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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实验室中文名称：中国科学院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英文名称：Key Laborator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v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实验室代码：2008DP173273 

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实验室主任：尹宝树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傅伯杰 

通讯地址：青岛南海路 7 号 

联系人：尹宝树 

联系电话：0532-82898502 

传真：0532-82898502 

E-MAIL：bsyin@qdio.ac.cn 

网址：http://klocw.qdio.cas.cn/ 

学科与学位点： 

 学科 1 学科 2 学科 3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学科分类 海洋科学 0707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 大气科学 0706 

硕士点 物理海洋学 070701 海洋与环境物理学 083001 气象学 070601 

博士点 物理海洋学 070701 海洋与环境物理学 083001   

博士后站 海洋科学 0707     

研究性质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社会公益性研究  □高技术研发 

归口领域(选1项) □化学 □数理 地学 □生命科学 □医学科学 □信息 □材料 □工程 

注：学科与代码可参考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4/201104/116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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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概况 

1. 实验室概况 

中国科学院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成立于 2006 年 4 月（筹备），2008 年正式批准成立。本

实验室前身为物理海洋学研究室和海洋环流与海气相互作用研究实验室合并而成的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海洋环流与波动开放研究实验室。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67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研

究员 19 人，实验室主任尹宝树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傅伯杰院士。实验室现由海洋环流动力学过

程及其气候环境效应、海洋波动及其相关动力过程和海洋系统模拟、预测和遥感探测 3 个创新研究

团队组成，每个团队下有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组成。实验室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学术秘书 1

名，行政秘书 2 名，技术主管 1 名; 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室设立学术委员会、实验室室务委

员会和实验室顾问委员会, 他们分别对学科发展方向和实验室建设进行指导和管理。 

实验室研究实力雄厚、学科建设完善、仪器设备先进，在国内外均有重要影响。海洋环流与波

动一直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一个优势学科，具有 6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为我国物理海洋科学诸

多领域，特别是海洋环流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 实验室总体目标 

在科学研究方面：面向国际海洋科学发展前沿和未来国家重大需求，以海洋环流与波动为中心，

集中研究海洋动力过程的结构、变异与机制及其与全球变化和海洋生态环境变化与保护等相关的海

洋学问题，在海洋环流动力学理论及其在气候变化和近海环境演变中的作用等问题上能有突破性的

科技成果，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实际应用技术方面：能为气候预报、国家安全环境保障和我国近

海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等重大决策提供海洋动力学理论和技术支撑，在服务于国家海洋强

国发展重大需求方面起领头羊作用。 

实验室根据中国科学院总体科技布局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学科定位与发展目标，在深入分

析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海洋科技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结合实验室已有的工作基础和优势，确定了发

展目标，主要把握三个切入点：1、紧密围绕物理海洋学，特别是海洋环流与波动研究的国际前沿，

提出前瞻性科学问题，引领相关研究方向的发展；2、基于全球变化研究对物理海洋学研究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事实，研究区域从局地和近海拓展到大洋海盆和全球范围，解决全球变化对

我国的海洋气候变化和近海环境演变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前沿科学问题，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3、

围绕资源环境和国防建设的国家需求，开展海洋环流与波动研究，解决近海环境生态系统变动的相

关动力学问题和军事海洋环境安全保障的物理海洋学课题，在国内相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总之，本实验室将面向科学发展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围绕中国科学院“创新 2020”和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一三五”重大突破目标，重点开展海洋环流动力学及其气候环境效应、海洋波动

及其相关动力过程、海洋系统模拟、预测和遥感探测等三方面研究，力争取得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为建设成国际海洋环流与波动研究中心之一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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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 

实验室主要研究领域“大洋环流动力学与中国近海关键动力过程及其影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一）海洋环流动力学过程及其气候环境效应 

（1）西太平洋－东印度洋环流变异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2）中国近海环流动力学过程及其环境、生态效应 

（3）海洋中尺度现象的探测、分析与预测应用 

（二）海洋波动及其相关动力过程 

（1）海洋波动与混合的非线性机理 

（2）多尺度海洋波动相互作用理论及预测 

（3）我国沿海重大海洋灾害机理、预测方法和风险评估研究 

（三）海洋系统模拟、预测和遥感探测 

（1）海洋系统数值模拟、预测理论与方法 

（2）海洋遥感机理、反演算法和应用 

4. 实验室组织框架 

 

实验室

主任 学术委员会主任

室务会 学术委员会

海洋波动及其相关

动力过程研究团队 

海洋系统模拟、预测和

遥感探测研究团队 

课题组 课题组 课题组 

海洋环流动力学

过程及其气候环

境效应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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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信息 

2016 年研究室固定人员 67 人，其中院士 2 人，研究员 19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

千人计划 1 人，青年千人计划 2 人，万人计划 1 人，百人计划 6 人，泰山学者 2 人，青岛市创新领

军人才 2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60 人。国家基金委创新团队 1 个。2016 年引进优秀青年人才 5 人，

刘传玉、李元龙入选青年千人计划。 

 

 
 

1．学术委员会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别 学委会职务 职称 是否院士 工作单位 

1 傅伯杰 男 中国 主任 研究员 是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 吴立新 男 中国 副主任 研究员 是 中国海洋大学 

3 张荣华 男 中国 副主任 研究员 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4 胡敦欣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5 张仁和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是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6 潘德炉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是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7 穆穆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是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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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别 学委会职务 职称 是否院士 工作单位 

8 王会军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9 周成虎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0 陈大可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是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11 张人禾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是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12 吴德星 男 中国 委员 教授 否 中国海洋大学 

13 蒋兴伟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否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14 王辉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否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15 朱江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否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16 王凡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7 乔方利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否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18 齐义泉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否 河海大学 

19 田纪伟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否 中国海洋大学 

20 尹宝树 男 中国 委员 研究员 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2．队伍建设 

研究单元 

序号 研究单元 学术带头人 其它工作人员名单 

1  大洋环流与气候 胡敦欣 王庆业，冯俊乔，张林林，胡石建，

王富军，贾凡，马一心 

2  海洋环流动力学 王凡 刘传玉，高山，刘玲玲，唐晓晖，臧

楠，汪嘉宁，李彦青 

3  海洋环流与气候动力学 袁东亮 孙澈，周慧，王铮，赵霞，李峣，郝

佳佳，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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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单元 学术带头人 其它工作人员名单 

4  海洋-大气相互作用 王法明 杨宇星，陈海英，郑健 

5  上层海洋动力学 侯一筠 齐鹏，胡珀，刘亚豪，刘泽 
李水清，殷玉齐，管守德，杨兵 

6  近海环流动力学与观测 于非 庞重光，刘志亮，司宗尚，闫小梅 

7  海洋动力过程及其环境影响 尹宝树 杨德周，徐振华，冯兴如，齐继峰,
李德磊 

8  海气动力过程的可预报性 穆穆 王强，宫婷婷，谢瑞煌，陈海波 

9  海洋系统数值模拟与预测 张荣华 王凯，王宏娜，孙燕，高川,林莉 

10  卫星海洋学与海洋遥感 徐永生 魏恩泊，张祥光，刘宏伟，高乐 

 

固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位 
职务 
职称 

所学专业 工作性质

1  胡敦欣 男 1936.10 研究生 院士/研
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2  穆穆 男 1954.08 博士 院士/研
究员 

海洋大气 研究 

3  侯一筠 男 1956.11 博士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4  王凡 男 1967.01 博士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5  尹宝树 男 1963.01 博士 实验室

主任/研
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6  袁东亮 男 1966.06 博士 实验室

副主任/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7  张荣华 男 1962.11 博士 实验室

副主任/
研究员

海洋大气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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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位 
职务 
职称 

所学专业 工作性质

8  孙澈 男 1969.01 博士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9  王法明 男 1972.10 博士 研究员 海洋大气 研究 

10  于非 男 1969.04 博士 研究员 海洋大气 研究 

11  徐永生 男 1970.07 博士 研究员 海洋遥感 研究 

12  魏恩泊 男 1964.11 博士 研究员 海洋遥感 研究 

13  王凯 男 1968.03 博士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14  庞重光 女 1973.02 博士 研究员 海洋地质 研究 

15  齐鹏 男 1963.09 博士 研究员 海洋气象 研究 

16  徐振华 男 1980.12 博士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17  刘传玉 男 1982.02 博士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18  高山 男 1974.12 博士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19  王庆业 男 1977.10 博士 研究员 物理海洋 研究 

20  王刚 男 1957.07 大学 高级工

程师 
海洋声学 技术 

21  刘志亮 男 1977.03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22  陈海英 女 1977.05 博士 副研 海洋气象 研究 

23  周慧 女 1978.12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24  杨德周 男 1979.11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25  刘玲玲 女 1981.12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26  胡珀 男 1981.04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27  冯俊乔 女 1981.11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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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位 
职务 
职称 

所学专业 工作性质

28  赵霞 女 1981.07 博士 副研 海洋大气 研究 

29  郝佳佳 男 1981.05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30  张祥光 男 1976.01 博士 副研 海洋遥感 研究 

31  王铮 男 1980.10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32  张林林 男 1983.02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33  王宏娜 女 1981.04 博士 副研 海洋气象 研究 

34  宫婷婷 女 1982.02 博士 副研 海洋气象 研究 

35  王强 男 1981.10 博士 副研 海洋大气 研究 

36  刘泽 男 1982.07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37  杨宇星 女 1979.09 博士 副研 海洋气象 研究 

38  冯兴如 男 1984.11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39  汪嘉宁 男 1985.10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0  胡石建 男 1984.10 博士 副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1  唐晓辉 女 1979.07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2  王富军 男 1983.03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3  李尧 男 1980.07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4  刘亚豪 男 1984.02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5  王晶 女 1983.12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6  闫小梅 女 1983.05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7  臧楠 女 1980.10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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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位 
职务 
职称 

所学专业 工作性质

48  刘洪伟 女 1985.09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49  高乐 男 1985.01 博士 助研 海洋遥感 研究 

50  齐继峰 男 1985.12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51  郑健 男 1986.06 博士 助研 海洋气象 研究 

52  司宗尚 男 1984.11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53  孙燕 女 1983.03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54  李水清 男 1986.05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55  谢瑞煌 男 1985.02 博士 助研 海洋气象 研究 

56  陈海波 男 1984.03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57  贾凡 男 1988.02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58  王淼 女 1964.12 大学 编辑/行
政秘书

电脑艺术设计 管理 

59  李蕴宇 女 1976.08 大专 职员/行
政秘书

教育 管理 

60  李彦青 女 1987.04 硕士 助理工

程师 
物理海洋 管理 

61  马一心 女 1988.04 硕士 助理工

程师 
教育 管理 

62  林莉 女 1988.02 硕士 研究 
助理 

物理海洋 管理 

63  殷玉齐 男 1987.09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64  管守德 男 1987.03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65  高川 女 1988.09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66  杨兵 男 1988.03 博士 助研 物理海洋 研究 

67  李德磊 男 1988.09 博士 助研 海洋气象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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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才情况 

序号 人员姓名 荣誉称号 获得年份

1  胡敦欣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1 

2  穆穆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7 

3  穆穆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994 

4  穆穆 中科院百人计划 1999 

5  张荣华 千人计划 2015 

6  张荣华 山东省泰山学者 2015 

7  张荣华 鳌山人才 2015 

8  张荣华 青岛市首批创新领军人才 2014 

9  王凡 万人计划 2013 

10  袁东亮 中科院百人计划 2011 

11  袁东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创新群体项目负责人 

2008 
2015 

12  袁东亮 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 2008 

13  孙澈 百人计划 2004 

14  王法明 中科院百人计划 2005 

15  王法明 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 2010 

16  于非 中科院百人计划 2009 

17  于非 山东省泰山学者 2008 

18  徐永生 中科院百人计划 2011 

19  徐永生 青岛市首批创新领军人才 2014 

20  刘传玉 青年千人计划 2016 

21  李元龙 青年千人计划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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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群体 

类型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参加人员 获得年份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西太平洋海洋环流

动力过程 
袁东亮 胡敦欣、穆穆、侯一筠、王凡、

张荣华、尹宝树、孙澈、王法明、

于非、徐永生及其课题组成员 

2015 年 

 

国内外学术组织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职务 任职开始时间 任职结束时间

1  胡敦欣 NPOCE 科学指导委

员会主席 
2010 至今 

2  胡敦欣 国际黄海研究会 名誉会长 2007 至今 

3  胡敦欣 中国海洋与湖沼学会 名誉理事长 2007 至今 

4  穆穆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委

员会 
委员 2014.5 至今 

5  穆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

届学科评议组 (大气科

学组) 

召集人 2015.4  

6  穆穆 国家海洋局“全球变化

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

国家合作项目专家顾问

组 

成员 2015.1  

7  穆穆 青岛国家海洋科学与技

术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 

委员 2015.10 至今 

8  穆穆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员灾

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 

委员 2013.2 至今 

9  穆穆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

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

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主任 2016.1 至今 

10  穆穆 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2016.1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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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职务 任职开始时间 任职结束时间

11  王凡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常务理事 2012  

12  王凡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海洋

与气候分会 
理事长 2016  

13  王凡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 常务理事 2013  

14  王凡 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

（SCOR） 
委员 2011  

15  王凡 中国海洋学会海气相互

作用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05  

16  王凡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计算

物理海洋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07  

17  王凡 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 委员 2004  

18  王凡 中国超级计算联盟 副理事长 2013  

19  王凡 中国互联网协会 理事 2013  

20  王凡 Committee on Physical 
Oceanography and 
Climate, 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 (PICES) 

Member 2003  

21  王凡 Working Group 20: 
Evalu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s, 
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 
(PICES) 

Member 2005  

22  王凡 国际 NPOCE 计划科学

指导委员会 
委员 2010  

23  尹宝树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理事 2012.11 至今 

24  尹宝树 青岛市第二、三届市政

府应急管理专家组 
成员 2012.12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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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职务 任职开始时间 任职结束时间

25  袁东亮 CLIVAR/NPOCE 副主席 2013.7 - 

26  袁东亮 TPOS2020 BB TT、
TPOS2020 WP-TT 

委员、 
委员 

2014.1 
2015.1 

- 
- 

27  张荣华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海洋

与气候分会 
副理事长 2016.11 至今 

28  张荣华 中国科学院环流与波动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2014.4 至今 

29  张荣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 首席教授 2015.1 至今 

30  侯一筠 国家 863 海洋技术领域

专家组 
成员 2007 至今 

31  侯一筠 中科院军事海洋技术领

域专家组 
成员 2014 至今 

32  侯一筠 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 委员  至今 

33  侯一筠 军事海洋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  至今 

34  侯一筠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理事  至今 

35  侯一筠 中国气象学会 理事  至今 

36  侯一筠 中国海洋遥感学会 常务理事  至今 

37  侯一筠 山东省海洋经济技术研

究会 
副理事长  至今 

38  侯一筠 青岛市防震减灾协会 副理事长  至今 

39  于非 PICES 联合主席   

40  徐永生 中国海洋学会极地科学

分会 
会员 2016 至今 

41  徐永生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高级会员 2014.05 至今 

42  徐永生 美国气象学会 会员 2005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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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职务 任职开始时间 任职结束时间

43  徐永生 美华海洋大气学会 会员 2010 至今 

44  徐永生 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会员 2005 至今 

45  魏恩泊 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物理

分会 
常务委员 2015 至今 

46  刘传玉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海洋

与气候分会 
理事、秘书长 2016 至今 

47  胡石建 AGU 会员 2016.1 2016．12 

48  胡石建 WPOCC-PPF 组委会 秘书长 2016．4 2016．11 

 

国内外学术期刊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务 
任职开

始时间 
任职结

束时间 

1  胡敦欣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主编 2003 至今 

2  穆穆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副主编 2012.11 至今 

3  穆穆 气候与环境研究 副主编 2012.8 至今 

4  
穆穆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编委 2013.11 
至今 

5  王凡 海洋与湖沼 编委 2002 至今 

6  王凡 海洋科学 编委 2000 至今 

7  王凡 海洋科学集刊 编委 2002 至今 

8  尹宝树 海洋与湖沼 主编助理 2014 至今 

9  尹宝树 海洋科学 编委 2002 至今 

10  尹宝树 海洋科学集刊 编委 2004 至今 

11  尹宝树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编委 2016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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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术期刊名称 职务 
任职开

始时间 
任职结

束时间 

12  尹宝树 海洋学报 编委 2016 至今 

13  张荣华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 
Letters (AOSL) 

编委 2010.1 至今 

14  张荣华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助理主编 2014.1 至今 

15  侯一筠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编委  至今 

16  侯一筠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英文版） 编委  至今 

17  侯一筠 海洋学报（英文版） 编委  至今 

18  侯一筠 海洋与湖沼 编委  至今 

19  侯一筠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编委  至今 

20  侯一筠 海洋学报 编委  至今 

21  侯一筠 海洋科学 编委  至今 

22  侯一筠 海洋科学进展 编委  至今 

23  侯一筠 海洋预报 编委  至今 

24  侯一筠 海洋湖沼通报 编委  至今 

25  于非 海洋技术学报 编委  至今 

26  于非 海洋通报 编委  至今 

27  孙澈 Deep-Sea Research,Part I 编委 2016.8 至今 

28  袁东亮 Continental Shelf Res. 客座主编 2015.4 至今 

29  袁东亮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 客座主编 2016.10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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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培养 

在读研究生及博士后一览表 

序号 导师姓名 硕士生 博士生 博士后 

 穆穆 马学英、周利、耿雨、 
杨泽芸 

魏云涛、张坤、梁朋、 
张星、高永丽、刘霞 

 

 尹宝树 王炜东 时云龙、周明、张凤烨、 
于炜、许灵静 

李德磊 

 袁东亮 谭舒文 李博、徐鹏、曾定勇、杨亚、

胡晓悦 
李翔 

 张荣华 陶灵江、田丰、周光辉、 
高嘉祥 

魏艳州、朱聿超、崔超然 康贤彪、 
高川、 
胡均亚 

 王凡 冯岭，高静，律明坤 聂珣炜、官聪、孙博雯、 
马强、吕宜龙、张志祥、 
赵军 

宋丽娜 

 侯一筠 王凯、李爱莲 莫冬雪、赵新华、胡放、 
汤博、何源首 

殷玉齐、 
管守德、 
杨兵 

 王法明 庄镇，王卓越 王梦阳、陈仲乾  

 于非 徐安琪、孙凡 周文正、侯华千、张艳胜、

魏传杰、刘岩松、潘俊 
 

 徐永生 李亚娇、马静怡 回贞立、黄超、胡登辉、 
赵丹丹、李宏杰 

 

 魏恩泊  高洪秀、夏琼  

 王凯  张艳华  

 齐鹏 杜玫、燕杰 郭云霞  

 徐振华 闵文佳、张沛文 王洋  

 高山 侯颖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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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研究生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学位 导师姓名 毕业时间 

1  高川 博士 张荣华 2016.7 

2  刘昆 博士 尹宝树 2016.6 

3  秦思思 博士 尹宝树 2016.6 

4  宋丽娜 博士 王凡 2016.6 

5  张晨 博士 侯一筠 2016.6 

6  杨兵 博士 侯一筠 2016.6 

7  曹蕾 博士 侯一筠、齐鹏 2016.6 

8  王然 博士 于非 2016.7 

9  李昂 博士 于非 2016.7 

10  王世红 博士 庞重光、刘志亮 2016.7 

11  李大伟 博士 庞重光 2016.6 

12  程建婷 硕士 尹宝树 2016.6 

13  张瑞冰 硕士 侯一筠 2016.6 

14  李莎莎 硕士 齐鹏 2016.6 

15  李阜宁 硕士 宋金宝、侯一筠 2016.11 

16  李琼 硕士 王法明 2016.6 

17  刘超 硕士 徐永生 2016.6 

18  张菀伦 硕士 刘志亮 2016.7 

19  李坤 硕士 庞重光 2016.6 

20  梅欢 博士后 王法明 2016.6 

 

研究生获奖一览表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人员 指导教师 

1  2016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高川 张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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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工作与成果 

