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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揭示造山带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发展洋板块地质学,阐明大陆形成演化过程和动力来源,应用板块构造理论和地质

学方法,对造山带俯冲增生杂岩带、蛇绿岩带等大洋岩石圈板块地质建造、结构构造进行系统研究,寻找俯冲带岛弧前弧火成

岩组合;研究洋板块初始俯冲过程中,从前弧玄武岩到玻安岩、高镁安山岩,再到弧拉斑玄武岩和钙碱性熔岩的岩浆作用分阶

段递进演变历史,以揭示洋盆向大陆转化的原始弧性质和前弧火成岩组合及洋陆转换过程,为建立和发展洋板块地质学奠定

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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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revealthematerialcompositionandthestructureoftheorogenicbelt,weproposetheoceanplategeology,

whichisusedtoexplaintheprocessofcontinentalformationandevolutionandthesourceofdynamics．Basedonthetheoryof

platetectonicsandgeologicalresearch methods,thesubductionＧaccretionarycomplex,theophiolitebelt,andotheroceanic
lithosphericplategeologicalformationsandstructureconstructionintheorogenicbeltaresystematicallystudiedinordertofind
theigneousrockassociationofthefrontarcinthesubductionzone．Intheinitialsubductionprocessoftheoceanplate,the
magmatismfromtheforearcbasalts(FAB)totheboninite,highＧMgandesite(HMA),tothearctholeiiteandcalcＧalkalinelaＧ
vaanditsdifferentstageevolution,arestudiedinordertoidentifythecharacteristicsoftheoriginalarcandfrontarcigneous
rockassociation,whichrevealstheoceanＧcontinenttransitionintheevolutionprocessfromoceanbasintothecontinent,laying
ascientificfoundationfortheestablishmentanddevelopmentofoceanplate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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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编纂中国区域地质志过程中,为解决

一些疑难地质问题,提高志书质量,我们对新疆、青
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湖北、浙江等省(区)蛇绿

混杂岩和俯冲增生杂岩进行了专题研究和科学考

察,识别出一些典型的蛇绿混杂岩(图１)和洋板块地

层系统,并从区域地质的视角对蛇绿岩类型和洋陆转

换过程进行了综合研究,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洋板

块形成、发展和消亡的遗迹存留于造山系之中．为了

揭示和阐明造山系的结构构造及其演化过程,必须开

展造山系洋板块地层系统及有关问题的研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大量海底地质调查研究成

果基础上,诞生了板块构造学说,推动了地质科学向

全球化方向发展．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也开始重视

海洋地质的调查研究．李四光(２０１６)在«天文地

质古生物»一书中,论述了太平洋、大西洋与印度

洋洋底构造的主要特点和阿拉斯加海湾海底火山锥

和平顶火山．黄汲清和陈炳蔚(１９８７)在«中国及邻区

特提斯海的演化»一书中,讨论了特提斯洋的演化,
并引用哈奇森(HutchisonandGoldman,１９７５)在
东南亚划分的９条蛇绿岩带,论证了冈瓦纳大陆与

欧亚大陆碰撞的时代和部位．张文佑(１９８６)总结了

西北太平洋和东北印度洋的大洋地壳和二者边缘海

过渡型地壳特点及其演化,提出“拉张成海、挤压造

陆”的洋陆转换模式．
近年来,中外地质学家都十分关注蛇绿岩和洋

板块地层(OPS)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王希斌

等,１９８７;肖序常和李廷栋,２０００;WakitaandMetＧ
calfe,２００５;Maruyamaetal．,２０１０;Dilekand
Furnes,２０１１;张 进 等,２０１２;SafonovaandSanＧ
tosh,２０１４;鲍 佩 声 等,２０１５;Safonovaetal．,

