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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会议 

WPOS 海洋先导专项重点任务四“海洋牧场生态安全与环境保障”子

任务“獐子岛海洋牧场”现场监理会议顺利召开 

2015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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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4“海洋牧场生态安全与环境保障”

子任务“獐子岛海洋牧场”现场监理会议在大连召开。WPOS 专项监理组专家、中国科学院

监理部、獐子岛集团科研中心、海洋牧场重点任务及子任务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WOPS 专项办公室主任李超伦所长助理主持。 

 李超伦所长助理对监理组常旭组长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强调了专项现场监理工作的

必要性。监理组组长常旭研究员在讲话中指出，大连獐子岛集团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

科技合作由来已久，合作基础扎实，专项将重点任务部署在獐子岛海区更是明智之举。与会

专家观看了“獐子岛集团宣传短片”，进一步了解獐子岛集团发展现状和未来设想。之后，

监理专家听取了“獐子岛海洋牧场”和“海州湾海洋牧场”的工作进展汇报，进行了充分讨

论和质询，形成了多项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下一步专项重点任务及子任务的实施提供了

重要依据。 

 

 会议期间，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乘船登岛进行海区考察的计划取消。10日下午在獐子

岛集团科研中心张媛经理的陪同下，与会监理专家前往獐子岛金贝广场实地考察了扇贝的暂

养及生产情况。 

考察结束后，与会人员进行了座谈，WPOS 专项重点任务 4 负责人杨红生研究员表示，

会后将召开重点任务及子任务研讨协调会，按照监理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结合依托企业的

迫切需求，进一步聚焦研究重点，完善和改进任务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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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OS 专项海洋生态牧场建设重点任务首长视察座谈会在莱州举行 

 

10 月 19 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调研 WPOS 海洋先导专项与山东蓝色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的海洋生态牧场示范基地。他强调，深耕海洋，发展现代海洋渔业，是我国农业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海洋经济和建设海洋生态文

明的决策部署，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促进

海洋生态修复，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海洋渔业发展之路。  

近几年，中国科学院与山东省合作建设海洋生态牧场示范基地，通过“藻、贝、参、鱼”

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形成海洋生态立体混养系统，将海水养殖、增殖放流、环境保护、生态

修复、资源养护结合起来，不仅取得良好经济效益，还显著提升了养殖区域海水质量，促进

了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汪洋考察了位于烟台莱州的示范基地，对海洋牧场建设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发展现代海洋养殖业，对保障食物安全、改善膳食结构、促进农民增

收都具有重要意义。要认真研究海洋养殖业发展战略，把海洋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放到重要

位置，不断提升海洋渔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要加强海洋养殖科技攻关，加快成

果推广转化。推进海洋养殖业产业化经营，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

用，积极吸引农民以合作制、股份制等形式参与现代海洋渔业建设，让农民分享现代海洋渔

业发展成果。促进海洋养殖与水产加工流通、休闲垂钓、旅游观光等相结合，加快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提高海洋渔业综合竞争力。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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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OS 专项 2015 年度南海所监理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2015年 1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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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南海所监理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

WPOS 专项监理组专家、中国科学院监理部、WPOS 专项办公室、南海所承担重点任务及其子

任务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根据议题会议分别由重点任务负责人主持。 

WPOS 专项项目负责人、重点任务负责人、南海所副所长王东晓研究员对监理组常旭组

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感谢监理专家一直以来对专项的支持和帮助。WPOS 专项监理

组组长常旭在讲话中指出：本次监理活动主要是对南海所承担的专项 2015 年重点任务 1 和

重点任务 6进行了解，希望大家将任务的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讲出来，监理专家将尽量提

出意见或建议，协助解决相关困难。随后，重点任务及其子任务相关负责人对任务进展情况

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针对重点任务及其子任务的汇报情况和提出的有关问题，监理组专家进行了充分的质询

并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和改进意见。常旭组长在最后总结中指出：专项各重点任务内部应继续

