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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近年来全球地壳上地幔探测的成果，分析了洋陆转换、地壳和岩石圈加厚的作用过程。洋陆转

换作用可分为以下五个演化阶段：① 同大洋扩张期的地壳增厚；② 海沟发生与早期俯冲；③ 俯冲带成熟与沟弧盆体
系形成；④ 俯冲带汇聚和位移；⑤ 陆—岛碰撞和陆壳连接。同大洋扩张期的地壳增厚作用指发生在被动大陆边缘
的地质作用。包括沉积作用，岩浆底侵作用，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压裂，形成海沟等。海沟形成后陆缘转变为主动

大陆边缘，大地构造机制转换为板块俯冲作用。成熟期的洋—陆转换作用特征是海盆扩张和板块俯冲造成的洋壳

缩短取得平衡。弧后盆地和弧后边缘海的打开，表明俯冲带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洋脊俯冲之后过成熟期的洋—

陆转换作用，其特征是海盆逐渐缩小而且板块俯冲带汇聚。这里既有密集的俯冲带又有短期打开的边缘海岭；俯冲

带不断位移，既可后撤也可前冲；俯冲板块经常发生断裂和拆沉。过成熟期的板块俯冲结果是边缘海微板块的萎

缩。经过陆—岛碰撞，岛弧地壳增厚，与大陆板块连为一体，成为大陆内部的一个构造单元，即显生宙的“古洋—陆

转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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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导言：大陆增生与洋陆转换
本文讨论大陆增生的第一阶段，即洋陆转换过

程。由于不同专业使用的词汇有别，容易混淆，本文

遵从板块构造学说，用词遵从美国固体地球物理百

科全书（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的定义。文中“大陆”和“大
洋”均指“大陆岩石圈”和“大洋岩石圈”，不是地理

学意义上的大陆和大洋。

大陆增生作用也叫造陆作用，在化学上指的是

大陆岩石圈成分相对大洋岩石圈的增加，即大洋岩

石圈物质或地幔物质向大陆成分的岩石圈物质的转

化。大陆地壳组成以富硅花岗闪长岩类为主，大洋

地壳以富钙、镁玄武质岩石为主。地球化学家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９５）曾详细分析了地球４６
Ｇａ以来大陆增生作用过程（图１）。原始地球是从
太阳中甩出来的高温汽团，随温度降低分异出地表

流体层、地核和地幔，地表流体层含大量的岩浆及酸

水。已发现年龄４０Ｇａ以前生成的锆石矿物，但这

图１根据地球化学导出的大陆增生作用过程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９５）

Ｆｉｇ．１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９５）

时的原始陆块不稳定。在约４０Ｇａ前开始出现大
陆型岩石，在３０Ｇａ前大陆面积占地球表面积５％
左右，说明已有陆核形成。在３０～２５Ｇａ前大陆



快速增生，使大陆面积快速增长到地球表面积的

１６％左右。此后大陆增生速度减缓，增生的机制属
于板块相互作用机制，包括洋陆转换、大陆碰撞和碰

撞造山带岩石圈克拉通化等。本文讨论只限于板块

体制内容，而不
!

及克拉通地核形成，太古宙大陆演

化在地壳上地幔组构中留下痕迹能被地球物理探测

发现的几率实在太低了。现在大陆面积占地球表面

积３０％左右，地球演化的总体趋势是大陆增生，当
大陆取代了所有海洋，地球就象火星及月球那样老

化了。

图２大陆增生作用过程中岩石圈结构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

洋陆转换作用是大陆增生的主要阶段之一，指

大洋岩石圈增厚并改造为大陆岩石圈的作用过程

（ＤｏｔｔａｎｄＢａｔｔｅｎ，１９８９；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１９９２；Ｃｌｉｆｔａｎｄ
Ｖａｎｎｕｃｈｉ，１９９４；杨文采，１９８９；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
２００１；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杨文采，２００９）。大洋岩石圈如
何演化形成大陆岩石圈？根据后板块地球探测的研

究结果，大陆增生在物理学上指的是大陆成分物质

的汇聚，表现为以下三方面：① 大陆岩石圈的面积
扩大，厚度增加一倍以上；② 大陆地壳不仅增厚，而
且分异成上、中、下三层；③ 地壳分层是通过大地
构造作用使等硅铝质矿物重新结晶分异的结果。大

陆增生作用分以下三个阶段（图２）：① 通过沉积作
用、大洋板块俯冲等作用使硅铝质物质在大陆边缘

汇聚，形成洋陆转换带；② 通过大陆碰撞等作用使
洋陆转换带转变为刚性不强的大陆岩石圈；③ 通
过克拉通化使大陆碰撞带转变为典型的大陆岩石

圈。本文从地壳上地幔探测结果重点讨论第一阶段

洋陆转换的过程和机制，而在后续的评述中，再讨论

大陆碰撞作用和克拉通化，力求对大陆增生有一个

比较全面的了解。

２　同大洋扩张期的地壳增厚
　　洋陆转换实际上从俯冲前的被动大陆边缘就开
始了，这时大洋正主动扩张，大陆被动地运动。关于

被动大陆边缘为何转变为主动大陆边缘有许多假

说，如地壳冷缩说、大洋板块弯曲说等，证据很少。

从地壳上地幔剖面分析，可认为海沟形成与大洋板

块俯冲与一系列地质作用有关：被动大陆边缘经沉

积作用和岩浆底侵作用，地壳增厚，大洋板块下倾、

曲率增大，在陆缘海底形成高压水层，进而促使大陆

岩石圈地幔压裂。压裂继续发育激发强烈的地震，

岩石圈地幔破裂形成了海沟，被动大陆边缘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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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地壳结构：（ａ）美国东海岸带过新泽西的广角反折射剖面，
推测波速７２ｋｍ／ｓ的下地壳层是与底侵作用有关；（ｂ）过大西洋东北ＨａｔｔｏｎＢａｎｋ的一条广角反折射剖面，

推测波速７２～７４ｋｍ／ｓ的下地壳层是由底侵作用形成的（据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Ｆｉｇ．３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ｓ：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ｂｙ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ａ）ａｎｄＨａｔｔｏｎＢａｎｋ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ｆｒｏｍ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主动大陆边缘，大地构造运动机制转换为板块俯冲

