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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帕劳海脊南段的深部结构探测及对板块俯冲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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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板块俯冲起始机制是板块构造理论发展的关键和新方向，九州-帕劳海脊是研究俯冲带起始机制的典型地区。在回顾板
块俯冲起始机制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九州-帕劳海脊及邻区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对板块俯冲起始机制的指示进行了概
述。计划通过在九州-帕劳海脊南段及邻区开展海底地震仪为主的深地震探测，获得研究区高分辨率的岩石圈固体-流体结
构，以了解古太平洋板块向西菲律宾海盆俯冲不同阶段的板块深部行为，并在动力学模拟实验及与实际对比的基础上，建立
九州-帕劳海脊及邻区从俯冲起始-岛弧裂离-弧后伸展的完整演化历史，揭示板块俯冲起始机制、动力学过程及其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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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smic detection of deep structure for Southern Kyueshu-Palau Ridge and its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subduction
initiation
DING Weiwei1,2, LI Jiabiao1,2
1.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ngzhou 310012,China
2. School of Oceangograph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 The Kyushu-Palau Ridge (KPR) is an excellent place to study the initiation of plate subduction, and thus a unique natural laboratory
for developing the plate tectonic theory. Based on a thorough review of literatures, we tried in this paper to reveal the solid vs. liquid structure of
the lithosphere using the geophysical data by OBS and OBEM along a regional transection passing through the West Philippine Basin, the KPR,
and the Perce-Vela basin. Combined with geochemical studies and computational geodynamic simula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ep
subducted slabs, the different oceanic lithosphere, the corresponding magmatic activities and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flux and cycling of the
subducted materials are investigated. Upon the basis, a complete evolution model including subduction initiation, island arc splitting, and the
back-arc seafloor spreading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or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a subduction zone.
Key words: deep seismic detection; subduction initiation; dynamic model; Southern Kyushu-Palau Ridge

1968 年由 Dan McKenzie，Jason Morgan 与 Xavier

直是人类探索地球深部的重要目标，不仅动力机制

Le Pichon 共同提出的板块构造理论是地球科学领

复杂，对人类影响直接，也是火山带、地震带、矿产

域的一场革命，它从全球统一的角度，在一定程度

带和能源带的交汇 [1-4]。

上具备了定量和预测的性质，第一次以总领全球的

没有俯冲带就没有板块构造，俯冲带成因是理

气魄和高度的概括能力，成功地解释了地球运动和

解板块构造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俯冲带的起始

演化的许多重大问题，因此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和

俯冲机制一直是板块构造理论中最为薄弱的部

DNA 双螺旋结构一起被称为 20 世纪自然科学四大

分。俯冲带如何从最初的非稳态破裂、下伏板块开

进展。俯冲带是地表物质返回地球深部的主要通

始俯冲，到地幔对流逐步形成使岩石圈板块连续、

道，其俯冲动力与循环对流模式是板块构造理论的

稳态地俯冲，并又最终诱发小地幔楔内的地幔对

基石和经典。在全球三大类板块边界中，俯冲带一

流，进而形成岛弧和弧后构造活动，对这些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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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存在诸多争议 [5]。与被动大陆边缘的初始扩张

