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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 世纪 70 年代板块构造学建立以后,全球地球物理调查取得了足够多的观测数据,对地壳上地幔构

造进行了准确的物性成像,为克服板块构造学的存在问题的大陆动力学研究提供了可实现的基础。 在地壳—上地
幔物性成像的基础上,大陆动力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综合多学科数据进行全球对比。 结合古地理和古地磁数据,全
球对比的内容包括地幔的速度变化、电阻率扰动和位场反映的介质密度和磁性扰动异常等,它们在大陆动力学研究
中,为研究地球物质运动的非板块模式提供了大量证据。 多学科全球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大陆和大洋岩石圈的力学
性质和物质运动形式大不相同,必须跳出板块的概念来研究大陆动力学作用过程。 同时,岩石圈本身没有板块运动
的动力来源,必须和软流圈物质运动一起研究,才能全面理解岩石圈的行为和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从最近几年的地
幔地球物理三维成像成果看到,对于地球表面难以观察的软流圈和地下深部,对比三维的地震波速和电阻率扰动图
像,可以获得关于上地幔物质运动的信息,认知已经发生在地壳—上地幔的物质运动特征。 本文中介绍了几个典型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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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地球科学要有创新,不能再采取套用

板块构造学说的观念去解决大陆动力学问题的技术
路线。 地球科学的深入研究,要求针对板块构造学

说的存在问题,采取新的思路,寻找新的证据。 笔者
等在多年的大陆动力学研究中,有三点主要的体会

图 1a 是板块构造学说发起人之一的赫斯教授

在 60 年代讲课的照片。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很少人
认为大陆可以长距离漂移,所以大陆漂移假说得不
到认知。 1959 年是联合国发起的地球物理年,通过
全球地球物理探测证明了岩石圈下方有软流层存

和大家交流,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在,赫斯教授最先认识到软流圈物质可以蠕动,把大

1

陆漂移假说进一步推进为洋底扩张,并在此基础上

从板块构造学到大陆动力学
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建立的板块构造学,主要

发展出板块构造学说。 可见,对地球内部物质运动
的认识是推动地球科学发展的一把钥匙( 杨文采,

根据全球海洋探测的数据,首次揭示了全球岩石圈

1998, 2010, 2014; Meissner and Mooney, 1998;

1989; Pakiser and Mooney, 1989; Davices, 1999;

Negendank, 2009) 。

板块的运动模式,掀开了地球科学的新篇章( James,
Richards et al. , 2000) 。 人类生活在地球的陆地上,
虽然平时看不到地球内部的物质运动,但是明白地

下物质运动对生物圈兴衰的重要性。 地形、地貌和
由此关联的环境气候、地球能源资源和自然灾害,无
不与地球内部的物质运动密切相关;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认识。 而研
究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学科称为地球动力学,其中
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分支是大陆动力学。

Jolivet and Hataf, 2001; Rogers, 2004; Cloetingh and

板块构造学说指出,在固体地球的表层,物质被

撕裂为多个体量巨大的岩块———岩石圈板块,它们
受下方地幔对流的影响,在不同方向上缓慢地运动

( 图 1b) 。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板块构造学建立之后,
大洋科学钻探一再证实了板块构造学关于大洋壳年
龄的预言,同时地应力测量结果也证明,不同板块的
运动速度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图 1c) 。 于是,板块构
造学说从假说上升为理论,当时地学界还相信板块

注: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41574111) 和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 编号:12120113093800)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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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板块构造相关图解: ( a) 赫斯讲解海底扩张的照片; ( b) 板块构造基本模型示意图; ( c) 全球板块
运动速度图像; ( d) 大陆上板块构造单元的年代命名问题探讨

Fig. 1 ( a) A photo showing Hess’ s lecture; ( b) basic model for plate motion in tectonics; ( c) global movement velocity of the
plates( Davices, 1999; Jolivet and Hataf, 2001) ; ( d) about how to defile ancient plates and their boundaries

运动的模式同样可以应用到大陆构造上。 为了取得
有关的证据,美国在 1975 年首先开展了以深反射地
震为主导的大陆 岩 石 圈 调 查 计 划 ( COCORP ) 。 此
后,英国、德国、瑞士等许多国家都开展了地壳和地

