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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会议 

 WPOS 专项南海所监理工作会议 

2015年 1月 19日，中科院南海所组织召开 WPOS 先导专项 2014年度监理工作会议，院

监理部、WPOS专项监理组专家及南海所专项项目、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参加了会议，WPOS

专项办公室列席了会议。 

工作会上，监理组专家认真听取了子课题研究进展汇报并进行了详细的质询，围绕“用

得上、有影响、可考核”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及意见：①明确要求专项各课题、子课题均需在

目前的基础上，继续凝练目标、清晰目标，突出重点、保障重点，体现成果、显示亮点；②

进一步寻找出口，服务用户，为专项“用得上”做充分准备；③各级任务找准定位，子课题

要贡献于课题，课题要贡献于项目，项目要贡献于专项，专项要贡献于国家。 

2015 年 WPOS 总体组第一次会议 

2015年 2月 6日， WPOS 专项总体组组织召开 2015 年第一次总体组会议，专项总体组

成员出席了会议，院重大任务局、专项监理组、各项目负责人、专项办公室相关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围绕“2015年重点任务部署”展开深入的研讨，明确 WPOS专项 2015 年应聚焦于

“用得上、有影响”的整体要求，确立“两保障、一能力、一提升”的总体目标：在大洋重

点提高军事保障能力，在近海重点提高生态安全保障能力，在深海重点提高观测探测能力，

在设备方面重点提升自主设备水平。 

经充分研讨，形成如下 2015年重点任务建议方案： 

序号 名称 行政负责人 任务负责人 

重点任务 1 海洋环境保障系统及其在印太大洋关键区示范 张  偲 王东晓 

重点任务 2 西太主流系观测网构建及在海洋环境和气候预报中的应用 孙  松 王  凡 

重点任务 3 近海生态灾害成因分析与防控对策研究 孙  松 俞志明 

重点任务 4 海洋牧场生态安全与环境保障 孙  松 杨红生 

重点任务 5 深海系统探测与技术体系建设 孙  松 李铁刚 

重点任务 6 深海微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 张  偲 张长生 

重点任务 7 深海设备研发与应用 于海斌 李硕、于非 

最后会议要求，各项目应继续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组织安排，尽快落实细化调整方案，

明确产出目标和考核指标，集中优势团队，重点保障核心任务的执行和成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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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次执行动态 

WPOS 专项 2014 年雅浦海山航次圆满完成 

2015年 3月 13日，“科学号”圆满结束了为期 101 天的 2014年海山航次调查任务，顺

利返回青岛。该航次是我国首次对西太平洋雅浦海山海域开展深海多学科综合调查。 

 

“科学号”于 2014年 12月 3日从青岛起航，航次总航时 101天，航程 1.6 万余海里。

第一航段首席科学家为李超伦研究员，第二航段首席科学家为董冬冬副研究员。 

WPOS专项项目三依托“科学”号调查船对靶定海山开展了生态大断面物理、化学、生

物环境综合观测与取样，以及靶定海山及临近海域物理化学环境、近海底地质环境和生物生

态群落原位观测和取样，同时对生态大断面和靶定海山的生物多样性特点、生态系统基本结

构特征开展了多学科综合调查与研究。 

科考队员利用 ROV、CTD、生物拖网等先进仪器设备，发现雅浦海山附近海域底质几乎

全部被有孔虫砂所覆盖，并获得了从约 260米的海山山顶一直到 2000米的山底的 120余种

海山生物。 

第二航段中，科考队员在 3000多米水深的索罗尔海槽进行了岩石拖网，首次在该区域

获得大量玄武岩、橄榄岩和碳酸盐等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的研究样品，并利用 CTD 首次获得了

水深达 8440米位于海沟区的生物样品。科考队员在雅浦俯冲带投放了 7台被动源海底地震

仪，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天然地震数据采集。同时，还利用相关设备横穿该俯冲带开展了近

1000 千米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获得了该区域的高清图像、原位信息等珍贵的第一手实测资

料，将为早期俯冲构造的精细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本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在该区域深海海洋科学的研究空白，对于提升我国在深海生态系统

和资源利用研究领域地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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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成果 

 初步建成主流系潜标观测网 

①设计了潜标阵列及其布放和断面观测方案，购置了所需部分仪器设备，并

于 2014 年 8 月至 10 月开展了西太平洋海上观测实验，成功布放了包括 12 套潜

标的 3 个主流系潜标阵列(M142EN，M142ES 和 M130E)和 1 套全水深深海潜标。

②初步构建完成由 1 套全水深深海潜标和 12 套主流系潜标中深层典型深度的单

点海流计组成的深层环流潜标观测网。填补了国际上在热带西太平洋没有深海观

测网的空白，中国将首次获取西太深层环流的大面多点长时间连续观测数据，历

史性的确立了中国主导和领跑国际热带西太平洋前沿研究的地位，在这一区域中

国的研究地位实现了从“其中之一的领导者”到“唯一的领导者”的跃升。 

 

