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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全球变暖下海表温度与海平面高度的变化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国际太平洋研究中心今年夏天监测到了有史以来全球最

高的海表面平均温度，该温度甚至超过了 1998 年的厄尔尼诺年记录。 

从 2000 至 2013 年，虽然温室气体仍在增加，但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却未上升。

这一时期被称为全球变暖间歇期，科学家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截止到 2014

年 4 月，根据海洋温度数据集的分析，全球海洋变暖开始回升。研究人员称 2014 年

全球海洋变暖主要区域在北太平洋，自 2014 年 1 月开始，海表温度数据远超历史记

录。在随后的 4 月至 5 月，西风推动西太平洋地区储存热量的海水沿赤道转向东太

平洋，随后沿北美太平洋沿岸扩散，释放热量到大气中。当前破纪录的数据表明，

中断 14 年的海洋变暖又逐渐开始了，温室气体的增加以及北太平洋夏季信风的减弱

也是造成海表温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海表温度上升是全球海洋变暖的结果之一，海平面上升同样也是。但科学家们

发现盐度变化对海平面的上升有意外的影响。利用长期观测的世界各地盐度与温度

长期变化数据进行模型处理，研究人员发现盐度变化对区域内海平面上升有意外的

贡献，比之前的预估大很多。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显著的问题之一，

此前一般认为是由于全球变暖导致冰川和冰盖融化。此次研究表明海水盐度的变化

也可以影响海平面高度，原因是盐度改变了海洋从表面到海底的密度结构。 

研究小组建立了一个长期（1950-2008 年）的全球大洋海平面变化盐度驱动模型，

模型结果表明太平洋海平面在上升，而大西洋区域海平面则在下降。科学家们对比

了这个模型和以前长期变化的模型，发现盐度影响所占比例要大得多，占到海平面

变化的 25%左右。有了这个发现，先前估计的长期海平面变化则需要彻底进行重新

评估。这也表明盐度对区域海平面变化有着深远影响，在未来的模型研究中，盐度

因素不能忽视。 

 

原文题目：Ocean warming picks up speed, hits warmest temperatures ever recorded 

Livermore Lab scientists show salinity matters when it comes to sea level changes 

来源：http://www.uhm.hawaii.edu/news/article.php?aId=6860 

https://www.llnl.gov/news/livermore-lab-scientists-show-salinity-matters-when-it-comes-sea-level-changes 

（鲁景亮 编译） 

http://www.uhm.hawaii.edu/news/article.php?aId=6860
https://www.llnl.gov/news/livermore-lab-scientists-show-salinity-matters-when-it-comes-sea-level-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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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解释海洋在全球“变暖间歇期”中的作用 

图 1  红色区域显示的海洋已经在全球“变暖间歇期”占用了更多的热量 

（图片来源：英国南安普敦大学） 

最新研究表明，跨越三大洋的海洋热吸收可能是气候“变暖间歇期” 产生的原

因，这里的“变暖间歇期”指的是当前十年全球地表变暖的放缓。科学家采用一系

列最先进海洋与大气模型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赤道太平洋、北大西洋和南大洋

盆地的海洋热度持续下降在“变暖间歇期”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的《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作者是南安普敦大学的

Sybren Drijfhout 教授、国家海洋学中心（NOC）的 Adam Blaker 博士以及欧洲中期

天气预报中心（ECMWF）的 Simon Josey 教授、George Nurser 博士、Bablu Sinha

博士和 Magdalena Balmaseda 博士。 

Drijfhout 教授认为，这项研究把赤道太平洋、北大西洋和南部海洋各区域的持

续性海洋热度下降归因于每个地区特定的、不同的机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现有的气候模型已经无法模拟全球变暖间歇。该研究为热度下降的海洋区域及其

