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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作用
蔡榕硕１　陈幸荣２

（１．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２．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本文重点分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作用，评估了中国近海及相邻大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未来变

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影响。结果表明：①１９５８—２０１８年，特别是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全球和中国海洋明显变暖，且中国海洋升温高于同

时段全球平均，主要归因于黑潮暖水入侵中国近海陆架的年代际增强；在不同气候情景下（温室气体从低到高排放的情景，ＲＣＰ２．６，

４．５，８．５）中国近海尤其是东中国海（渤海、黄海和东海）可能成为全球海洋升温最高的海区之一。１９７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东海和

南海海表盐度呈现下降趋势。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近海环流变化显著，黑潮入侵东中国海陆架以及通过吕宋海峡入侵南海出现年

代际增强，冬季黄海暖流以及南海上层环流年代际减弱。②２０世纪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约１．５±０．４ｍｍ／ａ，主要贡献来自海水

热膨胀和陆地冰川冰盖融化；２００６年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明显加速，上升速率达３．６ｍｍ／ａ。１９８０年迄今，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

率为３．４ｍｍ／ａ，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在不同气候情景下海平面将持续上升，当前沿海地区百年一遇极端水位的重现期将显著缩短。

③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热带海洋的海温分布如厄尔尼诺信号出现年代际变化，厄尔尼诺显著增强，持续时间更持久；并且，１９９０年之后，中

部型厄尔尼诺趋于频发，发展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华南降水偏多，次年春季华南降水偏少，而东部型厄尔尼诺的影响

则大致相反；未来厄尔尼诺对中国气候的影响预估有较大不确定性。印度洋海盆增暖明显加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东部高温天气频

发。１９７７年以来，全球超强台（飓）风和海洋热浪等极端事件趋频、趋强。④中国近海总体可能是大气 ＣＯ２的汇，每年从大气中吸收

约１０．８ＴｇＣ的ＣＯ２。长江口和珠江口及附近海域有长期酸化和溶解氧降低的现象，但近海碳源汇格局及酸化的长期变化仍不够清

楚。此外，未来中国近海盐度、环流、强台风和海洋热浪的变化，以及海洋的碳源汇、酸化和溶解氧的观测和研究亟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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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

（ＡＲ５）表明，海洋覆盖了大约地球表面的７１％，吸收了约

９３％因温室效应产生的额外能量，在地球气候系统的自然

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１］。相对于大气而言，海洋有缓变

的特性，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记忆体”，调节着全球

的气候状况，海洋对中国气候变化有重要影响。近年来，

随着海洋和大气观测资料的增加，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

我们对海洋在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取得新的认识。

２０１７年，中国政府启动了《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

告》（简称评估报告）的编制，开展了全球和中国海洋变化

及其气候效应的评估，并取得了若干新进展及新认识。本

文主要从海洋的温度、盐度、环流、海平面变化和海气相互

作用的气候效应等物理海洋过程，以及海洋的碳源汇、酸

化和溶解氧变化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分析并评估全

球和中国海洋变化及其气候效应，以期为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和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提供必要的科学支撑。

１　海洋物理性质的变化

１．１　海温、盐度和环流的变化

ＩＰＣＣ评估表明，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海洋上层

２０００ｍ的热含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且归因于

人类排放温室气体［２－３］。观测显示，气候变暖背景下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陆地和海洋的表面升温明显［４－６］。

１９５８—２０１８年，中国近海区域（本文指渤海、黄海、东海和南

海，图１ａ中黑色方框所示海域，０～４０°Ｎ，１００～１４０°Ｅ）平均

海表面温度（ＳＳＴ）的线性增量为０．９８±０．１９℃（速率０．０１６±

·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０年　 第３０卷　 第９期　 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９　２０２０



０．００３１℃／ａ）高于全球海洋平均增温（０．５４±０．０４℃）（见图

１ｂ）；其中，东中国海（渤海、黄海和东海的简称）的升

温尤 其 显 著，达 １．４１±０．１６℃ （速 率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ａ），远高于相邻的陆地或海区的升温（高信

度 ①）［４－９］，这显著区别于地球表面的一般升温变暖规律，

即大陆变暖高于海洋，中高纬地区高于低纬地区，东中国

海的升温速率约为中国大陆升温速率（约 ０．０１５℃／ａ）的

１．５倍［１０］。分析表明，东中国海升温主要归因于黑潮入侵

陆架海域和副热带高压的年代际增强，这又与东亚季风年

代际的减弱密切相关［５］。在不同气候情景下（从温室气体

低排放到高排放情景，ＲＣＰ２．６，４．５，８．５，ＲＣＰｓ），全球和

中国海洋还将显著升温，东中国海可能成为全球海洋升温

幅度最大的海区之一（证据量中等，一致性高）［１１－１５］。

ＩＰＣＣＡＲ５指出，自 １９５０年代以来，海洋表层盐度

（ＳＳＳ）的变化表现为蒸发强于降水的副热带海域海水变

得更咸，而降水强于蒸发的热带和极区海水变得更淡，高

盐度和低盐度区域的表层海水盐度差异增加是几乎确定

图１　１９５８—２０１８年全球和中国近海海表面温度（ＳＳＴ）

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及距平时间序列

注：引自Ｃａｉｅｔａｌ［５］，并采用ＨａｄＩＳＳＴ②数据更新至２０１８年［５］。

的［１］。１９７０年代中期到２０１０年代前期，中国东海、南海

ＳＳＳ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证据量中等，一致性中等）［１６－１７］，

但２０１５年以来，南海 ＳＳＳ波动较大［１８］。在不同气候情景

下（ＲＣＰｓ），未来东中国海ＳＳＳ总体变化不大，南海则有较

明显下降，且 ＲＣＰ８．５情景下 ＳＳＳ的变化比 ＲＣＰ４．５情景

下显著（证据量有限，一致性中等）［１４－１５］。

研究表明，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海洋环流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相对于１８５０—１９００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ＡＭＯＣ）变弱，且很可能继续减弱［３］，而大洋西边界流区

