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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关于郭香会副教授参与申报 2019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的信息公示 

 

 

各有关单位： 

   我单位作为第三完成单位，郭香会副教授作为第四完成人参与“陆源入海碳通

量动态监测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成果拟由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提名 2019

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及

《2019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手册》等相关要求，对上述成果基本

情况（详见附件）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6

日。 

 各直属部门或个人对上述成果的有关意见，可在 2019 年 12 月 17 日前以实

名和书面形式反映，并提供必要证明材料。反映情况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真实，

便于调查核实。 

 特此公示。 

 

 

 

联系人：苏欣            电话：13799255795 

电子邮箱：suxin@xmu.edu.cn 

附件：公示材料 

 

 

 

                                                

              厦门大学科技处 

                                        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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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关于 

“陆源入海碳通量动态监测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 

提名 2019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的公示 

一、 成果名称 

陆源入海碳通量动态监测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 

二、 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提名意见：该研究面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

针对海陆统筹发展急需解决的陆源入海碳通量科学评估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

并取得了创新成果。由 9 家产-学-研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历经五年多研发，通

过卫星遥感、现场观测、数值模拟、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攻克了高

动态河流入海及近海碳通量动态评估的国际难题。发展了多学科、多界面碳通量

现场观测与评估技术，研发了河口区低盐水无机碳水样采集与保存技术，研制并

在长江口和东海布放了两套 CO2 观测浮标，构建了走航-浮标-岸基站三位一体的

碳通量现场观测体系。创新研发了近海关键界面碳通量遥感反演方法体系，突破

了常规遥感观测通常只能获取海表信息的限制，发展了河口及近海复杂水体的高

时空分辨率遥感监测技术，并结合三维数值模式，建立了河流入海、陆架-大洋

界面、海-气界面、海洋上-下层界面等近海关键界面碳通量的遥感估算模型。构

建并创新发布了特色卫星数据集快速获取、在线科学计算和三维球体表达一体化

的陆源入海碳通量遥感动态监测系统 SatCO2， 2016 年起已经在 20 多个国家得

到推广应用，并在国内业务中心部署应用近 2 年，产生了显著的国际影响和社会

效益。拟推荐 2019 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三、 成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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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已严重威胁人类生活和经济发展。

我国作为目前碳排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厘清不同生态系统的碳源汇格

局及系统间的碳通量，探明碳增汇潜力，以协调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河流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关键通道，陆地系统吸收的人为二氧化碳约 30~40%通

过河流输入近海。但由于河口和近海的碳循环过程异常复杂，时空动态变化大，定

量评估存在极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基于卫星遥感的实时、

大范围、长期稳定的陆源入海碳通量立体观测系统和评估体系，为海陆统筹发展、

蓝色经济、近海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提供科学及数据支撑。 

针对高动态河流入海及近海碳通量评估的国际难题，项目组历经五年多研发，

通过卫星遥感、现场观测、数值模式、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构建了

近海关键界面碳通量立体观测和评估技术体系。成果主要创新包括： 

（1）发展了多学科、多界面碳通量现场观测与评估技术。研发了河口区低

盐水无机碳水样的采集与保存技术，研制并在长江口和东海中部布放了两套 CO2

观测浮标，形成了走航观测、浮标定点观测、舟山碳汇岸基站三位一体的碳通量

现场观测体系。 

（2）创新研发了近海关键界面碳通量遥感反演方法体系。发展了河口及近

海高时空分辨率遥感监测技术，并结合三维数值模式，建立了河流入海、陆架-

大洋、海-气、海洋上-下层等关键界面碳通量及上层海洋有机碳储量遥感估算模

型，形成了近海碳通量遥感方法体系，突破了常规遥感仅能获取表层信息的限制，

推进了卫星遥感在海洋碳循环领域的应用。 

（3）构建并创新发布了特色卫星数据集快速获取、在线科学计算和三维球

体表达一体化的陆源入海碳通量遥感动态监测及信息服务系统（SatCO2）。发展

了极轨、静止轨道多源卫星资料自动获取、处理和海洋碳参数信息提取技术，研

发了大规模时空数据多态存储模型及数据调度引擎，实现了多源异构、海量大数

据管理及在线分析，并提供了专业版、业务版和网络版三种针对不同用户类型的

服务。 

成果共发表论文 67 篇（SCI/EI 45 篇），获专利 12 项、软件著作权 8 项，颁

布行业标准 1 部，立项行业标准 3 项。培养了一支跨学科的科技人才，2015 年

至今，主要成员入选了国家杰青、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青年科技奖、浙

江杰青、浙江首批万人计划领军人才。SatCO2 专业版自 2016 年起开展国内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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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已在 20 多个国家得到推广应用；2017 年起 SatCO2 业务版已在国内业务中

