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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东北部新构造运动及其动力学机制

孙金龙 ,徐辉龙 ,李亚敏
(中国科学院 边缘海地质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州 510301)

摘要:南海东北部地处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汇区 ,新构造运动活跃。 根据地震活动性 、震源机制解和

GPS 资料对该区的新构造活动特征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讨论该区新构造运动的动力学机制。分析发现 , 菲律宾

海板块 NW向俯冲对该区的影响最为显著 ,导致了该区较强的地震活动性以及与俯冲方向一致的构造应力场。而

印藏碰撞产生的侧向应力传递也影响到该区 , 控制华南地块向S E方向运动 ,并与菲律宾海板块的 NW 向俯冲共同

作用 ,使华南地块在 SE 向运动的同时伴有逆时针旋转。印藏碰撞的 SE 向应力传递对俯冲产生的 NW 向水平挤

压的抵消作用 ,使得地震活动性自东向西减弱以及构造应力场 P 轴方位角顺时针旋转。在这一背景下 , 区内滨海

断裂带的活动控制了该区的地震 、海岸带构造升降等新构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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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东北部地处欧亚大陆东南端 ,构造上属被

动大陆边缘。受菲律宾海板块俯冲和印藏碰撞衍生

的侧向应力传递等因素影响
[ 1]
,构造环境复杂 ,新构

造运动活跃且表现形式多样。该区新构造运动及其

动力学机制研究对于揭示被动陆缘构造活动特征及

南海的形成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受到了国内外

众多学者的关注
[ 2-5]
。

对于该区的新构造活动研究由来已久。早在

19世纪中期 ,King smill据香港海拔 30 m 处的含海

相化石的沉积物提出该区为上升海岸 。20世纪初 ,

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认为该区属于下沉海岸 ,

并成为流行观点。至 20世纪 60 年代 ,黄玉昆和刘

以宣[ 6] 对该区海岸带构造升降 、断裂断块活动等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 ,该

区的新构造研究逐渐深入 ,许多新的研究手段和方

法的应用大大促进了新构造运动的研究 ,并取得了

一系列的成果[ 7-9] , 对该区活动断层[ 3] 、断块构

造[ 10-11] 、震源机制解与构造应力场[ 1 , 4 , 12-15] 等进行了

详细论述 ,并发现了滨海断裂带这一华南沿海的重

要构造
[ 16]
(图 1)。

近年来 ,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

目课题和“973”项目课题资助下 ,我们对南海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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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新构造运动研究注重于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方法

相结合 ,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 ,采用多种手段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成果是在上述研究基础

上 ,根据收集和获得的该地区的地震活动 、震源机制

解以及 GPS 资料 ,试图通过综合分析这些资料所反

映的新构造活动信息 ,从多角度研究该区的新构造

运动特征并探讨其动力学机制 ,以期为南海的形成

演化以及被动陆缘的新构造运动研究提供参考 。文

中小震资料据广东省地震局 ,历史地震据中国地震

目录;震源机制解资料据魏柏林等[ 4] 、康英等[ 14] 和

哈佛大学 CM T 地震资料整理;GPS 资料据李延兴

等[ 1 7] 、王琪等[ 18] 资料整理;底图由 Pål(Paul)Wes-

sel和Walte r H F Smith开发的 GMT 软件制作 。

1　南海东北部新构造运动特征

南海东北部的新构造运动既有继承性 ,又有新

生性。一方面 ,新构造运动继承了燕山期的构造格

局 ,主要表现为大面积的断块差异隆升和沿海地带

的差异升降;另一方面 ,受印度-欧亚板块碰撞 、菲律

宾海板块向台湾-吕宋岛弧俯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

该区新构造期以来的断裂 、断块活动等又表现出新

生特征 。总体上 ,南海东北部从东北向西南构造活

动特征差异显著。东部的潮汕沿海为第四纪断陷三

角洲 ,晚第四纪以来经历了大幅度的地质沉降 ,新构

造运动以强烈的断块活动为主要特征 ,而向西至珠

江口区域 ,其构造活动性相对稳定 ,主要表现为幅度

较小的差异性的断块抬升或掀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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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海东北部构造背景

Fig.1　Tectonic se tting s of the nor 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1.1　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形式

