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

还原白垩纪场景
开启中国“地学”新起点

目前松科二井岩心已
经全部采集完毕，这将会在
研究白垩纪古气候演变以
及未来人类生存环境演化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之所
以研究白垩纪，因为这一时
期是离我们最近的温室气
候时期， 也是高二氧化碳、
高海平面和高温的‘三高’
时期。搞清楚白垩纪，对于
研究未来地球演化———可
能会进入这种‘三高’时期
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松科
二井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王成善说。

王成善形容：“松科二
井向整个地球科学界提供
了一个大舞台———首次重
建了白垩纪陆相百万年至
十万年尺度气候演化历史，
发现了各个时间尺度陆相
气候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
为研究地球气候系统在温
室气候条件下演变机制找
到新证据。”

通俗说， 通过松科二井
这一“时间隧道”，中国地质科学
家基本还原了白垩纪的场景。

此外，7018米的松科二
井还揭示了松辽盆地形成
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为支
撑大庆油田未来50年发展，
保证我国能源安全提供了
重要的数据支撑。

下一步，中国科学家将
继续研发15000米国产超深
钻探装备系列，做好我国超
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以
及大型含油气盆地科学钻
探工程的选址和实施工作。

人类的征途不仅仅是
星辰和大海，还有探索通向
地球深处的隧道，更加贴近
地聆听地球母亲的“心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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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月已经落下帷幕。据银河证券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融通医疗保
健行业取得25.71%的收益， 在10只医
疗保健基金中位居第2名；融通健康产
业取得14.73%的收益，在同类356基金
中位居第6名； 融通内需驱动取得
12.89%的收益， 在同类361只基金中

位居第5名；融通成长30�取得12.44%
的收益，在同类433只基金中位居第
4名； 融通新能源取得10.21%的收
益， 在同类433只基金中位居第6名。
债券基金中，王超管理的融通债券在
今年前5月取得4.63%的收益率，在同
类81只基金中位居第2名。 经济信息

4月下旬以来， 可转债市场明显
转弱，多只个券跌破债底。多家券商
及市场人士表示， 可转债后市充满
机会，当前面临较好的配置时机。工
银瑞信可转债优选债券基金6月1日
起正式发行， 感兴趣的投资者可借
机布局。

该产品投资于债券资产占基金
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其中投资于
可转换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该产品在可转债投资上更加纯
粹，更多聚焦在可转债投资机会上。

经济信息

5月28日，一彩民在长沙市岳麓
区金麓小区的43019044投注站中出
福彩刮刮乐新票“蓝玫瑰”一等奖。当
天，他来到站点后，当班的销售员正
忙于为“动总”彩民出票，他就自行挑
选了几张“蓝玫瑰”坐到一边刮了起
来。前面20张，手气一直都不太好，
他还笑着跟销售员说：“今天又被你
坑了。”销售员回答说：“大奖总会在
下一张，你再刮几张试试！”彩民乐
呵呵地说：“那就听你的， 再刮几
张。”没过几分钟，该彩民问销售员：
“如果中了大奖，怎么兑奖啊？”销售
员以为他开玩笑， 就说：“那我就带
你到市福彩中心去兑奖啊！”谁知彩
民真的中了一等奖1万元。

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双枫西路
43014812投注站今年成了周边居民
眼中的刮刮乐中奖福地。这不，年初
刚中了“蒸蒸日上”一等奖25万元，5
月28日又喜中“蓝玫瑰”一等奖1万
元。中奖彩民也是奔着这个站点今年
的好运气来的，中奖当天，他来到该
站点，看了看展示柜里陈列的刮刮乐

票种，就跟老板说：“今天就玩‘蓝玫
瑰’ 吧！” 老板随手就抽了几张递给
他， 刚刮到第2张， 彩民就激动得大
喊：“我中奖啦！”

5月30日晚，一名幸运彩民在长
沙市岳麓区谷山乐园的43014955投
注站喜中“蓝玫瑰”一等奖。据介绍，
这位幸运彩民当晚是在“动物总动
员”销售结束后，看到展示柜里的刮
刮乐，不禁有点心动，于是随意购买
了一本“蓝玫瑰”。刚刮到第12张的
时候， 他激动地跟销售员说：“老板，
快来看一下这张票。” 老板走过去接
过票一看，玩法区的最后一个数字为
“9”， 下面赫然印有10000的奖金金
额，看到这里，老板比彩民更激动，大
声说：“中奖啦！中奖啦！帅哥，恭喜你
中奖了！” ■王慧婷

