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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基本情况

1. 实验室名称

中国海洋大学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学科(领域)分类

学科(领域)：海洋科学

3．依托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

4．主管部门

国家教育部

5．实验室主任

翟世奎

6．通讯地址

青岛市松岭路238号

2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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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年度内开展的主要工作和运行费的使用情况

二、实验室工作纪要

按照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与建议以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有关规章制度，实验室顺

利完成了2012年的各项工作任务。拓展了学术交流与影响；研究成果的水平得到了明

显的提升；进一步强化了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取得了新突

破；2012年在研项目和2013年启动项目经费总额突破了亿元大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其中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经费占60%以上；通过多种方式积极组织或参与了国内外学

术交流；实验室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一）科研项目和经费

实验室2012年在研及新批（2013年启动）各类科研项目共计236项，合计经费

11999万元（见附表1），包括：

项目或课题类别 数量 经费

973及重大专项课题 7项 1179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6项 2077万元

863项目 3项 2746万元

公益项目 2项 218万元

省部委项目 22项 3125万元

横向项目 166项 2466万元

开放基金 2项 13万元

其他 8项 175万元

总计 236项 119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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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科研项目占总项目额度

科研项目分类统计

（二）科技成果

1. 学术论文

实验室共发表学术论文60篇，其中SCI和EI收录27篇（见附表2）。

2. 专著

实验室共出版专著1部（见附表2）。

3. 专利

授权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共计10项（见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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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奖

获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山东地学科技创新奖二等奖1项。

（三）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1. 队伍建设

引进具有博士学位青年人才3人，出国短期学术研修5人次。

2. 人才培养

研究生培养：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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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门，累计3040个学时。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63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4人，硕士研

究生49人（见附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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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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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余门，累计3876个学时。指导本科毕业生102名。

（四）开放与交流

国际合作项目：

李广雪教授研究团队与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开展黄河三角洲的科研合作，李

予国教授研究团队与Helmholtz-Zentrum for Ocean Research (GEOMAR)联合进行内

蒙古勘探研究。

对外交流：

本年度共有6人次参加国际会议（见附表6）。

国内外专家来访：

本年度，共有多位国内外专家前来访问，并就学术和合作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讨

论（见附表6），召开多次不同层次的学术报告会。

（五）学术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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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技支撑条件建设

实验室作为依托单位中国海洋大学“211工程”、“985工程”的重点建设单位，本

年度投入经费共计506.4万元，主要用于实验室硬件条件建设、基础设施改造。所增

置的仪器设备见下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服务方向/用途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万元）

1 集群系统 重力、构造资料处理 套 1 2045000 204.5

2 工作站 地震资料处理 套 1 205000 20.5

3 GPU计算集群系统 地震资料处理 套 1 830000 83.0

4 浅地层剖面仪 浅地层剖面探测 套 1 406605 40.7

5 声学释放器 海底观测 套 1 92658 9.3

6 温盐深测量仪 海洋环境调查 套 1 139844 14.0

7 液压绞车 海洋底质取样 套 1 145000 14.5

8 等离子体震源 高分辨海洋地震探测 套 1 1200000 120.0

总计 8 506.4

（七）运行管理工作

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实验室严格执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的有关规章制

度。紧紧围绕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等重点内容，积极稳妥地

开展工作，努力落实建设计划和目标，根据学科发展特点，科学合理的调整建设方案。

经过重点建设，圆满完成了本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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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室年度重要成果介绍

（一）海洋沉积与工程环境研究方向

本年度围绕中国东部陆架海开展研究，发表论文 16 篇，国际刊物审稿 4 篇，完

稿拟投国际刊物 3篇。主要学术进展包括:

1. 围绕国家重点基金，在南黄海沉积体系研究获得系列新认识

（1）获取了长江三角洲海岸线，分析了三角洲近半个世纪的岸线演变，探讨了影

响因素。

三峡大坝启用所引起的环境效应为世人所瞩目。基于 Landsat 卫星影像，提取了

1974 年至 2010 年期间间隔约 8年的长江三角洲海岸线。结果显示，在 1974 年至 2010

年的 40 多年时间里，长江三角洲海岸线持续向海推进，即三角洲持续进积。这个时

间段里，三角洲陆地面积增加 667km
2
，年净造陆速率为 18.5 km

2
/yr，最大的进积发

生在崇明岛与南汇的东侧，其岸线分别向海推进了 8km 与 6km。研究发现，在三峡水

库大量拦沙与长江入海输沙量剧减的背景下，控制三角洲陆地面积持续增加的主要因

素是长江口附近的围填海工程等人类活动。包含该成果的论文已被杂志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接收。

（2）建立了东部陆架海三维长周期环流与泥沙输运数值模型，对东部陆架海的水

平环流与垂向环流进行研究，对泥沙输运与动力机制进行研究，重点是典型泥质区。

在 ECOMSED 模式基础上，建立一个σ坐标系下三维斜压预报模式，考虑真实水

深地形、外海出入流、主要分潮、海面风应力、海水温盐、大气热强迫以及大河的

水沙输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较好地模拟了东中国海环流情况；在此基础上，开展

泥沙输运模拟。从陆架海环流、泥沙输运、动力机制等沉积动力学角度开展东部陆

架泥质区现代沉积动力过程与机制的系统的研究，以期为解释东部陆架泥质沉积体

系形成与演化机制提供借鉴与指导。已完成的工作：基于模拟结果，结合前人成果，

论述了东部陆架海主要环流体系（黑潮、台湾暖流、对马暖流、东海沿岸流、黄海

沿岸流、长江冲淡水）、中尺度涡旋与切变锋等的主要特征。泥沙输运模拟结果正在

分析进行中。

（3）基于 LISST 数据的冬季南黄海悬浮体分布特征

基于 2007 年 1 月南黄海高分辨率 LISST 观测数据，结合水样抽滤、CTD 温盐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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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将 LISST 体积浓度转化为质量浓度，首次对冬季南黄海中部悬浮体浓度分粒

级分析，并细致刻画了南黄海中部悬浮体的垂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南黄海三剖面

的 LISST 体积浓度数据与抽虑质量浓度相关性较好，转化后的 LISST 数据与抽虑数据

相比能够更细致刻画悬浮体的垂直分布；受海流影响，南黄海海底存在多个高悬浮体

区域：沿岸流控制下的悬浮体主要为细颗粒物质，黄海暖流控制下的悬浮体主要为粗

颗粒物质；海洋温跃层明显促进了近底层悬浮体的富集。

（4）建立渤黄东海沉积动力学数值模型，对南黄海中部泥质区沉积动力机制开展研

究

本年度课题组在上年度建立的渤黄东海三维环流数值模型基础上，建立、验证渤

黄东海沉积动力学数值模型。模型分别对 0.0039、 0.0156 和 0.0625mm 三种泥沙

粒径悬浮输运进行数值模拟，并将模拟结果与 2007 年 1 月南黄海中部断面悬浮体分

布进行对比，数值模拟结果能够较好的反映该海域的悬浮体分布特征。分别设计潮动

力、冬季风强弱变化、温盐分布等几种数值实验，研究南黄海中部泥质区的沉积动力

机制。初步模拟结果表明，南黄海中部为弱潮动力区，潮流对南黄海中部泥质区的北

部沉积有所贡献，并且沉积区受南黄海潮汐锋影响明显；冬季风与黄海暖流的作用下，

南黄海中部底层黄海暖流区对应高悬浮体浓度，且黄海暖流与周围水体形成的温跃层

会使悬浮体跃层更加明显，风与黄海暖流的动力条件，对南黄海中部泥质区的东侧沉

积有所贡献。（拟向国际刊物投稿三篇文章）

2. 多学科结合开拓深海高精度三维综合勘探技术方法体系

地质与地球物理学科结合，针对我国在深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多金属矿产资源

和海洋地质灾害调查等方面的技术难点，突破国外技术限制，成功研制了达数米级分

辨率的宽频、高精度小道间距多道地震系统，集成多波束、声纳、浅地层等调查技术，

打破常规，形成了同船作业的高效技术系统，逐步构建现场采集、室内信号处理、地

层成像以及地质解译相结合的新的方法体系，该方法体系正在中国相关海域得到逐步

应用，发现了多个深海资源远景区，填补了相关海域地质资料和地质认识的空白，得

到国家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二）海底资源与成矿作用研究方向

本方向在 2012 年度主要在西南印度洋现代海底热液活动研究、南海深水油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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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勘探、海底探测技术开发三个方面开展了工作。参加了大洋协会组织的西南印度洋

现代海底热液活动调查，重点研究了琼东南盆地深水油气资源沉积古环境，成功组织

申请了“国家 973”项目（西太平洋典型弧后盆地热液活动及其环境效应）课题 1 项

（岩浆活动与热液系统的相互作用）。主要学术进展包括：

1. 南海深水油气资源沉积古气候与古环境研究

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2011ZX05025），在南海深水油气资源沉积古气候与古环

境研究上去的一批新的成果：

（1）油浸泥浆样品处理：根据前人工作经验和地球化学分析样品的要求，试验

摸索出了油浸泥浆样品的洗油预处理方法——索氏提取器“有机蒸馏萃取法”。索氏

提取器“有机蒸馏萃取法”可以有效地洗除样品因钻井油浆而沾染的油渍，洗油时间

为 20h。该方法已实际应用于油气资源勘探中地球化学和古生物分析样品的处理中。

（2）井—震地层标定：迄今，已在琼东南盆地周围打了１０多口钻井，收集分

析了这些钻井的资料，进而分析标定了新增深水钻井的地层结构。

从大量地震资料分析，琼东南盆地地层以 T60 反射层为界分为上、下两个构造层

序，下构造层代表早期裂陷作用形成的产物，上构造层代表晚期裂后坳陷作用形成的

沉积，其间为构造不整合界面（T60 地震削截不整合）。T60 标志着古近系和新近系之

间的分界面。早期裂陷作用期沉积充填明显地受断陷作用的控制，快速沉降和充分的

物源补给决定了沉积体系类型的多样性特征。T60 之下的陵水组和崖城组应是油气资

源勘探远景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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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图形对比分析建立深水区地层格架,分析探讨了中央水道沉积充填的顺

