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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球科学发展目标与任务——“上天、入地、下海、登极、攀峰” 

2016 年 2 月第 2 期（总 108）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主办 

本期导读： 

 南黄海含油气盆地陆相中-新生代石油地质资源量5.82亿吨、天然气415

亿方；海相中-古生界厚度大、分布广，油气资源潜力巨大 

 我国将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指导下，开展与 CCOP 成员国在海岸带和

海洋地学领域合作 

 渤海海峡海底隧道工程方案：烟台至大连 40 分钟可通达，计划“十三五”

期间开工建设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初步评价结果：技术可采资源量25万亿方，居全球

首位。主要分布在四川、鄂尔多斯、塔里木等盆地 

 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通过，长远目标是确保全

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之内 

 2015 年国内海洋地学科技十大进展（1～10） 

 2015 年国际海洋地学科技十大进展（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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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油气资源潜力巨大 

最近，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共同组织的南黄海海

相中—古生界油气地质特

征与选区研讨会在上海召

开。会议深入交流了南黄海

油气调查、勘探和研究的最

新进展与成果，重点讨论了

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的

油气地质条件，指出南黄海

海相中—古生界油气资源

潜力巨大，并明确将崂山隆起作为首选钻探目标区。 

南黄海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尚未取得商业性油气勘探突破的海域，海域面积

30 万 km
2
，盆地面积 18 万 km

2
。该盆地是一个大型含油气沉积盆地，存在海相中

—古生界和陆相中—新生界两套含油气层系。2006 年全国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

结果认为，南黄海盆地陆相中—新生代石油地质资源量 5.82 亿 t，天然气地质

资源量 415 亿 m
3
。海相中—古生界厚度大、分布广，天然气资源潜力巨大。 

截至 2015 年 7 月，共完成二维多道地震调查 2.81 万 km，地球化学探测 601

个站位。在陆相中—新生代地层之下发现了巨厚的古生代海相地层，其沉积建造

与上扬子四川盆地可以类比，具备形成大型油气田的物质基础，预测崂山隆起是

海相古生界的首选远景区。 

近年来，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在崂山隆起上部署了 1.2 万 km 的二维地震测

线，目标就是海相中—古生界。通过精心研究，在海相中—古生界发现了完整的

大型构造圈闭。2015 年，青岛海地所在崂山隆起西部实施的第二口大陆架科学

探井 CSDP-02 孔，首次在区内下三叠统灰岩中钻获油气显示，展现了该区良好的

油气远景。 

2015 年海上地震调查获得新发现，获取了南黄海崂山隆起深部高品质的地

震资料，首次在崂山隆起上发现多个大型构造圈闭，最大的圈闭面积达 220km
2
。

通过区域构造分析和海陆对比认为，南黄海不仅是扬子板块的延伸，而且可能是

下扬子的主体，存在多套海相油气生储盖组合，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油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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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巨大。 

研讨会围绕南黄海油气资源调查与勘探进展和南黄海地震地质与油气地质

等方面的问题,先后有 13 位专家围绕南黄海海域及邻区海相中-古生界区域地质

特征、油气地质条件、油气调查与勘探技术、有利选区与钻探孔位建议等做了学

术报告，并就南黄海新层系油气调查与勘探应关注的重要问题与对策提出了建

议。 

研讨会强调，在崂山隆起目标区选择合适井位尽快施工一口参数井，对该海

域的海相中—古生界油气资源勘探与发现是非常必要和十分紧迫的。目前的认识

仅是建立在地震波组特征分析和和海陆对比的基础上，但未有钻井证实；应将崂

山隆起中部作为首选钻探目标区。下一步，应对重点目标区地震资料精细解释和

钻前预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井位论证，为油气调查与勘探突破奠定基础。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金发在会上指出：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

非常重视南黄海中—古生界海相油气资源调查工作，把它列为青岛海洋地质研究

所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这项工作将为推进海相中—古生界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发

现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希望与会专家为做好这项工作献计献策。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地质师朱伟林在会上指出，海相

