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一年，硕果累累。2019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中国海洋大学建校95周年、海

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下面简

称实验室）试点的第2个年头，实验室实现了

与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的紧密耦合，实验室成员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取得新成效，提高了真信笃行、知行合一的能

力，增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得到提

振，推动了实验室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围

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着力强化使命担当

干事创业，着力拓展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布局，

着力提升汇聚资源能力，开创一流实验室建设

新局面，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迈上新台

阶，高水平高效率国际合作走向新阶段，为不

平凡的2019年交上满意答卷。

        实验室上下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深

度参与了未来海洋学院、崇本学院等高端人才

培养计划的制定，为融合创新的科教体系形

成、学科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做出了

巨大贡献，为营造一流育人文化、建成一流师

资队伍、培养一流本科人才，提供了具有国际

显示度的平台。

       实验室新的重大基础载体建设开启，实验

室成员参与的国际领先的新型深远海综合科学

考察实习船“东方红3”建成启航入列，有力

提升了实验室海上科技研发与创新平 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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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实力，将成为海上综合调查平台的新时代科考利器；海底成分年代平台的ICP-

MS实验室建成、海底动力模拟平台的构造物理模拟实验室建成、海底信息处理平台的

地学计算实验室建成、海底科学与工程计算国际中心获批成立。这些重大基础载体建

设，为一流实验室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科技创新活力迸发。李予国教授领衔完成的1项成果荣获2019年度教育部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李三忠教授等主编的《海底构造系统》再次获得海洋优秀图书奖。实验

室专家教授发表SCI收录论文103篇，其中一区或顶尖期刊SCI论文30余篇，比去年增长

100%；实验室成员以第一作者在 Earth-Science Reviews顶级地学综述期刊6篇，是有

史以来最多，此外，联合在Scientific Reports等Science子刊发表成果2篇。1位教授连

续入选2019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科研经费再创新高。2019年实验室科研经费达到近9千万元，累计1.9亿元在研合同

经费，创历史新高。邢会林教授和李三忠教授领衔申报的教育部111引智计划获得突

破，获得国家重点研发专项2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西太平洋多圈层相互作用重大

计划的重点项目资助3项、培育项目1项，也为历史获批最多；于胜尧、姜兆霞2人获国

家优秀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为地质学、地球物理学两个学科零的突破；刘永江教

授、王厚杰教授双双获得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人才计划支持，实验室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人

数已到4人。

        科研平台建设成效显著。实验室深度参与的“深海圈层与地球系统前沿科学中心”

获批，深度参与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2个功能实验室科研任务。

         师资队伍建设更上层楼。本年度刘永江教授当选国际Top期刊GSA Bulletin副主

编。引进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特聘教授，引进青年英才三层次教师2人，派出海外青

年英才教师2人。

         回顾既往，令人鼓舞。为实验室全体师生员工同心同德、团结协作、勤奋工作、

拼搏奋进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而骄傲，对全体员工争创一流、开拓创新的精神深表敬意和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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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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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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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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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以来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在学校

的领导下，紧密协同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海洋高等研究院，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紧紧围绕学校“十

四五”发展规划，以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目标，推动实验室改革及各项工作的发

展。

       

Part 1Part 1 
       2019年4月25日，实验室召开了试点改

革后的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会

肯定了实验室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建议实验

室瞄准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在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深地、深海、深时研究等重大方

向中发挥重要作用，突出自身优势，多学科

交叉、融合，结合国家战略和学校发展规

划，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结合，推进实验

室的深入改革和长远发展。

       2019年成果丰硕，已在国际SCI刊物

《Earth-Science Reviews》(第一单位6

篇)、《Earth and Planetary Sicene 

Letters》、《Gondwana Research》、

《Geoscience Frontier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Tectonics》、《Surveys in 

Geophysics》、《GSAB》、《JGR-

Oceans》、《Marine Geology》、

《Precambrian Research》和

《Geophysics》（学校顶尖刊物）等发表

高端论文近30篇。实验室李三忠、李予国、

刘怀山、许淑梅分别获得1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重大计划“西太计划”的重点项目，

1项培育项目，累计4项，是学院和实验室有

史以来获得重点项目最多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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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亮点聚焦

亮点成果
 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获得新突破，实验室刘永江教授和王厚杰教授已经获批泰山学者特

聘教授，至此，实验室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翻倍，为4人。

刘永江教授

        2019年受聘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海底科学与探测技

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毕业于奥地利萨尔斯堡

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构造地质学学科带头

人，国土资源部东北亚矿产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自1989年以来，始终围绕板块构造及其动力学机制基本

科学问题开展研究，主持科研项目30余项，共发表论著

130余篇，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

近年来围绕东北地区大陆构造演化和华北地台大陆岩石圈

流变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以下几点新认识：1. 

查明了东北地区多陆块的聚合过程；2. 提出东北地区上古

生界具有巨大油气资源潜力的新认识；3. 确定了古亚洲洋

构造体制向太平洋构造体制转变的时限；4. 提出黑龙江东

部“大三江”泛盆地的新认识；5. 初步建立了大陆地壳不

同层次岩石的流变模型。目前任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学

专业委员会常委、前寒武纪地质专业委员会常委和中国第

四纪科学研究会构造与气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GSA 

Bulletin》、《Geological Journal》、《Geoscience 

Frontiers》、《地学前缘》、《地质科学》、《吉林大

学学报—地球科学版》、《中国地质》等多个国内外期刊

编委。

Part 2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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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李予国教授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

  李三忠等编著（2019） 在 科学出版社出版《区域海底构造》

（下、中、上册）是介于海洋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史学之间的

一门针对海底构造演化史的交叉学科。本书以地球系统科学思想为

指导，首先重点介绍板块构造理论中的威尔逊旋回，进而拓展至超

大陆旋回，再从系统论的角度，由表及里，遵循读者的认知规律，

循序渐进地讲授海底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本既有基础知

识，又有研究前沿成果的教科书。

   邹志辉和张建中教授出版的《地球物理数据分析：离散反演理

论》一书介绍的反演理论是广泛应用于地球构造研究、资源能源勘探、

环境变化分析、气象预测研究、海洋水体研究、行星构造研究等领域的

重要手段，在地球物理学及其交叉学科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协同海洋高等研究院海底过程与资源部和学院，于6月底已完成

LA-ICP-MS的超净实验室建设，通过验收后仪器预计于2020年4月

底前完成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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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受聘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院长。1996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港口及航道工程，获

学士学位, 1999年获近海工程硕士学位, 2002年海洋地质

学博士学位。2010年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1年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2017年为中国海洋大学海

洋地球科学学院院长。曾作为访问学者访问过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专辑（2012）、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专辑（2014）的客座

编辑，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监事会

监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沉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9年获山东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5年获得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7年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主持人。主要从事河口海岸与海洋沉积动力研究，在

《Earth-Science Reviews》等发表SCI论文50余篇。

  高端青年人才培养取得零的突破，实验室于胜尧教授和姜兆霞教授一同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成为学校在地质学、地球物理学两个领域的新生长

点；此外，于胜尧教授进行了青年长江学者答辩，目前尚未得到最终评审结果。

于胜尧博士

        2019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岩石大地

构造研究方向，博士毕业于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任中国海洋大学英才

一层次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地质学会岩

石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造山带变质演化、地壳深熔作用的过程和机制科研和教

学工作。在增生和碰撞造山过程中的地壳深熔作用机制与陆壳生长、

分异和变质-变形作用关系的研究等热点问题取得丰厚成果，主要包

括：1）大陆碰撞的深熔作用——TTGs形成与陆壳生长的重要机制；

2）大陆深俯冲板片折返中的深熔作用——变质作用、岩浆作用及造

山带构造机制转变的关键环节；3）增生造山过程中的深熔作用——

陆壳生长和分异的物质组成. 近五年先后主持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

已发表SCI论文70余篇，在《Earth-Science Reviews》、 

《Tectonics》和《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等期

刊上作为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37篇，被SCI引用1300余次。

        古地磁学与海洋地质研究方向，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获得者。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2014-2017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后，2017年12月，入选中国海洋大

学青年英才三层次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古地磁学的理论及其地质应用。综合磁学、光谱学和矿物微

观分析等手段；1）厘定了磁性矿物的复杂磁性机理，为准确揭示环境气候

演化提供了新途径；2）建立了对自然界中含铝赤铁矿和针铁矿进行定量化

的方法，为利用环境磁学方法进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实验理论

基础；3）提出了区分重磁化红层的模型方法，为精确提取重磁化红层的古

地磁信号提供了技术和方法支撑，推动了重磁化红层地区的古地磁研究。

        近5年共主持国家级项目3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1项、青年基金1项。在

《Geology》、《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等杂志发表第一作者SCI论文12篇。

姜兆霞博士

王厚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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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
 实验室李三忠、李予国、刘怀山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计划“西太计划”

的重点项目1项，许淑梅获得1项培育项目，累计4项；国家重点研发专项2项，是学院和

实验室有史以来获得重点项目最多的一年。

教育部111创新引智基地项目介绍
 2019年实验室邢会林、李三忠教授领

衔申报了“深海多圈层洋底动力学” 教育

部111创新引智基地项目，成功获得资

助。该创新引智基地主要以国内排名第一

和国际排名第六 “海洋科学” 双一流建设

一流学科，“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学科、

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海洋高等研究院、深海圈层与地球系统前

沿科学中心和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

点)国家实验室（简称海洋国家实验室）等

为依托，瞄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急

需，充分利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

验室现有P级和新建E级超级计算机系统，

针对学科和实验室在深海多圈层洋底动力

学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领域的研究基础与

积累以及与国际一流研究水平的差异，瞄

准并夯实国际顶尖科学家及其团队间的实

质合作，快速提升中国地球科学领域地球

动力学数值模拟、大数据、流固耦合模拟

方面的能力和国际地位，邀请该领域来自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日本、

加拿大、新西兰、挪威9个国家的国际著

名学者18人，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挪威、

冰岛、荷兰4国国家科学院及1位欧洲科学

院的5位院士，特别邀请其中的澳大利亚

国际合作
  实验室联合15家国外知名高校及研究所，申报了“深海多圈层洋底动力学学科创新

引智基地”（111计划）， 国际联合研究基地建设成功获取资助。

       邀请英国杜伦大学Gillian Foulger院士、地球动力学国际权威David Yuan(受聘中国

海洋大学兼职教授)、密苏里大学高尚行、阿德莱德大学M. Santosh、国家千人计划教授

李振洪、刘丽军副教授等，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学术讲座。

        2019年5月7日—9日，应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

下简称实验室）主任李三忠教授邀请，冰岛科学院院士、英国杜伦大学教

授、现任国际学术期刊《Earth-Science Reviews》主编、《Scientific Reports》

编辑Gillian R. Foulger 教授来到实验室进行访问。期间，实验室主任李三忠教授、

常务副主任刘永江教授、海底科学与工程计算国际中心主任邢会林教授等与Gillian 

R. Foulger教授进行了座谈，双方就学术交流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英国杜伦大学教授Gillian R. Foulger来中国海洋大学交流访问

Foulger教授参观国家实验室 于志刚校长接见Foulger教授

悉尼大学教授Dietmar Müller院士和挪威

科学与文学院外籍院士William Richard 

Peltier为创新引智项目的国际学术大师。这

些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而且大多数

国外学术骨干在Nature、Science正刊或其

子刊发表过3-20篇论文，参与本引智基地的

国外专家累计发表的Nature、Science正刊

或其子刊超过100多篇，获得过Golden 

Bell奖等多个国际顶级奖项，研究领域横跨

物理海洋、沉积动力学、洋底动力学、计算

地球动力学、海洋地球物理学、海洋地球化

学、计算科学、层析成像、地震学等多个学

科，初步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联合攻关

深海多圈层动力学问题的国际创新团队。国

内学术带头人为2007年中国国家海外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海底科学与工程计算国际

中心主任邢会林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李三忠教授，其余2位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王厚杰、翟世奎2位教授和4位泰

山学者特聘教授等为国内骨干核心团队人

员； 所有国内成员皆为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

实验室固定成员，部分成员担任相关研究部

门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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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6日-30日，应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以下简称实验室）主任李三忠教授、海底科学与工程计算国际中心主任

邢会林教授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士（AGU 

Fellow）、国际计算地球动力学权威David A. Yuen访问中国海洋大学。期间，

双方就学术交流、未来合作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27日下午，David A. Yuen教授于地质楼B205会议室，以“大数据在地球科

学领域的应用及高性能计算(HPC)在大数据时代的重要作用”为主题，为实验室

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李三忠教授和邢会林教授主持，未来海洋

学院院长刘秦玉教授、海洋高等研究院海洋观测技术与装备研发中心主任田纪伟

教授、山东省海洋环境地质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贾永刚教授出席了本次讲座现

场，实验室师生60余人到场聆听报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David A. Yuen访问中国海洋大学

校长于志刚为David A. Yuen
教授颁发客座教授聘书

校长于志刚与David A. Yuen
教授进行亲切座谈并合影留念

        2019年10月，李三忠率团，一行7人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7人次（李三忠，刘永江，

于胜尧，姜素华，索艳慧，郭玲莉，姜兆霞），参加了日本主办的国际冈瓦纳协会会议，

李三忠教授、刘永江教授分别做特邀报告，其余做了展板展示。

        实验室刘永江教授率团赴奥地利开展为期1个月的野外地质调查和样品采集等相关合

作研究（刘永江, 关庆彬）。

        选派1名博士后（王光增）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访问一年。李三忠教授2019年

10月公派出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此外，实验室人员参加国内各类学术会议30余次，做报告多场。

人才引进
       实验室2019年4月已经引进2位院士作为特聘教授、1位国际地球动力学权威David 

Yuan作为兼职教授。实验室院士增至4人。

        成立“海底科学与工程计算国际中心”，聘任地球动力学专家石耀霖院士为该中心学术

委员会主任。

        2019年下半年以英才三层次引进2位优秀青年人才，分别是：刘一鸣、段威；派出海外

英才计划2名：斯坦福大学刘琳、悉尼大学曹现志；推荐海外英才计划1名：丁印帅，等待校

学术委员会评审。

        段威博士，石油地质专业，新引进的青年英才三层

次副教授，博士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5年

进入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开展博士后合作研究，获评助理

研究员（自然科学类）岗位。

        研究方向为油气地质与勘探和储层地质学。他通过

流体与岩石的测试与分析，综合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地球物理和显微观察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以中国近海的

莺-琼、珠江口和北部湾等新生代含油气盆地为研究对

象，探索地温场、流体动力场、地质流体-岩石相互作

用、储层形成与改造、油气成藏过程、油气藏微观特

征、形成机理与分布规律。近5年主持海洋油气地质领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国家科研项目3项，在

《AAPG Bulletin》、《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Journal of Volcanology and 

Geothermal Research》、《石油学报》、《中国石油

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等杂志发表第一/通讯作者

SCI论文5篇、EI论文6篇。

段威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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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一鸣博士，岩石大地构造研究方向，新引进的英

才三层次岗位副教授，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2017年入

站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学科研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特提斯洋构造演化。通过对岩

浆岩、沉积岩与构造运动的耦合研究，首次提出冈瓦纳

大陆被动北缘的拆沉模式，揭示出地壳物质的增生再造

过程以及时空不均一性；同时为古-新特提斯洋的俯冲闭

合过程提供构造地质学以及年代学约束，丰富了大洋演

化过程中构造作用与深部动力学机制的认识。通过多学

科综合研究深化了冈瓦纳大陆北缘地壳属性与特提斯洋

演化历程研究，并揭示出岩石圈拆沉是一种可能的深浅

耦合机制。近5年先后主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在《Earth–

Science Reviews》、《Gondwana Research》、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International Geology Review》等杂志发表第一作

