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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忠1 , 2 ,金宠1 , 2 ,戴黎明1 , 2 ,张国伟2 , 3

(1 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100;

2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青岛 266100;　3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西安 710069)

摘要:海洋在地球系统中的关键作用已获得了广泛共识。海洋占地球总面积的 70.8%, 而深海大洋占据海洋

约 92.4%,因此 , 洋底更是了解众多地球过程的主要窗口之一。从动力学角度 , 洋底动力系统可以划分为洋脊增生

子系统 、深海盆地子系统 、俯冲消减子系统和地幔动力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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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网络建设为依托 ,国际上逐步开始实施一系列不同级别的海底观测网络建设计

划 ,通过大量传感器 , 侧重探测海底各种大地构造背景各级尺度的结构 、构造和过程 , 以及动力学过程的各个变量

要素 ,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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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解地球系统变化

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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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科学形成与发展有 200多年的历史[ 1] ,但

从全球视野来探索地球科学问题却始于 100 年前 ,

其标志为 1909年休斯《地球的面貌》的出版。从此 ,

固定论派“槽台学说”(1859年美国霍尔首先提出)

就稳固地影响着 20 世纪前半叶的地质学。几乎同

时 ,1910年泰勒提出大陆漂移的活动论思想(也有

人认为是俄国的贝汉诺夫 1877 年首先提出),1912

年德国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一书出版 ,正式建立

了活动论派“大陆漂移学说” ,开启了活动论与固定

论 、水平论与垂直论论争 ,也使得均变论与灾变论 、

膨胀说与收缩说 、脉动说的长期论争达到顶峰 。

1928年霍姆斯提出的物质对流假说和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古地磁理论 ,使得水平运动说占据上风 ,

槽台学说作为主导理论的时代逐渐成为历史 。与此

同时 ,在我国逐步出现了 5大大地构造学派别争奇

斗艳的学术氛围 ,从李四光 1944年提出 、1947年在

《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中系统化的地质力

学
[ 2]

, 1954年黄汲清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

书正式提出的多旋回学说
[ 3-4]

,陈国达 1956 年提出

的地洼学说
[ 5]

,张伯声 1962 年提出的波浪镶嵌学

说[ 6-7] ,到张文佑 1973年提出并于 1984年《断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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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导论》一书中完善的断块学说[ 8] ,使得国内地学 ,

特别是大地构造学发展空前活跃。20 世纪 60 、70

年代 ,国际上由二战以来开启的全球范围的海洋地

质学和地球物理学调查研究的进一步广泛开展 ,先

后发现了大洋中脊系统 、海底磁条带异常 、转换断

层 ,首先由赫斯提出了海底扩张学说。1968 年前

后 ,大陆漂移学说的再度兴起和诸多证据与海底扩

张学说的提出和强有力的证据的完美结合 ,直接导

致了第一个真正称得上全球的地学理论———板块构

造理论的诞生[ 9] ,引起了一场影响深刻的第二次地

学革命(第一次地学革命为唯物的均变论和现实主

义原理战胜唯心的灾变论和神创论[ 1] ),它改变了固

体地球科学几乎每一个分支学科原有的发展轨迹。

国内李春昱等
[ 10-11]

、郭令智等
[ 12-13]

、张国伟等
[ 14]

、施

央申和杨树锋[ 15] 先后运用板块学说 、地体学说解释

中国大地构造演化 。但是 ,板块构造本质上主要是

植根于海底构造研究基础上的 ,而且主要描述和说

明浅部圈层的几何学 、运动学问题 ,对于深部圈层动

力机制依然没有足够说服力。20世纪 80年代的探

索 ,发现大陆地质具有其独特性 ,大陆岩石圈与大洋

岩石圈组成 、厚度和流变强度有明显差异 ,大陆岩石

圈板块和大洋岩石圈板块不同 ,具有明显的流变性 ,

大陆地质构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完全符合已有板

块构造理论模式 。因此 ,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向构造

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未来发展方向———超越板块构

造(Beyond Plate Tectonics)发展 ,并提出将大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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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圈流变学研究作为大陆构造地质和大陆造山带研

究的新起点[ 16-18] 。以 1990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

发表的《大陆动力学》白皮书为标志 ,正式提出了大

陆动力学问题。大陆动力学及其资源 、能源和环境

效应是随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重大科学目标 ,已成

为当代地球科学最令人瞩目的前沿研究领域之

一[ 19] 。

当前 ,地球科学正处于创建新的地学理论 、构建

地球系统科学 、建立新的地学知识体系与技术方法

的重要发展时期[ 20] 。要构建地球系统科学新理论 ,

显然仅仅探讨大陆动力学是远远不够的
[ 21]

,因此 ,

我们特别强调并提出建立洋底动力学学科和相关研

究方向 、实验室是非常必要的 。从地球系统这个大

科学视野高度 ,借助当今大科学工程的实施 ,完全可

以使洋底动力学与大陆动力学一样成为地球系统科

学新理论的核心 ,正如大陆漂移学说和海底扩张学

说曾是板块构造学说的两大支柱一样 ,这必将从空

间尺度上超越仅涉及地壳或岩石圈层次的板块构造

理论 ,深刻揭示岩石圈乃至整个地球内部圈层的几

何学 、运动学和动力学 ,并必将围绕多个圈层间物质

的运动和运动的物质这两大主题开展原始创新性研

究。

洋底动力系统的探测需要现代高技术装备。针

对不同的子系统探测手段和方法都有所差别 。因

此 ,本文以这些子系统为主线 ,主要侧重综述当前国

际相关探测技术和大型探测计划的进展的介绍和展

望。

1 　洋底动力系统与国际大型海底科学

计划

　　海洋占地球总面积的 70.8 %,海洋滋养人类 ,

决定气候 ,其深处隐藏着塑造地球的生物 、化学和地

质过程。深海大洋占据海洋约 92.4%,它拥有极其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突出的战略地位[ 22] 。深海大洋

就是洋底动力学研究的对象 ,按照地质动力系统的

不同 ,可以进一步分为洋脊增生系统 、深海盆地系

统 、俯冲消减系统和地幔动力系统[ 23] 。在这个划分

当中 ,被动大陆边缘属于深海盆地系统 ,活动大陆边

缘和俯冲消减系统是一致的。

国际上 ,对深海大洋海底的探索从板块构造理

论建立以来就没有停止或减缓 ,当前 ,对海底的研究

兴趣和争夺空前的高涨 ,不亚于当前第二轮月球探

测的热潮 。从当时以验证板块构造假说为目的设立

的世界性深海钻探计划((DSDP , 1968—1983), 科

学考察船为 Glom ar Challenger(挑战者号));进而

发展成了大洋钻探计划(ODP , 1986—2003),到当

前的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 , 2003 —), ODP 和

IODP 的调查船都为美国的 JOIDES Resolution(决

心号)
[ 24]

