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1 日，以“深地过程与地球宜居性”为主题的香

山科学会议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

南京大学等 20多个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共同探讨

地球深处的科学问题，以及它与地球上万千生命间的关

系。为探讨“深地过程与地球宜居性”未来发展方向和重

点，会议聚焦地球宜居性的深部调控机制，解析地球宜居

环境演变历程，围绕地球深部结构和深部引擎、地球物质

循环与宜居地球、重大地质事件与宜居地球、地球内外系

统的联系机制等 4 大中心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期推动

我国固体地球科学从跟踪前沿向开拓前沿的跨越式发

展，力争为国家“深地”战略提供科学支撑。

香山会议上的“深地”话题

受探测技术手段的限制，“深地”仍是

一个巨大的谜团。一切对于矿产能源的技

术应用，仅限于地壳一层。一个更形象地

比喻是：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鸡蛋的话，

万米深钻连鸡蛋皮都没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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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地”时常空降惊喜：

一座巴西火山喷发，“吐出”成堆钻石，研究发

现，钻石来自地幔；

一块地球同时期的陨石“露富”，有研究预测，地

核中存储了超过全球储量 99%的黄金；

……

相比宝藏，更令科学家心醉的是地球内部有它

宜居的秘密，这将成为征服宇宙的起点。

随着科技实力的大幅跃升，探秘地心的计划正

在变成事实。各国雄心勃勃，世界主要大国均对“深

地”探测与地球宜居性的研究给予高度重视。

中国的地球科学家们也正在推进“深地”科学研

究，他们通过对地幔、地幔过渡带、核幔边界甚至更深

的地核研究，来深度解析地球，研究地球如何通过几

十亿年的演变变得宜居。他们认为，只有懂得地球内

部发生了什么，才能在地外空间寻找到宜居星球。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
“海水”，地球是个“双子座”

明丽的蓝色，不慌不忙地旋转……宇航员眼里，

地球宁静瑰丽；

沉稳山峦、斑斓静秋、广袤大地、无垠大海……

地表居住者眼里，地球固若金汤、沉稳矫健；

俯冲、跳变、喷薄、粘滞……在深地研究者眼里，

地球简直是名“跑酷”选手，它的运动形态不仅多样，

还极具变化。

哪个是最真实的地球？地球其实是个“双子

座”，表面的沉稳是“假象”。

“它的动是与生俱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徐义刚研究员说，

地球自形成之始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逐渐从相对

均一、炽热的行星演变成具有良好层圈结构、生机勃

勃的宜居星球，其根源在于拥有活跃的地球内部。

“地球如果不动，它就死掉了。”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李忠海说得更直接。

地球的动，带来了活力，带来了四季分明，但地

球的动远不止带来了“风、花、雪、月”，在地表之下，

地幔、地核的运动才是地球生机盎然的源泉。

最初的地球、火星、金星十分相似，到了40亿年—

35亿年前它们开始分道扬镳：

金星发生了失控的温室效应，它的表面温度高

达 470摄氏度；

火星发生了失控的冰室效应，表面平均温度零

下 55摄氏度，大气密度相当于地球的 1%；

而地球，最终拥有了充足的含氧大气，和生物接

受范围内的相对恒定的表面温度。

地球发生了哪些变化？徐义刚举了个例子，在

大约二三千万年前，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

2000ppm 下降到 500ppm（人类在二氧化碳浓度为

1000ppm时开始感觉困倦）。

“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下，温室气体的大量减少本

应导致全球温度的下降，但事实上那时全球的温度

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徐义刚说。

“自相矛盾”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例如，现在

普遍认为地球上的氧气是由海洋微生物释放而来，但

从30亿年前海洋中已经有蓝细菌和产氧的光合作用，

而大约25亿年前地球大气才开始出现可观的氧气。

“地球表层系统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难以回

答多个矛盾事实出现的原因。”徐义刚说，“探究未解

之谜，我们不能忽略地球深部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元

素储库！”

储存、运转、释放、运转、再储存。地球内部在“跑

酷”！跟着一起的，还有各种生命重要元素发生着流

转。或许，上述没有带走热量的二氧化碳转向了地球

内部，而地球本身的反应维系了整个温度的平衡。

“‘深地’与浅表的联动
机制正成为新的学科制高
点，各国竞相布局，均在争取
率先突破”

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地球内部碳、氢、氧、氮等

生命元素的动力学过程，深刻参与了整个地球生命

的循环。

“‘深地’与浅表的联动机制正成为新的学科

制高点，各国竞相布局，均在争取率先突破。”徐义

刚说。

2016 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和美国地质学会

联合发表的《21世纪的大地构造：一个宜居行星的动

力学》白皮书中指出，“深地”过程及其与生物圈和大

气圈的相互作用在维持地球宜居性方面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

美国 Sloan 基金会和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

也先后启动了“深部碳观测”全球重大研究计划和

“挥发份、地球动力学和固体地球控制宜居地球”重

大研究计划。

在美国研究理事会发布的咨询报告中，早期地

球和地球内部动力及其与浅部的联系被列为重点关

注方向。

全球起跑，中国也不甘落后——

2009年，国土资源部组织实施的《地球深部探测

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地球深

部探测的“入地”计划拉开序幕；

2016年，科技部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

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从资源勘探的角度提出深地

探索目标，并在完成过程中发展了移动平台地球物

理探测技术装备等；

不久前，在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联合开展的“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

