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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对国际先进经验

和技术进行学习与借鉴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芬兰等国家的海洋环

境监测情况,主要从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海洋环境监测项目和海洋环境监测参数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研

究,提出了国际海洋环境监测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从监测制度、监测体系和国际交流合作三个方面对我

国海洋环境监测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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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has already made striking progresses on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However,there still remain
some gaps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makes it very important to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advanced experi鄄
ences and technologie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d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Japan,South Korea and Finland. Their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rganizations,monitoring projects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were introduced and studied respectively,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en鄄
vironmental monitoring were summarized. Also,suggestions were made accordingly in the respects of monitoring institu鄄
tions,monitoring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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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是支持地球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人类社会开发海洋与利用海洋活动的增多,海洋

环境的压力日益严重,海洋环境保护与管理已受

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沿海国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

视[1]。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开始开展海洋环境监

测,时至今日,已从最初的单一海洋污染监测方式

发展为大面布局与功能区环境问题相结合的监

测,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进

步[2]。 然而,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与管理技术水

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欧美等发达

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及监测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

索和研究,发起并参与了众多大型国际调查计划,
积累了丰富经验,对本国及全球海洋污染问题认

识较为全面,并发布了一系列科学理论和管理政

策,这些方法和经验值得研究,尤其是在国际交流

与合作日趋频繁的今天,不能忽视对国际先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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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技术的学习与借鉴。

1摇 世界主要国家海洋环境监测情况

1. 1摇 美国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3],美国的海洋环境监测

管理体系是一个高度分散、“合作式冶的联邦体

系,由联邦环保局 (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负责制定国家标准,各州

和地方承担大部分监测任务。 美国的海洋环境监

测是在地区层次上开展的,由许多单位共同完成,
除 EPA 主导外,其他参与机构还包括政府部门、
民间团体、个人等。 EPA 在全国设有 10 个地区办

公室,代表环保局行使管理职能。
EPA[4]下设有大气和辐射局 ( Office of Air

and Radiation,OAR)、化学品安全与污染防治局

(Office of Chemical Safety and Polluion Prevention,
OCSPP)、环境信息局(Office of Environmental In鄄
formation,OEI)、 土地和应急管理局 ( Office of
Land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OLEM)等,其中

