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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深海科技基地建设的国际经验
2011年 1月 28~ 29日, / 深海基地建设国际经
验研讨会 0在上海举行, 交流了国外建设深海基地

世界上的深海科技基地具有多样性, 既有全国装备
高度集中的实例, 如 2004年后的日本, 也有多个基

的历史经验与现状, 及国内深海科技与基地建设的

地拥有装备但又各具特色的, 如当前的美国。在体

进展和前景。其中选出 5篇 文章, 作为 / 深海科技

制上既有直属政府管理的, 也有由私营单位建立和

基地建设 0专题在此发表。
当今世界的海洋开发, 正在从浅水向深海拓展,

非赢利性经营的深海基地。无论采用何种形式, 由
于深海研究的昂贵成本, 广泛采用的是相互联合、
船

而我国的海洋事业, 近年来也出现了 600年不遇的

只与设备公用、
数据共享的运行模式。

发展期。因此, 增强我国深海科技实力, 设立国家深
海科学大工程, 已经是学术界共同的呼声, 深海基地

在讨论中注意到, 近年来我国对深海研究的关
注和投入迅速增加, 但是至今缺乏科学技术相结合

建设也就成为热门话题。

的基地、
缺乏公用的调查船队和试验平台、
缺乏数据

与此同时, 我国的科技事业正在经历着自己的

资料的共享体制, 这些不足已经严重阻碍着深海科

转型期。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国 内外形势的变
化, 原来常用的科技组织模式正在经受挑战。对于

学和工程的发展。为此会议认为: 根据我国现状、
参
考国际经验, 尽早建设深海科技基地, 已经成为刻不

发展深海科技来说, 这种挑战更有实际意义: 既然我

容缓的当务之 急。对于深海 基地的性质和 建设途

国深海研究的原有基础如此薄弱, 何不将建设和转
型结合起来, 按照新的 模式发展我国 的深海科技?

径, 会议提出几点建议:
( 1) 技术发展应当为需求服务。深海基地技术

由此产生的一项任务是要对国际经验作调查研究。

装备的设置和发展, 必须针对国家需求和科学目标,

不仅要知道发达国家的深海科技基地是什么样的,

而不是发展了技术再找用途。具体说, 基地建设规

还要知道他们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为此, 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
国家自然

划必须将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一起制定; 进一步说,
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也必须反映在资助系统、重大项

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上海海洋科技研究中

目和人才培养之中。

心 ( 筹 ) 和同济大 学海洋地 质国家重 点实验 室, 于
2011年 1月 28~ 29日在上海共同召开了 / 深海基

( 2) 基地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深海科技发
展的前景, 最终取决于人才。世界上成功的深海基

地建设国际经验研讨会 0。来自 12个城市 21 个单

地, 无一例外也都是人才培养的高地。因此必须把

位的 39位科学管理工作者和院士、专家共聚一堂,

人才培养作为深海基地的重要任务, 从一开始就有

交流信息、
交换 观点, 其中 5位专家 应邀专程从美
国、
日本和加拿大前来参加会议。

意识地将基地建设和人才建设结合起来进行。
( 3) 建设不同类型的深海基地。国外的深海基

会上听取了 13个报告, 其中 7个介绍国外建设

地具有多样性, 反映了不同的科学需求、
地理特色和

深海基地的历史经验与现状, 6个介绍国内当前深

原有基础。深海装备价值昂贵, 需要相对集中; 同时

海科技与基地建设的进展和前景。会议的发起单位
还在事先准备了 / 国际深海科技基地建设 实例 0一

我国海域辽阔、
差异显著, 需要建设不同类型的深海
基地, 各自发挥优势、形成特色, 从不同角度为整体

册, 汇总了美国等有关基地材料, 提供会议参考。国

的国家目标服务。但是切忌急躁冒进、盲目建设, 更

外的经验表明, 深海基地建设的基本要求在于科学
和技术的结合, 由于深海研究的风险高、
难度大, 对

不能闭门造车、
一拥而上。
( 4) 实行开放机制和协调发展。鉴于深海研究

于技术质量和海上试验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同时,

多学科和高成本的特点, 为提高效率计普遍采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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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式。而我国现行机制严重落后, 必须尽早扭转,

