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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国际海洋研究前沿分析 

编者按：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下午，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与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了《2015 研究前沿》报告，遴选出了 2015 年排名最前的

100 个热点研究前沿和 49 个新兴研究前沿。分析其国家和机构布局，进而展示当前

全球的科研前沿态势。这是继《2014 研究前沿》报告后，第二年发布全球科学研究

前沿分析。编者摘选了海洋领域的研究前沿并结合以往快报情报资料，进行了解读。 

 

《2014 研究前沿》、《2015 研究前沿》报告以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被引分析方法为

基础，基于汤森路透的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数据库中的 10,839 个研究前

沿，遴选出了 2015 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10 个大学科领域排名位于最前面的 100

个热点前沿和 49 个新兴前报告。其中涉及海洋领域的研究前沿见表 1。 

表 1 2014 年、2015 年研究前沿海洋领域研究热点[1][2] 

年代 研究前沿 
核心

论文 

被引

频次 

核心论文平

均出版年 

2014 海洋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24 2186 2009.8 

2014 全球海平面升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42 3870 2010 

2014 末次间冰期以来深海与大气之间的 CO2 交换导致全球变暖 25 1326 2011.1 

2014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观测研究 35 2311 2010.7 

2014 格陵兰注出冰川加速融化的成因和影响因素研究 29 2533 2010.3 

2015 海洋环境中的塑料微粒污染 17 1122 2011.8 

2015 海平面高度与全球温度的关系 46 3697 2011.5 

2015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成因研究 29 2414 2011.4 

2015 区域和全球冰川质量变化与气候变化的水文响应 20 1651 2011.8 

 

海洋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海洋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在近五年(2014 年数据)共有核心论文 24 篇，共

计被引 2186 次，核心论文的平均出版年在 2009 年。 

海洋大量吸收二氧化碳，对缓解全球变暖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海洋酸

化”问题。海水酸性的增加，将改变海水的化学平衡，使依赖于化学环境稳定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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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海洋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海洋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研究热

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建立科学规范的海洋酸化监测和检测方法，对海洋化学、物理和生物等参

数进行长期监测，建立海洋酸化预警系统。 

加州大学利用长期监测的珊瑚礁温度、pH 值、碳酸盐等主要参数，建立了对应

模型，未来将开发可以监测温度和海洋酸化对珊瑚礁的压力的预警系统。美国国家

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根据监测数据进行海洋酸化的评估，确定了全球海洋酸化的危险

区。 

（2）不同生物、不同生理过程及不同生态过程对海洋酸化的响应研究。 

海洋酸化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此前较多的集中在珊瑚礁、贝类等生物，现在的研

究范围已经逐步扩大。例如研究海洋酸化对一些浮游植物的促进作用、对于鱼类等

大型海洋生物的不利影响、对于固氮细菌固氮行为的影响等。 

（3）不同尺度下的海洋酸化模型研究。 

研究单个生物体对海洋酸化的响应是预测未来海洋酸化变化的基础，但海洋酸

化对于区域海洋以及全球海洋的影响，需要大型的研究团队和科学家进行合作支持，

数据共享并且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发布了美国西海岸

海洋酸化数据网站，可以通过综合海洋观测系统获取实时、在线的海洋酸化数据，

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盐度、水温等。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聚焦于海洋酸化对北极的

影响，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也对北极的海洋变化给予重大资助。 

全球海平面升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全球海平面升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在近五年（2014 年数据）共有核心论文 42

篇，共计被引 3870 次，核心论文的平均出版年在 2010 年。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全球海平面上升已经成为影响海洋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

海平面上升是一个综合的多学科研究，既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物

理海洋和大气科学的研究热点，同时由于对未来人类生存和活动有重要影响，也是

沿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问题。近年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海平面上升的速度预测和模型建立。总体上近百年以来，海平面上升速度

一直在增加，但具体增加速率一直没有定论。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气候变化 2014 综合报告》[4]，全球海平面在 1901~2010 年间平均累