南海东北部的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断裂活

动 、地震 、海岸带构造升降及温泉等 。该区断裂构造

十分发育 ,以 NE 、NEE 向的东亚系 、NNE —N E 向

的岛弧系 、NEE —WE 向的南海系断裂为主
[ 3]
,兼有

EW向断裂 。其中 NE —NEE走向的滨海断裂带是

该区最为重要的断裂构造 ,从福建南日岛沿海水深

30 ～ 50 m等深线向西南延伸至北部湾 ,成为华南地

块正常型陆壳向南海地块北部减薄型陆壳过渡的分

界线[ 19] 。在新构造期内 ,这些断裂系除 NNE —SN

向的岛弧系为右旋压剪外 ,其他断裂系均表现为张

或张剪性
[ 3]
。

海岸带构造升降方面 ,虽然被动陆缘总体上构

造相对稳定 ,但受区域构造应力影响 ,该区海岸带表

现出了幅度较小的海岸带构造升降特征 ,特别是全

新世以来 ,这种构造升降还呈现出分段性
[ 20]
,如自

东向西分为闽南沿海弱上升区 、潮汕沿海沉降区 、粤

东沿海差异性掀斜或隆升区 ,表明华南沿海构造升

降活动并不一致 ,除受大构造环境的影响之外 ,还受

到局部的构造因素作用。

此外 ,该区陆域内温泉分布广泛 ,地震活动频

繁 ,显示出南海北部地区新构造活动相对活跃的特

征。

1.2　地震活动性

南海东北部地震活动频繁 ,主要以 M<5.0的

小震为主 ,5.0级以上地震多发生于沿海及外海地

区(图 2),其中 M7级以上地震主要集中发生在滨

海断裂带及台西南盆地边界断裂带上 , 滨海断裂

带西北侧的华南沿海地区以中小地震为主 ,很少

有 M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 。地震震中分布表明

该区的构造活动明显受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板块

的俯冲带距离远近的控制 ,从东到西的构造活动

性呈现出减弱的趋势 ,而且这些地震平行于海岸

带呈带状分布 , 形成了华南陆缘地震带[ 3] 。图 2

显示 ,该区的地震活动性呈现出从东到西逐渐减

弱的趋势 。5.0 级以下的地震活动在频度和密集

度上从东端的潮汕沿海向西逐渐降低 ,而 5.0 级

以上则主要集中于该区东部 ,其中包括两次 7.0

级以上的大地震 。此外 ,5.0 级以下地震的震中分

布呈条带状 ,一条沿海岸线分布 ,另一条在海域内

平行于岸线分布 。向南在东沙附近沿台西南盆地

断裂区域是该区另一个地震活跃区 ,集中了数量

较多的 5.0 ～ 6.9 级地震 。

其中东部的潮汕沿海是南海东北部地震活动最

为活跃的地区(图 3)。这一区域小震十分频繁 ,并

在南澎列岛周围密集分布 ,呈 NE 走向的带状。粤

东沿海两次 7.0 级以上大地震均发生于该区。

NEE走向的滨海断裂带从南澎列岛穿过 ,控制了该

区的小震活动 ,与 NW 向黄冈水断裂共同组成 1918

年南澳大地震的震源构造
[ 19]
。南海北部陆缘的震

源构造属 NEE向滨海断裂带与 NW 向相交切的断

裂构造型式 ,NEE向的滨海断裂带为主要的控震构

造和发震构造 ,NW 向断裂带为次一级的发震构造。

滨海断裂带不但是华南大陆区正常型陆壳与南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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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减薄型陆壳的分界线 ,还是南海北部陆缘的一条

重要的孕震和发震构造 ,它控制了华南地区所有的

7级以上地震 。

南海东北部的这一地震活动特征 ,显示出该区

地震活动受到 NEE 向滨海断裂带的控制 ,而从东

向西的分布特征又表明该区明显受与菲律宾海板块

向欧亚板块的俯冲带距离远近的控制 。菲律宾海板

块的 NWW 向俯冲影响到滨海断裂带在不同区域

的活动性差异 ,进而控制了地震活动的分布。

2　构造应力场与现时地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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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震源机制解与现代应力场

根据华南沿海历史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分析所显

示的现代应力场 ,本区构造应力场的主要特征为水

平应力作用 ,震源错动方式以水平剪切为主
[ 1 , 15]

