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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姓    名 熊盛青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日（公历） 1963/6/21 

民    族 汉族 出 生 地 湖南省桃江县 

党    派 中共  籍    贯 湖南省桃江县 

身份证件名称 身份证 证件编号  

工作单位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行政职务 无 

单位所属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 自然资源部 

单位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1 号航遥中心 

单位所在地 北京市海淀区 邮政编码 100083 

单位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专业或专长 地质与矿产探测（航空地质调查）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技术职务 首席科学家 

曾被提名、推荐为 

院士候选人情况 

年度（工程院） 2017、2019 

年度（科学院）  

二、主要学历（从大专或大学填起，6项以内） 

起 止 年 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  业 学  位 

1979.9-1983.8 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 放射性物探 学士 

1994.9-1997.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应用地球物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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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历（10项以内） 

起 止 年 月 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技术职务/职称 主要科研、技术工作 

1983.8-1988.12 
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901 队/技术员/助

理工程师 

参与航空物探野外调查；参与国家

305 项目专题攻关，负责航空物探数

据处理和解释方法研究与应用 

1989.1-1992.1 
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成果部/项目技术

负责/助理工程师 

负责地质调查项目，开展甘肃合黎山

地区航空物探综合测量与地质找矿

研究；参与地矿部科技项目 

1992.2-1995.10 
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物探部综合研究

室主任/国家重点攻关专题负责/工程师 

负责国家305 项目专题，开展高精度

航空物探综合站在地质找矿中的应

用研究 

1995.11-1996.10 
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总工程师助理/项

目技术负责/高级工程师 
负责航空伽玛能谱解释处理方法研

究与软件开发 

1996.11-1998.2 
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总工程师/国家

重点攻关专题负责/教授级高工 

负责国家“九五”科技攻关专题，开展

中高山区航磁与微波遥感方法技术

研究 

1998.3-2000.10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总工程师/

国家专项技术负责/教授级高工 

负责国家地质调查专项项目《青藏高

原中西部地区航磁概查》，开展航磁

方法技术、地质构造研究以及矿产资

源评价 

2000.11-2016.12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总

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国家科技计划等项目技术负责/教授级

高工 

负责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863 计划

课题、重大和重点项目，国家420 专

项，开展航空物探装备研发等 

2016.1-2020.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总

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计划

等项目首席专家/教授级高工 

负责“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和地

质调查工程，开展典型覆盖区等航空

物探方法技术示范和软件平台开发 

2020.5-至今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

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计划等项

目首席专家/教授级高工 

负责国家“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继续相关研究；负责珠峰高程测

量航空重力与遥感综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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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学术团体兼职（4项以内） 

 

起 止 年 月  学术团体名称    兼 职 职 务 

2012.10-至今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副理事长 

2001.9-至今 《物探与化探》（中文核心期刊） 主编 

2006.6-至今 
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专家咨询

委员会 
委员 

2019.1-至今 《地质学报》（EI期刊）/《中国地质》（中文核心）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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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限 3000 字） 

熊盛青是航空地球物理与地质专家，长期在一线从事科研和找矿勘

查实践，承担完成十余个国家 863 计划等重大科技与工程项目。他瞄准

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前沿，针对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

术装备国产化及勘查应用难题，突破国外封锁与垄断，攻克了抗强干扰

精密仪器研制、高精度数据采集与处理解释、矿产探测的相关理论与关

键核心技术，主持研制出航空重力、航磁矢量等 12 种装备系统和基于

底层开发的软件平台，创建了高分辨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体系，

研发出矿产资源快速评价方法，在国内外推广应用中指导发现一批富

铁、铀、钾盐等战略性矿产及圈定一批油气资源评价有利区，取得理论

方法—技术装备—勘查应用全创新链成果，为推动我国航空地质调查科

学技术进步，实现自主创新并迈入国际一流行列做出了杰出贡献，取得

了重大经济社会效益。2019 年第二次遴选以来，取得珠峰高程航空重力

测量和深部矿产勘查新成果，指导发现大型富铁、铀矿各 1 处，发明专

利 9 项(授权 1 项)，获全国杰出工程师奖。 

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3 项(二等奖 2 项、第 1，特等奖 1 项、第 22)，

省部级科技奖 11 项；发明专利 17 项(授权 9 项)；第一/通讯作者出版

著作 16 部、论文 69 篇。获首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荣誉。 

他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是： 

一、突破航空重力仪工作原理等相关理论与强干扰信噪分离等关键

核心技术，主持研制出航空重力仪等系列航空地质调查仪器，实现重大

技术装备自主创新 

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是大国竞相发展的地质矿产探测、测绘和浅地表

观测高新技术，是我国优先支持的军民两用高科技领域。因国外封锁，

高精度仪器装备凸显“卡脖子”问题，特别是航空重力仪等关键技术装

备至今被少数发达国家掌控，自主研发是唯一选择。但“十一五”之前

除航磁仪器可自行研制外，其它仪器依靠进口或为空白，突破这一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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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三大挑战：仪器工作原理不明、高灵敏传感器缺乏、强干扰环境下

信噪分离等核心技术不掌握。 

熊盛青作为两期国家 863 计划重大/主题项目首席专家，针对上述

挑战，提出了跨领域跨学科自主研发航空地球物理勘查装备总体技术方

案。鉴于国内重力传感器几乎“零”基础、惯导技术较成熟的现状，创

新提出了“捷联+平台”式航空重力仪设计原理，发明了基于高精度姿

态测量与高稳定基准的“双重定姿”关键技术，破解了近万毫伽高动态

噪声下提取 1 毫伽以内微弱重力信号的航空重力仪研制关键难题；突破

了飞机磁干扰场空间补偿和噪声抑制等航空矢量磁力仪研制关键技术；

研发出阵列伽马探测器并行幅度分析方法，解决了能谱仪研制中伽马能

谱精准采集难题。他带领团队十多年持续攻关，突破航空重力传感器等

56 项仪器装备研制核心技术，研制出航空重力仪等 17 种核心仪器，集

成了航空重力等 12 种高精度航空勘查系统，填补 7 项国内空白。经中

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等机构鉴定、科技查新和国内外同类系统比对，认为

性能指标与国外相当，其中航磁矢量勘查系统优于国外(被 The Leading 

Edge 列为“地球物理前沿亮点”)，形成了自主创新的航空地球物理系

列仪器装备，成为全球少数具备自主研发实力的国家。 

相关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 1)，发明专利 8 项，著作 2 部，

论文 5 篇(附件 1、2、3、4.1)。 

二、攻克复杂条件下高精度数据采集与处理关键技术，创建高分辨

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体系，推进了我国航空地质调查技术跨越发

展 

前人建立的以航磁和放射性为主的航空物探技术体系，在矿产探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适应于中高山、青藏高原等复杂条件区；探测

参数、分辨率、精度、深度难以满足新需求；数据处理依赖国外软件，

安全隐患大且价格昂贵。 

针对我国地形条件复杂因而勘查难度大的特点，他建立了超低空起

伏飞行与三维测网实时匹配数学模型，攻克了低飞行高度控制等难题，

研发出中高山区高精度航磁、高分辨航空物探、航空物探-遥感综合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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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等航空地质调查新技术，实现了复杂条件下航空勘查数据的低高度-

高信噪比-快速采集，及航空重力系统等新装备的生产应用。 

他攻克了基于底层的大型软件平台开发与多源异构地球物理数据

协同处理解释软件集成关键技术，创新了起伏观测面数据处理和弱信息

提取方法，主持研发出国内首套 GeoProbe Mager 航空地球物理软件平

台，实现了数据全流程、多参数、同平台处理解释，软件性能功能与国

际同类软件相当，成为行业通用软件，解决了“软装备”问题。 

采用上述新技术，主持完成青藏高原、重要成矿带、海域高精度航

空地球物理勘查 683 万 km2，使我国航磁勘查程度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

水平。特别是首次完成的珠峰地区航空重力遥感综合测量，为珠峰高程

测量提供了历史最好的起算基准(精度±4.8cm)，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全

球范围航空综合调查能力，权威专家认为“实现重大技术突破,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具有里程碑意义”(附件 4.2.3)。 

形成了全地域、多尺度、高精度的航空综合勘查技术体系，观测参

数由 13 个增加到 42 个，探测分辨率、精度和深度分别提高 10 倍、2-3

倍和 3-4 倍，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相关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第 22)、部级科技奖 5 项，发明专

