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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柴北缘祁连弧形成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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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２中国科学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　底辟流是研究地球内部物质循环与迁移的重要窗口，其动力学演化过程对于我们认识区域地质构造与演化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热结构力学的角度，建立三组不同的数值模型，研究底辟流上涌的动力学过程，分析底辟流

半径、热结构耦合、岩浆上涌通道对底辟流上涌过程的影响．该研究对认识早古生代祁连弧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

启示．数值实验结果表明，底辟流半径越大底辟上涌速度越快；单个底辟很难直接上涌至上地壳底部，柴达木北缘

超高压变质带和岩浆弧可能是由于多个底辟流持续上涌，最终发育稳定岩浆通道形成的，并且岩浆通道的形成对

于超高压变质岩石的减压时间以及岩浆弧的形成时间均具有重要影响；具有稳定岩浆通道的单个底辟流从地幔深

处９０ｋｍ上涌至壳幔边界的过程中，在水平方向的侵蚀范围要比垂向侵蚀范围大一倍左右，研究结果表明安第斯

型底辟流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早古生代柴达木北缘祁连弧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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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超高压变质岩是研究固体地球不同圈层地球动

力学过程的重要依据，历来受到地质科学家的高度

重视．中央超高压变质带规模是世界之最，位于我国

中部，东起苏鲁地区，西至阿尔金，全长４０００多千

米，是研究超高压变质岩形成过程的天然实验室．超

高压变质岩石是如何从地下９０ｋｍ左右的深度折

返至地壳浅层并最终出露地表，在科学界至今还没

有统一的认识．柴达木北缘超高压变质带和南祁连

造山带是距今５２０～４００Ｍａ由古特提斯洋持续南

向俯冲引起的．有学者认为青藏高原北部柴达木北

缘超高压变质带是由于海洋俯冲过程中底辟流和角

流上升过程中的变质岩形成的（Ｌａｒｄｅａｕｘ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现今地质勘察表明，柴达木

北缘超高压变质体在时间和空间上重叠了早期古生

代祁连岩浆弧变质带．

目前，主要有两种俯冲构造模型描述超高压变

质岩的形成过程：（１）喜马拉雅陆陆碰撞模型（Ｌｉｏ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强调在陆陆碰撞中引起的超高压变

质作用，超高压变质地体应该位于俯冲板块的被动

大陆边缘（Ｏ′Ｂｒｉ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碰撞下行的大陆

岩石层地质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特征留存于向上运移

的超高压变质岩石（Ｊａｈｎ，１９９９）；（２）安第斯洋陆俯

冲模型（Ｍａｎｃｋｔｅｌｏｗ，１９９５；Ｄｏｂｒｅｔｓｏｖ，２０００），即

由于大洋俯冲和弧形岩浆形成的超高压变质作用．

根据前人的研究，祁连弧超高压变质岩的形成可能

由安第斯洋陆俯冲模型来解释，但岩浆上涌时空演

化的细节仍需进一步研究．

超高压变质岩石往往随着海洋板块俯冲被带入

到大陆９０ｋｍ以下深处，深俯冲的混杂岩可能转变

为高密度的岩石，然后迅速折返至地壳浅部并部分

出露地表．变质岩在上升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水在浮

力的作用下向上进入上覆热的地幔橄榄岩中，导致

部分熔融．海洋板块俯冲导致热流体上涌存在两种

模型，即管道流模型和底辟流模型，两者最主要的区

别在于是否形成稳定的岩浆通道．图１ａ为管道流模

型（Ｌａｒｄｅａｕ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图１ｂ为底辟流模型

（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本文仅研究底辟流模型，关于经

典管道流模型详见（李忠海等，２０１５）．

很多的研究表明，柴达木北缘超高压变质带是

早古生代祁连地体的一部分（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Ｈｓü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ＹｉｎａｎｄＮｉｅ，１９９６；Ｓｅｎｇｏｅｒ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ｎ，１９９６；ＳｏｂｅｌａｎｄＡｒｎａｕｄ，１９９９；Ｇｅｈｒｅｌ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研究柴达木北缘超高压变质

图１　两种海洋俯冲上涌模型

（ａ）海洋俯冲管道流模型（修改自Ｌａｒｄｅａｕ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ｂ）海洋俯冲底辟流模型（修改自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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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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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可以深入认识古生代祁连地体的演化历史．总的

来说，祁连山—南山地区包含三个元古宙被动大陆

边缘地质构造带，即中央的大雪山构造带，北方的北

祁连弧变质带，南方的北柴达木变质带（Ｇｅｈｒｅｌ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从空间分布来看，柴达木北缘早古生代

岩浆弧变质体和北部柴达木地区超高压变质体有很

好的一致性（Ｃｏｗｇｉ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Ｇｅｈｒｅｌ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暗示柴北缘超高压变质体的深部

成因．

针对祁连地体发育过程，Ｙｉｎ等（２０１２）提出六

阶段演化观点：（１）９００～６００Ｍａ，昆仑—柴达木微

板块边界被动大陆边缘发育；（２）５２０～４００Ｍａ，祁连

海洋板块的南向俯冲和祁连弧形成，一个巨大的增

生楔沿着昆仑—柴达木微板块的北缘不断向北发

育；（３）４００～３７５Ｍａ，祁连弧覆盖在华北被动大陆

边缘，以逆冲方式和华北板块碰撞；（４）２３０～１００Ｍａ，

从晚三叠纪到白垩纪产生弧后扩张盆地；（５）５０～

４０Ｍａ，印—欧板块碰撞，祁连山—南山地区构造缩

短；（６）４０～０Ｍａ，华北克拉通的被动大陆边缘局

部隆起造成新生祁连弧，与距今５２０～４００Ｍａ以前

早古生代祁连岩浆弧在空间上有重置现象．我们的

研究主要关注祁连地体前三个阶段的地质演化过

程，如图２所示．

过去几十年，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快速发展和高

性能并行计算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值模拟方法成为

理论解析解和物理模拟之外的地球动力学的重要方

法，能够研究在复杂的几何、材料、边界条件之下地

球介质在相对真实时空尺度的变形和流动．数值模

拟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简化模型和综合模型．简化

模型只考虑简化的边界条件和几何模型，忽略板块

运动中的很多关键物理参数，如不考虑相变问题，仅

设定最简单的温度分布和边界速率等；综合模型能

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地球动力学过程，加入了很多物

图２　早古生代祁连地体和岩浆弧地质演化（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ａ）阶段一（９００～６００Ｍａ），表示昆仑柴达木微板块两侧被动大陆边缘的发育；（ｂ）阶段二（５２０～４００Ｍａ），

表示祁连海洋板块的南向俯冲和祁连弧的发育；（ｃ）阶段三（４００～３７５Ｍａ），表示祁连弧和华北大陆板块碰撞．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ｇｍａａｒｃ（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ａ）Ｓｔａｇｅ１（９００～６００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ＫｕｎｌｕｎＱａｉｄａｍｍｉｃｒ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ｂ）Ｓｔａｇｅ２

