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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寄语

2016年，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9月顺利实现新老班子成员交替，

工作迈入新征程，共谱新篇章。实验室全体成员围绕海洋沉积过程与环境、洋底动力过

程及其效应与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技术三个方向继续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1）本年度共发表标注实验室的文章132篇，其中 SCI 源期刊论文72篇和EI 7篇，且

刘鑫博士在JGR发表1篇AGU年度亮点文章，李广雪教授团队在JGR发表2篇（1篇封面成

果文章），实验室李三忠教授集中了全院和兄弟单位同仁的智慧，在有50多年历史的国

际知名刊物Geological Journal（影响因子2.34）出版“两洋一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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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争取科研项目支持的能力稳步提升，新

上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王厚杰教授担任项目负责人）、参与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2项、新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等各类项目 103项，合同经费总

额度 9162万元，实际到账10486万元; 3）科研团队不断注入新力量，研究队伍科研素质

不断提升，李三忠教授继2015年、2016年连续入选汤森路透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录之后，

2016年度再次入选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名录，新引进法国Ifremer的Louis Geli教授1

人，绿卡工程教授Jahn Bor-ming教授1人，青年英才一层次教授2人（于胜尧、赵彦彦），

新晋升教授1名（乔璐璐），副教授5名，高级实验师1名，引进师资博士后2名，团队结

构进一步优化; 4）学术合作与交流活动不断拓展,国际化发展战略日趋突出，实验室徐景

平教授和王厚杰教授为组织委员会主席于2016年10月28~30日成功召开了《第三届海底

观测科学大会》, 来自全球各个顶尖涉海科研机构及院所的科学家，齐聚一堂，就共同

关注的当今世界海底观测科学与技术开展了深入交流，汪品先院士、李家彪院士、美国

Charles K. Paull教授、加拿大S. Kim Juniper教授、美国Thomas S. Bianchi教授、田纪伟教

授、林间教授、王东晓研究员、戴民汉教授、柴扉研究员、刘保华研究员、陶军研究员

等做了主题报告，实验室千人学者周华伟教授组织的《第二届地下储层和流体的地球物

理成像》国际研讨会也于2016年7月2日~3日在青岛成功召开，美国科学院院士John Suppe

等一批著名学者就地下流体的探测技术进行了广泛交流，推动了海底科技的全球合作;

5）积极参与学校的“透明海洋”、“万米深海计划（马里亚纳深渊综合调查）”的实施，努



2

力为国家深远海发展战略提供支撑；6）实验室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事业，协助组

织了“中国大洋钻探船”论证会议3次，邀请全国各界院士近30名、中国地质调查局、

青岛市等各级领导出席，有力推动了相关进程。

春华秋实，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创新发展凝聚了实验室成员的

汗水与心血，也承载着海洋地质界专家、同仁的期待和寄托，在此，真诚感谢各位专家、

同仁对实验室发展给予的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

涵海励志，博古崇今;成绩已然取得，前方任重道远。“十三五”征程开启，诸位仍

需同心协力，再攀高峰，为建设具有一流科研水平与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海底

科学研究机构，推动中国海底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李三忠

2016年12月25日 于崂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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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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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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7人），副教授 15人，讲师 6人，实验

室技术管理人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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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人，30岁以下博士后流动人

员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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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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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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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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ESI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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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博士 2016年的国际知名刊物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文章被 AGU 选

为 亮 点 文 章 （ AGU Research Spotlight ） ， 并 在 其 EOS 网 站 进 行 了 相 关 报 道

(https://eos.org/research-spotlights/mapping-the-movement-of-energy-under-japan) 。 JGR

主编点评为：“The work provides one of the rare examples of joint inversions simultaneously

of P- and S-wave traveltime data by taking into account anisotropic properties of the real

earth account.”（该文是极少的利用 P 波和 S 波走时联合反演各向异性构造特征的研究案

例）。

2）李广雪教授团队 2016年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的

成果，被 121期 JGR杂志选作封面成果刊出。

3） 2016年度，围绕西太平洋-欧亚大陆之间的大陆边缘开展了系列创新研究，总

共发表论文 46篇，作为 Geological Journal（影响因子 2016年为 2.338）“两洋一海”

专辑出版，并被Wiley出版社在其网站重点推介。该专辑成果以地球系统科学思想为指

导，把西太平洋大陆边缘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重点合作

与青岛市地震局共建地震观测站

依托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与青岛市地震局签约共建“五子顶洞体地震观测站”，

并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第一会议室举行了签约仪式。通过该项

目的建立，在提升中国东部地区地震观测能力的同时，也将促进学校地球物理和地质等

相关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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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型水库对河流-河口系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物

质输运的影响机制”获批立项

项目负责人王厚杰教授，经费 2800 万元，项目起止时间 2016-2021 年。该项目拟

选择受大型水库调控影响最为显著的长江、黄河及其河口为研究对象，开展大型水库对

河流-河口系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物质输运影响机制的系统研究。

 国际合作

实现了我院首个外籍教授访问学者计划，聘请法国海洋开发研究所的 Louis Géli教

授在实验室工作半年。2016 年 5 月-9 月，Géli教授面向实验室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

展系列讲座《大洋中脊、转换断层与俯冲带》，共计 52 个课时。期间完成合作文章 1

篇。

聘请台湾大学的 Bor-ming Jahn教授在实验室工作 2个月。2016年 1月-2月，江教

授面向实验室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展英文科技写作和地球化学前缘系列讲座，共计 52

个课时。期间完成合作文章 1篇。

 人才引进

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引进青年英才一层次教授于胜尧。于胜尧教授主要从事造

山带的变质作用和深熔作用研究。近年来，在大陆深俯冲板片俯冲和折返阶段的变质和

深熔作用过程和机制，深熔作用与大陆地壳生长和分异的关系等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的

研究上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近 5年来主持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地

质调查项目和 2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迄今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在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n Bulletin, Precambrian Research，Gondwana

Research和 Lithos等地学期刊发表 SCI论文 18篇。

从中国科技大学引进青年英才一层次教授赵彦彦。赵彦彦教授主要从事沉积碳酸盐

岩的地球化学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华南埃迪卡拉纪陡山沱组碳酸盐岩的地球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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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碳酸盐岩的矿物类型、碳氧硫锶同位素组成、微量元素(包括稀土元素)含量以及

微区稳定同位素组成和原位微量元素含量对古环境、古气候及生命演化等国际热点问题

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近 5年来，主持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

项安徽省自然基金和 2项博士后基金项目。迄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

者 或 通 讯 作 者 在 Chemical Geology, Precambrian Research 和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等地学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5 篇，2016 年作为第三作

者在 Nature Communication发表论文 1篇。

总之，通过 2015-2016 年度人才引进工作，最终新引进国际学者 Louis Geli教授 1

人，绿卡工程教授 Jahn Bor-ming教授 1人，青年英才一层次教授 2人（于胜尧、赵彦

彦）。此外，实验室成员 2016年新晋升教授 1名（乔璐璐），副教授 5名，引进师资

博士后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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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

 项目经费统计

2016年实验室新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实验室项目等

各类项目 103 项（主持），合同额 9162 万元，各类科研项目实际到账经费 104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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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新上项目 103 9162 2636

2016 在研项目 163 10666 7850

合计 266 19828 10486

 新上重大项目简介

1、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大型水库对河流-河口系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

物质输运的影响机制”

项目 2016年获得批复，经费 2800万元，起止时间 2016-2021年。项目拟选择受大

型水库调控影响最为显著的长江、黄河及其河口为研究对象，开展大型水库对河流-河

口系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物质输运影响机制的系统研究。将大河流域-河口作为系统

的整体，以大型水库作用下关键界面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物质输运为主线，强化多学科

交叉与融合，综合运用现场观测、沉积记录分析和数值模拟等多种研究手段，揭示大型

水库上、下游及陆-海等关键界面之间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阐明关键生源要素的组成、

形态和输运通量变化及其对水库调控的响应模式；揭示水库调控对河口沉积动力过程和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控制机制；建立耦合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系统数值模式，揭示大

型水库调控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流域物质输运与碳氮等主要生源要素的迁移

转化过程，辨析大型水库对河口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生态系统的影响及机制，为改进和

优化大型水库运行模式、实现流域-海洋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科学支撑，同时凝聚和培养

一支学术思想活跃、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能力的中青年研究队伍，使我国在此领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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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2、XXXX 海域海底综合调查计划

项目 2016年获得持续支持，经费 4600多万元。项目累计获得近 3亿元支持，为保

密项目。

科研进展

一、 海洋沉积过程与环境

1、中国东部陆架海“源—汇”过程

紧密围绕中国东部陆架海悬浮体“源—汇”过程开展研究，发表 SCI文章 7篇，其中

二区 2篇、三区 5篇；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4篇。

(1) 揭示了黄河物质远距离搬运机制及关键断面物质通量

从“源”到“汇”物质搬运机制和通量是海洋地质学极其重要但又尚存争议的研究课

题。基于关键界面季节性调查资料，尤其是重点考虑了、前人研究甚少的冬季大风对海

流的影响，计算了渤海海峡年悬浮体净通量为 251.63万吨，其中由渤海输往黄海的悬浮

体约为观测期间黄河入海沙量的 4.27%。证明冬季风及波浪输运的黄河物质，对山东半

岛外泥质区形成有重要贡献。该成果对渤黄海物质交换通量及机制研究有重要意义。成

果发表在 Ocean Dynamics（3区）、Geological Journal（3 区）等国际前沿 SCI 期刊。

(2) 研究了冬、夏季南黄海中部悬浮体输运机制

南黄海中部泥质沉积区的形成与黄海环流有关：冬季，黄河（包括苏北老黄河口）

物质经黄海沿岸流向南输运，再在冬季黄海暖流的捕获下向北输回泥质区；夏季，月大

潮导致了南黄海冷水团西部的阶梯状衰退，由于近惯性震荡的存在，平均流速在 25mab

水深以上仍有部分层位存在流速高值层，近惯性振荡是控制该海域类矿物质悬浮体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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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关键因素。该成果丰富了边缘海泥质沉积体的成因理论，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2区）、Geological Journal（3区）等国际前沿 SCI期刊。

图 1.1 冬（a）、夏季（b）关键断面悬浮体通量（g/s/m）

图 1.2 南黄海西部站位夏季多要素联合对比图。（a）25 小时平均悬浮体的后向散射强度 Sv（dB），（b）25 小时平

均水平流速（cm·s-1），（c）25 小时平均潮流流速（cm·s-1），（d）底层温度及 SST（℃），（e）风速（m·s-1）和

风向（箭头指向去向）。

(3) 初步建立中国东部陆架海沉积动力学模式

东海物质跨陆架锋向外海输运路径与机制是学界研究热点，本研究揭示了东中国海

域冬半年和夏半年的沉积动力学规律：冬季水体垂直混合较好，沿岸流是悬浮体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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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的重要通道；夏季温跃层限制了悬浮体向表层扩散，暖流阻挡了悬浮体向外海扩散。

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2 区），并被当期 JGR杂志

选作封面成果刊出。

图 1.3 东中国海沉积动力学模式图（2016 年 121 期 JGR 封面）

2、100 年来尼日尔三角洲岸线演化

河口三角洲是由众多沉积环境构成的复杂沉积系统，密集分布着重要的经济基础设

施、多样的生态系统以及高密度人口，同时极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位于北大西

洋几内亚湾内的尼日尔三角洲，作为世界第三大三角洲和全球碳氢化合物（石油和天然

气）产量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具有上述典型的河流三角洲特征，目前对其进行海岸线变

化和海岸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基于尼日尔三角洲地区长时间序列的岸线数据

（地形图、LandSat卫星影像）、波浪和水文气象数据、降雨量和河流流量记录等，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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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岸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成果发表在前沿 SCI 期刊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3区）、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3区）等。

(1) 揭示了百年时间尺度尼日尔三角洲岸线演化

百年尺度上海岸线演化表现为两个不同阶段：1）1923-1987年间海岸线后退时期（即

1987年以前阶段）；2）1987-2013年间的海岸线向海推进时期（即 1987年以后阶段）。

1987年以前阶段，海岸线后退主要集中在三角洲海岸西部和三角洲中部向海凸出部分

（年变化率为~-14 m/yr 到-64 m/yr），而在 1987年以后阶段，整个三角洲海岸都发生向

海的推进（年变化率为~0.06 m/yr 到 2.8m/yr）。

图 1.4 尼日尔河三角洲岸线演化

岸线演变主要受控于降雨量和河流流量的变化。上游大坝的建造和降雨量的减少，

导致近岸沉积物物源缺乏，进而造成海岸线的侵蚀，最终形成 1987年以前时期内剧烈

的海岸线后退的格局；1987年之后，水动力作用（波浪及相应的沿岸沉积物输运），以

及大规模的尼日尔河流疏浚工程和其他人类活动，如大规模的红树林砍伐，加上巨量的

负载沉积物的河流（洪水）输入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了海岸沉积物收支平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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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 1987年之后时期的尼日尔三角洲海岸线的向海推进。

