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30-8:35 专题介绍

8:35-8:55 郑洪波 南京师范大学 S01-O-01  长江的诞生——构造与地貌过程 (邀请报

告)
8:55-9:10 葛肖虹 吉林大学 S01-O-02  青藏高原隆升对我国构造—地貌形成、

气候环境变迁与古人类迁徙的影响
9:10-9:25 季军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01-O-03  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大红沟剖面新生代磁

性地层与构造隆升
9:25-9:40 王平 南京师范大学 S01-O-04  黄陵背斜的新生代剥露——来自江汉盆

地西缘的沉积记录
9:40-9:55 苏怀 云南师范大学 S01-O-05  金沙江层状地貌面年代学研究新进展

9:55-10:00
10:00-10:20

10:20-10:40 邓涛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S01-O-06  第四纪冰期动物群的青藏高原起源及其

在全北界的扩散 (邀请报告)
10:40-10:55 敖红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
S01-O-07  兰州盆地晚始新世─早渐新世哺乳动物

群的磁性地层年代学与环境演变
10:55-11:10 石承民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S01-O-08  新生代环境变化的生态学后果：东亚钳

蝎谱系生物地理学的启示
11:10-11:25 侯素宽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S01-O-09  一种新的牙齿中磨痕方法(mesowear)在
中国北方长颈鹿类化石中的应用

11:25-11:40 白艳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S01-O-10  青藏高原南部稳定同位素高度计

11:40-11:50

8:30-8:35
8:35-8:55 张水昌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

院
S02-O-01  中元古代海洋化学结构和微生物群落的

分子化石记录 (邀请报告)
8:55-9:10 李一良 香港大学 S02-O-02  地球生命起源和演化的矿物学记录

9:10-9:25 佘振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02-O-03  “大氧化事件”后海洋的氧化：来自华北克

拉通古元古代滹沱群的证据
9:25-9:40 胡永云 北京大学 S02-O-04  冰雪地球融化后的极端炎热和干旱气候

9:40-10:00 肖书海 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学院 S02-O-05  埃迪卡拉期海洋氧化事件与早期动物演

化 (邀请报告)
10:00-10:20

会 议 日 程

分会场 5  (光大 1)

专题口头报告   8:30-11:50
7月2日   上午

草稿2014.6.15（个别报告可能有调整）

专题介绍

专题讨论

专题一 新生代东亚地形、水系与生物地理演变(二)   主持人: 郑洪波

茶    歇

茶   歇

专题一 新生代东亚地形、水系与生物地理演变(一)   主持人: 郭正堂

专题讨论

分会场 1  (光大 8)
专题二 大气和海洋氧化与地球早期生命演化(一)   主持人: 李超



10:20-10:35 李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02-O-06  庙河生物群的保存环境及其对埃迪卡拉

纪海洋化学和生命演化的启示
10:35-10:50 樊海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
S02-O-07  埃迪卡拉纪海洋的氧化：来自铁同位素

的证据
10:50-11:05 沈冰 北京大学 S02-O-08  桂北陡山沱组铁组分特征及其对于

Shuram Excursion形成的启示

11:05-11:20 张世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02-O-09  华南陡山沱组三段上部古地磁研究新结

果及其古地理意义
11:20-11:35 王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02-O-10  新元古代冰后期甲烷事件的地质记录及

启示
11:35-11:50

8:30-8:35
8:35-8:55 胡修棉 南京大学 S03-O-01  东特提斯海的关闭时间

8:55-9:10 吴怀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03-O-02  地时中国：华南古生代─中生代之较高

精度天文年代格架
9:10-9:25 黄俊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03-O-03  藏南白垩纪中期大规模甲烷释放与古海

洋化学研究
9:25-9:40 李明松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03-O-04S   华南早三叠世天文旋回地层学

9:40-9:55 李绢 南京大学 S03-O-05S  藏南古近纪碳酸盐古环境变化与古海洋

事件
9:55-10:00
10:00-10:20

10:20-10:40 万晓樵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03-O-06  地时中国：白垩纪多重年代地层

10:40-10:55 李罡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S03-O-07  我国晚中生代温室地球叶肢介古生物地

理及古气候
10:55-11:10 瞿雪姣 吉林大学 S03-O-08S  松辽盆地火石岭组地层序列划分及时代

归属探讨
11:10-11:25 张来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03-O-9S  晚白垩世/古新世北半球中纬度地区陆相

古气候
11:25-11:40 王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S03-O-10  江西萍乡晚白垩世恐龙蛋研究

11:40-11:55 杨德庭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

S03-O-11S 盘县动物群精时定年：对二叠纪末大灭

绝事件后 生物群复苏和演化的制约

8:30-8:35
8:35-8:50 徐景平 中国海洋大学 S08-O-01  南海北部现代沉积物的源汇过程

8:50-9:10 田纪伟 中国海洋大学 S08-O-02  南海深海动力过程 (邀请报告)
9:10-9:30 张艳伟 同济大学 S08-O-03  南海北部中尺度涡对深海沉积物的搬运

过程 (邀请报告)

专题介绍

专题二 大气和海洋氧化与地球早期生命演化(二)   主持人: 储雪蕾

专题介绍

专题八 沉积动力过程：从河口到深海(一)   主持人: 刘志飞、 徐景平

专题讨论

分会场 2  (光大 10)

分会场 3  (光大 7)
专题三 地球历史上暖期与地时(Earth Time)(一)   主持人: 万晓樵、贺怀宇

茶    歇

专题三 地球历史上暖期与地时(Earth Time)(二)   主持人: 王永栋

专题讨论



9:30-9:45 赵玉龙 同济大学 S08-O-04  南海北部等深流月际变化及沉积物搬运

特征
9:45-10:00 刘志飞 同济大学 S08-O-05  南海东北部高屏海底峡谷深水浊流的锚

系观测研究

10:00-10:20

10:20-10:40 王英民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S08-O-06  对南海北部陆缘重力流与底流交互作用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邀请报告)
10:40-10:55 钟广法 同济大学 S08-O-07  南海东北部九龙海底峡谷及海底扇沉积

体系
10:55-11:10 谢雨寰 台湾大学 S08-O-08S  奇美海底峡谷─深海冲积扇的形貌、构

造与震测特征
11:10-11:25 王大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08-O-09  琼东南盆地深水重力流沉积旋回

11:25-11:40 商志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08-O-10S  南海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岩浆底辟对中央

峡谷的影响
11:40-11:50

8:30-8:35
8:35-8:55 陶春辉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5-O-01  中国大洋30航次西南印度洋硫化物勘探

进展 (邀请报告)
8:55-9:15 梁光河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15-O-02  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资料研究印度洋区域

演化过程 (邀请报告)
9:15-9:30 张佳政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15-O-03S  西南印度洋热液A区成矿模式初探

9:30-9:45 邓显明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5-O-04  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电法探

测
9:45-10:00 徐义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5-O-05  洋壳登陆:来自西准噶尔的实证

10:00-10:20

10:20-10:35 李怀明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5-O-06  东太平洋加拉帕格斯微板块的热液地质

作用

10:35-10:50 周磊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5-O-07  西南印度洋洋中脊附近的动力环境

10:50-11:05 王淑杰 中国海洋大学 S15-O-08S  南大西洋中脊15°S热液活动区多金属

硫化物的 矿物学特征及成矿作用分析

11:05-11:20 任江波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S15-O-09  富稀土磷酸盐对富钴结壳稀土元素的影

响
11:20-11:35 周怀阳 同济大学 S15-O-10  从海底铁锰结核结壳生长看深海环境之

演变
11:35-11:50 孙卫东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S15-O-11  初探新特提斯洋闭合早期的地质相应

12:00-13:00

专题十五：现代海底金属成矿及其古今对比(二)   主持人: 陶春辉

茶   歇

茶    歇

专题八 沉积动力过程：从河口到深海(二)   主持人: 徐景平、刘志飞

专题讨论

专题介绍

专题十五：现代海底金属成矿及其古今对比(一)   主持人: 周怀阳

午    餐

分会场 4  (光大 9)



S01-P-01S 何梦颖 南京大学 长江河流沉积物碎屑锆石U-Pb年龄及Hf同位素 物源

示踪研究
S01-P-02S 陈少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动物地理揭示的三峡地区MIS 2时期古气候环境

S01-P-03S 王治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山东青州黄土成因的碎屑锆石证据

S01-P-04 褚忠信 中国海洋大学 河流决口改道与三角洲演化

S01-P-05 董欣欣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基于多剖面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粒度反演源区距离

S01-P-06 李超 同济大学 近30年季风降雨与人类活动对长江水循环的影响

S01-P-07S 章陶亮 同济大学 新疆罗布泊氧同位素5期以来的古环境研究

S01-P-08 谢曼平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抚仙湖表层沉积物中的介形虫

S01-P-09 黄湘通 同济大学 长江流域宇宙成因核素10Be与侵蚀速率估算研究进

展

S01-P-10S 马小林 同济大学 15 Ma以来海陆记录的构造尺度东亚季风的演化以

及西北内陆的干旱化
S01-P-11 梁美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陇西地区甘肃群物源的碎屑锆石U-Pb年龄研究

S01-P-12 郑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云南东北部晚中新世-上新世古环境变化—— 来自云

南昭通盆地的环境磁学结果
S01-P-13S 张浩 同济大学 南海始新世海相地层分布及油气地质意义

S01-P-14 葛俊逸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上新世中期(~3.6 Ma)东亚重大环境转变及其可能原

因探讨
S01-P-15S 赵梦 同济大学 古红河沉积物稀土元素特征及其物源指示意义

S02-P-01 储雪蕾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地球早期环境与生物协同演化的地球化学记录

S02-P-02S 赵汉卿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华北中元古界下马岭组黑色页岩及含铁碳酸盐结核
形成环境研究