者SCI论文9篇。

刘一鸣 博士

        刘琳博士，固体地球物理方向，博士毕业于美国密

苏里科技大学，现为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地

球的深部结构和地球动力学成像，主要包括用接收函数

和横波分裂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地壳和岩石圈的

分层，地壳和地幔的各向异性，地幔过渡带的深度变化

等。在《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Seismological Research Letters》等杂志以第一作

者发表SCI论文4篇，在GSA、AGU等国际会议发表会议

论文2篇，会议论文摘要9篇。

刘琳 博士

       曹现志博士，板块构造和地球动力学研究方向。

2018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质专业，同年受中国

海洋大学“青年英才海外培育计划”资助，于悉尼大学

EarthbByte团队做博士后。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东部板块变形及重建、全球

板块重建以及地球动力学。通过低温热年代学、盆地沉

降历史分析，以及板块重建与地球动力学模拟相耦合计

算分析中国东部地形演变的机制，提出大洋板块俯冲对

中国东部地表地形演变有重要影响。并发现中国东部深

部动力学体制于160-150 Ma由古亚洲洋以及特提斯洋

南北向汇聚向古太平洋构造域的俯冲消减体制转换。目

前研究集中于中国东部构造及岩浆作用地球动力学机

制、超大陆循环及其与LLSVPs的相互作用。在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Tectonics》

杂志发表第一作者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篇。

曹现志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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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项目经费

 

 实验室编制人员2019年新启动纵向课题11项，合同经费达

1238.42万元，到校经费592.89万元，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

经费 781.48万元，其中2019年新增基金4项，即重大研究计划重点

项目1项（李三忠），培育计划1项（许淑梅），优青2项（于胜尧、

姜兆霞），面上1项（姜素华），合同总金额627.66万元，第一批经

费已经到校，共309.2万元；2019年新启动横向课题5项，总经费

660.2万元，已经到校经费102万元。

新上重大项目简介

项目经费统计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刘怀山主持，重点基金项目名称：近海底地震海洋学立

体探测与成像基础研究，资助号：91958206。总经费280万元。

起止时间：2020.1.1-2023.12.31Part 3Part 3
   该项目重点解决西太平洋流固界面及边界层物质能量交换这一科学问

题，主要针对西太平洋地质构造和复杂地形如何影响海洋动力过程和气候系

统，广泛发育的海底热液、冷泉、海底裂隙的能量交换如何影响岩石圈演化

和海洋深层环流动力过程，迫切需要能够精确探测海水与近海底地层结构的

先进探测方法，是海洋地震勘探与海洋学学科的有机结合，也是促进上述科

学问题解决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该项目将通过基础研究和实验结合的形式，

在西太近海底探测达到米级分辨率，形成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立体化、

高分辨率海水与近海底地层结构探测系统和成像理论，能够对西太平洋典型

的沟弧盆体系和海底复杂地形结构、活跃的海底热液和冷泉活动、广泛的海

底裂隙海水与近海底地层成像等核心科学问题有显著贡献，以有效地服务于

西太平洋跨圈层动力过程与物质能量循环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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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编制人员2019年新启动纵向课题11项，合同经费达

1238.42万元，到校经费592.89万元，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

经费 781.48万元，其中2019年新增基金4项，即重大研究计划重点

项目1项（李三忠），培育计划1项（许淑梅），优青2项（于胜尧、

姜兆霞），面上1项（姜素华），合同总金额627.66万元，第一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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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李予国主持，重点基金项目名称：琉球海沟俯冲带岩石圈

结构与流体循环—海洋大地电磁与地震数据约束，资助号：

91958206。批准经费：280万元     

起止时间：2020.1.1-2023.12.31

   本项目针对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与地球深部流固相互作用的重大科学问题，

本项目以刻画琉球海沟俯冲带岩石圈精细结构和构建流体循环模式为目标，通

过琉球海沟俯冲带海洋MT和OBS大断面的实施，充分利用主动源OBS对地壳探

测的高分辨率、天然源OBS的岩石圈深部探测能力及海洋MT对流体探测的高敏

感性等优势，通过联合反演解释，获得精细的电导率、速度及密度剖面，刻画

琉球海沟俯冲带岩石圈结构，推断俯冲带流体赋存状态，解析板块俯冲过程中

的流体循环，探讨板块俯冲过程及弧后扩张机制，丰富和发展板块构造理论和

俯冲带模型，形成俯冲带岩石圈结构探测的地球物理关键技术，提升我国海洋

电磁技术在海洋地球物理研究中的国际地位。

2019

 （3）李三忠主持，重点基金项目名称：台湾岛弧及邻区新生代

古地形地貌数值模拟与动态重塑，资助号：91958214。总经费

332万元。

起止时间：2020.1.1-2023.12.31
   地形地貌界面是地球表层系统和固体圈层系统之间流固耦合的关键界面，

受多个圈层控制。本项目选择台湾岛弧及邻区开展新生代古地形地貌动态重建，

该区是新生代全球板块汇聚区内一个重要场所，蕴含有深刻的西太平洋地球系统

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内外动力共同塑造了该区地表系统的地形地

貌，控制着该区洋流系统的演变。本项目海陆兼顾，通过收集、整理、同化已有

地质地球物理资料，试图仿真模拟深部地幔对流过程、岩石圈形变、地表流体圈

层过程三者的”造貌”贡献，动态再现该区新生代古地形地貌演变。拟通过板块重

建和地幔动力学模拟仿真手段，侧重定量化三个层次的“造貌”过程：地幔动力过

程的动力地形贡献、岩石圈形变的盆山动力地貌效应、四维层序地层充填的盆地

地貌修饰过程，最终探索控制地形演变的多圈层协同耦合机制。申请单位拥有超

算等计算平台，团队成员具有丰富的地球动力学研究经验，可保障项目实施。



新上重大项目简介
2.国际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仪器研发专项

项目名称：基于浮标的海洋环境电磁测量系统研发与应用 

研究经费：2262万元

研究期限：2019年12月01日 -- 2021年12月31日

负责人：李予国教授

项目简介：海洋中存在多种动力现象，不同

运动状态下的海水产生特性各异的电磁场，

其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环境信息，利用海洋环

境电磁场可以反演海洋动力参数。项目针对

海洋环境电磁探测需求，开展海洋环境的电

磁特性研究和垂向剖面海洋环境电磁探测技

术研发，突破海洋环境电磁模型及数值模

拟、海洋动态环境下的磁干扰补偿、高精度

海洋电场和磁场传感器、动态环境下微弱电

磁信号采集与检测等关键技术，构建基于浮

标的海洋环境电磁测量系统，包括海洋环境

电磁测量子系统、浮标及数据传输子系统、

海洋电磁监控子系统。在实现基于浮标的电

磁测量系统集成基础上开展海上试验，可为

我国海洋环境监测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测试海洋环境电磁背景场，同步开展海洋

动力参数的观测，收集研究区背景资料，将用

于海底深部研究时的海洋环境噪声抑制，为开

展海底深部地学断面研究奠定基础。

南黄海海洋电磁环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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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项目名称：基于多源对地观测技术支持下的海岸带大型基础设施监测与

评价系统研究

合 作 方：希腊雅典测量系统公司，上海司南卫星导航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经费：134万

研究期限：2019年8月01日—2022年7月31日

负 责 人：李广雪教授

项目简介：海平面上升加剧了沿海地区风暴潮、海岸带侵蚀等问题，持续威胁沿海

基础设施安全，我国河口三角洲地区大型海岸基础设施监测与评价研究方面相对薄

弱。项目基于多源对地观测的形变监测技术的集成，对形变精细特征提取及诱发机

制开展研究，并开发基础设施形变评价与决策支持系统。通过融合多种空间对地观

测与遥感时间序列分析技术，定量分析、监测与评估中国与希腊两大典型河口三角

洲地区大型基础设施的结构健康，探索重大基础设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物理响应机

制，为评估海岸带地区环境与社会经济脆弱性提供基础观测资料，支持“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的海岸带地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李广雪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多源对地观测技术支持下的海岸带大型基础设施

监测与评价系统研究，

资助号：2017YFE0133500。总经费：134万，起止时间：2019.08-2022.07



科研进展科研进展

 

 围绕地球表层系统过程和效应，从事从水体到海底边界层的海

洋沉积过程、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海洋地质灾害、海底探测技

术和海底工程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围绕地球表层系统过程和效应，从事从水体到海底边界层的海

洋沉积过程、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海洋地质灾害、海底探测技

术和海底工程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海洋沉积过程与环境

Part 4 Part 4

海洋沉积过程与环境

主要研究内容为：

   2019年本研究方向研究海域从北到南，从海岸带、近海、陆架到海槽，地质

时间尺度从天气尺度、年际尺度到亿年过程的地表系统演变。评价了现代人类活动在

海岸带演变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天气尺度过程对物质交换的贡献以及风暴沉积在内

陆架沉积体形成中的影响。评估了大河物质输入在末次冰消期以来冲绳海槽沉积物来

源中的贡献。重建了上新世以来的南海古海面温度及古气候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揭示

了风化作用增强是埃迪卡拉纪晚期到寒武纪早期氧气增多、生命大爆发的新机制。

（1）沉积物“源-汇”效

应与沉积记录：围绕海洋

沉积物“源－汇”效应、

海洋沉积记录与环境演变

开展工作，未来突破方向

① 河口海岸与陆架边缘海

颗粒物传输、沉积和再分

配的过程与机制；② 陆架

海颗粒物相关的生源要素

和污染物的“源－汇”过

程及环境效应；③ 海底沉

积记录与海洋环境演化及

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

应。

（2）海底沉积过程与工程安

全：围绕海底沉积环境与沉积过

程、海底工程探测与安全评价开

展研究工作，未来突破方向：①

与我国深海能源开发结合，加快

南海海底沉积环境与工程环境制

图研究；② 海底灾害地质体形

成演化的机制和复杂海底工程探

测图谱的编制；③ 海洋工程安

全保障探测技术的推广和海底管

道状态探测自动识别系统的研

制。

（3）海洋工程地质与环

境评价：围绕海底土动

力学、海洋工程地质调

查与评价开展研究工

作，未来突破方向包括

① 浪、流、潮联合作用

下海底土动态响应机理

研究；② 海洋地质灾害

发生机理及其对海底工

程影响评价；③海底工

程安全评价软件系统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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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莱州湾潮滩演变的准确评估及对海岸结构物作用结果的新评价

   在沿海开发活动的密集、河流泥沙的

急剧减少和相对海平面快速上升的共同影

响下，沿海湿地，特别是宽阔的泥滩，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缺乏可靠的卫星

图像的海岸线指标，特别是低潮时的海岸

线指标，使得准确评估泥滩演变仍然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

   基于1983-2019年430幅Landsat卫

星影像的瞬时岸线数据，利用海平面校正

和统计分析方法，对莱州泥滩演变过程进

行了研究，对莱州泥滩潮间带泥滩损失进

行了准确评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图1 莱州湾西岸位置及高低潮线多年变化

   文章发表在《Coastal Engineering》（X D Zhang, K Lu,P Yin, L H Zhu, Current and future 

mud�at losses in the southern Huanghe Delta due to coastal hard structures and shoreline 

retreat, 2019, 152,103530.  ）

2、山东半岛和渤海海峡冬季天气尺度风作用下海洋动力的新揭示

   利用相位平均法，获取了渤海海峡断

面不同季节的余流结构特征（图2）。晚春

季节渤海海峡余流呈斜压结构，渤海水体通

过表层向北黄海输运，底层北黄海水体以补

偿流性质向渤海输运；冬季渤海海峡余流呈

正压结构，在冬季南风影响下，北黄海水体

通过大部分渤海海峡向渤海内注入，仅在渤

海海峡北侧有狭窄的渤海水出流，这主要受

控于风场及其引起的海表高度变化和陆架波

  文章发表在《JGR-Oceans》（Wu et al., 2019, Novel, repeated surveys reveal new insights on 

sediment flux through a narrow strait, Bohai, China）。

 图2 冬季南风影响下渤海海峡断面余流观测结果（a）与水体输运通量（b）；

      晚春南风影响下渤海海峡断面余流观测结果（c）与水体输运通量（d）

释放。虽然受东亚季风影响，渤黄海冬季盛

行偏北风，但仍有相当一部分（1/3）的时

间受南风影响。在南风作用下，相当一部分

水体由北黄海注入渤海，期间导致由北黄海

输运至渤海的净通量。这个现象在以往的研

究中多被忽略，从而导致高估了对渤海水沙

向外输运通量，在以后的估算研究中应当引

起重视。 

析。特别地，首次定量估算了不同海岸结构物

对莱州泥滩演变的影响(图1)。结果表明，围

填海引起的潮间带泥滩损失为98km  ，占潮

间带泥滩损失总量的93%。虽然在过去平行岸

线结构物造成的潮间带泥滩损失较小，但在未

来该结构将造成较大的泥滩损失，如果不改善

目前海岸线快速后退的现状，在岸线平行结构

的阻隔作用下，宽阔的莱州泥滩将在110年内

消失。法向垂直岸线结构物可以减缓邻近泥滩

的岸线后退，但会加速下游岸线后退，由于垂

直岸线结构物对沿岸输沙的阻挡作用，导致东

营码头下游泥沙缺乏供给。

2



   黄河以其高含沙量著称世界，其巨量泥沙入海后在环流体系作用下在山东半岛东侧形

成远端泥质区（图3）。研究揭示了天气尺度下风场振荡对黄河沉积物在陆架泥质沉积区输

运过程的影响：在夏季风（南向）影响下，山东半岛沿岸流与北上的黄海水体流速较弱，

动力结构呈现斜压结构，夏季南风减弱或转为北风，山东半岛沿岸流和北上的黄海水体流

速显著增强，垂向流向一致；冬季风（北向）影响下，山东半岛沿岸流和黄海暖流流系明

显，北风减弱或转为南风，几乎不见南向的山东半岛沿岸流，山东半岛泥质区呈现由近岸

到离岸整体向北的流场特征。

 图3 莱州湾西岸位置及高低潮线多年变化

  夏季主控风场（南风）（a）及其振荡（b）影响下渤黄海沉积动力结构；

  冬季主控风场（北风）（c）及其振荡（d）影响下渤黄海沉积动力结构

  文章发表在《Marine Geology》（Wu Xiao et al, 2019, Synoptic variations of residual currents in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derived distal mud patch of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Implications for long-term sediment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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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黄海盆地浅水麻坑区海底流体活动的新证据

   基于高分辨率多波束水深数据，北黄

海盆地（NYSB）海底密集发育形状类似于

火山口的海底麻坑地貌（图4、5）。为了弄

清这些海底麻坑群的发育是否与海底地层中

的流体活动或甲烷气体渗流有关，研究选取

海底麻坑典型发育区域进行了声学调查和表

层沉积物箱形取样工作，结合多波束测深和

后向散射强度资料，对研究区282个海底麻

坑进行了精确识别，并通过对表层沉积物进

行颗粒结构和粒度分析，以及对海底麻坑的

形态、分布和地层结构进行综合研究，比较

了海底麻坑内外不同区域的海底表层沉积和

生物特征。浅层地震剖面在海底麻坑发育的

下部地层记录到了海底浅层气烟囱和游离浅

   成果发表在《Marine Geology》上（Liu et al.,Acoustic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afloor 

depressions in the Nort Yellow Sea Basin of China: Active fluid seepage in shallow water sea floor, 