经济信息

继“神舟”上天、“蛟龙”
下海之后， 中国科学家在地
球深部的探索又迎来历史性
突破。

6月2日， 吉林大学主要
承担研发的“地壳一号”万米
钻机正式宣布完成“首秀”：
完钻井深7018米，创造了亚
洲国家大陆科学钻井新纪
录，标志着我国成为继俄罗
斯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
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
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
的国家。

7018米深的松科二井，
属于我国实施的松辽盆地白

垩系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
程，是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
划（ICDP）实施22年以来最
深钻井，也是全球首个钻穿
白垩纪陆相地层的科学钻
探井。

这是中国入地工程的
一项标志性成就，将为我国
地球深部探测提供关键技
术和装备，拓展松辽盆地深
部页岩气、地热能等清洁能
源勘查开发的新空间，引领
全球白垩纪陆相古气候研
究，显著提升我国在地质历
史古气候研究领域的国际
影响力。

可转债结构性机会显现
工银瑞信可转债优选顺势发行

A股前5月收官
融通基金旗下6只基金业绩位居TOP10

福彩刮刮乐新票“蓝玫瑰”一等奖频现星城

中国科学家“向地球深部进军”，“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完成“首秀”

7018米！我国钻地“时间隧道”更深了

在我国东北部， 松辽盆
地静卧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
山脉的怀抱中。 位于松辽盆
地北部中央坳陷区的松科二
井于2014年开钻， 目标是打
穿松辽盆地白垩系， 探索松
辽盆地深部能源潜力， 建立
松辽盆地深部地层结构，寻
求白垩纪气候变化地质证
据，研发深部探测技术。

“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成
为完成松科二井项目的不二
选择。“‘地壳一号’经受住了
考 验 ， 钻 机 无 故 障 率 达
97.5%，最高日进尺286米，充
分体现出我国自主研发钻机
的能力。”松科二井工程总装
备师、“地壳一号” 万米钻机
研发负责人、 吉林大学副校
长孙友宏说，“地壳一号”突
破了四项关键技术， 一些技
术甚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使得我国钻探装备研发水平
成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

如何保障钻头在持续超
高温下不“中暑罢工”，是科
学家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松
科二井工程总指挥、 中国地
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所
长张金昌介绍，钻井越深，温
度越高， 钻井液的技术难度

越大。 松科二井每往下钻进
100米，地下温度会升高3至
4℃，钻到孔底的时候温度已
超过240℃。 通过反复研究
和实验， 团队研发出新型钻
井液配方， 经受住了井底高
温的考验， 刷新了我国钻井
液应用的最高温度纪录。

“钻地”成功后科学家们
又面临“取心”的挑战。在一
个极不均匀和复杂的球体上
“动刀”， 在保证钻的井眼不
能坍塌和崩裂的同时， 还要
完整无缺地取出深部岩心，
难度极大。

松科二井采用国内首创
的大直径同径取心钻探工
具， 使用钻探工具直接钻进
一个大井眼， 并一次性钻进
至设计井眼直径， 攻克了大
直径取心钻头破碎岩石和粗
大岩心抓取、 携带出井等关
键技术难关。

如此一来， 既省去了传
统的“小径取心，大径扩孔”
过程中的诸多工序， 避免了
“从小井眼到大井眼”钻进过
程中的很多风险， 也节约了
大量物资，同时，获取的岩心
样品实物量也比设计量多了
5倍。

科学钻探是获取地球深
部物质、 了解地球内部信息
最直接、有效、可靠的方法，
是地球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
重要支撑， 也是解决人类社
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环
境等重大问题不可缺少的重
要技术手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
多发达国家陆续实施了多项
科学钻探计划。 具有代表性
的有苏联科拉半岛12262米
超深钻， 是目前世界上最深
井； 德国KTB超深钻，9101
米，排名第二。

1996年2月，德国、美国
和中国作为第一批成员，发
起了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
划。目前，我国已成功申请到

“大别-苏鲁” 大陆超深钻、
中国环境科学钻探青海湖
工程、科钻一井和二井工程
等多项 ICDP项目， 在大陆
科学钻探领域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绩。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
器。此前，我国地球物理的仪
器主要依赖进口， 但国外高
精度的仪器对我国是封锁
的。

经过四年多的技术攻
关，2013年吉林大学成功研
发了我国首台万米大陆科学
钻探专用装备“地壳一号”万
米钻机， 填补了我国在深部
大陆科学钻探装备领域空
白， 大大提高了我国超深井
科学钻探装备的技术水平。

十年磨一“钻”！“向地球深部进军”

近万米“取心”！ 攻克240℃高温难题

松科二井“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整机系统（6月2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