S02-P-03S 季伟文 北京大学 地球古气候的气候变化研究

S02-P-04 沈文杰 中山大学 沉积地层中不同形貌黄铁矿硫同位素及其环境意义

S02-P-05S 袁余洋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早寒武世华南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的空间演化

S02-P-06S 张彦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陡山沱组磷块岩中AITs（环包裹体轨迹）的成因

S02-P-07S 卫炜 南京大学 成冰纪间冰期早期大洋氧化还原状态与N循环：来

自华南贵州东北部大塘坡组底部N同位素和Mo含量

的证据

S02-P-08 黄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华南老堡组硅质岩的Cr同位素组成

S02-P-09S 杨晓婷 北京大学 冰雪地球简介

S02-P-10S 刘虎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新元古代末海相有机质保存机制的转变及其重要意
义

S02-P-11S 金承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华南寒武纪早期(526-514 Ma)海洋化学时空演化及

其与早期动物演化关系初探
S02-P-12S 魏广祎 南京大学 中国湘西会同地区早寒武纪牛蹄塘组的微量元素与

有机碳同位素研究

展板交流  12:40-14:00

专题一（展板）  新生代东亚地形、水系与生物地理演变

专题二（展板） 大气和海洋氧化与地球早期生命演化

7月2日   下午



S02-P-13S 曾晗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地区红井哨组（寒武系第三阶）发现澄江
型软躯体化石新组合

S02-P-14 石迎春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
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黄土典型堆积区区域古气候格局研究

S02-P-15S 郑世雯 成都理工大学 湖南天门山寒武系牛蹄塘组底部生物组合

S03-P-01 曹鸿兴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全球增温及其系统论解释

S03-P-02 曹珂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胶莱盆地晚白垩世辛格庄组钙质结核的碳、氧同位
素特征

S03-P-03S 白晶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松辽盆地晚白垩纪嫩江组一段黄铁矿形态特征及成
因研究对古环境的指示

S03-P-04S 马士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X射线非相干散射和相干散射强度比与总有机碳含

量关系研究 ——以松科一井嫩一段为例

S03-P-05 蒋宏忱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东部土壤GDGT分布特征及其气候指示意义

S08-P-01S 徐少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陆架三角洲至深海盆地沉积体系-以南海北部白云凹

陷晚渐新世为例
S08-P-02S 拜阳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东沙海域内孤立波的地震海洋学研究

S08-P-03S 刘晓锋 中国海洋大学 琼东南盆地沉积物源环境演变的钻井岩芯重矿物和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响应

S08-P-04 李向东 昆明理工大学 复合流沉积作用机制与沉积构造鉴别标志

S08-P-05 郝树青 中国矿业大学 南海神狐海域水合物成藏生物机制及地质模式探讨

S08-P-06S 王振豪 中国海洋大学 波浪作用下黄河口海床破坏的试验研究

S08-P-07S 王伟宏 中国海洋大学 海水盐度对沉降泥沙的固结过程影响研究

S08-P-08S 李博闻 中国海洋大学 黄河三角洲近底床沉积物原位检测研究

S08-P-09S 吴晓 中国海洋大学 黄河口叶绿素a浓度的年际波动和季节性变化：对大

河汇入和海洋动力的响应
S08-P-10S 张少同 中国海洋大学 河口海岸沉积物再悬浮的“泵送作用”研究（I）
S08-P-11 胡邦琦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人类活动对黄河下游颗粒有机碳的来源，输送和通

量的影响
S08-P-12S 梁慧迪 同济大学 未来海平面上升对中国海潮波的影响分析

S08-P-13 蔡观强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南海海盆中部沉积物物质组成特征及其物源意义

S08-P-14S 汪威 同济大学 东沙西南陆坡微盆地的地震识别

S08-P-15S 吴锋 同济大学 一统暗沙附近海域晚中新世海底水道群地震地层分
析及沉积演化

S08-P-16S 王萌 同济大学 中尺度涡对南海北部深层环流年际异常变化调控机
制的模拟研究

S08-P-17S Joussain
Ronan

同济大学 孟加拉湾18万年以来的粘土矿物和地球化学研究及

反映的喜马拉雅山脉剥蚀历史

S08-P-18 李传顺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
究所

台湾河流沉积物的组成特征

S08-P-19S 王雪峰 同济大学 西沙海槽北部陆坡海底滑坡的地震识别及分布特征

S08-P-20S 殷绍如 同济大学 南海东北部台西南盆地演化的地震地层学分析

S08-P-21 何俊国 中山大学 三峡地区下寒武统碳酸盐结核内草莓状黄铁矿的特
征及地质意义

专题三（展板） 地球历史上暖期与地时

专题八（展板）  沉积动力过程：从河口到深海



S08-P-22S 刁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珠一坳陷中中新世早期河海交互地区古水动力条件
与砂体分布研究

S08-P-23S 赵绍华 同济大学 南海北部末次冰期以来陆源碎屑沉积通量及其源区
变化的高分辨率研究

S08-P-24S 李平原 同济大学 南海北部区域风尘沉积研究综述

S20-P-01 贾成玲 同济大学 温度及pH对热泉中H-GDGTs分布的差异性影响

S20-P-02S 刘春腊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区域生态补偿差异测度方法及运用

S20-P-03 何家雄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中国近海盆地构造演化特点与油气分布富集规律

S20-P-04S 徐勇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所兰州油气资源研
究中心

川东南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页岩孔隙结构特征与主
控因素研究

S20-P-05S 张鹏 西北大学 西藏江孜J/K界线时期钙质超微化石及古海洋环境分

析
S20-P-06S 朱祖浩 厦门大学 纳米二氧化硅和氧化锌对小球藻和球等鞭金藻的生

物毒性效应研究
S20-P-07S 张君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固相微萃取技术在原油饱和烃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S20-P-08S 冯俊熙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广州火烧岗垃圾填埋场自生碳酸盐岩的特征及对微
生物活动的指示意义

S20-P-09S 谢志远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白云凹陷断裂活动与油气成藏耦合机制初探

S20-P-10S 王晓丹 同济大学 长江主要离子化学的季节性变化及对三峡蓄水的指
示

S20-P-11S 俞天回 同济大学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沉积演化及海平面变化研究

S20-P-12 于海英 上海市地震局 2012年4月2日上海徐汇区ML1.9级有感地震分析

S20-P-13 蒲晓强 广东海洋大学 陆相盆地页岩油储层测井沉积环境分析

S20-P-14S 刘芳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hewanella sp. NJ49 低温代谢烃类的机制研究

S20-P-15 刘茜霞 国家气候中心 BCC_AGCM2.0.1_CUACE/Aero数值模式系统对全

球大气气溶胶的模拟研究
S20-P-16 唐学远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东南极冰盖中山站-Dome A断面的冰盖结构与冰下

环境
S20-P-17S 王甜甜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东南极冰盖Dome A地区内部等时层定年及古积累

率重建
S20-P-18 温燕林 上海市地震局 日本南海海槽发生罕遇地震情况下我国华东沿海的

海啸危险性研究
S20-P-19S 梁丹 同济大学 过去20万年西太平洋暖池核心区颗石重量变化——

海洋酸化程度的新指标
S20-P-20S 昌小莉 西华师范大学 基于ASTER GDEM的延河流域水系提取及面积高

程积分研究
S20-P-21S 董丞妍 西华师范大学 基于DEM的清水川流域面积高程积分研究

S20-P-22S 张帆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新仙女木事件在湖北清江海螺洞石笋氧同位素中的
记录

S20-P-23S 卢水淼 厦门大学 珠江口不同形态钼(Mo)的分布规律及其生物地球化

学过程
S20-P-24S 张雪莲 厦门大学 九龙江河口区金属形态的分布规律

主题七（展板） 地球系统科学与资源环境问题



S20-P-25S 郑辰禾 厦门大学 微型生物痕量元素组成对环境变化响应

S20-P-26 李剑东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

大气模式估算的东亚区域人为硫酸盐和黑碳气溶胶
辐射强迫及其时间变化特征

S20-P-27S 胡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大九湖表层泥炭腐殖化度的环境指示意义

S20-P-28 明镜 国家气候中心 高亚洲冰川与吸光性气溶胶

S20-P-29S 卢佳仪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青海湖沉积物及周边土壤的类脂物分布：对干旱地
区古气候重建的启示

S20-P-30 李祥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构造反转背景下的松辽盆地大规模T2多边形断层系

统——以三肇凹陷为例

S20-P-31S 王利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中中新统河道沉积特征及地质
意义

S20-P-32 莫杰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高新技术促进海洋地学科技发展

S20-P-33S 吕现福 西南大学 洞穴滴水微量元素对极端低温和强降雨天气事件的
响应

S20-P-34S 段逸凡 西南大学 岩溶槽谷区地下水微生物污染特征及来源研究-以老
龙洞流域为例

14:00-14:20 贾国东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S01-O-11  渐新世—中新世之交青藏高原伦坡拉盆

地的古高度 (邀请报告)
14:20-14:35 翁成郁 同济大学 S01-O-12  中新世中—晚期华南高海拔山脉存在的

花粉学证 据及其对认识中国地理格局变迁与生物演

化的意义

14:35-14:50 唐自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01-O-13  塔里木盆地库车地区渐新世以来的孢粉

记录
14:50-15:05 同号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S01-O-14  第四纪哺乳动物岛屿化

15:05-15:20 李刈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S01-O-15S  晚中新世瞪羚(Gazella)动物地理学与

环境研究
15:20-15:35 孙博阳 天津自然博物馆 S01-O-16  南亚三趾马向中国的扩散及其环境背景

14:00-14:20 张兴亮 西北大学 S02-O-11  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大气氧含量的升高控

制动物门类的出现次序 (邀请报告)
14:20-14:35 冯连君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02-O-12  硫酸盐对华南扬子地台寒武纪早期海洋

氧化还原环境的控制
14:35-14:50 王丹 南京大学 S02-O-13S  华南扬子板块早寒武世黑色页岩的氮同

位素研究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14:50-15:05 赵元龙 贵州大学 S02-O-14  凯里生物群水母状化石贵州拟轮盘水母