（2021—2035）”框架下，“深地科学前沿科学发展问

题战略研究”（2021—2035）获批立项，研究将促进

地球科学与生物、大气、行星学等多学科的深度融

合，启迪创新科学思想，孕育新的学科生长点，推动

我国固体地球科学从跟踪前沿向开拓前沿的跨越

式发展。

此外，科技创新 2030国家深地探测重大专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深地重大研究计划也正在积极部

署和组织相关论证工作。

除了钻孔，科学家还有
很多间接方法推算地球运动
规律和物质循环路径

英国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在他的短篇作品

《地心烈焰》中，描述了一种生活在“深地”的智慧生

物，它们是压缩态的高密度生命，可以在白热的岩石

间穿行。

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更是把地心世界描

绘地栩栩如生、惊心动魄，并刻画了一条现实中并不

存在的直达地心的通道。

走向“深地”，小说家发挥想象，想尽各种遁地方

案。现实中，和深海探测以及深空探测不同，研究者

们无法通过潜艇或者飞船触达，又该如何研究？

我国科学家们曾提出大胆设想：在中国钻若干

口超过万米的特深钻孔。这将使我国的地球科学研

究水平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有很多间接的方法推算

出地球的运动规律和物质循环路径。

“地球要运动，谁推着它？”李忠海说，如果它内

部没有一点密度差异，不存在“东重西轻”或“头重脚

轻”的情况，那它是不会动的。

地球内部的运动就像有千万个“跷跷板”。这些

“跷跷板”的不平衡给地球动力，而跷跷板的动力是

因为地球内部各圈层之间特性不同、均匀性不同、万

有引力不同。

李忠海解释说，如果地球流变强度非常强（“跷

跷板”锈住了），转动的应力导致变形很慢，那么地表

的板块运动基本上不动，没有新陈代谢，某种意义上

说也可以理解为“死”了。

如果流变强度非常弱，地球像个“散黄蛋”，那意

味着地球在固定的驱动力下变形非常快，俯冲板块

呼呼地从地表下去，下地幔也很快跑上来，这样的地

球可能也不会变成现在宜居的状态。

自上而下的岩石圈板片俯冲和自下而上的地幔

柱运动贯穿和影响着整个地幔的各个圈层，这些运

动之间的平衡和规律值得探究。

“峨眉山、夏威夷、冰岛……都是公认的大地幔

柱，它们很像从地幔延伸出来的‘直梯’，它们曾经或

者正在进行的喷发，会把‘深地’的信息带上来。”南

京大学教授李高军表示，人们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岩

石的采集分析，能够对深部圈层相互作用的构造过

程和动力学机制有所认识。此外，人们还利用地震

波的探测，来“倾听”来自地下的“动静”。

“最佳论文”引争议，了
解“深地”需要更多探测手段

“做地球研究太复杂了，各个层圈都要涉及。目

前掌握的方法和手段仍旧很有限。”徐义刚说，走进

“深地”迫切需要技术创新。

我国科学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较领先的进展。

例如金属稳定同位素示踪的方法，让追踪地球深部

“跑动”痕迹逐步可视化。

“我国科学家率先开创镁—锌同位素示踪技

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李

曙光说，由于发现海底沉积的碳酸盐岩与地幔岩石

存在着巨大的镁同位素差异，2012年，团队率先提出

利用镁同位素揭示地球深部储存的沉积碳酸盐岩。

2017年，利用镁同位素示踪技术，李曙光团队发

现中国东部上地幔是一巨大的再循环碳库。

“我们发现了我国东部地区出现了镁同位素异

常现象，异常区域恰好与地震层析成像所揭示的西

太平洋板块向中国东部大陆下俯冲，在地幔过渡带

滞留的俯冲板片分布区完全重合。”李曙光说。

轻镁（一种异常的镁元素形态，与碳结合能形成

碳酸镁等物质）“高亮”指示出的一块地幔犹如拼图，

正好与更深层的地幔俯冲边缘围构成的范围吻合。

正所谓“雁过留痕”。团队推测二氧化碳会溶解

于海水，并以碳酸盐形式沉积于海底，板块的俯冲把

海底的沉积碳酸盐带入进入地幔。

如果这是一种模式，那么，将为“原始地球大气

的大量 CO2去哪儿了”“地球走向宜居的减碳和增氧

是怎么做到的”等问题给出线索，并可能由此找到改

造火星大气的方法。

更现实的意义在于，“我们提出监测中国东部休

眠火山（如长白山，五大连池等）和郯庐断裂带的现

代二氧化碳排放量。”李曙光说，碳储库在底下，一旦

火山爆发将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将对温室气体含

量和气候产生较大影响。

相 关 研 究 发 表 在《国 家 科 学 评 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上，并获得了该期刊评选的 2019 年

