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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变冷的太平洋减缓了全球变暖 

过去 15 年左右，尽管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但地球表面温度上升数据却低于模

型预测。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导致升温暂停的因素，例如热量存储在深海中、平流

层大量的气溶胶折射太阳光线等，而最新发布在《Science》的研究结果表明，太平

洋和大西洋的自然循环可能是真正的原因。 

自最后一次厄尔尼诺变暖事件（1997-1998）结束后，热带太平洋一直处于相对

较冷的阶段，正在抵消温室气体的热效应。但研究表明这只是暂时的，如果太平洋

的自然循环开始转变，水也变暖，那么地球可能会继续升温。研究强调了气候变化

的暂停或者放缓，并没有否认全球变暖的预测。同时指出影响全球气候变暖放缓的

因素有很多，最大的因素是海洋自然循环，但不会是气候模型的错误预测。 

太平洋冷暖之间的转换大约为 16-20 年，一般称为太平洋年代际振荡。这个振

荡变化还包括 3-7 年的厄尔尼诺与拉尼娜冷暖变化期。将这些变化叠加起来，太平

洋的冷暖周期大概在 50-70 年之间。同样，大西洋海水表面温度的长期循环过程也

大约在 50-70 年左右。 

Byron Steinman（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认为，要准确理解地球气温变化，必须

要了解太平洋与大西洋自然变化周期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考虑到这些因

素。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者设计了全新的数据模型，IPCC 利用众多模型由大

型计算机模拟海-气相互作用，重现了地球历史温度变化的 170 多次，但由于气候变

化的复杂性，这些结果并不精确。Steinman 认为地球内部的气候变化本质上是随机

的。如果再次回到 1850 年，同样的火山爆发、同样的太阳变化以及同样的温室气体

排放，导致的总体温度上升会大致相同，但实际的温度变化记录可能不同。为了抵

消这种随机性，Steinman 及其合作者利用超级计算机得出了平均值，然后减掉人类

和已知自然活动对温度的影响，剩下的温度变化部分就应该归功于气候内部变化了，

包括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等自然现象。 

Steinman 及其同事发现，无论是大西洋多年代振荡还是太平洋年代际振荡，在

上半个世纪对北半球的温度变化有很大的影响，但在过去的几十年，尤其是在太平

洋，它们的影响已经在减弱。研究结果确定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太平洋变冷的趋

势以及大西洋轻微变暖的趋势，这与最近的关于大西洋将释放隐藏在深海中的热量

的研究相符合。研究明确表示大西洋的自然变化对地球温度的影响非常重要。 

Steinman 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其他气候学家的认可，虽然大家已经广泛接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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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在气候变化中有很大的作用，但这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同时强调

了海洋多年际振荡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新的观点。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其他驱动气

候变化的因素，尤其是气溶胶的影响，目前大多数的气候模型中并未包含气溶胶的

相互作用，只有 IPCC 在 2014 年的第五次报告中涉及了一点点。 

Steinman 表示，太平洋降温仅仅是自然循环过程中的一个周期，减缓气候变暖

并不会持续下去。毫不夸张地说，接下来的几十年，可以预期会出现相反的趋势，

内部变化将加速气候变暖。因为这种“假暂停”可能是人类最需要担忧的地方，所以

明智的选择就是采取行动，降低碳排放，并制定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变化。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Cold Pacific Ocean is offsetting global warming 

来源：http://news.sciencemag.org/climate/2015/02/cold-pacific-ocean-offsetting-global-warming 

参考文献：Steinman B A, Mann M E, Miller S K. Atlantic and Pacific multidecadal oscillations 

and Northern Hemisphere temperatures[J]. Science, 2015, 347(6225): 988-991. 

