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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 9 次北极科学考察简报
中国第 9 次北极科学考察是自然资源部组建后组织实施的第一次极地考察。本次考察队共有 131
名队员组成, 包括 1 名来自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科学家和 2 名来自法国巴黎第 6 大学的科学家。2018 年
7 月 20 日, 雪龙船离开上海码头, 至 9 月 26 日考察结束, 历时 69 天。雪龙船总航行约 12 500 海里, 冰
区航行 3 815 海里, 最北到达 84º48’N。考察作业的重要节点如下: 2018 年 7 月 20 日, 从上海极地考
察国内基地出发; 7 月 28 日, 在白令海公海布放水下滑翔机、Argo 浮标、开始 GPS 探空作业; 7 月 29
日, 进入北极圈; 7 月 31 日—8 月 2 日, 进入冰区考察, 到达楚科奇海台东南部海域, 回收和布放锚碇
潜标, 布放 Argos 表面漂流浮标; 8 月 4 日, 到达楚科奇海西南部的 R12 站点, 正式启动海洋综合考察
站位, 并在 R12-M01 之间 3 个站点上完成了 OBS 布放; 8 月 7—11 日, 完成 P1 和 P2 断面考察; 8 月
11—16 日, 开展了第 1 至第 5 个短期冰站综合考察; 2018 年 8 月 17—19 日, 开展了长期冰站综合考察;
8 月 16—21 日, 利用直升机布放了 14 枚海冰漂移浮标, 构建了海冰漂移浮标阵列; 8 月 20—25 日, 开
展了第 6 至第 9 个短期冰站综合考察; 8 月 25—29 日, 从高纬度向南航行, 过程中增设海洋综合考察站
位;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开展地球物理综合观测; 9 月 3 日, 增设 BT 断面, 以海洋生物资源底栖拖网
为主, 开展海洋综合调查; 9 月 4 日, 在楚科奇海陆架海域回收 OBS 观测系统 3 套, 在 R12A 完成了水
文潜标的布放; 9 月 5—9 日, 完成美国专属经济区海洋综合考察; 9 月 10 日, 到达白令海公海, 完成水
下滑翔机回收和锚碇潜标布放; 9 月 26 日, 返回上海极地考察国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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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内容

本次考察是我国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后实施的首次北极考察, 是贯彻落实我国“十三
五”科技发展纲要、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次常规考察, 也是完善北极观测网、开展业务化观/监测的重要
航次。本次考察承担着 13 项业务化项目、9 项国家科研计划支持项目和 3 项国际合作及其他项目等科
学考察任务。在白令海、楚科奇海、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以及北冰洋中心区域开展了海洋基础环
境、海底地形、生态、渔业、海冰和航道等综合调查。为系统了解北冰洋的海洋环境和生态特征, 掌
握多尺度海-冰-气相互作用及其天气气候效应, 评估中央航道的适航性, 探索北冰洋海洋酸化、微塑料
和人工核素分布等新型环境问题积累了宝贵观测数据。对我国北极业务化考察体系建设、北极环境评
价、北极前沿科学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2
2.1