2019, 414:34-46.）

图7 沉积物中含有草莓状黄铁矿和碳酸盐胶结物

 图4 研究区位置  图5研究区域声学后

       向散射强度图

图6 浅层地震剖面在海底麻坑发育的

       下部地层记录到了海底浅层气烟

       囱和游离浅层气体的存在

层气体的存在（图6），侧扫声呐在麻坑内

部观察到强反射区，沉积物分析结果表明麻

坑内外的沉积物在粒径和底栖动物方面存在

的显著差异，麻坑内部底栖生物丰富、沉积

物中含有草莓状黄铁矿和碳酸盐胶结物（图

7），同时，侧扫声纳水柱数据中还记录了

沉积物羽流，这些证据表明北黄海海底麻坑

群的形成可以归因于地层流体活动，且麻坑

目前仍处于活动状态。此外，研究区内还发

现了多处“串珠状”麻坑链，其形态和分布

规律与该处埋藏古河道、古湖泊的分布十分

吻合。这些结果为解释陆架浅水区海底流体

渗漏提供了新的见解，对我们认识近海陆架

整体沉积过程的具有启示意义。



4、东海内陆架风暴沉积与泥质区形成的新关联

   东海是台风频发海域，但是关于风暴沉

积作用及其对内陆架沉积体形成的影响知之

甚少。基于东海内陆架高分辨沉积记录研

究，识别出了泥质沉积体中的风暴事件沉积

层（图8），该类事件沉积层厚度在0.5-

8.5cm，平均2cm，发育完整的沉积层序，

底部粒度粗，向上沉逐渐变细，与下伏沉积

层突变接触，且具有显著的Zr/Rb、Sr异

常。沉积动力过程分析表明，强风暴通过时

导致近岸沉积物侵蚀再悬浮，随后被离岸搬

运到内陆架沉积而形成风暴事件沉积层（图

9），其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风暴

浪触及海底，搅动近岸浅水沉积物，这个过

程在风暴潮水位及风暴浪最高时达到顶峰；

图8 东海内陆架C0702沉积物岩心中的

       强风暴事件沉积层

  该成果发表于Marine Geology（Yuan Tian, Dejiang Fan*, Xilin Zhang, Bin Chen, Liang Wang, Ming Liu, 

Zuosheng Yang. 2019. Event deposits of intense typhoon in the muddy wedge of East China Sea over the past 

150 years. Marine Geology, 410: 109-121）。

（该岩心共发育15个风暴事件沉积层，1956年

来发育的事件层与器测强台风事件对应良好）
图9  风暴沉积作用模式图

第二阶段：风暴增水以及随着风暴潮退水，

产生强离岸流，近岸被搅动而再悬浮的沉积

物在离岸流作用下形成底层羽状流，向外海

搬运输送沉积物，使得粗颗粒沉积物被带到

原来只有细颗粒沉积物沉积的场所，并通过

机械沉积分异的方式发生沉积，形成了与下

伏沉积物的突变界面；第三阶段：随着风暴

的减弱或者离开，近岸再悬浮和离岸流都趋

于减小，离岸搬运沉积物逐渐减少，被搬运

的沉积物颗粒也逐渐变小，形成的沉积物颗

粒逐渐变细，直到逐渐过渡到正常背景沉积

环境的沉积物。风暴事件沉积层厚度可占岩

心总长度的7.5-17.5%，说明其在泥质体形

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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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末次冰消期以来冲绳海槽主要物源研究获得新证据

   由于连续的沉积记录与敏感的气候响

应，冲绳海槽已成为研究海-陆相互作用、源

-汇、黑潮变化与东亚季风演变的理想场所。

目前，末次冰消期以来冲绳海槽中部沉积物

来源尚存在争议，尤其是黄河物质的贡献没

有定论。文章综合利用粘土矿物学、地球化

学、环境磁学和漫反射光谱等多方法相互印

证，探讨了冲绳海槽中部末次冰消期以来沉

积物来源演化，重新评估了黄河物质输入对

冲绳海槽沉积物的贡献。首次利用

Hematite/(Hematite+Goethite)作为评估

冲绳海槽黄河物质贡献的新指标（图10）。

研究表明，末次冰消期以来冲绳海槽中部沉

积物以黄河物质输入为主；进入全新世后

图10  末次冰消期以来冲绳海槽中部岩心M063-05粘土矿物记录

有限的长江和台湾物质被输送至冲绳海槽

中部。

       作为西北太平洋重要的西边界流，黑

潮演化对冲绳海槽水文环境与沉积物输运

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岩石磁学与电镜

学结果，我们首次利用RelDM（碎屑磁铁

矿相对含量）作为冲绳海槽区域黑潮强度

演变的新指标，重建了1.6 ka 以来黑潮演

化历史（图11）。研究表明，黑潮强度在

新仙女木时期显著减弱，早全新世显著增

强，中-晚全新世又逐渐减弱。本文研究为

磁学方法在冲绳海槽物源与黑潮演变研究

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成功示例。

       



6、上新世以来南海海面温度相对变化的新发现

   海面温度的重建是古海洋学研究的关键

问题。近年来，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四

纪。在西沙群岛石岛“西科-1”井岩芯0 ~ 

375.30m区间内，均匀选择了一种典型的底

栖有孔虫(圆头虫)的骨骼（图13）。利用电

子探针分析方法对其镁钙比等指标进行了分

析以估算上新世以来的古海面温度和进一步

研究南海古气候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同时，

从全球角度讨论了南海古气候事件的地质意

义。结果表明，以镁钙比重建的南海古海温

值自上新世以来呈现出“高-低-高-低”的周

  成果发表于《Acta Oceanologica Sinica》：Dongjie, Bi, Daojun, Zhang, Shikui, Zhai, et al. The relative 

changes of a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nce the Pliocene.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19, 38(3): 78-92,  https://doi.org/10.1007/s13131-019-1401-y 

图13 受成岩改造影响的圆头虫放射虫骨骼显微照片。左边的采样深度为444.60m。右图的采样深度为564.96 m

期性变化趋势。相比较而言，第四纪重建的

古海表温度波动较大。此外,镁/钙浓度比的

变化在圆头虫骨骼上记录了一系列上新世以

来重大古气候事件,第四纪冰川作用的事件和

北极冰盖形成事件在上新世末期更重要。因

此,使用 “西科-1“井礁核中获得的圆头虫

骨架中的镁/钙浓度比的变化反映古海面温

度的相对变化是一个相对南海可行和可靠的

方法，这也从这个地区钻井岩芯特征的相关

性中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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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了冲绳海槽区域已有的物源研究结

果，通过黑潮、季风、海平面变化等对沉积

物输运的影响分析，提出了冲绳海槽沉积物

的输运模式（图12）。末次冰消期，海平面

较低，古黄河河口距离海槽近，大量再悬浮

沉积物通过向海底层流被输送至东海陆架边

缘和冲绳海槽北部；由于较弱的黑潮，这些

图11  末次冰消期以来冲绳海槽中部沉积物

          来源（f-h）与黑潮演变记录（d-e）

图12 末次冰消期(a)与中-晚全新世

        (b)冲绳海槽沉积物输运模式

   成果发表在顶尖刊物EPSL上：Qian Li, Qiang Zhang, Guangxue Li*, Qingsong Liu*, Min-Te 

Chen, Jishang Xu, Jinhua Li. 2019.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ediment provenance evolution of 

the middle Okinawa Trough since the last deglaciation based on integrated method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528(Article 115839): 1-14.

黄河物质进一步被扩散至海槽中部。中-晚

全新世，随着海平面上升，古黄河河口逐

渐后退至现在的位置，黄海沿岸流搬运的

再悬浮黄河物质成为主要来源。由于全新

世增强的黑潮及其“水障”作用，这些黄

河物质局限于海槽西坡区域。同时，长江

和台湾河流输入物质逐步增多。



7、埃迪卡拉纪晚期—寒武纪早期氧气增多的新机制

   许多证据表明埃迪卡拉纪晚期到寒武纪

早期，海洋和大气系统中的氧含量都前所未

有的增多，促使了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然

而，大气中氧含量增多的机制和幅度目前还

存在很大争议。本文我们应用碳酸盐岩和有

机碳之间的碳同位素分馏(Δ13Ccarb-org) 

来识别该时期大气含氧量的增加幅度。通过

对安徽巢湖地区埃迪卡拉纪晚期到寒武纪早

期碳酸盐岩地层中的无机碳和有机碳的碳同

位素进行分析，认为它们与全球其它地区该

时期的无机碳和有机碳的碳同位素可以进行

很好的对比。结果表明从埃迪卡拉纪晚期到

  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Scientific Reports上：Li, W.-P., Zhao, Y.-Y., Zhao, M.-Y., Zha, X.-P. & Zheng, Y.-F. 

2019. Enhanced weathering as a trigger for the rise of atmospheric O2 level from the late Ediacaran to the 

early Cambrian. Scientific Reports 9, 10630, doi:10.1038/s41598-019-47142-3 (2019).

图14 埃迪卡拉纪晚期到寒武纪早期Δ13Ccarb-org 值突然增加至少2‰

洋底动力过程与资源灾害效应

        围绕深部壳幔动力系统，主要从事海底边界层至海底固体圈层的大陆边缘

构造、洋底动力学、海洋地球化学、海底成矿-成藏-成灾作用和海底资源环境

调查－采样－监测－模拟技术开展研究工作。

   建立海洋地球化学实验分析方法体

系，重点应用于现代海底热液活动、海底

岩石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和海洋沉

积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研究。从海底成矿系

统的角度研究海底富钴结壳、多金属结

核、热液硫化物等矿产资源的分布规律、

赋存状态、成矿环境与成矿机制，并突出

进行海陆成矿作用等对比。以印度洋洋中

脊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洋中脊差异扩张

过程与深部动力学、洋脊分段过程与动力

(1)海底物质组成、演化与成矿：

   重点研究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陆架海盆结构构造、成盆动力学与油－气－水合

物成藏机理；重建南海、菲律宾海、日本海等边缘海盆地的形成过程，分析陆缘后撤与地

幔楔过程对其形成演化的关联；剖析冲绳海槽、马里亚纳海槽结构构造与成盆过程，揭示

弧后盆地形成的深浅部动力学关联，建立浅部海底热液过程与深部物质－能量循环关联。

(2)陆架－边缘海盆地动力学与成藏：

寒武纪早期，Δ13Ccarb-org存在超过正漂

移。结合现代植物再光合作用过程中的碳同

位素分馏，我们认为2‰的Δ13Ccarb-

org正漂移指示了大气中氧含量从16%增加

到30%PAL。与此同时，碳酸盐岩中不溶性

元素含量增加、Y/Ho比值降低，指示了风

化作用导致的陆源物质供应的增多。因此我

们认为从埃迪卡拉纪晚期到寒武纪早期风化

作用的增强导致了向海洋输入的陆源养分增

多，促使了大气中氧含量的增多，有助于大

型多细胞生物的产生，促使了生物种类的繁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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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脊—柱相互作用与复杂洋底构造演

化、海洋核杂岩与洋底构造样式的多样

性，以揭示印度洋中脊的构造－岩浆过

程、动力学及其对成矿过程的制约。同

时关注西北太平洋大火成岩省、海山

群、海山链的研究，揭示海底石化热液

喷口与成矿规律，通过多学科交叉，创

新重建古太平洋洋盆演化，乃至古环流

格局，探索海底边界层成矿规律。



   2019年度，本研究方向紧紧围绕西太平洋和特提斯洋开展深入研究，建立了该区洋

陆过渡带的中新生代深浅部耦合新机制、俯冲新模式，提出了安第斯型陆缘演化新认

识，进行了太平洋板块演化的新重构，从全球视野揭示了微板块演化机制，推动发展了

新理论，对地球乏味期的全球洋陆格局进行了恢复，动态揭示了大板块、超大陆裂解新

模式。对原特提斯洋，揭示了消亡俯冲到大陆碰撞构造演化过程中多期深熔新机制，新

发现了原特提斯洋在冈瓦纳大陆北缘早古生代地壳增生与再造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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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不同时空的洋-陆格局，从全球

和区域、盆地三个尺度重建三维大地构

造格局和深部结构，以深化发展板块构

造，创新大洋内部构造格局的重建技术

与方法，建立古大陆边缘与古洋盆演化

关联；重点开展西太平洋和南海板块动

力学重建，揭示中国东部大陆边缘俯冲

动力学及典型时期陆架－边缘海盆地动

力学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洋底多

圈层间的相互作用。建立西太平洋海底

灾害监测预警网络，研究西太平洋板块

(3)洋-陆过渡带壳幔过程与灾害：

和欧亚大陆板块间的交接转换关系，揭

示“俯冲工厂”中水、碳等循环、能量

集中与华北克拉通破坏、华南大陆再造

等时空关联过程；探讨洋-陆间不同的

交接转换类型及各自特征，重点研究双

俯冲系统的俯冲消减过程和地幔楔－地

表效应的复杂性；开展南海北部等洋-

陆转换带结构构造调查与研究。最终，

服务地震、地震海啸、水合物稳定性、

海底滑坡和沉积动力灾害等海洋灾害效

应研究。

   针对近年来我国大洋资源环境调查

的技术需求，研发系列深海底质样品采

样技术，特别是深海热液极端环境下的

成矿作用与生物基因资源的探测与研

究，要求发展能够针对深海极端环境下

的各类样品按需求实施快速、便捷、高

效地保真（保温、保压、保气、防污染

等）采样技术。针对大洋矿产资源（热

液硫化物资源、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地

球化学探测的薄弱环节，研究针对深海

极端环境下多相态化学成分的非接触式

(4)海底资源环境调查－采样－监测－模拟技术：

原位化学传感器技术，如，深海原位激

光拉曼光谱技术；建立完善实验室的海

底成矿作用实验模拟技术，为深化海底

成矿系统研究搭建研究平台。发明相关

物理模拟设备，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模

拟软件，利用数值模拟和物理模拟方

法，开展多方位、多尺度的“四维地

球”模拟工作，探讨地球不同时期不同

类型的动力学演化过程及其资源、环境

和灾害效应。



 （2）华南克拉通中部的江南造山带上早期裂谷盆地雁列展布，可能为造山带去根作

用所致，后期因为拆沉作用向东迁移，导致晚期裂谷盆地发育在华夏地块上；而华南克

拉通西部扬子克拉通上的裂谷盆地可能与俯冲后撤的弧后裂解有关，盆地裂解启动时间

逐渐向西变年轻。

   （3）塔里木克拉通的新元古代裂谷盆地早期呈帚状平面展布，可能与活动陆缘斜

向俯冲有关；后期可能与俯冲后撤导致的弧后裂解有关。

 上述成果发表在国际地学权威学术期刊2019年Earth-Science Reviews上“Global Meso-Neoproterozoic 

plate reconstruc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for Precambrian basins: Constraints from three cratons in 

China”，研究成果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j.earscirev.2019.102946