海底热液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以 SCIE 数据库为基础，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国际海底热液研究文献的国家、

机构以及关键词分布等进行了分析。数据为 1975—2013 年 SCIE 数据库中“海底热

液”相关研究论文 5822 篇。从整体论文年度变化来看，海底热液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迅速升温，90 年代初增长最为迅速，之后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2013

年达到顶峰，有 406 篇相关研究论文被 SCIE 数据库收录。 

1 主要研究国家 

在发文量方面来看，美国在海底热液研究论文占绝对优势，数量远远超过其他

国家，在其他国家中，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发文量较多，均超过 500 篇。中

国发文量为 342 篇，排在第 7 位。分析发现，论文篇均被引频次最高的国家是荷兰、

美国和瑞士，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均超过 30 次/篇；被引频次≥50 次的论文数占比最

高的国家是美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见图 1。 

http://news.sciencemag.org/climate/2015/02/cold-pacific-ocean-offsetting-global-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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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国海底热液相关论文的相对影响力对比 

2 主要研究机构 

在机构方面，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

等机构发文量较多。中国的机构中，中国科学院排在第 16 位。分析发现：俄勒冈州

立大学、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华盛顿大学、美国地质调查局、德国马普学会

和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论文引用较高；德国马普学会、华盛顿大学、俄勒冈州立

大学、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美国地质调查局和美国罗特格斯州立大学发表的文章

中，四分之一的论文被引频次达到或超过 50 次，见图 2。 

 

图 2 海底热液主要研究机构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情况 

3 研究热点变化 

从有效关键词统计来看，热液喷口、硫化物、深海、大洋中脊等是出现频次最

高的关键词。其中，热液喷口的出现频次最高，达 486 次。深海、硫化物、大洋中

脊和大西洋中脊的出现频次也均超过了 1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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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海底热液研究的热点变化情况，将 1991 年至 2013 年划分为 5 个阶段，

对其各阶段的主要关键词进行了统计。 

统计发现，1991 年-1995 年主要有效关键词有：硫化物（Sulfide）、古细菌 

（Archaea）、超嗜热菌（Hyperthermophile）、胡安德富卡洋中脊（Juan de Fuca Ridge）、

深海蠕虫（Alvinellidae）、细菌（Bacteria）、静水力学（hydrostatic）、压强（Pressure）、

洋中脊（Midocean ridge）、海山（Seamount）和稳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s）。 

1996-2000 年主要有效关键词有：热液喷口（Hydrothermal vents）、硫化物

（Sulfide）、深海（Deep sea）、大洋中脊（mid-ocean ridges）、古细菌（Archaea）、

大西洋中脊（Mid-Atlantic Ridge）、东太平洋海隆（East Pacific Rise）、蛇纹石

（Ophiolite）、嗜热生物（Thermophile）、超嗜热生物（Hyperthermophile）、深海热

液喷口（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锰壳（Manganese crusts）。 

2001-2005 年主要有效关键词有：热液喷口（Hydrothermal vents）、硫化物

（Sulfide）、深海（Deep sea）、大洋中脊（Mid-ocean ridges）、嗜热生物（Thermophile）、

洋壳（oceanic crust）、热液系统（hydrothermal systems）、稳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s）、

细菌（Bacteria）、深海热液喷口（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大洋钻探（Ocean Drilling 

Program）、东太平洋海隆（East Pacific Rise）、大西洋中脊（Mid-Atlantic Ridge）、冷

泉（cold seep）、流体包裹体（fluid inclusions）、甲烷（Methane）。 

2006-2010 年主要有效关键词有：热液喷口（Hydrothermal vents）、深海（Deep 

sea）、硫化物（Sulfide）、大西洋中脊（Mid-Atlantic Ridge）、深海偏顶蛤（Bathymodiolus）、

大洋中脊（mid-ocean ridges）、东太平洋海隆（East Pacific Rise）、热液系统

（hydrothermal systems）、冷泉（cold seep）、深海热液系统（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稳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s）、热液蚀变（Hydrothermal alteration）、胡安德

