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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陆边缘是研宄岩石圈破裂及洋壳开始扩张的重要场所 ，破裂大陆岩石圈(RCL)是 美国大陆边缘计划 

(MARGINS)围绕大陆边缘岩石圈破裂这一地质过程而实施的一项科学计划。阐述了RCL研宄的主要科学问题， 

详细地介绍了其所采用的科学研宄方法和长远计划。RCL主要利用地球物理数据，在全球及局部板块运动背景 

下，结合地球化学、岩石力学、地热、地磁学等方法，建立地层沉积沉降史及岩石圈破裂扩张模型。最终对其形成机 

制、岩石圈扩张驱动力以及扩张期间内部各 系统的演化等问题进行解释。最后以加利福尼亚湾地 区为例阐述了 

RCL的具体研究情况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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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边缘的构造特征及其盆地充填物特征揭示 

大陆边缘是岩石圈变形的主要场所。大陆边缘盆地 

地层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岩石圈的变形演化过程， 

可以用它来研究岩石圈的垂向运动史，但要全面地 

认识大陆边缘的性质、起源和演化，还必须了解与岩 

石圈尺度变形相关的各种物理作用过程。 

破裂大陆岩石圈(Rupturing Continental Lith- 

osphere，RCL)的主要研究 目标是大陆边缘形成的 

动力机制和演化过程，以及大陆岩石圈从开始破裂 

到如何最终完成向洋壳扩张的过渡『1]。RCL最初 

是在几个重点研究地区进行区域地质和地球物理野 

外试验等研究，后经美国大陆边缘研究组织(MAR— 

GINS)、AGU和 GSA组织的多个专题会议讨论而逐 

渐演变为一项研究计划，并在全球选择了两个重点研 

究区域——加利福尼亚湾和北红海地区。RCL科学 

计划经由MARGINS组织实施，主要是鼓励科学家对 

与大陆岩石圈伸展裂陷相关的研究区域提出各种研 

究建议，并对重点研究问题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1 RCL研究的科学问题 

尽管过去几年中对大陆岩石圈变形的运动学机 

制研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对于大陆岩石圈变形 

的物理学机制、应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物质构 

成以及破裂区域岩浆熔融深度等问题仍没有准确的 

认识，而这些过程正控制了大陆边缘的基本构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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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对此，必须根据不同的空间、时间尺度，利用野 

外研究、室内实验和数字模拟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学 

科的综合研究[1]。 

总体上来说，RCL研究计划致力解决的主要学 

术目标包括以下 4个方面： 

(1)岩石圈发生破裂的驱动力研究 

在破裂过程中应力如何演化?破裂发育时，同 

时会引起其他断裂活动的停止或继续，其中对哪些 

产生积极作用，对哪些产生消极作用?是什么控制 

了破裂发育的位置和形态? 

(2)破裂发育过程中，其内部热力学系统是如 

何演化的? 

引起大陆岩石圈破裂扩张的机制是什么?热流 

变性和低角度正断层对岩石圈破裂扩张所起的作用 

如何?上地幔热力学演化与大陆岩石圈破裂之间的 

相互作用如何?下地壳的变形程度如何?在岩石圈 

破裂过程中热量如何转化?伸展应变在纵向和横向 

上如何分布? 

(3)岩石圈破裂的构造发育演化史研究 

控制破裂发育位置的因素有哪些?在岩石圈破 

裂和洋壳扩张过程中流体(岩浆、火山作用)起到什 

么样的影响作用?什么控制了破裂盆地的构造特征 

和几何形态?剥蚀作用和沉积作用对构造特征起到 

什么样的影响?在破裂系统的两翼，影响应变量大 

小、方向、位置的因素分别是什么? 

(4)岩石圈如何从破裂过渡到洋壳扩张? 

在岩石圈破裂向洋壳开始扩张的过渡中，哪些 

因素起到更重要的控制作用?洋一陆壳过渡带中，这 

些作用如何在构造／地质体特征中反映出来?什么 

控制了破裂的宽度及其向洋壳扩张的转变?什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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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洋一陆壳边界位置? 