计上涨了 0.19 米。但最新的研究认为目前对于 1900~1990 年间海平面上升速率预测

偏高，导致建立的模型预测不准，影响预测未来 21 世纪末海平面上升速率[5]。 

（2）海平面上升对沿海环境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对沿海生活区、基础设施和潮

间带生物栖息地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何精确预测以及建立准确的模型是目前研究

的热点之一。利用模型得出准确数据，才能支持决策者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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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平面上升与厄尔尼诺现象、太平洋年际振荡、黑潮等现象之间的关系。

ENSO 和 PDO 位相变化时，海平面变化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海洋环境中的塑料微粒污染  

海洋环境中塑料微粒污染研究在近五年（2015 年数据）共有 17 篇核心论文，

共计被引 1122 次，核心论文平均出版年是 2011 年。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海洋塑料垃圾首次被报道[6]。2011 年起，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 开始持续关注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尤其是对微型塑料

( micro-plastics)，海洋塑料污染已成为新的令人瞩目的焦点。目前海洋塑料污染主要

热点如下： 

目前全球海洋塑料污染的数量和范围。世界各地的海洋均已发现塑料垃圾，极

地地区也不例外，但目前对于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总量还没有准确的估值。美国斯

克利普斯海洋学研究所在 2010 年北太平洋的塑料垃圾密度进行监测，发现比 20 世

纪 70 年代增加了 100 倍[6]。中国和澳大利亚也以密度方式监测了近海塑料垃圾污染。 

塑料污染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废弃的渔网和绳索等海洋塑料垃圾可能导致海洋

生物的受伤和死亡，主要影响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但具体造成的影响范围还无法

评估。微型塑料垃圾可能会被海洋生物摄食，导致生物摄食能力受损，影响海洋生

物食物链和海洋生态环境。另外，塑料污染可能作为外来物种的媒介，潜在的增加

海洋生物入侵机会。 

此外还有一些海洋领域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1]《2014 研究前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2014.10. 

[2]《2015 研究前沿》，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2015.10. 

[3]《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11. 

[4] Hay C C, Eric M, Kopp R E, et al. Probabilistic reanalysis of twentieth-century sea-level rise.[J]. 

Nature, 2015, 517(7535):481-484. 

[5] Carpenter E J, Smith K L. Plastics on the Sargasso sea surface.[J]. Science, 1972, 175(4027). 

[6] Goldstein M C, Rosenberg M, Cheng L. Increased oceanic microplastic debris enhances 

oviposition in an endemic pelagic insect[J]. Biology Letters, 2012, 8(5):817-820. 

（鲁景亮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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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研究 

深海 Bathymodiolus 贻贝共生菌中发现不同能源获取方式的亚群 

——深海细菌共生体种群适应环境的新视点 

由日本海洋研究科学中心海洋生物多样性小组的生田哲朗技术研究员和深海与

地壳生物圈小组的高木善弘主任技术研究员组成的研究团队，与东京大学海洋研究

所等 4 家研究机构对生活在伊豆小笠原海域的深海热液中 Bathymodiolus 贻贝的共

生细菌进行了全基因测序。研究发现同一宿主个体中的共生菌是同一种组成的种群，

但存在能源获取方式不相同的多个亚群，这种异质性可能有助于利用多元化的深海

热液喷口的能源基质。 

该项研究为了解这些贻贝如何适应他们的环境并在深海中生存下来提供了新的

见解。也将有助于了解共生生物如何改变它们的代谢能力以及扩大生态范围。 

研究成果发布在 2015 年 9 月 29 日 ISME JOURNAL 的在线期刊上。具体信息

如下： 

Title: Heterogeneous composition of key metabolic gene clusters in a vent mussel symbiont 

population. 