利 9 项，著作 6 部、论文 34 篇，行业和企业标准 21 项(附件 1、2、3、

4.2)。 

三、创新航空地球物理-地质解释方法，解决深部成矿地质体有效

识别等难题，取得了地质矿产探测与军民融合应用重大成果 

围绕国家西部开发和中东部深部找矿亟需，他带领团队开展青藏高

原、重要成矿带地质矿产探测与全国资源潜力评价，创新航空地球物理

资料地质解释与矿产资源快速评价方法，不断提高其在地质矿产探测中

的“战略侦察”和“精准打击”能力，为解决区域成矿规律、矿产预测

等重大地质问题，及“难进入地区”和深部矿产勘查评价提供了有力支

撑，实现找矿快速突破。 

青藏高原科学发现与矿产勘查战略选区。发现雅鲁藏布江双航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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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带和高原“立交桥式”双层磁异常结构，提出了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两

次碰撞演化模式，以及深部热消磁—高原热隆升并驱动大规模成矿作用

的地球物理证据；揭示出羌塘盆地南北基底性质不同与北深南浅、西深

东浅的深部结构特征，提出油气勘探前景北好于南、西好于东的创新认

识；发现 14 个油气有利区、26 个金属矿产和地热资源远景区，为高原

矿产勘查与重大地学问题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勘探评价重大发

现。 

战略性矿产资源快速评价与找矿突破。发明了基于模型快速剖分的

重磁异常场分离技术，研发出空中-地面-井中地球物理联合反演方法，

攻克了深部成矿地质体有效识别与定位预测难题，首次全覆盖、多尺度

解译中国侵入岩、火山岩、变质岩、断裂和深部构造等地质要素，编制

出版首套中国航磁－地质构造-矿产预测系列图，查清了全国铁矿资源

家底，发现找矿靶区 1647 处、找油气有利区 210 处，引导战略性矿产

新发现，经勘探在新疆等地区探明富铁、铀、金、铜、镍、钾盐等矿床

28 处，潜在经济价值超过 1 万亿元。 

主持建立了军民两用的海洋重磁信息系统，有效服务于国防建设、

海域划界谈判和油气勘查。 

相关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 1)、部级科技奖 5 项、著作 11

部、论文 28 篇(附件 1、2、3、4.3～5)。 

熊盛青热爱祖国，为人正直，学风正派，工作严谨，勇于创新。领

衔的团队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获得科技部和国土资源

部表彰。创建了自然资源部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重点实验室，培养

博士后博士生 3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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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技奖项 〔限填5项以内（同一成果及相关科技奖项，只填写1项最高奖项）。请在

“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成果（项目）名称，奖项名称，获奖类别（国家、省部等），

奖项等级，排名，获奖年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 

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系统，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16 年，证

书号码：2016-J -25201-2-02-R01，主要合

作者：王平、陈斌、周锡华、周坚鑫、葛

良全、薛典军、段树岭、吴美平、林君。 

首席专家,总体专家组组长。负责立项策划，可行

性论证，总体研究方案制定，重大理论和关键技

术攻关，提出航空重力仪、航空伽马能谱仪等核

心仪器原理设计思路,主持研制出系列航空地球

物理勘查装备并示范应用。 

2 

青藏高原中西部地区航磁概查，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03 年，

证书号码：2003-J-210-2-12-R01，主要合作

者：周伏洪、姚正煦、薛典军、段树龄、

刘振军、张永军、郭建华、梁秀娟、赵玉

刚。 

项目负责。负责立项、设计、技术方案、质量监

控、重大技术问题攻关和综合研究。解决导航定

位、飞行高度控制、磁日变改正等关键测量技术，

提出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系两次碰撞形成新模式

和高原热隆升的地球物理依据等。 

3 

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

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排名：第二十

二 ， 2011 年 ， 证 书 号 码 ：

2011-J-252-0-01-R22，主要合作者：张洪涛、

潘桂棠、侯增谦、唐菊兴等49 人。 

主持1:20万航磁遥感调查和方法技术研究。是“集

成创新了适合高原特点的星-空-地一体化、全流

程数字化地质填图技术，填补高原中比例尺地质

调查空白，解决一批制约我国找矿突破的重大地

质问题”的主要贡献者。 

4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

奖，省部级，一等奖，排名：第一，2018

年，证书号码：DK-2018-201，主要合作者：

无。 

开创性地研制出航空重、磁、电磁、放射性和综

合探测 5 类 12 种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系统和软件

平台，实现了我国航空勘查技术装备跨越式发

展；创建高分辨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体

系，推动了我国地质找矿的快速突破。 

5 

航空物探遥感多方法综合勘查系统研制与

集成，省部级，一等奖，排名：第一，2015

年，证书号码：DK-2015-101-01，主要合

作者：薛典军、郭大海、甘甫平、王林飞、

王金龙、刘英会、王建超、何辉、张宗贵。 

项目负责。研制出国内首套完全国产化的航空重

/磁、航空重/磁/遥感和航空磁/电磁/伽马能谱等综

合勘查系统、首套航空地球物理处理解释系统软

件、航空高光谱资源勘查应用系统，建立国内首

个航空地球物理试验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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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明专利〔限填5项以内。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

批准年份，专利号，发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如无实施证明材料则视为专利

未实施〕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一种航空重力测量装置，2020 年，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2010010018.5 发明

（设计）人：熊盛青，周锡华，周能，姜作喜，

罗峰。 

提出发明思想。发明了一种基于惯性稳定平台

和捷联惯性导航系统“双重定姿”的航空重力测

量装置，两者分别提供水平基准和用于在该基

准下进行重力测量。与单一定姿方法比提高了

定姿及航空重力测量精度。已转化应用。 

2 

一种航空惯性导航测量系统及姿态校正方法，

2013 年，专利类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241719.0，发明（设计）人：熊盛青，

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姚国清、张宗贵、

甘甫平、汪茂。 

提出发明思路和方案。航空惯性导航测量系统

由机控导航单元、定位定向单元、姿态校正模

块和航摄仪组成。提出综合利用惯性测量组件

(IMU)与 GPS 对飞机位置和姿态参数精准采

集以及姿态校正方法。已转化应用。 

3 

一种基于三维地质建模的航磁异常场分离方

法及系统，2018 年，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号：ZL201710978113.2，发明（设计）人：

熊盛青，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于长春、

候征。 

提出发明思想和方案。将三维磁性体模型分为

多个块体分别算场值、求和得到勘测点计算

值；求取与实测值之差并设置允许误差；反复

修正模型，满足条件后输出各块体分类标识和

磁场值，实现异常场高精度分离，已转化应用。 

4 

一种基于CAN总线的大晶体阵列航空能谱系

统，2012 年，专利类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010145728.5，发明（设计）人：熊盛青，

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曾国强、葛良全、

赖万昌、谷懿。 

提出发明思路和方案。采用控制局域网

（CAN）总线作为航空能谱仪的数据传输总

线,以串口作为命令总线,设计了基于 CAN 总

线的航空能谱仪的并行数据传输方式。该技术

已转化应用。 

5 

一种单晶体多能谱的并行幅度分析器，2012

年，专利类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010145730.2，发明（设计）人：熊盛青，

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葛良全、曾国强、

赖万昌、张庆贤、程锋。 

提出发明思路和方案。研制出一种单晶体多能

谱的并行幅度分析器，采用两个不同倍数的放

大器分别对高能和低能核辐射信号进行放大,

提高了分辨率。该技术已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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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文和著作〔限填10篇（册）以内。论文原则上至少有1篇在《工程》  （Engineering）

系列期刊或其他中国优秀期刊上发表。设计报告、技术报告等视同为著作。请在“基本信

息”栏内按顺序填写论文、著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航空地球物理综合探测理论技术方法装备

