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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 纵论海洋
要要
要访金翔龙院士

金翔龙袁 1934 生袁 1956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遥

1957要1985 年在 中 国科 学 院 海 洋 研 究 所 工 作 袁
1985 年至今在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遥
199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遥 现任国家海洋局
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袁 国家海洋局海底科学重
点实验室名誉主任袁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尧 中
国地质大学及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遥 主要研究方

向院 海底构造与海洋地球物理遥 1980 年以来发表
论文 80 余篇袁 1990 年以来出版专著 3 部遥 曾获中
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尧 二等奖及自然科学二
等奖各一项袁 国家海洋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尧
二等奖一项遥

采访时间：2007 年 4 月 11 日
采访地点：国家海洋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杭州
采 访 人：吴厚松袁叶海相油气地质曳编辑袁以下简称野编冶
被采访人：金翔龙袁中国工程院院士尧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袁以下简称野金冶

金院士您好浴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给我

但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些海洋上的勘探工作，所以与

这个采访机会遥 您很早就从事我国海洋地质地球物

海洋上的油气工作有些关系,在早期还是很深的，

理勘探和边缘海地质方面的研究袁 今天很想了解您

现在我就简单说说这个过程。

在这方面的一些经历和关于海洋的认识袁 所以话题
可以广一点袁 不必太局限在油气和海相方面遥

1

中国海洋勘探的早期历程

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你们这个期刊

我们国家搞海洋上的石油，应该说是从

叫 “海相油气地质”，很有意思。我国较早的时候

1958、1959 年萌发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石油

首先是到海相地层里去找油的，后来转向陆相，并

供应很困难，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汽车上都背了个大

取得了辉煌成绩。现在大家又开始重视海相地层油

气包，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那样，这对我的触动很

气资源，这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大。茅盾写过一个象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中华民族

我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在海洋权益与安全方面，

坚强不屈的 《白杨礼赞》，白杨挺拔直立，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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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毅力的象征。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受这种白