与海洋最为相关的为水局(Office of Water,OW)。
OW 下又设有专门负责地下水、饮用水、湿地、海
洋等不同领域的部门,其中湿地、海洋和流域办公

室(Office of Wetlands,Oceans and Watersheds)主

要负责与海洋相关的监测,相关职责见表 1。
表 1摇 美国海洋环境监测相关机构职责

摇 摇 摇 Tab. 1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机构名称 主要职责

水局

确保饮用水是安全的,恢复和维护海洋、流域

和水生态系统,保护人类健康,支持经济和娱

乐活动,并提供鱼类、植物和野生动物健康的

栖息地。

湿地、海洋和

流域办公室

保护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包括流域、沿海生

态系统和湿地;规范和监测海洋倾倒疏浚物,

管理和减少海洋垃圾;保护水的质量、生物栖

息地和 28 个河口;控制污染径流和恢复受损

的水域。

摇 摇 EPA 组织对本国海洋、近岸海域、重要海湾、
河流、湖泊、海盆、岛屿、生物多样性等的监测。

美国对海洋环境的监测要素主要包括海水水

质、沉积物质量、底栖生物、海岸带生境和生物质

量[5],具体参数见表 2。

表 2摇 美国海洋环境监测主要参数

Tab. 2 Main parameter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U鄄

nited States

监测要素 监测参数

海水水质
溶解无机氮(DIN),溶解无机磷(DIP),叶绿

素 a,透明度,溶解氧等

沉积物质量
沉积物毒性,沉积物污染物(重金属、多氯联

苯、多环芳烃),总有机碳(TOC)等

底栖生物
底栖生物群落多样性,敏感种的密度和数

量等

海岸带生境
沿海区域的河口潮间带湿地面积和湿地损失

率等

生物质量 鱼/甲壳类动物物种中的化学污染水平等

1. 2摇 加拿大

加拿大的海洋环境监测主要由加拿大环境部

(Environment Canada,EC)负责。 加拿大政府、各
省政府、各地区政府、各市政府均设置了专门的环

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部门直接隶属于本级环境

保护机构。
加拿大十分注重海洋环境监测,从很早就开

始参与一些国际监测项目,如大西洋区域监测计

划、缅因湾环境监测计划、北极监测和评价计划。
(1)大西洋区域监测计划(Atlantic Zone Mo鄄

nitoring Program,AZMP)
大西洋区域监测计划 1998 年开始执行,旨在

收集和分析生物、化学和物理学领域的数据,其目

标为:1)描述和理解海洋在季节、年和十年尺度

上的多变性原因;2)提供包括各种学科的数据

集,以便在生物、化学和物理学变量间建立关系;
3)提供足够的数据来支持海洋活动全面健全

发展。
大西洋区域监测计划的监测参数主要有温

度、盐度、溶解氧、营养盐和叶绿素等。
(2)缅因湾环境监测计划(Gulf of Maine En鄄

vironmental Monitoring Plan,GMEMP)
缅因湾覆盖了 9300 km2 的海洋,拥有 12000

km 的海岸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是北

美洲最大的半封闭海之一。 缅因湾海洋环境委员

会成立于 1989 年,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加强缅因

湾的环境质量来满足人类及其后代对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缅因湾监测计划主要监测海洋污染物,
并评估其对人类和环境健康的影响。 缅因湾生态

系统指标涉及:海岸发展、污染物、富营养化、湿
地、渔业、水产业和气候变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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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极监测和评价计划(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AMAP)

加拿大北极区域海岸线几乎占加拿大总海岸

线的 75% 。 北极监测和评价项目作为北极环境

保护战略的一部分于 1991 年开始实施。 其初衷

是将北极区域污染物和相关问题通知 8 个北极国

家政府(加拿大、丹麦 /格陵兰、芬兰、冰岛、挪威、
俄罗斯、瑞典和美国),提供可靠、充足的有关北

极环境状况及环境威胁的信息,为其开展环境保

护行动提供科学建议。
北极监测和评价计划的重点研究对象包括:

难降解有机物(POPs)、重金属(Hg、Cd、Pb)、放射

性物质、酸化和北极雾霾、石油类污染、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造成的环境影响和生态效

应)、臭氧空洞(UV鄄B 增加引起的生物效应)、污
染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臭氧空洞带来的紫外辐

射增加、气候变化)、污染物和其他因素对生态系

统和人类健康的联合效应。
1. 3摇 日本

1. 3. 1摇 日本海洋环境监测

日本海洋环境监测的主管部门包括环境省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海上保安厅(Japan
Coast Guard)、气象厅(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鄄
cy)等,其中以环境省为海洋环境监测的主力军。

日本一直注重海洋监测[6],在日本国内海洋

环境监测已发展成体系,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研究机构、大学等部门进行的各种海洋环境监测