。这些计划的实施发现了世界各大洋地层

具有同样的氧同位素曲线 ,确立了地球轨道驱动冰

期旋回的气候演变理论 ,奠定了古海洋学的基础 ,促

发了科学史上另一场革命(1976)———古气候革命

(即地球古气候重建)[ 25] 。这些都表明海洋地质学

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仅大大地超越了前者 ,而

且洋底的各种现象和规律逐步更多更明显地展现出

来 ,如海底热液活动 、深部黑暗生物圈 、深海特异功

能基因[ 26] ,并使得洋底动力学在海洋科学 ,乃至地

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凸显出来 。海洋地质学作为海洋

科学 ,乃至地球科学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 ,它的重

要性愈来愈明显 。而且 ,洋底动力学又是海洋地质

学学科的“上层建筑” ,它将给人一个大视野 ,是一门

大科学 ,也需要动用大工程 ,相应的国际大计划(科

学研究上和观测技术上)便应允而生 。

这些大的国际合作计划针对深海大洋岩石圈动

力学与物质循环中的洋脊增生系统 、俯冲消减系统

的构造动力-岩浆-流体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 ,

是当今洋底动力学研究的重点。为了达到这个学术

目标 ,在仪器设备上也日益更新 ,效率也越来越高 ,

而且 ,探测手段和方法也从哥伦布时代的走航式 、不

连续 、单点式 、低效率 、单一学科观察和测量 ,发展为

原位式 、连续 、实时 、多学科 、数字式 、信息化 、网络

化 、高效率观察和测量;如水深测量从重锤测深转变

为多波束测深 ,重力测量从简单的海洋重力仪发展

为卫星海洋重力测量 ,地震技术从浅剖发展为地震

层析成像 ,使得不同深度的洋底结构构造显现出来 ,

也揭示了板块构造学说没有阐明俯冲洋壳的去向问

题 。目前 ,研究对象虽然还没有摆脱板块构造理论

的约束 ,依然集中研究板块边缘 ,即主要集中到大洋

中脊增生系统和大陆边缘的俯冲消减系统以及相关

领域的科学研究 ,但是研究更具有国际性 ,体现在两

个国际计划的设立上 ,即 1992年开始的国际大洋中

脊计划(Inter Ridge)[ 27] 和 1999 年开始的国际大陆

边缘计划(Inte rM argins)[ 28] ,大大促进了该领域的

发展。另外 ,不可忽视的是 ,深海大洋研究中的大火

成岩省的研究 ,对地幔柱构造理论的发展和建立起

着关键作用 ,这必将从更深尺度揭示地球的动力本

质 。

这些计划不亚于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

提出的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四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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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国际地圈生物

圈计划 IGBP 、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 、

生物多样性计划 DIV ER-SITAS)。这些计划旨在

促进各学科的深入和相互交叉 ,弥补观测和资料

上的空白 ,针对地球系统及其变化 、对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 ,增强人类对认识和理解复杂地球系

统的能力 。因此 ,一致认为建立描述地球系统内

部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式 ,亦即“地球系

统动力学模式” [ 2 9] ,不仅可以阐明全球(包括大地

区)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机理并进行预测 ,而且可以

揭示地球动力学的本质 ,真正实现实时多圈层相

互作用的研究 。

2 　国际海底相关探测技术进展

国际上深海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 , 21世纪初前

后 ,各海洋强国纷纷制定 、调整海洋发展战略计划和

科技政策 ,如 《新世纪日本海洋政策框架(2002)》 、

《美国海洋行动计划(2004)》和《欧盟海洋发展战略

指令(2007)》等 ,各海洋强国采取有效措施 ,在政策 、

研发和投入等方面给予强力支持 ,以确保在新一轮

海洋竞争中占据先机 。相应的国际和区域海洋监测

网络逐步实施 , 如美国的 OOI 、HOBO 、LEO-15 、

H 2O 、NJSOS 、MA RS 、DEIMOS 等[ 30-32] , 欧洲的

NEMO 、SN-1 、ESONE T 等[ 33] ,美国和加拿大联合

建立的 NEPTURE及其扩展成的全球 ORION
[ 30]

,

日本的 A RENA 和之后的 DONE T[ 34-36] ,它们成为

全球的GOOS(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 stem)对

海观测网的一部分
[ 37]

。GOOS 最终与全球环境监

测系统(GEMS , G lob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 stem)[ 38]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 , G lobal

Terrestrial Observing Sy stem)[ 39] 、全球气候观测系

统(GCOS ,Global C lim ate Observing Sy stem)
[ 40]
共

同构成世界气象组织的 WIGOS(WMO Integ rated

Global Observing System)观测系统[ 41-42] ,并最终建

成 2003年倡导建立的名为 GEOSS(G lobal Earth

Observ ation System o f Sy stem s)的一个全球统一的

综合网络[ 43] ,并是 G EOSS 的核心组成 。GOOS 在

积极发展先进的机电集成技术 、传感器 、ROV s 、

AUVs 、通讯技术 、能源供应技术 ,海底布网技术 、网

络接驳技术;建设海底观测站 、观测链 、观测网等不

同级别和目标的海底观测平台 ,实现天基(space-

based)、空基(ai r-based)、地基(land-based)、以及从

岸基(coast-based)到海基的(ocean-based , 覆盖海

面 、海水 、海床)、全面对海洋的实时立体观测网。地

学上它们以热液现象 、地震监测 、海啸预报 、海洋环

境变化 、全球气候等为科学目标 。我国"九五"863

计划逐步开始实施类似计划 ,但类似前述国际性的

具重大影响的监测网络尚没有建设。

2.1　被动陆缘计划及其探测技术

被动大陆边缘和活动大陆边缘都是各种地质作

用集中发生的主要场所 ,始终受到地质学家的关注。

M ARGINS 计划就是针对这个系统而酝酿于

1991—1993年 ,1998年美国基金委员会(NSF)公布

该计划 ,标志其正式启动
[ 28]

。1999年欧洲也启动了

EU ROMA RGINS 计划
[ 44]