(2) 尼日尔三角洲海域悬浮体输运特征及机制

1921-1980年，尼日尔三角洲的沿岸沉积物输运量的最大值、均值和最小值都具有

降低的趋势，而 1981-2010年，则极大地增加。最大的沉积物输运区域位于尼日尔三角

洲西部和即中央扇形区，而最小值位于尼日尔三角洲东部海域，沿岸沉积物输运结果与

波浪变化（波高、周期、波向）相一致。

3、现代黄河水下三角洲地质成灾机制及其工程应用

黄河水下三角洲快速演变的机制不搞清楚，油气开发的地面工程就难以长期使用，

社会和生态环境也难以保全。项目组从理论研究切入，选择威胁安全生产的重大技术难

题进行攻关，长期围绕现代黄河水下三角洲地质灾害成因机制开展研究，获发明专利 3

项，发表论文 110篇，SCI/EI 收录 30 篇，代表性论文总影响因子 55 分，他引 221 次,

其中被 SCI论文他引 143次。同时，关注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工程实践，联合企业，建

立了理论→设计→施工→后评估的工程建设模式，创立了适合复杂多变海洋环境下的防

灾减灾技术方法，为当地人民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油田安全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创

造间接经济效益 120余亿元。获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为黄河口快速堆积的复杂区块实现海油陆采的开发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复杂环境下泥沙的堆积范围、沉积速率及运移趋势，

确定了陆岛合一开发模式的安全的岛屿延伸方向和距离，在青东 5-1区块建设了大型的

陆连人工岛工程，成功实现了海油陆采，解决了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的河口区油气开发难

题。

(2) 研究了废弃三角洲海底地质灾害发生规律和成因机制，建立了有效的海底工程评价

体系，为平台-管道安全运行提供了技术保障。

废弃三角洲海底快速冲刷、土体液化、刺穿、滑坡等灾害是平台-管道采油模式安

全生产的隐患。研究了废弃三角洲海底冲淤演化规律和灾害的发生机制；集成和研发了

现场探测与监测技术，建立了海底工程安全评价模式，提出了防护建议，有效防止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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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管缆的冲刷淘空及波浪作用导致的土体液化和滑坡的发生。

(3) 揭示了黄河三角洲岸线蚀退规律，预测了海岸防护堤坝侵蚀极限深度。

200多 km长的海堤是胜利油田滩涂油田的安全屏障，海堤掏空溃堤危险日益加剧。

项目组提出了海堤侵蚀极限这一科学命题，在海底冲淤演变规律基础上，采用实测、物

模和数模相结合的方法，计算了海底长期侵蚀和季节调整的速率，得出海堤堤前淘空的

极限深度，为海堤防护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4、渤海极端天气的生物物理响应过程及机制

利用 2011年台风“米雷”在山东半岛登陆期间，基金委黄渤海共享航次的观测数据，

首次成功捕获到了极端天气事件（台风）影响下，渤海的生物物理过程的响应特征，揭

示了台风影响下 Ekman输运驱动北黄海水体向渤海输运，渤海底部水体温度降低，盐

度增加，塘沽验潮站水文异常增高；台风过境期间渤海中部水体垂向混合加剧，混合层

下降 5米左右，垂向混合为上层水体提供了营养盐补给，短时间内显著提高了渤海初级

生产力，相关工作“Bio-physical changes in the coastal ocean triggered by typhoon: A case of

Typhoon Meari in summer 2011”发表在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上。审稿人认为

该工作“首次成功的捕获了台风过境期间渤海生物物理过程变化”，“对事件性天气影响

下陆架浅海的生物物理过程的研究做出了极具价值的贡献”。

图 1.5 台风“米雷”影响下渤黄海水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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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河口叶绿素浓度变化及其控制机制

利用 SeaWiFS和MODIS卫星遥感反演的叶绿素浓度资料，揭示了 1997-2012黄河

口叶绿素浓度的年际和季节性变化特征，并探讨了黄河口叶绿素浓度变化的控制机制。

研究表明，1997-2012年黄河口叶绿素浓度波动强烈，与黄河径流、泥沙及悬沙粒径体

现出了较好的相关关系（Pearson Correlation>0.54）；黄河口叶绿素浓度存在明显的季节

变化，年内存在两个明显的峰值（2-5月和 8-10月），两个峰值对应不同的控制机制，

2-5月叶绿素浓度峰值主要受控于海洋动力的减弱、光照增加，8-10月的峰值主要受控

于黄河陆源营养要素的供给。建立的二元模型结果表明，黄河口叶绿素浓度的变化 59%

受控于黄河入海水沙通量的变化，其余 41%受控于光照、温度及海洋动力等因素。相关

研究结果“Interannu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chlorophyll-a off the Yellow River Mouth

(1997-2012): Dominance of river inputs and coastal dynamics”发表在 Estuarine，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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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1997-2012 黄河口叶绿素浓度及悬浮体浓度变化

二、 洋底动力过程及其效应

2016年度，围绕西太平洋-欧亚大陆之间的大陆边缘开展了系列创新研究，总共发

表论文 46篇（见列表，图 1），作为 Geological Journal（影响因子 2016年为 2.338）整

体专辑出版，皆被 SCI收录。该专辑成果以地球系统科学思想为指导，把西太平洋大陆

边缘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海陆对比、深浅对比、古今对比，

内容涉及：异常气候变动与海底响应、深部动力过程与浅部地表系统响应、沉积搬运与

海底地质灾害等等，分为 7个部分：1）表层系统与海底沉积和地质灾害过程；2）东亚



15

陆缘的盆地动力学；3）边缘海打开与演化；4）边缘海转换断层与破碎带成因；5）西

太平洋大火成岩省与俯冲带；6）印度洋洋中脊演化；7）相关的全球构造与研究方法。

图 2.1 Geological Journal 组织的“两洋一海”专辑发表文章分布

这些文章虽然还有美中不足，但皆响应国家万众创新的号召，作了大量突破性创新，

颠覆了原有的一些认识，给中国海洋地质界带来了新思想。比如，冷、热俯冲，边缘海

转换断层成因可能不同于洋中脊转换断层成因的观点，中国东部地形台阶成因是深部动

力过程的结果，陆架盆地的向东构造跃迁，等等，这些都是当前国际上关注的热点科学

问题。需要今后收集更多资料，开展深入研究。

1、 洋陆过渡带

(1) 南海大陆岩石圈的最终破裂和大洋岩石圈的打开

洋陆转换带（Ocean-continent transition）是大陆与大洋相互作用的关键区域，对于

理解和认识大洋和大陆的地球动力过程、机制尤为关键，一直是处在国际地学研究的前

沿。作为伸展陆壳和正常洋壳之间重要的过渡和衔接，洋陆转换带蕴含有丰富的地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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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圈伸展破裂过程的信息。南海北部陆缘为一个离散、非火山型的被动大陆边缘，经历

了，其洋陆转换带形成于一系列裂谷作用和海底扩张之后。本文选择从东到西分布的切

过南海北部洋陆转换带的 3条 OBS剖面和 3条地震测线，对南海北部地区的洋陆转换

带进行识别，并研究其深部结构及构造演化，进一步探讨岩石圈伸展破裂过程。研究表

明，南海北部洋陆转换带以减薄的陆壳和下地壳高速体为特征，在地震剖面上从陆到洋

可分为三个构造单元：裂陷区、火山作用带和海相掀斜断块带。下地壳高速体主要分布

于南海北部的东段，但洋陆转换带分布范围内并不都有下地壳高速体，洋陆转换带的西

段没有发现下地壳高速体。我们认为南海北部大陆边缘更符合纯剪切-简单剪切-岩浆作

用的综合伸展破裂模式。在被动陆缘的裂谷作用下，首先以纯剪切伸展形成均匀分布的

断陷盆地群，其后以简单剪切方式沿控盆断层变形，一旦断层面沿地壳底界面发育，地

壳岩石圈被完全拆离消失，下伏地幔被剥离到海底，形成蛇纹石化地幔橄榄岩。洋陆转

换带沿不对称伸展起始位置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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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海陆架盆地与南海东北部新生代盆地群的统一性和差异性

南海北部珠江口、台西南等新生代盆地与东海陆架盆地是西太平洋大陆边缘重要

的含油气陆架盆地。古新世至晚中新世期间，三个盆地地层基本可对比，岩相连续，主

要为页岩层、砂岩层和泥岩层互层，且三者在构造和沉积方面具有统一性：沉积相方面，

三个盆地皆表现为古新世的海陆交互相和始新世-晚中新世末期的海相-湖湘三角洲-河

流冲击扇的沉积序列；构造事件方面，表现为统一的构造运动和期次；构造样式方面，

古新世-始新世期间三个盆地皆为 NNE和 NE向的断裂控制，结构皆表现为“东断西超”

或“南断北超”的半地堑盆地结构，早渐新世-中中新世期间为 NW 和WNW向的逆断层

和反转褶皱，花状构造较为典型。晚中新世末期以来，三者构造和沉积出现明显差异：

台西和台西南盆地始终为海相沉积，而东海陆架盆地由陆相沉积转为第四纪的广海相沉

积；晚中新世以后东海陆架盆地南部整体进入沉降阶段、断裂活动停止，而台西和台西

南盆地反转构造发育并于早上新世东沙运动结束后进入热沉降阶段。本文最终提出新生

代南海陆架盆地与东海陆架盆地起初为一个盆地，晚中新世（6.5 Ma）菲律宾海板块的

楔入将其分割成两个盆地，主要表现为吕宋岛弧与欧亚大陆边缘发生弧陆碰撞，台湾造

山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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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海北部陆缘天然气水合物成藏及气源条件分析

南海北部陆缘（NSCS）在中生代末-新生代经历了连续的构造演化过程，由早期的

活动陆缘逐步转化为现今的稳定的被动大陆边缘，其演化过程是古近纪-渐新世的伸展

型地壳及裂解的共同结果。这种伸展及裂解环境下的沉积结果为大规模油-气田和天然

气水合物的赋存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本文基于大量搜集的地球化学数据，对其构造

-沉积演化过程进行了初步分析，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三系原始的煤成气和深成气为

热解型的天然气水合物提供了丰富气源；而浅表层的水合物则源于浅层生物气。近年来，

随着南海北部陆缘油气的勘探和开发，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 2维和 3维地震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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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解析发现，BSR -似海底反射界面是水合物赋存层位的底界，被作为地球物理资料

中解释水合物的依据之一。同时，大量的深成油气，裂解气和有利的构造运移通道的发

现，为水合物的勘探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BSR，在地震剖面上气烟囱和海底麻坑

出现的地方，具有高振幅的特点。另外，游离气和水合物赋存区的底界也有明显的高振

幅特征。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揭示新生代以来南海北部陆缘发育了大量的煤成气，对于

水合物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气源条件。深成气的向上逸散和运移则通过深大断裂及新构

造断层组合运移通道进行疏运；而浅部不同层位的生物气混合深成气，具有混合成因，

勘探的过程要区分开采。文中还基于已探明的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对比分析，圈画出了

水合物赋存远景区，并对南海北部陆缘天然气水合物的成矿模式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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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海及其周边新生代岩浆时空分布规律及其构造-岩浆演化

南海及其周边新生代岩浆岩主要为分布在洋盆扩张脊、北部陆缘的陆洋边界、雷琼

半岛和中南半岛南部的玄武岩，多数是根据布设在南海及其周缘的地震剖面识别，一般

来说，在前人的地球物理剖面上，浅部的玄武岩在深部对应地壳下部的小规模的高速异

常体。按照新生代岩浆岩发育的时间，将南海岩浆岩划分为三期:扩张前期、同扩张、扩

张期后岩浆岩。本文精细划分了南海新生代岩浆岩时空分布特征，并且对不同区域、不

同时代的岩浆岩的形成机制展开了探讨，研究表明:南海北部始新世岩浆岩，形成在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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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前期，主要岩性为双峰式火山岩、石英拉斑玄武岩和碱性玄武岩，主要分布在南海

北缘一系列古近纪盆地内。岩浆岩的控制因素为南海北缘的系列 NNE向右行右阶走滑

断裂，断裂形成 NNE向的拉分盆地，同时发育大量的岩浆岩，岩体多呈 NEE向分布，

统一于东亚大陆边缘新生代构造背景；南海西部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新生代的岩浆岩，

形成在南海扩张前期，主要岩性为石英拉斑玄武岩和橄榄拉斑玄武岩，形成主要受印支

地块东北部边界形成规模巨大的哀牢山一红河左行韧性走滑断裂带控制；南海西南、西

北、中央海盆内的岩浆岩，为同扩张岩浆岩，岩性为大洋拉斑玄武岩，西北次海盆最先

形成，其次中央海盆，最后为西南次海盆，其形成机制是 NNE向断裂的右行右阶拉分；

南海第四纪玄武岩，主要分布在南海的东部和北部，为南海扩张期后，岩体呈近 E-W向

展布，且不同区带被 NNE向的走滑断裂分割。9Ma-6 Ma南海东部的菲律宾海板块持续

向 NWW方向运动，造成吕宋岛弧、台湾岛弧与欧亚大陆弧一陆碰撞，且同时期 NNE

向的长乐一南澳断裂右行走滑，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台湾岛弧及南海东北部地区向 S挤

出，同时形成近 E-W向岩浆岩和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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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婆罗洲中新生代增生造山过程及机制

婆罗洲增生造山带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位置，被长期向西俯冲的太平洋板块、

向北俯冲的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和北部的欧亚被动大陆边缘围限。基于过去地层学、构

造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方面的成果，前人建立了一系列婆罗洲增生造山带演化的构造模