（５２０～４００Ｍａ）：Ｓｏｕｔｈｄｉｐｐｉ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ｉｃ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ａｒｃ；（ｃ）Ｓｔａｇｅ３（４００～３７５Ｍａ）：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ａｒｃ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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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学参数，比如复杂的流变学性质，温度和压力

变化导致的岩石相变过程，可以模拟实时变化的温

度、密度、黏度场等．底辟流上涌数值模拟难点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要合理地模拟再现底辟

上涌过程的各个阶段；（２）各圈层之间巨大的黏滞

度差异；（３）自由表面的边界条件；（４）复杂的岩

体黏弹塑性本构关系（Ｈａ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５）复

杂的相变过程（Ｈｅ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６）地幔内流

体／熔体的迁移（Ｄａｖ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１９９２）．

目前较为流行研究底辟流上涌过程的数值模拟

算法有以下几种：（１）ＦＥＭＢＥＭ：耦合了固体和流

体两种算法（Ｍｏｒ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地幔黏性流体区

域使用了边界元算法（ＢＥＭ）中的格林函数；将岩石

圈和平板变形视为固体材料，使用有限元法（ＦＥＭ）

进行计算．（２）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ｌｄ：一种流体动力学方法，

使用标准Ｅｕｌｅｒ有限元网格离散化模型，并采用拉

格朗日粒子表示不同的材料（Ｍｏｒｅｓ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３）ＥＳｃｒｉｐｔ：运用“水平集”的数值方法（Ｇｒｏｓ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该方法常常用于追踪物体界面及形状，

离散模型则使用有限单元网格．（４）ＦＤＣＯＮ：一种有

限差分算法．将动量方程和质量守恒方程改写为与

黏滞度和流线方程相关的双调和方程（Ｓｃｈｍ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Ｍａｒｑｕａｒｔ，１９９１），用 Ｋｏｌｅｓｋｙ分解法直接求

解．（５）ＬＡＰＥＸ２Ｄ：该算法使用网格粒子方法

（Ｓｕｌｓｋ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和显式拉格朗日有限差分技

术（Ｂａｂｅｙ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求解质量、动量和能量平

衡方程，适用于求解黏弹性问题．（６）ＣＩＴＣＯＭ：一

种有限元算法（ＭｏｒｅｓｉａｎｄＳｏｌｏｍａｔｏｖ，１９９５）．有限

单元是以恒定压力和线性速度为特征的双线型四边

形．每个单元都进行属性内插并且直接应用于积分

点．（７）Ｉ２ＶＩＳ：基于有限差分方法和粒子法的混合

方法（ＧｅｒｙａａｎｄＹｕｅｎ，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７），目前应用

广泛．

本文所采用的Ｉ２ＶＩＳ数值模拟是基于单元粒子

和有限差分混合的计算方法（ＧｅｒｙａａｎｄＹｕｅｎ，

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７）．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实验通过多因素

多水平正交试验设计方法实现，“因素”的多少根据

考察参数的个数而定，而“水平”的多少则主要依据

实际地质过程中的取值范围而定．在模型实验结果

的基础上，为了得出更为直观而精确的定量化结果

采用数理方法进行量化分析．

柴达木北缘弧岩浆变质带和超高压变质地体时

空上具有良好一致性，因此需要考虑不同圈层的耦

合作用．本文分别采用简单模拟和综合模拟的方法，

根据有无温度耦合作用和是否存在上涌通道，分别

建立三组数值模型：（１）未考虑温度影响的底辟流

模型；（２）考虑温度耦合的无上涌通道底辟流模

型；（３）考虑温度耦合且具有上涌通道的底辟流模

型．通过有限差分法和粒子追踪技术，研究岩石圈、

软流圈尺度内地球流体介质在热、重力及构造作用

下的流动、变形及应力状态，定量模拟底辟流上涌动

力学过程．通过这三个模型我们可以模拟出底辟流

上涌过程中速度、温度以及黏度的时空变化过程，并

与流体幂次定律速度公式（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Ｐｏｄｌａｄｃｈｉｋｏｖ，

１９９４）以及Ｈａｌｌ和Ｋｉｎｃａｉｄ（２００１）提供的针对海洋俯

冲板块流体上涌机理进行对比研究，对柴达木北缘

古生代祁连弧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１　数值模拟方法

１．１　控制方程

本文模型采用二维的地球动力学算法“Ｉ２ＶＩＳ”

进行数值计算（ＧｅｒｙａａｎｄＹｕｅｎ，２００３ａ）．该算法程

序考虑了热流体动力学的耦合，有三组控制方程：

斯托克斯流体动力学方程、不可压缩质量守恒方程、

温度演化的能量守恒方程．

（１）斯托克斯流体动力学方程：

σ′狓狓

狓
＋
σ′狓狕

狕
＝
犘

狓
， （１）

σ′狕狓

狓
＋
σ′狕狕

狕
＝
犘

狕
－犵ρ（犆，犕，犘，犜）， （２）

式中，犵表示重力加速度，密度ρ是岩石类型犆、部

分熔融比例犕、压力犘及温度犜 的函数，σ′狓狓、σ′狕狕和

σ′狓狕是偏应力张量分量．

（２）不可压缩质量守恒方程：

狏狓

狓
＋
狏狕

狕
＝０， （３）

其中，狏狓 和狏狕 表示水平速度和垂向速度．

（３）温度演化的能量守恒方程：

ρ犆ｐ
Ｄ犜
Ｄ（ ）狋 ＝－

狇狓

狓
－
狇狕

狕
＋犎ｒ＋犎ａ＋犎ｓ＋犎Ｌ，

（４）

狇犡 ＝－犽（犜，犘，犆）
犜

犡
，狇犣 ＝－犽（犜，犘，犆）

犜

犣
，（５）

犎ａ＝犜α狏狓
ｄ犘
ｄ狓
＋狏狔

ｄ犘
ｄ（ ）狔 ，

犎ｓ＝σ′狓狓ε
·
狓狓 ＋σ′狕狕ε

·
狕狕＋２σ′狓狕ε

·
狓狕，

（６）

式中，犆ｐ表示等压热容；Ｄ犜／Ｄ狋表示温度对时间的

物质导数；狇犡 和狇犣 分别表示水平与垂直方向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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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值；犽表示热传导率，受温度犜、压力犘和岩石类

