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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寄语

2017年在学术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指导下，实验室坚持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研究领

域前沿为导向，以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为总体研究方向，整合优势科技资源，努力建成

国内外一流、设施优良、符合国际规范技术标准的科技平台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于国内外逐渐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学科群，

在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高层次创新人才汇聚、高质量文章发表等方面，取得了快速进

步。

2017年取得的总体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项目进展与学科建设：在学科建设方面，申请并获批教育部地质学一级博士学位授

予权，为未来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依托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与青岛市地震局将共建

“五子顶洞体地震观测站”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17年 11月获得青岛市

发改委批准。2017年实验室新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等各类项目和课题 111项（主持），合同额 6138 万元，其中，2017

年 1月徐继尚副教授获“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 1570万元资助。各类科研项

目 2017年实际到账经费 8243.8万元。承担的项目以纵向项目为主，特别是刘一鸣博士

获得首届全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1项。2017年 7月，以“863”计划深水可

控源电磁勘探系统开发课题海试首席科学家、中国海洋大学李予国教授团队为主研发的

大功率深海海洋电磁勘探系统，成功实现了我国首次在西太平洋超 4000米水深海域的

海洋电磁观测，用该技术探究了研究区域的地壳及上地幔电性结构，标志着我国电磁探

测技术具备了向深海挺进的能力。并且，海试系统已实现了关键部件国产化，表明该探

测系统自主研制水平已位列国际前沿。

发表论文、专利、获奖：2017年度，发表标注实验室的文章 162篇，比 2016年 132

篇增长约 23%，其中 SCI 源期刊论文 85 篇、EI29 篇，核心期刊论文 48 篇；在有 50

多年历史的国际知名刊物 Geological Journal（影响因子 2.96）出版“丝绸之路”地质专辑

一部，做出了大量创新成果，部分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此外，在《地学前缘》

（2017年 24卷第四期，全部 EI 收录）和《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17年 37卷第

四期，中文核心期刊）围绕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的洋底动力学问题和深部构造过程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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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专辑 1部。系列文章对于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的洋-陆相互作用、多圈层物质-能量循

环、俯冲动力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等前沿科学问题有重要的启发性。新获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和软件著作权 8项。李三忠教授作为第二获奖人获得国土资源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成绩显著。2人入选 2017年度中国

高引科学家名录和 ESI全球 TOP1％科学家名录，在国际地学领域有重要学术影响；引

进绿卡工程教授 1人，千人学者 1名，青年英才一层次教授 1人，英才三层次副教授 2

人，新进科研博士后 4人。李三忠教授入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

开放交流与合作： 继续与国内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关系，并与

美、德、日、澳、英、法等发达国家相关的海洋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

人才联合培养关系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频繁。2017 年 10 月李予国教授成功举办《第二届

中德电磁地球物理学双边研讨会》，96 人参会；10 月，王厚杰教授与美国莱斯大学

Jeffery Nittrouer 教授共同举办的《The 2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Workshop of

Morphodynamics and Socio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Large River Deltas》在青

岛召开，约 40 人参会；10 月，李三忠教授在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第三次会议组织“洋

陆过渡带结构与演化”等 3个专题，组织团队做学术报告 10 余人次。邀请了 10 多位国

际专家学者前来开展学术交流和报告，实验室成员先后 41 人次参加各类学术报告。

总之，一年来，实验室在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各方面取得一定

成绩，教师力量得到充实，人才队伍年轻化，学术氛围浓厚，创新活力得到释放，期待

不久的未来，迎来实验室的更大发展。

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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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简介

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下简称实验室）获准成立于 2002

年，2007年通过教育部建设验收，2009年、2015年连续获得优良的教育部评估

结果。实验室主要从事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的基础与开发研究。现有科研人员

76人，其中，杰出人才有院士 3人，千人学者 2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

位，“973”首席科学家 1人，泰山学者 3位；教授 28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0人），

副教授 27人，讲师 9人，实验室技术管理人员 10人；88％具有博士学位。队伍

结构以中青年业务骨干为主，50-40岁研究骨干是实验室科研的中坚力量，40－

30岁研究骨干 26人，35岁以下博士后流动人员 22人。

实验室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研究领域前沿为导向，以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

为总体研究方向，整合优势科技资源，建成国内外一流、设施优良、符合国际规

范技术标准的科技平台，争取成为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创新体系的标志性

实体之一，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学科群，以及国际学术交流

中心、高层次创新人才汇聚中心和满足海洋强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

国家急需和高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实验室依托较完善的科研条件，通过科研人员的努力，2010-2015年间，平

台建设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海洋装备研发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填补了 2项国内

技术空白，围绕西太平洋、印度洋和中国边缘海的基础科学问题取得了有国际影

响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同行大量引用和应用，不仅提高我国海洋地质领域的研究

水平，而且也为国家的海底科学与探测提供技术和理论支持。部分成果和专利不

仅已成功应用于解决生产实际难题，成果转化效益超过 1244亿元，推动了社会

经济发展，而且在国家能源安全、海洋国土安全维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0-2015年实验室以地球系统科学理念位指导，主要研究领域涉及：1）海

洋沉积与工程环境，2）洋底动力过程与资源灾害效应，3）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

技术等。2010-2015年期间，实验室平台建设取得重点突破，如联合建造了 2600

吨级“海大号”地球物理调查船等，解决了平台建设瓶颈；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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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作为重要单位参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共 2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其它省级奖 4项，作为第一单位在

Nature 子刊、Earth-Science Reviews, Geology, Precambrian Research,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等国际权威刊物共发表

论文 7 篇，SCI 论文总计 159 篇，EI 论文 37 篇。1 人入选 2015~2016 年度 ESI

全球高引科学家名录，1人多次入选 ESI全球 TOP 1％科学家名录，在国际地学

领域有重要学术影响；完成了多项国家重大任务，如独立承担单项 1.6亿元国家

重大专项 1项，5年累计科研经费近 5亿元，体现了综合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

力和实力；培养了 2位国家杰出青年、3位泰山学者，引进了 2位院士、2位千

人学者、1位外籍教授等领军学术带头人，在沉积物“源-汇”效应与沉积记录、海

底沉积过程与工程安全、海洋工程地质与环境评价、陆架－边缘海盆地动力学与

成藏、洋-陆过渡带壳幔过程与灾害、海底资源环境调查－采样－监测－模拟技

术、海洋地球物理勘探与信息技术、海岸带工程地球物理等方向在国内同行中具

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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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亮点成果

1、国内外前沿杂志出版专辑三部：李三忠教授作为客座主编在

国际前沿SCI期刊《Geological Journal》（影响因子2.978）组织“丝

绸之路”地质专辑1部、在《地学前缘》（2017年24卷第四期，全部EI

收录）和《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17年37卷第四期，中文核心

期刊）围绕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的洋底动力学问题和深部构造过程各

出版专辑一部。系列文章对于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的洋-陆相互作用、

多圈层物质-能量循环、俯冲动力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等前沿科学问题

有重要的探索和启发性意义。

2、实现我国海洋电磁深海观测技术突破：2017年7月，以“863”

计划深水可控源电磁勘探系统开发课题海试首席科学家、中国海洋大

学李予国教授团队为主研发的大功率深海海洋电磁勘探系统，成功实

现了我国首次在西太平洋超4000米水深海域的海洋电磁观测，用该技

术探究了研究区域的地壳及上地幔电性结构，标志着我国电磁探测技

术具备了向深海挺进的能力。并且，海试系统已实现了关键部件国产

化，表明该探测系统自主研制水平已位列国际前沿。

3、团队科研素质不断提升：刘怀山等教授获得中国地球物理学

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一获奖人）；李三忠教授获得国土资源

部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第二获奖人）；刘怀山等教授获得山东省地球

物理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一获奖人）；张进等副教授获得山东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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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物理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第一获奖人）。

4、2017年11月李三忠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5、2017年5月，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鳌山创新计划

项目的支持下，徐景平教授和毕乃双副教授作为深潜科学家执行了

“蛟龙”号第五次和第七次下潜作业任务、赵彦彦教授作为上船科学

家参加“大洋38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

 重点合作

依托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与青岛市地震局将共建“五子顶洞体

地震观测站”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行性研究报告于2017年11月获得青

岛市发改委批准。地震观测站建成后可以成为面向全国青少年的地震

科普基地，具有全国示范性。通过该项目的建立，也将促进学校地球

物理和地质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重大项目

2017年1月徐继尚副教授获“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资

助，项目名称：西太平洋PAC-CJ15区块海底底质和底栖生物调查航次，

经费：1570万。该项目通过现场调查和综合研究，认识调查海域底质、

悬浮体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掌握底栖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及其多样性

特点和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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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合作

2017 年 10 月李予国教授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德电磁地球物理学

双边研讨会》，96人参会；10 月，王厚杰教授与美国莱斯大学 Jeffery

Nittrouer 教授共同举办的《The 2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Workshop of Morphodynamics and Socio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Large River Deltas》在青岛召开，约 40人参会；10 月，李三忠教

授在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第三次会议组织“洋陆过渡带结构与演化”

等 3个专题，组织团队做学术报告 10余人次。

 人才引进

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引进英才一层次教授朱俊江。朱俊

江教授主要从事洋地球物理学、大陆动力学和洋底动力学研究。近年

来应用海底地震仪和多道反射地震数据研究洋陆过渡带的地壳结构

和大洋俯冲带的地球物理、深部构造、海洋新构造与地震灾害的特征。

针对被动大陆边缘张裂和岩石圈伸展变形，开展大陆边缘洋陆转换带

的分布规模和形成机制研究，确定洋陆转换带的裂谷演化模式以及陆

壳和洋壳的地壳结构特征和演化机制、针对俯冲系统的俯冲过程，研

究俯冲带不同区段的构造控制机制，探索整个俯冲带俯冲增生或剥蚀

过程，以及物质和流体循环过程。近五年主持国际综合大洋钻探（IODP）

项目“IODP334 Costa Rica Seismogenesis Project (CRISP)”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海洋公益专项 1 项、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1

项。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Marine Geology》、

《Tectonophysics》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7 篇。

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引进英才三层次副教授刘喜停。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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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副教授主要从事海洋沉积与古气候学研究，近年来围绕东海陆架泥

质区沉积物的源汇过程、泥质沉积区内自生矿物（黄铁矿、菱铁矿）

成因及其地质意义等开展研究。近 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

金 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

专项资金 1项，已发表论文 2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作者在《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6 篇。

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引进英才三层次副教授姜

兆霞。姜兆霞副教授主要从事海洋地质学、古地磁学研究，近年来依

托古地磁方法，建立传统岩石矿物学与古地磁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体

系，开展洋陆过渡带构造磁学研究，并将磁性矿物的形成过程和载磁

机理和赋存状态相结合，反演海洋环境及构造过程，开展海洋气候演

化及构造反演的综合研究。近 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 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和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发表

论文 3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等期刊发

表 SCI 论文 10 篇。

2016-2017 年度赵淑娟、索艳慧等师资博士后出站并正式聘任为

学校专任教师。通过人才引进工作，最终新引进英才一层次教授 1人

（朱俊江教授）、三层次 2人（刘喜停、姜兆霞副教授）；入职科研博

士后 4 名（刘一鸣、王光增、李阳、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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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

 项目经费统计

2017年实验室新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等各类项目和课题 111项（主持），合同额 6138 万元，各

类科研项目实际到账经费 8243.8万元。承担的项目以纵向项目为主。

项目分类 项目数量 项目合同金额（万） 项目到校金额（万）

2017 新上项目 111 6138 3078.3

2017 在研项目 191 15678 8185.5

合计 302 21816 11263.8

 新上重大项目简介

1、“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资助：“西太平洋 PAC-CJ15 区块

海底底质和底栖生物调查航次”

2017年 1月徐继尚副教授获“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资助，项目

名称：西太平洋 PAC-CJ15区块海底底质和底栖生物调查航次，经费：1570万。

该项目通过现场调查和综合研究，认识调查海域底质、悬浮体分布特征和演变规

律，掌握底栖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及其多样性特点和分布格局，将为全球气候环境

变化、东亚季风演变、古生物生产力演化等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提供

海洋沉积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该项目 由 2017年 4月 30日到 2017年 6月 27

日开展了研究海域海底底质和底栖生物调查任务，历时 58天，航程 1.5万公里，

最大作业水深 8000米，创“海大号”科考船航程最长、续航最久、作业深度最

大之记录，展示了中国海洋大学深远海科学考察的能力。



12

科研进展

一、海洋沉积过程与环境

1、研究了末次冰消期中国北方东亚夏季季风(EASM)变化记录

首次对中国山东临沂地区石笋进行了高分辨率测试分析，气候变化记录表明：

山东临沂石笋δ
18
O 与中国南方其他石笋δ

18
O 记录在百年-千年尺度上的一致性，

证明末次冰消期季风区气候变化的同步性。同时研究发现 H1 事件内部存在差异：

双峰结构（16.1 和 15.7 ka），15.7-14.5 ka 北方季风降雨呈增加的趋势。研

究证明影响末次冰消期 EASM 变化的因素主要有 2个：

（1）受北大西洋气候控制——H1 和 YD 时期，EASM 减弱与 AMOC 强度减弱引起的

ITCZ 南移有关；BA 时期，EASM 增强与 AMOC 强度恢复引起的 ITCZ 北移有关；

（2）受赤道太平洋控制 ——BA 内部 EASM 增强趋势与 YD 时期 EASM 较小的减弱

幅度（相对于 H1 时期）可能受赤道太平洋海表温度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的调节。

研究成果《East Asian monsoon variations during the last deglaciation

recorded from a stalagmite at Linyi, northern China.》发表于国际前沿

SCI 期刊《Quaternary International》（Qian Li, Guangxue Li*, et. al., 2017.）。

图 1 葫芦洞 YT 石笋(a, Wang et al., 2001)、临沂 LY 石笋

（b）与万象洞 WX42A (c，Zhang, 2011)对 H1-a 事件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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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冰消期格陵兰冰芯δ
18
O 记录，LY 石笋δ

18
O 记录与东亚季风区其他石笋δ

18
O 记录

对比. (a) 格陵兰冰芯 GISP2 δ
18
O 记录(Stuiver and Grootes, 2000); (b) Lianhua

洞石笋δ
18
O 记录 (Dong et al., 2015); (c) 临沂 LY 石笋δ

18
O 记录; (d) 日本

Maboroshi 洞石笋δ
18
O 记录(Shen et al., 2010);(e) 葫芦洞 H82 石笋与 YT 石笋δ

18
O

记录(Wang et al., 2001); (f) 衙门洞石笋δ
18
O 记录 (Yang et al., 2010); (g) 董

哥洞石笋δ
18
O 记录(Dykoski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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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Y 石笋δ18O 记录与其他气候记录对比. (a) 格陵兰冰芯 GISP2 δ
18
O 记录 (Stuiver

and Grootes, 2000); (b) SU8118 岩心 (紫色,Bard et al., 2000)与 ODP Site 980 岩心(黑

色, Mcmanus et al., 1999)冰筏碎屑记录; (c) GGC5 站位沉积物
231
Pa/

230
Th 记录(McManus et

al., 2004), 指示大西洋径向翻转流(AMOC)强度; (d)卡里亚科盆地沉积物总反射率记录

(Deplazes et al., 2013); (e) LY 石笋δ
18
O 记录; (f)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缘 SST 记录

(Sun et al., 2005)；(g) 西太平洋暖池区 MD98-2181 岩心(红色, Stott et al., 2007)

与苏禄海 MD97-2141 岩心(黑蓝色, Rosenthal et al., 2003)Mg/Ca-SST 记录.

