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洋科技领域研究热点及未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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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全球海洋研究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本文基于对近年来全球重要海洋研究进展信息,
分析了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几个重要研究热点方向的最新进展, 包括全球海洋物理环境变化研究、海
洋塑料污染研究、海洋酸化研究、南北极和印度洋研究以及海洋技术开发等。基于对美国、英国、日
本和俄罗斯等重要海洋国家最新发布的海洋科技创新政策和计划, 分析了各国海洋科技未来布局和重
点关注领域。最后, 总结了全球海洋领域的发展趋势: (1) 气候变化问题在海洋中的延伸效应将持续受
到关注; (2) 全球性海洋环境问题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 (3) 海洋技术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4) 海洋战略
规划的引领作用日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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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需求的增长,

列全球性海洋问题,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海洋酸化研

全球海洋资源开发和科技创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究和海洋塑料污染问题; 科学价值和地缘政治的影

近年来, 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 海洋在地缘政治、

响促使重点区域(如北极)相关研究受到关注; 作为

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 海洋科学

关键支撑的海洋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受到全球普遍

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作用也愈加受到重视。

重视。见图 1。 

“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 为我国的海洋事业发展指

1.1

明了方向, 同时对海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我国海洋科技水平近年来取得了较显
著的提升, 但与传统海洋强国差距依旧明显。全面深
入了解全球海洋科技发展态势及重要海洋强国的发
展布局, 对把握海洋科技前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我国涉海科技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支撑意义。本文
对近年来国际海洋科技领域的相关研究热点进行了
分析, 结合对美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海洋科技
发展方向的分析, 阐述了全球海洋科技发展的几个
趋势特点和启示。

1

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的直接影响是引发了海洋
的物理环境变化。气候变化问题在海洋中拓展延伸,
导致海洋温度升高、热含量增加, 同时海水受热膨胀
和冰川融化引发全球海平面上升。物理环境的变化
是多种海洋环境问题的主要诱因。
(1) 海洋升温
海洋温度的升高在科学界已有广泛共识。海洋
温度升高的定量化评估和未来升温趋势研究是近年
来主要关注方向。2019 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
上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 温室气体捕获的太阳能有

重要热点前沿问题
基于对近年来国际海洋科技领域的研究进展的

监测和分析, 我们遴选出 6 个方面较为突出的研究
热点: 海洋物理环境变化研究、海洋塑料污染研究、
海洋酸化研究、极地研究、印度洋研究以及海洋技
术开发。这些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 在全球
变化的大背景下, 海洋物理环境正在发生全方位的
变化; 物理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引发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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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际海洋研究热点及内在关系
International ocean research hotspots and internal relations

Fig. 1

93%都累积在海洋中, 温室气体捕获的热量导致海
[1]

海洋塑料污染引发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欧盟、

洋变暖的速度比之前预想的更快 。在热含量估算方

英国和加拿大相继发布塑料污染的相关战略及科学

面, 英美科学家重建了全球和全深度范围的海洋温

议程, 主要从资源利用价值最大化、废弃物及其对环

度变化, 提供了首个自 1871 年以来全球海洋升温的

境的影响最小化、实现循环经济等方面加以考虑。

估计: 自 1871 年以来, 全球海洋热含量大幅增加(增

2018 年 1 月, 欧洲委员会发布《欧洲循环经济中的

[2]

加了 436×1 021 J) 。近年来海洋热量的增加速度也越

塑料战略》, 到 2030 年消除不可回收的塑料, 削减

来越快, 1987—2019 年的增加速度比 1955—1986 年

一次性塑料和限制微塑料, 实现塑料循环经济 [11] 。

快了 4 倍多 [3]。

2018 年 6 月, 多国联合签署《海洋塑料宪章》, 承诺

(2) 海平面上升

采取五项总体行动来解决海洋塑料问题 [12]。2018 年

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产生潜在影响。英美德

11 月, 加拿大发布《零塑料废物战略》, 利用循环经

科学家联合研究指出, 自 1960 年以来全球海平面一

济的方法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解决塑料问题[13]。2018 年

直在加速上升, 主要源于陆冰融化和海洋吸热引起

12 月, 英国发布《废物处理与资源利用战略》, 到

[4]

的热膨胀 。2018 年, 英国科学家研究指出, 如果将

2042 年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 [14]。

全球气温上升保持在工业化前 2℃以内的目标无法
实现, 到 2100 年全球海平面上升每年将造成 14 万亿
[5]