Authors: Tetsuro Ikuta
1,*

, Yoshihiro Takaki
1*

, Yukiko Nagai
1
, Shigeru Shimamura

1
, Miwako 

Tsuda
1
Shinsuke Kawagucci

1
, Yui Aoki

1
, Koji Inoue

2
, Morimi Teruya

3
, Kazuhito Satou

4
, Kuniko 

Teruya
4
, Makiko Shimoji

4
, Hinako Tamotsu

4
, Takashi Hirano

4,5
, Tadashi Maruyama

1
, Takao Yoshida

1
 

Affiliation: 1 JAMSTEC; 2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3 

Okinawa Industrial Technology Center; 4 Okinawa Institute of Advanced Sciences; 5 Okinaw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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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athymodiolus 贻贝与寄生在鳃里的细菌有共生关系。共生体产生以硫化氢或氢为能源产生

有机物质，然后提供给宿主 

 

 

 

 

 

 

 

 

 

图 2 基因组结构揭示了全基因组测序的共生有机体 B.septemdierum。基因组结构具有或不具

有每个基因簇:(a)氢氧化基因簇;(b)硝酸盐还原基因簇。 

 

 

 

 

 

 

 

 

 

图 3 共生亚群的斑片状分布: (a) 在鳃部的共生亚群被染色为蓝紫色;(b) 红色和绿色分别表

示氢氧化基因簇和硝酸盐还原基因簇的亚群。蓝色为 DNA。 

 

图 4 宿主个体中异构共生亚群的生产模型: (a) DNA 提取的 PCR 分析，显示了周围海水存

在不同共生亚群（b）宿主个体中异构共生亚群的生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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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与氢氧化基因簇或硝酸盐还原基因簇在幼体或成体宿主共生亚群比例 (%): (a) 6 个幼

体中的平均比例 (细胞长度: 2.8～5.0 毫米);(b)六个成体的平均比例 (细胞长度: 110～120 毫

米)。(a) 和 (b) 之间的区别似乎是因为某些亚群在宿主成长过程中被选择或者反映了共生体在

产生时的不同环境。 

（陈春编译） 

原文标题：シチヨウシンカイヒバリガイ共生細菌に異なるエネルギー獲得様式を持つ亜

集団を発見～深海化学合成共生系における新しい環境適応戦略～ 

原文来源：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50929_2/ 

观测深海环境变化 

KazumasaOguri 博士是日本海洋科技中心（JAMSTEC）海洋地球科学和技术分

析项目组的高级研究科学家，他和同事对 Otsuchi 湾的海底环境进行了长期监测，对

2011 年日本地震后的深海海底环境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人员设置了两处自供

电的深海观测站，一处在 300 米深处的上陆坡，另外一处在 998 米处的半深海。监

测的时间段分别是 2013 年 3 月 13 日至 2013 年 9 月 12 日（上陆坡），和 2012 年 8

月 12 日 2013 年 10 月 12 日（半深海）。该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日本

海洋学会的期刊 Journal of Oceanography 英文版上。 

这些长期观测站可提供每小时的高分辨率环境数据，这些按时间序列排列的数

据可说明海底水文特征的季节性变化，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尤其要指出的是，

海底的照片和录像清晰地记录了监测期间的最大余震（2012 年 12 月 7 日发生在日

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50929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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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沟附近 7.3 级）造成的扰动及其后海底生境的恢复情况。 

这些数据将有助于深海长期环境变化预测模型的建立，也有利于渔业活动的规

划。该研究团队将继续在观测中引入数据遥测系统，以借助水下绞车技术实现海底

数据的半实时监测。 

（郭琳编译） 

原文题目：Long-term monitoring of bottom environments of the continental slope off Otsuchi 

Bay, northeastern Japan 

原文来源：http://www.jamstec.go.jp/e/about/press_release/20151031/ 

物理海洋 

北太平洋沿海海冰的形成推动海洋环流和气候变化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过去 120 万年北太平洋海洋环流情

况，发现沿海海岸海冰的形成是深海海洋环流的关键驱动力，影响着全球和地方性

气候。因为海岸海冰的形成是相对小规模的现象，在构建全球气候模型时并未考虑

到。关于这项发现的文章即将发表在下一期的《古海洋学》上。 

文章第一作者 Karla Knudson 解释道：“沿海海冰形成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至