带自发形成 [13]，也即始新世期间太平洋板块西侧新

相比，起始俯冲的研究刚刚起步。

俯冲带的产生受控于转换断层坍塌而导致的自主
诱发机制，该种类型的自主型俯冲以古太平洋冷而

板块俯冲起始机制进展与现状

重的俯冲板片开始向下运动为标志 [14-15]。

在地质历史中俯冲带如何产生是板块构造理

观测基础上离不开数值模拟对俯冲起始和过程的

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地学界通过对于俯冲起始

反演，尤其是近十几年计算机运算速度的飞速发展

机制的研究认为大洋岩石圈由于挤压作用而发生

使得数值模拟的手段更为方便，地质与地球物理学

破坏，从而产生俯冲带 ，并由此形成了诱发被动型

家和构造动力学家们共同工作，使得不同的板块俯

俯冲起始机制模型：板块的持续汇聚产生区域性挤

冲起始的假说得以验证。Gerya 等[16]，Gerya[17], Duretz

压应力场，在特定区域，板块的隆升和下插形成了

等 [18] 模拟了单向俯冲和双向俯冲对俯冲过程的影

新的俯冲带。诱发性俯冲机制又分为两个亚类：迁

响，包括不同的俯冲角度，不同的相对运动速度，俯

移型和极性反转型。迁移型机制认为新的俯冲带

冲与上覆块体的不同岩石学、流变学特征等，俯冲

会在老的俯冲带的外侧产生：由于印藏碰撞而导致

板片年龄的变化等，对弧后发生伸展、挤压，以及俯

的 Mussau 海沟以及印度西北板块边界的持续发展

冲体系的对称型变化的控制作用。不同的研究者

是迁移性机制的典型例子 [7]。极性反转机制也与汇

均验证了全球板块运动绝大多数受到俯冲区较重

聚作用相关，在该机制中持续的汇聚在岩浆岛弧后

的大洋岩石圈重力作用下沉的驱动，同时扩张作用

侧形成新的俯冲带，该机制的典型案例之一就是翁

的退积以及地幔对流的拖曳也是运动的重要因素[19]。

通-爪哇海台汇聚而形成的所罗门汇聚陆缘 [8]。

这些模拟工作既包括二维的软流圈尺度的数值模

1

对板块俯冲起始机制理解，在地质与地球物理

[6]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于板块起始机制开

拟 [16]，也包括三维全地幔尺度的数值模拟 [20]。但对

始有了新的观点，认为俯冲的起始更多的可能与大

于“传统”或者“新”的俯冲起始机制在数值模拟和

洋岩石圈的薄弱带，比如转换断层或断裂带相关。

实际观测中仍然有很多矛盾的问题尚未解决，比如

在薄弱带两侧老的大洋岩石圈的重力作用

，或

自发性俯冲机制中岩浆、流体作用如何？是什么导

，提

致俯冲板片下沉和真正俯冲之间的转换过程？被

供了俯冲作用和板块构造活动的主要驱动力，并进

动 陆 缘 的 崩 塌 是 否 会 导 致 俯 冲 作 用 [21]？ 而 且 对 全

而提出了自发性俯冲机制的观点 （图 1）。该观点

球其他区域的研究依旧不能否认在有些区域的确

基于古太平洋向西菲律宾海盆俯冲的研究，对于俯

存在诱发被动型的俯冲起始作用，比如区域挤压应

冲体系的地球动力学解释表明俯冲沿着先存断裂

力场 [22-25]，俯冲极性反转 [8,10,26]，或者俯冲带迁移也会

[5,9-11]

者说岩石圈内部物质成分差异导致的密度差

[12]

[10]

图1

俯冲起始成因机制汇编

（据 Stern[10]， Stern 和 Gerya[5] 改编）

Fig.1

Hypotheses for initiation of plate subduction
(modified after Stern[10]， Stern and Gery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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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俯冲带的产生 [27]（图 1）。

2019 年 10 月

菲律宾海板块俯冲的产物。九州-帕劳海脊与东部
火 山 岛 弧 带 （ 现 代 伊 豆 -小 笠 原 海 脊 和 马 里 亚 纳 海

2

为什么选择九州-帕劳海脊？

脊），以及发育期间的多个边缘海盆，包括四国盆
地、帕尔西维拉盆地、小笠原海槽、马里亚纳海槽

九州-帕劳海脊位于菲律宾海的中部，北至南海

等共同组成了作为地球汇聚边界的典型代表的伊

海槽俯冲带，南至帕劳群岛的北部，纵贯南北约

豆 -小 笠 原 -马 里 亚 纳 （ Izu-Bonin-Marina arc， 以 下 简

2 600 km。该脊曾经与现代 IBM 岛弧连为一体，在

称 IBM）俯冲体系（图 2）。强烈的岩石圈变形和岩

约 30 Ma 的 海 底 扩 张 形 成 四 国 和 帕 尔 西 维 拉 盆 地

浆活动、典型沟-弧-盆体系、俯冲板块后撤形成的

之前一起组成了古 IBM 岛弧 ，是古太平洋板块向

弧后扩张东向跃迁使得该区成为研究“俯冲工厂”