（一）概述实验室年度承担课题情况，当年到位经费情况等。 

2016 年在研项目及课题总数 149 个（含新增项目及课题 56 个），本年实到经费 10571.32 万。 

国家基金 55 项，本年实到经费 1457 万元,其中：重点 3 项，本年实到经费 155 万元；创新群体

基金 1 项，本年实到经费 280 万元；面上基金 24 项，本年实到经费 375.8 万元；青年基金 20 项，本

年实到经费 120 万元；其它基金 7 项，本年实到经费 526.2 万元。其中新增项目 11 项，包括：重点

基金 1 项，面上基金 5 项，青年基金 5 项。新增基金经费总额 697 万，本年实到经费 386 万。 

国家重大专项课题 2 项，主持 2 项，留所经费 1918 万元，本年实到经费 999 万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课题 25 项，主持 3 项。项目留所经费 9533.8 万，本年实到经费 3348.29

万。其中新增 17 项，新增项目总经费 4117.58 万元，本年实到经费 2582.58 万元。 

国家实验室“鳌山科技计划”2 项。 

省、部委项目及课题 20 个，留所经费 1635 万元，本年实到经费 344 万元。其中，新增 11 项，

新增项目总经费 1021 万，本年实到经费 240 万。 

中科院项目及课题 27 个，本年实到经费 4109.03 万元。其中新增项目 7 项，新增项目总经费 670

万，本年实到经费 137 万。 

国际合作项目 1 项，总经费 40 万元，本年实到经费 14.7 万元。 

横向项目 5 个，总经费 404.6 万元，本年实到经费 200 万元。 

其他项目 14 个，总经费 308.8 万元，本年实到经费 99.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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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研究方向或研究单元，分别介绍实验室本年度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进展。  

2016 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继续紧密围绕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创新 2020

规划和“一三五”重大突破方向目标，在海洋环流过程及其气候与环境效应、海洋中小尺度动力过程

和海洋系统模拟、预测和遥感探测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同时，

在热带西太平洋及印尼海等调查与观测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新突破和丰硕成果。 

海洋环流动力学研究方向： 

实验室利用中科院海洋先导专项和 973、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项目的西太平洋潜标观测，开

展了太平洋西边界流和印尼海环流变异的结构与机制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前沿的创新研究成果，

发表在国际物理海洋专业的权威学术期刊上，具体包括如下主要成果： 

使用锚定的 ADCP 数据和一系列数值实验，揭示了棉兰老流（MC）和棉兰老潜流（MUC）的

年际变化特征及机制，指出西太平洋风场驱动的斜压 Rossby 波向西传播以及远西太平洋风应力旋度

异常导致的 Ekman 抽吸变化对 MC 和 MUC 的年际变化具有重要影响（Hu, S. J.*, Hu D. X., et al., 

2016, Journal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利用两套布放在热带西太平洋暖池核心区的深海潜标，首次在该区域直接观测到上层 1000 米范

围内的流速剖面，获取了北赤道逆流、南赤道流、北赤道次表层流、赤道潜流、赤道中层流和北中

层逆流等赤道流系的新特征和季节内变化过程（Wang, F.*, Wang, J. N., et al., 2016,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利用潜标和卫星观测数据，研究了热带西太平洋表层流的季节内变化特征及其机制，指出大尺

度（大于 500 公里）的季节内变化首要由大气的季节内震荡通过风应力来驱动，局地尺度（小于 200

公里）的季节内变化首要由海洋内部的中尺度结构来驱动（Wang, F.*, et al., 2016, Journal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利用潜标数据，首次报道了中层流具有显著的半年变异，指出半年变异在西边界局地产生，表

现为较大尺度的温跃层以下的再循环，为由北/南向潜流携带的南/北太平洋中层水的交替输运提供了

直接证据，对西北热带太平洋的中层水团交换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Wang, F.*, Song, L. N., et al, 2016,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利用 Argo 浮标观测数据和热带大气海洋观测阵列（TAO）的高分辨率观测数据，确认了赤道太

平洋冷舌区强混合过程在温跃层内的普遍存在性，揭示了强混合过程在热带不稳定波（TIW）期间和

拉尼娜气候状态下发生的频率更大，层次更深。该成果可为 ENSO 机理研究和数值模式改进带来重

要启示（Liu, C. Y.*, et al., 2016, Nature Communications）。 

利用观测和同化数据，揭示了印尼海域盐度的变化在印尼贯穿流（ITF）流量的年度变化中的重

要作用，并指出总 ITF 流量的年际变化主要是受 ENSO 而不是 IOD 的影响，同时发现 ENSO 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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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强迫可以通过穿越印尼海域的波导的 Rossby 波来影响 ITF 的流量（Hu, S. J.*, et al., 2016,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直接观测和数值模拟的棉兰老流/潜流年际变化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Mindanao Current/Undercurrent in direct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棉兰老岛以东的边界流包括棉兰老流和棉兰老潜流，该研究使用锚定的 ADCP 数据和一系列数

值实验研究了这些边界流的年际变化。ADCP 潜标系统于 2010 年 10 月至 2014 年 8 月间布放于棉兰

老岛以东的 7°59′N, 127°3′E 处。两只西边界流中均探测到了随深度变化的年际变化信号：上

层 MC 具有强而低频的信号，而次表层的 MUC 中发现了弱而高频的年际变化信号。在整个潜标观

测期间，MC 在 2012 年 6 月 弱而在 2010 年 12 月和 2014 年 6 月 强，较深层的 MUC 则在 2010

年 12 月、2011 年 1 月、2013 年 4 月和 2014 年 7 月附近出现峰值，在 2011 年 6 月、2012 年 8 月和

2013 年 11 月出现了低值。诊断分析和基于一个 2.5 层约化重力模式的敏感性数值实验表明，西太平

洋的风场强迫是 MC 和 MUC 年际变化的主要来源。结果显示，生成于西太平洋（大约 150°–180°

E）的西传 Rossby 波在两只西边界流的年际变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远西太平洋（大约 120°–

150°E）的风应力旋度异常导致的 Ekman 抽吸变化对 MC 的年际变化也具有重要作用。该文还讨论

了 MC/MUC 与 El Nino 之间的关系。 

 

潜标（7°59′N, 127°3′E）观测的经 3 天低通滤波后的天平均经向流速（单位:cm s-1），摘自 Hu et al.（2016,JPO）图 1a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boundary currents east of the Mindanao Island, including the 

MindanaoCurrent/Undercurrent (MC/MUC), is investigated using moored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ADCP)measurements combined with a series of numerical experiments. The ADCP mooring system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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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edeast of the Mindanao Island at 78590N, 127830E during December 2010–August 2014. Depth-

dependent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is detected in the two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strong and lower-

frequency variabilitydominates the upper-layer MC, while weaker and higher-frequency fluctuation controls 

the subsurface MUC.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mooring measurements, the weakest MC was observed in 

June 2012, in contrastto the maximum peaks in December 2010 and June 2014, while in the deeper layer the 

MUC shows speedpeaks circa December 2010, January 2011, April 2013, and July 2014 and valleys circa 

June 2011, August 2012,and November 2013. Diagnostic analysis and numerical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using a 2.5-layer reducedgravity model indicate that wind forcing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is a driving 

agent in conditioning the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MC and MUC. Results suggest that westward-propagating 

Rossby waves thatgenerat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roughly 1508–1808E) are of much significance in 

the interannualvariability of the two boundary currents. Fluctuation of Ekman pumping due to local wind 

stress curl anomalyin the far western Pacific Ocean (roughly 1208–1508E) also plays a role in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M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C/MUC and El Niño is discussed. 

该成果发表于：Hu, S., D. Hu, C. Guan, F. Wang, L. Zhang, F. Wang, and Q. Wang, 2016.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Mindanao Current/Undercurrent in direct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J. Phys. Oceanogr., 46(2):483-499. doi:10.1175/JPO-D-15-0092.1. SCI, IF=3.026 

西太平洋 2014 年上层 1000 米赤道流系的潜标直接观测 

Mooring observations of equatorial currents in the upper 1000 m of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during 2014 

两套装载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深海潜标布放在热带西太平洋暖池核心区，首次在该区域直

接观测到上层 1000 米范围内的流速剖面。观测获取了北赤道逆流（NECC）、南赤道流（SEC）、北

赤道次表层流（NESC）、赤道潜流（EUC）、赤道中层流（EIC）和北中层逆流（NICC）等赤道流系

的新特征和季节内变化过程。上述赤道流的季节内变化周期为 37-73 天。相比较于过去船载零星观

测，8 个月的连续观测提供了 NESC 存在的直接证据，捕捉到 EIC 和 NESC 从西向流转为东向流，

观测到 SEC 和 NESC 更大的垂直分布范围，以及 EIC 和 NICC 位于更深的深度。2014 年 1-4 月 NECC

的流轴到达 20 年来的 南端，NECC 的流量为 20 年中 弱，这一变化和 2014 年初假厄尔尼诺事件

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 

Time-depth variations of the equatorial currents over the upper 1000 m depth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were directly measured by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mooringsat 2°N, 140°E and 4.7°N, 140°E 

during January-August 2014. Intra-seasonal variations of the equatorial currents, with periods of 37-73 days, 

were observed encompassing the North Equatorial Countercurrent (NECC), northern branch of the South 

Equatorial Current (SEC), Equatorial Undercurrent (EUC),Equatorial Intermediate Current (EIC), North 

Intermediate Countercurrent (NICC), andNorth Equatorial Subsurface Current (NESC).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based mainly on shipboard synoptic surveys, the 8-month time series of velocity profiles 

provided direct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NESC; captured reversals of the EICin May and the NESC in 

June from westward to eastward direction; and revealed larger vertical extensions of the SEC and NES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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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r depths of the EIC and NICC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According to a global analysis product of ocean 

surface current, during January-April 2014 theNECC waslocated around its southernmost position and with 

its the weakestintensity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Some of the anomal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flows may 

be related to the fickle El Niño of 2014 

 
潜标观测的纬向流的时间深度变化和对应的频率谱分析，上图为 140°E/2°N 潜标结果，下图为 140°E/4.7°N 

该成果发表于：Wang, F., J. Wang, C. Guan, Q. Ma and D. Zhang, 2016. Mooring observations of 

equatorial currents in the upper 1000 m of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during 2014,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 3730-3740.SCI, IF=3.318 

热带西太平洋表层流的季节内变化机制研究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Surface Zonal Currents in the Western Tropical Pacific 
Ocea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潜标和卫星观测资料表明热带西太平洋表层流场存在显著的季节内变化，季节内变化周期在 50-

60 天左右。利用风驱海洋环流模式深入研究了季节内变化机制。研究表明大尺度（大于 5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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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节内变化首要由大气的季节内震荡（例如 MJO）通过风应力来驱动，这些信号分布在 10°S-8°N，

主要通过斜压波对风应力的影响来完成。局地尺度（小于 200 公里）的季节内变化首要由海洋内部

的中尺度结构来驱动，这些内部中尺度结构由上层海洋环流的垂直和水平剪切产生的正压和斜压不

稳定性来引起。季节内变化呈现明显的季节循环，在南赤道流和南赤道逆流区北半球冬季振幅大夏

季振幅小。 

The surface circulation of the tropical Pacific Ocean is characterized by alternating zonal currents, such 

as the North Equatorial Current (NEC), North Equatorial Countercurrent (NECC), South Equatorial Current 

(SEC), and South Equatorial Countercurrent (SECC). In-situ measurements of subsurface moorings and 

satellite observations reveal pronounced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ISV; 20-90 day) of these zonal currents in 

the western tropicalPacific Ocean (WTPO). The amplitude of ISV is the largest within the equatorial band 

exceeding 20 cm s-1, and decreases to ~10 cm s-1 in the NECC band and further to 4-8 cm s-1 in the NEC 

and SECC. The ISV power generally increases from high frequencies to low frequencies and exhibits a peak 

at 50-60 day in the NECC, SEC, and SECC. These variations are faithfully reproduced by an ocean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OGCM) forced by satellite winds, and parallel model experiments are performed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t is found that large-scale ISV (> 500 km) is primarily caused by 

atmospheric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s (ISOs), such as the Madden-Julian oscillation (MJO), through wind 

stress forcing. These signals are confined within 10°S-8°N, mainly as baroclinic ocean wave responses to 

ISO winds. For scales shorter than 200 km, ISV is dominated by ocean internal variabilities with mesoscale 

structures. They arise from the baroclinic and barotropic insta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hears of the upper-ocean circulation. The ISV exhibits evident seasonal variation, with larger 

(smaller) amplitude in boreal winter (summer) in the SEC and SECC. 

 

TAO/TRITON 浮标数据（红）、OSCAR 再分析数据（绿）和 HYCOM 模式数据（蓝）中不同位置表层流的功率

谱图，显示表层流季节内变化周期的峰值在 50-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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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发表于：Wang F., Y. Li, J. Wang, 2016.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Surface Zonal Currents 

in the Western Tropical Pacific Ocea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J. Phys. Oceanogr., 46(12): 3639-

3660.SCI, IF=3.026 

菲律宾以东中层水的半年翻转交换 

Semiannually alternating exchange of intermediate waters east of the Philippines 

在西北热带太平洋的中层水交换主要是基于综观（synoptic）观测或者气候态观测，很少有结合

水团属性和流速的观测，或者使用长期连续的时间序列来研究其时间变异。我们利用从 2010 年开始

布放在 8°N, 127.05°E 的潜标系统，测得的上层 800m 近四年的温度、盐度、流速同步数据，研究中

层水团交换。首次报道了中层流具有显著的半年变异（~187 天），且与盐度有较好的相关性，为由北

/南向潜流携带的南/北太平洋中层水的交替输运提供了直接证据。OFES 日资料（3 天）表明：半年

变异在西边界局地产生，表现为较大尺度的温跃层以下的再循环，导致了棉兰老以东的南北向反转

流，对于西北热带太平洋的中层水团交换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 

 

西边界棉兰老岛附近水团交换以及与次表层环流的关系：a)经向输运异常和盐度变化、b)北向输运位相盐度场和

流场的合成图和 c)南向输运位相盐度场和流场的合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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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te water exchange in the northwest tropical Pacific is explored with the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current measurements of a mooring system deployed at 8°N, 127.05°E during 2010-2014. For the first 

time, prominent semi-annual variability (SAV; with the maximum power at ~ 187 days) of subthermocline 

meridional flow along the Mindanao coast i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eridional flow and 

salinity is found at intermediate depths. This provides direct evidence for the alternating transports of South 

Pacificand North Pacific intermediate waters by northward and southward undercurrents, respectively. 

Further analysis with an eddy-resolving ocean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demonstrates that the SAV is 

generated locally near the western boundary, manifesting as large-scale subthermocline recirculation and 

leading to alternating northward and southward flows near the Mindanao coast, which plays an efficient role 

in the intermediate water exchange in northwest tropical Pacific.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observed SAV 

are discussed.  

该成果发表于：Wang F, L. Song, Y. Li, et al., 2016. Semiannually alternating exchange of intermediate 

waters east of the Philippin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3(13):7059-7065. doi: 10.1002/2016GL 

069323. SCI, IF=4.212 

赤道太平洋冷舌区温跃层内混合 

Deep-reaching thermocline mixing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cold tongue 

赤道太平洋温跃层的结构可决定 ENSO 的发生发展，而垂向混合过程则是决定赤道太平洋温跃

层温度、层结强度和厚度的重要因子。当前，相对于混合层来讲，人们对温跃层内的垂向混合的分 

 

a 展示了 0°N,140°W 剖面上剪切不稳定数目随月份和深度的分布特征，b，c 同 a，但深度分别是相对实时温跃层

中心和赤道潜流流核的相对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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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征、物理机理和大尺度效应的理解尚不清晰。基于 Argo 浮标观测和高分辨率 TAO 浮标连续观

测，确定了温跃层内深入到赤道潜流下半部的大量混合事件，这些混合事件多发生在夏秋冬季，而

且在热带不稳定波发生期间以及在 La Nina 气候状态下发生得更多、发生层次更深。我们的结果证

明了热带不稳定波和赤道潜流共同形成的强剪切（降低了理查德森数）是混合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Vertical mixing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temperature, sharpness and depth of the 

equatorial Pacific thermocline, which are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El Nino˜ and 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Yet, properties, dynamical causes and large-scale impacts of vertical mixing in the thermocline are 

much less understood than that nearer the surface. Here, based on Argo float and the Tropical Ocean and 

Atmosphere (TAO) mooring measurements, we identify a large number of thermocline mixing events 

occurring down to the lower half of the thermocline and the lower flank of the Equatorial Undercurrent (EUC), 

in particular in summer to winter. The deep-reaching mixing events occur more often and much deeper during 

periods with tropical instability waves (TIWs) than those without and under La Nin˜a than under El Nin˜o 

condit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mixing events are caused by lower Richardson numbers resulting from 

shear of both TIWs and the EUC. 

该成果发表于：Liu C., A.Koehl, Z. Liu, F. Wang and D. Stammer, 2016. Deep-reaching thermocline 

mixing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cold tongue. Nat. Commun. doi: 10.1038/ncomms11576. SCI, IF=11.47 

印度尼西亚贯穿流的年际变化：盐度效应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the Salinity Effect 

印尼贯穿流（ITF）区域具有强混合和显著的淡水输入，但印尼海域盐度变化的作用却不清楚。

该研究目的是理解盐度变化如何在年际时间尺度上影响 ITF 流量。利用观测和同化数据计算 ITF 的

流量并用直接观测数据对计算结果进行验证。发现 ITF 流量变化的盐度部分贡献了整个 ITF 流量变

化的(36±7)%，而热力部分贡献了(63±6)%。因此，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但结果表明印尼海域

盐度的变化在 ITF 流量的年度变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关分析表明总 ITF 流量的年际变化主

要是受 ENSO 而不是 IOD 的影响。在 ENSO 循环下，Walker 环流东西移动导致印尼海域降水量的起

伏、改变盐度，从而影响 ITF 流量的年际变化。结果揭示了降水和盐度效应在 ITF 流量变化中的作

用。我们同时也基于新计算的这个 ITF 流量数据重新考察了风强迫和海洋行星波动的作用。ENSO 相

关的风场强迫可以通过穿越印尼海域的波导的 Rossby 波来影响 ITF 的流量，这与前人的结果吻合。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ITF) region possesses strong mixing and experiences 

significantfreshwater input, but the role of salinity variability in the Indonesian Seas remains unclear. The 

goal of this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salinity variability influences the ITF transport on interannual time 

scales. TheITF transport is calculated using observations and assimilation data sets and verified using direct 

ITF transport estimates. We find that the halosteric component of the ITF transport contributes (36±7)% of 

the totalITF variability, in contrast to (63±6)% by the thermosteric component. Thus, while not dominant, 

this resultnonetheless implies that the salinity variability in the Indonesian Seas is of remarkable importance 

in determining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ITF transport.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total ITF transport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r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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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Under the ENSO cycle, the Walker Circulation shifts longitudinally resulting 

in fluctuations in precipitation over the Indonesian Seas that modulates salinity and subsequently influences 

the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ITF transport. This result signals the importance of precipit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salinity effect in determining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TF transport. The role of wind 

forcingand oceanic planetary waves is also revisited using this newly calculated ITF transport series. ENSO-

relatedwind forcing is found to modulate the ITF transport via Rossby waves through the wave guide in the 

Indonesian Seas, which is in agreem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图 1. 盐度效应和温度变化在印度尼西亚贯穿流年际变化中的贡献比例，摘自 Hu and Sprintall（2016，JGR）。 

 

 
图 2. ENSO 循环下盐度效应和风场强迫影响印度尼西亚贯穿流年际变化的机制示意图，摘自 Hu and Sprintall

（2016，JGR）。 

该成果发表于：Hu, S., and J. Sprintall, 2016.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the Salinity Effect.J. Geophys. Res., 121: 2596-2615. doi:10.1002/2015JC011495. SCI, IF=3.318 



 

28 
 

海气耦合气候动力学及可预报性研究方向 

在中科院海洋先导专项和 973、国家重大基金、国家重点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影响 ENSO

发展、演变和预报机理及黑潮可预报性的研究，取得了如下主要成果： 

利用 IOCAS ICM 成功地对 2015-2016 年 El Niño 事件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实时预报，揭示了次表

层上卷到混合层海水温度（Te）在 El Niño 事件起源中的重要作用，为 ENSO 模拟和预报提供了理论

指导（Zhang, R. H.*, Gao, C., et al., 2016, Science Bulletin）。 

构造混合型耦合模式，研究了 TIW 对 ENSO 的调制影响，指出 TIW 尺度的风场强迫能够使 SST

的平均态变冷，加强 ENSO 的振幅，同时影响 ENSO 演变的位相，使得 ENSO 周期略微减小（Zhang, 

R. H.*, 2016,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利用 TAO/TRITON 的观测数据和 AVISO 及 NCEP-NCAR 的资料，研究了两类 El Niño 期间赤

