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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在线自动监测技术作为一种监测技术在海洋环境监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研究和探讨海洋
在线监测技术在海洋灾害预警监测中重要作用，并介绍了海洋在线自动监测技术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指明了我国海洋在线监测技术的不足并为将来的发展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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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online automat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as a monitoring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is paper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marine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of marine disasters,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arine online automat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at ho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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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a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marine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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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球可利用资源的日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生态系统不断恶化，世界各国将目光纷纷转向海洋，
开始大力开发海洋资源，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将会成为沿海各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我国海岸线约长
18,000 公里，管辖的海域面积约 300 万平方公里，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1]。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
对我国的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十三五”规划作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
战略部署：坚持陆海统筹，壮大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增长快速，在国民生产中的贡献率已达 10%左右[2]，然
而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同时造成了海洋资源环境的一系列破坏，生
态系统恶化，从而也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灾害，诸如近年来全国近岸海域赤潮、绿潮等灾害频发，以及
在我国南部地区的沿海城市经常受到风暴潮的袭击，这些灾害每年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损失以百亿元计。
伴随着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海洋的污染程度也日趋严重，加重了赤潮灾害发生的频率，赤潮灾害
给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带来阻力，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现在我国是世界上赤潮灾害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显得尤为重要。
海洋环境监测可以使我们对海洋环境状况更深入、更透彻的了解，对海洋资源开发的利用以及经济
的绿色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保障。我们平常所说的海洋监测以船舶走航、
网格布点监测为主，现已很难满足现代海洋发展的需求。近年来，在线监测逐步发展起来，在线监测是
指岸基、浮标等检测载体在远程控制下可自动开展采样分析[3]，测定结果通过网络等信号直接传输至接
收平台，用户可随时调取信息资料查阅，是一种连续的自动化监测方式。海洋在线监测较传统监测具有
可以自动、实时、连续、长期收集海洋环境资料，且不受恶劣海况的影响的特点。

2. 国内外海洋在线监测技术现状
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海洋环境监测工作，许多海洋发达国家都己逐步建立起沿海重点地区或
本国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全面开展海洋环境监测与海洋灾害预报业务。

2.1. 国外现状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就开始研究海洋自动监测技术，经过持续多年的
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国家的海洋监测技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1) 美国 HABSOS (Harmful Algal Blooms Observing System)信息通信系统[4]：该系统依赖由卫星、浮
标、岸基观测站等现场自动监测系统获取高频率、全方位的监测数据，能够形成一个立体监测网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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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海洋预报、灾害预测等提供服务支持，是一个集成的综合信息通信系统，能够为藻华等灾害提供管
理数据，做到事件的预测分析。HABSOS 系统最初在墨西哥湾使用，目前己逐步应用于整个美国的沿海
地区。
2) 欧洲 ROSES (Real-Time Ocean Services for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海洋环境资源信息平台[5]：
ROSES 平台通过现场自动监测系统获取实时的海洋监测数据，可以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目
前 ROSES 平台可以为七个地区的藻华等灾害进行监测。
3) 全球 G00S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海洋观测系统：该系统是全球性最大、综合性最强的
海洋观测系统，以 IGOSS 全球海洋站综合观测系统、GLOSS 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为基础，将卫星、声
学监测等高新技术与其结合，进一步提高并完善监测手段，为海洋预报和研究、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
保护、控制海洋污染、制定海洋和海岸带综合开发和整治规划等提供长期和系统的资料。目前， 美国和
加拿大建立了美加 GOOS 系统，欧洲建立了 EURO-GOOS 海洋观测系统。