/ 一所独特而令人深 省的海洋研究机构 0介绍

加速推行协调和开放机制, 提倡多单位的研究联合
体, 组织跨部门的联合项目和联合航次, 实施设备和

了美国的蒙 特利 湾水 族馆 海洋研 究所 ( M BAR I)。
这个依靠私人捐款 ( 私人基金会 ) 投资、以深海科学

数据的开放共享机制。基地建设本身, 就应当在肯

技术为对象的研究所, 完全按照建立者特定的模式

定各部门、
各地方积极性的同时, 加强全国范围内的

建立, 避免了公营单位的弱点, 一切以创新为目标,

相互协调, 错位发展, 减少重复。
( 5) 推行基地运行的多种机制。国外的深海基

经过 20多年来的迅速发展, 一跃进入了国际学术界
的最前沿, 并且为世界各国的同行提供服务, 如我国

地运行机制多样, 既有由 政府直接投资、直接管理

的第一套深海海底观测装置, 现在也正在该所的观

的, 也有政府通过合同外包、
交由企事业 ( 包括非公

测网上进行海试。

营 ) 单位管理的, 还有私人基金会出资进行非盈利
运行的。我国目前只有依赖政府机构直接投资和管

/ 加拿大 -海王星 . 海底观测网 0介绍了世界上
第一个深海 海底大型联网 观测站 ) ) ) / NEPTUNE-

理的单一模式, 后两种形式国外行之有效, 但在我国

C anada0。值得学习的不只是它组网结构与学术目

缺乏经验, 应当通过试验积极推广。
两天的会议使我们相信, 我国向深海进军的科

标的先进性, 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国际合作与开放性。
在建设过程中, 它汇集了欧、美、日科技界的智慧和

学春天已经来临, 只要主管部门和科技把握时机、
瞄

努力; 在产出的成果上, 又体现了向全世界开放的新

准需求、
放眼全球、博采众长, 必将能以非常规的发

型合作概念, 因为 NEPTUNE-Canada的观测数据, 是

展速度, 在不远的将来进入国际前沿。
为了将会议取得的认识与主管层和学术界共同

在网上向全球开放的。
2010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向正在升温的深

分享, 特地从会议的报告和交流材料中选出 5篇, 组

海开发热潮灌了一份清醒剂: 人类要学会和深海相

成专题在这里发表。其中第一篇 / 海洋科学和技术
协同发展的回顾 0, 试图用 19世纪中叶以来学科发

处, 必须未雨绸缪、格外谨慎。 / 海底节点长期地震
观测 0一文, 介绍了用地震手段对 于海底石油开发

展的历史, 来说明海洋科学是如何与海洋技术协同

作长期观测的新思路、
新方法, 有望对海底油田的开

发展的。新的技术开创了新的科学时代, 新的科学

发过程进行全程监测, 从而降低海底事故的发生率。

问题又引导出技术上的创新。发人深思的是我国的
海洋、尤其是深海研究, 应当如何在科学和技术的结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已经提出利用海底进行二
氧化碳的地质封存, 更加需要这种新方法对海底进

合上向前发展。

行长期监测。

/ 美国的两大海洋观测系统 0一文介绍了美国 2
个不同的海洋观测系统: OO I是政府部门业务化管

深海科技基地的建设, 是我国科技界面临的重
要而又不熟悉的课题。以上 5篇文章, 从历史、
管理

理的海洋观测网, IOOS是基金委支持的科研系统海

和技术等不同角度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动向。 / 他山

底观测网, 两者相关而不相同。如果再加上海军使

之石, 可以攻 玉 0, 相信通过介绍的几个个例, 能够

用的声学检测网, 就不难注意到深海科学工程的多
样性。海洋的设备公用和数据共享不应当被误解为

使我们管窥全豹, 从中受益。

独家经营, 重要的是针对不同部门的需求、
发挥不同
系统的积极性。

(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