２０１６;张克信等,２０１６;闫臻等,２０１８),总结论述了各

个地区蛇绿岩和洋板块地层类型、岩石组合、地球化

学特征及其形成的构造背景,对深化造山系的认识

和发展板块构造理论作出了贡献．但同大陆板块一

样,大洋板块同样发育有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等

建造组合和各种构造形迹,不仅仅是地层系统．因
此,在地质志编纂过程中,我们提出:通过相关资料

的综合集成,把洋板块地层系统发展成为洋板块地

质学的研究,以期达到地质科学理论创新的宏愿．

１　为什么要研究洋板块地质

大洋是一个复杂的地质地理系统,现代的太平

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等大洋洋底地形、地貌、

地质条件都异常复杂,有高山(海山),也有深谷(深
海沟、裂谷);有洋中脊海岭,也有裂离地块;有平原

(深海平原),也有盆地(弧前盆地、弧间盆地、弧后盆

地);有火山岛弧,也有洋内弧(图２)．古大洋具有同

样的地质地理系统．
地质事业的发展呼唤着地质科学的创新．在编

纂中国区域地质志过程中,我们要求运用板块构造

理论的新思维和大陆动力学的新理念,总结中国地

质发展演化规律,概括出新认识、新概念和新理论,
为创立和发展洋板块地质学奠定科学基础．研究和

发展洋板块地质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１．１　研究洋板块地质有助于深化造山系的认识

中国大陆广泛分布有不同地质时代、不同类型、
不同规模的造山系,构成中国地质的一大特色(潘桂

棠和肖庆辉,２０１６)．除板内型造山带以外,各种类型

的造山系都记录了洋板块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
它们不仅发育了复杂的洋板块地层系统,而且蕴藏

着洋板块特殊的沉积建造、岩浆岩组合、变质作用、构
造形迹、成矿作用和地球物理场、地球化学场特征等

丰富的地质信息,记录了洋板块从洋中脊形成到海沟

俯冲消亡洋陆转换的全过程和大陆增生的轨迹．
造山系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异常复杂,特别是

经历多次构造运动影响,使得许多岩石建造组合和

构造形迹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变质、变形、变位,更增

加了研究的难度．因此,只有加强洋板块地层系统在

内的洋板块地质的精细研究,才能正确识别造山系

岩石建造组合及其构造背景,才能破解造山系若干

地质难题,提出一些创新性成果．
１．２　研究洋板块地质有助于阐明大陆形成演化的

动力来源

大洋岩石圈如何演化形成大陆岩石圈? 大洋板

块如何演化形成大陆板块? 是当代板块构造和大陆

动力学重大前沿性科学问题之一．研究表明,洋内俯

冲带是洋盆演化形成大陆的起源地,洋内俯冲作用

形成的洋内弧是洋盆演化形成大陆的雏体,洋陆转

换作用是大洋板块演变形成大陆的主要过程．
中国大陆是由多个陆块和造山系拼贴而形成的

大陆．驱动中国大陆形成演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大

洋洋底扩张,当然也来自大陆深部壳幔相互作用和

软流圈物质的上涌．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形成与古

亚洲洋、古太平洋、特提斯洋的形成、演化、消亡和洋

陆转换密切相关．现代中国大陆地质构造格架是由

于西伯利亚板块、太平洋板块与印度－澳大利亚板

块向中国大陆相向挤压汇聚而形成的,驱动三大板

２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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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湖北大洪山地质图及其洋板块岩石组合

Fig．１ GeologicalmapandoceanicplaterockassemblageofDahongshaninHubeiProvince
图a,b据孔令耀等(２０１７);图c~f据胡正祥等(２０１５);a,b．湖北省大洪山晋宁期造山带地质图;c．海山:大理岩－玄武岩组合;d．洋岛辉长岩组

合;e．枕状玄武岩;f．深海硅质岩．图a中:F１．武山－宝鸡断裂;F２．洛南－栾川－方城断裂;F３．勉略－青峰－襄广断裂;SF１．商丹断裂;图b中:

FO１．三里岗－三阳断裂;FO２．黄家湾－小阜－太阳寺断裂;FO３．柳树湾－梅关－破岩山断裂

３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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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全球海底地貌

Fig．２ Globalseabedgeomorphology
据莫杰(２００４)

块相向汇聚的动力来源于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洋底扩张．因此,加强洋板块地质的研究有助于查

明洋陆转换的过程和大陆形成的动力来源．
１．３　研究洋板块地质有助于查明矿床形成分布的

时空规律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不仅蕴藏着丰富的

石油、天然气和盐类资源,而且储藏着十分丰富的金

属矿产资源．美国科学家梅罗(MeroL．)１９６５年估

算,世界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总量达３×１０１２t,仅太

平洋就有１．７×１０１２t,其中具工业价值的储量约为

７００×１０８t,折合金属量:锰１７５×１０８t、镍９．１×
１０８t、钴１．５×１０８t、铜７×１０８t(李廷栋,１９９８),而
且这种多金属结核每年仍在以６００×１０４~１０００×
１０４t速度生长(李廷栋,２０１０)．此外,还有丰富的富

