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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海上丝路”海洋环境研讨会暨 LTO2017 年度
学术年会在粤召开
2018 年 3 月 15-17 日，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以下简
称 “LTO”，在广州举行“海上丝路”海洋环境研讨会暨 2017 年度学术年会。国家海洋局二所苏
纪兰 院士，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黄瑞新研究员，中科院大气物理所陆日宇副所长，南海所杜
岩副 所长，南海所科规处佟景全副处长出席本次会议。会议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围绕
南海环 流与中小尺度动力过程、热带海洋-大气过程与气候效应、热带海洋动力过程的环境效应
等内容展 开讨论，实验室百余师生参会。
大会伊始，由杜岩副所长主持并代表所领导向大会致辞。随后，实验室施平主任对 2017 年度
的 整体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下一阶段工作重点进行了部署，希望实验室能进一步凝练科技目标，
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申请重大项目，提升科研成果产出，从而迎接 2020 年度地学部国家重
点实 验室评估。尚晓东研究员、杜岩副所长和徐杰副主任分别对实验室三大研究方向过去三年的
相关 成果做了总结性的介绍。
会议 5 个特邀报告分别来自国家海洋局二所柴扉研究员、中山大学杨崧教授、中科院海洋所
杨 德周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刘红斌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周文教授；17 个口头报告、10 个墙
报会 议分别展示了实验室中青年科学家、研究生在过去一年中的科研进展及成果。会议讨论环节，
与 会专家在肯定过去一年实验室取得成绩的同时，就实验室当前所存在的不足、面临的困难以
及未 来的发展方向分别给予宝贵建议。最后，施平主任做了会议总结，希望我们的科研工作能
进一步 聚焦南海，并继续保持资深科学家引领、青年科学家突破、研究生们奋进的良好局面，
在海洋科 学研究的道路上承前启后、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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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退休
人员座谈会

2018 年 1 月 29 日，物理海洋与海洋环境生态研究室退休人员迎春座谈会在
南海 所标本楼多功能厅举行。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LTO）主任施平研
究员， 南海所副所长杜岩研究员，原党委书记黄羽庭、黄良民，LTO 科研骨干代
表和离退 休人员近三十人参加座谈。
施平主任代表实验室向老同志致以亲切地问候，并回顾了物理海洋与海洋环境
生态研究室发展为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奋斗历程，他代表实验室对退休
老同志多年来为实验室发展和海洋科研事业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他强调老同志是实验室建设的奉献者、发展的见证人，衷心希望大家一
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实验室工作，积极为实验室和南海所发展建言献策。杜岩副所长
介绍了南海所近期各项工作情况，通报了创新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概况，并就老同志
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与会老同志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感慨颇多。退休职工黄良民、黄羽庭、陈特
固等同志踊跃发言，对 LTO 实验室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取得的
成 绩感到骄傲，对实验室和南海所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并表示要继续为实验
室和 南海所的建设发展添砖加瓦、发挥余热。座谈会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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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气象局局长受聘南海海洋所客
座教授
2018 年 1 月 24 日，斯里兰卡国家气象代表团访问南海海洋所。为促进斯里
兰卡 气象局与南海海洋所在海洋气象领域的合作，南海海洋所礼聘 Sarath
Premalal 局 长为南海海洋所客座教授，南海海洋所副所长杜岩为 Premalal 局长
颁发聘书。
来访期间，斯里兰卡国家气象代表团考察了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 LTO）、海洋科考仪器库、中-斯中心办公室等部门。LTO 主任施平向代表团介
绍 了 LTO 的各大研究方向、海洋环境观测数据系统、海洋观测仪器等；李少钿博
士作 斯里兰卡周边海域气象预报系统的预报研究进展报告。斯里兰卡气象局局长
Premalal 先生感谢中-斯中心和 LTO 的邀请与热情接待，并就印度洋区域 SST 季
节 内振荡（MJO）等与 LTO 科学家展开深入交流。代表团希望在热带海洋气象
预报 及热带海洋环境观测两个方面加强与南海海洋所的合作。代表团还与在南海
海洋 所学习的海洋科学硕士班斯里兰卡留学生进行交流，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斯里兰卡代表团成员还有气象局副局长、气象局高级官员和佩拉德尼亚大学理
学院院长等，中-斯中心外方主任、卢胡纳大学 Tilak Gamage 教授协调本次来访。
代表团在所期间，龙丽娟副所长也接见了气象局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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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O 研究员参加澳门防灾减灾科普活动
2018 年 2 月 8 日，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LTO)研究员唐丹玲、彭世
球应 邀访问澳门，参加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主办的＂防灾减灾科普专题资助
计划讲 解会暨防灾减灾科普专题讲座”活动。
该活动由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举办，科技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马志毅表示，
该计划资助学校，以小组教学、讲座、展览、比赛、工作坊及出版书刋等宣传教
育形式开展科普项目。藉此普及学校在紧急应变和安全意识教育工作，加强学生
防灾减灾的科普知识，提升在遭遇灾害时的紧急应变能力和安全意识。
唐丹玲研究员作主题报告＂台风灾害及其生态影响——基于卫星遥感研究＂，
介绍了卫星遥感技术在防灾减灾中的应用，分析台风灾害与应急管理，剖析防灾 减
灾的意念和切实工作；彭世球研究员作主题报告“全球变暖背景下沿海地区海 洋环
境演变”，介绍了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沿海，特别是南海沿海地区海洋状 态、海
洋环境等方面的响应和反馈。
去年 8 月，澳门遭遇强台风＂天鸽＂袭击，造成较严重人员和经济损失。澳科
技发展基金＂防灾减灾科普专题资助计划＂主要资助学校，以教学、讲座、展览
、比赛、工作坊及出版书刊等宣传教育形式开展相关科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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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O 研究员应邀参加 2018 年国际海洋科学大会并主持南
海分会