应用，2018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

周锡华、陈斌、薛典军、刘浩军、王林飞、

范正国、葛良全、吴美平等，出版社：地质

出版社。“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项目。 

独立编写第一、十一章，主编第二、八、十章，

统稿与定稿。基于两期国家 863 计划项目研究

成果的总结、提炼和再研究，首次系统阐述了

我国综合航空地球物理探测理论、方法、技术、

装备及其应用示范研究的最新成果。  

2 

航空重力勘探理论方法及应用，2010 年，排

名：第一，是通讯作者，主要合作者：周锡

华、郭志宏、周坚鑫、李文勇、王静波等，

发表刊物（出版社）：地质出版社。 

独立编写第一、五章，参与编写第三、四、六

章，统稿与定稿。我国首部资源勘查航空重力

专著，系统阐述了航空重力研究和勘查成果，

论述了航空重力测量原理、仪器结构、系统集

成、测量方法、数据处理解释及地质应用。 

3 

中高山区高精度航磁方法技术，2009 年，排

名：第一，是通讯作者，主要合作者：于长

春、睢素文、王万银、薛典军、王乃东，发

表刊物（出版社）：地质出版社。 

独立编写第一、二、九章，参与编写第三、五、

六、七章，统稿与定稿。系统论述了低飞行高

度控制的三维航迹设计、剖面异常高度改正、

弱信息提取、起伏条件下频率域偶层位曲面位

场处理和转换方法及智能最优化反演方法。 

4 

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科技创新与应用，2020，

排名：第一，是通讯作者，发表刊物（出版

社）：地质力学学报。  

独著。综述了本世纪国内航空物探技术装备国

产化的主要科技创新与应用成果，系统论述了

高分辨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体系，提出

突破新型探测器研制等关键技术，航空物探向

“一深”、“一浅”方向发展的技术思路。 

5 

发展我国航空物探技术有关问题的思考，

2009 年，排名：第一，是通讯作者，发表刊

物（出版社）：中国地质。 

独著。论述了国内外航空物探技术最新进展及

我国的差距，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突破高温超

导等新型探测器研制关键技术，提高分辨率、

探测深度和综合探测能力，推动与航空物探相

关行业发展并及时吸收相关成果等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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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6 

Noise estimation in vector magnetic data 

derived from airborne vector magnetic system， 

2020 年, 排名：第二，是通讯作者；主要合

作者：谢汝宽、段树龄、王金龙、王平、骆

遥、刘浩军、范正国；发表刊物：Geophysics。 

通讯作者。系统分析航磁矢量（VM）测量噪声

源，飞机姿态测量精度是关键。提出磁矢量噪

声、重复线内符合精度等 5 种噪声评价方法，

指导 VM 系统研制、测量方法和质量评价等，

论证了自研系统的先进性被国际同行认可。 

7 

直升机大比例尺航空物探在深部找矿中的

应用前景，2008 年，排名：第一，是通讯作

者，主要合作者：于长春、王卫平、范正国、

王乃东、万建华、张洪瑞，发表刊物（出版

社）：地球科学进展。 

第一作者。论述了高分辨率航空物探方法技术,

提出采用直升机综合航空物探方法快速获取高

分辨航空物探数据及其精细解释的方法,深部找

矿案例分析，提出我国航空物探技术的发展新

方向,已在全国整装勘查区推广应用。 

8 

地下煤层自燃遥感与地球物理探测技术，

2006 年，排名：第一，是通讯作者，主要合

作者：陈斌、于长春、党福星、张建民、李

京等，发表刊物（出版社）：地质出版社。 

统稿与定稿，编写第一、二、五章。研制高分

辨航空电磁/磁测量技术并用于地下煤火探测，

提出了煤自燃地球物理、遥感机理和不同燃烧

阶段岩石地球物理场模型。是国内首部论述航

空地球物理遥感综合勘查地下煤火的专著。 

9 

Distribution of igneous rocks in China revealed 

by aeromagnetic data，2016 年，排名：第一，

是通讯作者，主要合作者：杨海、丁燕云 、

李占奎等，发表刊物（出版社）：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第一作者。基于最新编制的航磁图，综合分析

了中国陆域岩浆活动特点及不同岩浆岩组分的

磁性差异，阐述了中国陆域火成岩分布特征，

圈出8 个超基性岩带、10 个基性岩带（区）、27

个中酸性岩带和8 个火山岩发育区。 

10 

中国陆域航磁与地质构造特征，2016 年，排

名：第一，是通讯作者，主要合作者：丁燕

云、李占奎、张洪瑞、范正国、郭志宏、佟

晶、周道卿、黄旭钊，发表刊物（出版社）：

地质出版社。 

统稿和定稿，撰写第一、十一章、第五～第十

章。系统论述了区域航磁地质解释理论、数据

处理及地质解释方法，编制了航磁-地质构造系

列图，阐明了磁性基底、断裂及岩浆岩、区域

构造、基底岩性构造和结晶地块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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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的重要成果（限填5项以内） 

序号 成果简介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装备研制与应用示

范：863 计划重大/主题项目和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自主研制出31 种仪器、12 种航空

地球物理勘查系统与软件平台，创建了高

分辨综合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体系并工

程化应用。 

首席专家、系统总设计师。制定技术研发和工

程应用方案，提出航空重力等核心仪器设计思

路，主持关键技术攻关，研制出 3 种综合勘查

系统和GeoProbe 软件平台，建立勘查技术标准

与质量控制体系，组织推广应用。 

2 

中高山区高精度航磁和高分辨航空物探：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完成高精度航空物

探约400 万km
2，经勘探发现智博等20 多

处大型铁、铜多金属矿；开展高分辨航空

物探深部找矿和煤火探测，在大冶铁矿深

部发现富矿体。 

项目负责人。制定技术方案，主持关键技术攻

关。研究出中高山区高精度航磁勘查技术，主

持大规模高精度航空物探数据获取与综合地质

研究；首次研发出直升机高分辨航磁/电磁综合

测量深部找矿与地下煤火探测技术和方法。 

3 

青藏高原中西部航磁概查：国家专项，研

制出适应高寒地区的航磁勘查系统和技

术，获取 114 万 km
2高精度航磁数据，实

现陆域航磁全覆盖；提出14 个找油气有利

区、26 个矿产与地热资源远景区和青藏高

原地学新认识。 

项目负责人。制定技术方案，主持勘查系统集

成与技术攻关，攻克低高度飞行实时控制、磁

日变网观测与校正、起伏地形航磁数据处理和

解释等关键技术，提出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系两

次碰撞和青藏高原热隆升等的地球物理证据。 

4 

中国陆域航磁地质构造研究与矿产资源评

价：国家专项项目，采用自研航磁数据处

理解释方法，编制全国 1:250 万航磁系列

图，磁性基底深度、断裂与岩浆岩分布、

区域构造和磁性铁矿资源潜力预测等系列

地质解释图件。 

项目负责人。制定总体技术方案，创新了大区

域航磁资料处理技术和地质解释理论，主持编

制、出版了全国陆域航磁-地质构造-矿产预测系

列图，提出华北、扬子和塔里木陆块区边界位

置等新认识，查清了我国铁矿资源潜力。 

5 

我国海洋磁场和重力场精密探测：国家420

专项，用自制装备获取海域约 169 万 km
2

高精度航空物探数据，建立军民共享的海

洋重磁信息系统，编制了海域航磁-地质构

造-油气资源评价系列图，圈出197 个油气

有利区。 

专项技术负责。制定总体技术方案，主持勘查

系统研制和精密探测技术攻关，建立技术标准

和质量监控体系，组织高精度航磁数据获取，

首次实现航空重力勘查，负责航磁资料的综合

研究，提出地质构造和油气资源评价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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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 

候选人提名书 

（中国科协提名用） 
 

 

 

被提名人姓名: 印兴耀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专 业 或 专 长 : 油气资源和勘探(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拟 提 名 学 部 :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推荐学术团体: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中国工程院印制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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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姓    名 印兴耀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日（公历） 1962/11/10 

民    族 汉族 出 生 地 浙江省宁波市 

党    派 中共 籍    贯 浙江省宁波市 

身份证件名称 身份证 证件编号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行政职务  

单位所属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部 

单位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西路66 号 

单位所在地 山东省青岛市 邮政编码 266580 

单位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专业或专长 油气资源和勘探(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技术职称 教授 技术职务  

曾被提名、推荐为 

院士候选人情况 

年度（工程院）  

年度（科学院）  

 

二、主要学历（从大专或大学填起，6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  业 学  位 

1978.10-1982.7 华东石油学院 物探 学士 

1986.9-1989.6 兰州大学 
无线电物理与无线电电

子学 
硕士 

1995.9-1998.10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固体地球物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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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历（10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技术职务/职称 主要科研、技术工作 

1982.7- 

1990.4 
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大学///助教 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1990.4- 

1994.12 
石油大学（华东）///讲师 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1994.12- 

1998.11 
石油大学（华东）///副教授 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1998.11- 