心部署应用，产生了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和社会效益。 

四、 第三方评价 

（一）验收意见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基于遥感与现场比对的陆源碳入海动态监测关键

技术及应用示范研究”项目验收专家组认为： 

(1) 项目开展了航次-浮标-定点站现场观测，卫星遥感、数值模拟相结合的陆源

入海碳通量评估技术的研究。研制了基于卫星遥感的陆源入海碳通量与扩散

动态监测示范系统（简称 SatCO2）。项目解决了近海复杂水体碳参数卫星遥

感反演，陆源入海碳通量长时间序列遥感监测，遥感和数模相结合陆源入海

碳扩散评估，陆源入海碳通量时空信息服务系统构建等技术难点。SatCO2 系

统已在国内业务中心应用近 2 年，并完成了 10 次国内外培训推广。 

(2) 项目在长江口和东海中部陆架布放了两套二氧化碳观测浮标，完成了 4 个长

江口航次及 2 个（干湿两季）东海陆架航次，以及大通水文站连续 39 次的逐

月观测，建立了基于实测数据的长江入海碳通量估算方法；建立了长江-东海

系统遥感与数值模式相结合的碳通量估算方法；构建了一套集多源卫星资料

自动化获取、处理和信息提取的陆源入海碳通量遥感动态监测系统，实现了

8 类海洋碳相关参数月平均遥感产品的制作，以及长江入海碳通量的定量估

算；研发了陆源入海碳通量信息服务系统 SatCO2，提供了专业版、业务版和

网络版三种针对不同类型用户的服务。 

(3) 项目发表论文 67 篇，其中 SCI/EI 论文 45 篇；申请专利 18 项，获发明专利

授权 12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 11 项，已获软件著作权 8 项；培养毕业博士 12

名、硕士 22 名。 

（二）系统第三方测评 

(1) 第三方软件测试报告《海洋碳循环遥感监测与分析系统软件测试报告》（第

三方测试单位：浙江中海达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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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主要结论：系统采用先进的 C/S（客户端/服务器）架构，后台端支

持海洋遥感数据在线分析，系统结构清晰明确，可满足用户处理分析海洋遥

感数据的要求。系统功能全面，基本涵盖了海洋遥感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全部

功能流程；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便、可靠性高，对用户输入不符合要求的

数据，给出了简洁、准确的提示信息，必要时给予帮助；系统易于维护、兼

容性好，能满足用户最低配置要求下正常使用。 

(2) 第三方软件测评报告《海洋碳循环遥感监测与分析系统软件测试报告》（浙

江省电子信息产业检验所） 

测试主要结论：系统软件提供了用户文档，文档对产品信息、产品功能

等进行描述，内容表达正确、一致，易于理解；系统软件可正确实现用户文

档中陈述的数据加载、图像显示、数据分析、业务算法、通量评估对比分析

的功能；系统软件的响应和处理时间及资源消耗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系统软

件操作界面简洁易懂，各种信息易于理解，具有严重后果的功能执行前有明

显警告并要求确认。 

(3) 第三方软件测评报告《陆源入海碳通量遥感动态监测系统系统软件测试报告》

（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检验所） 

测试主要结论：系统软件提供了用户文档，文档对产品信息、产品功能

等进行描述，内容表达正确、一致，易于理解；系统软件可正确实现用户文

档中陈述的 NOAA 卫星资料自动接收、NOAA 卫星数据自动处理、MODIS

卫星资料自动接收、MODIS 卫星数据自动处理、碳遥感产品制作等功能；系

统软件的响应和处理时间及资源消耗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系统软件操作界面

简洁易懂，各种信息易于理解，具有严重后果的功能执行前有明显警告并要

求确认。 

（三）国外用户评价 

（1）美国海洋气象局 NOAA 海洋酸化计划副主任 Dr. Dwight Gledhill 参加了项

目组于 2016 年 12 月 12-16 日举行的“Marine Carbon from Space Joint Science 

Training workshop (SatCO2-I)”国际研讨会和培训班，认为 SatCO2 软件可为科学

用户提供一个发展区域碳生物地球化学参数遥感产品的一个极好的媒介，并提出

希望 SatCO2 研讨会和培训班能够在美国等地方召开，服务更多的专家和用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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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 was particularly encouraged by the potential offered by the SatCO2 software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by SOED research which, when fully realized, will provide 

a significant catalyst to the science community engaged in developing regional carbon 

biogeochemical products.”，“It is my hope that a similar workshops could be 

advanced elsewhere inclusive of the US so as to entrain as many knowledgeable 

experts and potential users as possible”）。 

（2）2018 年 12 月 12-26 日 Sat-Argo 和第二届 SatCO2-II 研讨会和培训班后，学

员回国后，自发将 SatCO2 软件在其同事和课程授课中推广。收到的反馈信举例

如下： 

1）巴西塞阿拉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Ceara，UFCE）的 Bruno Goncalves 