相辅相成。 目前,日本国内进行的海洋环境监测

主要有:环境省实施的海洋环境监测调查、公共用

水域水质调查、化学物质环境实态调查、广域综合

水质调查;海上保安厅实施的海洋污染调查;气象

厅实施的大气和海洋环境观测和各种海洋环境专

题调查[7]。
(1)海洋环境监测调查(1995 年鄄至今)
环境省在日本沿岸及近海区域主持海洋环境

监测,其主要目的是了解陆源污染源、人类活动

(海洋倾倒、航海活动、船舶污染、海底活动)等对

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 该项目监测内容包括海

水、沉积物、生物、重金属、有害化学物质、海洋垃

圾等。 监测频次为每年 1 次。
(2)近海海洋污染实态调查(1975鄄1994 年)
环境省在日本沿岸及近岸海域开展近海海洋

污染实态调查,其主要目的为获取日本周边海域

基础资料,了解污染实际状况。 该项目监测内容

为水质、底质和生物体浓度。 监测频次为每年 1
~ 2 次。

(3 ) 放 射 性 调 查 ( 海 水 1959 年鄄, 底 质

1973 年鄄)
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日本近海、北太平洋、日本

海、鄂霍次克等海域实施了放射性调查,其主要目

的是掌握核试验及核废弃物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

响,掌握人工放射性核物质状况。 该项目调查内

容包括海水放射性及底质放射性。 监测频次为每

年 1 次。
(4)海水浴场监测(1973 年鄄至今)
日本当地政府在各地组织实施了海水浴场常

规性监测,监测内容包括粪大肠菌、化学需氧量、
透明度、有无油膜、pH 等,监测时间为每年 4 月上

旬 ~ 6 月上旬。
1. 3. 2摇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放射性监测

2011 年 3 月,日本福岛发生严重的核事故,
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8],为监督掌握海水、大气、
底土等放射性物质含量,日本环境省布置相关省

厅、机构开展放射性物质监测工作,主要监测内容

为134Cs、137Cs、131 I、90 Sr 等[9]。 2011 年 5 月,预测

到海洋中放射性物质在扩散,日本水产厅(Fisher鄄
ies Agency)又发布了大范围监控计划,具体包括

如下几部分。
(1)文部科学省“海洋环境放射性综合评估

项目冶(2011. 5. 8 ~ 2011. 7. 24)
文部科学省在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近海海

域实施了“海洋环境放射性综合评估项目冶,其主

要目的是通过大范围近海的调查,以掌握福岛第

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对海洋的

污染情况。
主管单位:文部科学省

实施单位:海洋生物环境研究所

分析单位: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

(2 ) 海洋研究开发机构进行的海洋监控

(2011鄄05鄄08 ~ 2011鄄07鄄20)
调查更大范围的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近海

海域海水,了解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泄漏

的放射性物质对海水的污染情况(特别是验证是

否与放射性含量分布模拟相符)。
主管单位:文部科学省

实施单位: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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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单位:日本分析中心

(3)水产厅协助的调查(2011 年 5 月中、下
旬 / 5 月下旬 ~ 6 月下旬)

按照文部科学省的请求,在比上述(1)和(2)
更远的近海海域,水产综合研究中心的船只在资

源评估调查同时采集海水,由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进行分析。
实施单位:水产综合研究中心

(4)水产厅扩大对水产品的监控(2011 年 5
月开始)

水产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水产品的放射性物

质的检查,制定了“水产品放射性物质检查的基

本方针冶,并通知了相关县。
(5)东京电力(株)进行的海洋监控(2011 年

5 月中 ~ 7 月)
在早先实施的福岛县沿海以及福岛第一核电

站近海 15 km 范围内的调查基础上,增加福岛第

一核电站近海 30 km 范围以及茨城县沿海的监

控,掌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泄漏的放射

性物质对海洋污染的情况,特别是要详细掌握认

为受核泄漏事故影响大的海域。
1. 4摇 韩国

韩国海洋水产部(Ministry of Maritime Affairs
& Fisheries of Korea)是海洋管理的综合机构,对
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海洋管理方面起到了中枢作

用,全面管理海洋调查、海洋监测、海洋研究、海洋

行政、海洋管理、立法、执法等领域[10]。
韩国从 1980 年定期对海洋环境状态进行监

测,为掌握准确的污染情况阶段性地扩大沿岸及

调查站点,构建海洋环境测定网(见表 3)。
表 3摇 韩国主要海洋环境监测

Tab. 3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South Korea

监测名称 负责单位 监测对象

国 家 海 洋 环 境

测定
国立水产科学院

沿岸(海岸线 5 海里

以内的海域)及近海

(专属经济区水域内

侧)