关重要，因为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变暖的速度是其他地区的两倍”。海冰形成过程中会

释放盐分到周围的海水中，增大了海水密度，导致海水下沉并携带含氧的表面水到

海底深处，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冷水向赤道流动，温水向两极移动，形成的“翻转环

流”在全球热流动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个过程(也称为“温盐环流”) 相比北大西洋研究

在北太平洋研究中关注较少，北大西洋深层水的形成是全球海洋环流和气候变化的

强大驱动力。北太平洋中间水形成翻转环流的驱动力虽然没有北大西洋强大，但是

对区域气候仍旧起着重要作用。 

2009 年论文合著者 Christina Ravelo 和日本九州大学的联合首席科学家 Kozo 

Takahashi 一起乘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 ，IODP)考察

船到白令海，此次航行目标之一就是调查北太平洋中间水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探

险队在白令海底部沉积岩心进行钻孔分析，因为白令海保存着区域气候和海洋环流

过去 120 万年的变化记录。通过分析这些记录，Knudson 和 Ravelo 发现北太平洋翻

转环流的强度和全球气候变化有着本质上的联系，但并不是以研究人员先前认为的

方式。 

先前基于全球气候模型的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对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的翻

转环流造成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冰河时期最极端情况下，连接白令海和北冰洋的

白令海峡直接结成冰变成了桥梁，阻断了北太平洋相对盐度低的水流汇入含盐量较

http://www.jamstec.go.jp/e/about/press_release/20151031/


8 

 

高的北大西洋，导致北大西洋含盐量上升，产生更强的翻转环流。 

当前温暖时期白令海发挥的作用弱了很多，冬季鄂霍次克海海冰形成过程中产

生很多北太平洋中层水。随着气候变暖，鄂霍次克海和北极的海冰相对减少，这对

利用气候模型预测沿海海冰变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 

Knudson 和 Ravel 是基于海底沉积物中的有孔虫上的碳酸钙中碳和氧同位素分

析得到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生物体的外壳获取过去海水温度和其他海洋

环境的信息。 

（张灿影编译） 

原文题目：Formation of coastal sea ice in North Pacific drives ocean circulation and climate 

原文来源： http://phys.org/news/2015-10-formation-coastal-sea-ice-north.html 

海洋生态 

PNAS：CO2排放增加可能导致海洋食物链崩溃 

2015 年 10 月 13 日，PNAS 期刊发表了题为《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归

因于不断增加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Global alteration of ocean ecosystem functioning 

due to increasing human CO2 emissions）的文章指出，不断增加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

将改变许多物种群落和海洋栖息地的当前状况，预期的海洋酸化和气候变暖可能导

致世界范围内支撑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及各种关键物种数量的下降，这将对我

们目前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沿海人口和那些依赖海洋食品和贸易的

行业。 

对于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海洋环境，我们知之甚少，目前几乎完全依赖于对潜

在的全球变化的定性评论与观点，缺乏基于定量分析的生物变化的概念化分析。迄

今为止，已有的定量研究通常只集中在单一压力因素、生态系统或物种。而这项新

的研究则从多个生态系统和多个维度，对已经发布的 632 项实验数据进行了元分析，

研究了整个群体中多压力因素的联合效应，包括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对气候变

化的不同反应。这些实验覆盖了从热带到北极水域、各种珊瑚礁的一系列生态系统，

以及从海洋中的海藻林到开放的海洋。该研究是世界首份关于海洋对不断攀升的二

氧化碳排放的反应的全球性分析，对未来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勾勒出一个严峻场景：

海洋酸化和变暖可能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大量关键物种数量的减少，甚至海洋食

物链物种崩溃。 

研究指出，生物适应海水变暖和酸化的能力是有限的，几乎没有物种能够逃离

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负面影响，这必将伴随全球范围内物种多样性和种群丰

度的大幅减少。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微生物，它们的数量和多样性将会增加。从一

个全食物网的角度看，在温暖的海水条件下，最小的浮游生物的初级生产量（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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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中的第一环）将会增加，但这并不代表次级生产量（浮游动物和小鱼）也会