Pereira 讲师，在 UFCE 大学利用 SatCO2 软件进行授课，该软件已经成为 UFCE

海洋科学研究所计算机实验室装备的工具（“All the students were successful in 

using the SatCO2 program and many highlighted the incredible accessibility of the 

SatCO2 software and its intuitive character. We have no problems installing or using 

the SatCO2 software and now we have this tool in the computer lab of the Sea 

Science Institute of the Federal University of Ceara”）。 

2）胡志明市理工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Ho Chi Minh City）Tuyen PHAN THI 

HA 讲师，将 SatCO2 软件在他的遥感课程中进行授课（“I used SatCO2 in remote 

sensing class on last semester, my students really like it”）。 

3）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Buenos Aires University）Edgardo Monteros 教

授，在学校 GIS 实验室安装 SatCO2 软件，并进行授课。（“During the following 

weeks I will teach several issues relate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use SatCO2 platform 

combined with GIS software. In December I have to be part of crew in an 

oceanographic campaign. My idea is try to introduce this software, in our free time”）。 

4）泰国东方大学（Burapha University）Tawatchai NA-U-DOM 讲师主动将 SatCO2

的用户手册翻译为泰文，在学校推广（“SatCO2 software is very useful and I 

translated some part of the SatCO2 manual (The program installation and its basin 

function) to THAI version for my colleagues”）。 

5）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 Dr. Mohammad Muslem Uddin 副教授，于 2019 年 11 月

23日在学校专场举办了SatCO2培训班，获得了学员极大好评，并计划再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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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广应用情况 

1、2015 年 10 月 22 日，原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司发布的本成果《基于走航监测

的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评估技术规程》，已经在2016~2018年的国家海洋局“中

国近海海-气 CO2 交换通量监测体系”的业务化监测中使用，相关成果发表于

2016~2018 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海气二氧化碳源汇状况”章节中。 

2、2017 年 9 月，SatCO2 业务版系统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安装运行，在业务

化工作中 SatCO2 系统可以便捷的在线获取海洋水温、盐度、海水 CO2 分压

(pCO2)、大气 pCO2 等遥感数据、模式数据以及部分实测数据，可以进行海-气界

面 CO2 交换通量的评估，还可以实现遥感数据及实测数据的比对分析，功能较

全面，使用便捷，可以弥补海-气 CO2 交换通量监测数据在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对于评估我国管辖海域海-气界面 CO2 交换通量、分析海洋环境主要调控因子对

海洋 CO2 的源汇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为海-气 CO2 交换通量评估业务

体系包括监测方案的优化、数据的质控、分析统计等起到了积极的辅助支撑作用。 

3、2017 年 9 月，SatCO2 业务版系统在东海环境监测中心安装运行，在业务化

工作中，SatCO2 平台可用于海量多源遥感、实测及模式数据的快速在线获取、

高效计算和三维球体可视化分析；用户可使用 SatCO2 对本地多源遥感和实测数

据进行综合交互分析；可为海区海洋业务化工作长时间序列变化分析，赤潮监测

等海域评价、长江入海口通量估算和专题图制作等多种功能，为海区监测和评价

等业务化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本成果构建的 CO2 浮标，为国内唯一长期运行的 CO2 浮标，目前已纳入国际

GOA-ON 国际观测网（Global Ocean Acidification Observing Network），影响力

日渐增大。在 2019 年 4 月在杭州召开的 “全球海洋酸化观测网第四届国际研讨

会（4th GOA-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上，大会联合主席 Jan Newton 教授对

这两个浮标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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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发了河口上游无机碳水样保存技术，论证了一种可靠的水样保存规范（刘

