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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议 

“近海生态灾害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专题研讨会”顺利召开 

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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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近海生态灾害成因

分析与应对措施”联合青岛市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召开了“鳌山论坛——

近海生态灾害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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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教授，国家海洋局第一海

洋研究所党委书记乔方利研究员担任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山东省科技厅社会发

展科技处董兆选出席研讨会并讲话。 

 

围绕“近海生态灾害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主题，会议进行了一场主题评述

报告和五场专题报告。孙松研究员作了“近海生态灾害的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

主题评述报告，介绍了我国近海绿潮、水母和赤潮等海洋生态灾害现状和研究思

路；于志刚教授作了题为“化学环境变化对我国近海生态灾害的影响”的报告，

分析了近海富营养化、缺氧和酸化等化学环境变化及其与生态灾害的关系；乔方

利研究员介绍了“浒苔绿潮发生发展的海洋动力学过程”，从海洋动力学角度介

绍了影响绿潮形成与分布的关键要素；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周名江研究员作了

“黄海绿潮的已知与未知”的特邀报告，分析了当前绿潮的研究现状，提出了绿

潮研究中应当继续关注的科学问题；此外，美国 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 Don 

Anderson教授和 Jiayan Yang 教授也应邀做了报告，分别从有害藻华的预警预

测及黄东海动力环境角度介绍了国际上相关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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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来自海内外的 50余位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针对近海水母灾害和绿

潮灾害，总结了最新研究进展，提高了对生态灾害成因和危害的科学认识，梳理

了近海生态灾害研究中亟需重点解决的科学问题，明确了相关领域未来的研究方

向。 

 

“深海科考型 ROV 系统研制科学需求研讨会”顺利召开 

1月 16日，WPOS 专项“深海科考型 ROV系统研制科学需求研讨会”在青岛

召开。重点任务 7负责人、深海科考型 ROV系统研制团队、WPOS专项用户科学

家及专项办公室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WPOS专项重点任务 7负责人李硕

研究员主持。 

 

会议开始，李硕研究员介绍了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并简要回顾了“深海科

考型 ROV 系统研制”子任务的前期过程，随后由子任务负责人围绕深海科考型

ROV系统方案与进展进行了详细的汇报。汇报结束后，用户科学家结合科学需求

与 ROV系统研制团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研讨，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性的意见和建

议。 

会议最后，李硕研究员强调，ROV系统研制团队要认真考虑并吸收用户科学

家们提出的意见及建议，同时要根据会议纪要的要求，继续完善 ROV系统详细设

计方案，确保整套系统研制任务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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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海气相互作用学术研讨会”在广州顺利召开 

1月 28日，“印太海气相互作用学术研讨会”在南海所举办，来自中科院海

洋所、中科院三亚深海所、中山大学和国家海洋局、中国气象局所属的多个科研

单位的专家与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穆穆做大会学术报告“高影响海气环境事件的

目标观测问题”，就印太海气相互作用研究中的观测问题及数值模式检验问题等

做了发人深省的阐述。南海所领导詹文欢、王东晓参加会议。 

 

WPOS 专项重点任务 1负责人、南海所副所长王东晓做“印度洋间歇性赤道

潜流研究”的学术报告，并就印度洋和南海的海气相互作用研究的观测和数值模

拟做了详细介绍和规划展望。南海所青年科学家杜岩研究员、王卫强研究员、王

鑫研究员、杨磊副研究员、李毅能副研究员等分别就印度洋海盆模态和全球变暖

之间的关联探讨、东印度洋潜标观测资料分析、El Niño Modoki 爆发成因及其

对气候的影响、季节内振荡对南海热带气旋路径以及 2014年 8月份西太平洋空

台极端事件影响的研究、南海海洋环境数值预报试验平台和印度洋天气预报系统

等做了详细的学术汇报。穆穆院士对大会报告作了精彩点评，对东印度洋上层环

流及其经向输运特征及其观测网络、基于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的南海西边界

流目标观测模拟试验等都表示了浓厚兴趣，并期待在印太海气观测资料分析和模

式发展、印太海洋环境对南海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的影响机制等方面做出突破性的

进展，为提高我国对东亚季风、南亚季风和南海热带气旋的综合预报能力做出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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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OS专项 2015 年度绩效考评会议预备会议”多次召开 