钴锰结壳、海底硫化物矿床和多金属软泥等．它们之

中尚伴生有钛、钼、铅、锌、金、银、铂等多种金属元

素．从洋底金属矿产元素聚集、分布状况和特点来

看,现今大洋如是,古大洋亦然．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古大洋板块的俯冲、消亡,

这些金属元素都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一部分俯冲到

地壳深部或地幔,另一部分滞留在俯冲增生杂岩带,
总之都汇聚到俯冲增生杂岩带及其深部,构成金属

矿床形成的物质来源．所以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增生

型造山带储存着大量流体,蕴藏有众多大型、超大型

铜、金、多金属矿床．全球２/３的铜矿和１/３的金矿

都与俯冲型和碰撞型造山作用有关,大多分布于俯

冲增生型杂岩体内．亚洲大陆东缘滨太平洋成矿域

和美洲安第斯巨型斑岩型铜矿成矿带是俯冲增生造

山作用成矿的典型代表;我国西藏冈底斯乃至整个

特提斯构造域南缘则是典型碰撞造山作用成矿的实

例．因此,通过洋板块地质和壳幔相互作用的研究有

助于查明这些矿床形成和分布的时空规律和特点．
１．４　中国具备发展洋板块地质学的良好地质条件

新元古代以来,由于古亚洲洋、特提斯洋、古太

平洋、古泛大洋等古大洋的洋陆转换和侧向增生铸

造了中国大陆．这个大陆的特点是,围绕华北、塔里

木、扬子３个克拉通陆块区发育有一系列不同时代、
不同类型的造山系和板块对接带(缝合带)．在这些

造山系和对接带中保存了大量与洋板块及其形成演

化有关的地质记录(张克信等,２０１６)．
近４０年来,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大比例尺

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和地质科学研究,还在

东昆仑造山带进行了非史密斯地层的专题研究(张
克信等,２００１)．通过地质调查研究,在新疆、青海、内
蒙古、黑龙江、吉林、西藏、云南、湖北、福建、浙江、河
南等省(区)发现近百条蛇绿混杂岩带,在青海拉脊

山、内蒙古西拉木伦、黑龙江黑龙江群、吉林辽河群、
湖北大洪山花山群等,都发现比较典型的洋板块地

层系统和蛇绿混杂岩带,有的地区还发现了作为洋

陆转换标志的洋内弧火成岩组合．

４４４１



　第５期 　　李廷栋等:关于发展洋板块地质学的思考

我国蛇绿岩、俯冲增生杂岩的主要特点是:分布

面积广、跨越的地质时代长、类型多,有的地区发育

和保存比较完整．
上述诸点说明,中国具备建立和发展洋板块地

质学的良好条件和潜力,经过广大地质工作者的精

心调查研究,会使我国成为诞生和研究洋板块地质

学的基地．

图３　甘肃北山马鬃山俯冲增生杂岩

Fig．３ SubductionＧaccretionarycomplexofMazongshan,Beishan,GansuProvince
据张克信等(２０１８)

２　洋板块地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洋板块地质学的基本概念是:应用地质学的理

论和方法对造山系俯冲增生杂岩带、蛇绿岩带等大

洋岩石圈板块地质建造、结构构造进行系统研究,再
造大洋岩石圈板块从洋中脊形成到海沟俯冲消亡、
转换成陆的地质作用全过程,称为洋板块地质学．洋
板块地质学研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
２．１　研究俯冲增生杂岩的物质组成

