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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观测数据和文献资料，分析了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下我国沿海海平面和海表温度，以及台风、风暴潮
和赤潮等主要致灾因子及灾害损失的变化。结果表明，近 40 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和海表温度显著上升，上升速率分别
为 3.3 mm/a 和 0.016 毅C/a，高于全球平均和我国的历史变化水平， 2017 年中国沿海的海表温度达到了 1960 年有记录以来的

最高值，并且自 2000 年以来，超强台风、风暴潮和赤潮等致灾事件的发生频次呈显著增加趋势；气候变化下，受关键海洋

环境要素变迁和超强台风、风暴潮等极端事件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暴露度明显加大。随着我国海洋防灾减灾水平的提高，
近 30 年来海洋灾害损失出现下降趋势。值得指出的是，每年各类海洋灾害总损失仍高达百亿元量级 （年均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 亿元），其中，2005 年总损失达到最高值，约 332 亿元，这与致灾事件的强度以及各致灾事件、灾种的叠加放大效应有

密切关系。本文进一步从气候变化综合风险理论角度出发，结合海岸带及沿海地区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

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灾害风险的特征，探讨了有关海洋灾害的监测、预测预警和风
险治理能力建设等若干科学问题，以期为我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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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marine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in the coastal China seas
QI Qing-hua, CAI Rong-shuo, YAN Xiu-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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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Xiamen 361005,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lasted observations and research literatures, the variations of the key environmental hazard elements in

the coastal China seas 渊CCS冤such as sea leve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uper typhoons, storm surges and red tides, as well as
total economic losses of marine disasters under the climate change in the recent decades was brief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ast 40 years, sea level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CC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rate of 3.3
mm/ year and 0.016 益/ year, respectively, high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and the historical mean in the CCS. The record-

breaking SST along the coastal China in 2017 was the highest observation since 1960. The frequency of disasters caused by
super-typhoons, storm surges and red tid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2000.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anges in the key
marine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extreme events such as super typhoons and storm surges, the exposure of the coastal China

areas has amplified greatl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arin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measures in the coastal China
area, the economic loss of marine disasters has been decreasing in the past 30 years. However,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annual total economic loss of various marine disasters is still as much as 10 billion RMB 渊about 12 billion RMB of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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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loss per year冤, of which the total economic loss reached the largest in 2005, about 33.2 billion RMB.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nsity of the disasters and the superposition and amplification effect of multiple disasters. Based on the risk of
climate-related impact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climate-related hazard with the exposure and vulnerability of coastal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in coastal areas袁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disaster risks in the coastal
China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me scientific issues concerning marine disaster monitoring,
prediction, early warn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of marine risk governance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coastal China areas.

Keywords：global change; marine disasters; risk govern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灾害种类多、发生频次高、分布地域广和社会影响

大是我国自然灾害的基本状况 （秦大河， 2015；

《第三次气 候变化国家 评估报告》 编写委 员会，
2015）。其中，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灾害的频

繁发生严重制约我国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灾害是指海洋自然环境异常或
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发生的对人类生命财
产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国家海洋局，2018a）。气

等；暴露度是指自然和社会系统中承灾体受到致灾
因子不利影响的范围或数量，而脆弱性则是指承灾
体其易受气候变化致灾因子不利影响的倾向或习
性，其大小取决于承灾体对致灾因子不利影响的敏
感程度以及自身的应对能力；暴露度和脆弱性是随
时空尺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还取决于经济、