赤潮调查 国立水产科学院
沿岸地区赤潮发生原

因及变动

渔场环境调查 国立水产科学院 近海海域渔场

海洋观测调查 国立海洋调查院
水温、 盐分、 潮流及

海流
海洋环境调查 海洋警察厅 海洋废弃物排放

摇 摇 韩国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负责执行对海洋环

境在内的海洋全面研究和监测。 这些机构大体划

分为海洋水产部及国家机构下属的国立研究机

构、大学、政府拨款研究机构、大学的研究机构等,
负责海洋环境及渔业调查、海洋测量、海洋观测、
航路调查等任务,如表 4 所示。

表 4摇 韩国主要海洋环境监测机构

Tab. 4 The main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stitutions of South

Korea

海洋环境监测机构 海洋环境监测相关职责

国立水产科学院
进行包括海洋、水产领域的监测和

研究

海洋警察厅

是海洋水产部下属独立的厅,负责海

洋环境管理的执法机关,开展油类污

染事故等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国立海洋调查院 进行海洋相关的调查和基础研究

韩国海洋研究院

科学技术部下属的政府拨款海洋研究

机构,负责进行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

境管理技术开发等工作

全国国立大学和私立

大学 里 设 立 的 研 究

机构

执行海洋环境相关调查研究(包括首

尔大学在内的 10 余所国立、私立大学

设立了海洋相关学科进行基础研究和

人才培养)

1. 5摇 芬兰

芬兰近岸海域面临着富营养化、溢油、外来物

种入侵、有机氯化物污染等风险,在应对这些挑战

中芬兰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11]。 芬兰是世界

上最早制定环保法的国家,并且十分注重水体的

保护,芬兰通过技术改造与创新、污染物排放顺序

与总量调控、经济手段控制、环保意识教育、组织

机构调整等方式来保护本国的海洋环境。
芬兰的环境监测主要由芬兰环境部(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负责,其海洋环境监测主要由

芬兰环境研究所(Finnish Environment Institute)牵
头,参与单位包括芬兰渔业研究所、芬兰气象研究

所、芬兰海岸巡访队和芬兰各区域环境中心等。
芬兰对海洋环境的监测主要包括对波罗的海

公海和近岸海域的监测,并接受波罗的海保护协

议(COMBINE)的监督和指导[12]。 芬兰的海洋环

境监测工作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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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芬兰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Tab. 5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Finland

监测工作 监测项目 主要内容

水质和入海

通 量 长 期

监测

波罗的海入海河流监测、

农业和林业面源污染监

测、 HELCOM 波罗的 海

长期水质监测、沿海流域

监测

监测区域:入海河流、

芬兰湾、群岛海、波罗

的海;监测内容:营养

盐、pH、重金属、有机

物、悬浮物、总碱度、

电导率、溶解氧、叶绿

素 a 等

生物多样性

长期监测

HELCOM 波罗的海浮游

植物监测、沿海江河流域

浮游植物监测、HELCOM

波罗的海浮游动物监测、

HELCOM 波罗的海底栖

动物监测、沿海江河流域

底栖动物监测、沿海江河

流域大型植物监测

监测区域:芬兰湾、波

罗的海、芬兰近岸海

域;监测内容:浮游植

物、浮游动物、底栖动

物、大型植物等

波罗的海生

态现状常规

监测

Alg@ line 监测、藻华常规

监测

监测区域:波罗的海;

监测内容: 水温、 盐

度、浊度、叶绿素 a、

蓝绿藻、溶解态营养

盐、颗粒态营养盐、浮

游植物、藻华等

有 害 物 质

监测

波罗的海青鱼中重金属

和有机氯化合物测定、水

质石油类含量测定

监测区域:近岸海域、

波罗的海;监测内容:

青鱼中的铅、镉、铜、

锌、汞、滴滴涕、多氯

联苯、其他有机氯化

合 物、 表 层 水 石 油

类等

2摇 国际海洋环境监测特点

2. 1摇 重视海洋环境监测制度的建立

首先,大部分国外发达国家的环境监测主管

机构与海洋环境监测主管机构不分家,例如,美
国、日本、芬兰都由本国的环境部统筹本国的河

流、湖泊、海洋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而我国与之

不同,内陆水的环境监测主要由环保部统筹,而涉

及到海洋的环境监测则由国家海洋局负责。 其

次,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海洋环境监测制度的建立,
例如,在美国,环保署、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海岸警

