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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西太平洋环流-印尼贯穿流研究国际研讨会”

第二轮通知

---------------------------------------------------------------------------------------------------------------------------
背景

2010 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资助西太平洋开放共享航次，主要聚焦菲律宾

以东太平洋西边界流及与印尼贯穿流连接的区域。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科学家参与调查，收

集了大量生物地球化学、地质以及气象观测样本。自 2014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海洋所与印

尼科学院-海洋研究中心建立起了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每年在印尼海开展联合科考航

次，已经连续实施了 4 个大规模印尼海联合调查航次，获得了大量的水文、气象测量数据及

生物地球化学样品。印尼海区是低纬度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唯一海洋通道，是全球海洋大

输送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边界流和印尼海研究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近海环境保护有重要意

义。为了分析总结已有的观测结果、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和更好的设计未来的观测实验方

案，计划于 2018 年 10 月 30-31 日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召开第三届“西

太平洋环流-印尼贯穿流研究国际研讨会”。该会议属于 2016、2017 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的第一和第二届“西太平洋-印尼海环流研究国际研讨会”的系列国际会议，联合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动力过程”创新研究群体和国内知名海洋单位的专家学者共

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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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方与主办方

组织方：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主办方：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
学术指导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

袁东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委员会成员:

胡敦欣，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穆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吴立新，中国海洋大学

陈大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侯一筠，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张荣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乔方利，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田纪伟，中国海洋大学

刘秦玉，中国海洋大学

朱江，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邀请报告：

Pavel S. Berloff,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William K. Dewar,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Carsten Eden, 德国汉堡大学

Ming Feng,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hristopher W. Hughes, 英国利物浦大学

David P. Marshall, 英国牛津大学

Lawrence J. Pratt,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Michael A. Spall,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Chaojiao Sun,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Jin-Yi Yu,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高树基, 中国厦门大学

张瑶, 中国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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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

2018/09/20 摘要提交截止日

2018/10/01 摘要接收通知

2018/10/29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现场注册

2018/10/30-31 座谈会

2018/11/01 离青日

---------------------------------------------------------------------------------------------------------------------------

当地组委会

组委会主席：

袁东亮，中国科学院院海洋研究所

组委会成员：

周慧，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王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王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侯霞，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王菲，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郭丽娟，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李肖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任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李蕴宇，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郑洁，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联系人信息

李肖阳

E-mail: lixiaoyang@qdio.ac.cn

Tel: +86-532-82898681

Cel: 1886648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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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三届“西太平洋环流-印尼贯穿流研究国际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主持，青

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主办。此次国际研讨会旨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对西太平

洋环流-印尼贯穿流相关的海洋和气候研究进行深入的讨论，增进交流，促进在该领域的科研

产出。

会议主题:

1、西边界流和印尼贯穿流的变异和动力机制；

2、印太海洋环流和暖池；

3、ENSO 与气候动力学；

4、环境和气候效应。

主要以邀请报告、口头报告和墙报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的学者或发展

中国家的参会者可申请当地住宿财务补助。

---------------------------------------------------------------------------------------------------------------------------

重要信息

地点：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日期：2018/10/30-31

截止日期：

2018/09/20 摘要提交窗口关闭

2018/10/01 摘要接收通知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鳌山卫镇问海路 1号，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会议通知网址：http://itf.qdio.ac.cn/xttxw/201808/t20180810_418250.html

摘要提交方式：登陆网站 http://itf.qdio.ac.cn/xzlxz/201808/t20180813_418368.html 下

载填写《Registration & Abstract Form》，并反馈至邮箱 lixiaoyang@qdio.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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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

分会 1：西边界流和印尼贯穿流的变异和动力机制

分会介绍：

太平洋西边界流和印尼贯穿流在耦合的海洋气候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过去几

十年中对该海域强化观测的背景下，有关西边界流-印尼贯穿流系统的变化及其动力学的研究

得到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基于近年来获取的最新观测数据和先进的数值模式模拟，太平洋西

