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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控制了华北克拉通东部在新近纪的构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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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pitc of tcctonic-platc cnvironmcnts surrounding thc Chincsc contincnt having no obvious variation 

in thc rcccnt about 40 Ma , thc tcctonic activitics in thc castcrn North China Craton in thc Ncogcnc showcd ob 

vious diffcrcncc with thosc、 in thc Palcogcnc. For cxamplc , rcgional lithosphcrc sccms to bc thickcncd , Tangs 

han-Xing1日i faults became active , bu1 1he activities of 1he Taiha口gshan Piedmon1 faults reduced. Some evi 

dcnccs showcd that thc dynamical cffccts causcd by thc uplift and cxtcnding of thc Tibctan platcau which is of 

1en a l1 ribu1ed 10 1he Indo-Euarasin collision con1rolled 1he dynamics of NOr1h China in horizon1al direction i日

thc Palcogcnc , and in thc timc aftcr about 8 M乱， howcvcr , thc influcnccs and rcformations causcd by thc cx 

1ending are weaker 1h日n 1he vertical reformation of eas1ern Nor1h China al1ribu1ed 10 1he Pacific pla1e subduc 

tion bcncath thc Asian contincnt; thc formcr was lcss important cvcn in thc pcriod of 8 - 23 Ma in thc horizon 

tal dircction than thc lattcr. Prcvious studics showcd that thc Pacific platc movcmcnt undcrwcnt somc obvious 

changes a1 日bou1 47 Ma. If we only consider 1he Pacific pla1e subduction jus1 si日ce 1his time , we could find 1ha1 

thc subduction slab can rcach castcrn North China aftcr about 20 Ma Cat about 27 Ma ago) , and thc slab may 

have been des1ruc1ed comple1ely a1 1his position. In 1he 20 此1a-moveme口1 processes , 1he evolution of 1he cold 

slab could bc dividcd into scvcral stagcs with thc slab bcing hcatcd and dcstructcd. In diffcrcnt cvolution sta 

ges , 1he slab also could result in differen1 effec1s on 1he overlying aS1henosphere and li1hosphere. The slab e 

volution showed some 1emporal consis1ence wi1h 1he 1ec10日ic activities in eas1ern Nor1h China , and also wi1h 

thc ]apan Sca opcning. Furthcrmorc , thc possiblc cffccts actcd on thc ovcrlying lithosphcrc by thc slab in dif 

fcrcnt stagcs could intcrprct thc tcctonic cvcnts mcntioncd abovc. Thus , thc bottom-up cffccts attributcd to 

1he Pacific subduction mainly con1rolled 1he evolution of eas1ern Nor1h Chin日 in 1he Cenozoic , and 1hey are also 

1he domi日an1 fac10rs con1rolling 1he dynamic飞 of Nor1h China even in 1he horizon1al during abou1 8 - 23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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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近纪初期(约 23 Ma)的时候，在当时中国大陆周边板块构造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华

北克拉远东部构造活动性质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华北克拉远东部的岩石图增辱了，唐山 邢台断裂

开始活动的同时大行山山前断裂却变得不活跃了，华北局部构造变形性质发生了变化等。虽然在古近纪和

8 Ma以后.有证据显示印度一欧亚大陆的碰撞及其所导致的青藏高原的隆升扩展对华北在水平方 fOJ 的动力影

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水平动力作用在整个新生代明显弱于太平洋俯冲板片在垂直方向上对华北东部

岩石圈的破坏，甚至在 8~23 Ma之间前者对华北的影响在水平方向也不占主导地位。太平洋板块的运动在

47 Ma发生重要的变化。如果以这个时间之后的太平洋板块西向俯冲来开始分析.我们会发现太平洋俯冲板

片在俯冲运动约 20 Ma 后(约 27 Ma 时)就到达了华北东部之下，并在此时板片应被完全破坏。在板片运动

过程中，低温板片由于不断被加热和改造.其自身演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可以对上覆软流圈和

岩石图产生不同程度的改造。这个阶段性不但在时间上与华北克拉通东部(尤其是华北盆地)新近纪以来发

生的构造活动变化基本对应.甚至也与日本海在 8~23 Ma 扩张的时间基本对应;同时板片在不同演化阶段

所能产生的对上覆软流图和岩石圈的作用也可以合理地对后两者进行解释。因此，太平洋俯冲板片对华北可

能产生的由下而上的影响可能是控制华北东部在新生代构造演化的主要因素，甚至在 8~23 Ma 之间这种影

响产生的效果在水平方向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关键词:华北克拉通东部;俯冲板片;新构造运动;岩石圈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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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动力过程造成重要影响川以上发生在中同

O 前言 大陆东同两侧周边板块相对运动环境的变化决定了
约 47 Ma 之后的中国大陆有着与以往明显不同的

在晚中生代，中国东部地区构造演化经历了从 板块作用环境。鉴于这种新的板块构造周边环境持

以挤压为主到伸展为主的重大构造体制转换11-2J 中 续至今，中国大陆的大地构造格局在 47 Ma 之后不

同东部地质和构造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强烈的岩应该有大的突然变化，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罔 2)0

浆和火山活动表明古生代古老克拉通大陆岩石围受 在中同两部，虽然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从大约

到了极大地破坏:l-4J 进入新生代后，中国大陆现今 50~55 Ma 开始，但青藏高原的快速隆升却是从新

构造格局逐渐形成。虽然发生在晚中生代中国东部 近纪初期开始的，或者说至少在大约 20 Ma 时青藏

的构造转变对华北的影响非常大，但这里基本不讨高原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构造运动阶段li l J 。

论晚中生代发生的重大转变及其有关问题，而将重 这可能是因为约 20 Ma 之前的印度俯冲板片更接

点探讨这个转变之后在新生代(尤其是中晚期)华北 近于洋陆过渡型岩石围(如前陆盆地) ，而其后的印

东部发生的一些构造活动的动力学问题。 度大陆俯冲板片更接近于大陆型岩石罔，即更接近

新生代初期，中同大陆东同两侧的板块构造环 于分异良好、密度较轻的稳定陆核岩石罔1 1 51 不同

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并且这种新的环境一直持续到 密度的印度俯冲板片在俯冲时存在不同的相对负浮

现今。约 50~55 Ma 时，中国大陆西边发生的印度

欧亚大陆的汇聚运动开始进入到大陆碰撞阶

段川对于亚洲大陆以东来说，如果假定夏威夷

皇帝海岭之下热柱位置不变的话，那么根据夏威夷

岛链和皇帝海岭的活动时间，可以确定位于中同大

陆以东的太平洋板块的运动方向在大约 47 Ma 时

突然发生了近 50。的偏转 7 IOJ 之后一直沿着新的方

力，并可以导致不同的俯冲角，相应地导致了青藏高

原隆升速率的改变。

在中同东部的华北克拉通东部，新生代以来经历

了两个明显不同的构造活动阶段 1日如J (图 2): (1)古

近纪(约 23 Ma 之前)的断陷阶段，局部发生了凹陷

或者相对隆起，岩浆活动剧烈 ;(2)新近纪(约 23 Ma 

之后)开始的拗陷阶段，原隆起区和凹陷区普遍下

向运动至今(罔1) 0 近期的研究日，llJ 认为，太平洋板沉，形成了现今的华北大平原，岩浆活动减弱且岩浆

块运动方向没有变化，而是地幢热柱发生了摆动。不 性质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岩石学和地热的研究说