社会、人口、体制和管理等因素 （秦大河，2015）。
因此，灾害风险的有效管理也是开展海洋灾害有效

治理的前提。首先需要找出海洋致灾的主要因子，

候变化下海洋灾害的影响、未来的关键风险及其治

阐明其灾变致险的致灾因子危险性及相关驱动因

理是海洋环境与生态安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

素，进而评估承灾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以及这三者

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

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提出并采取降低承灾体的暴露

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

度和脆弱性等措施，达到减少海洋灾害风险和防灾

布局，开启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新的历史征程。其

减灾的目的。

中，加强气候变化下海洋灾害的防控与治理是加快

为此，本文从分析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背景下

我 国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任 务 （IPCC，

海洋致灾因子的变化特征入手，选取并分析海平面

中灾害的发生发展，特别是致灾事件的发生规律、

的变化趋势，进而结合我国海洋环境生态和沿海地

时空特征、致灾强度和影响深度广度出现新特点和

区社会经济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等特征，分析气候变

新变化，各类灾害的突发性、极端性和难以预见性

化下我国海洋灾害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未来风险的

日 显 突 出 ， 灾 害 风 险 将 进 一 步 加 大 （秦 大 河 ，

特征。同时，提出海洋灾害风险治理的若干关键科

2013）。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我国自然和社会系统

2015）。然而，目前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灾害风

险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变化趋势的认识明显不足，尤
其是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对海洋灾害变化特征
和风险格局等关键科学问题的认知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
由于灾害风险取决于致灾因子的危险性与承灾

上升、热带风暴或台风、风暴潮和赤潮等主要因子

学问题和措施建议，以期为我国海洋强国和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1

中国海洋主要致灾因子的变化特点
气候变化正在给全球海洋环境、海岸带和沿海

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的相互作用 （IPCC， 2013；

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气候变化导致海洋环境

指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生态系统及环境资源破

征的一系列物理和化学的连锁反应 （IPCC，2013；

Hoegh-Guldberg et al， 2014），其中，致灾因子是

出现以水温升高、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为主要特

坏、社会系统混乱的环境变异因子，本文将其分为

Hoegh-Guldberg et al， 2014；蔡榕硕 等， 2014），

渐变性的孕灾环境，如海平面上升，以及突变性的
致灾事件，如极端高温、台风、风暴潮和强降水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hytb.nmdis.gov.cn

同时，气候变化与区域海洋变化之间的协同作用又
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对海洋灾害发生发展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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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使其产生新的变化特征和趋势。

海平面/mm

1.1 中国海洋关键环境要素的气候变化特征及影响
IPCC 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结果表明，气

100
80
60

候变化导致全球海洋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
和海洋酸化的程度正在持续加强 （IPCC，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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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变化的重要气候指标和关键因子，也是海洋灾
害重要的孕灾环境要素 （秦大河，2015； 《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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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编写委员会， 2015）。基
于国家海洋观测网测站资料 （李琰 等，2018） 的分

海水温度升高引起的海洋环境的变迁会严重影响海
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如海洋地理等温线的改
变 （蔡榕硕 等， 2018） 将影响海洋物种的组成和
地理分布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徐兆礼，

1.0

海平面
海表温度
线性趋势 （海平面）
线性趋势 （海表温度）

40

其中，海表温度和海平面变化既是海洋环境与生物

析发现，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近海尤其是沿海海
表温度呈现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势 （见图 1），上升
速 率 约 为 0.016 益 /a， 高 于 全 球 海 洋 平 均 水 平
（0.011 益/a） （IPCC， 2013）。观测显示， 2017 年
中国沿海海表温度是 1960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海表温度极端高值排名前 5 的年份依次是 2017 年、
2015 年、2016 年、 2002 年和 1998 年。研究表明，

海表温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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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 40 年来我国沿海海表温度和海平面异常变化

（注：数据取自原国家海洋局；异常（距平值）的变化基于 19812010 年的气候平均值分析）

1.2

气候变化下中国海岸带和沿海地区的暴露度

和脆弱性特征
我国拥有广袤的管辖海域、丰富的海洋资源和
漫长的海岸线，全国约 13.6%的国土面积在沿海地
区，但聚集了全国 70%以上的大城市和一半以上的
人口，创造了 60%以上的社会财富，对全国社会经
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程起着主导作用 （于保华 等，

2006；卢振彬 等，2002；张学敏 等，2005；张晓
龙 等，2005），并引起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的频
发 （Ma et al，2009；Cai et al，2016），造成重大的
海洋经济损失。