式，但是这些模式都不能完美的解释这个地区的地质事实，故本位开展后续研究。本文

基于野外构造解析识别了婆罗洲岛内部的沙巴地区的 4期构造变形：第一期变形为 NNE

走向的逆冲断层，对应 23 Ma的沙巴造山运动第一幕，形成区域不整合面（TCU）；第

二期变形构造为 NWW 或者 NW 走向的逆冲断层，对应 16 Ma 的沙巴造山运动的第二

幕，形成深部不整合面（DRU）；第三期变形构造为 NNW走向的逆冲断层，第三期构

造变形对应 10 Ma的挤压逆冲时间，形成浅部不整合面（SRU）；第四期为 NNE向的

左行走滑断层和 NWW向的右行走滑断层，可能对应着挤压逆冲变形之后的 NW-SE向

的伸展应力。沉积、岩浆岩数据揭示婆罗洲增生造山带是中、新生代持续活动的增生造

山带，造山带的形成对应着古南海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中发育了拉让-克罗克弧前增生

楔沉积、MORB型的蛇绿岩和钙碱性的岩浆岩。古南海在始新世-中新世持续向婆罗洲

地块下俯冲，在中新世早期古南海关闭，在持续俯冲过程中，俯冲带的位置不断向 NW

方向迁移。现今的俯冲带在南沙海槽处，在南沙海槽处逆冲作用断层仍在持续的活动，

南沙地块向洋壳属性的增生楔沉积下俯冲。在中生代-中新世古南海俯冲的过程中，伴

随着婆罗洲的逆时针旋转，早先的 NNE向断层在旋转过程中转变为了 NW向，特别是

分割沉积、岩浆和构造边界的廷贾断裂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廷贾断裂的 NE，地层和岩

浆岩是渐新世-早中新世，而在断裂的南西，地层和岩浆岩的时代为白垩纪-晚始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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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加里曼丹岛廷贾-西巴兰断裂带与古南海海底扩张的关联

Tinjar-West Baram Line 是一条位于 Kalimantan 北部的北西向深大断层，其中，西

巴兰线是廷贾线的海上延伸部分。本文综合了现有对于 Tinjar-West Baram Line 两侧的地

层、地壳厚度、重力异常和地块属性等特征的研究，以及基于古地磁的板块构造重建结

果，以此来探讨 Proto South China Sea (PSCS)的扩张与消亡过程与 Tinjar- West Baram

Line的形成与演化的密切联系。（1）构造特征研究表明，35 Ma以前 Tinjar - West Baram

Line、东亚陆缘广泛的 NE向走滑断层与 Proto South China Sea Basin的北东向转换断层

具有广泛一致性。（2）构造演化过程及地质特征说明，PSCS的消亡和 South China Sea

(SCS)的打开使得位于 SCS 北部的 Luconia Block 逐渐增生至 Tinjar-West Baram Line 西

侧，使 Tinjar-West Baram Line 东、西两侧分别为具有洋壳性质的 Nansha Trough和总体

具有陆壳性质的 Luconia Block。因而，Tinjar-West Baram Line 两侧的地壳属性及厚度等

特征显著不同。（3）动力学分析显示，Tinjar-West Baram Line两侧也存在明显差异性，

其西侧的Luconia Block与Kalimantan发生 45－37 Ma的碰撞造山过程，而东侧的Nansha

Trough持续俯冲消减至 Kalimantan 之下，并且 Tinjar-West Baram Line 在 35－10 Ma 期

间表现出右旋走滑的运动学性质。（4）古地磁资料揭示，Kalimantan在 25-10 Ma期间

逆时针旋转了 50°左右，使得 Tinjar-West Baram Line由最初的北东向逐渐旋转至北西向，

Tinjar-West Baram Line 最终呈现出现今的构造格局。因而，本文认为 Tinjar-West Baram

Line的最初形成是属于 PSCS西部的一条北东向的转换断层在陆地的延伸，随着 Luconia

Block与 Kalimantan的碰撞，Tinjar-West Baram Line成为了 PSCS的西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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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太平洋俯冲系统

（1） 西太平洋冷、热俯冲系统：现今热流约束

太平洋板块的冷热俯冲是板块热结构的相对概念，热流作为板块冷热俯冲的结果，

可用来反推俯冲过程的初始状态是热俯冲还是冷俯冲。本文基于国际热流协会（IHFC）

发布的热流数据，利用 GIS的方法预测了西太平洋区域内表面热流值，据这些预测的热

流值，探讨了关于冷热俯冲在地震深度和分布、弧后盆地的活动性、脱水、脱碳、火山

活动等方面的差异性。区域内的热流统计对比，揭示了大约小于 50 mW/m2的菲律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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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太平洋板块分别与冲绳海槽中部、千岛海盆西部的高热流相对应，因此，推测这两

个海盆热活动强烈的区域与对应的冷俯冲有关，而靠近日本南海海槽、大于 70 mW/m2

热的菲律宾板块，可能是引起日本西南部火山稀少的一个原因。同时，结合地震数据，

本文还揭示了由于浅部（<60 km）低程度的蛇纹石化，冷俯冲板块附近展现了密集的浅

源地震，并且冷俯冲板块能够将水带到更深处，它很容易在中深度（60-300 km）形成

无震带或者双震带。理论上，冷俯冲板块可以在不同的深度脱碳，终止于最大蛇纹石化

的深度，而热俯冲由于在浅部释放了大部分水和以二氧化碳或碳酸盐形式存在的碳后，

剩余碳量可能通过控制板块的熔融温度来决定深部的俯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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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南内陆晚三叠纪构造垮塌与太平洋俯冲板片后撤

早中生代时期是东亚地区由特提斯构造域向太平洋构造域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

期间，华南地区经历了印支期陆内造山挤压到后造山伸展的构造过程。华南印支期的构

造动力学过程研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们结合湖南道县地区镁铁质麻粒岩捕虏

体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特征以及雪峰山地区的构造特征的综合研究，提出了华南内陆地

区晚三叠纪构造演化模型。湖南道县地区位于雪峰山基底隆起区的东部。道县镁铁质捕

虏体原岩形成于晚三叠纪，具有高Mg#值、MgO含量、低 SiO2含量的特征。具有平坦

的 REE特征及正 Eu元素异常、富集 Rb、Ba元素、亏损 Th、U、Nb、Zr和 Hf元素。

这些捕虏体是由镁铁质岩浆经历辉石和长石堆晶后形成的产物。这些镁铁质岩浆来源于

软流圈地幔熔融产物，随后底侵到下地壳的底部。在雪峰山隆起带，晚三叠纪地层的不

整合具有从东向西由高角度不整合、低角度不整合到假整合变化。雪峰山隆起带底部的

拆离层显示了北西向的逆冲断层切穿了晚古生代地层。我们认为晚三叠世华南内陆下部

构造垮塌作用及其随后的软流圈上涌和岩石圈伸展作用导致了华南内陆不同的岩浆-构

造特征。在华南中部地区地幔岩浆底侵到下地壳底部，随后影响了深部地壳。从华南中

部到西部，地层不整合变化的减弱与岩石圈伸展作用减弱有关。在华南中部和东部地区，

构造垮塌作用、软流圈上涌作用都可能与随后的古太平洋板块后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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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南三峡地区Ediacaran纪陡山沱组碳酸盐岩和共生硅质岩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

研究

中国华南三峡地区 Ediacaran 纪陡山沱组碳酸盐岩沉积地层中含有多种硅质岩相。

为了更好的了解硅质岩形成的成岩条件，我们对晓峰河剖面陡山沱组碳酸盐岩进行了岩

石学和地球化学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晓峰河剖面共发育六种碳酸盐类型和五种硅质岩

类型，其中碳酸盐岩主要包括围岩(C1)、亮晶组成的方解石结核(C2)、硅质结核周围的

碳酸盐岩(C3)、硅质中分散的方解石胶结物(C4)、细粒团块状方解石胶结物(C5)和方解

石脉(C6)组成。而五种硅质岩主要包括分散的微晶石英(S1)、硅质结核中的微晶石英(S2)、

中粗粒的石英(S3)、交代方解石胶结物的微晶石英(S4)和纤维状燧石(S5)。岩相学特征表

明了硅质组分 S1-S5和碳酸盐岩组分的 C2-C5都是在埋藏成岩的早期形成的，记录了早

成岩期的流体来源和地球化学特征。

硅质组分和碳酸盐组分的同位素记录表明，碳酸盐岩和硅质岩之间的同位素已经

不平衡，代表了硅质岩是在碳酸盐矿物形成后的沉积后流体中形成的。根据碳酸盐岩的

氧同位素组成，陡山沱组 II 段沉积时，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为−6~0 ‰；陡山沱组 III 段

沉积时，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为−4~0 ‰；陡山沱组 IV 段沉积时，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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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 ‰。硅酸盐岩的稀土配分特征表现为：LREE 亏损，La、Eu 和 Gd正异常，Ce

负异常以及 Y/Ho较高，指示了沉积后流体主要是海水。硅酸盐岩的氧同位素组成表明

成岩温度为 27~60 ºC，如此低的成岩温度下，碳酸盐岩的原始 REE+Y、δ13CCarb和δ34SPy

值都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4） 东海陆架盆地反转构造与油气成藏

通过对东海陆架盆地各二级构造单元内反转构造的梳理与分析，认为盆内新生代反

转构造以形态各异的背斜为主，伴有逆断层发育。 主要存在瓯江运动(T80)、玉泉运动

(T30)、花港运动(T20)和龙井运动(T12)4期构造反转，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性。在时间演变上:西部坳陷带构造反转从瓯江运动(T80)到花港运动(T20)有相对减弱的

趋势，龙井运动(T12)特征不明显;东部坳陷带构造反转从玉泉运动(T30)、花港运动(T20)

到龙井运动(T12)有相对增强的趋势。在空间演变上:东部坳陷带西湖凹陷和钓北凹陷龙

井运动(T12)构造反转具有显著的自北向南减弱的趋势。东海陆架盆地新生代构造反转强

弱分布、迁移演化 是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之间汇聚俯冲速率

和方向的变化在盆内叠加的局部响应。

东海陆架盆地位于欧亚板块东南缘，处于华南陆块（包括西部的扬子地块和东部

的华夏地块）之上。其基底是华夏地块在东海陆架的延伸，也是西太平洋大陆边缘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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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板块构造格局分析，东海陆架盆地处于西太平洋三角带区域，

是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巨型汇聚的地带，也是全球汇聚中心，

其东西两侧分别与特提斯和西太平洋构造域演化息息相关。总体来说，东海陆架盆地是

“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之间的碰撞、俯冲、弧后扩张，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

块之间的汇聚、碰撞、楔入的远程效应，以及地球深部动力学作用”共同叠加、复合作

用形成的弧后盆地。其形成机制符合被动扩张模式，向东的地幔流和软流圈下降流是导

致弧后扩张的主要地球深部动力来源。

为了探讨东海陆架盆地油气运聚的规律，以西湖凹陷为例，运用 IES PetroMod 盆

模软件，在地质建模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油气成藏的动力过程，结合地震和钻井资料，

对西湖凹陷的沉积埋藏史、热演化史及生烃史、排烃史及运聚史进行模拟。模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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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1）构造格架经历了从拉伸或张扭断陷构造、后期挤压反转或压扭反转构造的

演化过程；（2）西湖凹陷平湖组和花港组现今仍然处在生油-生气高峰阶段，西湖凹陷

是晚期仍继续大量生排烃型的凹陷；（3）油气从东西两个次凹沿断层及纵向往高部位

运移，形成砂层－断层－砂层呈总体向上的“阶梯”状运移方式，最终在合适的圈闭中

聚集，即对西湖凹陷而言，断层作用与势能状态对构造带的油气输导运移起到很重要的

作用。这对认识该盆地的油气运聚规律和降低油气勘探风险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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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边缘海盆地与地幔楔深浅部耦合

（1） 冲绳海槽地质属性及其动力学机制

西太平洋的动力学演化一直是地质研究的难点和热点，特别是对其边缘海盆地或弧

后盆地的地质属性、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始终不明朗，并存在巨大争论。而冲绳海槽作

为一初始且正在活动的弧后盆地，探讨其地质属性和构造演化，对研究边缘海盆地或弧

后盆地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文对冲绳海槽的地壳厚度、热流、热液活

动以及断裂构造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厘定冲绳海槽的地质本

质及其动力学机制。将冲绳海槽的地壳基底厚度与全球被动大陆边缘及西太平洋边缘海

盆地的初始洋壳基底厚度进行对比，表明冲绳海槽中段和南段的岩石圈已破裂，新的洋

壳已出现在扩张中心，处于海底扩张的早期阶段。而北段为极度减薄的陆壳，处于大陆

张裂的成熟阶段。冲绳海槽广泛发育有 NEE-NE和 NNE-NS NW向断裂。NEE-NE 向断

裂占据主导地位，与海槽现代张裂活动有关，控制着整体沉积和构造格架。NNE-NS向

断裂次之，表现为右行张扭，致使冲绳海槽的轴部地堑发生进一步拉伸裂陷，至岩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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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出现洋壳时就演变为转换断层。东亚大陆边缘新生代构造（包括冲绳海槽）自西向

东跃迁，指示着欧亚大陆深部地幔流向东蠕动或者是西太平洋板块俯冲后撤可能为本区

主要动力来源。由于菲律宾海板块的斜向被动俯冲，冲绳海槽的构造演化可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弧后伸展初始裂解；第二阶段为 NNE-NS向右行右阶走滑断裂拉分引起

弧后被动扩张；第三阶段为新生洋壳挤出，进行初始海底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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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分析的马里亚纳海槽 7个玄武岩样品的 Sr、Nd、Pb同位素数据，结合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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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系统对比了马里亚纳海槽和冲绳海槽玄武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冲绳海槽和马