Pararotadiscus化石共存现象的初步研究

15:05-15:25 陈代钊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02-O-15  华南寒武系底部年代地层：来自新的高

分辨率锆石SIMS U-Pb年龄约束 (邀请报告)
15:25-15:30

专题二 大气和海洋氧化与地球早期生命演化(三)   主持人: 朱茂炎

专题口头报告 14:00-15:30

专题一 新生代东亚地形、水系与生物地理演变(三)   主持人: 邓涛

专题讨论

分会场 5  (光大 1)

分会场 1  (光大 8)



14:00-14:20 沈延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03-O-12  白垩纪OAE2中的碳、硫循环—来自藏南

的证据 (邀请报告)

14:20-14:35 王永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S03-O-13  白垩纪温室气候与古大气二氧化碳变化

趋势
14:35-14:50 黄永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03-O-14  白垩纪松辽盆地嫩江组一段古湖泊变

化：来自活性铁与硫同位素的证据
14:50-15:05 姜仕军 暨南大学 S03-O-15  始新世极热事件中轻碳释放量控制了海

洋表层生态系统的走向
15:05-15:20 全成 吉林大学 S03-O-16  风从哪里来？——中新世欧洲大气环流

转换

15:20-15:35 王天天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03-O-17S 晚白垩世大洋缺氧—富氧事件Fe同位素

研究及其古海洋意义

14:00-14:15 宋海斌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08-O-11  地震海洋学与沉积过程研究

14:15-14:30 王爱军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
究所

S08-O-12  台湾海峡北部夏季沉降颗粒物的来源

14:30-14:45 罗传秀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8-O-13  南海表层海水孢粉传播方式及其环境意

义
14:45-15:00 黄文凯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S08-O-14  海南三角洲发育特征及成因模型

15:00-15:15 李夏晶 同济大学 S08-O-15S  台湾物质主导了南海北部末次冰期以来

深水细粒沉积物的组成
15:15-15:30 刘喜停 德国不莱梅大学 S08-O-16S  西印度洋陆源输入对全新世气候和海洋

变化的启示

14:00-14:05 专题介绍

14:05-14:20 康建成 上海师范大学 S07-O-01  1945-2010年东海黑潮区PN断面夏季温

度年际/年代际变化

14:20-14:35 张琼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S07-O-02S  海洋地形对小尺度湍流的作用

14:35-14:55 韩国奇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北
大西洋渔业中心

S07-O-03  20-21世纪加拿大东岸海平面的变化 (邀
请报告)

14:55-15:10 程和琴 华东师范大学 S07-O-04  长江口海平面上升对城市安全影响及应

对关键技术
15:10-15:25 丁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07-O-05  新西兰东南岸外陆架—上陆坡~1Ma以来

的氧同位素地层学及其古环境意义
15:25-15:40 卓海腾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S07-O-06S  南海北部第四系陆架埋藏河道体系及其

对古海平面、古气候变化的启示——来自三维地震

的证据

15:30-15:50

分会场 2  (光大 10)
专题八 沉积动力过程：从河口到深海(三)   主持人: 刘志飞、 徐景平

分会场 4  (光大 9)
专题七 海陆相互作用：海平面、气候与构造(一)   主持人: 康建成、王强

分会场 3  (光大 7)
专题三 地球历史上暖期与地时(Earth Time)(三)   主持人: 胡修棉

茶    歇



15:50-16:20 王成善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P-01 松辽盆地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温室气候条件

下的陆地沉积

16:20-16:50 张培震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P-02 东亚大陆新生代构造演化

16:50-17:20 姚檀栋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P-03 青藏高原与环境

17:20-17:50 程海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P-04 亚洲季风与全球变化

8:30-8:35
8:35-8:55 袁东亮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04-O-01  基于Argo剖面和西边界船测数据的太平

洋热带—副热带交换 (邀请报告)
8:55-9:10 王跃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S04-O-02  岁差驱动的热带以外北太平洋模态及相

关大气动力过程
9:10-9:15
9:15-9:30 李铁刚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04-O-03  末次盛冰期热带西太平洋硅藻席沉积与

碳、硅循环
9:30-9:45 徐兆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04-O-04  晚第四纪来西菲律宾海的东亚季风演化

及其古生产力效应初探
9:45-10:00 王婷婷 同济大学 S04-O-05S  末次冰期旋回中热带西太平洋的CO2源

汇模式变化

10:00-10:20

10:20-10:35 张帅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04-O-06S  西太平洋暖池核心区MIS10来SST变化

10:35-10:50 刘传联 同济大学 S04-O-07  南海第四纪颗石藻与古海洋学研究

10:50-11:05 向荣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4-O-08  南海北部末次冰消期以来古黑潮阶段性

演化记录
11:05-11:20 晏宏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
S04-O-09  海洋生物碳酸盐记录的南海北部过去

2500年高分辨率气候变化

11:20-11:35 邹建军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
究所

S04-O-10  末次冰期以来日本海南部郁陵盆地表层

海水温度及有机质来源演化
11:35-11:50

8:30-8:35
8:35-8:55 方小敏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S09-O-01  中国西部大陆剥蚀风化与青藏高原隆升

(邀请报告)

主会场 (宴会厅)

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

专题介绍

专题四 高低纬度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一)   主持人: 翦知湣、李铁刚、石学法

大会特邀报告 15:50-17:50

专题四 高低纬度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二)   主持人: 翦知湣、李铁刚、石学法

专题介绍

专题九 风化、气候与沉积(一)   主持人: 方小敏

分会场 1  (光大 8)

招待晚宴 18:00-20:00   地点: 宴会厅

分会场 5  (光大 1)

专题口头报告 8:30-11:50

茶   歇

7月3日 上午



8:55-9:10 金章东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

S09-O-02  青海湖流域现代风化和沉积过程

9:10-9:25 李军 天津师范大学 S09-O-03  青藏高原湖泊小流域水化学组成及碳循

环过程初步研究
9:25-9:40 刘小龙 天津师范大学 S09-O-04  青藏高原典型湖泊小流域水-气界面CO2

源汇效应及影响因素

9:40-9:55 杨一博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S09-O-05  西宁盆地新生代粘土矿物记录：化学风

化与成岩过程
9:55-10:10 颜茂都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S09-O-06  云南新生代磁性地层年代研究

10:10-10:20

10:20-10:40 万世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09-O-07  海洋沉积记录重建不同时间尺度大陆硅

酸盐风化历史：问题与挑战 (邀请报告)
10:40-10:55 赵志军 南京师范大学 S09-O-08  5Ma以来祁连山侵蚀速率的宇生核素

10Be记录

10:55-11:10 胡凯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S09-O-09S  祁连山侵蚀速率的宇宙成因核素10Be研
究

11:10-11:25 王修喜 兰州大学 S09-O-10  西秦岭裂变径迹热年代学及新生代构造

地貌演化
11:25-11:40 吴卫华 南京大学 S09-O-11  硅酸盐岩地区小流域化学风化及其控制

因素
11:40-11:50

8:30-8:35
8:35-8:55 焦念志 厦门大学 S10-O-01  跨越时空 古今结合同步研究生物泵和微

型生物碳泵 (邀请报告)
8:55-9:15 汪品先 同济大学 S10-O-02  大洋碳循环长周期的溶解有机碳假说(邀

请报告)
9:15-9:30 谢树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0-O-03  华北13~17亿年前有机碳同位素、氧化

还原界面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9:30-9:45 党宏月 厦门大学 S10-O-04  渤海沉积环境尿素水解细菌和古菌分子

生态学研究
9:45-10:00 张锐 厦门大学 S10-O-05  海洋病毒与海洋碳循环

10:00-10:20

10:20-10:35 谢伟 同济大学 S10-O-06  珠江至南海北部边缘沉积物中古菌的分

布及其生态功能变化
10:35-10:50 叶祁 华东师范大学 S10-O-07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低氧区内外沉积物细

菌和古菌多样性分析
10:50-11:05 刘欣春 成都理工大学 S10-O-08  上扬子地区石炭世碳、锶同位素地层学

研究

茶   歇

专题讨论

专题十 海洋碳循环与碳汇：现代过程与地质演变(二)   主持人: 焦念志、张传伦、谢树成

专题十 海洋碳循环与碳汇：现代过程与地质演变(一)   主持人:  焦念志、张传伦、谢树成

分会场 2  (光大 10)

茶   歇

专题九 风化、气候与沉积(一)   主持人: 方小敏

专题介绍



11:05-11:20 候明才 成都理工大学 S10-O-09  塔西北柯坪地区郝兰特阶碳同位素漂移

记录
11:20-11:35 周文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0-O-10S  2.5亿年前微生物记录的海洋硫化和海

—陆相互作用

11:35-11:50

8:30-8:35
8:35-8:50 张人禾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S05-O-01  季节内振荡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对华南

冬季降水不对称影响中的作用 (邀请报告)
8:50-9:05 王东晓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5-O-02  南海深海涡旋观测 (邀请报告)

9:05-9:20 王卫强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5-O-03  印度洋深层经向翻转环流变异及其与偶

极子的关联
9:20-9:35 袁东亮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05-O-04  印尼贯穿流在热带印太海域气候变率和

可预报性中所扮演的角色 (邀请报告)
9:35-9:50 李炎 厦门大学 S05-O-05  基于SST昼夜温差的南海环流垂向通道

遥感分析
9:50-10:00
10:00-10:20

10:20-10:35 严晓海 厦门大学 S05-O-06  中深层海洋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和调

控: 从中深层海洋遥感谈起

10:35-10:50 林明森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S05-O-07  HY-2卫星的海洋观测结果

10:50-11:05 管玉平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5-O-08  北太平洋风输入动能向海洋内部的传输