幔 调 查 的 计 划, 如 英 国 的 BIRPS, 加 拿 大 的
LITHOPROBE,法国的 ECORS,澳大利亚 ACORP,德
国的 DECORP 和中国的 SINOPROBE 等。 虽然岩石
圈调查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大大提高了人类对
大陆地质构造复杂性的认识,但是也发现了岩石圈
板块运动的模式在解释大陆地质构造和演化上存在
许多根本观念上的问题。 大陆动力学研究就是针对
这些问题于 1980 年代提出的。

2

大陆动力学面对的板块构造学的
4 个主要问题

科学理论的发现者把球踢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是不太可能一脚就射入

岩石圈不是刚性的,用板块构造无法说明大陆物质

运动的一些行为属性( 杨文采, 1998, 2010, 2014;
Meissner and Mooney, 1998; Jolivet and Hataf, 2001;
Cloetingh and Negendank, 2009) 。 大洋岩石圈的黏
度为 10 25 Pa·s 左右,可以视为刚性的,而大陆岩石
圈的黏度可能低到 10 20 Pa·s 左右,物质的蠕动不
能忽略, 不 可 以 视 为 刚 性 的。 图 2 是 石 耀 霖 等
(2008) 计算的中国大陆典型地区岩石圈黏度随深
度变化曲线。 由图可见,中国的克拉通岩石圈,如塔
里木、四川和华北( 黏度随深度变化曲线与四川相
似) ,岩石圈地幔的黏度低到 10 20 ~ 22 Pa·s。 位于青
藏高原的羌塘,从深度 40 km 的下地壳到 150 km 的

岩石圈底部,黏度可能低于 10 20 Pa·s。 数据表明,
在大陆动力学研究中,不能简单地套用刚性板块运
动的观念,必须研究地球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
非刚性板块运动模式。

(2) 大洋地壳最古老的岩石在 180 Ma 左右,岩

球门。 同样,板块构造学说的提出并不可能解决岩

石圈板块是近现代的。 在大地构造学中,大陆构造

石圈物质运动的所有问题。 在解释大陆地质构造和

单元当然和古板块运动有联系,但是古板块现在已

演化方面,大陆动力学面对的板块构造模式的存在

经不存在,古板块常常是无法准确定义的。 于是,就

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

出现了大陆上不同年代板块构造单元的命名问题

(1) 由于假定岩石圈板块是刚性的, 但是大陆

( 图 1d) 。 我们可以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测定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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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典型地区岩石圈黏度随深度变化曲线( 据石耀霖等,2008)

Fig. 2 The typical viscosity and temperature curve of the lithosphere in China ( from Shi Yaolin et al. , 2008&)

地层、岩浆岩和构造的年龄谱系,通过全球地质、地
球化学对比和地壳上地幔三维成像,了解古板块运

动的时间序列( 例如表 1) 。 但是,正如图 1d 所示,
如何定义侏罗纪以前的板块? 如何定义侏罗纪以前

表 1 从多学科数据恢复的大洋和大陆运动的时序
Table 1 Recovered ocean—continent motion series from multi-geobranches
运动期
喜马拉雅运动

运动年龄
( Ma)

0 ~ 80

强动期 ∗

大洋事件

( Ma)