作为洋板块地层、岩石堆积体的俯冲增生杂岩主

要由外来岩块和基质两部分物质组成．外来岩块包括

变质基性、超基性岩(辉长岩、辉绿岩、蛇纹石化超镁

铁质岩)、变质枕状熔岩、大洋中脊玄武岩、变硅质岩、
放射虫硅质岩、深海相铁锰硅质岩、海山玄武岩－大

理岩组合等．基质多为泥质岩、浊积岩等(图３)．
由于海底扩张和深部热液或岩浆活动,往往使

大洋中脊一带基性、超基性岩发生重结晶作用,形成

变质岩石,产生一些变质矿物:蓝闪石、硬柱石、硬
玉、硬绿泥石等．

同时,要对外来岩块、基质岩石进行精确同位素

测年和岩石地球化学研究．
２．２　研究洋板块地层系统

洋板块地层构成造山系中洋板块从其在洋中脊

形成到海沟俯冲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增生杂岩地层

(张克信等,２０１６;图４),它不是真实的地层层序,而
是构造成因的层状构造堆叠体,仅仅代表了在俯冲

之前堆积在大洋板块上的沉积岩、火山岩地层组合．
它们经板块运动运移、俯冲、汇聚形成俯冲增生杂

岩,是大洋板块地层与活动陆缘搬运到海沟中的陆

源碎屑岩的混杂堆积,代表了洋板块地层汇聚、俯
冲、消亡的遗迹．

因此,从俯冲增生杂岩的解析入手,识别增生杂

岩地层组合的构造堆叠序列,划分大洋板块与陆源

碎屑岩地层类型,重建洋板块地层系统,再造造山系

中洋板块岩石圈从洋中脊形成到海沟俯冲、消亡全

过程,这对于探讨洋陆转换和解决洋板块地质一系

列地质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２．３　研究蛇绿岩类型及其形成的构造环境

蛇绿岩和洋板块地层系统是再造洋板块地质及

其地质演化的两大支柱．自从１９７２年第一次彭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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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洋板块地层类型及形成构造环境划分示意

Fig．４ TheclassificationandconstructionenvironmentofOPS
据张克信等(２０１６)

图５　蛇绿岩类型

Fig．５ Typesofophiolites
据 DilekandFurnes(２０１１);冯益民和张越(２０１８)

会议给出蛇绿岩的定义以来,经过４０多年的研究、
探索和争论,人们逐渐认识到:蛇绿岩可以形成于威

尔逊旋回的各个演化阶段,类型很多．不同类型蛇绿

岩起源于不同的构造环境,具有不同的岩石组合、结
构样式、地球化学特点和演化路径,需要对以往的认

识进行修正．
DilekandRobinson(２００３)和DilekandFurnes

(２０１１)经过多年研究探索,提出了新的蛇绿岩定义

和分类方案．新的分类方案把蛇绿岩分两大类:一类

为与俯冲作用无关的蛇绿岩,包括陆缘型蛇绿岩

(CM)、洋中脊型蛇绿岩(MOR)和地幔柱型蛇绿岩

(P);另一类为与俯冲作用有关的蛇绿岩,包括俯冲带

上盘型蛇绿岩(SSZ)和火山弧型蛇绿岩(VA)(图５)．

基于DilekandFurnes(２０１１)蛇绿岩的新定义、
新分类,在利用蛇绿岩研究成果重建古大洋时,应重

点研究以下３个问题．首先,要研究查明蛇绿岩类

型、岩石组合序列、地球化学特征、时代及其形成的

构造环境;第二,从分析造山系地质演化入手,再造

威尔逊旋回各阶段蛇绿岩所代表的洋板块性质及其

演化历史,探索大陆形成演化的历史及其动力学背

景;第三,从洋陆转换的角度出发,首先寻找初始洋

内弧,研究俯冲带上盘SSZ型蛇绿岩演变过程,进
而分析洋内弧演变为成熟弧－岛弧－岛弧链而最后

岛弧拼合形成大陆的全过程．
２．４　研究洋板块沉积组合

洋板块中的开阔大洋(洋盆地)与弧－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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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２种构造环境,存在不同的沉积组合．大洋盆地

是大陆坡以外水深４０００~６０００m 深海区,包括有

中央海岭、深海平原、深海丘陵等,以远洋和半远洋

沉积物(红粘土、生物软泥、深海砂、宇宙尘)为特征．
深海沟是位于大陆边缘或岛弧与深海丘陵之间深度

超过６０００m 呈 V字形的构造单元,它与岛弧一起

构成弧－沟系统,其沉积岩以岩浆弧火成岩为主要

物源的碎屑沉积岩为主,厚度可达几百米到千余米

(程裕淇和王鸿祯,２００６)．

图６　前弧玄武岩家族

Fig．６ TheforearcbasaltsintheoceanＧcontinenttransition
据肖庆辉等(２０１６)

