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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双重压力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近海水母呈现增多的趋势, 局部海域

水母灾害连年发生, 对近海核电站等重大设施安全运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我们不仅亟需在科学上阐明我国近海水母灾害发生的重要过程和机制, 而且在技术
上亟需研发水母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防灾减灾技术体系, 以提升我国海洋水母灾害应对能力和海洋
环境安全保障能力。本文在查阅文献资料、国际交流与合作、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综述国
内外水母灾害的形成机理、水母灾害监测及防控技术的研究进展, 分析各种水母监测技术, 防控技术
的局限性以及在特定海域成功应用的原因, 展望今后我国水母灾害的监测技术及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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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30 年间, 人们发现胶质类生物特别是

因此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热带西太

水母类在全球生产力较高的海域出现了数量增多或

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中的一个重点

者暴发的现象(Arai, 2001; Lynam et al, 2005; Purcell

任务就是对外海影响下的黄东海的生态灾害进行研

et al, 2005, 2007; 张芳等, 2009)。水母的持续暴发会

究。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探明黑潮输入与黄、东海

破坏近海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 从而对近海

生态灾害发生的关系, 预测和分析黑潮输入影响下

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水母增

的黄、东海生态灾害的演变趋势, 其中水母灾害的形

多或暴发被认为是一种由于海洋动物暴发而形成的

成机理及其预测和防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研究

非常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灾害(孙松等, 2012)。与其他

水母生态灾害的机理和趋势与研究我国近海生态系

海域类似, 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出现不稳定状态, 已经

统的演变趋势和机理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是对我

导致一系列的生态灾害, 水母暴发所导致的灾害是

国海洋生态灾害和生态系统演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除赤潮之外的最严重的海洋生态灾害, 已经对我国

分, 从水母灾害发生机理的角度更能深入分析黑潮

的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水母数量增加是

及其变异对中国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海洋生态

水母数量增多或暴发不但会破坏所在的海洋生

系统演变的一个综合反应, 是全球生态系统演变的

态系统, 还会对暴发区域的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威

指示(孙松, 2012; Condon et al, 2013; 孙松等, 2014)。

胁, 例如世界上的很多核电站、火力发电站、海水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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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厂和滨海化工厂都受到过水母暴发的影响。水母的

刊出的中国水母计划的文章集刊(Sun et al, 2015a)。

暴发也迫使很多海水浴场和滨海游乐设施关闭, 给

事实上, 在对其无性世代的生活史策略研究结果中,

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我们不仅亟需在科学上阐

发现了环境条件(温度、盐度、饵料等)的变化对无性

明水母灾害发生的重要过程和机制, 而且在技术上

生活史策略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已有的

亟需研发水母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防灾减灾技术体

有性世代的研究中, 主要围绕致灾水母种类的自然

系, 以提升我国海洋水母灾害应对能力和海洋环境

生活史, 研究了其水母体种群在黄东海的发源地、种

安全保障能力。本文综述了水母灾害的形成机理、监

群增长过程中的时空分布格局(Zhang et al, 2012; Sun

测及防控技术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为丰富我国在海

et al, 2015b)。虽然对沙海蜇有性世代研究中水母体的

洋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和海洋生态灾害研究方面的理

生物量、时空分布机制的研究较为深刻, 但在诠释近

论和技术提供支撑, 对提高我国在海洋生态环境研

年来沙海蜇数量年际变化的原因时, 除了已有的从

究基础和应用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和国际地位具有

无性世代的水螅体的存活、繁殖、被捕食及碟状体的

重要意义。

产出量、死亡率等方面对环境条件的响应探讨数量变

1

水母灾害的形成机理

动的机制外(Feng et al, 2015; Sun et al, 2015b), 需要
加强其他无性生活史阶段的关键过程, 例如控制浮

追溯全球水母暴发问题的研究历程, 自 20 世纪

浪幼虫通过变态附着后发育为新螅状体的过程及变

60 年代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现在, 全球海洋生

态率等, 也要加强其有性世代的水母体的生长与繁

态学家一直致力于不同水母旺发海域水母暴发问题

殖策略的研究。

的研究, 水母暴发问题涉及暴发的原因与暴发后的
生态学效应, 研究内容和理论发展由浅入深, 取得

2

水母的监测和预警技术

了飞跃式发展。在开展暴发原因与机理的研究方面,

在全球研究水母暴发原因的同时, 也开展了对

从一开始研究暴发水母个体和种群水平上的基本的

致灾水母种群数量监测与预警技术的探索与研究。世

显现规律、生物量描述到研究水母种群对气候变化、

界上对大型水母采集、定量与行为研究的技术多种多

鱼类资源变动及人类活动的响应; 在生活史角度研

样。从传统的网具、简单的声学的方法、光学或者成

究暴发机理的研究方面, 从一开始的重点研究看得

像系统的方法开始(表 1), 到近年来的利用弹出式存

见的浮游水母体阶段转变为重点研究看不见的底栖

储传输标签、超声波脉冲发射器、可视化成像系统、

水螅体阶段; 从个体生长、种群变动研究到生态系

粒子追踪测速的声学方法以及其他电子标签等技术

统演变水平上研究和解析水母暴发原因, 即从暴发

对水母进行实时的垂直分布、游泳速度等生活习性进

海域的富营养化程度、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生物量

行研究。例如, Honda 等(2009)利用弹出式存储传输标

的变动来分析水母暴发的原因(孙松, 2012)。近来,

签和超声波脉冲发射器对沙海蜇的研究发现, 水母

水母生态学家开始重新评估和理解水母暴发的事件

游泳的深度主要和海区的水文结构有关, 并且夜间

(Graham et al, 2014), 以往的观点认为水母暴发会对

所处深度显著大于白天。光周期、饵料生物的生活习

社会、经济、生态等造成不利影响, 在对水母暴发

性、生物自身的昼夜节律、海区的水文条件哪个因素

进行重新评估后认为水母的数量增加将与人类的福

起决定性作用尚不明确。Fossette 等(2016)探讨了几

祉联系起来。

种电子标签技术在水母类生活习性及生态学研究的

我国水母暴发机理的研究紧跟国际前沿, 甚至

可行性, 认为电子标签技术是水母实时监测的有效

处于领跑地位。在刚刚完成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重

技术。Bi 等(2013)利用浮游生物可视化成像系统在切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中国近海水母暴发

