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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发展规划纲要 

（2016-2020）（送审稿） 
  

一、实验室科学定位 

实验室将以地球系统科学的思想为指导，以探索和解

决地球生物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为目标，立足于地球科学与

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融合，以地球表层系统中重大

的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事件和过程为研究重点，在多时空

尺度上探索地球环境与生命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用机

理和演变规律。在这一总体框架下，聚焦地球发展关键时

期的生物事件与环境事件，认识其规律、探索其机理。重

塑地球发展历程，为研究当代全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演

变，探索环境修复和生物危机的缓解，提供对比史实、理

论依据和技术方法支撑。 

鉴于地球历史演变过程中重大生物和环境事件及其

过程所跨越的时间尺度不同，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包括：在

长时间尺度（106~104 年）上，以地质历史时期的重大生

物和环境事件为主要对象，研究“关键地质时期生命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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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协同演化”；在中时间尺度（104~102 年）上，以全球

变化背景下区域事件为主要对象，研究“新生代以来气候

环境事件的生态响应”；在短时间尺度（102~100 年）上，

以工业革命以来生物和环境事件为主要对象，研究“与人

类活动相关的生物―环境地质过程”。科学主攻重点是，

在多时空尺度上围绕地球生物学的科学核心——生物与

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生物对环境的作用方面重点突破微生

物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在环境对生物的制约方面重点关注

水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从而探索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的科

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为集中实验室优势力量，体现实验室科学研究和平台

建设特色，实验室科学研究将设置“优先”、“重点”和

“培育”三个层次的研究主题。其中“优先”和“重点”

研究主题是本实验室近期和中期建设和发展的主流，在实

验室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和平台建设等方面重点支持。“优

先研究主题”是指有好的科学积累、强的学术队伍和平台

条件支撑的研究内容，并能够在 2-3 年内产出高层次的代

表性科研成果；“重点研究主题”是指有较好科学积累、

较强的学术队伍和平台条件支撑的研究内容，能够在 3-5

年内产出高层次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培育研究主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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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与实验室科学发展方向一致或密切相关，近期研究基础

相对薄弱，但富有发展潜力的科学主题，有望在经历 5-10

年的研究之后，能够达到“重点研究主题”层次。 

 

二、优先研究主题 

1．地球早期生命-环境事件及其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化 

前寒武纪-寒武纪是地球生命演化的早期阶段，这一

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地质环境和生命演化事件，如

Columbia 和 Rodinia 超大陆的聚合和裂解、新元古代至少

两次全球极端寒冷、元古宙两次大气圈氧化、18 亿年前

全球条带铁建造的消失与新元古代早期再次出现、海洋从

元古宙缺氧为主向寒武纪氧化为主的转变、古元古代与新

元古代晚期-寒武纪早期两次全球性成磷、新元古代间冰

期大规模成锰事件、元古宙中期真核生物起源和演化，以

及新元古代晚期后生动物的诞生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等。

查明这些重大生命事件与全球环境（岩石圈-大气-海洋）

变化的过程及其内在联系，对深刻认识地史时期环境与生

命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化，特别是地质微生物过程及其环境

效应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在近期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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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早期真核生物演化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 

2）多细胞生命的起源-爆发与环境协同进化； 

3）前寒武纪超大陆演化及其生物-环境效应。 

2．古、中生代之交重大地质突变期生命-环境过程 

古、中生代之交是显生宙最为显著的地质突变期，发生

了重大生物变革和极端气候环境事件，是认清生命演化过程

与环境变化机理的宝贵窗口。因此，古、中生代之交生物与

环境协同演变的过程和机理是地球生物学应该优先解决的

重大科学问题。以往研究重点围绕海洋生物演化过程和关键

环境因子的变化，对陆地生物和环境的演变关注不够，尤其

是对海、陆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够深入。在近期和

今后一段时间内实验室优先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重要生物类群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及海陆生命演

化过程对比； 

2）关键环境因子重建及海陆环境变化和互动机理； 

3）灾后生态系统的重建过程和机制。 

3．晚中生代及古近纪极端温室气候、环境与生命演变 

晚中生代及古近纪是显生宙温度最高、距今最近、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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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地质记录保存最为完整的时期。全面深刻理解该时期不

同时间尺度下气候、环境和生命演变对预测当前人类面临

的温室气候及全球变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依托我国发

育连续完整的晚中生代及古近纪陆相地层序列（尤其是松

科 1 井和松科 2 井岩心）和东特提斯海相地层的地质记录

优势，在高分辨率年代地层和多种古气候、古环境指标研

究的基础上，研究晚中生代及古近纪温室气候期的环境演

变过程，探索以燕辽生物群、热河生物群等为代表的生物

与气候、环境之间的耦合和反馈机制。在近期和今后一段

时间内实验室优先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晚中生代及古近纪温室气候下大型陆相盆地古环