2006）。中国海岸地区承载了众多的基于陆地和海

海平面上升主要是由气候变暖导致的海水增温
膨胀、陆源冰川和极地冰盖融化等因素造成（IPCC，
2013）。 中 国 海 平 面 公 报 显 示 （国 家 海 洋 局 ，

变化和海平面上升以及台风、风暴潮等极端事件发
生时具有更高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因此，当沿海地

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3.3 mm/a，高于历史变
化速率水平，同时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3.2 mm/a）
（IPCC，2013）。 2017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高
58 mm。中国沿海近六年的海平面均处于 30 多年

能力越弱时，灾害风险也就越高，致灾的程度也将
愈为严重。历史数据分析均表明，近几十年来，我
国近海海平面上升和海洋变暖趋势显著，且极端事
件增多 （Cai et al， 2017； Tan et al， 2018），可以

2018b），中国沿海海水变暖的同时，海平面的变化
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分析表明， 1980-2017 年，

来的最高位，从高到低排名前 5 位的年份依次是
2016 年、2012 年、2014 年、2017 年和 2013 年，见
图 1。海平面上升是一种缓变性致灾影响因子，其长
期累积效应不仅导致海水入侵淹没沿海低洼地带、
破坏生态环境，而且导致风暴潮等灾害加重 （国家海
洋局，2018b；齐庆华 等，2017a）。气候变暖背景下
海平面的上升及影响正引起全球沿海国家的密切关
注 （IPCC，2013；Hoegh-Guldberg et al，2014）。

洋的人类开发利用活动。近几十年来，随着沿海地

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人口不断向沿海地区聚
集，社会财富快速累积，这使得沿海地区面对气候

区自然和社会系统承灾体的暴露度越大时，即可能
受到致灾因子不利影响的范围越大或数量越多，且
承灾体对致灾因子不利影响的敏感程度越高或应对

预见气候变化背景下未来海平面上升和海洋暖化等
引发的各种海洋灾害影响，将使得沿海地区自然和
社会系统面对海平面上升和海洋变暖，以及极端高
温、超强台风、风暴潮和强降水等极端事件的暴露
度呈现增加的趋势；换言之，上述致灾事件发生时
的影响范围和承灾体在空间上的交集也将愈大，这
使得沿海地区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极端事件带来的风
险也越大 （蔡榕硕 等，2017）。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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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 21 世纪中叶，我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

12~19 mm，全国海岸带地区受其影响的范围将达
到 8.7伊104 km2，其中江苏省海岸带受到可能影响
的范围最大 （国家海洋局，2018a）。由于台风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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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态资源等对海洋灾害的暴露度
呈现明显加大趋势。特别是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
响，中国海岸带和沿海地区环境、灾害、生态和资
源等问题相互共存、相互影响，将表现出明显的系

集中登陆我国海岸线的中部地带，因此，华南、华

统性、区域性和复合性特征，而海洋致灾事件影响

中和华东地区是台风灾害的高暴露区。受登陆台风

下中国海洋生态和环境暴露度以及脆弱性规模和类

影响严重的地区还有台湾东部、福建至广东雷州半

型等方面也会发生深刻变化。因此，气候变化下近

岛和海南东部等地的沿海。台湾东部沿海和浙江沿

岸海洋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已成为建设海洋强国

海部分地区是台风平均强度最大的地区。此外，华

的制约性问题，也使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

南和东部地区的台风强度有增强趋势，该区域的台
风灾害风险可能更明显 （秦大河，2015）。对中国

性、复杂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
综上分析，对气候变化下海洋致灾因子的发

沿海地区的脆弱性评估表明，台风影响的高脆弱区
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广东、
福 建 、 浙 江 、 河 北 的 沿 海 区 域 （牛 海 燕 等 ，

生发展以及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生态资源的暴露
度和脆弱性认识的不足，将会给海洋灾害治理，

国沿海形成了三大高暴露区，分别是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以北的海湾和沿海地区。在海平

