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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会议 

2015 年总体组第三次会议(青岛) 

2015年 8月 3日，为推进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

换及其影响”（简称 WPOS 专项）的实施，做好 2015 年中期评估准备工作，WPOS 专项管理

办公室组织召开专项总体组会议，专项总体组专家出席会议，项目负责人、专项办公室参加

会议。会议中各项目围绕专项中期评估报告，就项目任务分解部署情况、计划任务完成情况、

阶段性成果、组织管理、经费管理、人才队伍、下一阶段目标及成果、项目存在问题及关键

举措等进行了专题报告和研讨，并形成多项统一意见。 

 

WPOS 海洋先导专项水下滑翔机试验性应用交付仪式在青岛举行并签订

《交付使用协议》 

8月 1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

能量交换及其影响” （下简称 WPOS专项）项目四水下滑翔机试验性应用交付仪式在青岛举

行。院重大任务局、WPOS专项首席科学家、水下滑翔机研制负责专家、专项需求用户及专

项办公室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专项办公室主任李超伦研究员主持。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王越超局长在讲话中指出，海洋装备研发是海洋专项面向国

家需求和海洋领域现状的重要考虑，现阶段应充分研讨水下滑翔机试验性应用方案，在保证

设备安全的条件下大胆尝试，推动我院自主研发的设备尽快应用于海洋调查研究。WPOS专

项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孙松研究员随后简要介绍了水下滑翔机的设计初

衷及研制目的，并进一步强调了专项研发设备应用于专项任务的紧迫性。WPOS 专项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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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王凡研究员在座谈中表示，本次水下滑翔机的试验性

应用不仅是海洋专项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我国海洋调查设备真正应用到海洋调查研究的重

大进步。 

座谈中，水下滑翔机研制方代表和专项需求用户代表分别作了《水下滑翔机研发与试验

情况介绍》和《海试数据分析与 2015年使用计划》报告。与会专家就水下滑翔机的相关参

数和未来使用计划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并由 WPOS专项办公室代表 WPOS专项与沈阳自动化所

签订了《水下滑翔机试验性应用交付协议》。协议的签订标志着 WPOS专项自主研发装备进入

试验性应用阶段，同时也象征着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装备正式步入实际性应用阶段。 

 

WPOS 专项与全球气候变化专项对接技术交流会在青岛召开 

8月 20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

交换及其影响” （下简称 WPOS专项）与国家海洋局“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简

称全球变化专项）关于西太平洋海洋调查研究技术的交流会议在青岛举行。国家海洋局科技

司、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全球变化专项”相关专家、WPOS专项相关专家及专项

办公室参加了会议，中国科学院重大任务局信息海洋处李才兴处长主持了会议。 

 

会议开始，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王越超局长在讲话中提及科学院“WPOS专项”

与海洋局“全球变化专项”的区别，特别强调了科学院专项研究成果与国家重大项目的有效

衔接。国家海洋局科技司雷波司长表示，我们要以一个开阔的胸襟做好海洋科学研究，两个

专项应互容、互鉴，特别在技术和模式方面。 

随后，双方与会专家围绕专项任务目标、任务设置、阶段性任务完成情况及取得的成果

进行了交流，并就未来两个专项合作内容、方式和机制进行了研讨，最终达成多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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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OS 海洋先导专项中期检查专家评审会在青岛召开 

2015年 9月 7日，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会同重大科技任务局、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在

青岛组织召开了“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以下简称 WPOS 专项）中

期检查专家评审会。院发展规划局张凤副局长主持预备会并介绍了专项中期检查背景及要求。

院发展规划局、重大科技任务局、条件保障与财务局，WPOS专项总体组、专项研究骨干及

专项办公室出席了会议。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教授任中期检查专家组组长并主持评审会。由来自清华大学、

暨南大学、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海洋局及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等若干海洋、环境领

域的专家共同组成的专家组，认真听取了专项及项目的中期进展汇报，并对 WPOS 专项样品

中心、数据中心及部分产出设备进行了现场考察，结合书面材料及质询讨论情况，最终讨论

形成了“WPOS专项中期检查评审意见”。 

 