加强管理和沟通，将专项的要求传达到每一个做具体工作的研究骨干，为专项的总任务和总

体目标贡献应有的力量。 

南海所重点任务负责人表示，再次感谢各位监理专家对南海所承担的专项任务进行监理，

相关负责人在下一步工作中会好好消化吸收所提出的良好建议，不断改进，不断取得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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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OS 专项各项目年终总结会陆续召开 

 

在 WPOS专项的总体部署下，各项目围绕重点任务陆续召开了“2015年度工作总结会议”。

会议由各项目首席科学家牵头组织，院重大任务局信息海洋处、专项研究骨干及 WPOS 专项

办公室参加了会议。 

11 月 24 日，项目四在沈阳组织召开“项目年终总结会”。会上，各研究任务负责人对

2015 年度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提出了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并同时给

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和措施。 

12月 4日，项目一在广州组织召开“项目年终总结会”。会上，重点任务 1和重点任务

2 围绕 2015 年工作情况及专项年终总结汇报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沟通，并重点研讨了项目进

展过程的缺陷和不足，最终凝练出各重点任务亮点成果。 

12月 9日，项目三在青岛组织召开“项目年终总结会”。会上，项目三各重点研究方向

的牵头人对 2015 年度研究进展进行了汇报。结合汇报情况，项目首席科学家对各重点研究

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安排于 2016年度工作中具体实施。 

12 月 10 日，项目二在青岛组织召开了“项目年终总结会”。会上，参会专家围绕“黑

潮源区影响机制研究”、“海洋生态灾害预测预报研究”、“海洋生态牧场建设”等关键科学问

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并最终拟定 2016年提请专项总体组审议的工作计划方案。 

通过“项目年终总结会议”的召开，各项目及重点任务明晰了所承担任务的研究目标和

基本要求，充分认识了研究任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下一步任务的实施提供了良好保障，

同时也为专项年终总结和总体组会的召开奠定了前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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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OS 专项年终总结暨总体组会议顺利召开 

 

12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A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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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总结暨总体组会议在青岛召开。院重大任务

局、专项总体组、项目负责人、专项办公室等 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WPOS 专项首席科

学家孙松研究员主持。 

 

会议听取了 2015 年各重点任务及总体组审议事项汇报，就项目及重点任务产出、下一

步工作部署及经费需求等事项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并形成了会议纪要。同时，总体组专家还

对 2016年新增重点工作进行了讨论和提前部署。 

最后，会议要求各项目及重点任务要认真吸收和采纳总体组专家提出的意见及建议，并

根据会议纪要的要求，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组织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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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凯旋 热带西太平洋潜标观测网初步建成 

 

 

“科学”号靠泊青岛南姜码头 

11 月 15 日，“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圆满完成中科院海洋专项西太平洋科学考

察任务顺利返回青岛。海洋研究所所长孙松、副所长李铁刚和杨红生、胡敦欣院士等到码头

迎接。 

 

孙松所长、李铁刚和杨红生副所长、胡敦欣院士迎接科考船队员 

中国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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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海洋专项）——2015 年热带西太平洋主流系和暖池综合考察航次历时 77 天，航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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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余海里，圆满的完成了各项作业计划，成功回收了 2014年布放在该海域的 15套深海

潜标和 380 余件观测设备，并重新布放了 13 套深海潜标和 350 余件观测设备，开创了单一

航次布放、回收深海潜标套数和观测设备数量最多的世界纪录。  

 

科考队员布放深海潜标系统 

构建热带西太平洋潜标观测网是海洋专项的重点任务之一。15套深海潜标的成功回收，

获得了热带西太平洋代表性海域连续 1 年涵盖海洋上层和中深层水体的温盐流等观测数据，

是国内国际首次在这一地区获取高质量、高时空分辨率的连续观测数据，为项目探索研究热

带西太平洋环流的三维结构、暖池变异及其对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

料。 美国《自然》杂志曾在 2014 年刊发文章，对中国即将在热带西太平洋建立起的大洋

潜标观测网称为第二次“郑和下西洋”，引起了世界海洋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项目首席科学家王凡研究员表示，15 套深海潜标及数据的成功回收对海洋专项意义重

