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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海东部古扩张脊处于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汇聚地带，其东侧为马尼拉海沟、北吕宋海槽和西吕宋

海槽，由于受到多个构造单元的相互作用，使其处于复杂的构造环境中。南海东部古扩张脊俯冲过程的研究对深

入理解南海海盆构造演化、火山及地震活动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今后南海构造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在总

结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探讨南海东部古扩张脊俯冲时间、俯冲深度及动力学过程。南海板块在１６Ｍａ之后，由于菲

律宾板块ＮＷ向仰冲的作用，使南海东部古扩张脊被动地沿马尼拉海沟进行俯冲，形成了现今马尼拉海沟中段的

构造格局。古扩张脊俯冲深度为２００～３００ｋｍ，并且在约１００ｋｍ处发生板片撕裂，造成古扩张脊两侧俯冲角度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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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冲是指一个较大的构造单元或岩石圈板块下

插到相邻构造单元或板块之下的一种构造作用，发

生于板块的汇聚边界。俯冲带是全球板块相互作用

最活跃和构造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地震的

频发地带。环太平洋地震带是全球最强烈的一个地

震带，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在１９６５—

２０１７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全球超过８５％的８级以上

的大地震均发生在环太平洋的俯冲带区域（图１）。

西太平洋俯冲带是世界上最典型、最集中的俯冲带，

太平洋板块在此与欧亚板块相互作用，以俯冲为主

兼有碰撞，影响着板块边缘及板块内部的动力学过

程、应力场特征及其构造运动［１］。南海海盆位于西

太平洋的汇聚地带，是西太平洋的边缘海盆地之一，

是在新生代期间亚洲东南缘形成的最大、最重要的

边缘海盆地，呈ＮＥ—ＳＷ向的菱形展布
［２］。南海边

界复杂多变，南边是已停止活动的南沙海槽碰撞构

造带，北边是南海北部张裂边缘构造带，西边是南北

向越南陆坡大型平移断裂带，东边是正在活动的马

尼拉海沟俯冲带［３，４］。南海海盆根据其展布的磁条

带形式和年龄可进一步划分为西南次海盆、西北次

海盆和东部次海盆。已往研究表明，南海东部海盆

作为南海３个海盆中最大的一个次海盆，存在着东

西向的磁条带异常，在１５°～１６°Ｎ附近的黄岩海山

链是南海古扩张脊的残余部分［５７］，处于欧亚板块和

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海板块）的汇聚地带，走向为

ＮＥ５０°，东西长约２４０ｋｍ，古扩张脊停止扩张后受

到后期的火山作用而被改造，形成黄岩海山链［７］，其

东侧为马尼拉海沟、北吕宋海槽和西吕宋海槽。

南海东部古扩张脊俯冲过程的研究一直受到中

外地学界的广泛关注［８１４］。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菲律宾岛弧的漂移与旋转、两侧海沟的形成时间、在

民都洛等地碰撞的时间以及吕宋岛北部东西两侧火

山弧的成因等构造问题［１５，１６］，而从南海东部扩张脊

俯冲过程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尚存在着较

多的争议［２，１７，１８］。

鉴于马尼拉俯冲带是揭示南海形成演化的关键

区域，也是南海地震的活跃地带，且南海东部古扩张

脊在马尼拉海沟为被动俯冲，在该俯冲带上覆岛弧

东侧还存在着相向俯冲的东吕宋海槽菲律宾俯冲

体系。有鉴于此，迄今为止对南海东部古扩张脊俯

冲过程的动力学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针对南

海东部扩张脊的俯冲进行３个方面的探讨，包括古

扩张脊的俯冲时间、俯冲深度以及动力学过程，希望

对于理解南海形成演化过程有所俾益。

１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南海及邻区的各板块交界地带均有地震和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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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分布（图１），主要分布在西、南、东三侧的岛弧