型Ｃ的影响（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９）；犎ｒ表示放射生热；

犎ａ表示绝热变压生热；犎ｓ表示剪切生热；犎Ｌ 表示

潜热生热；ε
·
狓狓、ε

·
狕狕 和ε

·
狓狕 是应变率张量分量．

１．２　岩体流变性质

本文采用黏塑性本构方程表示偏应力和应变

率张量，对不可压缩的黏滞性变形则采用下式表示：

σ狓狓 ＝２ηｅｆｆε
·
狓狓，ε

·
狓狓 ＝

狏狓

狓
， （７）

σ′狓狕＝２ηｅｆｆε
·
狓狕，ε

·
狓狕 ＝

１

２

狏狓

狕
＋
狏狕

（ ）狓 ， （８）

σ′狕狕＝２ηｅｆｆε
·
狕狕，ε

·
狕狕 ＝

狏狕

狓
， （９）

式中，ηｅｆｆ表示有效黏滞系数，将热流体动力学耦合

在一起，可表示为

ηｄｕｃｔｉｌｅ＝ （ε
· Π）

１－狀
狀犉（犃Ｄ）

－
１
狀ｅｘｐ

犈＋犘犞（ ）犚犜
，（１０）

式中，ε
· Π＝ （０．５ε

·
犻犼ε
·
犻犼）

１／２ 表示应变率张量的第二不

变量；犃Ｄ、犞、犈和狀是岩石的物质常数、活化体积、

活化能和应力指数，可由实验测得；犚是气体常数；犉

表示无量纲系数，三轴实验时犉＝２
（１－狀）／狀／３

（１＋狀）／２狀，

简单剪切实验时犉＝２
（１－狀）／狀．

实际岩体的黏塑性流变结合了韧性与塑／脆性

流变．因此，我们在数值计算中采用改进的Ｄｒｕｃｋｅｒ

Ｐｒａｇｅｒ屈服准则（Ｒａｎａｌｌｉ，１９９５）：

σｙｉｅｌｄ＝犆０＋犘ｓｉｎ（φｅｆｆ）， （１１）

ｓｉｎ（φｅｆｆ）＝ｓｉｎ（φ）（１－λ）， （１２）

ηｐｌａｓｔｉｃ＝
σｙｉｅｌｄ

２ε
· Π

， （１３）

式中，σｙｉｅｌｄ为屈服应力；ε
· Π表示应变率张量二阶不

变量；犆０ 是犘＝０条件下的岩石剩余强度；φ是内摩

擦角；λ是孔隙流体系数（ＢｒａｃｅａｎｄＫｏｈｌｓｔｅｄｔ，１９８０）；

φｅｆｆ是有效内摩擦角，与孔隙流体系数和内摩擦角

相关．

地球动力学算法“Ｉ２ＶＩＳ”（ＧｅｒｙａａｎｄＹｕｅｎ，

２００３ａ），选取ηｄｕｃｔｉｌｅ和ηｐｌａｓｔｉｃ最小者作为实际的黏度参

与计算（Ｒａｎａｌｌｉ，１９９５）：

ηｃｒｅｅｐ＝ｍｉｎ（ηｄｕｃｔｉｌｅ，ηｐｌａｓｔｉｃ）． （１４）

１．３　部分熔融

模型计算中考虑了地壳岩石的部分熔融行为

（ＧｅｒｙａａｎｄＹｕｅｎ，２００３ｂ；ＢｕｒｇａｎｄＧｅｒｙａ，２００５），

根据实验岩石学的约束条件，将温度与岩石部分熔

融体积比例之间的关系看做近似的线性关系：

犕 ＝０，当犜≤犜ｓｏｌｉｄｕｓ， （１５ａ）

犕 ＝
（犜－犜ｓｏｌｉｄｕｓ）

（犜ｌｉｑｕｉｄｕｓ－犜ｓｏｌｉｄｕｓ）
，当犜ｓｏｌｉｄｕｓ＜犜≤犜ｌｉｑｕｉｄｕｓ，

（１５ｂ）

犕 ＝１，当犜≥犜ｌｉｑｕｉｄｕｓ， （１５ｃ）

式中，犜ｓｏｌｉｄｕｓ和犜ｌｉｑｕｉｄｕｓ分别表示岩石的湿固相线温

度和干液相线温度．部分熔融岩石的有效密度与熔

融比例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ρｅｆｆ＝ρｓｏｌｉｄ－犕（ρｓｏｌｉｄ－ρｍｏｌｔｅｎ）， （１６）

式中，ρｓｏｌｉｄ和ρｍｏｌｔｅｎ分别表示固相岩石的密度和熔融

岩石的密度，两者均为温度和压力的函数：

ρ＝ρ０（１－α（犜－犜０））（１＋β（犘－犘０）），（１７）
式中，ρ０ 代表岩石在犘０＝０．１ＭＰａ压强条件，犜０＝

２９８Ｋ温度条件下测得的标准密度；α和β分别代表

热膨胀系数和可压缩系数．

以上公式表明，地球介质的黏度、密度变化受温

度和压力的影响非常大，而随温度、压力变化的黏

度、密度对固体地球不同圈层的俯冲、上涌等动力学

过程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以上公式构成了地球动

力学热流体耦合数值模拟的理论基础．

２　柴北缘祁连弧底辟流上涌过程的数

值模拟

２．１　未考虑温度影响的底辟流上涌模型

未考虑温度影响的底辟流上涌模型主要研究底

辟流的初始半径对底辟流上涌速度的影响，为论述

的方便，下文称为模型一．考虑到柴达木北缘超高压

变质地体在绿良山、锡铁山、都兰区域南北方向宽

１５～５０ｋｍ（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并且热流体或熔

体上涌时伴随着自身物质的扩散和体积不断增大，

最终在地壳中的侵蚀范围大于上涌初始半径，本模

型设置三组不同半径（５ｋｍ，１０ｋｍ，１５ｋｍ）的底辟

流上涌模型进行对比实验．模型一未考虑温度对底

辟上涌的影响，黏度和密度均采用为常数．初始模型

宽度５０ｋｍ，深度１２０ｋｍ．几何模型分为三个不同

的区域（如图３），不同区域材料赋值不同：１是地壳

模块，厚度３５ｋｍ，黏度１０２４Ｐａ·ｓ，密度２７００ｋｇ·ｍ
－３；

２是地幔模块，厚度９５ｋｍ，黏度１０２０Ｐａ·ｓ，密度

３３００ｋｇ·ｍ
－３；３是初始底辟流，初始黏度１０１２Ｐａ·ｓ，

密度２５００ｋｇ·ｍ
－３．底辟流初始中心位置位于地表

下９０ｋｍ处开始上涌，模型离散化采用规则的有限

差分网格，网格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网格的划分

分辨率５０×１２０，相当于１ｋｍ一个格网点；第二，网

格内部标记点的划分，这里采用１０×１０的标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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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每１００ｍ一个标记点粒子．模型边界均采用自