论哪个运动发生了变化，至少都可以说明在大约 明了岩石罔从新近纪开始变厚了1 1 ， 21 川，但曾经造

47 Ma时太平洋板块之下地幢物质运动可能发生了 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唐山地震所在的唐山 邢台断裂

一些突然的变化 12J 这种变化可能对太平洋板块运 (又称唐山 醋县断裂) (位置见图 3) 却正形成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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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亚洲东部及周边板块构造
Fig. 1 TeclOnic plales surrouncling lhe NOrlh China Cralon 

阴影 l又哀乐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可能影响范罔凉意以(简化自 YinL1 1i _) ，板:lk.ì业界修改自 BirdLl 7 。

，'2:自

大地构造单元边界
-8000 -4000 0 4000 8000 

商程1m

图 3 华北地区活动构造分布图
Fig. 3 Activc tcctonics in North China 

图中蓝色线为断裂，灰色填充区为新生代右浆右山路、区。断裂和盆地数据修改自任纪舜和刘志刚川。数字依次

表示: 1 渭河地笠 :2 汾河地堂: 3 张家口 蓬莱断裂川唐山邢台断裂: 5 太行山前断裂仆邻庐断裂;

XT 表示邢台 :TS 表示唐山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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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近纪 新近纪

-50 -40 -30 -2.0 - 1.0 

印度大陆t-欧亚大陆继续聚合

特提斯洋闭合 T 青藏高原隆:11 明显
印度大陆-欧亚大|时;接触 1 ~~ -I- rr~ 印度大陆

开娟与占革

平柯:板块向亚洲东部俯JIIr

发生某些变化之后{新)的太平洋板片向亚洲东部俯冲
Q帝海岭!f1.戚w热
校的运动发1:变化

华北t.1i.地大规模沉降 ， 断陷阶段 : 

伪造应jJ场 1

华北盆地处于裂陷阶段

----y-一----3 构造应力场2

图 2 中国大陆周边板块运动和华北构造演化各阶段示意图
Fig. 2 Movemen1 of 1he 1eclünic plales surroundin日 China and 1eclünic evolulion slages in 'Ior1h Chin日

Q 
o l'.川r ，..

"构造应力场 1"代表近 NW 向伸贝 .NE 向挤W;"构造应力场 2"哀乐 8~23 Ma存在的应力场。插入的小罔显尽了各以域的

地理位置。

近纪i24-2 i l 在约 8 Ma 时，伴随着日本海扩张的停

止，华北区域构造活动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川 1 区域构造活动
这些都说明了新生代的华北东部又经历了一些重要

的变化。

在约 47 Ma 之后，中国大陆周边板块构造环境

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是什么导致了在大约 23 Ma 前

后华北东部的构造活动性质发生了R大变化?有证

据显示，华北克拉通岩石罔在新近纪增厚了，为什么

唐山 邢台断裂却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活动的?这

些问题是深入认识新生代华北克拉通构造活动演化

的基本问题。由于岩石罔的演化不但涉及周围板块

或块体的水平相互作用，同时也与软流围及深部地

幢物质的动力学过程有关。这里将在对第一笔者项

1. 1 区域断裂活动性

区域的主要活动断裂(图 3)包括汾泪地主系、

张家口 蓬莱断裂、唐山邢台断裂、太行山山前断

裂和那庐断裂等。

汾i目地主系(图 3)位于华北克拉通中部，形成

始于始新世C33~55 Ma) ，当时的断陷沉积仅限于

渭河盆地，中新世(5~23 Ma) 的地主型沉积扩大到

运城盆地，地重系总体格局大体形成于上新世(2~

5 Ma) 10j 汾河(山西)地主系的发育是新近纪华北

克拉通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之一 1 1丁。最新的一些

目组近年来对华北地区 28j 和中国大陆的岩石罔结 研究 26j显示，鄂尔多斯盆地及汾泪地主区域伸展方

构 1.).29 .11j研究的有关结果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 rt口]分别经历了中晚始新世至渐新世(23 Ma 之前)的

试图从浅部构造与岩石罔深部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 NWW-SEE 向，中新世 8~23 Ma 之间的 NE-SW 向

入手，通过对太平洋板片在运动过程中其自身可能 和之后的 NW-SE rt口Do 在约 8 Ma 之后与 23 Ma 之

存在的演化以及可能产生的对上覆岩石罔改造的过前存在的伸展方向为近 NW-SE 向(即罔 2 中的"构

程进行分析，以期深化对华北盆地新生代构造演化适应力场 1勺，这个伸展方向与青藏高原隆升扩展

的认识。 施加在鄂尔多斯西南边缘的近 NE 向挤压近似垂

这里还需声明的是，笔者没有忽视印度欧亚直，这说明了该阶段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扩展施加

大陆碰撞以及高原隆升扩展对亚洲(包括华北)的影 在鄂尔多斯盆地向南边缘的强大挤斥力是控制鄂尔

响，但由于前人已经对这些影响进行了详细地研究 多斯及周缘盆地的主要因素L42J 。但在约 8~23 Ma 

和分析li 日， 32 比这里只在有关部分进行简要介绍。 期间存在的 NE-SW 伸展(即图 2 中的"构造应力场

http://W\刊'. earthsciencefront 工 er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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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来自于青藏高原的 NE 向挤压方向相平行，则

说明该期间高原的挤压作用不是控制鄂尔多斯的主

要因素，这暗示了靠近环太平洋构造域与特提斯构

造域交叉部位的鄂尔多斯及用缘断陷盆地构造演化

的复杂性。

张家口 蓬莱断裂带(罔 3)位于华北地区的东

北部，该左旋走滑断裂带形成于中生代，新生代其活

动更加强烈L4:1j 。近 50 年来在该断裂带上发生了一

些影响较大的破坏性地晨，比如 1969 年渤海 7. 4 级

地震， 1998 年 1 月 10 日张北 6. 2 级地震。 1976 年

唐山地层也与该断裂有一定的关联，该地层发生在

张家口 蓬莱断裂带与北东向唐山 邢台断裂交汇

处附近，并触发了张家口 蓬莱断裂带的强烈地展

活动(比如， 1976 年 11 月 15 日宁河约 6. 9 级地震

等)。

唐山邢台断裂带(也称为唐山磁县断裂带)