2、中国东部海域悬浮体输运“源-汇”过程

（1）基于黄渤海表层沉积物磁性矿物变化，开展黄渤海沉积物物源及输运

路径分析

对黄渤海大面积海区表层沉积物磁性矿物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有助于正

确认识黄渤海的物源以及陆源沉积物从河口到陆架完整的输运路径，同时也为黄

渤海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帮助。通过多个磁学参数的C均值模

糊聚类分析，对黄渤海表层沉积物磁学性质进行分区。几个区域的沉积物源不同，

类型１沉积物物源可基本确定为黄河物质；类型２中沉积物物源可能同时包括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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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长江物质，但黄河物质可能占比重更多；类型３沉积物物源主要是残留沉积，

但也包含一定的黄河物质；类型４中的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物源主要是长江物质，

但是渤海表层沉积物更可能来自周边河流。

黄渤海区表层沉积物磁学性质的控制因素主要由物质输入和水动力环境决

定。类型１磁学特征的分布是通过山东半岛沿岸流将黄河物质输送到北黄海和南

黄海中北部，并通过渤海内环流输运到渤海中部，同时老黄河口的物质通过苏北

沿岸流及强潮流输运到南黄海西南，形成了具有明显黄河物质特征的中等水动力

黄河物源区；类型２主要分布在南黄海泥质区中北部以及北黄海泥质区，该类型

离长江、黄河等物源地较远，沉积物经过长距离的搬运，在水动力环境较弱的泥

质区沉积，含有黄河和长江物质，也存在黄海暖流以及黑潮等环流为其提供的物

质形成了磁性矿物含量中等、亚铁磁性矿物含量中等、磁性矿物粒级最细的磁学

特征，将其命名为弱水动力长江－黄河混合物源区；类型３主要分布于南、北黄

海泥质区的过渡区，磁性矿物含量较少，推断该地区的物源还是以当地残留沉积

物为主，沉积动力中等，形成了磁性矿物含量相对较低、亚铁磁性矿物含量较低

且磁性矿物粒级中等的磁学特征，将其命名为中等水动力残留沉积物源区；类型

４分布较为分散，分布区水动力强，且在南黄海南部受长江沉积物及暖流系（黑

潮、台湾暖流）带来沉积物影响较大，其磁学特征主要表现为磁性矿物含量高、

磁性矿物粒级粗，亚铁磁性矿物含量高，将其命名为强水动力长江物源区。

图 4 取样点分布图 图 5 沉积物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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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闽近海冬季悬浮体分布特征

对于浙闽近海海域，基于2007年2月、7月Landsat Thematic Mapper

（Landsat-TM）和2014年12月、2015年Landsat Operational Land Imager

（Landsat-OLI）卫星影像，研究该海域冬夏季表层悬浮体分布及其控制因素。

研究发现，浙闽沿岸海域表层悬浮体浓度呈近岸高远岸低、冬季高夏季低的特点；

冬季浙闽沿岸流携带的表层悬浮体浓度范围为10-28mg/L，台湾暖流为1.5-5mg/L；

夏季浙闽沿岸流携带的表层悬浮体浓度范围为4-22mg/L，台湾暖流为1.2-2.3mg/L。

并且在冬季发现在40m水深海域存在较明显的表层悬浮体浓度次级锋面及一系

列涡旋，而夏季不明显，推测冬季悬浮体对现代浙闽涡旋泥质区形成有所贡献。

图6 浙闽沿岸SSC分布（a为2014年12月，b为2015年6月，c27.4°N、121.4°E海域SST分布）

（3）黄东海悬浮体跨陆架输运

黄、东海是亚洲大陆与西太平洋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海域之一，在复杂的

环流动力学背景下，悬浮体的跨陆架输运是海洋地质学的研究热点。在综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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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认为，黄东海物质跨陆架输运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包括苏北沿

岸流作用下向济州岛西南搬运、浙闽北部向东输运和台湾暖流向东分支作用下跨

陆架输运。其控制机制有水深地形、陆架环流、冬季风、水体斜压结构等研究结

论，但尚未取得共识。并提出该问题未来研究方向，即悬浮泥沙尤其是中下层高

浓度泥沙跨陆架向深海输运的机制有待深入研究，此外，其季节变化、时空演变、

输运通量等有待研究，台风、冬季风暴等的作用有待甄别。卫星遥感分析和数值

模拟将是有效的研究手段。

图7 黄东海冬季环流场（白色及黑色箭头）及可能的跨陆架输运路径（红色箭头），白色阴

影区显示泥质区范围

以上成果发表在《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Wang et al., 2017）、《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Wang et al., 2017）、《地学前缘》（乔璐璐等，2017）、《海洋

地质与第四纪地质》（闵建雄等，20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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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水调沙影响下河-海相互作用及现行黄河三角洲叶瓣阶段性演化

特征（1976-2013）

黄河 1976年改道清水沟流路以来，受河道演变、入海水沙量和泥沙组分变

化的影响，现行黄河三角洲叶瓣的发育演化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1976

年-1981年为快速造陆阶段；（2）1981-1996年为缓慢淤进阶段；（3）1996-2002

年为轻微蚀退阶段；（4）2002年至今为小幅淤进阶段。综合考虑径流量和泥沙

量对三角洲叶瓣发育演化的耦合作用，各阶段维持冲淤平衡的临界沙量分别为

3.5亿吨/年，2.9亿吨/年，1.5亿吨/年和 0.6亿吨/年。临界沙量的变化受控于黄

河入海沉积物的粒度，随着调水调沙过程的持续，下游河道难以继续高效冲刷，

粗颗粒泥沙比例下降，三角洲仍然面临巨大威胁。

该成果《Stepwis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active Yellow River (Huanghe)

delta lobe (1976 –2013): Dominant roles of riverine discharge and sediment grain size》

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Geomorphology》（Wu et al., 2017）

图8 黄河入海三角洲（A）陆域面积变化；（B）入海水沙变化；（C）蚀积平衡临界入海沉

积物通量和（D）入海沉积物粒度变化（Wu et al., 2017）。

为减缓小浪底水库淤积状态，延长小浪底水库使用寿命，同时减轻下游河道

淤积，增加汛期下游河道的行洪能力，2002 年 7 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利用

黄河干流的大型水库实施调水调沙工程。自 2002 年首次开展调水调沙至今，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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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已连续进行 16 次调水调沙，基本实现了其预期目标，排沙出库有效地清除了

小浪底水库尾部的长期淤积，水库淤积形态得到调整；清水泄流全面冲刷下游河

道，提高了下游河道主槽的行洪能力。黄河流域排洪输沙的季节性特征发生改变，

黄河从“自然径流”进入“遥控脉冲”阶段，黄河下游河道持续冲刷，下游床沙

再悬浮成为黄河入海泥沙新的来源；入海悬浮泥沙粒径变粗、浓度减低，导致了

河口泥沙搬运形态改变、打破了三角洲的平衡。调水调沙过程中，营养盐和污染

物在短短十几天内集中入海，对河口及近海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生态环境产生深

远影响。

随着调水调沙逐年冲刷下游河道，黄河下游河床泥沙粗化明显，下游河道抗

蚀能力增强，单位径流量对下游河床的冲刷效率逐渐减弱,下游河道冲刷效率的

降低导致黄河入海沙量逐渐减少，悬沙粒径又逐渐趋于细化。加之中游水土保持

拦沙效应的日益显现，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产沙量逐渐减少，黄河三角洲仍面临

巨大威胁。以上成果以特邀论文形式发表于国际前沿 SCI 期刊《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Wang et al., 2017）。

图 9 利津站河流日径流量和输沙量对比(A) 1950-1960 和 (B)2002–2013, 其中（B）展示了

共 15 次调水调沙导致的周期性的洪峰事件。



20

图 10 基于 LANDSAT 的黄河口遥感影像 1996 年 (A), 2001 年 (B) 和 2013 年(C); 自 1996

到 2013 年现行河口三角洲陆地面积增长速度与累积输沙量(D).

4、成功获取西太平洋海底底质及底栖生物样品

2017年4月30日到2017年6月27日，徐继尚副教授带领的科考团队圆满完成国

家“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西太平洋海底底质和底栖生物第一航次科考

任务，历时58天，航程1.5万公里，最大作业水深8000m。该航次调查共获得了127

站位的海底表层沉积物样品，12站位的柱状样样品，36站位的悬浮体样品与激光

粒度仪现场观测数据，23站位小型底栖生物样品和14站位大型底栖生物样品，在

1站位布设了时间序列沉积物捕获器，并进行了1站位生物拖网作业。该航次采集

的大量样品和观测资料，为认识调查区底质、悬浮体、底栖生物分布特征和演变

规律，以及进一步研究全球古气候环境变化、古生物生产力演化、深海生物多样

性等热点问题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该航次创“海大号”科考船航程最长、续航

最久、作业深度最大之记录，展示了中国海洋大学深远海科学考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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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底动力过程及其效应

1、三叠纪华北地块向南俯冲于华南地块之下:来自地质、地球物理和

地球化学新数据的认识

传统观点认为，华北与华南陆块拼合前岩石圈的俯冲方向是向北的。然而，

一些关键的地质和地球化学数据与向北的俯冲并不吻合。这篇文章展示了新的与

传统模型相反的证据，并提出了一个新的革命性的构造模型来解释大别－苏鲁造

山带中高压－超高压变质岩的分布和出露。

功能实验室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强调以下几点：1）基于地层学数据，华北

陆块南缘三叠纪的构造环境是被动陆缘，而非主动陆缘；2）华北陆块南缘并没

有岛弧岩浆活动的记录；3）许多与华北陆块胶－辽－吉带具有亲缘性的胶北古

元古代岩片出现在三叠纪的苏鲁造山带内；4）大别－苏鲁高压－超高压变质岩

中保存了许多 1.85 Ga 的变质锆石；5）高压－超高压岩片中许多构造样式的几

何学不对称性指示了高压－超高压岩片折返过程中向北西方向的逆冲；6）蓝片

岩出现在超高压榴辉岩岩片的南侧；7）在北秦岭造山带的东段未发现与华南陆

块具有亲缘性的物质。沿着秦岭造山带的商丹缝合带，记录了明显的向北俯冲。

我们认为，这条缝合带是一个晚期的俯冲带，而不是一个主要的碰撞带。沿着商

丹缝合带少见 I 型岩浆岩，这是由于该陆缘是一个转换型大陆边缘。根据古生代

的变形历史和三叠纪蓝片岩变质相的变形作用的相似性对比，发现布列亚－佳木

斯－兴凯地块与华南陆块具有亲缘性。布列亚－佳木斯－兴凯地块可能是大别－

苏鲁造山带的向北延伸，这条巨大的造山带可能是与华北陆块向大华南陆块下俯

冲有关一个弯山构造。该成果发表在《Earth Science Review》期刊上（题目：Triassic

southeastward subduction of North China Block to South China Block: Insights from

new geological,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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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华北与华南陆块拼合过程及弯山构造形成（Li et al., 2017）

2、东亚早古生代原特提斯洋的封闭及相关微陆块的拼合

作为位于塔里木－华北陆块和滇缅马苏/保山陆块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古大洋，

原特提斯洋是由于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裂解而打开，主体在早古生代末关闭。已知

的研究认为原特提斯洋域内存在许多的陆块和微陆块。在原特提斯洋关闭和这些

陆块/微陆块聚合过程中，与冈瓦纳的早古生代造山带相似，一些早古生代蛇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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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和高压－超高压变质岩在东亚形成。然而，对于原特提斯洋的边界、这些陆块

/微陆块的属性、其与北部的塔里木－华北陆块的关系及聚合过程等问题还存在

学术上的争论。这些问题对揭示和重建原特提斯洋闭合前的构造过程及潘吉亚超

大陆的初始聚合非常重要。毫不奇怪，从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裂解和漂移到潘吉亚

超大陆的聚合过程中，原特提斯构造域表现为复杂的洋－陆格局及大陆的聚合和

离散。因此，功能实验室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将基于野外地质、构造地质、岩浆

活动、沉积组成、地球化学记录、年代学和层析成像结果，主要致力于总结和讨

论原特提斯构造域的北部，目的是为了揭示以下三个关键问题：1）确定原特提

斯洋的南北边界；2）建立原特提斯洋内陆块/微陆块的亲缘性及洋－陆格局；3）

阐明微陆块的拼合时序和方式及原特提斯洋的关闭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原特提斯洋北界为古洛南－栾川缝合带（或宽坪缝合带），