作用。较重的大洋板块插入大陆板块下方产生重力

失衡，导致它下倾角度加大，反过来又增加它的重力

拖曳力量，加剧了大陆岩石圈地幔压裂变形。当大

洋板块俯冲到软流圈时，由于软流圈低粘滞系数，而

且大洋岩石圈的密度比软流圈大，俯冲的阻力明显

减小，俯冲速度加快。俯冲去水作用在俯冲大洋板

块上方激发岩浆房，持续的岩浆活动产生火山弧，使

岩石圈加厚，加速了地壳分异。随着与岩石圈加厚

伴生的重力均衡作用的进行，火山岛弧不断隆升成

山，并通过陆—岛碰撞拼合入大陆边缘岩石圈。下

面将从地壳上地幔探测结果分析这些作用过程和机

制。

首先从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岩石圈结构分析大

陆是如何开始增生的，先看美国的东海岸带，其地壳

结构模型示于图３（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图３（ａ）为美国

东海岸带过新泽西的广角反折射剖面。如图可见，
从厚４０ｋｍ左右的大陆地壳到厚２０ｋｍ的大西洋地
壳之间，有宽２００多千米的洋陆转换带（指被动大
陆边缘岩石圈）。洋陆转换带沉积物巨厚下凹，反

映了大陆边缘裂谷作用的存在。这里地壳呈三层结

构，上层为后裂谷沉积物，波速小于６０ｋｍ／ｓ；中层
为碳酸盐岩石或裂谷沉积物，波速６０～６７ｋｍ／ｓ。
下地壳层波速７２ｋｍ／ｓ，与大西洋壳波速相同，估计
由裂谷期或期后岩浆底侵作用形成。这条剖面说明

了两个问题，一是这里地壳的三层结构已具有大陆

地壳的分层特征，二是陆缘裂谷作用或岩浆底侵作

用对被动大陆边缘地壳的大陆化具有重要作用。

图３（ｂ）为过大西洋东北 ＨａｔｔｏｎＢａｎｋ的一条
广角反折射剖面。如图可见，从厚２７ｋｍ左右的大
陆地壳到厚１７ｋｍ的大西洋地壳之间，有宽１００多
千米的洋—陆转换带。洋—陆转换带沉积物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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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反映大陆边缘裂谷作用存在的证据。这里地壳

呈三层结构，上层为沉积物，波速小于５７ｋｍ／ｓ；中
层波速５７～６５ｋｍ／ｓ，厚只有１～５ｋｍ，越向大洋越
薄，直至尖灭。下地壳层很厚，波速７２～７４ｋｍ／ｓ，
估计由岩浆底侵作用形成。这条剖面也说明了两个

问题，一是这里地壳的三层结构已初具有大陆地壳

的分层特征；二是即使没有裂谷发生，岩浆底侵作用

也可以促成被动大陆边缘地壳的大陆化。

图４中国南海地壳结构剖面图：（ａ）从华南大陆地壳到南海西沙海槽的ＯＢＳ波速剖面（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ｂ）南海西沙海槽的地壳波速剖面（Ｑ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ｃ）从南海西沙到南沙的盆地和地壳剖面

Ｆｉｇ．４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ｓ：（ａ）ｆｒｏｍ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ｔｏ
Ｘｉｓｈａｉｓｌａｎｄｓ（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ｂ）ａｃｒｏｓｓＸｉｓｈａｔｒｏｕｇｈ（Ｑ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ｃ）ｂａｓｉｎｓａｎｄＭｏｈｏｒｅｌｉｅｆｓｆｒｏｍＸｉｓｈａｔｏ
Ｎａｎｓｈａ

被动大陆边缘地壳的岩浆底侵作用非常普遍，

图４（ａ）是中国南海被动陆缘地壳结构剖面图（宋海
斌?），即从华南大陆地壳到南海西沙海槽的ＯＢＳ波
速剖面，由于使用了海底地震仪观测，波速计算精度

明显提高。由图可见，从华南大陆到南海西沙，下地

壳有厚达１０ｋｍ的高速层，波速７２～７５ｋｍ／ｓ，这
个高速层只能用岩浆底侵作用来解释。有人将被动

大陆边缘分为“冷（非火山型）”陆缘和“热（火山

型）”陆缘两种类型，前者如图３（ａ）所示，后者如图
３（ｂ）所示，有岩浆底侵和裂谷作用。其实，“冷”陆
缘和“热”陆缘可能不是两种类型，而是两个阶段，

所谓“冷”陆缘往往只是发展过了“热”陆缘阶段而

已。

被动大陆边缘地壳是岩浆底侵作用和裂谷作用

常发的地区，其原因可参见图 ５（杨文采，１９８９，
２００９）。图５为过被动大陆边缘岩石圈结构岩浆底
侵及裂谷成因示意图，从洋中脊到大陆内地壳和岩

石圈厚度增大。小方框内曲线为岩石圈温压随深度

的变化，可见大陆内部岩石圈随深度的升温较慢，不

易形成裂谷。三条地震Ｓ波速曲线显示陆缘下方有
低速异常，推测为洋中脊下方地幔热羽上升的小分

支；它可造成被动大陆边缘幔源岩浆底侵作用，并在

后期诱发裂谷作用，而裂谷又为快速沉积作用提供

了条件。

被动大陆边缘沉积作用也是大陆增生的主要来

源之一（ＣｌｉｆｔａｎｄＶａｎｎｕｃｈｉ，１９９４；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
２００１；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杨文采，２００９）。如图３（ａ）所
示，陆缘沉积主要为碳酸盐岩和盐丘，它们的物源主

要来自大洋，在这里进入了洋陆转换的链条。在元

古宇结晶基底中常见到的大理岩，便是大洋物质转

换为大陆组分的最终产物。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物堆

积使陆缘地壳加重增厚，并使下方大洋岩石圈下沉，

下倾角度加大，造成有利于海沟形成和早期俯冲有

利的构造环境。

大陆边缘的洋壳扩张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形

式，即洋—岛碰撞。台湾岛中部是现今洋—岛碰撞

４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图５过被动大陆边缘岩石圈结构岩浆底侵及裂谷成因示意图
Ｆｉｇ．５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ｒｉｆｔｔｏ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ｒａｔ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ａ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

三条地震Ｓ波速曲线显示地幔热羽上升路径；小方框内曲线为岩石圈温压随深度的变化
Ｄｏｔ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ｓ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ｍｏ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ｅｐｔｈ

的典型地区。由于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本文不作详

细讨论。

３　海沟形成与早期俯冲
　　洋—陆俯冲（大洋板块俯冲于大陆板块底下）
又称Ｂ型俯冲，为洋陆转换作用中的一个主要阶
段，开始于海沟形成和大洋板块下倾曲率增大。海

沟为什么会形成？首先来看俯冲早期洋—陆转换带

地壳的结构（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Ｋｉｎｇ，２００１；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８
ａｎｄ２００２；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杨文采，２００９）。图６为过
阿曼的马克兰俯冲带的反射剖面，反映俯冲早期

