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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2014 年欧洲海洋大会：海洋科技促进蓝色经济增长 

2014 年 10 月，欧洲海洋大会（ EurOCEAN 2014 conference）在意大利举行，

来自欧洲的 31 个国家 143 个机构和组织的科学家、决策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聚焦于

在科学、政策和人类之间直接建立桥梁。会议在 2020 年海洋研究优先事项和行动方

面达成共识，印发了 2014 欧洲海洋大会《罗马宣言》，该文件将促进欧洲海洋学家

共同应对重要的挑战。 

《罗马宣言》聚焦 4 个方面的目标： 

（1）提升海洋价值意识：目标是促进欧洲公民日常生活中对于海洋重要性的认

识和理解。 

（2）强化欧洲的领导地位：增强欧洲海洋科学和技术水平，使欧洲成为全球海

洋科技的领导者。 

（3）提升海洋知识：通过海洋观测站、海洋基础设施和应用研究，构建强大的

海洋知识基础。 

（4）消除壁垒：通过将专业能力、科学研究和利益相关者进行整合，共同应对

欧洲蓝色经济增长和海洋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复杂挑战。 

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海洋对于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持续的投资非

常关键。欧洲海洋经济总量年均已达 5000 亿欧元，提供了超过 500 万个工作岗位。

而整个欧盟对海洋和海洋研究的投入仅为 20 亿欧元。 

来自英国海洋学中心（NOC）的 Ed Hill 教授指出，《罗马宣言》是基于蓝色经

济在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作用逐渐被认识的情况下形成的，欧洲的科学家已经

做好准备抓住当前的机遇。我们将负起责任，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对欧洲经济

“蓝色增长”提供持续贡献。 

 

原文题目：Marine exper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marine science to Blue Growth in Europe 

来源：http://noc.ac.uk/news/marine-experts-highlight-importance-marine-science-blue-growth-europe 

（王金平，季婉婧编译） 

 

 

 

 

 

 

http://noc.ac.uk/news/marine-experts-highlight-importance-marine-science-blue-growth-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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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进展 

过去预测的海洋变暖可能偏低 

研究人员通常认为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温度上升，海洋吸收了 90％的热量，然后

存储为较热的海水。但新的研究分析表明，科学家们低估了海洋表层海水散热能力，

这可能影响到研究人员理解过去气候变暖的速度和规模。 

海洋对气候科学家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全球气候系统中尤其是大气系统

中非常重要，海洋学家也在最新的研究中表明全球变暖基本就是海洋变暖。但是浩

瀚的海洋大部分区域都很难观测，尤其是南半球的海域。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

人员打算集中研究赤道附近的海洋到底存储了多少热量。美国能源署和美国航空航

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海平面的上升水平，因为海洋变暖，水膨胀，会导致海平面上升，

继而换算为热量。研究人员利用模型先模拟了一般的近海海平面的上升，考虑到半

球尺度的变化，可以认为是准确的。然后利用模型计算了自 1970 年以来的海洋热通

量的变化，这些数字在近几十年来是匹配的，但是 2004 年就开始有较大的出入，这

就需要更全面的数据，从仪器观测数据到 Argo 浮标数据等。结果表明，自 1970 年

以来存储在赤道区域 700 米水深内的热量估计值显著偏低，特别是在南大洋，估计

值可能低了 48%到 152%左右，全球范围内大概低 25%左右。该项研究骨干人员认

为这样的低估幅度是令人惊讶的，根据调查结果，他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低估了地

球对二氧化碳积累的敏感性（气候敏感性是气候科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研究结果是

利用真实数据和模拟数据“交叉检验”的。 

  发表在同一杂志《NATURE CLIMATE CHANGE》上的另一篇论文试图揭示这一

原因，文章表明海洋的深部很少有观测数据，现有的数据绝大部分是由浮标收集并

覆盖海面至 2000 米以上范围。海洋的平均深度是 4300 米，有些盆地可向下延伸到

6000 米。加利福尼亚的海洋学家通过一些特殊的实验设备试图估算 2000 米以下海

水温度的变化，结果表明深海几乎没有变暖，但是实验本身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也表明大海需要更加有效准确的测量方式，因为这将影响到未来气候

的预测。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新的漂流浮标的研究，被称为深 Argo，是能够下降到 6000

米进行温度等变量测量的浮标。 

原文题目：Past measurements may have missed massive ocean warming 

来源：

http://news.sciencemag.org/climate/2014/10/past-measurements-may-have-missed-massive-ocean-war

ming 

（鲁景亮 编译） 

http://news.sciencemag.org/climate/2014/10/past-measurements-may-have-missed-massive-ocean-warming
http://news.sciencemag.org/climate/2014/10/past-measurements-may-have-missed-massive-ocean-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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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年海平面或将升高 1.8m 