鹏飞和翟惟东, 2016, 环境化学），项目组以外的陈建芳研究团队将其应用于 2016

年 9 月以来的大通水文站逐月采样。 

6、基于近海无机碳及碳酸盐体系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酸化对近海的影响，提出

了《关注季节性海洋酸化对渤黄海海洋牧场建设的影响》的政策建议，2018 年

获得山东省科协优秀科技工作者建议二等奖。 

7、海洋关键界面碳通量监测方法体系以及 SatCO2 系统从 2016 年起，已经过 10

多次培训（7 次为国际培训），已经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推广应用。 

1) 2016 年 SatCO2-I 国际研讨会与培训班。2016 年 12 月 12-16 日杭州举行第一

届海洋碳循环遥感多学科研讨会与培训班，吸引了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名科研人员参加。研讨会上首次推出了第一版 SatCO2 公共测试版。 

2) 2017 年 SatCO2-II 国内研讨会与培训班。2017 年 12 月 1-5 日杭州举行第二

届海洋碳循环遥感多学科研讨会与培训班，吸引了国内 33 个单位 130 余名

科研人员参加。推出了第二版 SatCO2 公共测试版。 

3) 2018 年 SatCO2-III 国际研讨会与培训班。2018 年 11 月 23~25 日杭州举办第

三届海洋碳循环遥感多学科研讨会，共吸引了国内外 61 个单位的 170 余名

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研讨会前，“海洋遥感在线分析平台 SatCO2”（简称

“SatCO2”）正式对外发布，与会人员成为了新版 SatCO2 的体验者。 

4) 2018 年 11 月 15-16 日，欧洲空间局与中国科技部合作项目“龙计划”在深圳

大学海岸带地理环境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举办了为期六天

的 2018 年海洋遥感高级培训班。本成果进行“Marine Inorganic Carbon from 

Space”专题授课，并培训了 SatCO2 软件的应用。 

5) 2018 年 11 月 12-26 日，在杭州举行为期 15 天科技部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

项目“海洋生态遥感及剖面浮标监测技术高级培训班”，吸引了来自 13 个国

家的 22 名外国学员参加。其中遥感相关技术，以 SatCO2 为主体开展培训。 

6) 2019 年 4 月 8-12 日第 4 届国际海洋水色科学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会议超

过 300 人。会议期间共安排了 3 场培训班，SatCO2 培训班与 ESA 组织的“哨

兵-3”数据应用培训班，以及 NASA 组织的“SeaDAS 培训班”并列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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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9 年 4 月 14-17 日第 4 届全球海洋酸化观测网国际研讨会共吸引了 60 多

个国家的 25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SatCO2 培训班作为 GOA-ON 会议两场特

别活动之一开展海洋碳循环遥感研究讲座及 SatCO2 软件培训。 

8) 2019 年 10 月 24-31 日，国际海洋水色协调工作组(IOCCG)、欧洲哥白尼

计划和欧洲气象卫星应用组织(EUMETSAT)等在杭州联合举办海洋水色遥

感高级培训班。其中特别使用海洋卫星数据在线分析平台(SatCO2)进行环境

监测和科学研究，包括水质和赤潮监测、海洋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研究等。 

六、 项目社会效益 

(1) 基于遥感的海洋碳通量监测评估系统 SatCO2 可为海洋环境监测和管理，以

及科学研究提供稳定的平台 

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作为各级政府监督管理海洋环境、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手段，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决策支持，为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科学依据。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的主要功能是海洋环境污染监测和

海洋生态健康监测，该业务体系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评估海洋各个界面层碳通

量等功能，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通过项目的实施，研究面向陆源入海碳通量监测的海洋时空大数据存储模型，

实现大规模海洋信息的高可扩展存储和高效率检索；开发了基于遥感的陆源入海

碳通量监测系统的关键技术，包括实测数据分析模块、遥感监测模块、多源资料

碳通量互评估模块等；研制了云计算支持下面向不同用户多层次的信息发布和定

量化分析应用服务平台，建立了遥感观测、走航连续观测、浮标观测等多种手段

相结合的陆源碳通量立体化观测信息服务体系，并进行示范应用，促进了示范海

区碳通量立体化监测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2）我国海洋碳循环遥感研究逐步形成国际引领 

海洋碳循环和酸化是目前国际关注的热点，迫切需要从新的视角开展创新性

研究，学科交叉将是其可能突破所在。项目以长时序定量遥感科学与应用为切入

点，联合多学科专家开展交流和合作平台，不断丰富了海洋碳循环遥感研究的科

学内涵，逐渐形成国际领先的海洋碳循环遥感研究体系。突破了近海碳通量遥感

关键技术，将传统简单海表物质浓度遥感反演，创新推进到具有生物地球化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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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多学科综合的遥感算法模型；发展了海-气界面 CO2 通量、河流入海有机碳