里亚纳海槽的岩浆活动产物均表现出类似岛弧火山岩的特点，即与 N-MORB相比，明

显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而亏损高场强元素，这是俯冲组分参与弧后盆地岩浆起源的直接

证据。玄武岩的 Sr、Nd、Pb同位素组成约束了两个海槽岩浆源区呈现 N-MORB和 EMII

的二元组分特征。二元混合模拟方法计算结果表明，从 SOT→MOT→NMT→MMT（伴

随弧后扩张程度的增强），俯冲组分对弧后盆地岩浆过程的影响程度逐步减弱，其平均

混入比例依次为 16%→14%→7%→4%。这表明，俯冲组分参与弧后岩浆起源显然与弧

后系统的构造演化过程紧密相关，其参与比例似乎可以作为是弧后盆地性质或弧后扩张

系统发展阶段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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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海槽是一个早期的弧后盆地，处于从岛弧向弧后演化阶段。与西太平洋其它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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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盆地相比，具有较浅的 Benioff带和较厚的地壳厚度。本文对冲绳海槽中部和南部获

得的三个玄武岩和三个浮岩样品进行了 He和 CO2含量及 He同位素组成分析，讨论了

挥发性组分循环和地壳混染对海槽岩浆组成的影响。海槽南部玄武岩样品具有类似大洋

中脊玄武岩的 He同位素组成和较高的 CO2/3He比值，前人研究表明该样品的岩浆源受

俯冲影响强烈，因此，俯冲板块可以将大量碳带入地幔楔，但俯冲循环对地幔楔 He的

贡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地壳混染对冲绳海槽南部岩浆的影响非常弱，使其保留了源岩

浆的地幔特征。海槽中部火山岩具有极低的 He 含量和极低的 He 同位素组成，反映了

强烈去气后岩浆受地壳混染影响显著，也表明中部较厚的地壳厚度和岩浆相对长的地壳

居留时间。去气作用对海槽中部和南部岩浆都有影响，导致热液流体中挥发性组分的富

集，海槽南部去气作用以深部强烈去气为主，而海槽中部岩浆喷发前，在地壳岩浆房中

滞留，去气作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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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弧后盆地沉积

利用磁异常资料、陆上及近岸带探井资料、ODP资料、同位素年龄资料和古生物地

层资料，分析了西太平洋边缘海盆地新生代构造事件序列，主要包括包括：伸展、弧后

扩张阶段、沉降阶段、挤压汇聚和逆冲阶段，探讨了与构造事件序列相匹配的沉积层序

序列。西太平洋边缘海盆地三个重要的沉积序列变化阶段为：古新世-始新世形成断陷

沉积序列，渐新世-中中新世形成漂移沉积序列，晚中新世-至今形成沉降、汇聚沉积序

列。

南海盆地古新世-始新世发育断陷沉积序列，渐新世-中中新世发育漂移序列，晚中

新世-至今发育汇聚逆冲沉积序列；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盆地早期裂陷序列不发育，而

断陷序列和漂移序列于渐新世和中中新世同期发育；自晚中新世开始，西北太平洋所有

的边缘海盆地内漂移序列停止发育，进入沉降或漂移后沉积阶段。

晚中新世来自各边缘海盆地南部的弧陆碰撞导致边缘海盆地南缘在晚中新世-至今

发育汇聚逆冲沉积序列。西太平洋板块与千岛-勘察加岛弧碰撞导致鄂霍次克海盆地南

部沉降沉积序列的变形；西北太平洋板块与日本岛弧碰撞导致日本海盆地南部沉降沉积

序列的变形；加里曼丹-巴拉望岛弧与礼乐滩地块碰撞导致南海盆地南部 15Ma 以来的

汇聚逆冲。自北向南，从鄂霍次克海至日本海到南海，西太平洋边缘海各盆地南部的汇

聚逆冲变成程度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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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弧后扩张与日本海之下的地幔楔对流

利用大量高质量的 20-150秒远震瑞利波振幅和相位数据，我们首次获得了日本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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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带的瑞利波相速度方位各向异性层析成像。获得的二维各向异性相速度模型，被用来

反演一个位于日本俯冲带之下深达~300千米的三维剪切波速度各向异性层析成像。俯冲

的太平洋板块呈现为一个倾斜高波速带，并具有平行于海沟的快波方向，这可能指示了

由发育在日本海沟外缘隆起处的正断层所导致的各向异性特征，这一个各向异性特征叠

加在板块早期的各向异性特征之上。而地幔楔中则主要表现为低波速特征，并具有垂直

于海沟的快波方向，这可能指示了与俯冲相关的角流与各向异性特征。在日本海之下的

大地幔楔中，随深度变化的各向异性特征被揭示了出来，这可能反应出欧亚板块中与发

生在 21-15 Ma 的弧后扩张相关的变形特征，以及软流圈中现今由于太平洋板块和菲律

宾海板块俯冲所引起的复杂的对流样式。



51

（4） 日本俯冲带 P波和 S波层析成像

通过联合反演大量高质量的近震和远震走时数据，我们做了日本俯冲带的 P波和 S

波速度层析成像，成像结果的底界深达 700 km。我们还利用远震瑞利波的振幅和相位数

据，测定了位于日本及其海域之下的二维瑞利波相速度图像，其周期范围是 20-150秒。

我们还通过联合反演近震和远震的 S波到时数据以及瑞利波相速度数据，进一步测定了

一个精细的研究区三维 S波层析成像结果。我们的结果揭示出，俯冲的太平洋板块和菲

律宾海板块呈清晰的倾斜高波速异常带。显著的低波速异常体则存在于俯冲板块之上的

地幔楔中以及太平洋板块之下的地幔中。这种俯冲板块与其周边地幔的显著速度差异，

揭示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温度、含水量以及部分熔融程度的差异。位于地幔楔中的低

速异常体归因于俯冲板块脱水以及地幔楔中的角流。在东北日本地区，一个席状的低速

带位于俯冲的太平洋板块之下，可能指示了来自于地幔深部的热上升流以及俯冲的软流

圈。我们现今的结果表明，为了获得可靠的地壳和地幔层析成像，联合反演不同类型的

地震数据是非常有效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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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俯冲带的地震波速度方位各向异性

利用大量高质量的近震和远震 P波和 S玻到时数据，我们测定了日本俯冲带地壳

以及上地幔的三维各向异性层析成像。一个 P波速度方位各向异性层析成像方法被修

改，并扩展到利用 S波走时来反演三维 S波速度方位各向异性。我们还进行了 P波和 S

波的联合反演来约束日本俯冲带的三维各向异性特征。我们结果显示出，俯冲的太平洋

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主体呈现出平行于海沟的快波方向，这可能指示了大洋板块中的各

向异性矿物（如橄榄石）在洋中脊处形成时所具有的晶格优选方位特征，或者是由发育

在海沟外缘隆起处的正断层所导致的各向异性特征。在俯冲板块之上的地幔楔中，揭示

出垂直于海沟的快波方向，这可能指示了地幔楔中存在垂直于海沟的地幔对流样式。这

一地幔对流样式，可能是由于板块俯冲以及俯冲板块的脱水作用所导致的。在俯冲的太

平洋板块之下的地幔楔中，存在有垂直于海沟的快波方向和低波速异常体，这一特征，

可能指示了俯冲的大洋软流圈地慢中的对流样式。我们的结果还揭示出，在北琉球地区

之下，俯冲的菲律宾海板块中存在一个空洞，围绕这一空洞，存在有环形的快波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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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异常体。这一特征可能指示了在俯冲的菲律宾海板块周边存在环形的地幔对流样

式。

（6） 西太平洋边缘海弧后盆地转换断层成因

弧后盆地转换断层是揭示边缘海盆地演化的一把钥匙，但其成因机制一直都是地

质科学研究的难点和热点。本文基于高分辨率构造地貌研究、重磁异常、磁条带型式、

地震剖面、盆地几何学结构、古地磁等资料对比，并结合区域地质背景、板块重建、动

力学来源分析，重新厘定了西太平洋边缘海盆转换断层和邻区走 滑断层的分布，尤其

是其走向，重点对南海、四国-帕里西维拉海盆、西菲律宾海盆、冲绳海槽这四个边缘

海盆开展了工作，将它们的转换断层统一为 NNE向。另外，从转换断层走向的角度入

手，提出了边缘海盆地扩张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对前人新生代东亚大陆边缘及西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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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边缘海的板块重建方案进行了修正。关于弧后盆地 NNE向转换断层，可能有以下

三种成因。1. 南海海盆：继承邻区裂解陆缘走滑断层方位的模式，南海真正的转换断层

方向应该是 NNE向，并不是 NW向。NNE向转换断层实际上就是在南海陆架中广泛分

布的NNE向大型右行走滑断层，也是华南大陆NNE向右行走滑断裂在海上的自然延伸，

进而提出一些转换断层成因继承了邻区陆地上的走滑断层走向。冲绳海槽扩张动力学机

制与之类似，其转换断层也是 NNE向。这种模式中边缘海转换断层可以不垂直于扩张

中心，发生斜向扩张。

2. 四国-帕里西维拉海盆：伊豆-小笠原-马里亚纳海沟 NNE-NE向俯冲后撤模式。

伊豆-小笠原-马里亚纳海沟 NNE-NE向俯冲后撤，在上覆板块产生 NNE-NE向水平拉张

力，导致九州-帕劳海岭裂解，进而控制四国-帕里西维拉海盆扩张方式，形成 NNE-NE

向转换断层。转换断层也不垂直于扩张中心，是一种倾斜扩张。3. 西菲律宾海盆：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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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海板块整体旋转模式。西菲律宾海盆晚期扩张形成了 NW或 NWW向的转换断层

和与之正交的扩张中心。25Ma之后，西菲律宾海盆随菲律宾海板块整体发生约 50°的

顺时针旋转，早期扩张形成的近 N-S 向的转换断层旋转成了现今我们看到的近 NE-SW

向，晚期扩张形成的 NW-SE向或 NWW-SEE向的转换断层旋转成了现今我们看到的近

N-S向。西菲律宾海盆转换断层基本与扩张中心正交，类似于正常洋中脊扩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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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太平洋陆缘构造地貌与俯冲后撤

作为太平洋的一个活动陆缘，洋陆过渡带记录了晚中生代-现今的大多数的构造事

件。将西太平洋和东亚陆缘之间的洋陆过渡带的形成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中生代早期松辽盆地和渤海湾盆地形成导致活动构造事件向东南迁移，在新生代形成

了东海和日本海。利用构造和地球物理分析方法对这个地区洋陆过渡带形成时期重要时

期构造事件进行重建，提出深部过程对于洋陆过渡带的中-新生代表面动力地形的形成

有直接的影响。最后通过比较这四个盆地内的地层、沉积和岩浆特点及通过重力异常、

地幔层析成像、地壳和岩石圈厚度分析来揭示陆缘动力过程机制。得出结论是：松辽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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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渤海湾盆地、东海以及日本海在地貌特点和构造演化顺序上具有相似性。中-新生

代构造地貌主要受到（古）太平洋俯冲后撤制约，构造向东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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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现今应力场与地震灾害

西太平洋俯冲带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地震带。这一俯冲带始终受到了欧亚板块、菲律



61

宾板块以及太平洋板块联合作用的影响。本文利用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现今太平

洋板块 NW向俯冲过程分别对日本俯冲带、吕宋-博曼俯冲带以及马里亚纳俯冲带构造

应力场的影响。三维模型的构架是基于 Crustal 2.0和区域地形数据，俯冲带俯冲界面的

构建则主要基于已有的层析成像结果，模拟过程中考虑了地幔的粘弹性行为。本文的模

拟结果显示在太平洋板块 NW向俯冲过程中，俯冲带不同段落间具有不同的构造应力场

分布特征：①大量的历史地震及区域应力场的集中区主要分布于日本俯冲带，这一特征

主要受控于俯冲界面间的强耦合关系，而强耦合区很可能对应了海山、洋脊及海底高地

形在俯冲带内的发育位置。②少量的历史地震分布于吕宋-博曼俯冲带，而之一分布特

征可能归因于太平洋俯冲板块与菲律宾上覆板块间俯冲接触界面面积的减少。③马里亚

纳俯冲带显示了复杂的地震类型，这包括了正断型，走滑型及逆冲型地震。其中，逆冲

型地震主要受控于板块的俯冲过程，而正断型地震则代表了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后撤过

程，走滑型地震反映了太平洋板块的斜向俯冲。总之，西太平洋俯冲带上三个次一级俯

冲带间构造应力场和历史地震分布上的差异，本文认为这不仅受控于俯冲界面的几何形

态特征，还受控于海山的俯冲过程及海沟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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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度洋洋中脊构造-岩浆过程

(1) 基于重力反演的印度洋异常洋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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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卫星重力数据反演的洋壳厚度是衡量洋中脊岩浆活动强度、构造和热液过程

的重要参数。在假定地壳厚度均一的情况下，RMBA剩余地幔布格重力异常（RMBA）

反映洋壳厚度、洋壳和地幔密度的变化。在本文模型中，RMBA可以划分为两部分：洋

壳 RMBA和地幔 RMBA；RMBA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 4个：洋壳厚度、地幔亏损程