富卡洋中脊（Juan de Fuca Ridge）、共生现象（Symbiosis）、细菌（Bacteria）、太古

宙（Archean）、稀土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 

 2011-2014 年，主要有效关键词有：热液喷口（Hydrothermal vents）、深海（Deep 

sea）、硫化物（Sulfide）、大西洋中脊（Mid-Atlantic Ridge）、深海热液喷口（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嗜热生物（Thermophile）、冷泉（cold seep）、大洋中脊（mid-ocean 

ridges）、深海偏顶蛤（Bathymodiolus）、蛇纹石化（Serpentinization）、稳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s）、沉积物（Sediments）、俯冲（Subduction）、共生现象（Symbiosis）、细菌

（Bacteria）、热液蚀变（Hydrothermal alteration）、稀土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

热液系统（hydrothermal systems）、铁（Iron）、洋壳（oceanic crust）、分类学（Taxonomy）、

痕量元素（Trace elements）。 

从各年代段的关键词可以看出，热液喷口、硫化物和嗜热生物等是持续的研究

热点；大洋中脊、大西洋中脊、太平洋海隆和胡安德富卡洋中脊等是热液研究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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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地点；热液研究在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铁锰结核等矿物的研究和块状硫化物

的研究。 

（王金平 供稿） 

深海研究 

马里亚纳海沟的超深海水团中发现独立的微生物群落 

日本海洋中心、东京工业大学、横滨市立大学、东京大学合作研究小组研究发

现：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水深 6000m 以上）水团中存在独立的超

深海海沟生物圈。 

超深海海沟环境的微生物调查最早开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但只是以海底沉积物

为调查对象，尚未涉及海沟内水团。2008 年 6 月，JAMSTEC 利用大深度小型无人

探查机 ABISMO 在挑战者深渊中心区域（11°22.25 Ń,142°42.75 É，水深 10300m）

潜深 10258m 获得海水样品，并进行分子生态学分析和地球化学分析。 

此次研究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中心区域每 50-1000m 采集一次水样，并进

行无机化学分析、微生物及病毒数计算、分子生态学分析。深海层和超深海的营养

盐深度、微生物数量及病毒数量没有差异。但是微生物群落的分析结果显示，具有

固碳能力的化能自养微生物是从中深层到深海层的优势群落，超深海水团则以异养

型微生物为主。深海层和超深海层中的亚硝化细菌、亚硝酸氧化菌等优势群落发生

了变化。这些结果表明：超深海海沟内的水团存在与深海层不同的有机物供给源，

并形成了强烈依赖这些有机物的生态系统。 

深海的有机物供给主要来自于：通过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机物、深海洋流运动带

来的有机物以及悬浮在沉积物中的有机物。由于马里亚纳海沟是独立的海沟，从其

他海沟流入有机物以及存在与上层水团完全不同的有机物源是不可能的。因此，此

次发现的海沟水团中独立的生态系统与因地震导致海沟斜面断裂而释放出的有机物

有关，即，超深海海沟的生物圈是与海沟地形形成有关的生态系统。关于深海斜面

地震对深海水团微生物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在日本东部大地震的相关研究中有所结

论，在该区域观察到的微生物变化与此次研究中观察到的微生物结构变化有相似的

倾向。因此，该研究也支撑了超深海海沟生物圈形成机理的假说。 

研究小组计划：将结合有机化学分析开展跨学科研究来验证此次调研结果，更

直接证明超深海海沟生物圈是被沉积物来源的有机物所支撑的生态系统。 

（陈春 编译） 

原文题目：超深海・海溝生命圏を発見―マリアナ海溝の超深海水塊に独自の微生物生態

系― 

来源：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5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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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海洋中心研发绘制深海海底景观新方法 

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NOC)研究人员开发了绘制深

海海底景观的新方法，比之前的方法更经济、高效、快速和客观。 

目前，由于接近深海海底生物的实际困难，人们对于海底地理分布知之甚少。

NOC 的新研究探索出一个评估海底生物分布的新方法，研究成果即将发表在

《Marine Geology》杂志上。该方法综合了海底测绘技术、统计学和一种称为“利基

理论”（Niche Theory）的景观生态技术。 

利基理论指出，生物多样性因环境条件的空间变异而变化，即栖息地范围越大

生物多样性越明显。来自南安普顿大学的项目主要完成者 Khaira Ismail 基于该理论

对海底进行了大规模全面报道。通过辨别深海海底相对丰富的物种区域并绘制海底

地图，实现了评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位置的目标。NOC 的 Veerle Huvenne 博士认

