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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南印度洋中脊（ＳＷＩＲ）增生的洋壳面积仅占印度洋的１５％左右，但其具有比东南印度洋中脊和西北印度

洋中脊更悠久而复杂的演化历史．基于已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资料，系统总结了ＳＷＩＲ的地质构造特

征，并讨论了ＳＷＩＲ的演化过程、洋脊地幔的不均一性、洋脊周边海底高原成因等核心问题．ＳＷＩＲ地形中段高、东

西两段低，空间重力异常基本与地形变化一致．按转换断层一级边界可将ＳＷＩＲ划分为２０个一级段．ＳＷＩＲ的磁异

常条带呈现两端渐进式分布和中段带状分布特征，对应洋脊的三期演化历史．ＳＷＩＲ的地幔源区极不均一，尤其是

中新元古代造山带根部集中拆离的中段．源区地幔的不均一性与大陆裂解和洋脊演化过程密切相关．ＳＷＩＲ的东端

与西北印度洋中脊和东南印度洋中脊的邻近洋脊段具有地球化学亲缘性，西端与大西洋中脊和南美洲—南极洲洋

中脊的邻近洋脊段具有地球化学亲缘性，这与ＳＷＩＲ的渐近式扩张有关．ＳＷＩＲ周边海底高原普遍具有较大的地壳

厚度，其成因除了陆壳基底之外，可能与热点火山作用、热点洋脊相互作用或热点三联点相互作用有关，目前尚未

形成统一的认识．ＳＷＩＲ的形成演化及其作用域内的熔融异常（如海底高原）是冈瓦纳大陆裂解、残留岩石圈地幔、

软流圈地幔和深部地幔热柱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了解ＳＷＩＲ的演化过程对揭示冈瓦纳大陆的裂解过程和印度洋

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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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西南印度洋中脊（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简

称ＳＷＩＲ）是印度洋中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属超

慢速扩张洋中脊（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ａｕｔ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根据洋脊及洋陆过渡带分布，估算ＳＷＩＲ作

用形成的洋壳面积，即作用域，约１０００万ｋｍ２，占印

度洋的～１５％，小于西北印度洋中脊（ＮＷＩＲ）和东

南印度洋中脊（ＳＥＩＲ）（余星等，２０１９ａ，ｂ）．但相对

ＮＷＩＲ和ＳＥＩＲ，ＳＷＩＲ具有更悠久的演化历史，其

初始活动时间可上溯至～１６５Ｍａ，即非洲和南极洲

板块的分离（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ａｎｄＨｕｎｔｅｒ，１９９６；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整个ＳＷＩＲ的活动贯穿了印度洋演化

的始终，印度洋区域构造演化、岩浆作用和深部地球

动力学过程均在ＳＷＩＲ作用域上留下痕迹，因此研

究ＳＷＩＲ的地质构造特征具有重要的地球动力学

意义．

ＳＷＩＲ的存在最早由Ｒｏｔｈé（１９５４）根据海底天

然地震的分布提出，随后Ｅｗｉｎｇ和 Ｈｅｅｚｅｎ（１９６０）

利用Ｒ／ＶＶｅｍａ号获取的海底地形资料证实了其

真实存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间，在“国际印度洋考察计

划（ＩＩＯＥ）”的推动下，西南印度洋的调查研究活动

不断增加（Ｓｃｈｌｉｃｈ，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启动的“国际大洋

中脊研究计划（ＩｎｔｅｒＲｉｄｇｅ）”为ＳＷＩＲ的调查研究

提供了新的机遇．截至目前，美国、南非、日本、英国、

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均在ＳＷＩＲ开展过相关的

调查研究工作．我国在ＳＷＩＲ已成功申请获得一块

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对矿区及周边区域的地质构造

特征及成矿潜力开展了高密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Ｚｈ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Ｎ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不

过，由于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合同区，对整个

ＳＷＩＲ的研究和认识仍然十分有限（李江海等，

２０１５；李三忠等，２０１５；刘持恒等，２０１８），对ＳＷＩＲ

的演化过程、洋脊地幔不均一性、洋脊周边海底高原

成因等重要科学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国内外已有的调查和研究成果，进一

步梳理ＳＷＩＲ的地质构造特征，包括地形地貌、重

磁异常、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等，探讨ＳＷＩＲ的演化

过程、洋脊下地幔的不均一性以及洋脊周边海底高

原的成因等问题，为了解冈瓦纳大陆的裂解过程和

印度洋演化过程提供支撑，为了解晚侏罗世以来印

度洋区域的地球动力学过程提供帮助．

１　ＳＷＩＲ地形及分段特征

ＳＷＩＲ分布于布维三联点至罗德里格斯三联点

之间（图１ａ），全长～７７００ｋｍ（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曹红，２０１０；刘持恒等，２０１８）．离轴２００ｋｍ范围内

的洋壳水深范围－６９２２～７８０ｍ，其中主体水深

－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ｍ，布维岛海拔最高，高于海平面

～７８０ｍ，离轴距离约７０ｋｍ（图１ｂ）．深大断裂处水

深最大，如安德鲁—贝恩断裂带和梅尔维尔断裂带，

６８５３



　１０期 余星等：西南印度洋中脊地质构造特征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

图１　西南印度洋中脊及周边地形特征

（ａ）西南印度洋中脊水深分布图，海底高原界线为－３０００ｍ等深线．沿洋脊中央裂谷的红线为扩张中心，垂直于洋脊的红色虚线指示图２

的剖面线位置，红色圆点为大洋钻探井位．投影方式为Ａｉｔｏｆｆ等距投影，中央经线为３５°Ｅ．插图为西南印度洋中脊位置图．（ｂ）西南印度洋

中脊离轴２００ｋｍ内的水深分布图．垂直于洋脊的黑线为断裂带，断裂带缩写参照表１．数字编号为一级洋脊段序号．（ｃ）沿ＳＷＩＲ轴部的

水深变化图．地形图和水深剖面数据来源于 ＧＥＢＣＯ．ＳＷＩＲ—西南印度洋中脊，ＮＷＩＲ—西北印度洋中脊，ＳＥＩＲ—东南印度洋中脊，

ＭＡＲ—大西洋中脊，ＳＡＡＲ—南美洲南极洲洋中脊，ＢＴＪ—布维三联点，ＲＴＪ—罗德里格斯三联点．ＭＡＤＰ—马达加斯加海底高原，ＭＯＺＰ—

莫桑比克海底高原，ＡＧＰ—厄加勒斯海底高原，ＭＲ—马里昂隆起，ＤＣＲ—德尔卡诺隆起，ＣＲ—康拉德隆起，ＫＰ—凯尔盖朗海底高原．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
（ａ）Ｔｈｅ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ｏｆＳＷＩＲ．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３０００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ｔｈｉｎｒｅｄｌｉｎ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ｉｄｇｅｖａｌｌｅｙ

ｉｓ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ｉｄｇｅｓｈｏｗ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Ｆｉｇ．２．Ｔｈｅｒｅｄ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ｄｅｅｐｏｃｅａｎ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ｐ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ｉｎＡｔｉｏｆｆＥｑｕｉ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ｏｆ３５°Ｅ．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ｅｆｔｉｎｓｅ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ＩＲ．（ｂ）Ｔｈｅ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ｏｆＳＷＩＲ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ｏｆｆａｘｉ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２００ｋｍ．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ｉｄｇ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ｓ．Ｔｈｅ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ｓｗｅ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ｂｅｓｉｄｅｅａｃｈｒｉｄ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ｃ）

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ｉｄｇｅａｘｉｓｖａｌｌｅｙｆｏｒＳＷＩＲ．Ｔｈｅ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ｄａｔａａｒｅｆｒｏｍＧＥＢＣＯ．ＳＷＩＲ—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

ＮＷＩＲ—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ＳＥＩＲ—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ＭＡＲ—Ｍｉ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Ｒｉｄｇｅ，ＳＡＡＲ—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Ｒｉｄｇｅ，

ＢＴＪ—ＢｏｕｖｅｔＴｒｉｐｌ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ＴＪ—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Ｔｒｉｐｌ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ＡＤＰ—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ＯＺＰ—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Ｐ—Ａｇｕｌｈａ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Ｒ—ＭａｒｉｏｎＲｉｓｅ，ＤＣＲ—ＤｅｌＣａｎｏＲｉｓｅ，ＣＲ—ＣｏｎｒａｄＲｉｓｅ，ＫＰＫｅｒｇｕｅｌｅ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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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可超过－６８００ｍ．沿洋脊轴部水深从布维岛往