专家组充分肯定 WPOS 专项实施两年多来取得的进展及成绩，也对专项下一步实施提出

了良好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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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次执行动态 

“科学”圆满完成马努斯热液——南海冷泉航次 

7月 29日，“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圆满完成中科院海洋先导专项“马努斯热液

——南海冷泉”航次任务，顺利返回青岛。党委书记王凡、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码头迎接。  

 

“科学”号于 5月 6日从青岛起航，搭载了中科院海洋所、中科院声学所、中国海洋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单位的 33名科研和技术人员。张鑫研究员担任航次首席科学家，栾

振东高工担任作业队长。  

科考队员在马努斯海盆发现 2个新的热液区，对热液系统近海底物理化学特征开展了现

场原位观测、热液区域海底表面/浅层沉积物的分析，获取了一大批珍贵的数据和样品，为

深海热液区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基础资料。  

在南海冷泉区，科考队员利用“发现”号 ROV对靶定的南海冷泉区开展系统性调查，主

要完成了南海冷泉区及临近海域的物理化学环境、近海底地质环境和生物生态群落的原位观

测和取样，对靶定的南海冷泉区形成和演化过程进行系统性研究，获取了冷泉区高分辨率地

球物理资料、高清图像、原位理化环境数据、采集海底地质、生物样品等。 

 

长期定点剖面观测型 AUV 系统顺利完成湖上试验 

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长期定点剖面观测型 AUV系统（以下简称：定点

观测 AUV）在千岛湖顺利完成湖上试验，试验共持续了 41天，进行了 65条次试验，累计运

行 69.8小时，航行 266公里，完成了湖试大纲规定的主要内容，获得了宝贵的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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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预期的试验目的。 

 

在定点观测 AUV上首次实现高精度双向浮力调节功能，可使其实现定深悬停及潜浮控制

功能，具备在特定海域对多种海洋要素进行定点观测的能力；通过浮力调节装置，可以在线

实时调整浮力状态，具备在密度参数变化较大或大范围海域航行的能力；此外，还实现了定

点观测 AUV以最佳攻角航行，减少航行阻力，降低系统能源消耗。 

该课题是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

的重点支撑子课题。湖试期间，先导专项监理专家及有关专家到现场检查指导，对项目组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期待尽早开展海试工作，在专项航次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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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成果 

 印尼海域航次观测。 

潜标的布放和回收，达成在印尼贯穿流海域进行水文观测合作意向，并签署

了合作协议。协助专项所在单位与印尼科学院签署了相关合作观测研究协议。在

卡里马塔海峡开展航次观测 2次，联合考察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第一次主导

的与印尼科学院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科考活动，中方人员依靠印尼科考船观测印尼

海域并在重要海域布放潜标进行长时间观测，获取了关键区域的珍贵海流资料。

计划 2015 年 8月利用印尼科考船维护潜标、回收数据，并增加潜标布放数量。 

 

印尼海域海峡通量潜标观测阵列 

 

印尼航次站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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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效应研究 

利用海气资料分析了热带印度-太平洋上层海洋热含量在南海夏季风爆发年

代际变化中的作用。热带印度-太平洋海洋热含量纬向梯度在 1993/94年的突变

决定了南海夏季风爆发时间的突变。1993/94年前，西太暖池与西印度洋热含量

之差具有长期变冷的趋势，该海洋纬向梯度的变化对应南海夏季风爆发长期偏晚

趋势。1994 年之后，与之相反。该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上。 

 

 

同时，分析了东太平洋型和中太平洋型两种不同厄尔尼诺情况下南海海表面

温度的特征差异及其机理。表明，南海海温最大差异表现在厄尔尼诺发展期的秋

季，东太平洋型为正海温异常，中太平洋型为负海温异常，净热通量是主要控制

因素。受秋季海温异常的影响，在中太平洋型厄尔尼诺发生后，南海仅能出现局

限于西边界区域半海盆式的增暖特征，很难出现东太平洋型厄尔尼诺海盆增暖特

征，西边界区域的增暖也是受地转暖平流的控制。对中太平洋型而言，除净热通

量变化外，平均 Ekman 平流异常与其 SST变化周期也非常一致。此工作已在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发表。 