洋—陆转换带的地壳结构。从下方剖面放大图可

见，俯冲带始发端的下地壳无反射，表明因沉积物去

水在此形成了高压水层。高压水前沿具有水压致裂

作用，会像水枪那样压裂大陆岩石圈，导致海沟形

成，并为坚硬的大洋板块俯冲开路。

根据上述资料和分析，海沟发生期洋—陆转换

带地壳结构示意图可表述为图７。在大陆下地壳的
波速为６８ｋｍ／ｓ的一般情况下，洋—陆转换带地壳
的结构模型见图７ａ，图中考虑了陆缘裂陷和洋—陆
下地壳穿插过渡的情况。大洋板块扩张到大陆板块

图６俯冲早期洋—陆转换带地壳的结构：过阿曼的马克
兰俯冲带的反射剖面。从下方剖面放大图可见，俯冲带

始发端的下地壳无反射，表明因沉积物去水形成了高压

水层（据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Ｆｉｇ．６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
ＭａｃｌａｎｄｏｆＯｍａｎ（ａ）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ｄｅｔａｉｌｓ（ｂ）（ｆｒｏｍ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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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时，因为海洋板块较重，波速 ７２ｋｍ／ｓ，而大陆
下地壳波速和比重较低（图中由淡紫色层表示），大

洋板块会沉入大陆板块之下，形成图中由深蓝色层

表示的倾向大陆的重板块底层。这种结构表明，大

洋板块俯冲的发生与大洋板块重力作用有关。

图７俯冲发生期洋—陆转换带地壳结构示意图：（ａ）俯冲前洋—陆转换带地壳结构；不同岩层用不同
颜色表示；（ｂ）沿北纬４０°过日本海沟的反射地震剖面（引自Ｈｉｌｄｅ，１９８３），红线为俯冲大洋壳的顶面，
字母“Ｍ”为莫霍面，蓝线为地壳裂陷及增生楔界面；（ｃ）俯冲后洋—陆转换带地壳结构；不同岩层用不
同颜色表示同图（ａ）
Ｆｉｇ．７Ｃａｒｔｏｎｓｈｏｗ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ｏｃｅａｎｉｃｐｌａｔｅ：（ａ）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ｌｏ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Ｊａｐａｎｔｒｅｎｃｈ（ｆｒｏｍ：Ｈｉｌｄｅ，１９８３）；（ｃ）ａｆｔｅｒ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俯冲作用开始于海沟的形成和大洋板块下倾曲

率增大，局部段反射地震剖面见图７（ｂ）。因沉积物
去水形成的高压水层具有水压致裂作用，压裂大陆

岩石圈导致海沟形成。同时波速 ＞７２ｋｍ／ｓ的大
洋板块插入大陆板块下方后产生重力失衡，导致俯

冲板块下倾角度加大，增加它的重力拖曳力量。与

此同时，海底扩张之推力又会加剧上覆沉积地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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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加速沉积物去水和水压致裂作用。这些作用

的最终结果，导致了海沟的形成和大洋板块俯冲在

图８（ａ）过秘鲁西海岸俯冲带岩石圈结构示意图；（ｂ）过夏威夷 ＭａｕｎａＬａｏ火山岛的地壳剖面 （引自 ＨｉｌｌａｎｄＺｕｃｃａ，
１９８７），作为洋—陆俯冲前沿增生楔的岩性参照；（ｃ）早期洋—陆俯冲带的结构模型，其中“”为俯冲洋壳的顶面地震多
发区位置

Ｆｉｇ．８Ｔｈｒｅ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Ｐｅｒｕ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Ｍａｕｎａ
Ｌａｏ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ｉｎＨａｗａｉｉ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ＨｉｌｌａｎｄＺｕｃｃａ，１９８７）；（ｃ）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ｅｓｏｆ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ｄｅｎｏｔｅ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大陆岩石圈之下，见图７ｃ。洋—陆转换带随海沟的
形成而与大洋板块分开，成为独立的大地构造单元。

图７ｂ为沿北纬４０°过日本海沟的反射地震剖面，显
示海沟的细结构，其中红线为俯冲洋壳的顶面，蓝线

为地壳裂陷的痕迹及增生楔界面。对比图 ７ａ所示
的俯冲前的情况，图７ｃ的洋—陆转换带海沟形成的
模型，可根据反射地震剖面对比推演得到。

图８ａ可以作为俯冲早期的对比参照，此图为过
秘鲁西海岸俯冲板片岩石圈结构示意图。秘鲁的俯

冲开始于白垩纪未，俯冲板片尚未穿到软流圈，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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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一侧的火山链已经形成。在进一步讨论俯冲作用

发生机制之前，先看一下俯冲开始时俯冲前沿增生

楔的岩石类型。参照过夏威夷ＭａｕｎａＬａｏ火山岛的
岩性剖面（图８ｂ）可推测，俯冲前沿增生楔的从上
到下依次为大洋碎屑沉积、枕状—席状熔岩、辉长岩

岩墙群、层状辉长岩、层状橄榄岩，它是从地壳到上

地幔的过渡层。层状辉长岩和层状橄榄岩对应先前

讲过的大洋板块底层。当这部分大洋板块俯冲到软

流圈时，由于软流圈的低粘滞系数，而且海洋岩石圈

的密度通常比软流圈大，俯冲的阻力明显减小，俯冲

的速度也就更快了。

大洋板块俯冲到软流圈时，洋—陆俯冲带的结

构就更为复杂了，其常见模型见图８ｃ，其中包括了
６个构造单元。在扩张之洋盆之外，是俯冲增生楔、
外弧高地和弧前盆地。海沟一般位于弧前盆地下

方，外弧高地和增生楔的位置也可能互换（见图

９ａ），但海沟下倾面必定是地震破裂面。与俯冲前
的图７ｃ对照可知，它们包含了前俯冲洋—陆转换带
地壳和大洋壳上层的物质，只不过经过俯冲带的挤

压发生了强烈变形。当大洋板块俯冲到软流圈后，

板块俯冲进入了成熟期，形成了火山弧和弧后区，将

于下节讨论。

洋—陆俯冲带是全球地震发生最频繁强度最大

的地震区。上述俯冲增生楔、外弧高地和弧前盆地

３个构造单元的形成，与浅层地震造成的地壳变形
有密切关联（Ｏｌｉｖｅｒ，１９８６；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Ｇｕｂｂｉｎｓ，
１９８９； Ｍｏ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ｗｉｓｓ， １９９５；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０）。图９ｂ为地震停滞期洋—陆俯冲
前沿应力作用的图解。受俯冲板块推力影响，海沟