由滑动边界条件．

底辟流上涌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这里以半

径为１０ｋｍ的底辟流上涌为例说明（如图４）：（１）第

一阶段是快速上涌阶段：０～０．０１Ｍａ，底辟流上涌

过程中由于密度差形成的正浮力作用值较大，因此

在底辟上涌的初期，初始速度值在短时间内从０迅

速增大至一个峰值，由于加速过程非常短暂，这段时

间相对于模拟研究的时间尺度而言可以忽略不计，

图３　半径为１０ｋｍ底辟流初始密度示意图

上图中，１表示地壳，２表示上地幔，３表示初始底辟流．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

ｄｉａｐｉｒ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０ｋｍ

Ｉ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ｆｉｇｕｒｅ，１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ｃｒｕｓｔ，２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３ｄｅｎｏｔｅ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ｉａｐｉｒｆｌｏｗ．

图４　半径为１０ｋｍ的底辟流上涌速度图

（从０．０１Ｍａ作为起点，不包括阶段１）

Ｆｉｇ．４　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ｄｉａｐｉｒ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０ｋｍ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０．０１Ｍａ，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１）

这里为了研究方便统一取上涌持续０．０１Ｍａ后的

速度为起点进行分析．（２）第二阶段是匀减速上涌阶

段：０．０１～０．５Ｍａ，底辟流上涌速度均匀减小，流体

和周围地幔进行交代作用，底辟流初始上涌速度为

２．１ｃｍ·ａ－１，上涌速度均匀下降至０．６ｃｍ·ａ－１以

后进入非均匀减速阶段；（３）第三阶段是非均匀减速

上涌阶段：０．５～１．８Ｍａ，底辟流上涌速度随着时间

的推移非均匀放缓，在这个时间段内上涌速度逐渐

减缓为零，同时由于底辟流属于高塑性流体，流体组

分逐渐向水平方向扩散；（４）第四个阶段是稳定阶

段：１．８～３．２Ｍａ，该阶段底辟流上涌速度几乎为

零，底辟流双向扩散均达到稳定状态．

以底辟流中心位置为观测点，得出半径为１０ｋｍ

底辟流上涌过程中上涌速度变化的实时曲线，如图

４所示．

图５为半径为狉＝１０ｋｍ的底辟流半径上升速

率模拟示意图．

半径为５ｋｍ，１０ｋｍ，１５ｋｍ的底辟流上涌速

度如图６所示．

通过对比分析三个不同半径（狉＝５ｋｍ，１０ｋｍ，

１５ｋｍ）的底辟流垂直上涌速度（如图６），我们得到

以下实验结论：

（１）半径大小对底辟流上涌速度的变化具有明

显的影响，底辟流半径越大所受到的正浮力作用越

大，上涌速度越快，达到稳定阶段的时间也越短，半

径为５ｋｍ的底辟流在开始上涌２．２Ｍａ以后速度

为零，达到稳定状态；而半径为１０ｋｍ、１５ｋｍ的底

辟流分别在１．８Ｍａ、１．５Ｍａ以后达到稳定状态．

（２）底辟流匀减速上涌阶段，半径越大单位时间

内降低的速度值越少，半径５ｋｍ的底辟流每百万

年下降速率为４．３ｃｍ·ａ－１，而半径１０ｋｍ、１５ｋｍ

的底辟流每百万年下降速率分别为２．６ｃｍ·ａ－１、

１．９ｃｍ·ａ－１．

（３）在不考虑熔融和温度的影响下，底辟流上涌

过程非常迅速，半径大小对上涌速度的影响至关重

要，三个不同半径（５ｋｍ、１０ｋｍ、１５ｋｍ）的底辟流从

开始上涌至速度为零的稳定时间均不超过３Ｍａ．

综上所述，通过实验模拟三组不同半径的底辟

流上涌过程得到相关的实验结果为：半径５ｋｍ、１０ｋｍ、

１５ｋｍ的底辟流平均上涌速度分别为２．７ｃｍ·ａ－１、

３．３ｃｍ·ａ－１、４．０ｃｍ·ａ－１．由上图可知，在同等地

质条件下，随着半径的增大底辟流上升至下地壳的

速度越快，所消耗的时间越短．三个不同半径的底辟

上涌稳定时间都不超过３Ｍａ，这和目前的观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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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半径为狉＝１０ｋｍ的底辟上涌模拟示意图（水平速度犞狓，垂直速度犞狕，密度及黏度）

（ａ）０．０１Ｍａ；（ｂ）０．７Ｍａ；（ｃ）１．８Ｍａ．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ａｐｉｒ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ｒａｄｉｕｓ狉＝１０ｋｍ（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ｐｅｅｄ犞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ｅｄ犞狕，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图６　三个不同半径（狉＝５ｋｍ，１０ｋｍ，１５ｋｍ）的

底辟流上升速度图

Ｆｉｇ．６　Ａｓｃ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ｇｒａｐｈｏｆｄｉａｐｉｒｆｌｏｗ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ｕｓ（狉＝５ｋｍ，１０ｋｍ，１５ｋｍ）

果底辟流从９０ｋｍ深的地幔深度运移至地壳３０ｋｍ

处耗时小于１０Ｍａ在时间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２．２　考虑温度耦合的无上涌通道底辟流上涌模型

在热的底辟流上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

与周围地幔的热交换作用，自身温度黏度和密度都

会实时发生变化．而模型一未考虑温度变化的影响，

黏度、密度均为常数．为了更加真实的模拟现实的底

辟流上涌过程，我们考虑岩石的熔融效应，在流体速

度场的基础上耦合温度场，建立温度耦合的无上涌

通道底辟流上涌模型，为论述的方便，将之称为模型

二．与模型一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温度变化对底辟流

上涌过程的影响．同时为了对比分析多个底辟流上

涌的影响，将模型二分为单底辟流上涌模型和双底

辟流上涌模型．

如前文所述，底辟流上涌过程中温度的变化会

导致自身黏度以及密度随时间变化．模型二中，我们

假设岩浆来自岩石圈下面的岩浆源区（ＳＭＳＲ）

（ＧｅｒｙａａｎｄＢｕｒｇ，２００７），初始的熔融体为２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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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模型参数（参考犚犪狀犪犾犾犻，１９９５）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犿狅犱犲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犚犲犳犲狉狋狅犚犪狀犪犾犾犻，１９９５）

物质 ρ０（ｋｇ·ｍ
－３） 犆Ｐ（Ｊ·ｋｇ－１·Ｋ－１） 犓狀（Ｗｍ－１·Ｋ－１） 犜（Ｋ） 犙Ｌ（ｋＪ·ｋｇ－１） 犎ｒ（μＷ·ｍ

－３）

黏滞层 １０００ ３３００ ２０ － － ０

上地壳 ２７００ １０００ 犓１ 犜１ ３００ ２．０

下地壳 ２８００ １０００ 犓２ 犜２ ３００ １．０

地幔 ３２００ ３３００ 犓３ 犜２ ３８０ ０．０２２

底辟流 ２５００ ２２００ 犓３ 犜２ ３８０ ０．１

注：犓１＝［０．６４＋８０７／（犜犽＋７７）］ｅｘｐ（０．００００４ＰＭＰａ）；犓２＝［１．１８＋４７４／（犜犽＋７７）］ｅｘｐ（０．００００４ＰＭＰａ）；犓３＝［０．７３＋１２９３／（犜犽＋７７）］ｅｘｐ
（０．００００４ＰＭＰａ）；犜１＝９６５＋９８００／（犘＋５０）＋２２０００／（犘＋５０）２；犜２＝１３２７＋０．０９０６．