区，即沿着印度板块欧亚板块的交界处及欧亚板

块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而在南海及中南半岛内

部则较少地震。南海东部的马尼拉海沟及台湾碰撞

带区域，由于板块边缘接触带上的俯冲运动导致该

地区地震频发。前人研究对南海海盆的形成年代曾

存在着一定的争议［５，１４，１５，１９，２０］，普遍认为形成于３４

～１６Ｍａ之间，误差０．５～２Ｍａ。南海海盆东部的

马尼拉俯冲带是南海唯一的俯冲带，由南海板块俯

冲于菲律宾板块之下而形成。在中新世或１０Ｍａ

之后，菲律宾海板块以每年约８０ｍｍ的速度沿着

ＮＷ斜向仰冲
［２１］，产生的动能很大一部分为马尼拉

海沟所调节。

马尼拉俯冲系统北端与台湾碰撞带相连，向南

一直延伸到民都洛岛西南陆架的海底峡谷附近，长

约１０００ｋｍ，地形上表现为向西凸出的弧形深水槽

地（图２），是一条正在活动的具有特殊构造意义的

汇聚边界。马尼拉海沟的弧前盆地包含北吕宋海槽

和西吕宋海槽，海槽已被沉积物填充。北吕宋海槽

延伸范围为１７．７°～２１．５°Ｎ，自北向南深度逐渐增

加；西吕宋海槽位于斯图尔特浅滩的南部，一直延伸

至１４°Ｎ。南海海盆停止扩张后，南海东部的古扩张

中脊由于火山作用的改造，形成现今的黄岩海山链，

海山链沿着ＮＥ向在马尼拉海沟俯冲于菲律宾板块

之下［５，７］。以黄岩海山链为界，马尼拉俯冲系统可

分为３段，即北吕宋区段、海山链区段和西吕宋区

段［２２］。马尼拉海沟１４°～１８°Ｎ之间的区段呈南北

向展布，地震地球物理调查表明沿海沟沉积物厚度

具有由北向南减薄的特征，从１８．５°Ｎ的２．６ｋｍ向

南减至１７．５°Ｎ的１．７ｋｍ，而１６．５°～１５．５°Ｎ古扩

张脊区沉积物厚度仅有０．５～０．３ｋｍ。古扩张脊以

南，沉积物主要集中在４～１１ｋｍ宽的狭长海沟洼

地内，厚度一般为１．２ｋｍ。上述变化趋势常被解释

为海沟沉积物主要来自北部，因受古扩张脊的阻隔，

南部沉积物较少［１２］。

２　古扩张脊俯冲时间

前人对南海古洋脊构造地貌单元、演化历史和

俯冲运动学等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对于南海东

部古扩张脊（黄岩海山链）的俯冲时间，目前仍存在

着争议。Ｔａｙｌｏｒ和Ｈａｙｅｒｓ
［５］认为南海古扩张脊扩

图１　南海及邻区地震与火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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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马尼拉海沟构造简图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ｉｌａｔｒｅｎｃｈ

