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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活动区数目和洋脊扩张速率的关系 

及其在冲绳海槽的应用 

栾锡武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青岛 266071) 

摘要：根据 l1段洋脊上已经公布的热液活动区数 目和扩张速率，建立了洋脊扩张速率和热液活动区数目之间 

的关系，发现洋脊的扩张速率越高，其上发育的热液活动区数 目就越多。两者之间可用一个线性关系式采描述：Ph 

一0。000 199 294 89Us一0．000 625 479 19，其中，Us为洋脊的扩张速率(mm／a)，Ph为单位洋脊上热液活动区的 

数 目(个／kin)。依据上述关系，在已知洋脊扩张速率的情况下可以预测洋脊上热液活动区的数 目。冲绳海槽前期 

的扩张(拉张)速率很低，一般为 15 mm／a左右。根据地震剖面计算了冲绳海槽现代扩张速率约为42 mm／a。总体 

上，冲绳海槽直到 目前仍为一个低速扩张(拉张)的孤后盆地，但扩张(拉张)速率有明显加快的趋势，所得到的关系 

式能够较好地符合冲绳海槽的情况，这一方面验证了给出的热液活动区数 目和扩张速率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另一 

方面也说明我们对冲绳海槽近期扩张(拉张)速率讨论的合理性。根据在冲绳海槽的应用结果，我们预测冲绳海槽 

仍然存在尚未查明的热液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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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规模洋中脊的发现是上个世纪海洋地质科 

学的重大贡献。新鲜的地幔物质在洋中脊上涌并冷 

却形成新的洋壳，新生的洋壳将老的洋壳向两侧推 

开，使海底扩张不断进行 一。实际上，地球表面的这 

种扩张并不局限于大洋中脊，在一些孤后盆地，同样 

形式的海底扩张沿扩张中心同样在进行，如劳海 

盆j 】。为更具普遍性，我们使用洋脊扩张来概括大 

洋中脊扩张和孤后盆地扩张等多种海底扩张形式。 

调查发现，洋脊的扩张速率有很大不同，有的扩张速 

率很高，如南太平洋海隆、北部劳海盆，其扩张速率 

可达 160 mm／a【。_3]；有的扩张速率则很低，如大西洋 

中脊，一般扩张速率为 30 mm／a左右[4]。 

现代海底热液活动的发现是上个世纪海洋地质 

科学的另一重大成就。已经知道，现代海底热液活 

动是主要发育于洋脊扩张中心的一种在岩石圈和大 

洋之间进行能量和物质交换的过程，其突出的表象 

是高温的热液从海底流出 ]。现代海底热液活动的 

研究，在地球深部结构与组成、地球深部地质过程、 

板块构造、深海极端环境下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气 

候变化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 2O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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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年代开始至今，虽然我们已在海底找到了多处现 

代海底热液活动区，但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只对深海 

盆地的5 9，6进行了调查，对于6 000多千米的大洋中 

脊我们也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热液活动调查，由 

此可见，我们对海底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就热液 

活动而言，在大洋底肯定存在还没有被我们发现的 

新的海底热液活动区。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发现 

新的海底热液活动区仍将是海洋地球科学家的主要 

工作重点。 

新的海底热液活动区的发现是困难的 1。这不 

仅在于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大都发育于远离大陆的 

深海环境中，表现出微弱的地球物理异常和小范围 

的地球化学异常，还在于我们 目前拥有的深海调查 

能力是有限的。这主要表现在热液活动调查对深潜 

调查的依赖性和深潜调查本身的局限性。虽然如 

此，和其他海洋地质现象一样，海底热液活动区的分 

布应该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我们可以依据对规律的 

认识l_7 发现新的海底热液活动区。实际上，人们 目 

前已经建立了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和热液柱 之间的 

联系，并通过对热液柱的探查，来寻找新的海底热液 

活动区。Gamo等 ]、German等口 、Scheier等u1 3 

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Baker等u ]认为， 

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的数目和海底扩张速率之间存 

在着相关关系，海底扩张速率越高，热液活动区数目 

就越多，并根据对热液柱调查数据的分析，间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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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热液柱的数目和海底扩张速率的正相关关系。本 