其向西延伸到西昆仑；南界是龙木错－双湖－昌宁－孟连缝合带。原特提斯洋北

部的塔里木－阿拉善－华北陆块具有向南的俯冲极性，并在早泥盆世沿着冈瓦纳

大陆北缘与冈瓦纳大陆碰撞。原特提斯洋的南部分支可能关闭，形成了大华南陆

块，包括北羌塘、若尔盖、扬子、华夏、布列亚－佳木斯和印支地块，其向南俯

冲并在早泥盆世拼贴到冈瓦纳大陆北缘。结果也表明，华北陆块与冈瓦纳大陆没

有明显的亲缘性，而其它陆块/微陆块，如扬子、华夏、塔里木、柴达木、阿拉

善、北秦岭、祁连、欧龙布鲁克、南羌塘、拉萨、兰坪－思茅和印支等在早古生

代早期都与冈瓦纳大陆具有亲缘性。在 480-400 Ma期间，这一系列陆块/微陆块

经历了向南的俯冲，并逐渐拼贴到冈瓦纳大陆的北缘东段，导致了原特提斯洋的

关闭和原潘吉亚超大陆的形成。自 380 Ma开始，大华南陆块和塔里木－华北陆

块裂离原潘吉亚超大陆的大冈瓦纳大陆，导致了古特提斯洋和勉略洋洋壳的形成。

经过了这个小的调整，直至 240-220 Ma，它们向北逐渐拼合，形成了劳亚古陆，

它反过来又导致了潘吉亚超大陆的最终形成。该成果发表在《Earth Science Review》

期刊上（题目：Closure of the Proto-Tethys Ocean and Early Paleozoic amalgamation

of microcontinental blocks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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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华北与华南陆块拼合过程及弯山构造形成（Li et al., 2017）

3、东亚地区俯冲太平洋板块的年龄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

在东亚地区之下的地幔转换带中，存在一平板状板块。虽然普遍认为该平板

状板块在东亚构造演化及其相关地幔动力学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该平

板状板块的本质属性仍不清晰。例如，该平板状板块是 Izanagi 板块还是太平洋

板块？它在地幔转换带中滞留了多久？它与华北克拉通的破坏相关吗？

通过将地震波层析成像与全球板块重建相结合，厘定出，东亚地区之下地幔

转换带中平板状板块的岩石圈年龄向西变年轻，其西缘岩石圈年龄为~90 Ma（图

1），这表明平板状板块是俯冲的太平洋板块，而不是已经消亡的 Izanagi 板块。

研究还表明，该平板状板块在地幔转换带中的滞留时间不超过 10-20 百万年，远

远低于东亚地区之下大地幔楔的存在时限（> 110百万年）。因此，现今东亚地幔

转换带中平板状的太平洋板块导致了新生代东亚大陆岩石圈的破坏，而早白垩世

华北克拉通的破坏则是由 Izanagi 板块的俯冲造成的。该成果发表在《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期刊上（题目：Age of the subducting Pacific slab beneath

East Asia and its geodynamic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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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东亚地区地震层析成像及俯冲的太平洋板块年龄分布图（Liu et al., 2017）

4、西南印度洋洋中脊的构造控矿要素和热液资源勘探潜力

全球已发现 597个热液喷口，主要分布在大洋中脊、弧后盆地和岛弧。其中，

全球大洋中脊仅有 20%的长度被报道，剩余 80%的资源潜力还尚待发掘。据

Beaulieu et al.（2015）的研究成果，洋底可被估测的热液喷口还有 900多个。西

南印度洋洋中脊（SWIR）全长 7000 km、已发现 24个热液喷口，还有洋中脊的

75%待挖掘。关于 SWIR 热液成矿的构造成因不明，未被发现热液喷口脊段的资

源潜力也待探讨。

研究结果显示，西南印度洋洋中脊已发现的 24 个热液喷口中，20%为热点

影响，80%为构造作用—超慢速-慢速扩张的总体地质背景所致（图 1）。已发现

的热液多分布在正常洋壳和薄洋壳区；而在明显受热点影响的 35- 47˚E 和 0-10 ˚E

SWIR 洋壳增厚脊段并未有热液发现，其原因待进一步研究，推测为缺少热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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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通道或其他原因。该成果发表在《Marine Geophysical Research》期刊上（题目：

The potential hydrothermal systems unexplored in the Southwest Indian Ocean）。

图 14 西南印度洋构造要素和已发现热液喷口的分布（Suo et al., 2017）

5、冲绳海槽转换断层形成模式及其扩张机制

转换断层是洋底进行海底扩张最直接的证据，但其成因却一直是板块构造理

论尚未完全解决的科学问题。冲绳海槽自中新世张裂于东亚大陆边缘，属于最典

型的仍处于早期扩张阶段的弧后盆地。因此，研究冲绳海槽转换断层，对理解转

换断层初期形成机制有所启发。大多数学者认为冲绳海槽内发育纵向（NE）和

横向(NW)两组断裂。纵向断裂基本已达成共识，认为其与海槽的张裂构造活动

有关，属于裂谷阶段极易产生的犁式生长断层，随海槽扩张逐渐发育。而对于垂

直海槽走向的横向断裂研究程度较低且争论较多，但若冲绳海槽存在转换断层，

NW向断裂必为不二选择。

研究结果显示，NW向断裂为一系列的左行压扭断裂，其中规模较大的仅有

三条，如海槽北界断裂、宫古断裂以及海槽南界断裂，它们穿过冲绳海槽延伸至

东海陆架盆地，甚至一直到中国东部大陆。另外，在冲绳海槽新发现一组 NNE-SN

向右行张扭断裂，其不管是在构造地貌、地震剖面还是重磁资料上均有显示（图

15）。通过总结大陆裂谷构造变换带和新生洋盆转换断层构造特征以及它们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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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系的构造组合，进行对比研究，结合日本九州的别府-岛原大陆裂谷系（冲绳

海槽的陆上延伸部分）的构造格架，认为 NNE-SN 向断裂跟可能为冲绳海槽发育

形成转换断层的横向构造。这些 NNE-SN 向断裂继承了先存岩石圈构造薄弱面，

即沿大陆裂谷系和被动大陆边缘出现的横切构造走向的构造变换带。正是由于右

行右阶的 NNE-SN 向断裂不断剪切拉分作用（图 16），导致冲绳海槽打开。该成

果发表在《Marine Geophysical Research》期刊上（题目：Origin and model of

transform faults in the Okinawa Trough）。

图 15 自由空间重力异常水平方向 0°和 90°一阶导数 （Liu et al., 2017）

图 16 冲绳海槽转换断层形成模式（Liu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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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技术

1、建立了一系列高精度地震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技术

（1）基于同步挤压 S变换的地震信号时频分析方法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高分辨率时频变换方法-同步挤压 S 变换，该方法可以

得到高分辨率的时频谱。利用该方法对地震信号进行时频分析，用以提高对薄层

和储层的识别。图 2是同步挤压 S 变换的时频结果与传统时频变换结果的对比，

可以看到，我们提出的新时频变换方法可以得到分辨率更好的时频谱。利用新时

频变换方法对某天然气储层叠后数据进行谱分解的结果显示，利用新高分辨率时

频变换进行谱分解，可以得到对储层更好的描述。 相关研究结果“基于同步挤

压 S 变换的地震信号时频分析”发表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上。

图 17 利用 S 变换和同步挤压 S 变换对天然气储层区域进行谱分解结果对比

（2）二阶同步挤压 S变换

当非平稳信号的相位随时间呈非线性变化时，同步挤压Ｓ变换计算出的瞬时

频率会出现误差，并造成时频谱分辨率降低．为了改善其对于该类信号的时频分

析效果，我们利用时间和频率的二阶偏导数对瞬时频率计算式进行修正，提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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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同步挤压Ｓ变换．合成信号处理结果表明，二阶同步挤压Ｓ变换的分辨率不但

明显高于常用时频变换，在信号瞬时频率随时间呈二次或正弦变化的情况下，其

时频挤压效果也好于同步挤压Ｓ变换．我们将二阶同步挤压Ｓ变换应用到天然气

地震勘探资料的谱分解当中，结果表明，二阶同步挤压Ｓ变换可以很好地检测到

与天然气相关的谱异常．因此，二阶同步挤压变换对于地震解释是一种有潜力的

方法。相关研究结果“二阶同步挤压Ｓ变换及其在地震谱分解中的应用”发表在

《地球物理学报》上。

图 18 非平稳信号多种时频变换结果对比

（3）基于同相轴优化追踪的多次波组合自适应衰减

提出了一种基于同相轴优化追踪技术的多次波剔除与扩展维纳滤波相

结合的组合自适应衰减方法，其首先利用 SRME 预测得到的多次波记录生成多次

波速度谱，然后通过同相轴优化追踪技术和短时窗 FK 滤波方法将原始记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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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一次波记录和准多次波记录；最后利用扩展的维纳滤波法进一步消除准一次

波记录中的残余多次波，同时从准多次波记录中还原出损伤的一次波信息。该方

法综合利用了基于同相轴优化追踪的多次波衰减方法和与扩展维纳滤波法各自

的优势，其无论是对常见的双曲线型多次波还是其它类型多次波都可进行有效压

制，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一次波的损伤。理论模型实验与野外资料的处理实验结

果均显示该方法的多次波剔除效果明显优于常规的多道维纳滤波法，其更加适应

于复杂构造区域的多次波衰减处理。相关研究结果“Combined Adaptive Multiple

Subtraction Based on Optimized Event Tracing and Extended Wiener Filtering”发表

在《J. Ocean Univ. China》上。

图 19 组合多次波自适应衰减前（左）和衰减后（右）的偏移剖面

（4）基于同相轴追踪的三维多次波压制方法

提出了一种基于同相轴追踪的三维多次波压制方法，在引入三维高分辨率叠

加速度谱的基础上，进行多次波同相轴的高精度追踪，并将追踪到的多次波同相

轴组成准多次波记录，然后利用 f-k滤波方法实现在多次波同相轴所属短时窗内

的多次波压制。模型实验和实际数据测试均表明，该方法的多次波剔除效果明显

优于高精度抛物线拉冬变换法，并且其计算效率也明显高于高精度抛物线拉冬变

换法，因此基于同相轴追踪的三维多次波压制方法更适合于针对“海量”数据的

三维多次波压制处理。相关研究结果“基于同相轴追踪的三维地震资料多次波压

制方法”发表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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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多次波衰减前后叠前时间偏移剖面对比

（a）原始炮集记录的偏移剖面；（b）经过同相轴追踪法压制多次波的叠前时间偏移剖面

（5） 基于速度加权叠加和 AVO分析的叠前地震数据插值方法

提出了一种基于速度扫描加权叠加和 AVO分析进行 CMP道外推与内插的方

法，通过对多道信号的渐变叠加速度扫描、加权叠加计算插值道中的信号，同时

利用 AVO 分析技术获得地震记录同相轴的道间振幅变化规律，并基于此对待重

建地震道进行振幅校正。该方法在重建地震缺失道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地震信号

的动力学特征，从而使重建的地震信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野外记录的相对振幅

关系。理论模型实验与野外实际地震资料的处理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一次波还

是多次波，该方法均可实现缺失道的高精度重建。相关研究结果“基于速度加权

叠加和 AVO分析的叠前地震数据插值方法”发表在《石油物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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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CMP 地震记录重构测试

左：原始 CMP 记录；中：舍弃了部分地震道的 CMP 记录；右：重建的 CMP 记录。

（6）垂直缆观测取得新进展

在 2017 年春季，使用所研发的海洋地震垂直缆在我国南海某海域完成第二

次海试，分别在 1200 米和 2250 米水深处对海洋地震垂直缆进行了工作性能、仪

器指标和重复性测试，共完成试验测线 400余千米，获得海洋地震垂直缆原始资

料 36.5Gb。海试结果表明，海洋地震垂直缆资料可靠、性能达标，为后续天然

气水合物的勘探和开发提供了新的手段。海洋地震垂直缆在识别多次波，有效分

离、激发与接收鬼波等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适于局部探测及非常规成像，还可

以实现广角、宽频、三维采集。进一步将水平缆、垂直缆、海底地震仪联合进行

立体同步观测，形成了基于垂直缆的“立体观测网”。它联合使用分布于水体不同

深度范围的震源集和检波器集，组成一个包括震源集、水面缆、垂直缆和 OBS

等立体、广角、全方位地震探测系统。此立体观测网所采集的资料含有各种波场

的全方位信息，具有广角、宽频、高信噪比、高分辨率的特点。这些特点具体体

现在：由于更真实地记录了波场特征，立体观测网所采集数据将有利于分析波场

特征和各波场之间的关系，进而便于进一步进行波场分离和提高信噪比；立体观

测网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采集到反射角达到±70°以上的地层反射信息，有利于实现

全方位立体高精度成像；立体观测网所采集数据有潜力达到 3～1200Hz 的频宽，

从而将目标区的分辨率提升到米级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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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左：垂直缆原始单炮记录；右：海洋立体地震观测系统所获得的高分辨率剖面。

（7）基于立体观测系统探讨神狐海域水合物 BSR低频阴影特征

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存在明显的 BSR 地震响应，它是上层水合物和下层游

离气的一个相界面，也是一个强的反射界面，经过谱分析在该界面之下会出现低

频阴影现象。基于自适应核时频分析方法对神狐海域立体观测数据即海底地震仪

多分量（纵横波分量）共检波点数据、垂直缆共检波点数据和水平拖缆数据（不

同偏移距的初叠剖面）进行了联合分析，获得了 BSR 响应之下低频阴影特征。该

成果有一篇论文发表在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杂志上，并有一篇成

果论文被《Journal of Earth Science》杂志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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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垂直缆共检波点道集的谱分析。

从上到下分别为 40Hz 单频剖面；45Hz 单频剖面；50Hz 单频剖面；55Hz 单频剖面。

（8） 提出基于相邻虚拟道叠加的超虚折射干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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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广角海底地震仪（OBS）观测系统的远偏移距数据信噪比低的情况，提

出基于相邻虚拟道叠加的超虚折射干涉法（SRI-SNV），提高了远道与近道互相

关的准确度，使低信噪比远道初至波得到稳定增强。理论实验和实际资料应用均

显示，新方法处理后的地震波初至波形的同相轴连续性更好、信噪比更高，有助

于获得更高精度的初至。该成果在 2017年中国石油学会物探专业委员会的年度

会议上作口头报告，并刊出在会议论文集中。

图 24 左：原始地震数据；右：经过 SRI-SNV 增强后的地震数据。

2、提出了新型的地震成像技术和方法

（1）提出新的谱反演方法准确估计波阻抗

基于频率域谱反演方法，我们实现了对于地下介质波阻抗的准确反演。反演

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实现对于地下反射系数对反演，第二步再根据反射系数反

演波阻抗。反演中我们创新的提出了 L2模约束谱反演算法，该方法可以极大的

降低反演陷入局部最小的可能，提高反演结果的准确性。理论和实际资料的应用

均显示，反演结果与测井数据吻合，所提出的新方法都可以准确的反演出地下波

阻抗信息。相关研究结果“Accurate estimation of acoustic impedance based on

spectral inversion”发表在《Geophysical Prospecting》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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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天然气水合物资料波阻抗反演结果