 赤道流系与西边界流多尺度变化 

基于多年来在太平洋环流及其气候效应方面的研究基础，并结合近年来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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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在西边界流方面的观测研究以及国内外同行的最新研究进展，对太平洋西边

界流及其气候效应的相关成果进行了总结，该论文发表在 Nature上。这是《自

然》杂志首次发表有关太平洋环流与气候研究的评述性文章，也是中国在该杂志

发表的首篇海洋领域综述文章。 

 

西太平洋环流结构图（Hu et al., 2015, Nature） 

 初步揭示了中国近海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与大洋输入双重作用下的演变机

制 

基于 ROMS模式，构建了黑潮近海入侵的西太环流动力学模式，该动力学模

式可以准确的再现近海已有的环流结构, 能够模拟出黑潮分支向东海长江口邻

近海域的入侵。模式模拟得到的黑潮入侵东海分支引起的温度、盐度分布结构和

观测资料一致，2014年最新的潜标流场观测证实了此黑潮入侵东海分支的存在。

通过多种方法交叉验证，发现东海有害藻华高发区正是黑潮入侵影响区，黑潮水

入侵能够通过对海域水文、化学要素的调控，影响长江口邻近海域生态灾害发生，

解释了黄海冷水团的长期变化趋势及其对大型底栖生物分布的潜在影响。 

 近海灾害评估防控方法与资源修复措施获得广泛应用 

①在近海富营养化状况评价方面，我国目前广泛应用营养盐指数评价模型，

在海洋专项研究团队的努力下，团队借鉴国际上最新的基于症状的多参数富营养

化评价模型，以长江口为典型海域，构建了适合我国近海的富营养化评价指标体

系和二代综合评价模型。②集成前期研究成果，结合专项研究需求，面向国家及

地区的实际问题，专项执行两年期间，有害藻华应急处置技术体系得到了良好的

建设与应用。③在海洋专项支持下，针对黄渤海海域重要增养殖区进行了系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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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研究。顺利开展海洋牧场环境资源调查，根据 2015 年观测资料，发布了发

布牟平海洋牧场低氧预警报告；初步完成了各研究海区海洋牧场监测系统建设。 

 海洋牧场资源与环境监测平台系统构建 

在专项的支持下，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莱州湾海洋牧场、牟平海洋牧场及海

州湾海洋牧场相继开展了监测平台系统建设。现已根据不同海洋牧场不同的特点，

结合牧场海域养殖的不同经济种群，分别建设了针对性的生态及环境监测体系。 

 科技与传媒联动，提升我院先导专项的社会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全程跟踪报道航次现场执行情况，首次实现了深海科考的高清晰

度直播，据统计，本航次共采集制作 35条新闻节目，包括 5场直播连线、3场

虚拟节目和 1场特别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新闻频道首发新闻总时长超过

100 分钟，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相关报道均值收视率一度达到时段最高值，

极大提升了我院科技先导专项的社会影响力。 

 原位探测系统研究与示范应用 

基于光谱分析技术的深海多化学参数联合探测技术已经成为深海环境现场

观测的发展趋势。基于深海 ROV的拉曼光谱原位定量探测系统是一种深海探测新

技术，可为深海科学研究提供一种原位获得深海沉积物和热液喷口流体中溶解的

甲烷、硫化氢、二氧化碳、硫酸根的原位浓度以及原位 pH值的新技术方法，同

时该技术作为一种激光光谱应用技术可以广泛的使用在石油开采、天然气水合物

探测和化工工业过程的现场监测等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中，助力我国技

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海洋生物光学剖面测量系统研制 

海洋生物光学剖面测量系统已经完成系统总体设计与集成、传感器采购以及

自研设备设计与加工，即将具备样机测试能力，研制的设备将为专项海洋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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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观测和探测手段。 