中-古生界新层系，具有较大油气潜力，中海油在重视南黄海陆相新生界勘探的

同时，也非常重视海相中-古生界的探索与研究，海相中-古生界是今后海洋油气

突破的重要领域，希望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与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联手攻关，推进南黄海油气勘探，实现重大突破。 

——（海洋油气与水合物资源室  陈建文供稿） 

 

 

中国将与 CCOP 成员国开展海洋地学合作 

2015 年 11 月 25 日，第 51 届东亚东南亚地学计划协调委员会(CCOP)年会暨

海岸带地质与灾害防治技术专题论坛在西安举行。据悉，中国将与 CCOP 成员国、

东盟成员国开展海岸带和海洋地学领域合作，共同解决区域性重大地质问题，提

高应对海岸带地质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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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连接 CCOP 成员国的重要纽带，海岸带地区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生

态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是所有 CCOP 成员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014 年以

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将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开展与

CCOP 成员国在海岸带和海洋地学领域的合作。近期，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的“中

国—东盟海洋地学研究与减灾防灾的倡议”项目获得批准，该项目将通过海岸带

地质灾害地学研究、地质灾害监测示范区建设等工作，着力推进中国与 CCOP 成

员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人员交流、资源共享、案例研究和技术推广，共同提升

海洋地学认知水平，携手提高科学预测、防灾减灾和海洋矿产资源评价能力。 

未来 5年内，我国将为 CCOP 和东盟国家培训一批海洋地学技术专家。 

我国拥有 1.8 万 km 大陆海岸线和 1.4 万 km 的海岛岸线，沿海省市面积只占

国土面积的 15%，却集中了全国 70%的大中城市，并创造了全国 61%的 GDP。同时，

我国也是全球受海洋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海岸带地区长期遭受地震、

海岸侵蚀、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破坏和威胁，海洋资源开发也面临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矛盾。近年来，我国系统开展了海岸带区域地质和环境地质调查工作，取得

了一批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为沿海地区的城市规划、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和防

灾减灾提供了地质信息支撑。 

——（海岸带与大陆架地质室  供稿） 

 

 

渤海海峡跨海隧道工程方案出炉 

最近，国务院对 2016 年

重点工程进行审议，其中渤海

海峡跨海通道（即烟大海底隧

道）施工方案正式出炉。烟台

至大连海底隧道是指烟台蓬

莱至大连旅顺之间的海底隧

道，归属铁路总公司管理，整

条隧道全长 123km，火车设计时速为 250km，运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 220km。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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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大连到烟台最多只需要 40 分钟。而目前，由于渤海海峡的阻隔，往来于

山东和东北之间的铁路、公路只能绕行山海关，路程均在 1600km 以上。 

新出炉的烟大海底隧道工程方案将采用全海底隧道方案，以火车载运汽车通

行，南北两端的接驳点、工程规模也已确定。通道设计运行负荷为每日 10 万车

辆，每年收入约 200 亿元，平均每辆车通行费在 548 元～1826.5 元。 

据悉，国务院于 2014 年 8 月印

发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

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

“加快推进渤海跨海通道工程前期

工作”。同年 8 月底，烟大海底隧道

战略规划研究项目组组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梦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烟

大海底隧道的方案将会在半个月内，以一个总报告和 12 个分报告的形式，以中

国工程院的名义上报国务院。王梦恕表示，将争取让这个项目进入国家“十三五”

规划，并希望最早在“十三五”期间开工。工程总造价大约在 2000 亿元～2600

亿元。 

——《中国国土资源报》 

相关链接：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十二五”期间承担的“渤海海峡通道地壳稳定性调查

评价”项目，就是一项为该重大工程提供服务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

丰富的调查资料和数据，并完成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2015 年在调查作业中采用了 GeoEel 

Solid 24 道固体海洋数字地震拖缆系统，共计完成多道地震测量 1054.1km，同步单波束水

深测量 1054.1km，圆满完成外业地震数据采集任务，通过了专家验收，并被评为“优秀级”。

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开展综合研究和编图工作。 

 

 

