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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海洋环境安全保障”重点专项 

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部署，按照《关于深化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

号）要求，科技部会同国家海洋局、交通运输部、教育部、中国

科学院等部门，共同编制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海洋环境安全保

障”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本专项紧紧围绕提升我国海洋环境安全

保障能力的需求，（1）重点发展海洋监测高新技术装备并实现产

业化，培育一批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基地，仪器装备自给能力

提升到 50%以上；（2）重点发展全球 10 千米分辨率（海上丝绸

之路海域 4 千米分辨率）海洋环境预报模式，提供多用户预报产

品并实现业务化运行；（3）重点构建国家海洋环境安全平台技术

体系，实现平台业务试运行，支撑风暴潮、浒苔、溢油等重大海

洋灾害与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 

本专项执行期从 2016 年至 2020 年，2016-2017 年重点围绕

海洋环境立体观测/监测的新技术研究与系统集成及核心装备国

产化、海洋环境变化预测预报技术、海洋环境灾害及突发环境事

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国家海洋环境安全保障平台研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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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四个重点任务启动了 44 个项目。2018 年拟支持 21 个项目，

同一指南方向下，如未明确支持项目数，原则上只支持 1 项，仅

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可同时支持 2 项，

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国

拨经费概算约 3.7 亿元，其中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所用经费不超

过 30%。 

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3 年。对于典型

应用示范类项目，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市场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

密结合；对于企业牵头的应用示范类任务，其他经费（包括地方

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

低于 1:1。除有特殊要求外，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

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6

个，项目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 

本专项 2018 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海洋环境立体观测/监测新技术研究与核心装备国产化 

1.1 新型海洋监测仪器设备研制 

研究内容：（1）研究水下目标电、磁感应特征及其探测技术，

建立水下目标探测、追踪方法，突破海洋电、磁监测系统关键技

术，研发基于固定平台的海洋电、磁探测/监测设备，形成海洋电、

磁监测系统，并进行应用示范。（2）开展拖曳式光学、温度、盐

度、压力传感器阵列总体设计；自主研发拖曳式海洋光学环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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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荧光传感器、电导率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阵列锚链含有数据传输和供电系统。形成用于 200 米深度测量海

洋潜流、洋流尺度的在线设备。并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1）建立一套水下目标电、磁探测监测系统；设

计工作深度不少于 1000 米，系统阵列探测范围不小于 2000 米；

具备实时数据回传及处理能力；完成海上试验验证，系统连续运

行时间不少于 6 个月。（2）海洋光学传感器：测量海水对波长 340 

nm 至 1100 nm 的吸光度，测量精度 0.0001 AU，响应速度（0.05s，

功耗（2 W；荧光检测器：测量海水中叶绿素藻类，检测下限 0.05

（g/L，响应速度（0.05s，功耗（1.5 W；电导率传感器：长期耐

受海水腐蚀，抗生物附着，功耗≤0.5W，测量准确度±0.0005S/m，

月漂移≤0.0005S/m，响应时间≤0.1s；温度传感器：测量准确度

±0.01℃，年漂移≤0.01℃，响应时间≤0.1s，功耗≤0.3W；压力传

感器：测量准确度±0.2%F•S, 年漂移≤0.1%F•S，响应时间≤0.1s；

传感器部件国产化率 90%以上。 

拟支持项目数：针对水下目标海洋电磁设备、拖曳式光温盐

深传感器阵列，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 

1.2 海气界面快速机动组网观测系统技术与应用 

研究内容：开展海气界面快速机动组网观测系统总体设计；

研发海上自主接入快速组网和数据自动传输技术；集成自主研发

的船载和机载投弃式海气界面观测设备、波浪滑翔器及组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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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并辅以无人艇观测系统、无人机观测系统等，形成具有高

时空分辨率的海气界面水文气象参数实时测量与传输的快速机动

组网观测系统，并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海气界面快速机动组网观测系统具备实时、同步