变化进程提供了线索，这可以作为气候模型的一个基准，以进行未来全球平均气温

的预测。 

此前，由于较凉的海洋表面温度以及一系列与 La Nina 事件相关的低海表面温

度所带来的影响，“变暖间歇”期间赤道太平洋的热度下降一直被认为足以解释间歇

期的出现。然而，这种新的分析表明，北大西洋北部、南大洋以及赤道太平洋整个

海域都是海洋热吸收的重要地区。每个盆地大致在“变暖间歇”中发挥了等额的作

用，但每个盆地的热量下降机制是不同且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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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西洋，更多的热量被一直保留在深层次海洋系统中，它们是海洋和大气

环流变化的诱因，这就使得冬季大气从海洋中提取较少的热量。 

在南大洋，热量额外的减少是不经意间发生的，且这一过程正在逐渐延长（数

十年），而其他两个地区则相对较短（十年）。在西风盛行期间，这一地区热量的逐

渐变化改变了海与大气之间的热交换，南印度洋地区尤为明显。 

利用 NOC 科学家开发和运行的最先进的高分辨率海洋模型，该研究团队计算了

进入海洋中的大规模热量变化。这个预测与从 ECMWF 获得的海洋模型数据集合进

行了比较，同时还与美国生产的主要大气模型数据集合进行了比较。Josey 教授解释

称，模型信息的合成和观测数据在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inha 博士则认为，更深

刻地认识海洋热度下降与保持相关的过程和区域，将会进一步改善未来气候预测的

准确度。 

 

原文题目：New study explains the role of oceans in global 'warming hiatus' 

来源：http://phys.org/news/2014-12-role-oceans-global-hiatus.html#jCp 

（於维樱 王琳 编译） 

东北部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对飓风的“远程控制” 

    厄尔尼诺，这种太平洋海表面温度异常变暖的反常自然现象，每隔几年发

生一次，是得到广泛研究的一种热带气候现象。它对社会和地球气候有重大影响——

引起全球多个地区发生严重的干旱和洪水。此

外，科学家们观察到，厄尔尼诺现象极大地影

响太平洋和大西洋海洋热带气旋的年度变化。 

然而，在北半球气候扰动和飓风季节之间

存在时机和地点上的不匹配：厄尔尼诺高峰发

生在冬季，其海洋表面变暖主要沿着赤道。也

就是说，一个季节和地区没有热带气旋(TC)

活动。这促使科学家调查厄尔尼诺现象对飓风

的影响，通过其远程能力改变大气条件如稳定

性和垂直风切变而非当地的海洋环境。相关研 

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揭示了这种   图 2 厄尔尼诺排出的热量强化飓风 

 “远程控制”机制。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海洋通路，这条通路在冬季峰值的两个或三个季节后将厄

尔尼诺的热量带入东北太平洋盆地——正好直接给这个地区的强烈飓风提供了动力。 

厄尔尼诺现象发展的赤道太平洋海表面下蓄积了大量的热量，而当这些热量排

http://phys.org/news/2014-12-role-oceans-global-hiatus.html#jCp


4 

出赤道地区后，就会转变成拉尼娜现象。该研究的主要作者 Fei-Fei Jin 认为，这种

热量的充/放使得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的发展有点像秋千。 

在之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每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中海表面