道太平洋次表层海温季节内变量（ISV）的特征和差异，并结合约化重力模式探讨了其物理机制，这

为明晰 ISV 在 ENSO 中的作用以及 ENSO 不规则性产生的原因提供了观测证据（Feng, J. Q.*, et. al., 

20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基于 CAM3.1-RGO 气候模式，研究了全球变暖背景下热带大西洋-热带太平洋的遥相关作用显

著减弱的现象，揭示其影响机制主要为热带太平洋类似厄尔尼诺型的平均态变化，并指出未来由热

带大西洋通过遥相关过程引起的热带太平洋年代际变冷以及 ENSO 事件的转换都会减少（Jia, F., Wu 

L. X.*, et al., 2016, Scientific Reports）。 

利用 ROMS 模式对黑潮上游段输送的季节变化进行了模拟，计算了对黑潮上游段输送季节变化

预报影响 大的初始误差，确定了对黑潮上游段 优的观测区域，数值试验显示在该区域加强观测

将有效地改进初始条件，进而提高黑潮上游段输送季节变化的预报技巧。（Zhang, Wang, Mu, and Liang, 

2016, Deep Sea Research I)。 

IOCAS ICM 模式及其对 2015-2016 厄尔尼诺事件的预测 

The IOCAS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IOCAS ICM) and its real-time predictions of the 
2015–2016 El Niño event 

这次 El Niño 事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热带西太平洋 SST 暖异常在 2014 到 2015 年年初缓慢发

展；随后，相关的海气异常在 2015 年春季耦合并增大，于 2015 年春末快速发展成一个暖事件。IOCAS 

ICM 很好地预报出 2014-16 年间 SST 的变暖和变冷趋势。例如，其相关热含量正异常于 2014 年在

西太平洋堆积，并在 2015 年年初沿赤道向东传播，于 2015 年春季到达东部海盆区域，对赤道中东

太平洋次表层温度产生影响，并造成 SST 显著变暖；SST 暖异常状态于 2015 年春初出现在赤道中

东太平洋，并在西侧伴有西风异常；SST 和表层风场异常通过耦合作用进一步增大，导致 2015 年春

末 SST 暖异常的快速增大；随后，热带太平洋海气系统准备就绪发展成暖事件；预报显示较大的 SST

正异常于 2015 年夏季在赤道中东太平洋出现，这表明 El Niño 事件已经形成；这一 SST 异常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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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在 2015 年年末达到成熟阶段。随后，一些相关的负反馈过程也开始发挥作用，如热含量负异

常在热带西太平洋出现并沿赤道向东传播，可于 2016 年初到达东部海盆，对 SST 产生变冷的影响，

预计 SST 会转换为正常态并将在 2016 年年中或年末转变为冷异常状态。 

The tropical Pacific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 El Niño event. Various coupled model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complexity have been used to make real-time El Niño predictions, but large uncertainties exist in 

the intensity forecast and are strongly model dependent. An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 (ICM) is used at the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OCAS),named the IOCAS ICM, to predict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ST) evolution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during the 2015–2016 El Niño event. One unique 

feature of the IOCASICM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temperature of subsurface water entrained in the mixed 

layer (Te) is parameterized. Observed SST anomalies are only field that is utilized to initialize the coupled 

prediction using the IOCAS ICM. Examples are given of the model’s ability to predict the SST conditions in 

a real-time manner. As is commonly evident in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predictions using coupled 

models, large discrepancies occur between the observed and predicted SST anomalies in spring 2015. Starting 

from early summer 2015, the model can realistically predict warming conditions. Thereafter, good predictions 

can be made through the summer and fall seasons of 2015. A transition to normal and cold conditions is 

predicted to occur in late spring 2016. Comparisons with other model predictions are made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IOCAS ICM are also discussed. 

 
The Niño 3.4 SST anomalies in 2015–2016 [averaged over the region (5°S-5°N; 170°-120°W)] predicted (colored lines) 

in mid-August 2015 using different models, including the IOCAS ICM.  

不同模式（彩线；包括 IOCAS ICM）从 2015 年 8 月预报得到的 2015-16 年 Niño3.4 区 SST 异常的时间序列，每

条彩线表示预报 12 个月的三个月滑动平均的结果（如 ASO 表示 8 月-9 月-10 月） 

该成果发表于：Zhang, R. H., and C. Gao, 2016. The IOCAS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 (IOCAS 

ICM) and its real-time predictions of the 2015-16 El Niño event. Science Bulletin. 61(13):1061-1070. SCI, 

IF=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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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合型耦合模式研究热带太平洋的热带不稳定波（TIW）对海表面风场反馈的调制

作用 

A modulating effect of Tropical Instability Wave (TIW)-inducedsurface wind feedback in 
a hybrid coupled model of thetropical Pacific 

 
The interannual SST anomalies along the equator for the period 2040–2070 simulated by the HCM (a) without and (b) 

with the TIW wind feedback.  

HCM 模拟所得 2040-2070 年间 SST 年际异常沿赤道的纬圈-时间分布。（a）中不包含 TIW 引起的风场反馈，（b）

中包含 TIW 引起的风场反馈。 

热带不稳定波（TIW）和 ENSO 是热带太平洋两个显著的不同尺度的海气耦合现象，本工作构

造了一个模式系统来表征 TIW 尺度的海气耦合及其与 ENSO 的相互影响。首先基于卫星资料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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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W 引起的风应力扰度（τTIW）的经验模型，然后将其嵌套到混合型耦合模式（HCM）中。结果

表明，TIW 尺度的风场强迫对 SST 产生非对称的影响，表现为平均态的变冷，而对年际异常为正反

馈的作用，加强了 ENSO 的振幅。严格来讲，反馈将造成 SST 的年际变化增加约 9%，此外，TIW

尺度的风场对 ENSO 演变的位相也具有影响，使得 ENSO 周期略微减小。 

Tropical Instability Waves (TIWs) and the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are two air-

seacoupling phenomena that are prominent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occurring at vastly different space-

timescales. It has been challenging to adequately represent both of these processes within a large-scale 

coupled climate model, which has led to a poo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IW-induced 

feedback and ENSO. In this study, a novel modeling system was developed that allows representation of 

TIW-scale air-sea coupling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ENSO. Satellite data were first used to derive an empirical 

model for TIW-induced sea surface wind stress perturbations (τTIW). The model was then embedded in a 

basin-wide hybrid-coupled model (HCM) of the tropical Pacific. BecauseτTIW were internally determined 

from TIW-scal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SSTTIW) simulated in the ocean model, the wind-SST coupling 

at TIW scales was interactively represented within the large-scale coupled model. Because theτTIW–

SSTTIW coupling part of the model can be turned on or off in the HCM simulations, the related TIW wind 

feedback effects can be isolated and examined in a straightforward way. Then, the TIW-scale wind feedback 

effects on the large-scale mean ocean state and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we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is embedded system. The interactively represented TIW-scale wind forcing exerted an asymmetric 

influence on SSTs in the HCM, characterized by a mean-state cooling and by a positive feedback on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acting to enhance ENSO amplitude. Roughly speaking, the feedback tends to increase 

interannual SST variability by approximately 9%. Additionally,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TIW wind to have an 

effect on the phase transition during ENSO evolution, with slightly shortened interannual oscillation periods. 

Additional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elucidate the details of TIW wind effects on SST 

evolution during ENSO cycles. 

该成果发表于：Zhang, R. H., 2016. A modulating effect of Tropical Instability Wave (TIW)- induced 

surface wind feedback in a hybrid coupled model of the tropical Pacific.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10): 

7326-7353. SCI, IF=3.318. 

两类 El Nino 期间太平洋赤道季节内 Kelvin 波的传播特征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tropical Pacific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two flavors 
of El Niño 

利用 TAO/TRITON 观测的日平均海温、20℃等温线深度资料，AVISO 的海表面高度资料，以及

NCEP-NCAR 的 10 m 风场数据，研究了两类 El Niño 期间，赤道太平洋次表层海温季节内变量(ISV)

的特征和差异，并结合约化重力模式探讨了其中的物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上层海洋季节内变量

沿温跃层以季节内 Kelvin 波的形式东传。中部型 El Niño 期间，ISV 的 强变化中心位于日界线以

东的温跃层（图 1a），频谱能量集中在 60-65 天（图 1c），且在成熟期和衰减期 活跃（图 1d）；而

在东部型 El Niño 期间，在太平洋海盆 ISV 沿温跃层有两个振幅相当的变化中心（图 2a），ISV 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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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春季 强（图 2d），周期集中在 75-80 天（图 2c）。在 CP 期间，由于耗散较强，季节内 Kelvin 波

在 130°W 以东的东太平洋很快衰减，而在 EP 期间，ISV 可以相对稳定的传播到赤道太平洋（图 3）。

该研究结果，为搞清季节内变量在 ENSO 中的作用以及 ENSO 不规则性产生的原因提供了观测证据。 

 

 

图 1CP  El Niño 事件期间，赤道太平洋季节内海温 REOF 分析的前两个模态。（a）第一模态空间分布，（b）第

二模态空间分布，（c）两个模态的标准化时间序列，（d）时间序列的谱分析（红线为 95%置信度检验线），（e）时间

序列强度的季节平均，表征季节内变量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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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P  El Niño 事件期间（1997-1998）赤道太平洋季节内海温 REOF 分析的前两个模态。（a）第一模态空间

分布，（b）第二模态空间分布，（c）两个模态的标准化时间序列，（d）时间序列的谱分析（红线为 95%置信度检验

线），（e）时间序列强度的季节平均，表征季节内变量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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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CP(a-b)和 EP（c-d）期间，20℃等温线深度（D20, unit: m,（a，c））和海表面高度异常（SSHA, unit, cm, 

(b,d)）的经度-时间图。显示明显的东传季节内 Kelvin 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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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ISV) of the subsurface 

ocean temperature (STA)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associated with the two flavors of El Nino (i.e., the 

canonical or eastern Pacific (EP) El Nino and the central Pacific (CP) El Nino) are investigated using 

observations and 1.5−layer linear reduced gravity mode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SV characteristics show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two types of El Nino, though both oscillate along the thermocline in the form of the 

intraseasonal equatorial Kelvin wave, which is excited in the western tropical Pacific by the zonal wind stress 

associated with the Madden-Julian oscillation (MJO). First, the period of dominant mode of the STA ISV 

during CP El Nino broadly distributes in 50−80 days with the spectra peaking in 60−65-day. By contrast, the 

spectrum of STA ISV during EP El Nino shows a peak in 75−80-day period. This indicates the wave speed 

is faster in the CP El Nino than in EP El Nino. Second, the ISV activity peaks in previous spring during the 

developing phase of EP El Nino, whereas during CP El Nino it becomes the most active during the mature 

phase. Third, the strongest IEKW occurs in the central Pacific around the dateline during CP El Nino and 

attenuates quickly east of 130°W due to strong eddy viscosity dissipation, while the IEKW during the EP El 

Nino propagates efficiently from the western to the eastern Pacific with a relative weak diffusion. 

该成果发表于：Feng J, Q. Wang, S. Hu, D. Hu, 2016.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tropical Pacific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two flavors of El Niñ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36(2): 867-884. 

DOI: 10.1002/joc.4389. IF=3.6 

全球变暖将削弱热带大西洋-太平洋遥相关过程 

Global Warming Attenuates the Tropical Atlantic-Pacific Teleconnection 

热带东太平洋方面， 近 20 年全球变暖出现了明显的停滞现象，主要表现为热带东太平洋海温

异常偏冷。已有研究表明热带北大西洋年代际的增暖通过遥相关作用可以部分的解释热带东太平洋

海温偏冷现象，但在全球变暖背景下，该热带大西洋-热带太平洋遥相关会有怎样的变化，目前尚不

清楚。本研究利用 CAM3.1-RGO 气候模式研究发现，随着 CO2 浓度的提高，从热带北大西洋到热

带太平洋的遥相关显著减弱。进一步研究表明，热带太平洋类厄尔尼诺型平均态的变化一方面限制

了 ITCZ 季节性的南北移动，另一方面减弱了海洋的动力输运，加上未来背景海温更暖造成热带北大

西洋的海温暖异常更容易消亡，共同导致了以上遥相关过程的减弱。该研究表明，未来由热带大西

洋通过遥相关过程引起的热带太平洋年代际变冷以及 ENSO 事件的转换都会减少。CMIP5 多模式资

料也验证了本研究的结论，但 27 款模式中只有 9 款可以模拟出与观测类似的热带大西洋-热带太平

洋遥相关，需要进一步提高模拟能力。 

Changes in glob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display a pattern of 

widespread warming intercepted by cooling in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and western coasts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cooling in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may be partly 

induced by warming in the North Atlantic.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how stable this inter-tropical 

teleconnection will be under global warming. Here we show that the inter-tropical teleconnection from the 

tropical Atlantic to Pacific weakens substantially as the CO2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This reduced impact is 

related to the El Niño-like warming of the tropical Pacific mean state, which leads to limited sea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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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of the Pacific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ITCZ) and weakened ocean heat transport. A fast 

decay of the tropical Atlantic SST anomalies in a warmer climate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weakened 

teleconnection.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as greenhouse warming continues, the trend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ENSO will be less frequently interrupted by the Atlantic because of this 

attenuation. The weakened teleconnection is also supported by CMIP5 models, although only a few of these 

models can capture this inter-tropical teleconnection. 

 

图 1 通过数值实验发现，该遥相关过程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显著减弱（左：CTRL，中：2CO2，右：4CO2） 

 
图 2 热带太平洋类似厄尔尼诺型的背景场变化是主要因素，同时热带北大西洋的海温异常衰减更快 

该成果发表于：Jia, F., L. Wu, B. Gan and W. Cai, 2016. Global Warming Attenuates the Tropical 

Atlantic-Pacific Teleconnection. Sci. Rep., 6: 20078, doi: 10.1038/srep20078. SCI, IF=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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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初始误差对上游黑潮输送季节性下降预测的影响 

Effects of optimal initial errors on predicting the seasonal reduction of the upstream 
Kuroshio transport 

本文通过 ROMS 模式成功再现了源区黑潮流量的季节性下降现象。在此基础上，利用条件非线

性初始扰动（CNOP）方法研究了初始误差对源区黑潮流量季节性下降预报的影响。对于两个典型的

下降事件通过计算均得到两类 优初始误差（CNOP1 和 CNOP2），并通过相关研究发现：（1）CNOP

型误差在水平方向上主要分布在吕宋岛以东 128E 附近，而在垂向上分布于海洋上层 1000 m 以内；

（2）在预报终止时刻，CNOP1（CNOP2）发展为中心位于 124E 附近的反气旋（气旋）结构，使得

源区黑潮流量异常上升或下降，进而导致较大预报误差；（3） 通过能量诊断方法表明主要是斜压不

稳定导致了 CNOP 型误差的快速发展。以上结果表明，改善吕宋岛以东区域海洋的初始条件对于提

高源区黑潮流量预报技巧有重要作用。 

 
Energy distributions of CNOPs for two seasonal transport reduction events. 

两个流量季节性下降事件中 CNOP 的能量分布 

With the Regional Ocean Modeling System (ROMS), we realistically simulated the transport variations 

of the upstream Kuroshio (referring to the Kuroshio from its origin to the south of Taiwan), particularly for 

the seasonal transport reduction. Then,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optimal initial errors estimated by 

the conditional nonlinear optimal perturbation (CNOP) approach on predicting the seasonal transport 

reduction. Two transport reduction events (denoted as Event 1 and Event 2) were chosen, and CNOP1 and 

CNOP2 were obtained for each event. By examin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s of the two types of CNOPs, we 

found that the dominant amplitudes are located around (128°E, 17°N) horizontally and in the upper 1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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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ly. For each event, the two CNOPs caused large prediction errors. Specifically, at the prediction time, 

CNOP1 (CNOP2) develops into an anticyclonic (cyclonic) eddy-like structure centered around 124°E, 

leading to the increase (decrease) of the upstream Kuroshio transport. By investigating the time evolution of 

the CNOPs in Event 1, we found that the eddy-like structures originating from east of Luzon gradually grow 

and simultaneously propagate westward. The eddy-energetic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errors obtain energy 

from the background state through barotropic and baroclinic instabilities and that the latter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mproving the initial conditions in east of Luzon could lead to better 

prediction of the upstream Kuroshio transport variation. 

该成果发表于：Zhang, K., Q. Wang, M. Mu and P. Liang, 2016. Effects of optimal initial errors on 

predicting the seasonal reduction of the upstream Kuroshio transport. Deep-Sea Research I, 116: 220-235. 

Doi: 10.1016/j.dsr.2016.08.008. SCI, IF=2.684 

海洋中小尺度过程研究方向 

在中科院海洋先导专项、中科院交叉团队项目、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国家 863 项目、

国家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尺度涡对黑潮的影响、南海内潮长距离传播及演化、波浪对表

层流的影响、寒潮风暴潮的特征及海气界面通量等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基于卫星高度计资料，研究了台湾以东的中尺度涡对黑潮流量（KVT）及其分支结构的影响，

揭示了涡旋的经向位置是影响 KVT 的关键因子，指出当台湾东北 KVT 减弱时会形成东北向的琉球

分支，而 KVT 的年际变化主要受反气旋涡与气旋涡的相对数目影响（Yan, X. M.*, et al., 2016,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在南海内潮动力学方面，基于三维高分辨率数值模拟，研究了南海内潮的生成、长距离传播演

化及耗散过程，发现全日和半日内潮在传播演变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并探析了其形成机制，证实了

吕宋海峡为南海内潮的主要生成源区，指出内潮西传分支可以在南海海盆传播长达 1000-1500 km 从

而到达越南沿岸以及南沙群岛（Xu, Z. H.*, et al., 2016,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通过将波浪引起的 Coriolis-Stokes 力考虑在内，研究了 2000-2008 年期间波浪（主要是 Stokes 漂

流）对海表面流的影响，并且得到了波浪修正之后的表层流。经与 OSCAR 表层流和漂流浮标实测

流对比，产品质量得到了验证（Hui, Z. L., Xu, Y. S.*, 2016,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基于 CFSR 再分析资料和数值模式，对风向、风速、风时、温带气旋、天文潮与风暴潮非线性

相互作用等对东中国海寒潮风暴潮增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的因素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应

(Mo, D., HouY.J*, et al., 2016, J.Mar. Syst.) 

基于现场观测和理论分析，研究了波浪破碎过程对海气界面气体交换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波

浪破碎对气体交换的影响在中高风速下占主导地位，而未考虑波浪状态的影响是传统仅以风速为参

数的气体交换速率模型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新提出的一种考虑波浪影响的气体交换速率模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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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了中高风速下海气界面 CO2 通量估算的准确性（Li and Zhao, 2016, Tellus B）。 

台湾以东中尺度涡对黑潮流量及其分支结构的影响 

Effects of mesoscale eddies on the volume transport andbranch pattern of the Kuroshio 
east of Taiwan 

本文利用卫星高度计资料与东台湾水道黑潮入流的一个长期的高度计流量指数，通过定量的统

计分析，系统地研究了台湾以东的中尺度涡对黑潮流量（KVT）及其分支结构的影响，并给出了一

个系统的机制解释。研究表明，影响黑潮入流强度的关键因子是涡旋的经向位置，而这主要是由涡

旋引起的上下游的质量辐合与辐散的相对强度决定。台湾以东海区呈现单涡结构时， KVT 与反气

旋涡、气旋涡中心的纬度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44、-0.48；台湾以东呈偶极子的双涡结构，

当偶极子的方向角为 40°-150°（240°-300°），即反气旋涡位于气旋涡以北（以南）时，KVT 增

强（减弱）；一般地，当台湾东北 KVT 减弱时，涡旋引起的强辐散会形成琉球分支，向东北流向琉

球群岛以东。此外，在年际尺度上，KVT 的变化与 125°E 以西反气旋涡与气旋涡的相对数目显著

相关，相关系数为 0.5。 

 
台湾以东海区的中尺度涡如何影响黑潮流量及其分支结构的示意图 

Schematic plots showing how eddies influence Kuroshio volume transport at the ETC and branching of the Kuroshio east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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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atellite altimeter data and a long-term altimetric transport index for the Kuroshio inflow northeast 

of Taiwan, the effects of mesoscale eddies on the Kuroshio volume transport (KVT) at the East Taiwan 

Channel and the branching pattern of the Kuroshio east of Taiwan are investigated at scales from those of 

individual events to interannual timescales. Both anticyclonic and cyclonic eddies are found to be able either 

to strengthen or weaken the KVT, depending on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mas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produce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eddies. The major factor influencing the intensity of the Kuroshio 

inflow is the meridional location of the eddies. For single eddy events, the KVT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latitude of the eddy’s center, the correlations being 0.44 and 20.48 for anticyclonic and cyclonic 

eddies, respectively. For dipole eddy events, when the direction angle falls in the interval 40–1508 (240–

3008), the KVT anomaly tends to be positive (negative). Furthermore, low KVT events generally correspon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Ryukyu Current branch, which is also generated from strong mass divergence 

produced by the eddies. In addition, on interannual timescales, the variation of KV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lative number of anticyclonic to cyclonic eddies west of 1258E, with a correlation of 0.5. 

