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4 

 

地球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2020 年地球科学部共发布 12 个重大项目指南，拟资助 7 个重大

项目，项目申请人申请的直接费用预算不得超过 1800 万元/项。申请

书的附注说明选择相关重大项目名称，例如“非传统的遥感信息机理

与定量化智能化处理”。 

除遵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申请条件的要求之外，还应

注意：项目/课题申请人当年 1 月 1 日未满 70 周岁[1950 年 1 月 1 日

（含）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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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的遥感信息机理与定量化智能化处理” 

重大项目指南 

 

遥感是地表过程监测与区域资源环境研究的重要手段，在地

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相关的科学研

究与工程实践中，人们往往难以获得所需的多类型、长时序、高

质量遥感资料，更缺乏从海量遥感数据中提取有用地学信息与知

识的自动和高效手段。究其原因，主要是尚未从根本上阐明遥感

信息机理，也没有突破遥感影像的定量化和智能化处理难题。这

既严重制约遥感技术在地表过程研究和深空探测中的支撑作用，

又影响着国产遥感数据在科学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深

入应用，已成为地球科学领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卡脖子”问题。

在遥感信息机理与定量化智能化处理这一领域立项，开展以我为

主的基础研究与创新，是落实地球科学深空探测和地球系统科学

研究发展战略的有力举措，也是突破研究地球系统科学前沿问题

瓶颈的重要前提。 

一、科学目标 

研发非传统的遥感成像原理或者非传统遥感处理方法体系，

创新基于地学知识和人工智能的遥感定量化智能化处理理论与

方法，为基于遥感大数据的地表过程监测与精准化服务提供技术

支撑。 

二、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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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传统的遥感成像原理与信息机理研究：研发非传统

的遥感成像原理或者非传统遥感处理方法体系，为遥感数据在科

学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深入应用提供科学理论和技术

方法。 

（二）面向时空建模的遥感大数据定量化智能化处理与精准

化服务新理论新方法：面向时空建模与应用技术的科学前沿与应

用需求，研发遥感大数据，特别是国产卫星数据的定量化、智能

化处理，以及精准化服务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1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只针对某 1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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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域蒸散发的多尺度变化机理及资源环境效应” 

重大项目指南 

 

蒸散发是地球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关键过程，深刻地影响着地

球表层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与地表水分能量分配、大气热力

动力性质密切相关。由于下垫面的多样性和蒸散发过程的复杂性，

使得相关科学认知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成为水文、生态、气

候、环境研究的瓶颈。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所引起的一系列生存环境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深化对

蒸散发的研究。针对当前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态势，亟需集中优

势力量，深入研究陆域蒸散发的物理机制，发展复杂地表多尺度

蒸散发新的观测理论与计算方法，系统剖析不同尺度的陆域蒸散

发变化过程，定量阐释其气候与资源环境效应，提升整体研究水

平和国际影响力，引领该领域的研究，为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

环境保护等国家重大需求提供科学支撑。 

一、科学目标 

发展复杂地表多尺度蒸散发新的观测理论与计算方法，揭示

蒸散发的多尺度变化机理，阐明全球变化背景下陆域蒸散发变化

的生态水文与气候环境效应，为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建设提供

科学基础。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复杂地表多尺度蒸散发过程机理与测算理论：厘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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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下垫面蒸散发的特征及主控因素，揭示复杂条件下蒸散发过程

机理，发展新的蒸散发测算理论和方法；解析从叶片、冠层、样

地、景观、区域和全球的尺度转换规律；定量表征蒸散发各分量

的变化特征，建立复杂地表蒸散发的多尺度测算模型；发展多源

观测数据融合方法,建立基于国产卫星数据的高质量陆域蒸散发

基础数据集。 

（二）陆域蒸散发的多尺度变化机理：揭示不同空间尺度陆

域蒸散发的分异特征及变化规律；阐释蒸散发对局部水热条件、

区域下垫面及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定量解析人类活动与自然变

化对陆域蒸散发多尺度变化的贡献及影响机理。 

（三）陆域蒸散发变化的生态水文与资源环境效应：研究陆

域蒸散发变化对典型生态系统的水热平衡和生产力的影响；揭示

陆域蒸散发变化对区域水文过程及区域气候的影响机理；定量评

估陆域蒸散发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重大工程中的资源环境效

应。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1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至少 2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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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片-地幔相互作用过程及效应” 