(图 3)是一个新近纪开始16动的新断裂121 251 它基

本是沿着华北平原的中心主轴分布。该断裂带是一

个强层活动构造带， 1976 年的唐山地展和 1966 年

的邢台地震即发生在该断裂带上。

太行山山前断裂(图 3)为华北盆地与太行山脉

地貌分界的过渡地带。该断裂在古近纪时主要表现

为正断层活动并含一定的右旋走滑分量，在第四纪

时，该断裂有一定的活动，但活动幅度不大，尤其是

流水 隆尧之间没有活动1，111 整个新生代断裂带

两侧落差约 5~10 km-4Jj 
0 

那庐(那城庐江)断裂带(图 3)是纵贯中国大

陆东部的日型断裂带，是古生代晚期随着华南地块

和华北克拉通的汇聚而形成的两个地块的边界断

裂，至今该断裂右旋斥扭活动仍较强烈，断裂本身及

其演化过程较为复杂 161 。对该断裂在新生代的构

造活动演化问题仍存在较大的争议L46-J:1j 。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华北盆地及周边断裂在

约 23 Ma 前后的活动性有所变化，比如太行山前断

裂的活动性变差了，但唐山 邢台断裂却由不活动

变得活动性很强烈，同时局部构造活动在约 8 Ma 

前后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O

1. 2 区域现今动力状态

从地震活动性质以及实测的现今构造应力场来

看，虽然华北内部各局部之间的现今构造应力场有

所差别，但多数区域主ffi应力方向为近北东向到近

东西向为主LJHìj 。鉴于华北内部地层活动性质以走

滑为主I ，iìl 那么在主ffi应力为近北东向到东同向为

主的构造应力场控制下的北东走向的走滑断裂将表

现为右旋滑动，而北两;走向断裂应表现为左旋在滑

活动。上文提及的主要断裂新近发生的构造活动性

质正是如此。由于断裂活动反映的是地质时间(百

万年以上)尺度的构造平均活动性质，而地层活动及

实测则反映了现今的构造活动，现今构造动力背景

与区域断裂总体现今活动性质的一致性说明了整个

华北东部在较长时间内(至少在水平方向)处于一个

相对稳定的近似统一的构造动力环境，即华北中东

部现今所经受的主体外部作用的挤斥方向大致是北

东一南西向 O

1. 3 区域岩浆活动性质

华北东部在古近纪多为拉斑和弱碱质玄武岩，

而在新近纪和第四纪火山活动以碱性玄武岩为

主121 22.11丁。由于拉斑玄武岩起源于地幢较浅位置

(深度约 45~75 km)且经大程度部分熔融而形成

的，而碱性玄武岩则由深部地。曼(深度约>95 km) 

经小程度部分熔融而成川，那么就可以认为古近纪

岩浆来自于较浅的深度，而新近纪及其后的岩浆来

自于更深的深度L21 泣」。这种变化可能说明了岩石圈

厚度从新近纪开始变厚了 21 221 除了岩浆性质发生

变化外，岩浆活动强度在新近纪开始后也有所减

弱IIX 川 O 由于西太平洋俯冲带在新近纪伴随着日本

海打开川叫的同时开始向东撤退，这可以导致大洋

岩石罔俯冲对中国东部的影响相对减弱，因此新近

纪与古近纪岩浆活动的差异也可能与太平洋俯冲带

一直向东撤退有关。

1. 4 新生代华北构造活动的阶段性

从以上介绍来看，华北(尤其是东部)的构造活

动在整个新生代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古近纪时期，华北地区引张应力方向为 NW-SE

向(罔 2 中"构适应力场 1 ") ，形成了大渤海湾断陷

盆地群12日 2ìl

在新近纪初期(约 23 Ma) ，华北克拉通经历了

重要的构造活动转变: (1)岩浆活动减弱，来源加深;

(2)太行山区断裂活动变弱的同时，却出现了诸如唐

山 邢台断裂等区域重要的活动构造; (3)鄂尔多斯

及周缘区域构造区域伸展方向变为约 NE-SW 走

向，且华北东部的渤海湾盆地形成了一系列近 E-W

向伸展断裂(显示了当时区域伸展方向为 N-S

向) -271 。这里称这个时期的构造应力场为构造应力

场 2( 图 2) 0 

在中新世中期约 8 Ma 后区域构造活动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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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的变化，比如，鄂尔多斯及周缘的构造活动背

景恢复到与新近纪之前近似的环境(罔 2 中从构适

应力场 2 又恢复到构造应力场1) 0 但这些变化明

显不如约 23 Ma 时发生的构造活动变化强烈。

2 区域深部结构

虽然华北地区一直是我同地震探测研究的重点

区域，也是研究程度最高的区域，但由于华北地区构

造演化的复杂性和各种探测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众多

的地展探测仍没有使人们对华北在新生代的演化有

清晰的认识。

首先，华北岩石罔在中生代晚期经历了重大的

变革，并且之后从晚中生代至今约近百 Ma 年间，华

北东部又经历了一系列如上所述的构造演变。由于

所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获得的结果都表示了现今地

下深部的状态，因此对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遭受着

物理和化学改造的中同东部(尤其是华北和东北)岩

石罔及软流罔来说，多数地球物理观测获得的主要

是这些区域最后一次改造之后(冈 23 Ma 华北东部

构造活动发生了明显变化，故应为约 23 Ma 以来)

的痕迹，而更早(比如中生代)华北克拉通破坏的痕

迹则可能已经被之后的构造活动所改造。岩浆捕虏

体研究显示华北的岩石圈土地但形成年代较晚叫

也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各种探测方法都有局限性。岩石圄(地壳

十岩石罔上地幢)是板块运动和构造演化的主体，但

多数地球物理探测方法难以获得可靠的气维岩石圈

土地幢结构。比如，人工地层测深探测1626.il 和近层

层析成像LG6ω」局限于对地壳的探测，远震接收雨数

研究17071丁多局限于一维和二维的探测。一些能够探

测气维岩石圈上地。曼结构的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往往

精度较低。

远层f本波层析成像 72-78J是研究地幢三维结构的

主要手段。较大尺度的远震体i皮层析成像结果179 X.I 丁

显示现今太平洋板片位于华北克拉通东部之下

(罔 4)0 但由于在白站下方的入射近于垂直，导致远

层体波层析成像的垂向精度较低(一般约 100 km) 。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精度应该更高的远震有限频率层