大，这标志我国已自主建立起热带西太平洋科学研究的观测网络，奠定了我国在全世界对该

海域观测研究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填补了国际上对该海域中深层环流大规模同步观测的空白，

为我国大洋观测网的建设和运行积累了宝贵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该网络将会为我国大洋

科学和其对我国气候效应的研究探索提供持续的数据支撑，将显著提高我国气候和海洋环境

的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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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号再赴热带西太平洋执行专项科考任务 

 

“科学”号 11月 26日从青岛母港起航，赴热带西太平洋执行科考任务。科考队员将在

黑潮源区至西太平洋海山区开展地质和生态大断面综合调查，这对于我国研究厄尔尼诺现象

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航次共有来自中科院海洋所、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单位的 30 名科研和技

术人员参加科考，涉及生物、化学、地质、地球物理等多个学科。中科院海洋所张武昌研究

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周真杰工程师担任作业队长。科研设备包括地震缆绞车、地震气枪收放

架、沉积物捕获器等，这些仪器设备的作业能力和作业方式在国内外同行中处于先进水平。 

本次科考任务预计需要 35天，调查海域航线全长 1300公里。这一海域水温较高，是全

球构造最复杂、海陆能量和物质交换最强烈的海域，是推进我国深海探测技术发展的重点靶

区。此次的调查海区直接影响到厄尔尼诺的生成和持续时间，对我国洪涝、干旱、异常低温

和高温等都有明显影响。在未来一个多月里，科考队员将围绕海洋重力、磁力、采集地震数

据等作业内容，完成热带西太平洋地质调查和生态大断面物理、化学、生物环境综合观测与

取样。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2012年 9月建成交付使用，核定总吨位 4711 吨，续航

能力 1.5万海里。它具备全球航行能力，配备了海洋大气、水体、海底、深海极端环境和遥

感信息现场验证等五大船载探测系统，搭载了无人缆控潜水器、深海拖曳探测系统、电视抓

斗等先进设备，满足深海海洋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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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成果 

 BAMS 封面文章：南海中尺度水文和海洋气象观测网络 

近日，在中科院战略先导专项的支持下，《美国气象学会通报》（Bulletin of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BAMS）封面用“南海中尺度海-气观测系统

规划”为主词重点推介了南海海洋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LTO）王东

晓研究团队在南海中尺度水文和海洋气象观测网络方面的重要成果：Toward a 

mesoscale hydrological and marin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network in 

the South China Sea，2015，96(7)：1117–1135（IF：11.8）。 

据介绍，南海海气相互作用对南海周边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的影响产生重要影

响，现场观测是研究南海区域环流和海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基础手段。2004 年以

来，针对南海区域环流和海-气相互作用科学问题和目标，研究团队设计和构建

了南海中尺度水文和海洋气象观测三维网络系统，通过获取观测数据开展基础研

究和示范应用，促进了南海区域环流、南海盐度的时间尺度变化研究，提升了中

尺度涡的基础理论及其与卫星遥感资料的结合与应用。此外，通过对三维网络系

统的大数据管理与分析，还可实时监测环境变化，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积极建议。    

在未来计划中，科学家将通过联合更多研究单位的科学航次以及固定站点观测网

络，最终建成一个大气和海洋同步观测的南海中尺度水文和海洋气象观测网络体

系，为研究南海区域环流的垂直结构和海气耦合（特别是在天气尺度）获取更多

观测数据，并为区域性研究提供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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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研究发现深海热液区甲壳动物新物种 