美元的损失 。此外, 近年来南极冰的不稳定性增加
[6]

从研究现状来看, 海洋塑料污染的分布、来源、
迁移和归宿等研究是近年来科学家关注的几个重要
方面。在未来研究重点方面, 主要将围绕环境中塑料

了海平面上升预测的不确定性 。

的量化检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机理等方面 [15] 。阐

1.2

明颗粒大小对风化和生物降解性的影响、揭示微塑

海洋塑料污染
相对于其他海洋污染问题, 海洋塑料污染的影

响广度、研究难度和治理难度较大 [7]。海洋塑料污染
已被列为与臭氧耗竭、海洋酸化、气候变化等并列

料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利用实验室研究评估环
境中塑料的毒性差异也将成为重要关注方向 [16]。

1.3

海洋酸化
海洋 pH 值降低对多数甲壳类生物造成不利影

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海洋塑料污染的严重程度超过预期, 并有向生态
[8]

系统、深远海渗透的趋势 。太平洋大型垃圾带漂浮
[9]

响。海洋酸化的趋势若得不到充分遏制, 可能引发整
体海洋生态结构发生调整。从全球来看, 海洋酸化的

着超过 7.9 万吨海洋塑料, 比之前估计的多近 16 倍 。

研究主要关注 3 个方面: 海洋酸化问题的来源研究、

智利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在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

海洋酸化的影响以及海洋酸化的适应和减缓研究。

复活节岛和南美洲之间南太平洋发现近 100 种不同

在海洋酸化问题来源研究方面, 主要关注不同区域

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马里亚纳海沟 10 898 m

海洋酸化的评估。比利时和美国等国科学家发现, 沿

深处也受到了塑料污染的影响

[10]

。

海地区的海水吸收了更多的 CO2[17], 是引发海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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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重点区域。挪威科学家研究发现, 未来北大西

和矿业带来潜在风险 [30]。芬兰研究机构指出, 采矿业

洋碳吸收速度比先前预期的要慢 [18] 。海洋酸化的影

带来极大利益的同时, 对环境具有长远不利影响 [31]。

响研究方面, 主要关注方向为酸化对海洋生物、生态

北极变暖促使其资源禀赋、航道价值、科学价

系统和渔业资源的不利影响, 如美国伍兹霍尔海洋

值和地缘政治更加突出。未来该区域将长期成为研

研究所(WHOI)的模型研究显示, 随着大气中 CO2 的

究热点区域。

增加, 在最坏的情况下, 未来 30 到 80 年内海扇贝数

1.5

量将减少 50%以上 [19]。在海洋酸化减缓和适应研究
方面, 2018 年 1 月, 美国生态学家发文指出, 浅水海
岸生态系统中的海洋植物和海藻在降低海洋酸化影
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对未来解决海洋酸化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 [20]。
海洋酸化对于渔业的不利影响逐步显现, 对海
洋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 相关问题引起普遍重视。以
美国为例, 2019 年 4 月, 美国国会发布了若干海洋酸
化相关法案

[21]

, 加强联邦政府对监测和研究海洋状

况方面的投资, 对美国沿海社区进行脆弱性评估。

1.4

印度洋在全球海洋和大气循环中的角色受到重
视。美国和法国科学家联合研究指出, 变暖的印度洋
强化大西洋径向翻转流, 使欧洲的气候更加温和[32]。
2018 年 12 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一项
研究发现, 最近的冰川期, 印度洋在推动气候变化方
面发挥的作用比之前认为的要大得多。该研究的结果
可能会改写有关热带气候变化是以太平洋为中心的
理论 [33] 。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科学家联合研究发现,
来自印度洋对流的大气波对南美和南大西洋的气候
条件产生了巨大影响, 所导致的干旱和海洋热浪可能
持续发生 [34]。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HOI)一项

极地研究
南极研究主要关注冰川消融的影响方面。南极

冰川加速消融, 增加了南极环境变化预测的不确定
性。2018 年, 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 南极冰融化一方
面减缓了大气变暖, 另一方面加速了海平面上升,
并将会改变区域降水分布 [22] 。美国科学家利用数学
技术和大量最新的冰盖模拟数据, 发现冰盖的崩塌
扩大了未来海平面上升的可能情景范围 [23] 。美国和
德国联合研究指出, 由于气候变化而快速消融的南
极登曼冰川可能释放数十亿吨的冰, 足以使全球海
平面上升近 5 英尺

