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中国 IODP 办公室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地     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200092
电     话   021-6598 3441
传     真   021-6598 8808
邮     箱   iodp_china@tongji.edu.cn
网     站   www.iodp-china.org



序 言

历 史 篇

航 次 篇

成 果 篇

活 动 篇

规 划 篇

目录

02

04

22

33

47

60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2013~2023）及其前身综合
大洋钻探计划（IODP，2003~2013）、大洋钻探计划（ODP, 
1985~2003）和深海钻探计划（DSDP，1968~1983）是二十
世纪至今地球科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在
深海研究和地球科学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洋钻探五十年
来在全球各大洋钻井三千七百余口，取芯四十多万米，导致了地
球科学的革命，引领地球深部的探索。通过大洋钻探，验证了地
球构造运动的板块理论，证实了气侯演变的轨道周期学说，发现
了海底深部生物圈和天然气水合物，揭示了大洋岩石圈的成矿机
制，改变了整个地球科学的发展轨迹。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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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分别于 1998 年和 2003 年以“参与成员国”
身份加入 ODP（年付会费 50 万美元）和 IODP（2003~2013，
年付会费 100 万美元）。2013 年 10 月，习总书记亲自批示，我
国进一步加大对大洋钻探的投入，以年付 300 万美元会费加入国际
大洋发现计划（IODP, 2013~2023）。1998 年以来，我国参加大
洋钻探的工作一直由科技部牵头，协调相关部委共同领导，同时成
立了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中国
IODP 办公室等组织管理机构。二十年来，我国参加大洋钻探的各
项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开创了我国深海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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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篇

ODP 184 航次船上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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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1983

1985

深海钻探计划 DSDP 阶段

1985 年大洋钻探计划（ODP）启动之初 , 许靖华等专家回国促进中国早日加入该国际计划。
成立了以刘东生院士（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和国家海洋局罗钰如局长为首的中国大洋钻探计划筹备委员会，组织提出南
海钻探建议，积极推动我国加入大洋钻探计划，但由于当时国家外汇紧张等原因，未能成功。

1994 4 月，中国科学院刘东生、孙枢等 15 位院士联合提出“关于我国参加大洋钻探计划的建议”递交国家海洋局领导。

12 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联合在京召开“大洋钻探与中国地球科学”研讨会（12 月
7~9 日）。会后，15 位院士和 14 位海洋地质专家联名提出“关于我国参加大洋钻探国际合作计划的紧急建议”，次月
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涂光炽院士递交国务院领导。

刘东生（1917-2008） 罗钰如（1915-1999） 许靖华 （1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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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1 月，国务院领导批准我国参加大洋钻探计划。

涂光炽（1920-2007） 孙  枢（1933-2018）

1996 3 月，国家科委派遣代表团一行三人，专程为大洋钻探事宜访问美国。

4 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召开的中国第一届大洋钻探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4
月 25~27 日），68 位科学家参加会议。

1997 8 月，我国“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大洋钻探建议书在 ODP 学术委员会上被评为第一名，随后被正
式列入钻探航次。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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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春季，中国正式加入大洋钻探国际合作计划，年付 50 万美元，成为大
洋钻探第一个“参与成员（Associate Member）”。明确我国参加
大洋钻探的工作由科技部负责，协调其他相关部委共同领导。

5 月，中国大洋钻探学术委员会成立，孙枢院士任主任，汪品先院士和
秦蕴珊院士为副主任。此后，委员会讨论了派往大洋钻探学术机构和
参加大洋钻探航次的人选。

12 月，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
学部召开的中国第二届大洋钻探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第四届古海洋学学
术讨论会在京举行（12月14~16日），包括16位院士在内的90名专家，
以及国际 ODP 学术委员会主席等出席会议。

1999 2~4 月，大洋钻探 ODP 第 184 航次（澳大利亚 Fremantle—中国香港，
2 月 11 日 ~4 月 12 日）在南海成功地实施了中国海的首次深海钻探

JOIDES Journal, 1998, Vol.24, No.1.  （上图） 
ODP 184 航次执行期间碰到困难，孙枢院士紧急向科技部、国家海洋局汇报，最终在各方努力下得到解决，航次顺利实施。（左图）

南沙区唯一的钻孔 ODP 1143 站，开钻时美国船长下令升中国国旗 。（右图）

航次，共在 6 站位的 17 个钻孔获取 5500 米岩芯。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任首席科学家。4 月 12 日我
国数十位科学家赴香港出席结航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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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3月，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的中国大洋钻探第三届学术会议在同济大学召开（3
月 19~21 日），约 100 位国内外科学家出席，美、日多位专家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会议在国际 ODP 科学委员会与中
国 ODP 的联合宴会后隆重闭幕。

2003 进入综合大洋钻探计划 IODP 阶段。

10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参加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将年付 100 万美元会员费。

12 月，由中国 IODP 联络与秘书组负责筹备和建设的中国 IODP 网站正式开通。

2004 1 月，中国综合大洋钻探委员会联络员会议于 1 月 9 日在科技部召开。

2 月，国家科技部决定成立中国 IODP 委员会并建立联络员制度，同时组建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和中国 IODP 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同济大学，负责我国参加 IODP 的日常管理工作。

6 月，南海大洋钻探成功后，在京举行向有关部门的汇报活动，科技部徐冠华副部长主持了向总参的汇报会。

2004 年科技部徐冠华部长签署中国加入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 谅解备忘录，科技部发文成立中国 IODP 管理机构。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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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 职称 单位

王晓方 司长 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

金  炬 副司长 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

柴育成 副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

朱世龙 司长 中国地震局人事教育和科技司

刘振民 司长 外交部条法司

谢焕忠 司长 教育部科技司

王殿昌 副司长 国家海洋局科技司

范蔚茗 副局长 中科院资环局

萑  岩 副司长 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董伟良 总经理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科技发展部

中国 IODP 委员会

中国 IODP 委员会联络员

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 中国 IODP 办公室

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学术工作组 IODP 科学咨询机构中国派出科学家代表

中国 IODP 委员会成员名单

此名单以 2004 年 2月成立时科技部文件为准，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多位同志调离岗位，由其他同志接替。2014 年加
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后与联络员合并为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

2 月 28~29 日，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同济大学召开，同时举行中国 IODP 办公室揭牌仪式。该会
议就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 IODP 学术计划修订、中国 IODP 航次建议书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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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 职称 单位