序：利用图形对比及生物地层对比技术，目前已针对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浅水区新近

系地层进行了骨干剖面的层位追踪，建立了较为精细的地层格架。

2. 深海海底边界层原位监测技术

“深海海底边界层原位监测技术”（2009AA09Z201）为“十一五”863 计划课题，

执行时间为 2009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课题目标是：针对深海海底边界层在成矿、

沉积和生物作用过程中的特殊意义，研制具自主知识产权的模块化、开放式、使用灵

活方便的深海海底边界层长期原位观测系统，实现海底边界层成矿环境、动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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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及其变化过程的现场、多要素、长时序的实时监测。

根据课题年度工作计划及考核指标，2012 年在圆满完成海底边界层原位环境监测

系统（Benvir）的集成、统调、以及历时 36 天的水池试验基础上，分别在我国南海

中央海盆和南海北部陆坡区成功开展了两次深海试验。第一次深海试验是搭载“东方

红 2”号调查船（国家基金委 2012 南海海洋学综合 B航次第二航段），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至 27 日在南海中央海盆区进行，系统水下原位试验 15 天，获取了原位监测数据

和视像资料，初次检测了 Benvir 实验样机在深海环境下的机构平台性能及其工作稳

定性,达到了海试目的；Benvir 的第二次深海试验是搭载“海洋四号”调查船（结合

中国地质调查局 127 专项），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至 19 日在我国南海北部陆坡海域进

行，试验共实施了 2 个站位的投放、回收以及坐底观测试验（试验分别持续 25 小时

和 109 小时），本次试验不仅检验了 Benvir 整机机构平台在深海环境下多次投放与回

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还首次获取了我国南海陆坡区近海底界面较完整的长时序连续

观测数据，包括 ADCP、ADV、CH4、CO2、DO、pH、温度、盐度、浊度等。

Benvir深水水池试验

a-系统入水（2012年1月18日）；b-系统浮出水面（2012年2月23日）；

c-准备起吊；d-系统吊出水池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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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陆坡区水合物

系统的海底界面过程及其

环境效应是当今颇为关注

的科学问题之一，也是我国

海底水合物资源勘探、开发

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

工作，Benvir 的研制成功，

为深入研究海底水合物系

统的海底界面过程,评估其

可能的环境效应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3. 冲绳海槽中部沉积物中热液源组分的顺序淋滤萃取研究

该成果针对冲绳海槽多种物源沉积作用混杂的特征, 采用顺序淋滤萃取方法对

海槽中部受热液活动影响的 H9 岩芯沉积物进行了分离。 将沉积物分为可交换态、碳

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有机结合态和残渣态 5 个部分, 确定了不同元素在

不同结合态中的分配比例。 结果表明，热液源组分主要赋存于铁锰氧化物结合态之

中, 80 cm 以上层位沉积物中 Fe, Mn, Pb, Co, Cu,Ni 和 V 在铁锰氧化物结合态中含

量和比例相对下段显著增加, 以Mn 和Pb 最为典型, 比例均超过50%, 反映80 cm 以

上层位受热液影响显著。文中根据 80 cm 以上层位铁锰氧化物结合态中各元素含量简

单估算了热液源 Fe, Mn, Pb, Co, Cu, Ni 和 V 的堆积速率, Mn 元素堆积速率与洋

中脊和 Lau 海盆等构造环境产出的热液影响沉积物相当, 而 Cu 和 Fe 有所偏低。该

成果在《中国科学：地球科学》杂志发表。

该成果表明在本实验室已成功建立该顺序淋滤萃取方法，可以推广应用于复杂沉

积环境下热液源组分分离。同时，该方法也已用于长江口沉积物中污染金属元素的萃

取分离，是环境污染评价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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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岩芯各元素在不同结合态中含量的分布

（三）海底能源探测与信息技术方向

本年度围绕油气探测开展研究，在研及新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项，国

家十二五“863”重点项目子课题 1 项，地质专项 1 项，发表论文 9 篇，批准发明专

利 1项、软件著作权 7项。获得初步认识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海洋 CSEM 装备研制

基于国家 863 计划课题子课题《海洋可控源水下系统装备研制和理论研究》(编

号 2012AA09A20101)进行海洋可控源电磁（CSEM）探测方法基础理论研究和总体探测

方案设计、海洋 CSEM 发射系统和海底电磁采集站的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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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CSEM 发射系统研发：完成了大功率电磁脉冲逆变技术方案论证，发射机承

亚舱内散热方式、结构散热设计和尺寸估算，内部结构的初步设计，对发射机承压舱

内散热进行初步计算；完成降压变压器的初步设计和试制，对发射电流稳流技术论证，

完成可控硅控制电路分析、选型；确定海洋电磁数据核心参数格式，调试电力载波底

层程序；完成宽输入电源模块（控制电路）测试。

海底电磁采集站研发：完成了海底电磁信号采集技术的总体方案设计；完成了海

底电磁数据记录仪的总体设计和海底电磁数据记录仪原理样机的硬件电路设计实现，

如图 5所示。现正进行系统软件设计、性能测试和设计优化；完成了信标的总体设计

和信标原理样机的硬件电路设计实现，正进行系统软件设计、性能测试和设计优化。

完成了海底电磁采集站移动式操控仪的总体设计以及基于 GPS 的高精度授时与校时方

法设计与验证；完成了海底电磁采集站实验室测试系统的总体设计，研制了实验测试

用电流发射装置；根据课题计划，完成了采集站的总体方案设计，确定了外购件的选

型，目前正在进行各个子系统的优化及仿真计算。

制作完成的数据采集记录仪电路板

2. 地震反射波同相轴斜率层析成像方法研究

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起伏地形有限频率地震斜率层析成像方法”，本年

度主要研究了地形起伏对地震反射波同相轴斜率属性的影响特征、消除地震斜率属性

中的地形效应和对斜率进行校正的方法、从地震数据中拾取反射波同相轴斜率属性的

方法，从而提出了适于起伏地形地区的地震反射波同相轴斜率层析成像方法，为复杂

地区的地震成像提供一种建立地下速度模型的新方法。

3. 三维地震初至波菲涅尔体层析成像方法研究

山前带成为我国油气勘探的重点区域之一，针对这类地区地表起伏剧烈、构造发

育和速度变化复杂，地震资料品质差，成像质量不高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三维地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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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波菲涅尔体层析成像方法，为山前带的地震静校正和叠前深度偏移成像提供近地表

速度建模技术。该技术在新疆山前带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4. 基于海洋地震学的近海海洋水体特性研究

地震海洋学方法是 21 世纪初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海洋现象观测方法，也是地球物

理学与物理海洋学学科成功交叉融合的学科。与国外相比，其研究区域目前更专注于

深海大洋的研究，由于近海海域的复杂性，对近海海域的研究尚基本处于空白区域。

项目通过对近海地震海洋学方法的研究，初步解决了用较好的手段方法压制近海水体

噪音并将反射地震波场特征与水体物理特性相结合这一难题，通过速度分析、多次波

压制、叠加、偏移等方法的应用与实践，研究了我国近海海域海洋水体温盐细微结构，

使水平方向的研究尺度从传统方式的数以公里计提高到 10 m 左右，并获得了水体的

海洋温盐结构特征。

5. 海底顶层电火花源及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立体探测系统研究

近年来各国对海洋水合物、矿产资源、洋底生物圈的兴趣急剧增加，迫切需要能

够精确探测海底结构的先进探测技术。初步研究了电火花单震源、组合震源和编码震

源的波场响应机理，建立单震子波信号特征模型和最佳震源组合；同时也研究了用水

平缆、垂直缆、海底缆和 OBS 组成立体观测网，对海底顶层不同探测目标形成最佳布

设，通过海试标定电火花震源。有望将各种地震探测方法组合成一个新型海下立体探

测系统。针对海洋天然气水合物产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储层厚度薄（大多不超过

几十米）等特点，为了更好地识别水合物的地震属性（如波阻抗、AVO 等），拟采用水

面拖缆、垂直缆、OBS 等相结合的非常规地震立体探测方法，拓展地震勘探频宽，提

高地震波反射角覆盖范围，初步研究了与新型采集系统相匹配的非常规地震资料采集、

处理和分析方法。

（四）大陆边缘构造与盆地分析研究方向

2012 年度共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9 篇/3 篇 EI 收录，其他国内核心刊物 15 篇。主

要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Precambrian Research》、《岩

石学报》、《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本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

李三忠教授作为课题负责人新申请获得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底灾害项目 1项。作为

核心成员单位参加了西北大学“大陆构造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工作，成立了洋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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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研究所，为海陆对比研究和深海大洋，特别是俯冲带研究奠定了平台基础。围绕