2 RCL科学计划的研究策略 

RCL计划首先利用人工地震、天然地震试验来 

分析破裂岩石圈及其邻区的地壳和下伏地幔构造特 

征。另外还要进行：(1)岩石圈变形区的详细地质调 

查、地貌特征、演化历史等研究，并查明低角度断裂 

和高角度断裂所起的不同作用；(2)区域地球物理场 

特征、地球化学、岩石学和大地测量方面的研究；(3) 

重力数据和大地水准面数据、大地热流值以及 GPS 

测定岩石圈变形速率等将会对研究地幔流和岩石圈 

弹性形变起到指导性的作用；(4)ODP和 IODP在 

浅海和深海中的钻探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地层样品 

数据，从而使我们能确定地层不整合面、沉积年代、 

沉积相、古水深，以及进行岩石力学方面的分析等； 

利用钻井对断陷相关的火山作用直接取样，分析盆 

地基底的成分；(5)实验室模拟对分析岩石圈流变性 

以及研究岩石成分、温度、压力等因素对岩石圈变形 

的影响，将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2．1 建立合理准确的地质模型 

建立合理的地球动力学模型对于我们研究岩石 

圈破裂及其后的洋壳形成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同 

时也为我们解释各种地质现象提供一个整体框架。 

许多汇聚型边缘的地球物理数据显示：大区域性的 

沉降只伴随有微小的脆性变形。为解释这一地质现 

象，需了解这一区域的下地壳和地幔的伸展作用，甚 

至包括地幔的动力学研究，为此将大陆岩石圈伸展 

作用的基本变形分为双层结构建立地质模型(图 

1)，即脆性上地壳(发生简单剪切作用)和塑性变形 

的下地壳+地幔(发生纯剪切作用)C13。脆性变形平 

衡作用主要集中在陆壳一洋壳边界区域，这一区域变 

形的陆壳被岩浆高度侵入，并伴有强烈的火山作用。 

图1 大陆破裂区向洋壳开始扩张过渡期间 

的理想岩石圈模型(据文献[2]) 

Fig．1 Conceptual lithospheric scale model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continental rifting to ocean floor spreading 