40 ~ 2

大陆事件

东亚事件

特提斯洋封闭

印度碰撞入亚欧板块

青藏高原造山隆升

蒙古—鄂霍茨克洋封闭

冈瓦纳大陆裂解,印度北漂

西太平洋俯冲和转向

古特提斯洋封闭

潘吉亚超级大陆

华北、华南碰撞入亚欧板块

350 ~ 280

特提斯洋打开,古亚洲洋封

西伯利亚—波罗的克拉通碰

闭

合

400 ~ 550

440 ~ 400

波罗的—冈瓦纳之间古特提

泛非—兴凯运动

500 ~ 1000

550 ~ 500

扬子—晋宁运动

800 ~ 1900

1000 ~ 800

1700 ~ 2500

1900 ~ 1700

印支运动

80 ~ 190

190 ~ 260

160 ~ 120

海西运动

260 ~ 400

加里东期

燕山运动

中条运动
五台—富平运动
迁西运动

2400 ~ 3000
3000 ~ 3800

230 ~ 200

2600 ~ 2400
向 3000

Ma 加速

塔里木、华北拼合汇聚

劳亚—波罗的克拉通碰合

塔里木、华北、华南向北漂移

古亚洲洋打开含劳亚—波罗

罗的尼亚裂解,冈瓦纳大陆

塔里木、华北、华南从冈瓦纳

的—西伯利亚三大陆块

形成

裂离

罗的尼亚超级大陆

扬子和华夏碰撞拼合

大陆快速增生

塔里木、扬子克拉通形成

斯洋打开

全球 泛 大 洋 含 劳 亚—波 罗
的—西伯利亚—泛非四大陆
块
洋陆转换—俯冲作用激烈

新太古代,最古老大陆形成:如中朝克拉通。 加拿大地盾中的 Abitibi 绿岩带地壳表面,板
块俯冲作用已经发生

古太古代,固体地球表面的暑散热和降温,造成物质在结晶过程中分异,形成最古老的大
陆核。

注: ∗—强动期一般持续 30 ~ 60 Ma,加上前后运动期一般在 100 ~ 20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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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剖面,包括深反射地震波场成像、大地电磁法电

系? 这些问题都有待地球动力学研究来解决。

阻率成像和地震定位图像( 数据引自 INDEPTH 报

空间规模都没有准确的定义,古板块现在已经不存

念去划分板块边界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结合地层、岩

(3) 即使岩石圈板块是现代的,板块的边界和

在,它们的边界和规模更无法准确确定。 例如在青
藏高原南沿( 图 3) ,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的边界在
那里? 地质学家根据蛇绿岩带的出露,把边界定义
为雅鲁藏布江一带。 但是板块边界应该是现今地壳

物质活 动 带, 现 代 尼 泊 尔 地 震 带 才 是 活 动 带 ( 图

3a) ,板块的边界应该定义在那里? 通过进行地壳
上地幔调查和三维成像研究,得到了青藏地震波速
扰动三维图像( 杨文采等,2019a,b,c) ,其中深度 58

km 的平面切片见图 3b。 波速扰动图显示,喜马拉

雅山脉是特提斯洋封闭时留下的大陆碰撞增生楔。
图 3c 是穿过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边界的综合地球

告) 。 图像表明,在这里简单地套用刚性板块的观
浆岩和地下构造的全球对比,恢复不同动力学作用
期地体群的空间分布和运动模式。

(4) 在图 1a 可以看到,赫斯讲解海底扩张作用

时没有提到运动的动力问题,因为在当时人们对软
流圈构造还一无所知。 岩石圈板块本身没有它们运
动的动力来源, 不成为一个动力学系统。 系统是由
不同质的单元相互作用组成的,相互作用必须有动
力来源。 现在板块构造理论说明了岩石圈板块的运
动方向和速度如何( 图 1c) ,解决了运动学问题,但
是仍没有解决动力学问题。 没有能源和动力的城市
只是个死亡的系统,没有动力来源的板块构造体系

图 3 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边界图像:( a) 尼泊尔及邻区地震分布图;( b) 青藏高原地震波速扰动平面图,深度 58 km; ( c)
穿过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边界的综合地球物理剖面,包括深反射地震波场成像、大地电磁法电阻率成像和地震定位图像

Fig. 3 ( a) The earthquake distribution map along Nepal; ( b) the P-wave velocity disturbance image around Qinghai—Xizang
( Tibet) Plateau at depth 58 km; ( c) the resistivity profile with deep reflection seismic structures along Xizang( Tibet) and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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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一个有活力的地球子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研

球更深圈层的地球科学数据采集、大数据处理和分

究地壳上地幔的各种数据和图像,揭示软流圈物质

析认知。 全球对比是分析认知浅地幔系统物质运动

运动的规律和它与岩石圈的相互作用,构建一个包

和形成演化的第一关键。 全球对比包括哪些内容?