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前景可观 

作为能源市场的新宠，页岩气正在引发一场中国的能源革命。自 1981 年美

国第一口页岩气井压裂成功，实现了页岩气勘探开发的突破，全球原有的能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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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格局逐渐被打破。至 21 世纪，页岩气使得多个国家的能源行业产生了重大变

化。相对于美国、加拿大，中国还只是一个页岩气开发的“新兵”。 

1. 页岩气资源概况 

我国富有机质页岩层系多、分布广、页岩气资源潜力巨大。国土资源部初步

评价结果，技术可采资源量 25 万亿 m
3
，居全球首位。主要分布在四川、鄂尔多

斯、塔里木等盆地。经过近 10 年的勘探开发实践、技术攻关和理论探索，我国

在页岩气开发的资源潜力评价，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体系、基础理论建设等方面

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基本具备了大规模商业性开发的条件。 

近年来，我国页岩气探明储量

快速增长，目前已超过 5000 亿 m
3
，

形成涪陵、长宁、威远、延长四大

页岩气产区，年产能超 60 亿 m
3
。

其中，中石化在涪陵页岩气田探明

储量 3805.98 亿 m
3
、中石油在长宁

页岩气由上罗区块宁 201 井区—

YS108 井区和威远页岩气田威 202井区共提交探明储量 1635.3 亿 m
3
。2005～2015

年累计生产页岩气约 15 亿 m
3
（平均单井产量可达 10 万 m

3
/天）我国《能源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页岩气产量超过 300 亿 m
3
。 

2. 四大页岩产区形成 

 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  截至

2015 年 8 月底，开钻 253 口、完钻 204

口、压裂投产 142 口。单井平均日产

32.72 万 m
3
，最高 59.1 万 m

3
；总日产

超过 1200 万 m
3
，累计产气 25 亿 m

3
，

已建成年产能 50 亿 m
3
，2017 年底将达

到 100 亿 m
3
。 

 中石油长宁和威远页岩气田  长宁 201-YS108 井区，完钻井 67 口、正钻

井 61 口，平均测试日产量 14.3 万 m
3
。威远 202 井区：完钻井 25 口、正钻井 14

口，平均测试日产量 16.73 万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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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石油在鄂尔多斯盆地形成页岩气产区  页岩气勘探取得突破，柳坪

177、云页 2 等多口井获得页岩气流，显示出良好的勘探前景。截止目前，完钻

井 59 口，其中直井 50 口、丛式井 3口、水平井 6口。 

3. 新区新层系的重要发现 

 南方寒武系牛蹄塘组页岩  在四川威远、重庆城口、贵州岑巩、湖北宜

昌等地均获页岩气发现。金页 HF-1 井：川西南威远地区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首获

高产页岩气流，压裂获日产 8万 m
3
。宜地 2井：在湖北宜昌钻遇天河板组，发生

井喷，喷出气体可燃。 

 南方震旦系陡山沱组页岩  秭地 1 井：在湖北秭归县牛蹄塘组发现厚度

100m 页岩；陡山沱组页岩厚 145m，含气量达 2～4m
3
/t，点火可燃。 

 北方石炭—二叠系页岩区  尉参 1 井是中国地调局油气调查中心在太康

隆起西部新区部署实施的首口上古生界油气参数井，气测显示 69 层，钻遇泥页

岩厚度 465m，含气量 4.5m
3
/t。牟页 1井是中牟区块第一口页岩气探井，发现 10

层页岩储层，厚 277.6m，压裂试气约 3000m
3
/日。 

 南方二叠系页岩区  巴页 1 井：解析气量平均 1～2m
3
/t，可点火；鹤地

1井：纯解析气量最高达 3.03m
3
/t；泾页 1井：目的层全烃值 0.0238%～13.7639%。 

——综合《中国国土资源报》、中石油网、中石化网 

 

 

巴黎气候大会新协定要点 

2015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2 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经

过 14 个昼夜的艰苦谈判，于 12 日通过《巴黎协定》，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一些国家领导

人和国际机构高官发表讲话或声明，对协定诞生表示欢迎。 

本次气候变化大会吸引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195 个缔约国和欧盟代表团的大约 1万名成员，全球近