度、地幔温度和地幔孔隙度。洋壳厚度造成了洋壳 RMBA 的变化，地幔亏损程度、地

幔温度和地幔孔隙度造成了地幔 RMBA的变化。由于正常洋中脊初始熔融深度< 80-100

km，在该深度范围内后三者影响因素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所以本模型只能揭示岩石圈深

度< 80-100 km内的信息。5%的地幔亏损可以造成 16 mGal的重力异常、200℃的地幔温

度可以造成 46 mGal的重力异常、1%的地幔孔隙度可以造成 6 mGal的重力异常，在同

一地区地幔温度和地幔亏损造成的重力值不可叠加，故以上 3个因素对地幔造成的最大

重力异常值不超过 46 mGal；若某区域的重力异常值大于 46 mGal，则必须考虑洋壳厚

度对重力的影响。根据 RMBA数值的计算结果，本文将印度洋的 RMBA划分为 3种类

型：揭示厚洋壳的重力负区（RMBA<-46 mGal）、正常洋壳厚度的重力正常区域（-46

mGal<RMBA<46 mGal）和薄洋壳的重力正区（RMBA>46 mGal）。重力负值区沿热点

轨迹分布，与热点或地幔柱活动相关；重力正值区沿海洋核杂岩发育区、大型转换断层

和三节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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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度洋构造地貌特征和洋中脊跃迁

自晚白垩世初始张裂以来，印度洋分别在 80 Ma、60 Ma和 40 Ma发生了三次洋中

脊跃迁事件，死亡的洋中脊影响了印度洋构造地貌格局。综合区域构造地貌、水深和重

力等地球物理特征，本文在印度洋划分出四级构造地貌单元和四个生长期，探讨区域尺

度洋盆或局部洋中脊的精细演化，为研究区域洋底演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划分原则。首

先，从整个印度洋的扩张速率和构造地貌对称性出发，将印度洋划分为三个一级构造地

貌单元：即西南印度洋洋盆（Southwest Indian Ocean，SWIO）、中印度洋洋盆（Central

Indian Ocean，CIO）和东南印度洋洋盆（Southeast Indian Ocean，SEIO）。然后，基于

不同洋中脊由于洋中脊跃迁导致的转换断层的走向突变，进一步划分为各个洋盆内部的

二级构造地貌单元：洋壳年龄>80 Ma的区域、80-60 Ma洋壳区、60-40 Ma洋壳区和 40-0

Ma洋壳区。在二级构造单元中，根据特殊构造的位置和其所具有的的重力特征将印度

洋划分为三级级构造单元：重力负区以其所在的特殊构造命名，这些特殊构造单元均表

现为热点或地幔柱，本文将印度洋的重力负区统一归结于印度洋在演化过程中洋中脊—

热点相互作用的结果；重力正区以其所在的特殊构造（如海洋核杂岩等）命名。在某些

特殊三级构造单元内部进一步划分出四级构造单元：重力值>46 mGal的薄洋壳区和重力

值<-46 mGal的厚洋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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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 Dupal异常成因机制研究

三十多年前，Dupal异常久已经被提出，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通过全球 10000

多条 Sr–Nd–Pb同位素数据分析，圈定了 Dupal异常分布范围，并将其根据同位素特征

及成因机制分为三大类，分别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东亚大陆边缘俯冲带内测的 Dupal异

常成因与 EMII型地幔有关，可能起源于俯冲板块或者大陆地幔的在循环作用。高 U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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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和 EMI地幔端元是太平洋区域 Dupal异常的成因，这可能与超级地幔柱有关。然而，

印度洋区域和南大西洋区域的 Dupal异常与 EMI和 EMII 相关，这可能起源于非洲超级

地幔柱和 Gondwana超大陆俯冲的地幔和大陆有关。在综合上述所有因素的基础上，我

们认为起源于核-幔边界的超级地幔柱和在循环的板片及大陆地幔是全球 Dupal 异常成

因的主要机制。

(4) 太平洋大火成岩省与洋盆演化

海底具有泄漏性是因为在海底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断层、裂隙以及节理。同

时在后期海底冷却、海底热液活动及岩脉充填过程中这些裂隙又会关闭。因此这些洋壳

的裂缝开启-闭合机制对于理解其机制、动力和演化过程是及其重要的。IODP 324航次

取得的岩心和测井数据揭示了 Shatsky 洋隆作为西北太平洋的洋底高原，发育了大量的

节理和裂隙。我们利用 FMS对这些节理原始的倾角及倾向进行了重建，并且通过 FMS

微型构造仪器分析了 U1347A, U1348A 和 U1349A 钻孔中的节理倾向和纤维状固体包

裹体分布。基于其中发现的矿物组合的分布规律发现存在两种类型的裂隙：非纤维状和

纤维状。一般的，所取的样品是包含连续纤维状包裹体的碎片并平行于岩脉分布的带，

带中纤维体生长位移轨迹与岩脉呈高角度相交。利用这种岩脉带和纤维包裹体的切割关

系可以断定包裹体带能够简单的反映裂隙开启-闭合的间隔时间。在这些岩脉中，利用

包裹体可以充分的判断裂隙的开启-闭合机制。另外一个解释裂隙的开启-闭合过程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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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形成固体包裹体的证据是，生长在玄武岩中的碳晶体中的包裹体带。依据洋中脊的打

开和扩张的方向来看，这些包裹体在被卷入的过程中并未发生形变，并且在连续的晶体

纤维中记录了简单的位移场可以用来判断海底打开方向。基于岩脉中固体包裹体的分布

可以推测在构造后期岩脉仍然在不断生长。这些包裹体的形成于裂隙封闭时和因结晶作

用和洋中脊伸张作用产生的少数岩墙，因其界面上具有的稳定吸附作用。基于上面两条

证据，我们认为 Tamu海丘的形成与磁条带揭示的海底扩张历史是一致的，有可能伴随

着与地幔柱头部的相互作用。相反的，Ori海丘远离洋中脊没有特定的应力场作用，推

测是洋中脊和地幔柱尾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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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特提斯洋演化与超大陆重建

早古生代东亚原特提斯洋演化是探索 Pangea聚合过程和机制的重要背景和前提。

通过对中国中部的中央造山带、青藏南缘的调查研究，对早古生代东亚原特提斯洋-陆

格局与演化提出以下几点新认识：①系统界定了早古生代宽坪缝合线展布，确定并提出

它是中国中央造山带中的第三条缝合线；②提出原特提斯主洋盆北部边界是随时间变迁

的，早古生代位于北部的宽坪洋，中古生代向南跃迁为商丹洋；中古生代末两者变成一

条线性展布的构造带，宽坪洋在西侧，向南俯冲消减并最终闭合，而不是长期以来认为

的向北俯冲；商丹洋在东段，持续残留到晚古生代末才消减闭合；③极大地丰富了原特

提斯南界记录，明确厘定并提出原特提斯南界为龙木错-双湖-昌宁-孟连带，早古生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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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闭合，古特提斯是原位重新打开的新洋盆；④恢复了原特提斯洋的复杂消减与闭合

过程，发现了其北界形成的两个弯山构造，这个过程导致在 450-400 Ma期间华北、大

华南块体及大量微陆块整体拼合在冈瓦纳大陆北缘，不是几十年来传统认识的华北、华

南等是始终离散在泛大洋中的陆块；⑤Pangea超大陆聚合过程的起点，始于华北、华南

依次再次裂离冈瓦纳大陆北缘，向北漂移聚合，形成劳亚古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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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技术

1、地震全波形层析成像与地震资料处理新方法

(1) 基于透射波能量梯度预处理的井约束全波形反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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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上建立起 Hessian矩阵与透射波能量之间的关系，推导了基于透射波能量的梯

度预处理计算公式；深入讨论了拟空间域一阶应力-速度声波方程组的原理，并推导了

拟空间域声波方程高阶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格式，实现了高精度的拟空间域声波方程有限

差分方法的近似透射波场延拓；建立了基于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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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南黄海某测线的全波

形反演（如图 2.1所示）

图 3.1 上图：初始速度模型。下图：反演结果

(2) 波形层析成像方法

针对波形反演存在的周期跳跃、初始模型问题，对地震波形进行不同时窗的积分处

理，用积分后的数据层析反演速度模型，初步实验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潜力。

用理论Marmousi模型合成了地震记录；用合成理论地震数据对研究的积分型波形层析

成像方法进行了测试，初始模型为速度从上至下线性增加的一维光滑模型，图 3.2是波

形层析成像在线性速度变化的初始模型基础上得到的结果，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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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上图：原始模型；下图：反演结果

(3) 加速全波形反演的部分炮集多尺度反演方法

全波形反演同时利用了地震资料的振幅和相位信息，是当前精度最高的速度建模方

法。针对常规全波形反演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计算量太大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频率多尺

度反演方法的加速策略。模型试验表明，低频段的反演只需要比较少的炮数，而高频段

的反演需要较多的炮数。由低频到高频的过程中，依据频率适当减少参与运算的炮数，

既可以保证反演正确性又能提高运算效率。将这一特性与随机炮采样法结合进行反演，

两次迭代之间通过组内随机炮采样的方法实现炮集的轮换，避免炮集信息的丢失。从反

演的效果来看，新方法并没有像相位编码那样引入额外的噪音，对含噪音的数据也能得

到良好的反演结果。

图 3.3 左：利用全部炮集的反演结果；右：利用部分炮集的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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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TI介质纯准 P波方程

以具有垂直对称轴的横向各向同性（Vertical Transversely Isotropic，简称 VTI）介

质中纯准 P 波方程为基础，通过提出新的投影变换旋转坐标推导出倾斜横向各向同性

（Titled Transversely Isotropic，简称 TTI）介质中的纯准 P波方程，该方程从根本上消

除伪横波的影响。方程形式简单并且在δ>ε的情况下仍能稳定求解。并且推导出 TTI介

质中纯准 P波方程数值求解的高阶有限差分格式并推导对应的稳定性条件，依据完全匹

配层（Perfectly Matched Layer，简称 PML）的分裂思路导出了 TTI 介质中纯准 P波方

程的 PML吸收边界条件。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结果均表明：我们推导的纯准 P波方程

能更好地描述 TTI 介质中的准 P 波，给出的正演算法也能够准确模拟 TTI 介质中准 P

波的传播过程。

图 3.4 波场快照图（ε=0.3，δ=0.1，θ=45°）

图 3.5 Thomsen 参数δ>ε时 波场快照对比图（ε=0.1，δ=0.25，θ=45°）

(5) 一阶声波方程时间四阶精度差分格式的伪谱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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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波场数值模拟中，伪谱法不产生由空间网格离散引起的数值频散，而常规伪

谱法用于求解时间二阶精度差分格式时，则会受到时间差分精度较低的影响而产生数值

频散。本文基于一阶声波方程，提出将差分格式的时间差分精度增至四阶，并利用伪谱

法求解，从而在避免由空间网格离散引起的数值频散的同时，降低由时间网格离散引起

的数值频散。此外，与时间二阶精度差分格式伪谱法相比，时间四阶精度差分格式伪谱

法的稳定性条件更为宽松，进而可通过增大时间网格步长提高计算效率。该论文即将在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发表。

(6) 三维各向同性介质中矢量波场保幅分离方法

三维各向同性介质中，基于常规散度和旋度算子分离得到的纵横波在物理意义和发

生极性反转的位置上无法与原混合波场完全对应。现有的矢量波场分离方法是在波场求

取散度和旋度基础上再做一次梯度和旋度运算，分离后的矢量纵横波与原波场极性反转

位置一致，但不保幅。该成果从一阶速度-应力方程出发，在波数域推导了矢量纵横波

分离公式的表达形式，并结合有限差分过程给出了其在空间域的求解方法。该方法的本

质是利用纵横波的传播速度对现有的矢量波场分离方法进行振幅校正，并将校正结果分

别作为纵波与横波对于时间的二阶偏导。模型的试算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适应复杂波

场的矢量纵横波分离，并保证分离后纵横波的波形与原混合波场保持一致，具有较好的

保幅性。

图 3.6 （a）混合波场 z分量 （b）矢量纵波 z分量 （c）矢量横波 z分量

（7）海洋高分辨率多频电火花混合源协同采集与信号分离技术

为了更好地获得电火花源的立体信号，避免不同期次分别采集的非一致因素影响，

开展两种不同频率的电火花震源同船协同激发和同步接收研究，实现了双频震源协同激

发立体采集。同时研究了相应的高保真信号分离技术，使二种互为干涉的信号有效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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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两种资料各自的信噪比，以更好地识别地层信息。该技术为立体采集高分辨率资料

联合处理打下基础。

图 3.7 左：高频震源分离前数据；右：高频震源分离前数据

（8）层间多次波预测与衰减方法

提出了基于叠前时间偏移剖面预测与时域克希霍夫积分反偏移的层间多次波预测

方法，即输入基于一次波速度成像的叠前时间偏移剖面，通过逆散射级数法预测出仅含

有层间多次波的叠前时间偏移剖面，然后利用速度能量加权的时域克希霍夫积分反偏移

算法创建层间多次波炮集记录。为了在保持一次波不受损伤的前提下有效压制可能存在

一定误差的层间多次波，应用基于同相轴优化追踪的多次波组合匹配衰减方法进一步消

除预测的多次波。上述方法在模型数据（如图 3.8 所示）与实际地震资料处理中均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图 3.8 左：原始炮集记录；中：层间多次波炮集记录；右：与衰减层间多次波后的炮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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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于行波分离的三维弹性波矢量场点积互相关成像条件