容板块岩石圈在内的有活力的地球子系统。

3. 1

两大单元的形成和运动的时序

面对大陆动力学面对的板块构造学的四个主要
问题,大陆动力学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开展全球重点
构造区域的岩石圈地球物理调查,尽可能对岩石圈
构造进行三维成像。 大陆动力学的另一项任务就是
开展全球重点构造区域的岩石圈地质、地球化学和
地球物理数据综合对比研究,尽可能揭示岩石圈构
造和物质运动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这些研究,大陆
动力学如果逐渐解决了有关的科学问题,就可以将

根据古地理和古地磁数据对比洋—陆
地 球 的 天 文 时 期 称 为 萌 古 宙, 是 4600 ~ 4000

Ma,属于天文科学的研究内容。 4000 ~ 2500 Ma 的
太古宙,是大陆萌芽期;2500 ~ 570 Ma 的元古宙是
大陆的主要生长期。 800 ~ 570 Ma 的南华纪—震旦
纪( 文德期;Vendian 期; Ediacaran Period) ,是高级
生命萌芽期,570 ~ 0 Ma 的显生宙,是高级生命爆发
期。 根据太古宙以来的全球岩石数据,对比洋—陆

板块构造理论升级为大陆动力学的理论。

两大单元的形成和运动的时序,一直是大地构造学

3

重视研究的内容。 从其研究结果中可得出认识中国

大陆动力学的研究方法:全球对比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全球对比认识中国及邻

区浅地幔系统物质运动特征和形成演化作用。 科学

及邻区浅地幔系统物质运动特征的基本框架( 表 1
和表 2) 。

3. 2

根据岩石圈深反射地震数据对比全球大陆
主要构造单元的几何结构模式

问题清晰地提出之后,研究路线就决定了科学研究
的成败。 针对板块构造的存在问题如何研究地壳上

虽然成本昂贵,但是由于深反射地震剖面的分

地幔的物质运动和系统演化? 要将板块构造理论升

辨率高,能提供多种可信的反射体几何模式,它包括

级,就要有比板块构造更为深刻的全球视觉,进行全

了关于碰撞、剪切、滑脱、推覆、底垫等丰富的地质信

表 2 从大陆动力学数据恢复的造洋和造山运动的谱系
Table 2 Recovered ocean forming—orogeny series from continental dynamics
运动期

运动年龄
( Ma)

强动期 ∗
( Ma)

喜马拉雅期

80 ~

40 ~ 2

燕山期

80 ~ 190

160 ~ 120

印支期

190 ~ 260

230 ~ 200

海西期

260 ~ 400

350 ~ 280

造洋事件

造山事件

东亚事件

度洋西北支 76 Ma 后扩张

形成特提斯造山带

青藏高原造山隆升

洋、太平洋 145 Ma 从三叉中

形成科迪勒拉造山带

西太平洋陆缘火山岩浆带

北大西洋 202 Ma 扩张;形成

华北、华南碰撞并入亚欧板

北冰洋 80 ~ 40 Ma 扩张; 印
南大西洋 154 Ma 扩张、印度
脊扩张

古特提斯造山带

特提斯洋中脊扩张

块
形成古亚洲洋和乌拉尔造山
带

塔里木、华北拼合汇聚

波罗的—冈瓦纳间古特提斯
加里东期

400 ~ 550

440 ~ 400

洋中脊扩张; 劳亚西 Iapetus
洋中脊 500 ~ 420 Ma 扩张封

劳亚—波罗的克拉通碰撞形
成北美—北欧造山带

塔里木、华北、华南向北漂移

闭
泛非—兴凯期

500 ~ 1000
新元古代

扬子—晋宁期

800 ~ 1900

中条期

1700 ~ 2500

五台—

古元古代
新太古代

富平期

2400 ~ 3000

迁西期

3000 ~ 3800

古太古代

550 ~ 500

古亚洲洋中脊在劳亚—西伯

罗的尼亚裂解,冈瓦纳大陆

塔里木、华北、华南从冈瓦纳

利亚和波罗的间扩张

形成

裂离

1000 ~ 800

全球 泛 大 洋 含 劳 亚—波 罗

罗的尼亚超级大陆

扬子和华夏碰撞拼合

1900 ~ 1700

全球洋陆转换—俯冲作用激

大陆快速增生

塔里木、扬子克拉通形成

2600 ~ 2400

洋壳形成俯冲,岛屿拼合形成最古老的大陆。

向 3000 Ma
加速

的—西伯利亚—泛非四陆块
烈

全球为大洋覆盖,包围几个大陆核形成的小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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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使深反射地震资料成为地质学家们在研究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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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造成碰撞挤压上隆成为喜马拉雅造山带。 图