东逐渐加深，直至安德鲁—贝恩断裂带附近．安德

鲁—贝恩断裂带至加列尼断裂带之间洋脊水深较

浅，再往东水深逐渐加大（图１ｃ）．洋脊轴部普遍发

育中央裂谷，裂谷规模可沿洋脊变化，１９．６０°Ｅ和

５４．４８°Ｅ洋脊段裂谷明显，宽约５０ｋｍ，落差达２５００ｍ

（图２）．从裂谷壁顶部往洋脊两翼，水深随离轴距离

而加大，两翼的地形起伏在不同洋脊段呈现不同的

频率特征．梅尔维尔断裂带以东（如６３．５９°Ｅ剖面位

置）洋脊段具有高频变化特征，即地形崎岖，变化频

率快，但幅度较小，水深变化范围总体在－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ｍ（Ｃａｎｎａ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Ｓａｕ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洋

脊南北两翼地形通常呈对称分布，但３９．９３°Ｅ和

３．８９°Ｅ附近洋脊段，南翼地形高于北翼，可能分别

与南部布维热点和马里昂热点的活动有关（图２）．

图２　西南印度洋中脊不同洋脊段的横向水深剖面图

图中粗虚线代表扩张中心，细虚线为水深－３０００ｍ参考线．经度值代

表剖面与扩张中心的交叉点经度，具体剖面位置见图１的红色虚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ｂｏｌｄｄａｓｈｅ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ｔｈｉｎｄａｓｈｅ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ｐｔｈｏｆ－３０００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ｌａｂｅ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ｅｆｔｏｆｅａｃｈ

ｐｌｏｔｉ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Ｆｉｇ．１ａｓｄａｓｈ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

超慢速扩张洋中脊普遍发育斜向扩张带和非转

换断层不连续带，使洋脊分段边界复杂化．Ｍｅｎｄｅｌ

等（１９９７）利用地形数据研究了ＳＷＩＲ５７°Ｅ—７０°Ｅ

之间洋脊段的分段机制，共识别出４种类型的

非转换断层不连续带，划分了２０个洋脊段，并认为

ＳＷＩＲ具有比大西洋中脊更厚的岩石圈，岩浆更集

中，因此分段更短，沿脊水深差异更大．Ｇｒｉｎｄｌａｙ等

（１９９８）利用测深和其他地球物理调查方法对ＳＷＩＲ

１５°３０′Ｅ—２５°Ｅ间的洋脊进行了分段研究，将其分

为３个一级洋脊段和１４个二级洋脊段．Ｍｕｌｌｅｒ等

（１９９９）利用折射地震数据研究了ＳＷＩＲ６５°３０′Ｅ—

６６°３０′Ｅ洋脊段的分段机制，认为超慢速扩张洋脊

的分段可以反映地幔上涌和岩浆供给的差异，洋脊

段中部岩浆集中，洋壳较厚，而洋脊段两端岩浆供应

量少，地壳较薄．Ｃａｎｎａｔ等（１９９９）根据沿洋脊轴部

的水深变化和地幔布格重力异常，将ＳＷＩＲ４６°Ｅ—

６９°Ｅ共划分为２６个洋脊段．Ｂａｉｎｅｓ等（２００７）将加

列尼断裂带以东洋脊划分为３个一级段，分段边界

分别为亚特兰蒂斯ＩＩ号断裂带和梅尔维尔断裂带．

目前关于ＳＷＩＲ的分段和命名方式有多种，比

如，用经度区间命名（Ｍａｈｏｎ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２），从西

到东按顺序编号（ＲｏｍｍｅｖａｕｘＪｅｓｔ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从东到西按数字编号（Ｃａｎｎａ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９），用边界

断层名编号（Ｈｏｓｆｏ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Ｂａｉｎ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等等．另外，对于斜向扩张带的归属问题存在

分歧，一般认为斜向扩张带与非转换断层不连续带

均为洋脊段边界（Ｐａｔｒｉａ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７），而Ｂａｉｎｓ等

（２００７）主张将斜向扩张带视为特殊的洋脊段．

基于前人的分段研究结果，利用已有的地形和

重磁异常资料，重新梳理ＳＷＩＲ的主要转换断层和

断裂带，明确了ＳＷＩＲ的一级转换边界，并依此划

分了２０个一级洋脊段（表１，图１ｂ）．分段命名建议

使用Ｈｏｓｆｏｒｄ等（２００３）和Ｂａｉｎｅｓ等（２００７）的方法，

即选取边界转换断层的首字母组合，如ＢＴＪ和ＢＯ

断裂带之间的洋脊称为ＢＢ洋脊段，避免纯数字命

名的易混淆性，同时比经度区间命名更简化．二级洋

脊段的细分，则可以在一级分段基础上加编号，如

ＭＲ１（Ｂａｉ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由于目前高精度地形资

料有限，暂时无法完成整个ＳＷＩＲ的二级分段．

２　重力异常特征

重力异常可以有效揭示地壳浅部和深部的地质

结构，反映地质体的构造特征和演化过程．在ＳＷＩＲ

作用域内，针对洋中脊重力异常的专业调查较少，多

数为途经ＳＷＩＲ的走航式重力测量，约３０个航段，

８８５３



　１０期 余星等：西南印度洋中脊地质构造特征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

表１　西南印度洋中脊主要转换断层（断裂带）参数统计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犿犪犻狀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犳犪狌犾狋狊犪犾狅狀犵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犐狀犱犻犪狀犚犻犱犵犲

一级洋脊段

编号 建议名

前人分段

命名规则

东界断裂带

中文名 英文名 缩写

断距

／ｋｍ

断层位置

经度 纬度

滑动

方向

推测断层

起始时间

１ ＢＢ 布维断裂带 ＢｏｕｖｅｔＦＺ ＢＯ １６７ １°５５′Ｅ ５４°１８′Ｓ 左旋 ２０Ｍａ

２ ＢＭ 魔术师断裂带 ＭｏｓｈｅｓｈＦＺ ＭＯ ３２ ４°３５′Ｅ ５４°１４′Ｓ 左旋 ＜５Ｍａ

３ ＭＩ
伊拉斯—奥卡达斯

断裂带
ＩｓｌａｓＯｒｃａｄａｓＦＺ ＩＯ １０２ ６°０３′Ｅ ５４°０９′Ｓ 左旋 ２０Ｍａ

４ ＩＳ 沙卡断裂带 ＳｈａｋａＦＺ ＳＨ １９２ ８°５９′Ｅ ５３°２４′Ｓ 左旋 ２０Ｍａ

５ ＳＤ

Ｏｂｌｉｑｕｅ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ａ
）

迪图瓦断裂带 ＤｕＴｏｉｔＦＺ ＤＴ １６０ ２５°３０′Ｅ ５２°５９′Ｓ 左旋 ＞９０Ｍａ

６ ＤＡ 安德鲁—贝恩断裂带 ＡｎｄｒｅｗＢａｉｎＦＺ ＡＢ ７２０ ２９°４９′Ｅ ４９°４４′Ｓ 左旋 ＞１５０Ｍａ

７ ＡＭ 马里昂断裂带 ＭａｒｉｏｎＦＺ ＭＡ １２５ ３３°３６′Ｅ ４６°４２′Ｓ 左旋 ＞１２０Ｍａ

８ ＭＰ 爱德华王子断裂带 ＰｒｉｎｃｅＥｄｗａｒｄＦＺ ＰＥ １５５ ３５°０６′Ｅ ４５°２８′Ｓ 左旋 ＞１２０Ｍａ

９ ＰＥ Ｄ４ｂ） 埃里克辛普森断裂带 ＥｒｉｃＳｉｍｐｓｏｎＦＺ ＥＳ １１２ ３９°１５′Ｅ ４３°４７′Ｓ 左旋 ＞１２０Ｍａ

１０ ＥＤ Ｄ３ｂ） 德克勒克断裂带 ＤｅＫｌｅｒｋＦＺ ＤＫ ５８ ４０°２２′Ｅ ４３°４０′Ｓ 右旋 １５Ｍａ

１１ ＤＦ Ｄ２ｂ） 费雪断裂带 ＦｉｓｈｅｒＦＺ ＦＳ １５０ ４１°３６′Ｅ ４３°１６′Ｓ 左旋 １０Ｍａ

１２ ＦＤ Ｄ１ｂ） 发现ＩＩ号断裂带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ＩＦＺ ＤＩＩ ２２２ ４２°３７′Ｅ ４１°５５′Ｓ 左旋 ＞９６Ｍａ

１３ ＤＩ Ｃ３Ｃ２ｂ） 英多姆断裂带 ＩｎｄｏｍｅｄＦＺ ＩＤ １５３ ４６°０６′Ｅ ３９°３３′Ｓ 左旋 ８０Ｍａ

１４ ＩＧ Ｃ１ｂ）；２５－２８ｃ） 加列尼断裂带 ＧａｌｌｉｅｎｉＦＺ ＧＡ １２１ ５２°１９′Ｅ ３６°３１′Ｓ 左旋 ６０Ｍａ

１５ ＧＺ ２４ｃ） 加泽尔断裂带 ＧａｚｅｌｌｅＦＺ ＧＺ ９６ ５３°２３′Ｅ ３５°４４′Ｓ 左旋 ５５Ｍａ

１６ ＧＳ ２３ｃ） 高斯断裂带 ＧａｕｓｓＦＺ ＧＳ ８０ ５４°０３′Ｅ ３４°５７′Ｓ 左旋 ４７Ｍａ

１７ ＧＡ

Ｂ３Ｂ２ｂ）；

２０－２２ｃ）；Ｓ１ｄ）；

ＧＡ１～ＧＡ６ｅ
）

亚特兰蒂斯ＩＩ号断

裂带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ＩＩＦＺ ＡＩＩ １９９ ５７°０２′Ｅ ３２°４４′Ｓ 左旋 ３８Ｍａ

