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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岩浆弧的火成岩构造组合、主要地质特征和弧地壳成熟度几个方面，讨论洋陆转换作用及其

过程。表征洋俯冲环境的火成岩构造组合主要有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ＴＴＧ）组合，高镁安山岩组
合，镁安山岩组合，Ａｄａｋｉｔｅ组合（即高锶低钇中酸性岩）与富铌弧玄武岩组合等。基于火成岩构造组合的配置，讨论
了４种可能的洋俯冲壳的壳幔结构：（１）热的年轻的俯冲洋壳与上覆冷的幔楔岩石圈；（２）冷的老的俯冲洋壳与冷的
幔楔岩石圈；（３）冷的老的洋壳与热的幔楔软流圈；（４）热的年轻的俯冲洋壳与上覆幔楔软流圈。讨论了弧岩浆前锋
作为结构标志以及空间组成极性的构造意义；讨论了弧火山作用的时间极性与弧成熟度及其地壳厚度之间的正相

关关系，提出岩浆弧地壳双层结构的模型，下地壳主要为玄武质的基性麻粒岩和角闪岩，上地壳为长英质的 ＴＴＧ片
麻岩，相当于大陆壳形成的第一阶段，即新生陆壳。岩浆弧及其洋—陆过渡性的弧地壳是洋俯冲作用形成的洋陆转

换带（或增生造山带）的最重要的记录。

关键词：岩浆弧；岩浆前锋；组成极性；弧成熟度；弧地壳；新生陆壳

　　按板块构造理论，现今地球上分布的最重要的
最大一级的三个构造单元，洋、陆和洋陆过渡带，分

布着不同的火成岩类：① 洋区，包括洋中脊和洋
岛，主要是玄武岩类，它是洋壳的主要组分；② 大陆
地区，主要是花岗岩类，它是陆壳的主要组分；③ 现
今处于洋陆过渡带的岛弧和活动大陆边缘弧地区，

主要是安山岩和 ＴＴＧ（即 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
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
岩）岩类，它是弧地壳的主要组分。相应地，这三个

火成岩分布区的壳幔构成有大的差异：① 洋区没有
陆壳，使人们相信，玄武岩类源于其下伏的地幔橄榄

岩；② 大陆地区有巨厚的陆壳，人们便推测巨量花
岗岩的形成主要源于陆壳内部；③ 岛弧和活动大陆
边缘弧地区是洋壳和ＴＴＧ岩洋岩石圈向大陆或／和
洋壳下面俯冲消减的地带，使人们相信，那里的安山

岩和ＴＴＧ岩类主要起源于洋壳及其上面的楔形地
幔区。上述火成岩的全球分布及其可能的源区的相

互对应，可作为一个最宏观的地质模型，为岩浆起源

的研究，包括高温高压熔融实验，提供最重要的研究

框架。

岩石学，特别是高温高压相平衡实验研究表明，

玄武岩是橄榄岩的低熔组分，安山岩是玄武岩的低

熔组分，花岗岩是安山岩的低熔组分。由此，结合上

述火山岩全球分布的地质模型，可推测一个总体的

框架，从地幔中生长出洋壳，从洋壳中生长出不成熟

的弧陆壳，最后从弧陆壳中长出成熟的陆壳。这样，

地壳的生长和形成主要通过岩浆作用来实现。

众所周知，现今洋面积远远大于陆地面积。现

今洋（ｏｃｅａｎ）的面积约占全球面积的 ７１％，陆
（ｌａｎｄ）的面积仅占２９％（Ｗｙｌｌｉｅ，１９７６）；地球化学研
究表明，３０Ｇａ前大陆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５％，
３０Ｇａ到２５Ｇａ间大陆面积快速增长到地球表面积
的约１６％，２５Ｇａ以来大陆表面积继续增长，直至
现今大陆表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３０％（杨文采和
宋海斌，２０１４）。但是，现今地球上保存的洋壳很年
轻，最老的洋壳约 １６０Ｍａ左右，或更精确的为



１５６６Ｍａ（马宗晋等，２００３），按２０１２年的地层年代
表，相当于晚侏罗世。老的洋壳（οφ）则保留在大陆
内，但数量很少。这表明，比１５６６Ｍａ老的洋壳已
经通过洋壳俯冲消减作用再循环回到地幔内了，洋

壳的俯冲伴随以安山岩和 ＴＴＧ岩类为主的岩浆作
用，形成岛弧和活动大陆边缘弧，致使不成熟弧地壳

的生长，随后弧地壳成熟度的升高，直至陆—陆碰撞

作用，花岗岩岩浆逐渐占优势，最终克拉通化生成成

熟的陆壳。由上可以看出，显生宙以来，在岛弧和活

动大陆边缘地带形成的岩浆弧和弧地壳是洋陆转换

的最重要的记录。

本文将从岩浆弧的火成岩构造组合（ｉｇｎｅｏｕｓ
ｐｅｔｒ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岩浆弧的主要地质特征，
和岩浆弧地壳的成熟度几个方面讨论洋陆转换作用

及其过程。

本文在《洋陆转换与中国大陆的拼合组装：来

自火成岩构造组合的观察》?基础上撰写而成。随

后，将对中国大陆几个洋壳转换地区地壳形成过程

进行讨论，不当之处，谨请指正。

１　岩浆弧的岩石构造组合
１．１　岩浆弧的壳幔结构和岩浆源区

讨论岩石构造组合之前，需要对洋俯冲带的壳

幔结构有一个概略的了解，才能给弧岩浆作用形成

的源区提供一个基本框架，Ｗｙｌｌｉｅ（１９８４）设计了 ４
种可能的俯冲洋壳与上覆楔形地幔区的热结构配置

（图１），用以讨论岩浆可能发生的源区。由图１可
知，岩浆弧下面发生岩浆的源区可能有３个，即①
俯冲的洋壳，② 俯冲带上覆的楔形地幔区，③ 幔楔
上面的陆壳或洋壳。请注意，图１只表示了陆壳，这
是Ｗｙｌｌｉｅ设计的活动大陆边缘弧的壳幔结构，如果
考虑到岛弧，特别是洋内弧（ｉｎｔｒａ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ｒｃ），则俯
冲带上面的是洋岩石圈，幔楔上面的地壳就是洋壳

了，本文在下面讨论时将会涉及，因此，在这里对源

区 ③ 写为陆壳或洋壳。
俯冲的洋壳为玄武质岩石，如果发生局部熔融

的话，则形成长英质（ｆｅｌｓｉｃ）岩浆；楔形地幔区为橄
榄岩，则可产生镁铁质（ｍａｆｉｃ）岩浆；最上面的陆壳
（玄武质或安山岩），或洋壳（玄武质），则可形成长

英质岩浆和／或高硅的长英质岩浆。
１．２　岩浆的形成和岩石构造组合

（１）图１ａ为冷幔—热壳结构，玄武质洋壳在俯
冲之前，因为与海水相互作用将是富含 Ｈ２Ｏ的，当
它随俯冲进入深部时，首先变质达绿片岩相，在达到

与角闪岩相的边界（Ｄ—Ｇ）时必定会放出大量水上
升进入幔楔和上面的地壳，诱发角闪石化交代作用，

进一步俯冲达到与榴辉岩相交界（Ｅ—Ｍ）时，由于
是热洋壳，可能会诱发洋壳的角闪石脱水熔融，形成

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系列的岩浆（与之对应的

侵入岩为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组

合即ＴＴＧ岩浆），它们上升穿过地幔楔时会与橄榄
岩发生反应使之ＭｇＯ等含量升高，最终定位于浅部
地壳或喷出地表，与此同时，在到达地壳底部（Ｈ
处）时还可诱发地壳的局部熔融形成 ＴＴＧ岩浆（当
洋内弧环境时），或花岗岩岩浆（狭义的硅高和钾高