内部时首选的约束依据。 40 年来,全球大多数重要

4a 的地壳构造完全不同,相同的只是在西拉木伦缝

为丰 富 的 成 果 ( Klemperer and Mooney, 1989a, b;

壳都是高电阻率的老地体,没有古亚洲洋中的大量

的构造带都开展了深反射地震剖面调查,取得了极

Yang Wencai,2003,2014; Yang Wencai et al. ,2006,

2008) 。 因此,通过全球对比认知大陆主要构造单
元的几何结构模式成为可能。

合带上也有索伦山等蛇绿岩出露。 缝合带两边的地
海洋沉积物挤压上隆,地壳没有明显增厚,。 西拉木
伦缝合带两侧的中下地壳有层状的低阻体,向下通
到岩石圈地幔,表明幔源岩浆的大规模上涌造成大

举一个造山带岩石圈构造的例子,造山带最主

陆增生。 可见,对比典型造山带岩石圈反射属性为

要的两个类型是大陆碰撞造山带和大陆增生造山

解决不同类型的造山作用提供了大量物质运动的信

带。 大陆碰撞造山带和增生造山带的岩石圈构造有

息。

什么区别? 与它们形成时的动力学作用有什么关

3

联? 可以通过对比典型大陆碰撞造山带和增生造山

带岩石圈属性来解决( 图 4) 。 图 4a 是过古亚洲洋
增生造山带的一条反射地震 / 大地电磁综合剖面,从
河北省的怀来到二连东北方向的中蒙边界 ( Zhang

Shihong et al. , 2014) 。 图 4b 是特提斯碰撞造山带

反射地震 / 大地电磁综合剖面, 和图 3c 是一样的。

图 4b 表明,特提斯洋板块的俯冲封闭前在拉萨地体
岩石圈内有大规模流体上涌和火山活动( 大尺度低
电阻率异常) ,地壳明显增厚,而封闭时大量海洋沉

根据地壳位场分解和成像数据对比
全球大陆主要构造单元的
结晶属性和分布
2008 年,在全球卫星重力测量数据归一化的基

础上,建立了地球重力场模型 EGM2008, 总精度从

9 mGal 提高到 3 mGal ( Tenzer et al. , 2009, 2012;
Pavlis et al. , 2012;Kaban et al. , 2016; Tenzera and

Chen Wenjin, 2019) 。 在全球卫星磁力测量数据归
一 化 的 基 础 上, 2009 年 建 立 了 全 球 磁 场 模 型

图 4 典型大陆碰撞造山带和增生造山带岩石圈属性的对比: ( a) 古亚洲洋增生造山带反射地震 / 大地电磁综合剖面;
深反射反映的构造用细线标明; ( b) 特提斯碰撞造山带反射地震 / 大地电磁综合剖面,同图 3c

Fig. 4 ( a) A resistivity profile with deep reflection seismic structures along Inner Mongolia; ( b) the resistivity profile
with deep reflection seismic structures along Tibet and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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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G2。 全球卫星位场数据库的建立为研究全球

地壳结晶基底岩石的属性和分布提供了精度达到
0. 1° × 0. 1°的大量位场数据。 图 5a 是全球卫星布格
重力异常图。 由图可见,由于大洋地壳比较均匀而
且密度相对比较大,所以大洋的重力场是幅度变化

不大的正重力异常(200 ~ 500 mGal) 。 相反,大陆地
壳不均匀而且密度变化比较大,所以大陆有幅度变
化很大、有正有负的重力场,幅度变化在 - 600 到 +

600 mGal。 大陆上不同的构造单元在全球重力图上

有明显的反映,例如稳定的克拉通地区对应正异常

7

区,青藏高原和特提斯造山带对应负异常带,等等
( Yang Wencai, 2016a—b) 。

4

根据地壳上地幔地震波速和电阻率
成像对比大陆主要构造单元的
运动属性和流体
利用地震层析成像方法研究地幔 P 波和 S 波

速 度 扰 动 已 有 40 年 的 历 史 ( Woodhouse and
Dziewonski,1984; 杨文采,1986,1989,1997) 。 1998