2014 年 10 月第 10 期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杂志发表题为《2100 年海

平面上升的极限》（Upper limit for sea level projections by 2100）的文章。研究增加了

新的数据，结果显示海平面在最坏的情境下将上升 1.8m 左右。 

该结果是在增加了新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和预测，使得之前难以预测的

“最坏情景”的预测计算成为可能。尽管至 2100 年海平面上升的最大值 1.8m 的出

现概率仅有 5%的可能性（见图 1），但是由于已给定的历史气候变化数据观测的局

限性和目前预测模型的限制，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不能被排除。 

 

图 1 海平面上升预测情景 

注：红色虚线代表最坏情境下的海平面变化趋势；紫色区域代表 IPCC 预测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海

平面上升情况 

21 世纪，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海平面上升对海岸带的影响评估、风险管理、适

应战略和长期决策等都取决于海平面上升的水平。因此这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根据 IPCC最新的评估报告，海平面预测仅仅给出一个可能的趋势范围（见图1），

然而还有约 34%的其他上升概率没有被预测。此次研究是对 IPCC 预测结果的扩充，

将原来预测区间范围大大扩展，见图 2。 

 
图 2 海平面上升最新预测范围与 IPCC 预测范围对比 

原为题目：Upper limit for sea level projections by 2100 

来源：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10/104008/pdf/1748-9326_9_10_104008.pdf 

（王金平，季婉婧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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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利用 CryoSat-2 和 Jason-1 卫星数据制作 

最详尽的海底地图 

由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的地理学家 David Sandwell 及澳洲悉尼大学地理学家 Dietmar Muller

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欧空局（ESA）CryoSat-2 卫星，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与法国太空研究中心（CNES）Jason-1 卫星数据制作最详尽的海底地图，绘制了从

未被探测到的最深海洋生动的画面结构，准确程度较 20 年前制作的上一个版本旧海

图高出 1 倍。该项研究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NR)、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康菲石油公司共同资助完成。研究报告已发表在十月份的《科

学》期刊上。 

新海图采用绘制板块结构的强大工具——地引力模型，尤其是对于未有船只到

达或是被海洋沉积物覆盖的深海盆地。利用卫星雷达测高仪数据的全球海洋引力模

型测量结果是之前模型准确率的 2 倍。研究人员发现了成千上万座以前从未被标出

的海底山峰，包括墨西哥湾中一处灭绝的山脊，以及南大西洋的一条大裂谷等。这

些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地壳板块运动过程以及认识到卫星驱动的引力模型是探测海

洋盆地的重要工具之一。 

海图中的地貌资料，还有助于地球物理学家钻探海洋传播中心以及鲜有被研究

的深海盆地，也为即将绘制新版本的谷歌海洋地图夯实了基础，填补了船上深度资

料的缝隙。NSF 海洋科学部项目负责人 Don Rice 认为：“该团队研发了一个强大的

高分辨率勘探海底区域结构的新工具，使我们有能力重新审视尚未解决的问题，并

定位未来探索工作的方向”。 

ONR 副主任 Joan Cleveland 认为：“卫星测高仪数据和 David Sandwell 改进的数

据处理技术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海洋引力评估以及海洋测量学的提升，而精确的海

洋测量和海山位置的定位对于美国海军的安全航行至关重要”。 

原文题目：New Map Exposes Previously Unseen Details of Seafloor 

 来源：https://scripps.ucsd.edu/news/new-map-exposes-previously-unseen-details-seafloor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6/6205/65.full?sid=145c96fa-cd3e-4cd5-b6f9-825a408c4d17  

（张灿影编译） 

 

2014 年海洋健康指数首次对公海和南大洋开展评估  

2014 年 10 月，海洋健康指数（Ocean Health Index，OHI）研究小组公布了最新



5 

的全球海洋健康评估状况数据。该指数研究开始于 2012 年，迄今已连续推出 3 年全

球海洋健康指数，并逐渐在巴西、斐济等地开展更为详尽的指标评估研究。该指数

有助于了解海洋环境整体状况，有助于海洋环境管理部门有针对性的采取管理措施。 

2014 年评估结果全球海洋健康平均得分为 67 分，比 2012 年和 2013 年的 65 分

略有提高。其中，新增了对南大洋和南极的数据以及 15 个公海区域的数据。因此，

2014 年海洋指标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海洋健康指标。2014 年全球海洋指标状况