文选取了11段调查程度较高的洋脊作为研究对象 

(图 1)，通过分析建立了热液活动区数 目和洋脊扩 

张速率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个关系应用于冲绳海槽， 

对冲绳海槽存在新的热液活动区的可能性进行了预 

测 。 

1 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数目和洋脊扩 

张速率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目前发现的现代海底热液活动 

区主要分布于洋脊扩张中心，并且遍布于以各种速 

率扩张的洋脊上。在快速扩张的洋脊上可以发育现 

代海底热液活动，在慢速扩张的洋脊上也可以发育 

热液 活动。如在 北部 劳海 盆 (扩张 速率为 160 

mm／a)[1 、南太平洋海隆(扩张速率为 155 rnm／a)E“]、 

西南印度洋中脊(扩张速率为 14 mm／a)ll0 和门多 

西诺转换断层 以北的中部戈达脊(扩张速率为 15 

mm／a)[” 都发现有现代海底热液活动的存在。但 

这并不说明热液活动的发育和洋脊扩张速率没有关 

系。 

为研究热液活动区数 目和扩张速率的关系，我 

们统计了现代海底热液活动调查程度较高、在位置 

上和扩张速率方面有代表性的 ll段扩张洋脊的洋 

脊长度、扩张速率和已经发现的现代海底热液活动 

区的数 目(表 1)。这 11段洋脊分别是勘探者洋脊、 

60。 

0。 

30。 

胡安德富卡洋脊、戈达洋脊、东太平洋海隆 21。N扩 

张段、东太平洋海隆 13。N扩张段、大西洋中脊 lO。 
～ 3O。N扩张段、大西洋中脊 2O。～4O。N扩张段、雷 

加尼斯扩张段、马里亚纳海槽扩张脊、劳海盆 VFR 

扩张脊和北斐济海盆扩张脊(位置见图 1)。可以看 

出，这 ll段洋脊中既有大洋中脊，也有孤后盆地中 

的扩张脊；既有快速扩张的洋脊，也有慢速扩张的洋 

脊，而且都有较高的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勘探程度，从 

而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对热液活动区数 目的确定是困难的，现在还没 

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标准来准确确定热液活动区的 

数 目。所以，目前所提到的热液活动区数 目应该是 

粗略的，且不同的作者所确定的热液活动区数目很 

可能彼此稍有不同。需要明确的是，表 1中统计的 

是热液活动区的数 目，而不是热液活动区热液喷口 

的数目。一个热液活动区可以延伸一个较大的范 

围，比如几千米，其中可能发育多个热液喷口。本文 

对热液活动区数目的统计主要依据原文献作者对热 

液活动区的确定。比如，1984年加拿大深潜器在勘 

探者洋脊南段发现了热液活动区，该活动区延伸 6 

km长，其中有多个正在喷水的热液喷El[1 ，原作者 

确定为一个热液活动区，我们相应在此处统计的热 

液活动区数 目就为 1。一些相距很近的热液活动 

区，特别是位于同一个火山口内的，我们确定为一个 

热液活动区。如胡安德富卡洋脊的中轴扩张段中的 

4个热液活动区(灰热液活动区、卡斯姆热液活动 

图 l 选用的 11段洋脊位置 

Fig．1 Map shows 1 1 sections of spreading ridge studi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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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者 