2．2 研究岩石圈破裂的流变学特征 

通过人工地震及天然地震观测等方法及深部岩 

石学研究岩石圈结构成为目前较常用的手段之一。 

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提高，人们利用大陆及大洋地 

球物理资料特别是地震资料研究岩石圈结构成为可 

能。利用地震波研究岩石圈结构的理论及方法也较 

为成熟。利用地震波研究岩石圈特别是地幔与下地 

壳的各向异性已成为探讨板块运动的变形机制、地 

幔对流、深部物质组成的主要途径之一_2]。当前岩 

石圈研究的主要动向是将地幔深部物质的成分及流 

变特征与基于地球物理手段揭示出的岩石圈各向异 

性等特征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将岩 

石学、矿物学、显微构造变形学、流变学、地震学及大 

陆深钻计划结合已成为该领域的一种趋势[3]。 

大陆岩石圈的流变性总体上是岩石圈结构、温 

度压力以及应力状态的函数，并强烈受控于其热结 

构；纵向上可视为具有牛顿或非牛顿流变性的黏性 

层或弹性一黏性一塑性流变的成层介质，具体应据 

不同深度上的主要岩石类型而定；而岩石圈流变性 

在横向上的明显变化已经在多个地区被发现[4]，这 

主要取决于地壳厚度的变化以及岩石圈热一构造年 

龄的变化 。 

对于流变学问题，需对整个伸展大陆岩石圈进 

行三维地震分析、层析成像研究、地质填图等。另 

外，还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建立全球活动区域的 

时间尺度关系。一般我们所研究的空间大小为 100 

km×100 km×100 km。在这一大小的空间内，沉 

积盆地具有裂陷构造的典型特征，并能反映大陆岩 

石圈的变形历史。正断层及低角度断层能帮助我们 

认识上地壳、伴有上盘剥蚀的脆性变形以及大陆岩 

石圈的减薄机制。另外，还需要结合岩石实验室物 

理测量、深部地球物理测量(包括地震、重、磁、电)和 

岩石圈中流体动力学研究等多种手段来详细研究大 

陆岩石圈的实际流变结构，由原始的一维模型向二 

三维模型发展l5J。 

2．3 研究低角度断层的运动及作用 

目前，对于低角度断层在大陆破裂、沉积盆地形 

成和最终的海底扩张中所起的作用，仍需要深入的 

研究l_6]。在切应力远小于实验和理论研究所提出的 

必须值的情况下，这些小断层是怎样运动的?在地 

壳减薄过程中，低角度断层在什么时候起到关键作 

用?对于这些我们仍不清楚。在西 Woodlark盆地 

中，伸展晚期发育了低角度正断层(图2)，加利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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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 l108 

图 2 ODPI80航次在 Woodlark盆地西端小角度正断层的多道地震剖面(据文献Do3) 

Fig．2 Multichannel seismic image of a low-angle normal fault at the western tip of the Woodlark basin in ODP Leg 180 