。

据统计 ,该区地震以走滑型为主 ,超过 50%[ 15] ,震源

机制解 P 轴方位角在闽南粤东区以 NWW 向为主 ,

向西逐渐转以 NW 向为主 ,而到粤西 、北部湾等区

域 P 轴方位角又转以 NNW向为主(图 4)。因此该

地区的 P 轴方位角自东向西呈现出由 NWW 向逐

渐转为 NW 向的顺时针旋转变化趋势[ 1 , 4 , 12 , 15] 。此

外 ,在局部地区 ,由于受局部应力作用影响 ,震源机

制解 P 轴也会呈现出局部的多样性特征 ,如广东新

丰江地区 ,由于受水库蓄水影响 ,造成该区地震活动

频繁 ,P 轴方位角不规律 ,并引发了 1962年 6.1 级

地震。对于潮汕沿海地区 ,虽然该区 NW 向断裂与

NEE向滨海断裂带交切并导致了差异性的隆升 ,但

P 轴优势方位呈近 NW 向表明这一地区主要受到

菲律宾海板块 NW 向向欧亚板块俯冲的影响。

2.2　GPS资料显示的现时地壳运动

南海东北部的 GPS 观测站主要集中于福建地

区 ,其他区域测站较为稀疏 。但从这些观测数据中

仍可以揭示该区现时地壳运动特征(图 5),福建地

区以及台湾岛北部向 SE 方向运动 ,而台湾岛中南

部则向 NW 、NWW 方向运动 ,特别是东岸地区速度

可达 53 mm/a
[ 21]
。这一特征与该地区的板块汇聚

特征是一致的 ,即菲律宾海板块的 NW 向俯冲只在

台湾岛中南部发生 ,由此产生了一种 NW 向的由海

洋指向大陆的运动 ,并导致了台湾岛中南部东海岸

的 NW 向强烈挤压 ,而这一挤压传递至闽粤沿海时

已相当微弱;相比之下 ,台湾岛北部地区与华南地块

一起 ,受印藏碰撞的侧向应力传递影响而表现为 SE

方向的运动 。因此 ,前者表现为由陆向海的运动 ,而

后者表现为由海向陆的运动 ,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

挤压的状态 。

从另一角度来看 ,当以台北为参照点时 ,东南沿

海区域以11.2 mm/a的速度向 SEE方向运动 ,呈现

出由大陆指向海洋的运动
[ 22-23]

;而以福建为参照点

时 ,该区表现为以福建中部为界分向 NE 、SW 两个方

向的运动[ 21] 。由于相关数据还表明华南块体相对于

欧亚板块作逆时针旋转
[ 24]
,因此 ,其中 NE方向的运

动或许是整个华南地块逆时针旋转的反映 。

综合这些资料显示 ,印藏碰撞在华南地块产生的

SE向应力传递一直延伸到东南沿海[ 22] ,导致了华南

地块由陆向海的 SE向运动 ,具体表现为以 39 mm/a

的速度向东偏南 26°方向运动[ 17] 。菲律宾海板块在

台湾岛中南部俯冲产生的NW向推挤应力作用 ,则导

致了由海向陆的 NW向运动。二者共同作用在东南

沿海与台湾岛中南部之间形成了挤压状态 ,并导致了

华南地块向 SE方向运动的同时伴有逆时针方向旋

转。而由此在南海北部至东北部产生的从东向西由

NWW 、NW向 NNW旋转的应力场 ,与前述震源机制

解反映的挤压构造应力场特征相吻合。

图 4　南海东北部主压应力轴(P 轴)方位角特征

F ig.4　Feature o f majo r compressive ax is (axis P)in the no r 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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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海东北部 GPS 观测的地壳运动特征(相对于地心的 IRTF97参照基准)

Fig.5　Fea ture o f crustal movement revealed by GPS in the no 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3　动力学机制分析