张止于１７Ｍａ，南海板块沿马尼拉海沟俯冲的时间

为早中新世［２３］。Ｙａｎｇ等
［２４］通过对台湾吕宋岛东、

西火山链年龄和地球化学性质差异性的研究，提出

了南海俯冲动力学模式。该模式认为，在６Ｍａ时

南海古扩张脊已经接近马尼拉海沟，但未发生碰撞，

而此时欧亚板块沿马尼拉海沟的俯冲形成了西火山

岛链；在４～５Ｍａ时南海古扩张脊与海沟接触并开

始俯冲，而俯冲板块的重力和动能，引起了板块在深

部的撕裂；２Ｍａ左右因古扩张脊受到阻碍而停止俯

冲的板块重新开始俯冲，从而形成了东火山岛链，古

扩张脊的俯冲作用会造成俯冲板块倾角的改变，并

因此而引起南海洋陆过渡带的破裂，借助这个破裂

带可以解释东火山岛链喷发岩浆中幔源成分的相对

富集。李三忠等［２］认为，马尼拉海沟地震活动频繁，

吕宋岛弧有现代火山活动，说明它们属于活动的弧

沟体系，南海海盆洋壳从中新世开始沿着马尼拉海

沟俯冲于吕宋岛弧之下，至今已有上千千米的海底

潜没消亡，南海海盆目前正处于闭合和衰亡的过程

中。南海东部海盆２４Ｍａ后的晚期扩张为北北

西—南南东向扩张而非南北向扩张，此时其代表古

扩张中脊的黄岩海山链已向马尼拉海沟俯冲、挤入，

并一直延伸至弧前盆地之下［２］。

随着南海海盆扩张作用的发展，至上新世或更

新世早期，南海盆地的新生代洋壳板块开始向东移

动，沿马尼拉海沟俯冲，消亡于菲律宾岛弧之下［２５］。

Ｂｏｅｒ等
［２６］和 Ｈｏｌｌｉｎｇｓ等

［２７］认为黄岩海山链从中新

世开始沿马尼拉海沟向东俯冲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

之下。Ｓｃｈｗｅｌｌｅ等
［２３］认为菲律宾群岛沿马尼拉海

沟仰冲的大概时间是早中新世。尹延鸿［２８］提出吕

宋微板块北端与台湾碰撞，南端在民都洛海峡与巴

拉望北端碰撞的时间为５～７Ｍａ，则古扩张脊的俯

冲时间在５～７Ｍａ之前。薛友辰等
［２９］根据俯冲系

统特征，认为古扩张脊开始俯冲的时间为５～４Ｍａ。

各学者对南海东部古扩张脊的俯冲时间意见不

一，从晚渐新世到中上新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海

中央海盆存在边扩张边俯冲的现象。现在，随着地

震、火山活动资料的积累和地震层析成像精度的提

高，大部分学者认为古洋脊是在海盆扩张停止后向

马尼拉海沟进行俯冲的，其开始俯冲时间为１６Ｍａ

之后。丁巍伟等［８，３０，３１］提出，自中中新世以来，南海

洋壳开始沿着马尼拉海沟向菲律宾海板块俯冲。尚

继宏［３２］根据恒春海脊的形成时间及地震剖面资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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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马尼拉海沟俯冲带形成时间为中中新世早期