边界流和印尼贯穿流系统多时间尺度变化的新特征得以揭示。一些新的动力学机制的提出，极

大地促进了对太平洋西边界流-印尼贯穿流系统及其在印太海盆热量/淡水平衡中的作用等过程

的理解。本会议专题将集中研讨太平洋西边界流和印尼贯穿流的多时间尺度变异及其动力学机

制，同时也非常欢迎与平均流变化相关的中小尺度过程、热带-热带外相互作用、跨海盆相互

作用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召集人：

王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胡石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邀请报告：

William K. Dewar,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in circulation
energetics

Christopher W. Hughes, 英国利物浦大学，Boundary currents and bottom pressure

David P. Marshall, 英国牛津大学，A geometric model of eddy-mean flow interactions in
ocean boundary currents

Lawrence J. Pratt,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The Pacific deep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
through the Samoan Passsage and around the Manihiki Plateau

分会 2：印太海洋环流和暖池

分会介绍：

印太海洋环流和暖池在局地和全球气候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强劲的西边界流、

印度尼西亚贯穿流对局地乃至全球热量、质量和淡水收支进行调制，在全球气候预测中起着重

要作用。这个区域也是全球最强的两个年际气候异常模态——ENSO和印度洋偶极子的生源

地，且两者通过印尼海的连接相互影响。西边界流则在热带和热带外海洋环流和气候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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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着纽带作用，对热带海洋年代际及更长时间尺度的变异产生重要影响。鉴于此，近几年国

内外科学家在该区域开展了大量的观测实验和数值模拟工作，旨在了解影响印太海洋环流和气

候变异及其可预报性的关键动力过程及其物理机制。本分会欢迎致力于热带西太平洋和东印度

洋海洋环流多尺度变异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及与印太暖池相关的热带-热带外海气相互作用研究

的国内外学者参与研讨，以增进我们对上述科学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召集人：

周慧，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张林林，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邀请报告：

Pavel S. Berloff,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Dynamically consistent parameterization of mesoscale
eddies in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Carsten Eden, 德国汉堡大学，Role of mixing and internal waves for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Michael A. Spall,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ind- and buoyancy-driven exchange between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and the basin interior

分会 3：ENSO 与气候动力学

分会介绍：

在 2014-2016 年热带太平洋经历了长时间增暖，包括 2014 年的弱 El Niño 和 2015-2016

的强 El Niño。2014 春季赤道西太平洋一系列西风爆发造成了赤道中东部太平洋海温的明显正

异常，但是在 2014 年末没有发展成为突出的 El Niño 事件。自 2015 年春季起，一系列西风

爆发事件迅速产生了强 El Niño 事件，并于 2015 年 11 月达到顶峰。2016 年 3 月之后，赤道

中东太平洋地区海温开始急剧下降，有向强 La Niña 事件发展的趋势，但却在 5 月底回到了

中性状态。这一系列 ENSO 事件对全球气候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1997-1998 年超强 El Niño

事件结束后，全球平均气温出现了约 15 年的增温“停滞”时期。但是，全球平均表面气温在

最近一系列 El Niño 事件后迅速增加。 2014、2015、2016 年创下了有较完善观测记录以来连

续最热的三年。学术界对增温“停滞”期是否因此结束开展研究。本分会拟就以上相关科学问

题开展交流，探讨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在 ENSO 和中长期气候变化动力学中的作用。

召集人：

赵霞，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李元龙，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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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Jin-Yi Yu,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ENSO complexity and its impacts on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s

Ming Feng,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entennial changes of the Indonesian

Throughflow and impacts on the Indian Ocean heat balance

分会 4：环境和气候效应

分会介绍：

西边界流区（WBCs）与邻近的热带和亚热带海洋存在大量水、热、盐的输送和交换过

程，对调节全球海洋环流和气候系统起重要作用。然而，对于该区域的环境变化问题目前尚未

得到充分认识。传统观点认为这一区域呈典型的热带-副热带寡营养环境特征，上层海洋中缺

乏营养盐、Chl-a浓度非常低。然而，近年的研究发现WBCs区域内可能存在一些“不寻常”