胡安德富卡 

戈达北段 

戈达南段 

东太平洋海隆 2l。N 

东太平洋海隆 l3。N 

大西洋中脊 10。～3O。N 2 220 

大西洋中脊2O。～4O。N 2 700 

雷加尼斯扩张段 

马里亚纳海槽扩张脊 

劳海盆VFR扩张脊 

北斐济海盆扩张脊 

多次地质采样。Piscs IV深潜器 10次深潜 详细 

多次地质采样，深潜调查，海底照相 详细 

地质采样，多波束，深潜调查 详细 

地质采样，多波束，深潜调查 详细 

1978年开始多次深潜调查 详细 

100多次深潜调查 详细 

多次深潜调查，深拖调查，CTDT， 

近海底水体反光、透光调查 

多次深潜调查，深拖调查。CTDT， 

近海底水体反光、透光调查 

高密度CTD剖面测量 

多次深潜调查，地质取样 

地质取样。拖网，多次深潜调查 

地质取样，多次深潜调查 

详细 [10] 

详细 E24，25，26] 

较详细 

详细 

详细 

详细 

区、南热液活动区和东热液活动区)都位于一个长 8 

km，宽 5 km的方形破火山口内_1 ，我们统计为一 

个热液活动区 另外，为讨论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 

的数 目和扩张速率的关系，我们计数的热液活动区 

仅限于扩张轴，扩张轴以外的热液活动区没有记数。 

如在勘探者洋脊轴旁 110 km处的海山上也发现了 
一 个热液活动区【。 ，本文没有统计在内。同理，中 

谷扩张段上的本特热液活动区和活跃热液活动 

区_】 也作为一个热液活动区；克莱夫特扩张段上南 

部喷口1热液活动区、喷口3热液活动区和普来姆 

热液活动区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视之为一 

个热液活动区。该段北部发现的3个高温热液区和 

6个低温热液区口阳也是连在一起的，本文作为同一 

个热液活动区。这样，长 515 km 的胡安德富卡扩 

张洋脊共统计得到 7个热液活动区。 

戈达洋脊介于门多西诺转换断层和布兰科转换 

断层之间，总长度约300 km。表 l中我们将戈达洋 

脊分成戈达北段和戈达南段，因为这两段洋脊的扩 

张速率相差较大，分别是55和24 mm／a。北段洋脊 

的长度为 l20 km，目前发现了一个现代海底热液活 

动区。南段洋脊的长度为 150 km，发现了 SESCA 

和NESCA两个热液区El 5,19]。在 SESCA热液区只 

发现了3个硫化物丘，没有发现喷口，而 NESCA热 

液区中发现有多个热液喷口。我们认为 SESCA热 

液区可能是古热液区，所以在戈达南段只统计一个 

热液活动区。 

东太平洋海隆 21。N区中，NGS热液活动区、 

OBS热液活动区和 SW 热液活动区相距 4 km之 

内，统计为一个热液活动区，HG热液活动区口。。和 

红山热液活动区E。 作为单独的热液活动区。该区 

350 km长的扩张洋脊上共有 3个现代海底热液活 

动区。 

本文统计的东太平洋海隆 13。N区介于奥罗兹 

考转换断层(150N)和可里波顿转换断层(10。N)之 

间，主要的热液活动区位于 12。5O N、11。15 N和 

1o。57 N_22_23]
。 但其中 12050 N附近的扩张洋脊长 

度为 35 km，整个扩张段为一个连续的热液活动区， 

高温喷口不下 100多处，按照勘探者洋脊热液活动 

区的情况和胡安德富卡中轴扩张段热液活动区的情 

况，每 6 km作为一个热液活动区，该段统计为 6个 

热液活动区，这样东太平洋海隆 13。N区共有8个现 

代海底热液活动区[3引。 

大西洋中脊 1o。～3o。N区域，目前确认的热液 

活动区有断箭 圳、TAGE。 、蛇坑E 36]、劳格切夫 " 等 

几处。我们根据 German等_l妇公布的该区域明显 

近海底甲烷异常位置、透光异常位置，共记数了 17 

处热液活动区。在大西洋中脊 2o。～4o。N之间，我 

们统计了已经经深潜调查确认的海底热液活动区的 

数 目，共 8处，包括断箭[。 、TAG 、蛇坑_3 、米尼 

兹吉文E。 、幸运抓 。 、南著名 。 、彩虹 和 38。2o 

N_2 热液活动区。 

北斐济盆地中，由于 94S01热液区、94S02热液 

区和伊曼谷热液区_3叨只是发现了铁硅和锰的热液 

沉积，没有发现热液喷口，可能为古热液活动区，没 

一 

http://www.cqvip.com


58 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有记数在内。本文只记数了白夫人、寿命女神和斯 

达摩 o]3个热液活动区。 