2000 个非政府组织的 1.4 万名代表和注册记者 3000 多人。

此外，为确保大会安全举办，法国政府调集了 1.1 万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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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宪兵负责边境检查和布尔歇展览中心的安保工作。 

据业界统计，持续多周的本次大会产生的相关温室气体总量达到 2.1 万 t，

相当于 4420 辆汽车一年的排放量。不过，法国政府表示，当局将致力于通过在

南半球的减排项目中冲抵这些排放量。 

1. 长远目标 

《巴黎协定》的长远目标是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

在 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之内“付出努力”。研究显示，目前全球

气候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大约 1℃。 

与会各方承诺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不再继续增加；到 2050 年后的某个

时间点，使人为碳排放量降至森林和海洋能够吸收的水平。 

2. 减排目标 

为实现该协定的长远目标，

与会各方同意每隔 5 年重新设

定各自的减排目标。目前已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从

2020 年起的 5 年期限内减排目

标。 

该协定对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规定了绝对值要求，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能

力仍在不断发展中，该协定未对其减排目标提出绝对值要求，但“鼓励”发展中

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变化尽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应在发展经济

过程中控制碳排放增长。 

3. 评估目标 

《巴黎协定》设定的初期减排目标，仍不足以实现长远目标。因此，该协定

要求与会各方今后 4年内重新评估各自的减排目标，以便适时作出调整。该协定

希望，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可再生能源更加廉价、更有效的前提下加大减排力

度。 

4. 透明度与资金 

该协定作出透明度规定，要求缔约方汇报各自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及减排进

展，但赋予发展中国家适度“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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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从而帮助后者

减少碳排放以及适应气候变化。该协定也鼓励其他国家在自愿基础上提供援助。 

《巴黎协定》没有对这类资金援助作出具体金额规定。据了解，2009 年哥

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曾承诺到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用于支持后者应对气候变化，但至今未兑现。 

5. 损失与破坏 

该协定包含“承认”损失和破坏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

不少岛国正面临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对该条款表示欢迎。 

美国先前一直反对在该协定中增加这一内容，担心会招致一系列与极端气候

相关的索赔要求。最终，《巴黎协定》包含了“承认”损失和破坏内容，但特别

备注这并不意味着界定责任或赔偿。 

6. 中国的贡献 

致力于环境问题研究的“德国观察”组织公布了 2016“气候变化指数”报

告，对全球 58 个主要碳排放经济体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所做努力进行评估和排

名。分别是“非常好”、“好”、“一般”、“差”、“非常差”。被列为“好”

的有 13 个，依次是丹麦、英国、瑞典、比利时、法国等。列为“一般”的共 14

个，依次是匈牙利、罗马尼亚、葡萄牙、立陶宛、克罗地亚、德国等。被排入“差”

的依次是，斯洛文尼亚、波兰、希腊、美国、中国等。垫底“非常差”的一档的

依次是，阿根廷、泰国、土耳其、爱沙尼亚、中国台湾等。在综合排名中，中国

排在第 47 位，比前一年前进 3 位，升入上一梯级。报告称，就“碳排放趋势”

指标而言，中国显现积极迹象：2014～2015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能源需求增长

与经济增长脱钩，中国 2015 年煤炭消费量下降近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气

候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

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

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阐

述中国的主张、强调巴黎协议应

着眼于强化 2020 年后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也要为推动全球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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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中国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目前已成为

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最近 1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

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发展包括潮汐能、波浪能、海洋温差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

对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 2030 年左

右使CO2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

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比2005

年增加 45 亿立方米左右。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完成

我们的减排承诺。 

——综合《参考消息》、《环球时报》、《新京报》、《青岛晚报》等 

 

 

2015 年国内海洋地学科技十大进展 

1. 我国首个海底观测系统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于 2009 年

在东海小衢山建成海底观测试验站的基础上，又

于 2010 年启动“东海海底观测关键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建设 20km 的东海海底观测网，2012

年“863”计划正式启动东海浅海海底观测网试

验系统集成，再增加 30km 并研发一套适合浅海的海洋环境多参数原位监测节点系统。目前，

50km 东海海底观测网已投入使用。 

2. 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学考察 

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考完成四大任务：（1）正式开展深冰芯钻探和天文观测等科考；（2）