该成果发表于：Yan X., X. H. Zhu, C. P., L. L. Zhang, 2016. Effects of mesoscale eddies on the 

volume transport and branch pattern of the Kuroshio east of Taiwan.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10):7683-

7700. doi:10.1002/2016JC012038. 

南海内潮的长距离传播及其时空变化特征 

Long-range propagation and associated variability of internal tid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本文基于高分辨率内潮数值模型研究了南海内潮的生成及长距离传播演化特征。阐明了全日内

潮和半日内潮在生成、传播和耗散过程中的显著差异。南海内潮生成具有多源区特点，而吕宋海峡

源区占据主导地位，其对 M2(K1)内潮能量转化的贡献约为 90%(74% for K1)。在吕宋海峡西侧，相

比于 M2 内潮，K1 内潮的局地生成更强。吕宋海峡复杂的双海脊地形导致其西传全日和半日内潮具

有南北不对称的特点。内潮西传分支可以在深海海盆长距离传播 1000-1500 千米到达越南沿岸和南

沙群岛，在长距离传播过程中，M2 内潮保持了西南向的传播方向，而 K1 内潮受到局地内潮叠加作

用和岛屿散射效应形成复杂的内潮场。内潮相当部分能量在吕宋源区耗散，K1 内潮更易受到地形影

响因而在其整个传播过程中都伴随显著的能量耗散，而 M2 内潮主要能量耗散发生在其到达中沙岛

之后。 

The variability of internal tides during their generation and long-range propa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is investigated by driving a high-resolution numerical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clarifies the 

notably different processes of generation, propagation, and dissipation between diurnal and semidiurnal 

internal tides. Internal tides in the SCS originate from multiple source sites, among which the Luzon Strait is 

dominant, and contributes approximately 90% and 74% of the baroclinic energy for M2 and K1, respectively. 

To the west of the Luzon Strait, local generation of K1 internal tides inside the SCS is more energetic than 

the M2 tides. Diurnal and semidiurnal internal tides from the Luzon Strait radiate into the SCS in a north-

south asymmetry but with different patterns because of the complex two-ridge system. The tidal beam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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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across the deep basin and finally arrive at the Vietnam coast and Nansha Island more than 1000–1500 

km away. During propagation, M2 internal tides maintain a southwestward direction, whereas K1 exhibit 

complicated wave fields because of the superposition of waves from local sources and island scattering 

effects. After significant dissipation within the Luzon Strait, the remaining energy travels into the SCS and 

reduces by more than 90% over a distance of 1000 km. Inside the SCS, the K1 internal tides with long crests 

and flat beam angles are more influenced by seafloor topographical features and thus undergo apparent 

dissipation along the entire path, whereas the prominent dissipation of M2 internal tides only occurs after 

their arrival at Zhongsha Island. 

 

南海（a）M2内潮和（b）K1内潮能量耗散空间分布 

 (a)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dissipation for the M2 internal tides in the SCS. (b) Same as Figure a but for K1 internal tides 

该成果发表于：Xu, Z. H., K.Liu, B. S. Yin, Z. X. Zhao, Y. Wang, and Q. Li, 2016. Long-range 

propagation and associated variability of internal tid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11):8628-8287. doi:10.1002/2016JC012105. SCI, IF=3.174 

波浪引起的 Coriolis-Stokes 力对卫星反演的海表面流的影响 

The impact of wave-induced Coriolis-Stokes forcing on satellite-derived Ocean Surface 
Currents   

由卫星数据反演的海表面流主要包含由海表面高度反演的地转流以及海表面风场反演的 Ekman

流，然而经典的 Ekman 流速并没有考虑波浪的影响。通过将波浪引起的 Coriolis-Stokes 力引入到经

典的 Ekman 模型中，我们研究了波浪（特别是 Stokes 漂流）对海表面流的影响，从而得到了波浪修

正后的表层流产品。最终通过与 OSCAR（Ocean Surface Current Analyses Real-time）表层流和

Lagrangian 漂流浮标资料的对比得到了验证，结果显示，考虑了 Stokes 漂流的影响后得到的表层流

产品与实测漂流浮标的结果最为吻合，特别是在南大洋地区（40°S-65°S），90%（91%）的纬向（经

向）流得到了改善（图 1）。在南大洋地区，对于纬向流来说，与漂流浮标的相关系数（均方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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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0.78（10.87 cm/s）增加到（减小到）0.79（10.09 cm/s），对于经向流来说，相关性（均方根误差）

从 0.78（13 cm/s）增加到（减小到）0.81（10.99 cm/s）。该发现说明波浪在大洋环流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在全球大洋环流的数值模拟中，也应该将其考虑在内。 

 

（a）波浪修正后纬向流与 drifter 纬向流相关系数-修正前相关系数；（b）同（a），经向相关系数的差；（c）同

（a），纬向均方根误差的差；（d）同（a），经向均方根误差的差。 

Ocean surface currents estimated from the satellite data consist of two terms: Ekman currents from the 

wind stress and geostrophic currents from the sea surface height (SSH). But the classical Ekman model 

doesn’t consider the wave effects. By taking the wave-induced Coriolis-Stokes forcing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waves (primarily the Stokesdrift) on ocean surface currents is investigated and the wave-modified 

currents are formed. The products are validated by comparing with OSCAR currents and Lagrangian drifter 

veloc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our products with the Stokesdrift are better adapted to the in situ Lagrangian 

drifter currents.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Ocean region (40° S-65° S), 90% (91%) of the zonal (meridional) 

currents have been improved compared with currents that don’t include Stokesdrift. The correlation (RMSE) 

in the Southern Ocean has also increased (decreased) from 0.78 (13) to 0.81 (10.99) for the zonal component 

and 0.76 (10.87) to 0.79 (10.09) for the meridional component. This finding provides the evidence that waves 

indee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ean circulation, and need to be represented in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he global ocean circulation. 

该成果发表于：Hui, Z., and Y. Xu, 2016. The impact of wave-induced Coriolis-Stokes forcing on 

satellite-derived ocean surface currents,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1):410-426. doi:10.1002/2015J 

C01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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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国海北部寒潮风暴潮增水研究 
Study on the storm surges induced by cold waves in the Northern EastChina Sea 

作为一种灾害性的天气系统，寒潮能够为东中国海北部带来强风并引起显著的海平面升高。基

于 CFSR 再分析资料，统计了东中国海北部寒潮入侵天数的月分布情况及寒潮大风风向与风速的时

空分布情况。基于 ROMS 模式，构建了不同的敏感性实验,对风向、风速、风时、温带气旋、天文潮

与风暴潮非线性相互作用等对寒潮风暴潮增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风暴潮增水极值主要

发生在与风向垂直的海岸，增水范围、时间滞后情况与海盆和大陆架的地形存在很大的关系。同时，

通过分析寒潮引起的水位振荡情况，最大增水、回振增水与风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最大减水与风

速存在明显的负相关，然而增减水极值与风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除此，温带气旋的存在会使得寒

潮引起幅度更大、结构更复杂的水位变化。根据寒潮和温带气旋路径的不同可对冷锋低压型寒潮引

起的风暴潮进行分类，以对比其不同增水情况。对于不同阶段的天文潮，其与风暴潮之间的非线性

相互作用对风暴潮增水的影响均显著但存在差别，这不仅存在于量级上，还存在于相位上。 

 

图 2009 年 2 月 12 日至 13 日期间每 3 小时间隔下的风场和风暴潮增水分布 

Cold wave, a kind of severe weather system, can bring strong wind and induce significant sea level rise 

to theNorthern East China Sea. Based on CFSR data, the study shows the monthly distributions of invaded 

days and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s of cold-wave wind direction and wind speed. A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model (ROMS) was developed to study storm surges induced by cold waves. The role of wind 

direction, windspeed, wind duration, extratropical cyclone and tide–surge interaction is investigated by 

conducting differentsensitivity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orm surges mainly happen at the 

coasts perpendicular tothe wind directions. Surge range and time lag are related to the geometry of the basin 

and the continentalshelf. The response of the sea-level fluctuations to coldwave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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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crests and wind spe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roughs and wind speed, 

but no obvious correlations towind duration. Coupled weather cold waves, which yield a larger range and a 

multi-peak structure of surges,can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cold wave tracks and extratropical cyclones. The 

tide-surge interaction has an obviousand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magnitudes and phases of storm surges for 

different tidal stages. 

该成果发表于：Mo, D., Y. Hou, J. Li and L. Cao, 2016. Study on the storm surges induced by cold 

waves in the Northern EastChina Sea. J.Mar. Syst., 160: 26-39. SCI, IF=2.174  

波浪破碎影响下的气体交换速率研究 

Gas transfer velocity in the presence of wave breaking 

波浪破碎在海表生成大量气泡并显著增强海表湍流，进而增强海气界面气体交换，基于海浪作

用层内湍流垂向分布特征和海浪破碎层内破碎能量耗散率关系，我们提出了一种考虑波浪破碎影响

的气体交换速率模型关系。该模型可以表示为摩擦风速、波龄和白冠覆盖率的参数化关系。通过外

海和实验室观测数据验证了模型的风速和波龄的依赖性关系。该结果表明，传统的仅以风速为参数

的模型关系在中高风速下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未考虑风浪影响所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由风浪状

态调制的风浪破碎关系。 

 
气体交换速率关于风速和波龄的模型关系 

Wave breaking is known to cause air entrainment and enhancement of the near-surface turbulence. Thus, 

itintensifies the gas exchange across the airsea interface.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of the turbulence in the wave-affected layer and the breaking wave-energy dissipation rate in the 

wave-breakinglayer, we proposed a composite model for the gas transfer velocity in the presence of wave 

breaking. The gastransfer velocity was calculated as a function of the air frictional velocity, wave 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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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cap coverage.The model was validated by the dependences on winds and wave ages by field and 

laboratory measurements.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large uncertainties in the traditional 

gas transfer velocities basedon wind speed alone at moderate-to-high wind speeds can be ascribed to the 

neglect of the windwave effect,which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whitecap coverage as a function of the 

windsea Reynolds number. 

该成果发表于：Li, S. and D.Zhao, 2016. Gas transfer velocity in the presence of wave breaking. Tellus 

B, 68: 27034. SCI, IF=2.402  

海洋系统模拟、预测和遥感探测研究方向 

在中科院海洋先导专项、国家海洋专项、国家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风暴潮和海浪耦合

技术、卫星高度计海浪数值模拟同化方法等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利用耦合器技术，开发了一个近岸高分辨率的非结构网格的风暴潮-近岸浪-天文潮耦合模式，该

耦合模式比已有耦合模式计算效率最大可提高 35%以上。基于该耦合模式，研究了台风过程中风暴

潮和海浪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采用耦合模式比单独的风暴潮和海浪模式更加准确（Feng, X. R., Yin, 

B. S.*, et al., 2016, Ocean Modelling）。 

基于集合最优插值方案，开发了一个数据同化并行模块，并移植到第三代海浪模式 NWW3 中。

利用 Jason-2 高度计有效波高，在 NWW3 模式中将带同化模块的北印度洋区域嵌套在全球区域，结

果得到了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东部的大量浮标数据的验证，对印度洋涌浪后报有显著提高（Qi, P.*,et 

al., 2016, IEEETransactionson Geoscienceand Remote Sensing）。 

分析了三次在近岸海域关于扩散边界层溶解氧分布和底边界层动力状况的现场实测数据，提出

了一个经济且可有效参数化扩散通量的公式，该公式以底层的温度、盐度、流速、溶解氧浓度和粗

糙度为变量。扩散边界层厚度和扩散通量的参数化方案可以很好的适用于三次观测地点的数据，说

明该参数化方案具有一定的普适性（Wang, J. N., et al., 2016, Progress in Oceanography）。 

基于多种卫星遥感数据，定量描述了婆罗洲西北部的南海赤道海区的大范围冬季藻华现象，发

现冬季近岸区域的表层叶绿素增加现象能够延伸至南海深水区，指出中陆架海表叶绿素浓度与河流

流量变化高度相关并滞后一个月，强（弱）的叶绿素暴发事件通常发生在 La Niña（El Niño）年，并

在国际上首次应用卫星遥感数据估算海洋性大陆的河流径流量（Sun, C.*, 2016,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非结构网格的波-流耦合模式的开发与应用 
Development of an unstructured-grid wave-current coupled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本文利用模式耦合器技术（MCT），将 SWAN 海浪模式与 ADCIRC 大洋模式耦合，开发了一个

非结构网格的风暴潮-近岸浪-天文潮耦合模式，该耦合模式具有近岸空间分辨率高、运行效率高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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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通过与传统的将 SWAN 和 ADCIRC 直接耦合而并非由 MCT 耦合的模式对比发现，当使用更多

的计算核心时，新开发的耦合模式运行更快，其计算效率最大可提高 35%以上。 

基于 MCT 耦合的 SWAN+ADCIRC 模式，本文模拟了台风天兔期间的风暴潮和海浪，该台风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在西太平洋形成，并在中国汕尾登陆。研究风暴潮和海浪波-流相互作用的三维数

值实验结果表明，当考虑到海浪诱发的辐射应力、海浪对风应力拖曳系数的影响以及海流和水位对

海浪的调制因素后，该耦合模式能够更好地模拟风暴潮和海浪。在台风天兔期间，海浪辐射应力的

影响致使极端风暴潮增长高达 0.75 米，海浪诱发的风应力导致近岸极端风暴潮产生-0.82~0.48 米的

变化。此外，辐射应力驱动的海流对研究海岸带的质量输运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理

解波-流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风暴潮和海浪预报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利用价值。 

An unstructured grid wave-current coupled model was developed by coupling the SWAN (Simulating 

Waves Nearshore) wave model and ADCIRC (Advanced Circulation model) ocean model through the Model 

Coupling Toolkit (MCT). The developed coupled model has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in the coastal area and is 

efficient for computati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newly developed SWAN+ADCIRC model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widely-used SWAN+ADCIRC coupled model, in which SWAN and ADCIRC are coupled 

directly rather than through the MC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rectly-coupled model is more efficient when 

the total number of computational cores is small, but the MCT-coupled model begin to run faster than the 

directly-coupled model when more computational cores are used. The MCT-coupled model maintains the 

scalability longer and can increase the simulation efficiency more than 35% by comparing the minimum wall 

clock time of one day simulation in the test runs. 

 

采用不同计算网格两种耦合模式计算效率随计算核数变化的对比，纵轴为模拟一天所用的计算时间 

Comparison of the wall clock times as a func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res based on Grid 1 and 2. The times shown 

here are wall-clock minutes for a day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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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得到的风暴潮和海浪与实测结果的对比。EXP1:单独运行海浪模式；EXP2:单独运行 ADCIRC 模式，由风场

和气压场驱动；EXP3:耦合模式，但海浪对风应力的影响没有考虑；EXP4:完全耦合模式 

Simulated and measured storm surge and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EXP1: Just SWAN model forced by the wind field; 

EXP2: Just the ADCIRC model, forced by the wind and pressure field; EXP3: Coupled model, but the wave effect on the wind 

stress is not considered; EXP4: Fully coupled model 

The MCT-coupled SWAN+ADCIRC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storm surge and waves during the 

typhoon Usagi which form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n September 17, 2013 and landed at Shanwei, China. 

Three numerical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wave-current interaction on the 

storm surge and wa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ed model can better simulate the storm surge and 

waves when considering the wave-induced radiation stress, the wave effect on the wind stress drag coefficient 

and the modulation of current and water level on waves. During the typhoon Usagi，the effect of wave 

radiation stress could result in a maximum of 0.75 m increase in the extreme storm surge, and the wave 

induced wind stress could cause a -0.82~0.48 m change of the extreme storm surge near the coastal area. 

Besides, the radiation stress forced currents cannot be ignored either in the study of mass transport at coastal 

zones.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wave-current interaction proces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rational prediction technique for storm surge and waves. 

该成果发表于：Feng, X. R., B. S. Yin, and D. Z. Yang, 2016. Development of an unstructured-grid 

wave-current coupled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Ocean Modelling, 104: 213-225. SCI, IF=3.337 

用集合最优插值在北印度洋做 Jason-2 高度计有效波高数据同化 
The Assimilation of Jason-2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Data in the North Indian Ocean 
Using the Ensemble Optimal Interpolation 

发展了一个基于集合最优插值的数据同化并行模块并将其移植到第三代海浪模式 NWW3。带同

化模块的北印度洋目标区域嵌套在全球区域中。同化数据仅采用 Jason-2 高度计有效波高。用位于阿

拉伯海东部和孟加拉湾的浮标数据对同化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同化对印度洋涌浪后报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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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1 日同化结果（红三角）与 Jason-2 卫星观测数据（黑三角）的相关关系 

A parallel module of data assimilation based on theensemble optimal interpolation (EnOI) scheme has 

been developedand implanted into the third-generation spectral wave modelNOAA WAVEWATCH III 

version 3.14 (hereafter NWW3). Thispaper presents an evaluation of preliminary experiments 

assimilatingsatellite altimeter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SWH) data intothe NWW3-EnOI wave assimilation 

system. Data from Jason-2are used mainly for assimilation and from Jason-1 for validation.The target 

computational domain for the experiments is northof 15◦ S in the Indian Ocean, which is nested into a global 

implementationof NWW3. A stationary ensemble of model outputSWH sampled during a long time 

integration was examined first,showing that the ensemble error covariance were of significantflow 

dependence due to the monsoon climate. Experimental resultsby the NWW3-EnOI were validated against a 

number of mooredbuoys situated in the Bay of Bengal and east of the ArabianSea. It was found that the 

assimilation of altimeter SWH reduced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s in analyzed SWH by approximately20%–

60% at different validation stations. The improvement inmodel skill can be retained throughout the forecast 

period. Theassimilation is found to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f the assimilationin areas and seasons where 

and when sea states are dominated byswells. 

该成果发表于：Qi, P. and L. Cao, 2016. The Assimilation of Jason-2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Data 

in the North Indian Ocean Using the Ensemble Optimal Interpolation.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ing, 

54(1): 287-297. doi: 10.1109/TGRS.2015.2456035. SCI, IF=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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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观测数据的近岸海域扩散边界层厚度和扩散通量参数化 

Scaling Relationships for Diffusive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and Diffusive Flux Based 
On In Situ Measurements in Coastal Seas 

文章分析了三次在近岸海域关于扩散边界层溶解氧分布和底边界层动力状况的现场实测数据。

总结了对扩散边界层厚度的参数化方案，发现量纲统一的参数化方案均根源于 Batchelor 尺度，但他

们有着不同的应用方向，以流速为变量的Batchelor尺度被发现可应用于底边界贴壁定律成立的情况。

底边界层动力状况控制的扩散边界层厚度和在扩散边界层里溶解氧的垂直梯度共同影响着扩散通量

的变化。扩散边界层里溶解氧的垂直梯度进一步由底边界层溶解氧浓度和近底标准化温度来决定。

基于以上发现，我们提出了一个经济且可有效参数化扩散通量的公式，该公式以底层的温度、盐度、

流速、溶解氧浓度和粗糙度为变量。扩散边界层厚度和扩散通量的参数化方案可以很好的适用于三

次观测地点的数据，尽管三次观测扩散边界层溶解氧分布和底边界层动力状况均存在显著差异，这

说明参数化方案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上）长江口实测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浓度剖面，给出了扩散边界层（DBL）厚度和界面扩散通量；（下）扩散

边界层厚度不同的参数化方案，包括以 Schmidt 数、湍动能耗散率、摩擦系数和流速为变量的 Batchelor 尺度，结果

表明文章新提出的以流速为变量的 Batchelor 尺度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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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itu measurements of the diffusive boundary layer (DBL) and bottom boundary layer (BBL) under 

the different dynamic and oxygen environments of three coastal seas were analyzed. Previous scaling 

methods for the DBL thickness (δDBL) were summarized. The methods that are dimensional homogeneity 

have all been rooted in Batchelor length but hav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he Batchelor length as a function 

of flow speed (U) was found to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 scaling δDBL when the law of wall is established. 