图15 全球新元古代板块重建

1、东亚古洋陆过渡带演化与全球古海陆格局恢复取得新认识

        地球的中新元古代，有时也称为“乏味的

十亿年”或“地球中年期”，也普遍认为，是

地球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期间也正是哥伦

比亚超大陆和罗迪尼亚超大陆聚散时期，在全

球不同克拉通上发生了大量的基性岩浆事件、

岩墙侵入和裂谷盆地形成等重大事件，因此，

中新元古代期间地球并不稳定。

  李三忠及其合作者选择中国华北、华南

和塔里木这三大克拉通，来探索这些全球事

件，并以这三个克拉通上发育的裂谷盆地为

切入点，试图揭示这些克拉通深埋盆地的形

成机制及其与全球超大陆聚散过程的关联，

进而探索深部深层前寒武纪地层的油气勘

探潜力。他们根据中国三大克拉通的最新

古地磁数据，采用GPlates板块重建技

术，不仅确定了中新元古代期间中国三大

克拉通各自的古地理和大地构造位置（图

15），而且还紧密结合全球特征地质事件

和地质记录等，恢复了超大陆聚散期间不

同阶段的全球洋陆格局，特别是试探推测

了消失的洋内构造格局。最后，针对三大

克拉通各自裂谷盆地的成因差异，系统总

结提出其多期原型盆地成因机制如下：

     （1）从动力上，华北克拉通裂谷盆地总体处于挤压背景下的裂解，与澳大利亚同期

裂谷盆地形成的构造过程和机制类似，与挤出-逃逸构造密切相关，不同部位发育不同

原型盆地；其中，白云鄂博盆地为走滑拉分盆地；燕辽裂谷处于挤出块体后缘，局部拉

分沉降沉积可达万米厚的沉积地层；贺兰等裂谷总体呈帚状，类似新生代安纳托利亚地

块挤出相关的前缘盆地群成因；熊耳裂谷早期则可能与俯冲带-地幔柱相互作用有关，

俯冲带上盘伴生发育半空间放射状基性岩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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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构造-热演化过程与深部动力机制取得新突破

        围绕洋陆过渡带，李三忠等（2019）系

统揭示东亚洋陆过渡带中生代期间华北与华

南地块受西太平洋的板块俯冲过程、东亚大

陆边缘深浅部过程的影响，证明了其动力机

制一般认为由古太平洋板块俯冲所致，系统

探讨了侏罗纪、白垩纪东亚洋陆过渡带燕山

期的浅部构造变形规律（图16）、岩浆岩年

龄分带和迁移、地形巨大反转，并与深部过

程紧密结合，提出华北与华南构造-岩浆差异

的内因是深部过程，外因是东亚大汇聚的差

异所致。成果发表在国际地学顶尖刊物

Earth-Science Reviews上。
图16  东亚洋陆过渡带构造单元划分与构造迁移规律

        （Li et al., 2019，Earth-Science Reviews）

3、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中生代安第斯型陆缘演化新机制

        针对华南陆缘，中生代期间为安第斯型

活动陆缘成为学术共识，并存在大量的岛弧岩

浆岩、弧后前陆盆地等证据。因海域资料的匮

乏，就该安第斯型活动陆缘的发育位置、完整

结构、演化过程及其动力学机制缺乏统一的研

究。索艳慧等（2019）通过对南海、东海海

域的地震剖面和岩浆岩的地化分析工作，海陆

结合，并借助Bandlands软件的古地貌重建工

作，厘定了侏罗纪-白垩纪期间华南安第斯型

陆缘弧后前陆盆地-陆缘岩浆弧-弧前盆地的完

整结构、揭示了其向东的构造迁移和转换特征

（图17）。成果发表在国际地学顶尖刊物

Earth-Science Reviews上。

图17   东亚洋陆过渡带俯冲系统迁移模式

         （Suo et al., 2019，Earth-Science Reviews）

4.太平洋板块中—新生代构造演化及板块重建获得新认识

        西太平洋或东亚洋陆过渡带的华北克

拉通中生代破坏，是近10年来地球科学领

域的研究热点。诸多研究得出一个重大结

论，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古太平

洋板块的俯冲所致。古太平洋板块(或

Izanagi板块)的演化与太平洋板块密切相

关，但古太平洋板块已经完全消失，因此，

通过太平洋板块的研究有助于解决东亚洋陆

过渡带与古太平洋板块、太平洋板块的相互

作用，更有助于理解西太平洋一系列弧后盆

地或边缘海成因。

       太平洋板块是一个中生代以来形成的地

球上最大的大洋板块（图18），但其起源

机制、结构构造、构造演化等始终不清楚。

太平洋板块内部的复杂性更是未受到重视，

其内部的大火成岩省、海山链、微洋块、微

陆块及其下部更深层地幔的微幔块都非常发

育，这些复杂板内或板下构造代表的地球动

力学含义亟待解决。 文章基于最新的板块

重建结果，试图分析其运动学过程揭示太平

洋板块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表明，太平洋

板块起源于RRR三节点（图19），但不是

一个纯粹的完整大洋板块，其增生演化过

程经历了非威尔逊旋回模式，其板缘经历

了一些外来微陆块或微洋块的并入，其内

部也因各种原因出现了一些新生微洋块。

总体表现为一个碎片化的镶嵌式板内格

局。太平洋板块记录了与邻区板块相互作

用的重要构造事件，大约55 Ma左右开始

俯冲到东亚陆缘，导致东亚陆缘短暂的北

西——南东向伸展，随后受印度——欧

亚碰撞动力系统和太平洋俯冲动力系统联

合控制，总体处于右行右阶的拉分背景，

形成了一系列盆地群，俯冲后撤等逐渐形

成了双俯冲系统。太平洋板块还记录了深

浅部耦合过程，下地幔中的太平洋

LLSVP通过遥相关对上部岩石圈微板块、

大火成岩省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 火山

链或热点揭示板块运动同时，也反映深浅

部物质交换过程，海山群也揭示太平洋板

块之下软流圈并非单一对流胞，其对流格

局的多样性尚待深入研究。

图18    太平洋板块年龄及热点分布

         （李三忠等，2019）
图19 85Ma古太平洋的板块构造格局重建（李三忠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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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平洋板块俯冲动力新机制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太重大研究计

划重点项目“基于流体地球物理表征的新几

内亚-所罗门弧俯冲起始动力学机制”，针对

板块俯冲起始机制这一板块构造理论核心科

学问题，聚焦涵盖世界上最大海台——翁通

爪哇海台的新几内亚-所罗门弧俯冲体系，以

区域地质、地球物理资料为约束，建立俯冲

动力学数值模拟联立方程组，初步构建洋-洋

俯冲初始数值模型和约束条件，数值模拟渐

新世以来新几内亚-所罗门弧俯冲启动和动力

演化过程（图20）。

图20 渐新世以来新几内亚-所罗门弧俯冲启动和动力

        演化过程数值模拟结果

6、冲绳海槽热液矿床中锌、铅同位素变化新证据

        该成果对冲绳海槽中部和南部热液硫

化物Zn、Pb同位素组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测试，结果表明二者都具有很大的变化范

围。硫化物中Pb同位素组成表明硫化物中

的Pb主要来源于基底火山岩及其上覆沉积

物，而二者贡献比例的变化是硫化物中

Pb同位素组成变化的主要原因。硫化物中

Zn同位素组成与该区火山岩接近，其变化

则反映了闪锌矿结晶过程中Zn同位素动力

分馏。首次对处于扩张早期的弧后盆地内

部热液硫化物Zn同位素组成进行了分析测

试，对完善Zn同位素在自然界的分馏机制

（图21）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区的锌同

位素具有潜在的勘探和找矿价值。
图21 理想的热液矿床示意

7.微板块构造理论研究得到新发展

        板块构造理论提出至今已经50年有余，

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也面临三大科学难

题：板块登陆、板块起源、板块动力。板块

构造学说提出之初，将地球划分为六个或七

个大板块，迄今，国际上基于古地磁的全球

板块重建也依然侧重全球这几个大板块的分

析，这使得人们对赖以居住的地球从一级构

造层面有了深刻认知。但是，随着现今新一

代探测技术和海量地学信息的爆发、地质调

查的深入开展，全球板块划分越来越细，从

而近5年来，不断报道大量微板块研究的实

例，并据此很多新的学术思想不断涌现，集

中体现“微板块构造”研究的发展趋势。当

人们精细划分板块逐渐深入的时候，很多地

质单元就不是板块行为，这里统称为“微板

块”，确切地说，可称为“微地块”，根据

物质组成，其可进一步分为微陆块、微洋块

和微幔块。

       大地构造上，中国发育古亚洲洋构造体

系、特提斯构造体系、东亚环形俯冲动力系

统，地处“两洋一带”（西太平洋、印度

洋、洋陆过渡带），该区带广泛发育微地块

或微板块（图22，图23），是中国开展相关

研究的天然优越条件。首先，西太平洋发育

双俯冲系统，俯冲作用和弧后裂解可导致仰

冲盘形成微板块，如“沟-弧-盆”体系中弧后

扩张形成的马里亚纳微地块、马努斯微地块

以及北斐济海盆内部的裂生型微地块是经典 文献来源：Zhang Xia, Zhai Shikui, Yu Zenghui, et al. Zinc and lead isotope variation in hydrothermal deposits from 

the Okinawa Trough. Ore Geology Reviews, 2019, 111: 102944. https://doi.org/10.1016/j.oregeorev.2019.102944

实例。此外，洋陆过渡带微地块的作用也

控制着太平洋洋陆过渡带广泛发育的含油

气盆地，盆地的起源、发生、发展受控于

大陆边缘不同时期构造过程，值得深入探

讨。其次，大陆碰撞造山作用也可触发相

对独立的碰生型微地块形成，其形成机制

可分为多种，如远程碰撞触发模型为研究

碰撞造山的非相邻地质体之间的盆—山耦

合效应奠定了基础，也可为研究“板内”

变形机制提供新依据、新思路。从中亚造

山带、秦岭-大别-苏鲁造山带、青藏高原

等大量微小陆块的岩浆岩、沉积序列以及

变质变形特征等详细研究，也可揭示出这

些微陆块与周边构造单元不同的复杂演化

历史。可见，如今位于陆内的这些微小块

体也随着古亚洲洋或特提斯洋等大洋的扩

张打开与俯冲以及随后碰撞拼合、拼接而

产生，并且演变为增生型微地块，微地块

的性质或类型也将随着演化而不断演变和

转换。

       总之，2019年李三忠团队在《大地构

造与成矿学》的这一系列《微板块构造》

专辑成果，是在地学新理念下对板块构造

理论的新发展，对重新审视大洋、推动精

细深入的全球构造研究、探索“一带一

路”的资源环境灾害效应等前沿科学问题

都很有意义。该专辑提出了很多新概念、

新观点、新认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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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亚洲主要的克拉通地块、微地块及碰撞型造山带(周洁等，2019)

(b, c) 中国中央造山带中微地块构造演化模式图(据Mu et al., 2017修

改)。TM. 塔里木地块; QD. 柴达木地块; WKL. 西昆仑地块; CKL. 中昆仑地

块; NQL. 北秦岭地块; SQL. 南秦岭地块; WQL. 西秦岭地块; NC. 华北地块; 

CQL. 中秦岭地块; CAL. 中阿尔金地块; OL. 欧龙布鲁克地块; NQT. 北羌塘

地块; SP. 松潘地块; YZ. 扬子地块。

图23 东太平洋海底构造和部分微地块分布（孟繁等，2019）

VGG资料据Sandwell et al., 2014中的东太平洋海底构造。转换断层

或破碎带据Croon, 2011。红字表示的是该区域的跃生型微地块。图像

选自Gplates Portal虚拟地球网站(http: //portal.gplates.org/)。

8、原特提斯洋俯冲到大陆碰撞构造演化过程多期深熔新机制

       柴北缘是近20余年来在中国西部厘

定的与早古生代陆-陆碰撞有关的一条重

要超高压变质带，前人已在榴辉岩、石榴

橄榄岩及其相关岩石的超高压变质作用方

面获得大量研究成果，但其深熔作用机制

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为此，本文以柴北缘

超高压变质带俯冲-碰撞过程中的地壳深

熔作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详细的野外观

察和室内岩相学研究为基础，确定柴北缘

超高压变质带三期俯冲-碰撞相关深熔作

用的成因机制（图24）： 图24 柴北缘超高压变质带三期俯冲

        -碰撞相关深熔作用的成因机制

 上述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Earth Science Reviews上，Yu Shengyao, Li Sanzhong, Zhang Jianxin, Peng Yinbiao, 

Somerville Ian, Liu Yongjiang, Wang Zhengyi, Li Zhuofan, Yao Yong, Li Yan. 2019. Multistage anatexis during tectonic 

evolution from oceanic subduction to continental collision: A review of the North Qaidam UHP Belt, NW China. 

Earth-Science Reviews. 191, 190-211.

9、原特提斯洋在冈瓦纳大陆北缘早古生代地壳增生与再造过程的新发现

        青藏高原中南部为早古生代冈瓦纳大

陆北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地壳属性

以及增生再造过程尚不明确。本文对青藏

高原内显生宙花岗岩类的锆石Lu-Hf同位素

数据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分析，以期对冈瓦

纳大陆北缘早古生代构造演化提供制约。

显生宙花岗岩类的Lu-Hf同位素数据与野外

观测结果显示古老地壳物质再造在整个青

藏高原显生宙演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早古生代花岗岩类锆石Lu-Hf同位素数

据显示其整体以负的εHf(t)值为主，并揭示

出古-中元古代地壳物质的时空不均一性。

青藏高原内可能发生了多期次地壳增生事

件（~1.7Ga, ~1.4–1.6 Ga, ~1.1–1.3Ga, 

~0.8Ga, ~0.5–0.6 Ga 和 ~0.3Ga）。在

拉萨和喜马拉雅地块中识别出较多的早古

生代新生地壳，而南羌塘地块和藏东地区以

古老地壳物质为主。古老地壳物质的再造主

要发生在前进式增生造山带和内部碰撞造山

带之中。另外，俯冲相关的岩浆作用会导致

锆石Lu-Hf同位素向亏损型地幔方向演化

（正的εHf(t)值），而与后碰撞背景相关的

拆沉、造山带垮塌和岩石圈伸展会导致大陆

地壳发生部分熔融，并使得岩浆岩具有负的

εHf(t)值。同时在造山带垮塌阶段以及大陆

地壳的最终裂解阶段通常会伴随有少量的基

性岩浆作用和地壳增生，这与本文的研究结

果是一致的。因此，本文推断青藏高原中南

部广泛分布的寒武纪-奥陶纪岩浆岩很可能形

成于泛非造山运动的后碰撞伸展背景（图

25），甚至最终裂解阶段。

图25  冈瓦纳大陆北缘古地理复原图（a）

         和冈瓦纳大陆北缘早古生代构造

         演化模式图（b）

 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Earth-Science Reviews上：Liu, Y.M., Li, S.Z., Santosh, M., Cao, H.H., Yu, S.Y., Wang, Y.H., 

Zhou, J., Zhou, Z.Z., 2019. The generation and reworking of continental crust during early Paleozoic in Gondwanan 

affinity terranes from the Tibet Plateau. Earth-Science Reviews 190, 486-497. 文章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earscirev.2019.01.019 4443



10、特提斯构造云阿尔金-祁连-昆仑地区新元古代岩浆作用的新证据

       在地球的长期地质演化过程中，大陆的逐渐汇聚形成超大陆，然后发生裂解，之后再

重新汇聚成新的超大陆。地质历史上典型的超大陆包括哥伦比亚超大陆（2.1–1.8Ga），罗

迪尼亚超大陆（1100–750 Ma），潘吉亚超大陆(350–165 Ma)等（图26）。其中大量与

罗迪尼亚超大陆汇聚和裂解有关的中-新元古代岩浆和变质事件在华南克拉通和塔里木克拉

通被识别出来。而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阿尔金-祁连-昆仑地区由于遭受了古生代多期造山

事件的叠加，与罗迪尼亚超大陆演化相关的新元古代岩浆作用和变质作用事件研究相对薄

弱。从而制约了阿尔金、祁连、柴北缘、东昆仑地体在元古代时期的亲缘性及其与塔里

木、华南、华北克拉通的联系的研究。

       彭银彪博士生及其合作者以青藏高原阿尔金-祁连-东昆仑地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系

列基性岩和中酸性岩的地球化学、年代学和同位素特征数据进行系统的总结分析，结合野

外分布特征和古地磁研究结果。阐明了阿尔金-祁连-东昆仑地体在元古代时期的亲缘性及其

与罗迪尼亚超大陆的演化关系，最终重构了新元古代时期的构造古地理演化格局。主要的

认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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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阿尔金、祁连、柴北缘、东昆仑地体在早-中元古代时期具有强烈的亲缘性，并

在新元古代时期与华南和塔里木克拉通汇聚，构成了罗迪尼亚超大陆的一部分。

 （2）罗迪尼亚超大陆在阿尔金-祁连-昆仑地区的汇聚起始于1030Ma，峰期汇聚时

间是~918Ma，裂解起始于860 Ma ，峰期裂解时间为~765Ma。

 （3）阿尔金-祁连-昆仑地体与华南克拉通的分离伴随着祁连洋的打开，祁连洋的打

开在660Ma之后。

图26 阿尔金-祁连-东昆仑地体在元古代时期的亲缘性及其与罗迪尼亚超大陆的演化关系

 上述成果发表在顶尖期刊Earth-Science Reviews上，Peng Yinbiao, Yu Shengyao*, Li, Sanzhong, Zhang Jianxin, Liu 

Yongjiang, Li Yunshuai, Santosh M. Early Neoproterozoic magmatic imprints in the Altun-Qilian-Kunlun reg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Response to the assembly and breakup of Rodinia supercontinent. 