有增强趋势［１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大洋环流系统

的流速似乎正在加快，并以热带海洋最为突出，这种加速

现象超出了自然的变率，主要归因于全球变暖（证据量中

等，一致性高）［２０］。中国近海上层环流受季风影响较大

（高信度）。近几十年来，中国近海区域上空的东亚季风

出现年代际的减弱，这导致黄海暖流减弱，主轴位置西移，

且引起黑潮暖水入侵东中国海陆架以及通过吕宋海峡入

侵南海出现年代际的增强（高信度）［５，８，２１－２６］。但是，对中

国近海环流预估的认知仍有限，主要是由于该海域海洋环

流的形成与变化机理复杂，长时间序列和覆盖广泛的观测

数据不足，以及数值模拟的不确定性等原因。

１．２　海平面和极值水位的变化

观测表明，１９０２—２０１０年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为１．５

±０．４ｍｍ／ａ［３，２７－２８］，１９０１—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２０１８年期间上

升速率分别为１．３８±０．５７ｍｍ／ａ和３．１５±０．３ｍｍ／ａ［３，２９］；期

间，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海平面明显加速上升，达３．５８（３．１０～

４．０６）ｍｍ／ａ［２７－２８］。２０世纪，海平面上升的主要贡献来自

海水热膨胀和陆地冰川冰盖融化；２００６年以来，陆地冰川

和冰盖融化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已超过海洋热膨胀的影

响，主要归因于人为强迫引起的气候变化（高信度）［２７－２８］

（图２）。１９８０—２０１９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３．４

ｍｍ／ａ，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水平；并且，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

国沿海平均海平面处于近４０年来高位（图３）［３０］。预估显

示，２１世纪，全球和中国海平面将继续上升，并有显著的

区域性特征（证据量中等，一致性中等）［２７－２８，３１－３３］；到２１

世纪末，东海海平面上升幅度将高于南海（证据量充分，一

致性中等）［３１－３３］。

在不同气候情景下（ＲＣＰｓ），未来海平面的变化将进

一步引起沿海地区台（飓）风 －风暴潮、潮汐特征和极值

水位的明显变化［２７－２８］。其中，在ＲＣＰ２．６，８．５情景下，到

① 本文借鉴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有关不确定性的评估方法，即根据基本证据和一致性（证据的类型、数量、质量、内部相容性和一致程度）

的分析判定，评估关键发现和主要结论或结果的不确定性，采用“很低”“低”“中等”“高”和“很高”等专门术语表示其信度水平，并应用“几

乎确定，９９％～１００％概率”、“很可能，９０％ ～１００％”、“可能，６６％ ～１００％”、“或许可能，３３％ ～６６％”“不可能，０～３３％”“很不可能，０～

１０％”“几乎不可能，０～１％”等术语表述经评估的主要结论或结果的可能性；信度水平和可能性等专门术语以斜体字表示。

② 英国气象局哈德莱中心全球海表面温度数据集（ＨａｄｌｅｙＣ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Ｉｃｅａｎｄ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ＨａｄＩＳ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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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观测和模拟的全球海平面变化（ａ）１９０１—２０１５年，（ｂ）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
注：引自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７］和蔡榕硕等［２８］。图中蓝色实、虚线为模拟值，其他颜色为验潮站观测值，黑色实线为卫星高度计观测值；图

中阴影为不确定性范围。

图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９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
注：引自自然资源部《２０１９年中国海平面公报》［３０］。

２１世纪末，全球海平面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平均将分别

上升约０．４３ｍ（０．２９～０．５９ｍ）和０．８４ｍ（０．６１～１．１０ｍ）

（中等信度），这将进一步抬升沿海发生极值水位的基础

高度。在ＲＣＰ８．５情景下，当前沿海地区较少发生的百年

一遇极值水位事件将变为一年一遇或更频繁（高信度），

以长江口吕泗和福建厦门海域验潮站为例，当前百年一遇

的极值水位为４．５和７．５ｍ，到２１世纪末，将变为几年一

遇和低于一年一遇（ＲＣＰ８．５）［２７－２８，３４］。

２　太平洋－印度洋海气相互作用及其气候效应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以来，气候变暖改变了海洋的能量，

全球海洋温度和海平面上升明显、海气相互作用加强［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热带中太平洋海温分布型态如厄尔

尼诺年际信号发生年代际变化，中部型厄尔尼诺增多，中

部型和传统型（东部型）厄尔尼诺型的海温异常对中国气

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３５－３７］。海洋的升温变暖还引起台

（飓）风和海洋热浪的发生频次、强度和影响范围产生很

大的变化［１，３，２７－２８，３４］。

２．１　热带太平洋的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ＥｌＮｉｏ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ＳＯ）

ＥＮＳＯ既是热带太平洋海域，也是全球热带海洋最强

的年际变化信号，对全球及中国气候都有重要的影响。但

是，在全球变暖背景下ＥＮＳＯ信号出现了显著的年代际变

化。一是ＥＮＳＯ振幅增大。１９７０年以来由于厄尔尼诺事

件中赤道太平洋对流的东移加强，海洋层结强化，ＥＮＳＯ振

幅有所增大（中等信度）［３８］，持续时间更长，中国东部地区

的降水与ＥＮＳＯ之间的联系较之前变得更为紧密。不过，

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热带印度洋海温的显著上升使得热

带印度洋－太平洋间的海温纬向梯度发生改变，大气环流

的调整将可能抑制 ＥＮＳＯ的振幅［３９］，因此，未来 ＥＮＳ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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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的变化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厄尔尼诺类型发生年代际变化。１９９０年以来，中部