为：新方法能够帮助人们制定更详细准确的调查计划，使深海研究更具针对性和效

率性，促进了人类对深海生物的了解。根据多波束回声测深仪和水平扫描声纳收集

到的海底地形和沉积物类型信息，研究人员绘制了大约覆盖 200km*25m 区域的地图。

该地图可以将海底分解成一系列的区域，利用统计学方法以客观、可重复的方式分

析识别独特的地形地貌。Khaira 认为，利用统计学方法来识别这些地形区域比手工

挑选更加客观，意味着该结果是始终如一并且可复制的，使得不同海底区域之间的

相互比较更加容易。” 

该项研究是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资助的项目

CODEMAP 中的一部分，项目资金 140 万欧元。 

（张灿影 编译） 

原文题目：Mapping seascapes in the deep ocean 

来源：http://noc.ac.uk/news/mapping-landscapes-deep-ocean 

物理海洋 

类似拉尼娜的气候条件与 2500年前珊瑚礁停止生长相关 

科学家们发现太平洋巴拿马海岸类似拉尼娜的气候条件与 2500 年的珊瑚礁生

长的突然停止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未来与本研究相似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珊瑚礁

的毁灭。 

此项研究是在巴拿马海岸发现较低的海水温度、降水和强上升流等条件下进行

的，与拉尼娜时期气候条件非常相似，在这种条件下该地区的珊瑚礁生长出现了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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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研究人员前往巴拿马收集珊瑚礁核心样品，然后利用样品重建了 6750 年前的环

境条件。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副教授 Kim Cobb 认为，调查珊瑚礁的长期历史及其地球化

学在许多地方很难做到，巴拿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机会，从而可发现珊瑚礁增

长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小组分析了 6750 年的太平洋巴拿马珊瑚核心，重建了珊

瑚过去的功能，比如生长和堆积层，并与 2500 年垂直堆积的中断前、中、后期的周

围环境条件做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似乎是环境诱因导致了巴拿马珊瑚礁的崩溃。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珊瑚礁退化的主要原因，这项新研究提供了相关数据，能帮

助科学家了解环境变化所引发的影响珊瑚礁生长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长期变化，为保

护珊瑚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研究由美国地质学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海洋科学网络联合资

助，研究结果发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上。 

（王琳 编译） 

原文题目：La Niña-like conditions associated with 2,500-year-long shutdown of coral reef growth 

来源：http://www.news.gatech.edu/2015/02/23/la-ni%C3%B1a-conditions-associated-2500-year-lon

g-shutdown-coral-reef-growth 

海洋生物 

热水和冷水：霍夫蟹的生活史 

近日，南安普顿的科研人员揭示了一种深海蟹类的生活习性，这种蟹类由于其

胸部长有毛发而被称为“霍夫”蟹。霍夫蟹生活在 2.4 km 深的海底火山喷口附近，

由于养育后代的需求相互冲突，雄性和雌性的生活彼此隔离。 

2010 年，一个英国研究团队揭示了南极附近火山喷口处存在“遗失的乐园”，

深海动物在此繁荣生长。在此发现了许多新物种，一种胸部毛茸茸的蟹—霍夫蟹便

是新物种之一。Marsh 博士及其同事借助水下机器人（ROV）观测了这些螃蟹的大

小、分布和性别，研究了这些螃蟹的生活习性。 

Marsh 博士表示，深海动物的生活史对人类来说神秘莫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

考察的日益频繁，研究人员对于占地球大部分的深海也有了越来越清楚的了解。研

究发现，雄性螃蟹中体型较大的个体居住在热液喷口最高处，距离喷出的热液最近。

而在矿床堆基部，难以计数的螃蟹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壮观的螃蟹桩，体型较小的雄