１８ ＡＮ

１８－１９ｃ）；

Ｓ２～Ｓ３ｄ
）；

ＡＮ１～ＡＮ２ｅ
）

诺瓦拉断裂带 ＮｏｖａｒａＦＺ ＮＶ ５７ ５８°２４′Ｅ ３１°２３′Ｓ 左旋 ３８Ｍａ

１９ ＮＭ

Ｂ１ｂ）；

１５－１７ｃ）；

Ｓ８～Ｓ１７ｄ
）；

ＮＭ１ｅ）

梅尔维尔断裂带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ＦＺ ＭＥ １４７ ６０°４１′Ｅ ２９°４４′Ｓ 左旋 ３８Ｍａ

２０ ＭＲ

Ａ３Ａ１ｂ）；

１－１４ｃ）；

Ｓ８～Ｓ１７ｄ
）；

ＭＲ１～ＭＲ３ｅ
）

罗德里格斯三联点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Ｔｒｉｐｌｅ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ＴＪ ７０°０１′Ｅ ２５°３２′Ｓ

注：ａ）表示Ｓｔａｎｄｉ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的分段命名方法；ｂ）表示 Ｍｅｙｚ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的命名方法；ｃ
）表示Ｃａｎｎａ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９）的命名方法；ｄ）表示

ＲｏｍｍｅｖａｕｘＪｅｓｔ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的命名方法；ｅ）表示 Ｈｏｓｆｏ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和Ｂａｉ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的命名方法．

且主要集中在洋脊两端的三联点区域．Ｗｅｓｔ等

（１９９５）和Ｈｏｎｓｈｏ等（１９９６）利用罗德里格斯三联点

附近的地球物理调查资料开展了重力研究，发现这

一地区的ＳＷＩＲ地幔布格异常变化很小．Ｇｒｉｎｄｌａｙ

等（１９９８）研究了ＳＷＩＲ１５°３０′Ｅ—２５°Ｅ的地幔布格

重力异常，发现该段洋脊可分为重力异常迥异的三

段，西段１８°Ｅ—２０°３０′Ｅ布格重力异常值低，地壳较

厚，并显示岩浆源向东迁移的特征，形成 Ｖ字型构

造，中段为～８４ｋｍ的斜向扩张段，东段布格重力异

常值高，地壳较薄．Ｇｅｏｒｇｅｎ等（２００１）利用卫星空间

重力异常和船测水深数据，计算了残余地幔布格异

常，认为布维三联点附近洋壳较厚，并认为ＳＷＩＲ中段

附近的马里昂热点对洋脊有显著的影响，受转换断层

隔挡效应，热点影响区域限于安德鲁—贝恩断裂带和发

现ＩＩ号断裂带之间．Ｓａｕｔｅｒ等（２００１）利用１９９５年Ｒ／Ｖ

Ｌ′Ａｔａｌａｎｔｅ航次调查资料研究了ＳＷＩＲ４９°１５′Ｅ—

５７°Ｅ洋脊段的重力异常特征，发现加列尼断裂带是

ＳＷＩＲ的一个重要构造边界，其东侧洋脊比西侧洋

脊具有更高的布格重力异常，指示地壳较薄，地幔温

度较低．张涛等 （２０１３）通过重力反演揭示ＳＷＩＲ

４９．３°Ｅ—５１．２°Ｅ区域，地壳厚度最厚超过９．０ｋｍ，

具有明显的熔融异常．

９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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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人的重力调查结果，给合Ｓａｎｄｗｅｌｌ等

（２０１４）的全球海洋重力模型，发现ＳＷＩＲ离轴２００ｋｍ

内的空间重力异常主要集中于－３０～＋９０ｍＧａｌ．

空间重力异常形态基本与水深异常相一致，沿脊轴

方向空间重力异常呈现中段高两端低的特征，中段

高值区对应安德鲁—贝恩断裂带和加列尼断裂带之

间的水深异常区．垂直洋脊方向，中央裂谷重力异常

值低，裂谷壁顶部高地重力值高，从洋脊高地往外随

深度变深而重力异常值下降．中央裂谷、转换断层和

断裂带具有最低的重力异常值，深大断裂带可低至

－１４９ｍＧａｌ，而洋脊两侧高地以及洋脊与转换断层

构成的内角高地具有最高的重力异常，可达１５０ｍＧａｌ

以上（图３）．

ＳＷＩＲ两侧的洋盆，如克罗泽盆地、恩德比盆

地、厄加勒斯盆地、莫桑比克盆地、马达加斯加盆地

等，重力基本均衡，重力异常值在零值上下．而盆地

中的海底高地，如马达加斯加海底高原（ＭＡＤＰ）、莫

桑比克海底高原（ＭＯＺＰ）、厄加勒斯海底高原

（ＡＧＰ）、克罗泽海底高原（ＣＰ）和康纳德隆起（ＣＲ）

等，则显示高重力异常特征（图３）．海底高原与周边

洋壳之间的重力异常呈现不同的过渡关系，ＡＧＰ与

周边洋壳重力异常平缓过渡，而 ＭＡＤＰ和 ＭＯＺＰ

在莫桑比克盆地一侧均显示明显的重力凹槽，ＣＰ的

西侧、ＣＲ的东侧也具有类似特征，反映不同部位不

同的重力均衡状态．在ＳＷＩＲ２１°Ｅ—３９°Ｅ洋脊两侧

离轴约５００ｋｍ 处有明显的Ｓ型重力异常条带，指

示转换断层的转向或地幔流向线的变化（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从罗德里格斯三联点到加列尼断裂带之

间的洋脊两侧显示明显的重力异常边界，指示

ＳＷＩＲ作用域与东南印度洋中脊作用域、西北印度

洋中脊作用域的界线，即代表罗德里格斯三联点的

移动轨迹（图３）．

３　磁异常特征、洋脊作用域和扩张历史

磁异常反映地壳内不同磁性岩石受地磁场磁化

而产生的磁力异常，其影响因素包括磁性体的大小、

形态、走向、分布位置、岩石磁化强度等．对于ＳＷＩＲ

图３　西南印度洋中脊的自由空间重力异常（ＦＡＡ）分布图

红线代表扩张中心，黑线为断裂带，黑色虚线为海底高原分布，白色点划线包围的高亮区域为ＳＷＩＲ作用域，

白色粗虚线和细虚线分别代表复杂扩张期界线．重力异常数据参考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ｒｅｅａｉ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ＡＡ）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ｒｉｄｇｅａｒ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ｓ．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ｂｌａｃｋｃｕｒｖ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ａｒｅａｅｎｃｌａ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ｄａｓｈｄｏ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ＳＷＩＲ．Ｔｈｅｂ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ｉｎｄａｓｈｅｄｗｈｉｔｅ

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ａｒ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０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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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力调查基本与重力调查同步．Ｂｅｒｇｈ和Ｎｏｒｔｏｎ