及转化
11:05-11:20 江毓武 厦门大学 S05-O-09  吕宋海峡藻华及相关上升流机制研究－

物理生态耦合模式研究
11:20-11:35 吴祥柏 厦门大学 S05-O-10S  基于深海遥感的西北热带太平洋热含量

变化研究
11:35-11:50 耿旭朴 厦门大学 S05-O-11 星载SAR在海洋遥感中的应用

8:30-8:35
8:35-8:55 刘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06-O-01  工业革命以来南海珊瑚礁海水的快速酸

化及其控制机理 (邀请报告)
8:55-9:10 韦刚健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S06-O-02  工业化革命以来西太平洋珊瑚礁海水pH
的年代际波动及对海洋酸化趋势评估的意义

9:10-9:25 晏宏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

S06-O-03  南海西沙砗磲高分辨率Sr/Ca比值在古气

候研究中的初步应用
9:25-9:40 陶士臣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6-O-04  3.5-4.7 ka BP 珊瑚生长率的年际变化及

其气候意义
9:40-9:55 张乔民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6-O-05  世界珊瑚礁现状和保护管理及相关研究

评述

专题五：深海遥感及中深层海洋对气候变化及气候断层的响应(一)   主持人: 严晓海

专题介绍

专题讨论

专题五：深海遥感及中深层海洋对气候变化及气候断层的响应(二)   主持人: 王卫强

分会场 4  (光大 9)

茶   歇

专题六：南海珊瑚礁：从全球变化到油气勘探(一)   主持人: 余克服、张光学、汪稔

专题介绍

分会场 3  (光大 7)

专题讨论



9:55-10:10 王欣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S06-O-06  广西北部湾柳珊瑚种群多样性及分布研

究
10:10-10:20

10:20-10:35 李志勇 上海交通大学 S06-O-07  组学技术在揭示珊瑚共生体受海洋环境

影响与其适应机制中的应用
10:35-10:50 杨红强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6-O-08  强台风蝴蝶直击西沙永乐环礁对珊瑚生

态造成的影响
10:50-11:05 朱长歧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所 S06-O-09  南海海滩岩的细观结构及其基本物理力

学性质研究
11:05-11:20 钟广见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S06-O-10  西沙海槽盆地油气资源潜力

11:20-11:35 易海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S06-O-11  南海北部陆缘西沙海槽盆地新近系层序

地层分析及生物礁发育特征
11:35-11:50 吴时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06-O-12  南海中新世碳酸盐台地发育演化及控制

因素

12:00-13:00

S04-P-01S 俞宙菲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珠江三角洲晚全新世温、湿变化

S04-P-02S 邵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西沙砗磲记录的人类活动信息

S04-P-03S 周建宏 同济大学 2.5-3.3 Ma北极冰盖扩张期南沙ODP1143站高分辨

率元素地球化学与浮游有孔虫记录
S04-P-04S 夏天竹 广东海洋大学 湛江市一次罕见冬季暴雨过程分析

S04-P-05S 陈琼 华南师范大学 川东北石笋记录GIS4~5夏季风气候变化及与高纬度

地区的联系
S04-P-06S 储著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沉积物全样放射性碳定年样品选择的有效方法

S04-P-07S 安佰正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50ka以来西太有孔虫标准化壳体重量的变化

S04-P-08S 杨文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近海泥质沉积物敏感粒径作为冬季风强度指标的再
研究

S04-P-09S 王娜 北京大学 MIS 3期南海浮游有孔虫种属分析所指示的溶解程

度随深度的差异
S04-P-10 张兰兰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断面春季现代放射虫的生态分布及其环境意义

S04-P-11S 秦秉斌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25万年来热带西太平洋浮游有孔虫壳体重量变化及

其影响因素
S04-P-12S 张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南亚高压与南半球中高纬度大气环流的关联

S04-P-13S 余恩晓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晚白垩纪的厄尔尼诺现象：证据来自松辽盆地晚白
垩系湖相细粒沉积物

S04-P-14S 陈井双 同济大学 500ka以来南海南部MD01-2392氧碳同位素反映的

上层水体结构变化

S04-P-15 姜苏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南极冰穹A地区DA2005冰芯中记录的过去2840年的

火山活动

专题六：南海珊瑚礁：从全球变化到油气勘探(二)   主持人: 余克服、张光学、汪稔

专题四（展板） 高低纬度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

午   餐

展板交流  12:40-14:00

茶   歇

7月3日   下午



S04-P-16 苏翔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Lat晚第四纪热带西太平洋与南海海洋初级生产力差

异
S04-P-17S 刘晶晶 同济大学 末次冰期以来南海北部植被和古气候变化——

MD12-3433岩芯的初步证据

S04-P-18S 王倩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亚马逊冲积扇海域古盐度重建：浮游有孔虫Ba/Ca
指标的应用

S04-P-19S 贾奇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700 ka以来西太平洋暖池北部边缘上层水体结构变

化
S04-P-20 吴晓丹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基于生物碳酸盐硼同位素重建大洋古海水pH
S04-P-21S 郭景腾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上层水体pH的替代性指标——浮游有孔虫B/Ca

S04-P-22 赵京涛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末次冰消期以来南冲绳海槽表层水体温度变化，及
其对南北半球气候的响应

S04-P-23 南青云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末冰期以来热带西太平洋暖池基于浮游有孔虫
Mg/Ca温盐特征研究glacial

S04-P-24 戴璐 同济大学 深海孢粉证据揭示的末次冰消期晚期南海北部的强
夏季风

S04-P-25S 杜江辉 北京大学 早更新世（2.4-1.7 Ma）太平洋深层水环流

S04-P-26S 张洪瑞 同济大学 亚洲季风强度控制的南海北部末次冰消期以来初级
生产力的变化

S04-P-27 胡利民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
究所

黄、东海沉积有机质的分布、来源与输运:大河输入

与动力沉积体系的控制
S04-P-28S 庞晓雷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东帝汶海160ka以来上层水体性质变化及其环境意

义
S04-P-29 黄宝琦 北京大学 早第四纪西太平洋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

Favocassidulina favus的分布及其意义

S04-P-30 肖文申 同济大学 末次冰期以来白令海东南部生产力变化

S04-P-32 石学法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
究所

西北太平洋边缘海晚第四纪古海洋与古气候研究：
进展与展望

S04-P-33S 党皓文 同济大学 岁差周期上赤道西太平洋的水文气候循环 ——与南

北半球夏季风的对比
S04-P-34S 范维佳 同济大学 重建末次冰期以来印度尼西亚穿越流的变化

S04-P-35S 万随 同济大学 晚第四纪南海深层水温度与氧同位素变化

S04-P-36 高晶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青藏高原南部冰芯氧稳定同位素揭示的1970年代末大

气环流的突然波动

S05-P-01 孙诚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

南北半球海温偶极子型及其对热带降水的影响

S05-P-02S 肖瑞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近60年来降水分布特征及调控因

素
S05-P-03 朱凤芹 广东海洋大学 海洋与气候

S05-P-04 林鹏飞 中国科学院大气所 CMIP5模式模拟的全球增暖停滞及增暖加速

S05-P-05 徐洪周 中国科学院三亚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

南极底层水向西北太平洋输运研究

S05-P-06 刘汾汾 中山大学 南海北部中尺度涡对浮游植物的影响

专题五（展板） 深海遥感及中深层海洋对气候变化及气候断层的响应



S06-P-01 王英辉 广西大学 北部湾珊瑚礁生态环境研究与趋向展望

S06-P-02 孟庆山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
学研究所

珊瑚礁结构特征与整体稳定性分析

S06-P-03 王新志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
学研究所

南海粗颗粒钙质土的剪切特性

S06-P-04 吕士展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
学研究所

南海中北部珊瑚岛礁台风灾害分析及对策

S06-P-05 张会领 广东海洋大学 利用珊瑚生长率重建西沙海域中晚全新世海温变化

S06-P-06
丘耀文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大亚湾珊瑚礁生态系统中汞的含量

S06-P-07S
刘国辉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西沙永兴岛黑皮海绵共生菌多样性

S06-P-08 陈天然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北部亚热带滨珊瑚Sr/Ca温度计的建立

S06-P-09 李淑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美济礁白化滨珊瑚骨骼中的微量金属元素异常

S06-P-10S
冯英辞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西沙群岛海域生物礁发育特征反映的古海平面及构
造运动

S06-P-11
王义重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

学研究所
MICP技术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

S06-P-12S
许莉佳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珊瑚共生虫黄藻密度和实际光合效率的种间差异性
研究

S06-P-13S
刘守金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西沙群岛珊瑚礁区潜在地质灾害及其发育规律探讨

S06-P-14 王英民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南海西北部碳酸盐台地的地震识别及分类

S06-P-15S 张新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西沙海区中新世生物礁发育特征与控制因素

S06-P-16 赵美霞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鹿回头块状滨珊瑚的年龄结构及其生态指示意义

S06-P-17 严宏强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西沙群岛永乐环礁夏季海水pCO2日变化和海-气界

面通量

S06-P-18 余克服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珊瑚礁的资源国土功能与科学应用策略

S06-P-19S
田洁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南海西北陆坡区中新世碳酸盐台地周缘水道体系沉

积特征及分布规律

S06-P-20
涂广红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重磁资料在海域火成岩分布特征研究中的应用——

以北黄海盆地为例

S06-P-21 冯常茂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南海西沙海槽盆地含油气系统分析

S06-P-22
钱星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南海北部双峰南陆坡早—中中新世沉积充填特征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

S06-P-23 匡增桂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西沙海域晚中新世环礁体系的发现及演化

S06-P-24 曹文志 厦门大学 华南部分珊瑚海区的营养盐和其来源特征

S06-P-25S
陈雪霏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生物活动对珊瑚礁海水中微量元素及碳酸盐体系组
成的控制

S06-P-26S 朱晓军 同济大学 泥质烃源岩比表面特征及影响因素探讨

S06-P-27S 李颖莉 同济大学 泥质烃源岩中＜2μm组分的热稳定性特征研究

S06-P-28S 杨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西沙海区新近系碳酸盐台地的古地貌研究