前沿的大陆方岩石圈上拱弯曲，水平方向缩短。图

９ｃ为地震期应力在海沟下方积累到极限后激发地
震的地壳变形图解。上方构造单元的变形模式在地

震时发生改变，海沟下方应力积累得到释放，原先上

拱的应力变为水平拉张，因而促成了弧前盆地的陷

落。由于水平拉张应力的推动，原上拱的增生物质

被推移到边缘，在多期地震之后逐渐形成了外弧高

地和弧前盆地。洋壳俯冲引起频繁的地震使外弧高

地不断增高而可能造山。注意这里上下板块的岩石

圈原来就不连接，它们的接触有相对位移，但不是拆

离。如图９ｃ所示，地震闭锁期洋—陆俯冲带应力作
用同一方向，也不会拆离。因此，板块俯冲与岩石圈

拆离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地质作用。强度大的频繁地

震也造成大洋板块前缘岩石的破裂，促进了海沟的

形成。因巨厚沉积和岩浆底侵使地壳加厚和大洋板

图９（ａ）过南美安第斯山的洋—陆转换带地壳剖面（引
自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其中叉号为俯冲洋壳的地震破裂面位
置；（ｂ）洋—陆俯冲前沿地震停滞期应力作用的图解；
（ｃ）洋—陆俯冲带地震造成的地壳变形的图解
Ｆｉｇ．９（ａ）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Ａｎｄｅｓ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ｂ）ａｃａｒｔｏｎｓｈｏｗ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ｃ）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ａｗａｒｄｅｄｇｅ
ｔｏｒｅｂｏｕｎｄ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ｂｕｌｇｅｔｏｓｕｂｓｉｄｅ（ｆｒｏｍ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块下倾曲率的增大，加上沉积物去水形成的水压致

裂作用和强度大的频繁地震，压裂大陆岩石圈最终

导致海沟形成和大洋板块的早期俯冲。

４　俯冲带成熟与沟弧盆体系形成
当大洋板块俯冲到软流圈后，板块俯冲进入了

成熟期，由于软流圈的低粘滞系数，俯冲的阻力明显

减小，俯冲的速度加快。在表１中列举了全球主要
大洋俯冲带的俯冲速度和俯冲角度，可见快俯冲和

大倾角呈正相关。在重力拖曳作用相同的情况下，

俯冲板块的加速导致板块俯冲角度的加大，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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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增强重力拖曳作用。因此，当大洋板块俯冲到

软流圈之下时，重力拖曳作用力与俯冲的阻力会逐

渐取得平衡，以使俯冲速率相对稳定。这时，俯冲板

块的倾角也会相对稳定，标志着大洋板块的俯冲进

入成熟期。这种成熟期的俯冲带已经做过大量的探

测，其地壳—上地幔结构模型如图１０表示（Ｏｌｉｖｅｒ，
１９８６；ＭｏｏｒｅｓａｎｄＴｗｉｓｓ，１９９５；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１９８９）。图
１０ａ同时显示了洋陆俯冲板片的地温等值线，去水
作用的区域和在大陆下方地幔楔的部分熔融区及岩

浆活动。大洋俯冲板片上部发生强烈地震和去水，

降低了板片俯冲的磨擦阻力，参见图１０ｂ。洋陆俯冲
的去水作用和深部围压的增加，使碎屑沉积岩变质

为蓝片岩，使洋壳中的玄武岩—辉长岩重结晶，逐渐

变质为榴辉岩。岩性开始变化为榴辉岩的深度段，

地震减少，但当俯冲板片完全去水并变质为榴辉岩

之后，俯冲产生的深层地震又多了起来。图１０ｂ还
说明了俯冲带前弧区不断扩大的洋陆转换作用过

程，沉积物的加入和来自地幔楔的硅铝质火山爆发

成为大陆岩石圈扩展的主要物质来源。

表１全球主要大洋俯冲带的俯冲参数一览表（引自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Ｔａｂｌｅ１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ｍａｉ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俯冲带 板块 俯冲带长度（ｋｍ） 俯冲速率（ｃｍ／ａ） 平均倾角（°）

千岛群岛—勘察加—本州岛 太平洋板块下插欧亚板块 ２８００ ６～１３ ４０
汤加—克尔玛德克—新西兰 太平洋板块下插印度板块 ３０００ ８ ６０

中美洲 科克斯板块下插北美板块 １９００ ９ ７０
阿留申 太平洋板块下插北美板块 ３８００ ６ ５０

Ｓｕｎｄｒａ—爪哇—苏门答腊—缅甸 印度板块下插欧亚板块 ５７００ ７ ７０
Ｃａｓｃａｄｉａ ＪｕａｎｄｅＦｕｃａ板块下插北美板块 １４００ ２ １５

ｓｏｕｔｈ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Ｓｃｏｔｉａ 南美板块下插Ｓｃｏｔｉａ板块 ６５０ ２
加勒比 南美板块下插加勒比板块

Ａｅｇｅａｎ 非洲板块下插欧亚板块 １５５０ ３
所罗门—ＮｅｗＨｅｂｒｉｄｅｓ 印度板块下插太平洋板块 ２７５０ １０ ７０
伊豆—小笠原马里亚纳 太平洋板块下插菲律宾板块 ４４５０ １０ ６０

伊朗 阿拉伯板块下插欧亚板块 ２２５０ ５ ５
喜马拉雅 印度板块下插欧亚板块 ２４００ ５

琉球—菲律宾 律宾板块下插欧亚板块 ４７５０ ７ ４５
秘鲁—智利 Ｎａｚｃａ板块下插南美板块 ６７００ ９ ３０

成熟的俯冲带是一个生成大陆型岩石圈的“工

厂”，这里有大量海洋沉积物中析出的海水，有洋脊

俯冲和俯冲冷板片吸引过来的热流，也有沉积岩和

洋壳玄武岩等大量物源。在水、热和物源的共同作

用下，俯冲带上方软流圈被交代和熔融，形成了沟—

弧—盆系中特有的强烈的岩浆作用与火山喷发（邓

晋福等?），“制造”出各种大陆型岩石圈中的岩石

（图１１）。发育于离海沟最近的外弧带，相当于岩浆

弧的前锋位置，形成的ＴＴＧ岩套的源岩是贫Ｋ２Ｏ的
玄武岩。富Ｎａ花岗正长岩 ＧＧ组合发育于岛弧岩
浆的主带。从外带－主带－内带的花岗岩组合Ｋ２Ｏ
和Ｋ２Ｏ／Ｎａ２Ｏ比值升高，表征俯冲带逐渐加深。由
于俯冲洋壳中段发生强烈的岩浆作用，玄武岩被部

分熔融，使这段震源（见图１１中的红星）较少发生，
而此段下方玄武岩变质为更坚硬的榴辉岩。

经数值模拟验证的俯冲板片物理参数剖面见图

１２，模拟时假设俯冲全程经时１４０Ｍａ，俯冲速度为８
ｃｍ／ａ。由图１２可见，在同一深度上俯冲的密度可
比两侧介质密度大 ０１ｇ／ｃｍ３；温度可低 ３００～
５００℃；地震波速可高出３００ｍ／ｓ。密度大波速高的
俯冲板片产生重力拖曳力量，比重大熔点岩高的榴