型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频率明显超过东部型厄尔尼诺事

件（高信度），并对中国气候产生不同于传统东部型厄尔

尼诺的影响（高信度）。例如，在中部型厄尔尼诺发展年，

夏季的长江流域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华南降水偏

多［４０－４１］，秋季和冬季的中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偏低［４２－４３］，

西南冬季降水偏多［４４］，次年春季华南降水偏少［４５］；在东部

型厄尔尼诺期间，上述情形不显著或大致相反（证据量充

分，一致性中等），这也使得我国降水和气温随之发生了显

著变化。当前气候模式对热带气候态和 ＥＮＳＯ特征的模

拟普遍存在偏差，对未来ＥＮＳＯ影响中国气候变化的预估

存在不确定性［４６－４７］。

２．２　热带印度洋的海盆模态（ＩＯＢ）和偶极子模态（ＩＯＤ）

气候变暖改变了海洋增暖的空间分布以及海气耦合

模态的响应，也使得印度洋海温发生异常并对中国气候的

影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印度洋 ＳＳＴ海盆模态（ＩＯＢ）和

偶极子模态（ＩＯＤ）分别是 ＳＳＴ年际变率的主导模态和第

二模态。当前者为暖位相时，我国夏季华南气温偏高、东

北气温偏低、长江流域降水偏多［４８］，且晚夏江南区域容易

出现极端高温灾害［４９］；后者为正位相时，对我国秋季气候

有显著影响。

ＩＯＢ的变化与 ＥＮＳＯ密切相关。１９５８—２００１年，热带

西南印度洋温跃层呈现变浅的趋势，厄尔尼诺激发的海洋

波动更易引起该海域表层海水变暖，而低层大气环流响应

有利于夏季北印度洋表层海水增暖，ＩＯＢ的年际变率随着

ＥＮＳＯ年际变率的增加而增加［５０－５２］；同时，随着１９７０年代

中期之后ＥＮＳＯ振幅的显著增强，其持续时间也更持久，

ＩＯＢ的持续时间也随之变长，与中国气候异常的联系在

１９７６／７７之后变得更为紧密（证据充分，一致性高）［３６，５３］。

极端ＩＯＤ事件和夏季型ＩＯＤ的出现可能使得 ＩＯＤ对

中国东部气候的影响更为显著（证据量中等，一致性中

等）。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１９５０—２００９年，印度洋上

空Ｗａｌｋｅｒ环流存在减弱的长期变化趋势，出现更多的夏

季型ＩＯＤ［５１］。ＩＯＤ的强度和发生频率在２０世纪存在上升

趋势［５４］和年代际变化特征［５５］，甚至在２０１９年出现了四十

年来最强的一次ＩＯＤ，超过了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７年的极端偶

极子事件［５６］。

２．３　印度洋－中国近海－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及气候效应

在北半球夏季，发展中的厄尔尼诺可以触发ＩＯＤ正事

件，但 ＩＯＤ也可以独立于 ＥＮＳＯ存在，并反过来影响

ＥＮＳＯ［５７］。强的ＩＯＤ正事件可引起西太平洋出现异常的

西风，从而促进厄尔尼诺的发展［５８－５９］。厄尔尼诺激发的

遥相关过程会诱发印度洋洋盆尺度的持续升温，这在厄尔

尼诺衰减年会对赤道和西北太平洋产生较强的反馈作

用［３６，４８，５１，５３］（图４）。由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存在跨洋

盆的海气相互作用，因此，印度洋电容器效应被延伸为印

度洋－太平洋海洋电容器效应（ＩＰＯＣ）［５３］。

预估显示，在ＲＣＰ２．６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２１世纪极端

厄尔尼诺的频率是２０世纪的２０倍（中等信度），且中部型

和东部型的比例将进一步增加［６０－６１］。同时，极端 ＩＯＤ事

件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加（低信度）［６０－６２］。

２．４　西北太平洋强台风和海洋热浪的变化及影响

气候变暖背景下，近四十年来全球强热带气旋（强飓

风和台风）强度增加，且趋于频繁，对全球许多地区造成重

大灾害［６３］。西北太平洋地区强台风的发生频率、登陆频

次和位置的变化及伴随的台风－风暴潮、强降水和破坏性

强风等致灾因子对沿海经济社会有严重的影响，而海洋热

浪的频数、范围和强度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水产

图４　ＥＮＳＯ事件诱发的印度洋－太平洋海洋

电容器效应（ＩＰＯＣ）示意图
　　注：（ａ）ＥＮＳＯ发展年的冬季，厄尔尼诺引起的大气环流异常在

南印度洋激发了海洋下沉Ｒｏｓｓｂｙ波；（ｂ）春季下沉的 Ｒｏｓｓｂｙ波造成

南印度洋增温，诱发南北半球不对称的大气环流异常，并引起印度洋

洋盆尺度增温；（ｃ）夏季印度洋增温在太平洋激发赤道 Ｋｅｌｖｉｎ波以

及西北太平洋ＰＪ模态。引自Ｘｉｅｅｔａｌ．［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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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等有重大影响。