下蓄积的巨大热量，这其实是引发飓风活动的一个潜在原因。此外，研究人员一直

在研究海面下的热量如何为台风增加能量(西太平洋发生的热带气旋)。他们认为，

东北太平洋地区通常没有丰富的地下热，厄尔尼诺的热量排入为这一地区提供了生

成异常数量强飓风的条件，这些飓风可能威胁墨西哥、美国西南部和夏威夷群岛。 

作者指出，他们的发现可能会提供一种熟练的方法，通过监测厄尔尼诺的情况

来预测其可能导致的潜在强大飓风。 

原文题目：El Niño's 'remote control' on hurricanes in the Northeastern Pacific 

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12/141204160654.htm 

（王琳 编译） 

前沿进展 

红海与西印度洋盆地的珊瑚礁钙化评估 

评估海盆的钙化速率以及边缘区域（珊瑚礁）对远洋碳酸盐沉积的相对作用速

率对长期监测海洋酸化的影响非常关键。虽然现场测量的结果表明个体的响应数据

非常基本，但个别生物体对高浓度 CO2 的响应数据总体来看呈稳步增长态势。这项

研究表明估计大尺度范围内浮游和底栖生物影响钙化率的数据是可能的，并且提供

了在复杂系统以及大空间尺度上的监测工具。 

盆地的钙化速率对全球大洋碳循环的评估非常重要。传统方法是基于泥沙的沉

淀物或深海沉积物来进行测量。在这项研究中，评估红海海水表面的碳酸钙沉积速

率是通过流经曼德海峡水量的总碱度损耗来计算。珊瑚礁与公开海域浮游生物的相

对贡献率采用瑞利分馏模型来计算。研究得出红海海水表面的碳酸钙钙化速率是 7.3 

± 0.4·10
10

kg·y
−1 ，其中远洋浮游生物贡献了 80 ± 5%，沿岸珊瑚礁贡献了 20 ± 5%。

通过这种方法计算钙化速率比沉积物测量要高 40%左右。亚丁湾的碳酸钙沉积速率

是红海的一半左右，但在西北印度洋，测量数值却低于模型的检测限。研究结果表

明，利用主要的离子浓度变化评估盆地海洋生物对碳酸盐的沉积贡献是可是实现的。 

在这项研究中，计算出的钙化率与文献中的数据非常接近，但均略高一点。这

可能与一些沉积物的碳酸钙溶解等反应有关系。基于水流域尺度的计算与通过沉积

物计算不同时间与空间的钙化速率并不一致，但在海洋酸化降低钙化率的影响这一

结果上非常明确。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应用于海洋断面上的研究，同时组建数据库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12/1412041606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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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海洋酸化给钙质生物带来的威胁。但研究方法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只适用

于海域开阔并且局部钙化率较高的区域。 

 

原文题目：Basin-scale estimates of pelagic and coral reef calcification in the Red Sea and Western Indian Ocean 

来源：http://www.pnas.org/content/111/46/16303.abstract 

（鲁景亮 编译） 

新指标显示：中国海洋健康状况堪忧 

海洋健康指数（Ocean Health Index，OHI）是全球首个清晰量化评估众多海洋

系统耦合的健康问题的方法。2012 年 8 月 Nature 首次介绍了该指数并公布了首个全

球海洋健康指数。此后，2013 年和 2014 年又先后两次发布全球海洋健康指标，并

逐渐在巴西、斐济等地开展更为详尽的指标评估研究。该指数可为科学家、管理者、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更好地理解、追踪和交流生态系统状况、设计行动策略、提高整

体海洋健康水平提供参考。其构建方法和近 3 年的应用可对我国海洋环境评估和保

护提供有益借鉴。 

1  2012—2014 年全球海洋健康状况 

2014 年评估结果为全球海洋健康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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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2012 年和 2013 年数据进行了相应的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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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的各项指标见表 1。 

表 1 2012—2014 年全球海洋健康指数及变化 

 2012 年指数 2013 年指数/变化率 2014 年指数/变化率 

公海 \ \ \ 67 \ 

南极和南大洋 \ \ \ 72 \ 

220 个专属经济区 67 67 +1% 67 +1% 

食品供给 57 58 +2% 58 +0.1% 

人工捕鱼机会 66 66 -1% 65 -1% 

自然产品 59 58 -1% 60 +4% 

碳贮存 74 74 +0.1% 74 +0.3% 

海岸带保护 69 69 +1% 70 +1% 

居民生计 78 82 +5% 82 +0.5% 

旅游与休闲 45 45 +0.2% 42 -7% 

地方感 60 60 -0.1% 62 +3% 

清洁水 68 72 +6% 71 -1% 

生物多样性 85 85 +1% 86 +1% 

http://www.pnas.org/content/111/46/16303.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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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海洋健康状况及国际对比 

（1）中国海洋健康状况 

中国海洋 2014 年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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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等

