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世纪初海洋科学与技术进展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二○○三年一月 



目        录 
一、海洋大科学研究进展 ......................................................1 

1．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2 

2．海洋科学钻探 ..............................................................3 

3．热液海洋过程及其生态系统......................................4 

4．海洋生物多样性 ..........................................................4 

5．海岸带综合管理科学..................................................5 

二、海洋高新技术进展 ..........................................................6 

1．海洋监测预报技术 ......................................................6 

2．海洋生物技术 ..............................................................7 

3．深海资源勘探与开发技术..........................................7 

4．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技术..................................8 

5．海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8 

6．海洋信息技术 ..............................................................9 

 

 ―1―



21 世纪初海洋科学与技术进展 
 

现代海洋开发利用的突出特点是融合了现代高科技成果，成为知识技术密集、

资金密集的综合性活动。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海洋科学与技术的突

破和进展程度。在联合国和一系列国际宣言的倡导下，世界海洋国家不同程度地

把海洋开发与保护问题提到了政府重要工作议程之中，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海洋科

学技术能力是参与世界海洋竞争的关键，将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开发海洋资源、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作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发展海洋科技促进本国经

济的新增长，正成为全球海洋发展战略趋势。本文仅就当前海洋科学与技术的重

点领域及研究热点的发展状况进行阐述。 

一、海洋大科学研究进展 

为了解决全球性的重大科学问题，近十几年来出现了全球性的“海洋大科学”

（OCEAN MEGASCIENCE）研究，包括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海洋科学钻探

（SCIENTIFIC OCEAS DRILLING），热液海洋过程及其生态系统（HYDROTHERMAS 

OCEAS PROCESSES AND ECOSYSTEMS），海洋生物多样性（OCEAN BIODIVERSITY），

海岸带综合管理科学（COASTAL SCIENCE FOR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等多个领域。这些海洋大科学研究特别注重对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重大课题研究，

例如：海洋与气候波动研究，包括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太平洋周期变化研究、极

地冰海变化研究、地球变暖与物质循环等；海底动态与地震研究，包括板块形成

过程研究、海底热点区域动态研究、地震产生过程研究等；海洋生态系统研究，

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物质循环机制研究、深海和地壳内微生物研究，海洋生态环

境修复科学技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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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为了增进对海洋在控制气候变化上的作用的了解，科学家已开始将海洋作为

一个全球系统进行试验研究和预测。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即出自于此目的。

GOOS 计划是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NEP）及世界科学联合会论坛（ISCU）的支持下提出并实施的。它由以前

的项目成分组成包括：海潮测量器全球网络（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GLOS），世

界气象组织（WMO）的自动观测船计划，海洋气象委员会系列漂流气球，全球温度

盐度计划，区域数据中心，各种观测卫星，持续浮游生物记录行动，世界贻贝观

察及海洋污染监测（MARPOLMON）项目。 

GOOS 计划的中心原则是：它必须是一个有效运行的全球项目，但它基本上是

由一个国家或国家的区域性组织来实施的。有几个区域组织已制定了在其所在区

域实施 GOOS 计划。例如欧洲 GOOS 是由 14 个欧洲国家，22 个政府机构所组成的

联合体。欧洲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欧盟成员国海洋产业持续发展

对海洋环境数据和服务的需要。欧洲 GOOS（EURO GOOS）目前正在北冰洋、西北

壳、地中海及大西洋盆区建立导航系统及示范项目，如大西洋计划、北极计划、

地中海预报系统及欧洲西北陆架海域计划。EURO GOOS 已成为 GOOS 计划开展的最

好的两个地区系统之一。[另一个地区系统为东北亚 GOOS（NEAR GOOS）]。当前，

利用 EURO GOOS 提供的新数据源和按协议共享的数据，已建立了波罗地海、地中

海和大西洋西北陆架区的地区模拟中心。EURO GOOS 将全面带动欧洲应用海洋学

和海洋观测技术的发展。在它的带动下，近期又启动了地中海全球海洋观测计划

（MED GOOS）。 

东北亚 GOOS（NEAR GOOS）涉及到日本、中国、韩国及俄罗斯。当前研究的

重点是在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海区建立一个能够包含实时及延时数据库以满足

使用者需要的数据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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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则直接针对三大主题：气候、渔业及海岸，因为这些