印度洋研究

[24]

新研究发现, 印度洋的表面温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使
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气候变得越来越炎热干燥[35]。
此外, 2017 年,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构想, 对
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产生新的影响。中
国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 印度洋
是其中重要的区域之一。在战略地位凸显和科学价
值提升的双重因素下, 印度洋相关研究在未来预计
会持续升温。

1.6

海洋技术开发

。未来南极冰川融化的影响研

海洋观测探测技术是海洋研究的基础, 也是全

究将持续成为科学界关注的焦点, 同时南极生物资

球科技竞争的重要前沿 [36]。近年来, 国际海洋技术呈

源研究或将成为新兴的研究焦点。

现两方面热点, 一是传统海洋仪器装备的智能化改

北极变暖和海冰融化使北极生态环境变化研究

造, 二是 AUV 技术的研发应用。

成为重要热点。北极研究的热点方向主要围绕生态

在传统海洋仪器的智能化改造提升性能方面。

环境和资源开发研究两方面。在生态环境研究方面,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IO)利用视觉和听觉技

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NOC)研究发现, 北极变暖造

术升级改造传统物理海洋学仪器, 使其能够在海底

成冰下甲烷加速释放, 其造成的温室效应有待评

滑行时直接对周围的浮游生物成像 [37] 。美国麻省理

估 [25] 。英国和以色列科学家研究指出, 夏季海冰对

工学院(MIT)利用水下“物联网”技术解决水下设备

[26]

。美国和德国科学

供电问题 [38]。英国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PML)的科研

家联合研究发现, 极地冰区的海洋鱼类物种形成率

人员建立漂浮碎片指数, 采用地球观测卫星来探测

于多年冻土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27]

。挪威科学家研究指出, 太平

海洋垃圾分布热点, 这种新的方法可以区分海洋塑

洋偏暖可能导致北极冬季气温升高 [28] 。在资源开发

料等漂浮物的自然源和人为源 [39] 。来自俄勒冈州立

研究方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研究指出, 北

大学的研究人员成功地使用水听器记录了俄勒冈州

极地质变迁史研究可能导致资源和权益格局变化

海岸附近海底的甲烷气泡声, 打开了使用声学来鉴

[29]

别分析海洋中甲烷气体的大门 [40]。

约为热带海洋的两倍

。多项研究表明, 北极多年冻土融化对俄罗斯油气

154

海洋科学 / 2021 年 / 第 45 卷 / 第 2 期

在 AUV 的研发应用方面。2018 年, 英国国家海

提出未来 7 年优先发展的 3 个愿景及关键问题。愿

洋学中心(NOC)设计建造的水下自动潜航器 Boaty

景一对应 NOAA 的大气领域相关研究, 主题为“减

McBoatface 号在南极洲西部的菲尔希纳冰架(Filchner

少恶劣天气及其他环境现象对社会的影响”。关键问

Ice Shelf)下完成了第一次冰下任务后成功出海。对鱼

题包括: ①如何改善恶劣天气及其他环境现象的预

类活动以及对海洋保护区的监测工作也逐渐转向由

测及预警？②全球气候状况如何影响当地天气、增加

AUV 开展[41]。

环境危害、影响水质和可利用水量？③如何提高空间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在海洋装备中得到应

天气产品和服务的效用？④NOAA 如何加强沟通、产

用。德国科学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开发了一套全新

品和服务, 使决策更明智？愿景二对应 NOAA 的海

的用于海底图像分析的全自动工作系统, 使得潜水

洋领域, 主题为“海洋和沿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管

器能够在深海中独立开展工作。英国国家海洋学中
心(NOC)与微软合作共同开发可用于海洋研究的人

理”。关键问题包括: ①如何利用知识、工具和技术更
好地理解、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②如何在满足土

工智能工具, 以模拟波浪关键特征。

著、娱乐和商业渔业社区需要的同时维持健康和多样

2

发展？④海岸及海洋资源、生境及康乐设施的保育等

2.1

化的生态系统？③如何加速美国可持续水产养殖的

重点国家未来布局

如何与旅游及康乐活动的增长相平衡？⑤在日益增

美国

加的海上交通和更大的船舶尺寸下, 如何最大限度地

(1) 国家层面布局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是美国最高级
别科技委员会, 通过协调相关部门的科技政策, 促
进美国科技发展。2018 年 11 月, 该委员会发布题为
《美国国家海洋科技发展: 未来十年愿景》的报告[42],