 南海温盐产品研究 

在已有 LED03 温盐数据库的基础上，对 2004 年以来的南海各类温盐观测资

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和质量控制，建立了具有点、线、面等多种查询分析与可视

化功能的“LTO2014 南海温盐数据库”，并于 2014 年 11 月正式交付相关部门投

入业务使用。在 LTO2014 版温盐数据库的基础上更新了温盐关系参数库，修正

了软件中的错误，改进了系统中模块间的接口，形成了南海 MODAS 系统 V2.1

版本。该版本系统的容错能力和稳健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现已正式移交相关业

务单位投入业务化保障运行。 

暖池973潜标

专项主流系潜标

专项深水综合潜标

航次观测进展
初步构建完成由1套全水深深海潜标和14套主流系潜标中深层典

型深度的单点海流计组成的深层环流潜标观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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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MODAS（v2.1）系统截屏图 

 完成了近海潜标观测系统和环渤海大气河流采样系统搭建 

针对黑潮陆架分支对黄东海的影响等关键问题，在黄东海海域布放了 8 座近

海观测潜标，连同团队原有 2 座潜标连续观测黑潮陆架分支在黄东海的入侵过程，

获得了宝贵的连续观测资料，深化了对我国近海典型海域环流特征的认识。 

同时，针对渤海大气、陆源物质输入情况，建设了环渤海大气沉降观测网。

观测网北起鸭绿江口的东港，南至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头，包括东港、庄河、大

连、营口、兴城、乐亭、天津、东营、龙口、烟台和荣成等共 12个大气沉降观

测站。可全天候采集大气样本，对有机污染物、生源要素、重金属等进行采样分

析。根据观测数据计算的生源要素、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沉降通量对深入认识

渤海—北黄海陆源物质的大气沉降输入及其时空变化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观测网

建设被中国科学报、科学网、人民网、中国日报网、中国青年网、中国数字科技

馆、分析测试百科网等十余家新闻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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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了黑潮次表层水进入东海的入侵通道 

结合潜标水文观测资料、海水生源要素与放射性同位素分析结果、东海原绿

球藻分布状况等，指出了 2014 年春季调查期间黑潮次表层水侵入东海的主要通

道。 

 

2014年春季调查海域关键水团（指示黑潮次表层水）的三维示意图（未发表资料） 

研究表明，入侵的黑潮次表层水能够携带大量营养盐和浮游生物输入长江口

邻近海域，并影响长江口邻近海域底层水的理化性质，对于该海域的生态灾害问

题具有重要调控作用。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阐明长江口邻近海域生态灾害问题、提

升对生态灾害的预测能力奠定了基础。 

 初步完成了监测系统的建设 

在海洋专项的支持下，完成了大量监测设备的购置及布放。在海州湾前三岛

海区（35°08.423’ N，119°54.711’ E）布置了一条温度、盐度、溶氧监测链。

该监测链采用自容式温盐探头、自容式溶氧探头，能够监测表、中、底三层水温、

盐度、溶氧指标每 15 分钟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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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浮标布放 

在莱州湾，依托山东海洋牧场工程与技术研究院，建立了海洋牧场生态实验

室及海洋牧场指挥中心，为后续研究海洋牧场环境与生物资源关系，对海洋牧场

进行实时监控奠定基础。 

  

海洋牧场生态实验室                海洋牧场指挥中心 

 发现冲绳海槽存在大型多金属硫化物矿床 

在冲绳海槽伊平屋北（Iheya North）热液区，通过 ROV 观测结合电视抓斗

取样情况，可以粗略估算，该区海底面以上的多金属硫化物（矿石矿物主要由闪

锌矿、黄铁矿和黄铜矿组成）矿石量达到 500 万吨，远大于大西洋洋中脊 TAG

热液区海底多金属硫化物丘状体 270 万吨的资源量，表明冲绳海槽也蕴藏着丰富

的海底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这亟待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彻底查明该区海底多金

属硫化物的资源状况。 

 热液环境微生物适应机制研究 

通过对专项微生物样品的分析处理，分离了细菌 513 株，鉴定了 180 株，发

现了 25 属级类群的 68 个物种，8 株疑似新种。针对海洋细菌抗多种抗生素，遗

传操作系统较难等问题，生物被膜课题组选取了前期 4 株具不同生境来源的假交

替单胞菌，检测了其对氨苄、氯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抗性以及细菌结合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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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同时成功地利用得到的表达质粒和自杀质粒建立了一套适合于假交替单胞