至今 

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

授 
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2002.11- 

2013.4 

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

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 
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四、主要学术团体兼职（4项以内） 

起止年月 学术团体名称 兼职职务 

2017.9-至今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油气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 

2017.10-至今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常务理事 

2016.1-至今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岩石物理专业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01.10-至今 中国石油学会石油物探专业委员会 委员 



16 

 

五、在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限3000字） 

印兴耀教授是油气地震探测领域专家，38 年来一直从事油气地球物理基础理论、基

础软件和前沿技术研究及工程实践。油气深埋地下，地震技术是复杂油气藏描述和油气

识别的最主要地球物理手段。长期以来，以均匀介质理论为基础的地震岩石物理、储层

反演预测及油气识别等理论方法推进了储层描述技术的进步，但无法满足多类型复杂储

层描述和油气识别的需求，瓶颈在于：油气藏微观组构复杂，常规单一的岩石物理模型

难以阐明多类型复杂储层地震响应特征；均匀介质为基础的三参数地震反演间接计算方

法，难以描述复杂储层的非均质特征；岩石基质、孔裂隙及油气水的地震响应混叠，难

以有效识别油气。印兴耀教授依托国家 973、86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基金重

点项目等 50 余项研究课题，攻克了制约复杂油气地震识别精度的关键难题，创建了 16

种针对不同类型复杂储层的岩心、测井、地震多尺度岩石物理模型，创新了非均匀介质

岩性物性叠前地震直接反演预测方法，创立了适用于多类型复杂油气藏的固液解耦油气

识别理论技术，首次实现了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的地震解耦识别，显著提高了

油气识别的精度。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3个基础软件，解决了油气识别基础软件

“卡脖子”问题。技术及软件在中石化、中海油及中石油等得到广泛应用，指导发现了

深层及海外亿吨级油气田，提高了油田整体勘探开发效率和效益。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1项（排名第一）；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6项（4项排名第一、1项排名第二、

1项排名第五）。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7件；软件著作登记权21件；发表SCI/EI收录论文

185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44篇）,论文累计被引用达5387次，H指数34，出版专著

3部。 

一、创新发展了岩心、测井、地震等不同尺度不同频段的岩石物理理论，创建了16

种不同类型复杂储层地震岩石物理模型，揭示了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地震识别的岩石物理

机制，奠定了复杂油气藏地震描述与油气识别的物理基础。 

地震岩石物理是阐明地震油气识别物理机制的重要基础。油气储层基质微观组、孔

隙结构及流体赋存状态的复杂性导致阐释油气地震识别的岩石物理机制极其困难，尤其

是我国多地块、多期构造运动、多盆地的特点使得油气藏类型及物理性质更加复杂，地

震岩石物理模型构建更是难上加难，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地震识别一直缺少有效的物理支

撑。 

他通过对渤海湾、鄂尔多斯、四川、松辽、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南海、东海、

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盆地和地区的钻井及岩样进行10万多次试验，定量表征了矿物、

孔隙、裂缝等岩石物理参数，创新发展了岩心、测井、地震等不同尺度不同频段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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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理论与非线性反演算法，提出了多元多尺度信息迭代的建模方法，解决了单一尺度

岩石物理理论在复杂储层定量表征中无法应用的关键技术难题。 

建立了致密砂岩、缝洞型碳酸盐岩、裂缝型碳酸盐岩、页岩等16种复杂油气藏地震

岩石物理模型，涵盖了主要复杂油气藏类型，推导了不同尺度岩石弹性模量的解析表达

式，为多类型复杂油气藏直接找油找气奠定了物理基础。 

成果获得 2018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1）；2018

年度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科技创新一等奖（排名第 1）；研究论文获 2017 年《中国科学•地

球科学》十大“热点论文”和2019年十大“优秀论文”（排名第1）。 

 

二、建立了直接表征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储层岩性物性特征的多组地震反射特征方程，

创建了岩性物性叠前地震直接反演预测方法，克服了均匀介质间接反演难以描述复杂储

层非均质特征的不足，提高了复杂油气藏储层描述精度。 

岩性与物性的精细刻画是储量计算的基础，也是提高发现率的直接手段。叠前地震

反演是实现岩性物性预测的核心技术。常规地震反演技术及软件主要是在均匀介质假设

条件下建立的，远远难以满足我国多类型复杂非均质油气藏储层描述的需求，亟需创建

非均匀介质叠前地震直接反演理论和技术。 

他建立了储层弹性、粘滞性、各向异性及岩性、物性等直接表征的18组地震反射特

征方程，创新了非均匀介质多级扰动正反演方法，实现了储层岩性物性直接反演，解决

了现有非均质反演理论方法难以实际应用的难题，推动了非均质储层反演预测由间接到

直接的跨越，提高了复杂非均质储层描述精度。 

整体技术在疏松砂岩、致密砂岩、缝洞型碳酸盐岩、滩相白云岩、泥岩裂缝等多种

类型储层描述中效果显著，有效储层描述精度平均达到 86%，满足了不同类型复杂储层

预测需求。在储层埋藏深、非均质性强，油气成藏与分布复杂的四川盆地碳酸盐岩地区，

有效预测油气分布范围，支撑了西部深层碳酸盐岩油气直接识别。 

成果获 2007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1）；2013 年

度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排名第2）；2019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排名第5）；直接反演文章入选行业顶级国际会议SEG最佳报告。 

 

三、提出了固液解耦地震油气识别理念，证明了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的地震响

应的可分离性，攻克了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解耦的叠前地震识别关键技术，引

领了地震油气识别的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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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直接油气识别是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世界级难题和研究前沿。多类型复杂油气

储层的岩石基质、孔隙及油、气、水强非线性耦合，导致岩石基质等固相介质与油、气、

水流体相介质的地震响应混叠，难以有效识别油气，亟需建立油气水解耦分离的油气识

别理论技术。 

他通过实验数据与理论模型分析，研究了不同类型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性质对

饱和岩石宏观弹性模量的影响，揭示了固液解耦流体因子随岩石物性参数的变化规律及

其宏观地震响应，建立了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多相态模量解耦的表征理论，证明了

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的地震响应的可分离性。 

提出了岩石物理驱动下固液非线性解耦算法和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多相态模量

替换方法，创立了固液解耦叠前地震识别技术，克服了孔隙等物性因素导致的油气识别

假象。核心技术成功指导了我国东部老区、西部新区、海域深水、非常规及海外等复杂

油气藏的油气识别，油气识别符合率平均达到：中深层砂岩 86%、致密砂岩 83%、深层

碳酸盐岩80%等，效果显著。 

成果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第 1）；2018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

一等奖（排名第 1）。国际最大的地球物理服务公司 CGG 认为：他创建的油气直接反演

技术是过去二十年地震油气识别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

Schlumberger认为：油气固液解耦直接识别是多年来地球物理领域的重要前沿进展。 

 

上述成果编制了自主知识产权基础软件 23 件，模块 123 个，源代码 70 万行，并实

现了工业化应用，累计推广应用 806 套次。13 项特色软件模块在中石油 GeoEast、中石

化NEWS 等国内主流商业化软件系统进行了集成转化，支撑了我国主流商业软件叠前反

演与流体直接识别功能，为发展油气勘探软件领域的“中国芯”做出了突出贡献。 

 

印兴耀教授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富有团队和创新精神，已指导博士研

究生52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21人。兼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油气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先后获得国家级荣誉 4 项（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部级教学奖4项（山东省省级教学

成果特等奖 2 项、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山东省研究生教育省级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1项）。 

 



19 

 

六、科技奖项〔限填5项以内（同一成果相关科技奖项，只填写1项最高奖项）。请在“基

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成果（项目）名称，奖项名称，获奖类别（国家、省部等），获奖