境演变； 

2）晚中生代及古近纪温室气候下特提斯海的古环境

演变； 

3）晚中生代及古近纪温室气候下生命与环境、气候

的耦合关系 

4．地质微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 

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研究进展，但有

关生物对地质环境的作用的认识还比较薄弱。占生物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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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30 多亿年主导地位的地质微生物直接与地质环境发生

作用，对地球表层系统起着关键的维系作用。自养微生物

与异养微生物、好氧细菌与厌氧细菌等微生物功能群因强

烈地影响地球各圈层系统而成为当前地球生物学发展需

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环节，急待突破。实验室将结合分子生

物学、生物地球化学、沉积学等技术方法手段，在继续研

究地质微生物对气候环境变化响应的同时，加强微生物功

能群地质作用的研究，实现从微生物宏基因组学到微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的衔接。在近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实验室优

先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第四纪地质微生物的多样性以及气候环境变化的

微生物代用指标体系的构建； 

2）微生物对地质环境变化的响应，特别是对全球极

端气候事件的响应； 

3）地质微生物对地质环境的作用方式、过程和机制。 

5．地球关键带水文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环境效应 

地球关键带是维系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

关键区域，是陆地岩石-土壤-生物-水-大气圈等进行物质

和能量交换的场所。地球关键带中的水文生物地球化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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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物质循环的耦合关系是地球生物学中需要优先解决

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是深刻解读人类活动与地质环境相

互作用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环境污染

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为了掌握地球关键带中物质循环的

规律，应用地球生物学改善生态环境，在近期和今后一段

时间内实验室优先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地球关键带生物地质结构、组成识别和物质循环； 

2）地球关键带水-土-气-生相互作用耦合模拟与预测； 

3）地球关键带有害组分迁移转化的生物地球化学机

制； 

4）地球关键带土壤和地下水中有害组分去除的生物

地质机理与技术。 

 

三、重点研究主题 

1. 地球生物学理论和方法探索 

地球生物学（geobiology）是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和

环境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聚焦生物圈与地圈及其耦

合关系，核心内容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记录、过

程和机制。以往重点围绕关键地质时期生物圈与地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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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和过程，对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定量评价

方面关注不够，特别是生物（包括微生物、植物、动物等）

调节环境（包括气候、沉积环境、海洋化学等）方面，不

够深入。在下一阶段将重点针对地球生物学的科学内涵，

从理论体系到科学方法多层面开展深入探索，着重开展生

命活动对地球环境产生影响的机制、机理，从实际数据分

析到数字定量模拟等多方面进行探索。在近期和今后一段

时间内实验室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进一步完善地球生物学理论和学科体系； 

2）探索生物过程调节陆地和海洋环境的机理； 

3）定量评价和数值模拟生物-环境互动关系和过程； 

4）开发和建立地球生物学研究数据库系统。 

2. 地球生物学实验研究新技术和新方法研发 

创新性分析技术和方法的研究是促进地球生物学研

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也是地球生物学研究产生原创

性成果的源泉。本主题围绕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核心研究

的需求，开发具有地球生物学特色的新技术、新方法，构

筑不同时空尺度下表征生物和环境变化的元素、同位素、

有机物等指标体系，准确获取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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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促进技术平台和研究的交叉融合，为地球生物学的研

究提供创新性的研究平台与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近期和

今后一段时间内实验室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特征性生物与环境指标元素及同位素分析技术及

应用； 

2）复杂地质样品原位、微区、微量组分分析技术和

方法； 

3）痕量、超痕量有机组分及生物标志物的分析方法

及应用； 

4）微化石及其沉积构造的形貌与精细结构解译及元

素成像技术与应用； 

5）地球生物学特色地质分析仪器及装置研发。 

3. 地球生物学野外研究“长江基地”建设 

野外科研基地是开展地球科学系统和创新研究的重

要保证。长江中游和汉水所夹的神农架—汉江平原地区，

不仅拥有包括扬子地块最古老基底到第四纪沉积的多重

地质记录，而且具有从高山林地到河湖湿地多种自然地貌

生态单元，更有人类活动与自然耦合关系探索的最为丰富

的场地资源（如大江截流、人工改水、地下水生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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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本实验室开展从古到今全方位的地球生物学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天然基地。为此实验室将全面重点推进从神

农架到江汉平原及周缘地区，穿越多重地质时空、多种地

貌生态单元的“长江基地”建设，在近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内

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神农架-江汉地区区域地质及沉积盆地演变史； 

2）长江中游关键带气候环境变化及地质微生物学； 

3）江汉平原关键带物质循环的水文生物地球化学机

制与供水水质安全。 

4. 高分辨率地质事件序列的精时地层格架 

高分辨率精时地层格架是研究地质历史时期生物与

环境演变的核心基础。利用生物地层、旋回地层、磁性地

层、化学地层、事件地层和同位素定年等多重地层学研究

方法和手段，在经典地层剖面上完善地层序列、提高地层

划分的分辨率，实现大区域高分辨率地层的精确对比，是

精细解剖深时地球生物学过程的前提。利用现有生物地层

和化学地层的基础和优势，重视旋回地层、事件地层和同

位素定年等方面工作，通过综合地层学研究提升关键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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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的地层学研究水平，为地球生物学研究奠定坚实基