提高海上交通效率和安全性？⑥在海洋的未开发地
区存在着什么？ ⑦NOAA 如何利用和改善社会经济
信息, 以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公共参与实践和经济效
益的可持续性？愿景三对应能力建设, 主题为“一个
强大而有效的研究、开发和转型事业”。关键问题包

确定了 2018—2028 年间海洋科技发展的迫切研究需

括: ①如何集成和改进统一建模, 使其在技能、效率和

求与发展机遇以及未来 10 年推进美国国家海洋科技

对涉众服务的适应性方面得到改进？②如何优化地

发展的目标与优先事项: ①了解地球系统中的海洋:

球观测及其相关平台, 以满足 NOAA 的需要？③如

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研发; 大数据利用; 开发地球系

何利用和改进大数据和信息技术, 加快和转变研发工

统的模型; 促进运营研究。②促进经济繁荣: 扩大国

作, 形成新的业务和经济增长点？④NOAA 如何确保

内海产品生产; 勘探潜在的能源; 评估海洋关键矿

其投资得到可靠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

物; 平衡经济和生态效益; 培养蓝色劳动力。③确保

未了进一步提升新兴科学技术在海洋领域的应

海上安全: 提高海洋事务感知能力; 了解北极的变

用能力, 2019 年 11 月开始, NOAA 发布一系列新技术

化; 维护和加强海上运输。④保障人类健康: 防止和

战略 [44], 主要聚焦 5 个方面, 分别为: 无人系统、人

减少塑料污染; 改进对海洋污染物和病原体的预测;

工智能、生物组学、云战略和大数据。文件指出, 将

减少有害藻华; 开发天然产品。⑤发展具有恢复力的

在 NOAA 内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并确保 NOAA 高级

沿海社区: 为自然灾害和天气事件做好准备; 降低

领导层为这些新兴的科学和技术重点领域的应用提

风险和脆弱性; 赋予地方和区域决策权力。研究优先

供强有力的支持, 以指导 NOAA 的科学、产品和服

事项涵盖了海洋科学认知、社会经济服务、海洋安

务的质量与效率的转型。

全和人类福祉等多方面内容, 反映了美国未来海洋

(3) 专题性研究布局

科技的全方位布局。

针对重要的海洋问题, 美国也积极开展相关研

(2) 职能机构布局

究布局。比如, 2018 年 7 月,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美国国家大气与海洋管理局(NOAA)隶属于美

(NRC)发布《对耦合的自然—人类沿海系统长期演化

国商务部, 是美国海洋事务的重要管理机构和研究

的了解: 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未来》[45], 促进建立沿

机构, 负责落实联邦政府相关海洋战略, 在美国海

海社区和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支持政府决策。

洋科技规划布局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019 年 7 月,

2019 年 2 月, 美国国会发布《沿海和海洋酸化的压

NOAA 发布《2020—2026 年研究与发展计划》

[43]

。

力与威胁研究法案》[46], 加强联邦政府在研究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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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投资, 帮助沿海社区更好地了解和应对环境

日本推进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51]。2018 年 5 月, 日

压力因素对海洋和河口的影响。2019 年 3 月, 美国

本发布新版《海洋基本计划》, 为日本在未来五年间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以加强水安全为

实施海洋政策和处理涉海事务提供指导。与前两期

[47]

目标的海水淡化统筹战略规划》 , 确定了支持美国

相比, 其核心内容由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转向海洋权

海水淡化工作的 3 个首要目标: 减少风险并简化当

益维护和海洋安全保障 [52]。该计划指出, 将确保领海

地规划, 以支持海水淡化; 减少技术和经济障碍, 使

和海洋权益。关注海上通道并加强国际海洋秩序的

海水淡化技术得以应用; 鼓励国际合作, 发展海水

安全和发展, 提升海上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淡化技术。2019 年 3 月,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美

及舰艇的数量和海巡力度, 推进海洋调查和研究开

国 海 洋 能 源 管 理 局 (BOEM) 和 近 海 开 发 责 任 联 盟

发。加强国际合作, 利用海洋资源, 管理水产资源,

[48]