备队等机构能在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中各司其职、
分工明确、合理协作得益于美国一系列配套法律、
法规和管理制度的保障,美国《联邦水污染防治

法》、《外大陆架陆地行动》、《海洋保护、研究和保

护区法令》等文件及相关制度就对各部门的监测

职责、义务、范围等有详细明确的界定,这样既能

避免各机构间由于职责不清发生的推诿扯皮现

象,又能避免监测机构、监测项目的重复建设。 另

外,发达国家还对监测数据上报和信息共享有详

细的规定,数据的上报时间、上报形式、报送机构、
共享内容、共享方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样监测

数据能在各机构间互通有无,共享利用,最大程度

地发挥监测数据的服务效能。
2. 2摇 重视海洋环境监测标准体系的完善

发达国家注重根据不同时期的海洋环境监测

工作特点不断完善其标准体系,具体包括检测方

法、技术规程、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方法、评价标

准等。
以美国为例,美国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研究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并制定一系列标准规范来指

导各地区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 美国从 19 世纪

80 年代末就认识到分析方法统一化的重要性。
1905 年出台的《水的标准分析方法》根据美国不

同时期水质的特点不断进行修订,基本上每 5 a
修订一次[13]。 其修订内容包括检测项目的增多、
检测技术的更新、检测标准的细化等等。 目前,美
国环保署制定的每一个采样、测试方法均有专门

的章节加以明确,另外还有专门的质量保证技术

指南保证数据的准确度、精密度等等。 所有的这

些标准体系都为海洋环境监测工作有效的开展奠

定了基础。 虽然我国海洋环境监测标准体系框架

已经基本构建,但是系统性、规范性仍不及发达国

家,在标准体系的完善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2. 3摇 重视监测项目与内容的丰富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监测能力不断提升,监测

体系逐渐向高分辨、大尺度、实时化和立体化发

展,十分注重与时俱进丰富监测项目与内容。 例

如,日本监测项目覆盖了生活环境项目、饮用水项

目和健康项目,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又增加了多种

海洋放射性监测项目;芬兰与美国针对随着工业

发展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的问题,非常重视针对水

体富营养化的监测与研究;加拿大则将近岸海域

的监测范围拓展到了北极。
近年来,全球海洋环境监测范围由区域向全

球扩展,监测目标逐步注重于生态功能,关注焦点

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监测和评价,逐步转向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

环境保护措施和人类健康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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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对我国海洋环境监测的建议

3. 1摇 健全海洋环境监测制度

目前,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由国家海洋局主

管[14],但是,环保部、农业部、交通部、高校系统、
中科院系统、海军等相关机构也都开展了有关海

洋环境的监测,各部门对职责理解不同、监测任务

界定不清。 以近岸海域海水监测为例,环保部组

建了“全国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冶 [15],对部分近岸

海域、海水浴场和入海排污口进行监测,农业部也

建设了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对海水增养殖

区、海洋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而上述监测在国家

海洋局主管的“全国海洋环境监测冶中均有所涉

及,除此之外,各部门大多执行本部门制定的行业

技术标准,在监测技术路线、站位设置、监测内容、
时间频次、监测设备、评价指标与方法方面存在较

大差异,从而严重影响海洋环境监测数据的可比

性。 正是由于各部委之间缺乏国家层面的统筹和

监督制度,才导致监测活动相对封闭,缺乏联合协

作机制,成果和信息难以实现共享[16]。
建议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制度的建设,依法管

理和开展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以法制建设为牵引,
带动海洋环境监测体制和机制逐步理顺,通过修

改《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监测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明确各机构职责,避免各自为战,资
源浪费。 同时制定《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监督管理

办法》、《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共享和发布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法规制度,加强国家层次上的战略