都是众多的北美人关心的海洋环境问题。 

GOOS计划的全面实施需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把技术转让到发展

中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技术能力。为此，EURO GOOS 正在计划与发展中国家

一起建立技术能力，在 NEAR GOOS 中，日本正扩展原来的计划，以逐渐将其研究

范围扩大到整个太平洋。预计 GOOS 的完全实施到 2010 年。 

2．海洋科学钻探 

海洋科学钻探由第一阶段的深海钻探计划（DSDP）至第二阶段的大洋钻探计

划（ODP）一直处于国际科学合作的前缘。至今已有 22 个国家加入 ODP 并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为导致地球上生物大绝灭（包括恐龙在内）的“行星撞击学说”提

供了有利的证据，在诸多方面改写了地球科学的历史。主要成就有：（1）通过在

活动裂谷边缘钻探，获悉了岩石图增生机制，物质平衡的演化过程及聚敛型板块

边界的构造、力学和地球化学过程；（2）大大丰富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分辨率记

录，并建立了冰盖的产生、生长及衰亡历史；目前正在利用新的地层学和地球化

学仪器设备，通过侧向钻探和深部横断面继续研究大洋循环模式；（3）通过对大

陆边缘和环礁的钻探，加深了人类对新生代海平面变化的规模、持续时间及其变

化机制的了解。在ODP的基础上，“IODP”即“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即将在 2003 年开始实施。IODP 是继 DSDP、ODP 后国际合

作深海钻探的第三个阶段，是更符合科学潮流、更具国际化的新世纪大洋钻探计

划。其特点是以多条船为基础，去进一步探索以往不能钻探的海区和深度，解决

过去未能解决的科学问题。IODP 的前期科学研究计划 ISP（Initial Science Plan）

主要着重于研究以下海洋过程：（1）深部生物圈及与大洋沉积物中天然气水合物

相关的生物、物理和化学过程的研究；（2）通过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南极大陆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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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北美洲、欧洲大陆冰川的地球气候演化过程研究探寻导致环境变化的重要因

素及其变化过程；（3）调查大陆板块的分离机制及沉积盆地和大陆边缘的形成机

制。 

3．热液海洋过程及其生态系统 

海底喷发的热液流有着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相互作用。对热液作用及其

构成热液系统的过程的了解将为生物、化学、地质和物理海洋学问题提供信息。

在现代世界海洋研究活动中，不同程度地研究了 100 余个活动的和残流的热液场。

对热液沉积物的地质年代学，形成机制以及对大西洋和热液场的构造位置进行了

分析研究。区域性研究工作表明，大部分热液矿化点位于大西洋中脊新火山裂谷

区范围内，并趋向于火山顶部，延续的海底凹陷（断裂）与热液场的分布区相接。

另外，科学家们还对热液系统循环方式及其对海洋化学的影响、影响热液释放的

可变因素、化学合成类细菌的角色、热液系统中或其他附近的生物共同体的特征

等进行了研究。 

4．海洋生物多样性 

自从 1993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

视。国际 Species 2000 计划已经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世界最急需保护和研

究的三个领域之一，同时各国相继开展了生物多样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

的重大研究项目有：“生物多样性与遗传资源”，其研究目的一是加强非洲、加勒

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渔业和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并进一步发展鱼类生物

数据库；二是开展海岸带鱼类多样性的研究。另外，2000 年启动的“国际生物多

样性观察年”（IBOY）计划中开展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研项目有：（1）不同纬度带大