从表 1可以明显看出，以任何速率扩张的洋脊 

上都能发育现代海底热液活动，或者说，只要存在海 

底扩张，就可能发育现代海底热液活动，但从表 1我 

们还可以看出，扩张速率不同，其上发育热液活动区 

的数目明显不同。为表示这种不同我们引进物理量 

Ph，定义为单位长度洋脊发育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 

的数目，即 

Ph=N／I (1) 

I 为扩张洋脊的长度(km)，N为该段扩张洋脊上发 

育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的数目。Ph代表了扩张洋 

脊发育热液活动的频次，或者说发育热液活动的能 

力。表 2是根据上式对本文统计的 l1处洋脊的计 

算结果。 

表 2 11段洋脊的扩张速率和 Ph值 

Table 2 Spreading rate and Ph on the 1 1 

sections of spreading ridge 

图 2展示了洋脊扩张速率和 Ph的关系。图上 

的圆点代表了本文 11段洋脊的扩张速率及其对应 

的 Ph值，图中的直线为这 l2个数据点的线性拟 

合。从图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热液活动和洋脊扩 

张速率的关系，即洋脊的扩张速率越高，热液活动的 

覆盖率就越高，同样长度的洋脊上热液活动出现的 

数目就越多。随着洋脊扩张速率的增大，相同长度 

的洋脊上热液活动区的数目也线性增多。 

根据上图，我们得到如下的线性关系： 

Ph=0．000 l99 294 89Us一0．000 625 479 19 

(2) 

根据上式，如果已知洋脊的扩张速率和洋脊的 

长度，就可以预测出该段洋脊上现代海底热液活动 

区的个数 。 

图 2 热液活动和洋脊扩张速率的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e 

hydrothermal fields and spreading rates 

2 冲绳海槽热液活动区分布 

在构造位置上，冲绳海槽位于新生代环太平洋 

构造带西部边缘岛弧的内侧，处在中国大陆岩石圈 

和西太平洋岩石圈相互碰撞、俯冲、交接的地段，是 

琉球海沟一岛弧一弧后构造系中的一个弧后构造单 

元(图 3)。它北起 日本九州西南岸外，南至我国台 

湾省东北部宜兰近岸海域，长约 1 200 km，宽约 100 

多千米。冲绳海槽的海底地貌与地质特征显示，其 

海底以吐噶喇断裂带和宫古断裂带为界被分为北、 

中、南 3部分。海槽的水深由北向南加深，逐步从北 

部的 500多米向南加深到 2 200 m左右。在走向 

上，北部呈北北东向，中部转为北东向，再向南转为 

北东东向，呈新月型向大洋一侧凸出。海槽中断裂 

发育，火山活动和岩浆活动十分活跃，地震频繁，热 

图 3 冲绳海槽位置及其发育的热液活动区 

Fig．3 Map of Okinawa Trough and its 

hydrothermal activit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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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值巨高，活跃的地质构造和变化的地球物理场使 

其成为弧后盆地热液活动调查的首选目标区。 

经过十几年的调查研究，目前在冲绳海槽中已 

经确定的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有 6处(图 3)，都集 

中在冲绳海槽的中央地堑中。自北而南有南奄西海 

丘热液活动区、伊平屋热液活动区、夏岛 84海丘热 

液活动区、伊士名海穴热液活动区、八重山海丘热液 

活动区、DR3热液活动区。 

南奄西海丘热液活动区(28。23 N、127。38 E，水 

深 700 m)位于一个东西长6 km，南北宽3 km，相对 

高度 400 ITI的海丘上。在海丘顶部有类似火山El 

的地形，火山口直径约1 000 m，口深100余米，中央 

最大水深 720 m。“深海2000”深潜器曾多次在此处 

下潜进行热液活动的调查，结果在火山口西北坡接 

近底部发现正在喷水的热液烟囱，喷 口温度高达 
270 C_38_

。 

伊平屋热液活动区位于中部冲绳海槽伊平屋地 

堑中，包括地堑西部伊平屋脊上东部北坡的伊平屋 

热液活动区(27。32．5 N、126。58．5 E，水深 1 400 m) 