的真正花岗岩）（当大陆边缘弧或有陆壳基底的岛

弧环境时）。

（２）图１ｂ为冷幔—冷壳结构，俯冲洋壳与地幔
楔形区均无岩浆发生，后者只有角闪石化交代作用，

唯最上面的下地壳（Ｃ处）可形成如图１ａＨ处的同
样的岩浆组合。

（３）图１ｃ为热幔—冷壳结构，俯冲的洋壳无岩
浆发生，只是放出水进入楔形地幔区，诱发地幔橄榄

岩局部熔融产生，同时随浅部（Ｅ—Ｍ处）已经角闪
石化的橄榄岩由于幔楔沿俯冲带向下拖曳使温度升

高诱发角闪石脱水熔融，使在 Ｎ点加强岩浆的发
生。依赖于压力的大小，在 ＜１５ＧＰａ时可产生高
镁安山质岩浆与拉斑玄武质岩浆，在 ＞１５ＧＰａ条
件下则无高镁安山岩岩浆的发生。在最上面的地壳

下部发生的岩浆类同于图１ａ的Ｈ处。
（４）图１ｄ为热幔—热壳结构，３个源区均有岩

浆发生，俯冲洋壳发生的岩浆类似图１ａ的热壳；楔
形地幔区发生的岩浆类似图１ｃ的热幔，除此以外，
在Ｒ处还可能有金云母（ｐｈｌ）脱水诱发钾质和超钾
质岩浆的发生；最上部的地壳则在Ｈ处和Ｃ处分别
类似于图１ａ，ｃ和１ｂ的岩浆发生。因此，岩浆种类
最为丰富，岩石组合最多，岩浆作用最为强烈，这样

的热幔—热壳结构对成矿作用最为有利，可能是形

成超大型矿床的最佳构造位置。

（５）关于不同类型的岩浆形成的温度、压力、源
岩条件，如有兴趣，请参阅邓晋福等（２００４，及其中
参考文献）关于高温高压实验成果的综述。

１．３　有指相意义的岩石构造组合的识别
这里简要的讨论指示或表征洋俯冲环境的火成

岩构造组合，主要有，ＴＴＧ组合，Ａｄａｋｉｔｅ组合［即高
锶低钇中酸性岩；有人将其音译为埃达克岩，而杨建

超等（２００７）认为其不符合中文岩石名称命名习
惯］，高镁安山岩（ＨＭＡ），镁安山岩系列（Ｍ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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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洋俯冲带壳幔结构与岩浆源区（据Ｗｙｌｌｉｅ，１９８４；转引自邓晋福等，２００４）：
（ａ）冷幔—热壳；（ｂ）冷幔—冷壳；（ｃ）热幔—冷壳；（ｄ）热幔—热壳

Ｆｉｇ．１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ｒｏｍＷｙｌｌｉｅ，１９８４）：（ａ）ｃｏｏｌｍａｎｔｌｅ
—ｗａｒｍｃｒｕｓｔ；（ｂ）ｃｏｏｌｍａｎｔｌｅ—ｃｏｏｌｃｒｕｓｔ；（ｃ）ｗａｒｍｍａｎｔｌｅ—ｃｏｏｌｃｒｕｓｔ；（ｄ）ｗａｒｍｍａｎｔｌｅ—ｗａｒｍｃｒｕｓｔ

铌弧玄武岩组合（ＮＥＡＢ）。
１．３．１　ＴＴＧ组合与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Ａｎ—

Ａｂ—Ｏｒｎｏｒｍ（标准矿物）分类
　　（１）Ｊａｈｎ等（１９８１）采用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的分
类，并首先提出，用 ＴＴＧ岩套（ｓｕｉｔｅ）术语来表达花
岗岩类中富Ｎａ（Ｎａｒｉｃｈ）的一种岩类，以区别另一类
高Ｋ的真正花岗岩类（ｔｒｕ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ｓ），这一分类已在
国内外研究花岗岩类时被广泛应用。Ｏ’Ｃｏｎｎｏｒ
（１９６５）和Ｊａｈｎ等在使用时特别强调，该分类限于含
＞１０％石英（标准矿物或实际矿物）的花岗质岩石，

由此可以看出，ＴＴＧ岩类亦包括 ＱＡＰ实际矿物分类
（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２００２）的部分（＞１０％石英）的石英闪长
岩在内。

（２）实际操作过程中，要采用去掉挥发分的干
条件的 Ｎａ２Ｏ＋Ｋ２Ｏ进行 Ｍｉｄｄｌｅｍｏｓｔ的 ＴＡＳ分类
（１９９４），选取其中位于闪长岩、花岗闪长岩或花岗
岩在内的样品进行 ＣＩＰＷｎｏｒｍ计算，最后选取其中
Ｑｚｎｏｒｍ≥１０％的样品，并把 Ａｎ、Ａｂ、Ｏｒ计算为
１００％时的数值，在 Ｏ’ＣｏｎｎｏｒＡｎ—Ａｂ—Ｏｒ三角分
类图（１９６５）投影，获得具体的岩石名称，实例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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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冯艳芳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３）需要指出的是，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的分类是

识别 ＴＴＧ岩类的一种简便和合理的分类方案，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３）与冯艳芳等（２０１１）对此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评述，可供参考。请注意，ＴＡＳ分类方案中是
无法鉴别英云闪长岩和奥长花长岩（ＴＴ）的，其原因
在于ＴＡＳ分类图中的纵坐标，把 Ｎａ２Ｏ和 Ｋ２Ｏ放在
一起，作为ａｌｋ．表述的，正如Ｊａｈｎ等（１９８１）指出的，
ＴＴＧ是富 Ｎａ的花岗岩类，它有别于另一类高 Ｋ花
岗岩。在 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图上，Ｎａ和 Ｋ（分别以
Ａｎ—Ａｂ和 Ｏｒ端元表述的）分开的，才能真正从花
岗岩类中识别出ＴＴ来。因此，在ＭｉｄｄｌｅｍｏｓｔＴＡＳ侵
入岩分类图中（１９９４）无 ＴＴ的位置；但是，在 Ｒｏｃｈｅ
等（１９８０）（转引自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３）Ｒ１—Ｒ２参数（在
Ｒ１参数中把Ｎａ和Ｋ放在一起表述）侵入岩分类中
有英云闪长岩的位置，显然是不合理的，Ｃｏｘ的 ＴＡＳ
分类和在 Ｒｏｃｈｅ等的 Ｒ１—Ｒ２参数分类，现今仍在
不少文献中用来识别 ＴＴＧ岩类。另外，Ｑ’—ＡＮＯＲ
ｎｏｒｍ分类（Ｓｔｒｅｃｋｅｉｓｅｎａｎｄ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１９７９）亦被文
献常用来识别 ＴＴＧ岩类，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３）指出，这
个分类图不是很好，因为原作者显示，不同的岩石类