得中国搞海洋石油，尤其是早期的勘探，除了现在

杨精神的鼓舞，我们那一代从事地质勘探的科技

大家熟知的一些人物以外，还有几个重要人物，鲍

人员都充满激情，要为祖国的石油事业作出贡献。

光宏就是其中的一位。要讲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史的

那时候国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 “大闹东方”，因为

话，我们不能不提到鲍光宏，他可以算得上是先驱

当时要从西部把油运输过来相当困难。正好 1958

者之一。

年开始，全国有个海洋普查，因为我们国家在解

最早开始海洋勘探，我们当时用的是军舰。地

放前对海洋应该说是基本上没做什么工作，所以

震仪是从西安石油仪器厂拿来的，是 “51 型”地

当时决定要搞一次全国的海洋普查。现在回过头

震仪，也是中国生产的第一台地震仪，那台仪器的

来看，那次普查是很粗糙的，但当时对中国来讲

质量确实是相当好的，那是 1959 年他们厂作为大

是第一步，这个起步已经不容易了。渤海、黄海、

跃进的产品在北京展览馆展出的展品。当时的海上

东海、南海都要查，我当时就参加了这个项目。

工作很不好做，翁老原来是想让林沛铭来的，但他

普查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海底这一块是个重

说没时间，后来就让鲍光宏来和我合作。鲍光宏出

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就是地质。其他什么项目都

了很多主意，他说这样，我们就用军用被覆线，把

有，包括海底地形测量、海底沉积物分析研究等

检波器编起来，作为拖曳电缆，再用检波器接收。

等，但一开始就是没有海底矿产这个项目，因为

其实，在水里面应该用水听器，不应该用检波器，

我们国家刚开始搞，这方面一共没几个人。当时

水听器和检波器两者的接收原理是不相同的。现在

我就讲，这样搞可不行，我们还得搞矿产。这矿

海洋上用的全是水听器，但那时候我们没有水听器

产么，根据对国外了解的大致情况，认为主要是

这个东西，所以就只好用检波器代替了。弄根竹

石油。那时我们在渤海、北黄海这一带，特别是

子，锯下那么一段，把检波器放到里面，接上线，

沿岸的潮间带附近看到有很多沥青状的物质漂浮

灌上沥青，然后再扔到海里面去。为了防止竹筒掉

过来，在那海岸边的沙滩等地方滞留下来，到处

入海底，在上面还吊了一个网兜，网兜里面再放一

都有。那时我们的想法嘛很单纯，可能是海底石

个当时的篮球内胆 （现在的篮球基本不用内胆了）。

油，但现在想未必是，污染也可造成的么，所以

爆炸的震源是炸药，每个震源 5 千克，用油布裹起

那个时候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当时我们就向中央

来，因为那时候还没什么塑料，油布是用普通的棉

打报告，希望在全国海洋普查中增加一个关于海

布在桐油里浸泡而成的。炸药包上再吊上气球，一

底石油普查的工作。嗨！这个报告还挺管用，同

大堆气球，再 “噌”地扔到海里。早期在海上施工

意了。虽然是同意了，可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

的条件与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当时从山东

一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怎么个

龙口到北戴河做了我国海上的第一条测线 （
龙口—

搞法；第二个是我们什么装备也没有，当时国外对

秦皇岛剖面），这一测线为中国海洋油气勘探开了

我们实行封锁嘛，海洋上勘探的这些设备也进不来

一个头，打了一个基础，也训练了一批人。这条剖

呀；第三，根本没有船只，怎么开展工作？但既然

面应该算是几个部门联合做的，主要是科学院和石

中央同意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就开动了脑筋。当

油部，地质部也派了人，算是一个联合勘探吧。

时我找到了翁文波，原来石油科学研究院的副院

1959 年做完这条剖面后，这个联合体也就解散了。

长。这位老先生很不错，他去找了几个人，一个是
林沛铭，还有一个是鲍光宏。鲍光宏是后来和我们
一起身体力行下海合作的，再后来石油部下海搞勘

参加这次施工的主要人员是哪几位钥
科学院除了我们 （青岛）海洋所外，地

探也是他起的头。他虽是康世恩部长的顾问之一，

球物理所也有人参加，是李白基，地质部参加的是

但上世纪 60 年代之后他就脱离了石油部门。我觉

王先彰；石油部的代表就是前面说过的鲍光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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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物很重要，没有他，我们当时还玩不转，我们

之后，地质部在渤海也下了海。那时称为地质部第

应该提一提他，让大家对海洋勘探之初的一些事情

五物探大队，队长范德高，总工黄绪德。后来改名

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为渤海大队， “
文革”中迁到了上海，在上海成立

这个 联 合 勘探 的 事前 后 共 经 历 了 多 少
时间钥

了 “一海” （地质部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在东
海开展工作。现在他们已划归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这支队伍确实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在

我们这 个联合 勘 探 是 1958 年 筹 备的，

1959 年做这条剖面，做了大概两三个月吧，到九、
十月份就彻底做完了。

联合勘探解体之后，鲍光宏回到了石油部，当
时石油部就在想要上海洋的石油项目，他问我怎么
弄，我当时建议他去海南岛西南部的莺歌海。后来

渤海、黄海和东海的油气勘探累建奇功，在中国海
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在渤海跟
我一起干的有个赵金海，很能干，刚从学校毕业就
参加第五物探大队工作，到上海后更显示出他的能
力，东海的好些钻井都是他定的。
到了 1966 年，石油部在莺歌海继续工作的同

石油部首先下海的地方是在莺歌海，鲍光宏也可以

时，也准备下渤海，那时候他们在大港、胜利等地

算是石油部下海第一人。全国海洋普查时，我从南

摸得差不多了，出了油气，所以认定渤海肯定有

到北整个跑了一遍，在南部，包括海口、汕头、广

油。大港的老总黄佩智让我去了河北保定北边的徐

州，还建了三个工作站。那时候我就住在南海舰

水那个地方谈了两天。当时石油部门搞海洋的除了

队，整天收集有关南海的资料，注意到了一个现

鲍光宏，就是他了。石油部下渤海也是用了我们的

象，就是越南的北部有条红河，那里有一条大的断

仪器设备，我们去了一条船，然后把整套的地震设

裂 （红河断裂），当时我认为这条断裂可能向东南

备拉过去，还弄了重力仪过去，海底重力仪。重力

延伸，也许最后切过海南岛的西南部，在岛的边上

仪有两台，一台是苏联生产的，一台是我国西安生

切了过去。当时在莺歌海出了很多油苗，我觉得这

产的，两台都拿了过去，包括操作员也过去了。

可能是由于断裂切割破坏后从下面上来的。现在北
部湾产出的主要是气，而不是油，但当时大家没有
气的概念，只有油的概念，当时的认识跟现在都不
太一样，很幼稚。那时我建议鲍光宏去莺歌海，主