（2）基于井数据约束的全波形反演

建立了基于井数据正则化的全波形反演目标函数和梯度计算公式，并通过模

型数据反演测试优化了正则化系数，实现了将井数据用来作为先验约束信息加入

到速度反演过程中来提高反演的稳定性和收敛效率。模型实验结果显示有井约束

反演其反演精度优于常规反演，显示出有井约束反演有更高的反演精度和收敛效

率。相关研究结果“A time domain full waveform inversion method based on

well-constrained regularization”在“2017 SEG Full-waveform Inversion and Beyond

Workshop”国际会议上做了展示。

图 26 左：常规反演结果；右：有井约束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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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尺度可变形层析成像方法应用策略研究

针对初至层析在深层速度建模不稳定的问题，使用多尺度可变形层析成像研

究了不同偏移距初至数据对速度模型不同深度结构的反演能力，提出了剥层与界

面平滑相结合的深部速度结构反演策略。该策略可以在深部和浅部都有效重构复

杂速度结构，且具有比常规剥层法更高的稳定性和准确度。相关研究成果

“Wide-angle seismic tomographic inversion of deep layer velocity structure based

on layer stripping and interface smoothing strategies”已经被 CPS/SEG Beijing 2018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录用，将在会议上作口头报告。

图 27 不同层析反演策略效果对比。

（a）剥层法。（b）界面平滑剥层法。红色虚线代表真实界面。

3、高精度重力方法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新进展

（1）基于矢量场的三维变密度重力反演方法

在高精度重力测量中，变密度体重力矢量场的计算一直备受关注。在正演和

反重力建模中，通常采用三维矩形棱柱作为一种简单的构造单元来逼近形状不规

则的三维变密度体。我们首次采用任意阶多项式函数表示一个矩形棱柱体的密度，

并推导出垂直和水平的按照多项式密度变化的三维矩形棱柱体的引力矢量场解

析表达式。然后，我们组合 x、y、z方向的任意阶多项式函数，并推导出一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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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直角棱柱的引力矢量场的解析表达式，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密度函数。对解析表

达式进行了数值验证，并与已有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新的表达式的计

算效率远远优于现有方法。相关研究结果“Analytical expressions for the

gravitational vector field of a 3-D rectangular prism with density varying as an

arbitrary-order polynomial function”发表在《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上。

图 28 利用三次多项式计算密度随深度变化的三维重力矢量场

（2） 卫星测高反演重力场在西太平洋海域的应用

利用高精度卫星测高数据反演重力是获取海洋重力异常的重要方法。本文介

绍了自 2008年以来新一代高精度测高卫星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联合多颗

新型卫星，进行交叉点平差，通过中心差分代替常规 Sandwell 方法计算垂线偏

差，利用改进的逆 Vening－Meinesz法和 Stokes数值反解法对西太平洋某区域进

行了重力场反演。反演结果与 NGDC提供的船测重力值比较表明，逆 Vening－

Meinesz 法计算误差小于 Stokes数值反解法。通 过添加随机噪声数值实验，进

一步证明逆 Vening－Meinesz法对于测高数据误差的抗差能力更强，在研究区的

重力异常计算结果可信度较高。相关研究结果“卫星测高反演重力场在西太平洋

海域的应用”发表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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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BB’测线加噪结果与无噪声结果对比

（3）扰动重力梯度的球冠谐分析建模

从球冠谐理论出发，详细推导了球冠坐标系下扰动重力梯度的无奇异性计算

公式。基 于 Tikhonov正则化方法，利用 GOCE卫星实际观测数据解算局部重力

场球冠谐模型。数值计算表明，基于扰动重力梯度的球冠谐分析建模方法能够有

效地恢复局部重力场中的短波信号，与 GO_CONS_GCF_2_DIR_R5模型的差异

在±0.3×10-5ｍ/s2水平。研究成果“扰动重力梯度的球冠谐分析建模”发表在《测绘

学报》上。

图 30 球冠谐模型径向扰动重力误差

4、建立了系列的高精度海底电磁探测方法

（1）频率域海洋可控源电磁数据结合发射源导航参数和海底电阻率联合反

演

本文提出了一种频率域海洋可控源电磁数据结合发射源导航参数和海底电

阻率资料联合反演的方法。反演方法是 BFGS修正方案，其中的一个优点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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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 BFGS方案更新 Hessian矩阵，而不用在反演过程中计算 Hessian矩阵。

对海底电阻率和发射机导航参数（包括发射机天线的方位角、倾角和水平位置）

的电磁场响应的偏导数进行了解析解的计算。采用全范围数据代替近场数据（通

常是源和接收机的偏移距＜1 km），对拖曳偶极子源（包括天线方位角、倾角、

水平位置）和海底电阻率的导航参数进行转化。一个特征参数分析表明，海底电

阻率和发射导航参数结合多频率数据可以独立解决的，并且更好的重构海底分布。

综合反演和野外资料反演表明，本文的反演方法可同时重建海底电阻率结构和发

射机导航参数。相关研究结果“Joint inversion for transmitter navigation seafloor

resistivity for frequency-domain marine CSEM data”发表在《 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上。

电阻率（ ）ohm.m

深
度

）(m

图 31 整个剖面可控源电磁数据结合发射源导航参数和海底电阻率联合反演异常响应曲线

（2）无网格局部 Petrov-Galerkin法大地电磁场二维正演模拟

由于MLPG 无网格方法仅通过点与点之间的相对距离关系建立形函数，摆

脱了网格的限制。采用高斯点赋予物性参数值的方法，克服了节点必须严格位于

物性分界面上的局限性，增强了MLPG 无网格方法的适用性，有利于模拟复杂

地电模型的大地电磁响应。在模拟含有弯曲物性分界面地电模型的大地电磁场响

应时，高斯点赋予物性参数值的MLPG 无网格法仅利用高斯点就可以很好地刻

画模型的内边界，当用粗糙的规则矩形网格进行离散化时，MLPG无网格法结果

的总体稳定性优于结构化矩形网格有限元，为改善反演结果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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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底存在起伏地形时，MLPG无网格方法仅需在结构网格剖分基础上，在

地形起伏处增加少量加密节点便可以很好地刻画地形起伏，算法简单，几乎不改

变总体刚度矩阵大小。海洋起伏地形对海洋大地电磁高频响应的影响比低频响应

的影响要大，但对低频响应的影响范围比高频的响应要广。对于海洋地堑和地垒

模型，TE 模式下视电阻率和相位在地形肩部都呈现正异常，TM模式下视电阻

率和相位呈现负异常，但地垒模型在肩部外侧的相位在 TE模式下呈现负异常，

TM模式下呈现正异常。总体来说，地垒模型对海洋大地电磁响应的影响比地堑

模型的影响范围要大。相关研究结果“无网格局部 Petrov-Galerkin法大地电磁场

二维正演模拟”发表在《地球物理学报》上。

图 32 二维海洋梯形地堑模型在 1.0Hz 和 0.1Hz 下大地电磁响应

（3）在接收机的位置精确插值：一种频率域海洋 CSEM的有限差分模拟的

新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用电阻率对比计算海底电场和磁场的精确插值方法。将该方

法应用于三维（3D）频域海洋可控源电磁（CSEM）建模与拖曳的发射器和接收

器位于海底。我们用直接求解器（SFD）求解获得交错网格方法模拟的三维海洋

CSEM响应。用二次场法避免了源奇点，电偶极子源激发的主磁场可由一维层状

背景似解析解。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着重于在导电海水和海底地层之间的

海底界面处对电场和磁场进行插值。考虑到正常电场的不连续性，我们用正态电

流密度进行插值。二次电场和磁场也用于插值，而不是用于高数值精度的总场。

所提出的插值仅利用海底界面以下的节点，被证明比其他测试插值方法更精确，

（即对比传统的线性插值和严格插值）。相关研究结果“Accurate Interpolation at

Receiver Positions: A Novel Method for Frequency-Domain Marine CSEM

Finite-Difference Modelling”发表在《Pure & Applied Geophysics》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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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误差对比（0.1Hz）.（a）（b）网格 81*81*58，（c）（d）网格 81*81*68，（e）（f）网

格 81*81*80

（4）基于改进的接收点插值算法的频率域海洋可控源电磁法 2.5维正演

考虑到海底电场法向分量不连续性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接收点插值算法，用

法向电流分量进行插值以准确求取海底任意接收点处电磁场值。利用交错网格有

限差分法实现了二维介质中频率域海洋可控源法（CSEM）正演，对构造走向做

傅里叶变换，将三维电磁模拟问题转换为波数域 2.5维问题，即三维场源激励下

针对二维地电模型的电磁模拟问题。使用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法，基于一次场/二

次场分离方法导出波数域二次电场离散形式，并进一步求得波数域电磁场。采用

改进的插值算法可求得海底任意接收点处波数域电磁场，采用傅里叶逆变换对波

数域电磁场进行积分可得到接收点处空间域电磁场。模型算例表明，与常规的线

性插值和严格插值算法相比，改进的插值算法具有更高的精度。相关研究结果“基

于改进的接收点插值算法的频率域海洋可控源电磁法 2.5维正演”发表在《地球

物理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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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网格剖分为 168×90 情况下插值结果对比

（5） PML边界在三维海洋可控源电磁模拟中的应用

将 CFS-PML应用到三维MCSEM正演中，对于 PML边界，模型可以限制

在感兴趣的区域之内，周围只有少量的吸收层，这样能在不影响数值精度的情况

下有效抑制人为边界的影响。接下来的计划是开发一个基于 CFS-PML的反演方

案，用于处理真实数据。此外，发展MCSEM和地震数据的三维联合反演方法，

提出三维建模方案。CFS-PML边界比传统的 Dirichlet边界条件更方便。在地震

波模拟中，常用的是 PML边界。如果使用 PML对 CSEM场进行模拟，这两种

来自同一调查区的不同的地球物理数据的模型区域可以是相同的。这样可以解决

使用 Dirichlet边界时，CSEM网格区域通常是大于地震网格区域的问题。相关研

究结果“Application of the perfectly matched layer in 3-D marine controlled-source

electromagnetic modelling”发表在《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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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三维海洋可控源电磁模拟效果结果对比

（6） 任意方位电偶源的MCSEM电磁场三维正演

采用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法模拟了MCSEM的三维电磁场的分布。将任意方

位的发射源激发背景模型产生的一次电磁场作为三维模型的新场源，并采用直接

求解器 MUMPS求解离散所得的线性方程组，提高了发射源附近区域数值解的

精度。先求出三个等效偶极源激励产生的电、磁场分量，再将其叠加得到任意方

位电偶源激发背景模型产生的一次电磁场，因此发射源的方位只在计算背景电磁

场时予以考虑，这不仅简化了 MCSEM 三维数值模拟的计算过程，也为定量分

析发射源方位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典型三维模型初步分析了发射源的方

位偏离和长度变化对正演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发射源在水平方向还是垂

直方向发生偏离，都会对正演响应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发射源的长度变化对正

演响应的影响同样非常明显。相关研究结果“任意方位电偶源的 MCSEM 电磁

场三维正演”发表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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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不同长度发射源 Hx 模拟结果对比

（7） 层状垂直各向异性介质海洋 CSEM发射源及接收站姿态和位置对电

磁响应影响研究

在实际海洋作业中，自由下沉的接收站可能沉降在局部倾斜的海底面上，在

海底的方位可能是任意取向的。同时，由于洋流等因素的影响，发射源偶极子会

发生旋转、倾斜，其位置也会偏离预设的拖曳路径，所以发射源和接收站姿态的

变化都将对电磁资料产生影响。计算了电阻率层状垂直各向异性介质中发射源与

接收站在不同姿态、位置的电磁响应，分析了引起海洋 CSEM探测系统数据误

差的机制及其电磁响应特征。计算结果表明：（1）旋转的发射源会影响电磁场以

及能流的分布；（2）接收站倾斜角较于方位角对水平轴向电场的影响更大；（3）

振幅误差主要来源于发射源和接收站的倾斜角，而相位的变化则为发射源位置和

接收站倾斜角、位置的共同影响的结果。相关研究结果“层状垂直各向异性介质

海洋 CSEM发射源及接收站姿态和位置对电磁响应影响研究”发表在《地球物

理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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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电阻率各向同性（a）、围岩电阻率各向异性（b）、高阻储层电阻率各向异性（c）情

况下，发射源倾斜（倾斜角β＝10°）在海底面（xoy 平面,测区范围为 x:－15～15km;y:

－15～15km）水平电场（第一列 Ex 和第三列 Ey）和其与倾斜角β＝0°情况的水平电场相

对误差（第二列和第四列）分布

（8）海洋 CSEM的共中心点域快速反演

海洋可控源电磁法（CSEM）对海底高阻体的反映比较灵敏，可用于天然气

水合物探测资料的定性解释和反演研究。海洋 CSEM资料的共中心点（CMP）

域转换方式，可在横向上较好地分辨高阻储层。鉴于一维反演是解释地球物理资

料的基础，较于二维和三维反演方法有着更高的计算效率和更低的硬件要求，将

二维模型的响应在 CMP域单元内表达为一维模型的响应，进而运用一维高斯-

牛顿反演解释二维海洋 CSEM资料。模型数据试算表明: 由海洋 CSEM 资料的

CMP单元响应能够直接反映出天然气水合物横向分布范围，在横向上可较好地

分辨高阻储层。相关研究结果“海洋 CSEM的共中心点域快速反演”发表在《地

球物理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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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推覆构造模型 CMP 域反演结果

（9）一维垂直各向异性介质频率域海洋可控源电磁资料反演方法

提出了一维电阻率垂直各向异性（VTI）介质倾斜偶极源激发频率域海洋可

控源（CSEM）资料高斯－牛顿反演方法。将该反演方法应用于理论模型合成数

据和实测资料反演中，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和重构电阻率各向异性层状地电模型

的能力。这种反演方法能够较准确的恢复围岩和基岩的各向异性电阻率以及高阻

薄层的埋藏深度、厚度和垂向电阻率。多频率、多分量电磁场数据能够更好地重

构电阻率各向异性地电模型；采用混合观测模式数据反演能够提高对高阻薄层埋

深和基岩各向异性电阻率的分辨能力。相关研究结果“一维垂直各向异性介质频

率域海洋可控源电磁资料反演方法”发表在《地球物理学报》上。

图 39 单一观测模式数据和混合观测模式合成数据的电阻率各向异性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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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控源电磁场三维自适应矢量有限元正演模拟