等级，排名，获奖年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 

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及基

础软件工业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奖,二等

奖 , 排 名 ： 第 一 ,2019 年 , 证 书 号 码 ：

2019-J-210-2-01-R01,主要合作者：吴国忱，宗兆

云，王兴谋，高建虎，杜向东，张广智，张繁昌，

曹丹平，王玉梅。 

创建了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岩心、测井、地震多

尺度迭代岩石物理建模技术；创立了固液解耦

地震油气识别理论，攻克了岩石骨架、孔隙及

油、气、水解耦的叠前地震识别关键技术，引

领了地震油气识别的国际前沿。 

2 

基于叠前地震反演的储层含油气性预测,教育部

科学技术进步奖,省部级,一等奖,排名：第一,2019

年,证书号码：2018-205,主要合作者：吴国忱、宗

兆云、杜向东、王兴谋、梁向豪、张繁昌、 张

广智、曹丹平、张佳佳、王保丽、梁锴、 张世

鑫。 

提出了非均质储层岩石物理建模及岩石模量

多级反演预测方法，创建了“叠前地震-测井数

据非线性联合反演岩石弹性参数”技术体系。

创新了油气敏感参数定量表征的反射特征方

程，形成了相应的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 

3 

岩石物理驱动下叠前地震反演与油气识别,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省部级,一等

奖 , 排 名 ： 第 一 ,2018 年 , 证 书 号 码 ：

2018JBR0201-1-1,主要合作者：吴国忱、宗兆云、

王兴谋、杜向东、梁向豪、张广智、张繁昌、曹

丹平、王保丽、梁锴、张佳佳、李红梅、王玉梅。 

揭示了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地震识别的岩石物

理机制，创建了16 种不同储层的岩心、测井、

地震多尺度岩石物理模型，奠定了复杂油气藏

地震描述与油气识别的理论基础，形成了岩石

物理驱动下叠前地震反演与油气识别方法。 

4 

复杂油气储集体地震反演方法及应用研究,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省部级,一等奖,

排名：第一,2007 年,证书号码：2007JBR0024-1-01,

主要合作者：王延光、孟宪军、王玉梅、张繁昌、

慎国强、钮学民、吴国忱、董月昌、李海涛、张

广智、孙振涛。 

建立了直接表征复杂油气储集体岩性物性特

征的多组地震反射特征方程，克服了均匀介质

间接反演难以描述复杂储层非均质特征的不

足，提高了复杂油气藏储层描述精度。形成了

一套适用于复杂油气储集体的地震反演方法

技术。 

5 

中国地球物理科学技术创新一等奖,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技术创新奖,省部级,一等奖,排名：第

一,2019 年,证书号码：DK-2019-201。 

形成了不同类型复杂油气储层地震岩石物理

建模及横波速度预测技术，创新发展了不同尺

度不同频段的岩石物理理论与非线性反演算

法，提出了多元多尺度信息迭代的岩石物理建

模方法，实现了从单一尺度到多元多尺度的跨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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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明专利〔限填 5 项以内。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批

准年份，专利号，发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如无实施证明材料则视为专利未

实施〕 

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一种宽频地震多域联合 AVO 反演方法,2018 年,

专利号：ZL201610986167.9,发明（设计）人：

宗兆云,排名：第二,主要合作者：宗兆云;吴国忱;

李坤。 

利用宽频地震数据复频域低频信号能量增大

效应，对时间域、频率域、复频域联合 AVO

反演方法进行了实际资料测试，弥补了少井甚

至无井勘探区初始模型的过度依赖问题，进一

步增加了反演结果的精度和稳定性。 

2 

一种流体识别方法及系统,2016 年,专利号：

ZL201410634719.0,发明（设计）人：吴国忱,排

名：第二,主要合作者：吴国忱;郭俊超;宗兆云。 

提出了一种利用三个角度部分叠加地震数据

直接反演粘弹性流体因子、剪切模量和密度的

叠前地震反演方法。利用所述粘弹性流体因

子、剪切模量和密度进行储层预测和流体识

别，有效的提高了储层流体识别精度。 

3 

一种基于扰动弹性阻抗反演的裂缝储层流体识

别方法,2018 年,专利号：ZL201510044619.7,发明

（设计）人：吴国忱,排名：第二,主要合作者：

吴国忱;罗辑。 

基于各向同性和方位各向异性弹性阻抗方程，

推导了扰动弹性阻抗方程解析表达式，构建了

扰动弹性阻抗正演算子，形成了裂缝型储层流

体识别技术方法。开展了所述方法在实际工区

中的应用，并分析了其适用性。 

4 

一种致密砂岩储层岩石弹性模量计算方法,2017

年,专利号：ZL201410635327.6,发明（设计）人：

宗兆云,排名：第二,主要合作者：宗兆云;吴国忱;

李龙。 

分析了岩石中的孔隙形状和孔隙分布特征，建

立了对包含物形状敏感的岩石物理模型，充分

考虑了同时存在流体均匀混合与斑状饱和分

布的情况，提出了一种针对致密砂岩储层的岩

石弹性模量计算方法。 

5 

一种页岩气储层的岩石模量计算方法,2017年,专

利号：ZL201410635326.1,发明（设计）人：宗

兆云,排名：第二,主要合作者：宗兆云;吴国忱;

李龙。 

根据各向同性自洽模型得到岩石基质的等效

弹性模量，同时充分考虑了岩石中孔隙和干酪

根对岩石模量的影响，提出了一种页岩气储层

的岩石模量计算方法，提高了分析页岩气储层

岩石模量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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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文和著作〔限填10篇（册）以内。论文原则上至少有1篇在《工程》（Engineering）

系列期刊或其他中国优秀期刊上发表。设计报告、技术报告等视同为著作。请在“基本信息”

栏内按顺序填写论文、著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叠前地震反演,2010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

张繁昌、孙成禹,发表刊物（出版社）：中国石油

大学出版社,是通讯作者。 

全书统筹、撰写主要章节及校稿，包括叠前地

震反演理论、实际数据应用、地震综合解释方

法等。撰写反演问题正则化、非线性反演问题

求解、叠前弹性阻抗反演基本原理、岩性参数

提取和岩石物性参数直接反演等章节内容。 

2 

Research on seismic fluid identification driven by 

rock physics,2015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宗

兆云、吴国忱,发表刊物（出版社）：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是通讯作者。 

文章框架构建、内容撰写，论述了国内外岩石

物理驱动下地震流体识别研究的主要进展, 

探究了地震流体识别研究面临的机遇, 挑战

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地震流体识别的关

键科学问题。 

3 

Seismic wave scattering inversion for fluid factor of 

heterogeneous media,2014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

作者：宗兆云、吴国忱,发表刊物（出版社）：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是通讯作者。 

全文统筹、内容撰写及方法技术研究，建立了

纵波散射系数和非均匀介质中背景介质与扰

动介质孔隙流体参数, 剪切模量与密度间的

直接关系，进而发展了一种非均匀介质孔隙流

体参数叠前地震贝叶斯反演方法。 

4 

Bayesian inversion for effective pore-fluid bulk 

modulus based on fluid-matrix decoupled amplitude 

variation with offset approximation,2014 年,排名：

第一,主要合作者：张世鑫,发表刊物（出版社）：

Geophysics,是通讯作者。 

内容编写、公式推导及数据处理。创建了整体

理论方法及关键技术，包括，创立了固液解耦

地震油气识别理论，首创了岩石骨架、孔隙及

油气水解耦的叠前地震识别技术，引领了地震

油气识别的国际前沿。 

5 

Research on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digital core 

and rock physics models,2017 年,排名：第一,主要

合作者：郑颖，宗兆云,发表刊物（出版社）：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是通讯作者。 

创新了基于有限元数值模拟的数字岩心弹性

参数模拟方法，计算了不同孔隙度及不同充填

物影响下的数字岩心弹性参数，并分析了其与

常规岩石物理模型的成立条件，为数字岩心弹

性参数模拟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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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6 

Pre-stack basis pursuit seismic inversion for 

brittleness of shale,2015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

者：刘晓晶、宗兆云,发表刊物（出版社）：

Petroleum Science,是通讯作者。 

理论方法建立、内容撰写及实际地震资料应

用。为稳定地反演杨氏模量和泊松比，从而准

确的估计页岩脆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约束

的叠前基追踪地震反演理论方法，反演结果与

测井资料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 

7 

Improving seismic interpretation: a high-contrast 

approximation to the reflection coefficient of a plane 

longitudinal wave,2015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

者：宗兆云、吴国忱,发表刊物（出版社）：

Petroleum Science,是通讯作者。 

方程推导与模型试算。为克服线性近似反射系

数方程小角度入射及界面两侧弹性参数相差

不大的假设条件，推导了一个新的高阶近似方

程，构建了反射方程与速度及密度的直接关

系，进一步提高了弹性参数预测的可靠性。 

8 

含黏性流体孔隙介质分界面上反透射系数特征

研究,2019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周东勇，

宗兆云，陈本池、卢莉,发表刊物（出版社）：地

球物理学报,是通讯作者。 

内容撰写，公式推导、模型分析。开展了地震

波在含黏性流体孔隙介质分界面上的反透射

系数特征研究，对于分析地下岩石骨架和孔隙

流体性质、充分挖掘叠前地震数据信息、进一

步解决油水识别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9 

结合序贯指示模拟的贝叶斯高斯混合线性反

演,2019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贺东阳, 宗

兆云, 李坤, 肖张波, 张仟策,发表刊物（出版

社）：地球物理学报。 

理论方法建立及部分公式推导，模型测试及实

际资料应用。提出了结合序贯指示模拟的贝叶

斯高斯混合线性反演方法。该方法能够准确地

对离散变量进行归类，且具有良好的抗噪性。

在实际资料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0 

多尺度快速匹配追踪多域联合地震反演方

法,2020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裴松、李坤、

林海鲲,发表刊物（出版社）：地球物理学报,是通

讯作者。 

理论方法的提出以及部分内容编写。通过对地

震记录进行多尺度分解，充分利用有限的地震

频带进行高分辨率反演。此外，通过结合时间

域反演、频率域反演以及匹配追踪算法，形成

了一种高分辨率地震反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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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的重要成果（限填5项以内） 