亚湾 Salton海槽在扩张早期和晚期都发育了低角 

度正断层，有些区域的低角度断层到现在可能还处 

于活动状态，有些区域的伸展作用主要沿低角度断 

层发育，只是现在被高角度断层所代替而已。岩性 

成分对低角度断层滑动起很重要的作用，但进行研 

究时，仍要考虑时间一温度一压力的变化关系。 

关于沿低角度断面的摩擦力为什么这么小，有 

下列几种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断裂带内的活动剪 

切力使附近岩层的渗透率变高，引起靠近断层处的 

孔隙压力升高，断层面所受到的正压力降低[7 ；另一 

种观点认为断层带内的流性岩(fluid—rock)重新作 

用形成弱性层状硅酸岩_8]，相应地应力方向也发生 

改变，最终和断层方向一致，但对于重新转向后的应 

力达到多大值才能引起断层滑动，现在还不清楚 ]。 

对于这些，就要通过钻井来测量断层邻近区的渗透 

率、孔隙压力、弱层状硅酸岩的形成、应力改变后的 

方向等数据。ODP180航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 

所钻探的 1108站位就是要了解 Woodlark盆地西 

端小角度正断层的上盘和下盘在垂向和横向上的运 

动史(图 2)。 

ODP180航次中利用地震与钻井手段对 Wood— 

lard盆地研究发现[1 ：Moresby断层以 27。～32。北 

向倾斜，通过对钻井所取断层泥样品分析显示断裂 

带遭受强烈的热液矿化，暗示了断层带内大量的流 

体运移；地震波测量时发现，在 4～5 km深处，有一 

厚约33 m的层位，其 P波速度迅速降低，约为 4．3 

km／s(最低达到 1．7 km／s)，显示出断层带内高流 

体压力下产生的高孔隙度I另外，测量的泊松比的降 

低也证明了高孔隙度的存在。在剪切压实作用下， 

沿岩层方向的渗透率升高，断裂带之上渗透率降低， 

结果导致了断层带内流体加剧运移和流体压力的升 

高，最终引起了断层的滑动。 

2．4 分析应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 

通过多学科的研究分析岩石圈内应变分布，比 

如地震试验、热史模拟、流变性等，最终建立大陆边 

缘的变形史。分别沿着边缘内未变形地壳和外侧洋 

壳倾向和边缘走向进行详细的地震试验，以弄清在 

活动破裂区和被动大陆边缘内的应变分布，并搞清 

控制应变分布的因素。除了地震试验外还要：(1)绘 

出准确的三维构造变形图；(2)明确不同流变区和构 

造行为的区域边界，例如拆离层与转换带I(3)测量 

引起变形的应力场；(4)明确变形系统内的物质平 

衡，包括岩浆作用、拆沉作用、沉积作用、剥蚀作用I 

(5)搞清变形过程各个控制因素的作用，如热史、应 

变率、应力场、流变性和岩石圈构造特征。 

2．5 研究岩石圈破裂的地层响应 

地层研究可以为变形大小、年代、应变一深度关 

系等提供准确的判定，但无法确定变形的机制。比 

如把地壳中部的伸展应变分布和与不同深度处的伸 

展量进行对比，得到完全不同的同破裂沉积地层的 

形态[11](图3)。区域凹陷盆地不发育脆性变形。在 

以正断层为边界的盆地中，断层上盘遭受剥蚀反转， 

下盘相对升高。在多期次的伸展运动中，当早期脆 

性变形被晚期塑性变形所叠覆时，要认清与深度相 

关的伸展和应变分布是很复杂的。更重要的是，下 

地壳和地幔的减薄作用和与深度相关的岩石圈伸展 