美国当地时间 2018 年 2 月 11 日-16 日，2018 国际海洋科学大会
（2018Ocean Science Meeting）在美国波特兰市举行，我所杜岩副所长、王东
晓研究员、王 卫强研究员和修鹏研究员等一行十余人受大会邀请参加会议，通过研
究报告和墙 报的形式向国内外同行介绍了 LTO 在南海及东印度洋海气相互作用领域
的最新研 究进展。同时，利用大会提供的展示平台，宣传 LTO 创新群体的研究成果，
传达 LTO 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引起不少参会者的关注，特别是海外华人学者。
本次国际海洋科学大会由美国海洋与湖沼协会（ASLO）、海洋协会（TOS
）和地球物理协会（AGU）联合发起，是两年一次的全球海洋科学领域最高层次
的学术会议，主要议题是将我们的科学转化为社会造福的实际成果。会中王东晓
研究员召集并主持了“Theregional ocean circulation, water exchanges, and
related studies in the SouthChina Sea”分会，修鹏研究员主持了
“Developmentand Advances of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Marine
Biogeochemistry and EcosystemsII”分会，杜岩研究员和张玉红副研究员分别做
了“Modulationby low-frequency variability leads to unusual Indian Ocean
dipole events in2015 and 2016”和“Multi-timescale variability of the sea surface
salinity dipole mode in the tropicalIndian Ocean”的口头报告，王卫强研究员、徐
康副研和黄科助研等做了研究墙报。
通过本次会议的交流学习，必将进一步提高我所研究人员的科研视野与水平
，掌握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动态，开拓学术思路，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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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丹玲担任联合国 GEO6 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参加
SAP 会议

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邀请，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
重点实验室唐丹玲研究员于 2018 年 2 月赴新加坡参加“全球环境展望六(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GEO6)科学指导委员会(Scientific Advisory Panel,SAP)会议”和
第四次作者面对面会议。
“全球环境展望 GEO”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长期重大项目。科学咨询委员会 SAP 由
20 多位国际著名的环境科学家组成，是重大项目的科学咨询机构，为 GEO 决策提供科
学
指导。唐丹玲研究员是该委员会的唯一中国科学家。
本次会议审查“全球环境展望 GEO6”报告的进展工作，对全球环境展望的中期评估
，并提供项目建议丶教育和外联工作。会议期间，唐丹玲还与专家们讨论了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
GEO 每期工作开展五年，目前是 GEO 第六期。唐丹玲参加 UNEP 的多项工作，
参加 了全球环境展望（GEO4）写作和全球环境展望（GEO5）的审稿工作；本期被
聘为科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唐丹玲研究员从事海洋生态遥感的研究，获得多项成果。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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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丹玲团队研究南海 U 形海疆线获得重要进展 ----用国界线和行政区线表示南海 U 形海疆线的历 史
地图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广东省海洋遥感
重点实验室主任唐丹玲博士带领团队成员开展了中国南海 U 形海疆线历史权益佐证和维
护的研究，最新成果“国界线和行政区线表示南海 U 形海疆线的地图”最近在《科学通
报》发表。
研究发现一幅 1951 年出版的历史地图。该地图收录在 1951 年 4 月由光华与地学社
编 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图册第 3 至第 4 页的《全国政区图》的《南海分图》
中，
比例尺为三千万分之一。该地图同时以连续国界线和行政区划线的方式绘制了中国南海
U 形线，不仅表明我国南海海疆国界线的疆界范围和完整性，而且还明确 U 形海疆国界
线海域划归中南行政区管辖，U 形海疆国界线内海域主权归属中国。
该地图的 U 形海疆国界线范围沿袭了 1947 年印制、1948 年正式公布的《南海诸岛
位
置图》，且该疆界范围一直沿用至今；研究认为连续线和断续线两种方法都是对我国南
海 U 形疆界线的描绘，符合不同历史时期海上国界线的描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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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启研究员团队提出一种确定海洋混合层厚度
的新方法