和地堑东部最窄处的夏岛 84海丘热液活动区(27。 

34．4 N、127。O8．6 E，水深 1 540 m)c卵 。。。这两个热 

液活动区各 自有较大的展布范围(2～3 kin)，虽然 

位于同一个地堑中，但一个位于西部火山脊上，一个 

位于东部海丘上，相距近 20 km，本文视为两个热液 

活动区。 

伊士名海穴热液活动区(27。16 N、127。05 E，水 

深 1 600 m)，位于中部冲绳海槽伊平屋南侧的一个 

海穴中，海穴大致呈椭圆形，长轴 6 km，短轴 3 km， 

水深 1 30̈0～1 665 IT1。热液沉积、热液喷溢形成的 

烟囱和正在活动的热液喷口都分布在伊士名海穴中 

高度较低的斜坡上[4 。 

八重山海丘热液活动区(25。16 N、124。24 E，水 

深 2 050 m)位于南部冲绳海槽八重山脊上，发现有 

闪光水和热液生物群落 4̈ 。 

DR3热液活动区(25。4 N、122。34 E，水深 1 400 

m)位于冲绳海槽最南部，在龟山岛岸外 90 km处。 

2000年 8月“深海 6500”在此区域工作，发现了该热 

液活动区。正 在喷水的热液 喷 口温度高达 170 

℃[ 

冲绳海槽的扩张速率 

冲绳海槽的形成演化方式、地壳属性、是否存在 

海底扩张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本文用“扩张(拉 

张)”来忽略海槽中拉张与扩张在时间上和形式上的 

不同，并对海槽的扩张(拉张)速率作简单估计。 

Letouzey和 Kimura认为，冲绳海槽是在大陆岩石 

网的基础上，由于菲律宾海板块向中国大陆板块 

的俯冲发育形成的 。Sibuet等[ ]认为冲绳海槽 

的发育经历了3个阶段。第 1阶段为裂谷期，起始 

于中一晚中新世(约 12 Ma)，中止于晚中新世晚期 

(约 7 Ma)[393，以琉球非火山弧和钓鱼岛隆褶带为 

主要特征，并伴随着深大断裂 的形成和地壳的沉 

降，拉张的总量为75 km，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一阶 

段冲绳海槽的扩张(拉张)速率为 15 mm／a。第 2 

阶段仍为裂谷期 ，始于上新世末和更新世初(约 

1．7 Ma)，终止于更新世晚期(约 0．5 Ma)，拉张的 

总量为 20 km，我们可以计算得出这一阶段的扩张 

(拉张)速率为 17 mm／a。第 3阶段为海底扩张阶 

段 ，起始于晚更新世末(约0．15 Ma)。梁瑞才等根 

据海槽中央轴区的地磁异常判断，海底扩张直至 

现在仍在进行[4 。根据 地震剖面 和钻 井地 

层[45,47-48]，第 3阶段的海底扩张以玄武岩出露以及 

以中央地堑为中心对称的正断层为主要特征，拉 

张总量为5 km，由此我们计算的扩张(拉张)速率 

为 33 mm／a。 

根据上面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 

移，冲绳海槽在加快扩张(拉张)，正在由一个慢扩张 

(拉张)的弧后盆地变为一个中速扩张(拉张)的弧后 

盆地。其实，现阶段的扩张(拉张)对其海底热液活 

动的发育才是重要的。Kimura将冲绳海槽现在正 

在进行的构造活动称为现代张裂幕，并认为在海槽 

中轴发生了海底扩张，根据在海槽中轴识别出的磁 

条带计算的现代扩张速率为 40 mm／a[39]。梁瑞才 

