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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基础地质如何有效
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研究

苏亚航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水文工程地质大队，河北 沧州 061000）

摘　要　加强海洋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对于提高我国自然资源管理质量，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保护自然

生态环境等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文章从了解海洋资源情况，明晰海洋空间地理，加强海洋环境调查，分析海洋

资源潜力，梳理关键性地质问题及加强相关调查结果运用等方面，阐释如何依托海洋基础地质服务自然资源管理，

希望对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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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

国家实现良好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进步，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成为重要课题 [1]。党在十九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的要求，

将加强海域管理、保护海洋安全、合理开发与利用海

洋资源等列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为了充分认识

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演变与平衡规律，提高自然资

源管理质量和效果，加强海洋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工

作成了重中之重。通过对海底地形、地貌与构造，海

洋水质、矿藏、生物与污染等情况进行全面性的分析，

不仅能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依据，也能促

进我国自然资源管理改革，更好地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总战略目标 [2]。

1 查明海洋资源情况

地球超过 70%的表面积被海水覆盖，海洋里蕴藏

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类对海洋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推动海洋经济发展

已成为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自然资源占有

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一些发

达国家早已加大在海洋基础地质方面的投入，提高了

海洋基础地质研究成果，并依托相关成果在海洋事业

建设上取得诸多成就。比如美国加大对周围海域海洋

基础地质调查，为其航海运输、海洋资源开发、全球

气候研究等奠定良好基础。我国作为一个正处于经济

高速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拥有超过十四亿

的人口和庞大市场，对于铁、铜、铝、锰、镍等矿石

及煤、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需求极大，因此查明我国

海洋资源情况势在必行。

现实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

耗，查明我国海洋资源情况，才能优化自然资源管理，

有的放矢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但这也使我国海洋基

础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而要适应新形势

和满足新需求，升级海洋基础地质探查技术是关键，

依托先进、高效和安全的技术开展更大范围的海洋基

础地质调查研究工作，探查海域底部的地形、地貌与

构造，深入研究水质、水动力与水污染等情况，确定

能源的分布特征、成藏成矿主控因素与赋存规律，才

能为我国航海运输、海洋矿产、生物等资源及能源的

开采利用提供有力依据，更好地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工

作 [3]。尤其是在开发利用海底石油、天然气与矿产资源

时，有了先进的海洋基础地质探查技术的支持，可快

速锁定资源富集区，并对这些区域进行重点勘探，从

可操作性和成本的角度出发，对开采技术和开采方法

进行综合性的考量，确定操作性更好、性价比更高的

能源开采方式，以实现能源开采效率最优化和利用效益

最大化，这无疑能促进我国提高自然资源管理水平，缓

解我国当前能源短缺的问题及强化我国能源安全系数 [4]。

2 明晰海洋空间地理情况

我国位于北半球，地处亚洲东部，东接太平洋，

紧临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尤其是我国有着极长的海岸线，拥有一万多个岛屿，

海域管辖面积广阔。海洋作为一个巨大宝库，蕴藏丰

富的铁、铜、铝、锰、镍等矿石与煤、石油、天然气

等能源，这些资源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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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而要使这些资源得到合理化的开采利用，查

明我国管辖海域的空间地理情况非常重要。此外，我

国坚持对外开放、生态建设与发展海洋经济等政策，

国际经济、文化与贸易日益频繁。尤其是自十八大和

十九大之后，我国将海洋资源管理、维护领海主权和

保护海洋安全列为重要战略，更需要在明晰管辖海域

的空间地理情况的基础上，加大对海域的管理的力度，

逐步提升海上安全形势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海洋空间地理内容丰富，包括海流长、水动力和

海域底部的地形地貌等特征及海域表层、中层、深层

与地底结构，以及海洋矿藏、生物等资源与能源的储

量与分布。依托探查技术明晰海洋空间地理，并对海

洋地理信息进行系统整理，加强研究成果运用，才能

为我国强化海洋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有力依据 [5]。一方面，

通过加强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工作，整理海洋空间

地理信息，生成详细严谨的数据研究成果，逐步建立

与完善精密海底地形地貌模型资料，为海底能源勘查

与试采、钻采船建造、深海科学考察、国家舰队的训

练与护航，以及海上贸易航线安全和维护海洋权益等

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更需加大对管辖海域和外部海域的空间地理

研究力度，通过整合海洋空间地理信息，梳理海洋基

础地质问题，更加精确地掌握全球物理环境，再结合

全球物理环境变化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海洋自然资

源管理方法和海洋安全保护策略。这不仅有利于我国

海洋资源的高效利用，也有利于稳定全球海洋经济发

展，更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生态的健康可持续。

3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调查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实现了从陆地资