继 2月 4日院先导专项绩效评价研讨会后，我专项积极组织了研讨学习。根

据 4日研讨会要求，专项从经费使用、资产管理、制度完善等多方面进行了细致

的部署和准备，以迎接下一步 WPOS专项 2015年度绩效考评。准备期间，专项办

公室积极组织了多次相关部门预备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专项经费审查、资产管理

及制度完善负责人。同时，针对绩效考评主管单位的要求，及时提交相关数据、

表格等材料，以最大程度配合考评专家的工作。另，我专项还积极协调了各重点

任务的总结工作，为 WPOS 专项 2016年度工作会议及绩效考评会议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 

 

“WPOS 专项 2016 年工作会议”在青岛顺利召开 

3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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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 WPOS专项）2016年度工作会议暨总体组第

一次会议在青岛召开。院重大科技任务局、专项总体组、监理组、各项目及重点

任务负责人、办公室等 40余人参加了会议。重大科技任务局王越超局长主持了

会议。 

 
会上，WPOS专项协调组组长王越超局长及监理组常旭组长先后发表了讲话，

对本次会议的基本要求及接下来一年的工作部署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指导。随后，

WPOS专项首席科学家孙松研究员从重点任务部署、取得成果及经费分配等方面

作了简要的介绍，各重点任务负责人分别从 2015 年度工作及 2016年度计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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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王越超局长指出，本次会议获得了各位专家的众多意见及建议，总体组成员

应积极吸收，由 WPOS 专项办公室形成会议纪要并下发。同时，还强调要认真对

待接下来财政部对专项的绩效考核工作，适应新的管理模式，注重科学院经费投

入产出效益。最后，王越超局长从国家实验室建设、“十三五”重大海洋领域计

划及 A类专项进一步发展等方面对 WPOS专项的实施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WPOS 专项 2015 年度绩效考评会议”顺利召开 

3月 11日至 12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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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 WPOS专项）接受了财政部委托

第三方机构——华盛中天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绩效考评。本次绩效考评工作主要

围绕 WPOS 专项 2015年度经费使用及成果产出进行审查及评价，分为现场调研与

综合评估两个部分。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绩效评价专家委员会、华盛

中天咨询有限公司、WPOS 专项及各重点任务、WPOS 专项办公室等相关人员参加

了会议。中科院海洋所副所长王辉、华盛中天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华超

分别主持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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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下午，绩效考评专家委员会成员对 WPOS 专项经费使用情况、样品获取

及成果产出情况等进行了现场调研。调研专家对专项所取得的成果表示了认可，

并完成了绩效考评表的打分工作。 

12 日全天，在绩效考评专家委员会听取了 WPOS专项及四个项目的工作成果

汇报，并进行了充分的质询，最终形成了绩效考评专家组意见。会上，院条财局

预算处姚冠辉副处长、绩效考评专家委员会主任尹萍均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专项

已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即将开展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WPOS 专项首席科学家孙松研究员表示，感谢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推动专项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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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次执行进展 

“科学”号起航再赴西太平洋执行科考任务 

2月 25日，“科学”号从青岛奥帆基地码头起航，赴西太平洋执行中科院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及中科院国际创新团队项目科考任务。所长孙松、副所长王辉、

所长助理李超伦以及相关研究室科研人员、管理与支撑部门负责同志到码头送

行。  

 

本航次搭载来自中科院海洋所、中科院三亚深海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

等单位的科研、技术和支撑人员共计 79人，中科院海洋所徐奎栋研究员担任首

席科学家，张武昌研究员担任作业队长。  

“科学”号本次科学考察计划航期 80天，分两个航段进行。科考队员将对

雅浦-马里亚纳海山区及邻近海域的物理化学环境、生物多样性特点及生态系统

基本结构特征开展多学科综合调查与研究，重点开展马里亚纳海山区的多波束扫

描、海山区水文环境和水体生物采样和拖网，并利用“发现”号 ROV对海底地质

环境和生物群落进行原位观测和取样，获取靶定海山的精细地形地貌图谱、大型

生物影像资料以及岩石、生物和沉积物样品，获取海山区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参

数，揭示海山区生态系统生物生产过程及其关键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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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作为海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渗等特

殊环境，目前海山系统及其与中深层海洋环境和特殊生态系统的关系是国际深海

探测和研究的热点。西太平洋及其邻近海域海底活跃的构造和流体活动塑造了特

殊的深海生态系统，国际上对该海域深海极端环境尚缺少系统探测与研究，“科

学”号在该海域的系列科学考察对填补我国在该区域深海海洋科学研究空白、提

升我国在深海生态系统和资源利用研究领域的地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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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成果 