观测能力，观测参数包括海表温度、盐度、波浪场、流场及海面

风、温、湿、气压等；波浪滑翔器最大航行距离不小于 4000 千米，

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3 个月，具备不低于 20 千克的搭载余量；无

人艇最大航速不小于 12 节，续航能力大于 200 千米；机载投弃式

海气界面观测设备气象观测高度不小于 1000 米；船载投弃式海气

界面观测设备支撑时间不小于 6 个月（测量 1 次/1h）；主要移动

节点（不少于 3 类）组网半径不小于 100 千米，完成 3 类以上节

点的协同观测任务，组网观测应用示范不少于 3 个月。 

1.3 深海海底观测网无线拓展观测系统 

研究内容：研发基于深海海底观测网的长时序无线双向声传

输、深海多源传感器时钟同步、极低频声学信号处理等关键技术，

构建由 1 个移动节点、5 个无线固定节点（传感器类型大于 2 种）

与海底有缆观测网主基站相结合的观测系统，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无线节点与主基站传输速率大于 1000bps、最远

传输距离不小于 20 千米，工作深度不低于 2000 米，无线节点组

网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 1 个月；水下驻留时间不低于 10 天，最大

观测半径不小于 30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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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极地冰区观测技术研究与科学应用 

研究内容：（1）基于极区自主冰架热水钻机系统进行极地科

考适应性改造研究，在南极埃默里冰架区域进行钻探试验，开展

冰架气象、冰架移动及冰下海洋环境同步观测，同时进行冰架底

部附着冰、冰架下海水取样等工作，对冰架下方水团、底部冻融

过程、冰架不稳定等科学问题开展研究。（2）开展冰层波导声学

特性及海冰界面下声场特性研究，获取极地海冰区声学参数；研

制声信号检测与无线电通信一体化的冰层检波器，开展极地海冰

区声学试验。（3）开展极地气垫破冰/运输平台关键技术研究，研

发兼具低速破冰与高速运载巡航能力的小型气垫破冰/运输平台，

为极地科考、我国北方结冰内河及渤海湾等区域提供高效破冰/

运输平台。 

考核指标：（1）完成埃默里冰架不同区域 3 个站点以上的气

象观测、冰架位移跟踪和钻孔及冰下环境观测，在每个站点钻取

冰架表层、中部和底部附着冰冰芯样品共计不少于 20 米，采集不

少于 3 个冰架钻孔下海水样品不少于 10L；各钻孔下海水温盐流

参数连续观测周期不小于 1 年。（2）建立冰层波导声学特性及冰

界面下声场特性模型，冰层检波器频带范围 5Hz~8kHz、灵敏度

不小于 1V/g；声波探测分辨率不低于 100 米；构建极地海冰区 5

节点分布式演示系统，设备工作温度-50℃~30℃，数据接收率不

低于 85%。（3）完成小型极地气垫破冰/运输平台工程样机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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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总重量约 30 吨；航速不低于 2 节情况下，破冰厚度不小于

0.30 米；运输模式下最大航速不低于 25 节；完成示范应用。 

拟支持项目数：针对自主冰架热水钻机系统、冰层波导声学

特性及冰界面下声场、极地气垫破冰/运输平台，拟分别支持 1 个

项目。 

2. 海洋环境变化预测预报技术 

2.1 格陵兰冰盖监测、模拟及气候影响评估 

研究内容：开展格陵兰冰盖、溢出冰川及周边海冰变化过程

的强化卫星遥感监测和典型区域高分辨率现场观测；改进冰盖动

力学模型与冰盖-海平面变化相关模型，利用冰芯资料进行动力学

模型参数检验；发展大气和海冰-海洋耦合数值模式，并利用观测

资料和数据同化技术，估计和优化耦合模式的关键参数，建立格

陵兰及周边区域高分辨再分析资料集；研究格陵兰冰盖与北极海

冰变化及北半球气候的相互影响机制。 

考核指标：建立我国自主的格陵兰冰盖动态监测技术体系（国

产卫星、无人机及地面监测系统），完善冰盖水文-动力学过程遥感

监测技术，开展 2~3 颗国产卫星应用，研制不少于 10 种水文动力

学过程关键参数的高分辨率数据产品，构建 1~2 个典型冰盖—溢

出冰川—海冰系统动态监测系统并示范应用不少于 6 个月；形成

2000 年以来的格陵兰冰盖高分辨率观测资料，提供格陵兰冰芯过

去 10 万年以来温度、积累率、冰盖高程、温室气体等关键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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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记录，获得优化的海冰—海洋耦合数值模式及关键参数，生