型重叠较多，特别是英云闪长岩。原文用 ＱＡＰ分类
中的英云闪长岩投影于Ｑ’—ＡＮＯＲ图解后，其判断
的正确率只有约５０％，或更准确地说只有４７８％，
分析其正确判断率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ＡＮＯＲ坐
标中只进入了 Ａｎ，而把 Ａｂ排除在 Ｐｌ之外了。这
样，与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建议的一样，本文亦认为，采用
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的 Ａｎ—Ａｂ—Ｏｒｎｏｒｍ分类来识别
ＴＴＧ更有效。

表１某些代表性ＴＴＧ的特征化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ｏｍ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ｖｅＴＴＧ

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１９７６），平均值

Ｂａｒｋｅｒ（１９７９），Ｌｅｗｉｓｉａｎ

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２），平均值

ＳｉＯ２
（％）

Ｎａ２Ｏ

（％）

Ｋ２Ｏ

（％）
Ｎａ２Ｏ
Ｋ２Ｏ

ＴＡＳ

γδο英云闪长岩 ６２．３７ ３．６８ ２．１０ １．７５ δ闪长岩
γδ花岗闪长岩 ６６．９１ ３．８０ ２．７６ １．３８ γδ花岗闪长岩
γο奥长花岗岩 ７３．２０ ４．７０ ０．５５ ８．５５ γ花岗岩
γο奥长花岗岩 ７６．１０ ４．５０ ２．７６ １．６３ γ花岗岩

灰色片麻岩（Ｎ＝５８５１） ６７．６７ ４．１８ ２．６０ １．６１ γδ花岗闪长岩
ＴＴＧ（Ｎ＝１４３９） ６９．１５ ４．８４ １．７０ ２．８５ γδ花岗闪长岩

ＳｉＯ２—Ｋ２Ｏ

中钾钙碱性系列

中钾／高钾钙碱性系列
低钾钙碱性系列

中钾钙碱性系列

中钾钙碱性系列

中钾钙碱性系列

１．３．２　ＴＴＧ主要化学特征和源岩
（１）ＴＴＧ主要化学特征：由表１可知，① ＴＴＧ

岩类，Ｎａ２Ｏ＞＞Ｋ２Ｏ，为Ｎａｒｉｃｈ花岗岩类，与高钾壳
源花岗岩不同；② ＳｉＯ２—Ｋ２Ｏ图上，以中钾钙碱性

系列为主。

（２）高温高压熔融实验与源岩：① 实验中所
用的源岩，Ｒａｐｐ和肖龙（２００２）的评述认为是
ＭＯＲＢｌｉｋｅ的低 Ｋ２Ｏ玄武岩，Ｎａ２Ｏ＝２２％ ～
４３％，Ｋ２Ｏ＜０１％～０８％，Ｎａ２Ｏ／Ｋ２Ｏ＝３～２８。②
产生的熔体（ｍｅｌｔ）为：ｉ）固相体附近，局部熔融程
度＜１０％者，Ｎａ２Ｏ／Ｋ２Ｏ≤１２（０９～１２）。ｉｉ）局部
熔融程度１０％ ～３０％者，Ｎａ２Ｏ／Ｋ２Ｏ＞１５。③ 我们
进一步查阅了Ｈｅｌｚ（１９７６）和Ｒａｐｐ等（１９９１）的固相
线附近的岩浆为花岗岩（据 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年之分
类），３个熔体的 Ｎａ２Ｏ／Ｋ２Ｏ分别为 ０６９，１０和
１１９，与Ｒａｐｐ和肖龙（２００２）的评述相同。④ 我们
查阅了ＮＭＯＲＢ之Ｋ２Ｏ＜０３％，ＥＭＯＲＢ和ＯＩＢ之
Ｋ２Ｏ＞０３％（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９），因之，本文把 ＭＯＲＢ
ｌｉｋｅ改为洋壳玄武质源岩（ＮＭＯＲＢ，ＥＭＯＲＢ，
ＯＩＢ）。

（３）自然界 ＴＴＧ（表１）与实验熔体之比较，自
然界英云闪长岩（γδο）、奥长花岗岩（γο），Ｎａ２Ｏ／
Ｋ２Ｏ均 ＞１５０；花岗闪长岩（γδ）Ｎａ２Ｏ／Ｋ２Ｏ均 ＞
１２０，由此，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为较高程度的
局部熔融，即较高温度形成的岩浆；花岗闪长岩

（γδ）和花岗岩（γ）为低程度的局部熔融，即较低温
度形成的岩浆。

（４）由上，可以看出，ＴＴＧ岩类的源岩为洋壳玄
武质的低Ｋ２Ｏ玄武岩类。
１．３．３　Ａｄａｋｉｔｅ与镁安山岩

众所周知，镁安山岩的经典产地是阿留申岩浆

弧，Ｋａｙ（１９７８）把两个阿留申弧的ＭｇＯ高于和ＦｅＯ／
ＭｇＯ值小于正常弧安山岩的安山岩（样品号７０Ｂ４９
和ＡＤＫ５３）称为镁安山岩，认为它们是俯冲洋壳熔
融的岩浆在上升过程中与地幔发生反应的产物，但

是，这一术语未被当时学术界普遍采用。直至

Ｄｅｆａｎｔ和 Ｄｒｕｍｍｕｎｄ（１９９０）提出 Ａｄａｋｉｔｅ概念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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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采用和热烈争论，同时，逐渐明

确ＭｇＯ高和ＴＦｅＯ／ＭｇＯ值低的Ａｄａｋｉｔｅ可能是俯冲
洋壳板片局部熔融产生的岩浆与上覆地幔楔橄榄岩

发生反应的结果，高温高压实验进一步地证实了这

种认识（参见邓晋福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Ｍｏｙｅｎ和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２，及其中的参考文献）。Ｄｅｆａｎｔ和
Ｄｒｕｍｍｕｎｄ（１９９０）明确指出，Ａｄａｋｉｔｅ不是一种具体
岩石名称，而是岩石组合的概念，即安山岩—英安

岩—钠质流纹岩，它们的侵入岩等同物为英云闪长

岩和奥长花岗岩。同样，镁安山岩亦是一个岩石组

合或系列的概念，基于板片熔体与橄榄岩反应的实

验，给出的镁安山岩系列（ＭＡ）的 ＭｇＯ最低值见表
２（邓晋福等，２０１０，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表２基于实验建议的镁安山岩系列熔浆在给定
ＳｉＯ２时，ＭｇＯ的最低值（邓晋福等，２０１０）

Ｔａｂｌｅ２Ｔｈ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ｌｏｗ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ｇＯ ａｔｔｈｅｇｉｖｅｎ
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ｉＯ２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ｎａｎｄｅｓｉｔｅ
ｓｅｒｉｅｓ—ｍｅｌｔ（ＤｅｎｇＪｉｎ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ＳｉＯ２（％） ５２ ５５ ６０ ６２．５ ６５ ６７．５ ７０

ＭｇＯ（％） ４．５ ３．５ ２．９ ２．５ ２．０ １．０ ０．８

表３不同作者定义的高镁安山岩
Ｔａｂｌｅ３Ｔｈｅｈｉｇｈ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ｎ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ｔｏｂ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ｙｓｅｖｅ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文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ＭｇＯ（％） ＞８ ＞６ ＞６ ＞５ ＞５ ＞７．５ ＞６．５ ＞６．５ ＞６ ＞３．６ ＞３．４ ＞１．０ 平均３．９０
Ｍｇ＃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６７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４０ 平均０．５７

