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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ｒｌｙ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ｌａｗ，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ｍａｆｉｃ ｄｙｋｅｓ ｉｎ Ｚｉｙａｎｇ，Ｓｏｕｔｈ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Ｓ，Ｆｅｎｇ ＣＸ，Ｃｈｅｎ ＸＱ，Ｚｈａｏ ＨＢ，Ｘｕ ＪＹ ａｎｄ Ｆａｎ Ｙ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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