（１６Ｍａ）。周蒂等
［３３］认为，南海中大量近南北向右

行走滑断裂，可能是在中中新世（１６Ｍａ）以后受从

赤道附近滑移北上并沿马尼拉海沟仰冲的菲律宾群

岛所破坏的结果。范建柯和吴时国［３４］提出，在１４°

Ｎ附近，南海板片的俯冲时间约为１５．５Ｍａ，１６°Ｎ、

１７°Ｎ和１８°Ｎ的板块俯冲时间相差不大，可能在８

～９Ｍａ同时发生俯冲，由南向北，南海板片的俯冲

时间逐渐缩短，说明沿现今的马尼拉海沟的俯冲是

由南面开始，逐渐向北扩展的，这主要是受菲律宾海

板块的西北向运动的控制。

３　古扩张脊俯冲深度

南海东部边界是南海地震的集中带，通过对该

区地震活动的分析可以探讨古扩张脊沿马尼拉海沟

俯冲的深度。臧绍先等［３５］利用国际地震中心（ＩＳＣ）

提供的１９７１—１９８７年６月发生于０°～２４°Ｎ、１１６°～

１３２°Ｅ的地震资料，提出马尼拉海沟存在一个东倾

俯冲带，其俯冲深度由南向北逐渐变小，南部俯冲较

深，最深可达２５０ｋｍ，北部地震最大深度只有１５０

ｋｍ，故南海东部古扩张脊的俯冲深度在１５０～２５０

ｋｍ之间。朱俊江等
［４］通过马尼拉海沟及邻区地

震、火山活动和地震震源机制分析，认为马尼拉海沟

深度在２００ｋｍ以下的地震多分布在１２°～１４°Ｎ 之

间，地震密集区出现明显的分段特征，从北到南深度

逐渐变深，因此南海东部古扩张脊的俯冲深度应该

大于２００ｋｍ。Ｙａｎｇ等
［２４］统计台湾—菲律宾地区

１９６７—１９９４年以来４级以上的地震震源深度及位

置和薛友辰等［２９］根据跨吕宋岛弧 Ｍｂ＞４．０级地震

的剖面分布及相应俯冲带形态，认为南海东部古扩

张脊的俯冲深度在２００ｋｍ左右。高翔等
［３６］对马尼

拉海沟俯冲带热结构的模拟研究依据震源得出古扩

张脊的俯冲深度小于２００ｋｍ。陈爱华等
［３７］根据剖

面热结构模拟图得出南海东部古扩张脊的俯冲深度

在３００ｋｍ左右。詹美珍等
［１６］根据震源深度分布，

认为南海东部古扩张脊俯冲深度在２００ｋｍ左右。

陈传绪等［３８］由马尼拉海沟俯冲带的三维地震分布

得出古扩张脊的俯冲深度在２００～３００ｋｍ之间。

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地震目录的数据显示，

１９６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马尼拉俯冲带区域（１２°

～２３°Ｎ、１１５°～１２６°Ｅ）共发生３．０级以上地震７２７４

次（图３），其中６．０级以上地震１２９次，７．０级以上

地震２１次。图３中１２条地震分布剖面中可以直观

地看出，马尼拉俯冲带主要以密集的浅源（犺≤７０

ｋｍ）地震为主，中深源地震主要分布在２０°～２３°Ｎ

的北部区域和１３°～１５°Ｎ的南部区域，其中２０°～

２３°Ｎ的北部区域最大震源深度达到２００ｋｍ左右，

１３°～１６°Ｎ的南部区域最大震源深度达到２５０ｋｍ

左右。１６°以北区域震源深度变浅，深部地震主要集

中在１００ｋｍ左右。俯冲于菲律宾板块之下的南海

板块的俯冲形态十分复杂。由图３中Ｌ３—Ｌ５剖面

可知，１３°～１６°Ｎ 之间浅部俯冲倾角较平缓，而在

１５０ｋｍ深度以下转变为大角度俯冲，Ｌ６—Ｌ９剖面

（１６°～２０°Ｎ）震源深度变浅，俯冲角度较缓，Ｌ１０—

Ｌ１２剖面（２０°～２３°Ｎ）震源深度陡然加深，俯冲角度

变大。马尼拉俯冲带１５°～１７°Ｎ区段是南海东部古

洋脊俯冲深入马尼拉海沟的区域，南海板片的俯冲

深度和俯冲角度的变化可能与其下存在的板片撕裂

相关。古扩张脊俯冲至菲律宾板块之下，古扩张脊

在深部发生板片撕裂，导致古扩张脊两侧板片的俯

冲角度不同，因此两侧的俯冲深度也不同。

Ｆａｎ等
［３９］利用Ｐ波走时数据，获得马尼拉俯冲

带深部速度模型（图４），表明南海俯冲板块沿马尼

拉俯冲带的俯冲形态从南至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剖面ＦＦ＇（１６°Ｎ）显示南海板块的俯冲倾角从浅部近

２４°增加至４００ｋｍ处的近５０°，剖面ＥＥ＇（１６．５°Ｎ）显

示南海板块的俯冲倾角从２５０ｋｍ处的近３０°增加

至４５０ｋｍ处的近５０°，俯冲倾角的变化与图３中Ｌ５

（１５．５°Ｎ）和Ｌ６（１６．５°Ｎ）地震剖面图相对应。然而

南海板块的俯冲倾角在剖面ＤＤ′（１７°Ｎ）和剖面ＣＣ＇

（１７．５°Ｎ）处发生明显的变化，俯冲倾角从３２°陡然

增加至近９０°。

根据已往研究成果，虽然对古扩张脊的俯冲深

度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依据天然地震震中分布

资料，可以认为俯冲的最大深度应在２００～３００ｋｍ

的范围内。由于俯冲的古扩张脊胶合时间不长，以

及古扩张脊的构造薄弱性，带有古扩张脊的板块俯

冲后，较热的软流圈沿古扩张脊向上蔓延导致俯冲

的古扩张脊在约１００ｋｍ处发生上下撕裂。马尼拉

海沟２０°Ｎ附近存在着密度相对较低的海底高原，

它们受到相对较高的浮力作用［３９，４０］，致使俯冲古洋

脊两侧俯冲角度产生明显的不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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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马尼拉俯冲带犕≥３．０级地震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犕≥３．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Ｍａｎｉｌ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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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马尼拉俯冲带层析成像剖面图（据文献［４４］修改）