。 2003 年底 , 美国 NSF

公布《大陆边缘计划 2004》 ,详细确定了该计划的主

要研究方向 ,包括破裂大陆岩石圈(RCL)、俯冲工厂

(SubFac)、发震带实验(SEIZE)和从源到汇系统

(S2S)[ 28] 。迄今发展为国际 InterM ARGINS 计划 ,

有 4个成员国 、参与会员国中国和几个合作会员国。

InterM ARGINS计划涵盖这两类大陆边缘的研究 ,

主要涉及裂谷边缘 、沉积过程 、发震带过程 、俯冲工

厂过程 、流体过程 、地球化学和微生物过程[ 45] 。

M ARGINS计划实现现场观测 、实验分析和数值模

拟三结合 ,技术上不断集成 、综合和创新 ,将海洋地

质学 、地球物理学 、地球化学 、海洋物理学和生物地

球化学等学科的技术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综

合 ,侧重动态的 、有机的 、多圈层的演化过程研究 。

特别是 ,欧洲 EU ROM A RGINS 的主要目标是

瞄准欧洲附近的被动大陆边缘和形成 、结构与演化

等基本的深层次科学问题 ,重点在:裂谷过程 ,大洋

边缘的结构 、构造 、流变学和岩浆型被动陆缘的岩

浆岩特征 ,陆坡的稳定性 ,浊积岩系统 ,构造-气候-

海平面变化和岩浆作用对层序地层的控制等[ 45] 。

这些研究围绕 3 个主题:裂谷过程 、沉积过程和产

物 、流体系统。这些研究对社会也将产生重大影

响 ,如油气勘探和开采(因为被动陆缘是油气聚集

的重要大地构造背景)、天然气水合物(流体活动

可促进和催化一系列地球化学过程 ,影响天然气

水合物 ,使其挥发进入大气 ,从而影响全球气候)、

深海生物圈(流体渗透决定深部生物圈的活动方

式)和减轻自然灾害(如海底滑坡会对油气平台造

成危害)等 。

ESONET 计划是实现 EU ROM ARGINS 计划

科学目标的重要技术平台[ 33 , 44] ,是一个长期对地球

物理 、岩土力学 、化学 、生物化学 、海洋学 、生物学和

渔业进行监测的战略计划。代表性的采样计划围绕

欧洲 10个特征的海洋区域展开 ,它们是:北冰洋 ,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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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大陆边缘到大西洋 , Nordic 海到大西洋 , Porcu-

pine/Celtic到大西洋 , Azo res 到大西洋 , Iberian 大

陆边缘到大西洋 , Ligurian到地中海 ,西西里东到地

中海 ,H ellenic到地中海和黑海。这个庞大的计划

不仅是全球地球观测系统 G EOSS 的一部分 ,也是

全球环境和安全监测计划 GM ES 的海底一部分 ,而

且还是 E UROMA RG INS 科学计划的技术支撑系

统。该系统由 5 000 km 长的海底光纤网将观测站

与海底接驳盒终端相连到陆地上。光纤不仅提供能

量供应 ,也是双向实时数据传输通道。该系统预计

将总花费 1.30 ～ 2.2亿欧元 ,预计在 2010 —2029年

期间每年平均投入 4 000万欧元基础设施建设费

用。这个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其中采用了大量先

进地质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和设备 , 如德国 IFM-

GEOM AR采用一套 8个沉稳架(landers)的模块作

为设备的载体来调查深海底部边界层 ,其中两个为

方形设计支架并承载着可覆盖 1 m2沉积表面区域 ,

以监测海底释放的流体通量 (喷口取样系统 , Vent

S am pler Sy stem-VESP)。现在还使用的 “G EO-

M A R沉稳架系统(GM L)”是一个三角支点的万用

平台 ,可用于承载多种科学设备 ,以监控 、测量和实

施各种深海实验
[ 46]

。

ESONE T 观测网络采用模块化设计[ 33] ,其中

GEOSTA R模块 (Geophysical and Oceanog raphic

S tat ion for Aby ssal Research)包括三轴宽频带地震

仪(CMG-1T Guralp),一台 Scalar 磁力仪(GEM),

一台 Fluxgate 磁力仪(INGV 原型),一台水听器

(OAS E-2PD),一台重力仪(CN R-IFSI 原型)。此

外 ,GEOSTA R装载了ADCP (RDI 300 kH z),一台

C TD (SeaBird SBE 16), 一台浊度仪(Chelsea

Aquatracka),一台单点海流计(FSI 3D-ACM), 一

台水样采集器(M acLane RAS 48-500)和一组化学

传感器(Tecnomare/ INGV原型)。3个 GEOS TAR

级的观察站和遥控等相关设备与 ORION (Ocean

Research by Integ rated Observatory Netwo rks)观

测网络相连。2003 年和 2005 年这个网络在 Ty r-

rhenian海的 M arsili火山型海山(水深 3320 m)运

行 ,数据通过网络和遥控浮标传送 ,但声学遥控严格

限制了数据传输速率 , A RGOS 通讯舱在浮至浅表

时存在延时 ,A RGOS 卫星延时 ,并严格限制通信带

宽等 。

再如 ,ASSEM 模块的目标是测定和遥测监控

一组海底岩土力学 、大地测量和化学传感器 ,长期放

置在挪威的 Ormen Lange 油田和希腊的 Corinth

湾。因为前者是 S to reg ga地滑的前缘 ,而后者是世

界上快速移动的裂谷 ,每年 1.5 cm 的扩张速率 ,因

此 ,监测这些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预见 20年

后 ,ESON ET 将具备监视整个欧洲海域的强大能

力
[ 3 3]