深入认识沿海地区自然和社会系统，如海洋生态
和渔业资源等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并充分考虑承

面上升的影响下，风暴潮增水可能淹没的土地面积
占全国沿海被淹土地的 82% ，且随着风暴潮水位
高度的不同，被淹土地的面积比例显著增加 （王康

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的相互关系和变化，积极采
取降低承灾体暴露度和敏感性的措施，提高承灾

口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浙江与福建
三省 （谭丽荣 等，2011）。

2016-2018 年沿海地区破纪录的极端高温事件频
繁出现 （李琰 等，2018；Tan et al，2018）。其中，

升温之外，气候变化也通过海洋灾害影响生物、生
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因此，随着海洋致灾事件影响

海破纪录的极端高温事件使得大面积海参养殖遭
受 到毁灭性 打击，造 成了巨大 的 经 济 损 失 。 然

2011）。根据风暴潮增水可能淹没的范围大小，中

发生 等，2011）。风暴潮高脆弱性区域主要在长江

此外，海洋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与气候变化密
切相关 （蔡榕硕 等，2018），除了气候变化引起的

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增加，也将加大海洋生态系统
的暴露度。例如，中国海洋渔业和养殖主要集中在
近岸 浅水海域， 近海渔业 捕捞量 占 捕 捞 总 量 的
90 %以上 （金显仕 等，2015），气候变化已对海洋

尤其是海洋灾害风险的预估和灾害的预测预警带
来极大的困难。相反，如果能在海洋灾害应对中

体应对致灾事件的能力，减小其脆弱性，则能显
著减少灾害的发生和经济社会的损失。例如，

2018 年 8 月， 辽宁多地发 生了持续 的极端高 温
事件，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突破了 40 益 ，渤

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极端高温事件侵袭带来
的 损 失 ， 主 要 发生在“池养海参 ” 或“棚养 海

参”中，这种海参养殖池水深一般在 2~3 m，海
水 升温快， 流动性差 ， 水池水 体 一 周 持 续 高 温

生物，尤其是重要、敏感、脆弱的海洋鱼类以及养
殖业产生明显影响，同时，气候变化造成的海平面
上升、极端高海温和海洋灾害等极端事件突发频发

（温度超 34 益），因此，“池养海参”面对极端高
温事件具有相当高的暴露度，在本次极端高温的
袭击下大面积死亡。而采用“底播养殖”的海参

也已经对滨海湿地、珊瑚礁等关键海洋生境和生态
系统产生了严重影响 （余克服 等， 2004；王丽荣
等 ， 2018； 国 家 海 洋 局 海 洋 发 展 战 略 研 究 组 ，

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底播海参”
养殖方式面对极端高温事件的暴露度相对要低得
多，养殖海参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海温中。此外，
如能建立针对此类海水养殖业极端高温事件的早

我国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加重，我国海
岸带和沿海地区已成为受气候变化和海洋灾害影响
的主要脆弱区 （国家海洋局， 2018a；蔡榕硕 等，
2015）。简言之，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沿海和海

期预警系统，则有利于人们提早对“池养海参”
采取降温措施，降低暴露度和敏感性，就能有效
提高其应对防御极端高温事件的能力，从而避免
大面积的损失。

2014；蔡榕硕 等，2015）。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对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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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下我国主要海洋灾害变化特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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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应指出的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影响和风险

海洋成灾机理、发生发展规律、时空格局和致损程

当前，影响我国沿海社会经济最严重的海洋致
灾事件当属热带风暴或台风、风暴潮等极端事件，

度均呈现出新的特点，致灾事件的突发性、极端性
（频发、群发和强度加大等）、难以预见性日益突

而赤潮或绿潮则是对海洋生物生态影响最严重的生

出。同时，结合全球变化下我国区域海洋气候环境

态灾害。数据显示，上述主要致灾事件发生频次呈
上升趋势，特别是 2000 年以来，超强台风 （风速

变迁，以及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态资源等承灾体

达到或大于 51.0 m/s）、风暴潮和赤潮 3 种致灾事
件的发生频次显著增加 （见图 2a），同时其演变也

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增加，海洋灾害的风险也进一步
加大。如，风暴潮是由强烈大气扰动如台风、热带
气旋、温带气旋等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随着