序号 成果简介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及基础软

件应用于东部老区：连续十多年在中石化胜利油田

推广23 个基础软件累计253 套。在埕岛、垦东北、

梁家楼等10 多个区块开展了针对河流相、陡坡带砂

砾岩、中深层致密等多类型复杂油气藏的推广应用，

面积达36972 平方千米。 

利用本技术指导部署了埕北斜822、大312

等 142 口井位。油气识别精度由 74%提高

至 91%，解决了强非均质储层难题，部署

的坨 149、坨 724 等探井，成功率 85%，

打破该区勘探停滞不前的局面。 

2 

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及基础软

件应用于西部新区：连续十多年在塔里木、鄂尔多

斯等盆地18 个区块缝洞型碳酸盐岩、滩相白云岩等

多类型复杂油气藏进行了推广应用，面积达21350

平方千米。支撑了磨溪53 等55 口井位的部署，23

个基础软件累计推广138 套。 

利用本技术使得致密砂岩、滩相白云岩有

效储层符合率分别达到 87.5%和 80%。有

效支撑了白云岩储层埋深大于7000米的双

探 8 井的论证与部署，测试获高产工业气

流，证实了深层白云岩巨大的勘探潜力。 

3 

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及基础软

件应用于海外油气：连续十多年在刚果、尼日利亚

等12 个区块深水浊积水道砂、深层致密砂岩等多类

型复杂油气藏推广应用，面积达26794 平方千米。

指导部署了32 口井位，23 个基础软件累计推广115

套。 

利用本技术中深层砂岩、致密储层、湖相

碳酸盐岩油气识别符合率分别达 86%、

82%和81%，针对横向非均质性强等难题，

指导部署了钻井，储层和油气预测吻合率

达89%和85%，支撑了海外深水勘探重要

突破。 

4 

整体技术及基础软件在中国近海及非常规油气的推

广应用：针对南海东部油气区存在的“油气识别多解

性强”等关键难题，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直接

反演技术及基础软件成功指导了海域油气井的勘探

部署。 

针对东海储层微观组构复杂形成了低渗气

藏地震预测技术；针对渤海薄互储层区分

难形成了高分辨率直接反演技术；针对非

常规油气提出了地质甜点、脆性、可改造

性及地应力参数叠前地震预测模式，甜点

吻合率高达83%。 

5 

基础软件的工业化：聚焦地震岩石物理、叠前地震

反演与油气识别3 个领域，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23 个基础软件，并实现了工业化应用，推广应

用累计806套，为发展油气勘探软件领域的“中国芯”

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主研发的 23 个基础软件累计推广应用

806 套，此外，13 项特色基础软件还在中

石油 GeoEast、中石化 NEWS 等国内主流

商业软件平台集成转化并进行了工业化推

广应用。 

 



24 

 

 

 

 

中国工程院院士 

候选人提名书 

（中国科协提名用） 
 

 

 

被提名人姓名: 张训华 

专业技术职称: 研究员 

专 业 或 专 长 : 海底环境工程(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 

拟 提 名 学 部 :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推荐学术团体: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中国工程院印制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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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信息 

姓    名 张训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日（公历） 1961/11/02 

民    族 汉族 出 生 地 山东省淄博市 

党    派 中共 籍    贯 山东省淄博市 

身份证件名称 身份证 证件编号  

工作单位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单位所属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 自然资源部 

单位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路62 号 

单位所在地 山东省青岛市 邮政编码 266071 

单位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专业或专长 海底环境工程(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技术职务 地调局海岸带与大陆架地质研究中心主任及所

海洋地质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 

曾被提名、推荐为 

院士候选人情况 

年度（工程院）  

年度（科学院）  

 

二、主要学历（从大专或大学填起，6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  业 学  位 

1979.9-1983.7 山东海洋学院 海洋地质系 物探 学士 

1987.9-1990.3 同济大学 海洋地质系 海洋地质 硕士 

1993.9-1996.12 青岛海洋大学 海洋地质系 海洋地质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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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历（10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技术职务/职称 主要科研、技术工作 

1983.7- 

1985.9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无/研究实习员/研

究实习员 

参加“南海地质地球物理图集”中重

力和磁力数据处理及图件编制。 

1985.9- 

1986.6 

地质部海洋地质研究所/无/研究实习员/研究实

习员 
合肥工业大学出国培训部学习英语 

1986.7- 

1990.10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无/地矿部石海局课

题负责人/助理研究员 

复杂地形的外部重力场改正研究、

均衡重力异常计算方法研究、南海

均衡重力异常计算与编图 

1990.10- 

1995.4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国家

“八五”攻关课题负责人、部课题及国标委课题负

责人/助理研究员 

主持攻关课题，发现并改正国标中

错误，主持我国海洋区域地质编图

（1：50 万）试验图幅，并主持编

制国标。 

1995.5- 

1998.12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国家

“八五”攻关课题负责人/副研究员 

主持“八五”攻关课题和我国海洋百

万区调示范图幅，担任专项首席并

负责重磁数据处理、信息提取与编

图等。 

1998.12- 

2005.8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科技处处长

-所长助理/HY126 专项首席科学家兼调查与研

究课题负责人/研究员 

海上划界争议区地质调查、地质地

球物理综合研究与油气等资源潜力

调查与评价及领导、组织和技术指

导。 

2005.8- 

2016.11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地调局海岸带与大

陆架中心主任、国家实验室功能实验室主任、所

学术与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刊物主编/研究员 

提出以块体概念及综合地质地球物

理新思想、主持系列图编制和大陆

架科钻及其应用于划界谈判与资源

调查研究。 

2016.11- 

2019.9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副主任/地调

局海岸带与大陆架中心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

员、科钻首席科学家/研究员 

指导海洋系列图研制和大陆架科

钻，提出油气“四源三储多次充注”

模式等，组织撰写大陆架科钻成果

丛书。 

2019.10- 

至今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地调局海岸带与大陆架研

究中心主任、所海洋地质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 

东海壳幔精细结构研究，发展以“块

体”为基本构造单元的大地构造与

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思想，开展其应

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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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学术团体兼职（4项以内） 

起止年月 学术团体名称 兼职职务 

2005.8-2016.11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与“海洋地质前沿”杂

志社 
主编 

2016.9-2020.4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环境保护与安全评估工作组 评审委员 

2008.7-至今 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岸带与大陆架地质研究中心 主任 

2006.8-至今 山东地球物理学会 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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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限3000字） 

张训华长期致力于海洋地质调查研究，是我国海洋基础地质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

方向为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研究领域涉及海上调查、资料处理、信息提取、综合解释与

成果展示及其应用等。主要从事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及其国家标准制定、涉密地学图件编

制及其在海洋法磋商中应用、大型系列图编制及编图国家标准制定、大陆架科学钻探及

深部油气资源潜力调查与评价等。 

一、主要学术成就 

（一）解决了海量地学资料与科研团队指导思想的统一问题，为大区域的资料处理、

信息提取等后续科研创造条件 

1.发现并改正我国“海洋地质调查规范”国标中正常重力公式的谬误。提出均衡重力

异常计算新方法，解决大范围重力均衡异常计算难题，获得南海基于“艾利”模式的均

衡重力异常，保障了南海地球动力学图的研制。牵头制定了我国“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编

图规范（1:50万）”和“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规范（1：100万）”2个国家标准。 