通量、陆架-大洋界面有机碳通量、颗粒有机碳垂直输出通量、上层海洋有机碳

储量等一系列遥感估算模型，形成了相对全面的近海复杂水体碳通量遥感反演方

法技术体系，在 JGR、RSE 等海洋学和遥感学顶级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由

本成果发起的2016-2018年连续三届的Carbon from Space (SatCO2)系列研讨会和

培训班，正逐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系列会议。 

（3）推动了海洋遥感数据国际共享，并在“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中具有重大

意义。 

除了业务化应用的业务版 SatCO2 以外，为了扩大影响力及服务于更广大的

科研人员，研发的专业版 SatCO2 为一款面向多学科科研人员(尤其是非遥感专业

人员)开发的多源数据处理和海洋碳通量分析软件。目前所有的遥感数据处理平

台都无法实现遥感数据和实测数据的在线分析，而且就遥感数据应用来说，通常

涉及数据获取、处理分析和可视化表达等流程，目前国际上现有的遥感分析软件

和平台在这三方面是割裂的，限制了其应用效能。相对于常规的二维(如 ENVI）

或者三维遥感影像显示软件(如 Google earth)，SatCO2 可在三维地球体上同时实

现多种遥感产品、实测结果和模式数据的可视化和科学计算。 

由于 SatCO2 软件的小型化、免费、网络在线分析、可视化的特性，非常容

易在非遥感专业的用户群体，尤其是业务化部门和国际推广。国际上也尚未见有

同类的满足长时间序列海洋遥感数据与实测等多源数据在线交互可视化分析的

免费平台。SatCO2 在国际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推广和培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

2016 年起，通过近 10 次国际和国内培训，已经在 20 多个国家得到推广应用。

巴西、阿根廷、越南、泰国和孟加拉国的教授和讲师已经在本国的课程中讲授和

推广 SatCO2，产生了显著的国际影响和社会效益。 

总的来说，通过联合国内相关技术优势单位，我们历经多年的不断努力，逐

渐使 SatCO2 成为一个面向海洋遥感前沿成果、专题数据集、数据共享、信息可

视化分析、软件系统业务化应用、数据共享、培训班和学科交叉研讨平台等丰富

内涵的品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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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

号 

知识

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

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 权 日

期 
权利人 

发明人 

（培育人） 

1. 发明

专利 

一种水色遥感

星地匹配数据

的选取方法 

中国 ZL2013103

23807.4 

2015.6.1

7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丘仲锋，张彪，

何宜军 

2. 发明

专利 

12 路异步串口

数据通用型集

中采集装置 

中国 ZL2012103

59590.8 

2015.2.1

8 

厦门大学 陈进顺，戴民汉，

戴君伟，奚芳芳，

谢杰镇 

3. 发明

专利 

海区无线碳汇

量监测浮标 

中国 ZL2013106

24165.1 

2016.5.1

8 

浙江海洋大学 赵淑江，徐焕志，

王勤学 

4. 实用

新型

专利 

水下声学探测

设备固定装置 

中国 ZL2016208

87623.X 

2017.4.5 浙 江 海 洋 大

学   

祝捍皓，郑红，

林建民，汤云峰，

孔令民，郑广学 

5. 发明

专利 

颗粒物后向散

射系数偏振敏

感性测量装置 

中国 ZL2016104

21710.0 

2018.11.

9 

国家海洋局第

二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

安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刘佳，何贤强，

柳稼航，白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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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序

号 作 者 论文专著名称/刊物 
年卷期 

页码 

发表 

时间 

（年、月）

1. Qian Liu, Xianghui Guo, 

Zhiqiang Yin, Kuanbo 

Zhou, Elliott Gareth 

Roberts, Minhan Dai 

Carbon fluxes in the China Seas: An 

overview and perspective.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61(11), 

1564-1582 
2018. 11 

2. 

Weidong Zhai, Xiuli Yan, 

Di Qi 

Biogeochemical generation of 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 and nitrogen in the North 

Branch of inner Changjiang Estuary in a dry 

season. 

197:  

136–149 
2017.10 

3. 

Weidong Zhai, Jianfang 

Chen, Haiyan Jin,Hongliang 

Li,Jinwen Liu,Xianqiang 

He,Yan Bai 

Spring carbonate chemistry dynamics of 

surface waters in the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Water mixing, biological uptake of CO2, 

and chemical buffering capacity. 