2019，https://doi.org/10.1016/j.earscirev.2019.102954。

 成果发表在Tectonics，Jiang, X., Li, Z.‐X., Li, C., & Gong, W. (2019). A gravity study of the Longmenshan Fault 

Zone: 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fault zone and extrusion‐style growth of the Tibetan Plateau 

since 40 Ma. Tectonics, 38, 176–189. https://doi.org/10.1029/2018TC005272.

11、特提斯洋消亡后青藏高原的隆升动力新模式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南海西北部盆地构

造沉积特征对青藏高原隆升的响应”，以柴达

木盆地为切入点，基于横跨盆地骨干二维地震

资料、山前岩心碎屑岩低温热年代学资料，综

合地质地球物理数据，串联起中生代晚期柴达

木块体与周缘块体间的相互作用及新生代时期

印度-欧亚板块强烈碰撞挤压的动力学背景，定

量解析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时期构造形变特

征，探究青藏高原变形与隆升的动力学模式。

图27 青藏高原变形与隆升迁移过程



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技术

        围绕全方位探测海底的技术开展研发，探索以海洋地球物理勘探与信息技术、海岸带

工程地球物理、计算地球物理和大型处理解释软件研发为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研究内容有：

以解决当前海洋地球物理勘探与信息技术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为研究目标，以研究

和开发地震勘探和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新技术为特色，注重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的技术开发工作，现主要进行基于模型的地震信息处理软件系统的研制与

开发、复杂油气田物探方法研究、滩浅海复杂地表条件下的检波器藕合研究和海

底天然气水合物的识别与预测等方面的研究。

海洋地球物理勘探与信息技术：01

以解决海岸带工程勘查中地球物理理论和方法技术的难题为研究目标，对工程探

测的数据采集方法、数据处理、介质成像和地质解释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地质

雷达探测、浅层工程地震勘探和相应的数据处理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海岸带工程地球物理：02

计算地球物理是本学科长期从事科研工作和培养研究生以来形成的研究方向。本

研究方向涉及重、磁、测井、地震、大地测量、数学地质模型等多个方面，侧重

于地球物理数据的各种正演及反演方法研究和实际应用，已在井间地震与井间电

磁的联合反演技术和地震波动方程正演模拟方面形成了自己研究特色。的数据采

集方法、数据处理、介质成像和地质解释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地质雷达探测、

浅层工程地震勘探和相应的数据处理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计算地球物理：03

        2019年度，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技术方向的科研工作仍然以海洋地球物理勘探与信息

技术、海岸带工程地球物理、计算地球物理三个方面的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难题为核心研究

目标。基于新型的地球物理正反演思路研发新的地震、重力、电磁信息提取方法；结合热点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科学，开展学科交叉和融合，着力于提高地球物理探测方法的稳定性和精

度，在海洋多次波压制、地震资料去噪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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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精度重力反演新方法

  在复杂变密度体重力场及梯度场的正演和反演计算两方面取得新进展。基于复杂函数可

以用高阶多项式来逼近的思想，利用任意阶多项式表示地下物质密度变化曲线，并推导了

基于任意阶多项式密度函数的重力异常和重力梯度的解析表达式，解决了解析表达式在计

算时遇到的奇异性问题，从而建立了计算二维、三维任意变密度体重力异常和重力梯度的

新方法。此外，还提出了基于任意阶多项式密度函数的重力异常反演方法（图27，图28，

图29），开辟了重力反演方法的新思路。成果发表在地球物理顶尖期刊《Geophysics》和

《Surveys in Geophysics》上。

图27 (a)密度在深度和水平方向变化的任意形态

         物体密度表示(b) 变密度盆地模型

图28 盆地模型分别由常密度和变密度方法计算

         出的(a)重力异常和(b)重力梯度对比

 图29 (a)理论密度模型及重力异常曲线；(b)2、4、10及20次迭代反演后得到的密度模型



2、海洋电磁正反演新方法和新应用

  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问海计划”项目支持下，海洋电磁探

测技术与装备实验室开展了可搭载Glider浮标的水下电磁传感器研制工作，完

善了项目详细设计方案，完成了包括新型海洋电场传感器、带反馈线圈的全张

量磁探头和电磁数据记录仪在内的各单元的研制，实现了电磁传感器在

Glider上的集成。项目完成了各单元的性能测试、电磁兼容测试、水槽环境性

能测试和近海环境测试，在胶州湾内开展了单站位海洋动力环境与多站位环境

电磁场同步观测试验，获得了重要的海洋环境电磁场基础资料，为电磁法应用

于海洋环境的多物理场探测奠定重要基础。项目研发正演模拟及反演软件1套，

申报关于磁梯度张量系统校正方法的国家发明专利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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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可控源电磁法属于低频电磁方法，电磁信号满足扩散方程，这种传播特

性使海洋可控源电磁信号模拟时需要消耗大量精力设计合理的离散网格，并耗

费大量的存储空间和计算时间。基于扩散电磁信号理论的研究，不能很好的解

释海洋可控源电磁信号的形成原因，尤其是浅海环境中压制其他有用电磁信号

的“空气波”。海洋电磁探测技术与装备实验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数学

变换，把满足扩散方程的扩散电磁场转换成满足波动方程的虚拟电磁波，极大

地简化了离散网格的设计过程，优化了存储需求，提高了数值模拟效率。同

时，借鉴弹性波和光学理论，初步构建海洋可控源电磁信号的虚拟波动域分析

解释体系（图30），成功对“空气波”和“导波”进行了更深入探索。

图30 虚拟电磁波传播路径虚拟电磁波归一化道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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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CSEM法因其对海底高阻体反应灵敏，可用于探测和识别海底天然

气水合物储层，然而，由于海底天然气水合物成因和成藏规律复杂，一些区

域横向块状分布或是垂向多层分布的成藏模式加大了探测难度和成本，对于

探测分辨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在实际CSEM探测中进行高阻异常

的现场快速评估，借鉴地震勘探共中心点道集的转换方式，将二维模型的海

洋CSEM响应在CMP域单元内转换为一维模型的响应，进而实现二维模型

CSEM资料在CMP域内的近似一维反演，针对不同电阻率模型讨论勘探参数

对异常体分辨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海洋CSEM资料的CMP域反演对横向

和纵向上相邻的水合物储集体具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图31），这为海洋

CSEM法探测复杂成藏模式的水合物提供理论依据。

图30 虚拟电磁波传播路径虚拟电磁波归一化道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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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地震勘探资料处理新方法

   地球探测软件技术实验室针对复杂海

域（崎岖海底或含有复杂构造）的多次波

衰减问题，对多次波匹配相减方法与技术

进行了深入研究，将扩展滤波技术引入到

曲波变换域，以实现扩展滤波与曲波域滤

波二者优势的有机结合。该方法兼顾了扩

展滤波对多次波预测误差的适应性以及曲

波变换对一次波和多次波的分离优势，可

在保持一次波信号的同时有效地压制所预

测的多次波干扰(图34)。基于曲波域扩展滤

波方法对实际数据进行多次波匹配衰减处

理后，海底及下伏波阻抗界面的强鸣震多

次波已被完全消除，而记录中的一次波几

乎未受损伤，从而说明所研发模块具有较

高的精度。

  海底采集到的电磁数据按照其主要包含的

信息及研究目的大致可分为海洋可控源电磁场

（CSEM）信号、天然场源大地电磁场（MT）

信号、海洋环境电磁场信号以及其它随机干扰

信号。常常通过计算功率谱密度、时频分析和

极化分析的方法研究海洋电磁场特征。引入一

种新方法—时频方向谱分析法及其在实测海洋

电磁数据处理中的应用，该方法能够在一定的

时间-频率尺度上有效分辨场源信号的运动方向

(图33)。对于海洋CSEM数据，利用该方法可以

估算发射源的运动方向，进而在发射源或采集

站方位信息缺失情况下，实现海洋CSEM数据的

旋转电性轴处理。对于海洋电磁数据，利用该

方法可以详细分析海水运动感应电磁场的信号

特征。

图32 速度场Vx(z)及不同海底介质电导率感应电

         场Ey和感应磁场Bx振幅随深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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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实际数据的多次波匹配衰减结果

(a)原始炮集记录；(b)预测的多次波记录；

(c)多次波衰减结果；(d)去除的多次波

（1）实现了基于曲波域扩展滤波的多次波匹配衰减

5251

  海水是一种高电导率的流体, 根据

电磁感应定律, 运动的海水切割地磁场

会在海水中产生感应电流, 从而产生感

应电磁场。从麦克斯韦方程出发, 推导

出一维速度场海水运动感应电磁场偏微

分方程, 利用电磁场水平分量在海表面

和海底面上的连续性条件, 得到海水运

动感应电磁场表达式, 并编写了 

Fortran 计算程序。计算了常速度海水

运动感应电磁场, 并与格林函数法计算

结果进行了对比, 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

一致(图32)。计算了变速度(即海水运动

速度随深度变化)海水运动感应电磁场, 

并讨论了海水运动周期和海底介质电导

图32 速度场Vx(z)及不同海底介质电导率感应电

         场Ey和感应磁场Bx振幅随深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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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探测软件技术实验室深入研究了多种基于残差学习策略的神经网络结构的去

噪效果，综合考虑涌浪噪声的压制情况和低频信息的保留程度，选择基于残差学习策略

的U-Net神经网络完成了低频涌浪噪声的压制。

        下图展示了选取东海某工区实际地震数据实际资料进行去噪的结果，相比于常规

滤波方法导致的低频信息受损严重，U-Net神经网络方法去噪后，其低频涌浪干扰信息

得到极大的压制(图35)，同时低频有效信息也得到了保留。

图35 实际资料去噪示例

（a）含涌浪地震记录；（b）U-Net神经网络方法去噪结果；（c）图b的的5Hz以下信息；（d）图a与图b的残差；

（e）U-Net神经网络方法与滤波方法振幅谱对比；（b）U-Net神经网络方法与原始数据振幅谱对比

（2）实现了基于U-Net神经网络的低频涌浪噪声衰减

   基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深层宽频三维地震高精度采集处理技术”，研究了海上

三维立体采集模式的模拟分析技术，形成了2项特色技术模块，包括枪阵远场子波的高

精度高效模拟技术；基于粘弹地震波方程模拟的缆形分析技术。研究完成了5项海上深

层地震宽频关键处理技术，包括混叠记录分离技术，时空域虚反射压制技术，基于克希

霍夫积分反偏移的自由界面多次波预测与衰减技术，全波形反演系列技术，保幅逆时偏

移系列技术，研发了17个特色处理模块。探索了三维宽频地震资料处理流程，并完成

了宁波27-5井区100km²斜缆采集宽频数据的处理。

（3）深地探测地震资料处理技术

   发明了探测精度高、分辨能力强、作业方式灵活、机动能力强的小道距“高分

辨率海洋地震勘探多道数字拖缆”和广角（±70度）、宽频（3-1200赫兹）、分布

式的高分辨率地震数字垂直缆(图36)，打破了国外对于小道距地震拖缆的技术垄断，

实现了快速、高效的立体地震资料采集。

水平拖缆采集实际数据的子波脸谱与频率脸谱

水平拖缆采集实际数据的子波脸谱与频率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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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发了地震数据采集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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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1. 李三忠等编著（2019） 在 科学出版社出版《区域海底构造》