首次在罗斯海区进行地质勘查和地球物理调查；（3）在极地科考中研究运用机器人等新技术；

（4）借助国际合作平台，与澳大利亚、秘鲁、智利等国开展合作，进行海岸及陆地勘查等。 

3. 我国管辖海域首次实现 1∶100 万全覆盖 

自 2009 年至今，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采用高

精度的综合探测技术—多波束测深、侧扫声呐、浅地层剖面、单道/多道地震、深海地质取

样等先进探查技术和统一的技术标准，完成了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 16 个国际标准分

幅，首次实现我国管辖海域约 300 万 km
2
的区域地质调查。调查了海底地形、地貌、第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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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区域构造、矿产资源、磁力场、重力场等综合地质要素并编制相关图件，整体成果质

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南海自营深水勘探再获天然气发现 

中海油新发现的陵水 25-1 构造位于南海琼

东南盆地乐东凹陷东北部，平均水深约 980m。发

现陵水 25-1-1 探井共钻遇约 73m 厚的油气层，完

钻井深约 4000m。经测试，日产天然气约 100 万

m
3
、原油 54t，陵水 25-1 是继陵水 17-2 后获得的

又一个自营深水中型以上天然气发现。 

5. 原位保压取样器海试成功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中海油深圳分公司、中海油服物探事业部工程

勘察中心以及海洋石油 708 船共同组建的试验小组，在南海陵水区成功完成 TKP-1 原位保压

取样品深水保压性能的海试。该自主研发的保温保压取样器，可在内径为 104.8mm 的钻杆内

获取长度 1m、直径 50mm 以上原状地层样品。海试分别在陵水区块 804m 以及 1392m 超深水

海域进行，共完成 6个回次取样，5个回次均连续成功完成保压取样，其中 4次取到满管样

品（1m 长），样品直径均为 52mm。该取样器海试成功，为今后我国自主开发海域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的器具和装置奠定了坚实基础。 

6. 南黄海海相地层首获油气显示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主持、山东省地质勘查局第三地质大队施工的南

黄海中部隆起区大陆架科学钻探项目 CSDP-02 井，2015 年 9 月，在钻探到 866m 处时，发现

油气显示，气测异常最大达到 0.37%，荧光分析结果显示为“油迹—油浸层”特征，有油气

显示的岩芯长度超过 10m。此前，在南黄海南部坳陷和北部坳陷钻探 27 口探井，只有 7 口

钻遇中生界海相地层均未发现油气显示，此次油气显示在中部崂山隆起首次发现，在碳酸盐

岩中也是首次发现，这表明该隆起区是海相古生界的油气远景区。 

7. 大洋 36 航次调查成果丰硕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执行大洋 36 航次的

“海洋六号”船，在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调查

区开展了多波束测深、浅地层剖面测量、海底

摄像、ROV 海底观测与采样、地质拖网、浅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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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CTD 测量、回收布放锚系和 PAR 调查等。开展了新资源、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环

境调查。取得 3项主要成果：（1）首次在我国结壳勘探合同区采薇平顶山成功进行了“海马”