见表 1。 

表 1 2014 年全球海洋健康指数及变化变化 

分支指标 得分 变化率 

公海 67 \ 

南极和南大洋 72 \ 

220 个专属经济区 67 +1% 

食品供给 58 +0.1% 

人工捕鱼机会 65 -1% 

自然产品 60 +4% 

碳贮存 74 +0.3% 

海岸带保护 70 +1% 

居民生计 82 +0.5% 

旅游与休闲 42 -7% 

地方感 62 +3% 

清洁水 71 -1% 

生物多样性 86 +1% 

2014 年中国海洋健康指数总得分为 65 分，略低于全球海洋健康平均水平。在

具体指标上，人工捕鱼机会得分为 100 分、沿海居民生计得分为 97 分、自然产品得

分为 89 分，这三项分支指标得分位列前三位；清洁水 35 分、旅游与休闲 36 分、地

方感 43 分，得分最低。为了与国际水平进行比较，报告选取发展中国家巴西（64

分）和发达国家美国（72 分）进行了对比。 

其中 2013 年中国排名在第 161 位，总得分为 58 分，比 2012 年有+0.3%的增长；

2014 年排名为 114 位，排除计算方法的变化之外，整体状况有所提高。而 2013 年

根据“状态、趋势、压力和恢复力”4个维度进行评估的“未来可能状况”为-6%，这

表明我国的未来海洋健康状况不容乐观。2014 年“未来可能状况”为-2%，较 2013

年状况有所好转。 

原文题目：Ocean Health Gets ‘D’ Grade in New Global Index  

来源：http://ecowatch.com/2014/10/03/ocean-health-d-report-card/ 

（王金平，季婉婧编译） 

http://ecowatch.com/2014/10/03/ocean-health-d-report-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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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规划与管理 

渔船多样化对可持续渔业管理是否起关键作用 

对渔业的关注在全球普遍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如何更好地管理渔业使生态

系统和人类受益这一话题一直引起大家的激烈讨论。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这一问题上，渔船队的多样性这一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 

渔船队可以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包括其所使用的齿轮、捕鱼的渔场、时间和

目标鱼种。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一位研究者的新研究表明渔船队的多样性对渔业

的成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改善渔业的可持续性。文章题为“Consequences 

of fleet diversification in managed and unmanaged fisheries”，作者为可持续渔业课题组

的博士后 Matt Burgess，该文章已发表在《加拿大渔业和水产科学》杂志上。 

Burgess 利用数学模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舰队多样性可以给管理者更多管

理选择，这对多物种目标渔业特别重要。这种渔业很难减少对增长缓慢物种的过度

捕捞，比如枪鱼和岩鱼，但对金枪鱼和比目鱼等增长较快的物种又捕捞不足。捕捞

不足会减少行业利润从而对渔业有负面影响，通过改变渔具增加选择性从而留下更

多的增长缓慢物种在水中比较困难而且昂贵。但在一个多样化的渔船队里，可以通

过不同的捕鱼策略平衡对不同鱼群的捕猎。能够更好地平衡跨物种的捕鱼，增加船

队的整体捕获量和利润，同时减少过度捕捞。 

其中一个管理策略是个体捕鱼配额 individual fishing quotas (IFQs)。这个方法是

在捕鱼季的开始时管理者设置对每一种鱼的捕获量限制并分配给每一个渔船固定配

额。船主就只能捕获其配额量或将部分卖给其他渔民。理论上，这个系统可以激励

渔民，使跨物种捕鱼尽可能达到有效平衡。IFQs 已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美国西海

岸被采纳。有证据表明这种策略已经奏效。 

Burgess 的理论还预测，多元化渔船即使不通过管理也会减少对增长缓慢物种的

过度捕捞。因为一个多样化渔船队中存在的竞争会促进更平衡的捕获策略。如果确

实是这样的话，这种方法可以为在公海的跨国捕鱼业提供希望，因为公海的管理难

度极其大。 

原文题目：Is fleet diversity key to sustainable fisheries? 

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10/141031133547.htm 

（王琳编译）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10/1410311335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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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A 发布墨西哥湾生态系统恢复科学计划 