2.提出冲绳海槽形成演化的“幕式裂离-分段拉张-统一沉降”模式。该模式指冲绳海

槽的形成经历钓鱼岛隆褶带东凹存在的中中新世裂离和冲绳海槽晚中新世裂离，裂离中

心东移；冲绳海槽以土喀啦断裂和宫古断裂为界分为北、中、南三段分别自晚中新世开

始自北而南逐渐开始拉张；冲绳海槽自晚中新世晚期开始统一沉降的过程。 

3.提出以“块体”为主要构造单元，并以“块体”的发育、成长、形成、稳定、固化

及其后期的分裂、拼贴等演化过程为主线，系统阐释加里东以来中国海陆大地构造演化

的新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思想，解决了大型地学系列图研制的思想统一等问题。 

（二）创新技术方法，为信息提取、成果集成与解答难题提供有效手段 

1.创建“独立测量三观测列”数据精度评估法，解决了困扰百年的海洋地球物理数

据绝对精度评估难题。构建“移位-解析-归算”数据平衡法，解决了大范围地形复杂区

资料稀疏难题。上述两个创新是实现海量多源数据有效融合和海陆地质地球物理衔接的

关键；在“切片法”基础上发展的“剥皮-叠置-透视”展示新方法，解决了海域地质图

件三维地质内容平面展示难题。 

2.牵头实施南黄海科钻，揭示出其巨厚中-古生界海相沉积层；建立志留纪至早三叠

世地层“金柱子”；识别出印支期、加里东期不整合面和栖霞组顶面的推覆滑脱面三个

重要构造界面，提出多期逆冲推覆新模式和油气“四源三储多次充注”的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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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成果、贡献及作用 

（一）主编“我国大陆架基础环境图集（1:200万）”10种图件，我国HY126专项“东

黄海区域构造图（1:100 万）”与“南海区域构造图（1:200 万）”和我国“东、黄海地质

地球物理系列图（1：50万）”5种图件等涉密成果。 

上述成果是基于建国以来40年的调查资料，在其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新思想指导下，

利用新技术、新方法研制完成。作为我国外交谈判的地学专家，先后 30 余次参加双边

海洋法磋商与高级事务代表磋商，将这些研究新成果及时应用于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权

益中，保障了中日、中韩、中朝等划界谈判和中、菲、越合作洽谈的需要。 

（二） 主编出版了“中国海陆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 （包括空间重力异常

图、布格重力异常图、磁力异常图、莫霍面深度图、地震层析成像图、地质图、构造格

架图和构造格架演化图等1:500万8种图件）、“中国海-西太平洋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 

（水深-地形图、地势图、重力异常图（陆岛改正）、均衡重力异常图、磁力异常图、新

生代盆地分布图、构造纲要图、地球动力学图和典型剖面图等1:300万9种图件）和“我

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 （空间重力异常图、布格重力异常图、磁力异常

图、沉积物类型图、区域构造图、水深-地形图、地势图、中-新生代盆地图、新构造地

质图和地球动力学图等1:100万10种图件）等公开成果。 

上述成果是基于建国以来60年的调查资料，在其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新思想指导下，

牵头解决了资料融合、海陆衔接、深浅结合和三维地质内容平面展示等难题后完成。他

提出以“块体”为基本构造单元的新思想，有效限制了多解性，统一了研究与图件编制

思路，实现了地质地球物理资料统筹。 

编图成果代表了我国海洋地质调查与研究的整体水平，填补了中国海区-西太平洋

的空白，在国际上是区内图种最多、比例尺最大、资料最新的系列图件，该成果显著提

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话语权。在海量数据融合、地质资料海陆衔接、地学信息深浅统筹

和海域三维地质内容平面展示等关键技术方面，使我国实现了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

超越，得到国际地科联编图委员会肯定和推广。作为海洋基础地质学科带头人，引领了

我国海洋区域地质调查与大型地学系列图研制。 

（三）撰写大陆架科学钻探计划，组织实施南黄海CSDP-1和CSDP-2 两口科钻井，

前者创造了我国陆架钻探船全取心钻探的最深记录，后者创造了全球陆架全取心钻探最

深、取心率最高和取心长度最长的三项世界记录。 



30 

 

在南黄海第四纪地质研究方面，确认了南黄海第四系底界并建立了第四纪标准层序；

确定南黄海陆架形成时间为 1.66Ma；揭示南黄海陆架区在 0.8Ma 之前主要为长江物质

输入，其后黄河物质开始进入。回答了“世纪之问”中黄河入海时间问题。 

在南黄海中-古生代油气调查方面，在地层中钻遇 62 处油气显示，解决了南黄海海

相油气潜力与有利目标层问题，建立了志留纪-早三叠世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标准剖面，

解决了地学界40余年的困惑。。 

（四）牵头实施东亚大陆边缘壳幔结构探测，开展了我国东部的三条OBS大剖面调

查及综合研究，为了解东亚大陆边缘深浅壳幔结构，探索深部地质过程，开展资源潜力

评价，维护主权权益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指导壳幔速度结构反演过程中，获得的扬子

与华北之间及朝鲜半岛西缘深部壳幔速度结构填补了空白，而冲绳海槽南段的速度资料

则证实了洋壳的存在，为我方划界主张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成就综述、科技荣誉与影响 

（一）总之，他是开启我国海洋百万区域地质调查和新一代编图探索的领头人，也

是2个国家标准的制定者。他发现并改正了国标中正常重力公式存在问题，开创均衡重

力异常计算先河，提出南海和东海形成演化新模式。在长达 38 年的海洋地质实践中，

主持编制了一系列涉密图件并服务于外交实践，保障了我海洋法磋商需要；牵头编制了

三套 27 种公开出版图件并得到国际地科联编图委员会的肯定与推广；提出并组织实施

了南黄海大陆架科学钻探，破译了深部地层属性等困惑、解决了油气资源潜力评价等难

题、确定了黄河入海时间及第四系标准层序、回答了现代黄海陆架形成时间等基础地学

问题。 

（二）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和 EI 论文 69 篇，出版学术著作 13 部，

完成技术研究报告40余份。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海洋科学技术奖特等奖1

项，中国地球物理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原国土资源部与地矿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项、二等奖9项，原国家海洋局科技创新奖一等奖1项。 

（三）他先后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 40 余名，组织撰写科普著作 6 部，并获聘

中国科协及国土资源与自然资源首批科普专家，先后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等开展科普讲

座。其个人为 13 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原国土资源

部首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原地矿部“百名跨世纪人才”，地调局首批优秀中青

年人才，青岛市拔尖人才。是我国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学科的主要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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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技奖项〔限填5项以内（同一成果相关科技奖项，只填写1项最高奖项）。请在“基

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成果（项目）名称，奖项名称，获奖类别（国家、省部等），获奖

等级，排名，获奖年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 

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我国海域地质与资源调查评价,科技进步奖,国家

奖,二等奖,排名：第三,2006 年,证书号码：

2006-J-210-2-9-R03,主要合作者：张洪涛 张海啟 

刘守全 周永青。 

其中的“八五”科技攻关课题负责人，HY126

专项所属海地所首席科学家兼三个课题第一

负责人，国家外交专项215 所述专题二技术总

负责。是该奖的黄、东海野外调查实施及科研

总负责，是冲绳海槽与南海演化模式提出。 

2 

中国海-西太平洋地质地球物理特征综合研究与

系列图编制,海洋科学技术奖,省部级,特等奖,排

名：第一,2019 年,证书号码：HKJ2019-G-特

-A06-01,主要合作者：温珍河 郭兴伟 郝天珧。 

负责项目论证、设计编写、指导思想及数据统

一标准制定，提出地质地球物理及综合剖面联

合解释与攻关思路，是以块体和结合带为主要

构造单元的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新编图思想提

出者。 

3 

中国海陆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1：500

万）,中国地球物理科学技术奖,省部级,一等

奖,2015 年,证书号码：DK-2015-103-01,主要合作

者：刘光鼎 温珍河 郝天珧 。 

负责立项论证、设计编写、指导思想制定和图

件编制过程中海量数据融合、海陆衔接、深浅

综合及三维地质内容平面展示等关键难题的

攻关与解决，提出了以块体主要构造单元的综

合地质地球物理新编图思想。 

4 

中国南部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1：

100 万）,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省部级,二等奖,排

名：第一,2013 年,证书号码：KJ2013-2-04-R1,主

要合作者：温珍河 张海啟 蓝先洪。 

第一负责人，负责立项论证、设计编写、指导

思想制定和地球物理数据统一标准制定及沉

积物类型划分体系建设等，是关键科学问题攻

关与解决贡献者，是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新编图

思想主导者，是南海单向拉张模式提出者。 

5 

东、黄海大陆架地质特征及其对划界的影响,国土

资源科学技术奖,省部级,二等奖,排名：第一,2004

年,证书号码：KJ2004-2-40-R1,主要合作者：周永

青 黎明碧 初凤友。 

第一负责人，负责起草立项论证、设计编写，

作为技术总负责牵头海上补充调查及系列关

键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和实施过程中成果集

成与应用，作为谈判组成员参与中日、中韩、

中朝外交划界谈判并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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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明专利〔限填 5 项以内。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批