[15]

图2

菲律宾海板块及邻区主要构造单元图

黄色圆圈为 IODP 351 航次钻探井位；红色圆圈为 IODP 352 航次钻探井位；红色方框内为本次研究区

Fig.2

Major tectonic units of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and adjacent area

Red circles are the drilling sites of IODP Exp. 351, and yellow for IODP Exp. 352. Red square indicates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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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duction Factory）和震源带的典型海区 [14-15,28-29]。
九州-帕劳海脊及周缘记录了俯冲如何起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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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的四国盆地-帕尔西维拉盆地则是俯冲后续发
展进入弧后扩张阶段的结构。当然，现今的深部结

信息，是了解板块如何起始俯冲的关键场所。Stern

[10]

构 会 受 到 后 期 构 造 -岩 浆 作 用 的 改 造 。 包 括 IODP

认为九州-帕劳海脊是自主俯冲机制的典型代表：相

351&352 航次钻探在内的最新研究表明，太平洋板

对冷而重的太平洋岩石圈沿着转换断层/破裂带开

块向古菲律宾海的起始俯冲会首先沿着转换断层

始下沉，从而诱发了俯冲作用。数值模拟实验也表

发生弧前海底扩张作用，形成弧前洋盆，而之后随

明板块的密度是控制俯冲起始的关键要素

着后续俯冲作用弧前玄武岩中形成火山岛弧。对

。国

[5,17]

际大洋发现计划（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以上不同区域，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深部结构

简 称 IODP） 在 该 区 先 后 开 展 了 两 个 钻 探 航 次 —

的解读，可以获知不同的构造单元相互之间的差

IODP 351 和 352， 其 中 IODP 351 航 次 目 标 为 九 州 -

异，以及弧前洋盆是否真的存在等关键信息，这对

帕 劳 海 脊 附 近 西 菲 律 宾 海 盆 的 基 底 和 沉 积 ， IODP

于解答板块俯冲的起始机制至关重要。

352 航次的目标是伊豆前弧区的火山岩。钻探为揭

在九州-帕劳海脊开展的深反射/折射地震探测

示板块的初始俯冲机制和模型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工作主要由日本科学家完成，尤其是在 2004—2008

表明俯冲起始之后先形成弧前的海底扩张作用，形

年，日本开始在九州-帕劳海脊进行了一系列地震实

成弧前玄武岩，而古 IBM 弧是在弧前海底扩张形成

验来了解其结构变化，并与共轭的伊豆-小笠原-马

的小洋盆中形成 [30-32]。然而，对于初始俯冲如何发

里亚纳海脊进行对比。这些地震实验都是为日本

生，在何处发生，依然疑云重重。Hall 等

认为印

外大陆架划界项目服务。相关的成果在 2007 年之

度-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的挤压应力

后开始发表，对九州-帕劳海脊北侧区域海脊本身由

场是触发古太平洋板块向菲律宾海板块俯冲的机

北向南的岩石圈结构进行了刻画 [35-36]。但是相关的

制，Stern 和 Gerya[5] 也指出不能完全忽略远程挤压

OBS 测线，尤其是九州-帕劳海脊南段的 OBS 测线

应 力 的 效 应 。 Taylor 和 Goodliffe

同 样 对 古 IBM

均比较短，仅针对海脊本身，很少有区域性的结构

岛弧起始沿着老的断裂带发育存疑，因为九州-帕劳

断面将与海脊密切相关的西菲律宾海盆和四国-帕

海脊和西侧西菲律宾海盆地构造展布近乎正交，同

尔西维拉海盆统一进行考虑。对九州-帕劳海脊地

时岩石圈的弯曲和剪切阻力会限制，甚至会阻碍俯

壳结构相关工作也仅是将海脊的南北进行对比，对

冲 作 用 的 形 成 。 Leng 和 Gurnis

海脊本身与“前世”— 西菲律宾海、“今生”—

[34]