为保证成像精度和转换横波同相轴的连续性，提出一种基于行波分离的矢量波场点

积互相关成像条件：首先利用传统波场分离方法获得标量纵波和矢量横波；然后，对波

场分离得到的标量纵波求取梯度获得矢量势纵波，对矢量横波求取旋度得到矢量势横

波；其次，求取弹性波场的坡印廷矢量并据此对矢量势纵横波进行分解，分别得到上、

下、左、右、前、后行波；最后将炮点分解得到的上、下、左、右、前、后矢量纵、横

波分别与接收点分解得到的下、上、右、左、后、前矢量纵、横波，对应做点积互相关

得到炮点纵波接收点纵波偏移剖面、炮点纵波接收点转换横波偏移剖面、炮点转换横波

接收点纵波偏移剖面和炮点转换横波接收点转换横波偏移剖面。该成像方法理论上可以

消除逆时偏移产生的低频噪音，且无需对转换横波偏移剖面做极性校正；模型算例证明

了算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该成果已投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杂志。

图 3.9 上图：常规互相关 PS 偏移结果；

下图：行波分离的矢量波场点积互相关 PS偏移结果

2、中国周边海域油气资源勘查

(1) 冲绳海槽泥底辟的成因

冲绳海槽发育有三种类型的泥底辟构造，均与天然气或天然气水合物相关。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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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底辟的构造形态可以有效的帮助理解天然气水合物的分布和演化。研究认为，冲绳海

槽泥底辟的诱发因素可能是由于亚欧板块与北向俯冲的菲律宾吕宋岛弧之间的碰撞所

导致的，而冲绳海槽泥底辟和泥火山的分布则可能是受控于晚中新世时期的挤压环境以

及宫古岛断层和鱼山久米断层的控制。

(2) 渤海湾盆地新生代构造迁移规律

通过对渤海湾盆地新生代构造迁移、沉积迁移、岩浆迁移分析，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总结了其迁移规律。新生代渤海湾盆地受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激发的软流圈东扩远程效

应和太平洋板块俯冲联合影响，其构造特征表现出自南向北、自西向东的迁移规律，总

体逐渐向东北、向海迁移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盆地内断裂、断陷的活动、沉积沉降中心

迁移、岩浆分布等自西向东逐步变新。

(3) 南海天然气水合物地震速度建模

基于走时扰动插值射线追踪法和地震层析成像，对天然气水合物富集区作了速度结

构反演。完成了包括拾取反射点位置、建立初始速度模型、与井资料比对等模块的反演

软件。获得了与紧邻的声波测井曲线速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的速度结构，实现了对天然

气水合物有效的速度建模。

图 3.10 上图：初始模型。下图：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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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大地电磁技术

(1) 任意取向电偶极源一维海洋可控源电磁场正演计算

利用 Schelkunoff势，导出了水平偶极源和垂直偶极源的一维层状介质波数域电磁

场表达式，利用 Hankel变化计算波数域电磁场，称该方法为WDM方法（Wavenumber

domain method）。利用所编写的计算机程序计算了水平偶极源和垂直偶极源 1D模型海

洋可控源电磁场响应，验证了算法和程序的正确性及有效性。算例表明，波数域方法

（WDM）要比空间域方法（SDM）快 8-9倍。改进后的方法和 Key（2009）程序计算

的 1D陆地地电模型视电阻率曲线对比。两种方法所得的阻抗视电阻率曲线吻合得非常

好。但是，在高频段，Key（2009）方法计算的水平电场和磁场分量视电阻率结果不太

稳定，有振荡现象，而噶金方法的计算结果在所有频段都很稳定。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2016

年 SCI期刊《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

图 3.11 (a) 一维陆地地电模型；(b) 水平电场视电阻率;

(c) 水平磁场视电阻率; (d)阻抗视电阻率

(2) 发射源姿态和位置参数与海底电阻率联合反演方法

提出了联合反演海洋 CSEM发射源姿态和位置参数及海底电阻率的思想，进行了特

征值分析，从理论上证明了两类参数在反演过程中是解耦的。推导出了雅克比矩阵解析

表达式，即关于海底电阻率（ρ），发射源姿态（方位角α，倾角β）和水平位置偏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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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式。采用 BFGS反演方法，采用实现了发射源姿态和位置参数与地下电阻率参数联

合反演。编写了计算机程序，进行了合成数据和实测资料联合反演，验证了方法的有效

性。图 4和图 5分别为实测数据的发射源导航数据反演结果和地下电阻率反演结果。成

果已发表在 2016年 SCI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

图 3.12 实测数据海底电阻率反演结果

(3) 一维电阻率各向异性介质海洋可控源电磁资料反演

在一维电阻率各向异性介质水平偶极源和垂直偶极源海洋 CSEM 正演算法的基础

上，利用欧拉旋转方法，实现了各向异性介质倾斜偶极源海洋 CSEM正演算法。进而采

用高斯-牛顿方法,实现了一种频率域海洋 CSEM一维层状介质电阻率垂向各向异性反演

方法。海洋可控源电磁场关于地下介质横向电阻率（ ）和垂向电阻率（ ）的偏导

数（即灵敏度矩阵）是解析计算的，结合垂直各向异性介质横向电阻率与垂向电阻率的

关系，将各向异性率融入到正则化因子选择中，实现了正则化因子的自适应选择。分别

使用不同可控源电磁场分量、不同频率组合及混合观测模式（轴向装置和赤道装置）的

合成数据，以及斜发射源激发时的合成数据进行电阻率各向异性反演, 验证了反演算法

的效果,测试了不同反演数据对电阻率各向异性反演的影响。并对挪威北海 TWOP地区

的实测海洋 CSEM数据进行了电阻率各向异性反演解释。相关研究成果在第十二届中国

国际地球电磁学术讨论会上(2015 年 10 月,长沙)进行了交流，并已发表在 2016 年 SCI

期刊《地球物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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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a）实测数据数据反演结果；（b）数据拟合差（RMS）与反演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c）参与反演的电磁

场分量的数据拟合情况。

4、壳幔结构的地球物理探测

(1) 南海南部及其邻区莫霍面分布特征

利用重力异常数据，通过二维离散小波多尺度分解等方法，研究了南海南部及其邻

区莫霍面分布特征，得到了莫霍面埋深，分析了区内 3类主要盆地的莫霍面形态特征，

发现南海南部区域的莫霍面埋深具有双“V”型特征，并总结了莫霍面埋深与主要沉积盆

地的关系，该区盆地的地壳性质从北向南是由陆壳向过渡壳转变的。

(2) 南黄海上地壳速度结构建模

基于南黄海 OBS 广角地震数据，将多尺度层析成像技术应用于构建南黄海上地壳

速度结构模型。层析反演得到的速度剖面中的高、低速体与地表的沉积盆地和隆起对应

较好，表明了多尺度层析成像在使用实际 OBS数据进行盆地结构成像中具有较高分辨

率。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 Geological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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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南黄海 OBS 广角地震上地壳速度结构

(3) 红河断裂带中南段上新世以来构造隆升及成因

红河断裂中新世以来右旋走滑运动水平和垂直断距的定量研究一直是困扰红河断

裂带运动学研究的难点问题，尤其对于红河断裂带右旋走滑运动垂向断距的定量研究较

少，仅仅大致确定了断裂带两盘 200-800米的垂向断距（Schoenbohm et al., 2006）。本

研究在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处理和前人磷灰石裂变径迹测年（AFT）数据的基础

上，分析和识别了红河断裂带中南段（弥渡至河口段）夷平面和河流阶地的展布特征，

对断裂带两盘的构造地貌进行了定量、半定量研究。研究表明，弥渡-元江段、红河-河

口段南西盘夷平面高于北东盘 150-840 米，元江-红河段北东盘夷平面高于南西盘

140-230米。红河断裂带中南段经历了 7.36-11.9Ma、3.6-4.9Ma、1.6-2.5Ma 三个主要构

造活动期次。估算了元江-红河段上新世晚期以来的隆升速率，南西盘为 1.38-1.53mm/a，

北东盘为 1.46-1.59mm/a。除了深部下地壳增厚的影响外，就浅部而言，红河断裂带元

江-红河段北东盘处于小江断裂带和红河断裂带交汇区，其构造隆升是二者走滑运动共

同作用的结果。该成果发表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上。

5、海洋地震立体观测系统与数据处理方法

(1) 海洋立体观测系统的硬件研制

高精度垂直缆研制与测试。完成了高精度数字垂直缆系统两套样机研制。开展了垂

直缆海上采集试验。测试垂直缆的耐压、耐拉物理性能以及能否正确接收并存取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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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性能。经海上试验数据初步分析，在水深 600米时，设备工作基本稳定，初步满足

海上作业要求。该成果取得了两项国家专利。

(2) 使用垂直缆数据的气枪震源子波分析

对垂直缆记录的气枪震源子波数据进行了分析，并与拖缆记录进行了对比。垂直缆

子波较之于拖缆所采集的子波，频宽更宽，能量更强，显示出垂直缆子波具有更高的信

噪比和分辨率。所研发技术获得的地震子波与模拟结果吻合度较高，能够真实反映地震

子波的形态，表明所研发技术可以模拟垂直缆接收到的普通单气枪和立体气枪震源子

波。

图 3.15 垂直缆记录的单气枪震源(210 in3)实测子波数据(红色)与模拟结果(黑色)（左）及其频谱（右）的对比

(3) 海底地震资料上下行波反褶积压制多次波技术

海底接收的 OBC（OBN、OBS）地震资料的双检合成技术研究基础上，基于很好

的完成水、陆双检资料的上下行波分离的资料，研究形成海底地震资料上下行波反褶积

压制多次波技术，可以很好的压制鬼波、鸣震、全程等自由表面多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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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拟 P分离记录 B 模拟 Z 分离记录

C 分离得到的上行波 D 分离得到的下行波

图 3.16 海底地震资料上下行波反褶积压制多次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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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若干关键技术及应用

国家科学进步二
等奖

吴德星,陈学恩,郭心顺,鲍献文,
吴爱娜,赵忠生,陈永兴,高占科,
范洪涛,林霄沛,乔璐璐,于华明,

韩雪双,马超,杨宝起

3 2013 中国北方海域末次盛冰期以来沉
积物源-汇效应与环境演变

教育部自然科学
二等奖

李广雪,刘健,郭志刚,王永红,乔
璐璐,胡利民,杨子赓,郝云超,孔

祥淮,岳淑红

4 2010 华北克拉通形成与破坏及周边造

山带的构造演化过程

山东省自然科学

二等奖
李三忠,赵国春，周立宏,许淑梅

5 2010 基于双相介质理论的三维地震勘
探技术探测瓦斯富集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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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4 地球物理环境资源与目标探测关
键技术及应用

中国地球物理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

张金城,刘怀山,童思友,李天河,
韩若飞,李锐,刘菲,唐莉

7 2011 油气储层精细表征技术及其在高
精度勘探开发中的应用

山东省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韩作振,张金亮,谢俊,刘怀山,宋
明水,王金凯,于孝玉,杨仁超,李

德勇,李存磊

注：获奖成果按照科研获奖、教学获奖顺序列举。科研获奖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
家技术发明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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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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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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

获奖项目：现代黄河水下三角洲地质灾害成因机制及其工程应用

完成人：李广雪，冯秀丽，徐继尚，曹立华等。

该项目取得创新成果如下：①为黄河口快速堆积的复杂区块实现海油陆采的开发模

式提供了理论依据。②研究了废弃三角洲海底地质灾害发生规律和成因机制，建立了有

效的海底工程评价体系，为平台-管道安全运行提供了技术保障。③揭示了黄河三角洲

岸线蚀退规律，预测了海岸防护堤坝侵蚀极限深度。

 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1. 郭玲莉,李三忠,索艳慧,惠格格,戴黎明,国家发明专利：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引起的海底

滑坡模拟及观测系统，已受理，专利申请号：201410139109.3
2. 徐继尚，翟科，蒲进菁，李广雪，温琦，钱正峰，徐继正，董平，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一种压力传感器数据采集单元，已受理，专利申请号：201521053295.5
3. 李予国，王镝，于新生，裴建新，国家发明专利：一种水下锚系重物的熔断式释放

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已受理，专利申请号：201410313408.4
4. 宋鹏，谭军，张晓波，李金山，夏冬明，姜秀萍，赵波，李婧，国家发明专利：一

种多次波组合自适应衰减方法，已受理，专利申请号：201610013446.7
5. 李婧，张晓波，王磊，宋鹏，谭军，李金山，夏冬明，姜秀萍，赵波，李沅衡，国

家发明专利：一种应用于声波有限差分数值模拟的组合吸收边界条件，已受理，专

利申请号：201510756473.9
6. 邢磊，刘怀山，尉佳，刘洪卫，王林飞，高翔，李伟林，国家发明专利：高精度海

洋地震勘探垂直缆，已受理，专利申请号：201610015990.5
7. 邢磊，刘怀山，刘雪芹，刘洪卫，徐秀刚，高翔，李伟林，国家发明专利：拖曳式

海洋地震勘探垂直缆数据采集系统，已受理，专利申请号：201511033227.7
8. 朱龙海等，软件著作权登记：CAD坐标加载软件 V1.0，登记号：2016SR200048
9. 刘怀山等，软件著作权登记：基于小波变换的地震资料时频分析软件 V1.0，登记号：

2016SR315801
10.裴建新等，软件著作权登记：海洋可控源电磁有效异常分析软件，登记号：

2015SR19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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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会议