产再分析资料跨度不低于 30 年，格点分辨率均优于 5 千米。 

2.2 海洋数值预报云计算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高性能数值计算人机交互自动优化分析技术，

实现模式系统的性能优化循环模型自动构建，并基于模式进行自动

的运行特征数据收集、瓶颈点评估结果自动生成；研究基于“互联

网+”的海洋数值预报计算云系统和存储云系统，为海洋预报业务

系统用户按需提供实体或虚拟的计算、存储和网络等资源。 

考核指标：建立交互式数值计算模式自动优化分析系统 1 套，

建设海洋数值预报计算云和存储云系统 1 套，终端用户可远程登

录连接到云端进行高性能计算作业的提交、管理等。 

3. 海洋环境灾害及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 

3.1 近海生物资源与环境效应评价及生态修复 

研究内容：开展近海典型海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技术研

发；阐明典型生态系统食物产出过程与生态环境效应；开展多营

养层次生物资源承载力评估；阐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

能的影响；开展近海生物资源养护与退化水域生态修复基础研究

与技术研发。 

考核指标：构建黄渤海以兼具有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新型海洋

生态牧场示范区不少于 2 个，东海以生物资源养护和栖息地修复

的生态牧场示范区不少于 2 个；南海以生境修复为目的的岛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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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态牧场示范区不少于 2 个；示范区海洋生物资源量提高

20%以上。 

拟支持项目数：针对黄渤海、东海、南海不同海区生态类型，

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 

3.2 近海生态环境安全监测技术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研发海洋生物主体组分微型生物监测新技术，阐

释碳汇过程的近海生态、环境安全效应，从碳汇链条主线解析长

期困扰我国的近海环境问题（富营养化、化学需氧量、缺氧、酸

化等）的诱因和驱动力；在此基础上研发微型生物碳汇调控技术

与相应的环境安全评价体系；建立基于碳汇主线的生态环境管理

方案；并通过模拟示范向国际推广。 

考核指标：研制 2～4 项微型生物与水质环境指标业务化新

技术规范，制定微型生物环境指标体系，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补

偿定量指标体系，并通过相关国际组织推广应用。 

3.3 极地生态环境演变与生物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1）研究南极企鹅基因进化树构建及企鹅物种在

地质历史中的环境演化分析，研发南极企鹅栖息地高分辨率遥感

及变化监测技术并实现全南极企鹅栖息地制图，分析环境变化对

企鹅栖息地变迁的影响；（2）研究南极磷虾资源产出关键过程与

渔场形成机制，构建南极磷虾中心渔场探测与渔业生产保障技术，

研发南极磷虾高效生态捕捞、船载加工和陆上深加工等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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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装备，研发一批南极磷虾高附加值产品，建立南极磷虾产品检

测方法与质量标准；（3）研究极地微生物生物多样性及其演替机

制、生命特征及适应性机制及其生态效应，研究极地微生物资源

潜力评价、勘探、获取、培养和保藏技术。 

考核指标：（1）完成全部南极企鹅物种的全基因组测序，解

析南极企鹅的进化关系和分化过程，建立卫星、无人机平台企鹅

栖息地遥感调查技术体系并实现全南极企鹅制图。（2）探明南极

磷虾渔场的形成机制；实现南极磷虾连续捕捞与船载加工主要装

备国产化，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发高附加值南极

磷虾产品 10 个以上，2～5 个产品获得批文并实现产业化；建立

南极磷虾主要高附加值产品质量标准 5 个以上。（3）分离、鉴定

极地来源微生物 2000 株以上，保藏 500 株以上，完成 50 株极地

功能微生物菌株的基因组测序和功能注释，初步建立极地微生物

基因资源库；获得 10 个以上具有应用潜力的极地微生物来源药物

先导化合物、10 个以上新生物制品候选物并完成初步的功效研究

和应用潜力评价。 

拟支持项目数：针对企鹅基因进化树、南极磷虾、极地微生

物，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 

4. 国家海洋环境安全保障平台支撑技术 

4.1 海洋动力灾害观测预警系统集成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风暴潮、巨浪、海冰等典型海洋动力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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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已有海洋环境业务化观测及预报系统及本专项研发的海洋动

