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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度地幔对流与海底地形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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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建立的垂直于大洋中脊的二维热对流有限元数值模型，采用常粘性以及与温度相关的粘性两种

粘性结构对小尺度地幔对流对海底地形的影响进行了重新研究。该模型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开放边界条件，从

而可以避免原有封闭模型因回流问题而产生的复杂效应。数据结果显示，在常粘性模型中，小尺度地幔对流

可造成海底地形抬升；但对与温度相关的粘性模型，小尺度对流对地形几乎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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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地形和热流观测是海洋岩石圈和地幔热

演化的重要控制因数。海底观测数据结果显示，

在年轻的海洋岩石圈中，海底地形深度和热流值

与岩石圈年龄的关系同半无限空间冷却模型基本

一致，但在老的岩石圈中所得的观测结果则偏

大［１～４］。Ｐａｒｓｏｎｓ和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认为
［１］，老的岩石

圈底部相对较小的粘性易于导致流体结构的不稳

定，从而产生小于板块尺度的地幔对流。此对流

使得岩石圈底部相对较冷的物质被相对较热的深

部地幔物质所取代。这样，小尺度地幔对流将阻

止海洋岩石圈像半无限空间冷却模型那样继续冷

却。这样，小尺度地幔对流将增加海底热流值并

使海底地形抬升。Ｄａｖａｉｌｌｅ和Ｊａｕｐａｒｔ
［５］的实验结

果支持这种结论。但是，Ｏ’Ｃｏｎｎｅｌｌ和 Ｈａｇｅｒ
［６］

以及Ｄａｖｉｅｓ
［７］则认为，小尺度地幔对流使得表面

热流增加，从而加速地幔冷却，由于地形与岩石圈

和地幔的温度结构都密切相关，这样小尺度地幔

对流只会引起海底地形沉降。尽管他们都认为小

尺度地幔会增加表面热流，但对小尺度对流对海

底地形的影响，他们的看法却截然相反。本文将

建立一个垂直于大洋中脊的二维热对流有限元数

值模型，采用更加接近实际情况的地幔粘性结构，

详细研究小尺度地幔对流对海底地形的影响。

１　模　型

流体热边界层的重力不稳定性可用质量、动

量和能量守恒定律来描述［８，９］。忽略惯性力和内

生热，假定流体不可压缩，由上述物理定律描述的

流体动力学基本方程组在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近似下的

无量纲形式为［１０，１１］：

·狌＝０ （１）

－犘＋·［η（狌＋
Ｔ狌）］＋犚犪犜犲狕 ＝０　（２）

犜

狋
＋狌·犜＝ 

２犜 （３）

式中，狌、犘、η和犜 分别为速度、压力、粘性和温

度；犲狕 是狕（垂直）方向单位矢量（向上为正）；犚犪

是按下式定义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数：

犚犪＝
αρ０犵Δ犜犇

３

κη０
（４）

式中，α是热膨胀系数；ρ０和η０是地幔参考密度和

参考粘性（底部边界粘性）；犇 是模型深度；κ是热

扩散系数；Δ犜是模型上下边界温度差异；犵是重

力加速度。式 （１）～式（３）的无量纲化采用的参

数为：长度 ［犔］＝犇；时间［狋］＝犇２／犽；粘性［η］＝

η０；温度 ［犜］＝Δ犜。

假定地幔是满足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蠕变规律的牛顿

流体，则其粘性的无量纲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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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ｅｘｐ
犈