ＭＴ表示马尼拉海沟，ＰＦ表示菲律宾断裂，ＥＬＴ表示东吕宋海槽，ＳＣＳｓ表示南海板块，ＰＳＰ表示菲律宾板块

Ｆｉｇ．４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ｉｌ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６



　第３７卷 第６期 　　　　　 詹文欢，等：南海东部古扩张脊的俯冲机制

４　古扩张脊俯冲的动力学过程

南海东部边界的火山分布主要集中在台湾和吕

宋岛之间的岛弧区以及相邻的菲律宾群岛（图４）。

总数超过２２个的火山岛位于台湾和吕宋岛间的区

域内。包括吕宋岛东北端的卡瓜山（ＭｔＣａｇｕａ）构

成了台湾—吕宋弧的巴士段。大多数岛是具有近火

山口相的成层火山岩的顶，近火山口相包括熔岩流、

岩墙、火山口、火山颈、火山渣锥、火山角砾岩、凝灰

岩和表生沉积岩。喷发产物主要是钙碱性安山岩，

包括一部分玄武岩和英安岩。所得的放射性年代资

料表明，火山弧自早中新世即已开始活动，且有一部

分延续至今，但另一部分则以平坦地形为特征，并被

灰岩所覆盖。地幔源超镁铁捕虏体见于巴坦（Ｂａ

ｔａｎ）和迪奥戈岛，北吕宋段由一些位于北吕宋中央

科迪勒拉山系（Ｃｏｒｄｉｌｌｅｒａ）的火山中心组成，中科迪

勒拉山脉是一条经历了明显的上新世至现代抬升的

山脉（自晚中新世以来抬升大于１ｋｍ）。

中新世以来，太平洋板块的北西西向运动、帕里

西维拉海盆和四国海盆（特别是它们的扩张晚期）

以及马里亚纳海槽的近东西向扩张，推动吕宋微板

块向西推移并仰冲到南海洋壳之上，南海洋壳在马

尼拉海沟被动俯冲于吕宋微板块之下［２８］。菲律宾

群岛是两板块之间的形变过渡带［４１］，在形变调整中

起重要作用，使菲律宾海板块与南海板块之间的作

用大大减弱。菲律宾西侧各俯冲带的存在，使南海

板块总体上向东扩散及南海洋壳向东俯冲［３５］。菲

律宾断裂是马尼拉海沟东侧主要的断裂带，是一条

贯穿吕宋岛弧的左旋走滑断裂，从吕宋岛的北部延

伸至棉兰老岛的东南部，长达１２５０ｋｍ
［４２］，其西边

为马尼拉海沟，东边为东吕宋海槽和菲律宾海沟。

菲律宾板块每年以约８０ｍｍ的速度向北西方向仰

冲［２２］，南海板块沿北东向俯冲于菲律宾板块之下，

其俯冲速度自吕宋岛北部巴坦岛的８５ｍｍ／ａ向南

递减至民都洛岛北部的４９ｍｍ／ａ
［４３］，而菲律宾断裂

的滑动速度由吕宋岛北部的２４ｍｍ／ａ向南递增至

４０ｍｍ／ａ
［４４］。此外，以菲律宾大断裂为主干，延伸

出一系列的分支，有些甚至延伸到马尼拉海沟内部，

在菲律宾板块斜向仰冲的作用下，南海亚板块（古扩

张脊）沿马尼拉海沟被动俯冲，马尼拉海沟、菲律宾

大断层和民都洛断层起着应力调节的作用［４］。

晚中生代以来，在西太平洋构造域、特提斯构造

域西段（印度）和东段（澳大利亚）先后发生了朝欧亚

大陆不同方向和速度的汇聚，在这一复杂的动力学

背景下，东亚陆缘发生了有地幔参加传动的“超级剪

切”，导致南海海盆的扩张及洋中脊的形成，中中新

世以后受从赤道附近滑移北上，洋中脊沿马尼拉海

沟俯冲［３３］。马尼拉海沟俯冲带形成于中新世，此时

东部海盆古扩张脊已部分俯冲于马尼拉海沟增生楔

之下，俯冲的古扩张脊并没有导致上部增生楔相关

的岩浆活动，说明俯冲活动前海盆扩张已经停止。

因此可能正是由于马尼拉海沟俯冲带的形成导致了

南海海盆扩张的停止，菲律宾海板块向北西西的位

移运动促使古扩张脊的斜向俯冲［１２，４５］。

自古新世以来，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陆缘都处

于太平洋构造域伸展的构造环境。晚渐新世以来南