（１９７６）、Ｐａｔｒｉａｔ（１９７９）等识别了ＳＷＩＲ中段的磁异

常条带，Ｔａｐｓｃｏｔｔ等（１９８０）和Ｓｃｌａｔｅｒ等（１９８１）利用

所有磁异常数据计算了旋转极，并阐述了非洲和南

极洲的相对运动过程．Ｒｏｙｅｒ等（１９８８）利用磁异常、

水深和卫星测高资料恢复了ＳＷＩＲ８４—５６Ｍａ之间

的扩张历史，并发现在７４—５６Ｍａ期间洋脊扩张方

向发生了转变．Ｈｏｎｓｈｏ等（１９９６）通过对罗德里格

斯三联点附近的磁力异常调查发现，靠近三联点的

ＳＷＩＲ裂谷内的磁异常条带继承了ＮＷＩＲ与ＳＥＩＲ

的磁异常条带，反映ＳＷＩＲ向北东方向渐近式楔入

的特征．Ｈｏｓｆｏｒｄ等（２００３）利用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ＩＩ断裂带

附近洋中脊的近底走航重磁资料，发现洋脊段中心

的磁异常信号弱于洋脊段两端，表明长时间蚀变作

用会减弱磁异常，而两端的下地壳则保留了较弱磁

异常特征．Ｓａｕｔｅｒ等（２００４）研究了ＳＷＩＲ５０°３０′Ｅ、

５５°３０′Ｅ和６６°２０′Ｅ三个区的磁结构和分段性之间

的关系，发现洋脊段中部磁化强度较高，两端非转换

断层不连续带磁化强度较低．Ｂａｉｎｅｓ等（２００７）分析

了ＳＷＩＲ５５°４５′Ｅ—６２°Ｅ的磁异常特征，认为该段

洋脊形成于６４—４０Ｍａ罗德里格斯三联点的北东

向迁移，并且４０Ｍａ前后，洋脊扩张方向发生顺时

针方向旋转．

不同分辨率的磁异常数据可以揭示不同尺度的

地质信息，基于全球地磁异常２′分辨率网格数据

（ＥＭＡＧ２），可以揭示ＳＷＩＲ大尺度的磁异常特征．

根据洋壳磁异常条带分布，结合地形和重力异常特

征，可以圈定ＳＷＩＲ的作用域．ＳＷＩＲ活动增生的洋

壳呈纺锤形，中段宽，东西两端窄，面积约１０００万

ｋｍ２（图４）．ＳＷＩＲ的磁异常条带呈现渐进式分布和

带状分布特征（图４）．～２０°Ｅ以西洋脊段磁条带往

西逐渐减少，英多姆断裂带以东洋脊段，磁条带数目

向北东方向逐渐减少，表明ＳＷＩＲ不断向两端渐进

式扩张．２０°Ｅ至英多姆断裂带之间的中段洋脊，两

侧磁条带分布最完整，呈现三期分带特征．据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２００５）识别的磁异常条带，从脊轴到２３ｏ异常带，

磁条带清晰细密且基本平行．２３ｏ到３３之间的磁条

带较杂乱，为复杂磁异常带．３３异常带之外，磁异常

条带较粗而模糊（图４）．

磁条带分布指示了洋壳的年龄分布特征，揭露

图４　西南印度洋中脊及周边磁异常分布图

绿色点划线为根据磁条带推断的西南印度洋中脊作用域，绿色粗虚线为３３磁异常带，绿色细虚线为２３ｏ磁异常带．

磁异常数据来源于全球２′分辨率磁力网格数据ＥＭＡＧ２（Ｍａ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

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ａｒｅａｅｎｃｌａ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ｄａｓｈｄｏ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ＳＷＩＲ．Ｔｈｅｂ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ｉｎｄａｓｈｅｄ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３３ａｎｄ２３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ａｔａａｒｅｆｒｏｍＥＭＡＧ２（Ｍａ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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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洋脊的演化历史．在ＳＷＩＲ作用域内，主要存在

三期洋脊扩张历史（图５）．约在１６５Ｍａ前后，非洲

的莫桑比克与南极洲的毛德皇后地开始分离（图

６），孕育了初始的ＳＷＩＲ（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ａｎｄＨｕｎｔｅｒ，

１９９６）．洋脊扩张方向北北东向，全扩张速率约６２

ｍｍ·ａ－１，属中速扩张洋脊（表２）．７６Ｍａ以前，古

罗德里格斯三联点位于现今英多姆断裂带附近，而

布维三联点位于２０°Ｅ附近，即古ＳＷＩＲ仅发育于英

多姆断裂带至２０°Ｅ之间，长度约为现今ＳＷＩＲ的三

分之一（图６）．

在～７６Ｍａ，ＳＷＩＲ扩张方向发生逆时针方向旋

转，从北北东向转至北北西向．之后发生顺时针旋转，

在～５２Ｍａ时重新恢复至北北东向（图３）．Ｂｅｒｎａｒｄ等

（２００５）将磁异常３３（７６Ｍａ）—２３ｏ（５２Ｍａ）期间的洋

脊扩张称为复杂扩张期．复杂扩张期洋脊扩张方向

的旋转可能与７６Ｍａ前后印度相对南极洲的快速

北移以及５２Ｍａ时北移速度骤然减慢有关．在７６—

５２Ｍａ期间，罗德里格斯三联点快速向北东方向迁

移，从现今的英多姆断裂带位置移至现今亚特兰蒂

斯ＩＩ号断裂带（５７°Ｅ）附近，迁移距离～１５００ｋｍ（图

５）．同一时期，布维三联点也往西迁移，约从２０°Ｅ迁

移至１０°Ｅ附近，迁移距离大于５００ｋｍ．另一方面，

在７６—５２Ｍａ期间，２０°Ｅ至英多姆断裂带之间的

洋脊段存在局部伸展现象，如爱德华王子断裂带和

埃里克辛普森断裂带之间洋脊段从１５０ｋｍ伸展为

３００ｋｍ．洋脊的伸长以及罗德里格斯三联点的快速

北移均表明对流地幔向北东方向流动．

５２Ｍａ前后，ＳＷＩＲ已基本形成了现今的洋脊

扩张方向和形态，只是长度较短，约为现今ＳＷＩＲ

的三分之二．５２Ｍａ之后，洋脊继续向两端渐进式延

伸，并且局部发育新的转换断层和斜向扩张段．埃

里克辛普森断裂带和发现ＩＩ号断裂带之间在１５—

１０Ｍａ期间发育德克勒克断裂带和费雪断裂带，并

且德克勒克断裂带是ＳＷＩＲ唯一右旋错动的断裂

带（表１）．沿ＳＷＩＲ发育多处斜向扩张洋脊段，如

１１°３６′Ｅ—１４°３０′Ｅ、３６°２４′Ｅ—３７°１８′Ｅ、３７°４５′Ｅ—

３８°２２′Ｅ、４４°２７′Ｅ—４５°２０′Ｅ、４７°３５′Ｅ—４８°２７′Ｅ、

５４°３０′Ｅ—５５°１０′Ｅ和５５°３０′Ｅ—５６°Ｅ（图３），这些

图５　西南印度洋中脊作用域洋壳年龄分布图

白色点划线为根据磁条带推断的ＳＷＩＲ作用域，白色粗点线为３３磁异常带（７６．３Ｍａ），白色细点线为２３ｏ磁异常带（５１．７Ｍａ）．

黑色阴影区为海底高原分布，洋壳年龄数据参考ＥａｒｔｈＢｙｔｅ，等时线间隔为５Ｍａ，每３０Ｍａ的整数倍用粗线条表示．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ｇ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ａｒｅａｅｎｃｌａ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ｄａｓｈｄｏ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ＳＷＩＲ．Ｔｈｅｂ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ｉｎｄｏｔｔｅｄｗｈｉｔ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３３（７６．３Ｍａ）ａｎｄ２３ｏ（５１．７Ｍ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ｃ

ｃｒｕｓｔａｇｅｓａｒ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ｆｒｏｍＥａｒｔｈＢｙ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ｉｓ５Ｍａ，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３０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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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西南印度洋中脊不同时期的平均半扩张速率（单位：犿犿·犪－１）

犜犪犫犾犲２　犎犪犾犳狊狆狉犲犪犱犻狀犵狉犪狋犲狊狅犳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犐狀犱犻犪狀犚犻犱犵犲犱狌狉犻狀犵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犲狉犻狅犱狊（狌狀犻狋：犿犿·犪
－１）

时代
剖面位置 ３．８９°Ｅ １９．６０°Ｅ ３９．９３°Ｅ ４８．７９°Ｅ ５４．４８°Ｅ ６３．５９°Ｅ

最老洋壳 ～２０Ｍａ ～１２０Ｍａ ～１６５Ｍａ ～６５Ｍａ ～６０Ｍａ ～３０Ｍａ

＞７６Ｍａ

北翼 － ～３３．１ ～２６．５ － － －

南翼 － ～８．０６ ～２８．４ － － －

７６—５２Ｍａ
北翼 － １０．８４ １５．９２ ～１２．４ ～１８．６ －

南翼 － １３．０８ ９．５６ ～１６．６ ～１０．７ －

５２—３０Ｍａ
北翼 － １０．８ １３．３ １３．６ １２．６ －

南翼 － １４．２ ８．７ １３ １１．９ －

３０—１０Ｍａ
北翼 ～５．８ １０．４ ６．９ １０．４ ９．７ ～１０．１

南翼 ～８．１ １１．１ １３．５ １０．４ １１ ～６．５

１０—０Ｍａ
北翼 ６．１ ７．１ ７ ５．４ ６．３ ６．２

南翼 １０．９ １０．１ ９．６ １１．９ １１．９ ９．８

注：剖面位置是指剖面与洋脊扩张中心相交点的经度．最老洋壳是指剖面位置可追溯的最老ＳＷＩＲ域洋壳年龄．半扩张速率的计算方法为某时

段洋脊一翼生成洋壳宽度除以时间间隔．～表示近似估算值；－表示缺失相应的磁条带．

图６　西南印度洋１２０Ｍａ以来洋脊演化过程示意图

（ａ）—（ｆ）分别为１２０，９０，７６，５２，３０，０Ｍａ各个时期的板块重建图．演化模式基于ＥａｒｔｈＢｙｔｅ的洋壳年龄数据和Ｇｐｌａｔｅ软件，

固定参考板块为非洲板块．图中白色细线代表洋壳等时线，间隔为１０Ｍａ；红色线代表扩张中心位置；三角形代表热点．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ｒｉｄ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ｓｉｎｃｅ１２０Ｍａ