重大项目指南 

 

地球深部是地球运行的动力源泉，也深刻塑造了地球表层系

统的演变。地球深部物质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可以具有超常规的物

理化学属性，这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地球物理现象，更控制着地球

深部的动力学过程，进而影响了整个地球系统从古至今的演化。 

板片-地幔相互作用是一个连续的动力学过程。俯冲至地球

深部的板片与地幔之间的物质和能量转换导致复杂多样的地质

与地球物理效应，对地球演化产生深远影响。 

以高温高压实验模拟为主，结合地质与地球物理观测和数值

模拟，研究板片-地幔相互作用过程及效应，揭示地球内部状态以

及地球内部-表层耦合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一、科学目标 

确定不同温压条件下地球深部物质的物理化学属性，查明不

同深度下俯冲板片-地幔相互作用的机制与过程，揭示板片-地幔

相互作用对地幔演化和全球物质循环的影响，查明板片-地幔相

互作用与地球物理异常之间的成因联系。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地幔楔物质的物理化学属性:板片和地幔矿物、岩石、

流体、熔体组成和结构；矿物相变（包括脱水与熔融）；物理性

质：密度、弹性性质、强度/粘度、电导率、热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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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地幔楔地球动力学过程：以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与东

北亚大地幔楔为例，研究俯冲/滞留板片与上地幔、地幔过渡带的

相互作用；中深源地震成因机制；大地幔楔重要挥发分的赋存与

效应；岩浆传输系统与元素循环通量及效率。 

（三）超级地幔楔地球动力学过程：板片与下地幔的相互作

用；下地幔重要挥发分的赋存（如含水矿物、超深金刚石）；超

级地幔柱起源；核幔边界（包括超低速带、LLSVP）的物质组成

与过程。 

（四）地幔楔深部过程与浅表响应：板片-地幔相互作用与大

陆岩石圈减薄;板片滞留与板内新生代火山作用;地幔柱与大陆裂

解;地幔楔过程控制的成矿和矿床时空分布规律;地幔过氧化物与

全球大氧化事件。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2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至少 2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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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早期演化的地球化学制约” 

重大项目指南 

 

地球早期演化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挑战性，需要最新的地球化

学研究手段（如微区分析、金属稳定同位素、灭绝核素等）和多

学科交叉。地球化学在地球早期演化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设立并实施本领域重大项目，将会有力推动我国地球化学学科的

发展，提高我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一、科学目标 

地球早期演化是国际地学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利用现代地

球化学研究方法，针对地球增生、层圈形成、板块构造体制起始

与大氧化事件等若干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开展研究，揭示地球形成

与早期演化过程。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地球增生与核幔分异过程：准确估计早期硅酸盐地球

的组成是探讨地球增生与核幔分异过程的关键。测定球粒陨石和

各类幔源岩石的元素和同位素组成，厘定早期硅酸盐地球等重要

储库的地球化学特征；探索核幔分异过程与后增生事件及其对地

球早期物质成分的影响，硅酸盐地球化学组成不均一性的起源及

其与地球核幔分异、后增生事件等的内在联系，提供地球形成和

早期演化理论的地球化学观测与实验制约。 

（二）早期大陆地壳的形成与演化：大陆地壳的形成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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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球区别于其它类地行星的重要标志，与地球宜居环境形成密

切相关。厘定冥古宙/早太古代地壳的元素与同位素地球化学组

成及演化特征，限定早期大陆地壳物质成分演化过程和机制，探

讨大陆地壳增生历史和构造体制转换的关系，揭示地球早期大量

花岗质岩石形成的机制与条件。 

（三）板块构造体制起始的地球化学制约：板块构造是固体

地球科学的基石，但是板块构造体制的起始等问题长期困扰固体

地球科学界。建立判别板块构造体制起始的地球化学指标，寻找

板块构造体制起始的证据，探索早期板块构造体制的起始时间、

机制及其与地球宜居环境形成的关系。 

（四）大氧化事件的形成机制：原始地球大气是贫氧的，大

气氧浓度增高是形成宜居地球的关键，但其形成机制尚不清楚。

利用元素、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和大数据等手段，通过对地球早

期生物、岩浆和沉积作用的系统研究，查明地球早期大气氧的源

和汇及演化规律，探索大氧化事件与地球深部过程的关系，揭示

大氧化事件的形成机制。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3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至少 1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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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相页岩油形成演化与富集机理” 