那时候有磁力仪吗钥
没有，那时主要是地震和重力。这样，石
油部门在渤海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

要是依据对这些油苗的认识。后来石油部就在那里

所以回想起来，每个时期要开展一些工作，肯

下海了，石油部最早下海的地方不是在渤海，而是

定会有一批人。就海洋勘探来说，鲍光宏、刘光

在莺歌海。这事由鲍光宏一手组织、一手策划，所

鼎、黄佩智、赵金海等都是重要人物。刘光鼎后来

以鲍光宏是石油部最先下海的先驱。而且这个人干

从地质学院出来，从事地矿系统海洋勘探方面的组

起活来非常敬业！

织工作，整个地矿系统海洋工作都是他在组织，是

后来到 60 年代，地质部黄绪德和地质学院的

刘光鼎他们提出来要搞渤海的石油，他们就是想在

我国海洋石油勘探方面历史性的重要人物。
60 年代我们通过地震探测，提出南黄海两凹

我们原来那个基础上去搞。但他们还没有设备，于

一隆的认识。 “
文革”初期我们基本没开展具体工

是就把我们的设备、骨干人员统统借调了过去，是

作。 “文革”后期，对北黄海和东海做了一些勘

以科委的名义组织的。那个基地在塘沽，我也过去

探，那时已经有海洋磁力仪了，取得了一些成果，

了，我带了几个队过去，地震队、重力队等。在那

但属于比较初步的成果。我在北黄海划出两个北东

之前，全国还只有我们海洋研究所在搞海洋，其他

向的小盆地；把东海的基底埋深分布粗粗地圈了出

部门都还没有开展。这样，继石油部在莺歌海下海

来，也就是把沉积厚度分布画出来了，不过那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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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磁做的，所以只能说是磁性基底，地震也用

极地等冻土带有少量存在以外，主要大量存在于水

了，但只是做了一些点，起到控制作用。应该说对

深大于 300 米的海底浅部地层中。从上世纪 70 年

东海勘探，上海的 “一海”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

代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大西洋布莱克海台发现海底水

的基础性工作。我在东海做的那个工作是普查性质

合物以来，人们对它越来越关注并不断加强研究力

的，非常粗糙，是初步的，只是比 “一海”他们做

度。90 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德国、韩

在前面了一些。到此为止，我后来就再没有从事石

国等，已先后实施了水合物专项调查和研究计划；

油勘探的事了。

2002 年，我国也正式启动了 “我国海域天然气水

此前我一直认为您和石油是有些距离的袁
只把您和海洋联系起来袁 没有把您和石油联系起
来遥 现在听您前后这么一说袁 看来您还是从石油开
始的袁 而且倾注了大量心血浴
对，我确实是从勘探石油开始的，所以
我在前面说了，我与石油，尤其是与海洋石油的关