熔体分数，随着底辟流的上涌，熔融的岩浆温度逐渐

下降，熔体分数也随之改变，岩浆上涌至地表时与岩

石圈发生熔融反应并逐渐冷却．模型二的主要参数

见表１．

模型二宽度１００ｋｍ，深度１２０ｋｍ，底辟流初始

中心位于地表下９０ｋｍ处（图７），模型顶部设置５ｋｍ

沉积层，沉积层下地壳厚度为３５ｋｍ，其中上地壳

２０ｋｍ，下地壳１５ｋｍ．上地壳、下地壳和底辟流分别

近似采用石英岩，斜长石和基性熔融体的流变参数，

见表１．关于热边界条件，模型顶部保持温度０℃，

大陆岩石圈底部边界温度１３００℃（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ａｎｄ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２００２），软流圈地幔的温度梯度为 ０．５

℃／ｋｍ，两侧边界的水平方向温度梯度为零（即零热

流）．模型底部采用的是外部边界固定温度条件（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即在模型底部１２０ｋｍ处的渗透边界

上，温度和热流均可以随着模型计算而动态调整．模

型二所采用的不同岩层初始黏度和密度值参考模型

一，模型离散化采用规则的有限差分网格，网格划分

为两个部分：第一，格网点的划分分辨率１００×１２０，

相当于１ｋｍ一个格网点；第二，网格内部标记点的

划分，这里采用１０×１０的标记，相当于每１００ｍ一

个标记点粒子．模型顶部设置黏滞层，地壳表面之

上，与自由滑动的模型顶界面之间，设计一层相对高

黏滞度的伪空气层，其与上地壳的接触面用以模拟

地形起伏面，该地形起伏面包含了近似的剥蚀和沉

积作用（如ＬｉａｎｄＧｅｒｙａ，２００９）．模型中除了底部边

界，其他边界均采用自由滑动速度边界条件．

单个底辟流上涌实验结果表明，底辟流上涌过

程中由于自身温度较高和周围地幔的温差大，上涌

初期进行剧烈热交换，随着上涌时间的延续温度迅

速减小，并且伴随着自身物质扩散和体积不断增大，

最终形成以底辟流中心为分界点的双拱形地幔对

流，在上涌２．５Ｍａ以后，在地表下７５ｋｍ左右停止

上涌（图８）．这是由于底辟流在上涌过程中，不仅仅

是流体本身的运动，还存在由于温度差异而引起的

密度、黏度等物理参数的实时变化．伴随着上涌过程

中不断地与周围环境进行热交换导致自身热量的流

失，底辟流的黏度和密度随之增大，导致底辟流上涌

至地表下７５ｋｍ左右时温度和黏度与周围地幔相

近，正浮力为零，因此相比常黏度模型相同半径的底

辟流上涌时不能完全抵达壳幔交界处．温度场是底

辟流上涌过程重要影响因素．单个底辟流无法上涌

至壳幔边界处，难以穿越地幔楔直接出露地表．

根据柴达木北缘祁连弧地区地表超高压变质岩

的分布情况可知底辟流上涌过程并非是单个上涌．

伴随着海洋板块的俯冲作用，底辟流上涌实际上是

一个持续增量的过程，为了进一步探究底辟流上涌

的情形，我们设计双底辟流上涌模型（如图９所示），

分别在地表下９０ｋｍ，７０ｋｍ设置半径１０ｋｍ的底

辟流，模型参数与单个底辟流一致，模型运行结果如

图１０所示．

双底辟流上涌实验结果表明，底辟流上涌过程中

伴随着与周围岩体剧烈的热交换和自身物质扩散，从

最初上涌时的两个半径为１０ｋｍ的球形迅速合成一

股较大的底辟流，同时以新形成的大的底辟流中心为

分界点双向侵蚀，在上涌至３Ｍａ以后，持续上涌至地

表下６０ｋｍ左右（图１０），而单个底辟流则上涌至

２．５Ｍａ时则停止上涌．在相同的时间内（３Ｍａ），双底

辟流上涌比单底辟流在垂直方向侵蚀的距离更长，

并且水平方向也没有发生弥散现象．因此，我们认为

当底辟流上涌的量足够大时，会在原来底辟流上涌

的位置上方形成稳定的岩浆通道，在此基础上，底辟

流会在正浮力的推动下沿着岩浆通道上涌，不断地

侵蚀壳幔边界，在短时间内（小于１Ｍａ）上涌融体不断

地侵蚀减薄上覆地壳，最终出露地表形成岩浆弧．当

岩浆通道足够宽时，随着俯冲的进行，在熔融过程中

密度和黏度相对较小的变质岩沿着岩浆通道快速上

涌至地表，形成地表可观测到的超高压变质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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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单个底辟流上涌示意图

（ａ）初始温度示意图；（ｂ）初始黏度示意图；（ｃ）初始密度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ａｐｉｒｆｌｏｗ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ｃ）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图８　半径为１０ｋｍ的单个底辟上涌模型图 （１．０，２．０，３．０Ｍａ三个不同时刻温度、密度和黏度的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ｐ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０ｋｍ（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ａｔ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ｍｅｎｔｓｏｆ１．０，２．０，３．０Ｍａ）

图９　双底辟流上涌示意图

（ａ）初始温度示意图；（ｂ）初始黏度示意图；（ｃ）初始密度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ａｐｉｒｆｌｏｗ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ｃ）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由于岩浆通道形成后的上涌时间很短，北柴达木超

高压变质带和岩浆弧的形成在时间和空间上一致．

２．３　考虑温度耦合和上涌通道的底辟流上涌模型

为了进一步说明柴达木北缘祁连弧的形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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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针对海洋俯冲底辟流模式中存在稳定岩浆上涌