国际构造地质学界早期地壳演化、大陆边缘演化、板内变形等前沿科学问题，2012 年

度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海盆地群及其盆地动力学、长江中下游逆冲推覆构造、钦

杭成矿带构造分析、华北克拉通中部构造变形、渤海湾盆地成因分析和华北克拉通前

寒武纪演化的探索研究方面，取得以下成果：

1. 系统论述了南海盆地群及其盆地动力学过程，发表了系列成果

南海主要形成于新生代，发育有众多的新生代盆地，按发育位置，总体可分为陆

架盆地、陆坡盆地和深海海盆，陆架、陆坡盆地成因上与大陆边缘的裂解、转换密切

相关，可分为：走滑拉分-伸展盆地群、挤出-断陷盆地群、伸展-俯冲挠曲型盆地群，

这些盆地进一步发展可形成不同阶段的洋盆群，西南次海盆发育程度低，中央次海盆

发育程度高，因而南海盆地群的盆地动力学不是单一的动力学机制下形成的，机制非

常复杂多变。这些盆地新生代以来经历了神狐、南海、东沙等多期构造运动，形成了

复杂的角度不整合分布，且这些角度不整合时空上存在一定迁移规律。伴随着盆地构

造迁移演化，断裂、岩浆、沉积沉降中心、成藏、灾害等都表现出显著的跃迁规律。

南海成因的动力学背景复杂，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板块动力因素既有东侧太平洋板

块俯冲、菲律宾海板块楔入的影响，又有西侧印度洋板块斜向俯冲、洋中脊俯冲，还

可能有北侧青藏高原隆升、大陆块体挤出的影响；同时，深部底侵、拆沉、地幔柱、

地幔水化过程等地幔动力学背景也不可忽视。最终提出南海海盆的开启模式可能为走

滑拉分模式，与太平洋构造域演化关系更为密切。

2. 系统分析了南海的基本构造特征与成因模型的问题、进展与论争

南海位于欧亚、印澳、太平洋三大板块交接部位，是东亚大陆边缘最大的边缘海，

其大陆边缘经历了复杂的类型转换：北部 80 Ma 左右为安第斯型大陆边缘，于始新世

逐步转变为裂陷边缘，中中新世以来逐步转变为典型被动陆缘；东侧 17 Ma 前为开放

的海域，6 Ma 以来逐渐以沟弧盆系统的俯冲带为界，成为半封闭海盆，由单向俯冲演

变为双向俯冲；西界自 34 Ma 以来逐渐转变为走滑型或转换型大陆边缘；南界 34 Ma

前为与北部对应的不对称裂陷型大陆边缘，34-16 Ma 为被动陆缘，16 Ma 以后逐渐为

俯冲消减型大陆边缘。南海成因的动力学背景复杂，有多种成因争论。板块动力因素

既有东侧太平洋板块俯冲、菲律宾板块楔入的影响，又有西侧印度洋板块斜向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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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中脊俯冲，还可能有北侧青藏高原隆升、大陆块体挤出的影响；同时，深部底侵、

拆沉、地幔柱、地幔水化过程等地幔动力学背景也不可忽视。

3. 系统解剖了长江中下游燕山期逆冲推覆构造及成因机制

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我国著名铜、铁多金属成矿带之一。本文根据长江中下游及邻

近地区构造等特征，将该区构造单元自北向南划分为华北地块、大别造山带、长江中

下游前陆构造带、扬子地块、华夏地块；并进一步将长江中下游前陆构造带细分为保

康-武汉-宿松-巢湖褶冲带、长江中下游中生代坳陷带、通山-瑞昌-石台-宁国褶冲带

三个次级构造带。在燕山早期，长江以北的保康-武汉-宿松-巢湖褶冲带逆冲构造极

性指向 SE，而长江以南的通山-瑞昌-石台-宁国褶冲带逆冲构造极性指向 NW。长江以

南褶皱样式在岳阳-通山-瑞昌一线以南由隔挡式变为隔槽式，叠瓦式逆冲断裂更发育。

在九岭-幕阜山隆起及南部的白垩纪红色盆地基底中逆冲断裂多为高角度，褶皱多为

隔槽式，元古宇的浅变质岩卷入逆冲作用，为典型的厚皮构造。长江以北的紧闭同斜

褶皱主体形成在印支期，随后被早燕山期的逆冲推覆作用改造。结合野外地质调查，

通过对已有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深地震剖面重新解释，发现以长江为界，长江中下游

地区北侧深部、浅部构造处于耦合状态；而南侧深部、浅部构造已经脱藕，形成上下

地壳的“鱼骨刺”结构，深部构造可能是是印支期扬子地块向华北地块下俯冲的残余

结构。长江中下游地区浅部从北向南的逆冲作用应该与大别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岩挤出

有关，而从东南向北西的逆冲推覆作用可能同中侏罗世古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俯冲

有关。

4. 进一步论述了华南钦杭结合带东段成矿特征与构造背景

钦杭结合带是中国华南重要多金属成矿带，位于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结合部，北

西以景德镇-湘潭-凭详深断裂带为界与扬子地块相邻, 南东与华夏地块的边界为绍

兴－萍乡－北海深断裂。在其漫长的地史时期主要经历了晋宁、加里东、印支、燕山，

依次经历了洋壳俯冲与陆-陆碰撞、聚合造山、统一华南陆块形成、陆内强烈褶皱变

形、燕山期地块活化、中生代大规模岩浆岩侵入与喷发、陆内成盆等发展阶段，导致

钦杭结合带内存在有特征各异、形成时代不同的多期多种矿床集中出现。不同期次和

特征的构造运动控制着相应的成矿作用。其中燕山期是钦杭结合带的成矿高峰期。

5. 开展了山西南部燕山期类隔挡式褶皱构造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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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地区自西向东发育一系列 NNE 向背斜与向斜。背斜地区主要出露太古代结晶

基底或早古生代地层，向斜核部出露的最新地层则是三叠系。在宁武-静乐盆地、太

原西南水浴贯等地可见零星或成片分布的侏罗系残存，部分地区可见残留的白垩系，

与侏罗系呈不整合接触。根据卷入地层时代分析，这些褶皱应为燕山期变形产物。背

斜区域地层相对较陡，核部或翼部发育大量 NNE 向逆冲断裂，太古代结晶基底同样卷

入变形；而向斜核部地层非常平缓，产状近于水平。山西南部整体构造表现为一种类

隔挡式褶皱构造特征。在吕梁山区、霍山背斜带及太行山沿晋获断裂一带均可见燕山

期岩浆岩体分布。根据这些岩体的同位素年龄及前人节理统计结果，可知该区在晚侏

罗至早白垩世于 NW-SE 向的挤压应力场下发生了剧烈的构造运动。同时期，华北地区

及整个中国东部都表现出相似的构造特征，而古太平洋板块正 NW 向往亚洲板块下俯

冲，因此，晋南地区的类隔挡式褶皱的形成可能与太平洋板块俯冲有关。

6. 作为核心成员单位加盟西北大学“大陆构造 2011 协同创新中心”，侧重洋—

陆交接转换带的研究：

2012 年 5 月和 9月地学院 8位教授先后应邀参加了西北大学组织的“2011 计划”

研讨会，张院士领衔组织国内大学、院所 20 多家单位申报“2011 计划”项目，中国

海洋大学地学院作为核心成员单位，将重点开展西太平洋俯冲带动力学研究，揭示洋

-陆耦合地球动力学机制。大陆构造协同创新中心是在 2009 年建立的 “固体地球科

学重点实验室联盟”的基础上，通过国家 973 项目、国家和部门重大研究计划等基础

上构建的。在重大科学问题引领下，牵头与协同单位在创新组织与管理模式下，通过

强强联合、多学科交叉的协同攻关，为大陆构造协同中心的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中

心拥有国家级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4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21 个，拥有地学理科

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4个，显示了强大的学科实力。中心各单位拥有一

批以院士、杰青、千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

人才等为首的研究团队，其中包括基金委创新团队 1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4个，形

成了极为强大的研究实力和人才储备。中心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6个，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 11 个，初步建成了由一系列大型先进仪器设备构成的实验与探测平台。围绕大

陆构造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协同单位间通过密切协作，已在青藏高原隆升与地壳增厚、

华北克拉通破坏、超高压岩石形成与折返、大陆演化与生命过程、造山带与盆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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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矿成藏作用等取得全球瞩目的研究成果，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12 项，为创建大陆构造新理论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建立以“共同志趣、互利互惠、协同发展”为基础、集“人才、学科、科研”为

一体的协同创新中心；试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CPI 为核心的科研运行机

制，通过统筹设岗、公开招聘、跨部门和校/所聘任，组建科研和支撑队伍，将现有

的行政职能系统转变成为科研和教学提供支撑和服务的部门。试行 “专兼并行”的

人事管理机制以及与之配套的人事工资加岗位津贴的“二元薪酬”结构。建立“顶层

设计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新型科研运作模式；探索“注重质量、内外结合、量性兼

备”的新型评价机制，营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和团结和谐、人文关怀的

文化氛围。通过核心仪器设备汇聚、完善共享共用方案，组建物质组成分析、深部结

构探测、物理和数值模拟三大实验探测平台；建立寒武纪地质学、大陆演化与生命过

程、大陆物质组成与结构等 10 个学科团队，围绕大陆起源与早期演化、大陆生长和

再造及超大陆聚散、大陆构造动力学、大陆与生命和环境协同演化、大陆构造过程的

资源效应五个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协同攻关，并将科研和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探

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7. 2012 年 12 月 18 日正式成立了中国海洋大学洋底动力学研究所，依托海洋地

球科学学院，侧重深海大洋的俯冲带和洋中脊开展研究：

张国伟院士 2010 年 10 月正式受聘中国海洋大学后，积极推动学院学科和科学研

究建设，在科技项目、人才引进、本科教学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和关键作用。他多次与

地学院教授座谈，并于 2011 年 4 月参加了 2天的地学院发展研讨会，全院教师研讨

并经各级领导同意，提出了组建洋底动力学研究所设想；经过近两年的不断筹备与完

善，2012 年 12 月 18 日学校正式下文组建洋底动力学研究所，为今后成为汇聚相关高

端人才的高地，抓住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开展高端研究奠定了平台基础。在不久的将来，