ＴＦｅＯ／ＭｇＯ ＜１．０ ＜１．５ ＜１．１０ ＜１．３５

注：文献，１—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２００２；２—ＴａｔｓｕｍｉａｎｄＩｓｈｉｚａｋａ，１９８２；３—Ｓｈｉｒｅｙａｎｄ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８４；４—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１９８９；５—Ｔａｔｓｕｍｉ，２００８；６—唐功
建，王强，２０１０；７—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８—ＸｕＪｉ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９—史仁灯等，２００４）；１０—张永忠等，２０１２；１１—李承东等，
２００７；１２—袁超等，２００２；１３—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２０００；１４—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Ｍｇ＃＝Ｍｇ／（Ｍｇ＋Ｆｅ２＋），Ｆｅ２＋为全铁。

１．３．４　高镁安山岩
（１）众所周知，高镁安山岩或 Ｓａｎｕｋｉｔｅ的经典

产地是日本 Ｓｅｔｏｕｃｈｉ火山带（ＴａｔｓｕｍｉａｎｄＩｓｈｉｚａｋａ，
１９８２），玻安岩（ｂｏｎｉｎｉｔｅ）（经典产地是日本 Ｂｏｎｉｎ岛
（Ｔａｙｌ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Ｓｈｉｒｅｙ和 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８４）把类
似Ｓｅｔｏｕｃｈｉ火山带的Ｓａｎｕｋｉｔｅ的太古宙二长闪长岩
和粗面安山岩称为 Ｓａｎｕｋｉｔｏｉｄ［张旗等（２００４）按日
文汉字译为赞岐岩类或类赞岐岩］。Ｊｅｎｎｅｒ（１９８１，
转引自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２００２）和 Ｔａｔｓｕｍｉ（１９８２）把上述不
同的岩石名称统称为高镁安山岩（ＨＭＡ），下面讨论
均用ＨＭＡ名称（亦包括对应的侵入岩高镁闪长岩
在内），代表该岩类多种具体的岩石名称（邓晋福

等，２０１０）。

（２）国内外文献中，关于高镁安山岩的化学参
数，主要为 ＭｇＯ和 ＴＦｅＯ／ＭｇＯ或 Ｍｇ＃，不同作者采
用的数值则有差异，见表３。

（３）众多高温高压岩石学相平衡实验成果表
明，洋俯冲带上面的楔形地幔橄榄岩，在低压（＜
１５ＧＰａ）下，俯冲洋壳放出的 Ｈ２Ｏ诱发的局部熔融
过程中，可以形成高镁安山岩，其的 ＭｇＯ和 ＴＦｅＯ／
ＭｇＯ值，随 ＳｉＯ２的升高，而分别降低和升高，其
ＳｉＯ２—ＭｇＯ关系参见表 ３（邓晋福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及其中参考文献）。

（４）高温高压实验表明（参见邓晋福等，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及其中的参考文献），高镁安山岩—熔浆与镁
安山岩—熔浆（ｍｅｌｔ）的 ＴＦｅＯ／ＭｇＯ值是类似的，均
符合 ＳｉＯ２—［ＴＦｅＯ／ＭｇＯ］图解（Ｍｉｙａｓｈｉｒｏ，１９７４）的
钙碱性系列。这样，鉴别高镁安山岩和镁安山岩的

主要参数为ＭｇＯ含量（表４、表２）。基于表４和表
２，对比表３，可知，表３中序号７至１０的４个地区的
安山岩类确为高镁安山岩；而序号１１至１４的高镁
安山岩实为镁安山岩，因为，它们的 ＭｇＯ显然比高
镁安山岩—熔浆低得多，当考虑它们的 ＳｉＯ２时，则
与镁安山岩符合。

表４实验的高镁安山岩熔浆的ＭｇＯ最低值
及建议值（邓晋福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Ｔａｂｌｅ４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ｇＯ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ｇｈ
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ｎ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ｍｅ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Ｄｅｎｇ
Ｊｉｎ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实验的高镁安山岩的ＭｇＯ最低值 建议的ＭｇＯ最低值

ＳｉＯ２（％） ５２．８９ ５４．３５ ６０．２６ ５２ ５５ ６０
ＭｇＯ（％） ６．５８ ６．００ ５．７７ ７．０ ６．０ ５．７

（５）这样，高镁安山岩和镁安山岩的正确鉴定
和识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前者是俯冲带上面幔楔

的局部熔融的岩浆，而后者是俯冲洋壳局部熔融的

岩浆。岩浆弧中只发育高镁安山岩，或镁安山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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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均发育，为我们了解洋俯冲带的热结构状态提

供了重要的关键性岩石学记录（参见图１）。
１．３．５　富Ｎｂ的弧玄武岩—玄武安山岩（ＮＥＡＢ）

地球化学研究（Ｋｅｐｅｚｈｉｎｓｋ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Ｓａｊｏｎａ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ＤｅｆａｎｔａｎｄＫｅｐｅｚｈｉｎｓｋａｓ，２００１；Ｌｉｎｇ
Ｍｉ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王强等，２００６）提出，年轻洋壳
俯冲形成的岩浆弧常有 Ａｄａｋｉｔｅ与富 Ｎｂ弧玄武
岩—玄武安山岩（Ｎｂ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ａｒｃｂａｓａｌｔｓａｎｄｂａｓａｌｔｉｃ
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ｓ）的共生，被称为 Ａｄａｋｉｔｅ交代的弧火山岩
系列（ａｄａｋｉｔｅｍｅｔａｓｏ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富 Ｎｂ
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形成于被 Ａｄａｋｉｔｅ岩浆交代的
幔楔橄榄岩的局部熔融机制，其主要特征是，Ｎａ２Ｏ
＞Ｋ２Ｏ，与正常的弧玄武岩—玄武安山岩相比，ＴｉＯ２
＞１％，Ｎｂ／Ｌａ＞０５，Ｎｂ／Ｕ＞１０，同时，Ａｄａｋｉｔｅ与富
Ｎｂ弧玄武岩—玄武安山岩组合被认为是与斑岩
Ｃｕ、Ａｕ矿形成有关的火成岩组合。
１．４　小结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岩浆弧的壳幔结

构与火成岩组合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可以反演岩浆

弧形成时的壳幔热结构与岩石学结构。

（１）如果岩浆弧只分布有 ＴＴＧ和／或 Ａｄａｋｉｔｅ，
特别是只有镁安山岩系列特征的岩石，那么，表明洋

壳是热的，而地幔楔是冷的，相当于图１ａ的热结构，
进而可以推测是年轻的玄武质的洋壳与上覆岩石圈

地幔橄榄岩的岩石学结构（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如果岩浆弧中只有陆壳源的真正的 Ｋ２Ｏ