孙  洪 处长 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资源环境处

沈建忠 副处长 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资源环境处

于振良 副处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

姚玉鹏 副处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

张志波 处长 中国地震局人事教育和科技司

肖建国 处长 外交部条法司六处

张金东 处长 中科院资环局

康  健 处长 国家海洋局科技司

雷忠良 处长 教育部科技司

高  平 处长 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王伟元 经理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科技发展部

中国 IODP 委员会联络员名单

此名单以 2004 年 2月成立时科技部文件为准，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多位同志调离岗位，由其他同志增补。2014 年加
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后与中国 IODP 委员会合并为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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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2 月，中国 IODP 办公室在同济大学揭牌成立

孙枢 汪品先 秦蕴珊

第一届 IODP 专家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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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名单
（2004.2-2011.10）

﹡由于工作调动，由任建国接替。

3 月 25 日，中国加入 IODP 谈判会议在京举行，国家科技部（MOST）与前来访问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日
本文部科学省（MEXT）官员就中国加入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的谅解备忘录在国家科技部会议室举行正式谈判会议。
会议由国家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孙洪副司长主持。

姓名 职务 / 职称 单位 备注

孙  枢 院士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任

汪品先 院士 同济大学 副主任

秦蕴珊 院士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副主任

徐  洵 院士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委员

陈　颙 院士 中国地震局 委员

陈永顺 教授 北京大学 委员

葛洪魁 研究员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委员

蒋少涌 教授 南京大学 委员

李家彪 研究员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委员

庞  雄 首席地质师 中海石油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委员

丘学林 研究员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委员

王  辉﹡ 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 委员

石学法 研究员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委员

吴能友 研究员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委员

张训华 研究员 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委员

周祖翼 教授 同济大学 委员

2004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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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与日本文部省部长就中国以“参与成员国”身份加入IODP正式签字，
年付 100 万美元成员费（其中 2004 年为 150 万美元）。

2005

中国加入 IODP 谈判会议在京举行

3 月 1 日，中国综合大洋钻探专家委员会 2005 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鸿翔大厦举行，来自中国 IODP 委员会及其联络员、
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和中国 IODP 办公室共 24 人出席了会议。

2008 2 月 21~22 日，中国综合大洋钻探专家委员会 2008 年度扩大会议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举行，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及
基础研究司领导 , 中国 IODP 委员会联络员、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 IODP 派出代表、部分 IODP 航次科学家代表、有关
深海研究机构和单位代表、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共计 42 人出席了会议。

2009 8 月 26~27 日，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 2009 年度扩大会议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举行。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及国际合
作司领导 , 中国 IODP 委员会联络员、专家委员会成员、部分中国 IODP 派出代表和 IODP 航次科学家代表、有关深海研
究机构和单位代表、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共计 35 人出席了会议。

历
史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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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8 月，孙枢、汪品先等 56 位院士向温总理写信建议设立我国深海科学工程专项，其中包括建造大洋钻探船；2011 年 1 月，
汪品先院士又写信给科技部万钢部长，进一步阐述建造大洋钻探船的必要性。

2011 1 月 28 日，中国 IODP 办公室协助科技部社发司和基础司在上海召开了“大洋钻探船可行性研讨会”，来自海内外 26
位学者和科技管理工作者参加。此次会议认为，建造中国大洋钻探船具有十分显著的前瞻性，是在现有国力下实践海洋
强国国家战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并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

10 月 17~18 日，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 2011 年度扩大会议在上海白玉兰宾馆举行， 来自十大城市的 74 位专家和有关
部门的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大洋钻探国际计划宏伟目标和经济困境之间的矛盾，讨论了我国地球和海洋科
学的进展与前景，认为应当抓紧机遇，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国自身的深海科学钻探能力，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其中的核心目标是建造自己的、勘探和科研两用的大洋钻探船，使中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进入国
际深海研究的前沿。会议对于当前和未来十几年的中国大洋钻探工作，提出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的三大目标。

孙枢 汪品先 秦蕴珊 丁仲礼

为了扩大 IODP 在国内的影响，2011 年，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换届，吸收了国内相关单位的更多
专家参与进来，新一届专家委员会仍由孙枢院士担任主任，汪品先等 6 位专家担任副主任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14



姓名 职务 / 职称 单位 备注

孙  枢 院士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任

汪品先 院士 同济大学 副主任

秦蕴珊 院士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副主任

丁仲礼 副院长 / 院士 中国科学院 副主任

张洪涛 总工 国土资源部 副主任

陈  骏 校长 / 教授 南京大学 副主任

朱伟林 总地质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副主任

徐  洵 院士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委员

陈　颙 院士 中国地震局 委员

金振民 院士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委员

陈晓非 教授 中国科技大学 委员

第二届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名单
（2011.10-2014.06）

张洪涛 陈骏 朱伟林

第二届 IODP 专家委员会
主任和副主任

历
史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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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 职称 单位 备注

陈永顺 教授 北京大学 委员

葛洪魁 研究员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委员

侯增谦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委员

黄  力 研究员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委员

翦知湣 教授 同济大学 委员

蒋少涌 教授 南京大学 委员

李广雪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委员

李家彪 研究员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委员

李铁刚 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委员

牛耀龄 教授 兰州大学 委员

庞  雄 首席地质师 中海石油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委员

秦为稼 副主任 极地办公室 委员

丘学林 研究员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委员

任建国 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 委员

石学法 研究员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委员

孙  敏 教授 香港大学 委员

孙卫东 研究员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委员

王成善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委员

吴能友 研究员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委员

杨胜雄 总工 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委员

张训华 研究员 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委员

周  宁 总工 大洋协会办公室 委员

周祖翼 教授 同济大学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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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进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IODP 阶段。

1 月，由同济大学李春峰教授等提出的 IODP 735 CPP 建议书已被安排为 IODP 349 航次，将由美国钻探船“决心号”
于 2014 年 1 月 26-3 月 30 日在南海执行。

3 月 29 日，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年度会议在上海白玉兰宾馆举行，专家委员会委员和特邀专家等共 27 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南海 IODP349 航次的重要性，一致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其成功实施。会议强调从“建设海洋强
国“的目标出发，急需加强我国在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中的参与力度。

10 月 1 日，由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珍等牵头，中国科学家提交了 IODP 838 号建议书，该建议书计划钻探南海
中生代地层，主要科学目标是检验大陆张裂时岩石圈减薄的假说。

10 月，经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批示，我国加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并大幅度提高资助强度，除了每年支付 300
万美元会费，还以匹配经费的形式资助 IODP 的航次。