合物资源调查与评价”国家专项。根据目前的研究

结果，世界海洋中存在的水合物最大资源量可达
1014 吨 （油当量）这样一个数量级，相当于传统上

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碳储量总和的 2

倍左右，被认为是 21 世纪的可替代能源。这个资

源量的数据确实非常诱人，前景一定是乐观的。我
国海域的水合物主要在南海和东海。

系还是很深的。但做完东海以后，我认为自己在石

下面谈谈黑色大洋。

油方面的作用已经完成了，我的主要作用是把中国

在很多人看来，大海里的资源不外乎有点鱼，

海洋石油勘探这件事推动了起来，但我们不是主力

有点咸水；一讲海洋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蔚蓝

军，对这个自己必须要有个正确的定位，主力军

的大海，或称蓝色大洋。但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概

嘛，还是靠石油部、地矿部。

念。海洋说起来应该是三个组成部分，即岩石圈、
水圈及生物圈。把它比作一杯茶，那么这只杯子就

2

水合物及黑色大洋
您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一直投身于

海洋研究袁 现仍在努力探索袁 对于海洋一定会有比
较多的认识袁 是否可以再给我们讲一些关于海洋及
其与能源相关的内容钥
对这个问题我主要想讲两个方面，一个
是水合物，另一个是黑色大洋。
水合物，它是一个 “家族”，不同的气体在一
定的条件下 （
主要是温度和压力）与水分子结合形
成晶状物质，可构成不同的水合物，如二氧化碳、

是岩石圈，里面的水就是水圈，而其中的茶叶则是
生物圈。这里的水圈和生物圈构成了我们传统上所
认识的蓝色大洋。近十多年来，科学家们发现在这
个蓝色大洋之下还存在着一个大洋，叫海底大洋，
其中没有光线，而且还有黑色流体在流动，所以又
称之为 “黑色大洋”。黑色大洋中流动着成分比较
复杂的高温流体，其中不完全是水，还有甲烷、硫
化氢等气体，还有其他各种矿物质。这些流体的活
动范围延伸到海底之下约 7000 米的深度，比它上

面的蓝色大洋 （平均水深 4000 米）的深度还要大。
在海底发育着一些 “烟囱”构造，分为 “黑烟

氯气等，都能与水结合形成水合物，分别称二氧化

囱”和 “白烟囱”。黑色大洋中的流体通过烟囱构

碳水合物和氯气水合物。现在要讲的水合物，是指

造流向蓝色大洋。黑色流体一般源于黑色大洋深

天然气水合物，它是由天然气，而且主要是甲烷，

处，温度较高，它从黑烟囱中流出，流速也较大，

与水分子相结合所形成的，所以一般又称其为甲烷

像是喷出来的，形成热液喷泉，它在蓝色大洋底部

水合物。由于它的形态像冰一样，又能像固体酒精

的出口，称热液喷口。在这些热液喷口，最高温度

一样点燃，所以又俗称可燃冰。目前一般所称的水
合物就是指这种可燃冰或天然气水合物，它除了在

可达 400益，那里的水深可达几千米，所以压力也

很大，但居然仍有生物在活动，包括鳗鱼、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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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虫等，最多的还是细菌。初步研究表明，这些细

之间可能会有联系。黑色大洋中的甲烷含量也没人

菌属于古菌，能够依靠化学合成作用分解硫化氢等

作过估算，现在也还不太好估算，因为我们对它的

无机物获得能量,并将无机碳转化为有机的碳水化

认识才刚刚开始，还很肤浅。随着研究的深入，在

合物而生存。这些生物及细菌，在没有光合作用的

这方面做些工作，我想还是有价值的，这对我们更

条件下生存，又能够抗高温、高压和强酸等，研究

加正确地评价水合物也会有帮助。

它们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给人类展示了
深海基因工程的诱人前景。这些深海生物在如此的
高温高压环境下生存、活动，说明它们具备一些独
特基因。热液中硫化物含量较高，硫化物矿床是热
液喷口的典型特征。黑色流体中也含有甲烷，应该
说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非生物性的，也许来自于地

嗯袁 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研究袁
希望科学家们能投入更多的智慧去探索那黑暗世界
的奥秘遥 您在前面说了袁 自从做完东海基底以后就
离开石油勘探这个事情了袁 那么您后来主要从事哪
些工作钥

球深部，这就涉及到幔源问题。可是到现在为止还

石油这个事结束后，那时我还在科学院青

没有看到有一个大型的非生物成因的油气田，不知

岛海洋研究所，向计委申请了经费，然后去上海造

什么原因。是我们还没找着呢？还是它根本成不了

了一条船，并从美国引进了一整套的仪器装备，包

矿？现在不知道。

括卫星定位、计算机处理、漂浮电缆、气枪等等，

从海底流出的低温流体，流速较缓，属溢流性

实行三级计算机管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海洋

质，称为冷泉。在冷泉周围分布有大量生物，如菌

上，这个过程大概有两三年时间。这是 “文革”彻

席、蠕虫类、双壳类等。有一种与冷泉伴生的沉积

底结束以后的事，然后还训练了一批人。这套系统

产物是自生碳酸盐岩，它在冷泉出口普遍存在，并

建立起来以后，我主要从事大陆架研究和海洋划界

以岩隆、岩丘、结核、结壳、烟囱等形态产出。

的基础工作。

2005 年中德科学家对南海进行综合地质考察，发

现了面积约 430 平方千米的巨型自生碳酸盐岩，被
。
命名为 “
九龙礁”