实现了可控源电磁（CSEM）场三维自适应矢量有限元正演算法，该算法采

用非结构四面体单元进行三维网格剖分，能够真实模拟地形起伏和复杂电性异常

体。采用一次场和二次场分离的方式计算电磁场响应，能够有效解决有限元模拟

中的源点奇异性，提高场源附近电磁场数值精度，其中一次场利用 CSEM一维

正演算法解析求得，二次场采用矢量有限元方法求得。并利用基于后验误差估计

的自适应网格细化算法指导网格细化，以减少人为设计网格导致的误差。计算结

果表明，与解析解对比，水平电磁场分量的振幅相对误差均小于 1%，相位差在

1°以内；相对于振幅曲线,有效异常能够对高阻油气有更好的反映。相关研究结

果“可控源电磁场三维自适应矢量有限元正演模拟”发表在《地球物理学报》上。

图 40 视电阻率计算结果对比。 (a)3D 数值解；(b)2D 数值解

5、青藏高原及周缘地区构造与动力学研究

（1）菲律宾海板块最北端的弧陆碰撞走滑构造

以骏河和相模槽为界的菲律宾北部海板块的地质作用是活动碰撞带的典型

例子。我们试图通过地震估计和大地测量分析来说明应力场，并提出了菲律宾海

板块最北端的运动学模式。通过 ISOLA 软件选择 7 个事件（M≥4.0）进行波形

反演，以区分应力场。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分布有 6个显示走滑运动的事件，而以

前的研究报道的震源机制很少。根据现有的震源机制，研究区广泛分布着 P，T

轴类似的走滑断层。应力反演表明北部地区具有 NW-SE压缩和 NE-SW 拉张应

力的特点，尽管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正如大地测量学，震中，震源机制，重力

异常和速度结构的分析所表明的，最北端的变形主要由几个以伊豆火山沿线为中

心的陡倾的共轭走滑断层系统来解决。一般来说，运动学的最大主应力是由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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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海板块和日本中部的碰撞导出的。由于俯冲板块的俯冲角度，速度和方向不同，

沿 Sur and槽和相模槽的板片拉力的大小可能导致大部分由两槽所围成的区域的

NE-NNE 伸展。延伸沿伊豆火山线向南传播，到达三宅岛相邻地区。研究成果

“Strike-slip tectonics within the northernmost Philippine Sea plate in an arccontinent

collisional setting”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上。

图 41 菲律宾海板块最北部构造

（2）哀牢山－红河断裂带哀牢山－大象山段渐新世－早中新世热史演化及

成因

哀牢山－红河断裂带范围内样品热史演化的系统构建工作偏少；部分学者往

往将样品的冷却年龄简单地归因于断裂带的事件年龄，而没有考虑热扰动因素，

致使以往研究结论仍然存在分歧及不合理之处，利用断裂带中高温测年资料，构

建了Ｔ－ｔ变化曲线，结合压力－温度－深度（Ｐ－Ｔ－Ｄ）变化趋势及地层恢

复，对Ｔ－ｔ变化的成因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中高温热史演化表明断裂带Ｓ

Ｅ端（大象山段与ＮＷ端（哀牢山段）皆经历２期冷却过程；在地层剥蚀或构造

剥露作用诱导下，ＳＥ端、ＮＷ端于３２～３０Ｍａ、３２～２２Ｍａ分别经历

第１期冷却过程，而其在２６～２４Ｍａ、２２～２０Ｍａ分别经历的第２期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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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过程中，由于断裂活动减弱这一因素，致使该期冷却速率明显增（尤其是断裂

带ＮＷ 端），伴随着印支地块的顺时针旋转挤出，断裂带中南部左旋转换拉张构

造活动向北迁移。在断裂带Ｔ－ｔ演化的第１个阶段内，受断裂带转换拉张强度

ＮＷ 向减弱的影响，断裂带ＳＥ端正断活动所致的山体隆升效应明显强于ＮＷ

端，致使ＳＥ端样品冷却过程较早，同时冷却速率明显偏大；而在第２个阶段，

伴随着青藏高原进入中新世早期的隆升阶段，作为高原东南缘板块调节边界的哀

牢山－红河断裂带其活动性由ＳＥ端开始减弱，使得冷却过程由ＳＥ端向ＮＷ端

传递。相关研究结果“哀牢山－红河断裂带哀牢山－大象山段渐新世－早中新世

热史演化及成因”发表在《地球科学》上。

图 42 哀牢山－红河断裂带哀牢山－大象山段典型点位Ｔ－ｔ变化与印度板块运动速度及方

向、青藏高原隆升期次、Ｅ－Ｗ 向扩展及富钾碱性岩浆活动时间的对比

（3）青藏高原隆升与南海开启：南海西北部盆－山耦合体系

青藏高原和南海分别是地球上最高的高原、东亚大陆边缘最大的边缘海，是

地理位置紧邻的两个特殊地质单元。纵观青藏高原的隆升、挤出与南海的动力演

化过程，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耦合性，而红河断裂带作为二者之间的纽带，直接

控制了南海西北部陆缘岩石圈裂解及盆地的构造迁移和演化过程，并制约了盆地

沉积地层充填和烃源岩的形成、分布，使得青藏高原与南海西北部盆地构成最为

显著的盆－山耦合体系。由于区域动力背景的多层次性、多因素性及多变性，对

于南海多期次多轴向复杂的构造特征及南海西北部陆缘新生代盆地构造沉积过

程，与高原隆升、块体挤出的时空关系，至今无法给出完美的解释。综合前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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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本文试图理清青藏隆升、挤出与南海形成演化过程的关系，总结现阶段

研究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以期促进对青

藏隆升、块体挤出与南海盆地演化三者关系的合理理解。相关研究结果“青藏高

原隆升与南海开启：南海西北部盆－山耦合体系”发表在《地学前缘》上。

图 43 莺-琼盆地构造－沉积演化与青藏高原、红河断裂带等区域构造事件的响应关系

（4）东海陆架盆地西湖凹陷岩石圈热流变性质

为了探讨东海陆架盆地西湖凹陷岩石圈热流变性质, 本文以实测地温数据

为依据, 模拟西湖凹陷岩石圈热结构，在此基础上, 应用流变学原理模拟确定西

湖凹陷岩石圈流变性质。结果表明, 西湖凹陷岩石圈为一个冷地壳‒热地幔、强

地壳‒弱地幔的“奶油蛋糕”型岩石圈。西湖凹陷平均地表热流密度为 71 mW/m2,

地幔热流密度为 40~65 mW/m2, 对地表热流密度的贡献度达 73%~79%, 地表热

流受地幔热流控制, 莫霍面温度在 700 ℃左右, 热岩石圈平均厚度为 66 km。西

湖凹陷岩石圈流变分层明显, 上、中地壳基本为脆性层, 下地壳和岩石圈上地幔

为韧性层, 岩石圈总流变强度平均约为 2.65×1012 N/m, 其中地壳流变强度为

2.12×1012 N/m, 地幔流变强度为 5.29×1011 N/m, 有效弹性厚度为 11.7~14.5 km,地

壳的流变性质控制了岩石圈的流变行为。此外, 西湖凹陷岩石圈总强度较低, 在

构造应力作用下易于变形, 且存在壳幔解耦现象。西湖凹陷岩石圈热状态及流变

性质决定了西湖凹陷东部地区主要以浅部地壳的断层滑动和地层破裂来调节深

部的构造应力。相关研究结果“东海陆架盆地西湖凹陷岩石圈热流变性质”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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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构造与成矿学》上。

图 44 西湖凹陷岩石圈热结构剖面

（5）红河断裂带中南段上新世以来地表抬升

云南中部高原（CYP）位于川滇菱形块东南端。CYP被东南的华南地块和

西南的 Indo-China地块包围。地层学和地形学研究表明自上新世以来，CYP相

对表面隆升。然而，广泛接受的下地壳流模型很难完全解释 CYP的表面隆升，

在脆性浅地壳中具有断层和褶皱结构。地壳下部流动导致的下地壳增厚仅占总地

表隆起 34-54％（600-950m）。广角地震剖面和地形分析表明，由于地表侵蚀，

上中地壳缩短，地壳下部厚度增加，CYP表面隆升主要是等压补偿的结果。平

均等压 CYP的表面侵蚀造成的调整约为 500 m，约占总面积的 17％（1750 m）。

GPS站的速度，震源机制和地震各向异性显示出中上地壳和下地壳之间强烈的解

耦关系。详细地说，在中上地壳的东喜马拉雅构造带附近有一个东南方向和顺时

针方向旋转的运动，但下地壳的南向流动。上中地壳的东南运动可以分解为两部

分。上中地壳运动的东向分量受东部华南地块的阻挡。结果是 S-N趋势的 CYP

复背斜所显示的上中地壳的W-E方向缩短。上中地壳的W-E方向缩短贡献了总

表面隆起 17-37％（300-650 m）。相反，小江断裂带左旋走滑位移所显示的上，

中地壳运动的南向分量可以穿过红河断裂带进入印支地块，左旋外埠富错误将是

对应的。上中地壳缩短在 S-N 方向上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该下地壳流动对青

藏高原整个东南缘的生长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局部地区不可忽视上中地壳缩短的

贡献。研究成果“Surface uplift of the Central Yunnan Plateau since the Pliocene”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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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eological Journal》上。

图 45 三维地壳形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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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山西省科学技

术三等奖

杨双安，张会星,聂百

胜，马宏兵，张胤彬，

翟新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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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省部级科技奖励。教学获奖包括：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列出成果所有完成人，实验室固定人员用黑体字标
出，流动人员和研究生用斜体字标出。

 实验室新获奖成果

获奖名称：2017 年度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获奖项目： 海洋浅层高精度地震勘探方法与应用

完成人：刘怀山,童思友,张进,王林飞,尹燕欣,邢磊,徐秀刚,尉佳

该项目取得创新成果如下：海洋浅层高分辨率地震探测技术是海洋资源勘探

（特别是天然气水合物等）、海洋工程地质环境勘察和海洋科学考察的重要技术

手段。长期以来，我国这类技术装备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西方国家加大了对

我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其中小道距数字地震采集拖缆就是限制出口的高技术之

一。突破相关关键技术，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浅层高分辨率地震探

测关键技术装备，逐步改变我国海洋仪器装备国产化水平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

面。自 2001 年起，在国家 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部委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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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持续支持下，经过 17 年的技术攻关，该项目攻克了宽频立体气枪相控震

源和大能量宽频电火花编码震源、高精度海洋地震立体接收等距不等权水听器组

阵小道距拖缆和高分辨率垂直缆等关键技术，开发了海底沉积地震资料特殊干扰

波形成机制与剔除方法，提出了基于海洋水体结构的高精度地震成像方法，成功

研发出国内首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浅层高分辨率地震立体探测系统关键

技术与装备，其主要技术指标优于国外同类技术产品。

该成果自 2008 年始先后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成功开展了地球

物理资料浅层高分辨率地震探测调查，完成工作量超过 50000 千米，预测了多个

水合物有利远景区并得到了钻探验证，为胜利海上油田灾害地质风险评估、渤海

海底通道预选址等工程提供了基础资料。基于上述发明研制的大能量宽频电火花

编码震源、高精度海洋地震小道距拖缆和高分辨率垂直缆等装备，实现了国产化，

替代了进口，打破了国外垄断和技术封锁，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推动了我国海洋技术装备的发展和进步。

获奖名称：2017 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获奖项目： 山东省系列地质矿产图及其应用

完成人：宋明春、李三忠、万中杰、徐洪岩、宋志勇、李世勇、于广婷、胡弘、

宋英昕、焦秀美、李远友、刘明渭、高美霞、张淑芳、尹琦

该项目取得创新成果如下：在综合研究山东省最新地质矿产成果的基础上，

编制出版了《山东省地质矿产图集》，形成了多种比例尺、多种专业类型、多个

地理区域的系列地质图件；建立了地质矿产信息数据库，开发出多源地质资料集

成信息系统。该项目通过综合研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新认识及一些新发现，包

括确定了莒南—日照一带新元古代花岗质片麻岩带，建立了区分苏鲁地区华南/

华北型新元古界的岩石组合特征和年龄谱标志，揭示了苏鲁造山带东段的构造格

局；建立了月季山片麻岩套、史家屯玄武岩段等地质单元，完善了山东省地层、

侵入岩、构造单元系统；厘定了山东省中生代岩浆岩类型，提出了胶东地区中生

代“热隆-伸展”构造-成矿模式，揭示了本区复杂的壳幔相互作用和岩石圈减薄

过程；划分了山东省成矿区带，提出了 4 大类 26 个主要矿种的成矿规律和主要

矿床类型的构造环境，为山东省的找矿勘查提供了理论依据等。李三忠教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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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复原了胶辽吉构造带 2520—1875 Ma 的构造和变形演化模式，成果得到国内外

同行的广泛引用，提出了渤海湾盆地拉分成因和挤出逃逸构造控制的成盆模式，

成果为渤海湾盆地油气勘探新突破，取得良好经济效益。该成果在地质找矿、国

土资源规划、水文环境地质、重要工程地质勘查、矿山开发和军事设施建设等得

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在深部、隐伏区找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获奖名称：2017 年度山东省地球物理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获奖项目：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立体探测技术研究

完成人：刘怀山,任宝宏,邢磊,童思友,王林飞,徐秀刚,尹燕欣,尉佳,刘雪芹

该项目取得创新成果如下：研发针对海底浅层勘探需求的非常规高精度地震

勘探设备和技术，形成一套集大能量宽频电火花震源、小道距立体地震观测、海

洋特殊干扰波压制、水体精细结构成像等为一体的海底浅层高精度勘探技术体系，

为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海洋地质灾害评价等提供先进技术支持。该项目研制了

分布式数字垂直缆 1套，研发了宽频、广角、高信噪比非常规地震观测和处理成

像技术，形成了基于垂直缆的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立体探测技术 1 套，拓展了海

洋地震勘探频宽，提高了地震反射覆盖范围和测量精准度，资料采集反射角大于

±70°，频宽 5-1200 Hz，分辨率达到米级。

获奖名称：2017 年度山东省地球物理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获奖项目：地震叠前数据弹性阻抗非线性反演方法研究