１９７０年以来，西北太平洋１４０°Ｅ以西形成的强热带

气旋的比例增加了１６％ ～２０％，频率几乎翻倍，最近二十

年（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东亚沿海地区强热带气旋的产生数量

明显增加［６４］。１９６１年以来，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命期

的最大强度年平均呈现增加趋势，１９８０年以后尤其显著

（中等信度）；同时，强热带气旋的纬度极向扩展，西北太

平洋热带气旋达到最大强度的位置向北移动［６４－６５］，导致

强台风登陆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东部地区和登陆热带气

旋平均强度增加［６６］，特别是１９７７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

南亚的台风强度增加了１２％ ～１５％，其中４～５级台风个

数翻了一倍（中等信度）［６７］（图５）。海洋增暖对热带气旋

活动的变化一直受到关注，未来强热带气旋的强度可能会

增加，但其个数可能不变或更少（证据量中等，一致性

低）［２７］。总的来说，西太平洋热带气旋频次、强度、路径和

登陆台风频数发生了变化，但关于内部变率和气候变暖对

热带气旋长期变化趋势的贡献还无定论，对登陆中国强台风

的地点、强度及频率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影响研究仍不足。

海洋热浪（ＭＨＷ）指海洋表面长时间的异常高温现

象，空间范围可达数百ｋｍ［６８］，向下深处可延伸数百ｍ［６９］，

可持续几天到几个月［７０］，能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

和持续性影响［７０－７１］。自１９８２年以来，全球 ＭＨＷ的频率

很可能翻了 １倍，且持续时间更长，强度和范围也在增

加［６０，７２］。最近几十年来，大部分地区上层海洋的增暖很

可能与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有关，这表明 ＭＨＷ频次的

增加可归因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证据量中等，一致性高）。

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全球３８％的沿岸地区极端高温热浪变得

更为普遍［７３］；２０１６年８月中国近海出现破纪录的极端高

海温，东中国海海域 ＳＳＴ的２８．５℃和３０℃等值线伸到

３６°Ｎ和３２°Ｎ，为１９８０年以来的最北纬度［７４］；并且，２０１７

年和２０１８年继续出现海洋热浪［７５］。

在未来全球变暖背景下，ＭＨＷ的频率和强度很可能

会增加［３，６０，７２，７６］。模拟表明，２１世纪末，全球升温３．５℃

的情景下，全球ＭＨＷ出现的平均概率将达到工业化前水

平的４１倍（不同模式范围：３６～４５倍），热浪的空间范围

将增加２１倍，持续时间将达１１２ｄ，最大强度将增至２．５℃

（高信度）［７２］。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影响使得 ＭＨＷ的频

次、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增加（证据量充分，一致性高），

未来海洋热浪增加的可能性也较肯定，但增幅数值大小需

要进一步研究。对中国近海地区海洋热 ＭＨＷ变化及其

影响的研究较少，需要加强。

３　海洋碳循环、酸化和溶解氧的变化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中累积排放了约６６５ＰｇＣ

的ＣＯ２等温室气体。一方面，海洋吸收了其中约四分之一

（１６５ＰｇＣ）的 ＣＯ２，海水酸性增加了２６％
［７７－７８］，破坏了海

水碳酸盐体系的动态平衡，改变了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另

一方面，海洋吸收了约９３％因温室效应产生的额外能量，

海水升温变暖，层化加剧，阻碍了表层和深层之间的水交

换，水温的升高降低了海水的氧溶解度，并影响海洋生物

生产力［１－３］。海洋的化学性质特别是碳循环、酸化和溶解

氧含量的变化尤其突出［１，３］。因此，本文对此加以评估，并

分析了中国近海碳源汇格局的变化。

图５　１９７７－２０１３年西北太平洋台风路径和强度演变
　　注：（ａ）根据ＪＴＷＣ资料分析的台风路径。颜色表示强度：灰色
为热带低压，绿色为热带风暴，橙色为１～２级台风，红色为３～５级
台风；（ｂ）根据ＪＴＷＣ（黑色）和调整后 ＪＭＡ（红色）资料的年平均台
风生命期最大强度和年平均台风加强速率，粗断线表示１９７７—２０１３

年间的线性趋势。引自Ｍｅｉｅｔａｌ［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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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海洋碳循环与源汇格局的变化

大气 ＣＯ２溶于海水后，经过碳酸盐化学过程，形成

溶解无机碳，海洋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海水中

溶解无机碳，形成有机碳。目前，全球海洋中的碳储量

约是大气碳储量的４５倍。最近２０年来，海洋很可能吸
收了人为排放 ＣＯ２总量的 ２０％ ～３０％，导致海洋 ｐＨ

值明显下降，海水持续酸化［１］。观测表明，约占全球近

海面积１２％的中国近海不同季节和区域碳源汇的性质
差异很大。其中，夏、秋季的渤海为大气 ＣＯ２源，冬、春

季为大气 ＣＯ２汇（低信度 ）
［７９－８０］，渤海全年是大气 ＣＯ２

源（证据量有限，一致性中等 ）［７９－８０］。冬、春季的黄海

是大气ＣＯ２汇，夏、秋季是大气ＣＯ２源
［７９］，黄海全年可

能是大气 ＣＯ２的弱汇或者海气 ＣＯ２交换基本平衡（证

据量有限，一致性中等 ）［７９－８０］。东海不同区域的碳源汇

有较明显的季节和年代际变化，但观测值难以覆盖全海

域，全年总体是碳汇（证据量中等，一致性高）［８１－８３］。冬季

的南海是大气ＣＯ２汇，春、夏、秋季为大气 ＣＯ２源
［８４］，全

年是碳源（证据量有限，一致性中等）［８４－８７］。总体而言，全

球近海总体是大气 ＣＯ２汇，每年吸收约０．２ＰｇＣ
［８８－８９］，中

国近海可能是大气ＣＯ２汇（证据量中等，一致性中等），每

年从大气吸收约１０．８ＴｇＣ的ＣＯ２
［８４，８７］（见表１）。然而，因

上述观测资料涵盖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对于中国近海碳源

汇格局和强度的估计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预估显示，在 ＲＣＰ８．５和 ＲＣＰ４．５情景下，２０１２—
２１００年，全球海洋对大气ＣＯ２的累积吸收分别为４００（３２０