/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119(9): 

5638–565

3 

2014.8 

4. 
Yan Bai, Wei-Jun Cai, 

Xianqiang He, Weidong 

Zhai, Delu Pan, Minhan 

Dai, Peisong Yu 

A mechanistic semi-analytical method for 

remotely sensing sea surface pCO2 in 

river-dominated coastal oceans: A case study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120 (3), 

2331-2349 
2015.3 

5. Qianfang Cui, Xianqiang 

He, Qiong Liu, Yan Bai, 

Chen-Tung Arthur Chen, 

Estimation of lateral DOC transport in 

marginal sea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123 (8), 

5525-5542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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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主要完成人员情况 

排

名 
姓名 性

别 
技术职称 现从事专

业 
工作单位 二级单位 完成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何贤强 男 研究员 海洋遥感 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

卫星海洋

环境动力

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完成项目设计和全面实施。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

贡献为突破了基于静止水色卫星的近海水体环境高时间分辨率卫星

遥感技术，为陆源入海碳通量估算提供了逐小时的卫星遥感监测产

品。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负责完成 SatCO2 平台设计。

参与发明专利（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偏振敏感性测量装置），列第 2
位。完成代表性论文 5（Estimation of lateral DOC transport in marginal 
sea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列第 2 位。 

2 白雁 女 研究员 海洋遥感 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

卫星海洋

环境动力

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建立了河流入海、陆架-大洋界面、

海-气界面、海洋上-下层界面的碳通量及上层海洋有机碳储量等遥感

估算模型，构建了近海碳通量遥感方法体系。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

主要贡献为负责完成 SatCO2 平台的 10 次国内外培训和推广应用。完

成代表性论文 4（A mechanistic semi-analytical method for remotely 
sensing sea surface pCO2 in river-dominated coastal oceans: A case study 
from the East China Sea），列第 1 位。参与发明专利（颗粒物后向散射

系数偏振敏感性测量装置），列第 4 位。 
3 张丰 女 副教授 GIS 与遥

感 
浙江大学 地球科学

学院 
浙江大学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构建了大规模时空数据多态存储模

型及数据调度引擎，实现了多源异构、海量大数据管理及在线分析；

负责研发了 SatCO2 平台的软件系统，共同负责完成 SatCO2 平台的

10 次国内外培训和推广应用。 
4 郭香会 女 副教授 海洋化学 厦门大学 近海海洋

环境科学

国家重点

实验室 

厦门大学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牵头研发了海洋二氧化碳浮标观测

技术，在长江口和东海中部陆架布放了两套二氧化碳观测浮标；构建

了目前东海最完整的 CO2 源汇实测数据集，获得了长江口高频过程碳

通量变化机制及陆源碳通量对近海碳源汇格局影响的认知。完成代表

性论文 1 （ Carbon fluxes in the China Seas: An overview and 
perspective），列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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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翟惟东 男 教授 海洋化学 山东大学 海洋研究

院 
国家海洋

环境监测

中心、山

东大学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发展并验证了河口区低盐水无机碳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技术；建立了基于现场观测的陆源入海无机碳通量

评估技术，并评估了陆源无机碳对渤、黄、东海陆架碳汇潜力及酸化

对近海的影响。完成代表性论文 2 和 3（Spring carbonate chemistry 
dynamics of surface waters in the northern East China Sea: Water mixing, 
biological uptake of CO2, and chemical buffering capacity 和
Biogeochemical generation of 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 and nitrogen in 
the North Branch of inner Changjiang Estuary in a dry season），均列第 1
位。  

6 何宜军 男 教授 物理海洋 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

海洋科学

学院 
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牵头构建了了长江-东海系统三重嵌

套网格的海洋动力-生态耦合数值模式，实现了溶解无机碳、溶解有机

碳、颗粒有机碳等的三维模拟，为构建了近海碳通量遥感评估方法体

系提供了数值模拟数据集。参与发明专利（一种水色遥感星地匹配数

据的选取方法），列第 3 位。 
7 龚芳 女 高工 海洋遥感 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