等根据磁异常条带的对 比，认为冲绳海槽现代扩 

张速率为 24～30 mm／a[4 。另外，我们依据梁_4 

在海槽轴部识别出的拉 尚晋反极性事件(0．03 

Ma，宽度约1 kin)，计算出海槽当前的扩张速率为 

33 mm／a。 

在地震剖面上(图 4，剖面位置见图 3)，最上面 
一 层(层 A)基本上为一套水平地层，没有发生构造 

变形，和已经发生褶曲变形的下覆地层(层 B)明显 

不同。但在海槽中央部位，特别是在中央地堑的两 

侧，以中央地堑为中心，对称分布的正断层分布于最 

上面的层 A中，这是冲绳海槽现代张裂幕的证据。 

我们在地震剖面上测量了出露海底断层面上端和下 

端之间的水平距离 △L(图 5)，所有 △L的总和为 

750 rn，这应该是自层 A沉积以来海槽总的扩张量。 

出露海底 断层面 上端和下端 之间的垂 直距 离 

△H为海槽的沉降量(图5)，我们测量出海槽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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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冲绳海槽现代扩张引起的正断层 

Fig．4 Normal fat,hs in the upper layer showing the Quaternary spreading of the Okinawa Trough 

沉降量为270 m。取海槽的沉降速率为 1．5 cm／a[4 j， 

我们计算出海槽沉降 270 m所需要的时间为 0．018 

Ma(相当于晚更新世末)，这样海槽的扩张速率为 

42 mm／a。这一数值和 Kimura[ 根据冲绳海槽磁 

异常条带计算出的扩张速率相近。 

从上面的计算分析可以看出，冲绳海槽的发展 

演化经历了多个阶段，其扩张(拉张)速率从开始阶 

段的 1 5 mm／a，到目前的42 mm／a有不断加快的趋 

势。但和其他一些弧后盆地(如劳海盆)相比，其扩 

张(拉张)速率较低，目前仍处在一个低速扩张(拉 

张)阶段 。 

图 5 由出露海底的断层面计算冲绳海槽 

的扩张量和沉降量的示意图 

Fig．5 The amount of spreading and subsidence 

based on the normal fault 

4 热液活动和扩张速率的关系在冲绳 

海槽中的应用 

如前所述，虽然关于冲绳海槽的地壳属性、演化 

阶段尚存在争议，但应该看到，在冲绳海槽轴部区域 

海底扩张正在进行中 ∞“ 。在冲绳海槽存在海底 

热液活动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所发现的现代海底热 

液活动区都沿着海槽的中央地堑分布，这表明冲绳 

海槽的热液活动成因并非由单个的海底火山形成， 

而是和海槽的拉张或者说扩张相关。这样我们有理 

由把本文得到的热液活动区数目和洋脊扩张速率的 

关系应用到冲绳海槽中。我们根据冲绳海槽的扩张 

(拉张)速率可以对冲绳海槽热液活动区的数目进行 

估计，从而对今后的冲绳海槽现代海底热液活动调 

查起到指导作用。 

首先考虑整个冲绳海槽的情况 (长度 1 200 

kin)，假定整个冲绳海槽有统一的扩张速率。在扩 

张速率为 2O～7O mm／a的情况下，根据关系式(2) 