Diffusive flux is controlled by dynamic-forced δDBL and the difference in oxygen concentration over the 

DBL (ΔC). Values of ΔC could be scaled using the oxygen concentration of the BBL (CBBL) and benthic 

normalized temperature. An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scaling method for diffusive flux based on 

measurements of benthic temperature, salinity, U, CBBL, and the estimation of bottom roughness was 

developed. The δDBL scaling based mainly on U and diffusive flux scaling can well fit data from the three 

study sites, despite their distinct dynamic and oxygen environments. 

该成果发表于：Wang, J., L. Zhao, R. Fan and H. Wei, 2016. Scaling Relationships for Diffusive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and Diffusive Flux Based On In Situ Measurements in Coastal Seas. Prog. 

Oceanogr., 144: 1-14.SCI IF=3.512 

河流对南中国海赤道海区水色的影响 

Riverine influence on ocean color in the equatorial South China Sea 

通过对婆罗洲西北部的 SeaWiFS 数据的分析，发现冬季近岸区域的表层叶绿素增加现象延伸超

过 200km 至南中国海深水区。多种卫星遥感数据被用来分析水华暴发与各种强迫因子的统计关系。

发现中陆架海表叶绿素浓度与基于卫星观测陆地降雨量估算的河流流量变化高度相关并滞后一个月。

强（弱）的叶绿素暴发事件通常发生在拉尼娜（厄尔尼诺）年。研究表明海洋性大陆的河川径流对

赤道海区的水色有重要影响。 

 

Monthly SChl anomalies from the twelve-year Sea WiFS dimatology (unit mg m-3). Arrows represent the seansonal 

CCMP 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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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eaWiFS data off Northwest Borneo reveals coastal chlorophyll bloom extending more 

than 200 km to deep South China Sea during winter. A combination of remote sensing products is used to 

untangle its statistical relation with various forcing factors. River discharge rate is estimated from satellite 

measurements of land rainfall, and surface chlorophyll over the middle shelf is shown to vary with river 

discharge and lag by one month. Strong (weak) chlorophyll blooms tend to occur in La Niña (El Niño) 

years. The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river runoff from maritime continent has major influence on 

equatorial ocean color. 

该成果发表于：Sun,Che, 2016. Riverine influence on ocean color in the equatorial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doi:10.1016/j.csr.2016.10.008 

海上调查和观测技术 

共组织了 3 个航次, 参加了 2 个航次，其中西太平洋基金委开放共享航次和中印尼科学院海洋

所印尼航次取得圆满成功，在热带西太平洋和贯穿流源区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现场观测资料。 

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印度尼西亚内海海洋调查研究-----2016 年 10 月 23 日赴印尼参加第

三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IOCAS）与印尼科学院海洋研究中心（RCO-LIPI）印尼海联合科学考

察航次（2014-2016）。本航次实际执行 52 天，航程 5200 海里，这是国际上迄今为止在印尼海进行

的最大规模的调查，建设了印尼海最大规模的潜标观测阵列，成功回收 5 套潜标和重新布放 10 套潜

标。此外，还完成 69 个 CTD 站，10 个 XCTD 站并释放 20 个漂流浮标等科考工作。 

建设并回收了我国首个“西太平洋深海 PIES 观测阵”------成功回收了布放在西太平洋两年之

久的压力逆式回声仪（PIES），标志着国际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变暖下的海洋响应及其对东

亚气候和近海储碳的影响”的“西太平洋深海 PIES 观测阵”实验被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此次实验是

我国首次在开阔大洋 5000 米以深水域建设 PIES 阵列，获取了西太平洋低纬度流系连续 25 个月的

高分辨率定点观测数据，成功率达 100%，为今后在西太平洋开展更大规模的 PIES 阵列观测提供了

经验和参考。所获取的数据对于研究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发展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组织实施了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实验研究-----共调查断面 6 条，作业

站位 54 个。为研究西太平洋和印尼贯穿流源区环流结构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观测资料。2016 年正

值热带太平洋的厄尔尼诺事件，获得的观测数据对于理解“小三角区”环流变异及其对 El Niño 等气

候事件的影响等重大科学问题有重要意义。 

组织实施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2016 年热带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于 2016 年

11 月 20 日启程，2017 年 1 月 2 日胜利返航。本航次成功对两套深海潜标进行实时传输改造，获得

成功，破解了深海观测数据实时传输的世界难题，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报道。同时，本航次还成

功回收 2015 年布放在这个海域的 11 套深海潜标和 300 余件观测设备，并重新布放 14 套深海潜标和

440 余件观测设备，再次刷新了单一航次布放、回收深海潜标观测设备数量最多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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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绍本年度实验室重大成果，研究成果的水平和影响等。（如有成果与（二）完

全相同，可只列名称，写明“具体内容见……”） 

2016 年共发表论文 69 篇。其中 SCI 论文 50 篇，占论文总数的 72%；EI 论文 2 篇。影响因子大

于 10 的 1 篇，第一作者 1 篇；影响因子在 5~6 之间的 2 篇，第一作者 2 篇；影响因子在 4~5 之间的

2 篇，第一作者 2 篇；影响因子在 3~4 之间的 15 篇，第一作者 13 篇；影响因子在 2~3 之间的 5 篇，

第一作者 5 篇；影响因子在 1~2 之间的 8 篇，第一作者 6 篇；影响因子小于 1 的 16 篇，第一作者 9

篇。 

    

1. 2016 年热带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中，对西太平洋潜标阵列进行了维护和升级，成功回收在

这个海域的 11 套深海潜标和 300 余件观测设备，重新布放 14 套深海潜标和 440 余件观测设备，对

两套深海潜标进行实时传输改造，获得成功，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报道, 刷新了单一航次布放、回

收深海潜标观测设备数量最多的世界纪录。国内首次在西太平洋深渊海域开展了压力逆式回声仪

（PIES）观测阵列的建设，成功回收了布放在西太平洋 5000 米以深水域两年之久的 3 个 PIES 设备，

布放和回收的成功率达 100%。以上观测，由于布放区域位于厄尔尼诺的发源地，成功地观测了发生

于 2014-2016 年期间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源头变异，填补了该区域国际观测的空白，所获取的数

据对于研究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发展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建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地印尼海潜标阵列观测。开展并圆满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印度

尼西亚内海海洋调查, 成功回收 5 套潜标并重新布放 10 套潜标，占据了主要的关键海峡，为研究

2014-2016 年厄尔尼诺期间印尼贯穿流变异提供了宝贵的实测数据。以上观测，为本实验室承担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动力过程”研究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2. 本实验室主持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热带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暖池的结构

特征、变异机理和气候效应”和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变暖下的海洋响应

及其对东亚气候和近海储碳的影响”2016 年圆满结题。以上项目自 2012 年启动以来，开展了热带西

太平洋暖池核心区和印尼贯穿流源区长期持续海洋调查，获取了大量观测资料，揭示了赤道表层、

次表层过程调控暖池变异与 ENSO 变异的机制，以及暖池热力异常影响东亚季风及我国气候的物理

过程和可能机制，揭示了 ENSO 衰减期菲律宾反气旋和我国降水异常的关键原因；突破了对中太平

洋 El Niño 及其可预报性的机理认识，提高了对近几次 ENSO 事件的预报水平。在国际上首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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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偶极子影响太平洋 ENSO 事件的“海洋通道”机制，即印尼贯穿流的变异，使约一半的东太

冷舌区 SST 异常标准差的可预报性可以跨过春季障碍，提前一年以上预报成功，对气候预报预测有

重要意义；揭示了全球变暖背景下印太气候可预报性的长期变异以及中国近海跨陆架储碳量及其长

期变异，研究成果具有原创性。两个项目共发表了包括《Nature》及其子刊等期刊论文 305 篇，包括

国际论文 184 篇、科普论文 6 篇，出版专著 3 部，并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做特邀报告。上述成果为巩

固我国在 NPOCE 国际计划中的主导作用、确立我国在国际西太平洋海洋环流调查和国际印太气候

变化研究的核心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3. 赤道太平洋冷舌区温跃层内混合(Deep-reaching thermocline mixing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cold 

tongue，Nat. Commun. doi: 10.1038/ncomms11576.SCI, IF=11.47) 
具体内容见（二）  

 
国家科研项目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 

经费 

负责人

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

项目 

黑潮及延伸体还与气候变化

的可测性及未来气候预估
(41490644) 

2015 2019 220 80 张荣华

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东海黑潮多时空尺度变化规

律及其在陆架水交换过程中

的作用研究(41630967) 

2017 2021 310 155 侯一筠

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南北赤道流交汇区海洋环流

结构变异与机理(41330963) 
2014 2018 330 0 胡敦欣

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 

可预报性研究中最优前期征

兆与增长最快初始误差的相

似性及其在目标观测中的应

用(41230420) 

2013 2017 155 0 穆穆 

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子课题 

水下机器人海洋环境自主观

测理论与技术(61233013) 
2013 2017 62 0 庞重光

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子课题 

黑潮及延伸体海域不同尺度

海洋过程的动力与热力学及

机制 

2015 2019 50 20 贾凡 

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

项目子课题 

东海内陆架泥质沉积体形成

过程及其对季风演化与气候

事件的响应 

2014 2019 10 10 王凯 

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创新

群体 

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动力过程
(41421005) 

2015 2020 1200 280 袁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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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 

经费 

负责人

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联合

基金 

物理海洋与气候(U1406401) 2015 2016 800 400 尹宝树

1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吕宋海峡内潮在西太平洋的

长距离传播和演化过程
(41676006) 

2017 2020 90 34.5 徐振华

1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太平洋

暖池扩张与 ENSO 型态变异

关系的研究(41676007) 

2017 2020 68 34 杨宇星

1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太平洋暖池东边界盐度结构

的形成和变异机制及其与

ENSO 的关系(41676009) 

2017 2020 66 33 高山 

1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世界典型半封闭海域卫星测

高数据非潮汐高频信号去混

淆研究(41676168) 

2017 2020 68 34 徐永生

1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白冠覆盖海面 L 和 C 双波段

海表盐度、温度和风速耦合

反演模式研究(41676169) 

2017 2020 85 35.5 魏恩泊

1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菲律宾附近西边界流季节内

变异特征与驱动机制
(41576014) 

2016 2019 65 0 王庆业

1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初始误差对黑潮延伸体年代

际变异预测的影响及其机制
(41576015) 

2016 2019 82.94 0 王强 

1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长江口邻近海域逆温层年际

变化及其对混合层热平衡的

影响(41576016) 

2016 2019 82.914 0 郝佳佳

1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北太平洋热带海区低维拟序

水文结构的诊断研究
(41576017) 

2016 2019 96 0 孙澈 

1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台湾以东中尺度涡旋与黑潮

相互作用对黑潮入侵东海影

响的数值模拟研究(41576023)

2016 2019 81 0 杨德周

2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大面积低悬沙浓度高盐水终

年占据秦皇岛外海的沉积动

力分析(41576060) 

2016 2019 84.92 0 庞重光

2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海洋次表层上卷温度场优化

方法及其在提高 ENSO 实时

预测中的应用(41475101) 

2015 2018 90 27 张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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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 

经费 

负责人

2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赤道太平洋中层季节内

Kelvin 波在两类 El Nino 中的

作用(41476017) 

2015 2018 87 26.1 冯俊乔

2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黑潮入侵东海时空特征的非

线性分岔研究(41476018) 
2015 2018 95 28.5 胡珀 

2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台湾东北部中尺度涡旋对黑

潮水与陆架水交换的影响
(41476019) 

2015 2018 88 26.4 尹宝树

2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寒潮大风影响下的海洋灾害

机理及数值预测方法研究
(41376027) 

2014 2017 92 18.4 侯一筠

2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菲律宾以东中尺度涡旋变异

及其对北赤道流分叉变异的

影响(41376032) 

2014 2017 83 16.6 周慧 

2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亚欧大气环流冬季重现的年

际-年代际变化及其对东亚冬

季气候的影响(41375094) 

2014 2017 80 16 赵霞 

2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北太平洋年代际振荡对海平

面变化趋势的影响研究
(41376028) 

2014 2017 77 15.4 徐永生

2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南海北部内潮的模态结构和

非平稳性研究(41376029) 
2014 2017 81 16.2 徐振华

3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夏季台湾东北到浙江外海黑

潮入侵路径年际变化及其对

浙江外海上升流区影响研究
(41376030) 

2014 2017 81 14.2 杨德周

3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热带气旋及其变异对北太平

洋浅层翻转环流的影响机制
(41276001) 

2013 2016 83 0 刘玲玲

3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夏季南黄海西部沿岸环流的

三维结构及其变化规律
(41276026) 

2013 2016 82 0 刘志亮

3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基金 

主被动 L.波段白冠覆盖海面

盐度微波遥感机理研究
(41276183) 

2012 2016 78 0 魏恩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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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 

经费 

负责人

3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台湾以东中尺度涡的时空特

征及其对黑潮流量与分支结

构的影响(41606016) 

2017 2019 20 12 闫晓梅

3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南太平洋副热带海温偶极子

模态的形成机制及其对 ENSO
的影响(41606018) 

2017 2019 20 12 郑建 

3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基于干涉测高模式的波形模

拟、重跟踪与相位刈幅处理

的水位精提取(41606200) 

2017 2019 20 12 高乐 

3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涌浪调制下的风浪平衡域特

征对海气动量通量的影响研

究(41606024) 

2017 2019 20 12 李水清

3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全球大洋中尺度涡致侧向混

合系数各向异性分布规律及

大尺度效应研究(41606026) 

2017 2019 20 12 刘传玉

3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全球变暖背景下热带大西洋

海温异常对热带太平洋的影

响(41506016) 

2016 2018 21 0 贾凡 

4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热带太平洋背景态变化对中

太平洋型 El Niño 现象的调制

作用(41506017) 

2016 2018 23.73 0 谢瑞煌

4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源区黑潮次表层高盐水的时

空变化特征和机制研究
(41506020) 

2016 2018 24.86 0 齐继峰

4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中尺度涡旋调制东海黑潮入

侵的关键动力学机制研究
(41506021) 

2016 2018 24.77 0 殷玉齐

4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南海内潮对台风下海洋响应

过程的调制机理研究
(41506023) 

2016 2018 24.68 0 管守德

4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北太平洋经向翻转环流的热

盐输送研究(41406012) 
2015 2017 25 10 刘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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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 

经费 

负责人

4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棉兰老潜流的时空变化及其

影响机制(41406014) 
2015 2017 24 

 
9.6 臧楠 

4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西太暖池区中深层跨等密面

混合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

响机制(41406015) 

2015 2017 26 10.4 汪嘉宁

4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源地黑潮和棉兰老流季节内

变化的相互关系研究
(41406016) 

2015 2017 25 10 胡石建

4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海浪谱宽度与波高概率密度

分布的关系及其在台风浪高

度计遥感反演中的应用
(41406017) 

2015 2018 26 10.4 刘亚豪

49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台风条件下的近岸浪流相互

作用研究（41406018） 
2015 2017 24 9.6 冯兴如

50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中部型厄尔尼诺对南半球环

状模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41305048) 

2014 2016 25 0 宫婷婷

5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上层海洋对热带气旋强迫的

脉冲型生物学响应研究
(41306019) 

2014 2016 26 0 刘泽 

5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哈马黑拉涡的垂向结构及其

季节变化(41306022) 
2014 2016 24 0 王富军

5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基金 

模式参数误差对黑潮路径变

异预报的影响(41306023) 
2014 2016 26 0 王强 

5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际

合作基金 

吕宋海峡及周边海域内潮的

能量传递过程和机制

(41528601) 

2016 2017 20 0 徐振华

5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其他

基金 

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实验研究 2016 2016 16.2 16.2 袁东亮

56 
科技部基础

专项 
西太平洋暖池区域水文气象

综合科学考察(2013FY11300) 
2013 2017 1196 695 尹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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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科技部基础

专项-国家

重大仪器专

项 

SCADCP 在热带西太平洋海

洋观测应用中的开发研究
(20132117) 

2013 2016 722 304 张林林

58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九七三) 

热带太平洋环流与暖池的结

构特征、变异机理和气候效

应(2012CB417401) 

2012 2016 2205.2 165 王凡 

59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九七三) 

热带太平洋环流与暖池的结

构特征、变异机理和气候效

应(2012CB417402) 

2012 2016 83.1 38.08 张启龙

陈锦年

管守德

杨宇星

高山 

60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九七三) 

暖池变异对 ENSO 及东亚季

风的影响机制
(2012CB417403) 

2012 2016 22 6.5 宫婷婷

冯俊乔

61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九七三) 

热带太平洋环流与暖池的结

构特征、变异机理和气候效

应(2012CB417404) 

2012 2016 58.17 22.54 穆穆 
高山 

62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九七三) 

全球变暖下的海洋响应及其

对东亚气候和近海储碳的影

响(2012CB956001) 

2012 2016 1411 199 袁东亮

63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九七三) 

黑潮长期变异及其对中国近

海储碳的影响

（2012CB956004） 

2012 2016 31.75 14 庞重光

64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九七三) 

西太平洋海洋多尺度变化过

程、机理及可预测性
(2013CB956202) 

2013 2017 780 132.5 胡敦欣

65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九七三) 

上层海洋对台风的响应和调

制机理研究

（2013CB430303） 

2013 2017 20 20 刘玲玲

66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鳌

山科技创新

计划项目） 

“两洋一海”透明海洋科技

工程(2015ASK01) 
2016 2016 1017.58 1017.58 胡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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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鳌

山科技创新

计划项目） 

“两洋一海”关键海区—印

尼贯穿流源区海洋环流的结

构特征和动力机制
(2016ASKJ04) 

2016 2017 695 695 袁东亮

68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海洋动力灾害致灾机

理、风险评估、应对技术研

究及示范应用
(2016YFC1402000) 

2016 2020 1128 513 侯一筠

69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水下滑翔机观测的数据处理

和海洋应用
(2016YFC0301203) 

2016 2017 100 33 庞重光

7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盐度计海洋信息提取技术 2016 2020 30 12 魏恩伯

71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基于新型微波遥感多元协同

观测的海洋信息集成与应用

示范 

2016 2020 20 0 高乐 

72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海洋声学层析成像理论、技

术与应用示范 
2016 2020 150 0 胡珀 

73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新型海洋微波遥感探测机理

模型与应用研究 
2016 2020 30 12 刘亚豪

74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海洋环境安全保障”专项

“全球高分辨率海洋资料同

化技术研究与业务应用示

范”课题：我国大洋观测系

统评估 

2016 2020 110 93 刘传玉

75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主流系与西太平洋暖池变异

机制，子课题名称：暖池区

深层环流特征及与上层环流

的关系 

2016 2020 35 0 臧楠 

76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全球高分辨率海洋动力环境

数值预报系统研制：海洋内

部混合过程参数化及实验验

证 

2016 2020 42 0 徐振华

77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中国近海与太平洋高分辨率

生太环境数值预报系统：太

平洋生态环境数值模拟与预

报 

2016 2020 40 0 杨德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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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重大海洋动力灾害致灾机

理、风险评估、应对技术研

究及示范应用：灾害性海洋

动力过程时空特征及其致灾

规律研究 

2016 2020 100 39 冯兴如

79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海洋重大灾害预报技术研究

与示范应用：北印度洋业务

化海洋灾害数值预报系统研

制与应用 

2016 2020 80 0 冯兴如

8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变化 2016 2018 720 168 王凡 

袁东亮

张荣华

81 
国家民口八

六三计划 
海洋动力环境微波遥感信息

提取技术与应用
(2013AA09A505) 

2013 2016 220 53.09 刘亚豪

82 
国家民口八

六三计划 
内波与混合精细化观测系统

集成与示范(2013AA09A502) 
2013 2016 405 115 胡珀 

83 
国家其它任

务-行业专

项 

海洋盐度遥感探测误差分析
(20150041) 

2015 2016 28 14 魏恩伯

84 
国家其它任

务-行业专

项 

海洋中尺度现象评估技术
(20152124) 

2015 2016 40 24 高山 

85 
国家其它任

务-行业专

项 

基于卫星高度计的海面拓扑

地形产品研究(20142117) 
2014 2016 30 11 徐永生

86 
国家其它任

务 
创新长期计划千人计划（11
批） 

2016 2020 100 60 张荣华

87 
国家其它任

务 
海洋锋和中尺度涡特征信息

应用产品 
2016 2016 136 40 高山 

88 
国家其它任

务 
热带西太平洋上层环流对暖

池和气候变化的影响(GASI-
IPOVAI-01-01) 