力灾害观测技术、装备和相关标准、预报模式和风险评估模型等，

构建分级联动的海洋观测预警一体化智能应用平台；研发从现场

数据采集到产品分发的全流程灾害预警系统运行控制关键技术；

针对交通运输、渔业生产、休闲旅游、海上油气开发等行业，研

发适用于不同用户需求的预警产品，在典型区域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示范运行发布预警报产品不少于 50 种，响应时

间 3 小时以内，风、浪等要素实现 10 千米网格化预报；集成观测

手段不少于 10 种，实时观测站点不少于 50 个；实现灾害现场观

测数据、视频资料实时回传及应急决策指挥联动；示范运行时间

不少于 9 个月。 

4.2 北极环境遥感与数值预报合作平台建设 

研究内容：与北欧国家合作北极环境遥感和数值预报，联合

建立北极卫星遥感地面站，实现基于中欧多源卫星的遥感数据本

地接收、快速处理和反演研究，联合研发大气、海冰、海洋和陆

地多要素准实时卫星监测产品和同化资料、冰-海-气耦合模式，

研发北极海洋大气环境要素短期及中长期预报预测技术，发布多

要素数值预报产品。 

考核指标：在北极地区合作新建卫星地面接收站 1 座，合作

天线 2 个，稳定接收不少于 5 颗中欧卫星数据；建立 1～2 个北极

联合观测站，实现对海洋、大气和海岛海岸带的观测；面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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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大气海冰海洋多要素中欧卫星遥感监测产品不少于 5 类，预

报产品要素不少于 10 种，为国际北极科考船和商船提供保障服务

不少于 3 批次。 

有关说明：项目申报单位对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设提供 1:1 配

套经费，并保障接收站业务化运行。 

4.3 面向气候变化的极区大气与空间环境业务化监测与研究 

研究内容：在现有极区高层大气监测基础上，完善与拓展极

区大气与空间环境业务化监测网络体系，实现对极区大气准全高

程观测。基于对极区各圈层大气观测，分析太阳风能量注入对极

区电离层的影响，探索极区电离层与中性大气相互作用，研究极

区中高层大气动力学过程、以及极区大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探索能量从太阳至地球气候系统间的传输和耦合过程，理解极区

空间天气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 

考核指标：完成极区空间天气活动和准全高程大气协同观测

实验，获得实验数据集 2 套；建立高纬电离层理论预测模型，揭

示太阳风能量注入对极区电离层的影响机理，构建极区电离层与

中性大气相互作用评估方法。 

4.4 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环境安全保障服务系统集成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基于数字航路构建面向海上丝绸之路的智能服务

一体化应用系统，开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海上智能交通走廊示范

应用；研究复杂海况条件下的通航安全、航线设计和躲避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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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多船动态建模技术和协同仿真技术，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关键

水道和支点港口安全航行综合仿真平台；发展面向绿色船舶和绿

色港口的多式联运海洋环境安全保障服务技术，研究构建海上丝

绸之路支点港口服务相关系列标准和指南；集成研发符合国际公

约要求的船舶污染风险防控技术，搭建海上丝绸之路船舶污染风

险防控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构建面向海上丝绸之路的智能保障服务系统并示

范应用 9 个月；安全航行综合仿真平台可开展不少于 6 艘船舶的

动态建模和协同仿真，提供的三维场景数据库不少于 8 个；绿色

船舶和绿色港口服务形成 3 项以上国际标准和指南提案；集成 5

种以上符合国际公约要求的风险防控技术，形成配套服务标准。 

有关说明：研究成果需服务于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和大型航运

企业的业务管理并开展示范应用。 

4.5 滨海核电运行安全典型致灾生物监测防控技术与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开展影响我国滨海核电站冷源安全运行的典型致

灾生物大规模聚集的成因分析与控制方法研究；研究典型致灾生

物的综合监测、预警与处置技术；系统集成有关致灾生物的监测

与防控技术，构建决策支持系统，开展示范应用，实现与海洋环

境安全保障平台的对接。 

考核指标：集成系统至少包括水母、棕囊藻、海地瓜、毛虾

等 4 种典型致灾生物，建立海地瓜、毛虾等 2 个典型致灾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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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系统，制定监测预警处置技术标准（送审稿），24～48

小时威胁性灾害发生预警准确率大于 70%，精细化预报时间满足

核电安全应急处置预警时间不少于 1 小时的要求，单个示范区示

范时间不少于 6 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