重大项目指南 

 

我国陆相页岩油资源潜力巨大，加强其勘探开发已成为国家

战略。然而，由于陆相页岩油的特殊性，目前我国页岩油初始单

井产量低，无法经济有效开采。究其原因是基础研究薄弱，对陆

相页岩油赋存状态及其动态演化规律的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评

价方法及相应的开发技术。在此领域立项，将有力推动油气工业

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创新完善陆相石油地质理论，是落实

新时期地球科学部宜居地球战略的有力举措，也是“资源能源形

成理论及供给潜力”自主创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目标 

阐明沉积盆地动态演化制约下的陆相页岩油赋存、富集和流

动机理，揭示不同成熟度页岩油储集性、含油性、可压性与流动

性的主控因素，构建页岩油选区评价方法体系。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陆相富有机质沉积物沉积-成岩动态演化与有效储集

空间发育模式：建立富有机质页岩孔缝体系的精细描述和表征方

法；研究陆相页岩沉积、成岩演化过程与储集空间的演化规律，

建立有机-无机孔缝动态演化模式；提出重点页岩层系储油有效

性参数与有利储集体发育预测方法。 

（二）陆相富有机质页岩成烃动态演化与烃类赋存机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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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富有机质页岩层系不同岩相类型的成烃演化过程与生排烃效

率；建立不同赋存状态烃类的定量表征方法，揭示典型岩相页岩

油的赋存机理，阐明页岩油赋存方式及其对含油气性的控制作用；

揭示陆相页岩油多相流体的分布规律及控制因素。 

（三）陆相富有机质页岩人工压裂机理：建立真实或近似地

层温度压力环境下、可实时动态监测裂缝演化的岩石力学实验方

法；开展不同矿物组成页岩在不同成岩阶段的岩石力学性质及其

破裂机理研究，揭示岩石可压性的主控因素，为页岩油开发方案

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四）陆相页岩油流动机理与有效开发方式：开展陆相页岩

油的多相渗流物理实验研究，明确不同岩相类型和不同热演化阶

段陆相页岩油的开发效率及有效开发模式；建立陆相页岩油的渗

流模型及流动模拟方法体系。 

（五）陆相页岩油富集主控因素与有利区带评价方法：综合

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质背景下陆相富有机质页岩储集性、含油

性、可压性与流动性的主控因素，构建页岩油选区评价方法体系。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3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所有主要研究方向的全

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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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油气地球物理反演与成像” 

重大项目指南 

 

复杂地质条件油气资源勘探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优先主题之一。为满足国家对油气资源的重大需求，

规避高度依赖国际能源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造成的风险，迫切

需要开展勘探地球物理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人工

智能是推动油气智能勘探的核心技术，是目前勘探地球物理学的

国际研究热点，也是国际石油巨头技术竞争的核心领域。目前我

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向深层、极低孔渗、非常规和盆地边缘等复

杂地质条件地区转移，极其复杂的地质-地球物理响应使勘探地

球物理面临有效信号弱、信噪比低、分辨能力不足、多解性强等

问题。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通过对地质地球物

理多源信息的深度挖掘和综合利用，有望突破现有勘探理论和技

术的局限性，推动勘探地球物理学的跨越式发展，为实现新领域

油气大规模勘探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一、科学目标 

建立人工智能地球物理成像与油气储层参数反演的理论、方

法和技术，发展基于地质地球物理多源数据深度学习建模的油气

藏智能预测新方法和新技术，形成油气地球物理智能勘探开发新

体系。 

二、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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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地球物理建模的可靠性：针对地球物理数据