。

德国莱布尼茨海洋研究所(IFM-GEOM AR)的

“洋底动力学”研究小组也加入了这个计划[ 46] 。借

助这个强大的监测网络 ,其主要科学研究目标是:洋

底的形成 、演化和破坏过程 ,主要调查领域包括大陆

破裂和海底扩张的初始过程 ,洋底的形成和扩张中

心的洋盆 ,据板内热点火山作用研究深循环地幔的

成分和结构 ,俯冲大陆边缘的结构和大洋岩石圈的

俯冲破坏过程 ,海道和陆桥 ,地震 、火山喷发 、海底滑

坡和海啸等地质灾害 ,热液系统和天然气水合物相

关的海洋资源。这些计划和探测技术最初主要针对

被动大陆边缘设定的 ,而有别于美国 、加拿大 、日本

主要针对俯冲消减系统的设计 ,但它现在得到了巨

大扩展 。

2.2　俯冲消减系统及其探测技术

俯冲消减系统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活动大陆边

缘 ,是地震和海啸频发地带 ,为了加强对该区的观测

和研究 , 美国和加拿大针对太平洋东岸提出了

NEPT URE (the No rth-East Pacif ic T ime-series

Undersea Netw o rked Experiments)计划 ,全称为东

北太平洋时间序列海底网络试验 ,是全球第一个光

缆连接的区域洋底观测系统 。美国计划在整个胡安

·德·富卡板块到俯冲带的区域内安装长达 3 000

km 的光缆线 ,连接着 20或 30个观测站 ,每个观测

站可能还有支路延伸至几千米远的各种仪器。安插

在网络节点处的观测站将为科学家提供研究洋中脊

过程 、地震等提供实时数据 。NEPT UNE 计划将从

根本上改变人类研究海洋与地球的方式 。NEP-

T UNE预计的使用年限至少为 20 或 30年 ,因此 ,

现今 N EPT URE 作为 ORION 计划中的区域性海

底观测网络系统面临的首要技术挑战还是系统的长

期维护问题 。

其中 ,加拿大的 NEPTU RE由一个铺设在胡安

·德·富卡洋脊直到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海岸带的总

长 800 km 的光纤网络组成。采用了一系列的探测

设备来实时获得洋面到海底面以下 、从海岸到深海

发生的地震 、海啸 、鱼类迁徙 、藻类爆发 、风暴和火山

喷发等的数据和图像 ,岸上科学家可以足不出户通

过 Internet获得相关研究数据 ,促进了海洋技术 、光

纤通讯 、能源供应系统设计 、数据管理 、传感器和机

器人的发展 。它的科学目标主要围绕地震和海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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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大洋-气候相互作用及其对渔业的影响 、天然气

水合物和海底生态环境 、板块从洋脊扩张到俯冲消

亡的过程 。对社会也带来很多效应 ,如领土主权与

安全 、海洋污染 、港口安全与船运 、减轻灾害(hazard

mitig ation)、资源勘探 、海洋管理和公共政策制定 。

加拿大部分计划 2007 年开始实施建设 , 2009 年夏

季实现数据获取。加拿大 NEPTU RE 设施的关键

特征为:800 km 的海底供能光纤缆 , 5个或更多的

6.5 t水下节点以传输能量 、水下设备接驳和双向通

讯 ,包括摄像机 、照相机和遥控设备(ROV)等在内

的 200多个设备和传感器 , 一个岸上基站负责提供

电能与水下设备通讯 、传输和发布数据到互联网 ,在

维多利亚大学操控中心设一个数据和档案管理系

统 ,用于控制观测操作 、接收和检索与管理数据流 。

同时 ,实施的还有加拿大的 VENUS(the Vic-

to ria Experim ental Netw ork Under the Sea)计

划[ 47] ,全称为维多利亚海底试验网络 ,是世界上首

个运行的海岸带海底光纤观测网 ,主要实时监测围

绕船坞周边的生物 、海洋和地质过程。该网络分两

组:一组 2006 年设在维多利亚的 Saanich 港湾 ,观

测海洋过程和动物行为;另一组设在温哥华的佐治

亚海峡 ,该地是一个繁忙的生物丰富的海道 ,特别观

测 Frase r河口三角洲的沉积物和边坡动力学过程

等。N EPT URE 和 VENUS 综合在一起构成加拿

大海洋观测网(ONC),共计划 4年内投资 1.133 亿

美元 。

随后 , 仿照美国的 NEPTU RE 计划 , 日本在

2002年开始论证在太平洋西岸实施 A RENA (A

dvanced Real-Time Ear th Monitoring Netw ork in

the A rea)计划 , 2003年 1 月提出了方案 ,沿日本海

沟建造跨越板块边界的光缆连接观测站网络[ 34-35] 。

与 NEPTUNE 和 ESONE T 一样 , 科学家期望 A-

RENA也能够提供多学科的信息 ,旨在通过基于长

期的实时监控海底网络所及海域 、海底的综合性海

缆网络系统 ,构筑起海洋学 、地球物理学 、地震学 ,以

及海水资源 、海底能源开采等多学科 、跨领域的试验

验证 、科学研究 、深海海洋工程应用平台。广域 、多

点 、实时 、长效 、快速观测的海底海缆网络的开发 ,从

根本上解决了基于海洋考察船 、观测浮标 、海底观测

仪 、载人潜器 、水下机器人及人造卫星观测等粗放性

区间采样观测方式等观测难点的海底网络式空间的

建设 。将在每间隔 50 km 设置一个相当于 LAN 枢

纽作用的海底网络观测站点 ,在该观测站上 ,联结与

观测点及观测目的对应的海底地震仪 、海啸测量仪 、

磁力仪 、电位差仪 、倾斜仪 、流向流速仪 、温度仪 、地

球测量用音响脉冲发生仪 、摄像机 、放射能传感器及

各种化学传感装置等相应仪器。这些仪器的最大作

业水深为 6 000 m 。A RENA 计划主要特点为:(1)

具有可涉足 3 600 km 海域的二维网络机构;(2)可

在间距为 50 km 的观测浮标上链接各种传感器 ,由

此达到多学科利用的目的;(3)具有较强的克服水

下障碍的能力;(4)拥有基于多个 H DTV 信号的传

送能力的宽海域传输功能 ,可在 1 m s内进行同步的

高精度的数据传输;(5)系统具有极强的可扩充性;