执行情况

北极海-冰-气系统综合调查
中国第 9 次北极科学考察队累计完成 88 个温盐深和流速剖面观测站位; 在楚科奇海、白令海回收
2 套水文潜标、布放 3 套水文潜标; 在白令海布放和回收水下滑翔机 1 台; 在北冰洋和白令海共投放抛
弃式温度剖面仪(XBT)251 枚、抛弃式温盐深剖面仪(XCTD)51 枚; 投放表层漂流浮标 12 个; 在楚科奇
海陆架海域布放和回收 OBS 观测系统 3 套。水下滑翔机在白令海公海海域自主航行 500 海里, 获取了
温盐剖面 229 个, 成功实现白令海海盆和陆坡区持续 44 天的高密度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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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释放 GPS 探空气球 89 个, 辐射探空气球 35 个。大气探空气球的平均探测高度达到 31 000 m, 观
测数据准实时发送至国际气象组织的 GTS 系统, 实现全球共享, 为提高北极大气数值预报水平提供强
有力的观测数据支撑。船载卫星遥感系统共接收数据 363 轨, 制作遥感专题图 319 幅, 为雪龙船冰区
航道选择提供有力支撑。
开展了 10 个冰站和 4 个架次的直升机海冰、冰下水文和冰面气象调查, 冰站和直升机作业点合计
24 个。依托冰站和直升机共布放了 48 个无人值守观测设备, 包括无人冰站 2 套、自动气象站 3 套、
海洋剖面浮标 3 套、海冰物质平衡浮标 23 个、海冰漂移浮标 16 个以及可视化监测浮标 1 个。采集了
63 根冰芯用于海冰层理和力学强度观测。实施了为期 32 天的走航海冰观测。
2.2 北极海洋化学与生物生态综合调查
本次考察共完成了 79 个站位约 8 000 份海水化学样品的采集; 开展了走航 pH 及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全航程观测; 大气化学共采集了约 80 个膜样; 沉积化学完成了 11 个站位的样品采集; 在冰站采集
了约 30 多根冰芯及 200 余份水样。在楚科奇海陆架回收沉积物捕获器 2 台并再次布放了沉积物捕获
器 3 台, 有力地支撑了西北冰洋沉降碳汇的长期观测。在楚科奇海陆架使用氮氩比来评估反硝化程度,
以证实陆架强烈的脱氮过程。在西北冰洋海盆进行了海洋碳流结构的系统观测, 弥补了我国北冰洋碳
循环研究的短板。
完成 81 个站位的微型和微微型浮游生物调查, 其中生物群落结构与多样性调查站位 75 个、宏基
因测序采样站位 6 个及微微型浮游生物丰度调查站位 75 个; 完成 79 个站位的叶绿素调查; 开展了 35
个站位的小型浮游植物与大中型浮游动物垂直拖网、25 个站位的鱼类浮游生物水平拖网; 16 个站位的
大型底栖生物拖网和 14 个站位的箱式取样; 完成了 23 个站位的走航表层海洋生物调查。依托冰站, 进
行了 9 个冰站的海冰生物调查, 钻取冰芯 49 根; 水样采集 50 个, 体积 200 L; 融池调查 11 个。利用便
携摄像机在多个冰站进行了冰下摄影, 在多个冰站的冰底发现了藻华现象和大量藻类聚集体。
2.3 北极环境状况综合调查
本次考察将探索北极海洋酸化、微塑料和人工核素等热点海洋环境问题纳入到业务化监测范畴。
放射性核素监测方面完成气溶胶采样 25 个, 沉积物采样 11 个, 表层海水采样 30 个, 完成了 21 个 CTD
站位海水采样; 海洋酸化监测方面, CTD 站位采水总计 3 096 瓶, 获得气溶胶样品 71 个, 走航二氧化碳
分压观测数据约 7 兆; 微塑料监测方面, 完成 6 个站位的表层海水拖网, 25 个站位的次表层海水过滤富
集采样, 7 个站位的沉积物采样, 以及 6 个站位的生物体样品采集。
2.4 北极地质和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本航次海洋地质考察累计完成 33 个站位的沉积物和 60 个站位表层海水悬浮体采样工作, 以及 11
个站位的沉积物基础物理力学性质测试。其中表层沉积物采样完成 19 站, 含箱式采样 17 站和多管采
样 3 站; 重力柱状取样 14 站, 累计获取沉积物岩芯近 48 m, 单芯最长 4.2 m, 平均长度 3.4 m。在楚科
奇海陆架回收和布放了沉积物捕获器各 1 套。
本航次在楚科奇海北风深海平原开展了多波束覆盖测量, 观测有效里程为 830 km, 多波束海底地
形覆盖面积 3 100 km2。此外, 完成拖曳式磁力测线 1 179 km; 与重力柱状样同步测量热流站位 14 个,
并全程采集海洋重力数据, 完成了 34 个站位的声速剖面测量。首次在极区开展了岩石拖网, 获取岩石
样品 280 kg。

3

主要进展

1.实施了业务化监测和科研项目考察相结合的北极考察, 进一步夯实了北极业务化监测基础, 补
充和完善了北极业务化监测体系,推进了“雪龙探极”工程建设。
2.成功布放我国自主研发的“无人冰站”、水下滑翔机以及爬升式海洋剖面浮标等无人自治观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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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提升了我国对北极环境的观/监测能力。
3.本航次的考察与国际北极漂流冰站计划(MOSAiC)和国际极地预报年(YOPP)等国际大型极地考
察和研究计划相配合, 大气探空、海冰物质平衡和上层海洋剖面等观测数据将与国际计划实现共享。
大气探空观测数据准实时发送至国际气象组织(WMO)的 GTS 系统, 实现全球共享, 助力国际北极环境
观测网建设。
4.在楚科奇海北风深海平原开展了多波束覆盖测量; 在极区开展了岩石拖网; 岩石拖网样品与地
球物理观测数据结合, 为研究楚科奇边缘地的演化过程和评估极地多金属结核结壳的资源潜力提供了
详实的基础资料。
5.将探索北极海洋酸化、微塑料和人工核素等热点海洋环境问题纳入到业务化监测范畴。为更全
面地从碳循环角度认识北极海区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及调节作用, 评估北极海洋、大气和生物载体的
人工放射性核素水平和微塑料含量, 认识北极海域微塑料对生态系统潜在危害提供科学支撑。与美国
和法国的国际合作, 聚焦于北冰洋海洋酸化研究, 为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北极海冰消退对北冰洋上层海
洋吸收大气 CO2 过程的影响提供科学数据。
(雷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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