2014 1 月 28~3 月 31 日，由我国科学家建议、设计并主持的南海第二次大洋钻探，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349 航次在南海实施。
同济大学李春峰教授、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林间教授联合担任此航次首席科学家，上船参与科学考察的中国科学家
达 13 人。

4 月，提交西南印度洋 IODP#855 号航次建议书。

2014 年科技部万钢部长签署中国加入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 谅解备忘录，科技部发文组建新一届中国 IODP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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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 职称 单位

孙成永 * 副司长 科技部社会发展司

宋秋玲 副巡视员 财政部教科文司

柴育成 常务副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

贾桂德 副司长 外交部条法司

杨    力 参赞 外交部边海司

高    平 副司长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雷    波 司长 国家海洋局科技司

雷朝滋 副司长 教育部科技司

冯仁国 副局长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刘一峰 副总经理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科技发展部

柯    兵 副主任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沈建磊 处长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

王蓉芳 调研员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黄圣彪 处长 科技部社会发展司

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名单
（2014.06-   ）

*此名单以 2014 年成立时科技部文件为准，由于工作调动原因，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现由科技部社发司邓小明副司长担任。

6 月，科技部办公厅发文正式成立新一届中国 IODP 管理机构，包括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
会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

9 月 23 日，新一届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召开，17 位咨询委员，科技部社发司孙成
永副司长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在我国成为入新十年 IODP（2013-2023) 正式成员，并顺利完成南海 349
航次的基础上召开，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国际大洋钻探科学计划中的作用和地位，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贡献。本
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中国 IODP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0 月，以我国科学家为主提交了 IODP 第 878 号建议书—“检验大陆裂解期间岩石圈的减薄过程：在南海张裂陆缘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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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
（2014.06-   ）

姓名 职务 / 职称 单位 备注

丁仲礼 副院长 / 院士 中国科学院 主任

陈骏 校长 / 教授 南京大学 副主任

朱伟林 总地质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副主任

翦知湣 教授 同济大学 副主任

金振民 院士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委员

王成善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委员

张海啟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 委员

李家彪 研究员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委员

杨胜雄 总工 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委员

石学法 研究员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委员

丁抗 研究员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委员

李铁刚 研究员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委员

丘学林 研究员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委员

庞雄 首席地质师 中海石油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委员

邵宗泽 研究员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委员

周力平 教授 北京大学 委员

徐景平 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委员

王风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委员

孙卫东 研究员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委员

刘羽 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委员

刘志飞 教授 同济大学 秘书

同时聘请孙枢、汪品先和秦蕴珊三位院士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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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IODP 878 号建议书在“决心号”平台管理委员会会议上评审通过，被正式安排为 IODP 367、368 航次，计划于
2017 年 2~6 月在南海北部海域实施。

8 月 6 日，中国 IODP 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第 2 次会议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召开 20 余位委员和顾问，以及主管部门领导
参加了会议。

9 月 29 日，中国 IODP 计划工作协调小组第 1 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由协调小组组长、科技部社发司邓小明副司长主持，
科技部社发司、基础司、资管司和国际合作司、财政部教科文司、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外交部边海司、国土资源部
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国家海洋局科技司、教育部科技司、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与发展局、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等协
调小组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中国 IODP 办公室代表列席了会议。

10 月，提交巽他陆架 IODP#907 号航次建议书。

2015

2016

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

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 中国 IODP 办公室

2014 年科技部办公厅发文正式成立新一届中国 IODP 管理机构，包括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中
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以及中国 IODP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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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仲礼 陈骏 朱伟林 翦知湣

2~6 月，IODP 367、368 航次在南海北部海域执行，这次的钻探聚焦在南海扩张之前的大陆破裂，在水深三、四千米的
深海底往下钻探千余米，在陆缘盆地、洋陆过渡带和最老的洋壳上钻取南海张裂前夕的基底，钻探的对象正是南海含油
盆地形成时的地层，旨在通过对地层的研究揭示南海的成因，回答南海北部油气勘探战略中的关键问题，在南海探讨和
发展全球大陆破裂形成海洋的基本理论。

5 月 25 日，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 2017 年度会议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召开。会议是在南海 IODP367/368 航次即
将完成、中国 IODP“三步走”战略目标即将进入第二步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由专家委员会主任丁仲礼院士主持，专家
委员会顾问孙枢院士、汪品先院士、以及委员和特邀专家等 19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6 月 12 日，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 2017 年会议在上海临港召开。会议是在南海 IODP367-368 航次圆满完成、中国
IODP“三步走”战略目标顺利完成第一步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由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科技部社发司邓小明副司长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常务副主任柴育成、国家海洋局科技司王孝强副司长等协调小组成员出席会议，中
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 IODP 办公室等列席了会议。

2017

第三届 IODP 专家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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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P 184 航次 1999 年 2 月 11 日—4 月 12 日
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中国香港

首席科学家 

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
美国布朗大学 Warren L. Prell 教授

航次主题 

东亚季风演变史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

航次重大进展

1、建立起西太平洋区最佳深海地层剖面
2、揭示了气候周期演变中热带碳循环的作用
3、提供东亚季风演变历史深海记录
4、提供南海海盆扩张全部历史的沉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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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船上岗位

汪品先 同济大学 首席科学家

翦知湣 同济大学 微体古生物学家

李安春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沉积学家

苏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微体古生物学家

ODP 184 航次中国科学家

汪品先 翦知湣 李安春 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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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349 航次 2014 年 1 月 26 日—3 月 30 日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首席科学家 

同济大学李春峰教授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林间教授 ,
同济大学讲座教授

航次主题 

南海张裂过程及其对晚中生代以来东南亚构造、
气候和深部地幔过程的启示。

航次重大进展

1、实现对南海海盆洋壳的钻探，精确确定南海海
盆的扩张时代与期次以及边缘海洋壳的增生与演化
过程。
2、建立海盆沉积地层层序与时空演化，为南海深
水和中生界的油气勘探提供理论指导。
3、开展深海盆中的火山碎屑岩的研究，明确理解
海山喷发的机理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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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船上岗位

李春峰 同济大学 首席科学家

陈毅凤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无机地球化学家

丁巍伟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构造地质学家

黄小龙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无机地球化学家

李前裕 同济大学 微体古生物学家

刘传联 同济大学 微体古生物学家

刘青松 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 古地磁学家

刘志飞 同济大学 沉积学家

苏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微体古生物学家

孙珍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构造地质学家

张传伦 同济大学 有机地球化学家

张国良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岩石学家

IODP 349 航次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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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367 航次 2017 年 2 月 7 日—4 月 9 日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