的生态现象，如在一些典型水团中存在高 Chl-a、高初级生产总量的现象，同时伴以高 N和 P

的中层水向上涌升的现象。本分会议题聚焦于 WBCs区域内观测到的独特生态现象，以及气

候变化或部分人类活动对该区域环境因子变化的可能影响。本分会将以口头报告、墙报以及开

放式讨论的形式聚焦于该区域的 C、N、S循环等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欢迎参会者共同分享在这一区域的实验研究、现场观测或模式结果，从而能够促进我们

对气候和人类活动影响条件下WBCs区域环境变化的认识。

召集人：

刘纪化，山东大学

袁涌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邀请报告:

高树基，中国厦门大学， Nitrogen cycling and its linkage with carbon cycle in marine

ecosystems from the stable isotope perspective

Chaojiao Sun,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Modelled and observed Pacific South

Equatorial Current Bifurcation Latitude and its future change under CMIP5 Climate Forcing

张瑶，中国厦门大学， Pic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controls on

communit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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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交

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18/09/20

摘要接收通知截止日期：2018/10/01

摘要指导方针：

1. 仅限英文

2. 请选择报告形式：口头报告/墙报

3. 请选择分会组

4. 摘要题目

（1）请仅大写题目中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

（2）请必要时在特殊词汇上使用斜体/大写字母

5. 摘要主体

（1）不超过 250 字

（2）无图片、数字、表格和图标

6. 摘要提交方式：登陆网站 http://itf.qdio.ac.cn/xzlxz/201808/t20180813_418368.html

下载填写《Registration& Abstract Form》，并反馈至邮箱 lixiaoyang@qdio.ac.cn。

模板：

Title: Enhanced warming over the global subtropical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Presentation: Oral Preference
Session: Session 1
Abstract Body:
Subtropical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are warm, fast-flowing currents that form on the
western side of ocean basins. They carry warm tropical water to the mid-latitudes and vent
large amounts of heat and moisture to the atmosphere along their paths, affecting
atmospheric jet streams and mid-latitude storms, as well as ocean carbon uptak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se highly energetic currents might change under greenhouse-gas forcing
has raised significant concerns, but detecting such changes is challenging owing to limited
observations. Here, using reconstruct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datasets and century-long
ocean and atmosphere reanalysis products, we find that the post-1900 surface ocean
warming rate over the path of these currents is two to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the global
mean surface ocean warming rate. The accelerated warming is associated with a
synchronous poleward shift and/or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subtropical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s in conjunction with a systematic change in winds over both hemi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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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签证是入青的必要条件，请在您当地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确认签证申请的要求和入境条件。

正式邀请函

正式邀请函将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发出。如您需要，请填写注册表格（下载）并发送至邮

箱：lixiaoyang@qdio.ac.cn。您将在一周内收到正式邀请函的扫描件。

酒店预订

住宿地点：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外国专家楼

房费：150 元/晚（*可使用现金和国内借记卡/信用卡）

预订详细信息：

若外地参会者欲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酒店预订房间，请于 2018/09/20 前联

系当地组委会，填写《Registration & Abstract Form》，并发送邮件至

lixiaoyang@qdio.ac.cn。（表内包含摘要相关内容，如没有摘要提交，可不填写）

我们只有有限的酒店房间，并采取先到先得的预订原则！

若取消预订，请于到达前 72 小时内联系当地组织委员会。

若您想与他人共享房间，您只需要提交一份酒店预约表。

酒店直接收取费用，并在办理入住手续时需要提前缴纳押金。

若您在 12:00AM-6:00PM 间退房，将额外支付 50%的房费。

若您于 6:00PM 后退房，将额外支付全房费。

* 如需下载《Registration Form》，请登陆网页：

http://itf.qdio.ac.cn/xzlxz/201808/t20180813_418368.html。

mailto:lixiaoyang@qdio.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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