2016 2019 255 50 王凡 

89 
国家其它任

务 
西边界流多时空尺度变化规

律及其与陆架交换过程研究
(GASI-IPOVAI-01-06) 

2016 2019 255 55 侯一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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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国家其它任

务-行业专

项 

海洋动力系统可预报性研究 2016 2020 50 7.5 张荣华

91 
国家其它任

务-行业专

项 

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

项国际合作项目 
2016 2020 80 12.5 谢瑞煌

92 
海洋局专项 “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专

项：黑潮结构变化 
2013 2016 52 0 尹宝树

93 
国家气象局

专项 
印度洋通过印尼贯穿流对

ENSO 的其可预报性影响的研

究 

2013 2016 70 0 袁东亮

94 
国家海洋局 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

项--海洋与台风的相互作用 
2015 2017 15 0 刘玲玲

95 
部委项目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20152121) 
2015 2016 3 0 张祥光

96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碳

专项 

赤道流系-西边界流相互作用

及其在暖池形成和变异中的

作用(XDA11010101) 

2013 2017 845 78.79 张林林

97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暖池季节-年代际变异与海气

耦合过程(XDA11010102) 
2013 2017 198 63.05 王法明

98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台风对暖池变异的影响和响

应(XDA11010104) 
2013 2017 602 15.77 管守德

99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暖池区深层环流特征及与上

层环流的关系(XDA10010201)
2013 2017 3231.7 2819.14 王凡 

100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垂直层结时空结构演变特征

研究(2013A123) 
2014 2017 15 7.35 王晶 

101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ITF 源区主要主要水团运

移路径特征及其变异规律
(XDA11010301) 

2013 2017 287.51 145.79 张荣华

102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ENSO 模拟和实时预测模

式研制(XDA11010301) 
2013 2017 200 39.41 周慧 



 

62 
 

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 

经费 

负责人

103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NEC 和 STCC 的变异对黑潮

上游段及其可预报性的影响
(XDA11010303) 

2013 2017 149.82 47.28 穆穆 

104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主流系区域海洋模式完善和

发展(XDA11010304) 
2013 2017 85.6 18.06 郝佳佳

105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印尼贯穿流潜标观测实验
(XDA11010502) 

2013 2017 2164.43 499.44 袁东亮

106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黑潮与中国近海水交换的通

量与过程(XDA11020101) 
2013 2017 865.07 57.48 侯一筠

107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黑潮对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影

响的数值模拟(XDA11020104)
2013 2017 594.11 48.46 尹宝树

108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近海-大洋嵌套动力学数值模

式的构建与关键动力过程
(XDA1102030502) 

2013 2017 204 25 杨德周

109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综合

信息集成（XDA11020306） 
2014 2017 50 20 张荣华

110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水下滑翔自主观测系统
(XDA11040101) 

2013 2017 100 7.35 王铮 

111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黑潮入侵东海过程对长江口

海域的影响

（XDA1102030101） 

2013 2017 50 14.7 刘志亮

112 
中国科学院

先导专项海

洋专项 

暧池区初级生产力遥感应用

研究 
2013 2017 19.96 19.96 刘亚豪

113 
中国科学院

其他项目 
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经费
(2014KY07-2) 

2014 2017 40 10 徐振华

114 
中国科学院

其他项目 
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经费
(2015KY06-2) 

2015 2018 24 10 杨德周

115 
中国科学院

其他项目 
院万人计划(20152120) 2015 2019 80 25 王凡 

116 
中国科学院

其他项目 
中尺度涡和海洋锋时空信息

应用研究 
2016 2017 60 40 刘泽 



 

63 
 

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 

经费 

负责人

117 
中国科学院

其他项目 
海洋中尺度动力过程及生态

效应（交叉团队项目

20162126） 

2016 2018 100 37 徐振华

118 
中国科学院

其他项目 
南海北部内波研究

（20162130） 
2016 2018 60 20 胡珀 

119 
中国科学院

拔尖青年科

学家项目 

印尼海域淡水输入对印尼贯

穿流与印太气候系统的影响 
2016 2020 50 0 胡石建

120 
中国科学院

其他项目 
西北太平洋内潮能量系统和

混合效应 
2016 2020 250 0 徐振华

121 
中科院百人

计划 
“两洋一海”高分辨率海洋

数据同化和海洋混合研究 
2016 2020 150 40 刘传玉

122 
院前沿科学

重点研究项

目 

赤道中太平洋温跃层混合研

究 
2016 2020 250 0 刘传玉

123 
科技部 中澳合作项目 2016 2018 40 14.7 齐继峰

124 
山东省科技

厅 
山东省自主创新重点关键技

术项目(2014GJJS0102) 
2015 2017 330 0 张荣华

徐永生

袁东亮

125 
国家海洋局 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牵

头表层海流融合产品) 
2013 2016 140 55 徐永生

126 
山东省科技

厅 
2016 泰山学者（2016KY09） 2016 2020 25 5 张荣华

127 
山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 
多源卫星雷达高度计波形重

跟踪与数据融合监测我国近

海与内陆湖泊、冰川的技术

研究 

2014 2017 11 0 高乐 

128 
山东省博士

后基金 
内潮对南海台风-海洋相互作

用的影响（2016KY01-4） 
2016 2017 5 5 管守德

129 
山东省博士

后基金 
下游东海黑潮及其入侵对冲

绳群岛以东中尺度涡旋的响

应研究（2016KY01-7） 

2016 2017 5 5 殷玉齐

130 
山东省博士

后基金 
热带西太平洋表层海流与暖

池变异间的相互关系 
2016 2017 5 0 贾凡 

131 
青岛市科技

局 
海洋和地球系统模式发展和

应用(13-CX-22) 
2014 2017 100 50 张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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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青岛市科技

局 
HY-2 与其它海洋动力学卫星

数据融合实时监测青岛近海

及西太平洋海流技术(3-CX-
26) 

2014 2017 50 25 徐永生

133 
大中型企业

委托 
长岛县 1 号海上风电场浪潮

流同步观测及实时数据传输

系统开发（20150099） 

2016 2020 170 136 冯兴如

134 
大中型企业

委托 
中海油横向合作项目--深水潜

标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2016 2017 9.6 0 王富军

135 
大中型企业

委托 
南通市科技项目--多源卫星高

度计波形重跟踪与数据融合

监测南通近海海平面变化 

2015 2018 30 30 高乐 

136 
大中型企业

委托 
海南东方海上风电场浪潮流

同步观测及实时数据传输系

统开发(HYCG2014) 

2014 2019 170 34 冯兴如

137 
大中型企业

委托 
北海区海域海啸数值模式
(20140080) 

2014 2019 25 0 冯兴如

138 
与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合作 

热带气旋数值预报模式研制 2015 2016 8 2 杨宇星

139 
与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合作 

渤海水动力水质模式精度测

试分析 
2014 2016 16 0 陈海英

140 
与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合作 

水动力模式温盐模拟精度测

试 
2016 2020 4.8 4.8 陈海英

141 
与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合作 

潮波模式潮汐潮流模拟精度

测试 
2016 2021 3 3 陈海英

142 
与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合作 

南海海洋环境数据集成 2014 2016 26 0 陈海英

143 
国家重点实

验室专项经

费自主研究

课题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模式研发

与应用 
2016 2017 85 0 尹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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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 

经费 

负责人

144 
开放实验室

自选 
北太平洋径向翻转环流的热

量输送研究（20162115） 
2016 2017 3 3 刘洪伟

145 
开放实验室

自选 
中尺度涡旋对台湾以东黑潮

的影响与机制（SOED1613）
2016 2017 3 3 闫晓梅

146 
开放实验室

自选 
水下溢油行为及归宿研究

（20162115-2） 
2016 2017 5 2.5 陈海波

147 
开放实验室

自选 
基于 Crysat-2SARin 波形重跟

踪的湖泊水位精提取

（20162115-3） 

2016 2017 5 3 高乐 

148 
开放实验室

自选 
南海秋季台风年代际变异特

征及其可能原因的研究
(20152114-2) 

2015 2017 3 1.5 杨宇星

149 
开放实验室

自选 
太平洋北赤道流盐度锋面的

三维结构 
2015 2016 3 1.5 周慧 

合计 在研项目总数 149 个  总经费 30182.41 万元 本年实到 10571.32万元

其中： 

国际合作项目一览表 

序号 合作国别 合作单位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总经费 本年实到经费 负责人

 
澳大利亚  近海海洋

环境水动

力研究 

2016 2018 40 14.7 齐继峰

合计 --- --- --- --- --- 40 14.7 --- 

横向合作及其它项目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 委托单位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

费 

本年

实到

经费 

负责人

1.  
大中型企

业委托 
长岛县 1 号海上风电场浪潮流同步

观测及实时数据传输系统开发

（20150099） 

2016 2020 170 136 冯兴如 

2.  
大中型企

业委托 
中海油横向合作项目--深水潜标系

统的研发与应用 
2016 2017 9.6 0 王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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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委托单位 项目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

费 

本年

实到

经费 

负责人

3.  
大中型企

业委托 
南通市科技项目--多源卫星高度计

波形重跟踪与数据融合监测南通近

海海平面变化 

2015 2018 30 30 高乐 

4.  
大中型企

业委托 
海南东方海上风电场浪潮流同步观

测及实时数据传输系统开发

(HYCG2014) 

2014 2019 170 34 冯兴如 

5.  
大中型企

业委托 
北海区海域海啸数值模式
(20140080) 

2014 2019 25 0 冯兴如

合计 --- --- --- --- 404.6 200 --- 

 

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自主研究课题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 课题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经

费 

本年

度经

费 

负责人

1.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模式研发与应用 2016 2017 85 0 尹宝树

2.  
北太平洋径向翻转环流的热量输送研究

（20162115） 
2016 2017 3 3 刘洪伟

3.  
中尺度涡旋对台湾以东黑潮的影响与机制

（SOED1613） 
2016 2017 3 3 闫晓梅

4.  
水下溢油行为及归宿研究（20162115-2） 2016 2017 5 2.5 陈海波

5.  
基于 Crysat-2SARin 波形重跟踪的湖泊水位

精提取（20162115-3） 
2016 2017 5 3 高乐 

6.  
南海秋季台风年代际变异特征及其可能原因

的研究(20152114-2) 
2015 2017 3 1.5 杨宇星

7.  
太平洋北赤道流盐度锋面的三维结构 2015 2016 3 1.5 周慧 

合计 --- --- --- 107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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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列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论文所在期

刊的卷、

期、页 

论文

收录

类型

是否 
为 1 
区论 
文 

论文作者 通讯作者

1  Deep-reaching thermocline mixing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cold tongue 

Nature 
Communications 

doi: 
10.1038/nco
mms11576 

SCI  Liu Chuanyu, 
Armin Koehl, 
Zhiyu Liu, Fan, 
Wan g Detlef 
Stammer 

Liu 
Chuanyu 

2  Global Warming Attenuates the Tropical 
Atlantic-Pacific Teleconnection 

Scientific Reports 6: 20078 SCI  Ja Fan, Wu Lixin Wu Lixin 

3  Anomalous behaviors of Wyrtki Jets in 
the equatorial Indian Ocean during 2013 

Scientific Reports 6: 29688, doi: 
10.1038/srep
29688. 

SCI  Duan Yongliang, 
Liu Lin, Han 
Guoqing, Liu 
Hongwei, Yu 
Weidong, Yang 
Guang, Wang 
Huiwu, Wang 
Haiyuan, Liu 
Yanliang, Zahid, 
and Hussain 
Waheed 

Liu Lin 

4  Role of subsurface entrainment 
temperature (Te) in the onset of El Nino 
events, as represented in an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 

Climate Dynamics 46(5): 1417-
1435 

SCI  Zhang Ronghua, 
Gao Chuan 

Zhang 
Ronghua 

5  Semiannually alternating exchange of 
intermediate waters east of the 
Philippin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3(13): 
7059–7065

SCI  Fan Wang, Lina 
Song, Yuanlong 
Li, Chuanyu Liu, 
Jianing Wang, 
Pengfei Lin, 
Guang Yang, Jun 
Zhao 

Fan Wang 

6  Relationships between Optimal 
Precursors Triggering NAO Onset and 
Optimally Growing Initial Errors during 
NAO Prediction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73(1): 293-
317 

SCI  Dai Guokun, Mu 
Mu, Jiang Zhina

Jiang Zhina

7  Scaling Relationships for Diffusive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and Diffusive 
Flux Based On In Situ Measurements in 
Coastal Seas 

Progress in 
Oceanography 

144: 1-14 SCI  Jianing Wang, 
Liang Zhao, 
Renfu Fan, Hao 
Wei 

Hao Wei 

8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tropical 
Pacific sub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two 
flavors of El Niñ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36(2): 867–
884. 
doi:10.1002/j
oc.438 

SCI  Feng Junqiao, 
Qingye Wang, 
Shijian Hu, 
Dunxin Hu 

Feng 
Junqiao 

9  The Assimilation of Jason-2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Data in the North Indian 
Ocean Using the Ensemble Optimal 
Interpol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54(1): 287-
297 

SCI  Qi Peng, Cao Lei Qi Peng 

10  Development of an unstructured-grid 
wave-current coupled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Ocean Modelling 104: 213-225 SCI  Feng Xingru, Yin 
Baoshu, Yang 
Dezhou 

Yin Baoshu

11  The impact of wave-induced Coriolis-
Stokes forcing on satellite-derived Ocean 
Surface Currents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1): 410-
426,doi:10.10
02/2015JC01
0752 

SCI  Hui Zhenli, Xu 
Yongsheng 

Xu 
Yo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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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论文所在期

刊的卷、

期、页 

论文

收录

类型

是否 
为 1 
区论 
文 

论文作者 通讯作者

12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the Salinity Effect 

J. Geophys. 
Res.Oceans 

121: 2596-
2615 

SCI  Hu Shijian, and J. 
Sprintall 

Hu Shijian 

13  Mooring observations of equatorial 
currents in the upper 1000 m of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during 2014 

J. Geophys. 
Res.Oceans 

121, 3730-
3740 

SCI  Fan Wang, 
Jianing Wang , 
Cong Guan, 
Qiang Ma, 
Dongxiao Zhang

Fan Wang 

14  A modulating effect of Tropical 
Instability Wave (TIW)-induced 
surface wind feedback in a hybrid 
coupled model of the 
tropical Pacific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 7326–
7353 

SCI  Zhang Ronghua Zhang 
Ronghua 

15  Effects of mesoscale eddies on the 
volume transport and branch pattern of 
the Kuroshio east of Taiwan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10): 
7683-7700, 
doi:10.1002/2
016JC012038

SCI  Yan Xiaomei, 
Xiao-Hua Zhu, 
Chongguang 
Pang, and Linlin 
Zhang 

Yan 
Xiaomei 

16  Long-range propagation and associated 
variability of internal tid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 Geophys. Res. 
Oceans 

121(11):8268
-8287 

SCI  Xu Zhenhua, Liu 
Kun, Yin Baoshu, 
Zhao 
Zhongxiang., 
Wang Yang., Li 
Qun 

Xu Zhenhua

17  Long-Range Correlations of Glob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PLoS ONE 11(4): 
e0153774. 
doi:10.1371/j
ournal.pone.0
153774. 

SCI  Jiang Lei, Zhao 
Xia, Wang Lu  

Jiang Lei 

18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Mindanao 
Current/Undercurrent in direct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J. Phys. Oceanogr. 46: 483-499 SCI  Hu Shijian, Hu 
Dunxing,  Guan 
Cong, Wang 
Fujun,  Zhang 
Linlin, Wang 
Fan, and Wang 
Qingye 

Hu Shijian 

19  North Atlantic Subtropical Underwater 
and its year-to-year variability during the 
Argo period 

J. Phys. Oceanogr. 46: 1901-
1916 

SCI  Qu Tangdong,  
Zhang Linlin, 
and N. 
Schineider 

Qu 
Tangdong 

20  Optimal Initial Excitations of Decadal 
Modification of the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under the 
Prescribed Heat and Freshwater Flux 
Boundary Conditions 

J. Phys. Oceanogr. 46(7):2029-
2047 

SCI  Zu Ziqing, Mu 
Mu, Henk A. 
Dijkstra 

Mu Mu 

21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Surface 
Zonal Currents in the Western Tropical 
Pacific Ocea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J. Phys. Oceanogr. 46(12): 3639-
3660 

SCI  Fan Wang, 
Yuanlong Li, 
Jianing Wang 

Fan Wang 

22  Net accumul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and its seasonal variability dominated by 
shelf circulation in the Yellow and East 
China Seas 

Marine Geology  371: 33-43 SCI  Pang 
Chongguang,  
Li Kun, and Hu 
Dunxin 

Pang 
Chongguang

23  Gas transfer velocity in the presence of 
wave breaking 

Tellus B 68: 27034 SCI  Li Shuiqing, 
Zhao Dongliang

 



 

69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论文所在期

刊的卷、

期、页 

论文

收录

类型

是否 
为 1 
区论 
文 

论文作者 通讯作者

24  Study on the storm surges induced by 
cold waves in the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 

160: 26-39 SCI  Dongxue Mo, 
Yijun Hou, Jian 
Li, Yahao Liu 

Yijun Hou 

25  Effects of optimal initial errors on 
predicting the seasonal reduction of the 
upstream Kuroshio transport 

Deep-Sea Research I 116:220-235 SCI  Zhang Kun, 
Wang Qiang, Mu 
Mu Liang Peng 

Wang Qiang

26  Impacts of decaying ea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El Ninos on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ies ove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in summer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125(1):175-
185,Doi: 
10.1007/s007
04-015-1471-
5 

SCI  Yang Yuxing, Xie 
Ruihuang, Wang 
Faming and 
Jhuang Fei 

Yang 
Yuxing 

27  The IOCAS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IOCAS ICM) and its real-time 
predictionsof the 2015–2016 El Niño 
event 

Science Bulletin 61(13):1061-
1070 

SCI  Zhang Ronghua ,  
Gao Chuan 

Zhang 
Ronghua 

28  Microstructure observations in the upper 
layer of the South China Sea 

J. Oceanogr. 72(5), 777-
786 

SCI  Sun Hui, and 
Wang Qingye 

Wang 
Qingye 

29  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Mindanao 
Current determined using mooring 
observations from 2010 to 2014 

Journal of 
Oceanography 

72(5), 787-
799 

SCI  Wang Fujun, 
Wang Qingye,  
Hu Dunxin,  
Zhai Fangguo, 
and Hu Shijian 

Wang Fujun

30  Assessment of interannual sea 
surfacesalinity variability and its effects 
on the barrier layer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using BNU-ESM 

Adv. Atmos. Sci.  33(3): 339–
351 

SCI  Zhi Hai, Zhang 
Ronghua,  
Zheng Fei, Lin 
Pengfei, Wang 
Lanning, and Yu 
Peng 

Zhang 
Ronghua 

31  Weak ENSO Asymmetry due to Weak 
Nonlinear Air-sea Interaction in CMIP5 
Climate Models 

Adv. Atmos. Sci. 33(3): 352-
364 

SCI  Yan Sun, Fan 
Wang, Sun 
Dezhen 

Fan Wang 

32  A global spectral element model for 
Poisson equations and advective flow 
over a sphere 

Adv. Atmos. Sci. 33:377-390 SCI  Mei Huan,  
Wang Faming,  
Zeng Zhong,  
Qiu Zhouhua,  
Yin Linmiao, and 
Li liang 

Mei Huan 

33  Testing a four-dimensional variational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 using an 
improved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 for 
ENSO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Adv. Atmos. Sci. 33(7): 875-
888 

SCI  Gao Chuan, Wu 
Xinrong, and 
Zhang Ronghua 

Zhang 
Ronghua 

34  Role of the Oceanic Channel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asin/Dipole 
Mode of SST Anomalies in the Tropical 
Indian Ocean and ENSO Transition 

Adv. Atmos. Sci.  33(12): 1386-
1400 

SCI  Zhao Xia, Yuan, 
Dongliang, Yang 
Guang, et al 

Xia Zhao 

35  Minimisation of the Uncertainty in 
Estimation of Extreme Coastal Waves 
Heights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75 (Special 
Issue): 1277-
1281 

SCI  You Zaijin, Yin 
Baoshu, Ji 
Zezhou, Hu Cong

Hu Cong 

36  Generalized fractional supertrace identity 
for Hamiltonian structure of NLS–MKdV 
hierarchy with self-consistent sources 

Advance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6(2): 199–
209 

SCI  Dong Huanhe, 
Guo Baoyong, 
Yin Baoshu 

Guo 
Bao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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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论文所在期

刊的卷、

期、页 

论文

收录

类型

是否 
为 1 
区论 
文 

论文作者 通讯作者

37  The rational solutions and quasi-periodic 
wave solutions as well as interactions of 
N-soliton solutions for 3+1 dimensional 
Jimbo-Miwa equation 

Advance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doi.org/10.11
55/2016/7241
625 

SCI  Yang Hongwei, 
Zhang Yong, 
Zhang Xiaoen, 
Chen Xin, Xu 
Zhenhua 

Xu Zhenhua

38  The decadally modulating eddy field in 
the upstream Kuroshio Extension and its 
related mechanisms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35(5):9-17 SCI  Wang Shihong, 
Liu Zhiliang, 
Pang 
Chonggfuang, 
Liu Huiqing 

Liu Zhiliang

39  The mean properties and variations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subpolar gyres 
estimated by Simple Ocean Data 
Assimilation (SODA) products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35(7): 8-13, 
doi: 
10.1007/s131
31-016-0901-
2 

SCI  Duan Yongliang, 
Liu Hongwei, Yu 
Weidong, Hou 
Yijun 

Duan 
Yongliang 

40  Asymmetry of upper ocean salinity 
response to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events as seen from ECCO simulation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35(7): 42–49 SCI  Zhang Ying, Du 
Yan, Zhang 
Yuhong, Gao 
Shan 

Du Yan 

41  Eddy properties in the Pacific sector of 
the Southern Ocean from satellite 
altimetry data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35(11): 28-34 SCI  Duan Yongliang, 
Liu Hongwei, Yu 
Weidong, Hou 
Yijun 

Liu 
Hongwei 

42  Assessment of surface drag coefficient 
parametrizations based on observations 
and simulations using the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 
Letters 

9:4, 327-336, 
DOI: 
10.1080/1674
2834.2016.11
96105 

SCI  Li Funing, Song 
Jinbao, He 
Hailun, Li 
Shuang, Li Xia & 
Guan Shoude  

Song Jinbao

43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o-
Pacific Ocean heat content on the 
intensity of South Asian summer 
monsoon before and after 1976/77 

Chin. J. Oceanol. 
Limn. 