的病态特征，基于人工智能统计预测可靠性分析理论，通过地球

物理确定性理论的约束，建立地球物理数据机器学习的可靠性分

析理论和方法，为油气地球物理智能勘探开发提供可靠性评价方

法与准则。 

（二）人工智能地震成像与弹性参数反演：针对地震反演的

强非线性、对初始模型的高度依赖、计算量大等问题，发展基于

人工智能的地震全波形反演与成像方法技术，建立具有较强泛化

能力的地震反演成像深网模型。 

（三）人工智能地球物理数据智能解释：针对地球物理数据

的噪音污染、成像不足、有限分辨等问题，通过数据的深度挖掘

和多源信息的智能综合，发展地球物理数据智能解释方法技术，

建立典型地质结构地球物理解释深网模型及其开放样本库。 

（四）人工智能地球物理油气藏综合预测：针对不同地球物

理数据综合的匹配问题和油气藏预测的多解性，应用人工智能方

法和技术，融合多源、多类别、多属性、多尺度地质地球物理数

据，进行油气藏地球物理智能建模，建立复杂油气藏地球物理综

合预测深网模型。 

（五）人工智能地球物理反演与成像应用示范：选择典型常

规或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靶区，开展本项目研究方法技术的示范

性应用，构建油气地球物理静态勘探滚动和动态开发监测的人工

智能数据库，完善并形成人工智能油气地球物理复杂构造反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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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典型地质结构数据解释、复杂油气藏综合预测等深网模型和

可靠性分析评价方法技术。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4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至少 4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619。 



 

 

- 15 - 

“全球海洋重力场与海底地形精细建模理论及方法研究”

重大项目指南 

 

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要地。海洋重力场和海底地形等信息不仅是发展海洋经济

和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保障。

卫星测高、卫星重力、卫星导航定位等卫星大地测量技术是获取

全球海洋观测数据的主要手段。目前，联合多源卫星大地测量和

海洋观测数据获取全球海洋重力场和海底地形等信息及其变化

的精细度存在瓶颈，需要突破精细建模、变化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的诸多关键理论与技术难题，探索它们的相互联系、空间分布和

变化规律，以提升建模的精度和分辨率，为大地测量学、海洋学、

全球气候变化、海底板块构造、国家海洋利益等研究提供重要基

础保障。 

一、科学目标 

联合多源卫星大地测量和海洋观测数据，研究全球海面高、

海洋重力场、海底地形信息及其变化的精细建模理论与方法，突

破新体制、多系统卫星任务和航空、船测数据处理理论与融合关

键技术，探索海洋重力场、重力梯度场和海底地形的变化特征与

机制，探讨在全球气候变化、地球圈层物质交换、海底板块构造

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 

二、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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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精细海面高确定理论与方法：研究新体制卫星高度

计波形处理理论以及新型测高观测数据精细处理与融合方法，突

破复杂区域海面高精细获取关键技术难题，发展全球精细海面高

及其变化模型构建方法，为海洋重力场、重力梯度场精细反演提

供基础数据。 

(二)全球海洋重力场精细建模理论与方法：研究多源卫星重

力确定高精度中长波重力场信号和海面高数据恢复高精度甚短

波重力场信号的理论与方法；开展测高数据反演海洋重力梯度场

的理论及其地球物理导航与探测应用研究；突破卫星、航空、船

测等多源、多边界重力数据精密处理及融合关键技术，发展测高

卫星轨道和海洋重力场整体估计新方法。 

（三）全球海洋重力场变化机制研究：研究多源卫星任务确

定高精度高分辨率时变重力场的理论与方法，揭示海洋和陆地水

质量迁移、极地冰盖、海盆变迁等对海洋重力场变化的影响及过

程。 

(四)全球海底地形精细建模理论与方法：研究不同地形复杂

度下海洋重力与海底地形的理论关系，突破船测水深与海洋重力

联合反演关键技术，探索不同海底构造单元的均衡机制、以及海

底地形对海洋潮流运动和洋底构造运动对地球圈层物质交换的

影响。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4 的下属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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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至少 3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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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性天气事件的机理、预测及风险应对” 

重大项目指南 

 