日前，海洋研究所深海甲壳动物多样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科研人员在冲绳

海槽水深 1200 多米的热液区发现了甲壳动物蔓足类 1 新科 1 新属 1 新种，在我

国尚属首次。 

海洋研究所沙忠利课题组在中科院海洋先导专项冲绳热液航次采集的大型

生物标本中，发现了形态特征特别的铠茗荷标本，其柄部没有鳞片，头部具有附

板，与铠茗荷目中现有 5科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为有柄类向无柄类演化的中间

类群。据此建立了 1 新科（原深茗荷科 Probathylepadidae Ren & Sha，2015）

1 新属（原深茗荷属 Probathylepas Ren & Sha，2015）1 新种（发现原深茗荷

Probathylepas faxian Ren & Sha，2015），该结果近期已发表在分类学杂志

Zootaxa 上。铠茗荷目属于甲壳动物亚门颚足纲蔓足亚纲围胸总目，全世界已报

道 5科 45属 300余种。 

 

Probathylepas faxian Ren & Sha, 2015 发现原深茗荷 

深海物种多样性是国际研究的热点，但由于深海样品采集困难，多样性研究

进展缓慢。在中科院海洋先导专项及国家基金委面上基金等资助下，沙忠利课题

组自 2014 年以来陆续在 Zootaxa, Crustaceana，Journal of Natural Histoy

等分类学杂志上发表 8篇关于深海甲壳动物多样性的 SCI文章，已发现深海蔓足

类、等足类和十足类等甲壳动物 1新科 2新属 8 新种。 

 海洋研究所在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实时预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热带太平洋正经历一次El Niño事件，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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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张荣华研究员团队开展了对 2015年厄尔尼诺 （El 

Niño）事件的实时预报试验，其预报结果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冠名的中等复

杂程度海气耦合模式（IOCAS ICM）收录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气候研究所

（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 (IRI), 

Columbia University ） 作 集 成 分 析 和 应 用  ( 详 见

http://iri.columbia.edu/our-expertise/climate/forecasts/enso/current

和所附图示）,这是首次以我国国内单位命名的海气耦合模式为国际学术界提供

ENSO 实时预报结果。IOCAS ICM 将为 ENSO 的研究和预测提供一个有效的数值模

拟平台和预报工具，对我国 ENSO模拟和预测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 and Southern Oscillation, 简称 ENSO )

是仅次于季节变化的最强年际气候变化信号, 通过大气遥相关过程, 对全球天

气、气候产生重大影响, 也对环境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ENSO 预报 奠定了短

期气候预报的基础，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但目前人们对 ENSO 变异机制

的认识仍有不足，对其准确实时预报还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如预报的不确定性和

可变性等。因此，认知 ENSO发生的条件和形成机制，掌握 ENSO的演变规律，认

清 ENSO 和全球天气、气候变化的联系，进而预测其发生和发展及其对气候的影

响，是当今 ENSO 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气候动力学的关键性课题和探索年际尺

度气候预报最有希望的途径之一。厄尔尼诺会造成全球范围的气候异常，一般情

况下，厄尔尼诺会导致中国南方梅雨期推迟；会给南方带来持续降雨，导致北旱

南涝。如我国北方发在 1982-1983 年生大面积水资源短缺；在 1997-1998 年,我

国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等。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张荣华研究员团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热带海气耦合

模式、热带海洋-大气相互作用、ENSO 数值模拟和预测、年代际海洋气候变率、

海洋反馈过程参数化及其对气候模拟影响等研究。特别是开发了海洋次表层海温

反演这一创新技术，并发展和改进了一个中间型海气耦合模式（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 简称 ICM），以用于热带太平洋 ENSO 相关的模拟和预报研究。

最近热带太平洋正经历一次 El Niño 事件，目前国际上主要研究和业务机构所发

展的海气耦合模式 对 2015年 El Niño 的实时预报结果见附图所示，其中以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冠名的中等复杂程度海气耦合模式（IOCAS ICM）也被收录其

中。所有模式都已能预报出 El Niño 事件的发生，但对其强度预报仍有很大的不

http://iri.columbia.edu/our-expertise/climate/forecasts/enso/current
http://iri.columbia.edu/our-expertise/climate/forecasts/enso/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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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目前对 IOCAS ICM 的进一步改进正在进行，如拓宽模式区域以包括印

度洋在内的整个热带海洋，引入海洋资料同化技术和考虑大气随机风场强迫作用

等。 

 