准年份，专利号，发明（设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如无实施证明材料则视为专利未

实施〕 

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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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文和著作〔限填10篇（册）以内。论文原则上至少有1篇在《工程》（Engineering）

系列期刊或其他中国优秀期刊上发表。设计报告、技术报告等视同为著作。请在“基本信息”

栏内按顺序填写论文、著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中国海域构造地质学,2008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

作者：吴志强 许红 孟祥君,发表刊物（出版社）：

海洋出版社。 

主编，提出书稿的编写思路、编写大纲和编写

内容，是第一、八、九三篇的主要执笔人，首

次提出以“块体”为基本构造单元的综合地质

地球物理新思想并应用于统一书稿及阐述方

式和文字统稿，也是该书的内容及版面策划

者。 

2 

中国及邻区重力特征与块体构造单元初划,2010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郭兴伟 杨金玉  温

珍河 侯方辉,发表刊物（出版社）：中国地质。 

执笔人，是将前期提出的以“块体”为基本稳定

构造单元的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思想在中国海

陆的初步实践，是中国海陆块体构造划分原则

制定人，也是划分出 3 个构造域20 多个块体

的具体实践者。 

3 

块体构造学说的大地构造体系,2014 年,排名：第

一,主要合作者：郭兴伟,发表刊物（出版社）：地

球物理学报。 

系统提出块体构造思想，明确块体和结合带的

定义，将中国海和陆置于全球大地构造背景

下，依据地质与地球物理场及其深浅特征，运

用块体构造思想进行构造单元划分，指导中国

海陆及邻域地学系列图编制。 

4 

中国海陆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1：500

万）,2019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温珍河 郭

兴伟,发表刊物（出版社）：地质出版社。 

主编，组织者、指导思想提出者和主要实践者。

是以“块体”为基本构造单元的大地构造思想

和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思想在中国海陆及邻域

第一次成功实践的主导者，也是其中大地构造

格架图和演化图编制的主要执笔人。 

5 

南黄海区域地质,2013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

者：张志珣 蓝先洪 李日辉,发表刊物（出版社）：

海洋出版社。 

主编，是该书依托项目（我国百万海洋区域地

质调查示范图幅即第一个图幅-南通幅区调）

第一负责人，提出书稿编写思路，制定编写大

纲和编写要求，注重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思想在

南黄海地区的实践，是前言、第一、九章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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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本信息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6 

南黄海油气勘探若干地质问题认识和探讨,2017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肖国林 吴志强 李

双林,发表刊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主编，是该书编写思路、大纲和主要内容编写

者，是第一、三、八、九章的主要执笔人，是

该书新认识、新思想和“四源三储多期充注模

式”的提出者和全书统稿人。获得2019 年度海

洋优秀图书奖，第一获奖人。 

7 

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CSDP-2井初步成果及其地

质意义,2019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者：郭兴伟 

吴志强 肖国林,发表刊物（出版社）：地球物理

学报。 

在大陆架科学钻探CSDP-2 井中，组织开展综

合地质地球物理实践，钻井岩心综合利用和测

井资料综合分析及综合地球物理解释的直接

参与者，建立了我国海上第一个晚志留纪-早

三叠纪综合地质地球物理“金柱子”。 

8 

Characteristics of crustal variation and extensional 

break-up in the Western Pacific back-arc region 

based on a wide-angle seismic profile,2020 年,排

名：第二,主要合作者：祁江豪 吴志强 孟祥君,

发表刊物（出版社）：Geoscience Frontiers。 

提出冲绳海槽及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地壳结

构模型和地壳速度结构模型及弧后扩张机制

构建，牵头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解释，指导正反

演模拟计算。 

9 

Late Cenozoic evolution of the East China 

continental margin: Insights from seismic, gravity, 

and magnetic analyses,2017 年,排名：第二,主要合

作者：尚鲁宁 贾永刚 ,发表刊物（出版社）：

Tectonopgysics,是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导师，是冲绳海槽“幕式裂离分段拉

张统一沉降模式“的提出者，是在自己提出的

冲绳海槽演化”分段拉张统一沉降模式“的 丰

富与发展。 

10 

海洋地质调查技术,2017 年,排名：第一,主要合作

者：赵铁虎,发表刊物（出版社）：海洋出版社。 

主编，负责策划、制定提纲、培养人才、组织

撰写及统一稿件与审核全稿。提供了自己 30

余年在重力、磁力、地震等地球物理方面的新

技术、新方法和地质取样与钻探取心的新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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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的重要成果（限填5项以内） 

序号 成果简介 被提名人的作用和主要贡献（限100字） 

1 

大陆架及争议海区基础地质工程：基于“八五”攻关

课题和“九五”国家专项课题，开展大陆架及专属经

济区地质调查，获取详实地学资料。结合以往资料

与成果进行深入研究，掌握地学特征，了解资源潜

力与分布，编制系列成果图件，满足国家维权需求。 

85 攻关课题、海洋专项课题和大地调专项课

题负责人，负责设计、实施和组织协调，具

体负责东海、黄海的基础地质调查与综合研

究及其成果报告，是区调和编图规范2 个国

标的编制人，解决了正常重力和场的统一难

题。 

2 

东、黄海地质特征及其对划界的影响工程：基于40

多年调查与研究成果，辅以争议海区补充调查，通

过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手段进行研究，为海洋法磋商

提供支撑。以外交专项02 地质专题为主，并及时吸

纳其它项目的成果，集中为外交谈判提供基础资料

与科学证据。 

外交专项 02 地质专题技术总负责，负责了

立项、论证、设计、实施及综合研究、成果

集成和实际应用。具体提出冲绳海槽形成演

化新模式，论证结果支撑我主张，并作为外

交谈判地质专家，30 余次参加磋商。 

3 

中国海陆及西太平洋地学系列图研制工程：以建国

60 年来调查资料为基础，攻关解决制约成果展示的

关键科学技术难题，编制不同范围1:500 万中国海陆

及邻域、1:300 万中国海-西太平洋和1:100 万中国海

区及邻域三套系列图，集中展示海洋地质成果。 

三套系列图的主编，负责总策划、总体设计

编写、组织实施及后期的出版，具体为组织

解决了制约系列图编制的海量数据融合、海

陆不接、深浅统一和三维地质内容平面展示

难题，是编图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和主要贡献

者。 

4 

南黄海大陆架科学钻探工程：为了解新生代以来洋

陆转换，进行中-古生代油气资源潜力评价，搭建不

同地质时期大陆与大洋之桥梁，探索地球系统关键

科学问题而设立。为解燃眉之急，首先在南黄海实

施了CSDP-1 井和CSDP-2 井。 

工程首席，负责总体设计及 CSDP-1 井和

CSDP-2 井设计、规划部署和综合研究及成

果集成。具体是牵头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研

究、南黄海晚志留纪-早三叠纪地层“金柱子”

建立与油气“四源三储多次充注模式”构建。 

5 

亚洲大陆边缘地质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工程：通过

南黄海北部凹陷-山东半岛-渤海、江苏沿海-南黄海-

朝鲜半岛及东海陆架盆地-钓鱼岛隆褶带-冲绳海槽

三条OBS 大剖面及综合研究，了解亚洲大陆边缘深

浅壳幔结构、探索深部地质过程，开展资源潜力评

价。 

三条剖面所依托鳌山创新计划、基金重大国

际合作课题和973 课题负责人，OBS 工作的

主要规划者、海上实施的总指挥，指导地壳

速度结构反演，是获得朝鲜半岛西缘断裂带

和冲绳海槽演化数字证据等新发现的主要

贡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