三项指标得分最低。2013 年中国全球排名在第 161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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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未来可能状况”为-2%，

较 2013 年状况有所好转，但压力仍较大。 

（2）中国与国际对比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海洋健康指标，我们选取发达国家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巴西

进行对比。与全球、美国及巴西的海洋健康指标对比如图 3 所示。 

 

图 3 2014 年中国海洋健康指标与国际比较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我国在食品供给、人工捕鱼机会、自然产品和居民生计等

方面明显具有优势。巴西在碳贮存、海岸带保护方面、地方感等方面明显优于我国，

而在自然产品指标上远远落后于我国和国际平均水平；美国作为海洋强国，在海岸

带保护、地方感和清洁水方面明显优于我国和全球平均水平。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

现，我国在海洋生产力方面相关指标上表现良好，而与良好海洋环境相关的指标上

明显不足，这既反映出海洋健康指标中的偏“经济利益”的指标与偏“环境保护”的

指标之间天然的矛盾性，也反映出我国加强海洋保护的必要性。 

 

原文题目：An index to assess the health and benefits of the global ocean 

来源：http://www.oceanhealthindex.org/Comparison/ 

（王金平 编译） 

 

http://www.oceanhealthindex.org/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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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计数据分析显示全球船只交通流量自 1992 年来增加四倍 

人类的足迹几乎遍布海洋的每寸海域，对海洋造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由于缺

乏数据，人们对公海变化的主要原因—船舶交通，及其时间演化仍然不甚了解。法

国海洋开发研究院地球物理学家 Jean Tournadre，利用卫星数据估算 1992-2012 年间

海上船舶流量。该项研究首次跟踪调查全球范围内的船舶交通情况。目前主要通过

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监控船舶交通。当船舶靠近

海岸的时候，通过转发器将位置信息发送给其他船舶和陆地上的基站。但是在公海

上时，AIS 系统效用不大，而且很少有卫星携带定位船舶的工具仪器。该项研究中

利用高度仪或是别的测量高度的仪器，在卫星上检测海上船舶具体位置，类似于用

这些仪器探测冰山的方式。高度计数据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工具，通过回波波

形分析方法来检测和监控船舶交通，利用高分辨率高度计波形分析方法使得检测海

上冰山、灯塔和船舶等等以及估算船舶密度成为可能。由于高度计幅度的限制，船

舶密度地图是以年为单位进行估算的。尽管高度计取样模型较为复杂，幅度较小，

其船舶密度测量结果和 AIS 报告结果以及其他方式获得的数据都是相一致的。该项

研究报告已经发表在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研究报告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国际贸易和大大小小的商业船队的迅速扩大，

造成了船舶流量急剧上升。全球船舶密度分析显示 1990s 早期至今交通流量戏剧性

四倍的增长，即使 2008 年经济危机时期也没有减缓这种增长趋势，印度洋和中国海

域之间增量最大，不同海洋盆地增长率的分布反应了国际贸易的再分配以及世界贸

易的变化趋势。交通量唯一下降的是索马里附近海域，缘于 2006-2007 年海盗的兴

起。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交通量的增加相对较为平缓，但是仍旧增加了二倍到三

倍之间。封闭式海域如地中海和黑海，对于人类的影响肯定更加敏感，也面临了越

来越大的压力。1992-2002 年间船舶航行量增加 60%，在调查的第二个十年中增加

速率更快，2011 年达到最高值，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调查显示世界上最繁忙的

航线印度洋在过去二十年间船舶航行量增加 300%以上。 

尽管报告主要集中在海上航线的变化，船舶交通对大气还是有着直接的影响，

比如印度洋对流层中二氧化氮浓度的增加。蓬勃发展的船舶交通增加了大气中污染

量，尤其是斯里兰卡-中国之间航线上，在过去 20 年间二氧化氮浓度增加 50%。船

只也是噪声污染的主要来源，对海洋哺乳动物有着潜在的危害。船舶交通量增长如

此之多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尤其它还是公海上主要的污染来源。 

公海中，船只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对海洋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虽然近年来船