该成果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张荣华研究员团队完成，该项研究得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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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ern Pacific Ocean System, WPOS)”，国家基金委，国家科技部，

山东省科技厅，青岛市科技局等的资助。 

 “高通量深海海水采样及分级过滤系统”顺利完成深海测试 

2015 年 9 月，“高通量深海海水采样及分级过滤系统”搭载“科学”号考

察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了深海测试，对其耐压性能、过滤能力和控制功能等进

行了检验，用以评定系统的可靠性和工作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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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试验过程中，科考人员数次使用“高通量深海海水采样及分级过滤系统”

进行海水原位分级抽滤，期间不断修改各项参数设置加以完善，最终系统的各项

性能指标均完成了测验（系统耐压性能、过滤能力和控制功能等均符合设计要求）。

同时在试验过程中也暴露了准备时间较长、操作实用性略差等方面的缺陷，有待

下一步工作中加以改进。 

“高通量深海海水采样及分级过滤系统”是在 WPOS 海洋先导专项的支持下

研制完成的新型海洋装备，研制承担团队负责人陈永华高级工程师表示，将针对

设备海试过程中暴露出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以期尽早应用于深海调查，

为专项相关研究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科学家发现南海深海涡旋并揭示其产生机制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王东晓研究

团队及合作者，首次发现了南海深海涡旋并揭示了其产生机制，相关成果发表在

Nature Publication Group (NPG)旗下子刊 Scientific Reports。 

据介绍，基于观测和数值模拟，陈更新等发现了深海涡旋并刻画了其变异特

征，揭示出该深海涡旋是由上层涡旋引起的强流过海山所致。进一步研究表明，

西沙海域因被南海西边界流和上层涡旋显著影响，西沙海槽可能是南海深海涡旋

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深海涡旋由于其高能量和强混合，对于海底光缆、海底石油管道、深海探测、

深海沉积物以及深海的生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2012 年 5 月沉积物的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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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深海涡旋引起的强流和强混合所致。深海涡旋观测数据非常少、极难被

发现，该项工作填补了海山诱导的深海涡旋的资料空白。 

 

该研究成果得到了中科院战略先导专项 A、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 

 “深海探测与研究平台体系建设研究集体”荣获 2015 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

科技成就奖 

日前，由海洋研究所推荐、WPOS 专项项目三重点支持建设的“深海探测与

研究平台体系建设研究集体”荣获 2015 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这是

海洋所首次获得该奖项。 

 

深海探测与研究平台体系建设研究集体历时 10 年，完成我国新一代科学考

察船、深海装备体系、技术体系和人才队伍体系建设，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深海

探测与研究综合平台，突破我国深海探测与研究领域技术与装备瓶颈，使我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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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探测与研究能力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引领我国新一代科学考察船建设，带

动我国海洋装备技术体系发展。建成三年来，“科学”号海上科考 640余天、航

行 7.6万海里，取得大量宝贵的多学科调查数据资料；“发现”号深潜器成功下

潜 56次，获得高精度深海极端环境信息、地质和生物样品及系列重要科学发现，

成功开展了深海原位观测和现场研究，为我国深海探测与研究跻身国际前沿并向

纵深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是科学院为适应新世纪科

技发展的需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期的办院方针，进一步激励科技工作者的创新

精神，并鼓励其为科技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于 2002 年设立的。该奖项授予院属

单位在近五年内完成或显示影响的重大成果的个人或集体，每两年评选一次，经

过专业评审组初评、院长办公会审定、国内外同行函评、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审、

公示、院长办公会审议等程序的层层筛选，最终确定获奖名单。每次授奖总数不

超过 10 个，本年度共有 7个团队和 2位个人获此奖励。 

中国科学院号召全院科技人员，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团结

协作、奋发向上的团队精神，坚持“三个面向”，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为实现“四

个率先”，实现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深海探测与研究平台体系建设研究集体”主要完成人：孙松、李铁刚、于

建军、隋以勇、孔宪才、张绍京、刘合义、刘长杰、石铭金、孙宗强、王勇、任

建明、尹宏、李超伦、曾志刚、于非、张鑫、吴刚、颜芳、杨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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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计划 