析成像在华北的应用结果 8JJ 的垂向精度也仍低于

100 kmo 对于地壳约 30 km、岩石围上地惶约 70 km 

厚的华北克拉通而言， 100 km 的垂向探测精度显然

无法获得可靠的岩石圈结构O

面波层析成像L8XJ 的垂直精度比远层体波层析

成像较高，但传统面波层析成像在岩石圈土地陋的

水平精度偏低(100 km 深度以下的水平分辨率一般

大于 200 km) ， j主种精度对于华北地区(华北盆地的

宽度约 250 km)来说其精度显然是偏低的 O 虽然在

面波层析中可以利用密集地震台阵的观测或利用白

站问连续观测进行互相关计算提取的面波格林函

数阴阳但由于技术的限制，仍无法获得长周期面波

的数据，即无法得到可靠的 100 km 以下的信息。

总之，对于像华北这样的范罔小、岩石圈薄的复杂区

域，传统的技术一般难以得到可靠的三维岩石罔上

地惶结构。

经过多年在地层面波反演方面的研究日1 95l 

Feng 和 An-29J 开发了一种直接利用面波频散观测

获得三维剪切波速结构的新方法。该新方法不但

克服了传统方法在区域研究中横向分辨率低的缺

陷，同时也克服了实际工作中区内数据不足等缺

陷。该方法在对中同大陆岩石圈结构到」和华北克

拉通岩石罔结构的研究「川中获得很好的应用效

果，所得结果比利用传统方法获得的结果在分辨

精度上有显著提高。图 5a 显示了华北盆地及周边

地区的地震分布与 An 等问」获得的 110 km 深度

的波速分布，图 5b 显示根据波速计算获得的穿过

华北的温度剖面叫，其中的温度是在没有考虑成

分的情况下由波速模型直接反演计算而得的，即

高温区并不一定代表温度较高，也可能是含有流

体(水或熔融物)等。

该=之维波速和温度模型(罔 5) 直观地反映了

华北地区岩石罔及软流罔的结构。图 5a 清楚地显

示了华北盆地，尤其是唐山到邢台一线 100 km 深

度之下存在一个明显的(高温)低速带，且这个带

基本位于太平洋俯冲板片同端点之上(对照罔 5

和罔的。从垂向切片(罔 5b)来看，这个低速带更

像一个深部物质北东走向的带状上诵，并且这个

上涌带侵蚀着上覆的华北盆地岩石圈。由于层析

成像结果代表了现今的状态，这个结果形象地说

明热侵蚀可能是近期华北克拉通东部岩石罔减薄

的主要原网 O 太平洋俯冲板片西端点之上的华北

盆地，尤其是唐山到邢台一线 100 km 之下存在一

个明显的(高温)低速带，说明既华北盆地的沉阵

以及唐山 邢台地震带的活动既与太平洋俯冲板

片有关联，也与华北盆地岩石罔底部侵蚀有明显

的关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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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的主要因素。此外，现今形变观测分析 99J 显

3 华北盆地新生代演化的动力学模型示，印度板块的碰撞对现今华北地区产生的影响很
小。最新层析成像结果却」显示，南北带(约东经

虽然控制华北盆地新生代演化的动力来源模型

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类: Cl)印欧大陆碰撞

及青藏高原隆升对整个亚洲|东部(包括华北)影响的

模型132 川日1;(2) 太平洋板块俯冲对华北影响的模

型川ìJ 。下面对这两个模型的情况进行介绍 O

3.1 印欧大陆碰撞对华北影晌的模型

这个模型认为大陆碰撞控制了整个东亚和东南

亚地区(图1)在新生代的构造演化，也包括日本海

和南中同诲的张开。

对整个亚洲的现今地球动力学观测 (GPS 和地

应力等)及其分析给这种观点提供了最直接和在二

维水平来看最直观的证据。 GPS'哼板块运动观测

显示整个中同、甚至太平洋俯冲带也具有向东运动

的趋势「州。 现今状态的地球动力学分析 36 川支持

中同大陆中东部现今向东运动的动力可能来自于青

藏高原隆升扩展对周边的水平挤压。

新生代中同大陆构造活动的一些证据也支持这

种模型。青藏高原快速隆升是从约 20 Ma 开始

的叫，且华北东部在约 23 Ma 开始了一个新的构造

活动阶段 l吕川，这两者发生时间近似一致也是间接

支持证据。尤其是新生代多数时间内华北经受的外

部水平作用大体是北东一南西向挤压O 这个作用方

向与青藏高原在隆升扩展过程中对其周边的挤斥，

即在鄂尔多斯与四川盆地交界处附近施加的对华北

克拉通的挤压作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青藏高原隆

升扩展对华北克拉通的水平挤压作用可能是华北克

拉通新生代构造环境的组成部分L;J2J 。更大胆的推

测是高原的隆升不但存在水平作用，同时也存在软

流围物质的流动;该流动的影响范罔甚至直接达到

了中国东部、甚至远到俯冲带川，即高原隆升及其

影响可能是华北东部新构造开始的主要原因 O

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却明显不支持这种假

说。比如，虽然来自于青藏高原的水平挤压可以解

释新生代多数时间内华北内部北东向断层以右旋走

滑为主和北两向断层以左旋走滑为主的构造运动，

但难以解释从 23 Ma 开始的华北盆地的快速沉降，

尤其是在约 8~23 Ma 期间鄂尔多斯及周缘存在的

NE-SW 伸展运动，这个伸展方向与来自于青藏高原

的 NE 向挤压方向相平行到这些观测至少说明

了约 8~23 Ma 时期高原的挤!王作用不是控制鄂尔

1000~ 1l 00) 的岩石围比其以东和以两岩石围都薄，

且其以东和以西区域的岩石罔厚度分布明显不同，

这可能说明了南北带是现今中同大陆构造体系东两

分界的界限。

3.2 太平洋板块俯冲对华北影晌的模型

鉴于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及中国东部靠近太

平洋板块俯冲带，太平洋板块对中同东部的影响一

直受到科学家的关注。太平洋板块俯冲对华北影响

的证据多来自于深部探测结果和来自于对深部岩浆

的研究。

来自于地球物理深部结构的结果，给太平洋板

块俯冲对中国东部的强烈影响提供了最直接和在从

垂向来看最直观的证据。对地陋的体波层析成像结

果179 8 1 1 显示现今太平洋板片位于华北克拉通东部之

下约 600 km 深处(罔 4) ，面波层析成像结果到」显

示，唐山到邢台一线 100 km 深度之下(大致位于约

600 km 板片两端之上)存在一个明显的(高温)低速

带(图 5b) ，这个高温低速带把地表活动构造带与深

部的板片顶端联系了起来，甚至板片物质对现今华

北岩石罔的影响可能达到了汾河地主之下(图 5b) 0 

这些结果明显支持现今太平洋板块对华北东部影响

的模型。另外，岩石罔的热学研究川和地貌等也提

供了间接证据。罔 6 显示了中同大陆 100 km 深度

的温度分布，图中的紫线大致表示在 100 km深度中

同北部软流固与岩石固的边界。 100 km 温度分布显

示中国东部在这个深度基本处于软流罔中，而且岩

石固与软流围边界线(罔 6 中的粗紫虚线)基本近北

东走向 O 这与中国大陆的大兴安岭 太行山重力梯

度带以及地貌边界线基本平行，这个线同时与太平

洋/菲律宾板块向欧亚大陆俯冲形成的海沟几乎平

行，这似乎意味着大洋板块俯冲对现今中国东部有

着非常强烈的影响，更确切地说，这个边界可能代表

俯冲带对中国大陆影响的西边界。从作用方式来

看，俯冲板片难以对大陆造成直接的水平挤压，但俯

冲至大陆板块之下的含有地壳成分(尤其是水)的低

温板片则可能造成由下往上的侵蚀，这种作用可以

造成华北盆地的快速沉降。但是大洋俯冲对中国东

部的影响是在晚中生代可能就存在的，为什么仍会

在新生代产生构造演化的阶段性能?后面将详细讨

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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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n同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相关性 O