该研究所的研究和成果必定会独树一帜，占领该领域的国际国内学术高峰。

洋底动力学研究所将突破传统地质学理论和板块构造理论，在地球系统科学思想

的指导下，以海洋科学、海洋地质、海洋地球化学与海洋地球物理等高新探测和处理

技术、数值模拟技术为依托，侧重研究洋脊增生系统、深海盆地系统和俯冲消减系统

的动力学过程，以及不同圈层界面和圈层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传输、转变、循环

等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在当前地学发展态势下，加强深化洋-陆对比与洋-陆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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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研究，深化认识研究大洋。从整体固体海洋学和多学科洋-陆相结合的研究，为

探索海底起源和演化、保障人类开发海底资源等各种海洋活动、维护海洋权益和保护

海洋环境服务。

以推动学校和学院创新力量协同创新为纽带，以创新能力提高为突破口，聚焦“国

家需求、世界一流”的当代洋底动力学发展前缘重大核心科学问题，紧密结合“高等

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 计划），形成校-所、院-所、系-所、所-所联合的科

技创新联盟，为切实认真实施“洋底动力学研究所”的既定目标,深度开展洋底动力

学基础研究；充分发挥学院优势研究力量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重要结

合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构建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重大基础

研究的“洋底动力学研究所”，探索深海大洋固体圈层的重大基础研究协同创新科技

联合体和建立协同创新平台运行模式。

四、依托单位给予的支持

作为依托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将实验室

列入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建设单位；在实验室硬件条件建设、基础设

施改造、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支持、实验室运行经费支持等方面，依托单位都给

予了较好的支持。

五、存在问题与下年度计划

主要的问题：本室对外宣传工作有待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仍然不足；实验室基

金建设和项目管理有待加强；优秀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强化，特别是学科方向领军人才

的培养与引进。

下年度计划：

1．学科建设

强化学位点建设，配套完善人才培养的基础设施和硬件条件建设，不断提高学科

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以“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为学科发展核心，依托“青岛

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加强四个重点研究方向；继续将实验室建成我国以海

底科学与探测技术研究为特色的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2．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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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固定编制与流动编制相结合、流动编制实职化”的思路，在学校定岗定编

的基础上，实行国内外互动的培育机制，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继续重点培育在国际

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有知名度的学术带头人 1-2 名，并强化各研究方向学术梯队建

设，争取将研究队伍培育成教育部优秀创新团队。

3．交流合作

本室在保持本年度的对外交流基础上，积极推进各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增大交流，

鼓励本室人员积极对外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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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在研及新批项目清单

973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岩浆活动与热液系统的相互作用 973 2013-2017 310 翟世奎

2
南海生物礁古气候与古环境的地球化学示

踪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3-2014 150 翟世奎

3 南海北部深水区潜在富生烃凹陷评价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0-2013 162 翟世奎

4
海洋可控源电磁法各向异性反演及井震约

束下的处理解释技术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1-2015 100 李予国

5 基于共反射面元的天然气水合物渗透特征

研究（二期）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规划项目计划

（973计划）

2011-2013 14.2 刘怀山

6 气候变化影响下典型海岸冲淤过程及演变

趋势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
2012-2014 372 王厚杰

7 多分量地震资料逆时偏移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1-2015 71 何兵寿

总计 117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从源到汇：汞在长江流域及河口环境中的迁移

转化（4107602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2011-2013 50 翟世奎

2
海洋油气资源的可控源电磁探测方法

（4113042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2012-2016 270 李予国

3 南黄海中部环流沉积体系形成和发育与气候环

境演化的关系（41030856）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2011-2014 215 李广雪

4
原特提斯洋-陆格局及微地块早古生代聚合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2012-2016 280 李三忠

5 海底顶层电火花源立体探测系统及其成像基础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2013-2017 300 周华伟

6 基于海洋地震学的近海海洋水体特性研究

(41176077)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2-2015 72 刘怀山

7 起伏地表有限频率反射波斜率层析成像研究，

41074077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1-2013 45 张建中

8 石油套管应力磁测技术方法研究与应用

（41174157）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1-2014 83 孟凡顺

9 多分量地震资料逆时偏移后的振幅响应及校正

方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2-2015 70 何兵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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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红河断裂带海-陆岩石圈形变时空特征及演化

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2-2015 75 姜效典

11 海相碳酸盐岩储层多波地震预测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09-2012 25 何兵寿

12 长江水下三角洲浅层沉积层序对季节性沉积过

程的响应(40976020)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0-2012 51 范德江

13 中小型浮游动物的数字全系成像探测与分析方

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2-2015 70 于新生

14 沉积物-海水界面氧与 pH两维分布的双荧光传

感技术研究(41276089)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3-2016 84 于新生

15 中国东部陆架海泥质区菌生磁铁矿的形成及环

境控制因素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2-2015 72 王永红

16 峡工程对长江河口-三角洲动力沉积过程和地

貌演化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2-2014 60 杨作升

17 胶东半岛古元古代高压麻粒岩展布、变形及其

构造演化（4107215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011-2013 55 李三忠

18 部分饱和孔隙介质中地震波的衰减和频散机理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3-2015 26 张会星

19 辽东浅滩潮流沙脊演化过程及响应机制

（V09934）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2-2014 25 朱龙海

20 黄海暖流的沉积动力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0-2012 19 乔璐璐

21 黄河口羽状流对黄河调水调沙的时空响应

（41006023）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1-2013 21 毕乃双

22
东部陆架海典型泥质区现代沉积作用机理研究
（40906024）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0-2012 18 褚忠信

23 大风天气对海底管道稳定性影响机制

（41006024）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1-2013 21 徐继尚

24 弹性阻抗非线性反演与弹性参数提取方法研究

（41004046）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1-2013 20 张进

25
基于时空域相干累积算法的随钻地震钻头信号

提取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3-2015 25 王林飞

26
基于 CFP的海洋自由表面多次波成像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
2013-2015 25 徐秀刚

总计 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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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海洋可控源水下系统装备研制和理论研究

863 2012-2016 2220 李予国

2 深海海底边界层原位监测技术（2009AA09Z201） 863 2009-2012 476 赵广涛

3 海陆联合深部地球物理探测关键技术研究（S863:
2009AA093401）

863 2010-2013 50 李三忠

总计 2746

国家公益行业项目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我国砂质海岸生境养护和修复技术示范与研究
（200905008-4）

国家海洋公益
行业科研专项

2009-2012 164 李广雪

2 海洋底质环境多元地球化学评价技术及其在典型

区的示范应用（201105003-06）
海洋局公益性

项目
2011-2014 54 范德江

总计 218

省部委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负责人

1 东海海洋环境调查专项课题 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1-2012 2000 李广雪

2 海洋电磁专项课题 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1-2013 465 李予国

3 西南印度洋脊勘探区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评价 大洋协会 2012-2014 30 李广雪

4 深海电场观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山东省科技攻关 2011-2012 20 李予国

5 下扬子前陆盆地成因特征与盆山耦合关系研

究
省部级其它 2011-2013 10 韩宗珠

6 南海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构造背景及时空演化

研究
省部级其它 2011-2012 40 李三忠

7 黄河河流系统变异对三角洲沉积时空格局的

影响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009-2012 50 王厚杰

8 西南印度洋脊勘探区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评价 大洋协会 2012-2015 12 李三忠

9 青岛幅海洋沉积动力悬浮体抽滤、数据处理

与数值模拟研究
省部级其它 2011-2012 22 王厚杰

10 华北地块中部活动构造带构造特征及构造地

貌过程研究(II) 省部级其它 2012-2012 130 李三忠

11 南海北部天然气水合物成矿区地质灾害类型

与机制研究
省部级其它 2012-2013 30 李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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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胶莱盆地边界研究 省部级其它 2012-2013 39.8 李三忠

13 中国东南大陆边缘中-新生代地质构造解析 省部级其它 2011-2013 30 李三忠

14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深部找矿背景：大别和江

南造山带的构造制约
省部级其它 2011-2013 90 李三忠

15 黄河水沙变化及其河口地貌和沉积环境效应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1-2014 12 王永红

16 海底天然气水合物探测的海洋可控源电磁法

模拟研究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2-2015 9 裴建新

17 山东半岛近岸悬浮体输运季节变化及其动力

机制研究

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

家奖励基金
2012-2014 4 乔璐璐

18 马尼拉海沟海山俯冲过程与强震触发机制的

数值模拟分析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012-2015 5 戴黎明

19 盐沼有孔虫记录的胶州湾全新世海平面变化 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 2012-2014 4 龙海燕

20 随钻地震微弱信号提取方法研究 教育部新教师基金 2013-2015 4 王林飞

21 超慢速扩张洋脊多金属硫化物成矿作用研究 大洋协会 2012-2015 42 于增慧

22 印度洋脊多金属硫化物成矿潜力与资源环境

评价
大洋协会 2012-2015 76 于增慧

总计 3125

国际合作与其他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 国际合作项目 2009-1012 4 李三忠

2 任意倾斜电偶极源海洋可控源电磁场一维正反演 高校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2010-2012 9 裴建新

3 胶州湾表层底质中的有孔虫分布特征及其作为古

环境指标的应用研究
高校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2010-2012 9 龙海燕

4 深海资源勘探技术- 海洋可控源电磁探测技术研

究
海大专项 2010-2012 60 李予国

5 围填海对周边海域沉积环境影响的沉积学评价模

型研究--以葫芦岛近岸海域为例
开放实验室基金 2012-2013 3 范德江

6 海岸带全球变化响应地质替代指标研究 其他 2010-2012 10 刘冬雁

7 复杂地震地质条件下气枪震源子波模拟理论方法

研究
青岛市其他项目 2012-2013 28 刘怀山

8 基于浅水条件下的多层震源子波模拟与采集参数

设计研究
青岛市其他项目 2012-2013 45 刘怀山

9 海岸带和陆架典型沉积体系沉积动力学数值模拟 其他 2012-2013 10 乔璐璐

10 中国典型河口海岸近底边界层沉积动力过程研究 开放实验室基金 2010-2012 10 王厚杰

总计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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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课题(部分)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