专题六（展板） 南海珊瑚礁：从全球变化到油气勘探



S07-P-01 吴立 安徽师范大学 上海地区中全新世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聚落分布的
影响

S07-P-02 陈双喜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
质调查中心

现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晚第四纪海侵的微体古生物记
录

S07-P-03S 赵艳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
研究所

人类活动影响下莱州湾东部海岸线变迁研究

S07-P-04S 陈艇 华东师范大学 早期还原成岩作用对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SL67孔潮

滩沉积物磁性特征的影响
S07-P-05S 陈维 同济大学 洪季长江口径流量与近海海平面上升的响应关系

S07-P-06 常凤鸣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近24 ka BP冲绳海槽北部海平面和季风驱动的陆源

物质输入变化
S07-P-07 张兆祎 河北省地质调查院 华北平原海侵区外晚更新世以来古季风环境效应

S07-P-08 辛晓歌 国家气候中心 交互集合耦合模式系统在海-气相互作用方面的应用

研究
S07-P-09S 韩钦臣 上海师范大学 吕宋海峡120.5°E断面水交换的月际变化特征

S07-P-10S 苗安洋 中国海洋大学 闽浙沿岸泥质区南部岩心粒度对三峡大坝的可能响
应

S07-P-11S 梁玉蕾 中国海洋大学 黄河尾闾变动研究进展与展望

S07-P-12 边叶萍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西太平洋地区全新世植被演化及海陆气候记录对比

S07-P-13S 赵亚楠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孟加拉扇若开海域陆架峡谷-深水扇体系层序地层划

分及沉积响应过程
S07-P-14 邹立维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
RegCM3在CORDEX东亚区域的性能优化：基于

MIT-EMANUEL对流参数化方案

S07-P-15 范代读 同济大学 长江水下三角洲全新世高分辨率地层记录的古洪水
活动规律

S07-P-16S 万海清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中新统陆架砂脊沉积
特征及成因分析

S07-P-17 张启锐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雪球地球事件与超大陆旋回的关系 ——以皖南南华

纪裂谷地层厚度分析为例

S07-P-18 石正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

蒙古高原隆升对亚洲气候演化的影响：和青藏高原
的对比

S07-P-19S 邵明明 浙江大学 中国近海陆架波时空特征初探

S07-P-20 黄恩清 同济大学 南海间冰期碳酸盐稀释事件：季风降雨成因还是海
平面上涨引发的沉积事件？

S07-P-21 孙丰瑞 华东有色地球化学勘查
与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

长江三角洲北翼第一层硬黏土展布及其古地理意义

S07-P-22 顾成林 佳木斯大学 海洋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进展

S07-P-23 舒军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钱塘江潮水对新石器文化兴衰的影响及其与人类生
存策略的关系

S07-P-24S 朱炯 上海师范大学 台风SAOMAI桑美(0608)过境时海温变化过程的研

究
S07-P-25S 董良 同济大学 海平面变化以及海洋原位自生支链GDGTs对有机生

标重建陆地温度及土壤pH的影响

S07-P-26 刘宪光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
质勘查局地球化学勘查
与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

浅谈江苏沿海第四纪海侵事件与长江古河道变迁

专题七（展板） 海陆相互作用：海平面，气候与构造



S07-P-27S 葛黄敏 同济大学 脂类标记物记录的中国东海过去1.5万年以来的沉积

环境演化
S07-P-28 郑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东海沉积物中磁性矿物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特征及其
指示意义

S07-P-29 劳金秀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
质调查中心

晚更新世以来江苏泰州—镇江地区河流旋回与海面

变化
S07-P-30 谢叶彩 广东省地质调查院 珠江口江门—南沙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的海侵层序

S07-P-32 韩建辉 成都理工大学 碳酸盐岩台地边缘相对海平面变化与层序界面

S07-P-33 李安春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东海陆架区海陆相互作用的沉积矿物学记录

S07-P-34 付淑清 广州地理研究所 珠江口早全新世环境演变过程

S09-P-01S 孟先强 南京大学 黄土中痕量白云石的FTIR定量研究

S09-P-02S 赵云 同济大学 台湾浊水溪JRD-S钻孔沉积地球化学及源区化学风

化特征分析
S09-P-03S 张轩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青藏高原东部雅砻江流域主要离子地球化学特征和
风化速率

S09-P-04S 贺海波 华南师范大学 川东北楼房洞水体微量元素季节变化与控制机制

S09-P-05S 郭玉龙 同济大学 东海周边河流流域的化学风化作用——沉积物矿物

学与元素地球化学证据
S09-P-06 郭艳微 同济大学 近百年来长江下游重金属元素的沉积记录及其对人

类活动的响应
S09-P-07S 丁晓东 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末次冰消期台湾南部湖泊沉积物木质素生物标志物
记录

S09-P-08S 李涛 南京大学 上新世暖期东亚季风降水重建

S09-P-09S 李皎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柴达木盆地五条河流水化学特征分析

S09-P-10S 李石磊 南京大学 物理剥蚀造成的硅酸盐风化过程87Sr/86Sr 比值的升

高及其与新生代海洋锶同位素演化的关系

S09-P-11 杨守业 同济大学 东亚大陆边缘河流沉积物的源汇过程与环境示踪

S09-P-14 吴福莉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

天水盆地喇嘛山组孢粉记录的晚上新世生态环境变
化特征

S09-P-15S 鲍睿 南京大学 蜗牛Achatina cf. fulica壳体δ13C的实验研究及其环

境意义

S09-P-16S 李兴文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

兰州盆地始新世至早中新世地层年代及构造和环境
意义

S09-P-17 汪建君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
究所

过去350年来台湾海峡古洪水记录恢复及气候背景

讨论
S09-P-18S 米小建 华南师范大学 川东北地区MIS9阶段高分辨率气候记录

S09-P-19S 吴家望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 全新世地中海高分辨率腐泥层记录

S09-P-20S 毕磊 同济大学 河流粘土沉积地球化学特征对中国流域典型风化机
制的揭示

S09-P-21S 赵童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利用宇宙成因核素研究巴丹吉林沙漠岩石剥蚀速率
和暴露年龄

S09-P-22 窦衍光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28 ka以来冲绳海槽南部沉积物源汇过程与底层水氧

化还原状况演化:海平面和黑潮变化的区域响应

S09-P-24 肖国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黄土高原粉尘物源的时空变化

专题九（展板） 风化、气候与沉积



S09-P-25S 王志兵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西江河水钼同位素季节性变化特征及其控制因素

S09-P-26 郑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150年以来长江下游环境和气候演化——来自扬中

雷公嘴江心洲的环境磁学记录
S09-P-27S 张乐健 同济大学 椒江流域沉积物与悬浮物元素特征及分析

S09-P-28S 耿豪鹏 兰州大学 祁连山东段西营河流域坡面侵蚀过程与速率研究

S09-P-29S 张鹏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

青藏高原东北缘兰州盆地始新世至早中新世河湖相
地层磁化率各向异性分析及其构造意义

S10-P-01S 王映辉 北京大学 黄河河口表层沉积物中木质素特征的研究

S10-P-02S 陈雨霏 同济大学 过去6300年以来古水稻土壤中古菌四醚膜脂化合物

组成变化
S10-P-03S 马岑玲 同济大学 崇明岛土壤中古菌膜脂化合物及基因丰度变化对含

水率的响应
S10-P-04S 张鑫雨 北京大学 冲绳海槽中苝的来源与分布形式研究

S10-P-05S 郑峰峰 同济大学 电导率对黄河下游流域土壤四醚膜脂化合物分布的
影响

S10-P-06S 陈松泽 同济大学 珠江口甲烷氧化菌群的丰度随盐度梯度的变化及生
态功能意义

S10-P-07S 刘犟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碳—氮同位素组成对泥盆纪-石炭纪之交生物大灭绝

事件的响应
S10-P-08S 任睿 厦门大学 氮、磷元素对于海洋好氧不产氧光合细菌

Dinoroseobacter shibae代谢葡萄糖的影响

S10-P-09 王鹏 同济大学 南海沉积物细菌群落空间分布受深部沉积过程的影
响

S10-P-10S 陈云如 同济大学 东赤道太平洋U1337站位年龄模式建立

S10-P-11 汤凯 厦门大学 海洋微型生物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基因比较研究

S10-P-12 马文涛 同济大学 溶解有机碳和微生物生物群落对营养盐添加的模拟
响应

S10-P-13S 冯振兴 南京大学 苏北盐沼有机碳含量对互花米草生物量变化的动态
响应

S10-P-14 张永雨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
源与过程研究所

溶藻细菌在海洋碳循环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S10-P-15 姚鹏 中国海洋大学 东海陆架沉积有机碳的来源、分布和成岩状态

S10-P-16S 张静静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南海北部海盆中深层颗粒有机碳矿化及其对营养盐
现存量的贡献

S10-P-17S 韦海伦 同济大学 东海沉积物有机质屑的特征和分布及其研究意义

S10-P-18S 曾翔 同济大学 对沙河街组海绵状无定形体的初步研究

S10-P-19 徐大鹏 厦门大学 放射虫类群主导南海深海原生生物群落

S10-P-20S 李栋 中国海洋大学 两百年来东海内陆架泥质区沉积有机碳输入的历史
变化

S10-P-21S 王金鹏 中国海洋大学 长江口—浙闽沿岸沉积有积碳的水动力分选

S10-P-22S 郑丽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我国东部季风区泥炭地植物正构烷烃和正构脂肪醇
分布特征及其古环境意义