129 

新生代岩浆活动和大地构造特点对这个模型提

供了间接支持。岩浆岩研究支持从晚中生代开始的

太平洋俯冲可能是控制华北东部岩石围演化的主要

因素1 I川，地质学家甚至把包括华北东部的整个中

同东部区域称为环太平洋构造域1101J 比如，从时

间相关性来看，华北东部岩浆活动更倾向支持受太

平洋俯冲影响的模型山，100J 。华北东部及其以东直

到俯冲带间较薄的地壳 l川川和岩石罔厚度川、较

高的地表热流L山」等特点表明了从华北东部到俯冲

利用现今地壳构造应力场和 GPS 位移等观测

进行的地球动力学分析问」显示，太平洋俯冲对中同

东部现今动力学影响较强，但其他类似分析137 川却

显示，现今来自于太平洋板块方向的水平作用似乎

并不明显。在二维水平模型分析中盆地沉降对周边

的引张作用会产生类似水平拉张的边界效果川，这

可能是为什么在动力学计算1.17 川中会得到太平洋板

块俯冲对华北基本没有明显作用的结果。在 23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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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在华北盆地(唐山 邢台及其附近)发生的大

规模沉降作用对周边可能存在类似拉张的效果，这

种拉张效果作用于鄂尔多斯(华北西部)就可以表现

为近 NEE-SWW 向伸展作用。按照这个思路，约 8

~23 Ma 在鄂尔多斯及汾泪地主出现的 NE-SW 向

伸展活动可能与其东边的华北盆地沉降有关O

3.3 两个模型的差异和互补性

较早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华北克拉通的东部和

西部的岩石罔在新生代具有不同的演化特征，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两者受控网素有所差异，东部与

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关系更密切，而西部则与印

度一欧亚大陆碰撞关系更密切L川

详细对比大陆碰撞和大洋俯冲对华北影响的两

个模型，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两个模型作用的方式和

支持的证据是有明显区别的，且是相互补充的。

从作用方式来看，大陆碰撞影响模型的作用是

水平侧向的，而大洋俯冲影响模型则以垂向为主。

大陆碰撞导致了青藏高原隆升扩展对包括华北的亚

洲l存在明显的水平侧向挤压1.12 .1 õl 而太平洋俯冲对

华北在水平方向上的挤斥作用是相对较小川」甚至

可以忽略的1.17 川。太平洋俯冲板片及其在演化过程

中可以对华北东部上覆的软流圈和岩石圈产生改
造反j ~ 10二 1081 这种作用将是由下而上的，并可以导致

盆地的垂直沉降。

从各自的主要证据来看，大陆碰撞模型的证据

主要来自于 GPS 和应力等观测的二维水平分布，而

太平洋模型则来自于华北新生代深部上诵的岩浆和

对华北之下深部结构的探测。前者模型的证据并不

是后者模型的反证，同样后者的证据也不是前者模

型的反证。如果把所有证据相互补充则可以说明:

(1)大陆碰撞对包括华北的亚洲的侧向作用是水平

作用中最重要的川2)太平洋俯冲板片由下而上的对

上覆岩石罔的改造是中生代晚期开始中国东部(环

太平洋构造域)垂直方向岩石罔演化和构造活动最

重要的控制网素; (盯在不同阶段，两者作用的强度

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比如，以现今华北构造活

动性质来看，华北克拉通现今经受的外部水平作用

是约北东一南西向挤压的构造环境，与青藏高原在

鄂尔多斯与四川盆地交界处对华北克拉通强大的水

平挤压作用方向相一致的，说明现今发生的青藏高

原隆升扩展对华北克拉通的水平挤压作用对华北克

拉通现今构造环境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来自于

青藏高原的水平作用难以解释鄂尔多斯及用缘存在

的 NE-SW 伸展，这只能说明了在 8~23 Ma 之间青

藏高原对华北的影响并不处于主导地位。这个时期

在中国东部发生了日本海弧后盆地的扩张，这暗示

着此时华北构造活动的主要控制网素可能来自于中

国以东1271

4 新生代太平洋板块俯冲板片对亚洲

东部的影响

大陆碰撞对包括华北的亚洲的侧向影响已经有

了较充分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建议读者参看有关
参考文献11日， 32 损

对于太平洋俯冲板片是如何影响中国东部并造

成岩石圈改造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从华北克拉通

岩石罔破坏过程本身来看，来自于地质学、地球化学

和地球物理学等的不同证据则分别证实了华北克拉

通岩石罔曾经经受了拆沉 l川 111丁或者恒'蚀 112 1 町等

不同的破坏过程山山」。华北克拉通不同地区在新

生代具有不同的演化特征 1川川，说明发生了不同

的破坏过程山」。华北地区构造演化的复杂性和各

种探测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了人们难以给出一个清晰

合理的太平洋板片如何在远离俯冲带的区域影响其

上覆岩石罔及其演化的模型。为此，这一部分在对

第一笔者项目组近年来对华北山」和中同大陆的气

维岩石罔结构1 1.)， 29 .1 11 结果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

试罔分析太平洋板片在运动过程中其自身的演化可

能对上覆岩石罔产生的改造作用，并最终阐释太平

洋板片演化与新生代以来华北盆地演化间的内在关

联性。

4.1 新生代太平洋板块俯冲板片的运动

47 Ma 时太平洋板块的运动可能发生了重要变

化队12-l:l J 变化之后的新的(注:这里用"新的"只是

为与以前的有所区别，并非指板块为新的)太平洋板

块可能对被俯冲区域产生与以往有所差别的影响，

同此这里只苍虑 47 Ma 开始的太平洋板片的运动。

自 40 Ma 之后，太平洋板块相对于欧亚大陆的运动

速度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 70~106 km/Ma-971 0 根

据现今板块运动模型 HS3-NUVELl A 叫，西太平

洋板块与华北盆地间的现今汇聚速率大致为 90

km/Ma o 以这个运动速度值为基础，下面对 47 Ma 

开始的可能发生了某些变化之后的太平洋俯冲板片

运动的阶段性进行了推断，并对比了与亚洲东部构

造事件在时间上的关联性(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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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 47 Ma o 此时太平洋板块运动发生变化， 亚洲l东部地壳却存在两个明显不同的构造活动阶