 圆满完成 WPOS 专项预算第二次上报财政部工作 

2016 年 1月份，根据财政部及科学院要求，我专项积极组织了预算第二次

上报财政部工作。经专项 4个项目、8个重点任务、20余个负责人及专项办公室

与财务处的共同努力，如期完成相关工作。同时，还积极协调专项参与单位的上

报事宜。 

 印度洋环流及南海深层环流研究取得新进展 

利用观测资料开展了一系列海洋模式实验，阐明了东印赤道上升流的季节内、

年际变化特征和机制，提出了东印赤道上升流的强度主要被印度洋赤道风场的遥

强迫所控制，而 SST则主要被局地强迫过程所主宰的新观点(下图所示)，并对各

种不同过程的贡献进行了细致的量化分析。 

 

图 东印赤道上升流区温跃层(a)和 SST(b)的季节内变化以及局地和遥强迫各自贡献 

利用 7年的西沙潜标观测资料，结合船载 ADCP 以及卫星观测资料，揭示了

西沙海域南海西边界流的垂向结构特征及其年际变化。同时，进一步研究了复杂

地形条件下深海地形罗斯贝波的时间演变与垂向结构特征，揭示了上层中尺度扰

动产生底层地形罗斯贝波的可能机制。 

 CTS 系统建设取得新进展 

通过对南海三种观测数据的收集，及多重质量控制的筛选，获取了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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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92个温盐剖面的南海融合观测数据集 SCSPOD14(如下图所示)，并进一步经过

网格化处理及平滑处理等步骤，建立南海气候态平均的格点化温盐数据集。 

 

图 SCSPOD14数据集站点分布 

 积极开展了专项 2015 年成果宣传工作 

2016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刊出版专题“2015/2016超级厄尔尼诺研究进展”，

发表三篇论文，集中报道了 WPOS海洋专项在热带西太平洋科学观测网和厄尔尼

诺事件预报工作中取得的亮点成果，院刊也在两会期间分发两会代表阅览，取得

良好的宣传效果。 

 调查航次准备工作顺利开展 

西太及印尼航次外交申报于 1月份提交国际办；2015年底访问印尼，签署

合作协议；进行了 2016 年航次所需设备及耗材的采购和准备工作。 

 西太平洋研究工作取得了多项进展 

开展西太潜标数据分析，发现理解中尺度涡和近惯性波动在上层和中深层海

洋垂直能量传递中的重要作用；完成了印尼海马鲁古海峡 3 套潜标资料的处理，

并初步分析了潜标观测结果；研究了 El Niño爆发的开尔文波机制，发现了吕

宋海峡以西的显著准两年震荡，揭示了热带西太平洋 ITF源区水团结构特征及与

ENSO循环的关系；以下几个方面成果论文已发表或接收：棉兰老流（MC）/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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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潜流(MUC)的观测和数值模拟研究；全球台风潜在生成指数在两类厄尔尼诺事

件中应用的检验；副热带南太平洋偶极子模态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南太平洋降水的

影响。 

 顺利完成广西近海棕囊藻赤潮应急处置，保障核电设施稳定运行 

2015 年冬-2016年春，依照防城港核电站周边水域有害藻华应急处置方案，

组织实施了针对核电站取水口附近海域棕囊藻赤潮的监测行动和应急处置行动，

研发了棕囊藻赤潮消除用的改性粘土和专用喷洒设施，完成了 6艘喷洒船的改造。

根据棕囊藻赤潮监测结果，适时采取了赤潮消除行动（如下图），对核电站取水

口附近海域的棕囊藻赤潮实施了有效控制，保障了核电设施的正常运行。 

 

图 广西近海棕囊藻（左）赤潮及其现场应急处置（右） 

 提出黑潮入侵影响南海东北部海域高生产力区的机制假设 

综合模式分析结果与现场调查资料，提出了南海东北部高生产力的三个机制

假设：在黑潮影响下，东北部陆架由于潮流作用而终年存在次表层上升流，导致

陆架坡底部营养盐随海水涌升，使得水柱初级生产力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下图）；

黑潮入侵和风应力作用导致南海东北部出现多涡结构，吕宋西部冷涡中心区真光

层底部营养盐被带到次表层和表层，初级生产力水平比冷涡以外区域高 10%以上，

而暖涡边缘也是高生产力区，微微型浮游生物量明显较高；黑潮入侵后与内潮相

互作用及内孤立波等，加强水体混合，导致水体营养盐浓度高于非影响区，混合

层明显加深，叶绿素最大值层增厚，提升了初级生产。围绕以上成果发表了 11

篇二区以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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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黑潮影响夏南海东北部的次表层上升流（左）与多涡结构（右） 