源到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

进程。但工业废物、废水和废气的排放，严重污染海

洋环境和大气环境。加之自然资源消耗速度日益加快，

进一步加重全球生态环境的负担。当前，世界经济正

处于高速发展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

益激化，尤其是海洋生物数量的减少、海洋资源的滥

采、工业垃圾的污染与能源的泄漏，如日本的核泄漏、

美国的石油运输船的泄漏等，都给海洋自然环境造成

了巨大破坏，给整个地球自然生态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总方针，

着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落实该政

策方针对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

要对海洋环境承载力、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情况进行系

统的评价，为控制海域开发利用程度，调整海洋自然

资源管理对策提供依据。

海洋资源储量和分布及海洋环境承载力是自然资

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和污

染情况的调查，对优化自然管理工作，推动海洋经济

建设和保护海洋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基础地

质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可充分认识当前海洋生态环

境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为制定海洋保护措施及重新调

整海洋开放与开发状况提供依据，减少社会经济发展

与海洋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索取之间的矛盾。譬如针

对一些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

如填海造陆、建设海洋园区等，可依托海洋基础数据

调查结果，对项目实施进行全对象、全方位和全过程

的审查，杜绝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确保项目建

设符合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要求，实现提高项

目建设的作用价值。总之，针对海洋污染问题，依托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数据信息，将受污染的海域进行分

层分级整治，结合以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经验，展开

更大范围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坚持“有污染，

快治理”的原则，防止海洋污染情况的恶化，避免造

成更大的海洋资源损失。当前，我国海洋基础地质调

查研究报告在海洋资源开采、海洋生态建设和海洋环

境保护方面取得诸多成就，尤其是海洋探测技术的提

高，海洋治理技术的加强，以及始终坚持“金山银山

不如绿水青山”的生态理念，有效推动了我国海洋经

济的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4 分析海洋资源潜力

我国是海洋资源大国，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

利用与保持，对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和自

然生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使海洋基础地质更好

地服务自然管理，依托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分析我

国海域内的资源潜力十分必要，可有效解决我国发展

所需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当前，我国海洋基础地质技

术含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可用于查探各种复杂海

底地形地貌，能够探明海洋内蕴藏的天然气水合物资

源和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以及可用作食物和新药材

的生物资源的储量和分布情况，对于开发利用海底能

源的提取和深海基因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海洋自

然资源管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持。考虑到人类文明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子孙后代的福祉，必须充分利用海洋

资源潜力，但就现实来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过度，

超出资源潜力，虽然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效益，但无休止、

不节制的开发势必使海洋生态受损，甚至使海洋资源

走向枯竭，给地球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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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究水平的提高，可以准确了

解海洋资源潜力，为如何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提供依据。

尤其是结合海洋资源储量和分布情况及海洋环境承载

力，制定详细具体的海洋开发计划。

5 解决关键性地质问题

地球作为一个充满水资源的星球，海洋底部的地

质运动和海洋自然生态环境变化都直接影响人类的生

活。近些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如海底火山爆发、海底

地震、超强台风、海啸等，给沿海城市的生产生活造

成诸多负面影响，造成诸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

海底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工作为基础，全面了解海洋污

染情况和自然灾害的形成规律，才能制定行之有效的

灾害预防措施。可见，加强对海洋基础地质的关键性

问题的研究日益重要，对于推动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和

海洋事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探索

周边海域成因及构造演化，建立完善的海域地层理论

体系，讨论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和气候变迁等问题，提

高相关数据成果应用水平，更利于我国履行大国责任，

发挥大国作用及提高国际影响力。同时依托海洋基础

地质调查研究成果建立我国海洋地理大数据，确立洋

流、水动力、水质、海洋生物、海洋矿产资源、海洋

地质等多门学科理论，并将这些学科数据研究成果有

机整合在一起，提升对关键性地质问题的认识，探寻

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地质等

问题的办法，为我国提高海洋自然资源管理水平及加

强海洋事业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6 加强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成果运用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工作是一个长期化、系统

化、综合化的建设工程，汇集多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

与技术成果，尤其是海上定位、海底地形声学探测、

地球物理探测、海底取样、海底观察和遥感等技术，

对于海洋事业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这些技

术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国在研究海洋地理与海底地形

地貌、海洋岩石圈与板块运动、海洋底层、海洋环境

和海洋地质作用，海洋沉积和边缘海地质，以及古代

海洋与海洋演化史、海洋矿产和生物资源等方面取得

诸多成果。当前，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在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究方面取得诸多成就，这也决

定了这些国家在全球海洋管理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程度和研究水平不仅反映了一个国

家在海洋地质工作方面的状况，也间接决定着一个国

家在保护海洋安全和维护海洋主权与利用海洋资源等

方面的实力。虽然我国海洋基础地质研究起步较晚，

但在几十年间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尤其是我国已经

迈向海洋基础地质研究的大国行列。

当前，我国正在着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

强海洋事业建设是必由之路，尤其是保护海洋安全、

维护海洋主权与利用好海洋资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因此我国需加强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将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成果进行集成运用，依托先进的网

络信息、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编制更具功能性的

系统图件，以准确编写调查成果和研究分析规律，进

一步提高对海洋的认识，使我国在保护环境、开采和

利用资源，发展海防军事、教育科研等方面发挥出更多、

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拓展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数据及

研究成果应用，进一步提高海洋基础地质社会化服务

效能，使之成为提高自然资源管理质量的抓手。从海

洋空间地理、地球环境参数、海洋资源储量与分布，

海洋生态环境、海洋地质运动、海洋水动能等多个角

度进行研究，可为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出谋

献策，更利于促进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迈向新的台

阶，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管辖的海域面积广阔，加强

海洋事业建设势在必行。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进

一步发展，我国必须依托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究服务

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尤其是加强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

究工作，对我国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强化海域主权管理以及推动全世界经济发展都

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我国需加强人力、物力、财力与

技术的投入，推进海洋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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