源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负责人

1 前岛高端制造业集聚区（荣成部分）区域建设用海

规划

2 河北曹妃甸滨海地区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评价 横向 2010-2012 36 刘怀山

3 龙口港 27#、28#、29#通用泊位后方配套场地工程

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0-2012 25 吴建政

4 山东省围海填海及用海需求专题分析 横向 2010-2012 30 吴建政

5 山东人和集团有限公司渔港码头扩建及后方配套工

程项目
横向 2010-2012 30 吴建政

6 东海陆架盆地大中型油气田形成条件与成藏模式研

究合同
横向 2010-2012 200 赵广涛

7 蓬莱大金重工有限公司海洋重工码头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
横向 2010-2012 25 吴建政

8 华能利津风力发电一期49.5MW项目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及海域使用论证
横向 2010-2012 35 吴建政

9 南昌县昌大沙石有限公司海砂开采项目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
横向 2010-2012 20 吴建政

10 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地区域建设用海

规划论证
横向 2010-2012 200 吴建政

11 长岛-蓬莱陆岛交通货物滚装码头工程海洋环境影

响评价
横向 2010-2012 21 吴建政

12 歧口凹陷构造演化与控藏作用研究 横向 2010-2012 150 李三忠

13 钦杭结合带（东段）多幕变形构造分析与成矿作用

关系研究
横向 2010-2012 27 李三忠

14 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荣喜渔港后方配套水产加工

区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及海域使用论证
横向 2010-2012 40 吴建政

15 威海港威海湾港区客滚区防波堤工程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
横向 2010-2012 20 吴建政

16 莱州市岸滩环境整治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境

影响评价、水动力泥沙数值模拟报告
横向 2010-2012 26 吴建政

17 靖海集团有限公司海藻加工厂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

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0-2012 30 吴建政

18 海砂联合调查 横向 2010-2012 32 吴建政

19 埃克森美孚黄河口合作项目 横向 2011-2013 40 李广雪

20 中国近海海洋重力数据同化技术研究 横向 2011-2012 21 姜效典

21

潍坊港西港区 3×5000DWT液化品码头工程海域

使用论证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6×5000DWT
多用途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

横向 2011-2012 70 朱龙海

22 烟台港莱州港区 2#作业区工程数学模型试验 横向 2011-2012 40 吴建政

23 烟台港莱州港区 8#泊位改造工程海域论证和海洋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2 39 吴建政

24 烟台港莱州港区 2#作业区铁路基础及堆场工程海

域论证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2 64 胡日军

25 国华利津新能源风力发电工程49.5MW项目海洋环

境影响评价及海域使用论证
横向 2011-2013 35 吴建政

26 潍坊港总体规划、滨州港总体规划、滨州港 3吨级

散杂码头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专章
横向 2011-2012 20 吴建政

27 海阳国际帆船俱乐部游艇帆船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

证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3 20 吴建政

28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渔港工程使用海域位置变更项 横向 2011-2013 30 吴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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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29
烟台港西港区 19#通用散货泊位工程海洋环境影响

评价烟台港西港区 20#矿石转水泊位工程海洋环境

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3 28 吴建政

30 威海港靖海湾港区张家埠新港作业区一期工程调整

（引堤实心段）海域使用论证
横向 2011-2013 30 冯秀丽

31 中国西部主要块体构造纲要研究（2011） 横向 2011-2013 30 姜效典

32 数字检波器弱信号检测测试 横向 2011-2013 43 刘怀山

33 庙岛南部海域A区海砂开采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3 20 吴建政

34 胶南市游艇码头项目水动力数值分析 横向 2011-2012 30 胡日军

35 潍坊中心渔港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水沙、波浪

数模
横向 2011-2012 25 朱龙海

36 山东国华寿光发电厂一期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补充协议 1） 横向 2011-2012 21 吴建政

37 南姜渔港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3 58 吴建政

38 滨州港海港港区 1#~3#液体化工泊位工程海域使用

论证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3 28 吴建政

39 中国海监山东省总队养马岛海监维权基地改造项目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3 30 吴建政

40 中国海监山东省总队石岛海监维权基地改造项目海

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1-2013 30 吴建政

41 中国近海海洋重力历史资料整编与分析 横向 2012-2012 27 姜效典

42 TTI双相介质地震波场的三维有限差分模拟分析 横向 2012-2013 20 张会星

43 丽水凹陷层序体系动力学研究服务合同 横向 2012-2012 33 姜效典

44 中国西部主要块体构造纲要研究 2012 横向 2012-2013 30 姜效典

45 滨州港套儿河港区炜烨作业区通用码头建设项目海

域使用论证及海洋环境影响
横向 2012-2014 20 吴建政

46 海洋可控源电磁法各向异性 2.5维反演技术开发 横向 2012-2013 20 李予国

47 jz25—1s油气田开发项目外输气管线近岸段施工

工程方案可行性研究
横向 2012-2012 49 李广雪

48 西霞口集团有限公司龙眼港东区船厂扩建项目海域

使用论证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2-2013 30 吴建政

49 潍坊港西港区羊口作业区 41#、42#、43#、44#通
用泊位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2-2014 20 吴建政

50 青岛四方区欢乐滨海城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横向 2012-2012 30 吴建政

总计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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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学术论文目录、SCI（EI）论文目录

序

号
成果名称

杂志，年份，卷（期），起

止页码
作 者

次

序

SCI论文

1

Paleoproterozoic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southern segment of the Jiao-Liao-Ji Belt,

North China Craton

Precambrian Research,

2012, 158：59-73

Li S, Zhao G., Santosh M,

Liu X, Dai L, Suo Y, Tam

PY, Song M., Wang P

1

2

Intracontinental deformation in a frontier of

super-convergence: A perspective on the

tectonic milieu of the South China Block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2,

49:311-327

Li, S, Santosh M, Zhao G.,

Zhang G, Jin C
1

3
Evolution of Asian Continent and its

Continental Margins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2, 47:1-4
Li, S.Z 1

4

Cenozoic faulting of the Bohai Bay Basin and

its bearings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astern

North China Crato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2, 47:80-93

Li, S， Zhao G., Dai L,

Zhou L, Liu X, Suo Y,

Santosh M,

1

5

Mesozoic Basins in eastern China and their

Bearings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2, 47:64-79

Li, S, Zhao G., Dai L, Liu

X, Zhou L, Santosh M,

Suo Y

1

6

Structural geology and tectonics in Marine

Science: Perspectives in the research of deep

sea and deep interior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2,

11(3):257-266

Li, S, Jin C, Suo Y,

Santosh M, Dai L, Liu X,

Ma Y, Wang X, Zhang B,

Shan Y

1

7
冲绳海槽中部沉积物中热液源组分的顺序淋滤

萃取研究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2, 42(3):369-379

于增慧，高玉花，翟世奎，

刘菲菲
1

8

Resolving the hydrothermal signature by

sequential leaching studies of sediment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Okinawa Trough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2012,

5(4):665-674

Yu zenghui, Gao Yuhua,

Zhai Shikui, Liu Feifei
1

9
Heavy metals in Changjiang estuarine

sediments: Responsing to human activities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12, 31(2):88-101
董爱国，翟世奎 2

10 长江中下游燕山期逆冲推覆构造及成因机制
岩石学

报,2012,28(10):3418-3430

王鹏程,李三忠，刘鑫，余珊，

刘博，索艳慧，薛友辰，安

慧婷

2

11
东亚及其大陆边缘新生代构造迁移特征与盆地

演化

岩石学报,2012,

28(8):2602-2618

索艳慧，李三忠，戴黎明，

刘鑫，周立宏
2

12

Geometry and timing of Mesozoic de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Xuefeng Tectonic

Belt (South China): implication for

intra-continental deformatio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2012,

49:330-338

Liu. L， Li S, Dai L, Suo Y,

Liu B, Zhang G, Wang Y,

Liu E

2

13

Structural analysis on the northern Tongbai

metamorphic terranes, Central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Paleozoic accretionary

process o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2012,

47:143-154

Liu X, Li S, Suo Y, Liu X,

Dai L, Santosh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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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Orogenic Belts in Central Asian: Correlations

and connections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2012, 49:1-6
Xiao W, Li S 2

15

Petrology and metamorphic P–T path of

high-pressure mafic granulites from the Jiaobei

massif in the Jiao-Liao-Ji Belt, North China

Craton

Lithos,2012, 155:94-109
Tam PY， Zhao G, Sun M,

Li S, Wu M, Yin C
4

16

Metamorphic P-T path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of medium-pressure pelitic

granulites from the Jiaobei massif in the

Jiao-Liao-Ji Belt, North China Craton

Gondwana

Research,2012, 22

104-117

Tam PY, Zhao G, Sun M,

Li S, Iizuka Y, Ma GS,Yin

C, He Y, Wu M

4

17

Permian high Ti/Y basalts from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Emeishan Large Igneous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Petrogenesis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2012,

47:216-230

Lai S, Qin J, Li Y, Li S,

Santosh M
4

18

Petrology and P-T path of the Yishui mafic

granulites: implications for tectonothermal

evolution of the Western Shandong Complex

in the Eastern Block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Precambrian