（ａ）—（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ｐｌａｔｅｓａｔ１２０，９０，７６，５２，３０，ａｎｄ０Ｍ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Ｇｐｌ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ｇ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ＥａｒｔｈＢｙｔｅ．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ｌａｔｅ．Ｔｈｅｔｈｉｎｗｈｉｔ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ｔ

１０Ｍａ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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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向扩张段由转换断层或非转换断层不连续带演化

而来，斜向扩张使ＳＷＩＲ进一步伸长．从５２—０Ｍａ，

ＳＷＩＲ东段的罗德里格斯三联点继续向北东方向迁

移近１６００ｋｍ，迁移速率约３０．８ｍｍ·ａ－１，这与同

一时期三联点附近的西北印度洋中脊和东南印度洋

中脊扩张速率相吻合（余星等，２０１９ａ，ｂ）．洋脊北东

向延伸的过程中，发育亚蒂斯ＩＩ号、诺瓦拉和梅尔

维尔等断裂带，断层形成时间相近，约３８Ｍａ．在

ＳＷＩＲ西段，布维三联点从１０°Ｅ迁移至０°Ｅ附近，

迁移距离约７００ｋｍ，并发育沙卡、伊拉斯—奥卡达

斯和布维等断裂带．在５２—３０Ｍａ间，ＳＷＩＲ半扩张

速率约为８．７～１４．２ｍｍ·ａ
－１，３０Ｍａ之后，扩张速

率略微减慢，半扩张速率约为５．８～１３．５ｍｍ·ａ
－１．

１０Ｍａ以来，扩张速率进一步减慢，半扩张速率小于

１０ｍｍ·ａ－１，为典型的超慢速扩张洋脊（表２）．从

３０Ｍａ以来，ＳＷＩＲ南翼的扩张速率明显快于北翼，

平均快３～６ｍｍ·ａ
－１，这可能表明西南印度洋区域

软流圈地幔的整体流向偏北，结合罗德里格斯三联

点的迁移方向，认为整体地幔流为北东方向．按目前

的ＳＷＩＲ演化趋势，洋脊将继续向两端延伸，并且

东北端延伸速率更快．

４　西南印度洋中脊地幔不均一性

ＳＷＩＲ具有全球最不均一的地幔源区同位素

组成（Ｍｅｙｚ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ＹｕａｎｄＤｉｃｋ，２０２０）．其

洋中脊玄武岩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比值范围为０．７０２４８～

０．７０４９４，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比 值０．５１２３７～０．５１３２２，
２０６Ｐｂ／

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分别为１６．５８～

１９．６６、１５．３５～１５．６７、３６．８７～３９．３１，跨度很大（图

７和图８）．按同位素特征可以将洋脊分为三段，分

别为西段（＜２６°Ｅ）、中段（３２°Ｅ—５２°Ｅ）和东段

（＞５２°Ｅ），其中中段具有最明显的地幔不均一性特征．

ＳＷＩＲ中段（３２°Ｅ—５２°Ｅ）位于安德鲁—贝恩断

裂带和加列尼断裂带之间，其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变化

幅度最大．中段的３９°Ｅ—４１°Ｅ洋脊段具有全ＳＷＩＲ

最高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最低的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不过３Ｈｅ／４Ｈｅ比值

为６．４～８．５Ｒａ，与正常洋中脊玄武岩相似，这反映

了稀有气体同位素与重同位素不同的分馏机制和演

化过程．关于ＳＷＩＲ３９°Ｅ—４１°Ｅ段的玄武岩成因有

不同的观点．Ｍａｈｏｎｅｙ等（１９９２）认为其地幔源区中

可能含有滞留的大陆岩石圈，这些岩石圈组分来源

于印度—马达加斯加陆块底部的热侵蚀．Ｅｓｃｒｉｇ等

（２００４）和 Ｍｅｙｚｅｎ等（２００５）主张下地壳物质的混染

引起了ＳＷＩＲ３９°Ｅ—４１°Ｅ玄武岩的地球化学异常．

Ｊａｎｎｅｙ等（２００５）通过 ＨｆＮｄ同位素研究发现太古

代大陆岩石圈地幔和大陆下地壳物质加入亏损地幔

都可以解释ＳＷＩＲ３９°Ｅ—４１°Ｅ的同位素特征．尽管

ＳＷＩＲ３９°Ｅ—４１°Ｅ同位素异常成因仍存在争议，但

基本可以排除马里昂热点的影响，因为马里昂热点

的同位素组成无法解释ＳＷＩＲ３９°Ｅ—４１°Ｅ的异常

特征．

ＳＷＩＲ中段除了３９°Ｅ—４１°Ｅ洋脊段，发现ＩＩ号

断裂带以东的４２°Ｅ—４６°Ｅ洋脊段也具有较分散的

同位素组成，且该洋脊段显示从西到东同位素富集

的趋势（图７）．ＳＷＩＲ４８°Ｅ—５２°Ｅ洋脊段分布有明

显的熔融异常（Ｓａｕ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Ｎｉ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且部分样品显示有同位素富集特征（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Ｈｅ同位素比值略高于周边洋脊段，３Ｈｅ／４Ｈｅ

比值为８．６～９．８Ｒａ（Ｇａｕｔｈｅｒ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该段洋脊

的熔融异常及同位素异常有多种解释，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７）

认为是克罗泽热点远距离影响洋脊的结果，Ｙｕ和

Ｄｉｃｋ（２０２０）则认为克罗泽热点与洋脊相互作用在物

理机制上比较困难，且无法解释洋脊段较高的

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ＳＷＩＲ４８°Ｅ—５２°Ｅ洋脊段的局部

同位素异常是地幔源区中残余的下地壳物质的影

响．中段的其余洋脊段同位素变化较小，与东段相

似．ＳＷＩＲ中段极不均一的地幔源区组成需要至少

三个地幔端元的混合，如大西洋型亏损地幔、印度洋

洋岛型地幔富集组分，以及低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的富集组

分（Ｍｅｙｚ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ＳＷＩＲ西段位于２６°Ｅ以西，与中段以安德鲁—

贝恩断裂带（２６°Ｅ—３２°Ｅ）相隔．西段洋中脊玄武岩

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明显

高于中段和东段（图７和图８）．Ｊａｎｎｅｙ等（２００５）将

ＳＷＩＲ西段（＜２６°Ｅ）玄武岩归纳为大西洋太平洋

型洋中脊玄武岩（ＭＯＲＢ），而中段和东段为印度洋

型 ＭＯＲＢ，以安德鲁—贝恩断裂带为界．不过，安德

鲁—贝恩断裂带以西的２０°Ｅ—２６°Ｅ洋脊段显示有

过渡性质的Ｐｂ同位素组成，即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

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介于印度洋型 ＭＯＲＢ和大西洋

太平洋型 ＭＯＲＢ之间，这与２０°Ｅ—２６°Ｅ洋脊段的

扩张历史相符．古ＳＷＩＲ有向东西两端渐近式扩

张的特征，且西端渐近式扩张的起点可能就在安

德鲁—贝恩断裂带附近，在７６Ｍａ前后ＳＷＩＲ西

端已经到达２０°Ｅ附近，因此这段洋脊继承了部分

中段洋脊特征．西段玄武岩的Ｈｅ同位素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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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西南印度洋中脊沿轴玄武岩分布及ＳｒＮｄＰｂＨｅ同位素特征

ＮＧ—Ｎａｒｒｏｗｇａｔｅ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ｔａｎｄｉ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同位素数据来源于ＰｅｔＤＢ．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Ｂ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ｒＮｄＰｂＨｅ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ＮＧ—ＮａｒｒｏｗｇａｔｅＳ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ｔａｎｄｉ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Ｔｈｅ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ａ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ｅｔＤＢ．

较广，３Ｈｅ／４Ｈｅ比值为６．２６～１４．５Ｒａ（Ｋｕｒｚ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Ｇｅｏｒｇ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其中３°Ｅ—９°Ｅ洋脊段

具有最高的３Ｈｅ／４Ｈｅ，比值为７．１２～１４．９Ｒａ，而９°Ｅ—

２６°Ｅ洋脊段具有较低的３Ｈｅ／４Ｈｅ比值，为６．２６～

７．３Ｒａ，且从西到东略有升高的趋势．３°Ｅ—９°Ｅ洋

脊段靠近布维热点，可能受到热点洋脊相互作用的

影响（Ｋｕｒｚ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ＳＷＩＲ９°Ｅ—２６°Ｅ洋脊段

的低Ｈｅ同位素特征可能是由于再循环的地壳或岩

石圈物质影响（Ｇｅｏｒｇ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ＳＷＩＲ东段（＞５２°Ｅ）位于加列尼断裂带以东，其同