～６３５）与２５０（１８０～４００）ＰｇＣ［９１］。由于近海的碳源汇
格局受到陆地、大气、大洋以及人类活动等多方面的

影响，迄今仍难以可靠预估中国近海碳源汇格局的未

来演变。

表１　不同研究估计的中国近海碳源汇格局
ＴｇＣａ－１（１ＴｇＣ＝１０１２ｇ碳）

海域 中国近海区域碳源汇［８４，８０，８７］

渤海 －０．２±０．１（碳源）［８７］ －０．２±０．９（源）［８０］ “接近平衡”［９０］

黄海 １．０±０．３（碳汇）［８７］ １．２±２．０（汇）［８０］ “接近平衡”［９０］

东海 ２３．３±１３．５（碳汇）［８７］ ６．９～２３．３（汇）［８０］ 约１０（碳汇）［９０］

南海
（－１３．３±１８．８）［８４］或

（－３３．６±５１．３）（碳源）［８７］
－１３．９～（－３３．６）

（碳汇）［８０］
约－１８（碳源）［９０］

中国

近海

（１０．８±２３．１）［８４，８７］（碳汇）

或－（９．５±５３）（碳源）［８７］
－６．０～（－９．３）

（碳源）［８０］

　　注：正值代表海洋吸收大气ＣＯ２（碳汇），负值代表海洋向大气释

放ＣＯ２（碳源）数。

３．２　海洋酸化

ＩＰＣＣ评估表明，１９８０年代末以来，全球海洋表层 ｐＨ

值每１０年下降０．０１７～０．０２７ｐＨ单位；并且，海洋酸化很

可能从２０世纪中叶就已出现，并影响了大约 ９５％的大

洋［９２－９３］。观测表明，中国渤海不同海域呈现不同程度酸

化的现象（证据量有限，一致性中等）［９４－９８］。北黄海不同

季节的海水文石饱和度（Ωａｒａｇ）偏低［９９］，而黄海冷水团区

域可能是中国近海最先遭受海洋酸化影响的海区之

一［１００］。东海沿岸表层海水存在一定程度的酸化趋势，在

长江口和杭州湾海域酸化较明显；东海酸化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归因分析［１０１－１０３］。南海对大气中

ＣＯ２浓度的吸收效率比较低
［１０４－１０５］，南海北部未呈现明显

的酸化现象［１０６］，但近岸海域酸化速度较明显［１０７－１０９］。总

体而言，２０００年之前的十年尺度记录未发现显著的酸化，

但百年尺度上有酸化的现象（证据量中等，一致性中

等）［１１０］；中国海洋酸化的研究还缺乏长期、连续和覆盖面

较广的观测，已有的观测仍存在许多的未知量和较大的不

确定性。

预估还显示，在 ＲＣＰ２．６和 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相对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而言，到２０８１—２１００年，全球海洋表层 ｐＨ

值将分别下降０．０３６～０．０４２和０．２８７～０．２９１，高纬度海

域更显著［９２－９３］。在ＲＣＰ２．６，４．５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到２１

世纪末，中国近海表层 ｐＨ值将分别下降 ０．０５、０．１４和

０．３２［１４－１５］，中国近海酸化将高于全球平均（证据量中等，

一致性高）。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建立系统的海洋酸化观

测体系、标准体系及评估体系，缺少长时间序列观测数据，

在海洋酸化的评估和预估方面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３．３　海洋溶解氧的变化

溶解氧（ＤＯ）指通过大气交换或经过生物、化学反应

后溶解于水体中的分子态氧。ＤＯ含量下降会引起海洋生

产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发生重大变化。海洋变暖降

低了海水中氧气的溶解度，沿岸水域富营养化增加生物的

耗氧速率是导致海水缺氧的重要原因［１１１－１１２］。

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海洋溶解氧含量下降了２％

以上，缺氧海水体积扩大了４倍［１１３］。目前已有４００多个

海域的ＤＯ含量低于２ｍｇＬ－１或６３μｍｏｌｋｇ－１的水体，被

称为“死亡区”，影响面积超过２４．５万 ｋｍ２［１１４］。人类活动

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导致缺氧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海洋 ０～１０００ｍ的 ＤＯ损失了 ０．５％ ～

３．３％。海洋低氧区（ＯＭＺｓ）的面积扩大了３％ ～８％，且

热带海域最明显［９２－９３］。

观测表明，渤海不同时期不同海域出现 ＤＯ下降或大

范围底部 ＯＭＺｓ，ＤＯ甚至低至２．３０ｍｇＬ－１，并与酸化耦

合［１１５－１１６］。自２００８年以来，黄海 ＤＯ出现下降趋势［１１７］。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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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５０年里，长江口与邻近海域低氧区面积从 １９００

ｋｍ２大到１３７００～２００００ｋｍ２，增长了近１０倍［１１８］。夏季

长江口是缺氧频发区［１１９－１２４］。此外，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珠江

口ＤＯ含量明显下降［１２５－１２６］。总体而言，长江口和珠江口

海域ＤＯ有显著的降低趋势，缺氧区面积呈逐年扩大，渤

海近年来也发生了底层缺氧的现象，且与酸化现象耦合。

中国河口和近海 ＤＯ的降低与富营养化、赤潮、养殖业产

生的生源颗粒在底层水体矿化分解以及水体层化等人类

活动相关。

预估表明，在 ＲＣＰ２．６和 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相对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而言，到２０８１—２１００年，全球表层海水 ＤＯ

分别下降３．２％ ～３．７％和１．６％ ～２．０％［９２－９３］。在 ＲＣＰ

２．６，４．５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到２１世纪末，中国近海表层

ＤＯ值下降将分别超过３．４３、５．７０和９．８５μｍｏｌＬ－１，下降

幅度高于全球平均；并且，东中国海下降幅度还要高于南

海，ＲＣＰ８．５情景下降低的幅度比 ＲＣＰ４．５情景更显著（证

据量中等，一致性高）［１４－１５］。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本文综合评估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和中国海洋的

变化、太平洋－中国近海 －印度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未

来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１）１９５８—２０１８年，全球和中国海洋的温度、盐度分

布型态变化显著，海洋升温变暖明显，且中国海洋升温高

于全球平均（高信度）；在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

（ＲＣＰ２．６，４．５，８．５）下中国近海尤其是东中国海（渤海、

黄海和东海）可能成为全球海洋升温幅度最高的海区之一

（证据量中等，一致性高）。最近几十年来，全球海洋特别

是热带海域环流明显加速；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黑潮入侵中

国海陆架增强，是东中国海升温的主要原因（高信度）。２０

世纪以来，全球海平面持续上升，１９９０年以来海平面上升

明显加速，而２００６年以来的上升加速更为显著，主要归因

于人为引起的气候变暖（高信度）。未来全球和中国海平

面很可能持续上升，并将引起当前沿海许多地区百年一遇

极值水位的重现期明显缩短（高信度）。

（２）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热带太平洋海温年际异常如厄尔

尼诺信号出现年代际变化，强度显著增强、持续时间更长；

并且，１９９０年之后，中部型厄尔尼诺趋于频发。厄尔尼诺

信号的年代际变化对中国气候的影响发生明显变化（高信

度）；未来厄尔尼诺对中国气候的影响预估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其次，印度洋海盆增暖加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东