Research,2012,

222-223:312-324

Wu M, Zhao G, Sun M, Yin

C, Li S, Tam PY
5

19

Metamorphic P-T path and implications of

high-pressure pelitic granulites from the

Jiaobei massif in the Jiao-Liao-Ji Belt, North

China Craton

Gondwana

Research,2012,22:104-11

7

Tam P, Zhao G, Zhou X,

Sun M, Guo J, Li S, yin C,

Wu M, He Y

6

20

Structural anatomy and dynamics of evolution

of the Qikou Sag, Bohai Bay Basin: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North China

craton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2012, 47:94-106

Zhou L, Fu L, Lou D, Lu Y,

Feng J, Zhou S, Santosh

M, Li S

8

21
Amalgam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Key

issues and discussion

Precambrian

Research,2012,

222-223:55-76

Zhao G, Cawood PA, Li S,
Wilde S, Sun M, Zhang J

3

22

Structural pattern of the Wutai Complex and its

constraints on the tectonic framework of the

Trans-North China Orogen

Precambrian

Research,2012,

222-223:212–229

Zhang J, Zhao G, Li S,
Sun M, Chan LS, Shen W,

Liu S
3

23

EI论文

1 基于相移偏移和匹配追踪的探地雷达成像方法
电波科学学报,2012,

27:786-790
张建中，黄月琴 1

2
Field observations of seabed scours around a

submarine pipeline on cohesive bed

Advances in

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

Science,2012, 141:23-

33

Xu J, Pu J, Li G 1

3 Neotectonic movement of the northern East Applied Mechanics and Hou F, Li S, Zhang 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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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ea Shelf Basin Materials,2012,137:316-3

21

4
Multi-parameter spectral inversion for GPR

signals of subsurface layered media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PR,2012,

P.274-280

张建中 2

5
南黄海盆地两条地震剖面的重磁数据联合反演

效果

石油地球物理勘

探,2012,47(5):807-814

侯方辉，田振兴，张训华，

张志珣，李三忠
5

附表 2（续) 学术论文和专著目录

序号 成果名称
杂志，年份，卷（期），起

止页码
作 者

次

序

1 国内外海滩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2012, 32(2):153-159
孙静，王永红 2

2
青岛旅游海滩沉积物粒度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和

输运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12):70-76
王永红,孙静，庄振业 1

3 滇西腾冲新生代火山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2012, 32(2):65-75
赵广涛 2

4 山西南部燕山期类隔挡式褶皱构造特征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2012,

36(4):483-489

吴奇，李三忠，刘鑫，王鹏

程，曹现志，索艳慧
2

5 华南钦杭结合带东段成矿特征与构造背景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2012, 32(5):57-66

徐磊，李三忠，刘鑫，索艳

慧，吴奇，王鹏程
2

6
济阳坳陷桩海地区古潜山油藏控制规律及有利

区预测

断块油气田,2012, 19

(2):167-171

侯方辉，李三忠，张训华，

张志珣，温珍河，李日辉，

郭兴伟

2

7
桂北摩天岭和元宝山花岗岩类岩石地球化学及

成因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4):59-65

韩宗珠,衣伟虹，李三忠，来

志庆，张贺
3

8 利用单道地震研究黄、渤海海域的活动断裂
海洋地质前沿,2012,

28(8):27-30

陆凯,侯方辉，李日辉，李三

忠
4

9 南黄海盆地古潜山分类及构造特征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2012, 32:85-92

侯方辉,张训华，张志珣，温

珍河，李日辉，李三忠，郭

兴伟

7

10
胶莱盆地向南黄海延伸——来自南黄海地震剖

面的新证据

海洋地质前沿,2012,

28:12-16

侯方辉，李日辉，张训华，

张志珣，温珍河，郭兴伟，

李三忠

7

11
“大东海”中生代地层分布———值得关注的新

领域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2012,

李刚，龚建明，杨长清，杨

传胜，王文娟，王海荣，李

三忠

7

12 沉积物岩心 X光片图像灰度数值及其影响因素 沉积学报,2012, 30:19-25 张喜林 2

13
人工航道疏浚对近岸沉积的影响--以葫芦岛港

为例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 88-96
王亮 2

14
三峡大坝启用后长江口及邻近海域秋季悬浮

体、叶绿素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 94-104
邵和宾 2

15 渤海中部底质沉积物重金属环境质量
中国环境科学,2012,

32:1943-1950
刘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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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西南印度洋中脊 50°E基性超基性岩石地球化

学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69-76

韩宗珠，张贺，范德江，丁

蒙蒙，刘明，徐翠玲
3

17
辽东湾北部海域沉积物重金属环境质量和污染

演化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2012, 32:21-29
张现荣 4

18
中国东部陆家表层沉积物粒度特征及其沉积环

境浅析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369-379
杨旭辉,冯秀丽,褚忠信,范

德江,董爱国
2

19 波浪作用下粉土海床中的孔压响应试验研究 海洋通报,2012, 31:15-20
李安龙，李广雪，林霖，许

国辉
1

20 夏季北黄海水体浊度分布特征的初步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1-8.

王勇智,乔璐璐，鲍献文，李

真
2

21
夏、冬季山东半岛东北部沿岸悬浮物输送机制

的初步研究
泥沙研究,2012, (5):49-57

王勇智,乔璐璐，杨作升，鲍

献文
2

22
唐山湾潟湖沙坝海域表层沉积物粒级及分布特

征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增刊):131-136

王勇智,谷东起，王文海，乔

璐璐
2

23 山东荣成靖海卫海滩侵蚀研究与防护建议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83

王楠，李广雪，张斌，宫立

新，杨继超
2

24 山东半岛近海潮汐及潮汐、潮流能的数值评估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91
高飞，李广雪，乔璐璐 2

25 山东威海滨海沙滩侵蚀现状和原因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97

杨继超，李广雪，宫立新，

王楠，张斌
2

26 山东威海滨海沙滩动力地貌特征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

42:107

杨继超，宫立新，李广雪，

王楠，张斌
3

27
松辽盆地南部海坨子地区超低渗透储层特征与

形成因素

地质科

学,2012,47:454-469

李德勇，张金亮，于孝玉，

张辉，李京涛
1

28
Accuracy Comparison of Elastic Impedance

Formula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 v

466-467:400-404

Zhang J 1

29 Hilbert 变换地震波主特征参数误差分析
工程地球物理学报, 2012,

9:572-577

孟凡顺，李洋森，张杰，王

涛
1

30 弹性介质瑞雷面波交错网格有限分法数值模拟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12,

14 :89-91
李洋森，孟凡顺 2

31
准 P波方程紧致交错网格井间地震波场模拟及

边界条件

物探化探计算技术, 2012,

34:510-518

孟凡顺，张亮，李景岩，李

洋森
1

32 基于同相轴追踪的多次波衰减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12,

42:099-166
谭军 1

33
No-linear conjugate gradient magnetotelluric

inversion for 2-D anisotropic conductivities

Proceeding of the 24

Schmucker-Weidelt-Collo

quium for Electromagnetic

Depth Reseacrch, 2012

李予国 3

著作和译著

1 海岸动力地貌学 科学出版社 王永红 1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3&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2&filename=NSYJ201205008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3&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2&filename=NSYJ201205008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2&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2&filename=QDHY2012S1020
http://acad.cnki.net/kns55/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2&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2&filename=QDHY2012S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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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获奖、专利、鉴定、验收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成果名称 作 者 授权(鉴定)单位,时间

次

序

获奖

1 胜利青东区块油气开发海洋工程环境研究 徐继尚 山东省科技厅，2012 1

2
崂山校区及周边地质实践教学资源及实践教学

的开展—实习指南与课件

韩宗珠，林霖，刘东生，

刘博，刘怀山

中国海洋大学校级优秀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2012 1

专利

1 发明专利：
高精度海洋地震勘探数据采集系统

刘怀山,邢磊, 涂本良 中国知识产权局 1

2 发明专利：
一体式数字式地质罗盘（200810232006.6） 黄铭，金宠，李三忠 中国知识产权局 3

3
实用新型专利：

防腐型高压反应釜（201220043719.X） 殷学博,曾志刚,李三忠 中国知识产权局 3

4
软件著作权：海洋地震勘探数字记录坐标信息提

取软件 V1.0 王林飞,童思友, 刘怀山 中国知识产权局 1

5 软件著作权：海洋重力数据现场处理软件 V1.0 王林飞,杨荣民, 童思友 中国知识产权局 1

6 软件著作权：复杂油藏的叠前低频信号识别软件
V1.0 张会星,姜效典 中国知识产权局 1

7
软件著作权：基于蚁群算法的弹性阻抗无井约束

反演软件
张进,张丽莹, 徐冰 中国知识产权局 1

8 软件著作权：井间地震层析成像软件 张建中,尹文笋 中国知识产权局 1

9 软件著作权：地震初至走时层析静校正软件 张建中,赵亚生 中国知识产权局 1

10
软件著作权：偏光显微镜下岩石鉴定辅助识别软

件 1.0
徐冰,韩宗珠,部雪娇 中国知识产权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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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固定研究人员名单

姓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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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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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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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冈 男 1953 学士 教授 工程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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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红 女 1969 博士 教授 海洋动力地貌 华东师范大学

王厚杰 男 1972 博士 教授 海洋沉积动力 中国海洋大学

何兵寿 男 1973 博士 教授 地震勘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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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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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忠信 男 1976 博士 副教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张 进 男 1978 博士 副教授 地震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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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会星 男 1973 博士 讲师 地震勘探 中国矿业大学

邓声贵 男 1974 博士 讲师 海洋探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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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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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建新 男 1975 博士 讲师 电磁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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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乃双 男 1980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王林飞 男 1980 博士 讲师 地震勘探 中国海洋大学

徐继尚 男 1981 博士 讲师 海洋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戴黎明 男 1981 博士 讲师 构造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邢 磊 男 1984 博士 讲师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李德勇 男 1984 博士 讲师 石油地质 中国海洋大学