（上、中、下册）是介于海洋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史学之间

的一门针对海底构造演化史的交叉学科。本书以地球系统科学思

想为指导，首先重点介绍板块构造理论中的威尔逊旋回，进而拓

展至超大陆旋回，再从系统论的角度，由表及里，遵循读者的认

知规律，循序渐进地讲授海底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本既

有基础知识，又有研究前沿成果的教科书。

著 作

其中，上册从大洋盆地演化和洋底多圈层相互作用出发，条理化、凝练性介绍太平

洋和印度洋的构造单元划分、典型构造分析及洋盆演化过程。中册侧重介绍大西洋

和北冰洋的构造单元划分、典型构造分析及洋盆演化过程，并系统介绍了大火成岩

省与深海深部演化过程的关联。下册以地球系统科学理念，侧重固体海洋在地球系

统中的关键过程和作用。

1. 李三忠等编著（2019） 在 科学出版社出版《区域海底构造》

（上、中、下册）是介于海洋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史学之间

的一门针对海底构造演化史的交叉学科。本书以地球系统科学思

想为指导，首先重点介绍板块构造理论中的威尔逊旋回，进而拓

展至超大陆旋回，再从系统论的角度，由表及里，遵循读者的认

知规律，循序渐进地讲授海底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本既

有基础知识，又有研究前沿成果的教科书。

2. 邹志辉、张建中（2019）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物

理数据分析：离散反演理论》介绍的反演理论是广泛应用于

地球构造研究、资源能源勘探、环境变化分析、气象预测研

究、海洋水体研究、行星构造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手段，在地

球物理学及其交叉学科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本书以离散

参数反演理论为对象，在介绍反演理论所需要的编程和基本

数学工具基础上，系统讲解了线性反演理论的三种观点，并

介绍了非线性反演理论、因子分析和连续反演理论的思想和

要点，讨论了地球物理的典型反问题的求解，以及离散反演

理论在地球物理中的应用实例。随书附带的网站提供了例题

源代码在内的学习支撑材料，有助于从事地球物理、环境科

学、大气科学、物理海洋、遥感、测绘等工作的科研人员参

考学习。

2. 邹志辉、张建中（2019）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物

理数据分析：离散反演理论》介绍的反演理论是广泛应用于

地球构造研究、资源能源勘探、环境变化分析、气象预测研

究、海洋水体研究、行星构造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手段，在地

球物理学及其交叉学科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本书以离散

参数反演理论为对象，在介绍反演理论所需要的编程和基本

数学工具基础上，系统讲解了线性反演理论的三种观点，并

介绍了非线性反演理论、因子分析和连续反演理论的思想和

要点，讨论了地球物理的典型反问题的求解，以及离散反演

理论在地球物理中的应用实例。随书附带的网站提供了例题

源代码在内的学习支撑材料，有助于从事地球物理、环境科

学、大气科学、物理海洋、遥感、测绘等工作的科研人员参

考学习。

2019年李三忠、赵淑娟、索艳慧、刘博等出版专著三部《区域海底构造（上册）》

《区域海底构造（中册）》《区域海底构造（下册）》，科学出版社出版。



奖励

2019年李予国教授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

图1.深海大功率水下电磁发射器在实海条件下

发射的1000A可控源电磁信号波形

图2.4000米海底采集站在南海探测中

的接收到的可控源电磁信号

        中国海洋大学为该项目完成单位，成

员包括李予国,亓夫军,刘兰军,于新生,黎

明,裴建新,陈家林,张晶,司先才,戴金辉,王树

杰,綦声波,罗鸣,付玉彬,吴平伟。该项目成

果填补了我国深海可控源电磁探测、深海

微弱电磁信号采集技术及装备的空白，使

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又一个有能力

在水深超过3000米海域进行可控源电磁场

测量和研究的国家，为我国深海油气和海

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勘探开发以及海洋

国土安全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主

要技术包括：1）突破大功率水下电磁发射

技术，研制大功率可控源电磁发射系统；

2）创新性地提出水下大功率发射高效

散热技术，解决密闭环境下发射机工

作时高热量的有效散热难题；3）攻克

微弱电磁信号检测技术，研发并完善

了低噪声斩波调制放大技术、低噪声

极差补偿技术，研制成功适于浅海及

深海复杂环境条件的海底电磁采集

站；4）提出并实现了海洋环境电磁场

和海底地质体电磁场数值模拟技术，

配合所研发的装备系统，形成了集数

据采集、数据处理解释、模型分析等

为一体的海洋电磁软件系统。

2. 由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三忠教授、索艳慧副

教授、刘博副教授等编著的《海底构造系统（上下册）》从30多部图书中

脱颖而出，获得2019年度海洋优秀科技图书奖。

3. 2019年12月李三忠等提交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申报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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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交流合作

1. 实验室刘永江教授目前正在就基金委特提斯动力学重大计划的

重点项目（原特提斯洋和古特提斯洋重建-东阿尔卑斯基底杂岩研

究）与奥地利Salzburg大学Franz Neubauer教授科研团队开展合

作研究。该项目由国家基金委支持，实验室刘永江教授主持，执行

周期为2018-2021年，重点开展奥地利东阿尔卑斯山地区有关原特

提斯和古特提斯大洋演化方面的研究。该项目合作充分展示了实验

室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在境外开展科学研究的实力，大大提高了实验

室的国际知名度。2019年8-9月实验室刘永江教授率团赴奥地利开

展为期1个月的合作交流，并开展了野外地质调查和样品采集等相

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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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刘永江教授目前正在就基金委特提斯动力学重大计划的

重点项目（原特提斯洋和古特提斯洋重建-东阿尔卑斯基底杂岩研

究）与奥地利Salzburg大学Franz Neubauer教授科研团队开展合

作研究。该项目由国家基金委支持，实验室刘永江教授主持，执行

周期为2018-2021年，重点开展奥地利东阿尔卑斯山地区有关原特

提斯和古特提斯大洋演化方面的研究。该项目合作充分展示了实验

室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在境外开展科学研究的实力，大大提高了实验

室的国际知名度。2019年8-9月实验室刘永江教授率团赴奥地利开

展为期1个月的合作交流，并开展了野外地质调查和样品采集等相

关研究。

2. 实验室李三忠教授于2019年9月29日-18日一人组团出访悉尼大学，得到青岛市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批准。实际执行时间为2019年10月2日-14日。出访期间，

主要活动是：与悉尼大学地球科学学院Dietmar Mueller院士Earthbyte团队加强深入合作与

未来合作计划的商榷。主要活动详细描述如下：

与Dietmar Mueller院士团队开展学术交流汇报。

李三忠教授以“Complex evolution of the 

Tehtyan oceans in East Asia”为题，一个半小时

的报告和后续讨论，系统介绍了中国海洋大学在特

提斯动力系统研究方面的成果，宣传了我方研究成

果。这不仅契合我方成员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重大研究计划“特提斯动力系统”的重点项目的

要求，也符合Earthbyte团队最近关注的科学目

标。Earthbyte团队致力于用Gplates软件重建特提

斯带演化，但该团队主要是技术团队，侧重地球物

理和资料大数据整合。这正好和我方团队互补。因

此，深入沟通交流极其必要。

探讨了今年8月份申报的教育部111引智计划的未来

实施。Diemar Mueller院士是该计划的外方首席科

学家，组织了近20位国际大师加盟该计划，这对促

进中国海洋大学在地球动力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极其

关键。如果能成，可以快速提升国际学术地位，为

中国海洋大学双一流建设注入生机与活力。

探讨今后继续联合培养高端人才的计划。

计划2019年12月派送一位博士后王光增

前去悉尼大学深入学习Gplates和

Badlands技术，用于中国海洋大学高等

研究院海底过程与资源部的研究目的，服

务资源能源勘探与大数据应用，引进新技

术新方法到中国海洋大学，发展传统学

科，注入新的元素。

具体业务交流还与Earthbyte团队的Seton博士、

Sabin博士开展了深入探讨，并通过曹现志博士与澳

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的Flement博士开展了未来下一步

动力地形研究的可能。

检查合作培养的中国海洋大学海外青年

英才计划资助者—曹现志博士后的工作

情况。到达悉尼后，曹现志博士当天开

始汇报其近一年来在悉尼大学

Earthbyte团队的3个方面的学习和工作

内容。

01 02

04

05

03

李三忠教授在悉尼大学

EarthByte团队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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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会议

学术交流
1. 全年邀请英国杜伦大学Gillian Foulger院士、地球动力学国际权威David Yuan(受聘中

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密苏里大学高尚行、阿德莱德大学M. Santosh、国家千人计划教授

李振洪、刘丽军副教授等，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学术讲座；累计邀请国内外专家共计

60余人次，来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2. 2019年11月，李三忠率团，一行7人参

加国际学术研讨会7人次（李三忠，刘永

江，于胜尧，姜素华，索艳慧，郭玲莉，姜

兆霞），参加了日本主办的国际冈瓦纳协会

会议，李三忠教授、刘永江教授分别做特邀

报告，其余做了展板展示。

        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是一个

国际专门研究超大陆形成和裂解的非营利性

学术组织，固定执行机构和成员包括国际各

知名地学机构教授和日本高知大学地球科学

系成员组成，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来自

世界各国知名学府的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地

球化学家、岩石学家兼职该组织的顾问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顾问委员会成员，执

行委员。我校李三忠教授是该组织顾问委员

2. 实验室学术年会于4月25-26日举行，实验室邀请了国内外从事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和地

学数值模拟方面的知名专家前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来自国内十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院士、专家共25人次做口头报告，提升了实验室在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2019年7月27日，实验室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

学院、中国地震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和世界青年地球科学家联盟中国委员会

（YESChina）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人工智能与微震检测”研讨会在青岛召开，来自北京

大学、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等科研院所的90余名专家与会

交流。

会委员。同时，该组织还创办了JCR一区学术

刊物《Gondwana Research》，我校刘永江

教授是该刊物的副主编。该会议是国际冈瓦

纳研究会组织的高层次国际会议，迄今已经

在不同国家举办了15届。会议旨在促进全球

科学家在超大陆和克拉通历史、造山带、生

命演化、资源与环境等研究进展的交流。

        2019年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

（IAGR2019）年会暨第十六届“从冈瓦纳

到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承办方筑波大学

（University of Tsukuba），是日本著名的

综合性国立大学。该年会能够为科学研究人

员提供一个独特的交换科学知识的机会，为

学术机构、研究院和公众强调的地球科学问

题开展讨论的机会。

7473

图1 IAGR2019年会合影

图2李三忠老师特邀报告

图3 刘永江老师特邀报告

        2019年11月08日-12日，李三忠、刘

永江、于胜尧、姜素华、索艳慧和郭玲莉

共6人参加了在日本高知市召开的 2019年

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IAGR2019）年会暨

第十六届“从冈瓦纳到亚洲”国际学术研

讨会。IAGR2019年会为地球科学工作者、

研究人员和学术界提供一个聚在一起探

索、讨论和展示最新的研究动态、促进理

解并交流结果和观点的场所，是全球高水

平的学术研究会议。本次会议受到来自世

界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积极参与

充分的学术交流（图1）。

会上，本团组长李三忠老师做了题为

“Mesozoic tectono-magmatic response in 

the East Asianocean-continent connection 

zone to subduction of the Paleo-Pacific 

Plate”的特邀报告（图2），组员刘永江老师做

了题为“Neoarchean tectonics: insight from 

the deformation of theArchean basement 

of North China Craton”的口头报告（图3）。

       会场内：会议分开幕式、主题

报告，随后分会场先后进行3个专

题报告，最后，大会总结报告；会

场外：通过学术海报展示最新研究

成果和进展；会议后：对日本四国

地区进行了野外踏勘。



图4 展板展示

         组员索艳慧、姜素华等分别做了“Eastward 

tectonic migration and transition of the 

Jurassic-Cretaceous Andean-type continental 

margin along Southeast China” “Mesozoic 

Micro-block accretion along the closing East 

Asian continental margin”的展板报告（图

4）。并与参会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图5 李三忠老师介绍中国青岛

--2021年国际冈瓦纳研究协会举办地

       会议期间，11月8日晚上，李三忠教授参

加了冈瓦纳协会顾问委员会会议，听取了管

理运行情况的汇报，讨论了未来发展方向及

其国际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会议决定

要紧抓机会，随着中国快速发展而保持协会

影响力及其刊物的国际地位。11月9日刘永江

教授和李三忠教授出席了该协会主办的

《Gondwana Research》编辑部编委会议，

会议讨论了未来规划。

       同时，会议宣布了2021年将在中国青

岛，由中国海洋大学承办2021年国际冈瓦纳

研究协会（IAGR2019）年会暨第十八届“从

冈瓦纳到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

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会上李三忠老师介绍了

青岛作为承办地的地位和优势，欢迎各界人

士于2021年参加中国青岛主办的国家冈瓦纳

研究会（图5）。

       在本次会议中，团组成员李三忠和刘永

江分别担任专题1“Technical Session 1: 

Gondwana Amalgamation and 

Supercontintnt Tectonics”和专题2

“Technical Session 2 : Orogens in 

China”的专题召集人和会议主持人。

7675

图6 野外踏勘

      通过2天的专题讨论和学习，本次会议团队成员增强了国际交流能力，扩大了国际学术

交往圈，扩大了知识视野，大开眼界，了解到研究成果的多样性，认识的差异性，可以借鉴

很多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使得团队的研究方向不再那么局限，这种多思维的碰撞可以使

得我们思维更开阔，希望能为我们后续的研究工作触发新的灵感。

11月11日-11月12日，进行了为期2天野外踏勘（图6），共进行了10个野外观察点的观察

和交流，观察了经典的浊积岩沉积、河流阶地、辉长岩，俯冲增生、变质变形等地质过程，

绘制了相关地质剖面（图7），便于将日本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增生造山过程进行对比分

析。这是于胜尧教授领衔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一个子课题要开展研究的对象，本次野外考察

顺利完成了相关科研任务的野外工作，对现代西太平洋俯冲系统的增生过程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和认识。



3. 选派1名博士后（王光增）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访问一年。

4. 李三忠教授2019年10月公派出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前去讨论实验室2019年申报的

      111引智计划合作事宜。111引智计划于12月答辩完毕，目前尚未公布结果。

5. 李三忠、刘永江和邢会林教授等实验室人员先后参加国内各类学术会议30余次，做报告

      多场；其中，为国家海洋局30多位学员作了地质培训讲座。

6. 刘永江教授2019年8月与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合作研究，为天津分公司30余人开展了胶东

      地区野外地质构造实地培训。

7. 协同海洋高等研究院组织编辑了对外的英文宣传册，并印刷500本，同时设计了2020年   

      Ocean Science Meeting宣传亭的背景展板。

8. 实验室联合15家国外知名高校及研究所，申报了“深海多圈层洋底动力学学科创新引智

      基地”（111计划），国际联合研究基地建设有望取得突破。

9. 特聘教授杨树锋院士12月前来中国海洋大学开展系列讲座，另外作了大量工作大力支持

      学院和实验室重大科研活动。

10. 绿卡教授Gillian Foulger、杜志俊教授、刘丽军副教授前来履职，开展了科研合作和学

      术交流，联合参与获得2项国家重点基金资助。

11. 联合海洋高等研究院规划了未来海洋学院的课程设计，协助聘任了国际教师。

12. 协助崇本学院修订了其课程规划。同时，参与了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的相关本科教学和研

      究生培养事务。

平台建设与开放平台建设与开放

1. 进一步建章立制，完成了实验室教授-实验室共建设备的共享办

法、实验室公共设备的共享办法等。

2. 充分高效的利用实验室的各类开放基金，支持实验室人员和国

内外知名学者来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合作和交流，本年度开放基金

申请已经完成，于11月底前完成了评审和公示、公布工作；最终资

助校内外研究人员开放基金9项，累计经费27万元；资助实验室教

授出版基金5项，累计约55万元。

3. 以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目标，积极与全国重点实验室联盟沟

通，力争加入实验室联盟，开展更广泛的实验技术和科学研究的交

流，提高实验室的国内知名度。

平台开放

Part 8Par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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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列表

姓   名           基金批准号                                  项目名称                                 批准金额

利用234U/238U比值估算渤海南部泥质

沉积物“从源到汇”的搬运时间
胡丽沙

刘  明

张文超

曹花花

钟世华

部雪娇

徐秀刚

黄忠来

徐震寰

SGPT-2019OF-01

SGPT-2019OF-02

SGPT-2019OF-03

SGPT-2019OF-04

SGPT-2019OF-05

SGPT-2019OF-06

SGPT-2019OF-07

SGPT-2019OF-08

SGPT-2019OF-09

印度洋东经90°海岭悬浮颗粒物研究

冲绳海槽北部沉积物记录的全新世东亚

冬季风演化特征及机制

北秦岭造山带秦岭群的岩石组合、年代

学及其构造意义

磷灰石结晶对锆石微量元素的影响

胶东半岛花岗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

基于BEAM技术的三维Kirchhoff叠前时

间偏移快速成像技术研究

俯冲板块精细结构的导波探测方法

研究-以马里亚纳俯冲系统为例

浅水环境轴频电磁信号提取方法研究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姓   名           基金批准号                                  图书名称                               执行年度