计算得到的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数 目见表 3。由 

于目前冲绳海槽的热液活动仅发现于冲绳海槽中 

部和南部(若御子热液活动区位于鹿儿岛湾内，没 

有进入海槽)，所以我们这里仅考虑冲绳海槽中部 

和南部的情况(长度 800 km)，计算结果同样列于 

表 3中。 

表3 由不同的扩张速率计算得到的 

冲绳海槽热液活动区数 目 

Table 3 Calculated number of hydrothermal 

fields of Okinawa Trough 

从整个冲绳海槽来看，如果要满足现在已观 

测到的热液活动区数目(6个)，海槽整体的扩张速 

率应该为 25 mm／a。如果热液活动区仅局限于冲 

绳海槽的中部和南部，要满足现在已观测到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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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活动区数目(6个)，其扩张速率应该为35～4o 

ram／a。 

另一方面，根据式(2)，要满足冲绳海槽当前的 

扩张速率(40 mm／a)，海槽中热液活动区数目应为 

8．8个(对整个冲绳海槽)。如果冲绳海槽只有南部 

和中部以40 mm／a的速度扩张，而北部冲绳海槽以 

较低的速度扩张的话，比如 20 mm／a，则要满足式 

(2)，冲绳海槽应有的热液活动区数目为 7个。 

5 讨论 

从地球热源的角度分析l5 川，现代海底热液系 

统要维持高温热液持续不断地从海底输出，必须有 

幔源热的支持，而一个扩张的构造环境(薄地壳、张 

应力、地幔上涌)有利于热的地幔物质上升到较浅的 

位置从而成为热液系统的稳定热源。当然，其他热 

源，如摩擦热也可以成为热液活动的热源，但根据我 

们的统计结果 ]，大部分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分布 

于有岩浆活动的扩张中心，幔源热应当是热液系统 

的主要热源 所以，热液活动和海底扩张存在着内 

在的联系，这是海底热液活动和洋脊扩张之间的关 

系可以量化的根本前提。另外，热液活动的形成似 

乎并不介意地壳的厚度和属性 ，只要地壳减薄、拉 

张，地幔物质能够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可能形成热 

液系统的稳定热源，从而形成热液活动。这使得我 

们的关系式既可以用于薄地壳的大洋中脊，也可以 

应用于过渡壳的弧后盆地。但很明显，地壳厚度小， 

扩张速率高，热的地幔物质容易上升，热液活动就容 

易形成。从而，热液活动区的数 目会随扩张速率的 

提高而增多。所以我们得出的关系从根本上是可信 

的。 

如前所述，目前我们只对整个大洋盆地的 5 

做了调查，对大洋脊的调查程度也是很低的。在未 

来较长一段时间，发现新的海底热液活动区将是现 

代海底热液活动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已知 

扩张速率的情况下，对一段洋脊可能出现的热液活 

动区数目进行预测是有意义的。应该指出，到目前， 

对本文所提到的 11段洋脊的调查程度远远高于 

5Vo。除雷加尼斯扩张段未见深潜调查的报道外，其 

他几段扩张脊都已在地质取样、多波束测量等调查 

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深潜调查，如东太平洋海隆 

13。N就已经有 1OO多次深潜调查(表 1)。本文提到 

的 11段洋脊的调查程度都达到了详细调查。鉴于 

上述调查程度，各洋脊段上，目前所报道的热液活动 

区的数 目的误差，除雷加尼斯扩张段外，估计在 

10 左右，雷加尼斯扩张段调查程度相对较低，估计 

热液活动区数目的误差在 2O 左右。由此，本文由 

这 l1段洋脊得到的关系式可以应用到调查程度较 

低的洋脊地区，从而对这些地区的热液活动区数 目 

进行预测。 

对热液活动区数 目的记数仍然是困难的。Ga— 

mo等曾根据热液柱来有效地判断热液柱下方存在 

热液活动区_g】。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世界洋脊中只 

有极少数洋脊段做了热液柱的调查工作，Baker等 

用一段洋脊上热液柱的数据找出了热液柱的覆盖率 

和扩张速率的关系口 。再者，热液柱的覆盖范围可 

以有 11 km之宽，如果在 11 km之内有多个热液活 

动区，用热液柱的办法则难以分辨。本文所指的热 

液活动区，包括一个较大的范围，其中肯定含有多个 

热液喷口，但属同一个热源系统。本文没有考虑超 

快速扩张的情形。在超快速扩张的洋脊上，热液活 

动几乎是连成一片的，难以记数热液活动区的具体 

数目(如南太平洋海隆)。但我们注意到，冲绳海槽 

的扩张远没有达到快速扩张的情形，所以把本文得 

出的关系式应用于冲绳海槽是可行的。 

图6直观地表述了式(2)应用于冲绳海槽的情 

况。菱形表示整个冲绳海槽的情况(长度为 1 200 

km，拥有统一的扩张速率)，圆圈表示只考虑冲绳海 

槽南部和中部的情况(长度为 800 km)。三角表示， 

在海槽有 6个热液活动区的情况下，根据关系式 

(2)，其扩张(拉张)速率可能为 25～40 mm／a，该数 

值低于本文 3节给出的冲绳海槽目前的扩张(拉张) 

速率(42 mm／a)；以海槽 目前 42 mm／a的扩张(拉 

张)速率，根据关系式(2)，海槽中热液活动区的数目 

应为 6～1O个，该数值高于目前海槽中已经发现的 

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数目。从而我们认为冲绳海槽 

中仍然可能存在未知的热液活动区。 

＼  

皿  

il；5 
凶 

臀 
熔 
铎 
最 

0 l0 20 30 40 50 60 ‘70 

扩张速率／(哪／a) 

图6 冲绳海槽热液活动区数目和扩张速率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e hydrothermal fields and the spreading 