通道（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我们建立温度耦合和上涌

通道的底辟流上涌模型，为论述的方便，下文称为模

型三（如图１１）．模型三设置了宽为５ｋｍ的软弱层

模拟岩浆上涌通道．模型三所采用的不同岩层初始

黏度和密度值参考模型一，模型离散化采用规则的

有限差分网格，模型尺寸为１００ｋｍ×１２０ｋｍ，网格

分辨率为１００×１２０，相当于１ｋｍ一个网格；第二，

网格内部标记点的划分，这里采用１０×１０的标记，

相当于每１００ｍ一个标记点粒子．地层结构、热边

界条件参考模型二．上地壳、下地壳和底辟流采用的

流变参数见表１．模型顶部设置黏滞层，即地壳表面

之上，与自由滑动的模型顶界面之间，设计一层相对

高黏滞度的伪空气层，其与上地壳的接触面用以模

拟地形起伏面，该地形起伏面包含了近似的剥蚀和

沉积作用（ＬｉａｎｄＧｅｒｙａ，２００９）．模型中除了底部边

界，其他边界均采用自由滑动速度边界条件．

图１１给出了模型三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Ｍａ三个

不同时刻温度、密度和黏度的分布．模型三的结果表

明，模型运行初期０．０１Ｍａ内，底辟流快速上涌冷

却，同时伴随着周围岩体快速热传导增温，尤其以

初始位置正上方的上地壳岩体升温最为强烈．０．０１～

０．０５Ｍａ内，下地壳内基性岩浆在巨大正浮力作用

下缓慢而稳定地上涌侵入上地壳底部并水平向外扩

图１０　半径为１０ｋｍ的双底辟上涌模型图 （１．０，２．０，３．０Ｍａ三个不同时刻温度、密度和黏度的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ａｐｉｒ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０ｋｍ（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ａｔ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ｍｅｎｔｓｏｆ１．０，２．０，３．０Ｍａ）

图１１　模型三示意图

（ａ）初始温度示意图；（ｂ）初始黏度示意图；（ｃ）初始密度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ｏｄｅｌ３

（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ｃ）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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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０．０５Ｍａ后，底侵岩浆初具规模，下地壳基性岩

浆开始快速侵入，此后经过约０．０５Ｍａ，几乎所有的

岩浆侵入到上地壳底部，平铺于下地壳界面之内．在

快速上升熔体的冲击及熔体和软流圈物质对岩石圈

地幔底部热侵蚀的共同作用下，对上覆岩石圈地幔

底部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然后持续增多的板片熔

体对上覆岩石圈地幔的破坏逐渐向岩石圈浅部蔓

延，加深减薄程度；同时在熔体上升过程中诱发的地

幔对流作用下，上覆岩石圈地幔的破坏也逐渐向陆

内方向扩展，扩展减薄范围，从而导致对上覆大陆在

垂向和水平向的双重破坏，如图１０所示，半径为１０ｋｍ

的底辟流上涌过程中，垂向地壳减薄约１５ｋｍ，水平

向陆内侵蚀延伸约３０ｋｍ，随着底辟流持续增量上

涌，在地壳内部形成蘑菇状侵入体．即具有稳定岩浆

通道的底辟流上涌过程中，从地幔深处９０ｋｍ上涌

至壳幔边界时在水平方向的侵蚀范围要比垂向的侵

蚀范围大一倍左右．

另外，模型黏度场和温度场结果显示，底辟流上

涌诱发的向上流场强烈侵蚀作用导致上覆岩层温度

升高３００～５００℃，黏度降低为初始时刻的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０．随着底辟流上涌在岩石圈地幔向浅部和向

陆的双重破坏，具有更低黏度，更高热流的软流圈物

质也会沿着已经形成的岩浆通道上涌，同时双向蔓

延导致地幔相对较浅部位被弱化，产生剧烈熔融作

用，使得上涌熔体在莫霍面附近的大陆岩石圈地幔

底部逐渐冷却并稳定下来．实际情况不仅仅是单个

底辟流上涌，而是伴随含水量较高的海洋板块俯冲，

在地幔深处高温高压条件下板块迅速发生脱水熔

融，上涌熔体的体积不断增大，底辟流体入侵地壳双

向侵蚀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最终出露地表形成

岩浆弧，该过程对古生代柴达木北缘地区热地幔物

质的熔融溢出形成祁连岩浆弧提供理论参考意义．

３　讨论

３．１　三个模型对比分析及意义

底辟流上涌实质上对应地幔对流过程中的上升

流，不仅为地球板块运动和洋脊扩张提供了重要的

动力来源，同时为地球内部各圈层物质迁移提供了

重要输出．本文实验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讨论了

底辟流上涌的一般性问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古生代

柴达木北缘地区热地幔物质的熔融溢出形成祁连岩

浆弧的过程提供理论参考意义．三个模型的实验结

论及优缺点如下：

图１２　不同时刻半径为１０ｋｍ的底辟流上涌模型图

（ａ）０．０１Ｍａ；（ｂ）０．０５Ｍａ；（ｃ）０．１Ｍａ．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ｐｉｒ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０ｋｍ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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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一主要是从运动学的角度分析了底辟流上