首席科学家 

中科院南海所孙珍教授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Joann Stock 教授

航次主题 

检验大陆裂解期间岩石圈的减薄过程

航次重大进展

1、发现南海大陆岩石圈破裂，具有和大西洋不同
的模式。
2、发现南海张裂的区域背景，需要有不同于前人
的假说。
3、获得南海中新世的深海红层和浊流沉积，揭示
南海深海沉积环境的重大演变。

IODP 368 航次 2017 年 4 月 9 日—6 月 11 日
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首席科学家 

同济大学翦知湣教授
丹麦与格陵兰地质调查局
Hans Christian Larsen 教授
（同济大学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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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船上岗位

孙珍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

陈毅凤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无机地球化学家

黄宝琦 北京大学 微体古生物学家

黄小龙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岩石学家

雷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岩芯物理学家

李丽 同济大学 有机地球化学家

易亮 同济大学 古地磁学家

刘志飞 同济大学 沉积学家

向荣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微体古生物学家

苏翔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微体古生物学家

张翠梅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构造地质学家

钟立锋 中山大学 岩石学家

张锦昌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岩芯物理学家

IODP 367 航次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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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船上岗位

翦知湣 同济大学 首席科学家

丁巍伟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构造地质学家

黄恩清 同济大学 岩芯物理学家

姜仕军 暨南大学 钙质超微化石学家

金海燕 同济大学 有孔虫学家

李保华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有孔虫学家

李艳平 南京大学 无机地球化学家

刘传联 同济大学 钙质超微化石学家

邱宁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岩芯物理学家

田丽艳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无机地球化学家

万世明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沉积学家

钟广法 同济大学 沉积学家

吴怀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古地磁学家

IODP 368 航次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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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航次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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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航次中国科学家  海域分布

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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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航次中国科学家  地区分布

来自国内 34 家单位的 130 位科学家上船参加了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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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P 184 亮点成果
南海深海沉积物高分辨率的同位素记录

      南海大洋钻探 ODP184 航次在南海南部 ODP1143 站（9o21.72’N, 113o17.11’E, 
水深 2772 m）、北部 ODP1148 站（18° 50.169’N, 116° 33.939’E, 水深 3294 m）
获得了高分辨率的底栖有孔虫氧、碳稳定同位素记录。其中南部 ODP1143 站的记录跨越
9 Myr，平均分辨率 3 Kyr，是全大洋中分辨率最高的连续记录；北部 ODP1148 站的记
录跨越 23 Myr，平均分辨率 15 Kyr，是全大洋中最长的连续记录。南海底栖有孔虫的氧
稳定同位素（δ18O）记录揭示了 2300 万年以来新生代逐渐变冷、两极冰盖依次形成的气
候变化趋势，而碳稳定同位素（δ13C）则揭示了大洋碳储库的演变过程以及南海的深层水
团与南海区域构造演化的关系。

南海 ODP1148、1143 站站位图。图中海洋部分的颜色代表海水中的含氧量。（左下图）
南海 ODP1148 站底栖有孔虫氧、碳稳定同位素记录（0-23 Myr）。（a）δ18O；（b）
δ13C；（c）δ18O 连续小波分析；（d）δ13C 连续小波分析；（e）地球轨道驱动参数 ETP
连续小波分析。可见，2300 万年来，405 Kyr 的长偏心率周期在全球冰盖变化和大洋碳储
库变化中非常显著。（右下图）
南海 ODP1143 站底栖有孔虫氧、碳稳定同位素记录（红色）（0-9 Myr）及其与北部
1148 站对应记录（黑色）对比。（右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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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气候变化的低纬驱动
——大洋碳库长周期的溶解有机碳假说

气候变化的高纬驱动论及其质疑

      新生代气候变化以全球逐渐变冷和两极
冰盖的依次形成为主要特征，自南极冰盖
在 34Ma 初现到北极冰盖在 2.7Ma 最终形
成，地表气候就在冰期 / 间冰期的旋回中
波动，并记录在深海和陆地沉积之中。南
斯拉夫人 Milutin Milankovitch 在前人研
究基础上提出的“米兰科维奇理论”代表
了新生代气候变化研究的最高成就，该理
论强调“地球轨道参数调控的北纬 65 度夏
季太阳辐射量的周期性变化控制地表气候
变化的冰期旋回”，是典型的高纬驱动论，
但学术界对“微小轨道变化触发地表气候
巨变”的认识仍存在质疑，大量研究表明
地内系统之间的反馈对轨道驱动的放大效
应才是主导因素，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
化则扮演了决定性的调控作用。地表系统
中，碳主要储存在大气和海洋中，其中大
气碳储库约 600 Pg（1 Pg=1015 克），
大洋中的表层碳储库约 700 Pg，而深部碳
储库约 38000 Pg，超过 90 %，深部大洋
碳储库即使发生细微的变化也会导致大气
二氧化碳浓度的显著变化，是气候变化的
关键因素。

汪品先等借鉴焦念志等提出的微型生物碳
泵假说揭示新生代大洋碳储库 40 万年长周
期机制，发现全球季风与碳循环在 40 万年

长周期上紧密关联，并据此发展出溶解有
机碳工作假说，提出气候变化的热带驱动

理论，挑战传统的气候变化高纬驱动论

气候变化低纬驱动论的发现

      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带领的团队强调
气候变化的低纬驱动，认为低纬是气候变
化的引擎，高纬只是开关。该理论的提出
源自海洋碳储库 40 万年长偏心率周期的
发现，最初在南海大洋钻探 184 航次的深
海底栖有孔虫 δ13C 记录中发现了一系列具
有 40-50 万年长偏心率周期的 δ13Cmax 重
值事件（Wang et al., 2003），后来发现
这些 δ13Cmax 事件是全球性的（Wang et 
al., 2004, 2010）（右图），其周期在 1.6Ma
之前是标准的 40 万年，但 1.6Ma 之后延
长到约 50 万年，这显然是轨道驱动无法解
释的。