大地构造背景上 ,南海东北部主要受到菲律宾

海板块沿 NW 向俯冲于台湾-吕宋岛弧以及印藏碰

撞在华南地块产生的 SE 向侧向应力传递的影响 ,

在这一背景下 ,区内重要构造———滨海断裂带的活

动对该区新构造运动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即前者

通过后者来影响区内的新构造运动 。

3.1　板块构造影响

在影响本区的主要构造因素中 ,菲律宾海板块

俯冲对研究区新构造运动的控制作用更为显著。这

一俯冲导致了研究区东端的潮汕沿海具有较强的地

震活动性 ,造成该区与俯冲方向一致的 NW 向构造

应力场 ,以及相对于台北的由海向陆的地壳位移 。

但这一作用由于印藏碰撞所产生的 SE 向侧向应力

的抵消而向西快速消减 ,表现为地震活动性向西减

弱以及 P 轴的顺时针旋转。印藏碰撞的侧向应力

传递作用还导致了整个华南地块向 SE 方向运动 ,

同时在菲律宾海板块俯冲产生的 NW 向水平挤压

应力作用下伴有逆时针旋转趋势 ,这也表明印藏碰

撞的侧向应力传递具有更长的作用距离 。

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该区受到澳大利亚板块向

北俯冲所产生的北向推挤[ 4] 。由于从澳大利亚板块

俯冲带到南海北部地区 ,期间存在多个边缘海内部

洋壳张开和古洋壳俯冲 ,因此 ,这一北向推挤的作用

范围能否扩及本区目前尚无法证实。

3.2　滨海断裂带

作为南海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构造 ,滨海断裂

带被认为是华南亚板块正常型陆壳与南海亚板块减

薄型陆壳的分界断裂[ 19] 。通过在南海东北部进行

的深地震海陆联测的剖面资料(图 6)可以看出 ,滨

海断裂带在该剖面上表现为倾向 SE 、厚约 6 km 的

低速破碎带 ,该破碎带切穿上下地壳并延伸至莫霍

面 。其位置对应着负磁异常梯度带 、空间重力异常

和布格异常 。其北侧地壳平均厚度 30 km ,为正常

型陆壳结构 ,而南侧上地壳厚度减薄 ,反映了陆地向

海洋由正常型陆壳向减薄型陆壳过渡的特征。同时

发现 ,该区上地壳下部存在一个从陆向海渐薄的低

速层 ,这一低速层与滨海断裂带交汇部位成为地震

易发区 ,并控制了南海北部的主要地震活动。同时 ,

NEE 走向的滨海断裂带与华南沿海 N E 、NW 向断

裂交切华南海岸带 ,使得该区海岸带出现差异性的

构造升降或掀斜 ,并在交切部位形成地震易发区 。

4　结论

(1)南海东北部新构造运动活跃 ,地震活动频繁

密集 ,断裂断块运动显著 ,海岸带构造升降表现出分

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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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南海东北部滨海断裂带特征与深部地壳结构(剖面位置见图 3)

Fig.6　M orphology of Bin hai Fau lt s Zone and deep crust st ructu re in the northeastern S outh C hina Sea(f or location see Fig.3)

　　(2)根据南海东北部的地震活动性 、震源机制解

轴方位和 GPS 观测的现时地壳运动 ,南海东北部同

时受菲律宾海板块沿 NW 向俯冲于台湾-吕宋岛弧

的影响和印藏碰撞的侧向应力传递影响 。其中前者

对该区的影响更为显著 ,但由于后者的抵消作用 ,导

致了该区地震活动性在东部最强 ,向西逐渐减弱 ,而

该区应力场的主压应力方位也从东向西呈现顺时针

旋转的趋势。

(3)在印藏碰撞的侧向应力传递的作用下 ,华南

地块整体呈现 SE 向的运动 ,同时由于菲律宾海板

块俯冲的影响 ,还伴有逆时针的旋转特征。在这一

大地构造背景之下 ,区域内滨海断裂带的活动控制

了该区的地震活动 、海岸带构造升降等新构造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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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TECTONICS IN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DYNAMICMECHANISM

SUN Jinlong , XU Huilong , LI Yam in

(Key Laboratory of Marginal Sea Geology ,S outh China S ea Inst itute of Ocean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301 , China)

Abstract:The no 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area is tectonical ly act ive because of it s lo cation in the conver-

gent zone of Eurasian plate and Philippine Sea plate.A ccording to seismicity , focal mechanism so lution

(FM S)and GPS data ,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otectonics in this area , and put forw ard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neo tectonics.On the basis of these data , i t's suggested that the NW-t rending

subduction of Philippine Sea plate had st ronger impact on the research area relative to the India-Tibet co lli-

sion , and led to st rong seismicity and NW-t rending stress field.Howeve r , lateral st ress t ransmission resul-

ting f rom the collision also af fected this area , and caused the South China Block to have moved southeast-

ward.Meanwhi le , the South China Block rotated counter-clockw ise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 f the tw o.

The SE-trending la teral st ress t ransmission counteracted the NW-t rending compression produced by sub-

duction and resul ted in the w estw ard-weakening seismicity and the clockw ise-rotating axis P of FM S.Un-

der this tectonical set ting , the Binhai Faul t Zone contro ls the earthquake and coastal tectonic uplif t-subsid-

ence o f this area.

Key words:neotectonics;focal mechanism so lution;seismicity activity;GPS;Binhai Fault Zone;no rtheast-

ern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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