所以现在对大洋的总体看法是，上面覆盖着一
个大家熟知的蓝色大洋；在蓝色大洋之下存在一个
黑色大洋，那里是黑暗的，流动着流体；在两个大
洋之间发育着烟囱通道，黑色大洋深处高温的流体
通过烟囱向蓝色大洋喷出，形成热液矿物。
您刚才介绍了天然气水合物和黑色大洋这
两个方面袁 开拓了我们的视野遥 黑色大洋中有黑色
流体向上喷出袁 流体中含有甲烷曰 在黑色大洋与蓝
色大洋的过渡带存在资源量巨大的天然气水合物遥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袁 就是您认为黑色大洋中的甲
烷有没有可能是水合物的气源或气源之一钥 对黑色
大洋中的甲烷含量有没有作过估算钥

3

海洋划界及海洋权益
海洋划界涉及海洋权益等国家利益袁 是

比较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遥 那么是否可以给我们谈谈
海洋划界和海洋权益等方面的基本概况遥 现在国家
对海洋油气资源相当重视袁 勘探中涉及的海洋权益
问题也比较突出袁 我们应该掌握哪些比较重要的国
际法规尧 国际惯例袁 以便能够更妥当地处理好周边
关系袁 并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益遥
划界工作的依据主要是地质方面的。从大
陆向大洋一般分为几个区带：最外侧的大陆岸线和
岛屿等构成领海基线，基线外推 12 海里为领海，

沿海国家对领海拥有主权。领海之外便是大陆架和
专属经济区等管辖海域，沿海国家具有海域管辖

权。再向外就是国际海底区域，英文是 “Area”。

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但水合物跟黑色大

在这个国际海底区域，哪个国家都没有擅自主张的

洋的联系，现在还没有人专门去研究这个事，它们

权利，由联合国说了算数 （需要征得联合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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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它同意你去开发你才能去，没有联合国的同
意，你擅自在那搞勘探、搞开采，不行！
你们不是通过努力向联合国申请了一块矿
区吗钥

划界工作吧袁 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钥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陆架和专
属经济区是沿海国拥有管辖权的海域，以便维护本
国的海洋权益。当相邻国家产生海洋权益冲突时，

对，这个事我是与代表团一起受国家委
托去联合国参加谈判的，矿区划分的详细文件最
后是我核签的。一开始我们要的是 15 万平方千
米， 位 于 夏威 夷 群岛 的 西 南部 ， 属 于 刚 才 说 的

“Area”，国际海底。然后退出了一半，留下了 7.5
万平方千米。

为什么还要退出钥
这是联合国法定的，一个国家只能拿这么

应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从自然地
理、历史沿革、人口分布等的公平角度，通过谈判
寻求周边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并须获得联合国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认可。
好袁 您非常坦诚尧 比较客观地讲述了我国
海洋勘探之初的一些工作情况袁 涉及到了一些比较
重要的人物遥 你们不畏艰辛尧 克服困难袁 不屈不挠
地开拓了中国的海洋勘探之路袁 其精神可敬曰 介绍
了不少关于水合物和黑色大洋方面的认识袁 这将有

多，现在其他国家也只拿这个数。经联合国同意，

利于拓展读者的视野曰 海洋划界尧 海洋权益方面也

我们虽可在国际海底申请到一个较大区块，但 8 年

谈了很好的内容遥 在此对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袁

后只能保留 7.5 万平方千米，其余的要退回去。

好袁 下面还是给大家谈谈关于我国海域的

再次深表感谢浴 谢谢金院士袁 并祝您保重身体袁 为
祖国的海洋事业做出新的成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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