地 球 轨 道 参 数 ETP 与 底 栖 有 孔 虫 δ13C
（PDB，‰）记录。自上而下依次为 ETP，
东赤道太平洋 ODP138 航次底栖有孔虫合成
δ13C 记录、大西洋 ODP659 站底栖有孔虫
δ13C 记录和大西洋 154 航次底栖有孔虫合成
δ13C 记录。数字代表 δ13Cmax 事件。（上图）
图 1b、 地 球 轨 道 参 数 ETP 与 底 栖 有 孔 虫
δ13C（PDB，‰）记录。自上而下依次为
ETP， 南 海 南 部 ODP1143 站 底 栖 有 孔 虫
δ13C 记录、南海南部 ODP1143 站浮游有孔
虫 δ13C 记录、地中海底栖有孔虫合成 δ13C
记录。数字代表 δ13Cmax 事件。（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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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349 亮点成果
标定南海扩张年龄为 33-15 Ma

     通过磁性年代地层、磁异常深拖调查、以及玄武岩 Ar/Ar 测
年，获得东部次海盆洋中脊玄武岩年龄为 15 Ma，而西南次海盆
地洋中脊年龄为 16 Ma，第一次确定南海扩张的终止年龄为 15-
16 Ma，证实两个次海盆接近同时期停止扩张。

● 最新最完整南海年龄标定：33-15 Ma
● 获得南海深海盆的扩张速率（20-70 k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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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岩浆演化及碳酸盐质岩浆发现

      南海大洋中脊玄武岩（MORB）的成分接近太
平洋洋中脊玄武岩，表明南海岩浆活动与太平洋板
块运动具有紧密的联系。中央海盆 U1431 站火山
角砾岩来源于碳酸盐质岩浆，说明南海下部存在一
个异常的地幔组成。

     

 碳酸盐质岩浆 / 岩石圈反应简化图（Zhang et al., 
2017）左图：南海停止扩张后，碳酸盐质熔体穿透
极薄的岩石圈，部分转化成碱性玄武岩；右图：碳
酸盐化熔体穿过正常厚度的岩石圈后被转化为碱性
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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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carbonated melt to alkali basal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uo-Liang Zhang1,2,3*, Li-Hui Chen4*, Matthew G. Jackson3 and Albrecht W. Hofmann5

CO2 is considered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melting of the deep upper mantle, and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s have been widely
predicted by partial melting experiments to exist at mantle depths of greater than 80 km. However, such melts have not been
shown to exist in nature.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2 and the origin of silicate melts is highly speculative. Here we
present geochemical analyses of rocks sampled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at the Integrated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Site
U1431. We identify natural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s, which are enriched in light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depleted in Nb and
Ta, and show that they were continuously transformed to alkali basalts that are less enriched in light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enriched in Nb and Ta. This shows that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s can survive in the shallow mantle and penetrate through the
hot asthenosphere.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s were converted to alkali basaltic melts through reactions with the lithospheric
mantle, during which precipitation of apatite accounts for reduction of light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genesis of positive Nb–Ta
anomalies. We propose that an extremely thin lithosphere (less than 20 k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acilitates extrusion of
the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s, whereas a thickened lithosphere tends to modify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 to alkali basalt.

Most of the Earth’s carbon is stored in the deep interior1,2,
and CO2 can strongly affect the melting behaviours
of the deep upper mantle3. Alkali basalts are generally

SiO2-undersaturated and cannot be produced by melting of ‘dry’
mantle2,4. Many alkali basalts carry strong indications of a role for
CO2; for example, phenocrysts with CO2-rich melt inclusions5,6,
mantle xenoliths metasomatized by carbonatitic melts7, and alkali
basalt associations with carbonatites8–10. It is well known that CO2
can reduce the SiO2 content in the melt and facilitate low-degree
mantle-derivedmelt that is enriched in alkalis3; thus, CO2 could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origin of alkali basalts. However, natural
carbonatites,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two known oceanic locations
(Cape Verde and Canary islands9,11), generally have CaO that is too
high andMgO that is too low to be primary carbonatemelts12. Thus,
direct field observation onmantle-derived primary carbonate melts
is lacking, and the role of CO2 in the genesis of alkali basalts is
highly speculative.

Near-solidus partial melting experiments on carbonated mantle
rocks result in dolomitic melts, which transform rapidly to
carbonated silicatemelts with increasingmelting degree3. A number
of experim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test if melting of a
specified mantle lithology (for example, carbonated peridotite13,14
and carbonated eclogite15,16), or interactions between carbonated
melt and the asthenospheric mantle17, can generate primary alkali
basaltic melts. However, the experimentally derived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s have not been shown to exist in nature. It also
remains unresolved on how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s with negative
Nb–Ta12,18 evolve to alkali basalts with positive Nb–Ta19–21. Here
we show a suite of volcanic clasts that vary continuously from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s to alkali basalts in an oceanic setting
(South China Sea, Fig. 1), which have implications for how natural
carbonated melts are transformed to alkali basalts.

Compositions of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alkali basalt
The South China Sea basin, which was active between 32–16Ma
(Myr ago) (ref. 22), is amarginal spreading basin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the continent shelf of China (Fig. 1). A seamount chain (Fig. 1)
was formed along the fossil ridge shortly after cess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preading23. The International OceanDiscovery Program
(IODP) Expedition 349 (Site U1431) drilled into the mid-ocean
ridge basalt (MORB) crust near the fossil ridge. Before reaching
the MORB crust, a ∼300m-thick volcanic breccia layer (Fig. 1) was
recovered, which was formed by multiple volcanic episodes (from
12.8Ma to 7.4Ma)24 shortly after cessation of spreading. The breccia
contains abundant volcanic clasts that range in diameter from
millimetres to approximately ten centimetres, and the geochemistry
of the clasts is examined in this study.

Globules (formed by exsolution from magma at reduced
pressures as magma ascends) are most abundant in the clasts
at the bottom of breccia layer, which decrease in abundance
upward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ypical
globules in sample 21R-1-W-(9/11)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consist of four phases: P2O5-CaO-Ti-F-rich glass, silicate glass
that is MgO-FeOt-rich and CaO-depleted, silicate glass that is
K2O-Na2O-rich and CaO-depleted, and carbonate (calcium calcite
and MgO-rich calcite). In situ analyses of major and trace elements
confirm that the carbonates in the globules are of magmatic origin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The compositional complementarity
of these phases indicates that they were derived from melt
immiscibility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Electron microprobe
analyses on the glass of plagioclase-hosted melt inclusions in this
sample indicate a P–Ca–Ti–F-rich and low-SiO2 primary melt (see
discussion in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 P2O5 and CaO concentrations observed in experimentally
derived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12,25,26.