菌的遗传操作体系。该研究成功发表在 Microbial Cell Factories 杂志上。 

 水下自主滑翔观测系统研制 

面向用户需求，完成小批量(6 套)水下滑翔机系统的研制和技术升级，全面

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并开展了多次海上试验和试用工作，在 2014 年 9-10 月份

的水下滑翔机长航程试验中，研制的 1000 米级深海滑翔机无故障连续工作了 30

天，完成了 229 个 1000 米深剖面观测，水平航行距离达到 1022.5 公里，创造了

我国深海滑翔机海上作业航程最远、作业时间最长的新纪录。 

 

 长期定点连续观测系统研制 

针对敏感海域长期定点连续观测的需求，利用自主水下机器人（AUV）技

术，研制一种新型自航式长期定点垂直剖面连续观测系统，课题经过 2 年的技术

攻关和试验测试，克服了多重困难，解决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浮力调节、长

航程能力等方面取得了突破，目前已完成系统的总装联调，初步具备外场试验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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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计划 

 2015年度经费拨付：及时将 2015年经费拨付至专项各层级，加强经费监管，

在提高预算执行率的同时保障经费合理支出。 

 2015 年总体组第二次会议：计划 2015 年 4 月组织召开专项总体组第二次会

议，议题主要是“审议并明确 2015 年重点任务部署和经费分配方案，督促

加快重点任务实施”。 

 航次全面执行：协调各航次及各项目负责人，尽量保证下一季度航次能实现

各项目的预期目标，做好各段航次的对接与协调落实工作。 

 专项近期研究计划： 

重点任务 1：海洋环境保障系统及其在印太大洋关键区示范 

1、调整边界设置，改善模拟结果，尤其是 lifamatola 海峡流向反向问题； 

2、对主流系区域的环流结构、温、盐等的模拟结果与实测进行比对和验证； 

3、继续改进现有的中间型海气耦合模式(ICM)。 

重点任务 2: 西太主流系观测网构建及在海洋环境和气候预报中的应用 

1、准备实施西太平洋航次，回收已布放潜标，并维护后重新布放； 

2、2015年 8月中旬拟开展印度尼西亚关键海区观测实验； 

3、对 IP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及其对赤道以北障碍层所产生的影响进行

重点研究。 

重点任务 3：近海生态灾害成因分析与应对措施 

1. 继续执行长江口邻近海域的逐月调查。近期的观测结果表明，2015 年度

甲藻赤潮发生时间与往年相比有所提前，可能受到厄尔尼诺效应的影响； 

2. 组织实施 8 月份近海大面调查工作，重点针对近海底层水体缺氧问题，

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重点任务 4：海洋牧场生态安全与环境保障 

1、完成獐子岛海洋牧场、莱州湾海洋牧场春季航次调查； 

2、完成春季调查样品的后续测定、鉴定、数据分析等工作； 

3、调查夏季升温期间刺参、海星、许氏平鮋、龙须菜等生物资源。 



                                                                       2015-04/总第 04期 

9 
 

重点任务 5：深海系统探测与技术体系建设 

1、完成 2015年马努斯海盆热液航次，规划 2015年冷泉航次，缜密设计 2015

年雅浦岛弧-西卡罗琳洋脊海山航次； 

2、进行已有数据及样品后分析工作，初步认识海山岩石及沉积物类型和组

成，揭示典型深海生态系统的结构特点，尝试建立典型冷泉、热液、海山区生物

样品库、地质样品库和环境信息数据库。 

重点任务 6：深海微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 

1、通过高通量测序手段对马努斯深海热液不同位点微生物种类和丰度进行

鉴定分析，确定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并对功能微生物进行选择性分离和保藏，建

立功能微生物资源库； 

2、模拟高温、高盐、低氧、低温、低光照和加压等深海环境，从深海微生

物中筛选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生产能力的目标菌株；综合运用基因组测序、生物信

息学及分子生物学等关键技术，从深海微生物中克隆和鉴定活性物质的生物合成

基因簇，阐明深海微生物代谢产物关键酶反应机理。 

重点任务 7：深海设备研发与应用 

1、结合前期海试情况，进一步提高水下滑翔机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

组织召开水下滑翔机科学需求研讨会，为开展航次试验性应用工作做好充分的准

备； 

2、加快长期定点剖面观测型 AUV 系统的研制与应用，争取 7 月中旬完成湖

试， 8 月初开展浅海试验工作，10月初开展深海试验；  

3、加快制备船载式光纤温深拖曳阵测量系统，提早为专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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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WPOS 专项领导小组、重大科技任务局 

送： 发展规划局、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发： 总体组、监理组、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子课题负责人 

专项办公室                                                     2015 年 0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