 渤海海域黄海水的入侵路径、变异状况与生态效应 

通过对渤海海域多个航次的调查及海床基观测资料分析，发现黄海暖流进入

渤海的路径存在季节与年际变化。在渤海海峡区，夏、秋季次表层-底层流向流

向以西北向为主，冬春季则改为东北向。2013年与 2014年黄海水入侵渤海的路

径也明显不同, 可能存在年际变化（下图）。 

 

图 渤海冬季表层盐度变化（左：2013与 2014年冬季大面观测数据）与海峡流场垂直特征

（右：表层流与次表层-底层流向）。 

 进一步完善了牧场垂直剖面多参数监测系统的构建 

完成了不同水深（表、中、底）多参数监测系统的浮标设计与加工，验证了

远程通信设计、多参数传感器检测模块设计、水样自动采集等方面的可靠性，为

自主研发垂直剖面多参数监测系统的整体搭建及系统测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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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2015 年调查数据、样品分析工作 

针对研究内容，科研人员对 2015年秋、冬季海洋牧场环境、资源调查数据、

样品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获得了初步的结果。 

 WPOS 专项西太平洋海山调查取得新进展 

在 WPOS专项的支持下，“科学号”科考船于 2016年 2 月 25 日至 4 月 2 日，

对雅浦-马里亚纳海山区及邻近海域的理化环境、生物多样性特点及生态系统的

结构特征开展了多学科综合探查。本航段历时 39天，航程约 5650海里，搭载了

来自中科院海洋所、中科院三亚深海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等单位的科研、

技术和支撑人员共计 79人，中科院海洋所徐奎栋研究员担任首席科学家。 

本航段科考重点开展了马里亚纳海山区的多波束地形扫描、海山区水文环境

和水体生物采样和拖网，并利用“发现”号 ROV 对海底的地质环境和生物群落进

行了原位观测和取样，获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和进展。首次获取了马里亚纳海山

区靶定海山的精细地形地貌图谱，发现一座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平顶海山；通过了

ROV在海山的 15次下潜，获得了 50块岩矿样品，获取了 287号巨型和大型生物

标本，涉及了约 180种珊瑚、海绵、棘皮动物、甲壳动物及鱼类等生物，其中许

多是未曾发现和描述的种类；首次实现了 6000 米水深的原位保压水样采集，并

成功进行了培养；通过 CTD采水、浮游生物拖网和多联网等采样手段，获得了靶

定海山区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参数。目前，研究人员正加紧进行相关的分析，以

揭示该海山区的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和生产过程及其关键控制因素。本次科考对

填补我国在西太平洋深海的研究空白、提升我国在深海生态系统研究及资源探查

和利用等领域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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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太平洋浮游动物种群动力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依托 WPOS专项，对北太平洋西边界流海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水平分布进

行了研究。在调查海域，浮游动物丰度和体积生物量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35.1—

456.8 ind. m–3 和 4.3—231.7 mm3 m–3。桡足类、毛颚类和水母类是调查海

区浮游动物的三大优势类群。基于不同粒径级不同类群的体积生物量的 Bray–

Curtis相似性系数，可将浮游动物划分为 4个群落，分别位于受北赤道流、赤

道逆流、黑潮和棉兰老涡影响的海域，体现出海流对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显著影

响。浮游动物标准化生物量谱的分析结果表明，四个群落标准化生物量谱的斜率

均大于–1，表明北太平洋西边界流海域的浮游动物群落具有生产力低、能量传

递效率高的特征。该项研究成果在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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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北太平洋西边界流海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水平分布 

 

 深海大型底栖生物多样性研究取得新进展 

通过对 WPOS专项获取的 60余号深海珊瑚虫纲标本进行分类研究，鉴定出珊

瑚虫纲 39种，发现刘氏捕蝇草海葵 Actinoscyphia liui n. sp.、唐氏拟石栖

海葵 Paraphelliactis tangi 和雅浦石栖海葵 Phelliactis yapensis 三个海葵

新种，同时还鉴定并描述了枝拟柳珊瑚 Paragorgia kaupeka Sánchez、伞花海

鳃 Ombellula spp.等一些深水代表种。这是我国在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取