1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66071 Qingdao, China. 2Laboratory for
Marine Geology,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66000 Qingdao, China. 3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93106-9630, USA. 4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Mineral Deposits Research,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210023 Nanjing, China. 5Max-Planck-Institute für Chemie, Postfach, 55020 Mainz, Germany.
*e-mail: zhangguoliang@qdio.ac.cn; chenlh@nju.edu.cn

NATURE GEOSCIENCE |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www.nature.com/naturegeoscience 1

© 2017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part of Springer Nature. All rights reserved.

37



IODP 367/368 亮点成果
发现南海大陆岩石圈破裂
具有和大西洋不同的模式

      南海北部伸展陆缘存在强烈的岩浆活
动，晚始新世开始张裂，渐新世南海海底
扩张时期已处于深海环境，揭示出与大洋
模式不同的边缘海陆缘的张裂机制。

南海北部张裂陆缘的岩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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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由陆壳破裂到岩浆型洋壳的快速转变

      关于南海陆缘张裂形成洋壳的最新研究
成果。IODP367/368 航次在南海北部获得
的钻探和地震数据表明在南海陆壳破裂过
程中存在岩浆活动，即软流圈物质上涌造
成岩石圈最终破裂，过程中伴随洋中脊玄
武岩类型的岩浆活动，并最终形成狭窄的
由陆壳向火成岩洋壳的过渡带。

      这一陆缘结构不同于在北大西洋发现的
两种陆缘结构：1）没有任何富岩浆陆缘的
特征，既没有巨厚（15-30km）的火成岩
洋壳，也没有如东格陵兰边缘般倾向海洋
方向的大于 5 km 厚的反射体；2）岩石圈
快速扩张过程中未伴随地幔折返现象，即
没有贫岩浆陆缘的特征。这一陆缘结构被
认为是北大西洋两种陆缘结构之间“缺失
的环节”，即超伸展的贫岩浆陆缘结构。
这种中间状态的陆缘结构已在一些区域提
出，如加利弗尼亚湾和红海，但尚未通过
钻探证实，此次研究证实了这种陆缘结构
的存在，并可用来解释先期存在裂痕的薄
弱岩石圈快速断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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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南海演变过程中
有过强烈构造运动的沉积环境

      建立始新世以来 , 南海从陆地变为深海的沉积
记录，重新认识南海的成因。钻探揭示南海深海盆
由东向西推进的记录，可能改变南海成因的原有观
点，可望导致东亚和西太演变历史的重新认识。

Paleo-water depth and 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since the middle 
Eocene at the northern SCS margin 

Unit I: Late Oligocene to Pleistocene
●     Deep sea sediments with little terrestrial input
●     Post-rift sediment
Unit II: Early Oligocene
●     Upper slope sediment at Site U1501, but abyssal sediment below CCD       
at Site U1502, with less terrestrial input
●     Syn-rift sediment
Unit III: Late Eocene
●     Continental shelf at Site U1501 with increasing terrestrial input
●     Start of rifting
Unit IV: Middle Eocene or older
●     Land facies (river or coastal deposits)
●     Pre-rift 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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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342 亮点成果
关于晚古近纪北大西洋海表温度的差异性演化

      此次研究利用了综合大洋钻探计划2012年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域获取的200米海洋沉积物，
首次重建了 2500 万年长（4300 万年前到 1800 万年前）的古近纪温度记录，并包含了关键
的 3400 万年前的始新世——渐新世转折期的气候信息。记录证实了古近纪是地球气候历史
上的炎热期。文章指出北大西洋的 25 度海温等温线在古近纪和当代相比向北移动了 15 个纬
度（超过 1500 公里）。而在这 2500 万年间，此海表温度记录显示了在绝大多数时间（除了
始新世——渐新世转折期）里和海洋底层温度呈现一致的变化，揭示了气候系统的协同变化。
而在始新世——渐新世转折期的 200 万年间，北大西洋海温并没有随着南极冰川的形成而显
著降温，而是呈现出极其缓慢降温的趋势。

此次研究的地点图，黑色显示，其它已存温度记录的地点由白色表示。（左图）
南北半球的海温记录显示在 EOT 时期的不对称性演化，很大可能与当时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形成有关。（右图）

      此次研究证实了南北半球温度在始新世——渐新世转折期的差异性演化，因此支持南半球对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具有更重要的控制作用， 
并进一步揭示了当气候边界条件（南极冰川和环南极洋流通道形成）显著改变时，气候系统需时（200 万年）才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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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Late Palaeogene, Earth’s climate transitioned from a 
warm largely unglaciated state with weak latitudinal tempera-
ture gradients to a world that was cold enough at high lati-

tudes to sustain large ice sheets on Antarctica1–4. The pivotal event 
in this long-term transition to the modern glaciated climate state 
occurred across the Eocene/Oligocene transition (EOT)5,6 between 
~34 and 33 million years ago (Ma). The EOT is marked by sub-
stantial climatic and oceanic reorganization, including atmospheric 
CO2 drawdown7,8, high-latitude cooling9, widespread Antarctic 
glaciation, deepening of the carbonate compensation depth6 and 
northward migration of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10 in the 
Pacific. It has also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EOT marked the initia-
tion of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AMOC)11–13, 
whereas the Antarctic Circumpolar Current14 and modern ocean 
structure15 are suggested to have developed later around 30 Ma. 
Once established, the early Antarctic ice sheets appear to have been 
extremely dynamic in response to orbitally paced changes in high-
latitude climate forcing1,4,6.

The primary evidence for this increasingly well-established 
Late Palaeogen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long-term 
overall increase in deep-sea benthic foraminiferal oxygen isotope  
(δ 18O) values since the middle Eocene1–4. Yet,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he surface oceans drove or responded to these 
changes. Data on contemporaneous change in surface ocean tem-
perature for this interval are sparse16, and therefore trends are 
largely inferred from benthic δ 18O changes,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both the continental ice sheet budget and deep-sea tempera-
ture. Deconvolv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se two factors to changes 
in the δ 18O records has proven challenging and sometimes prob-
lematic6,9,17. Long temperature records using independent meth-
ods are needed from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sites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and test competing hypotheses for the underlying forcing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the inferred Cenozoic transition to a  

glaciated climate state. The cause of the EOT is a subject of ongo-
ing vigorous debate and two main hypotheses are now advanced:  
(1) the seminal hypothesis of gateway-driven Antarctic isolation18 
and (2) a slow long-term decline in atmospheric CO2 levels19. Ocean 
circulation change has been proposed as both a driving mechanism 
for Antarctic glaciation20 and as a feedback process in response 
to glaciation21. However, these suggestions remain poorly test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datasets from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where 
there is a widespread upper Eocene–lower Oligocene unconfor-
mity at many deep-sea sites attributed to bottom current activity22.  
In fact, we lack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the Late Palaeogene–Early 
Neogene time interval from all the mid- and high-latitud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9,23,24.