李广雪

张建中

许淑梅

何兵寿

王永红

SGPT-2019PF-01

SGPT-2019PF-02

SGPT-2019PF-03

SGPT-2019PF-04

SGPT-2019PF-05

2019-2020

2019-2020

2019-2020

2019-2020

2019-2020

海洋沉积动力学

重力勘探

层序地层

并行编程原理与程序设计

海洋地质简明教程（英文）

出版基金

*资助金额以实际出版金额为准，单个项目资助不超过15万元。

平台建设

联合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申报地质学博士后流动站获批。

01 协同海洋高等研究院海底过程与资源部和学院，于6月底已完成LA-ICP-MS的超净实验

室建设，通过验收后仪器预计于2020年4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海底物理模拟实验室和

地球信息模拟与处理实验室的建设方案已完成论证，等待学校双一流经费下拨后，即可

开展建设工作；初步完成海底信息处理平台规划、招标和建设，其中，大内存专用高性

能服务器拥有6TB共享内存，属于目前共享内存最高配置。该设备的购置，可很好地应

对地球系统化、数字化、定量化及大数据发展趋势，实现超大规模的多尺度地质观察、

岩芯及其他各种大数据需要快速可视化、分析处理，尤其是其不同尺度间的跨尺度可视

化、分析处理及建模。可以极大提升实验室在海底过程、地质灾害及水合物开发及数字

岩芯分析等所急需的超大规模多尺度跨尺度数据分析处理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海洋地质

学科、地质学科等， 服务于双一流学科及国民经济建设等。

02 协同海洋高等研究院，于2019年9月完成了海洋大楼负二层冷库和常温样品库的建设工

作。

下半年基本完成了样品前处理实验室的建设，完成了岩石研磨机、切片机和抛光机的采

购和安装，保障年底前投入运行。

获得学校批准成立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管理的“海底科学与工程计算国际中心”，该中

心将围绕海底相关的科学、工程、环境、资源问题，利用超级计算（或地球模拟器）及

地球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地学全息）等先进科技，搭建国际合作

与交流的平台。

于2019年6月底完成了实验室学术分委员会、9月底完成了实验室岗位聘任委员会的组

建工作。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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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考察科学考察

       在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以及教务处的支持下，在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的积极推动下，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教师徐继尚

带领5名2016级本科生（林浩然、索南多日杰、王彤、王晓彤、

宋睿）和5名2017级本科生（郭灿、许丹妮、赵德轩、张刘祯

怡、张星宇）于2019年7月11日至7月22日赴新西兰进行了为期

12天的海洋地质实习。

西南太平洋海岸带地质(新西兰)考察

Part 9Part 9    通过本次新西兰海洋地质实习，同学们实

地调研了当地独特的板块俯冲带海洋地质现

象，与当地高校和研究所的海洋地质学家进行

了交流，激发了同学们的科学研究与学习兴

趣，提高了英语交际能力与学术写作水平，同

时调研了当地的地热、地下水等资源和海岸环

境，了解到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给学生们带来

了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和体现。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始终高

度重视实践教学。除了每门课程内的课程实

习和实践，还针对不同年级设置了相应的综

合实习，例如地质认识实习、地质填图实

习、地质教学实习、海洋地质实习、地球物

理实习、地质旅行等，实习地点包括山东、

辽宁、河北、湖北等地。另外开辟了海外实

习路线，本次新西兰实习是海洋地球科学学

院自2018年以来第二次赴新西兰进行海洋地

质实习。

       期间，完成了多条线路的新西兰北岛地区地质野外考察，在新西兰地质与核科学研究所

（GNS）进行了一天的实验室考察与学术交流活动，参观了奥克兰大学、怀卡托大学以及怀卡托

理工学院，同时参加了跨文化交流活动，最后在新西兰进行了实习总结答辩，回国后完成了中英

文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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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斯洋（青藏）前生今世揭秘

 特提斯洋作为消失的古大洋，在地质历史

时期经历了原特提斯、古特提斯、新特提斯

的交替演化过程。特提斯构造域的分布范围

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区高度重合。

通过对于特提斯构造域的地质科考工作，有

利于查明相关矿产、油气资源的富集成藏规

律，服务国家的能源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有鉴于此，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于胜尧教授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燕山期多板

块汇聚与陆缘构造”等项目的支持下，

2019年带队深入阿尔金、羌塘等无人区，克

服高原缺氧、沼泽地陷车等困难，在青藏高

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野外工作。对于阿尔金-

祁连-昆仑原特提斯构造域，班公湖-怒江

（古）特提斯缝合带进行了详细的与特提斯

演化相关的岩浆作用、变质作用，深熔作用

和构造变形研究，相关成果丰富了对于原特

提斯-古特提斯-新特提斯的构造演化关系的认

识，通过对特提斯的进一步研究，也将为古

大陆重建，板块运动的动力学机制等提供有

力支撑。

兼 职/客 座 教 授 

东亚洋陆过渡带（华南）安第斯型陆缘破解

   华南位于东亚大陆和古太平洋板块的汇聚部

位，经历了安第斯型活动陆缘向西太平洋型活动陆

缘的转换过程。其安第斯型活动陆缘的研究涉及到

了两个关键科学问题：（1）古太平洋板块何时开始

俯冲于华南大陆之下？（2）古俯冲带和陆缘岩浆弧

的位置何在？鉴于此，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索艳慧副教授、周洁博士后带领团队成

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台湾岛弧及邻区新生代

古地形地貌数值模拟与动态重塑”和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燕山期多板

块汇聚与陆缘构造”项目的支持

下，利用暑假时间，历经高温酷

暑，在福建和广东地区开展了野外

地质调查工作。对华南陆缘进行了

详细的构造解析和系统地化采样，

并利用已有海域资料，海陆联合，

开展了华南安第斯型活动陆缘结构

的研究工作，其相关成果对于揭示

中国东部大陆边缘中生代增生造山

过程与变形的时空演化规律、重建

古太平洋板块演化过程提供了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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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科普教育
       实验室褚忠信教授在2019年3月至11月节假日，通过现场游学的形

式，主要面向小学生，在青岛（即墨马山、即墨古城、石老人海水浴场、

城市阳台、琅琊台、鲁迅公园、汇泉湾、胶州少海湿地公园、城市阳台、

中国海洋大学、李村河、中国水准零点、观象山、青岛山炮台遗址）、烟

台（莱阳白垩系国家地质公园、招远黄金小镇，烟台磁山温泉、蓬莱水

城、蓬莱阁）、威海（刘公岛、烟墩角潟湖）等地，开展了有关地球科

学、海洋科学、天文学、历史文化等主题的现场科普活动15期，深入中小

学开展公益讲座1次，直接科普人群600人次，间接科普人群10000人次。

这些科普活动，主要由褚忠信教授策划、组织、实施、讲解。

Part 10Part 10

褚忠信入选山东省科普专家人才库专家

人员与机构人员与机构
固定人员

姓名        性别                   学位        技术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翟世奎

于新生

李巍然

王修田

姜效典

李广雪

冯秀丽

刘怀山

张建中

姜素华

刘永江

赵广涛

韩宗珠

范德江

邢会林

李予国

李三忠

王永红

童思友

许淑梅

张晓东

李安龙

王厚杰

于增慧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1958

1960

1960

1961

1961

1962

1962

1962

1963

1963

1964

1964

1964

1965

1965

1965

1968

1969

1969

1970

1971

1972

1972

1973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教授/博导

研究员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副教授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博导

副教授

海洋沉积学

海洋探测技术

海洋沉积

应用地球物理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沉积与环境

海洋工程地质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球物理

石油地质

构造地质

岩石地球化学

岩石学

海洋沉积学

超级计算地学

海洋电磁

构造地质

海洋动力地貌

海洋地球物理

沉积学与地层学

海口海岸

海洋探测技术

海洋沉积动力

海洋地球化学

中科院海洋所

英国剑桥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

德国汉堡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Salzburg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科院地化所

中国海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德国哥廷根大学

吉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科院海洋所

出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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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褚忠信教授在2019年3月至11月节假日，通过现场游学的形

式，主要面向小学生，在青岛（即墨马山、即墨古城、石老人海水浴场、

城市阳台、琅琊台、鲁迅公园、汇泉湾、胶州少海湿地公园、城市阳台、

中国海洋大学、李村河、中国水准零点、观象山、青岛山炮台遗址）、烟

台（莱阳白垩系国家地质公园、招远黄金小镇，烟台磁山温泉、蓬莱水

城、蓬莱阁）、威海（刘公岛、烟墩角潟湖）等地，开展了有关地球科

学、海洋科学、天文学、历史文化等主题的现场科普活动15期，深入中小

学开展公益讲座1次，直接科普人群600人次，间接科普人群10000人次。

这些科普活动，主要由褚忠信教授策划、组织、实施、讲解。



姓名        性别                   学位        技术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何兵寿

朱俊江

褚忠信

赵彦彦

张   进

朱龙海

毕乃双

王林飞

胡日军

徐继尚

戴黎明

乔璐璐

邹志辉

于胜尧

徐秀刚

丁   咚

刘喜停

邢军辉

邢   磊

刘   鑫

索艳慧

曹花花

胡丽沙

姜兆霞

李玺瑶

刘一鸣

段   威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1973

1976

1976

1978

1978

1979

1981

1980

1980

1981

1980

1981

1981

1981

1982

1982

1983

1983

1984

1985

1986

1986

1987

1987

1987

1989

1986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教授/博导

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教授级高工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博导

副教授

教授/博导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地震勘探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质

沉积地球化学

地震勘探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地震勘探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构造地质

海洋沉积动力

海洋地球物理

构造地质学

地球探测信息技术

测绘

海洋地质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球物理

层析成像

海洋地质

岩石地球化学

沉积学

固体地球物理

洋底动力学

岩石大地构造学

石油地质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德国基尔大学亥姆霍兹基尔

海洋研究中心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德国不来梅大学

德国不来梅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出生年份

兼职/客座教授

流动人员

姓名        性别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廖香俊

吴能友

李正祥

张   勇

男

男

男

男

男

教授

教授级高工

研究员

教授

教授

美国Scripps海洋研究所悉尼大学

海南省地质局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科廷大学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板块重建

地质矿产、

海洋地质

油气和天然气

水合物

地质学

海洋地质学

中国科学院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

澳大利亚Curtin大学

Dietmar Mu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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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吉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美国德州理工大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姓名        性别                   学位        技术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张文超

王    晋

王光增

周   洁

王鹏程

李孜晔

王誉桦

关庆彬

逄   硕

谭玉阳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1989

1988

1984

1988

1988

1989

1990

1991

1991

1987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创新博士后

创新博士后

科研博士后

科研博士后

科研博士后

科研博士后

科研博士后

科研博士后

科研博士后

科研博士后

第四纪地质学

摄影测量与遥感学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北京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北京大学

出生年份

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张少同        男      1989      博士      科研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赵    慧       女       1988       博士     科研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卢    杰       男       1989       博士     科研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彭国民        男      1986       博士     科研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吉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姓名        性别                   学位        技术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黄忠来

李德勇

李   鹏

郭玲莉

赵淑娟

钟世华

吴   晓

宫   伟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1982

1984

1984

1985

1986

1989

1989

1990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副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副教授

讲师

应用地球物理

石油地质

大地测量学

物理模拟

海洋地质

岩浆岩岩石学

沉积动力学

洋底动力学

厦门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出生年份

讲师或副教授

技术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学位        技术职务            实验室管理                最后学位训练地

张怀静

王   楠

刘   博

女

男

女

1977

1981

1983

硕士

博士

博士

工程师

工程师

实验师

基础分析实验室

仪器管理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出生年份

海洋样品库与预处理室

学术委员会

第一届

主任：翟世奎

副主任：赵广涛

秘书：王永红，裴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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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蕴珊

李庆忠

张国伟

金翔龙

李    阳

张国华

张洪涛

刘保华

张训华

杨胜雄

高    抒

翦知泯

苏    新

杨作升

翟世奎

李广雪

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教授、博导

教授级高工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研究员、博导

研究员、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海洋大学

西北大学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中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

中海石油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南京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质

地球物理勘探

构造地质

海洋地球物理

石油地质

海洋地质

海底矿产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质

海岸海洋

古海洋学

古海洋学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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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蕴珊

李庆忠

张国伟

金翔龙

李   阳

张国华

张洪涛

刘保华

张海啟

张训华

杨胜雄

李铁刚

翦知泯

方念乔

李广雪

翟世奎

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教授、博导

教授级高工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研究员

研究员、博导

研究员、博导

研究员、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海洋大学

西北大学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中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

中海石油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同济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质

地球物理勘探

构造地质

海洋地球物理

石油地质

海洋地质

海底矿产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质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古海洋学

沉积学

海洋地质

海洋地质

实验室组织机构

第三届

主任：李三忠

常务副主任：刘永江

副主任：乔璐璐

主任助理：邹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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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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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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伟

李家彪

朱日祥

王成善

郝天珧

林  间

吴能友

李铁刚

曾志刚

刘宝明

张光学

陈永顺

郭玉贵

李广雪

李三忠

张建中

王厚杰

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院士

院士

院士

院士

研究员、博导

研究员、博导、副所长

研究员、博导、所长

研究员、博导、所长

研究员、博导、主任

教授级高工、主任

教授级高工、局长

教授、博导、院长

研究员、局长

教授、博导、院长

教授、博导、主任

研究员、博导

教授、博导、院长

西北大学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中心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南方科技大学

青岛地震局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构造地质

海洋地球物理与大陆边缘构造

海洋磁学与地球动力学

海洋沉积学

海洋地球物理学

海洋地球物理学

海洋地质学

海洋沉积学

海底矿产

海洋地质学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地质

海洋地球物理

地震学

海洋沉积

海底构造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沉积动力学

第一届学术分委员会组成名单（共15人）

姓名       职务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邢会林

李广雪

李三忠

赵美训

田纪伟

刘永江

于胜尧

姜效典

贾永刚

乔璐璐

陈   戈

张建中

赵彦彦

何兵寿

朱俊江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教授、博导、杰青

教授、博导、前院长

教授、博导、主任

教授、博导、主任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常务副主任

教授、博导、优青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主任

教授、博导、副主任

教授、博导、杰青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化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物理海洋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信息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计算地球动力学

海洋沉积

海底构造

海洋化学

物理海洋

海底构造

地质学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工程地质

海洋地质学

海洋遥感

海洋地球物理

沉积地球化学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球物理

实验室学术分委员会

第一届岗位聘任委员会组成名单（共13人）

实验室岗位聘任委员会

姓名       职务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李三忠

吴   军

王厚杰

李广雪

邢会林

姜效典

刘永江

于胜尧

乔璐璐

张建中

邹志辉

童思友

朱俊江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教授、博导、主任

教授、党委书记

教授、博导、院长

教授、博导、前院长

教授、博导、杰青

教授、博导

教授、博导、常务副主任

教授、博导、优青

教授、博导、副主任

教授、博导

副教授、主任助理

教授、博导、副院长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实验室

海底构造

沉积动力学

海洋沉积

计算地球动力学

海洋地球物理

海底构造

地质学

海洋地质学

海洋地球物理

沉积地球化学

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地球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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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Part 11Part 11

褚忠信入选山东省科普专家人才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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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门，累计2080个学时。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88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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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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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门次，累计3400个学时，所有实习课程超过73周。指导本科毕业生