 第二届地下储层和流体的地球物理成像

由本实验室资助的《第二届地下储层和流体的地球物理成像》国际研讨会于 2016

年 7月 2日~3日在青岛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庆忠、美国科学院院士 John Suppe、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华军

等出席会议。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美国休斯敦大学、美国密苏

里科技大学、台湾大学、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

所、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同济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西南石油大学、山东科技

大学、中石化物探技术研究院、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油气勘探管理中心、中石化胜利

油田分公司物探研究院、中石化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中石化胜利勘探开发研究院

西部分院、中海油服物探研究院、石油工业出版社、美国 ION公司等近 20所国内外高

校、科研、出版单位以及 10余所国内外公司的代表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包括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庆忠、美国科学院院士 John Suppe等在内的百余位专家针对当前地球物理和地

质学的前沿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广泛沟通和交流，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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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海底观测科学大会

第三届海底观测科学大会于 2016 年 10月 28-30 日在青岛召开。会议由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中国海洋大学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联合主办，中国

海洋大学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底科学与

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共同承办。中

国海洋大学副校长、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主任吴立新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任建国处长等出席并致开幕词。

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苏纪兰院士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胡敦欣院士担任大会主席。会议期间，来自国内数十家涉海单位及科研院所的近 350

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围绕着中国边缘海海底长期观测、海洋动力过程与观测、近海

海底过程与观测、海底观测技术、海底冷泉/热液观测、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勘查与试采、

中国近海沉积盆地与油气、海底动态变化观测及其地质灾害和工程环境响应、新型海洋

传感器及集成观测分析系统等前沿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结合深海生态和生物地球科学

等议题开展跨学科交流。

 海洋地质专家讲坛

为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2016年 4月 20日至 11月 2日，实验室成功举办了“海洋

地质专家讲坛”（简称“讲坛”）。该讲坛是继 2015年成功举办后，在本年度再次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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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讲坛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张国伟院士，国家“千人计划”、

美国休斯顿大学周华伟教授，国家“千人计划”、英国邓迪大学董平教授，国家海洋局第

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李铁刚教授，国家杰青、“万人计划”学者、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曾志刚

教授等 10名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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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全院师生的热烈欢迎。

“海洋地质专家讲坛”报告列表

序

号
讲座时间

专家姓

名
专家单位 讲座题目

1 2016年 4月 22日 董平 英国邓迪大学
Marine Sediment Dynamics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Bottlenecks

2 2016年 5月 9日 乔磊
美国俄克拉荷马

州立大学

Hydrological responses across scales: The
vegetation change impacts in South Great Plains

3 2016年 6月 3日 李铁刚
国家海洋局第一

海洋研究所
海洋地质之环境地球

4 2016年 6月 6日 杜德文
国家海洋局第一

海洋研究所
海山富钴结壳资源定量评价

5 2016年 6月 7日 刘健 海洋地质研究所 水下三角洲沉积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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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崇本海洋高端论坛

实验室邀请到安芷生院士来到“赫崇本海洋高端论坛”，为大家作题为《冰期-间

冰期印度季风变迁的动力学》的报告。安院士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沉积物中解译出的

气候变化信息，显示影响亚洲地区的印度季风受到了南半球高纬度气候变化的驱动。这

一研究的方法、思路对做海-陆气候变化、大气循环以及海洋地质学研究的师生们都有

很大的启发。同时，安院士还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英文论文写作的诸多经验和技巧。

图为副校长李巍然教授主持报告会

学校设立赫崇本海洋高端论坛，旨在秉承海洋学先辈守职敬业、严谨开放的治学精

神，邀请全球海洋学科的顶级专家学者带来前沿成果报告，树立高端学术论坛的国际品

6 2016年 6月 14日 孟宪伟
国家海洋局第一

海洋研究所

放射性成因同位素（Sr.Nd）在中国边缘海沉

积物来源定量判识中的应用

7 2016年 6月 17日 曾志刚
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
海底热液活动及其硫化物调查研究进展

8 2016年 6月 21日 周华伟 美国休斯顿大学
Frontier issues in marine geophysics-How to

conduct research in geosciences

9 2016年 6月 24日 张训华 海洋地质研究所 中国大陆架科学钻探进展与成果

10
2016年 10月 31日

-11月 2日
张国伟

西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板块构造与大陆构造—当代大地构造研究与

探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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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进一步强化学校在海洋学科高端领域的优势，营造纯粹热烈的学术氛围，激励广大

师生认知海洋，投身海洋，为人类海洋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安芷生院士，是第四纪地

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安院士长期从事黄土、第四纪地质与全球变化研究，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黄土的堆积、

演化及其与古气候、古环境的关系；率先将第四纪磁性地层学引入我国；与刘东生院士

一起将中国黄土与深海沉积序列进行了成功的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

的三大支柱之一；由他所领导的研究集体，系统地建立了最近 240万年、13万年和最近

2万年以来不同时间尺度、不同分辨率的中国古环境变化历史，探究了东亚季风的演化

历史和驱动机制。在包括 Nature、Science 在内的国际国内刊物上发表文章共计 500余

篇，引用超过 2万次。

安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副主席等。

 海外名师讲坛

John Suppe 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 Distinguished Chair Research

Professor，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Blair Professor of Geosciences Emeritus，国际著名构造地质

学家。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地质系主任，美国麦哲伦号金星探测计划的图像解释顾问。

他在断层相关褶皱理论、定量分析构造变形的几何学和运动学过程等构造地质学研究领

域做出过开创性贡献，成果已经被写入多本 “构造地质学” 经典教科书。著有《Principles

of Structural Geology》，并发表文章 100多篇。

Suppe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构造地质专家，长期致力于东亚地区的大地构造学研究，

与国内长期保持合作和交流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来访后将介绍关于西太平洋俯冲

带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研究合作，对于我校西太平洋研究计划具有

重要意义。

2016年 7月 4日，Suppe教授为我校师生作了一个半小时的专题演讲，介绍了他的

研究小组在西太平洋俯冲带历史演变过程方面的最新科研成果。他们的工作是对板块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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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学的重要补充，引起了参会学者的共鸣和讨论。合作方面。Suppe教授将于 2016年秋

季加盟美国休斯敦大学，领导建立“Tectonics & tomography”研究中心。他的到来为这个

研究中心与中国海洋大学进一步合作开展西太平洋地球结构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博学讲坛

根据 2013 级博士生培养方案要求，2013 级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正式答辩前，必

须在学院和实验室范围内做一次公开学术讲坛，博学讲坛是 14 位博士毕业生为广大师

生带来的学术盛宴，效果良好。

时间 报告题目 主讲人

2016.04..09 电阻率各向异性海洋可控源电磁正反演方法研究 罗鸣

2016.04..09 任意方位电偶源的海洋可控源电磁场三维正反演 严波

2016.04..09 高精度时频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 岳龙

2016.04..09 复杂地区三维非地表一致性静校正方法研究 石太昆

2016.04..11 东海陆架盆地台北低凸起构造特征与演化 蒋玉波

2016.04..11 南黄海冷水团季节变化及悬浮体输运模式研究 李建超

2016.04..11
Evolution of Shoreline Change along the Niger Delta Coast, Gulf of

Guinea during the last 100 years
Dada

2016.04..12 婆罗洲中-新生代增生造山过程及板块重建 王鹏程

2016.04..12 华北地块中部晚中生代以来构造地貌演化：低温热年代学分析 许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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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4 山东半岛南部近岸泥质体的物源和沉积演化 刘金庆

2016.04..14 北大西洋北部MIS 8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及其对北大西洋暖流的响应 赵蒙维

2016.04..14 现行黄河三角洲叶瓣冲淤演变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控制因素的探讨 吴晓

2016.04..15 西沙石岛生物礁发育与环境演化 修淳

2016.04..15 冲绳海槽火山岩岩浆源区组成研究 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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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第一会议室举行了签约仪式。此次共建地震观测站

对促进校局合作发展，增强青岛市地震观测水平，提升中国东部地区地震观测能力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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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增强国民地震安全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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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巍然、青岛市地震局局长仇维宏代表双方签署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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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

实验室成员积极组织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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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力量协助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组织了 3次“中国大洋钻

探船”相关论证会议，邀请了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的学者和 30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

程院院士前来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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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5届国际地质大会 李三忠 南非开普敦

第 35届国际地质大会 姜效典 南非开普敦

1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eodynamics and Earth
Tides

姜效典 意大利的里雅斯特

Biogeochemical Pressures and their effects on Marine
Ecosystems in China and Europ

王厚杰 德国汉堡

ESCA56：Coastal System in transition from a natural to an
anthropogenically-modified state

王厚杰 德国不莱梅

The 4th OUC-UEA Symposium 王厚杰 英国诺里奇

23 EMIW（国际电磁感应大会） 李予国 泰国

23 EMIW（国际电磁感应大会） 裴建新 泰国

AGU 学术会议 李德勇 美国旧金山

28th CREWES Sponsors Meeting 张会星 加拿大卡尔加里

第 35届国际地质大会 赵淑娟 南非开普敦

第 35届国际地质大会 刘鑫 南非开普敦

第 35届国际地质大会 索艳慧 南非开普敦

2016美国海洋科学大会（Ocean science meeting） 胡丽沙 美国新奥尔良

2016美国海洋科学大会（Ocean science meeting） 毕乃双 美国新奥尔良

“The 8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deling the ocean”第
八届海洋数值模拟国际研讨会

乔璐璐 意大利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IGARSS)

李鹏 北京

2016 TerraSAR-X & TanDEM-X Science Team Meeting 李鹏 德国

第二届“地下储层和流体的地球物理成像”国际研讨会 姜素华 青岛

第二届“地下储层和流体的地球物理成像”国际研讨会 童思友 青岛

第二届“地下储层和流体的地球物理成像”国际研讨会 邹志辉 青岛

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张勇 北京

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郑祺亮 北京

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孔祥超 北京

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臧艺博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李三忠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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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李三忠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赵淑娟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刘鑫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索艳慧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孔祥超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张勇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刘博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李园洁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郑祺亮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臧艺博 北京

2016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郭玲莉 北京

2017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于胜尧 北京

2017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罗鸣 北京

2017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刘颖 北京

海洋国家实验室 2016年学术年会 索艳慧 青岛

海洋国家实验室 2016年学术年会 于胜尧 青岛

海洋国家实验室 2016年学术年会 赵彦彦 青岛

海洋国家实验室 2016年学术年会 戴黎明 青岛

海洋国家实验室 2016年学术年会 吴晓 青岛

《华北克拉通破坏》2017年度学术研讨会 李三忠 北京

国家海洋局二所物理海洋实验室年会 吴晓 杭州

华南大陆动力学重大科学问题第四次研讨会 于胜尧 成都

平台建设与开放

 平台开放

截至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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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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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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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数字旁扫声纳

系统
美国 KLEIN公司
KLEIN2000 2001.3 79

100
（2010-20
12年使用

率，2013
年以后未

使用，5
年平均使

用率为

64%）

6 声纳式多波束系

统

英国 GeoAcoustics
公司 Geoswath Plus 2007.6 121.9 95.6 12天

7 数字地层剖面仪
英国 GeoAcoustics
公司 Chirp II 2007.6 62 95.6 12天

8
高分辨率海洋地

震仪

美国 Hydroscience 公
司

24道
2010.1 229.5 100 7天

9 等离子体震源 浙江大学 20KJ 2012.8 120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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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ein500V2 2013.11 169.4 81.2

16 地震剖面系统
荷兰欧柏集团有限公

司
Geo-spark2000

2014.6 81.5 86.2

17 多波束测深系统

（2套）
丹麦 RESON公司
Seabat 7125-sv2 2014.11 217.5 100

18 PC机群系统
美国 SUN 公司
Fire V208 2005.12 1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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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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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建设

自 2009年起，赵广涛教授团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海底边界层长期原

位观测系统样机(Benvir)，相继在我国南海和东海成功进行了深海试验和应用，并于 2013

年 7月通过验收。本设备采用可视化监控投放技术支撑，弥补了传统海底观测装置“盲

投”方法的不足，保障了系统安全投放与海底“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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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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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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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教育

为普及海洋地球科学常识，提升青少年对海洋地球科学的兴趣，培养海洋地球科学

研究后备人才，重点实验室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和科普宣传，并吸引中国海洋大学附属中

学高中部学生组成 6人的海洋科学兴趣小组，来到重点实验室的构造变形模拟实验室开

展“海底岩层变形机制--力学和几何证据”的实验研究，为了能让学生更近距离接触实

验室，走进科学殿堂，本次活动精心准备了可以激发同学们想象力的科普展示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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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在郭玲莉老师的指导下，海洋科学兴趣小组成员动手操作了物理模拟实验，学习

了仪器设备操作及实验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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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分析实验结果，并将高中的几何知识与岩层变

形过程的几何学相结合，学以致用，通过本次开放学习，同学们均表现出了浓厚的科研

兴趣，并希望进一步深入学习海洋地球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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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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政 男 1956 硕士 教授 海洋工程地质 同济大学

刘东生 男 1958 硕士 教授 古生物古海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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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兵寿 男 1973 博士 教授 地震勘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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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胜尧 男 1982 博士 教授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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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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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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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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璐璐 女 1981 博士 副教授 物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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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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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建新 男 1975 博士 讲师 电磁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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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日军 男 1980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丁咚 男 1982 博士 讲师 测绘 中国海洋大学