性与雌性在其中交配。远离矿床堆的地方，研究人员发现了几只螃蟹均为雌性，腹

肢携带有受精卵。雌蟹离开温暖的热液水域，需要穿过捕食者（如大型海葵和海星）

的领地。远离热液喷口的地方，深海的低温也减缓了成年雌蟹的代谢速率，使得它

们活力降低。然而远离热液喷口的地方，生活环境或许更为稳定，对其后代早期的



8 

 

发展毒害更小。雄性螃蟹并不参与“育儿”的工作，因此可以攀爬到矿床堆的高处，

充分利用胸部毛发中适宜于细菌生长的温暖环境和有利条件，通过梳状口器刮取这

些细菌为食，生长得更为强壮。 

合作者 Copley 博士表示，深海喷口在海底是类似于岛状的栖息地环境，这次的

发现也预示着对于喷口处兴旺繁荣生命活动的探索即将开始。 

（郭琳 编译） 

原文题目：In hot and cold water: The private lives of 'Hoff' crabs revealed 

来源：http://phys.org/news/2015-03-hot-cold-private-hoff-crabs.html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365-2656.12337/full 

温暖的海洋温度可能意味着严重的珊瑚白化 

2015 年 2 月 17 日，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科学家们发布研究报道，警告

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温暖的海水温度可能导致 2015 年全球各地出现严重的珊瑚白化事件。当温

度、光或营养条件变化而威胁到珊瑚生长时，珊瑚白化就会发生。它们驱逐生活在其组织内的

共生藻，从而变成白色或淡白色。没有海藻，珊瑚便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并且更容易感染

疾病。 

NOAA 的“珊瑚礁观察”（Coral Reef Watch）每周出一次报告，预测未来四个月的珊瑚白化

情况。此次预警对 2014 年的严重白化事件进行了追踪，并同时发布了 NOAA 最新的珊瑚礁监

测数据。NOAA 的“珊瑚礁观察”协调员 Mark Eakin 认为，新的预测提高了未来出现严重珊瑚

白化事件的几率。未来四个月的预测结果非常类似于 1998 年和 2010 年全球珊瑚白化事件的发

生模式， 2015 年极有可能发生第三个全球珊瑚礁白化事件。 

预测显示，2015 年 5 月珊瑚白化最大的威胁是在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在太平洋地区，热

应力已经达到了导致瑙鲁、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等国家珊瑚白化的水平，并有望在未来数月

内蔓延到图瓦卢、萨摩亚和美属萨摩亚群岛。在印度洋地区，热应力可能会导致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塞舌尔以及印度尼西亚与西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出现珊瑚白化发生。NOAA 科学家

在美属萨摩亚已经看到了浅礁白化的开端。未来数月，他们将密切关注，看看该模型预测的条

件是否可能导致 2015 年中期东南亚各地与珊瑚三角地区的白化事件。 

该预测情景源自 NOAA 当前的气候预报系统模型，可以提前 4 个月显示出海水温度升高最

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地区。新一代的情景预测覆盖了全球范围，并提高了精度和分辨率。另一个

显著进步是，借助卫星观测技术，NOAA 的珊瑚礁监测计划能够提供近乎实时的珊瑚礁环境状

况信息。当前，卫星可以聚焦到最小为 5 平方公里的礁区，比以前同比增长高达 50 倍以上的数

据。这使得珊瑚礁管理人员和科学家能够准确地找出珊瑚礁所承受的白化热应力水平，并采取

措施加以保护。最初的情景预测和日常的五公里白化热应力报告为预测、监控和理解 2014 年诸

多地区的严重珊瑚白化与死亡事件提供了证据，这些地区包括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夏威夷群

http://phys.org/news/2015-03-hot-cold-private-hoff-crabs.html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365-2656.12337/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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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西北地区与主要地区、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以及佛罗里达礁岛群等。NOAA 珊瑚礁保护计

划的 Jennifer Koss认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是某些珊瑚礁生态系统面临的最紧迫的全球性威胁，