度最佳论文奖。

这一论文随后却受到来自学界的挑战，有人认

为可能是“扩散”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原有尖

晶石（主要成分为镁铝氧化物）再结晶的结果。

科学探索总是在争论中越辩越明。“我们欢迎这样

的讨论，推动更进一步的研究。”李曙光说，近期团队又

补做了很多实验，例如通过锌的示踪发现，如果是“扩

散说”，那么锌镁应该同步扩散，但研究显示并非如此。

受探测技术手段的限制，如果人类对深空、深海

略知一二的话，那么“深地”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一切对于矿产能源的技术应用，仅限于地壳一层。

一个更形象地比喻是：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鸡蛋的

话，万米深钻连鸡蛋皮都没钻破！

学者们也在逐步探索用模拟的手段替代“亲临

深地”的研究。

就在不久前，一个更让人惊奇的研究发表。北京高

压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通过高压化学研究发现，在

180万米的地下，会发生与地表完全“逆向”的化学反应。

当人类拼命在地表寻找制备氢气的方法时，地下180万

米的环境，却能够让水主动释放氢气，留下的氧负离子则

进一步氧化氧化物（例如使氧化铁变成过氧化铁）。

“需要更强的技术创新，给地球科学家得心应手

的手段。”徐义刚呼吁，对深地过程与地球宜居性的

研究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多学科的深度融合，启迪创

新科学思想，孕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在“深地”领域凝

聚我国的核心科学研究力量，为国家“深地”和“深

空”战略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火星变地球火星变地球，，
解锁地球宜居之谜是关键解锁地球宜居之谜是关键

“天问一号”探测器正在奔向火星的路上。人们对这一壮举充满期盼——迈向火星，人

类将努力把它改造为宜居家园。

天文学家认为，行星的宜居性取决于它与恒星之间的距离。

但金星、火星和地球同样位于太阳系宜居带，为什么只有地球生机勃勃？

地球科学家认为，地球成为太阳系唯一有生命的星球，原因在于它的“内秀”。

挺进“深地”，探究地球演变机理，找到宜居的秘密，才能将地外行星收入囊中。

气候变暖是大趋势还是小迂回？

沈树忠（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百年来，地球快速变暖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

态系统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但由于人类观察尺度有限，

无法判断当今全球变暖是一个长期变化趋势还是晚新生

代以来持续变冷过程中的一次短暂迂回。

地球现代海、陆生态系统形成以来已有 4亿多年，在

此期间发生了多次极热和极冷气候变化事件，并导致当

时全球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剧变，这些极端气候发生

的原因以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理解当今地球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的“天然窗口”。通过重建高精度海陆生物

多样性、再现环境变化速率和过程，结合现代地球系统进

行定量化模拟等方法将揭开极端气候与生态系统演变之

间关系的“窗纱”。

地磁倒转、漂移，动力来自哪？

潘永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地磁场屏蔽了大量太阳风粒子和宇宙

射线，影响着地表生物（蝙蝠、信鸽等）的习性，地磁场也

与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如在全球定位导航、地球物理

探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地磁场又是极具变化的，存在地磁倒转、超静磁期、

地磁漂移、地磁突变等现象。它为什么变化？变化的驱

动力来自哪里？人类都无从解答。

回答这些科学问题依赖于观测仪器、技术方法和理

论的发展。目前高分辨率磁力仪的研制、地磁观测卫星

计划、计算和数值模拟方法的进步等为探究上述问题提

供了机遇。今后应结合实验、观测和数值模拟，融合地磁

学、地震学、矿物物理学、地球化学、磁流体力学、计算技

术等学科手段，研究地磁场起源、变化及其深部动力学信

息和浅表环境效应等问题。

雪球事件始末与幕后推手

朱茂炎（国家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雪球事件是指发生在前寒武

纪的多次超级寒冷气候事件。雪球事件导致赤道附近海

陆在内的地球表面完全或者几乎完全被冰覆盖。雪球事

件的研究是近 20 年来地球科学最活跃和最具代表性的

前沿交叉研究领域。

尽管雪球事件得到大量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

学和同位素年代学证据的支持，以及多种气候模型的论

证，但是我们对雪球事件的发生过程和发生机制还有许

多未解之谜。例如：是什么触发了雪球事件的发生和结

束？不同雪球事件的触发和结束机制是否一致？尽管有

假说认为，银河系星爆引起的星云冬天可能引起地球雪

球事件的发生，但是这一假说的论证目前还难以下手。

我们认为，“低纬度超大陆”是雪球事件发生的前提，地球

内部过程与雪球事件存在关联性，例如，超大陆裂解和聚

合有关的火山活动触发新元古代两次雪球事件起始和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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