号 ROV 试验性应用；（2）成功进行了多波束回波勘探技术规模试验性应用，并应用到结壳资

源的调查和评价中；（3）首次获得了单一海山实现全方位、立体式、长周期的环境监测及相

关数据。 

8. 6000m 自主水下机器人“潜龙一号”成功完成实用化改造 

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承担的6000m

水下无人无缆潜器—“潜龙一号”实用化改造，

突破了总体集成、深海导航与定位、布放回收、

深海探测等关键技术，具有全部自主知识产

权。在我国首次开展了深海近底地形地貌、浅

地层结构、海底流场和海洋环境参数的综合精

细调查应用。先后完成 2次湖上和 3次海上试

验，还圆满执行了两次大洋应用任务，取得了丰硕的科考成果，达到了实用化目标。 

9. 我国万米级科考母船“张謇”号和深渊器“彩虹鱼”开建 

以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张謇命名的万米

级科考母船“张謇”号和深渊器“彩虹鱼”万

米载人潜器同时开建。它是全球首艘专门从事

深渊海沟调查的科考船，集多学科、多功能、

多技术手段为一体，适应深海工程辅助作业要

求的多用途综合性海洋调查。该船排水量

4800t、船长 97m、宽 17.8m，吃水 5.65m、型深 8.4m、航速 12 节，载员 60 人、自持力 60

天、续航力 15000 海里。计划 2016 年 3 月 1日下水，5月 30 日试航，6月 30 日交付使用。

2015 年 9 月 26 日～10 月 25 日，“彩虹鱼”在南海成功开展了 4000m 级海试，标志着中国人

探秘“万米深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10. 中国海陆及邻区系列图获地球物理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5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和中

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牵头负责编制的《中国海陆及邻区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1∶500

万）》获中国地球物理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该系列图自 2008 年启动，历时 5年，完成了空

间重力异常图、布格重力异常图、磁力异常图、地震层析成像图、莫霍面深度图、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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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构造格架图、大地构造格架演化图 8种专业图件及其说明书。该系列图以“块体构造学

说”指导编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详见本刊《动态》2015，No.12）。 

 

 

2015 年国际海洋地学科技十大进展 

1. 大洋底部存在无需阳光的生态系统 

丹麦生物学家在太平洋底部发现存在一个

与世隔绝的庞大生态系统，那里的微生物依赖岩

石的化学成分和海水产生化学反应获得能量。之

前曾有人在海底火山口附近发现过类似现象，称

之“化能合成”生物。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发

现的依靠“化能合成”提供能量的生态系统极其

庞大，大洋地壳中的这些生态系统或许才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2. 冲绳近海发现大规模海底烟囱群 

日本“拓洋”号搭载“巨头鲸”号无人深

海探测器，在冲绳县久米岛海域发现 0.45km
2

的大规模海底热液烟囱群，在水深约 1400m、

长 1500m、宽 300m 范围内分布着 100 多座海底

烟囱。这些烟囱高 20m 以上，多数烟囱周围堆

积有高 10m 的热水圆锥体。据统计，该处海底蕴藏丰富的 Au、Ag、Cu、Pb、Zn 等金属矿产

资源，其中 Cu 含量丰富，还有稀有金属 Ga。 

3. 美国拟创建水下全球定位系统 

美国目前正在探索水下互联网的可行性，希望创建水下全球定位系统（GPS）。研究在海

床上安装声学信号源，组成类似 GPS 的系统，使在海底的潜艇或无人/载人深潜器不必浮出

水面就可得到精确定位信息。由于无线频段信号和其它高频信号在水下是阻断的。研究人员

正寻找可传播至海洋的声源，使潜艇和深潜器能像飞机、船舶、汽车获取 GPS 信号一样，具

备多源定位校准能力。计划在 4 年内完成。2015 年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在伊利湖中进行了一次水下无线网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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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深海观测网捕捉到火山爆发活动 

美科学家在俄勒冈附近海床上由海底观测网（OOI）监控仪器实时捕捉到阿克塞海底火

山爆发的情景。2011 年发生火山爆发，位于胡安·德·富卡洋脊顶部，喷涌岩浆填满了火

山下面一个深槽。2014 年，研究人员就预测到阿克塞海底火山将在 2015 年快速提升。科研

人员将地震仪、压力和温度传感器、质谱仪等连接到通往岸边的脐带电缆，做好实时捕捉海

底火山喷发的准备。2015 年 4 月 23 日晚，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活动的巨大峰值。华盛顿大学

海洋科学家昼夜值班，严密观察动态，终于实时观察到阿克塞海底火山爆发的全过程。 

5. 澳近海水下火山至今已有 5000 万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家在距悉尼约 250km 近海发现 4 座形成距今已有 5000 万年的水

下火山。这 4座火山位于海平面下 4900m 处，最大火山口直径 1.5km，喷出的岩浆堆积高达

700m，绵延 20km，是人类了解海床下面地幔的窗口，也有助于解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