西洋深海中的生物多样性（DIVA），该项目将采用样线调查的方式，考察大西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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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床，以加强人们对深海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研究范围覆盖南极、欧洲、北美

和南美；（2）海洋生物地球信息系统（OBIS），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分类学家

所掌握的有关物种分布的地理资料，做出可追加资料的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的数字

化地图，覆盖范围包括亚澳、欧洲、非洲、北美和南美。（3）海洋中的生物多样

性——指示物种，该项目将确定出一系列用以持续监测不同海洋环境下的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并制定出监测标准草案。（4）沙质海岸上的生物多

样性、生产力和旅游间的相互关系（LITUS），海岸带具有丰富的动、植物物种多

样性，是极具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也是受自然和人类环境压力的脆弱地区。该项

目将对从热带、亚热带地区到北极圈的砂质沿海地区的动物区系进行调查、研究。 

5．海岸带综合管理科学 

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是海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产物，是海洋科学

向应用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已经成为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关注的海洋科学

主要领域之一。为此，海洋学委员会建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计划，目的是把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科学家和管理人员及决策者结合起来，海委员和其他

国际组织结合起来，达到海洋科学与海洋可持续利用服务的目的。这是海洋学委

员会从单纯海洋调查科研国际机构向包括海洋科研调查、海洋服务、海洋与海岸

带管理、海洋法律与政策制定转变的一部分，这种转变也推动了海洋和海岸带管

理本身成为新的应用性科学。自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世界沿海国家的海

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取得了较快进展，目前国际的，地区的和国家的等各种

层次的综合管理模式研究和实践以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基本完

成，形成了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兴海洋边缘学科。已有 95 个沿海国家在

385 个地区开展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工作。其中美国的夏威夷海岸带管理模式、阿

拉斯加管理模式、加拿大管理模式、澳大利亚管理模式以及日本和荷兰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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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二、海洋高新技术进展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迅速发展大大的促进了海洋科学新发现，同时，科学的

新发现又极大的刺激了技术开发和海洋资源，空间的开发利用。为了认识海洋、

开发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许多国家积极发展海洋高新技术，提高在海洋技术领域

的国际竞争力。 

1．海洋监测预报技术 

发展海洋监测领域的高新技术，重视海洋自动监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与GOOS

接轨，是沿海各国目前都在努力的方向。卫星遥感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海洋

环境监测。1995～2001 年国外专门用于海洋探测的卫星将达 10 多颗。高频地波

雷达海面环境探测技术已进入到业务化应用阶段。在近海区域建立完整的立体监

测系统是国际上先进海洋国家正在试验解决的问题，以美国开发的 REINAS 为代表

的示范系统是海天一体化的立体实时监测服务系统的典型范例。发达国家发展了

长期水下无人观测站，以获取长时间序列资料，定量和有效地表述海洋过程的相

互关系；漂流浮标、锚泊浮标、拖曳体、自动沉浮式滑行器等观测平台的研制正

朝着低成本耐久型方向发展。水声技术日趋成熟，并逐步从军用为主转向民用，

提高了常规海洋监测能力。 

海洋预报技术主要注重于海洋物理机制研究，发展物理过程全面的数值预报

模式；海洋环境预报中的关键技术如：四维变分同化技术业务化等发展迅速；注

重海洋环境观测预报的基础领域的技术发展；近海和边缘海域的海洋温、盐、流

三维预报技术取得长足发展。近斯美国重点开展全球风场预报、海浪预报、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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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及全球大洋的海温、盐度和跃层预报。预计海洋环境预报技术将在本世纪的

前十年取得突破性发展。 

2．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已经进入了基因组时代，进入 90 年代以来，国际上鱼、虾