 

 深水可视化可控轻型沉积物柱样系统研制 

针对改造的 3500 米级“深水可视化可控超长重力活塞式取样系统”已经完

成四次深海测试，并取得多个站位的样品，为海洋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

源；已经完成 6000米级“深水可视化可控轻型沉积物柱样系统技术研究”的详

细设计工作，目前正在加紧夯击装置的加工和实验和系统声学通讯系统研制工作，

争取2015年10月底前具备开展本专项项目三课题所需的沉积物采集出海任务和

进行样品分析处理的能力，搭载 2015年底专项航次进行海上试验。 

 

 高通量深海海水采样及分级过滤系统研究 

专项执行期间，开展了深海压力试验系统、深海泵和分级过滤浓缩装置的研

制，并进行了采集通讯控制系统和水深仪的研发，同步开展了深海泵与过滤装置

的联调测试试验。样机后续的开发和研制将为专项提供可用的深海海水采样及分

级过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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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计划 

 专项专题研讨会组织实施：初步计划近期组织召开多个专题研讨会，积极探

讨专项研究进展的同时向同领域专家及主管部门汇报专项所取得的进展。 

 计划组织召开专项年终总结会议，旨在集成专项成果，研讨下一年度经费需

求，为下一步专项的实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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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东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 MODAS模型参数库的建设，构建试验版的印太

海域 MODAS 系统，并提交业务部门开展业务化试运行；建立跨印度洋和太平洋海

盆的 POM 和 ROMS模式。完成潜标海流观测阵列的优化设计和效果评估；建立区

域高分辨率中尺度海气耦合模式的海洋资料同化系统并开展预报试验；分析海气

耦合边界层结构，分析典型天气条件下海气通量交换特征；初步建立南海及印尼

水域海峡通道潜标观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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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布设和部分升级西太主流系和印尼海域关键海峡通道潜标观测网，实现

代表性位置上潜标数据的实时传输，为业务化用户提供海洋环境预报系统的初始

场信息，进一步开展西太平洋西边界流系、纬向流系、中深层环流和印尼贯穿流

大规模同步连续现场观测，填补国际上西太平洋主流系和中深层环流观测和研究

的空白，为海洋环境和气候预报提供观测数据支撑。 

重点任务 3：近海生态灾害成因分析与应对措施 

聚焦“黑潮对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重点研究“人类活动与黑潮双重

作用下的近海生态环境演变机制”和“人类活动与黑潮双重作用下的近海生态灾

害成因”。目标在于：开展我国近海典型海域精细化生态过程调查研究，分析人

类活动与黑潮输入双重影响下我国近海生态灾害频发的海洋学与生态学机制，为

综合评估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现状、预测其演变趋势与风险奠定基础；针对我国近

海典型生态灾害，进一步验证其成因假设，分析黑潮等大洋输入的影响，预测一

定环境条件下生态灾害爆发的可能性，建立相应的生态模式，在应用与示范的基

础上，提出典型生态灾害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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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4：海洋牧场生态安全与环境保障 

选择位于北黄海獐子岛海洋牧场（獐子岛集团）、渤海莱州湾海洋牧场（蓝

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烟台牟平海洋牧场（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州湾海洋牧场（日照市岚山区前三岛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研究区域，开展海