 2016 年度经费拨付：积极配合院相关局，将 2016 年经费及时拨付至专项各

层级，并加强经费监管，在提高预算执行率的同时保障经费合理支出。 

 筹办总体组 2016 年第一次会议：计划于 2016 年 2 月组织召开专项总体组

2016 年第一次会议，议题主要是“审议并明确 2016 年重点任务详细部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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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保证下一年度航次能实现

各项目的预期目标，做好各段航次的对接与协调落实工作。 

 WPOS专项各重点任务 2016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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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 MODAS 模型参数库的系统检验、印太 MODAS试验系统研制。 

（2）进一步推广南海海洋环境数值预报试验平台，与国家海洋预报中心展

开合作。 

（3）对潜标阵列观测数据进行同化试验；对耦合预报系统进行再三检验，

为进一步改进耦合预报系统提供思路。 

（4）进一步研究强风时海盐气溶胶通量参数化方案，分析通量产品季节变

化上误差产生原因。 

（5）进行各潜标观测阵列维护、西沙通量塔和海表气象观测浮标的布设与

维护及关键海区高密度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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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2016 年热带西太平洋航次，进行现场观测及潜标的回收、布

放及升级等工作； 

（2）组织实施 2016 年印尼航次，进行现场观测及潜标的回收、布放等工作； 

（3）将 IOCAS ICM 模式区域拓展至印度洋，加入印度洋区域海气过程对 ENSO

的影响； 

（4）全面开展对潜标等观测数据的分析研究。 

重点任务 3：近海生态灾害成因分析与应对措施 

（1）进一步完善西北太平洋区域高精度数值模式，分析黑潮分支路径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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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近海输入物质通量的变异情况。 

（2）推进大洋与近海、海洋与陆域的协同研究，分析陆源污染与黑潮分支

变异对长江口邻近海域有害藻华、水母、缺氧等典型生态灾害的影响途径和机理。 

（3）开展专项大量观测资料和数据的分析，实施近海生态系统现状与承载

力评估。 

（4）进一步推进针对有害藻华与水母等典型生态灾害的防控技术及其应用。 

重点任务 4：海洋牧场生态安全与环境保障 

（1）平台建设：建成功能完善的监测平台，整合数据信息，开发专家决策

系统。 

（2）系统认知：系统监测海区温度骤变、低氧变动特征及浒苔过境期间水

质变化时空分布特征；系统研究生物资源对低氧、生态灾害等环境变动的响应特

征。 

（3）预警处置：强化预警预报，提出应对措施，为牧场建设布局和数字化

管理等提供生态安全和环境保障等技术支撑。 

重点任务 5：深海系统探测与技术体系建设 

（1）完善深海探测与研究平台，形成国际先进的深海环境综合探测研究系

统解决方案； 

（2）强化南海冷泉/卡罗琳海山综合探测，及南海-西太平洋地球物理和生

物-生态综合大断面研究； 

（3）编制深海调查技术规程和规范，取得热液/冷泉/海山系统等的新认知。 

重点任务 6：深海微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 

（1）采集深海和热液口环境样品，优化微生物纯培养分离方案，分析微生

物的多样性特征； 

（2）揭示海洋细菌中生态岛的功能；研究环境温度在海洋细菌中介导的转

录调控与环境适应性 

（3）深入挖掘深海微生物的次级代谢产物特征和生物合成机制，推进先导

化合物的成药性研究和深海微生物酶的工业应用潜力 

重点任务 7：深海设备研发与应用 

（1）经前期海试验证充分的 3种类型、7～9台套的深海设备将积极参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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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航次应用； 

（2）6 种类型的深海设备在原海试基础上，继续加强深海测试和验证，并

搭载专项航次开展试验性应用； 

（3）4500米级深海热流探测 AUV系统完成湖、海试的验证工作，具备搭载

航次开展试用的条件； 

（4）6000米级深海科考型 ROV系统完成样机研制，具备海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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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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