　　应该仔细研究和区分上述２种不同的沉积岩组

合,作为鉴别开阔大洋环境与弧－沟系统环境的

重要依据．
２．５　研究俯冲带岛弧前弧火成岩组合

近年来,在俯冲带岛弧前弧地区发现前弧玄武

岩(FAB)(又称似洋中脊玄武岩,MORBＧLike玄武

岩)、埃达克岩(adakite)、富铌玄武岩(NEB)、玻安

岩(boninite)及高镁安山岩(HMA)等多种火成岩组

合．它们是洋陆转化形成大陆的初生弧火成岩组合,
代表了洋陆转化中的大陆胚胎,被称为洋内弧前弧

玄武岩家族(图６)．要研究这些岩石的识别标志、地
球化学特征、成岩构造环境及成因等．

要研究洋板块初始俯冲过程中,从前弧玄武岩

到玻安岩、高镁安山岩,再到弧拉斑玄武岩和钙碱性

熔岩的岩浆作用分阶段递进演变历史,以揭示洋盆

向大陆转化的原始弧性质和洋陆转换的过程．
２．６　研究洋陆转换的过程和机制

洋陆转换是当代地质科学研究重大前沿问题之

一,是洋板块地质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陆地壳

的形成,是通过洋板块的俯冲和底侵的幔壳转化形

成特征的岛弧火成岩组合序列的岩浆增生作用而实

现的．因此,在洋陆转化研究中,除前述诸点外,要重

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研究:第一,要努力寻找和发现俯

冲带岛弧前弧那套所谓“洋内弧前弧玄武岩家族”的
特征火成岩组合,并进行精细岩石学、岩石地球化学

研究和年代测定,为洋陆转换提供岩石学证据．第
二,从洋内弧入手,研究初始俯冲中岩浆作用分阶段

递进演变的过程,研究洋盆向大陆(造山系)转换的

标志性岩石组合．第三,研究洋内弧发育为成熟弧的

关键地质作用和洋陆转换过程和机制．
２．７　研究构造作用重建古造山系OPS层序

由于受后期构造作用以及缝合带的再活动尤其

是走滑断裂的影响,俯冲增生杂岩中部分 OPS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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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南阿拉斯加格雷维克 OPS叠瓦和双重构造剖面

Fig．７ ImbricateandduplexstructuralprofilesofGravik
OPSinSouthAlaska

据潘桂棠和肖庆辉(２０１６)

图８　陈蔡群俯冲增生杂岩中呈叠瓦状的构造变形

Fig．８ TheimbricatestructuraldeformationinthesubducＧ
tionaccretioncomplexofChencaiGroup

据李正祥(２０１５)

层序会发生强烈的变形．因此,研究构造作用,重建

古造山系地层原岩层序是洋板块地质研究的重要内

容(潘桂棠和肖庆辉,２０１６)．
在古造山系俯冲增生杂岩中,要理清 OPS层

序,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导致地层呈叠瓦状展布的逆

冲断层,这是在野外使用传统技术难以识别的构造．
这些断层大多数是只有几毫米厚的鳞片状泥岩带,
并被分成不同的构造单元．如果它们高度变质则用

传统技术难以识别为逆冲带,那就要沿走向追踪．当
发现它们被分隔成不同的单元,且局部地区出现较

老层序位于较新层序之上时,则应把这个地区划定

为关键地段进行大比例尺岩石或者岩石组合地质填

图(Maruyamaetal．,２０１０)．地质填图中要采用综

合构造解析方法分析研究使地层呈叠瓦状展布的构

造作用(图７),再造洋盆 OPS连续地层剖面中岩石

或者岩石组合构造变形样式(图８)．
除上述应用构造解析方法研究叠瓦状展布的地

层以外,采用平衡剖面方法对所有区段连续逆冲地

层进行构造－地层再造,建立不同区段连续地层骨

架．混杂岩岩块保存了部分 OPS连续地层剖面甚至

保存了 OPS全部的碎屑岩块物质．通过岩块中的放

射虫、牙形石 类微体化石的研究,可以重建混杂

岩的地层岩石层序．依据俯冲增生杂岩基质中碎屑

锆石年龄及岩块地层岩石层序年代对比研究,确定

洋壳俯冲增生的起始时间及持续时间．最后通过同

位素地质及古地磁测年、生物地层学、沉积学及构造

地质学的综合研究,确定俯冲增生杂岩的原岩层序

时代、俯冲增生时代、变质时代和后期构造作用及缝

合带再活动的时代,从而还原古造山系大洋板块产

生和俯冲增生的全过程．

图９　洋内弧不同构造单元、不同构造演化历程控制不同类

型成矿作用示意

Fig．９ Schematic mapsofdifferenttypesofmetallogenesis
controlledbydifferenttectonicunitsandevolutionary
processesinintraＧoceanicarcs