位素组成比较稳定，ＳｒＨｅ同位素变化较小，除个别异

常外，其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比值为０．７０２６～０．７０３２，
３Ｈｅ／４Ｈｅ

比值为７．３～８．１Ｒａ（图７）．但是，ＮｄＰｂ同位素存

在局部异常，ＡＩＩＭＥ 洋脊段具有明显较低的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和较高

的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比值，指示这一洋脊段相对亏损的地

幔源区特征（图７）．ＳＷＩＲ东段洋脊轴部水深增加，

地壳厚度减薄．此外，在梅尔维尔断裂带处，洋脊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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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西南印度洋中脊 ＭＯＲＢ的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特征

浅灰色范围为西段洋脊Ｐｂ同位素分布，深灰色范围为东段同位素分布．同位素数据来源于ＰｅｔＤＢ．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ＳｒＮｄ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ｇｒｅｙａｒｅ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ＩＲ，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ａｒｋｇｒｅｙａｒｅａ

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ａ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ｅｔＤＢ．

向扩张的夹角（即洋脊展布方向与扩张方向的夹角）

发生变化，断裂带以西（５２°Ｅ—６１°Ｅ段）夹角为４０°，

以东（６１°Ｅ—７０°Ｅ段）夹角为２５°（Ｍｅｙｚ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这一夹角的变化与 ＡＩＩＭＥ洋脊段 ＮｄＰｂ

同位素的异常可能存在内在的联系，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

ＳＷＩＲ极不均一的同位素组成，表明了其地幔

源区的不均一性．地幔源区的不均一性与大陆裂解

和洋脊演化过程密切相关．冈瓦纳大陆裂解初期，环

古印度洋分布有广泛的中新元古代造山带，在地幔

柱的热侵蚀下造山带底部下地壳或岩石圈地幔碎片

拆离进入软流圈，引起软流圈地幔的不均一性，并且

这种不均一性可能长期滞留在软流圈中．ＳＷＩＲ西

段、中段和东段具有不同的演化历史，其中中段发育

时间最长，并且是造山带根部拆离的最主要部位．

Ｄｉｃｋ等（２０２０，个人通讯）将中段命名为 Ｏｒｉｇｅｎｉａ，

意为造山带区．这与中段显示最强烈的地幔不均一

性相符．东段和西段分别为Ｃｉｒｉａ和Ｃｒａｔｏｎｉａ，是古

ＳＷＩＲ向两端延伸的结果，其不均一性相对较弱．东

段和西段玄武岩具有明显的Ｐｂ同位素差异，西段

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明显高

于东段（图８）．西段局部异常的 Ｈｅ同位素特征主要

为布维热点的影响．

５　西南印度洋中脊与邻近洋脊的对比

ＳＷＩＲ西侧经布维三联点与大西洋中脊（ＭＡＲ）和

南美洲南极洲洋中脊（ＳＡＡＲ）相连，东侧经罗德里格

斯三联点与ＮＷＩＲ和ＳＥＩＲ相接（图１ａ）．

ＭＡＲ靠近布维三联点的洋脊段初始扩张时间

约１３８Ｍａ（ＰéｒｅｚＤíａｚａｎｄＥａｇｌｅｓ，２０１４），与ＳＷＩＲ

２０°Ｅ附近的洋脊段扩张历史相近，但早于布维三联

点至２０°Ｅ之间的洋脊段．在非洲板块与南极洲板块

分离的过程中，南美洲板块与非洲板块开始分离，形

成 ＭＡＲ（ＬｅＲｏｅ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Ｖｅｅｖｅｒｓ，２０１２）．

ＭＡＲ南段扩张方向为近东西向（略偏北），平均半

扩张速率约２５ｍｍ·ａ－１，明显大于相邻的ＳＷＩＲ

（表２）．在洋中脊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方面，靠近布

维三联点的 ＭＡＲ（＞４９．１５°Ｓ）与ＳＷＩＲ（＜２６°Ｅ）洋

脊段具有相似的同位素特征，而远离三联点的

ＭＡＲ（４７°Ｓ—４９．１５°Ｓ）则具有明显更高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

和更低的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同位素比值，且在给定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比值下，具有更高的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

表现为更显著的南半球大洋地幔同位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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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ＰＡＬ异常），与ＳＷＩＲ３９°Ｅ—４１°Ｅ洋脊段相似

（图８和图９）．由此可见，ＤＵＰＡＬ异常最明显的洋

脊段并非为离布维三联点最近的洋脊段，而是远离

三联点的 ＭＡＲ（４７°Ｓ—４９．１５°Ｓ）和ＳＷＩＲ３９°Ｅ—

４１°Ｅ洋脊段．这表明ＤＵＰＡＬ异常分布可以为不连

续体，其展布与构造部位及洋脊的扩张历史有关．

ＳＷＩＲ的东、中、西三段具有不同的扩张历史，中段初始

扩张时间最早，显示最强的ＤＵＰＡＬ异常信号，而东段

和西段均为洋脊向两端渐进式延伸的结果，ＤＵＰＡＬ

异常信号相对较弱（图９）．

图９　西南印度洋中脊及邻近洋脊的 ＭＯＲＢ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特征

同位素数据来源于ＰｅｔＤＢ．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ＳｒＮｄ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ｉｄｇｅｓ

Ｔｈｅ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ａ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ｅｔＤＢ．

　　ＳＡＡＲ从布维三联点延续到南桑威奇断裂带，

洋脊全长约２０００ｋｍ（包含转换断层断距）．目前洋

脊扩张方向近东西向（略偏南），靠近布维三联点的

洋脊段半扩张速率为～１１．４ｍｍ·ａ
－１，为慢速扩张

洋脊．根据磁异常条带，推测靠近布维三联点的

ＳＡＡＲ初始扩张时间早于８５Ｍａ，不过８５Ｍａ以前

磁条带显示的扩张方向为北北西向（Ｓｃｈｒｅｉｄ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ＳＡＡＲ同时存在富集型洋中脊玄武岩（Ｅ

ＭＯＲＢ）和正常型洋中脊玄武岩（ＮＭＯＲＢ），其地幔

源区被认为是正常洋脊亏损地幔与布维热点的混合

（ＬｅＲｏｅｘａｎｄＤｉｃｋ，１９８１）．ＳＡＡＲ玄武岩的ＳｒＮｄ

Ｐｂ同位素组成与ＳＷＩＲ（＜２６°Ｅ）相似，两者均符合

布维热点与亏损地幔混合的同位素特征（图９）．不

过，ＳＷＩＲ（＜２６°Ｅ）相对 ＳＡＡＲ 显示有更高的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指示

ＨＩＭＵ地幔端元在ＳＷＩＲ地幔源区中的贡献更大．

ＳＷＩＲ东侧的ＮＷＩＲ和ＳＥＩＲ具有一脉相承的

扩张特征（余星等，２０１９ａ，ｂ），ＳＷＩＲ沿ＮＷＩＲＳＥＩＲ

在罗德里格斯三联点处的一条断裂带楔入，并不断

向北东方向渐近式扩张．新生的洋脊发育于ＮＷＩＲ

和ＳＥＩＲ作用域之下，软流圈地幔熔融的岩浆上升

时会受到ＮＷＩＲ和ＳＥＩＲ作用域的岩石圈的混染，

因此，ＳＷＩＲ东段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在理论上应

该与 ＮＷＩＲＳＥＩＲ具有一定的亲缘性．对比ＳＷＩＲ

东段与ＮＷＩＲＳＥＩＲ玄武岩，发现其ＳｒＮｄＰｂ同位

素组成具有相似性，证实ＳＷＩＲ 东段与ＳＥＩＲ 和

ＮＷＩＲ的继承关系（图９）．

６　洋中脊周边海底高原的成因

ＳＷＩＲ周边海盆中分布众多的海底高原，但未

见明显的海山链，这是由于目前西南印度洋区的三

大热点均位于洋脊南侧的南极洲板块之下，而南极

洲板块相对稳定（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ａｍ，２０１４），因此热点

在板块上的轨迹叠加在一个区域，更易形成海底高

原（Ｍｅｙｚ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ＳＷＩＲ北侧发育马达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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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海底高原（ＭＡＤＰ）、莫桑比克海底高原（ＭＯＺＰ）