犜＋犜０
－

犈
１＋犜（ ）

０

（５）

式中，犜０＝犜

狊／Δ犜，犜


狊 ＝２７３Ｋ是上表面温度；

犈是无量纲激发能，犈＝犈／（犚Δ犜），犈是激发

能，犚是气体常数。式（５）更加切合实际的地幔

蠕变规律［１２］，但在上表面增加很快，数值很大。

根据地球实际，对本文的所有模型在上表面的粘

性作截断，最大无量纲粘性值取１０６。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小尺度地幔对流

对海底地形的影响，所以本文的模型仅截取地幔

中可能产生小尺度对流的部位进行构建（图１）。

为了能反映海底地形和热流与岩石圈年龄的关

系，二维模型的选择为垂直于洋中脊的剖面，用给

定上边界速度犞狆的方式模拟板块运动，下边界固

定，流体从左边界流入，右边界流出（图１），边界

速度按左边界的粘性根据变粘性Ｃｏｕｅｔｔｅ流体流

动方法［４］确定。温度边界条件是：上下边界分别

为０和１，右边界犜／狓＝０，左边界给定犜＝

犜０（狕，狋０）＋δ犜，其中，犜０（狕，狋０）是按半无限空间

冷却模型确定［４］的年龄为狋０（本文取１０Ｍａ）的岩

石圈 下 狕 处 的 温 度。δ犜 是 小 的 温 度 扰 动

（５×１０－３）。模型的初始温度也按半无限空间冷却

模型确定［４］，由于所有模型都要达到稳定状态，最

后的结果与初始温度无关。变粘性方程组（１）～

（３）用修改过的有限元程序Ｃｉｔｃｏｍ
［１１，１３］来计算。

模型长宽比为１４，共划分为７６８×９６个有限单

元，为更好地模拟边界层效应，对热边界层的网格

单元进行了适度加密。

图１　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２　数值结果

在本文的模型中，对常粘性以及粘性与温度

相关的两种牛顿流体进行了数值实现，所使用的

参数值见表１（表中括号内的数值用于粘性与温

度相关的模型）。选择此参数的目的是由于本文

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小尺度地幔对流对地形的影

响，所以选择参数时顾及到了小尺度地幔对流一

般发生在模型宽度中间１／３～１／２范围内。

２．１　常粘性情况下小尺度地幔对流对地形的影

响

图２给出了常粘性模型的结果，其模型参数

为犈＝０，η０＝１．３×１０
２１，犞狆＝５ｃｍ／ａ。图２（ａ）

～２（ｄ）分别为表面热流、温度场、地形和均衡地

形。温度场的等值线间距为０．０２，图２（ａ）、２（ｂ）

和２（ｄ）中的黑虚线是半无限空间冷却模型解。

图２（ｄ）中的黑实线同图２（ｃ），是地形值，图２（ｄ）

中的灰实线、灰虚线、灰虚点线和灰点线分别代表

均衡补偿面深度为１２５ｋｍ、２５０ｋｍ、５００ｋｍ 和

１０００ｋｍ时的均衡地形。图中数值均为无量纲数

值。

表１　 模型的物理和几何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数值

深度 （犇） １０６ｍ

上下温差 （Δ犜） １３５０Ｋ

参考密度 （ρ０） ３．３×１０３ｋｇ·ｍ－３

热扩散系数 （κ） １０－６ｍ２·ｓ－１

热传导系数 （犽） ３．２Ｗ ｍ－１Ｋ－１

热膨胀系数 （α） ３×１０－５Ｋ－１

重力加速度 （犵） ９．８ｍ·ｓ－２

气体常数 （犚） ８．３１Ｊ·ｍｏｌ－１

激发能（犈） ０（１２０）ＫＪ·ｍｏｌ－１

地幔参考粘性（η０） １．３×１０２１（２．６×１０１９）Ｐａ·ｓ

板块运动速度（犞狆） ５（８）ｃｍ·ａ－１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小尺度对流的发生，导致

表面热流比半无限空间冷却模型大（图２（ａ）），表

面热流的加大，表明地幔冷却的加速，对流发生部

位的温度降低（图２（ｂ）），其结果使得地形深度值

增大（图２（ｃ））。这与Ｏ’ｃｏｎｎｅｌ和 Ｈｇｄｅｒ
［６］以及

Ｄａｖｉｅｓ
［７］的预测一致。为了考察为什么结果与

Ｐａｒｓｏｎｓ和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１］以 及 Ｄａｖａｉｌｌｅ 和 Ｊａｕ

ｐａｒｔ
［５］的结论存在差异，根据 Ｄａｖａｉｌｌｅ和Ｊａｕ

ｐａｒｔ
［５］的计算热边界层均衡地形的办法计算了均

衡地形值。和Ｄａｖａｉｌｌｅ及Ｊａｕｐａｒｔ不同的是，笔者

把补偿深度作为一个变量进行了考察。图２（ｄ）

中给出了补偿深度分别为１２５ｋｍ、２５０ｋｍ、５００

ｋｍ、１０００ｋｍ时的均衡地形曲线。从图２（ｄ）中

可以看出，当补偿深度较小时（如１２５ｋｍ和２５０

ｋｍ），小尺度对流使得均衡地形值减小（图２（ｄ）

中的灰线和灰虚线）；但当补偿深度增加到一定数

值时（如５００ｋｍ和１０００ｋｍ），小尺度对流使得

均衡地形值比半无限空间冷却模型大（图２（ｄ）中

的灰虚点线和灰点线）。这表明小尺度地幔对流

不能使地幔中存在一个确定的补偿深度，而是加

速地幔冷却。从图２（ｄ）中还可以看到，模型地形

值与补偿深度为１０００ｋｍ时的均衡地形值并不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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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这主要是由于均衡地形仅考虑温度场的影

响［５］，而由温度变化引起的密度变化对地形的影

响是不等权的，这种影响与其运动状态、地幔粘性

结构相关。

图２　常粘性模型的表面热流、温度场、地形和均衡地形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２．２　粘性和温度相关情况下小尺度地幔对流对