洋牧场保障系统与技术研究。目标在于：建立生态安全与环境保障平台，在黄渤

海海域重要的海洋牧场构建区，满足海洋牧场构建、运作和管理中的技术难点和

需求；实施海域资源与环境实时监测，划分环境灾害爆发季节海域风险区域级别，

摸清灾害发生和资源变动过程；制订应对与保障策略方案，提高产业应对环境灾

害风险的能力提供数据支撑。 

重点任务 5：深海系统探测与技术体系建设 

①开展西太平洋冷泉区、热液区、海山区综合调查和南海及西太平洋大断面

地球物理调查；获得目标海区海底地形地貌、地球物理、基础近海底理化环境参

数，获得地质和生物样品；②完成海山岩石矿物、全岩以及沉积物和水体样品的

地球化学数据分析, 完成海山-海沟区（年轻俯冲带形态）的 OBS数据分析工作。

分析弧后盆地热液柱-海水相互作用特征，确定热液区热通量、湍动混合和体积

通量，模拟热液柱喷发动力学过程，完善热液柱的物理、化学和沉积数据集；③

探明黑潮-NEC-暖池-海山生态综合大断面生源要素、浮游生物、初级生产力的分

布状况；④完成深海冷泉区、热液区及海山区生物物种鉴定，完成微型生物群落

结构分析；⑤阐释深海（海山、热液、冷泉）主要生物类群生存的物质基础，探

讨深海生物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 

重点任务 6：深海微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 

拓展深海热液的微生物资源，建立选择性的分离方法和资源库；发现和开发

具有工业应用潜力的深海微生物酶；发现具有生理生态效应和成药前景的活性先

导化合物，阐明其生物合成途径和机理。 

重点任务 7：深海设备研发与应用 

将结合专项需求，研制 11种不同类型、16 台套的海洋观测平台、传感器以

及取样设备等探测系统，紧密结合专项需求，为专项科学研究服务。各核心研究

任务及其在 2015年工作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任务分解 负责人 工作计划 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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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分解 负责人 工作计划 时间节点 

1 
水下滑翔自

主观测系统 
李  硕 

交付专项，具备应用条件； 

搭载专项航次，开展海上应用 

2015年 9月 

根据航次安排 

2 

长期定点剖

面观测型

AUV系统 

刘铁军 

开展海上试验 

具备搭载专项航次开展海上应用

的条件 

2015年 9月 

2015年 12月 

3 
深海热液探

测 AUV系统 
刘  健 

继续开展载体加工及分系统调试

工作； 

完成总装联调及水池试验，具备

湖试条件 

 

2015年 9月 

 

2015年 12月底 

4 

船载式光纤

温深拖曳阵

测量系统 

王永杰 

完成 200m传感链制备完成 200m

海试（台湾以东） 

完成 500m拖曳链制备及海试 

2015年 9月 

 

2015年 12月 

5 

深海通量和

混合观测系

统 

陈桂英 

具备开展海上试验性应用的条件 

搭载航次，开展海山和热液区的

应用 

完成海试数据分析、数据质量评

估报告 

2015年 9月 

 

2015年 10月 

6 

基于深海

ROV平台的

拉曼光谱原

位定量探测

系统 

张  鑫 

搭载南海冷泉或马努斯热液航次

开展应用 

2015年 9月进

行数据分析和

比测 

7 

海洋生物光

学剖面测量

系统样机 

曹文熙 

具备开展海上应用的条件 

搭载专项南海北部航次，开展海

上应用 

样机改进、完善 

2015年 8月 

 

2015年 12月 

8 
水可视化可

控轻型沉积
栾振东 

完成 6000米系统样机的系统集

成工作 

2015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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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分解 负责人 工作计划 时间节点 

物柱状取样

系统 

实验室、陆基、系泊性能测试与

调试 

具备开展海上试验性应用的条件 

搭载 2015年底热液航次，开展海

上应用 

2015年 9月 

 

2015年 12 月 

 

 

9 

高通量深海

海水采样及

分级过滤系

统 

陈永华 

进行系统近海实验 

进行近海试验数据分析，系统改

进测试，撰写 1 篇论文 

搭载 530航次，进行深海测试 

具备开展海上应用的条件 

 

2015年 9月 

 

2015年 12月 

10 

深海生态过

程长期定点

观测系统 

李  彬 

继续加工制造，并在水池进行总

装联调 

海试大纲评审，择机海试 

具备试验性应用条件 

2015年 9月 

2015年 10月 

11 
深海科考型

ROV系统 
孙  斌 

完成详细设计评审 

同步开展部分采购和加工，开始

总装调试工作 

2015年 11月 

 

201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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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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