卫星海洋

环境动力

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负责完成连续 21 年（1998~2018 年）

月平均遥感监测产品集生产，参与完成陆源入海碳通量遥感动态监测

系统构建，以及 SatCO2 平台的 10 次国内外培训和推广应用。 

8 秦榜辉 男 高级工程

师 
海洋监测 国家海洋

局东海环

境监测中

心 

/ 国家海洋

局东海环

境监测中

心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在常规业务化断面监测任务中增加

碳通量监测新技术，牵头完成多个航次碳通量监测；在主要科技创新

点三，负责完成了 SatCO2 系统在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的业

务化示范应用，于 2017 年 9 月完成 SatCO2 业务版系统在国家海洋局

东海环境监测中心的部署和示范运行。 
9 刘东 男 助理研究

员 
环境遥感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

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流域地

理学重点

实验室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

研究所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参加完成了大通水文站连续 39 次

的光学-碳化学逐月观测，参加建立了河流入海有机碳通量遥感估算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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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乾坤 男 高工 软件工程 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

卫星海洋

环境动力

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负责完成陆源入海碳通量遥感动态

监测系统构建，参与 21 年（1998-2018 年）月平均遥感监测产品集生

产，参与 SatCO2 平台的 10 次国内外培训和推广应用。 

11 赵化德 男 副研究员 海洋化学 国家海洋

环境监测

中心 

海洋化学

室 
国家海洋

环境监测

中心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负责完成了 SatCO2 系统在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的业务化示范应用，于 2017 年 9 月完成 SatCO2 业务

版系统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部署和业务化示范运行。 
12 赵淑江 男 教授 海洋生物 浙江海洋

大学 
海洋科学

与技术学

院 

浙江海洋

大学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在舟山海洋碳汇联合监测站建立了

岸基-海面-海底三位一体生态环境监测平台，并进行 24 个月的定点连

续观测。完成发明专利（海区无线碳汇量监测浮标），列第 1 位。 

13 郑红 男 教授 海洋声学 浙江海洋

大学 
国家海洋

设施养殖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浙江海洋

大学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研发了一套声层析流量观测系统，

可实现河流断面流量得无人值守、连续 24 小时实时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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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基于遥感与现场比对的陆源碳入海动态监测关键

技术及应用示范研究”项目由参与单位科研人员共同完成。成果第一完成人何贤

强为该项目负责人，其余成果完成人均为本项目的课题组长或核心骨干。成果完

成人的合作情况如下： 

（1） 何贤强、白雁、龚芳、朱乾坤、郑红为项目第一课题“多源卫星资料陆源

入海碳通量遥感监测技术”负责人和核心成员（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

所负责、浙江海洋大学），共同研发了近海关键界面碳通量遥感模型，研

发了一套声层析流量观测系统，构建了陆源入海碳通量遥感动态监测系统，

研发了 SatCO2 平台并进行了国内外推广应用。 

（2） 秦榜辉、赵淑江分别为项目第二课题“陆源入海碳通量现场观测技术”负责

人和核心骨干（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浙江海洋大学），与总项

目合作完成 SatCO2 系统业务化版需求分析、SatCO2 系统在国家海洋局东

海环境监测中心的部署与业务化示范应用，以及在舟山海洋碳汇联合监测

站建立了岸基-海面-海底三位一体生态环境监测平台。 

（3） 郭香会为项目第三课题“卫星遥感与现场观测相互评价技术”核心骨干（厦

门大学负责），与总项目合作研发了海洋二氧化碳浮标观测技术，在长江

口和东海中部陆架布放了两套二氧化碳观测浮标，参加总项目组织的 4 个

长江口航次及 2 个东海陆架航次，构建了 CO2源汇实测数据集，获得了长

江口高频过程碳通量变化机制及陆源碳通量对近海碳源汇格局影响的认

知。 

（4） 翟惟东、赵化德分别为项目第四课题“陆源入海碳通量卫星遥感长时间序

列监测与评估”负责人和核心骨干（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山东大学），

与总项目合作建立了基于现场观测的陆源入海无机碳碳通量评估技术，并

评估了陆源无机碳对渤、黄、东海陆架碳汇潜力及酸化对近海的影响；参

加总项目组织的 2 个东海陆架航次，以及大通水文站连续 16 次的逐月观

测；研发并验证了河口区低盐水无机碳水样的采集与保存技术；深入研究

了长江冲淡水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碳源碳汇效应；与总项目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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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CO2 系统业务化版需求分析，以及 SatCO2 系统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的部署与业务化示范应用；与总项目合作完成海气 CO2 通量评价规程一

项，并应用于《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5） 何宜军为项目第五课题“陆源入海碳扩散动态模拟与评估”负责人（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与总项目合作建立了长江-东海系统三重嵌套网格的海洋动