2014 年 10 月 30 日，美国大气与海洋管理局（NOAA）公布了“墨西哥湾生态

系统恢复的科学行动计划”草案（NOAA RESTORE Act Science Program-Draft Science 

Plan），明确了优先支持的 10 个研究领域。该项行动计划将科学有效地解决墨西哥

湾环境恶化问题，通过恢复法案来保障墨西哥湾沿岸生态恢复工作的实施，建立一

个环境友好的生态经济系统。 

NOAA 启动该计划的远景是全面了解墨西哥的生态系统和最大程度上支持海湾

恢复行动，通过生态系统研究、观测、监测技术的发展，保护鱼类资源、渔业、栖

息地和野生动物。所以，这次科学行动计划明确了 10 个优先研究领域，分别为： 

（1）耦合社会与海湾生态系统以全面了解该地区的生态服务价值、恢复力和脆

弱性； 

（2）构建用于预先管理和开放访问墨西哥湾的生态系统模型； 

（3）提高气象预报预测能力，加强气候变化的长期分析和建模，理解气象因素

对海湾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力和恢复力的影响； 

（4）全面了解流域范围、沉积物变化和养分流动对沿海生态系统和生物栖息地

的影响； 

（5）增强沿海地区的生活环境、海洋资源、食物网动态变化、栖息地的利用、

保护区以及碳流途径的研究。 

（6）利用最新的社会和环境数据，研究分析得出沿海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发展

的长期趋势和健康状态变化的信息； 

（7）能够全面反映墨西哥湾沿岸整个系统的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的指标构建、

检测和验证； 

（8）栖息地采取“适应性管理”的弹性模式、海洋生物资源和野生动物监测所

需要的决策支持工具的开发和信息的获取； 

（9）通过墨西哥海湾监测项目（Gulf monitoring programs）网络集成现有正在

执行计划的数据和信息； 

（10）利用先进的工程、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经济技术来全面提高监测力

度，制定并实施沿海环境改进计划。 

墨西哥湾是美国最具价值且最重要的地区，占国内油气总产量的 90％，海产品

总量的 33％，并拥有 13 个美国吨位最深的港口。2009 年，墨西哥湾的自然资源创

造的经济价值占全国 GDP 的 30％。虽然资源优势带动了沿岸五州的经济，但沿岸

社区的环境却十分脆弱。2010 年 4 月，发生在这里的“深海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

导致底部油井漏油持续数月，加重了该地区的生态危机，造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

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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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NOAA RESTORE Act Science Program-Draft Science Plan 

来源：http://restoreactscienceprogram.noaa.gov/wp-content/uploads/ 

2014/10/Draft_NOAARESTOREActSciencePlan_PublicReview_Final_10-20-14b.pdf 

（唐霞编译） 

NOAA 海洋基金为沿海社区资助 1590 万美元 

2014 年 10 月 8 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海洋基金（Sea Grant）

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资助超过 300 个项目，以帮助建立沿海弹性社区和经济体，资

助总金额达 1590 万美元。同时，通过大学、州和其他合作伙伴，海洋基金计划将配

套额外的 790 万美元的非联邦政府资金，使总资助额超过 2380 万美元。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依赖于本国的海岸文化、经济、能源和休闲，确保沿海

社区和经济的长久生命力至关重要。这些基金将资助有助于沿海社区在面临自然灾

害、水质挑战、恶劣天气、能源需求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时更具弹性的研究、规划和

推广项目。这些项目是奥巴马政府在减少与气候相关的对海洋、沿海和其他资源的

影响，并使社区应对气候变化更具弹性的努力。海洋基金网络超过 400 位专家将广

泛地整合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帮助当地的沿海社区更具弹性。 

联邦资金资助的 4 个优先方向是： 

（1）制定测绘和建模工具以预测沿海风暴带来的沿海洪水和侵蚀，以及研究这

些风暴对财产的长期影响。例如，对北卡罗莱纳州的海洋基金资助了一项利用海洋

基金最新开发的自我评估工具，包括脆弱性、影响以及适应规划方案，与社区合作

研究减少沿海灾害对 13 个县的长期影响。 

（2）开发生态系统建模工具，以帮助沿海社区对有害藻华和细菌爆发的预测，

如弧菌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使社区能够确保充分应对并具恢复力，尽量减少影响。

例如，俄亥俄州海洋基金对流域和河流流量模型研究的资助，以开发预测气候变化

和土地利用如何影响有害藻华和饮用水对公众健康影响的方法。 

（3）提高社区对海洋酸化和其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对沿海社区、经济、渔业以

及生态系统影响认识的研究。改变海洋化学对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就业和经济活动

的影响，如海鲜产业和生态旅游。俄勒冈州通过海洋基金资助开发更耐酸性水体的

牡蛎研究。 

（4）研究在规划和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时如何更好地考虑沿海生态系统的社区

价值。例如，特拉华州海洋基金正在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旨在了解导致社区对特拉

华州和马里兰州近海风能项目支持或反对的因素。 

原文题目：NOAA Sea Grant awards $15.9 million for projects to build resilient coastal communities 

来源：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4/20141008_noaa_seagrant_resilience_awards.html 

（王 宝 康建芳编译）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4/20141008_noaa_seagrant_resilience_aw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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