完成人：张进,刘怀山,童思友,邢磊,徐秀刚,王林飞,尹燕欣,刘雪芹,申鹏

该项目取得创新成果如下：常规的弹性阻抗反演方法多是采用类似于叠后波

阻抗反演的线性方法或者广义线性方法，因此存在强烈依赖于初始模型，具有多

解性，易陷入局部极值等缺陷。另外，常规的弹性阻抗反演方法弹性参数提取对

随机噪声比较敏感，抗干扰能力差。针对以上问题，该项目提出了基于混沌蚁群

算法、随机粒子群算法等弹性阻抗非线性反演方法，并结合两项式 Fatti 弹性阻

抗反演公式，形成了一套弹性阻抗非线性反演新方法和新技术。该方法具有不依

赖于初始模型，能达到全局最小，抗干扰能力强，反演分辨率高等优点。利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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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方法对胜利油田郭局子工区地震资料进行了弹性阻抗反演，获得了多种弹性参

数剖面，揭示了目标层段的薄储层，与实际钻井结果相符，该方法为复杂油气藏

的勘探开发提供了一种有效可行的途径，成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申请了 2

项软件著作权登记；发表高水平论文 5篇（其中 SCI 检索 1篇、EI 检索 3篇）。

 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1. 徐继尚，翟科，徐继正，实用新型专利：带浮体的海水取样装置，授权号，

专利申请号：ZL201621398646.0
2. 徐继尚，徐继正，翟科，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海水自动取样装置，授权号，

专利申请号：ZL201621402854.3
3. 尉佳，刘怀山，刘雪芹，刘洪卫，朱金强，张汉羽，童思友，国家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地震海洋学的海水物性测量方法，授权号，201511031582.0
4. 尉佳，刘怀山，邢磊，尹燕欣，刘雪芹，张栋，实用新型专利：海洋高分辨

率立体调相震源，授权号，ZL 2016 2 1489583.X
5. 尉佳，刘怀山，邢磊，刘雪芹，张栋，刘建国，刘东启，实用新型专利：海

洋高分辨率立体垂直能量组合电火花震源，授权号，ZL201720496020.1
6. 邢磊，尉佳，刘怀山，张栋，刘雪芹，张茗，吕博然，实用新型专利：海洋

高分辨率立体垂直时延电火花震源，授权号，ZL 201720496015.0
7. 刘怀山，尉佳，邢磊，刘雪芹，张栋，康宇璇，丁西凯，实用新型专利：海

洋高分辨率立体垂直阵列电火花震源，授权号，ZL 201720496014.6
8. 张晓波，钟梦轩，谭昊，宋鹏，夏冬明，李金山，谭军，姜秀萍，赵波，李

沅衡，李婧，国家发明专利：一种基于局部归一化最小平方的记录残差求取

方法，授权号，ZL201610149669.6
9. 夏冬明，李金山，宋鹏，谭军，姜秀萍，赵波，张晓波，钟梦轩，国家发明

专利：一种地震记录变时窗自动增益控制方法，授权号，ZL201610289295.8
10.张晓波，谭军，宋鹏，李金山，夏冬明，姜秀萍，赵波，李沅衡，国家发明

专利：一种基于同相轴优化追踪的多次波匹配衰减方法，授权号，

ZL201610016190.5
11.刘怀山等，软件著作权登记：基于 Radon变换的海洋垂直缆多次波压制软件，

登记号，V1.0 2017SR019831
12.刘怀山等，软件著作权登记：海上立体观测系统分析软件，登记号，

2017SR051086
13.刘怀山等，软件著作权登记：单炮地震记录初至拾取软件，登记号，

2017SR345888 2017.02.18

http://www.vipzhuanli.com/pat/name/list.html?kw=%e5%b0%89%e4%bd%b3
http://www.vipzhuanli.com/pat/name/list.html?kw=%e5%88%98%e6%80%80%e5%b1%b1
http://www.vipzhuanli.com/pat/name/list.html?kw=%e5%88%98%e9%9b%aa%e8%8a%b9
http://www.vipzhuanli.com/pat/name/list.html?kw=%e5%88%98%e6%b4%aa%e5%8d%ab
http://www.vipzhuanli.com/pat/name/list.html?kw=%e6%9c%b1%e9%87%91%e5%bc%ba
http://www.vipzhuanli.com/pat/name/list.html?kw=%e5%bc%a0%e6%b1%89%e7%be%bd
http://www.vipzhuanli.com/pat/name/list.html?kw=%e7%ab%a5%e6%80%9d%e5%8f%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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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怀山等，软件著作权登记：基于地震记录的 Q 值估计软件，登记号，

2017SR346773
15.刘怀山等，软件著作权登记：TOPASPS18 浅剖数据处理软，登记号，

2017SR429553
16.张建中等，软件著作权登记：快速近地表速度建模及静校正计算系统，登记

号，2017SR592977
17.徐秀刚等，软件著作权登记：中值滤波压制随机噪音软件，登记号，

2017SR421565
18.徐秀刚等，软件著作权登记：小波变换压制面波软件，登记号，2017SR421201

科学会议

实验室成员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德电磁地球物理学双边研讨会》和《The 2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Workshop of Morphodynamics and Socio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Large River Deltas》，并积极组织 2017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洋

陆过渡结构与构造”等专题 3个，同时作为主要力量协办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

家实验室鳌山论坛“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科学任务——印太海底计划”，组织召开

了“印太海底计划”鳌山论坛会议，推动了大洋探测方面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第二届中德电磁地球物理学双边研讨会

为了加深中德两国电磁地球物理学研究者之间的了解，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

性，2017年 10月 23日至 27日，第二届中德电磁地球物理学双边研讨会在青岛

召开。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陈锐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欢迎辞。

陈锐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学校近年来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科研成果等相关情

况。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地球科学部主管 Sonntag博士和本次会议共同主席、

德国弗赖贝格工业大学地球物理和地理信息研究所所长 Spitzer教授先后致辞。

开幕式由本次会议主席、中国海洋大学李予国教授主持。

与会者的报告主题涵盖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的多个方面，涉及到数值模

拟、反演方法研究地球深部地球物理及仪器设备研发等方面，包括：地热资源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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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和二氧化碳封存监测方法研究、造山运动过程和活动大陆边缘等地质问题、海

洋电磁法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探测技术、航空电磁法的近表面地下水和矿产资源

探测技术等。

会议期间，Spitzer教授、科隆大学地球物理与气象学研究所所长 Bulent

Tezkan教授及法兰克福大学 Andreas Junge教授与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

院海洋电磁探测技术与装备研发课题组进行学术交流及合作研究探讨。

本次研讨会与会嘉宾 90余人，分别来自德国弗赖贝格工业大学、柏林自由

大学、法兰克福大学、亥姆霍茨联合会波茨坦德国地学研究中心、科隆大学和基

尔海洋研究中心等 6所德国大学和研究所及挪威 PGS公司，中国海洋大学、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南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

矿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长江大学、桂林理工大学、东华理工大学等 21所国

内大学和科研机构。基于广泛参与，大会取得了良好交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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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2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Workshop of

Morphodynamics and Socio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Large

River Deltas

2017 年 10 月 15-17 日在青岛举行了“The 2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Workshop

of Morphodynamics and Socio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Large River Deltas”。会议

由王厚杰教授与美国莱斯大学 Jeffery Nittrouer 教授主持，会议重点关注全球变

化背景下黄河、密西西比河、湄公河等大河三角洲的地貌演化及其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会议邀请了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University of

Illinois）Gary Parker 等国内外 40 余位学者参会。与会者分别来自美国的 Rice

University，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Louisianan State University，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yoming ,日本的 Gunma Kokusai Academy，

国内的中国海洋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黄河水利科学研究

院等 15所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

 海洋地质专家讲坛

为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实验室充分借助学校和学院的平台优势，邀请瑞士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廖杰博士、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M. Santosh教授、美国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段本春教授、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Marco Gutcher教授、法国

蒙波利埃大学 Bruno Dhuime研究员等多名著名学者前来海大作报告。讲座内容

涉及海底构造、资源勘探、地球物理、海洋沉积等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和研究热点，

受到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师生的热烈欢迎。

报告列表

序

号
讲座时间 专家姓名 专家单位 讲座题目

1 20170309 Jeffrey A.
Nittrouer

美国莱斯大

学

Evaluating sediment transport
dynamics，channel avulsions，and
delta progradation for the Hua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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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项目合作

依托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与青岛市地震局将共建“五子顶洞体地震观测站”，

并于 2017 年 7月 12日在青岛丽天大酒店举行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论证工作，于

11 月份正式获得青岛市发改委同意建设的批复。此次论证通过标志着共建地震

观测站的校局合作进入了实质建设阶段。地震观测站建成后可以成为面向全国中

小学生的地震科普基地，具有全国示范性。该项目的建设将促进学校地球物理和

地质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2 20170424 侯嵩

英国 CGG
伦敦研发中

心

海底地震数据处理技术前沿及面波

在地震勘探中的应用

3 20170425 Bruno
Dhuime

法国蒙波利

埃大学

From the mineral to the continental
scale：Geochem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inental crust

4 20170613 M.
Santosh

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

Early earth and the birth of
primordial life

5 20170707 段本春
美国德州农

工大学

俯冲带科学前沿问题与情景地震模

拟

6 20171009 Michael
Rubey

澳大利亚悉

尼大学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Surface Dynamic Topography Driven
by Deep Mantle Processes since the

Cretaceous

7 20171028 廖杰

瑞士苏黎世

联邦理工学

院

热力学耦合的地球动力学数值模拟

-大陆和大洋岩石圈的张裂和挤压

汇聚

8 20171101 Marco
Gutcher

法国西布列

塔尼大学

Active tectonics of the Gibraltar and
Calabria subduction zones

and the relation to destructive
historical earthquakes and tsunamis

9 20171106 Mike
Coffin

澳大利亚塔

斯马尼亚大

学

Geological Insights from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MH370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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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

2017年实验室还大量邀请国内外著名研究学者来我实验室访问交流。充分

借助学校和学院的平台优势，邀请了实验室邀请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廖杰

博士、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M. Santosh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段本春教

授、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Marco Gutcher教授、法国蒙波利埃大学 Bruno Dhuime

研究员、挪威石油地质地球物理服务公司（PGS）杜志俊研究员等多名著名学者

前来海大作报告和交流。

实验室 41人次参与了一系列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做大量学术报告，主要列表

如下：

会议名称 报告人 地点

2017 AGU Fall meeting 周华伟 美国新奥尔良

2017 AGU Fall Meeting 王厚杰 美国新奥尔良

2017 ISPR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s in
SAR: Constellations, Signal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s—SarCon 2017
李鹏 湖北，武汉

The 10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ringe 2017:
“Advances in the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of SAR

Interferometry and Sentinel-1 InSAR
李鹏 芬兰，赫尔辛基

2017Goldschmidt 胡丽莎 法国巴黎

印度尼西亚第一届地球电磁讨论会（1st Geo
Electromagnetics Workshop）

李予国
印度尼西亚

国际海洋电磁会议（MARELEC） 李予国 英国利物浦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书研讨会 罗鸣 武汉

中国石油学会 2017年物探技术研讨会 罗鸣 天津

第二届中德电磁地球物理学双边研讨会 罗鸣 青岛

第二届中德电磁地球物理学双边研讨会 裴建新 青岛

中国石油学会 2017年物探技术研讨会 裴建新 天津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地球电磁学书研讨会 裴建新 武汉

2017地球物理机遇与挑战国际会议（IGC Qingdao
2017）

谭军
青岛

2017SEG全波形反演技术研讨会 夏冬明 北京

中国石油学会 2017年物探技术研讨会 宋龙龙 天津

中国石油学会 2017年物探技术研讨会 马锐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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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与开放

 平台开放

截至 2017年 12月，实验室在用 5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 24件，使用率在 80%

以上，所有仪器设备均对校内外开放共享。

序

号
设备名称 厂家及型号

启用

年月

原值

（ 万

元）

使用率

（%）

开放共享机

时数

校内 校外

1 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ICPAES）
美国 PE公司
Optima4300DC 2003.3 132 100

2 等 离 子 质 谱 仪

（ICP MS）
美国安捷伦公司
Agilent 7500C 2004.12 165 100

3 台式偏振 X 射线

荧光光谱仪

德国斯派克分析仪

器公司 XEPOS 2008.7 57.6 100

4 电子探针显微分

析仪

日本技术株式会社
JXA-8230 2013.1 302.4 100 80天

5 全数字旁扫声纳

系统
美国 KLEIN公司
KLEIN2000 2001.3 79 85

6 声纳式多波束系

统

英国 GeoAcoustics
公 司 Geoswath
Plus

2007.6 121.9 100

7 数字地层剖面仪
英国 GeoAcoustics
公司 Chirp II 2007.6 62 100

8 高分辨率海洋地

震仪

美国 Hydroscience
公司

24道
2010.1 229.5 100

9 等离子体震源 浙江大学 20KJ 2012.8 120 100

10 电火花震源
法国 SIG公司
SIG 5Mille 2013.8 102 100

11 全数字侧扫声纳

系统
美国 Klein公司
Klein3000 2013.8 65.1 100

12 声学多普勒流速

剖面仪
美 国 劳 雷 公 司
WHLR75 2013.9 66.6 100

13 海洋地震仪
美国 HydroScience
公司 NTRS2 2013.10 396.7 100

14 微型地震记录仪
美国 reftec公司
125A-03 2014.4 214.2 100

15 多波束侧扫声呐

系统
美国 Klein公司
Klein5000V2 2013.11 169.4 82.5

16 地震剖面系统
荷兰欧柏集团有限

公司
Geo-spark2000

2014.6 81.5 83.8

17 多波束测深系统

（2套）
丹麦 RESON公司
Seabat 7125-sv2 2014.11 217.5 93.7

18 PC机群系统
美国 SUN公司
Fire V208

2005.12 1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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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专用服务器

（PC集群）
美国 SUN公司
V20Z 1U 2005.12 183 100

20 专用服务器

（PC集群）
美国 SUN公司
V40Z 1U/AMD250 2005.12 89 100

21 GPU 计算集群系

统
北京曙光有限公司
TC4000 2012.1 83 100

22 集群工作站系统 戴尔 PEC6100 2011.4 85.4 100
23 集群系统 戴尔 2012.4 204.5 100
24 高性能计算集群 北京曙光有限公司 2013.6 66.1 100