近日，LTO（中科院南海所）周生启研究员、硕士生黄鹏起和鲁远征博士一起提出
一种识别海洋上混合层厚度的新方法。该方法不依赖于特定的温度或密度阈值，能更客
观地确定海洋混合层的深度。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 Journal of Atmosphericand
Oceanic Technology，https://journals.ametsoc.org/doi/abs/10.1175/JTECH-D-170104.1。
在他们的工作中，利用温度（密度）廓线的信号涨落与变化幅值的比值作为分析变
量，通过最小值处的深度判断混合层厚度。此方法稳定性较强，即使数据的噪声水平达
到 5%的量级仍可准确确定混合层厚度。对全球环流实验（WOCE）数据，采用此方法
与传统的阈值方法（差值、差值插值、梯度、混合方法）和客观方法（曲率与最大角度
法）同时来确定混合层厚度。对比表明此方法优于其它方法，例如：此方法可在 95%
的 廓线中找到可信的混合层厚度，而其它方法最多只能在 86%廓线中找到可信的混合
层厚 度。另外，此方法在温度和密度廓线中确定的混合层厚度非常接近，因此，在密
度信息 未知的数据中，通过温度廓线也可获得可靠的混合层厚度。
混合层厚度是研究海洋上层动力过程、海气相互作用以及生态环境的基本物理量。
此方法能够更客观、更合理地确定海洋混合层厚度，有助于人们更精细地研究上层海洋
参与的动力、热力和生化过程。

此方法与前人所用的 6 种方法识别海洋混合层的结果对比图，点圈线为位温廓线，灰色
线 为质量因子廓线（QI），Rel Var 为此方法，其它为前人的方法。四个观测位置来自
大西 洋的 WOCE 观测数据的 A05 断面，分别为：(a) 24.58ºN, 56.78ºW, (b) 24.58ºN,
53.98ºW,(c) 27.38ºN,79.28ºW, (d) 24.58ºN, 60.48ºW。

A8
获奖荣誉

杜岩获 2017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月 26 日，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李希主持会议，省
长 马兴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玉妹、省政协主席王荣出席会议。大会颁发了
2017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副省长黄宁生宣读通报。杜岩研究员作为第一单
位第一完成人的成果“热带印度洋气候模态的海洋动力学机制”荣获一等奖（完
成人：杜岩、黄刚、王东晓、郑小童、经志友、王鑫、邱云、程旭华、李根、胡 开
明），杜岩研究员代表获奖团队参加了颁奖仪式。
该成果阐释了印度洋海盆模态(IOB) 与印度洋偶极子模态(IOD) 对南海和西
北太平洋的气候效应，揭示了 IOB 对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台风和大气环流等海洋
气 候过程的影响，奠定了西北太平洋夏季台风季节性预报可行性的理论基础；阐明
了 IOB 影响东亚-西北太平洋夏季大气环流的年代际变化机理；指出不同 IOD 位
相以及印度洋-太平洋温度异常配置对海洋大陆临近海区降雨和季风影响的差异
；阐释了印度洋海盆模态(IOB)与印度洋偶极子模态(IOD)对海洋环流和热盐结构
的影响，并揭示了赤道东印度洋和孟加拉湾海面高度季节内变化特征及其机制。
杜岩研究员团队立足物理海洋学和气候研究的学术前沿，在印度洋海气耦
合模态与上层海洋环流热盐输运的关系及其气候影响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获得 海
洋动力过程影响气候变化的证据并提出了对应的驱动机制和响应机理。目前， 形成
了一支高学术竞争力与知名度的研究团队，提升了我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国 际学术
地位。
2017 年度省科技奖共 246 项（人），其中突出贡献奖 2 人，特等奖 1 项、一
等奖
30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