得的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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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唐氏拟石栖海葵 Paraphelliactis tangi外部形态。A.生活时的正模；B.保存的正模；

C.较大的副模 （标尺=40 mm） 

 深海热液微生物物种资源多样性研究取得新进展 

综合运用流式细胞仪和微流控系统，对深海热液样品菌群进行了分选，对获

取的菌群进行了分子生物学比较分析，发现了潜在新属级类群 4-5个。运用多相

分类技术，对潜在新种进行研究，鉴定出一株 Desulfurispora 属新物种。 

 海洋微生物环境适应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拼接完成两株海洋假交替单胞菌的全基因，并通过比较基因组对同属同种的

海洋细菌进行分析比对。研究结果表明同属海洋细菌的核心基因组高度相似，非

核心基因组则呈现多样化，并证明其中非核心基因组中的原噬菌体和质粒携带的

基因可提高宿主在不利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与海洋细菌的环境适应性密切相关。 

 海洋微生物药物及工业酶研发取得新进展 

经从深海微生物中分离鉴定，筛选出具有抗肿瘤、抗病毒的活性化合物 20

个，其中新结构化合物 8个，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同时鉴定了潜在

的免疫抑制剂浅蓝霉素生物合成途径关键的黄素酶 CrmK介导的底物循环，研究

结果已在主流刊物 Chemical Science 发表。 

 深海探测设备研发取得新进展 

多个类型的平台、设备，包括水下滑翔自主观测系统、长期定点观测型 AUV

系统、高通量深海海水采样及分级过滤系统及基于深海 ROV平台的拉曼光谱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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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探测系统研制，均开展了系统的、全面的综合测试，为开展深层次的海试或

试验性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前期研制基础上，深海热液探测 AUV系统、深海生态系统长期定点观测系统、

高通量深海海水采样及分级过滤系统、深海通量与混合观测系统、水下滑翔自主观

测系统等完成了样机的研制或升级改造工作，具备开展外场综合测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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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计划 

 2016年度经费执行：不断加强对各单位、各项目及重点任务经费执行情况的

了解，及时发现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醒相关负责人提前部署。 

 WPOS专项总体组 2016年第二次会议：计划于 2016年 4月组织召开总体组会

议，会议将着重围绕完善 2016 年工作计划及调控经费分配展开讨论并形成

相关决议。 

 航次协调：积极协调下一航次的筹备工作，组织多学科、多层次的航次研讨

会，研讨下一航次的重点科学问题、科学需求及条件支撑情况。 

 WPOS专项各重点任务 2016年第二季度工作计划： 

1.在印度洋及西沙海域加强对潜标及其它观测设备的维护，进一步拓展

观测能力，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2.在斯里兰卡南部、东部断面开展高密度温盐剖面观测，获得冬季风撤

退期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上层海洋调整特征。 

3.重点围绕南黄海海域的绿潮等生态问题，在 4 月、6 月和 8 月组织实

施现场调查，掌握绿潮发生情况，分析绿潮前后海域环境要素的变化情况，

揭示绿潮对海域环境的影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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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近海输入物质通量的变异情况。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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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进一步开展海洋牧场大面调查，为海洋牧场环境保障、大数据获取奠

定坚实基础； 

7.加快完成海洋牧场监测系统的布放与稳定性测试，完善和建立养殖环

境的实时监控体系； 

8.进一步集中对潜在新物种进行系统的多相分类鉴定分析，并对海洋微

生物环境适应因子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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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继续深入解析南海深海链霉菌 SCSIO 5802 源抗感染抗生素

neoabyssomicins 等深海微生物新颖天然产物的生物合成机制，推进药物先

导化合物 GCN-B 的抗白血病的成药性研究；拓展深海微生物酶在生态制剂、

手性化工产品合成方面的应用。 

10. 水下滑翔自主观测系统 4—5 月份开展归零海试验证；长期定点观

测型 AUV系统将在 5月份进行南海深海测试及试用工作；船载拖曳式光纤温

深剖面连续测量系统 5 月份完成成链后开展海试；深海热液探测 AUV 系统 4

—5 月份开展千岛湖综合测试；深海生态系统长期定点观测系统 4 月份完成

南海 3000 米深海的海试；6000 米深水可视化可控轻型沉积物柱状取样系统

5—6月份开展深海海试；海洋生物光学剖面测量系统结合专项航次开展试验

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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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