高的花岗岩发育，同时相应的蛇绿岩中发育角闪石

化地幔橄榄岩的话，则可推测洋壳是冷的，幔楔亦是

冷的，相当于图１ｂ的热结构，它与老的洋壳与冷的
岩石圈地幔的岩石学结构符合。

（３）如果岩浆弧中只有高镁安山岩（ＨＭＡ）或／
和富Ｎｂ弧玄武岩—玄武安山岩（ＮＥＡＢ）或／和弧玄
武岩—玄武安山的发育，则指示洋壳是冷的，地幔楔

则是热的，可推测是老的洋壳的俯冲及其上覆的达

固相线的含有隙间岩浆的软流圈的地幔楔，相当于

图１ｃ。
（４）如果岩浆弧同时发育镁安山质性质的ＴＴＧ

或／和Ａｄａｋｉｔｅ和高镁安山岩或／和富 Ｎｂ弧玄武
岩—玄武安山岩（ＮＥＡＢ），则指示热的年轻的洋壳，
和上覆热的软流圈地幔楔的结构，这样的岩石学结

构与热结构是造就岩浆弧有关的 Ｃｕ—Ｎｉ、Ａｕ—Ｍｏ
大型和超大型矿床群集的良好的深部地质背景。

２　岩浆弧的主要地质特征
Ｃｏｎｄｉｅ于１９８２年对洋俯冲带上面的岩浆弧提

出三个主要特征，即 ① 岩浆前锋；② 组成（组分）
极性；③ 地球化学极性指数（见：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６）。
２．１　岩浆前锋

现代岩浆弧的火成岩产于岛弧或活动大陆边缘

弧内，与洋俯冲带有关的火山或侵入活动，通常在岩

浆前锋（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ｆｒｏｎｔ）处突然发育。岩浆前锋大致
与海（洋）沟（ｏｃｅａｎｔｒｅｎｃｈ）平行，离邻近海沟轴部约
２００～３００ｋｍ处的岩浆弧上突然发育，弧—沟之间
无岩浆活动的地带常称为弧—沟间隙。岩浆活动在

岩浆前锋处的突然发育，反映了洋俯冲带内或其上

覆楔形地幔内局部熔融作用的发生。

Ｓ̈ｅｎｇｏｒ（１９９３，１９９６），还可参见马文璞（１９９９），
指出岩浆前锋是一个重要的造山带的结构标志。当

位于两个大陆之间的洋壳俯冲消减和消亡之后，就

成为拼合的两个大陆之间的缝合带（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如果居间的洋足够的宽，并有多幕洋俯冲作用，常常

岩浆弧会向洋后退，并侵入到先前的俯冲增生杂岩

内，如果这种过程不止一次地发生，则洋陆转换带完

全由俯冲增生物质加岩浆弧构成，这样形成一个宽

阔的“新生陆壳”，在陆—陆碰撞造山过程时期又会

发生强烈的变质和变形，就会变得难以解读它的大

尺度的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国内文献常译为构造，但需注
意，它不是对应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的构造！），这是因为在一
个单调的、千篇一律的高度变质变形的玄武岩—燧

石（ｃｈｅｒｔ，或译为硅质岩）—浊积岩为主的岩石建造
内缺乏标志性的岩性（ｍａｒｋｅｒ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它导致野
外地质工作者在过去产生了绝望。由此，提出用移

动进入俯冲增生杂岩的岩浆前锋作为结构标记去追

索造山带的走向线和重建已经变形的和已经破碎的

俯冲增生杂岩的原先的连续性，以及重建造山带的

构造单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ｋｅｒｓ）。观察表明，岩浆弧有
很锋利的（ｖｅｒｙｓｈａｒｐ）前锋，但有分散的弧的后缘
（ｄｉｆｆｕｓｅｂａｃｋｓ），同时指出，增生楔向洋方向生长时，
岩浆前锋不是连续的向前延伸的，而是正常的幕式

跳跃的，其距离常常大于岩浆弧内主要岩浆轴的宽

度，在野外可使地质学家辨认岩浆前锋遗迹

（ｆｏｓｓｉｌ）；相反，在连续生长的俯冲增生杂岩中蛇绿
岩最长的也不过２００ｋｍ，被夹持在增生楔中，而不
是古老的大陆之间，用蛇绿岩作为结构标志则可能

产生误导，因为，蛇绿岩在这里是作为增生碎片偶然

的样式而存在的。

另外，岩浆前锋面向海沟的俯冲增生杂岩与岩

浆作用有相同的年龄，而岩浆弧的后陆（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是由比岩浆弧老的岩石构成的，这样，岩浆前锋的面

８７４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５年



向可指示洋壳的俯冲方向，即与岩浆前锋面向相反

的方向为洋俯冲的方向。

２．２　组成极性（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６）认为，与现代俯冲带有关的火山

岩的地球化学研究提出，钙碱性（ＣＡ）系列粗略地可
分为呈完全过渡的３个亚系列（ｓｕｂｓｅｒｉｅｓ），即弧拉
斑玄武岩亚系列（ａｒｃｔｈ）、钙碱性亚系列（ＣＡ，狭义
的）和钾玄岩亚系列（ｓｈ）（Ｊａｋｅｓ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２）。

→ →从弧拉斑玄武岩亚系列 钙碱性亚系列 钾玄

岩亚系列，在给定ＳｉＯ２值条件下，Ｋ２Ｏ逐渐增加，其
中弧拉斑玄武岩亚系列的Ｋ２Ｏ不会超过１５％。弧
拉斑玄武岩亚系列或钙碱性亚系列具有前锋弧的特

征。 → →从弧拉斑玄武岩亚系列 钙碱性亚系列

钾玄岩亚系列，ＲＥＥ从平坦式样到高度富集，８７Ｓｒ／
８６Ｓｒ比值逐渐变大，后来的研究又表明，εＮｄ（ｔ）逐渐
减小。火成岩的上述变化作为俯冲深度的函数，被

称为组成极性。对侵入岩来说，英云闪长岩在低

Ｋ２Ｏ岩石组（ｇｒｏｕｐ）中最丰富，而花岗闪长岩（γδ）
或石英二长岩（Ｑη）在高 Ｋ２Ｏ岩石组中最丰富。安
第斯弧区中—新生代的矿床的极性为，外带 Ｆｅ、Ｃｕ

→矿 内陆 Ａｇ、Ｐｂ、Ｚｎ →矿 最内陆 Ｓｎ、Ｍｏ矿
（Ｓｉｌｌｉｔｏｅ，１９７２）。

Ｊａｋｅｓ和 Ｗｈｉｔｅ（１９７２）对组成极性有如下阐述，
对于岛弧火山岩（ＳｉＯ２＝５０％～６５％）来说，主元素
和痕量元素丰度在水平方向上， →从外带 内带，和

→地层学层序上从早 晚，均呈现规律地变化，岩石

→组合从拉斑玄武岩亚系列 钙碱性亚系列（低Ｋ、
高Ｋ →） 钾玄岩亚系列，Ｋ２Ｏ增加（在ＳｉＯ２给定的
条件下），Ｋ２Ｏ／Ｎａ２Ｏ值升高，ＴＦｅＯ／ＭｇＯ值降低。

Ｐｉｔｃｈｅｒ（１９９３）在总结科迪勒拉活动大陆边缘火
成岩组合研究成果时指出，向洋一侧分布辉长岩—

闪长岩—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组合；内陆一侧

分布花岗闪长岩—花岗岩组合；同时认为，洋内岛弧

与斑岩Ｃｕ、Ａｕ矿有关，而大陆边缘弧与 Ｃｕ、Ｍｏ、Ａｕ
矿有关。

Ｍａｎｉａｒ和 Ｐｉｃｃｏｌｉ（１９８９）提出，无碱性长石的花
岗岩为洋斜长花岗岩，岛弧花岗岩为 ＴＴＧ＋石英闪
长岩（Ｑδ）组合，大陆边缘弧为 ＴＴＧ＋二长花岗岩
（ηγ）组合，碰撞花岗岩类为二长花岗岩组合，后造
山为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ξγ）组合，碱长花岗
岩＋石英碱长正长岩以及石英二长岩（Ｑη）＋石英
闪长岩（Ｑδ）＋石英正长岩（Ｑξ）为与裂谷有关，碱
长花岗岩＋石英碱长正长岩组合与大陆的造陆抬升
有关。