辉岩增强了板块俯冲的拖曳力和强度；温度低吸引

外来热量，加速了俯冲板块上方大陆地幔楔的部分

熔融。

在板块俯冲的成熟期，由于板块较冷因而密度

比上地幔大（见图１２，ｄ２～ｄ３），板块驱动力以板块
拖曳力为主，板块驱动力随深度加大。根据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ａｎｄＭｃｋｅｎｚｉｅ的物理计算表示（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
２００１），假定板块俯冲较冷因而密度比较大，产生的
负浮力即为板块拖曳力 （ｓｌａｂｐｕｌｌｆｏｒｃｅ），随深度
（Ｚ）的变化可根据以下公式估计：

ＦＳＰ（Ｚ）＝
８ｇαρｍＴ１Ｌ

２Ｒｅ
π４

ｅｘｐ π
２Ｚ
２Ｒｅ( )Ｌ－ｅｘｐ π

２ｄ
２Ｒｅ( )[ ]Ｌ
（１）

式中：ｇ＝９８ｍ／ｓ２为万有引力常数，α为热膨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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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ａ）洋陆俯冲的去水作用和岩浆活动示意剖面图；（ｂ）洋陆俯冲的去水作用（向上箭头）、岩性变化和
地震源区（黑点）示意剖面图

Ｆｉｇ．１０（ａ）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ｒｏｗ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

数，ρｍ为板块底部的密度；Ｔ１为地幔温度，Ｌ为板块
厚度；ｄ＋Ｌ为上地幔厚度 （６７０ｋｍ），Ｒｅ为热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数，正比于 ρｍ，板块的比热及沉降速率。
由此公式计算出，板块拖曳力最大约为１×１０１３～２
×１０１３Ｎ／ｍ，其中还包括３００～４００ｋｍ深处的橄榄

岩—尖晶石相变的附加驱动力，它比软流圈上涌在

洋脊的推力（计算为２１０１２Ｎ／ｍ）大一个级次。此式
表明，板块的拖曳力随深度（Ｚ）指数减小，当接近下
地幔时Ｚ＝ｄ，有 Ｆｓｐ＝０，不再下沉。但是，由于６２０
～６７０ｋｍ处为相变过渡带，这时，俯冲板块沿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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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俯冲工厂生成大陆型岩石圈的岩石示意剖面图
Ｆｉｇ．１１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

五角星指示震源频发区

ｓｔ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边界层继续前冲和积聚是可能发生的。

图１２ｄ为俯冲板块内应力特征示意图。图中黑
色圆圈代表挤压应力，白色圆圈代表拉张板块的拖

曳重力，圆圈的大小代表应力的强弱。图１２（ｄ１）表
示大洋板块开始俯冲时，板块内以挤压应力为主，产

生去水、高压变质作用。图１２（ｄ２）为大洋板块俯
冲冲过软流圈进入成熟期，下段岩石已变质为榴辉

岩，上部的挤压应力和下部拖曳力共同推动板块继

续俯冲。图１２（ｄ３）为大洋板块俯冲到上地幔底部
即６６０ｋｍ深度，板块驱动力以拉张的拖曳重力占优
势。图１２（ｄ４）显示，板片俯冲时不仅会去水和变
质，其表面也会熔融。如果板片俯冲时表面熔融过

剧，或者遇到洋脊俯冲，中段可以整体熔融并最终断

裂，大洋板块下段可能发生断开与拆沉。

洋—陆俯冲时大量的海水随同板块俯冲渗入上

地幔，水的渗入降低了岩石的固熔线，在１２００℃的
高温下俯冲板块表面可发生部分熔融，熔点低的硅

质矿物（角闪石及石英长石等）熔融，形成了硅质岩

浆。地幔楔中岩浆汇聚上浮，侵入到上方的大陆板

块内或岛弧内，造成安山质火山喷发，并逐渐形成

洋—陆转换带中的火山弧。随着板块俯冲的深度越

来越大，洋—陆转换带中的火山弧大陆方向还可以

形成第二火山弧，它们在地表已进入后弧区（图

１１）。弧后盆地和弧后边缘海的打开，表明大洋板
块已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

５　板块俯冲带汇聚与位移
　　上面以西太平洋北段鄂霍茨克海到冲绳为代
表，讨论了成熟期的洋—陆转换作用；其特征是海盆

扩张和板块俯冲造成的洋壳缩短基本上取得平衡。

现在讨论洋脊俯冲之后过成熟期的洋—陆转换作

用，其特征是海盆逐渐缩小而且板块俯冲带汇聚。

过成熟期的洋—陆转换大地构造作用非常复杂，其

机制尚不清楚，现今典型的发生地域如欧亚—印

澳—菲律宾三大板块交汇区，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

等，都是构造十分复杂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

点包括，既有密集的俯冲带又有短期打开的边缘海

岭；俯冲带不断位移，既可后撤也可前冲；俯冲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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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经数值模拟验证的俯冲板片物理参数剖面图 （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ａ）密度剖面，其中等值线单位为 ｇ／ｃｍ３；
（ｂ）温度剖面，等值线单位为Ｋ；（ｃ）地震波速剖面，等值线单位为ｋｍ／ｓ；（ｄ）俯冲板块内应力特征示意图；（ｄ１）大洋板
块开始俯冲；（ｄ２）大洋板块俯冲过软流圈；（ｄ３）大洋板块俯冲到上地幔底部（ｄ４）大洋板块俯冲发生断裂与拆沉
Ｆｉｇ．１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ｎｄ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ｄ）ｓｈｏｗｓｓｔｒｅｓ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ｄ１），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ｄ２），ｆｕｌｌ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ｄ３），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ｂｒｏｋｅｎ

图中黑色圆圈代表挤压应力，白色圆圈代表拉张板块的拖曳重力，圆圈的大小代表应力的强弱

ｂｌａｃｋ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ｗｈｉｔ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ｒａｇｇ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ｄｅ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ｏｕｒｃｅ：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经常发生断裂和拆沉，弧后盆地和弧后边缘海演化

轨迹很不稳定。图１３为我国南海及周边大地构造
略图，既有汇聚的俯冲带又有短期打开的边缘海岭

（宋海斌?）。参见图４ａ从华南大陆地壳到南海西
沙海槽的ＯＢＳ波速剖面，显示陆缘发生过地幔岩浆
底侵。图４ｂ南海西沙海槽的地壳波速剖面，显示中
央海岭地壳厚度仅为１６ｋｍ左右，两侧有地磁异常
条带，计算打开时间为３１～１６Ｍａ。图４ｃ为从南海
西沙到南沙的盆地和地壳剖面，显示中央海岭两侧