受到年际、年代际变率的调控，这均与全球变化和
区域气候变率密切关联 （齐庆华 等， 2017b）。从
各类海洋灾害损失来看，近 30 年来，灾害总体损

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由于气候变化下海平面上升
和天文大潮 （抬高风暴潮基面）、气旋强度增强等

平的提高不无关系，但年灾害损失仍高达百亿元量
级 （年均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 亿元），例如，除
1996/1997 年海洋灾害损失较高外，2005 年损失达
到最高约计 332 亿元 （图 2b）。此外，影响严重的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重要关联，气
候变化产生的灾害影响很可能被放大。然而，气候

失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与我国海洋灾害风险管理水

海洋灾害，如台风和风暴潮，均与致灾事件的强度
以及各致灾事件、灾种的叠加放大效应有关 （秦大
河，2015）。
频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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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海洋灾害治理的若干关键
科学问题和措施建议

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等诸多方面已
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海洋致灾事件的发
生对生物生境、生态系统的功能及服务、物种分布
格局、捕捞和养殖以及沿海工程设施建设等均具有
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试图针对气候变化下
海洋致灾事件的历史演变，包括渐变、突变等变率
特征，未来风险评估等，提出以下有待深入开展和
解决的科学问题及对策建议。概述如下：

稀缺，观测资料质量与均一性不高。尤其是针对海
岸带与海洋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的观测，在监测要
素和内容多样化、高时空分辨率、覆盖率和三维立
体化程度，以及连续性和系统性等方面仍不能充分

1 200

600

变化影响目前尚未系统全面纳入灾害风险评估体系
（蔡榕硕 等，2017）。

（1） 健全海洋环境立体化监测、观测体系
现有监测系统观测的手段相对滞后，观测资料

0
0
1989 1994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年份
1 400
（b）

800

负面因素的叠加效应，沿海地区将面临更加严酷的
风暴潮灾害风险的挑战。此外，海岸带和沿海地区

0
1989 1994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近 30 年来影响我国沿海的热带风暴 （或台风）、风暴潮和赤
潮致灾事件频次及海洋灾害总体经济损失
（数据来源：国家海洋局，2018a）

满足海洋防灾减灾的需要，亟待加强海洋灾害监测
立体化观测网络，提高观测精度，为早期预警和防
范提供重要基础资料。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推进监测、观测数据的共
享是开展海洋灾害有效治理和防灾减灾的重要前提。
（2） 提高海洋灾害机理和早期预警报研究
目前，气候变化与我国海洋灾害成灾机理关系
的预测理论仍有待深入研究，包括对影响海洋灾害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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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预报的关键物理过程和机制研究，如，对海平
面上升和海温变化趋势的评估还主要依赖数理统计
模型，利用海气耦合模式对海洋灾害进行预测的能
力和评估技术不足，气候变化区域响应、预测和影