力-生态耦合数值模式，实现了溶解无机碳、溶解有机碳、颗粒有机碳等

的三维模拟；生成了黄东海 20 年序列（1998-2017 年）逐月溶解无机碳、

溶解有机碳和颗粒有机碳模拟数据集，并集成到总项目的 SatCO2 平台。 

（6） 张丰为项目第六课题“基于遥感的陆源入海碳通量监测示范系统研发”负

责人（浙江大学），参与总项目 SatCO2 平台的设计，与总项目合作研发

了 SatCO2 平台软件系统，完成 SatCO2 业务版系统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的部署和运行维护，并参与总项目组

织开展的 SatCO2 平台 10 次国内外培训和推广应用。 

十一、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该单位主要贡献：1）作为项目牵头单位，负责完成了项目的全面实施，完

成了 4 个长江口航次及 2 个（干湿两季）东海陆架航次，并在大通水文站开展了

连续 39 次逐月观测；2）突破了近海水体环境高时间分辨率卫星遥感监测技术，

建立了河流入海、陆架-大洋界面、海-气界面、海洋上-下层界面的碳通量及上层

海洋有机碳储量等遥感估算模型，构建了近海碳通量遥感方法体系；3）完成陆

源入海碳通量遥感动态监测系统 SatCO2构建，生产了连续 21年（1998~2018年）

月平均遥感监测产品集生产及共享；4）负责完成 SatCO2 平台研发，实现了业

务化版在业务部门的推广应用，专业版 SatCO2 平台的互联网全网发布，完成

SatCO2 平台 2016 年至今 10 次国内外培训和推广应用。 

(2) 浙江大学 

该单位主要贡献：1）突破多源异构、海量大数据管理及在线分析的难题，

构建了大规模时空数据多态存储模型，实现了遥感、走航、浮标、数值模拟等多

源时空数据开放域环境下高可扩一体化管理；2）参与 SatCO2 平台设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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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了 SatCO2 平台的软件系统；3）负责完成 SatCO2 业务版系统在国家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的部署和运行维护；4）参与 SatCO2

平台的 10 次国内外培训和推广应用。 

(3) 厦门大学 

该单位主要贡献：1）负责研发了海洋二氧化碳浮标观测技术，在长江口和

东海中部陆架布放了两套二氧化碳观测浮标，其中长江口浮标观测周期为 62 个

月，东海浮标观测周期为 42 个月；2）参加完成了 4 个长江口航次及 2 个（干湿

两季）东海陆架航次；3）构建了目前东海最完整的 CO2 源汇实测数据集，获得

了长江口高频过程碳通量变化机制及陆源碳通量对近海碳源汇格局影响的认知。 

(4)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该单位主要贡献：1）研发并验证了河口区低盐水无机碳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技术；2）建立了基于现场观测的陆源入海无机碳碳通量评估技术；3）参与完成

了 2 个（干湿两季）东海陆架航次，以及大通水文站连续 16 个月的野外观测；4）

为主完成 SatCO2 系统业务化版的需求分析；5）为主完成 SatCO2 系统在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的业务化示范应用，于 2017 年 9 月完成 SatCO2 平台在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的构建、部署与正式示范运行。 

(5) 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 

该单位主要贡献：1）在常规业务化断面监测任务中增加了碳通量监测新技

术，共完成 6 个航次徐六泾碳通量断面监测、5 个航次长江口邻近海域走航、4

个航次东海断面的走航监测，为遥感和模式评估提供验证；2）负责完成了 SatCO2

系统在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的业务化示范应用，于 2017 年 9 月完成

SatCO2 平台在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的构建、部署与正式示范运行。 

(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该单位主要贡献：1）建立了长江-东海系统三重嵌套网格的海洋动力-生态耦

合数值模式，实现了溶解无机碳、溶解有机碳、颗粒有机碳等的三维模拟；2）

生成了黄东海 20 年序列（1998-2017 年）逐月溶解无机碳、溶解有机碳和颗粒有

机碳模拟数据集，并集成到 SatCO2 平台。 

(7) 浙江海洋大学 

该单位主要贡献：1）在舟山海洋碳汇联合监测站建立了岸基-海面-海底三位

一体生态环境监测平台，并进行 24 个月的定点连续观测；2）研发了一套声层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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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观测系统，可实现河流断面流量的无人值守、连续 24 小时实时观测。 

(8) 山东大学 

该单位主要贡献：充实并为主完成了基于现场观测的陆源入海无机碳通量评

估，进而评估了陆源无机碳对渤、黄、东海陆架碳汇潜力及酸化对近海的影响。 

(9)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该单位主要贡献：1）参加完成大通水文站连续 39 次的逐月观测；2）参加

建立了河流入海有机碳通量遥感估算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