增加，这表明在海洋酸化情况下，生产量在降低。同时，研究还指出，随着海水升

温或海洋酸化加剧或二者兼有，会对物种栖息地（例如珊瑚，牡蛎和贻贝）的形成

造成有害影响。栖息地生态的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对各种各样的珊瑚礁物种带来

广泛的影响。 

该项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海洋酸化将导致甲基气体（DMS）的下降，这种气

体由海洋浮游生物产生，有助于云的形成，并由此控制地球的热交换。 

（王宝编译） 

原文题目：Global alteration of ocean ecosystem functioning due to increasing human CO2 emissions 

来源：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10/06/1510856112 

海洋酸化的适度增加导致底栖生境的巨大转变 

人类活动释放的二氧化碳含量上升推动了海洋化学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工业

革命的到来，平均海洋表面酸度增加了近 30％。由于海洋酸化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

在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牵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深度为 40 米的二氧化碳排放系

统观察到，海洋的 pH 值从 8.1 下降至 7.9，这导致了具有高度多样化和结构复杂性

的海洋栖息地发生了巨大变化。通常会在更大深度（大于 65 米）被发现的海带（the 

kelp Laminariarodriguezii）森林替代了主导的栖息地 coralligenous 海底岩石和 maërl

海床（其主要特点是钙化生物）。只有文石-钙化藻类能够在酸化的海水中生存，高

镁方解石生物则几乎完全缺失。 

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B》的这项研究在地中海的科伦布雷特斯群岛进行。

这些岛屿位于西班牙卡斯特罗海岸 30 海里外，约 56 公里，并形成了一个微小的火

山群岛，由一个主岛、一些小岛和岩石以及一批浅滩组成。 2011 年 9 月，研究人

员采用遥控潜水器（ROV）在 Columbretes 海洋保护区内外检测了 CO2 的排放量。 

2012 年 6 月，研究人员又进行了水肺潜水调查，以了解碳酸盐系统参数和群落结构

等特征。 

罕见的 CO2 排放为研究海底生态系统的酸化反应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然而，

到目前为止，被调查的海底栖息地主要分布在较浅的区域（深度小于或等于 5 米），

因此，它们并不代表广泛的大陆架栖息地。目前的研究表明，对于海洋酸化的影响

而言，CO2 排放系统里观察到的适度酸化使得具有高度多样化和结构复杂化的海底

栖息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在很少探及的深海得到了蓬勃发展。 

地中海存在着大面积的栖息地，如 coralligenous 裸露岩石和 maërl 海床，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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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点是钙化生物占主导地位。然而，这些栖息地已经被深水中的海带森林所取代。

同正常的海水条件相比，这一海带物种主导了更浅的海水环境，这表明，受全球气

候变暖的影响，垂直范围上促使一些底栖生物种类出现模仿陆地生态系统的潜在变

化。 

为了充分了解 pH 值与碳酸盐参数的变化对栖息地结构与功能的影响，我们有

必要对二氧化碳释放区进行长期调查。但是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在物质层面显著的

变化，适度的海洋酸化可能影响区域范围内海底生态系统的分布及其关键主导地位，

这将具有广泛的生态和社会经济影响。 

（於维樱编译） 

原文题目：Moderate increase of oceanic acidification leads to a dramatic shift in benthic habitats 

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10/151028131217.htm 

海洋消息 

Science：未来海洋保护的关键事项 

2015 年 10 月 16 日，Science 期刊发表题为《掀起新浪潮：海洋保护的科学和政

治》（ Making wave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ocean protection）的文章指出，在过

去的十年，全球约 1.6%的海洋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但是与陆地保护取得的成绩相

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来自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大量的国际政策协定呼吁，到 2020 年