而这套预测产品可以帮助科学家、珊瑚礁管理人员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决策者。 

该监测项目的情景预测由 NOAA 气候项目办公室、珊瑚礁保护计划和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共

同资助。NOAA 珊瑚礁保护计划与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生物多样性和生态预测计

划资助了 5 公里格网珊瑚白化热应力监测产品的开发。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Warm ocean temperatures may mean major coral bleaching 

来源：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5/20170211-noaa-warm-ocean-temperatures-may-me

an-major-coral-bleaching.html 

海洋酸化威胁美国沿海贝类养殖业 

2015 年 2 月 23 日，Nature Climate Change 发布了题为《美国贝类养殖业应对海

洋酸化的脆弱性和适应性》（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of US shellfisheries to ocean 

acidification）的文章指出，美国沿海 15 个州所依赖的年产值 10 亿美元的贝类养殖

业受日益严重的海洋酸化的威胁而处于长期的经济风险中。 

在美国西北部的贝类育苗场，太平洋牡蛎幼体的死亡被认为与海洋的酸化有关。

人们质疑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以及近岸海水 pH 的下降，是否已经达到

了引起幼苗死亡的程度？饱和度对二氧化碳的变化十分敏感，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会

降低饱和度。饱和度是用来评价海水对贝类碳酸钙外壳腐蚀程度的一项指标，同时

也可以评价幼体生成外壳的容易程度。较低的饱和度意味着较高的海水腐蚀性。利

用独特的海水化学方法，科学家对贻贝和牡蛎等贝类幼体对饱和度的敏感性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太平洋牡蛎和地中海贻贝的幼体在最初阶段对饱和度更加敏感，而

不是二氧化碳或酸度本身。 

该项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资助。NSF 海洋科学部的项目

总监 David Garrison 指出，海洋生物学家推测海洋生物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可能对海

洋酸化特别敏感，但对大部分物种来说，具体影响的机制还未明了。 

文章主要作者、俄勒冈州立大学海洋生态学家和生物地球化学家 Waldbusser 指

出，贝类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在不同的地质时期和高二氧化碳浓度的海洋环境中都

存活了下来，不同的地方在于，过去海水中的碱性水平会中和二氧化碳的增加，使

饱和度较高（相对于 pH）。现在的海洋中，能促进中和的过程赶不上二氧化碳增加

的速率。只要饱和度较高，我们所测试的牡蛎和贻贝都可以承受几乎十倍于今天水

平的二氧化碳浓度。该项研究的结果有助于解释商业育苗场的失败原因，以及改善

水体化学坏境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目前，美国的贝类育苗场正在对水体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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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分进行改良，旨在创造出更适合幼体生长的饱和度条件。 

（王宝 编译） 

原文题目：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of US shellfisheries to ocean acidification 

来源：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5/n3/full/nclimate2508.html 

海洋消息 

美国发布《海洋变化：2015—2025 海洋科学 10 年计划》 

出于对美国未来海洋研究经费不会有较大增长的基本判断，为了集中有限资源

实现美国最重要的海洋研究目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海洋科学部

（Division of Ocean Sciences，OCE）于 2013 年请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

海洋研究局（Ocean Studies Board，OSB）对未来十年海洋科学的研究方向进行调研，

以确定优先研究方向。2015 年 1 月 30 日，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完成并发

布题为《海洋变化：2015—2025 海洋科学 10 年计划》（Sea Change: 2015-2025 

DecadalSurvey of Ocean Sciences）的报告，该报告首先分析了进入 21 世纪以来海

洋科学的重点突破方向，在此基础上，遴选出 8 项优先科学问题，并分析了在保守

预算情景下实现这些优先目标的路径，从而为 NSF 未来十年的海洋科学资助布局提

供借鉴。 

1 遴选方法 

报告基于近 15 年来的学术报告、来自于 NSF 项目负责人为海洋科学部（OCE）

提供的重点材料、高水平论文以及杰出科学家内部研讨主题等资料论述并确定了 21

世纪海洋科学重点突破的方向：（1）气候变异和变化中的海洋因素；（2）不断变化

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维度；（3）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