海发生了海底扩张运动，并在早中新世开始沿着马

尼拉海沟俯冲到菲律宾海微板块的下部，并非被动

俯冲［８］。６Ｍａ时南海古扩张脊已经接近马尼拉海

沟，在４～５Ｍａ时南海古扩张脊已经与海沟接触并

开始俯冲，同时已经俯冲的板块所具有的重力和动

能，引起板块在深部的撕裂２４］，这主要是针对吕宋岛

的东西火山岛链所提出的动力学模式。刘再峰

等［１１］针对台湾吕宋岛双火山弧引入板片窗的概念

来解释古扩张脊的俯冲动力学过程。

南海海盆沿马尼拉海沟向东俯冲，形成了非火

山弧（增生楔）弧前盆地（北吕宋海槽和西吕宋海

槽）火山弧（吕宋火山弧）构造组合。在马尼拉海沟

向下俯冲的早期，由于南海海盆即将闭合或刚闭合，

南海古扩张脊胶合时间不长，加上２０°Ｎ左右板块

轻物质的作用，俯冲板片就从南海古扩张脊（１７°Ｎ

附近）处开始撕裂，由于板块轻物质具有相对较高

的浮力［３９４０］，形成了马尼拉海沟南北段俯冲倾角不

同的现象（图５）。同时海沟体系俯冲板片裂开处存

在平行于海沟方向的地幔流，加剧了裂开的程度，导

致南北段倾角相差较大［４６］。１６Ｍａ以后，南海海盆

开始沿着马尼拉海沟向东俯冲，南海古洋脊所在的

海山链区段，在俯冲增生机制的控制下，形成较小的

前增生楔结构［４７］，同时在菲律宾板块ＮＷ 向仰冲的

作用下形成了现今马尼拉海沟俯冲带中段的构造特

征。南海古扩张脊到达马尼拉海沟后，年轻的、热的

洋脊增生到上覆板块中，以古洋脊为界，将弧前盆地

分割为西吕宋海槽和北吕宋海槽两个子盆地，即南

海古扩张脊到达马尼拉海沟时的位置位于现今的

１６°～１８°Ｎ 范围内
［１６］。南海古洋脊俯冲在约１００

ｋｍ处发生撕裂，使撕裂以下俯冲板块不容易发生

地震活动，影响深源地震的发生［３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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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南海板块沿马尼拉海沟俯冲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ｌａｂ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ＭａｎｉｌａＴｒｅｎｃｈ

５　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的综合分析，本研究初步得出南海东

部古洋脊开始俯冲的时间为１６Ｍａ，俯冲深度在

２００～３００ｋｍ之间，俯冲板片在１００ｋｍ上下发生撕

裂。由于古洋脊北部板块轻物质的存在造成洋脊两

侧俯冲板块的俯冲角度南高北低的现象。本文针对

南海东部古洋脊的研究进展，结合研究区域地震活

动和火山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探讨古洋脊的俯冲

时间、俯冲深度、俯冲板片的撕裂以及俯冲机制，目

前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需要进

一步的更加详实的深部地球物理数据以及该区域火

山岩的地球化学和定年数据的补充和验证。同时未

来对于南海东部古扩张脊的研究应结合动力学、热

力学等耦合情况下的数值模拟研究，反映其对马尼

拉海沟及整个南海区域构造应力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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