和厄加勒斯海底高原（ＡＧＰ），南侧发育康拉德隆起

（ＣＲ），此外，还有叠加在ＳＷＩＲ中段之上的马里昂

隆起（ＭＲ）（图１，表３）．

６．１　马达加斯加海底高原（犕犃犇犘）

ＭＡＤＰ位于马达加斯加岛以南，水深－３０００ｍ

等深线约位于２６°Ｓ—３６°Ｓ之间，南北长～１０００ｋｍ，

东西宽～４００ｋｍ，面积～４５万ｋｍ
２（表３）．ＭＡＤＰ

东侧地形变化较缓，西侧坡度较大．关于 ＭＡＤＰ的

成因，最早认为其是马达加斯加岛向南延伸的部分，

属陆壳性质．Ｒｅｃｑ等（１９７９）利用地震折射资料发现

ＭＡＤＰ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北部（３１°Ｓ以北）地壳

厚度达２６ｋｍ，南部地壳约为１４ｋｍ，推测南部地壳

具有洋壳性质．Ｇｏｓｌｉｎ等（１９８１）根据地形和地震资

料分析认为整个马达加斯加海底高原均为洋壳性

质．ＤＳＤＰ２４６和２４７钻孔曾在ＭＡＤＰ南部实施，但

未获得基底岩石样品，因此仍无法确定 ＭＡＤＰ的基

底性质．根据板块构造重建结果，马里昂热点在８４

Ｍａ时位于 ＭＡＤＰ所在的位置，推测马里昂热点是

形成 ＭＡＤＰ的原因（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６．２　莫桑比克海底高原（犕犗犣犘）

ＭＯＺＰ从非洲大陆东南部边缘一直向南延伸

到３５°Ｓ，长～１２００ｋｍ，南窄北宽，南边宽度～３００

ｋｍ，水深３０００ｍ等深线面积达４０万ｋｍ２．ＭＯＺＰ

与 ＭＡＤＰ以莫桑比克海盆相隔，靠近莫桑比克盆地

一侧地形较陡，而另一侧地形较缓，与重力异常特征

相符．关于 ＭＯＺＰ的成因，最早认为其是非洲大陆

的一部分，具有陆壳性质．Ｈａｌｅｓ和Ｎａｔｉｏｎ于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利用地震折射资料推测其为洋壳基底，且

洋壳厚度达２２ｋｍ．Ｆｉｓｃｈｅｒ等（２０１７）利用高分辨率

地震反射资料揭示 ＭＯＺＰ的地壳厚度为１８～２４

ｋｍ．ＤＳＤＰ２４８钻孔钻遇了 ＭＯＺＰ基底岩石，主要

为气孔含量很高的玻璃质玄武岩，因而认为 ＭＯＺＰ

具有洋壳基底．Ｊａｃｑｕｅｓ等（２０１９）系统采集了ＭＯＺＰ的

基底岩石样品，发现 ＭＯＺＰ上出露大面积玄武岩，

玄武岩主微量元素组成介于洋岛玄武岩（ＯＩＢ）和Ｅ

ＭＯＲＢ之间，同位素组成具有显著的ＤＵＰＡＬ异常特

征．Ｊａｃｑｕｅｓ等（２０１９）认为 ＭＯＺＰ是深部地幔柱作用

的结果，形成时间约１３０Ｍａ．不过，事实上在 ＭＯＺＰ

东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均采集到了陆源样品（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并且火成岩出露面积仅占 ＭＯＺＰ的

小部分，因此 ＭＯＺＰ是否存在隐伏的大陆基底，大

火成岩省是否发育于大陆基底之上，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

６．３　厄加勒斯海底高原（犃犌犘）

ＡＧＰ位于南非南部５００ｋｍ处，呈南北向展布，长

～５６０ｋｍ，南宽北窄，南部宽～３００ｋｍ，水深３０００ｍ

等深线面积～１２万ｋｍ
２．ＡＧＰ距离东北部的 ＭＯＺＰ

约５００ｋｍ，中间以特兰斯凯（Ｔｒａｎｓｋｅｉ）盆地相隔．

ＡＧＰ最初被认为是大陆地壳的一部分（ＢｅｎＡｖｒａｈａｍ

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同 ＭＯＺＰ相似，ＡＧＰ也分为南北两个

区块，北部地形较崎岖，南部地形起伏较小．地震

速度结构显示ＡＧＰ基底具有洋壳特征，莫霍面深

度约２５ｋｍ，其形成时间为１００—９４Ｍａ（Ｇｏｈｌａｎｄ

ＵｅｎｚｅｌｍａｎｎＮｅｂｅｎ，２００１；Ｐａｒｓｉｅｇｌ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ＡＧＰ发育ＥＭＯＲＢ，相对ＭＯＺＰ具有更高的Ｐｂ同

位素组成，显示明显的 ＤＵＰＡＬ异常（Ｊａｃｑｕ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６．４　马里昂隆起（犕犚）

马里昂隆起（ＭＲ）是跨越ＳＷＩＲ中段的一块三

角形海底高原（ＺｈｏｕａｎｄＤｉｃｋ，２０１３；ＤｉｃｋａｎｄＺｈｏｕ，

２０１５）．按水深３０００ｍ等深线圈定，其总面积可达７２

万ｋｍ２，包括从爱德华王子断裂带到加列尼断裂带

之间的洋脊地形高地、洋脊北侧延伸至 ＭＡＤＰ南面

的Ｖ字型地形凸起、洋脊南侧的马里昂群岛、德尔

卡洛隆起（ＤＣＲ）和克罗泽海底高原（ＣＰ）（图１）．

马里昂群岛主要由马里昂岛和爱德华王子岛组

成，岛上主要为碱性玄武岩，并发现有流纹质浮岩，

ＫＡｒ同位素定年显示火山岩喷发年龄为＜０．４５Ｍａ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玄武岩为轻稀土富集的

ＯＩＢ型，ＳｒＮｄ同位素显示亏损特征，Ｐｂ同位素位

于北半球参考线（ＮＨＲＬ）附近，未见明显的ＤＵＰＡＬ

异常，表明其源区为亏损地幔，经历了后期的富集改

造，富集组分可能来源于马里昂热点（ＬｅＲｏｅｘ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洋脊北侧的Ｖ字型地形凸起是马里昂热

点留下的痕迹（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德尔卡诺隆起（ＤＣＲ）紧临马里昂群岛东侧，东

西宽～７００ｋｍ．地震折射资料和重力模拟显示ＤＣＲ

的地壳厚度达１６ｋｍ，其形成于洋脊附近．ＤＣＲ一

般被认为与ＭＡＤＰ南部共轭（图６），两者在～５４Ｍａ是

一个整体（ＧｏｓｌｉｎａｎｄＤｉａｍｅｎｔ，１９８７）．由于ＤＣＲ上覆沉

积物可达６００ｍ，目前尚未获得基底岩石样品．

克罗泽海底高原（ＣＰ）紧临ＤＣＲ东侧，由东西

两组群岛组成，中间由Ｉｎｄｉｖａｔ盆地分隔，两部分地

壳深部结构存在差异，西部地壳厚，东部薄，西侧显

示深源特征，这与 Ｈｅ同位素表现的东西差异相符

（Ｒｅｃｑ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Ｂｒｅ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Ｐ 和

ＤＣＲ具有不同的地壳均衡特征，反映不同的形成过

８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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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ＤＣＲ可能是洋脊热点相互作用的结果，而ＣＰ

则是东南印度洋中脊作用域老洋壳（年龄约７０Ｍａ）

之上的板内岩浆作用（ＧｏｓｌｉｎａｎｄＤｉａｍｅｎｔ，１９８７）．

ＣＰ的形成年龄约５４Ｍａ，但几个活动火山岛的年龄

为＜９Ｍａ（表３）．ＣＰ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组成可以用

三个地幔端元的混合来解释，分别是ＦＯＺＯ组分、

Ｅａｓｔ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组分和亏损地幔（Ｂｒｅ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

表３　西南印度洋中脊附近海底高原基本参数统计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狊狌犿犿犪狉犻狕犲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狅犮犲犪狀犻犮狆犾犪狋犲犪狌狊犮犾狅狊犲狋狅犛犠犐犚

海底高原 英文名
面积

／（万ｋｍ２）

地壳厚度

／ｋｍ

形成时间

／Ｍａ

周边洋壳

年龄
参考文献

马达加斯加

海底高原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ｉｄｇｅ）
４５ １４～２６ ～８４？ ＞６０Ｍａ

Ｇｏｓ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Ｓｉｎｈ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１；

Ｒｅｃｑｅｔａｌ．，１９７９；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莫桑比克

海底高原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ｉｄｇｅ）
４０ １８～２４ ～１３０ ＞１１０Ｍａ

Ｆｉｓ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ＫｎｉｇａｎｄＪｏｋａｔ，２０１０；

Ｊａｃｑｕ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厄加勒斯

海底高原
Ａｇｕｌｈａ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１２ ２５ １００～９４ １１０～９０Ｍａ ＧｏｈｌａｎｄＵｅｎｚｅｌｍａｎｎＮｅｂｅｎ，２００１

马里昂群岛 Ｍａｒｉ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０ ？ ０．４５～０ ～３０Ｍａ Ｖｅｒｗｏｅ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德尔卡诺隆起 ＤｅｌＣａｎｏＲｉｓｅ ２２ １６ ８０～４３ ～６０Ｍａ
ＧｏｓｌｉｎａｎｄＤｉａｍｅｎｔ，１９８７；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克罗泽