(6)可随意交换和追加传感器及观测站点[ 35] 。

太平洋西岸的活动大陆边缘也是地震频发地

带 ,在日本南海海槽 8级地震具有近 100 ～ 150年的

循环周期。最近的地震如 1944 年的 To-Nankai和

1946年的日本南海地震 。南西日本海岸城市严重

受到地震和海啸的破坏 ,据研究 ,在今后 30年内该

区发生大地震的概率为 60 %～ 70 %。因此 ,建设一

个海底观测来监测地震和海啸形成前的异常地壳运

动是非常紧迫的 。日本 2006 年启动的 DONET 海

底观测计划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实时光缆海底观测网

络计划 ,目的就是建立海底大尺度实时研究和监测

地震 、大地地形和海啸的基础设施。从 2006年起在

日本南海海槽的 To-Nankai地区设置 ,逐步计划建

成 20套复杂的光缆连接的监测站 ,间隔为 15 ～ 20

km ,覆盖这个区域的地震带 ,计划运行 20 ～ 30年 ,

这对于水下技术是个挑战[ 36] 。这就需要高可靠度

的骨架光缆系统 ,可替换的科学节点和可扩充的测

量仪器 。除日本南海海槽设置了这些之外 ,在相模

(Sagami)海槽和库页海沟也设置了观测点 。2003

年的十胜冲(Tokachi-oki)地震中 , DONE T 在震中

上方成功记录到地震和海啸波形 ,促进了对地震形

成过程 、地形变化和海啸形成机制的研究 。由于海

啸都是由海底地壳运动导致的 ,所以在 DONET 观

测网络中除安置了海底地震仪外 ,还设置了海啸仪

(高精度压力传感器),以便在海啸到达海岸之前监

测海啸迁移 、提供海啸预报 。

除了上述海底观测网络外 ,地震层析成像的精

度也可以利用 DONET 、NEPTU RE 等网络的数据

得到进一步提高 ,据此再进行数值模拟从而定量揭

示观测到的现象 ,如震后变形 、缓慢滑移事件 、小的

余震。小的重复性地震一般具有几年的周期性 ,这

可以用来了解整个地震过程 。这些优点也可以用来

缩小数值模拟中物理量参数的数值范围 ,使数值模

拟成为用来清晰认识地球物理现象的捷径 。

大陆边缘不同层次的结构构造的研究还有其他

探测技术 ,主要还是传统的地球物理探测技术 ,如传

135



　　　　　　　　　　　　　　　　　　　　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2009 年　

统的重磁技术 ,各种排列和接收技术 、各级各种震源

激发技术的深反射地震或广角反射地震 ,折射地震 ,

浅地层剖面技术等。现在发展迅猛的地震层析成像

(特别是 VSP 测井约束下的层析剖面分辨率可达千

米级)、卫星重力(可清晰描绘洋盆中的重要断裂和

块体边界)、海底大地电磁(可有效揭示俯冲带流体

的宏观分布和天然气水合物分布)、海底地震仪

(OBS)、海底水听器(OBH)、海底压力传感器

(OBP)和相关成熟的 Seismic Unix 、Rayinv r、Ray-

t race 等处理软件 , 这些都成为研究人员的常用手

段。大陆边缘油气勘探的发展 ,油田部门大量数据

的积累和大型处理软件(GeoFrame 、Landmark 系

统)的运用都为大陆边缘的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大

量数据积累。问题是如何在确保商业秘密的同时 ,

将这些数据体用于科学研究还需要政府部门制定适

度的政策 ,鼓励这些部门开放数据体用于基础科学

研究 。

2.3　洋脊增生系统及其探测技术

NEPT URE 是一个跨洋脊增生系统和俯冲消

减系统的综合网络。专门针对洋脊增生系统的独立

网络还没有实现 , 原因是洋中脊往往离陆地太远 。

因此 ,目前对于洋中脊的观测还是依靠不同科学目

标的航次调查来实现 。国际 Inte rRidge 计划是个国

际性的针对大洋中脊的重大计划 ,促进了洋脊增生

系统的研究及其探测技术的发展。

国际 InterRidge 计划起始于 1992 年[ 27] , 第一

个 10 年计划(1992—2003 年),它的科学目标是发

现和定量化洋中脊系统不同方面的相互关系 ,从地

球系统角度综合认识洋中脊动力学过程 。这涉及地

震学 、细菌学和各种尺度的相关技术。主要侧重 3

个主题:(1)全球洋中脊系统 ,获得整个洋中脊系统

的平衡的一组全球尺度的数据 ,特别是合作获取高

纬度地区的数据 ,观测 、测量和监控一些单个洋脊位

置的活动过程 ,从而定量化物质和能量的通量及其

相关生物活动;(2)中尺度的洋中脊过程 ,调查不同

时空尺度地幔过程的相互作用 ,桥接全球尺度与小

尺度的活跃过程 ,这个“中尺度”的研究集中在岩浆

和构造型式及其通量研究方面 ,包括弧后扩张脊的

研究;(3)活跃的洋中脊过程 ,了解热液喷口细菌的

演化 、扩散途径和繁殖方式 ,确定它们与洋中脊冠部

物理 、化学和地质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

此外 , InterRidge 计划也积极和其他计划或研

究挂钩
[ 27]

,如 IODP 计划 、全地幔地震层析成像研

究 、卫星重力研究 、一些与洋中脊形成相关的理论和

实验研究。

国际 InterRidge计划已经实施到第二个 10年

计划(2004—2013年)[ 27] ,虽然鼓励研究整个洋中脊

系统 ,但一些地区和全球洋脊研究的某些方面还是

被认为是必要的 ,主要研究内容侧重超慢速扩张脊 、

洋脊-热点相互作用 、弧后扩张系统和弧后盆地 、洋

中脊生态系统 、监控和监测 、深部取样技术 、全球勘

探 。其探测技术是充分利用大洋钻探船(Chikyu 、

JOIDES Resolut ion和其他科学考察船)作为平台 ,

开发和利用原位观测系统 ,发展高保真的水下原位

测试和分析技术。

2.4　大火成岩省和深海盆地系统及其探测技术

IODP (Integ rated Ocean Dril ling Prog ram )

是一个国际海洋研究计划
[ 24]

, 主要探测海底沉积

物和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历史与结构 、监控海底深部

环境。 IODP 计划的主题是地球 、海洋和生命 ———

采用综合钻探平台和新技术对地球系统实施科学调

查 。因此 ,国际 IODP 计划的科学目标包括三大方

面:深部生物圈和海底下部的海洋 ,环境变化 、过程

和效应 ,固体地球循环和地球动力学 。

IODP 技术上采用美国 、日本和欧洲 3 个执行

机构的综合调查平台 ,如非立管钻探船(美国决心

号)、立管钻探船(日本地球号)和特定任务的其他调

查船或平台 。立管钻探船采用立管钻探 ,即立管系

统包括外部的套管 ,套管围绕钻探管 ,提供循环的钻

井液以维持井孔内部压力平衡 ,而防喷器阻止油和

气喷到船上。这个技术对几千米深的钻井是必需

的 。非立管钻探技术是利用海水作为原始钻探液 ,

通过钻管向下泵入 ,海水清洁并冷却钻头和提升孔

外的钻屑 ,将钻屑围绕钻孔堆成锥形 。

至 2009年底 , IODP 实施了 301 ～ 325共 25个

航次 ,其中针对 Shatsky 海隆的 324 航次主要目标

是调查海隆和洋中脊相互作用 ,检验板块构造和地

幔柱的相互作用过程为目标[ 24] 。在此前的 ODP 和

DSDP 计划中还调查了大量大火成岩省相关的深海

台地 、海山 、平顶海山 、热点成因的岛链。

2.5　多系统多尺度多圈层相互作用与观测系统建

设

　　基于上个世纪船基远洋考察的传统 ,海洋科学

正开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科学家逐步寻求理解海

洋环境的连续相互作用 ,以便对地球-海洋-大气系

统进行新的观测 。这样一个途径是至关重要的 ,可

以帮助了解整个周期和随时间变化的诸多海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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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社会和气候变化的冲击 ,帮助研究地球这个

最大的生态系统中某些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 。

GOOS计划成立于 1991年 ,是综合系统中全球

对地观测系统(G EOSS)的海洋部分 ,为一个永久性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主要监测对象是全球这个单一