通 报

3

38 卷

结语
本文围绕气候变化下关键海洋环境要素变迁，

响以及海洋灾害变化趋势和风险等相关领域的分析

海洋主要致灾因子的变化特征和影响，综合海岸带

评估和研究能力也亟待加强。

和沿海地区承灾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特征，分析了

（3） 创新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的技术和方
法体系

海洋灾害风险的变化趋势，提出了海洋灾害风险研
究的若干科学问题和建议，以期为深入认识海洋领

基于海洋和大气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加强

域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海洋灾害风险治理提供必

海岸带和沿海地区的综合风险评估，完善沿海地区
的风险区划工作。为此，在不同气候变化情景模式

要的科学参考。主要结论如下：
（1） 气候变化影响下，近 40 年来我国沿海海

预估方面，需充分考虑海平面上升与台风、风暴潮
叠加放大的致灾作用，以及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
胁迫影响；同时，综合承灾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因
素，确定致灾事件影响的风险性和承灾体的可恢复
性。其次，基于海洋气候和海洋灾害观测与预报成
果，建立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的新技术与方
法，特别是需要开展联合致灾、巨灾机理以及孕灾
环境的研究，以提高气候变化下海洋灾害风险评估
的能力。
此外，还应加强海洋灾害过程，如灾前和灾后
现状和现场调查，灾情报送与信息管理，为海洋灾
害与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数据，为沿海重点地区和重
要工程建设应对海洋灾害提供支撑和保障。
（4） 加强海洋领域适应气候变化和应对海洋灾
害的能力建设
加快推进海洋灾害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和恢复

平面和海表温度显著升高，上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
和我国的历史变化水平。其中， 2017 年中国沿海
的海表温度达到了 1960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并且，气候变化下海洋环境的渐变性可能会对海洋
灾害的突发、频发以及强度的变化产生明显的影
响。自 2000 年以来，超强台风、风暴潮和赤潮等

致灾事件的发生频次显著增加，这对海洋灾害风险
管理带来新的更大挑战。
（2） 近 30 年来，虽然我国沿海地区面对海平
面和海温上升、台风、风暴潮等极端事件的暴露度

趋于增加，但随着我国海洋防灾减灾水平的提高，
海洋灾害总体损失出现下降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年灾害损失仍高达百亿元量级 （年均直接经济
损失约 120 亿元），其中， 2005 年损失达到最高，
约 332 亿元，这与致灾事件的强度以及各致灾事
件、灾种的叠加放大效应有密切关系。

重建等体系建设。在加深对气候变化下海洋灾害与
风险新特点和趋势变化的认识基础上，制定和规范
海洋灾害应急预案，特别是响应程序和组织管理以

（3） 气候变化下主要海洋致灾事件趋强趋多，
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海岸带和沿
海地区的海洋灾害风险将更加复杂多变，特别是各

及协同联动机制，提高海洋灾害和应对能力，为有
效应对海洋灾害提供制度保障。加强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应急演练，提高全社会海洋灾害风险意识，
最大程度减少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以保障人民生命

灾种联合致灾和巨灾的影响，使得灾害风险不断加
大。在海洋灾害预测预警方面应进一步研发和引进
新的预测模型，应特别考虑将气候变化、海平面上
升和人类活动等的影响纳入海洋灾害与风险模型研

和财产安全。
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和海洋灾害影响，在海洋灾
害评估和区划工作基础上，加强气候变化与海洋致灾
事件对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的影响和适应性等问题的研

究。但是，海洋灾害归因的复杂性、高分辨率资料
不足，以及监测观测缺乏共享等制约着海洋灾害预
测预警能力的提高。
（4） 未来海洋灾害风险格局存在极大的不确定

究，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技术的研发。开
展气候变化下沿海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工作，特别是红树林、珊瑚礁以及沿海湿地的保护和
恢复技术，以降低海岸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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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加强海洋灾害与风险评估和区划是提高我国海
洋灾害风险治理水平的重要基础。由于全球变化背
景下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台风、风暴潮等多致灾因
子的叠加放大效应，使得致灾因子的影响更具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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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且，承灾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存在动态变化
特点。因此，需要基于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多承灾
体暴露度和脆弱性的动态变化，完善海洋灾害风险
的评估和区划方法，包括多致灾因子—多承灾体综
合风险评估及空间区划，并定期更新相关评估和规
划成果。
此外，提高应对和减缓海洋灾害的能力是海洋
灾害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同时，基于海洋灾害风
险的有效评估，还应不断加强对海洋灾害风险的防
御能力，包括人工干预减缓灾害风险、降低灾害损
失的新方法和新举措，加强工程建设的灾害防御标
准，以及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等降低承灾
体暴露度和脆弱性的适应措施。总之，海洋灾害研
究具有极端重要性，海洋灾害与风险防治治理异常
复杂，相关工作仍有待进一步系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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