天气学不仅是大气科学的重要分支，而且还推动了地球科学

从现象描述转向定量预测的研究范式变革。深入认识灾害性天气

事件的发生及演变规律，发展立体观测与预报技术，不仅有助于

理解地球宜居性的演变，而且关乎国家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和生

态文明建设。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灾害性天气研究的发展

却面临日趋薄弱的风险，亟待扭转。考虑到多学科交叉对推动天

气学研究的重要性，重大科学问题的构建应从对流层大气向中高

层大气拓展，从短时尺度向多重时间尺度延伸，通过“精深数理

化”推动破解致灾天气过程的理论和预报技术瓶颈。为此，鼓励

理论和技术的变革性研究，研发探测、监测及信息提取与融合技

术，揭示灾害性天气演变规律及动力机制，提高预警预报能力，

更好地发挥大气科学在国家全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中的支

撑作用，助力建设“气象强国”战略目标。 

一、科学目标 

揭示灾害性天气过程演变机理，完善天气预报理论，突破关

键技术“瓶颈”，促进天气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学

科研究新范式的建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和社会经济发

展，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二、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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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向灾害性天气的大气探测与监测新技术：针对灾害

性天气频发区/敏感区，发展对流层和中高层观测技术与方法，基

于先进的数据分析及同化方法，建立全天候、高质量、多要素、

长期性连续数据集和公共共享平台，揭示灾害性天气演变的过程

及机理，发挥观测技术和数据技术在灾害性天气研究中的支撑作

用。 

（二）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事件的机理、预警预报和风险应

对：围绕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动力机制，尤其是湍流、非线性和

非静力等难点，揭示灾害性天气的宏微观演变规律及机理，发展

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及其衍生灾害的预警预报新方法和新理论，

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三）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机理及演变规

律：针对我国灾害性天气长期变化的趋势，探讨气候变化对灾害

性天气的调制机理，以及灾害性天气对气候系统的反馈，发展多

尺度相互作用理论，研发天气-气候一体化数值预报技术，提升灾

害性天气预报水平。 

（四）大气环境变化背景下的灾害性天气发生发展机理及演

变规律：针对大气成分变化及相关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融合大气

化学与传统天气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量化大气成分与大气宏微

观动力与热力过程的双向反馈机制，探究大气环境变化对灾害性

天气过程的影响，改进天气预报技术。 

三、申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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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5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至少 1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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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环境基础” 

重大项目指南 

 

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高度依赖于对海洋生态环

境的科学认知和工程技术突破。本领域立足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

资源管理这一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有充分数据支撑的、综合海洋

生态环境要素的远洋渔业资源模拟预测研究和海洋牧场生境优

化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突破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可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一、科学目标 

聚焦我国主要渔场和养殖海域，揭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作

用下的渔场生态环境对重要渔业资源的影响过程，预测渔业资源

的变化趋势及可持续利用潜力，阐明海洋牧场等生境工程对海洋

环境、生态承载力和生物资源的作用机理，发展海洋牧场生境优

化新技术，为海洋优质蛋白供给与粮食安全保障提供科技支撑。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我国主要渔场资源演变的生态环境机制、变化趋势及

预测：系统研究重要经济渔业种类生活史及其栖息地的环境特征

和变化趋势，揭示生态环境对渔业种群的影响机制，解析渔业资

源的变动规律，模拟和预测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共同作用下渔业

资源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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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牧场生境优化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揭示海洋

牧场生境营造对海洋环境、生态承载力和生物资源的作用机理，

以及海洋牧场自然生境与人工生境营造的耦合机制，构建环境友

好的海洋牧场人工生境营造工程技术途径和系统实现及其应用。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6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只针对某 1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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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系统洋际/层际耦联过程的前沿交叉科学问题” 

重大项目指南 

 

跨大洋是海洋系统的基本属性，洋际耦联是多圈层相互作用

的关键环节。本领域立足地球系统科学前沿，针对发展海洋系统

科学理论的共性导向，开展跨洋盆、跨圈层相互作用的海洋系统

科学交叉研究，推动我国海洋系统科学原创思想和理论的发展，

加快形成我国海洋系统研究特色和优势，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

同时可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提高海洋防灾减灾能力以及实现可

持续健康海洋提供科技支撑。 

一、科学目标 

选择代表性海域，聚焦洋际/层际耦联关键物质能量交换过

程，揭示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协同演变的跨大洋和跨圈层耦联

作用关系和环境生态效应，阐明洋际相互作用及其对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与可预报性的影响机理，发展海洋系统洋际/层际耦联理

论，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海洋环境与气候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洋际/层际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与环境-生物协同演变机