注：仪器使用率计算方法：（有效机时/定额机时）×100%，参照教育部关于高校大型精密贵重仪
器使用效益评估的考核规定，定额机时为 1400小时/年（通用设备）或 800小时/年（专用设备）。

 平台建设

自 2010年起，李予国教授团队研制了 1000A级海洋可控源电磁发射机样机，

到 2014年底，1000A级大功率逆变系统已完成水下发射测试，4000米级海底电

磁采集站样机在我国南部海域成功完成 4000米级海底大地电磁数据采集试验，

填补了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海洋电磁探测技术与装备研制取得重

大突破性进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 3月 21日该课题组又使用所研发设

备完成了我国首条深海可控源电磁探测剖面，填补了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于

5月份成功实现了我国首次在西太平洋超 4000米水深海域的海洋电磁观测，用

该技术探究了研究区域的地壳及上地幔电性结构。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电磁探测

技术具备了向深蓝海挺进的能力。并且，海试系统已实现了关键部件国产化，表

明该探测系统自主研制水平已位列国际前沿。

自 2013年起，刘怀山教授团队开发了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底能源

地球物理立体探测系统及相关配套技术，并在天然气水合物的地球物理立体探测、

随钻地震信号处理、地震海洋学近海海洋水体特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

到 2014年底，已成功研制一套海洋小多道高分辨率地震拖缆采集系统和二条试

验性海洋垂直缆，并开展了实际应用。该套设备于 2017年春季在我国南海某海

域完成第二次海试，分别在 1200米和 2250米水深处对海洋地震垂直缆进行了工

作性能、仪器指标和重复性测试，共完成试验测线 400余千米，获得了丰富的海

洋地震垂直缆原始资料。

2014年建成 2600吨级海大号地球物理调查船，并下水作业，大大增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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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海上综合调查能力。2015-2016年两批次在学校 985支持下，累计购买海底

地震仪 33 台，并在 2015-2016 年的马里亚纳万米深海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升了深海大洋研究能力。

学校新建“东方红 3 号”综合调查船已经下水，其与 2650 吨“海大号”海洋

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和原有调查船组成了自近岸、近海至深远海并辐射到极地的

海上综合流动实验室，初步形成了国内一流的系统化的现场观测能力，大大提升

了承担和实施重大项目的能力。985三期建设支持下，添置完善了调查－测试－

处理－模拟系列设备，5 年投入 5000 多万元；科研仪器设备累计资产已达 2 亿

多元。

科普教育

为普及海洋地球科学常识，培养海洋地球科学研究后备人才，重点实验室在

2017 年度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和科普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向普通民众，尤其

是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为提升青少年对海洋地球科学的兴趣，本年度实验室

继续通过开放实验设备和科普展示等形式吸引青少年参加到科研活动中，并为他

们作科普讲座，宣传实验室的工作内容和最新科研进展。

2017 年 3 月 3 日下午，李三忠教授受邀在在青岛市 39 中面向高一年级学生

开展科普讲座《蓝色星球——海洋意识与创新驱动》。李老师从起源、演化、环

境、经济、安全、战略等多个方面向同学们讲述了海洋科学基本知识，解析了海

洋科学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等方面支撑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增强学生海洋科学初步认识的同时，启发同学们对于海洋

科学的兴趣，并鼓励同学们投身海洋事业，为早日实现海洋强国而努力学习。

继 2016 年之后，39 中高一学生兴趣小组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再次来到构造

变形模拟实验室对“海底岩层变形机制--力学和几何证据”进行重复性验证。经

过上一次的实验后，海洋科学兴趣小组成员基本掌握了动手操作物理模拟实验的

要领，在郭玲莉老师的指导下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了海底岩层的变形过程和机

制，实验结束后，在李三忠老师的指导下，认真比对实验结果，并将高中的几何

知识与岩层变形过程的几何学相结合。据悉，该课题小组在 39 中校内的科研项

目验收答辩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2017 年 7 月 12 日，李三忠教授参加中国海洋大学面向全国大三学生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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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夏令营活动，做了题为《海洋科学与技术展望》的报告。在报告中李老师介

绍了当今海洋地质研究的前沿方向，以及国家对于海洋科学发展的重视，希望吸

引有志人才投身海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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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与机构

 固定人员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学位 技术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翟世奎 男 1958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学 中科院海洋所

李巍然 男 1960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 中国海洋大学

曹志敏 男 1957 博士 教授/博导 矿床地球化学 成都理工大学

孟凡顺 男 1960 博士 教授/博导 计算地球物理 西北工业大学

王修田 男 1961 博士 教授/博导 应用地球物理 英国伦敦大学

姜效典 女 1961 博士 教授/博导 计算地球物理 德国汉堡大学

李广雪 男 1962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与环境 中国海洋大学

刘怀山 男 1962 博士 教授/博导 应用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冯秀丽 女 1962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工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徐景平 男 1963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动力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赵广涛 男 1964 博士 教授/博导 岩石地球化学 中国海洋大学

范德江 男 1965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学 中国海洋大学

李予国 男 1965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电磁 德国哥廷根大学

张建中 男 1963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地球物理 成都理工大学

李三忠 男 1968 博士 教授/博导 构造地质 吉林大学

王永红 女 1969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动力地貌 华东师范大学

王厚杰 男 1972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动力 中国海洋大学

何兵寿 男 1973 博士 教授/博导 地震勘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于胜尧 男 1982 博士 教授/博导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

乔璐璐 女 1981 博士 教授/博导 海洋沉积动力 中国海洋大学

刘东生 男 1958 硕士 教授 古生物古海洋学 中国海洋大学

童思友 男 1969 博士 教授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于新生 男 1960 博士 研究员 海洋探测技术 英国剑桥大学

曹立华 男 1964 硕士 教授 海底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韩宗珠 男 1964 硕士 教授 岩石学 中科院地化所

褚忠信 男 1976 博士 教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赵彦彦 女 1978 博士 教授 沉积地球化学 中国科技大学

朱俊江 男 1976 博士 教授 海洋地球物理
德国基尔大学亥姆霍兹基尔

海洋研究中心

姜素华 女 1963 博士 副教授 石油地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刘冬雁 女 1967 硕士 副教授 海洋沉积 中国海洋大学

夏冬明 男 1970 博士 副教授 应用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许淑梅 女 1970 博士 副教授 沉积学与地层学 中国海洋大学

张晓东 男 1971 博士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

李安龙 男 1972 博士 副教授 海洋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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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增慧 女 1973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球化学 中科院海洋所

张会星 男 1973 博士 副教授 地震勘探 中国矿业大学

张进 男 1978 博士 副教授 地震勘探 中国海洋大学

朱龙海 男 1979 博士 高级工程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毕乃双 男 1980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王林飞 男 1980 博士 副教授 地震勘探 中国海洋大学

徐继尚 男 1981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戴黎明 男 1981 博士 副教授 构造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邹志辉 男 1982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球物理 美国德州理工大学

徐秀刚 男 1982 博士 副教授 地球探测信息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

邢磊 男 1984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裴建新 男 1975 博士 副教授 电磁勘探 中国海洋大学

胡日军 男 1980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丁咚 男 1982 博士 副教授 测绘 中国海洋大学

刘鑫 男 1985 博士 副教授 层析成像 中国海洋大学

索艳慧 女 1986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谭军 男 1982 博士 副教授 应用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邢军辉 男 1983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球物理 德国不来梅大学

曹花花 女 1986 博士 副教授 岩石地球化学 吉林大学

胡丽沙 女 1987 博士 副教授 沉积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刘喜停 男 1983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质 德国不来梅大学

姜兆霞 女 1987 博士 副教授 固体地球物理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

张晶 男 1967 硕士 讲师 测绘 中国海洋大学

杜同军 男 1970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孙剑 男 1972 硕士 工程师 海洋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邓声贵 男 1974 博士 讲师 海洋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孙晓霞 女 1974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刘勇 男 1975 博士 讲师 海洋探测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宋鹏 男 1979 博士 讲师 应用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龙海燕 女 1979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马妍妍 女 1979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赵淑娟 女 1986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流动人员

兼职/客座教授

姓名 性别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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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mar

Mueller
男 教授 悉尼大学 板块重建 美国 Scripps海洋研究所

廖香俊 男 教授级高工 海南省地质局
地质矿产、海洋地

质

吴能友 男 研究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油气和天然气水

合物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

研究所

李正祥 男 教授 科廷大学 地质学 澳大利亚 Curtin大学

博士后研究人员

姓名 性别 学位 技术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黄忠来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应用地球物理 厦门大学

黄继锋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测绘 武汉大学

李德勇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石油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尹燕欣 女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郭玲莉 女 博士 师资博士后 物理模拟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刘颖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罗鸣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李鹏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测绘 武汉大学

王洪亮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司少坤 男 博士 博士后 物理海洋学 中国科学院

袁波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于盛齐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王娟 女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玺瑶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韩波 女 博士 博士后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永明 男 博士 博士后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技大学

李园洁 女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王誉桦 女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北京大学

武国相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刘一鸣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王光增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李阳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周洁 女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技术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学位 技术职务 实验室管理 最后专业训练地

杨荣民 男 硕士 教授级高工 海底探测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李金山 男 硕士 高工 地球物理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张爱滨 男 硕士 高工 地球化学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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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霖 女 硕士 工程师 工程地质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张怀静 女 硕士 工程师 基础分析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姜秀萍 女 硕士 工程师 地球探测软件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刘勇 男 博士 讲师 海洋样品库与预处理室 中国海洋大学

刘博 女 博士 实验师 海洋样品库与预处理室 中国海洋大学

来志庆 男 硕士 实验师 电子探针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刘明 男 硕士 高级实验师 XRF 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学术委员会

 实验室组织机构

第一届

主 任： 翟世奎

副主任： 赵广涛

秘 书： 王永红，裴建新

第二届

主 任： 翟世奎

副主任： 赵广涛，李三忠

秘 书： 褚忠信，裴建新

第三届

主 任： 李三忠

副主任： 乔璐璐

主任助理： 邹志辉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组成名单（共 17 人）

姓名 职务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刘光鼎 主任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所 海洋地球物理

秦蕴珊 副主任 院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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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忠 副主任 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 地球物理勘探

张国伟 委员 院士 西北大学 构造地质

金翔龙 委员 院士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李阳 委员 教授、博导 中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 石油地质

张国华 委员 教授级高工 中海石油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海洋地质

张洪涛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地质调查局 海底矿产

刘保华 委员 教授、博导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张训华 委员 研究员、博导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杨胜雄 委员 研究员、博导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海洋地质

高抒 委员 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 海岸海洋

翦知泯 委员 教授、博导 同济大学 古海洋学

苏新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地质大学 古海洋学

杨作升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

翟世奎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

李广雪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

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组成名单（共 17 人）

姓 名 职务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刘光鼎 主任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所 海洋地球物理

秦蕴珊 副主任 院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质

李庆忠 副主任 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 地球物理勘探

张国伟 委员 院士 西北大学 构造地质

金翔龙 委员 院士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李阳 委员 教授、博导 中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 石油地质

张国华 委员 教授级高工 中海石油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海洋地质

张洪涛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地质调查局 海底矿产

刘保华 委员 教授、博导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张海啟 委员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 海洋地质

张训华 委员 研究员、博导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

杨胜雄 委员 研究员、博导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海洋地质

李铁刚 委员 研究员、博导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质

翦知泯 委员 教授、博导 同济大学 古海洋学

方念乔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地质大学 沉积学

李广雪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

翟世奎 委员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

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组成名单（共 17 人）

姓名 职务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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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伟 主任 院士 西北大学 构造地质

李家彪 副主任 院士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与大陆边

缘构造

朱日祥 副主任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
海洋磁学与地球动力学

王成善 委员 院士 中国地质大学 海洋沉积学

郝天珧 委员 研究员、博导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学

林 间 委员 研究员、博导、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球物理学

吴能友 委员 研究员、博导、所长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海洋地质学

李铁刚 委员 研究员、博导、所长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海洋沉积学

曾志刚 委员 研究员、博导、主任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底矿产

刘宝明 委员 教授级高工、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中心 海洋地质学

张光学 委员 教授级高工、局长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地质

陈永顺 委员 教授、博导、院长 南方科技大学 海洋地球物理

郭玉贵 委员 研究员、局长 青岛地震局 地震学

李广雪 委员 教授、博导、院长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沉积

李三忠 委员 教授、博导、主任 中国海洋大学 海底构造

张建中 委员 研究员、博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球物理

王厚杰 委员 教授、博导、院长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沉积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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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研究生培养：

实验室固定人员和客座人员承担研究生教学工作，共担任研究生课程 79门，

累计 2772个学时。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 90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6人，硕士

研究生 64人。同时为研究生开展相关的专业思想和教育讲座。

本科生培养：

实验室固定人员承担本科生教学工作，共担任本科生教学课程和实习 124

门，累计 3800个学时，所有实习课程超过 28周。指导本科毕业生 149名。

（根据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教师统计数据）

2017 在读研究生名单

招收（姓名，总人数） 毕业（姓名，总人数） 目前在校（姓名，总人数）

博

士

生

30人

冯利 李倩 牛建伟

孙学诗 汪志文 王兴

王程浩 王丽艳 周鹏

朱颖涛 孙兴全 张侠

杨治峰 仲毅 丁大林

牟墩玲 汪刚 王修齐

夏成龙 赵林涛 马飞

潘林冬 王忠成 徐冲

吴云具 杨华臣 杨晶

郑志超 朱文博

张宇生

27人

张红军 于永贵
*
宋玉鹏

王燚
*
赵玲芝 宋红瑛

王昊寅 徐翠玲 周海廷

金昌昆 孙杨 杨传胜

赵广明 张盼 孙文军

宋湦 姜子可 孔祥超

张道来 赵维娜 封志兵

王忆非 刘世东 李景瑞

王淑杰 张晓波 侯爱源

85人

梅赛 尉佳 张晓华 江丽 戚乐华 徐震寰 刘根

赵斐宇 段双敏 刘雪芹 王文娟 张现荣 来志庆

刘晓光 王倩 冯冰 宫钏彰 田元 肖晓 张连杰

宗统 冯怀伟 袁萍 王爱美 丛静艺 李朝阳

郑江龙 陆凯 白亚之 张俊 刘亚楠 张栋 刘洁

曲中党 安振芳 李建凯 邵贵航 杨冠雨 逄悦

权永峥 肖春晖 刘晓锋 武向峰 张宇蛟 董振

高小惠 惠格格 张臻 周在征 艾丽娜 毕东杰

段海钦 李昭颖 张洋 钟伟 冯利 李倩 牛建伟

孙学诗 汪志文 王兴 王程浩 王丽艳 周鹏

朱颖涛 孙兴全 张侠 杨治峰 仲毅 丁大林

牟墩玲 汪刚 王修齐 夏成龙 赵林涛 马飞

潘林冬 王忠成 徐冲 吴云具 杨华臣 杨晶

郑志超 朱文博 张宇生

硕

士

生

88人

万丽 朱德祥 葛佳琦

韩耀东 孔玲芝 梁丹

李海培 刘张聚 任凯

汪元 王凯 王向坤

王尧 徐晓宇 张超

张浩 张洪洋 张雯

66人

马飞 张建敏 季阳

张惟 伊善堂 姜睿

王震 仲毅 孙学诗

崔尚公 安振振 蔡宗伟

张卓 林纪江 王妍妍

叶清 牛建伟 薛碧颖

232人

田动会 伊天宇 常青 崔丽苹 丁西凯 葛林苡

李立平 刘锐 汪刚 汪志文 王文强 王忠成

吴晓阳 徐冲 杨凯 赵东昌 肖龙英 杨华臣

刘东启 胡楠 吴云具 史才旺 张茗 刘建国

杨求亮 张旭 徐杨杨 向亚武 黄玲玲 郝英岩

刘希青 付建军 胡梦颖 胡治洲 姜建新 兰浩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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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晴 彭树聪 姜韫麒