都同样反映了破裂的发育史，破裂过程不仅是正断 

层的活动过程，还应包括下地壳可能发生的塑性变 

形。破裂过程也就是地壳减薄过程，包括上地壳脆 

性变形和下地壳塑性减薄。至于在岩石圈破裂发育 

过程中，为什么塑性变形会取代脆性变形，目前仍不 

清楚。这一问题也将是 RCL计划的研究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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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一活动伸展变形系统内，要弄清伸展 

变形模式、规模及其随深度的变化并不是很容易的， 

必须进行大量的野外现场试验测量：(1)陆上地质研 

究，包括地貌学、岩石学、地质年代学、古高程测定等 

来确定构造升降史变化；(2)通过 SPOT等构造图 

成像和转换软件得到高精度的 DEM，利用 DEM、 

LANDSAT和 ASTER及其他遥感手段来测量倾 

向、倾伏角等；(3)利用人工地震测量岩石圈的构造 

形态和莫霍面深度、断层形态、弹性变形层内的应变 

结构；(4)利用天然地震进一步分析应力场、流变场、 

岩石圈厚度、地幔波速度、各向异性等；(5)地表大地 

水准测量；(6)利用井下应力场测量、重力场、磁场和 

电场、热流值等数据来解释岩石圈的岩性和构造特 

点；(7)陆上、海上钻探研究，并进行详细采样分析， 

以测定沉积物和基底类型、火山岩成分、地层的年 

龄、古水深、沉积层和基底的孔隙度、渗透率以及应 

力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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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岩石圈伸展活动下的地层构造 

特征模型(据文献El：-1) 

A地壳中部发生拆离作用，下地幔伸展扩张下的凹陷盆地沉 

积形态；B岩石圈伸展下的正常裂陷盆地地层沉积特征；C岩 

石圈早期发生脆性变形，并被后期下地壳、地幔塑性变形混合 

影响下的地层沉积特征 

Fig．3 Modeled stratigraphic and structural response 

to lithospheric extension(after reference[11]) 

除以上所说的各种野外研究方法外，室内理论 

研究也同样重要。在对各种环境下的岩石力学属性 

进行试验时，必须考虑到流体、成岩作用、应变史等 

因素的影响。理论分析还包括地球动力学过程的数 

字模拟和大陆边缘古地理一古构造的三维重建。近 

年来随着计算机应用的发展，已经可以在很小尺度 

下模拟伸展构造详细的演变史，并模拟出不同动力 

学变化下的流变特性。 

3 加利福尼亚湾地区的RCL研究 

RCL科学计划总共有两个研究区域：一是加利 

福尼亚湾，另一个为北红海地区。下面就加利福尼 

亚湾地区作一简要的介绍。 

加利福尼亚湾研究区包括太平洋板块一北美板 

块边界、南加利福尼亚以及西墨西哥(图4)口 ，走向 

沿洋壳 陆壳过渡。最南端的陆壳岩石圈已完全破 

裂，并形成了新的洋壳。然而在北端，新的洋壳还未 

形成。研究区包括现代活动板块边界和海湾扩张时 

期的岩石圈破裂运动。 

图 4 加利福尼亚湾 Salton海槽研究区位置(据文献E12]) 