础。在近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多重地层学手段搭建二叠纪-三叠纪精时地层格

架； 

2）建立关键地质时期区域和全球年代地层标准； 

3）生物环境演变关键地质时期的综合地层序列。 

5. 关键地质时期全球气候变化及其生物响应 

过去是认识现在和预测将来的一面镜子。气候变化研

究是全球变化和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全球变化及其

生态环境效应已成为当代科学界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借

助沉积岩、化石、古土壤、沉积物、岩溶沉积等研究不同

地质时期（如奥陶-志留纪、晚泥盆世、早二叠世、新生

代）各种地质气候环境事件的序列、成因联系及其对不同

生态系统的影响过程，揭示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岩

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相互作用，进行古环境参数定量

化研究，查明不同地质时期全球变化和不同层次生命系统

响应特征，为探索当代全球变化和生物圈协同演化规律提

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在近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实验室的重

点研究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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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中游第四纪高分辨率气候事件与生态响应； 

2）新生代青藏高原隆升及生态环境效应； 

2）关键地质时期高分辨率气候环境事件及其生物响

应。 

6．地球表层异常环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生态环境效应 

地球表层异常环境（如高温、高盐、干旱、高寒、洞

穴、酸性尾矿等）与地球形成早期或地球演化过程中的极

端环境类似，其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生态环境效应研

究涉及了水文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地质微生物学等多学

科领域，是地球生物学重点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之一，也是

深刻解读极端环境条件下生物活动、水文循环和物质循环

相互作用的关键所在。在近期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实验室重

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是： 

1）地球表层异常环境系统结构时空变异和区域生态

响应； 

2）地球表层异常环境中的物质循环与生物地球化学

过程； 

3）地球表层异常环境生物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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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育研究主题 

1. 中生代陆地生物和环境演变 

中生代是生命演化史上经历了古、中生代之交重大地

质变革事件后，现代生物群开始主导生物界、现代生态系

统结构渐趋成熟的关键地质时期，因此其生命和环境过程

研究是认识当代多样性起源和发展、全面揭示现代生态系

统构建基础的基本前提。而在中国的地质记录中，中生代

是从海向陆转变过程中陆相生物和环境记录开始主导的

时期，也是贯通本实验室在前中生代海相地质记录和后中

生代陆相地质记录研究的桥梁。目前，实验室在中生代初

的三叠纪早期和中生代晚期的白垩纪地质研究方面已取

得优势，急需要培育对晚三叠世到侏罗纪地质环境和生命

过程研究，以完善实验室跨越地质时空的重要科学布局。 

2. 长江流域全球变化与生态安全 

长江流域占中国国土面积 18.8%，横跨中国西、中、

东部各种地质、地貌和生态单元，是研究地质历史和当代

生命-环境过程的天然宝库。尤其是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

的隆升不仅对中国、亚洲乃至全球的气候环境变化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更是直接影响了长江流域的地质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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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历程。因此，青藏高原的构造隆升历史与长江流域

的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具有直接的耦合联系，它们的互动演

变关系和过程研究将为探索区域和全球变化提供关键素

材，同时也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提供决策依据。实验室当

前在青藏高原隆升过程和长江中游气候环境演变等方面

已经积累重要的科学成果，急需要培育开展长江流域山-

河-盆区的地质和生态环境互动过程研究，以完善实验室

科学研究的生态地质空间布局，而且也能为实验室“长江

基地”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为实验室的社会服务提供科

学支撑。 

3．江汉地区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活动已演变为一种对地球生态环境影响深刻的

巨大地质营力，人-地作用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而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质环境的演变

过程。长江中游江汉盆地的地质和生态环境状态和近代演

变，已经直接受控于近年新建的诸如三峡水库、南水北调

等重大人文工程。这些重大工程的建设已经直接改变了相

关区域的生态环境面貌，也对该地区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

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培育对这类重大工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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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区的生物和环境过程进行及时的监测和对比研究，不仅

能够直接获得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和共同演变的实际证

据，而且还能够实践将地球生物学的知识应用于指导当地

生态环境治理。根据实验室在长江中游江汉湖盆地区已经

积累的优势成果，结合实验室“长江基地”建设规划，开展

江汉地区人-地关系生态环境演变过程研究，结合实验室

对地质历史时期生物-环境关系演变过程的科学认识，可

望在未来取得新的突破点，也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提供科

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