年 Mooney 和 Laske 等人编制了 CRUST 5. 1 地壳模

图 5 ( a) 全球 EGM2008 卫星布格重力异常图;( b) CRUST1. 0 全球下地壳地震 P 波速度平面图
Fig. 5 ( a) The global Bouguer gravity anomalies compiled by EGM2008; ( b) the global P-wave
velocity disturbance map compiled by CRUST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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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据集,利用折射地震数据建立了全球 5° × 5°网

匀而且密度变化比较大,所以地震波速对应幅度变

的数据进一步编制了全球地壳模型 CRUST 1. 0,精
度升级为 1° × 1°。 近年来,利用地震 P 和 S 波的速

7. 2 km / s。 大陆上不同的构造单元在全球地震波速

格的岩石圈波速数据。 Laske 等( 2013) 利用新计算

度扰动成像精度不断提高,可以准确地了解现今地

壳上地幔的岩性和构造形态( Charles and Barbara,

2000; Xu et al. , 2002,2014; Marone et al. , 2004;
Zhao Dapeng, 2004; Huang and Zhao, 2006; Chang

Li et al. , 2006; Yang Wencai, 2009; Laske et al. ,

2013; 瞿 辰 等, 2013; Xuewei et al. , 2015; Min et

化很大、有正有负的异常,幅度变化在 6. 6 km / s 到
扰动图上也有明显的反映,例如大陆裂谷地区下地

壳对应正异常区,青藏高原和造山带对应负异常带,
等等。 波速成像是三维的,不同深度的地震波速扰
动图像可以刻画出地幔构造的三维图像。

5

al. , 2015) 。 另一方面,对于流体成分非常敏感的
大地电磁法探测的分辨能力明显提高,探测深度可
以达到 410 km 间断面。 但是由于全球的测点不够

多,优秀的成像结果仅仅局限于少数地区,如美国和
中 国 华 北 及 青 藏 ( Unsworth et al.

2005;

Siripunvaraporn et al. , 2005; Zhao Guoze et al.

2012) 。

图 5b 是 CRUST1. 0 全球下地壳地震 P 波速度

扰动平面图。 由图可见,由于大洋地壳比较均匀而
且密度相对比较大,所以大洋地震波速的是幅度变
化很小的正异常(7. 1 km / s) 。 相反,大陆地壳不均

综合以上对比分析大陆各种构造单
元的物质运动特征和形成演化作用
在图 5 中,大陆上不同的构造单元在全球重力

图和地震波速图上都有明显和相似的反映,说明综
合对比分析大陆各种构造单元的物理性质可以圈定
地壳上地幔构造,并逐步恢复它们形成时的物质运
动特征。 尤其是对于软流圈的物质运动,地球表面
的观察很难获得可靠的数据,而全球对比三维的地
震波速和电阻率扰动图像,可以获得许多意想不到
的信息。 下面来看看三个例子。

图 6a、b 是青藏高原沿经度 92°E 的上地幔 P 波

速度剖面图和波速扰动剖面图( 杨文采等, 2019c;

图 6 ( a) 青藏高原沿经度 92°E 的上地幔 P 波速度剖面图( 据杨文采等,2019c) ; ( b) P 波速度扰动剖面图( 据杨文采等,

2019c) ;“ IS” —与印度大陆板块岩石圈地幔俯冲有关的高速异常体; “ TS” —与特提斯大洋板块俯冲有关的高速异常体;
( c) 特提斯大洋板块俯冲和拆沉作用的恢复( 据杨文采, 2019d)

Fig. 6 ( a) A P-wave velocity profile along longitude 92° E in Qinghai—Xizang ( Tibet) Plateau ( from Yang Wencai et al. ,

2019&c) ; ( b) the same profile of P-wave velocity disturbance( from Yang Wencai et al. ,2019&c) ; ( c) flow-charts showing the
evolution of Qinghai—Xizang( Tibet) Plateau at 100 Ma, 70 Ma,40 Ma and now( from Yang Wencai, 20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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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图 7 过美国西部的地壳上地幔电阻率扰动图像( 据 US Array, 2017)