地形的影响

图３给出了粘性与温度相关的模型的结果，

模型参数犈＝１２０ＫＪ／ｍｏｌ，η０＝２．６×１０
１９，犞狆＝

８ｃｍ／ａ。图３（ａ）～３（ｆ）分别为表面热流、热流值

的局部放大、温度场、地形、地形值的局部放大和

均衡地形。温度场的等值线间距为０．０２，图３（ａ）、

３（ｂ）和３（ｄ）～３（ｆ）中的黑虚线是半无限空间冷却

模型解。图３（ｆ）中的黑实线同图３（ｄ），是地形值，

图３（ｆ）中的灰实线、灰虚线、灰虚点线和灰点线分

别代表均衡补偿面深度为１２５ｋｍ、２５０ｋｍ、５００ｋｍ

和１０００ｋｍ时的均衡地形。图中数值均为无量纲

数值。

图３　粘性与温度相关模型的热流、温度场、地形和均衡地形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

Ｃａｓｅｗｉ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同常粘性模型的结果相比，粘性和温度相关

模型的结果显示出许多不同特征。这主要表现

为：① 尽管和常粘性模型一样，对粘性和温度相

关的模型，小尺度地幔对流会引起表面热流的增

加，但增加值小许多（图３（ａ）、３（ｂ）和图２（ａ））；

② 小尺度地幔对流仍然加热岩石圈地部，并冷却

深部地幔，但效应比常粘性模型小许多（图３（ｃ）

和图２（ｂ））；③ 均衡地形同补偿深度的关系同常

粘性模型也基本一致，但幅度减小（图３（ｆ）和

图２（ｄ））；④ 和常粘性模型不同，对粘性和温度

相关的模型，地形值与半无限空间冷却模型基本

一致（图３（ｄ）、图３（ｅ）和图２（ｃ））。这主要是由于

当表面与内部粘性差达到一定程度，在表面将形

成一个不参加热对流的盖层［１１，１３］，热量只能由热

传导传递。因此，同常粘性情况相比，小尺度地幔

对流对地幔的冷却效应小了许多。这里有关地形

的结果与已有结论［１，５～７］都不相符，下面将对此进

行详细讨论。

３　讨论与结论

为能更好地建立小尺度地幔对流同地形的关

系，在建模上作了两点改进：① 取平行于板块运

动方向、侧面边界开放的二维剖面建模。这样既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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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Ｄａｖａｉｌｌｅ和Ｊａｕｐａｒｔ
［５］模型只能通过间

接关系建立地形与年龄的关系的问题，又可避免

Ｄａｖｉｅｓ
［７］模型需要对已建立的地形年龄关系进行

特殊处理的问题；② 对粘性与温度相关模型，假

设流体满足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蠕变规律。这样可以保证

岩石圈和地幔之间存在更大的粘性差异，从而可

以避免因小粘性差而产生的虚假效应［１３］。从数

值结果可以知道，常粘性和与温度相关的粘性对

结果影响很大，若表面与内部粘性差过小，则相当

于常粘性情况［１３］。

本文的数值结果给理解国际地球动力学界对

小尺度地幔对流与地形关系问题的争议提供了很

好 的 解 释：① Ｐａｒｓｏｎｓ 和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１］ 以 及

Ｄａｖａｉｌｌｅ和Ｊａｕｐａｒｔ
［５］的地形年龄关系是通过间接

方法计算的，其中采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地幔内部

温度是均匀一致的。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小尺度地

幔对流对地幔的冷却效应，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就

是他们仅顾及了边界层的效应。如果这样，小尺

度地幔对流的效应总是使得地形抬升（图２（ｄ）、

图３（ｆ））。② Ｏ’Ｃｏｎｎｅｌｌ和 Ｈａｇｅｒ
［６］的结论是基

于对地球热能的损失进行估算的，小尺度地幔对

流增加热量散失，加速地幔冷却，由于假定不同深

度的温度异常对地形的贡献是等权的，其方法实

质就是计算补偿深度包括所有被冷却的地幔物质

时的均衡地形。从笔者的结果看，这样计算的地

形深度总是比半无限空间冷却模型大（图２（ｄ）、

图３（ｆ））。③Ｄａｖｉｅｓ
［７］的结果存在两个方面的问

题：① 模型岩石圈与地幔的粘性差异太小（１００

倍），接近于常粘性情形［１３］；② 尽管顾及了不同

深度的温度异常对地形的贡献是不等权的，但最

后计算地形时的粘性结构采用的仍然是常粘性模

型。因此，Ｄａｖｉｅｓ
［７］得到海底地形沉降的结论也

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前面的数值结果，结合上述讨论，小尺度

地幔对流对海底地形的影响可以归结为：在常粘

性情况下，岩石圈下小尺度对流将地幔内部热量

传到岩石圈底部并加热岩石圈从而使表面热流增

加；这种效应的必然结果就是加快地幔冷却，尽管

岩石圈底部加热与地幔冷却两种效应对海底地形

的影响相反，但总效应是使得地形沉降。对接近

地球实际的粘性结构，由于岩石圈底部加热与地

幔冷却两种效应对海底地形的影响效果相当，小

尺度地幔对流对地形几乎不产生影响。因此，关

于海底地形抬升的物理机制问题必须从其他的角

度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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