, 确定

促进海洋产业发展。加强收集和共享信息的体制, 完

了共同利益的四个领域: 可靠的离岸风能规划、风能

善海洋产业, 确保海洋可持续性开放、利用和环境保

项目选址、风能开发以及与渔业行业合作。

护, 实施最先进的海洋技术创新性研发。

(RODA)发布《近海风能研发谅解备忘录》

2.2

海洋资源的利用一直是日本关注的焦点。2019 年

英国
早在 2010 年 2 月, 英国政府发布《英国海洋科

学战略(2010—2025 年)》, 明确了其海洋愿景: 清洁、
健康、安全、富饶、生物多样化的海洋。明确了 3 个
高级优先领域: 理解海洋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对气候
变化及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做出反应、维持和提

2 月, 日本发布《海洋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计划》, 围
绕具体海洋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与技术研发
等方面, 确定了未来 5 年的工作方向, 涉及天然气水
合物、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海洋矿产资源 [53]。

2.4

俄罗斯
俄罗斯海洋科技具有良好的积淀, 其深潜器技

升生态系统带来的利益。
为了进一步对未来海洋发展指明方向, 英国政

术和极地破冰船、核动力破冰船等特殊科考船技术

府科学管理办公室(GOS)于 2018 年 3 月发布《预见

具有显著优势。为了维护俄罗斯海洋利益特别是北

未来海洋》报告 [49], 从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环境保护、

极利益, 俄罗斯于 2015 年 7 月发布新版《海洋学说》,

全球海洋合作、海洋科学等 4 个方面分析阐述了英

首次将南北极海域列入了利益范围, 并详细规定了

国海洋战略的现状和未来需求。指出, 海洋科学方面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任务 [54]。2020 年初, 俄罗斯相

关键研究需求包括: 提高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水的

继发布《北方航道计划》、《2035 年前国家北极基本

模拟水平, 以便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沿海社区

政策》, 重点布局科学考察船建设、北极多年冻土融

的不确定性; 研究现代海洋通讯技术, 提升数据传

化对油气设施的影响、自然资源勘探以及国土安全

输和电池技术; 研究海洋变暖和海洋酸化及其对海

相关技术。俄罗斯计划到 2035 年至少建造 40 艘北

洋环境的累积影响; 研究海洋生态系统在可预见的

极船只, 进一步加强其北极科考能力。

威胁下崩溃“临界点”; 推进大数据成为创新的驱动

3

力, 确保英国有足够的存储能力和分析能力, 协调
政府内部在大数据方面的合作。
英国近年来十分重视海上运输的绿色低碳发展。
2019 年 1 月, 英国交通部发布《海事 2050 战略》, 详
细阐述了到 2050 年实现零排放航运的愿景。2019 年
7 月, 英国交通部发布《清洁海事计划》[50], 提出《海
事 2050 年战略》的环境路线图, 确定了同时解决空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 并确保英国的清
洁增长机遇。

2.3

(1) 气候变化问题在海洋中的延伸效应将持续
受到关注
全球气候变化引起广泛的环境效应, 对海洋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海洋作为全球气候的调节器, 吸收
了温室气体所捕获的大部分的热量, 引起的一系列
海洋环境影响正逐渐显现。随着人类活动导致的碳
排放量进一步增加, 海水对 CO2 的吸收量也不断累
积, 持续改变着海洋的化学环境, 对甲壳类动物造
成较大影响的同时对整体海洋生态系统也构成潜在

日本

威胁。此外, 全球海洋物理环境正发生不可逆转的深

日本是全球重要的海洋强国。
《海洋基本计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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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刻改变: 气候变暖引起了极地冰川的融化, 海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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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膨胀效应加速了海平面的上升速度。在全球气

资源、协同提升海洋科技实力、实现海洋科技长足

候变暖趋势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的情况下, 海洋物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理环境变化的相关问题将在未来持续成为科学界研
究的重要方向。
(2) 全球性海洋环境问题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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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lobal ocean research has presented several new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latest progress in several important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based on some
important global ocean research highlights, including research o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he global
ocean, plastic pollution, ocean acidification, North and South Poles, Indian Ocea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technology. Then, based on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plans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cently released by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Japan, and Russia, the future layout and key focus areas are analyzed. Final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lobal ocean research field, as follows: (1) the extended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ocean continues to attract global attention; (2) the guiding role of global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is becoming more obvious; (3) marin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toward intelligence; and (4) the leading
role of marine strategic planning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本文编辑: 赵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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