涌的速度变化，缺点是没有考虑温度场对上涌过程

中底辟流的密度和黏度变化，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温

度场的情况下，底辟流上涌过程中形状基本不变，单

个底辟流上涌可以到达下地壳，但无法到达地表；为

了更加真实地模拟底辟流上涌过程，模型二在模型

一的基础上增加了温度场，模型结果表明单个底辟

流无法上涌至地表，并且底辟流上涌过程中的形状

不能保持为原来的球形，而是逐渐扩散，未到达下地

壳便弥散和消亡在地幔中；而两个底辟流上涌时，底

辟流双向侵蚀距离明显加大，并且在相同的运行时

间内（３Ｍａ）底辟流保持球形形状，并未发生弥散现

象，而且侵蚀作用也并未停止．由此我们推出，持续

增量上涌的底辟流必然会形成直达地表的稳定岩浆

通道，岩浆通道的形成导致不断补充的底辟流在水

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持续侵蚀周围岩体，最终形成出

露地表的岩浆弧．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模拟了

形成稳定岩浆通道后底辟流上涌的情形，结果表明，

底辟流上涌时间大大缩短，侵蚀效率也明显加快，底

辟流在０．１Ｍａ左右即从地表下９０ｋｍ 上涌至地

表，最终形成出露地表的岩浆弧．正是由于岩浆通道

形成后极大的缩短了上涌时间，导致北柴达木超高

压变质带和岩浆弧在形成时间和空间上一致．

综上所述，模型一没有考虑温度的影响，只考虑

底辟流半径对底辟流上涌速度的影响；模型二考虑

了温度耦合的影响，但没有考虑上涌通道的影响，实

际上是海洋板块俯冲时，底辟流上涌初期阶段过程，

其最终结果是形成上涌通道；模型三是考虑温度耦

合和上涌通道的底辟流上涌模型，伴随着持续增量

的底辟流上涌，在底辟流上方形成稳定的岩浆通道

时的过程，模拟的是底辟流最后阶段快速上涌的

过程．

３．２　柴北缘都兰南部区域底辟流上涌模拟

根据柴北缘都兰南部区域超高压变质岩石上涌

现代观测数据（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采用和观测值一

致的底辟流初始上涌温度，并且为了进一步解释说

明多个底辟流上涌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设计双底辟

流上涌对照组模型（如图１５、１６），初始半径均设置

为１０ｋｍ．底辟流上涌的初始温度略低于周围岩体

的温度，上涌时伴随着剧烈热交换，自身温度会先升

高，由于底辟流本身的黏度和密度值比周围岩体小，

温度升高导致熔融比例加大，其黏度和密度会进一

步减小，由此导致侵蚀现象的发生．模型结果显示，

在相同的时间内（３Ｍａ），双底辟流上涌时，底辟流

向上侵蚀运移的距离大于单个底辟流上涌距离，进

一步说明了当持续增量的底辟流上涌时，底辟流向

上侵蚀运移的距离会不断加大，最终形成稳定的岩

浆通道，从而形成出露地表的岩浆弧．

３．３　与前人研究结果对比

模型一主要研究了单个底辟流上涌时单一变量

半径对上涌速度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半径越大，上

涌速度越快．但实际情况是在海洋板块俯冲时由于

自身脱水熔融作用在地幔深度约９０ｋｍ左右会导

致大量的底辟上涌，这些底辟有可能是单个、多个，

或者持续增量的形式同时上涌，而多个底辟上涌过

程中由于大的底辟上涌速度快，在上涌过程中可能

会追上半径小的底辟，两者产生黏结作用后，以两者

黏结前的速度中间值向地壳运移．

针对 单 一 底 辟 流 的 上 涌 速 率，我 们 根 据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Ｒｙｂｃｚｙｎｓｋｉ方程计算牛顿流球体穿过幂

次定律流进行比较分析底辟流上涌时的速度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Ｐｏｄｌａｄｃｈｉｋｏｖ，１９９４）．

犞 ＝
１

３
Δρ犵狉

２

μｅｆｆ

１

犡ｓｏｌ

犌μｅｆｆ＋μｓｐｈ
犌犕μｅｆｆ＋１．５μｓｐ

（ ）
ｈ

狀

，（１８）

其中μｅｆｆ是周围环境流体的有效黏度，这里我们采用

的常黏度进行计算，取值１０２０Ｐａ·ｓ，犃 是材料常

数，μｓｐｈ是球体的牛顿黏度，我们这里为了简化模型

采用的也是常黏度，取１０１８Ｐａ·ｓ，狉是流体半径，Δρ
是流体与周围地幔密度差，参数狀是常数２（Ｍｉｌｌ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８８），参数犡ｓｏｌ，犕 和犌 是犿＝１／狀的函数．

犡ｓｏｌ＝１．３（１－犿
２）＋犿，

犕 ＝０．７６＋０．２４犿，

犌＝２．３９－５．５１犿＋３．７７犿
２．

（１９）

犡ｓｏｌ用于纠正流体的速度，犡ｓｏｌ，犕，犌都是和材料相

关的参数，三个参数配合起来用于对流体下降速度的

纠正．代入公式计算可得到犡ｓｏｌ＝１．４８，犕＝０．８８，

犌＝０．７６．根据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Ｒｙｂｃｚｙｎｓｋｉ公式计算出

来的底辟流上升速度理论值为犞＝６．６７ｃｍ·ａ－１．

通过实验模拟三组不同半径的底辟流上涌模型得到

相关的实验结果为：半径为５ｋｍ的底辟流平均上

涌速度２．７３ｃｍ·ａ－１，半径为１０ｋｍ的平均上涌速

度３．３３ｃｍ·ａ－１，半径为１５ｋｍ的平均上涌速度

４ｃｍ·ａ－１．实验结果和理论值在数量级上一致，由

于考虑到地幔对流的影响，三组不同半径的底辟流

上涌模型模拟值略低于理论值．

另外，针对Ｈａｌｌ和Ｋｉｎｃａｉｄ（２００１）提出的底辟

流通过地幔楔的机理，我们的实验结果也进行了相

关对比分析．Ｈａｌｌ和Ｋｉｎｃａｉｄ（２００１）提出的流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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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柴北缘都兰南部区域单个底辟流上涌初始模型

（ａ）初始温度示意图；（ｂ）初始黏度示意图；（ｃ）初始密度示意图．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ａｐｉｒｉｎＳｏｕｔｈＤｕｌ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Ｑａｉｄａｍ

（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ｃ）Ｉ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图１４　不同时刻柴北缘都兰南部区域单个底辟流上涌模型图

（ａ）１．０Ｍａ；（ｂ）２．０Ｍａ；（ｃ）３．０Ｍａ．

Ｆｉｇ．１４　Ｄｉａｐｉｒｆｌｏｗ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ｎＳｏｕｔｈＤｕｌ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Ｑａｉｄａｍ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图１５　柴北缘都兰南部区域双底辟流上涌初始模型

（ａ）初始温度示意图；（ｂ）初始黏度示意图；（ｃ）初始密度示意图．

Ｆｉｇ．１５　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ａｐｉｒ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Ｄｕｌ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Ｑａｉｄａｍ

（ａ）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ｃ）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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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不同时刻柴北缘都兰南部区域双底辟流上涌模型图

（ａ）１．０Ｍａ；（ｂ）２．０Ｍａ；（ｃ）３．０Ｍａ．

Ｆｉｇ．１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ａｐｉｒｆｌｏｗｉｎＳｏｕｔｈＤｕｌ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Ｑａｉｄａｍ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涌方式和一个无量纲的常数犅狀 值有关，犅狀 值的计