34(3): 567-
576 

SCI  Dong Yujie, 
FengJunqiao, Hu 
Dunxin 

Hu Dunxin

44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North Equatorial 
Current transport in the Pacific Ocean 
during two types of El Niño 

Chin. J. Oceanol. 
Limn. 

34(3): 585-
596 

SCI  Wu Guaoli, Zhai 
Fangguo, Hu 
Dunxin 

Hu Dunxin

45  Identifying sensitive areas of adaptive 
observations for prediction of the 
Kuroshio large meander using a shallow-
water model 

Chin. J. Oceanol. 
Limn. 

34(5):1122-
1133 

SCI  Zhou Guangan, 
Wang Qiang, Mu 
Mu 

Wang Qiang

46  Heat and salt transports throughout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Chin. J. Oceanol. 
Limn. 

34(6): 1347-
1357 

SCI  Yang Lina, Yuan 
Dongliang 

Yuan 
Dongliang 

47  Absolute geostrophic currents in global 
tropical oceans 

Chin. J. Oceanol. 
Limn. 

34(6):1383-
1393 

SCI  Yang Lina, Yuan 
Dongliang 

Yuan 
Dongliang 

48  ZK-Burgers equation for three-
dimensional Rossby solitary waves and 
its solutions as well as chirp effect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

2016(1): 1-22 SCI  Yang Hongwei, 
Xu Zhenhua, 
Yang Dezhou, 
Feng Xingru, Yin 
Baoshu 

Yang 
Hongwei 

49  Variability of Antarctic Intermediate 
Water south of Australi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frontal waves 

Sci. China Earth Sci. 59, 1674-
1682, 
doi:10.1007/s
11430-015-
0179-5 

SCI  Zhang Linlin, 
Xiaomei Yan, 
Che Sun, and 
Dunxin Hu 

Zhang 
Li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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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论文所在期

刊的卷、

期、页 

论文

收录

类型

是否 
为 1 
区论 
文 

论文作者 通讯作者

50  Estimating thermohaline variability of the 
equatorial Pacific Ocean from satellite 
altimetry 

Sci. China Earth Sci 59(11), 2213-
2222 

SCI  Sun Che, Ma 
Xiao 

Sun Che 

51  The effects of wave breaking on 
scatterometer wind retrieval 

IGARSS2016 1811 EI  Li Dawei,  Shen 
Hui, Pang 
Chongguang and 
Yin Baoshu 

Li Dawei 

52  Remote sensing observations of 
phytoplankton bloom induced by an anti-
cyclonic eddy 

IGARSS2016 1803 EI  Li Dawei, Y. Wu, 
Shen Hui, Pang 
Chongguang and 
Yin Baoshu 

Li Dawei 

53  2015 年超级事件的成功预报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2):251-
257 

  郑飞, 朱江, 张
荣华和彭京备 

朱江 

54  海洋多尺度和多圈层过程及其相互作

用研究：一个应用于厄尔尼诺模拟和

预报的成功范例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12):1308-
1315 

  张荣华,王凡 张荣华 

55  南海深水区水下溢油三维可视化模拟

系统研发与应用 
海洋开发与管理 33( 3): 34-38   安伟，赵宇鹏，

李建伟，王永

刚，陈海波 

安伟 

56  青岛冷水团的消亡机理研究 海洋学报 38(5): 27-33   张启龙,刘志亮,
齐继峰,杨德周,
郑冬梅 

张启龙 

57  影响吕宋海峡水体输运量年代际变化

的局地因子 
热带海洋学报 35(4): 1-10   齐鹏, 李莎莎, 

曹蕾 
齐鹏 

58  东海与邻近海域水、热、盐通量的季

节变化研究 
海洋学报 38(11): 1-19   齐继锋，尹宝

树，张启龙，杨

德周，陈海英 

尹宝树 

59  西太平洋暖池热盐结构盐度场变异的

主模态 
应用海洋学学报 35(3): 303-

310 
  秦思思，张启

龙，尹宝树 
张启龙 

60  日本海西南海域现场观测和卫星高度

计获取海面高度距平的比较研究 
海洋科学 40(2): 128-

135 
  葛雷，徐永生，

尹宝树 
徐永生 

61  西太平洋暖池热含量与南海夏季风强

度的关系 
海洋科学 40(3):160-

166 
  董玉杰，冯俊

乔，胡敦欣 
胡敦欣 

62  GFDL2 模式对太平洋海温的年际和年

代际变率的模拟评估 
海洋科学 40(4): 140-

148 
  孟佳佳，杨宇

星，王法明 
王法明 

63  近年来厄尔尼诺期间北赤道流输运的

年际变化 
海洋科学 40(2): 118－

127 
  吴国丽, 王庆业, 

翟方国, 胡敦欣

胡敦欣 

64  西太平洋暖池研究综述 海洋科学集刊 51: 37-48.   胡石建, 胡敦欣 胡石建 

65  印尼海流背后的新发现 科技纵览 2016(10): 58-
59 

  袁东亮，郝佳

佳，王晶 
袁东亮 

66  北太平洋经向翻转环流和热盐输送研

究综述 
海洋科学 40(1): 155-

160 
  刘洪伟, 张启龙, 

段永亮, 徐永生

刘洪伟 

67  北太平洋经向翻转环流季节变异机制

的模拟研究 
海洋科学进展 34(3): 347-

357 
  刘洪伟, 张启龙, 

段永亮, 徐永生

徐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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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论文所在期

刊的卷、

期、页 

论文

收录

类型

是否 
为 1 
区论 
文 

论文作者 通讯作者

68  北太平洋经向翻转环流年际变化的数

值模拟 
应用海洋学学报 35(3): 329-

338 
  刘洪伟, 张启龙, 

徐永生, 段永亮

徐永生 

69  Observational bifurcation of Wyrtki Jet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alinity balance in 
the eastern Indian Ocean 

Atmos. Oce. Sci. 
Lett.,  

10( 1): 1-18   Wang, J. Wang, J. 

五、学术交流 

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IOCAS）与印度尼西亚海洋研究中心(RCO/LIPI)签署了为期 5 年的

（2014-2018）关于在印尼海域联合调查的合作备忘录（MOU）。此合作协议包括开展中印尼合作海

洋联合调查、举办数据科学研讨会以及对中青年科学家的培训等。为了更好的贯彻中-印尼合作备忘

录，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5 名科学家对 4 名来访印尼青年科学家进行了数据处理、仪器操作以及

大洋环流数值模拟方面的集中培训，印尼青年科学家表示希望与我方长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

包括来我所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或者做短期访问学者，这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印尼联合海上调查有

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袁东亮课题组与印尼参加培训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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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合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海洋国家实验室”）合举办了主题为“西太平洋海

洋环流与气候-过去、现在与未来”的 2016 年第 11 期鳌山论坛 

西太平洋气候系统是全球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气候系统和社会生

产生活具有重要影响。西太平洋还是我国的核心战略海区，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军事活动安全、资源开发利用、应对气候变化

和防灾减灾等重大需求，因此开展西太平洋环流与气候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具有重

大的战略价值。 

为推进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2016 年 10 月 20-21 日，青

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海洋国家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举办了

主题为“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过去、现在与未来”的 2016 年第 11 期鳌山论坛。会议由国家实验

室主任吴立新院士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王凡研究员担任主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

验室（NASA/JPL）Dave Halpern 教授、Scripps 海洋研究所 Janet Sprintall 教授、澳大利亚联邦科学

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Wenju Cai 教授、日本海洋-地球科技研究所（JAMSTEC）Toshio Yamagata

教授、Kentaro Ando 教授、德国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GEOMAR）Martin Visbeck 教授、韩国海洋

科学与技术研究所（KIOST）Jae Hak Lee 教授以及国内海洋与大气相关机构的胡敦欣院士、安芷生

院士、郭华东院士、符淙斌院士、穆穆院士、张人禾院士、李家彪院士等近百位海洋与气候学家出

席了会议。 

会上，围绕大洋环流观测、模式理论研究以及海洋环流与气候的关系等主题，六位专家作了特

邀报告。其中，Toshio Yamagata 教授的报告题为“气候变化预测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作用”，吴立新院士重点阐述了“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的六大挑战”，Martin Visbeck 教授介绍

了“海洋环流与混合研究的最新进展”，Janet Sprintall 教授系统回顾了“SPICE 期间所罗门海的研究进

展”，Wenju Cai 教授报告了“北京雾霾及其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变化”， Dave Halpern 教授综述了

“WPOCC 研究的现状及未来”。之后，裘波、王凡、曲棠栋、谢尚平等 20 位国际物理海洋权威专家

学者就棉兰老潜流、北赤道流、暖池多尺度变异、印尼贯穿流、ENSO 与全球变暖、中纬度海气耦合

等物理海洋及气候变化方面的前沿科学问题进行了研讨，分析了当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未来研究

的重点、难点和突破口。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 

1、应建立西太平洋边界流的动力学框架，以减低现有模式中的误差；鉴于西边界流的观测和研

究具有极大挑战性，学术界应在西边界流的观测和高分辨模拟研究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只依赖单一

国家的努力不可能在西边界流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应积极为年轻科学家提供更多机会，为西

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储备研究力量。 

2、在未来预测方面，首要任务是对现有模式、观测及研究进行详细评估，明确目前已有的认识，

提出未来应当重点解决的科学问题；除为改进模式开展的观测外，还应进一步开展时间、空间上的

大尺度观测计划，力争做到实时观测。 

本期鳌山论坛经过两天的研讨，梳理了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的最新进展，提出了未来

研究的重点与挑战，达到了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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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交流情况 

2016 年 2 月 21 日-26 日，国际海洋科学大会在美国新奥尔良召开，袁东亮成功主持了“印太暖

池海洋环流变异及其气候影响”分会。本次会议上袁东亮博士就“印尼贯穿流源区水交换通道及海

洋环流变异”做了主题报告。会上展示了项目在印尼贯穿流源区关键海峡设置的长期锚锭浮标的观

测结果，特别是获取了 2014 和 2015 年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太平洋西边界流区域的海

洋响应及其对暖事件的影响关键数据，得到了与会学者、同行的高度评价。项目成员周慧博士做了

关于“北太平洋经向地转输运长期变异及其机理”的口头报告，介绍了观测资料显示的北太平洋经

向输运长期变异特征，并揭示了气候耦合模式（CMIP5）及高分辨率海洋模式对其模拟缺陷。 

11 月 2-4 日，胡石建、杨德周、贾凡邀请的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 Jessica Benthuysen 博士于

环流室 409 会议室召开小范围学术研讨会，研究讨论印尼贯穿流海域环流和生态系统的观测研究，。 

为了进一步提炼科学问题、分析海上观测成果以及加强海上调查国际合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IOCAS)与印度尼西亚海洋研究中心(RCO/LIPI)于 2016 年 12 月 5-6 日在印尼巴厘岛联合举办的

“西太平洋和印尼海研究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中国、印尼、韩国等国家科学家共 34

人次参会，袁东亮课题组共 5 人参加会议并做了印尼海研究口头报告，印尼科学院海洋研究中心主

任 Dirhamsyah 博士、印尼气象局主任 Nelly Florida、中印尼联合航次首席科学家 Adhitya Wardana 等

参加了会议，并分别针对中印尼联合航次、印尼贯穿流、印尼海 CTD 和 ADCP 观测数据的初步分析

结果以及可能的海上联合调查等方面做了口头报告。通过此次研讨会，中印尼双方交流了 2014-2016

年印尼海联合航次观测数据的研究结果，培养了印尼方和中方研究人员之间的信任，为中印尼联合

航次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张荣华研究员随海洋所代表团应邀访问美国 SCRIPPS 海洋研究所。 

 

 

 

 

 

 

 

 

 

 

 

  

 

 

1.黄瑞新老师讲习班现场 2.张荣华研究员随海洋所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 3.SHAOGING ZHANG 研究生员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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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合作交流： 

王强于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前往加拿大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 

2016 年 8 月 8 日-22 日，袁东亮访问德国马普气象研究所，开展西太平洋环流观测与气候研究

的合作研究。 

宫婷婷于 2016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行科研合作。 

谢瑞煌于 2016 年 9 月 17 日-2017 年 3 月 14 日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大气科学系进行科研合作。 

张荣华研究员访问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美国海洋和大气局（NOAA）海洋环境国家预测中

心，参观并与外方研究人员交流研究进展；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进行有关 ENSO 模拟与预测的合作研

究。 

2016 年 9 月张荣华研究员参加中澳双边“CAS-CSIRO 蓝色经济与变化中的海洋”会议，并就

海洋大气环境方面的研究成果做报告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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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张荣华研究员访问澳大利亚海洋研究所，在海洋观测等多方面与外方建立与澳大

利亚海洋研究所合作关系。 

邀请来访合作交流： 

2016 年 3 月 25 日，邀请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Wenju Cai 来所交流研究

进展并做学术报告《El Nino & greenhouse warming》。 

2016 年 3 月 28 日，邀请中国科技大学孙亮讲授来所交流研究进展并做学术报告《1.地球旋转流

场的初级诊断；2.海洋中尺度涡的自动识别追踪》。 

2016 年 4 月，张荣华研究员邀请美国 Seatrec 海洋仪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hao 博士来海洋所交

流海洋观测手段和仪器方面的进展情况，并做报告《Our Digital Ocean as Seen from Satellite to Seafloor》； 

2016 年 4 月 19 日，张荣华研究员邀请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陈军博士来海洋所交流，并做学术报

告《开阔大洋中太阳有效辐射漫衰减系数遥感反演机理与应用》。 

2016 年 4 月 26 日，邀请 Senior Coastal Engineer,Advisian / WorleyParsons Group 陈伟做学术报告

《海洋工程的实践及其挑战》。 

2016 年 4 月 29 日，邀请加拿大海洋与渔业部 Bedford 海洋研究所，海洋评估与预测研究室(Ocean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Section)研究员/主任鹿有余做学术报告《海洋工程的实践及其挑战 Sea Level 

Variability along the Coast of Nova Scotia》。 

2016 年 5 月 25 日邀请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科学家 Lisan Yu 博士来我室学术交流并作

学术报告《Insights into meso/frontal scale air-sea interaction from OAFlux new high-resolution air-sea flux 

analysis》。 

2016 年 7 月，张荣华研究员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 SHAOGING  

ZHANG 研究员来海洋所交流访问，并做学术报告《Coupled Model Data Assimilation,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Applications in Climate Predictability Stud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2016 年 6 月 14 日，邀请哈尔滨工程大学水下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室李晔教授来我室作学术报

告《新型海洋自主观测系统：波浪滑翔器的研究与进展》。 

2016 年 6 月 14 日，穆穆研究员邀请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科学家罗德海来我室作学术报

告《新的涡-波-流相互作用理论在黑潮延伸体弯曲和东亚极冷事件中的应用》。 

2016 年 7 月 18 日，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 Zhang Shaojing 研究员来

我室作学术报告《Coupled Model Data Assimilation,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Applications in Climate 

Predictability Stud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2016 年 7 月 25 日，邀请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唐佑民研究员来我室做学术报告《短期气候

可预报性研究的一些方法》。 

2016 年 7 月 29 日，邀请(CSIRO)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Feng Ming 来我室做学术报告

《Downsaling modeling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2016 年 9 月 18 日，邀请 Oceanographer, NOAA Pacific Marine Environmental Laboratory, Seattle 

WA USA，Affil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Oceanography, Seattle WA USA，Editor, 

AGU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Dr. Meghan Cronin 来我室做学术报告《Surface mooring observations 

of air-sea interac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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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4 日，邀请 Dr Jessica Benthuysen，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来我

室做学术报告《Oceanic processes across tropical Australia》。 

2016 年 11 月 4 日，邀请意大利 ENEA（Italian National Agency for New Technologies, Energ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eresa 海洋研究中心（S.Teresa Marine Research Centre），
Franco Reseghetti 博士，来我室做学术报告《Operational oceanography in Mediterranean Sea》。 

参加培训情况： 

2016 年 3 月，张荣华研究员邀请美国 Woods Hole 海洋研究所黄瑞新教授来海洋所举办海洋动

力学理论讲习班“Climate variability in the world oceans: Heaving and isopycnal analysis”，我室职工和

学生参加了培训。 

2016 年 9 月 24-25 日，王晶参加 nature 科技论文写作培训课程。 

2016 年 9 月 26-27 日，王晶、李峣、李翔、郝佳佳、胡晓悦对来访 4 位印尼科学家进行了数值

模拟和数据处理方面的培训。 

举办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
类别

主办单位 
会议 
主席 

会议日期 
参加
人数

1  
Workshop on Western Pacific 
Ocean Circulation and Clima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国际 中科院海洋所 
青岛海洋科学与

技术国家实验室

王凡 
吴立新 

10.20-21 260 

2  
2016 NPOCE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meeting  

国际 NPOCE 胡敦欣 10.20 15 

3  2016 年亚洲大洋洲地球地球

科学学会（AOGS）“Ocean 
Mixing Matters（海洋混合至

关紧要）”分会场 

国际
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 

Robin 
Robertson 
（分会主

席刘传

玉） 

2016.8.1-5 40 

4  
2016 年亚洲大洋洲地球地球

科学学会（AOGS）分会场 
国际 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 
分会主席

王凡 2016.8.1-5  

5  
美国 OSM 大会组织分会场 国际 美国地球物理联

合会 
分会主席

王凡 2016.2  

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Indonesian seas studies 

国际
ROC-
LIPI/IOCAS 

袁东亮、

Dirham 
Dirhamsyah 

2016-12-5
至 12-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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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1 1.Recen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rm Pool in the Western 
Pacific 
 2.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Importance of Salinity Effect
3.ariability of the Equatorial Curren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wo Mooring 
Observations at 2°N and 4.7°N, 140°E 
4.“印尼贯穿流源区水交换通道及海洋环

流变异”(主题报告) 
5.“北太平洋经向地转输运长期变异及其

机理” 
6.Impact of Mesoscale Eddies on Kuroshio 
Intrusion Variations at Northeast of Taiwan 

1.胡敦欣， 
2.胡石建, 
3.汪嘉宁, 
4.袁东亮, 
5.周慧， 
6.殷玉齐， 
 

2016 
OSM“海洋科

学国际学术

会议” 