尹燕欣 女 1984 博士 讲师 海洋地球物理 中国海洋大学

技术管理人员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学位
技 术 职
务

实验室管理 最后专业训练地

杨荣民 男 1968 硕士 高工 海底探测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李金山 男 1963 硕士 高工 地球物理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张爱滨 男 1959 硕士 高工 地球化学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童思友 男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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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硕士 工程师 工程地质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张怀静 女 1977 硕士 工程师 基础分析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姜秀萍 女 1977 硕士 工程师 地球探测软件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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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研究生名单和 2012 年毕业生论文情况

招收（姓名，总人数） 毕业（姓名，总人数） 目前在校（姓名，总人数）

博

士

生

30人

郑林 冯义楷 郑红霞 刘

晨光 陈玉霜 袁勇 孟宁

宁 叶益信 李刚 李全厚

石丽娜 刘凯 李沅衡 王

风帆 石太昆 赵慧 杨佳

佳 曹鹏 刘明 宋红瑛 赵

淑娟刘博 武波 张斌 邢

国攀 余珊 张一凡 单松

炜 崔汝勇 Folorunso（尼

日利亚）

14人

支鹏遥 王燕 温春

张军强 李德勇 邢磊

尹燕欣仇建东 张立

奎 朱瑛 闫仕娟 蒲

进菁 潘军 李景岩

146人

崔冠祥 周鲁川 李君 卢松 杨荣民 邓声贵 李学富 聂雪奎 林峰

亓刚 文世鹏 张异彪 迟中东 李鄂 刘敦武 杜同军 倪芬明 罗焕章

夏冬明 候强 李金洪 徐丛亮 陈学国 于可居 徐冰 董贺平 胡晓辉

石要红 徐永臣 宋鹏 丁忠军 程永寿 温国义 李占斌 王楠 郑兆勇

周巨锁 陈晖 岳娜娜 张伟 张子鹏 邢军辉 张祎 范振峰 于凯本

陈强 尹维翰 邸志欣 方云峰 高秋菊 王皆明 张红军 周玉斌 宫立

新 李兵 尉建功 曾明 周春艳 邹昊 丁咚 侯方辉 于海波 宋玉鹏

孟祥君 侯爱源 康颖 谢言光 李安虎 王燚 黄彦铭 刘丽萍 刘鑫

于永贵 孙全 代彦臣 殷学博 朱建广 姜独祎，宋转玲 徐晓达 王鹏

陈淳 王亮 高飞 江巧文 张怀静 宋晓丽，李德平 裘碧波 李敏 丁

春晓 裴彦良 戴海涛 赵玲芝 丁在宇 杨剑 左黄金 刘颖 张杰 王

东凯 罗时龙 束芳芳 张喜林 陈彬 曹红 索艳慧 尚鲁宁 马云 王

霄飞 王琳淼 张丙坤 刘杰 刘潇 王楠 金玉休 杨继超 郑林 冯义

楷 郑红霞 刘晨光 陈玉霜 袁勇 孟宁宁 叶益信 李刚 李全厚 石

丽娜 刘凯 李沅衡 王风帆 石太昆 赵慧 杨佳佳 曹鹏 刘明 宋红

瑛 赵淑娟 刘博 武波 张斌 邢国攀 余珊 张一凡 单松炜 崔汝勇

Folorunso（尼日利亚）

硕

士

生

77人

龙晓军 王淑杰 许马光

李倩 朱兵兵 张运洁 葛

晓丹 邓杨 张晓波 杨红

樱 石旭亮 应茜羽 李林

伟 章阳 李晴晴 俞伟哲

徐震寰 王庆 陈婷 刘照

仑 李军红 赵斐宇 张一

鸣 张汉羽 孙平阔 郭太

宇 张笑辰 肖楠 翟才雅

宫钏彰 王雪飞 祁奇 李

涛 杨朝 刘京鹏宋振杰

刘臻 宫伟 藏政晨 陈宏

言 宗统 刘世东 冉伟民

张连杰 崔玉茜 淳明浩

王超 陈筱林 秘丛永 李

景瑞 肖晓 刘萌 李松 丁

小迪 袁萍 田元 刘晓锋

陈可可 苗安洋 冯怀伟

王学斌 胡珊 常海明 张

国华 王胜 杨超群 李萌

宋湦 蔡骥 朱金强 权永

峥 孙文军 黄颂 徐琦松

沈星 陈人杰 朱博

49人

何书峰 孙婧 陈奎

陈明波 董威力 刘金

庆 邵和宾 王恩康

于小刚 张朋 张泽华

朱明亮 徐磊 余佳

周广镇 庞洁红 周凡

宋红瑛 张现荣 李丽

娜 王昊寅 吴奇 孙

静 代云娇 董紫睿

顾朝杰 霍晓敏 李晶

李莎莎 韩月 马成英

邱娜 陶泽丹 万秀娟

王书伦 王智进 徐会

君 亚东菊 张亮 张

如一 张为彪 周海廷

卢志君 宋传会 田先

德 张明 杜艺可 杨

江平 袁勇 张鹏辉

何书锋

211人

李丽娜 史光辉 张海洋 崔华 赵维娜 张生 郭静静 姜秀莉 郭鹏

李婧 李振振 鲁统祥 罗忠琴 孙万元 魏程霖 魏晓华 李秋思 马海

向飞 岳振欢 李洋森 刘晨 王涛 罗伟 张艳 吴洁 胡亚丽 李志冰

虞义勇 许立青 王安国 安成龙 蔡庆芳 丁蒙蒙 杜逢超 李栋 满晓

王鹏程 吴鹏 徐翠玲 徐芳 尹东晓 余芝华 张先锋 王祥东 魏飞

张威 赵蒙维 褚智慧 贾培蒙 李 娜刘修锦 罗小桥 李维禄 张红艳

张翼 张贺 蒋玉波 姜子可 廖永杰 马学伟 李健伟 赵利 李旭 孙

杨 王玉凤 岳龙,龚岳 赵亚生方中华 尉佳 冯京金昌昆 王启 冯春

蒋亚洲 张省 李唐律 邵宇蓝 尹文笋 崔龑晓 廖仪 杨震 张秀丽

严波 杨兴 张丽莹 刘智 柳莎莎 杨晓婕 罗鸣 张喜龙 李应坤 叶

青 张晓波 毕崇昊 曹现志 赵晟 张晨露 李孜晔 蒋楠 刘雪 薛友

辰 王益民 葛鑫 马莹 程世秀 陈文超 阎子衿 崔行骞 李建超 肖

合辉 张剑 李灵波 张盼 张程瑜 王晓磊 何雨旸 吴晓 龙跃 修淳

于帅 任寒寒 赵博 周军 王双 熊莉娟 安慧婷 张凯 李岩 李景哲

秦磊,黄庆文 塔金璐 缪雄谊 龙晓军 王淑杰 许马光 李倩 朱兵兵

张运洁 葛晓丹 邓杨 张晓波 杨红樱 石旭亮 应茜羽 李林伟 章阳

李晴晴 俞伟哲 徐震寰 王庆 陈婷 刘照仑 李军红 赵斐宇 张一鸣

张汉羽 孙平阔 郭太宇 张笑辰 肖楠 翟才雅 宫钏彰 王雪飞 祁奇

李涛 杨朝 刘京鹏 宋振杰 刘臻 宫伟 藏政晨 陈宏言 宗统 刘世

东 冉伟民 张连杰 崔玉茜 淳明浩 王超 陈筱林 秘丛永 李景瑞

肖晓 刘萌 李松 丁小迪 袁萍 田元 刘晓锋 陈可可 苗安洋 冯怀

伟 王学斌 胡珊常海明 张国华 王胜 杨超群 李萌 宋湦 蔡骥 朱

金强 权永峥 孙文军 黄颂 徐琦松 沈星 陈人杰 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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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201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博士毕业生

支鹏遥 主动源 OBS探测及地壳结构成像研究—以渤海 2010测线为例 刘保华

王燕 黄河口高浓度泥沙异重流过程：现场观测与数值模拟 王厚杰

温春 南黄海西部陆架冰后期三种典型沉积类型的沉积演化研究 郭志刚

张军强 黄海西部近岸陆架区晚更新世以来沉积演化与物源研究 赵广涛

李德勇 东海陆架盆地沉积体系演化与油气分布 张金亮

邢磊 海洋小多道地震高精度探测关键技术研究 刘怀山

尹燕欣 基于海洋地震学的浅海水体特征研究 刘怀山

仇建东 山东半岛南部滨浅海区晚第四纪沉积地层结构与沉积环境演化 赵广涛

张立奎 渤海湾海岸带环境演变及控制因素研究 李巍然

朱瑛 北极地区大陆架划界的科学与法律问题研究 吕文正

闫仕娟 海洋表层沉积物元素地球化学数据处理分析及综合信息评价技术——以渤海为例 杜德文

蒲进菁 粉砂质海床对管跨涡激振动的响应研究 李广雪

潘军 渤海 OBS-2011深地震探测及深部构造成像研究 刘保华

李景岩 杏南开发区储层微观孔隙结构研究及应用 孟凡顺

硕士毕业生

陈奎 琼东南盆地油气目标地层沉积物源分析 翟世奎

陈明波 莱州浅滩对莱州湾东部沉积动力格局的控制作用研究 吴建政

董威力 黄河三角洲典型灾害地质过程对海洋工程的影响分析 曹立华

刘金庆 下扬子海域南黄海盆地陆陆碰撞动力学与盆山耦合关系解析 韩宗珠

邵和宾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秋季悬浮体组成、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范德江