S10-P-23S 李芙嫣 同济大学 西藏热泉中支链四醚膜脂化合物的产生与分布与嗜
热亚硝酸还原细菌之间的潜在联系

专题十（展板） 海洋碳循环与碳汇：现代过程与地质演变



S10-P-24 方家松 同济大学/美国夏威夷太

平洋大学

南海海水溶解有机碳(DOM)的分子结构特征

S10-P-25S 李骞 厦门大学 南海北部海盆及陆架区表层海水二氧化碳分压及海
气界面二氧化碳通量的区域及季节变化

S10-P-26S 王金祥 美国佐治亚大学 珠江下游及珠江口表层水甲烷分布与通量:水体中古
菌可能参与的甲烷生成

S10-P-27 杨楚鹏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末次冰期以来南海北部下陆坡区沉积有机质地球化
学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S10-P-28 李江涛 同济大学 南海海水溶解有机碳（DOM）的分子结构特征

14:00-14:15 王汝建 同济大学 S04-O-11  北冰洋中部门捷列夫-阿尔法脊晚第四纪

的陆源沉积记录
14:15-14:30 董林森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

究所
S04-O-12  北冰洋加拿大海盆BN05钻孔沉积物矿物

学特征及反映的冰盖扩张
14:30-14:45 张强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4-O-13S  白令海南部上新世以来的古生产力变

化：来自IODP U1340井位的生物硅记录

14:45-15:00 阮佳萍 北京大学 S04-O-14S  应用生物标志物IP25重建白令海北部

12,000年以来的海冰变化

15:00-15:15 黄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04-O-15  晚全新世东南极企鹅生态记录与气候海

冰变化的关联
15:15-15:30

14:00-14:20 李高军 南京大学 S09-O-12  玄武岩风化受温度单独控制 ？(邀请报

告)
14:20-14:35 王乃昂 兰州大学 S09-O-13  高湖面维持沙漠文明——巴丹吉林沙漠

与地球系统科学
14:35-14:50 张文防 南京大学 S09-O-14S  第四纪以来黄土高原粉尘物源演化—Sr

同位素证据

14:50-15:05 印萍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S09-O-15  长江口全新世中晚期古低氧事件有孔虫

记录研究
15:05-15:20 武瑶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09-O-16S  中国南北方大气降水化学组分对比研究

15:20-15:35 苏妮 同济大学 S09-O-17  中国亚热带流域不同岩浆岩风化剖面风

化特征研究

14:00-14:20 张传伦 同济大学 S10-O-11  珠江下游至南海北部水体中古菌的分布

及其生态功能多样性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14:20-14:40 黄永松 美国布朗大学 S10-O-12  长链烷基酮和四醚类脂分析方法进展(邀

请报告)

专题讨论

分会场 1  (光大 8)

专题十：海洋碳循环与碳汇：现代过程与地质演变(三)   主持人: 焦念志、张传伦、谢树成

专题口头报告 14:00-15:30

专题九 风化、气候与沉积(三)   主持人: 杨守业

分会场 2  (光大 10)

专题四 高低纬度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三)   主持人: 翦知湣、李铁刚、石学法

分会场 5  (光大 1)



14:40-14:55 江宗培 浙江大学 S10-O-13  热带与亚热带海洋表层海水中碱度的变

化及其与盐度的关系
14:55-15:10 王德利 厦门大学 S10-O-14  近岸水体元素钼的生物泵去除机制研究

15:10-15:25 吴自军 同济大学 S10-O-15  南海北部湾沉积物早期成岩作用及溶解

无机碳(DIC)循环

15:25-15:40 张江勇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S10-O-16  南海北部下陆坡至深海平原碳酸钙溶解

作用及碳酸钙补偿深度环境中保存的钙质组分

14:00-14:15 王张华 华东师范大学 S07-O-07  长江口早全新世海平面快速上升及河口

演变对海平面和古地形的响应
14:15-14:30 黎刚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07-O-08  末次盛冰期以来南海西北大陆架沉积演

化过程−基于物源和沉积层序研究

14:30-14:45 王中波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S07-O-09  东海外陆架MIS5以来的沉积地层及物源

示踪
14:45-15:00 姚政权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

究所
S07-O-10  渤海BH08钻孔磁性地层、天文年代标尺

的建立与古环境意义
15:00-15:15 刘健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S07-O-11  黄河三角洲YRD-1101孔沉积相序及古环

境意义
15:15-15:35 王强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S07-O-12  中国东部沿海平原及近海差异构造沉降

、堆积过程与对比 (邀请报告)

14:00-14:05
14:05-14:25 金振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4-O-01  西太平洋俯冲带滞留板块的物质组成及

其动力学意义 (邀请报告)
14:25-14:40 吴忠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4-O-02  下地幔铁方镁石自旋转变可观测吗？

14:40-14:55 刘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

S14-O-03  俯冲洋壳的命运与启示：以西藏榴辉岩

为例
14:55-15:10 熊志华 北京大学 S14-O-04S  镁硅钙石的高温高压研究

15:10-15:25 杨晓志 南京大学 S14-O-05  还原态的早期陆壳及其指示意义

15:25-15:40 欧阳龙斌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4-O-06S  利用背景噪声和双平面波层析成像联合

反演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壳和上地幔速度结构

15:30-15:50

15:50-16:20 戴民汉 厦门大学 P-05 解析边缘海CO2通量及其调控机理

16:20-16:50 徐义刚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P-06 大火成岩省与地幔柱研究

16:50-17:20 钟时杰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P-07 地幔对流对地球与行星大尺度时空演化的控制

作用

专题七：海陆相互作用：海平面，气候与构造(二)   主持人: 刘健、王强

大会特邀报告 15:50-17:50

专题介绍

主会场 (宴会厅)

专题十四：地球深部过程(一)   主持人: 宋晓东

分会场 4  (光大 9)

茶    歇

分会场 3  (光大 7)



17:20-17:50 李春峰 同济大学 P-08 南海大洋岩石圈演化与沉积环境变迁——
IODP 349航次新成果

8:30-8:35
8:35-8:50 李一良 香港大学 S13-O-01  天体生物学

8:50-9:05 胡永云 北京大学 S13-O-02  红矮星宜居带内潮汐锁相行星的宜居性

9:05-9:20 王玉玮 北京大学 S13-O-03S  红矮星周围离心轨道的可适宜居住行星

的不同气候模态
9:20-9:35 崔夺 清华大学 S13-O-04S  宜居系外行星的植物分布与观测

9:35-9:50 田丰 清华大学 S13-O-05   宜居系外行星的水含量

9:50-10:05 潘路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S13-O-06S  火星北部平原区含水硅酸盐矿物的发现

及意义
10:05-10:20

10:20-10:35 程子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O-07S   火星——Atacama沙漠Salar Grande
盆地的沉积及有机物记录

10:35-10:50 赵金锦 清华大学 S13-O-08  早期火星大气氧原子的光化学逃逸

10:50-11:10 Showman
Adam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S13-O-09  太阳系的巨行星 (邀请报告)

11:10-11:30 肖龙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O-10  嫦娥三号着陆区地质及玉兔的足迹 (邀请

报告)
11:30-11:50

8:30-8:35
8:35-8:50 林间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
S12-O-01  极地海洋的大洋中脊科学研究

8:50-9:05 张涛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2-O-02  大洋中脊的非对称地壳增生随岩浆量的

变化：以北冰洋Mohns洋中脊为例

9:05-9:20 李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2-O-03S  西南印度洋中脊(49.5°E)地幔熔融过程

和岩浆演化：来自橄榄石和熔体包裹体的证据
9:20-9:35 杨阳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S12-O-04  西南印度洋脊玄武岩的Os同位素组成：

对超慢速扩张洋脊岩石圈结构的响应
9:35-9:50 邱燕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S12-O-05  南海中央海盆陆洋转换带

7月4日 上午

刘裕生：地史时期地球—生命系统转变研究：美国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的新资助项目简介

周怀阳、翁正平：“蛟龙”号载人潜器应用性试验进展介绍

研究计划介绍 19:00-21:00   地点: 分会场 2 (光大 10)
柴育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十三·五”地学发展战略思考

李廷栋：中国岩石圈研究进展

分会场 1  (光大 8)

专题口头报告 8:30-11:50

分会场 3  (光大 7)

专题十三：比较行星学(一)   主持人: 钟时杰、肖龙

专题介绍

专题十三：比较行星学(二)   主持人: 胡永云

茶   歇

专题讨论

专题十二 深海洋中脊与海沟的地质、流体和生命过程(一)   主持人: 林间、陈大可、王克林

专题介绍



9:50-10:05 林荣澄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
究所

S12-O-06  西南印度洋中脊热液调查区底栖动物研

究简述
10:05-10:20

10:20-10:35 张国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12-O-07  南太平洋极薄沉积覆盖区流体活动与基

底玄武岩蚀变
10:35-10:50 林晓光 中国科学院大学 S12-O-08S  地形效应和局部地质构造对计算同震形

变的影响——以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Mw9.0)为
例

10:50-11:05 张帆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美国伍兹霍尔海洋

研究所

S12-O-09S  海洋板块在马里亚纳与马尼拉海沟受挤

压后的弹性弯曲形变

11:05-11:20 周志远 同济大学 S12-O-10S  马里亚纳海沟俯冲板块上的正断层的产

生：板块弯曲与重力滑动共同引导的结果
11:20-11:35 罗青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12-O-11S  大洋岛弧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对俯冲带

过程的响应
11:35-11:50 杨小秋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12-O-12  断层发震时应力释放的温度响应—以集

集、汶川及Tohoku-Oki地震为例

8:30-8:35
8:35-8:55 冯东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16-O-01  海底冷泉碳酸盐岩年代学：方法比较与

结果对比 (邀请报告)
8:55-9:10 胡钰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S16-O-02S  南海东沙东北部沉积物孔隙水地球化学

特征：甲烷缺氧氧化作用及其对氧化还原敏感元素
的影响

9:10-9:25 陈江欣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16-O-03S  中建南盆地海底泥火山（底辟）与穹窿

构造分析
9:25-9:40 孙启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16-O-04  南海北部深水区聚集型流体活动系统的

地球物理响应
9:40-9:55 刘伯然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16-O-05S  南海东北部陆坡冷泉系统的浅层剖面研