制：系统研究海洋系统跨大洋和跨圈层物质能量交汇的空间格局

和演变规律，细致洞察海洋环境-生物互作关系、生物多样性形成

演变过程及生态功能，深刻阐明海洋系统维持和演变的物质能量

基础和环境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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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洋际相互作用及其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可预报性的

影响：揭示洋际相互作用对重要区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机

理，阐明洋际相互作用影响区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可预报性，

建立我国临近海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强度、路径的预报模式。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6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只针对某 1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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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滑坡预测预报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指南 

 

滑坡预测预报理论是工程地质和灾害地质领域核心研究内

容之一，是国内外公认的科学难题。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

件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地质灾害预测

预报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国家经济

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科学认识滑坡发生的物理力学机制

与演化过程，是实现滑坡预测预报的关键。目前与预测预报密切

相关的滑坡演化过程与启滑机制仍存在重大瓶颈，亟需在基础理

论上取得重大进展，实现重大滑坡预测预报的突破，为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提供地质安全保障，同时为正在实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一带一路”倡议和川藏铁路建设等国家重要

发展战略与计划提供科技支撑。 

一、科学目标： 

面向滑坡预测预报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防灾减灾重大需求，

系统开展滑坡预测预报的基础研究，在重大滑坡预测预报理论方

面取得重要理论突破，构建基于锁固解锁和动水响应启滑机制的

滑坡预测预报判据，实现基于演化过程和物理力学机制的滑坡预

测预报。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重大滑坡孕育机制与启滑分类：揭示滑坡地质体物质

组成、地质结构、主控因素与滑坡启滑的关联机制；揭示滑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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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成分、多尺度结构和力学特性的演化规律；提出重大滑坡启滑

分类。 

（二）锁固解锁启动机制与启滑判据：揭示锁固型斜坡演化

力学行为与多尺度结构演变规律和锁固段解锁机制，建立多因素

耦合作用下锁固段破裂失效力学模型；构建锁固解锁启滑判据。 

（三）静态液化启动机制与启滑判据：揭示黄土坡体结构效

应与水运移规律、黄土水-土相互作用规律及其灾变机理；揭示水

作用下黄土静态液化机制与滑坡启动机理；构建静态液化型黄土

滑坡启滑判据。 

（四）水动力条件下滑坡启动机制与启滑判据：揭示降水与

库水联合作用下滑坡渗流特征参量时空演化规律和滑带结构劣

化机制；揭示滑坡动态响应规律与启动力学机制；构建滑坡应变

场响应模型与启滑判据。 

（五）基于物理力学过程的滑坡预测预报理论：提出滑坡多

场特征参量关联监测和多源数据融方法，建立滑坡演化全过程情

景再现模型；以重大滑坡启滑判据为基础，构建基于物理力学过

程的滑坡预测预报理论。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7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至少 3 个主要研究方向

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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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物复合污染过程与调控”重大项目指南 

 

土壤健康是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的基础，恢复和提

升土壤健康是实现《健康中国 2030 计划》的重要途径之一。

土壤致病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是土壤-植物系统的

重要生物污染因子，对土壤微生态系统、植物健康、食品安

全和人体健康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然而，土壤致病菌和

ARGs 的相关研究一直处在并行状态，忽略了两者复合污染

对土壤-植物-环境-人畜健康的重大风险，更缺乏两者在土壤

-植物系统中的迁移传播规律、交互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等研

究，亟待建立土壤生物复合污染控制的微生态调控理论和技

术体系。基于大数据收集和大尺度调查，探明土壤生物复合

污染现状和风险，通过揭示土壤生物复合污染过程，构建土

壤生物复合污染的生态调控策略，为实现土壤-植物系统健康

提供科学依据。 

一、科学目标 

阐明土壤致病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复合污染的现状、传

播途径和生态风险，揭示土壤致病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交

互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构建土壤生物复合污染的

微生态调控理论与技术体系。 

二、主要研究方向 

（一）土壤致病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复合污染的分布特

征、传播途径和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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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致病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交互效应和作用机

制。 

（三）影响土壤致病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复合污染的环

境因素及作用机理。 

（四）土壤致病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复合污染的微生态

调控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构建。 

三、申请要求 

（一）项目申请书的申请代码 1 选择 D07 的下属代码。 

（二）项目申请书研究内容应覆盖至少 3 个主要研究方

向的全部内容。 

（三）咨询电话：010-62327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