算方法如下：

犅狀 ＝
Δρ犵犙

μｓｐｈ犝
２

０

， （２０）

其中，Δρ是底辟流与周围地幔的密度差，犵是重力

加速度，犙是浮力流体在俯冲区域的体积流量，对应

我们模型中底辟流初始时刻上涌体积，μｓｐｈ是上涌流

体的有效黏度，犝
２

０
是俯冲速度，根据全球海洋大陆

板块俯冲速度的统计，取中速俯冲数值５ｃｍ·ａ－１

参与计算．Ｈａｌｌ和Ｋｉｎｃａｉｄ（２００１）模拟实验结论如

下：（１）犅狀 值较低时（１０
－５
～１０

－４），浮力流体形成

固定半径的底辟流并且穿过地幔楔的时间不超过

３～６Ｍａ；（２）犅狀 值处于中间值状态时（１０
－４），底辟

流半径增大，通过地幔楔的时间为０．７～３Ｍａ，并且

没有部分熔融；（３）犅狀 值较高时（１０
－４
～１０

－３），底辟

流形成一股单一持续的上涌通道，并且通过地幔楔

的时间仅需要０．０１～１Ｍａ，第三种情况与本文的模

型三结果比较一致．

Ｈａｌｌ和Ｋｉｎｃａｉｄ（２００１）提供了一个针对海洋俯

冲板块流体上涌的概念框架，并且通过模型实验得

出不同的犅狀 值范围对应不同上涌模式，但由于实

验过程中采用的是等黏度，等温度模型，忽略了模型

上涌过程中温度对流体黏度以及熔融的影响，与现

实条件下底辟流上涌过程黏度随温度实时变化不

符．另外，Ｈａｌｌ和Ｋｉｎｃａｉｄ（２００１）模型中底辟流上涌

速度假定是均匀的，存在以上两点假设，而我们的模

型设计做了相应的改进，不仅考虑温度场对于底辟

上涌过程密度和黏度的变化，上涌速度也是受到黏

度和密度改变产生实时的变化．同时考虑了底辟流

上涌过程中各个阶段，各圈层之间巨大的黏滞度差

异、复杂的岩体黏弹塑性本构关系（Ｈａｌ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

将本文模型二的实验参数带入公式（２０）计算所

得的犅狀 值属于高阈值范围．根据模型二实验结果，

单一底辟流无法以固定的直径上涌，而是在上涌过

程中半径不断增大，并伴随物质扩散直至消亡在地

幔中．所以 Ｈａｌｌ和 Ｋｉｎｃａｉｄ（２００１）提出的针对上述

不同的犅狀 值范围，底辟流对应不同上涌模式的结

论还应结合实际温度场影响条件下，进一步的完善

与讨论．

板块俯冲导致的大量底辟流上涌，岩浆的持续

上涌并由此形成的岩浆通道是导致地壳增厚熔融的

重要因素（吴福元等，２０１４）．在底辟流上涌的初始阶

段，单个底辟流上涌最终不能上涌至下地壳说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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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板片熔体不足以透过地幔岩石层向浅部侵蚀蔓

延．因此，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是由于随着祁连海

洋板块不断俯冲至地幔深处，自身脱水熔融产生持

续增量的底辟不断上涌导致的脱水熔融作用会使地

幔楔岩体的熔点降低，并且伴随着巨量熔体向上迁

移进而产生大量幔源岩浆；另一方面，板片富水流体

或含水熔体的加入导致熔融流体在向上迁移的过程

中极大降低地幔楔内岩石的流变强度和黏滞度，并

强烈扰动地幔对流场，进而导致对岩石圈地幔的热

侵蚀作用以及多种构造变形的发生．在地幔对流的

共同作用下沿着岩石层的软弱带和断层裂隙不断向

大陆方向融熔侵蚀，最终形成直达地表浅层的岩浆

通道，即安第斯模型中的底辟流模型是最终导致祁

连弧形成的重要机理（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岩浆通道

形成以后，随着海洋板块的俯冲，冷的变质岩会沿着

岩浆通道快速上涌出露地表，形成超高压变质带．

３．４　现代观测数据

根据绿梁山橄榄岩测定的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

年龄数据，超高压变质岩产生在４８８～４９５Ｍａ（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同样的研究表明，锡铁山超高压变质岩产

生在４７８～４８８Ｍａ（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都兰区域

产生在４２２～４５０Ｍａ（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Ｍａｔｔｉｎ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上述数据表明柴达木北部超高压变

质作用可能持续了数十百万年．稀土元素研究表明，

绿梁山地区的石榴石橄榄岩来源于海洋地幔，这些

岩石经历了早古生代的变质作用（４５７±２２Ｍａ）

（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通过检测榴辉岩的原岩和地质

年代，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５）认为绿梁山和锡铁山具有截

然相反的减压路径：前者减压时间非常短，后者则在

下地壳中停留了相对较长的时间（＞８０Ｍａ）．减压

时间短可能是由于绿梁山地区相比锡铁山地区地壳

岩石层软弱带更集中，或者该区域岩浆上涌量巨大，

侵蚀作用非常剧烈，从流体上涌至形成的岩浆通道

经历的时间较短，那么对应的岩浆通道形成后变质

岩石减压出露地表的时间会相对短．

白云母的４０Ａｒ／３９Ａｒ热力学分析表明绿梁山超

高压变质岩从４６５～３９０Ｍａ运移了＜１０ｋｍ的距

离，即超高压变质岩在中地壳停留了超过７０Ｍａ．我

们的模拟结果表明，对于已经形成岩浆通道的单个

底辟或者超高压变质岩而言，向上减压运移的时间

就是整个流体上涌过程经历的时间，该过程只需要

数个百万年就可以完成，而超高压变质岩在中地壳

中停留时间漫长则是由于中地壳至上地壳的上涌通

道并未形成．因此，岩浆上涌通道的形成无论是对于

超高压变质岩出露地表所经历的减压时间还是对于

地表岩浆弧的形成时间均具有重要的影响．上涌通

道形成时间越早，岩浆弧出露地表的年代越久远，同

样对应的超高压变质岩石减压时间越短．而从底辟

流熔体开始上涌至上涌通道的形成时间则与俯冲区

域上覆岩层的软弱带以及上涌流体的体积量有关，

软弱带越集中，形成时间越短；上涌流体的体积越

大，即半径越大，上涌速度越快，流体地幔对流越剧

烈，则垂向侵蚀的速度会越快对应岩浆通道的形成

时间越短．

柴达木北缘超高压变质岩地体榴辉岩的原岩可

能来源于两个途径：一种是沿着大陆裂隙运移至地

表的镁铁质高温岩墙形成的火成岩，另一种是在岛

弧或洋中脊扩张中心产生的大洋板块碎片．绿梁山

和锡铁山榴辉岩 Ｎｄ同位素数据表明，其超高压变

质岩石来源于高度亏损地幔，现代观测表明榴辉岩

来源于弧后和大洋中脊，而非来源于大陆（Ｚｉｎｄｌｅｒ

ａｎｄＨａｒｔ，１９８６）．柴北缘都兰区域的稀土元素研究

表明榴辉岩的原岩为洋中脊玄武岩或海山玄武岩

（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以上元素测定结果支持柴达木

北缘祁连弧底辟流上涌模式为具有稳定岩浆通道的

底辟流模型（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因此，安第斯型底辟

流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早古生代青藏高原柴北缘祁

连弧的形成过程．

４　结论

本文针对前人对超高压变质岩形成机制的不同

地质解释，从简单模拟到综合模拟，建立三组数值模

型，考虑了底辟流的半径、温度耦合、上涌通道等因

素对超高压变质岩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列数值模拟

实验，研究结果对早古生代柴北缘祁连弧的形成过

程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取得了几点认识：

（１）单个底辟流很难直接上涌至下地壳，早古生

代柴北缘超高压变质地体和岩浆弧可能是由于多个

底辟流持续上涌，最终发育稳定岩浆通道形成的．岩

浆通道的形成对于超高压变质岩石的减压时间以及

岩浆弧的形成时间均具有重要影响．

（２）单个底辟很难直接上涌至下地壳，柴达木北

缘超高压变质地体和岩浆弧可能是由于多个底辟流

持续上涌，最终发育稳定岩浆通道形成的，并且岩浆

通道的形成对于超高压变质岩石的减压时间以及岩

浆弧的形成时间均具有重要影响．

（３）具有稳定岩浆通道的单个底辟流从地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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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９０ｋｍ上涌至壳幔边界的过程中，在水平方向的

侵蚀范围要比垂向侵蚀范围大一倍左右．

（４）安第斯型底辟流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早古

生代青藏高原柴北缘祁连弧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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