Fig. 7 A crustal and upper-mantle resistivity disturbance profile from western
offshore to Wyoming ( from US Array publication,2017 )

杨文采, 2019d) 。 成像结果表明,特提斯大洋板块
俯冲下去的高速异常体,现在保存在青藏高原下方

410 km 间断面上( 图中用字母” TS” 标注) 。 因此,
可以根据印度板块向北运动的速度资料,来恢复特

图 8 华北及邻区地壳上地幔电阻率扰动图像: ( a) 沿南北方向的剖面图,经度分别为 110°E,111°E 和 112°E;
( b) 平面图,深度为 94 km 和 214 km

Fig. 8 Crustal and upper-mantle resistivity disturbance images around North China: ( a) N—S profiles
of longitude 110°E,111°E and 112°E; ( b) Flat maps with depths 94 km and 214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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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4) 从最近几年的地幔地球物理三维成像成果

图 7 是过美国西部的大地电磁法三维成像中切

看到,对于地球表面难以观察的软流圈和地下深部,

项目成果) ,由此地壳上地幔电阻率扰动图像可以

关于上地 幔 物 质 运 动 的 信 息, 认 知 已 经 发 生 在 地

出的一个剖面( 美国 EarthScope 计划中的 USArray

对比三维的地震波速和电阻率扰动图像,可以获得

看到,太平洋俯冲板块对应高电阻率异常,大陆克拉

壳—上地幔的物质运动特征。 本文中介绍了几个典

通下方的地幔电阻率也很高,而太平洋板块俯冲向

型例子。 大陆动力学研究要应用系统理念对全球物

前方释放海水,使盆岭省下方软流圈地幔的流体含

性成像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 这方面的成果将

量增加,电阻率明显降低。 盆岭省下方地幔的流体

在后续论文中讨论。

向上渗透又引起地壳拉张和反映地壳下方流体含量
增加的低电阻率异常。 电阻率扰动图像揭示了软流

致谢:笔者等对中国许多从事大陆动力学研究
的同事们表示致谢。

圈和岩石圈的物质运动的信息。

图 8 是华北及邻区地壳上地幔电阻率扰动图

像,是 2018 年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和内蒙古地调院合

作项目的成果。 在经度 111°E 的剖面图上( 图 8a) ,
我们看到在白云鄂博下方有流体从软流圈向上穿

刺。 在图 8b 的平面图上,可以看到反映软流圈向上
穿刺的低电阻率异常的尺度从下向上逐渐变小的过
程。 可见,三维成像揭示了软流圈和岩石圈的物质
运动和相互作用的信息。 从许多例子( 杨文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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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ental dynamics with cognition of Earth matter movement
YANG Wencai 1) , ZENG Xiangzhi 2)

1)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Geosciences, Hangzhou, 310027;
2) China Geology University ( Wuhan) , Wuhan, 430074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late tectonics in the 1970s, the global geophysical survey of the crust

and mantle obtained sufficient observation data and accurate images of physical parameters of underground

structures in the earth's crust and mantle,which provided an achievabl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continental dynamics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exist in plate tectonics. Based on the geophysical imaging of the mantle and crust, the
researches of continental dynamics aims mainly to combination with multidisciplinary data for global comparison.

Combined with paleogeography and geomagnetic data, the global comparison includes the seismic velocity

disturbances, resistivity disturbance and the medium density and magnetization anomalies, which provide a great
deal of eviden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non-plate pattern of the earth's material motion in the study of continental
dynamics. The multidisciplinary results of global comparative studies show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ntinental and oceanic lithospher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matter motion in the shallow-mantle by jumping out of the concept of pla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lithosphere itself
has no power source of plate motion, and must be studied together with the movement of asthenosphere materials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the lithospheric movement.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geophysical 3D imaging

in recent years, we can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vement of matt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erial
movement that has occurred in the deep crust and mantle by compar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seismic wave velocity
and resistivity disturbance imag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observe on the earth's surface. Several typical examples are
presented in the paper.

Keywords: continental dynamics; research methods; physical attribute imaging; global comparison; matter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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