Fig．4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Calif0rnia／Salton 

Trough(after reference[12"]) 

3．1 现代板块边界位置和属性 

太平洋 北美板块边界从太平洋一北美一Riv— 

era三叉点往北北西向沿着海湾延伸。Alarcon盆 

地发育在 Tamayo转换断层北部的太平洋 北美板 

块边界处，其海底具有典型洋中脊形态和呈对称状 

分布的地磁异常。在海湾中心处一盆地底部具有很 

窄的轴向磁异常，这可能是后期的镁铁质火山侵入 

岩造成的，然而在盆地内很难发现对称分布的磁异 

常。海湾北部盆地 的海水很浅 ，约为 l 000 m。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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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盆地大多为沉积凹陷盆地，被正断层所控制，洋底 

处很少暴露有火山岩，缺少那种洋中脊典型的呈对 

称状分布的磁异常[1 。 

转换断层边界的属性从南向北也是逐渐变化 

的，从 Tamayo转换断层往北到 Ballenas转换断层 

区域的南部海湾为洋壳特征。然而，Ballenas转换 

断层往北各个伸展 地并不是被转换断层所分隔， 

而是被复杂的断层分隔开并呈叠瓦状分布。 

3．2 岩石圈破裂位置和样式 

对于加利福尼亚湾南端和北端的破裂构造已掌 

握得比较清楚。南部区域(Alarcon盆地)的洋壳约 

在 3．4 Ma前形成，然而却有 180 km的洋壳发育， 

因此可以推断在破裂过程中，一定有其他运动引起 

了大陆扩张。在 Sahon海槽区域，地质地球物理数 

据显示主要为一些新地壳，厚度超过 20 km_1 ，但 

新形成地壳的规模和分布并不是很清楚。因此，这 
一 区域大陆岩石圈伸展期 的板块运动也不能确 

定[1引。海湾盆地北部，地壳和岩石圈的属性我们并 

不太了解，其下莫霍面深度估计约为 15 km，盆地地 

壳成分与 Sahon海槽处的可能相同。 

3．3 海湾内的断裂滑动■ 

通过以上研究，加利福尼亚湾的总体扩张量约 

为 300 km：(1)加利福尼亚湾中部的圣 ·安德烈斯 

断裂，其水平错移量估计为(315±10)km，这一断 

裂一直影响到海湾北部口 ；(2)从 Santa Rosa盆地 

到 Sonora海岸的古新近纪碎屑岩沉积物露头显示， 

上Delfin盆地的水平错移量可能有 290 km["]。最 

近通过对该区域中新世以来的凝灰岩研究发现其错 

移量也在(255±10)km范围内 】̈ 。(3)Alarcon盆 

地扩张速率从 3．58 MaBP以来估计为 45 mm／a，按 

照这个速率推算的话，6 MaBP以来的总扩张量将 

为 270 km[ 。 

中新世以来，横穿加利福尼亚半岛没有断裂发 

育，这样在加利福尼亚湾扩张以来，半岛是以一个整 

体移动的。如果以上推测正确的话，那么在走向上 

加利福尼亚湾的扩张量几乎是相同的。 

3．4 加利福尼亚湾／Salton海檀破裂扩张年代 

破裂扩张史要从大陆边缘伸展断裂时间、岩浆 

活动史、海底沉降史 3个方面进行分析。加利福尼 

亚湾 Sahon海槽被分成两个扩张期[2。。：中中新世的 

“古海湾期”和 6 MaBP以来的“现代海湾期”。最新 

研究表明，海底地层是从 8 MaBP或更晚开始沉积 

的，Isla Tiburon地层估计是从 12 MaBP前开始沉 

积的[ ]，这也证实了“古海湾期”的存在。 

海湾周围的裂陷火山作用和伸展断裂时间早于 

海底沉积岩历史。海湾内的伸展断裂在 6 MaBP前 

就已经开始活动 ，加利福尼亚湾的断裂有可能在 

11 MaBP前开始活动口引。这一区域的断裂大多为 

高角度断层，但在北加利福尼亚和 Salton海槽却发 

现了低角度断层的存在 ∞ ；早中新统盆岭省区域内 

发育有拆离断层 ；中一晚中新世在墨西哥盆地发 

育了一些正断层_2引。 

海湾处的构造活动曾在多处被研究过[253。海 

湾扩张前期，与消减作用有关的安山岩质岩浆沿着 

半岛发育。22～16 MaBP间，半岛北部发育有岩浆 

活动；22～12 MaBP间，半岛南部发育有火山活动。 

由于受到费拉隆板块消减俯冲停止的影响，北部的 

火山作用较早停止了活动。 

3．5 海湾的破裂演化史 

陆上地质观测显示加利福尼亚海湾破裂扩张方 

向是随时间而改变的。破裂早期(晚白垩世)断面倾 

角很陡，破裂晚期逐渐趋于倾斜平缓[2引。海湾构造 

活动史分成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加利福尼亚 

湾板块作为一小板块夹在太平洋一北美板块中间。 

因此，海湾的扩展只代表了太平洋一北美板块的部 

分运动；在第二阶段，加利福尼亚湾板块与太平洋板 

块完全汇合，因此，海湾后期扩张代表了太平洋一北 

美板块间的运动。 

对于该区域整体动力学的研究，一方面在全球 

板块系统下，由太平洋和北美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 

计算出[2 ：自12 MaBP以来太平洋板块相对北美 

板块的总相对位移量为600 km(以现今 Sahon海槽 

附近的一点为参考)。如果这段时期加利福尼亚海 

湾的开启量是 300 km，那么缺少的这部分位移量就 

必须被其他板块的运动所补偿。由 Magdalena扇 

的位移量推断出：这部分缺失的几百公里的位移量 

被 Tosco—Abreojos—San Benito断层系统之上与板 

块边缘平行 的走滑位移量所补偿[2 。然而，对于 

Magdelena扇位移量的准确度，以及该位移所经历 

的时间，都在进一步确认之中[3。。。 

另一方面，对上 Detfin盆地处的共轭边缘进行 

的地质观察结果显示，边缘两边的大部分位移量都 

发生在 6．t MaBP以后[3 。因此看起来在上新世 

的大部分时期，加利福尼亚湾是以近似太平洋板块 

运动的速率朝着北美板块运动，这样在 12～6 Ma 

的时间里，海湾打开的平均速率是很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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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利福尼亚湾破裂初期的动力学背景 