舶识别和跟踪系统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确定全球海洋船舶交通流分布和演化

情况依旧是个难题。Tournadre 希望这项新研究能够促进科学家更加了解人类活动是

如何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并进一步完善开放海域大气污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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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Anthropogenic pressure on the open ocean: The growth of ship traffic revealed by altimeter data analysis 

 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11/141117130826.ht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4GL061786/full 

（张灿影 编译） 

NOAA 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太平洋沿岸贝类种植者 

提供实时海洋酸化的数据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近日发文承诺建立新门户网站，以开放

获取方式提供观测网络数据。美国太平洋沿岸的贝类养殖场和孵化场现在可以通过

综合海洋观测系统（the Integrated Ocean Observation System，IOOS）得到实时的在

线海洋酸化数据。IOOS 是一个以 NOAA 为首的国家区域合作项目，通过提供新的

工具和预测以改善安全性，发展经济并保护环境。借助 IOOS 太平洋地区海洋酸化

数据门户网站，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盐分和水的温度在内的这些数据都可以得到，

该网站这个月开始运营。 

NOAA 海洋酸化项目主任利比朱伊特博士非常称赞该网站，他觉得这个新的门

户网站为研究人员、沿海管理者以及贝类水产养殖场的终端用户提供了重要的环境

情报。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这个系统收集数据，并结合正在进行的研究，为 NOAA

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信息，以支持有效的适应性战略和其它沿海资源决策。 

采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伯克黑尔斯博士开发的“burkolators” 监测系统，该

IOOS 太平洋地区海洋酸化数据门户网站从 5 个贝类孵化/养殖网站收集数据流。该

监控系统最近被安装在一些太平洋沿岸观测点，以测量海洋酸化的变量，这些测量

点包括：阿拉斯加 Alutiiq Pride 贝类孵化场、华盛顿 Taylor 贝类孵化场、俄勒冈州

Whiskey Creek 贝类孵化场、加州中部 Hog Island 牡蛎公司以及南加州 Carlsbad 水产

养殖场。该门户网站还从NOAA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的海洋酸化系泊收集数据流。

接下来，网站还会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 IOOS 协会成员处收集其他海洋酸化的数据

流，这些成员包括工业性、学术性以及和政府性质的合作伙伴。 

海洋酸化主要由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造成，它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海水的化

学性质，使许多海洋生物难以形成外壳。通过对食物网的影响，海洋酸化也对海洋

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在探索之中。由此产生的变化对

国家和全球的环境和经济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美国，贝类养殖社区是最大的海水

养殖细分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超过 6 亿美元的可持续性贝类产品，拥有数以

万计的农村沿海社区就业人员，满足了该国对海产品的需求。海洋酸化日益严重的

影响已经威胁到了行业的未来。过去的十年中，太平洋沿岸的贝类孵化场已经看到

了从海洋酸化一个最显著影响，那就是贝类产业的濒临倒闭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4/11/141117130826.ht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4GL061786/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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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OS 太平洋地区海洋酸化数据门户网站的经费来自于美国 IOOS“海洋技术转

型项目”与 NOAA 的“海洋酸化项目”合作给予的 2013 年补助奖励。这笔款项资

助了夏威夷与西海岸沿岸的好几个活动，支持海洋酸化传感器的开发和应用，提供

有关海洋酸化的信息，从而保护贝类产业。参与此次活动的合作伙伴包括五名美国

IOOS 区域协会：网络化海洋观测系统西北协会（NANOOS）、中央与北加州海洋观

测系统（CeNCOOS）、南加州海岸海洋观测系统（SCCOOS）、阿拉斯加海洋观测系

统（AOOS）、太平洋岛屿海洋观测系统（PacIOOS）以及 NOAA 太平洋海洋环境实

验室（PMEL）。 

综合海洋观测系统（IOOS）是一个国家与地区的联动合作项目，提供新的工具

和预测，以提高安全性，增强经济并保护我们的环境。目前，综合海洋信息已经几

乎实现实时可用，并可以追溯。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这些信息正在改善我们理解和

预测沿海事件的能力，如暴风雨、海浪高度和海平面变化。这样的知识需要不断积

累，相应的发展规划也必不可少。 

 