2.2. 国内现状
与发达海洋国家相比，我国的海洋监测技术尚有较大的差距，监测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海洋国
家，大部分的海洋监测调查以人工监测为主，自动监测水平较低。“九五”、“十五”期间，依托 863
等相关科技项目，我国海洋监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研发了一大批的科技成果，开发
出了一系列的海洋产品，缩短了与发达海洋国家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但是，由于国内缺乏成果的标准化
鉴定，自主研发的一些监测设备一直无进入市场，国内高档海洋仪器市场的 95%为国外产品所占据[6]。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的海洋在线监测技术研究开始起步，在海洋监测设备技术提高的基础上，
我国逐步建立起海洋监测台站、浮标、调查船、卫星遥感及航空遥感等组成的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网络。
1996 年完成了 FZF2-2 型海洋资料浮标的技术改造，利用卫星通信，成功实现了海洋浮标监测数据的实
时在线传输。2002 年初我国正式成立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加入国际 Argo 计划，并承担了中国 Argo
浮标的布放以及实时资料的接收和处理、资料质量控制技术/方法的研究与开发等。2004 年以来，厦门市
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在其附近海域陆续投放了 5 台海洋水质在线监测浮标，成为国内首批由海洋部门
建设的在线监测系统。2006 年，国家海洋技术中心提出了区域性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系统的设计原则和设
计方法。浙江、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河北、山东等地先后布放了海洋水文气象浮标、波浪浮标、
海洋生态浮标和 Argo 浮标，形成了近岸海域水质浮标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此外，我国还有潜标、无人船、
波浪滑翔器等辅助及新兴在线监测手段。据统计，截止值 2018 年，国家海洋局各直属单位，沿海省市海
洋机构共建设在线监测设备 120 多套，其中山东、江苏、厦门、福建、深圳等约 80 多套，北海分局，东
海分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海洋一所和海洋三所等 40 多套，此外，我国各地的沿海城市也在制定各种
规划，开展海洋在线监测的灾害预警工作。

3. 在线监测技术在灾害预警中的作用
赤潮、绿潮等灾害在暴发前往往会出现部分水质参数指标异常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相应的
水质参数指标，来判断是否出现异常现象，依次判断海洋灾害发生的概率，进行预警预报。
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是立足于更好地利用海洋自然资源和管控空间用途而开展的以防减海洋生态灾害、
促进可持续开发利用而开展的监测，它既是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是结果，是加强自
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建立健全源头保护和全过程修复治理工作机制实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
综合治理的前提和技术支撑，同时还可以成为政府部门对灾害预防、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参与
重大海洋灾害应急处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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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国家“863 计划”课题“赤潮重点监控区监控系统预警系统”中在渤海湾建立了一套赤潮
监测预警系统，研究了赤潮预警技术。2008 年，国家海洋局在青岛奥帆赛场建立了以船载、浮标、遥感
为一体的赤潮监测预警系统，开展数据在线监测分析，对赤潮灾害进行预警[7]。

4. 结语
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海洋预警警报，需要大量的海洋环境调查资料和数据。目前，海洋环境的预报
主要集中在台风、年际气候变化等动力环境的某些要素的预报上，对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恶化以及生态
灾害的预报还比较缺乏。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海洋环境预警预报能力建设滞后，要从稀少到密集
进行建设；另一方面，海洋环境预报准确度不高，影响预警预报的准确性。
发展海洋环境预警预报，我们需要加强以下工作：一是建立区域性的数据共享平台，在国内科研院
所、各监测机构建立区域性的共享中心；二是建立长期的在线观测平台，仿照气象观测站的形式建立海
洋长期观测站，进行海洋综合环境的综合检测；三是发展预警监测技术，在资料共享的情况下，提倡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寻找改善预报能力的方法，进行不同预报模式的开发。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将海洋生态预警技术研究纳入日常海洋工作中。在海洋环境预警监测中引
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技术，系统分析海洋生态环境现状及演变趋势，建立水文与水质相结合的海洋生态
预警监测网络体系，找出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因子并构建关键预警技术指标体系，做到污染事故先
知先觉，为日常自然资源生态管理和海洋生态安全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制定具有属地化、特色化的海
洋预警监测评价技术体系，在灾害发生之前预警或是在灾难发生初期及时采取应急措施，控制事态进一
步恶化，减少损失，保障海洋生态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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