加利福尼亚湾破裂之前，费拉隆洋壳板块向西 

北美不安卡俯冲汇聚。古新近纪时，太平洋一费拉 

隆洋脊向北美板块靠近，大约 28 Ma前，太平洋板 

块与北美板块发生碰撞，这时，消减带内含有两个被 

太平洋一北美边界分割的板块(Juan de Fuca；Naz— 

ca)；之后，边界北端随着太平洋板块向北迁移，边界 

的南端则跳跃式向南推进。当Rivera三叉点向南 

迁移时，西加利福尼亚湾消减带停止运动，并且在墨 

西哥的一系列火山作用从北向南依次停止活动。 

在板块重建中发现，大约 16 Ma前，Rivera三 

叉点接近加利福尼亚湾中心处[3 。这时，Vizcatno 

半岛以北的加利福尼亚湾边缘古陆在太平洋一北美 

边界活动作用下发生变形。北部岛弧火山作用略微 

减弱，但加利福尼亚湾南部的消减火山作用仍十分 

活跃。在向南加利福尼亚湾消减俯冲的 Magdalena 

和 Guadalupe板块已从 Cocos板块分裂出来，Cocos 

板块也从 Nazca板块北部分裂[3引。 

大约 12 Ma前，Magdalena和 Guadalupe小板 

块在太平洋板块影响下停止运动，并与太平洋板块 

结合。这样，Rivera三叉点也就移到大约现在这个 

位置，并且南加利福尼亚湾的西边界经历了一场很 

大的构造变化，从一小北美板块俯冲带过渡为太平 

洋板块与北美板块的相对运动，几乎在这次构造转 

化之后加利福尼亚湾开始全部扩张。然而，海湾东 

部的一些伸展在这次运动前发生，因此是在一弧后 

环境下发生。 

在这次大构造活动以后，太平洋一北美板块边 

界在加利福尼亚湾纬向上的运动大部分发生在海湾 

以外，从加利福尼亚湾的消减带停止到海湾以太平 

洋一北美板块运动 速率开始扩 张，大约经历 了 

6 Ma，对这 12"--6 MaBP间的板块运动动力学研究 

虽然争议很大，但对于整个加利福尼亚湾破裂区的 

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3．7 加利福尼亚湾Salton海槽研究的几个突出问题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加利福尼亚湾沿其走向从南部的洋壳扩张 

到北部的活动陆壳伸展过渡，这一过渡带走向的扩 

张时间、速率、扩张量等几个参数并不十分一致，以 

后对控制扩张运动的各种参数还需更好地研究。 

(2)“过渡带”内地壳研究了 Salton海槽区，其 

他地区的地壳性质或许与此相似，但并不确定。破 

裂系统研究内的一突出问题就是下地壳物质从下大 

陆边缘如何流向破裂区。破裂边缘区的岩石圈构造 

我们完全不知，但通过_已认识的汇聚型边缘区可以 

推测整个裂陷区的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史。对破裂区 

进行钻探取样，建立岩石罔破裂同期沉积地层，由于 

北部科罗拉多河提供了大量沉积物，从北往南沉积 

速率是逐渐降低的，并且这一区域的沉积并没有被 

后期运动和火山作用所覆盖。 

(3)对于现在或过去的热力学研究，尽管裂陷 

区没有被火山活动所覆盖，但裂陷前期和同期的火 

山岩对于研究下伏地幔的属性提供了很多信息。以 

前虽没有做过热流测量，但我们完全有条件进行测 

量。另外，加利福尼亚湾和盆岭省下的上地幔横波 

速度异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在岩石圈的热构造 

特征。 

4 结论 

RCL研究是一国际性的长期合作计划。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重点将有所不同。早期主要 

从收集完整的数据、试验模型建立到复杂野外研究 

和计算机数字模拟，后期主要为应力分析和岩石圈 

变形建模 的改进。整个研究费用估计为 2 000～ 

2 500万美元，其中不包括航海和钻探以及陆上、海 

底地震试验费用。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将降 

低数据采集和野外试验的费用，比如欧洲大陆边缘 

研究计划(EuroMARGINs)和国际大陆边缘研究计 

划(InterMARGINSs)以及 IODP。相信通过不断深 

入的研究，对岩石圈破裂和大陆边缘的研究一定能 

取得巨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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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2006矩 

EXPLORING FOR THE ‘‘RUPTURING CONTINENTAL 

L ITHOSPHERE”PROGRAMS 

LU Fa wei，ZHOU Zu—y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Geology，Ton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tact：Continental margin marks the principal locus of past and present lithos面eric deformation
．
“RuD— 

turing Continental Lithosphere"plans， focusing on the geological process of the contin
enta1 rifting，are 

mainly promoted by American MARGINS workshop
． This paper expatiates on the principal problems and 

the m thods in research
． RCL programs will establish the extension modeling for continenta1 lithosDhere 

and the sed mentation history，using all kinds of geophysical data and with the help of geologica1
， geo— 

chem cal’petrological and geodetic studies，and mak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to the forming mechanism
． 

the driving forces of rifting initiation，and the evolvement of the thermo
— mechanica1 systems and so on． In 

the end,this paper takes the research on the California／Salton Trough as an example to illuminate the 

methods and questions in ‘RCI ’programs
． 

Key words：continental lithosphere；rupturing；margin；California／saiton T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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