日本海还没有张开;太平洋板块俯冲带更靠近华北， 段 : (a)约 8~23 M乱，日本海张开。对于华北克拉通

当时的俯冲板片西端可能比现今的太平洋板片西端 东部来说，这时开始了一个新的构造活动阶段，比如

位置更肉。 渤海湾在此时存在的 E-W 挤斥和 S-N 向的伸展

(2)47~37 Ma o 较全面的分析11 22 1 发现早期认

为俯冲角与聚合速度间的关系山山并不明显，同

此无法利用聚合速度1971 来推测当时俯冲板片的状

态 O 鉴于俯冲角度大于 50。时才能形成弧后盆

地 1221 这里假设当时的俯冲角为 500 0 据此，板片

从地表到土地眼底部(约 660 km 附近)的运动距离

约 860 kmo 以聚合速度 90 km/Ma 来考虑，新的俯

冲板片在约 37 Ma 的时候到达土地~曼底部。由于

温度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如果这个板片不再

向深处运动的话，这个深度的温度应该是低温俯冲

等1m (b)8~0 Ma o 日本海停止扩张，华北东部的

构造应力场基本回归到与 23 Ma 年之前基本一致

的状态。对于导致 8 Ma 这个时间点发生构造活动

变化的同素研究将有利于人们深入认识俯冲板片对

大陆的影响。

4.2 俯冲板片演化可能存在对上覆岩石圄的影晌

首先，大洋俯冲可以产生弧后扩张盆地1126 1271 

但对位于中国以东的日本海弧后盆地的张开机制的

认识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日本海的张

开与青藏高原的隆升扩展有关比12日叫，但更多的证

板片岩石罔所能至到0达的最高温度环境 O 在这个最高 据据伞「川3沁川g. 9川川川'包括i海每洋钻钻i 探 l山川3川II川和人工地震剖

温度下'板片易熔物质、水和挥发物质将得到最大限 面L山口川叫且:JJ ，寺寺'显刁示t 日本海是由于大洋俯冲而在约 23~8

度的散失 O 这些熔融物、水和挥发物质的密度一般 Ma 日时才形成自的句弧后扩张盆地 O 俯冲板片岩石围所包

较小'冈此将一直向上运动'井最终可能改造俯冲板 含的高?且低熔点物质的熔融和挥发性成分(比如水，

片之上的软流罔和岩石罔。 气体以及密度低的矿物等)由于自身密度较轻而上

(3) 37 ~ 27 Ma o 现今层析成像L79-84J 显示中同 升，并可以对上覆的软流罔和岩石罔进行改造。在

东部的太平洋板片没有穿过上下地幢的转换带向下 上覆岩石圈温度和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最终可以导

地中曼深部运动，而是被阻浦在约 660 km 深度附近

的地幢转换带，并沿地幢转换带水平方向继续向前

运动(罔的。沿地但转换带水平运动的板片一般被

称为 stagnant slab(这里称作平卧板片)。华北东部

到俯冲带的水平距离为约 1 400 km. 除去俯冲板片

47~37 Ma 运动过程中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移分量约

500 km 外，在 37 Ma 之时俯冲板片前段距华北东部

为约 900 kmo 板片以 90 km/Ma 的聚合速率继续

运动的话，在地中曼转换带水平运动的板片将在约

27 Ma 时(即 10 Ma 后)其前端至u达华北之下。

(4)27~0 Mao 如果板片前端持续以 90 km/Ma 

在地惶过渡带运动至今的话，现今太平洋板片前端

应在我国新疆之下，但现今层析成像结果已经显示，

太平洋板片仍处于华北东部之下。即使考虑到日本

海的张开(约 100 km)和太平洋俯冲带的后撤，也可

以说，自 27 Ma 以来在地但转换带的太平洋平卧板

片前端的位置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邵么从新近纪

早期以来，为什么太平洋板块俯冲板片前端在约

600 多 km深度的地幢转换带停滞不前而不继续向

两延伸呢?下节将做详细讨论。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太平洋板块的运动在

47 Ma 之后没有明显的变化，但 8 Ma 之前和之后的

致弧后盆地的形成 12GJ

只有较陡的俯冲板片(俯冲角 >500)才能形成

弧后盆地li22J 这可能是俯冲角较陡的板片从地表

运动到地但转换带的距离较短。即由于运动所需的

时间更短，俯冲过程中周边高温环境对板片的影响

较不充分，才使得板片中更大量的地壳物质和水等

保存到了更深区域。按照上面的推算，新的太平洋

俯冲板片在 37 Ma 时到达温度最高区域(地眼转换

带) ，此时高俯冲角的板片携带的大量易熔物质、水

和挥发物质将得到最大限度的散失，这些散失的大

量熔融物和水等物质向上升，并将在约 5 Ma(按照

板片运动速度 90 km/Ma 号虑的话)之后( &P 约

32 Ma)到达上覆岩石罔底部，在最大程度上开始改

造上覆的软流圈和岩石圈，这可能会导致日本海岩

石罔在数百万年之后当温度和温度改变到一定程度

时在 23 Ma 发生弧后扩张。日本海的扩张可能对

相邻区域(比如中国华北和东北)周围施加挤压作

用，并对周罔构造活动起到重要的影响1271 这种影

响应伴随日本海的扩张而存在，随日本海扩张的停

止而停止。

其次，地睡转换带的高温环境将对低温平卧板

片存在强烈的破坏和改造作用。对于一个瞬间平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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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60 km 深度高温环境下的低温大洋岩石罔板片 现的。释放的熔融物和水等可以明显降低岩石的熔

来说，如果单纯依靠热传导的话，这个低温(高速异 点「川l:Jìl 对上覆软流围和岩石围起到强烈破坏作

常)板片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注:笔者计算后所得)才用。很少量的流体和熔融物就可以导致波速的显著

能被加热并最终导致低温异常完全消失。但大洋岩

石罔板片含有地壳和蛇纹岩化橄榄岩，即板片上部

含有低熔点矿物、 CO2 和水等，水等可以明显降低

岩石的熔点113/1 13门;熔融物等流体的存在也可以加

速热的传递。从板片机械运动本身来看，夹在上下

地眼过渡带内向前运动的板片不但受到了前面的阻

力，也存在上下地幢对其的摩擦力，这些因素也可以

加快板片与周罔环境间的同化进程。可惜的是，由

于现在还无法给出深部的确切参数和状态，因此无

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可靠估算。但综合看来，一个平

卧在地幢转换带的板片应该很快被加热，这个过程

大概需要约 20 Ma(Anderson , 2010 , http://www. 