原文题目：NOAA, partners provide real-time ocean acidification data to Pacific coast shellfish growers 

来源：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4/20141119_iooswebportal.html 

（於维樱 编译） 

 

海洋规划与管理 

新工具有助于沿海规划者做出明智的管理决策 

2014 年 11 月 18 日，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发表题为《源于人类活动的

栖息地的风险评估对沿海和海洋空间规划的借鉴：以伯利兹为例》（Assessing habitat 

risk from human activities to inform coastal and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 demonstration 

in Belize）的文章指出，新的科学和开源软件能够实现对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风险的

计算，以帮助政府在海岸带管理方面做出明智决策。 

随着沿海和海洋开发的扩大，类似珊瑚礁和红树林等生态系统处于前所未有的

风险中。海洋综合管理规划则为沿海社区和海洋资源成为基于沿海社区和自然栖息

地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蓝色经济”的核心提供了指导。海洋综合管理规划能使因

破坏活动造成处于高风险当中的海洋栖息地面积减少下降 20%，同时使沿海可供开

发的面积增加两倍，海水养殖空间增加一倍，并减少石油勘探和疏浚的争议。 

然而，规划者往往缺乏有关人类活动将如何影响海岸线和海洋栖息地现在和未

来的有价值信息。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开展的自然资本项目（Natural Capital Project）开发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4/20141119_iooswebport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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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科学和开源软件，并运用于加勒比海国家伯利兹的第一个海岸带综合管理规

划的设计，通过对栖息地退化风险的计算，为海洋空间规划提供了全面的过程解释。

该研究试图为帮助伯利兹政府做出明智的决策提供免费的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互

联网发送至对沿海规划者有用的任何地方。 

 

原文题目：Assessing habitat risk from human activities to inform coastal and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 demonstration in Belize 

来源：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11/114016/pdf/1748-9326_9_11_114016.pdf 

（王宝 编译） 

NOAA 成立新机构指导海洋探测 

2014 年 11 月 13 日，美国大气与海洋管理局（NOAA）宣布由来自政府、行业、

学术界和非营利组织的 13 名成员组成成立一个新的联邦海洋探测咨询委员会，该委

员会成员代表从先进技术到普通探测的政府机构、私营部门领导、以及包括海洋探

测领域的学术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该机构将对 NOAA 和国家海洋勘探进行指导，包

括为 NOAA 重点勘探领域、新技术投资、和了解地球前沿的战略计划提出建议。 

NOAA 通过其海洋勘探和研究办公室协调联邦政府计划，系统地探讨大部分未

开发的海洋地区的国家海洋环境、经济和国家安全优先领域，以促进探索科学研究

的新领域，并从整体上提高对海洋探测的认识。NOAA 期望该委员会将加强海洋勘

探和 NOAA 优先领域之间的联系，为社区恢复力和全球观测系统投资提供信息和服

务，以维持和改善公民和企业所依赖的环境。 

美国国会指定 NOAA 国家海洋探测计划的协调人，根据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并授

权海洋勘探咨询委员会。委员会预计将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并将直接向 NOAA 管理

员汇报国家海洋勘探计划协调相关事宜和 NOAA 的海洋探测活动。海洋探测咨询委

员会将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第一次会议。 

 

原文题目：NOAA establishes new panel to guide ocean exploration 

来源：http://research.noaa.gov/News/NewsArchive/LatestNews/TabId/684/ArtMID/1768/ 

ArticleID/10904/NOAA-establishes-new-panel-to-guide-ocean-exploration-.aspx 

（王立伟 季婉婧 编译）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11/114016/pdf/1748-9326_9_11_114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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