的 、连续的水体 ,包括北冰洋的冰 、赤道暖流到南极

环流 ,它将整个地球的大洋 、海 、海湾和入海水体连

接起来
[ 37]

。GOOS 主要针对海洋和大洋各种变量

的观测 、模拟和分析 ,并为全球运行的海洋业务提供

技术支撑 。GOOS 提供全球海洋现今状态的准确

描述 ,包括现存的资源 ,未来海洋条件的连续预测以

及气候变化预测的基础。

GOOS由一系列的计划组成 ,这些计划将分别

在世界各国建立起可运行的海洋观测能力 ,它们相

互不同但又统一成一个整体。GOOS计划由联合国

发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 ,国际合作在 GOOS

建设中始终具有重要地位[ 37] 。其主要目的是监控 、

理解和预测天气和气候 ,描述和预测海洋状态和现

存的资源 ,提高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和资源的管理 ,

减轻自然灾害和污染的破坏 ,保护海岸和海洋中的

生命和财产 ,加强科学研究。GOOS服务对象广泛 ,

包括海洋科学家 ,海岸管理者 ,各政党和国际协议 ,

各国气象和海洋机构 ,水道测量部门 ,海洋和海岸工

业界 ,政策制定者和感兴趣的公众等。

OOI(Ocean Observatories Init iative)计划是美

国的“海洋观测行动”计划 ,将建设一个基于网络的

基础设施 ,分三级观测系统 ,即海岸观测系统 、区域

观测系统和全球观测系统 ,采用一些用于科学研究

为目的的传感器 ,系统测量海底和大洋中的物理 、化

学 、地质和生物变量 ,这将提高环境变化预测水平 ,

同时 ,对生物多样性 、海岸生态系统和气候效应研究

也是极其重要的。ORION(Ocean Research by In-

teg rated Observatory Netw orks)计划是美国扩展了

的 NEPTU RE计划 ,现从属于 OOI 计划的区域观

测网[ 30] 。

这些计划的实施都是瞄准建立一个跨圈层 、多

尺度 、多系统 、多学科的 、长期的 、实时的 、综合的海

底监测网络 ,这为地球系统科学框架下的多圈层相

互作用研究 、多尺度过程耦合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

技术保障 。但是现今这些计划主要侧重表层系统 ,

对于深层系统 ,一些国家的计划开始了一些探索 ,如

日本的 DONET 、美国的 N EPT URE 计划 ,只有这

样才能有效地将洋底动力学涉及的洋脊增生系统 、

深海盆地系统 、俯冲消减系统 、深部地幔系统(大火

成岩省和热点等)的观测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这

些海底观测系统或研究平台如能和陆地的相应观测

系统紧密结合 ,就可以在地球系统框架下进一步从

整体地球动力学角度深入理解洋底动力学 。

3 　立体探测系统———数字海底与洋底
动力学探测

　　海底观测平台是人类迄今除空间观测平台 、地

面和海面观测平台之外的第 3个观测平台[ 48-49] 。如

前文所述 ,国际上目前正逐步摆脱原始的 、感性的 、

粗糙的 、零星的 、走航式海底调查方式 ,逐步采用原

位式探测设备埋设 、坐底式科学仪器的投放 、潜航式

载人深潜器深潜观察等方式 ,逐步向深海大洋底进

军 。但是 ,要真正寻找并开发海底天然气水合物 、热

液硫化物矿床 、多金属矿床 、深海基因和深海渔业等

资源 ,探测未知海底世界 ,监控人类活动对海底等各

层面海洋的影响 ,必须采用新的设计思路来设计全

新的海底观测系统 ,采用从观测传感器 、海底观察

站 、观察链到观察网等形式的灵活结合 ,系统设计力

求具备稳定性 、可靠性 、实时性 、长期性(20 ～ 30

年)、便捷性 、安全性 、准确性 、先进性 、可维护性 、可

扩展性 ,实现自主化 、数字化 、模块化 、网络化 ,对海

面 、海水和海底 3个层面 ,特别是海水与大气界面 、

海水与岩石界面间各种关系和通量进行直接或间接

的监测与研究 ,侧重多圈层相互作用研究 。最终与

天基 、空基 、岸基 、船基对海观测系统连接 ,实现全方

位 、全天候对海洋的三维立体观测系统[ 49] 。只有海

洋中漂浮 、潜航 、锚固着比海洋生物还多的大量的各

种各样的探测设备 ,真正的数字海底和数字海洋的

时代就到来了
[ 50]

。

针对洋底动力学中的洋脊增生系统和俯冲消减

系统 ,美国 1998年实施了 N EPT URE 海底观测网

络建设 ,日本 2002 年实施了 A RENA 海底观测网

络建设 。前者最初目标是不同洋脊增生段落构造 、

岩浆 、热液 、生物 、生态等多样性 、分段性调查 ,目前

研究监测领域得到大大扩展;后者目标是跨越俯冲

板块边界 ,探测板块俯冲活动 ,监测俯冲工厂的各种

地质(地应变 、海啸 、火山等)、生物 、化学和物理等效

应 ,并研究地震激发机制。之后到 2004年 ,欧洲实

施了被动陆缘到洋中脊之间的 ESONET 海底观测

计划 ,主要是针对深海盆地系统的被动陆缘监测网

络[ 2 5-26] 。

从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 ,洋底动力学必将

推动地学第三次革命。要超越前述美国 、日本和欧

洲三者目前的海底观测网络计划 ,从洋底动力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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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 ,我国只有建立一个全面的跨越俯冲消减系

统 、深海盆地系统到洋脊增生系统的综合海底观察

系统 、深海海洋研究基地[ 51] ;或者从地球系统科学

出发 ,可以考虑更大的国家计划 ,建立海 —陆观测和

研究系统 ,从青藏高原多阶段隆升到东亚季风形成

的大陆动力学系统[ 52-55] ,跨越南海或冲绳海槽等大

陆边缘动力学系统[ 48 , 56-59] ,到太平洋大洋动力学系

统
[ 60-61]