部高温天气频发（中等信度）。１９７７年以来，中国东部及

邻近海域出现的超强台风和海洋热浪等极端事件趋频、趋

强（中等信度）。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影响使得海洋热浪的

频次、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增加（高信度），未来海洋热

浪增加的可能性也较肯定，但增幅数值大小需要进一步研

究。对中国近海地区海洋热浪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较少。

（３）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分别为 ＣＯ２的源、弱

汇、汇和源；总体而言，中国近海可能是 ＣＯ２的汇（中等信

度），每年从大气吸收ＣＯ２约１０．８ＴｇＣ。中国近海局部海

域出现酸化和溶解氧降低现象（中等信度），特别是长江口

和珠江口溶解氧含量有长期降低的趋势，但由于观测数据有

限，有关中国海域碳源汇格局及酸化的长期变化仍不清楚。

４．２　讨论

自中国政府于２０１５年９月发布《第三次气候变化国

家评估报告》以来，国内外发表了大量与气候变化和海洋

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评估报告，特别是 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

ＩＰＣＣ相继发布了《全球升温１．５℃特别报告》《气候变化

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为此，本文主要基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发表的最新学术论文和国内外权威评估报

告，重点关注全球和中国海洋的变化及其中国气候效应。

与上次国家评估报告不同的是，本文首次采用了 ＩＰＣＣ第

五次评估报告的不确定性处理方法［１２７］，评估阐释了全球

和中国海洋升温及其归因、海洋环流和海平面及极值水位

的变化，以及热带太平洋—中国近海—印度洋年际海温异

常的年代际变化及其气候效应，涵盖了极端厄尔尼诺和

ＩＯＤ事件及未来预估，并评估了强台风和海洋热浪的变

化，预估了未来中国海洋的温度、盐度、ｐＨ值和溶解氧的

变化。另外，评估还得到了中国近海为大气ＣＯ２源及汇格

局的初步结果，但由于观测资料的时间和覆盖范围有限，因

此，中国近海每年ＣＯ２的源汇评估结果的信度水平仍较低。

此外，本文评估揭示，有关中国近海盐度、环流、强台

风和海洋热浪的变化，尤其是海洋的碳源汇、酸化和溶解

氧的观测、预估和相关研究亟须加强。

致谢：本文参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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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借此机会感谢参与本章撰写或讨论的各位作者：曹龙、

陈泽生、成里京、杜凌、杜岩、刘克修、谭红建、吴仁广、张

锐、张守文、张晓爽、王东晓（按姓氏拼音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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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估［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１）：３８－４７．

［１２］宋春阳，张守文，姜华，等．ＣＭＩＰ５模式对中国海海表温度的模

拟及预估［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６，３８（１０）：１－１１．

［１３］谭红建，蔡榕硕，颜秀花．基于 ＩＰＣＣＣＭＩＰ５预估２１世纪中国

海海表温度变化［Ｊ］．应用海洋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４）：４５１－

４５８．

［１４］谭红建，蔡榕硕，颜秀花．基于ＣＭＩＰ５预估２１世纪中国近海海

洋环境变化［Ｊ］．应用海洋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７（２）：１５２－１６０．

［１５］ＴＡＮＨ，ＣＡＩＲ，ＨＵＯＹ，ｅｔ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ＭＩＰ５ｍｏｄ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３４３０１９９１３４５．

［１６］陈海花，李洪平，何林洁，等．基于 ＳＯＤＡ数据集的南海海表

面盐度分布特征与长期变化趋势分析［Ｊ］．海洋技术学报，

２０１５，３４（４）：４８－５２

［１７］苗庆生，杨锦坤，杨扬，等．东海３０ｏＮ断面冬季温盐分布及年

际变化特征分析［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４６（６）：１－７．

［１８］ＣＨＥＮＸ，ＬＩＵＺ，Ｗ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Ｊ］．

Ａｃｔａ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５１－６１．

［１９］ＷＵＬ，ＣＡＩＷ，ＺＨ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２，２（３）：１６１－１６６．

［２０］ＨＵＳ，ＳＰＲＩＮＴＡＬＬＪ，ＧＵＡＮＣ，ｅｔａｌ．Ｄｅｅ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ａｎｏｃｅａ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２０，６（６）：ｅａａｘ７７２７，１－８．

［２１］ＣＨＥＮＣ，ＷＡＮＧＧ．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Ａｓｉａ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ｃｅａｎｓ，２０１４，１１９

（９）：５７４５－５７５４．

［２２］ＸＵＥＨ，ＣＨＡＩＦ，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Ｎ，ｅｔａｌ．Ｋｕｒｏｓｈｉｏ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１０９：Ｃ０２０１７，１－１４．

［２３］ＸＵＦＨ，ＯＥＹＬ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ＬＥＴＫＦ）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ｕｚｏｎＳｔｒａ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Ｏｃｅ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６４（６）：９０５－９２３．

［２４］ＹＵＡＮＤ，ＨＳＵＥＨ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ｈｅｌ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Ｊ］．Ｄｅｅｐｓ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Ｉ，

２０１０，５７（１９－２０）：１７４５－１７６１．

［２５］蔡榕硕，齐庆华，张启龙．北太平洋西边界流的低频变化特征

［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１）：９－１４．

［２６］邢传玺，黄大吉．冬季黄海暖流西片机理数值探讨［Ｊ］．海洋学

报，２０１０，３２（６）：１－１０．

［２７］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Ｍ，ＧＬＡＶＯＶＩＣＢ，ＨＩＮＫＥＬＪ，ｅｔａｌ．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ｒｉｓｅ