王恩康 辽东湾六股河口外海域地貌冲淤影响因素研究 吴建政

于小刚
大洋海底玄武岩及其热液成矿作用地球化学特征—西南印度洋中脊与东太平洋海

隆相对比
曹志敏

张朋 埕岛海域工程地质环境与工程适宜性研究 吴建政

张泽华 海阳港建设对砂质海岸影响的研究 吴建政

朱明亮 基于光学图像序列的海底热液喷口流场测量方法研究 于新生

徐磊 钦-杭结合带（东段）多期次构造变形与成矿作用关系 李三忠

余佳 黄海悬浮体分布及季节性变 王厚杰

周广镇 莱州湾东岸近岸海域规划用海实施后冲淤演变预测 冯秀丽

庞洁红 西北太平洋 Shatsky海隆构造演化与成因探讨 李三忠

周凡 杏南区地层压力分布与套损关系研究 孟凡顺

宋红瑛 南海西部新近系生物礁碳酸盐岩孔渗层变化与成因特征研究 韩宗珠

张现荣 辽东湾沉积物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以及百年来人类活动的元素记录研究 范德江

王昊寅 南黄海泥质区全新世底栖有孔虫及其环境意义 刘东生

吴奇 华北陆块中部构造地貌与活动构造带构造特征 李三忠

孙静 青岛市海滩沉积地貌及质量评价 王永红

代云娇 文明寨油田明一断块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与沉积微相研究 张金亮

董紫睿 文明寨油田明一断块沙二下及沙三上亚段储层特征及非均质性评价 张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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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朝杰 黄河水下三角洲埕北海域工程层序地层学模式研究 李安龙

霍晓敏 春风油田白垩系沉积相研究与储层评价 张金亮

李晶 辽东浅滩海域浅部地层声学反射特征及地质意义 张维冈

李莎莎 文明寨油田明一断块储层精细建模研究 张金亮

韩月 舟山北部海域海底第四系水文地质条件研究 何兵寿

马成英 时频属性提取方法及应用 刘怀山

邱娜 地震子波分解与重构技术研究 刘怀山

陶泽丹 潍北凹陷地震沉积学研究 姜效典

万秀娟 基于正演模拟的复杂储层特征研究 刘怀山

王书伦 薄互层合成地震记录制作方法研究 刘怀山

王智进 基准网平差折射波静校正方法研究 刘怀山

徐会君 贝 301区块南屯组储层描述 孟凡顺

亚东菊 利津油田利 32块沙二段沉积学研究与储层地质建模 张金亮

张亮 基于紧致交错网格的井间地震波场数值模拟 孟凡顺

张如一 基于希尔伯特黄变换的薄储层识别方法研究 刘怀山

张为彪 老河口油田桩 106区块河流相沉积测井旋回分析及储层预测 刘怀山

周海廷 哈密坳陷地层研究与原型盆地恢复 姜素华

卢志君 海底电缆双检鸣震压制技术研究 童思友

宋传会 哈密坳陷断裂特征与构造演化研究 姜素华

田先德 青藏高原东部地壳速度结构及构造含义 姜效典

张明 车排子地区地震沉积学研究 张金亮

袁勇 乾安油田乾北地区青三段 XII砂组地震沉积学 张金亮

张鹏辉 大情字井油田青三段Ⅻ砂组成岩作用与储层评价 张金亮

杜艺可 双相介质中地震波衰减特性研究及应用 张会星

杨江平 黄河口演变对河口侧弯人工岛稳定性的影响 李广雪

吴洁 春光油田新近系沙湾组精细地质模型研究 张金亮

何书锋 胶州湾沉积物重金属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环境记录 李广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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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学术委员会名单

实验室在2010年顺利实现组织机构和学术委员会换届，今年是第二届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和日常管理机构的第三个工作年。

1．实验室组织机构

主 任：翟世奎

副主任：赵广涛，李三忠

秘 书：褚忠信，裴建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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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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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开放课题清单

附表 8 2012 学术交流与合作一览表

2012出席国际会议一览表

日期 会议名称 地点 报告人 备注

6月 24
-6月 30日

Australia - China Ocean Science & Technology
Symposium 悉尼 王永红

6月 20
-6月 24日

AGU Ocean Science Meeting 美国盐湖城 范德江

6月 20
-6月 24日

AGU Ocean Science Meeting 美国盐湖城 王厚杰

7月 25
-8月 2日 21st EM Induction Workshop

澳大利亚.

达尔文
李予国

7月 25
-8月 2日 21st EM Induction Workshop

澳大利亚，

达尔文
裴建新

9月 17
-9月 18日

SINO- GERMAN SYMPOSIUM

"Advances in observation and modelling of

biogeochemical and oxygen dynamics in the

ocean"

Kiel,

Germany
赵广涛

2012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一览表

日期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邀请人

3月 10日 南黄海沉积与全球变化 李广雪 中国海洋大学

4月 20日

Investigation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off the U.S. East Coast and

the Gulf of Mexico:

Observations and

Modeling

何若荧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 王厚杰

5月 3日
背景噪声层析成像及应用前

景
张建中 中国海洋大学

5月 10日 地球物理进展 孔祥儒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
李予国

5月 24日 海底边界层位检测技术 赵广涛 中国海洋大学

5月 28日
中国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硅藻

的分布特征
陈淳 中国海洋大学

6月 14日
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河口

系统的干扰及其环境效应
王厚杰 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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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8日
西太平洋俯冲过程与岩石圈

结构
吴时国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李予国

7月 5日
现代三角洲超高分辨率沉积

记录研究
范德江 中国海洋大学

9月 28日
电磁-地震联合勘探技术应

用现状及发展方向
何展翔 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 李予国

9月 28日 海洋可控源电磁勘探技术 余刚 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 李予国

10月 26日
现代重磁勘探方法技术及其

应用
李雄 美国辉固休斯顿公司 张建中

10月 29日

Subsurface Sensing and

Super-Resolution

Imaging:Application of

Computational

Acoustics/Seismics and

Electromagnetics

柳清伙 美国杜克大学 张建中

11月 19日
Some Known/Unknowns in

Coastal Morphodynamics
董平 英国邓迪大学

11月 22日
载人潜水器及其在深海科学

考察中的应用
刘保华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李予国

12月 6日 海洋动力地貌和沉积的交汇 王永红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出国访问交流一览表

时间 访问单位 国家（含中国台湾省） 出访人员 备注

2月 24
-3月 1日 北卡州立大学 美国 王厚杰

2月 24
-3月 1日 北卡州立大学 美国 毕乃双

2月 25
-2月 28日

北卡州立大学 美国 范德江

9月 4日

-9月 22日
基尔大学 德国 王厚杰

9月 1

-9月 11日
台湾大学 台湾 李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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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年度开放运行费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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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大型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价格/万元 购置时间

原有部分大型仪器设备

1 X光衍射仪（D/Max-RB） 日本理学 110 1987

2 全数字旁扫声纳系统 KLEIN2000 79 2001

3 旁测声纳地层剖面系统 530T/TH 40 1998

4 地震式剖面系统 SPR-1200 36 2000

5 浅地层剖面管线仪 SBP-5000 26 1998

6 激发极化仪 TDR-4, STX-15 14 1995

7 信号增强地震仪 ES-1225 13 1988

8 微波测距仪 HLCJ-1 20 1987

2002年实验室建设以来新增购大型设备

9 声纳式多波束系统 Geoswath Plus 140 2005

10 现场激光粒度仪 LISST 100 32 2006

11 数字地层剖面仪 Chirp II 72 2005

12 深海浅地层剖面仪 BENTHOS CAP6600 130 2003

13 静态GPS测量系统（2套） HD5800 14 2005

14 静态GPS测量系统（3套） HD8200B 22 2005

15 工程地震仪 WZG-242 23 2003

16 多道高分辨率深层地震仪 GMS 215 2005

17 振动＋四管取样器（1套） 89 19 2003

18 激光粒度分析仪 Laser2000 37 2004

19 同位素α谱仪 Genie-2000 30 2002

20 等离子质谱仪（ICP MS） Agilent 7500C 165 2004

21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 AES） Optima4300DC 132 2004

22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100HPLC 26 2004

23 透反偏光显微镜（3台） Olympus BX41TF 22 2005

24 偏光显微镜（8套） Olympus BX41 40 2003

25 绘图仪（2台） GS636-2 6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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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计算机工作站（2套） ULTRA80 20 2002

27 计算机工作站（3套） VLTRA-80 26 2002

28 PC机群系统 SUN Z20 520 2004

29 PC机群系统 Fire V208 195 2005

30 专用服务器（PC集群） V202 1U 183 2005

31 专用服务器（PC集群） V202 1U/AMD250 89 2005

32 专用服务器（3套） V880 80 2002

33 深海视像系统 16 2003

34 海底观测＋高压实验平台 11 2005

2007-2012年实验室建设以来新增购大型设备

35 集群系统 DELL 204.5 2012

36 工作站 SUN BLADE 2500 20.5 2012

37 GPU计算集群系统 曙光TC4000 83.0 2012

38 浅地层剖面仪 SIG 2mille 40.7 2012

39 声学释放器 875-PUB 9.3 2012

40 温盐深测量仪 MK-150 LM-3A 14.0 2012

41 液压绞车 14.5 2012

42 等离子体震源 20KJ 120.0 2012

43 集群工作站系统 PEC6100 85.4 2011

44 深水声学释放系统 OCEANO 2500 31.3 2011

45 热敏记录仪 ECP 1086NT 12.9 2011

46 测深仪 HY1600 6.8 2011

47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德国布鲁克光谱仪器公

司VERTEX70

29.6 2008

48 台式偏振X射线荧光光谱仪 德国斯派克分析仪器公

司XEPOS

57.6 2008

49 体视显微镜 日本 OLYMPUS 公司

SZX16 7X-690X

14.0 2007

50 显微照相分析系统 日 本 尼 康 公 司

LVP100PL

36.8 2007

51 磁化率测量仪 英 国 Bartington 公 司

MS2

15.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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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据采集系统 中 国 戴 尔 公 司

DELL390

26.5 2007

53 显微镜 德 国 莱 卡 公 司 leica

dmlp

17.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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