,而且 ,保持和增强我国在开发海底资源中的

竞争力 ,必须以先进的探测技术体系和实验分析技

术平台为支撑 ,建立海底观测网络 ,以加强海底物质

科学和洋底动力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学科

发展需求 ,重点发展洋底参数的快速 、实时 、精细 、综

合的数据获取 、处理 、表达 、融合和存储技术。

(1)洋底几何学探测技术:针对近年来我国洋底

动力学科学目标的技术需求 ,采用多级嵌套勘探技

术 ,揭示多层次深海大洋岩石圈几何学结构 ,甚至实

现海陆联测 ,其中表层结构可以采用海底直视综合

观测与采样技术 ,如海底照相系统 、海底摄像系统 、

ROV和 AUV 等潜航运载器 、电视抓斗 ,高精度海

底探测技术 ,如深海船载多波束测深 、近底地形地貌

探测技术等技术开展探测;浅部结构信息可以采用

海底地层浅剖 、各种浅钻技术和随钻测井技术 、其他

声学探测 、可变形层析成像(defo rmable layer tom o-

g raphy)等采集和处理技术进行探测 ,深部地壳和岩

石圈结构有赖于传统性的海洋地震探测(反射和折

射依然为主力技术)、海洋大地电磁技术
[ 62]

,通过海

底地震仪(OBS)排列 、射线追踪 ,还可以揭示更深层

结构等 ,而且今后应当研发系列新的几何学结构探

测技术和方法 ,如提高洋底高分辨率 、多尺度层析成

像技术
[ 63-64]

、数字地震系统
[ 62]

、高精度海洋卫星重

力测量系统 、新一代高精度磁测技术等等;此外 ,发

展各种界面的高分辨率探测技术 ,观测海陆 、海气 、

海底各界面结构和形态变化
[ 65]

。

(2)洋底运动学探测技术:针对近年来我国洋底

动力学科学目标的技术需求 ,研发系列深海底位移

的光纤探测技术 、大洋钻探的随钻测井技术等 ,利用

地震观测站网测定地应变和地应力变化;此外 ,发展

界面的高分辨率 、高精度海底探测技术 ,观测海陆 、

海气 、海底各界面物质交换等各种过程和界面动力

学特征
[ 65]

。未来还需要充分利用深海开发综合技

术甚至军民兼用的海底监测系统 ,如监测和检测海

底缆线 、海底管线 、钻采平台或人工岛变化的技术 ,

来探讨海底运动学特点。

(3)洋底动力学探测和模拟技术:针对近年来我

国洋底动力学科学目标的技术需求 ,研发高温高压

实验系统 、系列构造物理模拟的实验技术 ,开展各种

几何学洋底构造模型的室内数字模拟技术 、三维可

视化技术 ,开发相应系统软件等等。

(4)海底原位实时观测和采样技术:建立完善实

验室的海底成矿作用实验模拟技术 ,发展能够针对

深海极端环境下的各类样品按需求实施快速 、便捷 、

高效地保真(保温 、保压 、保气 、防污染等)底质样品

采样技术 ,开发大洋矿产资源(热液硫化物资源 、天

然气水合物资源)深海地球化学原位传感器 ,针对深

海极端环境下多相态化学成分的非接触式原位化学

传感器技术 ,如深海原位激光拉曼光谱技术 ,揭示洋

底动力学的各种岩浆-热液-成矿等的物质效应。建

立海底观测平台 ,加强洋底动力学及其各种物质效

应的探测技术方面的特殊采样以及原位化学传感

器 、应力和应变测量仪器等研究 ,开发和利用海底的

实时 、长时序 、多参数 、现场原位探测技术 。

4 　区域洋底动力学———西太平洋大陆

边缘动力学

　　进入 21世纪 ,我国的能源和固体矿产资源形势

极为严峻 ,已危及到国家安全 ,可持续发展需要迫使

我国必须开辟走向“深海大洋”之路[ 48] 。我国东部

海底和西太平洋等是我国今后能源 、资源勘探开发

的关键地区和主要接替地。据有关方面的统计 ,海

底下除蕴藏着数千亿吨的石油和数百万亿立方米的

天然气外 ,还有几百亿吨的各种金属矿产等;同时 ,

海洋又是整个地球气候的“调节器” ,对地球的气候

有着重大的影响 ,如全球年际气候变异最强信号:厄

尔尼诺(El Ninõ)-南方涛动(ENSO)、海平面上升

等[ 5 1] ,这些均说明洋底动力学在海洋科学多圈层相

互作用中具有重要性。而且在区域洋底动力学研究

中 ,又以西太平洋大陆边缘动力学占据重要地位 ,更

具独特性。地球上 75%的边缘海分布于西太平洋 ,

是新生代全球最壮观的地质地貌现象之一 ,蕴含着

十分重大的地球科学前沿理论问题
[ 26]

。

环太平洋周边地区是全球最著名的成矿带之

一 ,也是全球最著名的构造-岩浆带和地震多发地

带 ,所以 ,也称滨太平洋构造-岩浆-成矿-地震带 ,简

称滨太平洋构造带 。这一构造带以其重要的全球大

地构造位置 ,复杂多变的构造体制 、类型和它们的复

合关系以及前景可观的矿产资源和多发地震带为中

外地球科学家所关注。

近 40年来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地区的

转移 ,板块构造学说的补充完善 ,以及环太平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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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在了解全球构造 ,乃至全球变化过程和解决人类

面临资源危机等方面的重要性 ,全球地学活动中心

正不断向太平洋周边地区伸展 。

中国滨太平洋周边也是工业经济中心 ,如珠江

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 ,是我国今后相

当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心 ,在找矿愈难 、需

求愈大 、环境日益恶化 、灾害相对频发的情况下 ,要

使矿产资源 、生存空间 、环境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就要用现代地球科学最新成就重新认识环太

平洋构造带[ 66] 。西太平洋也是大陆岩石圈破裂 、板

块俯冲 、岛弧火山活动和洋壳物质再循环的地区 ,是

研究大陆边缘的张裂机制 、从源到汇的沉积过程 、边

缘海形成与演化 、“俯冲工厂(Subduct ion Factory)”

的沉积-变质-火山-流体-成矿作用过程和物理-化学-

生物效应和地震发震带的机理的典型海区。我国应

从全球构造演化的角度 ,研究西太平洋边缘海的形

成机制 ,研究西太平洋区洋 、陆 、气之间 ,深部和浅层

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研究震源带的断层活动 。

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

(1)西太平洋大陆边缘—大洋岩石圈地球物理

特征 、三维精细结构与多圈层深部动力学:研究西太

平洋大陆边缘地球物理特征 ,特别是典型边缘海的

地球物理场特征 ,阐述太平洋板块 、菲律宾海板块和

欧亚板块在我国东部大陆边缘的相互作用及其地球

物理场效应。侧重综合研究海域的地球物理场(重

力 、磁力 、卫星重力 、层析成像等)特征 ,精细研究东

亚陆缘-太平洋板块的岩石圈三维精细结构 ,侧重揭

示东亚大陆边缘沟-弧-盆俯冲体系 、弧-陆碰撞体系

和太平洋板块的立体三维几何学结构 ,建立多层次

现今构造格架;探讨其中 、新生代形成演化历史;进

而 ,利用构造的 AnSYS 等数值模拟手段开展特定

构造模型的三维乃至四维动力学模拟。研究大陆边

缘岩石圈结构 、构造与演化过程 ,揭示沟-弧-盆体系

和弧-陆碰撞机制 ,阐述东亚大陆边缘张裂过程和重

要构造事件 ,发震带构造研究及海底地球物理观测

系统 。采用多种地球物理新技术(如深地震反射和

折射 、OBS剖面等方法)研究边缘海区多发的灾难

性地震事件与边缘海形成的关系 ,并借助国际和国

内相应计划的机会 ,参与西太平洋区海底地球物理

观察网的建设与研究
[ 26]