统筹和有效监管。 另外,要建立统一的海洋环境

监测技术标准规范体系,使全国的环境监测工作

遵循统一的标准,避免由于监测方法和标准不统

一带来的信息获取的差异,保障海洋环境监测事

业的科学健康发展。
3. 2摇 优化海洋环境监测体系

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摸索到形成的过程,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
通过全面实施《全国海洋环境监测体系业务“十
一五冶发展规划(纲要)》,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能

力得到了加强,业务体系不断创新发展,为海洋环

境保护和沿海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服务[17]。 海

洋环境监测范围覆盖我国管辖海域,对渤海、典型

海湾等重点海域开展了专项监测,并拓展至与我

国国家权益和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的国际公共

水域[18]。
目前我国对环境监测任务的设置包括海水、

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沉积物、海洋大气、二氧化

碳、海洋放射性、海洋保护区、海洋倾倒区、海水浴

场等二十多项任务,每项任务中又同时包括海水

水质、沉积物质量、生物质量、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等多个要素,存在重复设置的问题。 反观发达国

家的监测任务,简单明了、针对性强,我国应该重

新审视我国的海洋环境状况,对监测任务进行合

并与调整,避免重复,同时有针对性地设置一些以

研究为主的监测任务,对环境恶化原因、机理等进

行深入研究,以提出更合理的环境治理措施。
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已经步入天鄄空鄄

海、水面鄄水体鄄海底立体监测时代,我国应紧跟世

界发展潮流,大力发展和推广海洋环境立体监测

技术。 一方面优化和丰富常规监测的站点布设、
监测项目和要素等内容,深化利用浮标、潜标、海
床基、岸基等日趋成熟的定点观测技术,另一方面

不断探索船舶拖曳系统、载人 /无人航空监测、卫
星遥感技术、载人深潜技术等移动监测技术在海

洋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使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体

系向着层次立体化、手段多元化、信息综合化、规
模扩大化、频次精细化、设备组合化的方向不断

发展。
另外,我国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业务能力参

差不齐,监测质量不一,各海洋监测业务机构的能

力还需进一步健全,建议不断完善现有的海洋环

境监测标准、规范、技术规程,提升检测设备的准

确度、精密度、稳定性,研发高性能的在线监测设

备和传感器,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这样才能保证

海洋环境监测业务和海洋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
3. 3摇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海洋环境问题是全球海洋国家的问题,欧美

等发达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及管理方面进行了长

期的探索和研究,发起或组织了众多大型国际调

查计划(如 WOCE、GEOTRACE、CLIVAR 等) [19],
充分调动多国的资源和力量进行海洋环境的监

测。 例如,波罗的海遭受着严重的陆源污染,其沿

岸国家(丹麦、爱沙尼亚、欧洲联盟、芬兰、德国、
拉脱维亚、波兰、俄罗斯和瑞典)成立了波罗的海

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 (也称赫尔辛基委员会,
HELCOM),发起了赫尔辛基公约,旨在保护波罗

的海的海洋环境,HELCOM 还出台了《波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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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联合监测项目海洋监测指南》 [20],对每

个国家的监测区域、监测内容、监测参数都有明确

的规定,同时还对数据的报送和共享作了详细说

明,各成员国合理分工、互相协作、数据共享。 再

例如,地中海也面临着严峻的污染问题,其沿岸国

家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帮助下,制定了“地中

海行动计划冶,该计划也强调了各国要综合协调

对地中海的研究和监测工作,同样要求了信息

交换。
首先,建议我国与周边国家开展多种方式的

双边和多边合作调查,积极搭建海外合作平台,实
现资源共享和协调互补。 例如,在借助“一带一

路冶倡议的实施打造区域合作平台 ,获取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环境资料;针对污染严重的渤黄海,
与朝鲜、韩国开展合作,共同保护渤黄海环境;针
对福岛核泄漏事故放射性核素的迁移扩散研究则

可以同日本开展合作调查和研究。
其次,建议开展多种渠道的国际交流和学习,

搜集世界各国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基本情况,学习

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学习国外先进的海洋环境监

测技术,促进技术交流,创新海洋环境评价方法,
丰富现有评价体系,提升我国的海洋环境监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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