海底高原
Ｃｒｏｚ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ａｎｋ） ７ ３０～３５ ５４，８．９～０ ～７０Ｍａ

Ｇｏｓ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１；

Ｖｅｒｗｏｅ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Ｂｒｅ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康纳德隆起 ＣｏｎｒａｄＲｉｓｅ １７ ３０～３５ ？ ９０～７５Ｍａ Ｇｏｓｌｉｎ，１９７９

注：海底高原面积为－３０００ｍ等深线的估算面积；周边洋壳年龄根据磁条带分布估算；地壳厚度及海底高原形成时间参考文献资料，部分数据缺失．

６．５　康拉德隆起（犆犚）

ＣＲ位于ＤＣＲ以南～５００ｋｍ处，其北侧为克罗

泽盆地，南侧为恩德比盆地．ＣＲ由一系列的海山组

成，从西到东分别为Ｏｂ海山、Ｌｅｎａ海山和 Ｍａｒｉｏｎ

Ｄｕｆｒｅｓｎｅ海山等．水深３０００ｍ等深线面积～１７万

ｋｍ２，其中主体是由西部Ｏｂ海山、Ｌｅｎａ海山组成的

海底高原，面积～１０万ｋｍ
２．ＭａｒｉｏｎＤｕｆｒｅｓｎｅ海山

明显受到古东南印度洋中脊断裂带的影响而呈北

东—南西向展布（图１ａ），由此可知，ＣＲ东半部分主

要发育于东南印度洋中脊作用域内．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１）

根据板块构造重建认为ＣＲ西半部分与 ＭＡＤＰ的北

部共轭，因此ＣＲ可能形成于罗德里格斯三联点附

近，年龄约１００—８０Ｍａ（图６）．由于ＣＲ位置偏远，研

究较少，目前尚无基底岩石样品，其基底的性质尚不

明确．

６．６　不同海底高原之间的成因对比

综合ＳＷＩＲ周边海底高原的特征及成因模式，

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１）马达加斯加海底高原（ＭＡＤＰ）分为南北两

部分，南部莫霍面深度约为１４ｋｍ，具有洋壳性质，

北部地壳较厚，不排除存在陆壳的可能．

（２）莫桑比克海底高原（ＭＯＺＰ）基底具有洋壳

特征，厚度达２２ｋｍ，形成时间约１３０Ｍａ．岩石化学

组成介于ＯＩＢ和ＥＭＯＲＢ之间，显示明显的ＤＵＰＡＬ

异常．不过陆源样品的发现以及火成岩出露面积的

局限性仍不排除存在陆壳基底的可能．

（３）厄加勒斯海底高原（ＡＧＰ）基底具有洋壳特

征，发育ＥＭＯＲＢ，显示明显的ＤＵＰＡＬ异常．ＡＧＰ

形成时间约１００—９４Ｍａ，具有比 ＭＯＺＰ更亏损的

ＳｒＮｄＨｆ同位素特征．

（４）马里昂隆起（ＭＲ）显示有极不均一的地幔

源区特征，包括ＳＷＩＲ３９°Ｅ—４１°Ｅ的低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源区，马里昂群岛的弱ＤＵＰＡＬ异常亏损源区和克

罗泽海底高原（ＣＰ）的ＦＯＺＯ、Ｅａｓｔ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和亏

损地幔的三端元混合源区等．

（５）康纳德隆起（ＣＲ）和德尔卡诺隆起（ＤＣＲ）均

与 ＭＡＤＰ共轭，但ＣＲ是１００—８０Ｍａ罗德里格斯

三联点附近大规模岩浆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时间与

ＡＧＰ相近．而ＤＣＲ则形成时间较晚，形成于８０—

４３Ｍａ．由此可推断 ＭＡＤＰ南北两部分有不同的成

因机制，但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论证．

７　结论

西南印度洋中脊（ＳＷＩＲ）总体中段地形高，东

西两段低，西段受布维热点影响洋脊段地形显著升

９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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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脊扩张中心发育裂谷，两翼水深随离轴距离加

大而变深，两翼地形一般呈对称分布，局部非对称地

形可能与热点的影响有关．ＳＷＩＲ的分段比较复杂，

斜向扩张和非转换断层不连续带使洋脊分段界线不

明显．根据一级转换断层边界可将ＳＷＩＲ划分为２０

个一级洋脊段．ＳＷＩＲ空间重力异常形态基本与水

深相一致，呈现中段高两端低的特征，中段高值区对

应安德鲁—贝恩断裂带和加列尼断裂带之间的水深

异常区．ＳＷＩＲ两侧的洋盆重力基本均衡，除了盆地

中的海底高地显示高重力异常特征．ＳＷＩＲ的磁条

带呈渐进式分布和带状分布特征，两端分别向罗德

里格斯三联点和布维三联点呈渐进式分布，中段呈

现三期分带特征，对应三期洋脊扩张历史．１６５—７６

Ｍａ非洲莫桑比克与南极洲毛德皇后地分离，孕育

了初始的ＳＷＩＲ，即２０°Ｅ至英多姆断裂带之间洋脊

段．７６—５２Ｍａ为复杂扩张期，ＳＷＩＲ扩张方向发生

逆时针方向旋转，从北北东向转至北北西向，之后顺

时针旋转恢复至北北东向．这时的ＳＷＩＲ两端分别

扩展到１０°Ｅ和亚特兰蒂斯ＩＩ号断裂带附近．５２—

０Ｍａ以来，斜向扩张和渐进式扩张使ＳＷＩＲ进一步

伸长，扩张速率进一步减慢成为超慢速扩张洋中脊．

根据磁异常特征，划定ＳＷＩＲ的作用域呈中段宽、

两端窄的纺锤形，面积约１０００ｋｍ２．ＳＷＩＲ的地幔

源区极不均一，特别是中段，因为中段是中新元古代

造山带根部拆离的最主要部位．源区地幔的不均一

性与大陆裂解和洋脊演化过程密切相关．

ＳＷＩＲ两端分别与 ＭＡＲ、ＳＡＡＲ 和 ＮＷＩＲ、

ＳＥＩＲ具有地球化学亲缘性．靠近布维三联点的

ＳＷＩＲ（＜２６°Ｅ）与 ＭＡＲ（＞４９．１５°Ｓ）具有相似的同

位素特征，ＤＵＰＡＬ异常不明显．而远离三联点的

ＭＡＲ（４７°Ｓ—４９．１５°Ｓ）和ＳＷＩＲ３９°Ｅ—４１°Ｅ洋脊段

ＤＵＰＡＬ信号最强．ＳＷＩＲ（＜２６°Ｅ）与ＳＡＡＲ玄武

岩的ＳｒＮｄＰｂ同位素组成相似，两者均符合布维

热点与亏损地幔混合的同位素特征，但 ＳＷＩＲ

（＜２６°Ｅ）显示更强的 ＨＩＭＵ地幔端元贡献．ＳＷＩＲ

东北端的玄武岩具有与ＳＥＩＲ和ＮＷＩＲ相似的地球

化学特征，显示与 ＮＷＩＲＳＥＩＲ的亲缘关系．ＳＷＩＲ

周边海底高原多而海山链较少，这是由于热点均处

于洋脊南侧相对稳定的南极洲板块之下，因此热点

在板块上的轨迹集中在一个区域，形成海底高原．海

底高原普遍具有较大的地壳厚度，其成因除了陆壳

基底之外，可能与热点火山作用、热点洋脊相互作

用或热点三联点相互作用有关．不同海底高原由于

其成因不同，显示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总体表现为

早期发育的海底高原ＤＵＰＡＬ异常明显，如 ＭＯＺＰ

和ＡＧＰ．

ＳＷＩＲ是印度洋中研究程度最高的洋脊，同时

也是演化历史最复杂的洋脊．目前对于ＳＷＩＲ的扩

张历史、地幔源区不均一性、热点火山作用等已取得

了不少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众多问题，比如，ＳＷＩＲ

演化的深部地球动力学机制；ＳＷＩＲ双向渐进式扩

张的动力学过程；布维三联点和罗德里格斯三联点

的形成及演化趋势；ＳＷＩＲ复杂扩张期（７６—５２Ｍａ）

的驱动因子；ＳＷＩＲ斜向扩张段的发育机制；ＳＷＩＲ

转换断层／断裂带的演化趋势；ＳＷＩＲ小尺度地幔不

均一性的形成原因；ＳＷＩＲ局部熔融异常的成因；

ＳＷＩＲ周边海底高原的地壳属性；西南印度洋

ＤＵＰＡＬ异常的分布及成因；ＨＩＭＵ地幔端元的分

布及成因；ＳｒＮｄＰｂＨｆ与 Ｈｅ等不同同位素的解

耦问题；板块裂解过程中残留大陆岩石圈地幔或下

地壳对洋中脊岩浆作用的影响；地幔柱／热点的起

源、演化与消亡；冈瓦纳大陆裂解过程与洋脊扩张历

史，等等，亟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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