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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 １３１１＂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１ ｓｅｔ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１ ｓｅ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ｎ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０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３． Ｉｔ ｉ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ｌ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ｎ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ｃｉｔ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ｔｅａｍ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ｅｒａ；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ＤＤ２０１６０２４７）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ｏｎ Ｊｕｌｙ １７， １９６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ｒｅｇｉ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ｇｈ７３１７＠ １６３．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０４⁃０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１０⁃１０；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９

国际地学计划 ＩＧＣＰ － ６４９ 项目第四次工作会议
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成功举办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 １６ 日，ＩＧＣＰ － ６４９ 项目第四次研讨会

石和其他超高压矿物成因，包括这些矿物来自何处、如何进

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成功召开，会议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专

入到地幔橄榄岩和豆荚状铬铁矿中并最终保留在蛇绿岩中

题讨论，并对澳大利亚东海域法属小岛新喀里多尼亚的全球

的整个过程；其余专家分别展示了近些年在蛇绿岩、铬铁矿

典型弧前蛇绿岩进行了为期 ８ 天的野外考察。 本次研讨会
由杨经绥院士主持的 ＩＧＣＰ－６４９ 项目和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 教

授所在的昆士兰大学地球科学学院联合举办。 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 教
授作为东道主为本次会议致辞，杨经绥院士作为 ＩＧＣＰ － ６４９
项目的牵头负责人，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来自

和超高压变质作用方面的研究进展，其中包括俄罗斯乌拉尔
蛇绿岩带、土耳其蛇绿岩和铬铁矿、中国蛇绿岩和铬铁矿、以
及超高压变质带等最新研究进展。 现场讨论气氛热烈，大家
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共同促进。
最后，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 教授对整个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将要

中国、澳大利亚、新喀里多尼亚、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近 ７０

开展野外工作的新喀里多尼亚的综合地质概况，尤其是其中

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 教授和来自新喀里多尼亚大学的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Ｃｌｕｚｅｌ

细的介绍，为大家会后的野外地质考察和充分理解这些地质

名科学 家 参 加 了 此 次 会 议 讨 论。 会 后 考 察 由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教授组织并全程作详细讲解。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 大洋地幔橄榄岩－铬铁矿中的

蛇绿岩及增生弧形成演化问题，沿着时间脉络给大家做了详
现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喀里多尼亚（ Ｎｅｗ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 岛分布在澳大利亚昆士

金刚石和深地幔再循环的全球蛇绿岩记录” ，杨经绥院士在

兰州以东约 １２００ ｋｍ 的西南太平洋之中。 地质上，新喀里多

硕成果以及当前面临的科学问题。 首先将 ＩＧＣＰ－６４９ 的项目

并向东漂移，大约在 ５５Ｍａ 之前到达目前的位置。 新生代期

会议主题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本项目开展以来所取得的丰
属性、研究目标和研究计划等对参会人员进行了简要地介
绍，随后对世界典型蛇绿岩带及铬铁矿中发现的特殊矿物如
金刚石等对深地幔循环的启示作了详细的报告，报告指出这
种新的蛇绿岩型金刚石不同于金伯利岩和超高压变质带中
的金刚石，可能形成于不同的物化条件，此外一些呈斯石英
假象的柯石英、高压相铬铁矿和青松矿等压力指示矿物的发
现，指示蛇绿岩铬铁矿形成深度＞１５０－３００ ｋｍ 或者更深的地

尼亚被认为是在 ８５ Ｍａ 之前开始从澳大利亚大陆分离出去，
间，它经历了一系列的构造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构造事件是
来自大洋橄榄岩的仰冲事件到晚始新世，几乎整个新喀里多

尼亚岛被仰冲的约 ２０００ ｍ 厚的橄榄岩（ 蛇纹岩） 片所覆盖。
在这之后，由于剥蚀作用，橄榄岩（ 蛇纹岩） 的面积逐渐减少，
但至今仍覆盖整个岛约三分之一的面积（ 约 ５５００ ｋｍ２ ） 。 因
此新喀里多尼亚是古太平洋俯冲带露头保存最完好的地区
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超基性岩和典型的仰冲蛇绿

幔。 杨经绥院士及其团队通过矿物学、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等

岩和弧前蛇绿岩实例之一，是全球蛇绿岩研究专家开展相关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建立了科学系统的模式来解释这些金刚

研究的最佳天然实验室之一。

（ 下转第 １５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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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ａｎｌｕ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 ｉｎ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Ｋｏｒ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ｒａｃｋｅｄ ｉｎ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Ｊｉａｏｌｉａｏ ｐｌ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 Ｇｕｓｈ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

Ｔａｎｌｕ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Ｎｏ．

２０１６ＺＸ０５０２４⁃００３）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ＹＥ Ｔａｏ， ｍａ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Ｅｍａｉｌ：

Ｔａｏ＿ｙ２０１２＠ １６３．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２０１７⁃１０⁃１１；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６

（ 上接第 １４４６ 页）

橄榄岩和铬铁矿及其伴生矿物的成因研究，探讨大洋岩石圈

新喀里多尼亚蛇绿岩主要呈两个巨大的推覆体产出：

地幔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以及壳幔物质深部再循环的地球前

（１） Ｐｏｙａ ｔｅｒｒａｎｅ，主要由辉绿岩和枕状玄武岩组成，并被晚白

沿热点问题，自 ２０１５ 年起，ＩＧＣＰ － ６４９ 项目组已分别于中国

里多尼亚橄榄岩推覆体） ，主要出露于该岛的南部地区。 野

内蛇绿岩的大型野外考察及学术研讨会，探讨全球地幔组成

垩世硅质页岩覆盖；（２） Ｎｅｗ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 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 Ｎａｐｐｅ（ 新喀

青海、塞浦路斯、古巴和新喀里多尼亚组织了 ４ 次全球范围

外考察期间，对该蛇绿岩以及相关的玻安岩、铬铁矿、枕状玄

及其动力学相关的重要科学问题，为多个国家不同年龄段的

武岩及辉长岩等进行了详细的野外观察。 本次野外考察的

地质学者建立了合作研究的平台。

组织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了学习和认识全球典型蛇绿岩带的
难得机遇，深受与会者好评。

国际地学计划 ＩＧＣＰ － ６４９ 项目“ 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

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ＮＩＵ Ｘｉａｏｌｕ， Ｆ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ｙｉｎｇ： Ｔｈｅ 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 ｏｆ ＩＧＣＰ － ６４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ＩＵＧＳ） 共 同 发 起 资 助 的 国 际 地 质 科 学 计 划 （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 该项目主要研究全球范围内不同造山带中蛇绿岩地幔

新喀里多尼亚野外考察

（ 牛晓露，冯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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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