[28]

[33]

通过数值模拟认

为与板块边界并置的残留岛弧的重新活动是俯冲

新形成的弧间盆地的结构的对比工作相对很少。

起始的关键因素，而非转换断层。由此可以看出，

因此，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西

对于俯冲起始机制的研究，尤其是作为俯冲起始机

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资助，自然资

制研究经典的九州-帕劳海脊区依旧是板块构造学

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将在九州帕劳海脊南段及邻

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区开展综合地球物理剖面观测，该剖面西起西菲律
宾 海 盆 ， 穿 越 九 州 -帕 劳 海 脊 ， 东 至 帕 尔 西 维 拉 海

3 九州-帕劳海脊南段的深部结构探测
及意义

盆，剖面长度为 1 260 km（图 3）。探测手段包括利
用主动源 OBS 的深反射/折射地震实验以及船载拖
曳式多道地震实验，构建从海底表面，沉积与基底，

对于地球内部结构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地震观

到地壳上地幔结构不同尺度、高分辨率的岩石圈固

测，包括针对沉积层的多道地震探测，以及针对岩

体结构特征，比较代表俯冲前的西菲律宾海，代表

石圈的深反射/折射地震探测。在海域，后者主要依

起始俯冲的九州-帕劳海脊，以及俯冲后弧后扩张区

靠海底地震仪（Ocean Bottom Seismometer，简称 OBS）

的帕尔西维拉海盆深部结构特征的特点与差异。

实现，可以通过人工源地震或者天然地震获取地壳

航次将于 2019 年 9 月份开始实施。

深部和地幔结构。地质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思
想是“将今论古”，现今九州-帕劳海脊及周缘区域

4

结论与展望

深部结构，包含了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记
录，比如九州-帕劳海脊西侧的西菲律宾海盆，代表

九州-帕劳海脊是研究板块俯冲起始机制的关

了俯冲起始之前的结构；九州-帕劳海脊及周缘，则

键场所。以往几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九州-帕劳

保留了俯冲起始阶段的结构信息；而九州帕劳海脊

海脊的北段（20°N 以北），对于南段（20°N 以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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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9 年 10 月

九州-帕劳海脊南段及邻区地质与地球物理观测方案

黄色方框代表研究区， 黑色实线为计划布设的多道地震测线， 黑色圆点为 OBS 投放点， 黄色三角为拖网取样点

Fig.3

Map of g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surveys in the southern Kyushu-Palau Ridge and adjacent region

Yellow square indicates the survey area. Black line is planned multi-channel seismic profile. Black dots are the deploy positions of OBS. Yellow triangles are
the dredged positions

研究，尤其是 15°N 附近作为西菲律宾海盆地残留

冲-岛弧裂离-弧后伸展的完整演化历史，并在反复

扩张脊的中央盆地断裂与九州-帕劳海脊的交汇区

实验和对比的基础上，揭示板块俯冲作用的起始机

依旧存在大量的科学问题（Robert Stern, 2018, 私人

制、动力学过程及其控制因素。该研究将会提升我

通信），比如俯冲的起始位置与岩石圈结构、强度和

们寻找资源、规避大的地质灾害的能力，也是完善

内部变形有何联系？板块薄弱带（如转换断层、断

全球动力学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将会对海洋

裂带）如何转变为俯冲带？俯冲过程如何从初期的

科学的许多前沿领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非稳态过程过渡到其后稳态的过程？俯冲系统形
成及后续岛弧分裂-海底扩张的过程中壳幔如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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