据 HerringtonandBrown(２０１１)．a．洋内弧早期阶段以基性岩和超基

性岩为容矿母岩的 VMS型CuＧzn矿床和SSZ型蛇绿岩中基性岩和

超基性岩为容矿母岩的铬矿床;b．洋内弧晚期阶段形成的以伸展构

造控矿为主的 VMS型CuＧAu矿床

２．８　研究洋－陆转换带成矿作用形成与演化

古老造山系中绝大多数矿床都形成于洋内俯冲

背景的岛弧构造岩浆环境,并在岛弧增生带中保存

下来．所以,洋内俯冲背景的弧－陆碰撞带是当今全

球多数矿产资源的产地,尤其是斑岩型 CuＧMoＧAu
矿床、浅成热液型 AuＧAg矿床和火山型块状硫化物

(VMS)矿床产地,它们是全球勘探公司寻找贱金属

和贵金属的首要探测目标(Bierleinetal．,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形成于不同洋内俯冲背景的岛弧构造岩浆环

境和不同构造演化历程的矿产类型和规模都不同

(图９)．现在斑岩型Cu矿的勘探重点是寻找深部隐

伏矿体,这需要对区域地质演化历史和岛弧构造岩

浆环境下斑岩型Cu矿的成因及成矿过程等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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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综合的认识．
在洋内弧构造演化和改造过程中成矿作用方面

要重点研究:(１)增生作用和俯冲极性反转作用;(２)
增生作用和俯冲后退作用;(３)增生作用和裂谷作用．

最近的研究显示,洋内弧形成的矿床与俯冲洋

壳及其沉积物重熔作用有关联,研究显示,经过俯冲

洋壳及其沉积物重熔形成的熔体和流体改造过的地

幔楔重熔作用对大型及超大型矿的形成起关键性的

控制作用．

３　结语

(１)洋板块地质学是应用板块构造理论和地质

学方法对造山系俯冲增生杂岩带、蛇绿岩带等大洋

岩石圈板块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等进行系统研究,
再造大洋岩石圈板块从洋中脊形成到海沟俯冲消

亡、转换成陆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构造单元和地质事

件．除研究洋板块地层系统之外,还要系统研究洋板

块特殊的深海沉积建造、岩浆岩组合、变质作用、构
造形迹、成矿作用和地球物理场、地球化学场、地壳

应力场特征等的地质信息,以及其发展演化的历史

过程和动力学机制．
(２)俯冲增生杂岩是一个老的概念．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洋板块地层概念的提出,赋予了俯冲增生杂岩

新的涵义．地质学家(Isozakietal．,１９９０;Kuskyet
al．,２０１３)通过对日本造山系俯冲增生杂岩的研究

命名了洋板块地层(OPS),泛指造山系中洋板块从

洋中脊形成到海沟俯冲消亡在洋盆中形成的一套地

层组合的构造堆叠,主要由洋盆和活动陆缘两大类

地层 构 造 堆 叠 组 成 (Isozakietal．,１９９０;张 克

信等,２０１６)．
(３)我国地域辽阔,地质构造复杂,存在多个时

代、多种类型的造山系,发育了多种类型的俯冲增生

杂岩带和蛇绿岩套,经历了复杂的洋陆转换过程,为
洋盆地层系统和洋板块地质学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和机 遇,但 研 究 的 基 础 薄 弱,难 度 大,也 带 来

大的挑战．
(４)当前,我国进入新时代,对地质工作提出了

新要求．地质找矿、地质环境评价和地质灾害防治

等,都需要先进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的支撑．我们期

望充分利用我国具有多时代、多类型造山系的优越

地质条件,在洋盆地层系统和洋板块地质研究上有

大的建树,取得一些创新性地质成果,为地质事业、
国 家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创 新 地 质 科 学 理 论 做 出

更大贡献!
致谢:湖北省地质调查院、浙江省地质调查院等

全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地质调查院专家学者们为

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并进行过多次有

益的研讨．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对提高

本文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马杏垣院士生前十分关注构造地质学和海洋地

质学的发展,特以此文纪 念 恩 师 马 杏 垣 教 授 诞 辰

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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