Here we report a 25-million-year-long record of surface ocean 
temperature spanning the middle Eocene to early Miocene (~43 to 
18 Ma) from 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 (IODP) Site U1404 
on the Newfoundland Margin in the mid-latitude northwest North 
Atlantic Ocean (40.00° N, 51.60° W; Figs. 1 and 2). This site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North Atlantic subtropical gyre and 
influenced by both the warm Gulf Stream and cold Deep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 (DWBC)25. Warm northward flowing surface 
waters meet the cold Labrador Current immediately to the north of 
the study site, resulting in a steep latitudinal surface ocean tempera-
ture gradient. Thus, although Site U1404 is not situated within the 
modern-day source region of North Atlantic Deep Water formation, 
it is situated just downstream and is sensitive to AMOC changes26,27. 
Modern mean annual surface ocean temperature at Site U1404 is 
20 °C (~19.5 °C at its Oligocene palaeo-location28; Methods, Fig. 1).  
Age control for our Site U1404 study section is based on biostrati-
graphic and magnetostratigraphic datums identified in shipboard 
analysis25 (Supplementary Fig. 1 and Supplementary Table 1)  
together with a bulk carbonate δ 18O record spanning the EOT 
(Methods, Supplementary Table 1), revealing a largely complete 

Transient temperature asymmetry between 
hemispheres in the Palaeogene Atlantic Ocean
Zhonghui Liu   1,2*, Yuxin He3, Yiqing Jiang1, Huanye Wang   2, Weiguo Liu2, Steven M. Bohaty   4 and 
Paul A. Wilson4*

During the Late Palaeogene between ~40 and 23 million years ago (Ma), Earth transitioned from a warm non-glaciated climate 
state and developed large dynamic ice sheets on Antarctica. This transition is largely inferred from the deep-sea oxygen isotope 
record because records from independent temperature proxies are sparse. Here we present a 25-million-year-long alkenone-
based record of surface temperature change from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Our long temperature record documents peak 
warmth (~29 °C) during the middle Eocene, a slow overall decline to the Eocene/Oligocene transition (EOT, ~34 Ma) and high-
amplitude variability (between ~28 and 24 °C) during the Oligo–Miocene.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record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deep-sea record, but a distinct anomaly is also evident. We find no evidence of surface cooling in the North Atlantic directly 
coinciding with the EOT when Antarctica first became cold enough to sustain large ice sheets and subantarctic waters cooled 
substantially. Surface ocean cooling during the EOT was therefore strongly asymmetric between hemispheres. This transient 
thermal decoupl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from the southern high latitudes suggests that Antarctic glaciation triggered 
changes in ocean circulation-driven heat transport and influenced the far-field climat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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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IODP 专家委员会具有总结大洋
钻探研究进展的传统，对吸引国内学者了
解和参与大洋钻探研究，促进我国深海科
学学科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地球科学进展》1995 年第 10 卷第
3 期大洋钻探专辑

为我国参加 ODP 准备工作编著的《大
洋钻探与中国地球科学》

1998 年起，不定期印发“中国大洋钻
探通讯”

2001 年《中国科学》第 31 卷第 10
期大洋钻探专辑

2003 年出版 ODP 184 航次成果
Marine Geology 专辑

《地球科学进展》期刊在开设“IODP
研究”专辑，包括“深海地球科学研
究前沿”（2003 年 10 月）、“综合
大洋钻探五周年”（2009年12月）、“中
国参加大洋钻探十年回顾（2014 年 3
月）、“巽他陆架：古气候与古生态意义”
（2017 年 11 月）和“大洋钻探科学
目标展望”（2017 年 12 月）

翻译出版《地球、海洋与生命—IODP
初     始科学研究计划 2003–2013》
和《照亮地球：过去、现在与未来—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2013–2023 年科
学计划》

2017 年出版 IODP 349 航次成果
Marine Geology 专辑

2018 年出版《大洋钻探五十年》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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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设计并主持的四个大洋钻探
航次站位图

加入大洋钻探 20 年来，我国

34
家单位共派出

130+
位科学家上船参加 IODP 航次
占“决心号”上船科学家总数的

15%
仅次于美国，排位第二
近五年我国对 IODP 总投入

3300+
万美元，已经成为美国和欧盟以外，
对“决心号”运行贡献第三多的成员，
也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家共发表

478
篇 ODP/IODP 论文成果，其中 285 篇英文
论文，派出代表参加

128
次 IODP 科学工作会议

大洋钻探航次后培养

124
名研究生
获得的航次后研究项目

120+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大研
究计划、973 计划、863 计划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
年基金等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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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航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翦知湣	 同济大学	
1999 年 ODP	184
2017 年 IODP	368

刘志飞	 同济大学	
2003 年 ODP	208
2014 年 IODP	349
2017 年 IODP	367

田军	 同济大学	
2009 年 IODP	321

李三忠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年 IODP	324

蒋少涌	 南京大学	
2005 年 IODP	308

杨守业	 同济大学	
2010 年 IODP	331

高抒	 南京大学	
2010 年 IODP	333

王风平	 上海交通大学	
2011 年 IODP	336

郑洪波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年 IODP	346

刘青松	
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
2014 年 IODP	349

黄小龙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2014 年 IODP	349
2017 年 IODP	367

周力平	 北京大学	
2014 年 IODP	353

鹿化煜	 南京大学	
2015 年 IODP	355

成
果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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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航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吴怀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9 年 IODP	322
2017 年 IODP	368

张国良	 中科院海洋研所	
2010 年 IODP	329
2014 年 IODP	349

鄢全树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所	
2013 年 IODP	344

聂军胜	 兰州大学	
2010 年 IODP	361

万世明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2013 年 IODP	346
2017 年 IODP	368

张锐	 厦门大学	
2013 年 IODP	347
2016 年 IODP	366

刘传周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015 年 IODP	360

常燎	 北京大学	
2017 年 IODP	371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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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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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主办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第一届 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6 月 28 日 ~7 月 1 日，上海

海内外 86 个单位，海外单位 18 个
500 余位华人学者，使用中文，9 个学科交叉专题
63 个口头报告，170 个展板报告
会议评选优秀学生展板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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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
增强 IODP 辐射效应
2012 年 7 月 2 日 ~7 月 4 日