 流动人员

兼职教授

姓名 性别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最后学位训练地

彭轩明 男 研究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海洋地质 长春地质学院

张海啟 男 教授级高工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海洋地质 青岛海洋大学

段本春 男 教授 德州农工大学 地震地球物理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

Diet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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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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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军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应用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黄继锋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测绘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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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军辉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 德国不来梅大学

邢磊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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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鑫 男 博士 师资博士后 层析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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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花花 女 博士 师资博士后 岩石地球化学 吉林大学

索艳慧 女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赵淑娟 女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构造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胡丽沙 女 博士 师资博士后 沉积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杨杰军 男 博士 博士后 海洋化学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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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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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思友 男 博士 高工 复杂油气田物探方法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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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师 XRF 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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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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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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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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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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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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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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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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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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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门，

累计 3008个学时。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 9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6人，硕士研

究生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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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门，累计 3909个学时，所有实习课程达到 20周。指导本科毕业生 151名。

（根据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教师统计数据）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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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

白亚之 张俊 刘亚楠

张栋 曲中党 安振芳

李建凯 邵贵航 刘洁

杨冠雨 逄悦 权永峥

肖春晖 刘晓锋 董振

武向峰 张宇蛟 张臻

高小惠 惠格格 张洋

周在征 艾丽娜 钟伟

毕东杰 段海钦

李昭颖

26 人

宋转玲 江巧文 石太昆

赵慧 刘明 刘博 邢国攀

张一凡 刘金庆 赵蒙维

王鹏程 蒋玉波 许立青

国坤 罗鸣 严波 李建超

吴晓 修淳 岳龙 宋晓丽

DADA OLUSEGUN

ADEKOYEJO 叶益信

方云峰
*
石太昆

*
赵慧

*

83人

王利波 杨传胜 赵广明 曹现志 张盼 李孜晔

孙文军 宋湦 姜子可 郑世雯 孔祥超 任宝宏

张道来 迟万清 部雪娇 丁维凤 宫伟 刘世东

冉伟民 李景瑞 王淑杰 张晓波 李林伟 张一鸣

闫桂京 封志兵 卢杰 王忆非 梅赛 尉佳 张晓

华 江丽 戚乐华 徐震寰 赵斐宇 段双敏 刘雪

芹 王文娟 张现荣 来志庆 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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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中党 安振芳 李建

凯 邵贵航 刘洁 杨冠雨 逄悦 权永峥 肖春晖

刘晓锋 董振武 向峰 张宇蛟 张臻 高小惠 惠

格格 张洋 周在征 艾丽娜 钟伟 毕东杰 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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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 李昭颖

硕

士

生

68 人

伊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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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佳

于兰芳 李通通 张蕾

薛文静 张雅淇 罗珂

皇甫雪睿 唐荣 周春

张自豪 李梦君 田举

马芳芳 苗晓明 吴珊

王飞飞 杨远东 宁泽

李舒豪 丛帅 纪金龙

陶建丽 杨刚 常继强

冯智泉 刘爽 刘晓航

齐富康 叶文星 曹伟

赵盖博 刘波 孙文亮

吴卫华 郭峰松

李瑞丰

70 人

张剑 宋振杰 李松

潘瑞伟 惠格格 逄悦

冯哲 高星华 李梦星

张涛 尹砚军 张臻

罗宗杰 梁玉蕾 袁鸿洁

陈文良 曹佳琪 杨雯 伊

伟东 肖鹏 陈中亚 李倩

刘涵 范勇勇

冷传旭 王传 艾丽娜 焦

强 殷自强 毕海明 孙宇

菲 康雪宁 金群昊

吕昕 赵玺 张琪

牟海波 刘晗 张林清

张志超 陈玉玺 李钧轲

陈璐 王鹏 张博伦

徐玥 刘婷婷 雷建平

何勇 张丹妮 陈晓琦

杨绍伟 王嘉琳 郭雨帆

朱常规 蔡正辉 赵玉玲

胡捷 王文峰 任智会

孙传禧 李沛 李亨健

赵科 陈亮 安振芳

安玲芳 谢晨 李焱冉

虞义勇

217 人

高嵩 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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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建志 王

磊 袁翔 江飞 付萌 谭昊 孙中强 王春霖 吴志

晨 邸泽鹏 魏瑶 张慧璇 冯利 闵建雄 潘林冬

林智恒 黄盐 张惟 伊善堂 张文强 姜睿 王震

仲毅 孙学诗 崔尚公 毕东杰 安振振 蔡宗伟

张卓 林纪江 王妍妍 叶清 牛建伟 李昭颖 薛

碧颖 王丽艳 张勇 钟伟 段海钦 董冰洁 郑祺

亮 吕迎秋 臧艺博 强萧萧 张照鹏 翟珂 郝娅

楠 黄孝钰 李梅娜 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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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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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珂 唐子文 郑洪浩 单锐 滕珊 宋

龙龙 李盼 张宝强 康宇璇 伊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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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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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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佳 于兰芳 李通通 张蕾

薛文静 张雅淇 罗珂 皇甫雪睿 唐荣 周春 张

自豪 李梦君 田举 马芳芳 苗晓明 吴珊 王飞

飞 杨远东 宁泽 李舒豪 丛帅 纪金龙 陶建丽

杨刚 常继强 冯智泉 刘爽 刘晓航 齐富康 叶

文星 曹伟 赵盖博 刘波 孙文亮 吴卫华 郭峰

松 李瑞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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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转玲 海洋地质大数据的管理与处理分析 杜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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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太昆 复杂地区三维非地表一致性静校正方法研究 张建中

赵慧 基于非结构网格的大地电磁二维正反演算法研究 李予国

刘明 渤海中部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响应 范德江

刘博 冲绳海槽的地质属性及其动力学机制 张国伟

邢国攀 现代黄河三角洲沉积动力分区

及其沉积效应

王厚杰

张一凡 琼东南盆地晚新生代生物地层学与古环境重建 张训华

刘金庆 山东半岛南部近岸泥质体的沉积演化与物源研究 曹志敏

赵蒙维 北大西洋北部MIS8 期以来沉积记录及其对气候变化和北大西洋暖流的响

应

范德江

王鹏程 婆罗洲岛及其周边 中新生代增生造山过程及板块重建 李三忠

蒋玉波 东海陆架盆地台北低凸起构造特征与形成演化 张训华

许立青 华北地块中部晚中生代以来伸展隆升：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 张国伟

国坤 冲绳海槽火山岩岩浆源区组成及俯冲组分影响的研究 翟世奎

罗鸣 电阻率各向异性海洋可控源电磁正反演研究 李予国

严波 任意方位电偶源的海洋可控源电磁场三维正反演 李予国

李建超 南黄海冷水团季节变化及悬浮体输运模式研究 李广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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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 全新世至人类世：不同时间尺度黄河三角洲的演化历史及人类活动的控制

作用

王厚杰

修淳 西沙石岛新近纪以来生物礁发育与环境演化 翟世奎

岳龙 高精度时频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 刘怀山

DADA

OLUSEGUN

Evolution of shoreline change along the Niger Delta coast, Gulf Guinea during

the last 100 years

李广雪

宋晓丽 浒苔绿潮的固碳作用及强度研究 翟世奎

叶益信 海洋可控源电磁法三维有限元正演及电导率各向异性影响研究 李予国

方云峰* 深海地震资料全三维表面多次波预测技术研究 李庆忠

石太昆* 复杂地区三维非地表一致性静校正方法研究 张建中

赵慧* 基于非结构网格的大地电磁二维正反演算法研究 李予国

硕士毕业生

张剑 珠江口—东平区近海沙体沉积特征及成因 李广雪

宋振杰 2010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河口泥沙输运过程数值模拟研究 王厚杰

李松 调水调沙影响下黄河入海泥沙的变化及河口沉积环境效应 王厚杰

潘瑞伟 黄河口埕岛海域典型区块水下三角洲稳定性控制因素研究 曹立华

惠格格 南海北部新生代盆地东西对比及水合物成藏模式分析 张国伟

逄悦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体颗粒组构和自生重晶石研究 范德江

冯哲 青岛海滩表层沉积物的磁性特征及输运 王永红

高星华 九龙甲烷礁及其附近海域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地质特征 张海啟

李梦星 西北印度洋 Carlsberg脊轴部沉积物矿物学与地球化学特征 翟世奎

张涛 黄河口羽状流扩展对调水调沙的响应 王厚杰

尹砚军 莱州湾东岸三山岛——界河近岸海域冲淤特征研究 吴建政

张臻 Dupal 异常成因机制及幔源岩成因探讨 李三忠

罗宗杰 东营港海域冲淤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吴建政

梁玉蕾 三峡大坝启用前后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悬浮体分布变化 褚忠信

袁鸿洁 新民油田民 114 区块地震解释与储层预测研究 赵广涛

陈文良 莱州湾西部海域沉积物运移特征研究 吴建政

曹佳琪
琼东南盆地深水区 YL19-1-1钻井岩心重矿物和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沉积环境

与物源的指示
翟世奎

杨雯 基于粒度和磁学特征的北戴河中西海滩沉积物输移趋势分析 王永红

伊伟东 近岸视频在海滩时空变化监测的应用——以青岛石老人海滩为例 于新生

肖鹏 “数字海底”－埕北海域海底数据集成管理与可视化 李安龙

陈中亚 南黄海中部陆架上新世以来沉积环境演化研究 李广雪

李倩 松辽盆地南部某凹陷南缘营城组储层预测及评价 张进

刘涵 快慢速扩张洋中脊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岩浆过程对比-以 EPR和 SMAR 为例 韩宗珠

范勇勇 近百年来黄河三角洲毗邻海域高分辨率沉积记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毕乃双

冷传旭 南黄海中部泥质区 H07孔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环境和物源意义 赵广涛

王传 西南印度洋中脊玄武岩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与成因研究 韩宗珠

艾丽娜 南黄海中部泥质区全新世中期以来沉积物来源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韩宗珠

焦强 埕岛海域冬季大风对海底稳定性的影响——以 CB30A 平台及路由区为例 曹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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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自强 长江口海域海洋环境要素的时序特征 刘冬雁

毕海明 敦煌盆地侏罗纪主要成烃层位沉积特征研究 许淑梅

孙宇菲
渤海中部 BZ01与 B62 柱状样沉积物地球化学记录及其对物源和沉积环境的指

示意义
韩宗珠

康雪宁 我国典型中小入海河流水沙通量变化 刘冬雁

金群昊 渭河流域植被覆盖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王厚杰

吕昕 惠州 21-1油区 K 系列储层非均质性及隔夹层描述 姜素华

赵玺 海上垂直缆多次波提取及联合成像方法研究 张进

张琪 波浪作用下粉土质海床动力响应特征分析 徐继尚

牟海波 多波地震联合逆时偏移成像方法研究 何兵寿

刘晗 基于同步挤压 S 变换的地震频谱成像方法研究 张建中

张林清 流体指示因子反演方法研究及应用 张会星

张志超 同步压缩小波变换及其在地震勘探中的应用 张会星

陈玉玺 杏南开发区沉积微相自动识别技术研究 孟凡顺

李钧轲 利用测井资料评价西湖凹陷某区块含气性 姜效典

陈璐 随钻地震弱信号扶植技术研究 童思友

王鹏 双相介质地震波方程逆时偏移方法研究 张会星

张博伦 SPGL1 算法在地震资料随机噪声压制中的应用 王林飞

徐玥 利用叠前弹性阻抗反演进行致密砂岩气的储层预测研究 姜效典

刘婷婷 海洋 CSEM 法对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可探测度的分析 李予国

雷建平 南海南部重力异常特征及深部构造研究 姜素华

何勇 基于震源扫描的高精度微震定位方法及其改进 张建中

张丹妮 融合叠前地震分频多属性参数预测西湖凹陷 X 区块“甜点” 姜效典

陈晓琦 海上垂直缆地震数据的 AVO分析 张进

杨绍伟 多波地震逆时偏移中的纵横波拉伸机理与校正方法 何兵寿

王嘉琳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地震敏感属性分析研究 童思友

郭雨帆 应用地震层析成像研究东亚大陆边缘东北部俯冲带结构和俯冲特征 姜效典

朱常规 多波地震静校正方法研究 何兵寿

蔡正辉 基于自由表面多次波的地震干涉成像研究 刘怀山

赵玉玲 现代黄河三角洲附近海域表层沉积物地球化学分区及物源分析 冯秀丽

胡捷 波浪作用下粉土海床泥沙运动动力过程研究 董平

王文峰 基于 Radon 变换的海洋垂直缆多次波压制 刘怀山

任智会 海阳近岸岸滩演化及控制因素研究 胡日军

孙传禧 深水 OBS 镜像偏移成像方法研究 童思友

李沛 胶东采空区塌陷危险性评价与治理技术研究 冯秀丽

李亨健 山东半岛重点海水浴场岸线变化及沉积物运移 李广雪

赵科 胶州湾跨海大桥对海湾沉积动力环境变化的影响 乔璐璐

陈亮 渤海电火花源小道距短排列高分辨率多道地震资料关键处理技术研究 童思友

安振芳 海洋三维立体 VC观测系统优化设计研究 张进

安玲芳 叠前地震属性技术在胜利油田郭局子洼陷沙二段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张进

谢晨 戈壁砾石区散射噪声形成机理及压制方法研究 刘怀山



126

李焱冉 粘弹性介质可变网格有限差分数值模拟技术研究 孟凡顺

虞义勇 渤海西部沉积物黏土矿物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王永红

*往年毕业，本年度申请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