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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迎接未来海面上升的严重威胁和开创我国沿海长远可
持续发展道路的有力武器——评《中国海面变化》一书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工业化带 来 CO 2 及其他微量气体浓度 增加而导致的温室 效应和业已出现
的全球变 暖趋势, 已 经引起了越来越多 的科学家、
政 治家以至各 国政府首脑 的关注。而气候变 暖对诸多
环境要素 的影响中, 海面上升问题首当 其冲。
它将给 人口密集、经济高度 发达的低 位的沿海平 原的工农
业生 产与人类生 活带来巨 大的威胁。正因为 如此,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员会和中 国科学 院联合 资助了
“中国 气候与海面 变化及其 趋势和影响 的初步研 究”
的 大型项目。《中国 海面变化 》
( 山东 科学技 术出版
社, 1996) 一书即是该项目所属的4个研究题目的成果之一, 也是4卷本《中国气候与海面 变化及其趋势和
影响》一书之卷2。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我国海面变化研究成果的专著。
衡量一部科学著作的水平, 主要在于其资料的可靠性与丰富程度、其科学理论的先 进性以及在实际
应用时的可行性上。下面从该书的3个主要部分加 以具体分析。
1

中国全新世海面变化与海岸演化
全新世 海面变化与海岸演化 在我国已有很长的 研究历史和 丰富的资料 积累, 然而过去所 建立的海

面变化曲线主要基于区域性资料的概括 。
该书选择对海面变化与海岸演变 最为敏感的低位、下沉平原海
岸作为突 破点, 从而 发现和研究了几个 具有世界意义的好 剖面。其中, 江 苏省建湖 县庆丰剖面 是我国全
新世海面变化的典型代表剖面。在这里, 首次建立 了单剖面高精度与高分辨率的全新世 海面变化及年均
温变化曲线。研究结果表明, 庆丰地区一万年来海 面曾发生了7次明显的升降变化, 其中7 500—4 000aB .
P . 为高于现今海面的高海面时期, 其最高海面高于现今 2- 3m。
另一 个世界罕见的好剖 面是江苏省阜宁
县西园剖面, 它是全新世风暴作用与海面变化事件的典型代表, 在这里首次鉴别出我国 中全新世风暴沉
积与淤泥质海岸上的海岸沙丘。研究结果表明, 尽 管区域、
研究者和资料不 同, 因而所得 海面变化曲线细
节有 所差别, 但存 在中 全新 世高海 面则 是共同 的结 论。在大量 资料 的基础 上, 该书 勾绘了 中国 陆架15
000年来的古海岸线图 与全新世海侵范围 图, 探讨了中 国海岸演 化与海面变 化的机制, 以及海 面变化与
气候波动, 特别是高海面与高温期或大暖期的关系。
2

中国沿海现代海面变化与地壳运动
在现 代海面变化 已有的基 础上, 该书对 所调查、搜集 的沿海 42个主 要验潮站 累计近 千年的 潮位资

料, 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检验, 并统一到1985国家高程基 准。
检查了“0”
点有无 异常, 并作了 修正。
通
过筛选, 选出质量较 好、
观测时间 长于30a 的6个站, 即秦皇岛、青岛、
吴淞、坎门、厦门和闸坡的 资料进行
详细 的分析 计算, 得知这 些台 站近三 四十 年来 的相对 海面 变化在 - 2. 9—+ 2. 7mm / a 之间, 平均 值为
0. 88mm/ a , 且近期有加速上升的趋势。同时, 利用中国沿海 50- 80年代实测的约250000km 一、二等精密
大 地水准复测资料, 建成了中国 沿海的“
统一 均衡基准”
, 并与上述 大部分验 潮站的水尺 “
0”
点 进行了联
测。利用均衡基准和水准联测资料, 对每个主要验 潮站的相对海面变化进行了地壳垂直 运动与地面下沉
的订正, 从而获得了 全国统一基准下各 验潮站的海面变化, 其数值在- 4. 6—+ 4. 1mm / a 之间, 上述 6站
之平均值 为2. 0mm / a。
根据 水准复测资料、统一均衡基 准和计算 机图象技术, 绘制 了中国沿海 近几十年
来的陆地垂直运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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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海面变化趋势和影响评估
采用分区分纬统计方法对全球162个验潮站海面数据进行统计, 发现近年来广泛采 用的近百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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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上升 速度值1. 0—1. 5mm/ a 因含有地面沉 降趋势项而偏大, 确定 此期间全球 性 ESL 上升 的平均速
度为0. 9- 50. 25mm/ a。对80年代所发表的 代表性海 面预测方案 进行了统 计和拟合, 获得了 21世纪前半
期全球性 ESL 预测方程和4种预测方案 。
据此方案, 2000年全球海面 上升幅度在1—7cm 之间, 2050年最
可能的情 景是上升2. 5- 13cm 。在全球性 ESL 变化趋势、本地区 个地段地面 沉降趋势 研究的基础 上, 建
立了长江 三角洲地区 21世纪前半 期 RSL 上升预测方 程和上升幅 度预测方 案。
研究 表明, 2050年本区未
来 海面上升的“最好情景”是上 升6- 27cm, ”最坏情景”是上升 89- 119cm, 而实际 趋势将在上 述高限与
低限之间。最可能的 情景是: 1990- 2000年 各区相对海面以1. 0- 8. 1cm / a 的速度上 升, 2000- 2025年上
升速度在1. 8- 10. 4mm / a 之间, 2025- 2050年为2. 7- 13. 2mm / a 。
该书评估了在未来海面不同上升幅 度
下对长江 三角洲地区海岸的 侵蚀、
潮滩 与湿地的损失、风暴潮出 现的频率、里下河 地区与太湖 地区的洪
涝渍害和 长江口盐水入侵等 方面的影响, 并初步估算了上述 损失与灾害 的数量或 程度及其预 防措施所
需的经费。该书考虑了海面上升的各类影响, 将长 江三角洲地区划分为5个 上升影响区, 即废黄河三角洲
区、斗北滨海平原区、
斗南滨海平原区、长江三角洲区和杭州湾北岸区, 最后还按区提出 了预防海面上升
的对策。
综上所述, 该书以其大量而翔实可靠的资料和数据, 参考了截至90年代初国际海面 变化研究的最新
方法与成果( 可参看该项目预研究成果《
全球海面 变化》
一书) ( 科学 出版社, 1992) , 从而 对我国海面变化
的遗迹与 记录、
历史 与现状、
规律 与机制、
趋 势与影响及其 对策等方 面, 作出 了迄今最 全面、
系 统和深入
的分析、概括和总结。
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海面 变化研究不是在一两个方面而是全方 位地踏进了世界
同类研究的先进行列。它不仅在科学上有重大的发现和进展, 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迎接未 来海面上升严重
威胁和开创我国沿海地区长远可持续发 展道路的有力武器。
我们深信, 中国海面研究工 作者是有雄心壮
志和足够 能力的, 他 们将随我国综合国 力的提高, 不 仅会将我国 海面变化研 究得更好, 而且将 对涉及到
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 上作出我国科学家应当作出的伟大贡献。
( A REVIEW ON THE SEA LEVEL CHANGES IN CHINA)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王思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