mantleplumes. org/HotSlabs2. htm\) 0 对于华北地

区来说，在约 27 Ma 之前太平洋平卧板片前端就应

该到达华北东部之下的地幢转换带处，但这个前端

并没有随着太平洋持续向两俯冲而向两延伸，说明

板片在从俯冲带运动到华北之下的约 20 Ma 时间

里可能刚刚能够被完全同化「川，这样看来使一个平

卧在地幢转换带的板片被加热的时间大致约为

20 M且， Anderson ( http://www.mantleplumes. org/ 

HotSlabs2. html)的估计与这个值是近似的。

再者，低温俯冲板片对周罔高温环境存在强烈

冷却作用。低温俯冲板片最明显的热学作用是对上

覆软流固和岩石固的冷却(罔 8a) 。由于板片温度

较低，它把板片下高温的区域与上覆软流罔隔离开

来，同此发生在低温板片与上覆软流固和岩石围之

间热交换的结果只能是对上覆软流罔和岩石罔的冷

却 O 同此单纯从热学来说，同太平洋俯冲带以两

到中国大陆东部之间的岩石罔在新生代(至少是

新近纪)应该是不断被冷却的，即表现为不断变

厚。这可以合理地解释 Fe昭寺115J 结果显示华北

东部直到日本海之间大片区域在 200~400 km 深

度存在明显的高速低温带(图 8b) 。地热L23J 和岩浆

岩研究14， 21-221 提供了明确的岩石圈变厚的证据。华

北东部古近纪多为拉斑和弱碱质玄武岩，而在新近

纪和第四纪火山活动以碱性玄武岩为主 21-22.41l说

明了新近纪岩浆活动更深L21 也并可能说明了岩石

圈厚度从新近纪开始变厚了14， 2 1 归。

被破坏的俯冲板片对周围环境的另一个明显的

作用，是通过其释放的熔体和流体等液态物质来实

降低l:J8 川并表现为明显的低速异常。对于速度非

常低的区域，这往往预示着水或其他液态物质的存

在。在靠近俯冲带的沟弧系之下，板片之上的软流

罔虽然被冷却，但由于俯冲板片携带的大量的含流

体(C02 和水等)和熔点较低的地壳物质随着板片

的俯冲而不断在岛弧系之下被释放并进入上覆的软

流圈，直接造成了沟弧系土地眼含有大量流体和易

熔物质(被加温) ，参看图 8a 冷却加湿区。由于流体

和熔融物的存在可以导致地震波速的强烈降低，这

造成了沟弧系之下的软流罔一般仍为低速(图 8b) 0 

由于罔 5 、 8 和罔 9 等所显示的温度是在没有考虑成

分尤其是没有考虑流体和熔融物的情况下得出的，

并且流体的存在可以使波速明显降低，同此所计算

出的高温(如图 8b 日本海之下的高温区)并不一定

代表了温度较高，反而更有可能是流体和熔融物的

存在。随着板片到达地幢转换带并沿水平方向运

动，由于板片所携带的 CO2 和水等已经大量散失，

流体对上覆软流罔的影响将很快减小，则出现了纯

低温高速区。即从俯冲带到板片前端应该存在冷却
加湿区和纯冷却区，这可以合理地解释 Feng 等1 1 51

结果显示华北东部直到日本海之间大片区域在 200

~400 km 深度存在明显的高速低温带和日本海之

下的低速区(罔 8b) 。

板片物质上涌能够导致弧后盆地的扩张，且上

诵的速度应该取决于上涌物质与同罔的负浮力(密

度差)和上涌物质的流功能力(粘滞系数)。水和高

温是弧后盆地扩张的重要同素112GJ 同为它们可以

直接对负浮力和粘滞系数产生影响。持续的降温可

以减小上涌物质的负浮力，并增大流体的粘滞系数

从而降低了上涌物质的流功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考

虑，弧后盆地的扩张应该不是随着俯冲带继续发展

而持续存在的，或者说温度的长期持续降低可能是

弧后盆地最终死亡(日本海扩张在约 8 Ma 时停止)

的主要原肉。另外，由于弧后扩张区域一般对应了

较陡的俯冲板片1122J 日本海扩张的停止也可能是

由于当时俯冲板片角度开始变缓的缘故。不论怎

样，伴随着日本海扩张的停止，日本海扩张对相邻区

域(比如中同华北和东北)用罔施加的影响将消失。

日本海扩张的停止可能是华北在 8 Ma 又回到了日

本海扩张之前(即 23 Ma 之前)的构造动力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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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板片对上覆区域的影响示意图 (a)和穿过华北和日本的一个上地攫温度剖面(修改自口5J) (b) 
Fig. 8 Skctch:当howing thc cffccts of a slab on thc ovcrlying asthcnosphcrc and lithosphcrc (a) and 

日 lempera1 ure lra口secl crossing NOrlh China a口CI J apan (moclifiecl from [l5J) (b) 

.t，圳大陆 b) 矶.~唱主也
件'厅 7 华 ICI:ι投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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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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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片运动方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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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太平洋板块运动过程中的物理过程示意图
Fig. 9 Illustration of thc movcmcnt and cvolution of thc Pacific subduction slab 

罔 r[rFG 代表汾洲地墅，TXF 表示肩川 1 邢 fì断裂， BS 代表渤海湾。罔 r[r嵌入的两个剖面分别来自于[28J和 [1日，这

内个图分别见木文图血和网拙。

海的扩张也可能在水平方向上对其以西的华北产生

影响 η」。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是 23 Ma 华

北局部构造应力场发生变化的原因 O 同时，随着日

本海在约8 Ma扩张的停止，华北地区水平方向的构

造应力场义恢复到 23 Ma 之前的状态。

4.3 太平洋板片运动演化及对中国东部影响的模

型

综上所述，伴随着在约 47 Ma 可能发生了某些

变化的新的(注:这里用"新的"只是为与以前的有所

区别，并非指板块为新的)太平洋板块的持续俯冲，

在俯冲板片运动演化过程中板片可能存在的对亚洲

东部产生的影响过程推测如下(罔 7 和罔 9) : 

(1)约 47 Ma 时。考虑到华北东部在中生代晚

期的岩浆较活跃，且曾被认为是与古太平洋板块俯

冲有关「山川，那么在太平洋板块转向之前俯冲的

板片可能位于华北东部之下或其附近。由于日本海

是在约 23 Ma 之后开始张开的，网此此时的太平洋

板块俯冲带比现今更靠近华北。

(2)47~37 Ma o 在约 37 Ma的时候，自约 47 Ma 

开始的(新的)低温较高俯冲角度的低温板片运动刚

原因1271

最后，平卧板片前端是板片破坏的集中区。在

板片运动过程中，板片还没有被完全同化之前，板片

下部物质被其下更高温的下地幢顶部物质加热而部

分熔融，但由于板片本身的阻滞，虽然熔融物很轻但

也无法上浮。在板片前端(边缘)则不存在板片对下

部熔融物的阻滞，因此板片底部被阻滞的低密度熔

融物或流体可以集中在板片前端上浮，这些集中上

浮的熔融物可以对上覆软流固和岩石圈造成破

坏 28j 现今太平洋板片前端位于华北东部之下，板

片前端释放的物质可以对华北克拉通软流罔和岩石

罔形成类似侵蚀的作用L26j 即最终形成图 5b 所表

示的华北克拉通岩石罔被侵蚀的影像。

总之，对于中同东部(尤其是华北和东北)来说，

47 Ma 之后发生某些变化L8.11j 的太平洋板块的俯冲

板片约在 27 Ma 的时候俯冲到达中同东部岩石围

之下，这些板片可能开始了一个新的对大陆岩石罔

底部的影响过程，即在 23 Ma 时开启了一个与以往

有所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对中国东部岩石罔较大规模

的改造破坏过程川O.i 108j 同时， 23 Ma 开始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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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达上地幢底部，这时板片携带着尚未散失的大