地壳厚度已逐渐增加到２３ｋｍ左右，开始接近大陆

地壳厚度，而且从图４（ａ）可知大部分地壳己经分
异为上、中、下三层。南海的西、南、东三面都是俯冲

带，挤压地应力近于东西方向（图中蓝色箭头），而

在其正交方向（图中红色箭头）应为拉张，这也许就

是３１Ｍａ前中央海岭打开的原因。
大洋板块在过成熟期经常发生俯冲带后撤位移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９；Ｐａｋｉｓ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８９；Ｐａｒｋ，
１９９８），由于这时没有了大洋中脊扩张的水平推力，
发生板块俯冲带后撤位移的几率大为增加。菲律宾

板块中就有多条后撤洋壳俯冲带。图１４为中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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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我国南海及周边大地构造略图
Ｆｉｇ．１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ｐａ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齿状黑线表示俯冲带；细黑线表示磁条带；近东西向箭头表示主挤压应力方向；近南北向箭头表示主挤压拉张应力方向

ｔｏｏｔｈｌｉｋｅ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ｆｉｎ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ａｒ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ｚｏｎｅ；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
Ｓ—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

加勒比板块及周边大地构造演化略图（宋海斌?）。

由图可见，８０Ｍａ以来俯冲带经历了６次后撤，年代
分别为８０Ｍａ、６０Ｍａ、４４Ｍａ、３０Ｍａ、１４Ｍａ和５Ｍａ。为
什么俯冲带会后撤？Ｔａｙｌｏｒ等人根据过马里亚纳俯
冲带地壳上地幔结构作出了一种解释（图１５）。图
１５ｃ为过马里亚纳俯冲带地壳上地幔结构模式化剖
面，主要表现为弧后大洋类型的洋壳的扩张。在洋

壳扩张之前，岛弧的地壳必须裂开并减薄图（１５ｂ），
这就是发生在岛弧下方的裂谷作用。在岛弧裂谷作

用之前，大洋板块俯冲带见图１４ａ，它即为上节所述
的典型的成熟俯冲带模式。图１４ａ—ｃ）中箭头位置
的变化示意俯冲带的后撤与弧后拉张有关，甚至有

因果关系。图中还用黑色圆表示俯冲带软流圈的流

体扩展，俯冲带的后撤拓宽了流体分布的尺度，有可

能加剧该区域后续的地幔岩浆底侵作用。

图１６为西太平洋的构造略图，也对俯冲速率和
海底地形进行了标注。由图可见，西太平洋的俯冲

带十分发育，围绕菲律宾板块四周全是俯冲带。在

赤道以北，走向主要为经向的俯冲带至少有两条：冲

绳—马尼拉—菲律宾俯冲带和马里亚纳俯冲带；在

赤道附近，走向主方向主要为纬向的俯冲带更多。

为什么会有多条平行的俯冲带呢？俯冲作用使洋壳

缩短，在没有洋脊扩张来平衡的情况下，过成熟期俯

冲带自然地走向汇聚。地壳探测表明（Ｐａｋｉｓｅｒａｎｄ
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８９；Ｐａｒｋ，１９９８），在大洋板块俯冲接近上
地幔底部后，由于受阻而使应力积累，可在后方再次

开启大洋板块俯冲作用，这也可能是俯冲带后撤的

起因之一。图１６中马里亚纳俯冲带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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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中美洲加勒比板块及周边大地构造演化略图（据 ＥｓｃａｌｏｎａａｎｄＭａｎｎ，２０１１）
Ｆｉｇ．１４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ｐａｒｏｕｎｄ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Ｓｅａ（ｓｏｕｒｃｅ：ＥｓｃａｌｏｎａａｎｄＭａｎｎ，２０１１）

齿状红线表示现今俯冲带；细红线表示８０Ｍａ以来俯冲带后撤的年代及轨迹；黑色箭头表示俯冲带后撤的方向，黄色区域表示陆地
ｔｏｏｔｈｌｉｋ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ｒｅｎｃ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ｙｅｌｌｏｗ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西太平洋的构造模式展示了４个时代不同的俯
冲带，它们是俯冲带后撤的后果。马里亚纳俯冲带

图１５大洋板块俯冲带后撤作用过程图解：（ａ）正常俯冲
带；（ｂ）迁移后岛弧上升；（ｃ）随着相应的弧后扩张，完
成偏移

Ｆｉｇ．１５Ｃａｒｔｏｎｓｓｈｏｗ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ａ） 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ｂ） ａｒｃｌｉｆｔｉｎｇａｆｔ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ｆｕｌ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ｂａｃｋａｒｃ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箭头位置的变化示意俯冲带的后撤；黑色圆表示俯冲带软流圈

的流体扩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ｒｒｏｗ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ｓ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属于洋—洋俯冲，其地壳结构和洋—陆俯冲带比较

相似，只是倾角较陡，大约６０°左右。海沟前方为玄
武质岩浆型的火山弧。火山弧后为地壳伸展区，打

开了一个窄长的弧后盆地。火山弧后地壳伸展区的

发育与俯冲带的热结构有关，弧后盆地岩石圈下方

热流上涌可造成上覆地层的伸展。弧后盆地甚至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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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西太平洋的俯冲带分布略图，并对俯冲速率和海底地形进行了标注
Ｆｉｇ．１６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ａ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ｌ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ｇｅｓａｎｄ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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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缘海的打开，是过成熟期洋—陆转换带大地构

造作用的第二种表现。由于冷的俯冲板块吸引地热

流，陆上弧后盆地岩石圈下方热流汇聚可造成上覆

地层的伸展。弧后盆地甚至可发展为边缘海盆的打

开。边缘海盆地是指沟—弧体系陆侧具有洋壳结构

的深水盆地，因其位于岛弧后方，又称弧后盆地。大

多数边缘海盆的地壳结构与标准洋壳接近，与其周

缘陆壳常以突变形式呈陡崖或断阶接触。边缘海盆

地的年龄相当年轻，大多数海盆的年龄比被岛弧分

隔的相邻洋盆小得多。大部分边缘海盆都有与大洋

底类似的磁异常条带、较高的热流值。弧后扩张形

成的边缘海例如日本海盆和千岛海盆，岩石圈张裂

形成的边缘海例如菲律宾海的四国—帕里西维拉

海。

图１７全球大陆地壳厚度图
Ｆｉｇ．１７Ｗｏｒｌｄｍａｐ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６　陆—岛碰撞与洋陆转换带登陆
过成熟期洋—陆转换带的最终归宿多半是上升

到陆地，成为大陆内部的一个构造单元，即显生宙的

“古”洋—陆转换带。那么，从现代的洋—陆转换带

到大陆内部的“古”洋—陆转换带，作用过程是怎样

的呢？洋—陆转换带登陆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岩石

圈地质作用过程，在这里我们只能看一个正在登陆

的洋—陆转换带典型地区，初步了解洋陆转换带登

陆的一些标志。图 １７为全球大陆地壳厚度图
（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４）。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东北—西南太平洋地
区、地中海地区和加勒比海一带，乃是洋—陆转换带