彭崯 王雷 靳双双

高福建 刘明珠 曹军

张锐埼 朱心宇 孟繁

但孝鹏 李佩华 郑谦

厉梦琪 刘金平 董昊

李光雩 杨云帆 赵乐

刘兴民 齐泽坤 姜悦

王宏敏 朱亚美 杨俊

甄立冰 李卓凡 姚勇

姜瑾斐 廖辉杰 乐灿

朱文新 李嘉音 李妍

柳智萱 李庆余 马力

徐信辉 陈康 孙家高

孟令鹏 王晓宇 顾洋

王佳佳 高丽萍 刘鹏

王海燕 王杰青 吕凯

王正祎 刘弦 梁泽浩

郭俊杰 吴佳庆

孙苑高 祁路杨

秦浩森 卢泰安

刘洪卫 侯啸林

吴怡洁 滕雨辰

许莎莎 卢志勇

季祥坤 魏浩天

刘鑫仓 吕博然

王丽艳 张勇 董冰洁

郑祺亮 吕迎秋 强萧萧

张照鹏 翟珂 郝娅楠

黄孝钰 李梅娜 高嵩

孙兴全 刘学义 郑志超

钟梦轩 许达贞 岳家彤

杨超 王明 林凡生

秦显科 孙明武 杨晓辉

孙道朋 邓雨男 阮清青

雷朝阳 林琦 王元媛

王鹏飞 唐怀谷 焦静娟

王磊 潘林冬 江飞

付萌 谭昊 孙中强

王春霖 邸泽鹏 魏瑶

张慧璇 田动会 冯利

闵建雄 赵波 臧艺博

刘成 张剑 舒东阁 张尧 李少俊 李青峰 马锐

张页心 陈昌翔 郭润华 贾琦 姜波 冷星 刘猛

刘泽 孙宣艳 王程浩 王明霄 王晓明 袁晓东

朱颖涛 刘琳 范尧 李聪颖 马晓红 牟墩玲

李倩 姜龙杰 丁大林 张侠 王玥铭 唐子文

张珂 郑洪浩 单锐 滕珊 宋龙龙 李盼 张宝强

康宇璇 葛学胜 张建国 曾志毅 黄军 丁学振

李同宇 白冰 陈泓燕 陈明 陈松 陈召健 高航

郭绪兵 韩同刚 解闯 李佳珂 李凯瑞 李志鹏

刘聪 刘心哲 申鹏 唐朋威 王杰 王兴 吴树梁

徐孟康 杨涛 吕纪轩 杨彦兴 牟秀娟 于兰芳

杜佳 李通通 张蕾 薛文静 张雅淇 皇甫雪睿

罗珂 唐荣 张自豪 周春 李梦君 马芳芳 田举

苗晓明 王飞飞 吴珊 杨远东 宁泽 李舒豪

丛帅 纪金龙 陶建丽 杨刚 常继强 冯智泉

程婧 刘爽 刘晓航 齐富康 叶文星 赵盖博

曹伟 刘波 孙文亮 吴卫华 郭峰松 李瑞丰

万丽 朱德祥 葛佳琦 韩耀东 孔玲芝 李海培

梁丹 刘张聚 任凯 汪元 王凯 王向坤 王尧

徐晓宇 张超 张浩 张洪洋 张雯 甄晴 彭树聪

姜韫麒 彭崯 王雷 靳双双 高福建 刘明珠

曹军 张锐埼 朱心宇 但孝鹏 李佩华 厉梦琪

刘金平 李光雩 孟繁 杨云帆 刘兴民 齐泽坤

王宏敏 郑谦 朱亚美 甄立冰 李卓凡 姜瑾斐

廖辉杰 朱文新 李嘉音 柳智萱 董昊 李庆余

徐信辉 赵乐 孙家高 姜悦 孟令鹏 王晓宇

王佳佳 高丽萍 王海燕 王杰青 王正祎 梁泽浩

郭俊杰 吴佳庆 孙苑高 祁路杨 秦浩森 杨俊

姚勇 乐灿 李妍 马力 陈康 卢泰安 刘鹏

刘洪卫 顾洋 侯啸林 吴怡洁 滕雨辰 许莎莎

卢志勇 吕凯 刘弦 季祥坤 魏浩天 刘鑫仓

吕博然

*
往年毕业，本年度申请学位

研究生毕业论文情况

姓名 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博士毕业生

宋红瑛 浙闽沿岸泥质区瓯江口中全新世以来沉积特征与古气候研究 赵广涛

刘博* 冲绳海槽的地质属性及其动力学机制 张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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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寅 南黄海泥质区 MIS3 期以来底栖有孔虫群落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李广雪

徐翠玲 黑海保加利亚南部陆坡甲烷渗漏及其对海底滑坡的影响 赵广涛

杨传胜 东海洋陆过渡带中-新生代构造变形及动力学机制 张国伟

赵广明 不同时间尺度下辽河三角洲沉积物碳埋藏研究 李广雪

张盼 莱州湾现代沉积特征及中全新世以来沉积环境演变研究 赵广涛

孙文军 华北地区板内地貌与深部过程 李三忠

宋湦 黄河三角洲晚第四纪以来的沉积特征及其对古气候变化的响应 冯秀丽

姜子可 比率法平面光极研制及其在沉积物-水界面观测应用研究 翟世奎

孔祥超 西太平洋冷、热俯冲系统：热流特征及地震分段性 李三忠

刘世东 海流切变锋对东海内陆架泥质区悬浮体输运的影响机制 李广雪

李景瑞 末次冰期以来孟加拉湾中部 “源-汇”过程及古环境重建 冯秀丽

陈学国* 潮道砂岩储层预测技术 李巍然

江巧文* 滨珊瑚骨骼环境指标对琼东海域海洋气候环境演化的响应 曹志敏

张红军 滨里海盆地复杂盐下构造叠前深度偏移关键技术研究 李庆忠

宋玉鹏 波浪作用下黄河口海底粉土孔压监测及液化研究 刘保华

张道来 不同时间尺度下典型红树林变迁的萜醇生物标志物记录研究 孟宪伟

王淑杰 南大西洋中脊"德音 1 号"热液区热液成矿作用与现代海底热液系统模式 翟世奎

周海廷 西湖凹陷致密砂岩甜点储层叠前地震预测研究 姜效典

金昌昆 起伏地形地震初至波和反射波斜率层析成像研究 张建中

孙杨 全张量重力梯度重构与反演 姜效典

赵维娜 胶东半岛-南黄海北部地壳结构海陆联合深部地震探测 张训华

封志兵 长江口外内陆架全新世沉积记录与演化历史 刘保华

张晓波 基于拟空间域波动方程的逆时偏移与全波形反演梯度预处理 王修田

于永贵* 1950 年以来黄河入海水沙变化过程及黄河三角洲响应特征研究 王厚杰

侯爱源 复杂区深井 VSP 层析求偏移速度场的方法研究 李庆忠

王燚
*

利用卫星重力测量数据反演海洋重力场的研究 姜效典

硕士毕业生

张惟 基于数字全息的溢油油滴对底栖颗粒物影响的可视化传感研究 于新生

伊善堂 砂质海岸对工程建设的响应——以招远段为例 吴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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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睿 莱州湾西南部海域悬浮泥沙输运及沉积动力特征 吴建政

王震
基于 GOCI的夏季浙闽近岸表层悬浮体分布及其对 2013年超强台风“苏力”

的响应
乔璐璐

仲毅 南黄海夏季悬浮体分布及其与冷水团演化关系 乔璐璐

孙学诗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季节性沉积效应 范德江

崔尚公 海底边界层溶解氧通量的原位涡动相关及平面光极观测方法研究 赵广涛

安振振 末次盛冰期以来台湾东北部古海湾沉积特征 李广雪

蔡宗伟 冲绳海槽热液硫化物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作用研究 翟世奎

张卓 威海南海新区近岸海域冲淤特征研究 吴建政

林纪江 蓬莱近岸海域悬浮泥沙分布及运移机制研究 胡日军

王妍妍 基于数字全息技术的海洋悬浮颗粒动态监测与研究 于新生

叶清 柴北缘红山、霍布逊地区侏罗纪盆地性质及层序分析 许淑梅

牛建伟 随机波作用下的海床和底层水沙变化的试验研究 董平

薛碧颖 闽北近岸海域沉积动力过程的冬、夏季对比研究 王厚杰

王丽艳 南极普里兹湾末次冰期以来沉积记录及古环境变化 李广雪

张勇 那丹哈达地体及周缘中生代变形与增生造山过程 李三忠

董冰洁 西湖凹陷中央反转构造带沉积微相研究 姜效典

郑祺亮 中国东部苏鲁造山带晚古生代–早中生代俯冲极性及其造山过程 李三忠

吕迎秋
超慢速与快速扩张洋中脊岩浆作用对比——来自西南印度洋中脊和东太平

洋中脊的同位素证据
韩宗珠

强萧萧 南黄海中部泥质区 HS2 与 B01 岩芯沉积特征及物源环境意义 韩宗珠

张照鹏 黄河清水沟流路天然柳林分布及其对三角洲演化的响应 褚忠信

翟珂 黄河三角洲河道水面宽度与海岸线的形态研究 褚忠信

郝娅楠 含水合物体系溶解甲烷浓度垂向变化特征研究 赵广涛

黄孝钰
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重金属污染及丛枝菌根真菌（AMF）可能的修复作用

研究
韩宗珠

李梅娜 近 20 年长江三角洲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及环境效应研究 刘冬雁

高嵩 利用重磁资料探讨鄂尔多斯及其南部地区中新元古界分布 姜素华

马飞 地震同相轴属性多域拾取算法及软件设计 周华伟

张建敏 TTI 介质准 P 波波动方程及应用技术研究 何兵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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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全 滨州北部海域冲淤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吴建政

刘学义 海洋地震资料逆时偏移中的子波提取技术与应用研究 何兵寿

郑志超 南一区套损因素相关性分析研究 孟凡顺

钟梦轩 OBS 数据层析成像与模拟检验 王修田

许达贞 海洋拖缆地震资料镜像偏移及联合反褶积压制鬼波方法研究 童思友

岳家彤 不同震源条件下的天然气水合物地震特征分析 刘怀山

杨超 西湖凹陷 W 地区储层含气性评价 姜效典

王明 二维反射和折射波走时联合层析成像方法研究 张建中

林凡生 郯庐断裂带安丘-莒县段上地壳结构远震层析成像 周华伟

秦显科 随钻地震钻柱参考信号特征分析 王林飞

孙明武 层状介质地震波场射线追踪技术方法研究 孟凡顺

杨晓辉 海洋立体观测子波提取及应用研究 刘怀山

孙道朋 基于独立分量分析的自由表面多次波自适应分离技术的研究 徐秀刚

邓雨男 地震勘探大数据现场实时叠加软件开发 童思友

阮清青 修正 S 变换时频分析方法及其在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张会星

雷朝阳 地震干涉波场重构研究 刘怀山

林琦 西湖凹陷 X 区块岩石物理建模研究 姜效典

王元媛 地震储层预测在高北斜坡带沙三 2+3 亚段的应用 姜素华

王鹏飞 多分量地震资料联合逆时偏移纵横波成像方法研究 何兵寿

唐怀谷 TI 介质中弹性波场的分离方法研究 何兵寿

焦静娟 基于小波变换最佳组合的地震数据分析 刘怀山

王磊 三维炮域鸣震的预测与追踪衰减 李金山

潘林冬 电导率连续变化二维大地电磁场自适应有限元正演模拟研究 李予国

季阳 黄河 1976 年改道以来黄河三角洲北岸和南岸海岸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张晓东

江飞 基于 ArcGIS 平台的黄河三角洲北部海底灾害地质稳定性评价研究 李安龙

付萌 基于高密度空间采样改善复杂地区成像质量技术研究 童思友

谭昊 基于波场延拓的 OBS 多次波压制方法 李金山

孙中强 黄河下游河道山东段冲淤演化过程及其机制（1991-2012） 毕乃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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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霖 基于 Radon 变换的海洋垂直缆噪音压制研究 刘怀山

邸泽鹏 高分辨率地震勘探频率拓展技术研究 童思友

魏瑶 海洋地震资料基准面校正与鬼波压制技术研究 何兵寿

张慧璇 鄂尔多斯地块重力场特征及元古代地层分布研究 李金山

田动会 黄河三角洲埕北海域表层沉积物输运特征与冲淤演化分析 冯秀丽

冯利 南海北部陆坡 DLW3102 孔沉积特征及滑坡事件分析 冯秀丽

闵建雄 基于 modis 的浙闽近海表层悬浮体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李广雪

臧艺博 华南中生代构造转换和古太平洋俯冲启动 李三忠

赵波 浅地层剖面自由界面多次波预测与衰减 李金山

*往年毕业，本年度申请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