Ｆｒｏｓｔ等（２００１）则采用 Ｐｅａｃｏｃｋ’ｓ碱钙指数，讨
论侵入（岩）弧组成极性，外弧为钙性（Ｃ）的闪长
岩— →英云闪长岩组合 主弧的钙碱性（ＣＡ）的闪
长岩—二长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组合 内弧的碱

钙性（ＡＣ）的二长岩—正长岩—
→

高钾花岗岩组合

最内侧的碱性（Ａ）二长岩—正长岩—花岗岩—
碱长花岗岩—碱长正长岩组合。

Ｍｉｙａｓｈｉｒｏ（１９７４）指出，向着临近的大陆，横穿岛
弧的方向上，Ｋ２Ｏ，Ｎａ２Ｏ＋Ｋ２Ｏ和（Ｎａ２Ｏ＋Ｋ２Ｏ）／
Ａｌ２Ｏ３值升高；向洋一侧的外带主要为低 Ｋ２Ｏ的拉
斑玄武岩系列和钙碱性系列，向陆一侧为 Ｋ２Ｏ高的
钙碱性系列（图２），特别是同一个火山弧的 Ｋ２Ｏ表
征的空间组成极性，如东北日本弧和卡斯卡

!

弧的

内外带的比较十分清楚。

２．３　小结
（１）岩浆弧的组成极性为空间极性和时间极

性，其岩石学和地球化学判别标志相同。本节着重

讨论空间极性，时间极性和 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６）提出的第
三个地质特征（极性的地球化学指数）将在下一节

一起讨论。

（２）低Ｋ２Ｏ的火山岩组合，和富 Ｎａ的 ＴＴＧ组
合为外弧，花岗闪长岩—花岗岩（γδ—γ）组合，Ｋ２Ｏ
升高的以钙碱性系列为主的火山岩系列为主弧，高

Ｋ２Ｏ的花岗岩—正长岩（γ—ξ）组合以及钾玄岩系
列的火山岩为内弧。在地质图上判读组成极性，以

侵入岩组合的空间分布最为方便。

（３）从岩浆弧的组成极性来看，岩浆前锋亦就
是外弧向着海（洋）沟一侧的边界。

（４）岩浆前锋的面向，与组成极性的相互制约，
可以更好地反演与岩浆弧有成生联系的、代表洋俯

冲带的增生杂岩（包括蛇绿岩）的位置，以及洋俯冲

的方向，特别是空间上在岩浆弧两侧均有俯冲增生

杂岩（包括蛇绿岩）分布时难以确定岩浆弧与哪一

侧俯冲增生杂岩有成生联系以及洋俯冲的方向时，

岩浆前锋的面向和组成极性更为重要和有效。

３　弧成熟度（ａｒｃ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３．１　随时间的组成极性

Ｊａｋｅｓ和 Ｗｈｉｔｅ（１９７２）从岛弧火山岩的地层层
序讨论随时间的从早到晚的组成极性。一般来说，

拉斑玄武岩系列出现于岛弧演化的最早期（即最下

部的地层层序中），随后为钙碱性系列（即地层层序

的中部），最后为钾玄岩系列（即地层层序的上部）。

→ →岛弧从拉斑玄武岩系列 钙碱性系列 钾玄岩

９７４第 ３期 邓晋福等：岩浆弧火成岩构造组合与洋陆转换



图２岛弧与大陆边缘火山岩 ＳｉＯ２—Ｋ２Ｏ关系（据

Ｍｉｙａｓｈｉｒｏ，１９７４，转引自邓晋福等?）

Ｆｉｇ．２ＴｈｅＳｉＯ２—Ｋ２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ａｒｃ（ａｆｔｅｒＭｉｙａｓｈｉｒｏ，１９７４）

系列 （ →ｔｈ ｔｈ＋ＣＡ系列）的 前 进 式 演 化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被下列事实
进一步支持。与年轻的岩石（一般为中生代之后，

即新生代的！）伴生的岛弧只发育拉斑玄武岩系列

或低钾钙碱性系列岩石，如汤加—克马德克

（Ｔｏｎｇａ—Ｋｅｒｍａｄｅｃ），伊 豆—马 里 亚 纳 （Ｉｚｕ—
Ｍａｒｉａｎａｓ），中央千岛群岛（ＣｅｎｔｒａｌＫｕｒｉｌｅＩｓｌａｎｄｓ），南
桑德维奇群岛（Ｓｏｕｔｈ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Ｉｓｌａｎｄｓ）。而中生代
之前或白垩纪之前的岛弧发育拉斑玄武岩系列＋钙
碱性系列＋高钾钙碱性系列（ｔｈ＋ＣＡ＋ＨＫＣＡ），例
如，所罗门群岛（Ｓｏｌｏｍ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ｓ），新赫布里底群岛
（ＮｅｗＨｅｂｒｉｄｅｓ），阿留申群岛（Ａｌｅｕｔｉ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ｓ）。当
钾玄岩系列出现时，则基底岩石和伴生的沉积岩的

年龄总是中生代以前的，例如，堪察加半岛

（Ｋａｍｃｈａｔｃｋａ）；日本 （Ｊａｐａｎ），巽他群岛 （Ｓｕｎｄ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或新几内亚（ＮｅｗＧｕｉｎｅａ）。在这些高度演
化的岛弧中发育安第斯型中酸性（安山岩—英安

岩）钙碱性系列岩石。上述这样的演化表明，岛弧

的基底是从弧拉斑玄武岩系列岩石形成开始的，常

常是在海水下面定位的，并常常有互补的超镁铁岩

伴生。在理想的情况下，拉斑玄武岩系列岩石伴生

深水沉积物，而上覆的钙碱性系列岩石伴生浅水沉

积物，主要来自拉斑玄武岩系列和稍后的钙碱性系

列岩石（造山杂（岩屑）砂岩，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ｇｒａｙｗａｃｋｅ）。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岛弧的形成常常是从洋内

岛弧开始的。

Ｍｉｙａｓｈｉｒｏ（１９７４）则从弧的成熟度以及弧地壳的
厚度讨论随时间的组成极性，提出，随弧的成熟度的

增加以及弧地壳厚度的增加，钙碱性系列与拉斑玄

武岩系列的比值增加，平均的ＳｉＯ２和Ｋ２Ｏ增加。不
成熟的岛弧，主要由玄武岩和玄武安山岩组成，例

如，克马德克、汤加、北马里亚纳，中央千岛群岛，那

里的地壳为洋壳类型，壳厚１２～１７ｋｍ，主要为拉斑
玄武岩系列，其中钙碱性系列占０～４０％，岛弧由小
的火山岛组成，高出一般的洋底约４ｋｍ，可以想象
在此之前有一个长时间位于海水下面的历史，火山

物质的堆积以及洋底的向上翘起（ｕｐｗａｒｐｉｎｇ）使岛
弧露出了水面。如果，我们往前外推，则可以推测最

初始的岛弧不会有钙碱性系列，只是低 Ｋ２Ｏ的拉斑
玄武岩系列的玄武岩，其组成十分类似洋中脊的深

海拉斑玄武岩，这种低Ｋ２Ｏ的岛弧拉斑玄武岩可能
会在将来在岛弧的变质的蛇绿岩的基底中被发现。

成熟的岛弧，以安山岩和英安岩为主，例如日本东北

和堪察加，它们是大的火山岛，有陆壳型地壳，厚约

１７～３５ｋｍ，钙碱性系列占４０％ ～８０％。成熟的大
陆边缘弧，以安山岩、英安岩和流纹岩为主，例如卡

斯卡
!