正在登陆的典型地区，这些地区的地壳平均厚度已

经在２５ｋｍ以上，远超过了海洋地壳的厚度。尤其
是澳大利亚东北—西南太平洋地区，这里地壳增厚

并使欧亚大陆与澳洲大陆相连，乃是正在发生洋—

陆转换的典型地区。这个地区的板块构造平面图示

于图１８ａ。
由图１８ａ可见，澳大利亚东北—西南太平洋区

特点是存在多条俯冲带和多个微板块（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０；
ＰｉｇｒａｍａｎｄＳｙｍｏｎｄｓ，１９９３；Ｍａ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在澳大利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大洋板块之间，夹杂

了卡罗林微板块、所罗门微板块、俾斯麦海微板块和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岛弧。沿巴布亚新几内亚岛

走向有一串超基性岩体出露，年龄主要为 ２７～
１７Ｍａ。对比西藏雅鲁藏布江缝合线的超基性岩带
可知，这里的超基性岩带同样是少量洋壳仰冲的产

物，代表了２７Ｍａ以来所罗门—俾斯麦海大洋板块
的俯冲。以此看来，海平面以上代表洋壳仰冲的超

基性岩带的显现乃是洋陆转换带登陆的标志。根据

研究区的岩石圈探测结果，可以对巴布亚新几内亚

岛及邻区的洋—陆转换过程进行回溯。图１８ｂ是依
此获得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地壳构造剖面。由图

可见，经过陆—岛碰撞，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弧地壳明

显增厚，并与印澳大陆板块的地壳连为一体。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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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ａ）澳大利亚东北—西南太平洋地区大地构造略图，左下角为板块构造平面图；
（ｂ）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地壳构造剖面，（据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０；Ｐｉｇｒａｍ，１９９３）

Ｆｉｇ．１８（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ｌ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ｐａｔ
ｌｏｗｅｒｌｅｆｔｃｏｒｎｅｌ，ｂｌａｃｋｇｒａｉｎｓｓｈｏｗ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ｃｒｏｐ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ＰａｐｕａＮｅｗＧｕｉｎｅａ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ｆｒｏｍ：Ｅｓｃａｌｏｎａ＆Ｍａｎｎ，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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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地球物理综合解释可知，１５Ｍａ前所罗门海微板块
同时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和卡罗林微板块下方俯

冲，俯冲的结果必然是所罗门海微板块的萎缩。向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俯冲的特征是大量洋壳的仰冲，

这种仰冲到１２Ｍａ时终止。俯冲和陆—岛碰撞的结
果还使洋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岩石圈地幔积存，

使岩石圈加厚成为大陆型岩石圈（见图１８ｂ）。随着
重力均衡作用的进行，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不断上升

成山，仰冲洋壳被
"

露为蛇绿岩套露头，显现出洋陆

转换带登陆的标志。

图１９地中海地区地形影像与大地构造略图（背景图据 ＡＳＴＥＲ，１５ｓ，Ｔｕｒ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９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ｐａｒｏｕｎｄ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ｉｎｅａｍｅｎｔ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ＴＥＲ，１５ｓ，Ｔｕｒ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红色齿状线表示洋—陆和陆—陆俯冲带；黑色背向箭头表示拉张区和拉张方向；黑色单向箭头表示现今板块运动方向

Ｔｏｏｔｈｌｉｋ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ｌａｔｅｍｏｖ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ｏｕｂｌｅａｒｒｏｗｓａｒｅｔｅｎｓｉ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如果洋陆转换带内岛屿不发育，陆—陆碰撞也

可能在板块突出部发生，形成局部的碰撞造山带，并

且与弧后盆地共存。现今地中海的岩石圈正处于这

种状况（图１９）。图１９为地中海地区地形影像与大
地构造略图，布满了洋—陆和陆—陆俯冲带，六对黑

色背向箭头表示拉张区和拉张方向，主要出现在背

向俯冲的轴部，如西地中海盆、亚得里亚海槽等。现

今地中海地区的局部地段，如直布罗陀，非洲大陆与

欧洲大陆已碰撞在一起，但从更大区域尺度看，地中

海盆岩石圈与即将登陆的洋陆转换带更加相似。地

壳中不仅仍有残余的洋壳存在，残余洋壳仍在俯冲

并产生岩浆弧，俯冲岩浆弧后面还出现了弧后盆地。

所以，挤压碰撞造山带（如亚平宁）、岩浆弧、弧后盆

地、裂谷伸展玄武岩（如 Ｅｔｎａ火山）共生在一起（邓
晋福?）。裂谷作用主要发生在３２～１６Ｍａ之间，与
南海中央海槽打开几乎同期。

现今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地中海的岩石圈密布不

同类型俯冲带的情况表明，洋—岛俯冲带不一定都

是岩石圈板块的边界。在板块构造学中，洋—岛俯

冲带或洋—岛俯冲带中的海沟的确是岩石圈板块的

边界的一种类型，但是并非所有洋—岛俯冲带都是

岩石圈板块的边界。在洋陆转换带发展后期，由于

俯冲带汇聚和后撤，板块边界附近岩石圈强烈变形，

这里以海沟发育程度来判别板块边界就不合适了。

洋陆转换带登陆标志着区域的大地构造作用体

制发生转换，即从洋陆转换作用体制转换为大陆碰

撞作用体制。关于大陆碰撞作用的讨论详见下一篇

评述。板块俯冲的结果最后形成大陆上的俯冲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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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洋陆转换作用阶段总表
Ｔａｂｌｅ２Ｓｔ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序号 作用阶段 典型区域 作用特征与要素 行为表现

Ｉ
同大洋扩张期的地壳

增厚
北美大西洋陆缘北段台湾

巨厚碳酸盐岩沉积岩浆底侵洋陆碰

撞造山
海侵巨厚沉积地壳分异、增厚与下沉

ＩＩ 海沟形成与早期俯冲
美国东南部陆缘台湾东部

陆缘秘鲁西海岸带

过压水层岩石圈地幔破裂与海水渗

入地震回跳变形

频繁地震陆缘上地幔低速带大洋向软流

圈俯冲

ＩＩＩ
俯冲带成熟与沟弧盆

体系形成

西太平洋俯冲带北段：鄂

霍茨克海到冲绳

俯冲工厂岩浆作用与火山喷发软流

圈上涌与弧后扩张

频繁地震上地幔倾斜高速带大洋板块向

６７０ｋｍ间断面俯冲

ＩＶ 俯冲带汇聚与移动
南海—苏拉威西海加勒比

海

双向俯冲导致地壳增厚与盆地中央

伸展俯冲带靠拢、断开、后撤

洋脊俯冲完毕弧后盆地张裂洋陆转换带

扩展俯冲带靠拢汇聚

Ｖ
陆—岛碰撞与陆壳连

接

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周边地

中海

陆—岛碰撞复理石建造重力均衡与

海底上升

海退陆—岛碰撞带造山复理石盆地拼合

扩大海底上升

岩片（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它们连结了
克拉通陆块、微大陆碎片和成熟的火山弧和边缘海