性；（4）海底的地质、物理及生物学动态；（5）新技术促进全球海洋数据的高效获

取；（6）合作助推海洋学研究新突破；（7）科学成就分析。围绕以上重点研究方向，

再结合近年重要海洋科学研讨会主题，吸纳 NSF、联邦机构、研究社团和 NRC 等

发布的相关成果，遴选出 300 多个海洋科学主题。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参

照先前 NRC 有关海洋科学研究优先级评价标准和 NSF 项目管理者建议所遴选的

四个优先度评判准则（变革的潜力、社会影响、研究准备、合作伙伴关系潜力），通

过对目标层进行加权，分析得到了 2015—2025 年 8 个海洋科学的优先科学问题。 

2 优先科学问题 

该报告确定的美国海洋研究未来十年的重要优先问题包括：（1）海平面变化的

速率、机制、影响及地理变异？（2）全球水文循环、土地利用、深海涌升流如何影

响沿海和河口海洋及其生态系统？（3）海洋生物化学和物理过程如何影响当前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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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及其变异，并且该系统在未来如何变化？（4）生物多样性在海洋生态系统恢复力

中的作用，以及它将如何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改变？（5）到本世纪中叶及未来 100

年中海洋食物网如何变化？（6）控制海洋盆地形成和演化的过程是什么？（7）如

何更好地表征风险，并提高预测大型地震、海啸、海底滑坡和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

的能力？（8）海床环境的地球物理、化学、生物特征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全球元

素循环和生命起源与演化的理解？ 

3 咨询建议 

为了确保在未来 10 年最重要的海洋科学主题和 NSF 的海洋研究基础设施投

资之间保持一致，NRC 提出了如下建议：（1）在预算持平或下降时应重点维持核心

科学研究项目投资，基础设施费用不应该被允许超过核心科学研究项目费用。（2） 

OCE 应该努力减少重大基础设施（OOI、 IODP，以及学术研究船队）的运行和维

护成本，并在未来 5 年内恢复核心科学和 OTIC 资金。如果预算持平或只有通胀上

升，OCE 应该调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年度总计划预算不应超过 40%~50%。

（3）为了落实建议 2，OCE 应立即启动减少下一个预算的主要基础设施成本的 

10%，其次是在未来五年应出现额外的 10%~20%的跌幅。节约的成本应直接用于强

化核心科学计划，投资技术开发和资助实质性的合作研究，以解决未来 10 年科学优

先事项，并在未来 5 年内实现重大基础设施成本与核心科学基金再平衡的最终目标。

（4）建议 NSF 将海洋基础设施投入减少到不超过总额的 50%。而要实现这一目

标， NSF 海洋观测计划（OOI）开支将需要减少 20%，海洋钻探计划需要减少 10%，

学术研究船队需要减少 5%。 

4 对我国的启示 

    该咨询报告具有以下值得借鉴之处： 

   （1）围绕政府科技资助部门需求开展目标导向的决策咨询研究与资助方案建议。

此次发布的《海洋变化： 2015—2025 海洋科学 10 年计划》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海

洋科技发展决策咨询报告，具有用户需求导向、研究主题明确、前期调研充分、分

析方法规范和建议可操作等的特点。这种以决策用户所面临的问题为导向的决策咨

询研究，其整体形成机制和分析模式值得借鉴。 

   （2）科学研究计划、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与相应经费情景匹配考虑，突出决策咨

询建议的可操作性和实施的优先次序。根据不同情景（如预算增长、预算不变和预

算减少）分别给出实现相应优先科学目标的具体经费方案，这种根据未来宏观环境

不同变化情景（乐观情景、正常情景和悲观情景）给出具体咨询建议及相应实施路

径的科技咨询建议报告，值得国内的研究工作借鉴。 

（王宝，王金平，王立伟 编译） 

原文题目： Sea Change: 2015-2025 Decadal Survey of Ocean Sciences (2015) 

来源 http://download.nap.edu/cart/download.cgi?&record_id=2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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