模式种的基因作图全面展开，基因工程技术在养殖动物病害中的应用日渐广泛。

欧美发达国家将现代生物技术和传统技术相结合进行养殖生物育种，取得重要成

果；研制出一些有特殊疗效的海洋药物和海洋功能食品，已有多个海洋活性天然

产物进入了临床实验。海洋极端环境下的生物酶受到发达国家重视。目前国际上

采用的分子筛选模型、基因工程受体模型等研究技术，为活性物质筛选和研究逐

步趋向系统化、规范化、规模化提供了有效的手段。美国已成功驯化并选育了抗

盐、耐海水的高产经济作物盐角草品系。利用培养植物细胞或愈伤组织，诱导耐

盐突变体已在一些农作物及经济作物上取得成功。未来十年，国际上将可能出现

针对各类海洋生物病害的序列检疫技术，新型的基因芯片技术可能将在该领域实

现应用。 

3．深海资源勘探与开发技术 

当代飞速发展的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深海勘探与开发的各个领

域，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上相继发展了多波束声呐、旁侧声呐和干涉仪、非

线性差频探测与信号处理技术、水下声控和定位技术等多种深海探查技术，形成

了以常压载人深潜器（ADS）、无人遥控深潜器（ROV）、自治无人深潜器（AUV）等

主要水下平台的声学与光学探测的高分辨率数字化海底地质、地形地貌和矿产资

源探查等高效系统。分辨率可达厘米级，海底穿透深度可达数十米。目前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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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83 艘调查船装备了多波束声呐测深系统，建成各种用途的载人深潜器 200 余

艘，深潜器制造和潜水服务已经成为两大高技术产业，年营业额约为 32 亿美元。 

目前国际上勘探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海底集成高精密定位

技术；海底探测高精密运动稳定平台技术；高分辨率海底侧扫声象合成孔径雷达

（SAR）技术；快速高灵敏度的测量探头技术；多功能深潜器技术；远距离水声通

讯技术等等。 

上个世纪 9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了进行多金属结核商业开采前的工

业实用化试验的技术储备。目前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深海多种资源的全方位技术开

发目标。 

4．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技术 

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技术是近 20 年兴起的以高技术为主体的

新技术领域，主要包括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行为和影响、局部海域环境自净能力和

环境容量、污染的生物效应及局部生态过程等的研究；海洋生态环境变异的监测、

预警、预报控制和管理技术、海洋污染的测控技术、海域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生

态工程技术和污染损害的应急处置技术等研究。日本的濑户内海和英国的泰晤士

河口整治成为这方面的示范实例。利用原位生物和遗传工程等降解或消除海洋中

的污染物，已得到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总体发展将注重于各相关学科和技术方

法的应用和转化，并依据海洋生态环境特点形成具有独特适应性的技术。 

5．海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海水资源综合利用主要由海水直接利用、海水淡化、海水化学资源综合利用

等技术领域组成。以海水作为工业冷却水在国外已大量应用，有关技术基本成熟；

海水循环冷却技术已经成为海水冷却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目前海水冷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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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研究主要针对冷却过程中的无污染技术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大生活用海水技

术是解决沿海城市淡水资源紧缺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香港地区每天大生活用海

水量已达 35 万立方米；海水蒸馏淡化技术和反渗透法海水淡化技术在沿海发达国

家和一些缺水国家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 

海水化学资源利用主要集中在对海水中镁、溴的提取及深加工上，国外的海

水（卤水）提镁、溴已经形成产业化规模，海水提镁产品正向系列化、精细化、

多功能方向发展，“气态膜法”成为海水提溴的最新技术，主要产溴国的 70～80%

的溴直接转化为溴的二次产品。 

6．海洋信息技术 

空间技术、GIS 技术、可视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海洋信息

领域，国外主要海洋国家已经将遥感和 GIS 技术应用于海洋军事利用、海洋资源

与生态环境的监测和保护、海岸带管理、海洋防护工程规划、海岸演变趋势预报

和海洋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信息服务方式已经逐渐向可视化、产品化、网

络化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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