rate of the Okinawa T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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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1)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和洋脊扩张存在着内在 

的联系，洋脊的扩张速率越高，其上发育的热液活动 

区的数目就越多。两者之间可用如下的关系式来描 

述 ：Ph=0．000 199 294 89Us一0．000 625 479 19， 

其中，us为洋脊的扩张速率(mm／a)，Ph为单位长 

度洋脊上热液活动区的数目(个／km)。依据上述关 

系，在已知洋脊扩张速率的情况下可以预测该段洋 

脊上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的数日。 

(2)冲绳海槽前期的扩张(拉张)速率很低，一 

般在 15 mm／a左右，当前正在进行的海底扩张(拉 

张)，较以前的速率要高，为 42 mm／a左右。总体 

上，直到目前冲绳海槽仍为一个低速扩张的弧后盆 

地，但扩张速率有明显加快的趋势。 

(3)所得到的关系式能够较好地符合冲绳海槽 

的情况，这一方面验证了本文给出的热液活动区数 

目和扩张速率关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 

对冲绳海槽近期扩张速率讨论的合理性。根据在冲 

绳海槽的应用结果，我们认为冲绳海槽 目前仍可能 

存在未知的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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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NUMBER OF HYDROTHERMAL 

ACTIVITY FIELDS AND SPREADING RAT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oKINAW A TROUGH 

I．UAN Xi-wu 

(Institute of Ocea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hydrothermal activity fields and the sea floor spreading 

rate has been creat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hydrothermal activity fields and the sea floor spreading rate of 

1 1 segments of the ridge．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will be a larger number of hydrothermal fields on 

the faster spreading ridges than the lower ones．The linear equation：Ph= 0．0002Us 0．0005 is obtained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and the spreading rate，here Us for the spreading rate(in mm／a)’ 

and Ph for the Dossibility of number of hydrothermal activity fields(in 1／km)．Based on the above given e— 

quation，the number of possible hydrothermal activity fields can be calculated if we know the spreading 

rate of a given ridge，and also we can calculate the spreading rate of the given ridge if we know the number 

of the hydrothermal activity fields along the given ridge．The spreading rate of Okinawa Trough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During the past extension phase of Okinawa Trough，it has a lower spreading(ex— 

tension)rate around 15 mm／a．The present spreading rate both based on the seismic profile and on the e 

quation given by this paper is around 40 mm／a．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spreading of the Okinawa 

Trough goes faster from past to present．There is possibly one or two more hydrothermal activity fields in 

the 0kinawa Trough that we have not detected unti1 now based on the equation and the current spreading 

rate of the Okinawa Trough． 

Key words：hydrothermal activity；spreading rate；Okinawa T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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