海床的秘密。人们可由此解析 400 万年～800 万年新/澳是如何分离的，也可解开海床地壳

的奥秘。目前澳科学家利用装有声呐的“调查者”号考察船对其具体位置、形态、分布范围

和物质成分进行详细考察。 

6. 日本海底地层发现微生物 

日本“地球”号对距青森县八户海域约 80km、水深 1180m 的海底进行钻探，在海底 2466m

对地层取样分析，发现每一立方厘米沉积物中含有 100 个以下的极小微生物细胞。在海底

2000m 左右的煤炭层中含有多达 1万个左右的微生物细胞；在对这一层微生物的遗传因子进

行分析时发现，它们多数与地下森林中存在的细菌种类接近。据悉，这些微生物中还包含着

可生成煤炭中甲烷的细菌。 

7. 地球内部地核的新发现 

美国伊利诺大学科学家发现，地球内核并非被熔融的外

核（地幔）包裹的一个实心铁镍球体。地核的构造在其半径大

约一半（地核3486km、外核2270km、内核1216km）的地方发生

了变化。他们发现一个显然与内核不同的“内内核”，直径约

为此前人们所认为的现实地核的一半。 

8. 国际大洋中脊计划新进展 

国际大洋中脊计划（InterRedge，1994～2013），至今已完成两个 10 年计划，第三个十

年计划（2014～2023）。该计划在洋中脊构造与岩浆作用过程，海床与海底资源，地幔的控

制作用，洋脊—大洋相互作用及通量，洋中脊的轴外过程和结果对岩石圈演化的作用和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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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生态系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对海底热液生物群落的研

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深海生物的看法，这些有限空间内的生物量级远大于周围的深海环境。

在洋脊系统的新发现丰富了物种多样性，也增强了对该系统的整体认识。第三个十年科学计

划将聚焦洋壳形成演化等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从研究洋中脊洋壳的起源，发展到关注洋脊侧

翼和深海平原下的洋壳演化，一直到汇聚边缘、俯冲带、岛弧和弧后系统中的系列变化。 

9. 俄罗斯大西洋中脊硫化物调查研究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在大西洋中脊进行了海底热液系统的多次调查研究，先后发现了 6

个并扩大 2个以前新发现的热液矿区（12°48′～20°54′N），最终提交申请获得国际海底

管理局的批准。在探查技术上采用地球物理法（电法勘查自然电场异常）、地质法（发现沉

积物中的指示矿物和地球化学异常）、水文法（根据近洋底水的透明度异常值来探查热液排

泄区之上的羽状热液流）综合使用取得良好效果；与辉长橄榄岩和拆离作用带有关的热液矿

区（Cu 或 Zn、Au、Co 明显富集），此类地质环境广泛分布，是最重大的发现；硫化物结构

呈现多种多样，表明其成矿多阶段和热液体排泄特点的复杂性。半数成矿区的资源量超过

1000 万 t、特大型的谢苗诺夫矿区约 4000 万 t。 

10. “地球”号挑战科学钻探极限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自 2013 年起，由日本的“地球”号、美国的“决心号”和

欧洲的“特定任务平台”三艘钻探船执行航次任务。“地球号”承担的任务是在“大水深”、

“大深度”、高温环境等恶劣海况下作业。至今，已创下总钻进套管长 7752.31m（水深

6897.35m，钻探深度 854.81m）的世界科学钻探最长纪录。在全球最强黑潮的强潮流海域进

行稳定立管钻探，实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世界尖端钻探技术。实现“大深度”钻进（注：

通常钻探设备的耐热温度在 125°～175℃）必须使用在 200℃以上高温的环境下能够钻进及

监控的设备。“地球号”挑战科学钻探极限，使其在钻探总长度、采集岩心样品及数据方面

超越“决心号”。“地球”号今后计划开发的技术目标为水深加井深总长度 1.2 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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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读者朋友 

22001166 猴猴年年新新春春快快乐乐！！  
Happy Spring Festival—China Monkey Year!  

本刊编辑部 

 

 

青岛海地所博士后科研工作荣获优秀等级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发布 2015 年度博士

后综合评估结果，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被评为

优秀等级，同时也被评为山东省优秀等级，予以通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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