究
9:55-10:00
10:00-10:20

10:20-10:35 吴能友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S16-O-06  运聚体系——水合物油气系统的血液和

骨骼
10:35-10:50 苏明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S16-O-07  侵蚀—沉积作用对南海北部陆坡区神狐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聚集和分布的影响
10:50-11:05 曹运诚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16-O-08  沉积速率对水合物成藏影响数值模拟研

究
11:05-11:20 刘晨晖 南京大学 S16-O-09S  海洋沉积铁、硫组分化学提取方法研究

进展和改进
11:20-11:35 孙治雷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S16-O-10  冲绳海槽西侧陆坡富Fe碳酸盐烟囱的发

现及启示

分会场 2  (光大 10)
专题十六：海底与海水的物质交换(一)   主持人: 吴能友、陈多福

茶    歇

专题十六：海底与海水的物质交换(二)   主持人: 吴能友、陈多福

专题介绍

专题讨论

茶     歇

专题十二 深海洋中脊与海沟的地质、流体和生命过程(二)   主持人: 林间、陈大可、王克林



11:35-11:50

8:30-8:35
8:35-8:55 林为人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S18-O-01  日本2011年9级大地震快速反应深海科

学钻的应力测量结果及其意义 (邀请报告)
8:55-9:10 李学杰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S18-O-02  新生代西太平洋边缘构造演化与南海形

成
9:10-9:25 王英民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S18-O-03  从孟加拉扇演化看青藏高原隆升,再看南

海海盆演化
9:25-9:40 刘池阳 西北大学 S18-O-04  东海陆架盆地原盆面貌及其盆地类型

9:40-9:55 黄奇瑜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S18-O-05  台湾东部活跃弧陆碰撞过程中弧前盆地

动态沉积及形成现代弧前碰撞混杂岩对弧前背逆冲
构造的响应

9:55-10:00
10:00-10:20

10:20-10:40 李锦轶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

S18-O-06  中国大陆主要变形系统 (邀请报告)

10:40-10:55 葛肖虹 吉林大学 S18-O-07  中国大陆构造格架的形成与演化

10:55-11:10 胡修棉 南京大学 S18-O-08  横过雅鲁藏布缝合带的沉积盆地演化：

从特提斯俯冲到印亚大陆碰撞
11:10-11:25 丁继凯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8-O-10S  青藏高原渐新世康托组红层古地磁结果

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11:25-11:40 李尚林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S18-O-11  藏北巴青县江绵一带上三叠统沉积特征

及其意义
11:40-11:55

8:30-8:35
8:35-8:55 李家彪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9-O-01  东亚大陆边缘的俯冲构造动力学与边缘

海演化 (邀请报告)
8:55-9:15 赵明辉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19-O-02  南海东部马尼拉海沟俯冲带(20°N)深部

探测的重要科学意义 (邀请报告)
9:15-9:30 阮爱国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9-O-03  海底广角地震剖面揭示的南海地壳结构

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9:30-9:45 吕川川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19-O-04  南海西南次海盆及其陆缘从大陆张裂到

海底扩张演化的综合地球物理研究
9:45-10:00 张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S19-O-05  基于“发现”号ROV对冲绳海槽热液区和

南海冷泉区的原位探测研究
10:00-10:20

分会场 4  (光大 9)

专题介绍

专题介绍

分会场 5  (光大 1)
专题十八：从西太平洋与青藏高原看亚洲的构造演化(一)   主持人: 赵西西、黄奇瑜

茶    歇

专题十九：南海深部结构与成因(一)   主持人: 丘学林

专题十八：从西太平洋与青藏高原看亚洲的构造演化(二)   主持人: 赵西西、黄奇瑜

茶    歇

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



10:20-10:40 许长海 同济大学 S19-O-06  南海北部火山岩锆石U-Pb年龄及其意义

(邀请报告)
10:40-11:00 张健 中国科学院大学 S19-O-07  针对海南地幔柱对南海岩浆活动约束的

初步热模拟
11:00-11:15 丁巍伟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9-O-08  南海礼乐滩区渐新世—中新世碳酸盐沉

积及构造与沉积指示
11:15-11:30 许鹤华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S19-O-09  南海扩张过程中动力学机制的数值模拟

研究
11:30-11:50

12:00-13:00

S11-P-01S 郑艳玲 华东师范大学 潮滩湿地厌氧氨氧化活性研究

S11-P-02S 王龙 中国海洋大学 南极菲尔德斯半岛潮间带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构及
其对复杂环境的响应

S11-P-04S 陈萍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

西南印度洋深海原核微生物及放线菌群落结构和生
态功能研究

S11-P-05S 刘浩东 同济大学 南海北部水柱中氨氧化细菌和古菌基因丰度的变化
及对海洋水团变化的响应

S11-P-06S 吴伟艳 同济大学 热泉中古菌脂类分布的地理特征及pH限定下的温度

影响
S11-P-07 刘喜朋 上海交通大学 深部生物圈、生命起源和适应性进化：生化和结构

生物学启示
S11-P-08S 程宏伟 同济大学 冲绳海槽中部过去16,000年以来有机温度指标的应

用对于重建黑潮强度的指示意义
S11-P-09S 余甜甜 上海交通大学 一株分离自海洋沉积物的自养氨氧化细菌——

Marinobacter sp.

S11-P-10 王风平 上海交通大学 “深古菌”门古菌的生物地球化学功能探讨

S11-P-11 王风平 上海交通大学 大西洋中脊西侧翼微生物群体含有活跃的铁氧化细
菌

S11-P-12 李江涛 同济大学 西南印度洋洋中脊热液羽流的微生物分布特征

S11-P-13S 闫文凯 上海交通大学 东南极冰川下沉积物中受升温和添加氢气刺激的产
甲烷菌活性研究

S11-P-14 管红香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 南海冷泉活动区碳酸盐岩的生物地球化学研究

S11-P-15 张传伦 同济大学 南海深部沉积物中甲烷极端同位素值所反映的甲烷
氧化菌调控的同位素分馏机制

S12-P-01 王婷婷 同济大学 北大西洋24° -27°10'N 地壳厚度的时空分布研究

S12-P-02 韩喜彬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阴阳太极思维与地球系统科学关系的初探

S12-P-03 刘镇盛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西南印度洋热液口区浮游动物多样性研究

专题十九：南海深部结构与成因(二)   主持人: 阮爱国

专题讨论

展板交流  12:40-14:00
7月4日   下午

专题十二（展板） 深海洋中脊与海沟的地质、流体和生命过程

午    餐

专题十一（展板） 深部生物圈：从种类、生理到地球化学功能



S12-P-04 汤民强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沿日本、菲律宾和马里亚纳海沟的俯冲板弯曲变化
特征

S12-P-05 廖远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东太平洋Cocos洋脊上晚中新世以来沉积过程研究

S13-P-01S 姜沣洋 北京大学 关于潮汐锁定行星陆地分布对洋流热量输送的影响
的研究

S13-P-02 钟时杰 科罗拉多大学 利用GRAIL Love数确定月球地幔大尺度弹性结构

S13-P-03S 张程 北京大学 对潮汐锁定行星背阳面冰川厚度的研究

S13-P-04S 乐天昊 北京大学 太阳系外行星宜居性研究

S13-P-05S 吴兆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于MRO卫星数据和MCD模式数据对火星中层大气

温度潮汐波变化和极区温度反转现象的研究
S13-P-06S

高知方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金星硫酸云模拟

S14-P-01 胡海英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

高温高压下碱性长石电导率的实验研究

S14-P-02S 黄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铁方镁石的自旋转变决定着下地幔超级地幔柱的结
构

S14-P-03S 王霏 北京大学 橄榄石在高温高压下含水量的研究

S14-P-04S 徐弥坚 南京大学 利用地震学方法研究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地壳结构

S14-P-05S 黄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大陆东南部地幔转换带结构及其对太平洋滞留
板片中水运移的意义S14-P-07 尚尊洧 铁岭长天机电有限责任

公司
浅谈空心地球的诞生和相关证据

S14-P-08S 黄鹏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西准噶尔成矿带晚古生代花岗岩类岩浆活动及其构
造

S14-P-09 高红芳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南海海盆岩浆底辟作用及其地质意义

S14-P-10S 宗统 中国海洋大学 冲绳海槽岩浆作用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S14-P-11 陈林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青藏高原侧向生长的三维动力学数值模拟

S15-P-01 任江波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大洋中脊热液硫化物热液通道：拆离断层

S15-P-02 任江波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西南印度洋脊热液产物中金属元素地球化学组成及
分布研究

S15-P-03S 陈升 吉林大学/国家海洋局第

二海洋研究所

基于GIS的海底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评价方法研究

S15-P-04S 任梦依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海底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定量预测评价流程方法研究

S15-P-05 章伟艳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西南印度洋合同区典型海底热液硫化物品位特征

S15-P-06 赵宏樵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西南印度洋脊热液产物中金属元素地球化学组成及
分布研究

S15-P-07 王虎 同济大学 西南印度洋洋脊49.6°E热液羽流地球化学特征

S15-P-08S 李丽 中南大学 海洋钴结壳瞬变电磁探测技术研究

S15-P-09 韩沉花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海底多金属硫化物矿的沉积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研
究初探

专题十三（展板） 比较行星学

专题十四（展板） 地球深部过程

专题十五（展板） 现代海底金属成矿及其古今对比



S15-P-10 韩沉花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西南印度洋脊49.6°E热液区热液产物和玄武岩的地

球化学特征
S15-P-11S 李洪林 北京大学 慢速扩张洋中脊热液成矿的洋陆对比及印度洋盆大

地构造（矿产资源）编图研究
S15-P-12S 李瑞雪 中南大学 深海热液硫化物矿瞬变电磁响应三维正演模拟

S15-P-13S 周胜 中南大学 MTEM-08深海拖曳式瞬变电磁系统

S16-P-01 杨睿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神狐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区SH5站位水合物稳定带底