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ｏｗｌｙｉｎｇｉｓｌａｎｄｓ，ｃｏａｓ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Ｒ／

ＯＬ］／／ＩＰＣＣ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１９－０９－２４［２０２０－０６－１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ｈ／ｓｒｏｃｃ／

ｈｏｍｅ／ｃｈａｐｔｅｒ／ｃｈａｐｔｅｒ４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ｒｉｓ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ｏｗｌｙ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ｓｃｏａｓ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８］蔡榕硕，谭红建．海平面加速上升对低海拔岛屿、沿海地区及社

会的影响和风险［Ｊ］．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２０，１６（２）：１６３－

１７１．

［２９］Ｗｏｒｌ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ＭＯ）．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２０１８［Ｒ］．２０１９

［３０］自然资源部．２０１９年中国海平面公报［Ｒ］．北京：自然资源部，

２０２０．

［３１］ＫＯＰＰＲＥ，ＨＯＲＴＯＮＲＭ，ＬＩＴＴＬＥＣ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２１ｓｔａｎｄ２２ｎｄ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ａ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

ｔｉｄｅｇａｕｇｅｓｉｔｅｓ［Ｊ］．Ｅａｒｔｈ’ｓｆｕｔｕｒｅ，２０１４，２（８）：３８３－４０６．

［３２］ＫＵＬＰＳＡ，ＳＴＲＡＵＳＳＢＨ．Ｎｅｗ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ｔｒｉｐｌ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ｒｉｓ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Ｊ］．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１０（１）：４８４４，１－１２．

［３３］王慧，刘秋林，李欢，等．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Ｊ］．海洋信息，

２０１８，３３（３）：１９－２５，５４．

［３４］许炜宏，蔡榕硕．海平面上升、强台风和风暴潮对厦门海域极值

水位的影响及危险性预估［Ｊ］．海洋学报．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４１９３．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

［３５］ＡＳＨＯＫＫ，ＢＥＨＥＲＡＳＫ，ＲＡＯＳＡ，ｅｔａｌ．ＥｌＮｉｎｏＭｏｄｏｋｉａｎｄ

ｉｔ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ｅ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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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１１２（１）：Ｃ１１００７，１－２７．

［３６］ＨＵＡＮＧＧ，ＨＵＫＭ，ＸＩＥＳＰ．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ｔｅ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ｄ１９７０ｓ：

ａ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ＧＣＭ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１０，２３（１９）：

５２９４－５３０４．

［３７］ＹＥＨＳＷ，ＫＵＧＪＳ，ＤＥＷＩＴＴＥ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ＥｌＮｉｏ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４６１：５１１－５７０．

［３８］ＣＡＩＷ，ＢＯＲＬＡＣＥ Ｓ，ＬＥＮＧＡＩＧＮＥ Ｍ，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ＥｌＮｉｏｅｖｅｎｔｓｄｕｅｔｏ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ｗａｒｍｉｎｇ

［Ｊ］．Ｎａｔｕ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４，４（２）：１１１－１１６．

［３９］ＫＩＭＳＴ，ＣＡＩＷ Ｊ，ＪＩＮＦＦ，ｅ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ＥｌＮｉｏ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ｗａｒｍｉｎｇ［Ｊ］．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４，４（９）：７８６－７９０．

［４０］ＣＨＥＮＺ，ＷＥＮＺ，ＷＵＲ，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

Ｎｉｎｏ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ｂｏｒｅ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４３（１－２）：４６９－

４８１．

［４１］吴萍，丁一汇，柳艳菊．厄尔尼诺事件对中国夏季水汽输送和

降水分布影响的新研究［Ｊ］．气象学报，２０１７．７５（３）：３７１－３８３．

［４２］ＹＵＡＮＹ，ＹＡＮＧ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ｌＮｉｎｏｏ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ＥＮＳＯｃｙｃ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０１２，２５（２１）：７７０２－７７２２．

［４３］汪子琪，张文君，耿新．两类 ＥＮＳＯ对中国北方冬季平均气温

和极端低温的不同影响［Ｊ］．气象学报，２０１７，７５（４）：５６４－５８０．

［４４］陶威，陈权亮．两类ＥｌＮｉｏ事件对我国西南地区冬季降水的影

响［Ｊ］．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１８，２３（６）：７４９－７５７．

［４５］ＦＥＮＧＪ，ＬＩＪ．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ｌＮｉｎｏＭｏｄｏｋ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ｖｅｒ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１，１１６（１）：Ｄ１３１０２，１－１０．

［４６］ＬＩＧ，ＸＩＥＳＰ．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ｂｉａｓｅｓｉｎＣＭＩＰ５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ｔｈｅ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ｌｄｔｏｎｇｕｅ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ＩＴＣＺ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１４，２７（４）：１７６５－１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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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１１１（ｂ）：２２３－２３３．

［１０３］ＷＥＩＱＳ，ＷＡＮＧＢＤ，ＹＵＺＧ，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ｈｙｐｏｘｉａａｎｄ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６０（２）：３６０－３８１．

［１０４］ＣＡＩＷＪ，ＤＡＩＭ．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ｐｅｎｏｃｅａ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ｆ

ＣＯ２ｆｒｏｍｓｈｅｌｆｓｅａｐｕｍｐｉｎｇ’［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０６（５７０１）：

１４７７－１４７７．

［１０５］ＣＡＩＷＪ，ＤＡＩＭ，ＷＡＮＧＹ．Ａｉｒｓｅ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

ｉｎｏｃｅａｎｍａｒｇｉｎｓ：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６，３３（１２）：Ｌ１２６０３，１－４．