量地壳物质和水等并到达了最高的环境温度，并将

经受在俯冲过程中最大限度的改造 O

(3) 37 ~ 27 Ma o 板片沿地惶转换带继续水平

向前运动，在约 27 Ma 时其前端基本到达华北之

下。另外，在弧后区域之下，在约 37 Ma 时到达地

幢转换带的板片携带了尚未散失的大量地壳物质和

水等并到达最高的环境温度，它将产生最强烈的熔

融和脱水寺，这些大量的流体物质具有更高的温度、

更大的负浮力和更强的流动性，即具有较高的上浮

能力 O 这些物质的大量上浮，可以对俯冲带刚到达

土地惶底部位置的正上方(日本海张开位置)的软流

罔和岩石罔产生最强烈的改造，并在达到一定程度

后产生强烈扩张作用，即最终造成日本海弧后盆地

的张开。如果这些物质同样以 90 km/Ma 速度向上

运动的话，那么约在 7 Ma 后(即约 30 Ma 时)可以

到达上覆岩石罔底部，即达到日本海岩石罔底部，并

可能导致数百万年之后(约 23 Ma 时)的日本海扩

张。

太平洋俯冲对被俯冲大陆基本没有水平挤压作

用，即在日本海张开(23 Ma)之前，太平洋俯冲对中

同大陆在侧向上基本不存在水平挤压作用，此时印

度欧亚大陆碰撞对整个亚洲的构造应力场起到了

控制作用。

(4)27~8 Ma o 约 27 Ma 时板片前端到达华北

东部之下，但这个前端的位置至今基本没有什么变

上的唐山 邢台断裂是从古近纪之后(即约 23 Ma 

之后)才活动的。但伴随着唐山 邢台断裂的形成

及活动，曾经有数 km 垂直位移L1SJ 的位于唐山 邢

台断裂以两的太行山山前断裂却相应变得不活跃

了 O 随着日本海在约 23 Ma 时的张开，太平洋俯冲

带的后撤，华北之下的俯冲板片前端(即板片从俯冲

之后经约 20 Ma后在地幢转换带基本被同化的位置)

应该在 23 Ma 时开始出现东移，如果唐山 邢台断裂

是 23 Ma东移之后的太平洋板片所导致的，那么太行

山山前断裂突然不活跃可能与太平洋板片前端东移

有关，即一种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太行山山前断裂最

活跃的古近纪时，太平洋板片两端正位于该断裂之

下。由于日本海张开了约 100 多 km.而太行山山前

断裂位于唐山 邢台断裂以同 100 多 b丑处，这两个

距离近似一致则是一个支持的间接证据O

在这个阶段，太平洋俯冲所产生的一系列动力

过程不但在垂直方向对华北构造活动占据了主导控

制作用，而且在水平方向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5)8~0 Ma。日本海停止扩张。随着俯冲板

片对上覆区域的持续冷却作用导致了日本海之下温

度的持续降低。鉴于岩石罔具有较高的温度和湿度

是弧后扩张的重要条件叫，温度的持续降低可能

是导致日本海在 8 Ma 扩张停止的原因 O 日本海扩

张的停止使得大陆碰撞对华北的水平挤斥影响重新

回到了主导地位 O

化，这说明了板片从俯冲开始历经了约 20 Ma 至iJ达 5 
华北东部之下后被彻底破坏，即不但板片温度与周

结论

围环境近似，且由于较轻物质的散失其成分也与周

罔环境近似。新的板片在到达华北东部之下时(约

27 Ma).被破坏的板片物质以及板片底部一直被阻

滞的低密熔融物或流体将在板片前端集中上浮，这

些集中上浮的熔融物可以对上覆软流罔和岩石罔造

成破坏山这个过程随着太平洋板块的俯冲而持

续至今，现今华北克拉通软流固和岩石圈被侵蚀的

结构影像(图 5b)则证明了这一点 O

在弧后区域之下，大量从俯冲板片散失井上浮

的流体物质对日本海的软流罔和岩石罔产生最强烈

的改造，并最终导致了约 23 Ma 日本海弧后盆地扩

张的开始。日本海的张开，可能对于中国东部产生

了东同向的挤!在作用，造成了约 23 Ma 时华北构造

应力场的转变L2ìJ 

从现今情况来看，现今位于太平洋板片同端之

新生代初期(约 47~55 Ma)时，中国大陆周边

板块构造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这种新的周边

环境一直持续至今，但在新近纪初期(约 23 Ma).华

北克拉通东部(甚至中同大陆东部)构造运动活动性

质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华北克拉通东部的岩

石罔增厚了，且唐山 邢台断裂开始活动的同时太

行山山前断裂却变得不活跃了，华北局部构造变形

性质发生了变化等。

由于华北克拉通在古近纪 (23 Ma 前)和 8 Ma 

以后外部水平作用方向是约北东南西向挤压，且

这个作用方向与青藏高原在鄂尔多斯与四川盆地交

界处对华北克拉通施加的强大的水平挤压作用方向

相一致，这说明印度欧亚大陆的碰撞以及所导致

的青藏高原隆升扩展对华北水平方向的动力影响是

不容忽视的，至少现今发生的青藏高原隆升扩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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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克拉通的水平挤压作用可能是华北克拉通现今

构造环境的最重要的部分。

太平洋板块的运动在 47 Ma 发生了重要的变

化。如果以这个时间之后的太平洋板块西向俯冲来

开始分析，我们会发现太平洋俯冲板片在运动约

20 Ma 后(约 27 Ma 时)就到达了华北东部之下，并

在此时板片被完全破坏。在板片运动过程中，低温

板片由于不断被加热和改造其自身演化具有一定的

阶段性，不同的阶段可以对上覆软流固和岩石围产

生不同程度的改造作用。这个阶段性不但在时间上

与华北克拉通东部(尤其是华北盆地)新近纪以来发

生的构造活动变化基本对应，甚至也与日本海在

8~23 Ma 扩张的时间基本对应，同时板片在不同演

化阶段所能产生的对上覆软流固和岩石圈的作用也

可以合理地对后两者进行解释。比如，这些作用可

以解释新近纪开始时华北克拉通东部岩石罔的增

厚、唐山 邢台断裂的形成和太行山山前断裂活动

减弱等重要的区域构造活动事件，甚至也可以解释

日本海在 8~23 Ma 的张开。

总之，太平洋俯冲板片产生的由下而上的影响

可能是控制华北东部在新生代构造演化的主要因

生的影响在新生代多数时期(古近纪和 8 Ma 之后)

只是在水平方向上占据了主导 O

张岳桥和审稿人对本文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一并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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