内带和中安第斯（参见图２），陆壳厚３０～７０
ｋｍ，钙碱性系列占８０％～１００％。如果，结合图２所
展示的空间极性来看，用Ｋ２Ｏ表征的空间极性和时
间极性是相类似的。

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２）在讨论钙碱性侵入岩弧随时间的
演化时，主要用Ｐｅａｃｏｃｋ’ｓ碱钙指数的概念，并与火
山弧进行比较，进一步定义了弧成熟度的概念，认为

弧成熟度是由地壳厚度来定义的。同时指出，从

（ａ）不成熟的岛弧为钙性的贫Ｋ２Ｏ的闪长岩—二长
岩小侵入体；经（ｂ）成熟的大陆化（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ｉｚｅｄ）
的弧，无古老的硅铝质基底，为钙碱性的辉长岩—角

闪岩—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侵入体 ［请注意，

这里的大陆化指的是与上面讨论的火山弧地壳为陆

壳型的含义相类似，它是由于长英质火山岩的不断

增加形成的，与不成熟岛弧的以镁铁质火山岩构成

的洋壳型地壳是不一样的，因此，明确指出，这里无

古老地壳的基底！］，到（ｃ）成熟的大陆边缘弧，为钙
碱性—碱钙性的侵入岩组合；最后为（ｄ）酸性和碱
钙性的陆—陆碰撞带的二云母花岗岩类；其中（ｂ）
和（ｃ）显示，随时间和远离俯冲带的空间，ＳｉＯ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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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２Ｏ的增加，即时间极性与空间极性是类似的。需
要指出的是，总体上来说，弧地壳，特别是大陆化的

弧地壳相当于新生陆壳（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
是大陆地壳形成的第一阶段。

在国内，首先提出和应用地壳成熟度概念的是

何国琦等（１９９４），认为判断地壳类型的标志是标志
性岩石组合与宏观构造体制，并用它来解读新疆的

地壳形成和演化历史。

３．２　极性的地球化学指数（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与弧地壳厚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Ｃｏｎｄｉｅ基于现代弧火山岩的
Ｋ２Ｏ与弧地壳厚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提出了弧地
壳厚度与Ｋ６０（在给定的 ＳｉＯ２＝６０％的条件下，弧火
山岩的Ｋ２Ｏ含量，即 Ｋ６０）之间呈正相关的公式（参
见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６）：

Ｃ＝１８．２×Ｋ６０＋０．４５
式中Ｃ为地壳厚度，ｋｍ；Ｋ６０为 ＳｉＯ２＝６０％时的 Ｋ２Ｏ
含量。

图３ＳｉＯ２—Ｋ２Ｏ图（据Ｐｅｃｃｅｒｉｌｌｏ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６；邓晋福等，２００４）

Ｆｉｇ．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Ｏ２—Ｋ２Ｏ

（ａｆｔｅｒＰｅｃｃｅｒｉｌｌｏ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６；ＤｅｎｇＪｉｎ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Ｉ—弧拉斑玄武岩系列或低钾钙碱性系列（ＬＫＣＡ）；ＩＩ—中钾钙碱性系列（ＭＫＣＡ）；ＩＩＩ—高钾
钙碱性系列（ＨＫＣＡ）；ＩＶ—钾玄岩系列（ｓｈ）。ＳｉＯ２＝６０％处垂直虚线及关键点Ｋ６０值据邓晋

福等，２００４
Ｉ— ａｒｃｔｈｏｌｅｉｉ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ｒＬＫＣＡ；ＩＩ—ＭＫｃａｌｃ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ＩＩ—ｈｉｇｈＫｃａｌｃ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Ｖ—
ｓｈｏｓｈｏｎｉｔｅ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ｏｆＫ６０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ｇＪｉｎ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这样，ＳｉＯ２—Ｋ２Ｏ 图 （Ｐｅｃｃｅｒｉｌｌｏ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７６）就成为确定弧火山岩系列 Ｋ６０以及划分低钾
拉斑玄武岩（或称低钾钙碱性）系列（或亚系列）

（ＬＫＣＡ）、中钾钙碱性系列（ＭＫＣＡ）、高钾钙碱性系
列（ＨＫＣＡ）和钾玄岩系列（ｓｈ）的重
要图解，它对于讨论洋俯冲带形成

的岛弧和活动大陆边缘弧的组成

极性，包括空间极性和时间极性以

及弧地壳厚度，十分地有用。

为 了 直 观 地 表 达 Ｋ６０ 与
ＬＫＣＡ—ＭＫＣＡ—ＨＫＣＡｓｈ系列和
弧地壳厚度之间的关系，邓晋福等

（２００４）采用 Ｃｏｎｄｉｅ提出的计算弧
地壳厚度的公式计算了 ＬＫＣＡ—
ＭＫＣＡ、ＭＫＣＡ—ＨＫＣＡ，和 ＨＫＣＡ
ｓｈ边界的 Ｋ６０分别为 ０９、２１５和
３６５，以及这些边界 Ｋ６０对应的弧
地壳厚度分别为 １７ｋｍ、４０ｋｍ和
６７ｋｍ，参见图３。

由图３可知，低钾钙碱性系列
的火成岩弧的地壳厚度 ＜１５ｋｍ，
中钾钙碱性系列的火成岩弧的地

壳厚度１７～４０ｋｍ，高钾钙碱性系
列的火成岩弧的地壳厚度４０～６７
ｋｍ，钾玄岩系列的火成岩弧的地壳
厚度＞６７ｋｍ，它与我们上面讨论

的，具“洋壳型”的初始不成熟岛弧的地壳厚度１２～
１７ｋｍ，具“大陆化”陆壳型的成熟岛弧的地壳厚度
１７～３５ｋｍ，成熟的大陆边缘弧地壳厚度３０～７０ｋｍ
厚度，以及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的 ｓｈｏｓｈｏｎｉｔｅ［国内
对ｓｈｏｓｈｏｎｉｔｅ的译名很不一致，如钾玄岩（从柏林
等，１９７７）、橄榄玄粗岩（吴树仁，１９９０）、橄榄安粗岩
（王德滋等，１９９１）、玄粗岩（章邦桐等，２０１１）等，因
而文中说到系列时就用“钾玄岩系列”，对于具体岩

石名称，则用原英文名称］的地壳厚度７０～８０ｋｍ，
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它进一步表明，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６）
的数学方程，在大框架上，是合理的，可供造山带陆

壳厚度的框架性估算使用。同时，可以看出，发育高

→钾钙碱性系列火成岩的造山带具正常 加厚的陆

壳，而以钾玄系列为主的造山带一定具有山根（邓

晋福等，２００４）。

４　岩浆弧地壳—洋陆转换带的
地壳类型：讨论

基于上面的一系列的讨论，我们可对岩浆弧地

壳的形成过程和可能的物质构成作一个简要的讨

论。

初始岛弧的形成常常是洋岩石圈的俯冲，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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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洋内弧环境，其典型实例，即前面讨论的汤加—