［１０６］刘进文，戴民汉．呼吸作用对长江口底层水体缺氧和海洋酸

化的影响［Ｃ］／／第二届深海研究与地球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

上海：同济大学，２０１２：１６９－１７０．

［１０７］杨顶田，单秀娟，刘素敏，等．三亚湾近１０年 ｐＨ的时空变化

特征及对珊瑚礁石影响分析［Ｊ］．南方水产科学，２０１３，９（１）：

１－７．

［１０８］ＹＡＮＨ，ＹＵＫ，ＳＨＩＱ，ｅｔ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ｐＣＯ２ａｎｄｓｅａａｉｒＣＯ２ｆｌｕｘｅｓｉｎａｆｒｉｎｇｉｎｇｃｏｒａｌｒｅｅ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ｃｅａｎｓ，

２０１６，１２１（１）：９９８－１００８．

［１０９］ＤＯＮＧＸ，ＨＵＡＮＧＨ，ＺＨＥＮＧＮ，ｅｔａｌ．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ａｒｉｖｅｒｐｌｕｍ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ｏｎａｆｒｉｎｇｉｎｇｒｅｅｆ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

ｃｏａｓｔ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ｃｅａｎｓ，２０１７，１２２（９）：７５２１－７５３６．

［１１０］ＬＩＵＹ，ＰＥＮＧＺ，ＺＨＯＵＲ，ｅｔ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ＣＯ２
［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４（１）：５１４８，１－５．

［１１１］ＢＲＥＷＥＲＰＧ，ＰＥＬＴＺＥＲＥＴ．Ｄｅｐｔｈ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ｅｄ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ｏｃｅａｎ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ａｔｅｓａ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ｏｔ

ｄｅｐｔｈ［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３７５

（２１０２）：２０１６０３１９，１－１８．

［１１２］ＢＲＥＩＴＢＵＲＧＤ，ＬＥＶＩＮＬＡ，ＯＳＣＨＬＩＥＳＡ，ｅｔａｌ．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

３５９（６３７１）：ｅａａｍ７２４０，１－１１．

［１１３］ＳＣＨＭＩＤＴＫＯＳ，ＳＴＲＡＭＭＡＬ，ＶＩＳＢＥＣＫＭ．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ｎ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ｉｃｏｘｙ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ｉｖ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５４２（７６４１）：３３５－３３９．

［１１４］ＤＩＡＺ Ｒ Ｊ，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Ｒ．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ｄｅａｄｚｏｎ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２１

（５８９１）：９２６－９２９．

［１１５］张华，李艳芳，唐城，等．渤海底层低氧区的空间特征与形成

机制［Ｊ］．科学通报，２０１６，６１（１４）：１６１２－１６２０．

［１１６］江涛，徐勇，刘传霞，等．渤海中部海域低氧区的发生记录

［Ｊ］．渔业科学进站，２０１６，３７（４）：１－６．

［１１７］ＬＩＨ Ｍ，ＺＨＡＮＧ Ｃ Ｓ，ＨＡＮ Ｘ Ｒ，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ａｎｄ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１９８０－２０１２：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ｓｅａｗａｒ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１６３（ａ）：４４－５５．

［１１８］ＺＨＵＺＹ，ＺＨＡＮＧＪ，ＷＵＹ，ｅｔａｌ．Ｈｙｐｏｘｉａｏｆ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１２５（１－４）：１０８－

１１６．

［１１９］石晓勇，陆茸，张传松，等．长江口邻近海域溶解氧分布特征

及主要影响因素［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６（２）：２８７－

２９０．

［１２０］石晓勇，王修林，陆茸，等．东海赤潮高发区春季溶解氧和

ｐＨ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探讨［Ｊ］．海洋与湖沼，２００５，３６（５）：

４０４－４１２．

［１２１］ＷＡＮＧＢ，ＷＥＩＱ，ＣＨＥＮＪ，ｅｔａｌ．Ａｎｎ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ｏｆｈｙｐｏｘｉａｏｆ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７７：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ｍａｒｅｎｖｒｅｓ．２０１１．１２．００７．

［１２２］韦钦胜，王保栋，陈建芳，等．长江口外缺氧区生消过程和机制的

再认知［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５，４５（２）：１８７－２０６．

［１２３］韦钦胜，王保栋，于志刚，等．夏季长江口外缺氧频发的机制

及酸化问题初探［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７，４７（１）：１１４－

１３４．

［１２４］池连宝，宋秀贤，袁涌铨，等．夏、冬季黄东海溶解氧的分布

特征研究［Ｊ］．海洋与湖沼，２０１７，４８（６）：１３３７－１３４５．

［１２５］ＹＩＮＫ，ＬＩＮＺ，ＫＥＺ．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Ｊ］．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２４（１６）：１９３５－

１９４８．

［１２６］ＤＡＩＭ，ＧＵＯＸ，ＺＨＡＩＷ，ｅｔ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ｄｕｒｉｎｇａｗｉｎｔ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Ｊ］．

·９１·

蔡榕硕等：海洋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作用



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６，１０２（１－２）：１５９－１６９．

［１２７］ＩＰＣＣ．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ｎｏｔｅｆｏｒｌｅａｄ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ＰＣＣｆｉｆｔｈ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Ｒ／ＯＬ］．２０１０－０７

－０７［２０２０－０６－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ｈ／ｓｉｔｅ／ａｓｓｅｔｓ／

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８／ＡＲ５＿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Ｎｏｔｅ．ｐｄｆ．

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ＣＡＩＲｏｎｇｓｈｕｏ１　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ｒｏｎｇ２

（１．Ｔｈｉｒ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Ｘｉａｍ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ｏｃｅａ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ａｒｅ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ｓ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① 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９５８－２０１８，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ｃｅａｎｓａｎｄ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ｓｅ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ｖｅｗａｒｍ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１９７０ｓ，ａｎｄ

ｗ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Ｃｈｉｎａ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ｏｆＫｕｒｏｓｈｉｏｗａｒｍ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ｏ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Ｃｈｉｎａｓｈｅｌｆ．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ｓｕｃｈａｓ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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