。

(2)弧后扩张系统与弧后盆地:西太平洋弧后系

统演化存在两种趋势 ,对应前锋弧之后的弧后盆地

或弧后洋盆时空结构发展的两种过程。第一类发展

过程是从前锋弧向内的弧后盆地或弧后洋盆形成时

间逐个变老 ,如由东往西的马里亚纳海槽(3 ～ 8

M a)、帕里西维拉盆地(18 ～ 30 Ma)、菲律宾海盆

(34 ～ 55 M a);第二类时空过程是前锋弧向内的弧

后盆地形成时间逐个变新 ,如印度尼西亚-帝汶前锋

弧之后(向北)盆地群依次变新 ,由南往北从班达海

(60 M a)、苏拉威西海(43.5 ～ 50 Ma)、苏禄海(35

M a),变为中国南海(32 ～ 21 M a 和 15 ～ 10 M a)。

前者多数人认为和太平洋的演化有关(H all ,2002),

后者有人认为其和印度板块向北迁移导致的板片窗

迁移有关[ 67] , 但是 Maruyama 等[ 68] 认为西太平洋

弧后盆地与西太平洋三角区(WPTZ)深部的水化地

幔密切相关 。这些争论说明弧后构造特征的复杂性

和构造演化的阶段性 、弧后岩浆活动与地壳拉张减

薄的关联性 ,有必要重新考虑岛弧的漂移性和弧后

盆地的迁移性关系和岛弧岩石类型的多样性。因

此 ,有必要从 660 km 深度和大尺度重新认识和阐

明弧后盆地扩张过程和演化机制[ 64] ,采用板片窗理

论对经典岛弧理论进行修订 ,以及加强俯冲带流体

对弧后盆地岩浆作用制约的研究 ,探索大陆边缘的

形成机制 ,特别是从拉张 、破裂到海底扩张的全过程

进行系统研究 ,侧重南海南 、北共轭张裂大陆边缘区

域的研究;从俯冲碰撞到碰后扩张的系统研究 ,探索

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挤出效应 ,印度

洋扩张和向东俯冲的板片窗效应;台湾岛弧的楔入

效应。从物质交换 、能量传递和动力机制角度 ,揭示

边缘海形成演化的驱动条件 、物质变化 、构造形式和

相互作用 ,并从边缘海形成演化的角度 ,揭示油气和

天然气水合物等资源的形成条件和变化规律[ 26] 。

(3)西太平洋大陆边缘的资源潜力与环境效应:

该海域各种资源丰富 ,包括海底矿产资源(滨海砂

矿 、大洋多金属结核 、钴结壳 、热液硫化物)、海底能

源(石油 、天然气 、天然气水合物 、海底热能)、海水资

源 、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工业用酶 、特种药物 、工具

酶 、生物修复用细菌 、仿生冶金和采油用微生物等)、

海底空间资源等[ 22] ,尤以深海天然气水合物为甚 ,

陆坡下地层深处的天然气水合物 ,所含甲烷的碳储

量 ,据国际天然气潜力委员会的初步估计 ,大约相当

于全球已知化石燃料(煤 、石油和天然气等)总储量

的两倍 ,被认为是一种潜力巨大的新世纪能源[ 22] 。

同时 ,探索海底天然气水合物释出事件对于地球气

候系统演变 ,探索资源分布与环境关系 、资源开发对

环境的影响 、深海资源评价技术等[ 26]具重要意义 。

1998 年春 , 我国正式参加大洋钻探国际计划

(ODP),成为大洋钻探计划的一个“参与成员”(as-

so ciate membe r)
[ 69-70]

。这年也是我来到中国海洋

大学的年头 ,而今 11年了 ,期间日本建造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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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号(Chikyu)大洋钻探船 ,我国应积极发展建造

这种钻探船的能力 ,尽快建造中国的大洋钻探船 ,建

设中国海洋观测网络(China Ocean Observato ry

Netw o rk ,COON),加速我国的深海大洋研究事业。

致谢:撰写此文期间 ,得到了中国海洋大学各级

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 ,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

本文作为“洋底动力学 —从洋脊增生系统到俯冲消

减系统”的姊妹篇 ,是在中国海洋大学多年给研究生

讲授《近代海洋地质学》相关部分的讲稿基础上成文

的 ,不足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作者特别感谢李

家彪研究员的建设性建议和细致的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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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GEODYNAMICS

———ADVANCES AND PERSPECTIVESOF INTERNATIONAL

OCEANFLOOR-RELATEDOBSERVATORY NETWORK

AND EXPLORATION TECHNIQUE SYSTEM

LI Sanzhong1 , 2 , JIN Chong1 , 2 ,DAI Liming1 , 2 ,ZHANG Guow ei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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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rit ical function of the oceans in the ear th system has been increasing ly understo od.T he o-

ceans and seas ocuppy 70.8% of the w hole surface o f the earth.Furthermo re , deep seas and oceans m ake

up 92.8% of the oceans and seas.Therefo re , oceanflo or is also a w indow for understanding many proces-

ses of the earth .From the view of geodynamics , dynamic sy stem o f o ceanf loo r can be subdivided into mid-

oceanic ridge , deep-sea basin , subductin and m ant le subsy stems.Many high techniques fo r explo ration and

processing in the fields of marine sciences such as marine geo logy , marine geophy sics and marine geochem-

i st ry as w ell as international inf rast ructures of various scales of ocean observato ry netw orks connect ing

wi th m any senso rs , are employed to reveal , measure , observe and monitor different-scale architectures ,

st ructures and processes in dif ferent subseaf loo r tectonic set ting s and various variables of dif ferent geolog-

ical processes , and transpo rtation , inte rchange , t ransi tion and cycling of materials and energy on different

interfaces o r between different spheres.These techniques can help scientists understand change of the

ear th system .

Key words:deep sea and ocean ;mid-oceanic ridge ;subduction factory ;pro specting technique ;ocean observa-

to ry netw 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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