更名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每两年一届

第三届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2014 年 7 月 2 日 ~7 月 4 日

会议规模 964 人，164 个单位，境外 26 个
中文平台，19 个专题
8 个大会报道，250 个口头报告，333 个展板

第四届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2016 年 7 月 2 日 ~7 月 4 日

国内外 156 家单位，1000 余人参加
已经成为华语地球科学交流的重要平台

活
动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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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
2018 年 7 月 2 日 ~7 月 4 日

会议规模 1500 余人，180 多个单位
中文平台
34 个专题，4 个大会报道
430 个口头报告，537 个展板
新增青年学者论坛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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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承办
IODP 科学工作会议

IODP 工业联络组（ILP）
第 3 次工作会议
2005 年 2 月 25-26 日，同济大学
IODP 阶段首次在中国召开的科学工作会
议，18 人出席

IODP 科学评估工作组（SSEP）
第 4 次工作会议
2005 年 5 月 16-19 日，同济大学
50 余名代表出席

IODP 科学与技术工作组（STP）
第 5 次工作会议
2007 年 8 月 19-23 日，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30 余名代表出席

IODP 工业发展组（EDP）
第 8 次工作会议
2009 年 1 月 13-15 日，同济大学

IODP 第 4 次论坛会议（IODP Forum）
2017 年 9 月 11-13 日，上海
40 余名代表出席

活
动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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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科学咨询机构执行委员会（SASEC）
第 5 次工作会议
2008 年 6 月 23-24 日，北京

中国 IODP 主办
各国际会议和培训班

第九届国际古海洋学大会（ICP9）
2007 年 9 月 3-7 日，上海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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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候变化的轨道驱动”高级研讨班，2005 年 8 月 14-18 日
2 古海洋学与古气候学高级讲座班，2005 年 10 月 13-19 日
3 碳同位素生物地球化学高级研讨班，2007 年 5 月 10-15 日
4 海底观测国际培训班，2008 年 5 月 19-21 日，上海
5 地球系统史 - 从元素的起源到智力的演变，2016 年 5 月 23-27 日，上海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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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岩石圈演化与动力学暑期培训班，2010 年 8 月 2-6 日，同济大学（上图）
全国海洋地质研究生暑期学校，2011 年 7 月 10-20 日，上海（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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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 (ICAMG-9)
2018 年 10 月 10-12 日，同济大学

活
动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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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349 靠港活动

      2013 年 10 月科学大洋钻探进入新阶段—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IODP）。由我国科学家提出的 IODP 735-CPP 建议书安排为新十年的
第一个航次—IODP 349 航次，于 2014 年 1-3 月在南海执行。这是我国发展深海科技的重要
举措，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 IODP 办公室在该航次的启航港口—香港举
办了相关学术活动。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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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P 367/368 靠港活动

      “决心号”钻探船是世界深海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2017 年 2-6 月在南海执行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
367、368 航次，航次结束后于 6 月 11~13 日停靠上海南港码头。
      在“决心号”靠港期间，科技部社发司于 6 月 12 日主持召开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会议，中国 IODP 办
公室召开 IODP 367、368 航次新闻发布会、南海大洋钻探国际论坛，举办中国大洋钻探成就展和“决心号”公
众开放日等一系列活动，同时邀请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和媒体记者等参观“决心号”。

       科技部社发司邓小
明副司长、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常
务副主任柴育成和临港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陈杰等有
关部门领导参观“决心号”
钻探船。

活
动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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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 岸 连线活动

367 航次 决心号船上科学家黄宝琦和刘志飞在给
同学们做科普介绍

沉积学家 Ben 向中国学生介绍自己的工作 和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同仁们视频连线

科学家刘传联在决心号通过视频连线与同济二附
中学子交流

368 航次连线决心号讲座同济二附中活动

青岛 39 中的高中生们踊跃提问 翦知湣教授为同济学子介绍中国大洋钻探

李丽教授在航次中与岸上连线

张翠梅和青岛二中学生的连线

通过视频连线
组织船上科学家与船下公众“面对面”科普讲座。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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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燕在进行科普连线，向孩子们讲解岩芯

两位意大利学者在做互动

拓守廷博士为同济小学学生做大洋钻探讲座

IODP 航次 我国上船科普专员

349 航次           东方卫视          汤昊鹏

360 航次           新华社              张建松

367 航次           新华社              张建松

368 航次           科技日报           张盖伦

368 航次           东方卫视           谢抒豪

东方卫视汤昊鹏在 349 航次录制船上科学
家日常生活

367 航次中新华社记者张建松与国外科学
家共同进行科普连线

科技日报张盖伦与林间教授科普连线 东方卫视谢抒豪与科学家互动

活
动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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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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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IODP 未来发展规划

第一步 实现我国主导的南海 CPP 航次

 2014 IODP 349 航次：扩张阶段
 2017 IODP 367 / 368 航次：裂谷阶段

第二步 进入领导圈， 成为“平台提供者”

 2018 建成全球第四个大洋钻探岩芯库 / 实验室
 2019 进入 IODP 科学领导圈
  发起新 IODP 计划讨论
 2020 主办 IODP 新科学计划研讨会  
  自主组织大洋钻探航次   

第三步 建造世界第三代大洋钻探船
 
 分享国际深海研究领导权

“三步走”规划

规
划
篇

61



中国计划自主组织
IODP 航次 巽他陆架钻探

巽他陆架 IODP #907 航次建议书

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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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年 11 月 25-27 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办首次研讨会
2 2016 年 11-13 日在中国上海举办第二次研讨会
3 在同济大学临港基地建设中国 IODP 岩芯实验室

1 2

3

规
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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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世界第三代大洋钻探船

     未来大洋钻探的难点在深部，目前美国“决心号”钻探软的沉积层表现很好，但钻探较深
的硬岩石就有些力不从心。由于缺乏泥浆循环和防喷设备，受到井深和地质条件的限制。日本”
地球号“是立管钻探船，目前正向 7000m 井深推进，但是船体巨大，运行费用高昂，再加上
目前钻探技术的限制，是否胜任莫霍钻地要求，还有待未来的检验。
      建造世界第三代大洋钻探船，需要面对十多年以后大洋钻探几十年的科学目标。新一代的
船将在钻探技术上有重大突破，从载体到材料有全面的创新，以期满足向地球深部进军的目
标。同时还应该吸收美、日两艘船的经验，集中世界各国的最新技术，通过科学技术互结合、
国际国内紧密合作的认真研讨，形成国际层面的先进方案。中

国
大
洋
钻
探
二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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