美国，新

奥尔良 
2016.2.21-
26 

2 Altimeter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Data 
Assimil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Using 
EnOI 

齐鹏 The 7th 
KOREA-
CHINA 
JOINT 
WORKSHOP 
on Marine 
Environment 
Forecasting 
System for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Jeju, 
Korea 

2016.4.6-9

3 1.ENSO diversity caused by mean state-
dependent ENSO modes resulting from an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  
2.Impacts of decaying ea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El Niños on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ies ove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in 
summer 

1.谢瑞煌， 
2.杨宇星 

日本地球科

学联合会 
(JpGU) 2016
年年会 

日本千叶

市 
2016.5.21-
26 

4 1.西太平洋环流与暖池结构特征与变异

机理（特邀报告） 
2.“Recent progress in Indonesian Through 
flow study”特邀报告 
3.Brief introduction to a high resolution 
General Layered Ocean Model 
4.Nonlinear dynamics along the Gap in the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 

1.王凡,  
2.袁东亮, 
3.郝佳佳, 
4.王铮 

首届区域海

洋数值模拟

与观测国际

学术研讨会 

南京 2016.5.30-
31 

5 1.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Series 
Marin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In the 
Changjiang Estuary 
2.An altimetric transport index for 
Kuroshio inflow northeast of Taiwan Island

1.庞重光， 
2.闫晓梅 

The 5th 
Hydrology, 
Ocean and 
Atmosphere 
Conference 
(HOAC2016)

苏州 07.25-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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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6 1.An improved representation of wind 
stirring effect on the ocean mixed layer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ropical Pacific ocean 
modeling（特邀报告） 
2.Recen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Ocean 
Circulation and Warm Pool in the Western 
Pacific 

1.张荣华， 
2.胡敦欣 

The COAA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tmosphere, 
Ocean, and 
Climate 
Change 

北京 2016.7.27-
30 

7 1.An Application of a 4-Dimensional 
Variational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 to 
ENSO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in an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特邀报告）
2.The IOCAS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 
(IOCAS ICM) and its real-time predictions 
of the 2015–2016 El Niño event 
3.Sensitive areas of targeted observation 
associated with ENSO prediction 
4.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Mindanao 
Current/Undercurrent in direct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5.Observed cross-shelf suspended sediment 
flux in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in winter 
6.“非线性西边界反射在 2014 和 2015 年

ENSO 事件中的作用”（特邀报告） 
7.ENSO diversity caused by independent 
ENSO modes resulting from an 
intermediate coupled model  
8.Response Of The Upper Ocean 
Temperature Of The Equatorial Pacific 
Ocean To Vertically Varying Thermocline 
Mixing 
9.Surface, Subsurface and Intermediate 
Equatorial Curren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Directly Observed by Moored 
ADCPs 

1-2.张荣

华、高川 
3.胡均亚 
4.胡石建, 
5.庞重光, 
6.袁东亮, 
7.谢瑞煌, 
8.刘传玉, 
9.汪嘉宁, 
 

AOGS 13th 
Annual 
Meeting 

北京 2016.7.31-
8.5 

8 The subsurface exchange of Kuroshio and 
East China Sea shelf water 

齐鹏 Unique 
Marine 
Ecosystems: 
Modern 
Technologies 
of Expl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UME-2016) 

Vladivosto
k, Russia 

2016.8.4-7

9 1.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anisotropy 
of the oceanic inverse kinetic energy 
cascade 
2.全球变暖下的西边界流（特邀报告） 

1.刘志亮, 
2.王凡 

Clivar Open 
Science 
Meeting2016 

青岛 2016.9.18-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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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10 The process of scour surrounding objects 
freely settling on the seabed on the effect of 
typhoon based on DRAMBUIE model 

庞重光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oscie
nce & 
Engineering(I
CHE2016) 

台南 11.06-11. 
10 

11 1.Review of the IOCAS/ROC-LIPI joint 
surveys of the Indonesian Seas 
2.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decadal 
variability of meridional geostrophic 
transport in the tropical North Pacific 
Ocean 
3.Interaction of the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with the marginal seas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simulated by a high 
resolution general layered ocean model 
4.Introduction to the 2016 cruise 

1.袁东亮, 
2.周慧, 
3.郝佳佳, 
4.王铮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Indonesian 
seas studies 

印尼巴厘

岛 
2016.12.5-
12.6 

12 Development of an unstructured-grid wave-
current coupled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冯兴如、 
尹宝树、 
杨德周 

ASEAN 
Regional 
Forum 
Workshop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Marine 
Hazard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016.12.6-
8 

13 1.A Four-Dimensional Variational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 using the  IOCAS 
ICM for ENSO  Prediction  
2.ENSO diversity and its relevance to two 
types of independent ENSO modes  
 3.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Importance of Salinity Effect
4.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Mindanao 
Current determined using mooring 
observations from 2010 to 2014 
5.赤道太平洋冷舌区温跃层混合 
6.Strengthening of subsurface intrusion of 
less saline shelf water into the Kuroshio in 
the East China Sea during strong La Niña 
years 
7.台湾暖流水的季节变化及机制 

1.高川, 
2.谢瑞煌, 
3.胡石建, 
4.王富军, 
5.刘传玉, 
6.齐鹏, 
7.齐继峰、 
尹宝树 

2016 年度物

理海洋教育

部重点实验

室-中科院海

洋所海洋环

流与波动重

点实验室联

合夏季学术

交流会 

青岛 2016.7.16 

14 导致 El Niño 事件“春季预报障碍”现象的

初始误差及其在目标观测中的应用 
胡均亚 2016 年全国

大气科学研

究生学术论

坛暨海峡两

岸青年学术

研讨会 

四川 
成都 

2016.8-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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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15 热带太平洋海表淡水通量强迫和海洋生

物引发加热的年际变化对 ENSO 的调制

作用（特邀报告） 

张荣华 第十四届

LASG 气候

系统模式研

讨会 

北京 2016.9.11-
12 

16 Representing surface wind-induced 
mesoscale feedback in a high-resolution 
ocean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of the 
Kuroshio Extension（特邀报告） 

张荣华 ENSO 预测

动力学和海

洋模式发展

研讨会 

北京 2016.10.1
7 

17 ENSO modulations due to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Freshwater Forcing and 
Ocean Biology-induced Heating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张荣华 Workshop on 
Western 
Pacific Ocean 
Circulation 
and Climate 

青岛 2016.10.2
0-21 

18 北极军事海洋环境安全保障 
 

徐永生 2016 中国极

地科学学术

年会 

上海 2016.10.2
6-28 

19 The variability of Changjiang Diluted 
Water observed by bottom-mounted bouy 
in the Changjiang Estuary in 2011 

庞重光 海底观测科

学大会 2016 
青岛 10.27-

10.30 

20 新一代海洋卫星平台需求与建设 徐永生 海洋专项卫

星发展研讨

会 

北京 2016.10.3
0 

21 两类厄尔尼诺衰减期夏季对西北太平洋

台风的不同影响 
杨宇星 中国气象学

会 2016 年会

西安 2016.11.2-
11.4 

22 副热带南太平洋海温偶极子影响 ENSO
的机制 

郑建 热带海洋与

气候变化学

术研讨会 

深圳 2016.11.3-
11.5 

23 1.关于 2014-15 年厄尔尼诺事件的二次

变暖过程：一个基于中等复杂程度海洋

模式的诊断分析 
2.A Four-Dimensional Variational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 using the  IOCAS 
ICM for ENSO  Prediction  
3.Subsurface Oceanography in Southern 
ECS: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n Isopycnal 
Surfaces 

1.张荣华, 
2.高川, 
3.齐鹏, 
 

2016 年中国

海洋湖沼学

会学术交流

会 

海口 2016.11.7-
9 

24 1.Seasonal variability of the Mindanao 
Current determined using mooring 
observations from 2010 to 2014  
2.The impact of wave-induced Coriolis-
Stokes forcing on satellite-derived Ocean 
Surface Current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wind 
energy input to the Ekman layer 

1.王富军, 
2.回贞立 

2016 年度“西
北太平洋海

洋多尺度变

化过程、机

理及可预测

性”项目总结

暨学术交流

会 

南京 2016.11.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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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25 西太平洋海洋环流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胡敦欣 2016 泰山学

术论坛-河口

海岸及近海

科学与工程

国际研讨会 

烟台 2016.11.2
5 

26 热力学海气耦合与 ENSO (特邀报告) 王法明 中国海洋大

学物理海洋

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青岛 2016.12.3-
12.4 

27 大气海洋模式中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新方

法及初步应用 
王强 青岛海洋科

学与技术国

家实验室

2016 年学术

年会 

青岛 2016.12.1
5-16 

28 HY-2 卫星的海洋应用与评估 徐永生 海洋卫星工

程分会理事

会暨海洋卫

星用户推广

会 

海口 2016.12.1
5-
2016.12.1
7 

29 Long-range propagation and associated 
variability of internal tid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徐振华、 
尹宝树 

2016 年海洋

环境与气候

变化学术研

讨会 

 2016.12.2
4-25 

开放课题一览表（经费单位：万元） 

序

号 
课题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

经

费

本年

度经

费 

负责人 
室内合

作人 

1. 
赤道太平洋混合层盐度异常及盐度

收支及年际变化 
2016.1.1 2017.12.31 4 2 智海 张荣华

2. 
内孤立波对圆柱作用力的数值研究 2016.1.1 2017.12.31 4 2 林振华 徐振华

3. 
冬季苏北跨陆架沿岸流特征及其与

黄海暖流的相互作用机制 

2016.1.1 2017.12.31 4 2 王彬 袁东亮

4. 
东亚季风区季节性上升流低频变异

特征及其机理分析 

2016.1.1 2017.12.31 4 2 黄科 齐继峰

5. 
基于多源海洋动力卫星的宽刈幅海

浪有效波高融合反演方法及北印度

洋海浪特征的研究 

2016.1.1 2017.12.31 2 1 王久珂 张祥光

6. 
温差能资源评估方法研究 2016.1.1 2017.12.31 2 1 张松 冯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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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总

经

费

本年

度经

费 

负责人 
室内合

作人 

7. 
东沙群岛西部内孤立波特征研究 2016.1.1 2017.12.31 2 1 蔺飞龙 胡  珀

8. 
北海区典型风暴潮过程实测分析与

模拟研究 

2016.1.1 2017.12.31 2 1 李  健 侯一筠

9. 
基于卫星高度计的棉兰老岛以东海

域次表层水团低频变异研究 

2016.1.1 2017.12.31 2 1 马  晓 张林林

10. 
西北太平洋湍流混合的研究 2016.1.1 2017.12.31 2 1 李  颖 闫晓梅

11. 
海洋中局地高阶 Rossby 孤立波生

成及其与地形相互作用研究 

2016.1.1 2017.12.31 2 1 杨红卫 尹宝树

12. 
西北太平洋中尺度涡旋季节变化及

其对热盐输送的影响 

2015.1.1 2016.12.31 5 2.5 杨  光 王  凡

13. 
深海岛礁区域波浪动力计算模型研

究 

2015.1.1 2016.12.31 2 1 房克照 齐  鹏

14. 
热带西太平洋北赤道流输运和分叉

的年代际变化及其对西太暖池热含

量低频变化的影响 

2015.1.1 2016.12.31 5 2.5 翟方国 胡敦欣

15. 
南海内孤立波诱发混合研究 2015.1.1 2016.12.31 5 2.5 杨庆轩 胡  珀

16. 
全球气候变化下中国极值波高规律

研究 2015.1.1 2016.12.31
2 1 吴玲莉  

17. 
吕宋海峡内潮的季节变化特征及其

对台风的响应研究 
2015.1.1 2016.12.31 2 1 方泳 刘泽 

合

计 --- --- --- 51 25.5 --- --- 

六、运行管理 

固定资产情况 

建筑面积（平方米） 设备总台（件）数 设备总值（万元） 

2508 1836 91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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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以上仪器设备使用情况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购买时间 价格 

(万元)

使用总时

间 

（小时） 

非本室使

用时间 

（小时）

1.  
声学单点海流计 32 台 Nortek-

Aquadopp 
2016.8 226 2160 0 

2.  
声学多普勒高频点式流速

仪台 4 台 
Nortek-Vector 2016.8 76 2160 0 

3.  
自容式温盐深仪 50 台 SBE 37 2016.8 275 2160 0 

4.  
声学释放器 16 台 ORE 8242XS 2016.8 167 2160 0 

5.  
声学释放器 8 台 OCEANO 

2500U 
2016.8 89 2160 0 

6.  
玻璃浮球 250 个 NMS-FS-6700-

17RO 
2016.8 106 2160 0 

7.  
LED 闪光灯 XMF-11K 2016.8 16 2160 0 

8.  
安德拉 3000 米单点海流

计（4 台） 
Seaguard RCM 
IW 

2016.8 40 1000+ 0 

9.  
温盐深测量仪（6 台） SBE37SM 2016.7 35 1000+ 0 

10.  
ORE 声学释放器（4 台） 8242XS 2016.4 40 1000+ 0 

11.  
 温盐深探测仪系统  SBE911Plus  1994  51.44 19200 0 

12.  
 温盐深探测系统绞车  10030  2002  123.35 12460 0 

13.  
 CTD 海水取样系统    2002  46.94 11500 0 

14.  
 宽带声学多普勒剖面海

流计 
 OS-75  2003  78.20  23760 0 

15.  
 海洋小尺度湍流抛面观

测仪 
 Turbo MAP  2004  57.43  4800 0 

16.  
 波浪浮标  DATAWELL 

MARK Ⅱ 
 2004  50.11 3120 0 

17.  
 玻璃浮子系统    2008  50.50 8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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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购买时间 价格 

(万元)

使用总时

间 

（小时） 

非本室使

用时间 

（小时）

18.  
6000 米 深海潜标系统 75KHZ-

1500、DVS、
8242XS、
Evologics S2C
等 

2011   338.16 20280 0 

19.  
深海潜标系统 75KHZ-

1500、DVS、
8242XS、
Evologics S2C
等 

2011 240.70 22280 0 

20.  
 湍流剖面仪 VMP500 2013  78.15 2960 0 

21.  
 2600 米深海潜标系统 75KHZ-

1500、DVS、
8242XS、
Evologics S2C
等 

2013  207.08 10440 0 

22.  
 4200 米深海潜标系统 75KHZ-

1500、DVS、
8242XS、
Evologics S2C
等 

2013   215.20 10390 0 

23.  
深海潜标系统 ADCP 2 台, 

CTD 12 台, 释
放器 2 台 

2014 250 6120 0 

24.  
深海潜标 142E 阵列 7 套深海潜

标，每套潜标

包括 ADCP 2
台, CTD 8 台,
单点海流计 5
台，释放器 2
台 

2014 1750 87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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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购买时间 价格 

(万元)

使用总时

间 

（小时） 

非本室使

用时间 

（小时）

25.  
2200 米潜标系统 自容式 75K 

ADCP1 台，

47’浮球 1 个，

海流计 4 台，

释放器 2 台，

自容式温盐记

录仪 5 个，17’
玻璃浮球 10
个及锚系等 

2014 130 800 0 

26.  
1800 米潜标系统 自容式 75K 

ADCP1 台，

47’浮球 1 个，

海流计 4 台，

释放器 2 台，

自容式温盐记

录仪 5 个，17’
玻璃浮球 11
个及锚系等 

2015 120 800 0 

27.  
1100 米潜标系统 自容式 75K 

ADCP 2 台，

47’浮球 1 个，

海流计 2 台，

释放器 2 台，

自容式温盐记

录仪 2 个，17’
玻璃浮球 6 个

及锚系等 

2014 130 800 0 

28.  
2300 米潜标系统 自容式 75K 

ADCP1 台，

49’浮球 1 个，

海流计 4 台，

释放器 2 台，

自容式温盐记

录仪 5 个，17’
玻璃浮球 11
个及锚系等 

2015 140 800 0 

合计 --- --- --- 3830.7 146720 0 



 

87 
 

七、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中国科学院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 

 第三届三次学术委员会 

会议纪要 

 
 

2016 年 3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第三届三次学术委员会在黄海饭店

召开。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科学院傅伯杰院士、张仁和院士、胡敦欣院士、穆穆院士、王会军院士、

吴立新院士、张人禾院士、陈大可院士，中国工程院潘德炉院士，以及其他成员王辉研究员、吴德

星教授、田纪伟教授、齐义泉研究员，王凡研究员、张荣华研究员、尹宝树研究员出席会议，国际自

然科学基金委任建国处长，中科院前沿局李颖虹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刘秦玉教授，中科院海洋所袁

东亮研究员、侯一筠研究员及实验室成员共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傅伯杰院士主持。 

专家组根据实验室工作的相关汇报，对实验室的现状和发展展开讨论，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形成会议纪要如下： 

1. 关于实验室队伍建设：专家均认为实验室 2015 年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研究室各方面条件不断发

展，拥有多项科研项目的支持，专家建议应该加强鼓励和培养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为他们创造

更好的研究及国际交流的条件，继续壮大实验室研究队伍。 

2. 关于学科布局和定位:专家建议实验室要把握住自己的研究特色和方向，明确实验室的定位，集

中目标聚焦西太平洋研究，在国家部署的“十三五”期间，将实验室的工作与国家发展需求联系

起来，在国家的大海洋时代，找到实验室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为国家的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3. 关于科研工作的下一步部署：专家认为实验室目前在西太平洋的研究已有显著特色，西太的潜

标观测网在国内外形成重要影响，接下来，应该对潜标观测网的设计和布局上进行不断的优化，

利用潜标观测网解决该海域重要的科学问题，要充分利用好潜标观测数据，针对环流的形成机

理以及与中小尺度海洋过程、大气过程的相互作用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取得更大的科学进展。 

4. 其他相关建议包括：优化研究队伍的结构，集中几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并要注意各个研究方向

的相互结合；在维护潜标观测网过程中，成立专门的技术人员队伍，对海洋观测技术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将潜标观测数据与其他数据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数据进行规律分析，以期取得

重要的成果；国家也正在部署海洋观测网，实验室能否把握机会争取将西太潜标观测网升级为

长期的观测项目，对我国海洋研究观测有很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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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验室大事记 

1. 2016 年热带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中，成功回收在这个海域的 11 套深海潜标和 300 余件观

测设备，重新布放 14 套深海潜标和 440 余件观测设备，对两套深海潜标进行实时传输改造，获得成

功，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报道, 刷新了单一航次布放、回收深海潜标观测设备数量最多的世界纪

录。国内首次在西太平洋深渊海域开展了压力逆式回声仪（PIES）观测阵列的建设，成功回收了布

放在西太平洋 5000 米以深水域两年之久的 3 个 PIES 设备，填补了位于厄尔尼诺的发源地国际观测

的空白。 

建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地印尼海潜标阵列观测。开展并圆满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印度

尼西亚内海海洋调查, 成功回收 5 套潜标并重新布放 10 套潜标，为研究 2014-2016 年厄尔尼诺期间

印尼贯穿流变异提供了宝贵的实测数据。以上观测，为本实验室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动力过程”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本实验室主持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热带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暖池的结构

特征、变异机理和气候效应”和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变暖下的海洋响应

及其对东亚气候和近海储碳的影响”2016 年圆满结题。在赤道表层、次表层过程调控暖池变异与

ENSO 变异的机制，以及暖池热力异常影响东亚季风及我国气候的物理过程和可能机制，中太平洋

El Niño 及其可预报性的机理认识，印度洋偶极子影响太平洋 ENSO 事件的“海洋通道”机制等方面

取得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两个项目共发表了包括《Nature》及其子刊等期刊论文 305 篇，包括国际论

文 184 篇、科普论文 6 篇，出版专著 3 部，并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做特邀报告。研究成果为巩固我国

在 NPOCE 国际计划中的主导作用、确立我国在国际西太平洋海洋环流调查和国际印太气候变化研

究的核心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侯一筠研究员获批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重大海洋动力灾害致灾机理、风险

评估、应对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项目，经费 3658 万元，这是海洋所获批主持的第一项“十三五”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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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实验室承担了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第一批“鳌山科技计划”项目《“两洋一海”

关键海区--印尼贯穿流源区海洋环流的结构特征和动力机制》和《西太平洋深层海洋动力过程和气候

效应预研究》，2016 年获得支持并启动，将为西太平洋及其与印度洋交换研究提供新的动力。 

5. 李元龙、刘传玉博士同时获得 2016 年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称号。 

6.胡敦欣院士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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