115名。（根据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教师统计数据）

本科生培养：

2019在读研究生名单

招生

于迪  

杨雪  

潘煜峰   

乔荷 

杨雯  

 刘欣颖  

马子涵 

肖倩文

杨悦  

张璐  

梁伟强  

段云莹 

刘冬豫  

乔庆宇 

于海洋 

韩明星

吴闯   

赵龙   

吴潇平  

袁菁莲

徐伟  

程昊皞  

王瑞泽  

杨丹丹

常鑫   

缪红兵  

甄晟  

吴俊良

高琨鹏  

巴旗   

刘晶晶

马晓倩 

毕业生 目前在校生

郝英岩 

马锐 

葛学胜 

张建国  

曾志毅  

黄军 

李同宇  

白冰  

陈泓燕 

陈明  

陈召健  

高航 

郭绪兵 

韩同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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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秀娟 

于兰芳

杜佳 

李通通

 

硕
士

生

97人 64人 2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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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洋

张雯

甄晴

彭树聪

彭崯

王雷

靳双双

高福建

刘明珠

曹军

张锐埼

朱心宇

李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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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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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至诚

齐文菁

闫兵

姜衍

崔妍

孙思婷

李珏

涂德耀

熊梓翔

杨国明

杨宏达

孙健

常茂祥

徐婕

李法坤

王宇

崔恩苹

刘焘

檀夏伟

唐怀能

占华旺

谢伟明

祝琳

毛居东

孙永朝

杨茜

袁忠鹏

陈皓

王世雄

李燕妮

刘浩

段旻良

祝嵘祺

王一冰

王新毓

白晓霞

徐良佳

陈唯

舒鹏程

解航

杨雅迪

米智

陈竟博

戚丽丽

熊伟

马晓歌

陆蕾蕾

封常青

吕鲁元

马子涵

肖倩文

杨悦

张璐

梁伟强

段云莹

刘冬豫

乔庆宇

于海洋

韩明星

吴闯

赵龙

吴潇平

袁菁莲

徐伟

程昊皞

王瑞泽

杨丹丹

常鑫

缪红兵

甄晟

吴俊良

高琨鹏

巴旗

刘晶晶

马晓倩

张明宇

袁帅

黄畅

贾仲佳

章钰桢

吴林栋

韩旭

王亮亮

于广科

王晓

胡泽明

王蕊

卢鹏飞

闫天浩

陈冰冰

孔家豪

欧小林

闫大伟

吕荐阔

周琦杰

汪洋

杨叶飘

郭萌

石辉

汪俊乾

孙燕峰

杨熙镭

徐国浩

赵玥

彭阳阳

袁润璧

侯新伟

李卓轩

毛士博

孟宏宇

武雪峤

夏秋萍

张洪茂

郭鑫

王文义

赵文宇

韩嘉仪

王晓

盛世强

程鹏

耿天成

陶圩

张升升

彭锦

郝榕荣

朱晓洁

董将锋

林超然

牛警徽

张广璐

雷志宇

翟泽乾

董珂

粟华强

魏玉鹏

张愉玲

张倩锋

安隆

韩明亮

何万利

邵祥奇

孙公毅

孙思亮

王金龙

吴学锋

余文斌

侯江飞

王嘉

郭啟民

程少杰

范帅

李晓东

王绍文

徐德卫

张联海

唐常锐

王冲鹏

吉芙蓉

朱宇启

李佳林

费成鹏

郭席君

马志军

沈昆明

王长盛

付雅晴

刘晓凤

池鑫琪

师玉帅

伊兆晗

周尚

唐智能

李育

贾明辉

倪志伟

于迪

杨雪

潘煜峰

乔荷

杨雯

刘欣颖

张明宇   

袁帅  

黄畅  

贾仲佳

章钰桢   

吴林栋   

韩旭   

王亮亮

于广科  

王晓  

胡泽明  

王蕊  

卢鹏飞  

马至诚  

齐文菁  

闫兵

闫天浩  

陈冰冰  

孔家豪 

欧小林

闫大伟 

吕荐阔 

周琦杰 

汪洋 

杨叶飘 

郭萌 

石辉 

汪俊乾

孙燕峰 

杨熙镭

徐国浩 

赵玥 

彭阳阳  

袁润璧   

侯新伟 

李卓轩

毛士博  

孟宏宇  

武雪峤 

夏秋萍 

张洪茂 

郭鑫 

王文义 

赵文宇

韩嘉仪  

王晓 

盛世强 

程鹏 

耿天成 

陶圩 

张升升 

彭锦 

郝榕荣 

朱晓洁 

董将锋 

林超然

牛警徽 

张广璐

雷志宇 

翟泽乾

董珂粟 

华强 

魏玉鹏

张愉玲

OSANYINTUYIABIOLAJOHN 

张蕾 

薛文静 

张雅淇 

罗珂皇

甫雪睿 

唐荣 

张自豪 

周春 

李梦君 

马芳芳

苗晓明 

田举 

王飞飞 

吴珊 

杨远东  

宁泽  

李舒豪 

陶建丽 

杨刚

常继强  

冯智泉 

刘晓航

齐富康  

赵盖博  

曹伟 

刘波

孙文亮  

吴卫华  

郭峰松  

李瑞丰 

刘洪卫  

吕博然  

（总人数，姓名） （总人数，姓名） （总人数，姓名）

BUKHARI SYED 

WAJID HANIF

PERVEZ RASHID

ALI  AHMAD　

LE DUC CUONG　

OSANYINTUYIABIOLA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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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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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门，累计2080个学时。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88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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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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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门次，累计3400个学时，所有实习课程超过73周。指导本科毕业生

115名。（根据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教师统计数据）

本科生培养：



2019在读博士生名单

招生

但孝鹏

厉梦琪

刘波

刘晓航

卢泰安

苗晓明

张蕾

郭瑜璇

王国阳

于跃

朱立彬

纪文涛

刘金平

张瑞昕

刘洪卫

毕业生 目前在校生

博
士

生

29人 24人 85人

（总人数，姓名） （总人数，姓名） （总人数，姓名）

孙全

李安虎

裴彦良

梁杰

李婧

丁维凤

卢杰

江丽

张现荣

来志庆

刘根

冯冰

田元

宗统

冯利

牛建伟

孙学诗

王丽艳

王兴

周鹏

孙兴全

杨治峰

仲毅

王修齐

夏成龙

赵林涛

马飞潘

林冬

郑志超

朱文博

李倩

汪志文

朱颖涛

张侠

丁大林

牟墩玲

汪刚

王忠成

吴云具

杨华臣

杨晶

张宇生

刘琳

何岩雨

卢泰安

苗晓明

张蕾

郭瑜璇

王国阳

于跃

朱立彬

纪文涛

刘金平

张瑞昕

刘洪卫

吕博然

张浩

祝堃

王晨娟

吕博然

张浩

祝堃

王晨娟

高翔宇

蒋兴洲

张健

张雅淇

董涛

郭泽华

刘盛

黄倩雯

蒋立伟

王建超

袁萍

郑江龙

王爱美

逄悦

高小惠

惠格格

张臻

周在征

艾丽娜

毕东杰

袁晓东

刘雪

蓝天宇

闫凯

李灵波

董传奇

王轲

彭银彪

兰浩圆

郭润华

刘泽

吕沛

黄聿晓

郑桂青

张尧

李盼

伊天宇

丛帅

刘爽

叶文星

丁学振

陈松

解闯

张汉羽

陈家林

宋振杰

但孝鹏

厉梦琪

刘波

刘晓航

高翔宇

蒋兴洲

张健

张雅淇

董涛

郭泽华

刘盛

黄倩雯

蒋立伟

王建超

研究生毕业论文情况

毕业论文题目

博士毕业生

姓名 指导教师

孙全

李安虎

裴彦良

梁杰

李婧

丁维凤

卢杰

江丽

张现荣

来志庆

刘根

冯冰

田元

宗统

基于RFID技术的滨海砾石滩颗粒运动特征与动力地貌过程研究

我国近海海底沉积声学预测模型构建及应用系统开发

深拖式高分辨率多道地震探测关键技术研究

南黄海崂山隆起海相油气地质条件及勘探前景

稀疏约束正则化在地震资料反演处理中的应用

研究南海东南部巴拉望微陆块洋陆转换带及特征地质现象地球物理综合解释

虚拟波动域海洋可控源电磁场模拟及特性分析

具有多项式密度函数的三维变密度体重力和重力梯度解析解方法研究

冲绳海槽西侧陆坡冷泉区甲烷泄漏特征及生物地球化学作用研究

马里亚纳海槽中段深部岩浆作用过程

养护海滩演化过程及稳定性评估方法研究

莱州湾近岸表层海水叶绿素-a及相关环境因子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150年来中国东部陆架近岸泥质体高分辨率沉积记录对沉积事件和东亚季风的响应

卡尔斯伯格洋脊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组成：对源区地幔不均一和岩浆过程的指示

蔡锋

刘保华

刘保华

范德江

王修田

李家彪

李予国

张建中

范德江

赵广涛

蔡锋

李巍然

范德江

韩喜球

毕业论文题目

博士毕业生

姓名 指导教师

袁萍

郑江龙

王爱美

逄悦

高小惠

惠格格

张臻

周在征

艾丽娜

毕东杰

中国东部陆架海锋面对细颗粒沉积物输运的影响机制

基于电火花源地震勘探的浅海沉积声学研究

黄海中部泥质沉积区温度锋面及层化的时空变化及其沉积效应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颗粒物组成、空间分布、控制因素及其沉积效应研究

南黄海中部隆起古生代砂岩物源及其大地构造背景研究

新生代东亚陆缘海底灾害特征及作用机制-以南海北部为例

菲律宾海板块演化过程及机制研究

东北亚陆缘中-新生代古地磁学与板块重建

全新世以来南黄海中部泥质区的演化过程及其源-汇效应研究

南海西沙岛礁碳酸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古环境指示意义

王厚杰

周华伟

王厚杰

范德江

张训华

张国伟

张国伟

李三忠

王厚杰

翟世奎

硕士毕业生

郝英岩

马锐

葛学胜

张建国

曾志毅

黄军

李同宇

白冰

陈泓燕

陈明

陈召健

高航

郭绪兵

韩同刚

李佳珂

李凯瑞

李志鹏

刘聪

刘心哲

沉积物—水界面溢油污染的溶解氧在线监测

深度学习在地震速度建模中的应用研究

钻头震源信号在钻柱系统中的传输机制及其应用研究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天然气水合物非线性AVO反演

基于偏移成像的微震定位与速度反演方法研究

压缩感知理论在地震数据重构中的应用研究

南黄海OBS资料地震斜率层析成像

北极海冰覆盖条件下声场模拟与声传播机理研究

琼东南盆地烃源岩测井评价方法研究

基于GPU_CPU协同加速的海洋资料联合成像方法研究

基于海底冷泉地震数据的等效偏移距偏移（EOM）成像

多尺度几何分析与压缩感知联合拓频技术研究

立体地震观测系统下联合压制多次波方法研究

海底羽状流地震海洋学特征研究

基于孔隙介质理论的频散属性反演方法研究及在烃源岩识别中的应用

基于一阶速度-胀缩-旋转方程的逆时偏移关键技术研究

海洋三维反射地震资料的粗糙海面鬼波压制与基准面校正方法

石油套管的应力与温度磁测技术研究

波数域位场向下延拓算法分析

于新生

邹志辉

王林飞

刘怀山

张建中

孟凡顺

张建中

何兵寿

姜效典

童思友

孟凡顺

童思友

张进

童思友

张会星

何兵寿

何兵寿

孟凡顺

姜效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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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题目

博士毕业生

姓名 指导教师

杨刚

常继强

冯智泉

刘晓航

齐富康

赵盖博

曹伟

刘波

孙文亮

吴卫华

郭峰松

李瑞丰

刘洪卫

吕博然

LE DUC 

CUONG

基于MODIS Aqua/Terra的达尔文港表层浊度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现代黄河废弃水下三角洲叶瓣体现阶段演化对管线安全的影响因素分析

南海琼东南盆地沉积特征及对冷泉的指示意义

黄海北部泥质沉积体的物源识别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陆架浅海底层沉积物输运的参数化计算研究——以渤海海峡为例

山东半岛东部成山角海域海底边界层的观测研究

基于重磁资料探讨华北克拉通的形成与破坏

龙口湾海域悬浮泥沙时空变化特征及输运机制

基于广角全方位观测系统盆地尺度高精度三维地震层析速度建模

基于同步挤压小波变换的相干体裂缝预测

复杂地质环境下隧道开挖引起地层失稳机制及控制措施研究

基于平面波解构的地震数据重构研究

基于垂直缆的南海“永乐龙洞”地震海洋学特征研究

三沙永乐龙洞周边地层结构特征研究

李广雪

曹立华

冯秀丽

徐景平

徐景平

徐景平

姜素华

胡日军

邹志辉

刘怀山

李安龙

徐秀刚

刘怀山

邢磊

乔璐璐

毕业论文题目姓名 指导教师

申鹏

唐朋威

王杰

王兴

吴树梁

徐孟康

杨涛

吕纪轩

牟秀娟

于兰芳

杜佳

李通通

张蕾

薛文静

张雅淇

罗珂

皇甫雪睿

唐荣

张自豪

周春

李梦君

马芳芳

苗晓明

田举

王飞飞

吴珊

杨远东

宁泽

李舒豪

陶建丽

涌浪背景下变周期虚反射特征研究

基于炮点单向波场归一的逆时偏移成像条件与应用

基于地震干涉法的海洋立体探测数据重构研究

基于浅剖资料的地震海洋学研究

基于XGBoost算法的地震数据数据重构研究

南海神狐地区海底滑坡地质灾害数值模拟

不依赖子波的弹性波全波形反演研究

烟台北部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及控制因素研究

闽北近岸海域潜在灾害地质类型及成因机制

东亚、东南亚主要大河三角洲演变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珠江河口悬浮物的磁学特征和重金属污染研究

环渤海湿地表层沉积物的风化特征及其对生物作用的指示意义

环渤海海岸线时空变化分析

长江口海域表层水沙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波致渗流对海底管道下方土床冲刷过程的影响

三沙永乐龙洞沉积物和侧壁岩石地质特征和成因

烟台西部近岸海域悬浮泥沙输运及其沉积动力特征

南海台西南盆地南部海域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沉积特征及物源分析

荣成成山头附近海域泥沙分布特征及输运机制

海水运动感应电磁场数值模拟及特征分析

基于数值模拟研究的古太平洋板块俯冲-拆沉动力学机制：以华南为例

渤海湾西南部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时空分布特征、来源及输运趋势研究

雅浦海沟南缘海域表层沉积物特征及物源研究

闽北近岸岛屿火山岩年代学及成因研究

准噶尔盆地腹部侏罗系三工河组层序地层及驱动机制分析

近几十年大规模人类活动对珠江三角洲河道地貌及水沙特征的影响

闽北内外陆架沉积体系比对及机制研究岸

线变化对渤海沉积动力环境影响

洋底高原陆缘增生过程的数值模拟-以燕山期东北地区为例

张进

何兵寿

童思友

张进

刘怀山

徐秀刚

张会星

胡日军

张勇

王厚杰

王永红

韩宗珠

李广雪

乔璐璐

李广雪

范德江

胡日军

冯秀丽

朱龙海

李予国

徐景平

戴黎明

朱龙海

徐继尚

韩宗珠

许淑梅

王永红

韩宗珠

李广雪

李三忠

硕士毕业生

南海北部台湾峡谷“蛟龙号”第140潜次精细地貌和沉积物特征及其沉积过程指示意义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HE IMPACT OF TYPHOON ON THE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GULF OF TON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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