残留岩片，构成了大陆内“显生宙洋—陆转换带”的

主体（杨文采，２００９；杨文采?）。表２对上述洋陆
转换作用过程各个阶段作了总结。

７　结论
（１）洋陆转换作用包括通过沉积作用、大洋板

块俯冲等使硅铝质物质在大陆边缘汇聚，形成地壳

和岩石圈加厚的洋陆转换带。洋陆转换作用可分为

以下五个演化阶段：① 同大洋扩张期的地壳增厚；
② 海沟发生与早期俯冲；③ 俯冲带成熟与沟弧盆
体系形成；④ 俯冲带汇聚与移动；⑤ 陆—岛碰撞与
陆壳连接。

（２）同大洋扩张期的地壳增厚作用指造洋作用
和洋陆转换的衔接交替期发生在被动大陆边缘的地

质作用。包括沉积作用，岩浆底侵作用，形成高压水

层，岩石圈地幔压裂，形成海沟等。海沟形成后陆缘

转变为主动大陆边缘，大地构造机制转换为板块俯

冲作用。

（３）成熟期的洋—陆转换作用；其特征是海盆
扩张和板块俯冲造成的洋壳缩短基本上取得平衡。

弧后盆地和弧后边缘海的打开，表明大洋板块已进

入完全成熟的阶段。

（４）洋脊俯冲之后过成熟期的洋—陆转换作
用，其特征是海盆逐渐缩小而且板块俯冲带汇聚。

这些地区的构造十分复杂，既有密集的俯冲带又有

短期打开的边缘海岭；俯冲带不断位移，既可后撤也

可前冲；俯冲板块经常发生断裂与拆沉，弧后盆地和

弧后边缘海演化轨迹很不稳定。

（５）过成熟期的板块俯冲结果必然是边缘海的
萎缩。经过陆—岛碰撞，岛弧地壳增厚，并与大陆板

块的地壳连为一体。大量洋壳的仰冲的结果还可使

岩石圈加厚成为大陆型岩石圈。洋—陆转换带的最

终归宿是上升到陆地，成为大陆内部的一个构造单

元，即显生宙的“古洋—陆转换带”。

（６）现今洋—陆转换带和显生宙洋—陆转换带
中相对稳定的构造单元是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

产地，洋陆转换作用的研究对油气资源的勘探具有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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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论评》、《地质学报》第３９届编辑委员会成立仪式
及进一步办刊问题讨论会在京举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论评》、《地质
学报》（中文版）第３９届编委会成立仪式及进一步办刊问题
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地质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孟宪来，两刊前主编陈毓川

院士、任纪舜院士，两刊新任主编莫宣学院士、杨文采院士，

及两刊部分新编委６０多位出席了会议，中国地质学会秘书
长朱立新主持了成立仪式。

过去十几年中，《地质学报》（中文版）在主编陈毓川院

士的领导下，从季刊改为双月刊，再到月刊，发表文章数量成

倍增加，基本满足了地质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在论文数量增

加的同时，论文的学术质量也不断提高，国内外３０多家多家
文摘和数据库收录。自２００１年至今８次荣获科技部中国科
技信息研究所评选的“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多次荣

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称号；荣获新闻出版总署“优秀科技

期刊一等奖”和“国家期刊奖”；２０１２年被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和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等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

响力学术期刊”。

《地质论评》在主编任纪舜院士的领导下，传承老一辈地

质学家热爱祖国、提倡学术争鸣的光荣传统，继续走在了地

质学学术期刊的前列，为中国地质学的学术发展起着引领作

用。在１９９９年的每期小１６开１１２页基础上，发展到了２０１２
年的每期大大 １６开 ２００页，发表文章数量翻了一番以上。
《地质论评》以论、评、述、报为特色，经过多年的努力，她已

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地质学学术期刊。她被国内外众多检

索系统收录。在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论文

统计分析”中，其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等指标多年来均位居

前列；在中国核心科技期刊遴选中，按多因子加权统计排序，

２００４年《地质论评》位列地质类期刊的第一位，２００８年位列
第三；２００５年获国家期刊奖提名奖；２００６年入选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精品科技期刊工程；２００９年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评为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２０１２年被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和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等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

响力学术期刊”。

《地质学报》、《地质论评》两刊经过中国几代地质学家

的不懈努力，在中国科协、国土资源部以及地勘行业各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我国科技期刊界重要的刊物，为推动

我国地学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成立仪式上，孟宪来常务副理事长分别向莫宣学院士和

杨文采院士颁发了新一届编委会的主编聘书。莫宣学主编

和杨文采主编分别发表感言，感谢前任主编、编委及过去几

十年中中国地质学界为两刊打下了良好基础，决心尽力率领

新一届编委会使两刊更上一层楼。

孟宪来常务副理事长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对以陈毓川院

士、任纪舜院士为主编的《地质学报》（中文版）、《地质论评》

第３７、３８届编委会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为换
届作出重要贡献的莫宣学院士、杨文采院士和各位新老编委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在讲话中指出，两刊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期，要做好下一步的工作需要注重三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刊登更多的中国原创性研究成果，

不断提高两刊的国内外影响力。二是充分发挥刊物自身优

势，为人才培养建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三是

发挥编委优势，再接再厉，为科技创新做出新贡献，继续保持

两刊国内领先地位。

编委们对本次会议都十分重视，多位京外编委，如桂林、

武汉、西安、南京、合肥、长春等地的编委们，不远千里来京参

加了会议。且大多数编委都不辞辛苦，中午赶到北京，晚上

又连夜返回工作地。北京的编委们除确有他事无法脱身外，

也都参加了会议。更有在加拿大工作的嵇少丞教授，也回国

参加了会议。

成立仪式后，莫宣学院士、杨文采院士分别向到会的各

位副主编、编委颁发了聘书。接着新一届两刊编委会围绕如

何办好刊物、履行编委职责、充分发挥刊物自身优势、不断提

高两刊的国内外影响力、推动科技创新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编委们纷纷表示，感谢中国地质学会的信任，一定会尽自己

的努力，为把两刊办得更好，贡献力量。并结合各自的实际

和经验，为进一步办好两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

（黄敏、章雨旭　　报道）　　

１２第 １期 杨文采等：从地壳上地幔构造看洋陆转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