将对全球 10%的海洋开展保护，一些保护组织和科学家甚至呼吁将保护范围扩大到

20%～50%。 

海洋保护区研究目前已经成熟，包括过度捕捞、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海洋酸化等多重海洋威胁都亟需基于科学的行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给出

了 7 个关键事项，以加速目前的海洋保护进度。 

（1）全覆盖的保护工作。受到完全保护和有效强化的海域一般会实现显著的生

物量提升、个体的增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提升。 

（2）栖息地链接。许多物种在其生命过程中会在不同的栖息地之间迁移，因此，

一系列相衔接的保护区将帮助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使保护区内外都受益。 

（3）保护区网络允许捕捞。物种迁移在保护区之间架设了桥梁，可为大范围海

域带来益处，而在保护区之间仍允许进行捕捞。 

（4）鼓励各类人员的参与。渔民、管理者、环保主义者和科学家可以共同开展

工作，共同实现保护海洋和渔业生产的双赢目标。 

（5）保护区能够强化恢复力。大型保护区和战略性的保护区可以帮助海洋提升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10/1510281312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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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6）制定计划可节约成本。合理的计划可以降低建立保护区和提升保护区经济

效益的成本，因此应该在保护区建立之前充分重视计划的制定。 

（7）生态系统事项。需要在保护区之外实现行动的互补协同，应将捕捞、水产、

能源开发、旅游和海洋保护等活动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目标是利用海洋，但不至

于耗尽它。 

（王金平，季婉婧编译） 

原文题目： Making wave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ocean protection 

原文来源：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50/6259/382 

英国投资 2 亿英镑建造新型极地研究船 

英国政府 2015 年 10 月 12 日宣布，由 CammellLaird 公司负责建造英国最先进

的极地研究船，该船计划耗资 2 亿英镑，将巩固英国在全球气候和海洋研究中的地

位。该极地考察船将于 2019 年建成，将由英国南极调查局（BAS）负责运营，对英

国研究团体开放，包括研究生培训。 

新的极地考察船将进行南极和北极的考察任务，续航能力达 60 天，使科学家能

够获取更多的观测数据。该艘船将是第一艘由英国建造的拥有直升机甲板的极地考

察船，成为可在极地地区进行考察研究的高端的浮动研究实验室。该考察船将装备

自动潜水器、海洋滑翔器和无人机等先进设备，用以收集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数据，

海面无人机和船上环境监测系统将提供极地环境的详细信息。 

（王金平编译） 

原文题目： UK shipyard selected as preferred bidder for £ 200m new polar research vessel 

原文来源： http://www.nerc.ac.uk/press/releases/2015/10-nprv/ 

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简介 

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OBIS）是一

个由分散的海洋生物数据集合而成的大型、综合数据库，所有数据开放获取。该数

据库最早提出于 1997 年召开的海洋生物普查会议。美国罗格斯大学研究人员于 

1998 年开发出了最早的数据库原型，并在 1999 年华盛顿召开的首次海洋生物地理

信息系统专题研讨会交流。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美国海军研究局（ ONR）

等机构的大力资助下， 2009 年 OBIS 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海洋学委员会

采用，作为其国际海洋数据和信息交换项目（ IODE）的重要组成部分。 

OBIS 旨在促进对海洋研究的新假说、海洋生物进化过程、海洋生物物种分布

以及海洋系统在全球尺度扮演的角色等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该数据库的相关图件组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50/625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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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对整个海洋系统全面、综合、全球视角下的“超级图”，提供了许多数据集积累

的关于海洋生物多时、多地的海量信息。截至 2015 年 8 月 27 日，该数据库已拥

有记录总数约 4500 万条，有 1865 个专题数据集。高度集成的数据集使得用户可

以轻松根据物种名称、高精度分类、地理区域、深度、时间对海洋生物数据和海洋

环境信息进行无缝搜索，并且获得目标位置的地图和环境数据。 

（刘文浩编译） 

原文题目： 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原文来源： http://iobis.or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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