界计算与钻探结果对比分析
S16-P-02S 乔少华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迁移过程中烃类气体的变化及其对天然气水合物气
源判定的影响

S16-P-03 陈端新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碳酸盐岩溶蚀垮塌与东沙运动

S16-P-04S 黄丽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不同储集岩中天然气水合物产气潜力评价

S16-P-05S 张必东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973-4站位高分辨率有孔虫碳氧同位素记录对南海北

部冷泉区甲烷渗漏和古海洋的指示
S16-P-06S 耿明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南海西部中建南盆地麻坑与冲沟研究

S16-P-07S 王钦贤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台湾国姓地区冷泉碳酸盐岩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特征

S16-P-08S 刘颖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苏北浅滩钙结核的特征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S16-P-09 郑国东 中国科学院兰州油气资
源研究中心

南中国海北部海区与天然气水合物相关联沉积物的
硫元素化学种

S16-P-10 邸鹏飞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北部莺歌海岭头岬烃类气体渗漏系统流体活动
特征

S16-P-11 张辉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海底冷泉渗漏系统的分布及其控制因素

S16-P-12 梁帅 广州能源所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和生长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S16-P-13S 胡钰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南海西沙和东沙海底冷泉区生物地球化学反应速率
及CH4和DIC在海底界面通量

S16-P-14S 李牛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南海北部陆坡东沙海域沉积物中甲烷缺氧氧化作用
的地球化学证据

S17-P-01 陆慧敏 九州工业大学 深海观测系统的视频大数据并行处理

S17-P-02 余星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海底岩石地球化学研究中的“大数据”工具 - PetDB

S17-P-03 欧阳威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直接非线性逆散射成像反演方法研究初探

S17-P-04 杨永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太平洋海山声学底质分类研究

S17-P-05 王卷乐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分类与编码研
究

S17-P-06 廖聪云 广东海洋大学 EdgeTech 4100P侧扫声呐系统及海上应用

S17-P-07 祁雅莉 广东海洋大学 SES-2000 Compact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综述

S17-P-08 邬黛黛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综合技术研究

S17-P-09 张文涛 中国科学院 基于光纤激光器的海底地震仪研制

专题十七（展板） 海洋科学研究的新手段：先进技术和大数据管理

专题十六（展板） 海底与海水的物质交换



S17-P-10 于新生 中国海洋大学 深海自主升降式底栖化学通量原位观测站的研究进
展

S17-P-11 俞建成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

电能深海滑翔机研制与南海试验

S18-P-01 赵西西 同济大学 越南北部晚中新世沉积岩层的古地磁结果及其构造
意义

S18-P-02 黄奇瑜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加瓜海脊海洋地质初步研究: 花东海盆或西菲律宾

海?为何于早中新世/晚渐新世呈现大规模下陷

(~2000公尺)
S18-P-03 张翠梅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北部转换陆缘和被动陆缘背景下反转构造对比

S18-P-04 李前裕 同济大学 南海在33Ma前开始扩张的生物地层记录

S18-P-05S 余梦明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花东海盆洋壳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与菲律宾吕
宋岛Isabela蛇绿岩的关系初探

S18-P-06 密文天 内蒙古工业大学矿业学
院

西藏尼玛盆地北部坳陷古近系碎屑锆石LA -ICP-MS
U-Pb年代学及其构造意义

S18-P-07S Bhupati
Neupane

中国科学院大学 青藏高原与尼泊尔喜马拉雅前陆盆地构造演化及其
能源形成重要性意义研究综述

S18-P-08S 陈文煌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海岸山脉南段东—西向剖面利吉混杂岩—泰源残留
弧前层序时空差异：台湾斜向活跃弧陆碰撞弧前盆
地构造与沉积特征

S18-P-09 李亚林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变形与高原生长

S18-P-10 刘本培 中国地质大学 生物向光性与板块旋转探讨

S19-P-01 丘学林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西北部地壳深部结构特征与构造意义

S19-P-02S 宋陶然 同济大学 南海西南次海盆从张裂到漂移的转换

S19-P-03S 谢小玲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海底地震仪在南海东北部地震重定位中的作用

S19-P-04S 尤龙 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越南Song Da带前新生界及莺歌海盆地前新生代基

底特征研究
S19-P-05 徐子英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中沙海台南部断裂发育特征及其构造样式

S19-P-06S Le
BaManh

同济大学 瑞雷面波在南海中央海盆传播的频散特征及其岩石
圈结构反演的初步结果

S19-P-07 吴招才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南海海盆区莫霍面分布特征

S19-P-08 雷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南海北部陆缘大型拆离断层及其对深水盆地发育的
控制

S19-P-09 邱宁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深水区地壳综合地球物理分析

S19-P-10S 陈宏言 中国海洋大学 琼东南盆地构造演化特征分析及其油气勘探意义

S19-P-11S 万奎元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东北部台湾浅滩海域的深部地壳结构

S19-P-12S 曹敬贺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
究所

南海北部珠江口海域滨海断裂带的地震学特征研究

S19-P-13S 高金尉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南海中北部洋陆转换带

专题十九（展板） 南海深部结构与成因

专题十八（展板） 从西太平洋与青藏高原看亚洲的构造演化



S19-P-14S 刘伟男 同济大学 巴拉望—苏禄海地区的深部结构及对南海扩张的影

响

14:00-14:15 黄金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O-11  金星的重力场与地壳厚度

14:15-14:30 李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O-12  火星赤道地区大气水冰云的半年变化的

观测
14:30-14:45 李成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S13-O-13S  2010年土星飓风模拟

14:45-15:00 张曦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S13-O-14  褐矮星的大气动力学

15:00-15:15 闻新宇 北京大学 S13-O-15  使用浅水模式模拟木星大气的大红斑

15:15-15:30

14:00-14:15 黄春菊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0-O-17  全球碳循环与全球变暖

14:15-14:30 吕晓霞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0-O-18  中国近海羟基化类异戊二烯结构四醚膜

脂(OH-GDGTs)的分布及其作为中低纬度边缘海古

气候指标的研究

14:30-14:45 冉莉华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
究所

S10-O-19  南海沉积物捕获器硅藻记录对南海古海

洋环境研究的指示意义
14:45-15:00 刘丽华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
S10-O-20  南海北部陆坡早期成岩作用模拟研究

15:00-15:15 薛建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0-O-21S  泥炭地现代植物叶蜡单体氢同位素的季

节性变化特征及对泥炭沉积记录的启示
15:15-15:30

14:00-14:15 李永祥 南京大学 S18-O-12  磁组构在识别沉积岩磁倾角浅化中的应

用
14:15-14:30 张新昌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S18-O-13S  台湾南部恒春半岛中新世增生楔中垦丁

混杂岩的成因机制及构造意义
14:30-14:45 谌微微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8-O-14S  羌塘地块白垩纪火山岩和红层古地磁学

和年代学新结果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14:45-15:00 郑丹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8-O-15S  利用远震P波接收函数、背景噪声面波

层析成像、双平面波干涉法联合反演青藏高原东北
缘三维S波速度结构

15:00-15:15 安慰 南京大学 S18-O-16S  藏南日喀则弧前盆地再论：物源区变化

和日喀则蛇绿岩的起源
15:15-15:30 王博 南京大学 S18-O-17  大陆边缘演化与增生造山作用

14:00-14:05

专题十八：从西太平洋与青藏高原看亚洲的构造演化(三)   主持人: 赵西西、黄奇瑜

分会场 2  (光大 10)

分会场 1  (光大 8)
专题十三：比较行星学(三)   主持人: 田丰/Adam

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

专题介绍

专题十：海洋碳循环与碳汇：现代过程与地质演变(四)   主持人: 焦念志、张传伦、谢树成

专题十一：深部生物圈：从种类、生理到地球化学功能   主持人: 王风平、张传伦、方家松

分会场 4  (光大 9)

分会场 5  (光大 1)

专题口头报告 14:00-15:30



14:05-14:25 张玉忠 山东大学 S11-O-01  南海深海细菌HSL家族GTSAGmotif亚家

族的一种新型酯酶二聚体化及其催化酯类有机碳降
解的结构基础 (邀请报告)

14:25-14:40 张晓华 中国海洋大学 S11-O-02  典型海域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生物地球

化学意义
14:40-14:55 何莹 上海交通大学 S11-O-03  环境转录组和基因组揭示了来自深海瓜

伊马斯热液环境的烟囱体内存在“加强”了的蛋白代

谢和转录调控Guaymas Basin
14:55-15:10 林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S11-O-04  铁元素循环的微生物调控过程与机制—
—以趋磁细菌为例

15:10-15:25 张更新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S11-O-05  地下深部生物圈特征——以东海超深钻

为例
15:25-15:40 罗海伟 美国佐治亚大学 S11-O-06  海洋不可培养微生物的基因组的进化多

样性研究

14:00-14:20 费英伟 北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卡

耐基研究所

S14-O-07  用高温高压实验模拟了解地球内部成分

与结构 (邀请报告)
14:20-14:35 代立东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
S14-O-08  高温高压下矿物岩石电性和弹性研究的

新进展
14:35-14:50 常琳琳 中国科学院大学 S14-O-09  KAlSi3O8 Hollandite的振动特性和热力学

性质的第一性原理计算

14:50-15:05 夏晗 南京大学 S14-O-10S  从环境噪声互相关中提取三分的PKP震
相

15:05-15:20 黄金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4-O-11  D"层放射性生热对地球热演化影响的数

值模拟
15:20-15:35 刘曦 北京大学 S14-O-12  林伍德石与地幔转换带陡地震波波速剖

面的关系

15:30-15:50

孙枢：会议总结

孙枢、汪品先、丁仲礼、陈骏、王成善、林间、钟时杰：地球系统论坛

优秀学生展板颁奖仪式

茶    歇

分会场 3  (光大 7)
专题十四：地球深部过程(二)   主持人: 刘勉

会议结束 17:00

大会总结 15:50-17:00
主会场 (宴会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