克马德克岛弧系，伊豆—马里亚纳岛弧系，中央千岛

群岛岛弧系，南桑德维奇岛弧系等，为刚刚露出海水

面的小火山岛，地壳厚度 ＜２０ｋｍ，以玄武质—玄武
安山质的镁铁质（ｍａｆｉｃ）火成岩为主，在深部它们会
变质生成镁铁质的基性麻粒岩和基性角闪岩，

Ｍｉｙａｓｈｉｒｏ（１９７４）称之为“洋壳型”的地壳，这里所以
打出引号，是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洋壳（ＭＯＲＢ＋
ＯＩＢ组成），而主要是低钾拉斑玄武岩系列的玄武质
和玄武安山质，不同于真正镁铁质洋壳，表明岩浆弧

的下地壳主要为弧镁铁质火成岩的变质岩。但是，

弧下地壳的底部仍可能有真正的洋壳，因为，初始岛

弧是从洋—洋俯冲开始的。在洋俯冲带上面的楔形

地幔之上仍是洋壳，可参见图１，如果大陆地壳被洋
壳替代的话。

岩浆弧随时间的组成极性告诉我们，初始岛弧

形成之后，进入成熟岛弧阶段，该阶段以安山岩—英

安岩喷发为主，它们的深成侵入岩等同物为 ＴＴＧ组
合，此阶段正如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２）所指示的是“大陆化”
形成阶段，而无古老陆壳的基底，亦就是说 ＴＴＧ质
片麻岩形成阶段，它们将分布于镁铁质下地壳的上

面，形成弧上地壳的主要物质构成，这一阶段，弧地

壳增厚为约２０～４０ｋｍ左右，是大的岛屿的成熟的
地壳，如前面讨论的日本岛弧、巽他岛弧、新几内亚

岛弧，堪察加岛弧等。

这样，岩浆弧的地壳可能主要是双层结构，下地

壳为镁铁质，上地壳为长英质（参见邓晋福等，

１９９６，图 ７５）。我们知道，洋壳为玄武质（或镁铁
质），陆壳为花岗质（或长英质），而弧地壳下部为镁

铁质，上部为长英质，亦就是说，处于洋壳与陆壳的

过渡位置的地壳类型，显然，这与岩浆弧代表洋陆转

换（带）的构造环境相符合。如果说，岩浆弧代表的

洋陆转换带，从造山带类型来看，为增生造山性质，

那么，洋陆转换型地壳就是增生造山带所特有的洋

转化为陆的过渡型地壳类型了，亦就是说它不同于

克拉通的真正的陆壳，因此，仍在构造上具有一定的

活动性。另外，从大陆地壳形成来说，弧地壳相当于

陆壳形成的第一阶段，为新生陆壳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随后的陆—陆碰撞直至克拉通化
则形成第二阶段的成熟的陆壳。

致谢：感谢杨文采院士的邀约，以及在他领导下

＜板块构造与大陆动力学研讨会 ＞（北京香山，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１３日）和＜区域构造与火成岩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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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ｅｔｏｕｃｈｉ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Ｊａｐａｎ，Ｉ．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ＰＳＬ，６０：２９３～３０４．

ＴａｔｓｕｍｉＹ．１９８２．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ｈｉｇｈ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ｎ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ｏｕｃｈｉ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Ｊａｐａｎ．ＩＩ．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ＰＳＬ，６０：３０５～３１７．

ＴａｔｓｕｍｉＹ．２００８．陆壳的生成：与赞岐岩类的联系．科学通报，５３：
９７８～９９０．

ＴａｙｌｏｒＲＮ，ＮｅｓｂｉｔｔＲＷ，ＶｉｄａｌＰ，ＨａｒｍｏｎＲＳ，ＡｕｖｒａｙＢ，Ｃｒｏｕｄａｃｅ
Ｉ．１９９４．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ｉｎｉｔｅ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Ｃｈｉｃｈｉｊｉｍａ，ＢｏｎｉｎＩｓｌ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３５（３）：
５７７～６１７．

ＷｉｌｓｏｎＭ．１９８９．Ｉｇｎｅｏｕｓ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ｗｉｎＨｙｍａｎ，１～
４６６．

ＷｙｌｌｉｅＰＪ．１９７６．ＴｈｅＷａｙ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ｋ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ＳＡ：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２９６．

ＷｙｌｌｉｅＰＪ．１９８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ｍｐｏｓｅｄｂ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ａｇｍ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ｈｉｌ．Ｔｒａｎｓ．
Ｒ．Ｓｏｃ．Ｌｏｎｄ．Ａ３１０：４３９～４５６．

ＸｕＪｉ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ＹｕＸｕｅｙｕａｎ．２０００．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ｉｇｈＭｇ
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ａｄａｋｉｔｉｃ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ｃｈａｚｉｂｌ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Ｍｉａｎ
Ｌｕｅ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ｉｃｍｌ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ＰａｌｅｏＴｅｃｈｙａｎＣｒ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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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ｃｈｅｍ．，３４：３５９～３７７．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ｆｕ，ＳｕｎＭｉｎ，ＺｈｏｕＸｉｎｈｕａ，ＺｈｏｕＭｅｉｆｕ，ＦａｎＷｅｉｍ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２００３．Ｓｅｃｕｌ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ｂａｓａｌｔｓａｎｄ
ｈｉｇｈＭｇ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ｓ．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６７：４３７３～
４３８７．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ＤＥＮＧＪｉｎｆｕ１），ＦＥＮＧＹａｎｆａｎｇ２），ＤＩＹｏｎｇｊｕｎ１），ＬＩＵＣｕｉ１），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ｈｕｉ２），ＳＵＳｈａｎｇｇｕｏ１），
ＭＥＮＧＦｅｉ１），ＭＡＳｈｕａｉ１），ＹＡＯＴｕ１）

１）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Ｌｉｔｈｏｐｒｏｂ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

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ｕｒｖｅｙＢｕｒｅａ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ｅｒｍｓ
ｏｆｔｈｅｉｇｎｅｏｕｓｐｅｔｒ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ｃ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ｇｎｅｏｕｓ
ｐｅｔｒ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ＴＴＧ），ｈｉｇｈＭｇａｎｄｅｓｉｔｉｃ，Ｍｇａｎｄｅｓｉｔｉｃ，ａｄａｋｉｔｉｃａｎｄＮｂ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ａｒｃｂａｓａｌｔｉ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ｆｏｕ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１）ｔｈｅｗａｒｍｙｏｕ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ｃｏｏｌ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ｂｏｔｈｔｈｅｃｏｏｌｏｌｄｅｒ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３）ｔｈｅｃｏｏｌｏｌｄｅｒ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
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ｗａｒｍ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４）ｂｏｔｈｔｈｅｗａｒｍ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
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ｆｒｏｎｔａ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ｌｓ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ｅｄａｒｃｃｒｕｓ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ａｒｃｃｒｕｓｔ
ｍａｙｂ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ｔｈｅｍａｆ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ｅｌｓｉｃＴＴＧｇｎｅｉｓｓｅｓ．
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ｃｃｒｕｓｔｍａｙｈａｖｅ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ｏｒｍａｙ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ｔｈｅ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Ｔｈｅ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ｒｃｃｒｕｓｔａｒ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ｆｏｒ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ｌｔｓ（ｏｒｔｈｅ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ｆｒｏ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ａｒｃ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ａｒｃｃｒｕｓｔ；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

４８４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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