萨皮克湾对栉水母的研究发现, 栉水母在高温低盐

的关键过程、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项目(水母 973 项

水团中出现的频次更高, 这套系统亦可以用于钵水

目), 取得了前瞻性研究进展。该项目紧紧抓住影响灾

母幼体的长时间序列的连续观测。Lee 等(2010)利用

害水母暴发的无性世代(底栖阶段)的关键过程及机理,

粒子追踪测速的声学方法对沙海蜇垂直分布和游泳

对灾害水母的暴发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 例如 2012

速度进行了研究, 为构建沙海蜇在东亚海域的迁移

年《海洋与湖沼》第 43 卷刊出了中国水母计划取得

模型提供了基础数据。

的进展, 以及在 Hydrobiologia 杂志 2015 年第 754 卷

目前对大型水母的丰度/生物量估计的方法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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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一, 人们普遍认为对大型水母的定量是一件困

的。采用网具比如底拖网调查的方法有可能导致生物

难的事情,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大型水母的含水量大,

量或丰度低估。原因之一是网具的网口宽度在可变的

体积大, 以及斑块分布, 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生物量的

水的压力下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使渔网很难定量,

估 计 不 准 (Hamner et al, 1975, Omori et al, 1982;

其二是水母的垂直和水平的斑块分布。比如 Barz 等

Graham et al, 2003)。在使用传统的网具, 声学的方法,

(2007)报道北海南部的水母主要分布在 5—25m, 在

以及光学或成像系统的方法中, 成像系统的方法应

垂直方向上并非均匀分布。作者所在课题组在我国黄

用相对较多。传统的通常用于浮游生物定量的拖网方

东海通常的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在许多站位的表层或

法, 以及通常用于评估渔业资源底拖网的调查方法,

次表层出现大量的水母, 日本海南部的沙海蜇主要

在用于评估水母种群的生物量和丰度时, 虽然在某

聚集于 40m 层以上的水层(Honda et al, 2009)。其三,

种程度上是半定量的方法, 但是由于水母丰度历史

网具的类型, 中层网或底拖网, 不能完全把除网具所

数据多采用该方法, 因此把这种方法作为定量生物

设定的目标水层以外的水母全部收入囊中, 这时候

量的相对指标进行年际变化的比较是具有实践意义

就需要对捕捉效率或者捕获率进行估计。

表1
Tab.1
采样原理

国际上定量大型水母的方法举例

International methodand technology of quantifying large-sized jellyfish
详细说明与举例

采用相应的采样工具描述水母丰度/生物量的文献

浮游生物网(Bongo net, 太平洋网)
IKMT 网(Isaacs-Kidd midwater trawl)
网具

声学

Barz et al, 2007

斜拖网(Oblique multinet haul)
底拖网(Bottom trawl)

Brodeur et al, 1999, 2002

Nordic 264 rope trawl

Suchman et al, 2005

Acoustical approach

Purcell et al, 2000

CPR (Continuous Plankton Recorder)

Attrill et al, 2007

OPC (Optical Plankton Counter)

无相关文献(被认为不适合研究大型水母)

laser OPC
光学或
成像系统

VPR (Video Plankton Recorder)

——

相机和扫描仪(direct-imaging system)
如: Silhouette Camera, Ichthyoplankton Recorder

Kasuya et al, 2001

Scuba diving

Hamner et al, 1994; Costello et al, 1998

Manned submersibles

Youngbluth, 1985

ROV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AUV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Raskoff, 2001; Silguero et al, 2000

Jellycam, video camera system

Graham et al, 2003

除了传统网具的水母监测定量方法外, 在船甲

种监测方法的优缺点, 为全面了解水母监测方法做

板上目测计数定量大型水母丰度的方法也为很多科

了有益的补充。水下摄像技术的监测方法优点在于分

学家所用(Pitt et al, 2014)。广岛大学的 Uye 教授课题

辨率高、能够反映水母的运动行为, 且水母的时空分

组从 2006 年开始每年搭载从日本海的周边城市至黄

布、移动过程和行为表现都可以通过水下摄像进行记

东海周边城市的客船, 对黄东海及日本海的表层大

录, 其缺点是视野有限。近年来水下摄像技术在发展

型水母的分布及丰度进行目测计数, 用此方法来预

过程中也不断完善, 分辨率及所监测的范围也不断

测日本海水母的丰度状况。目测计数的方法优点是简

扩大。声呐成像的监测方法优点在于监测范围广、可

单易操作, 省钱省力, 缺点是只能观测水体表面或上

以同时监测水母的水平和垂直分布、在浑浊或昏暗水

层水体内水母的丰度, 而海水表层水母的出现情况

体中也可以监测等优点, 其缺点是分辨率低, 无法进

受天气、水文条件、水母的垂直移动的行为等条件的

行种属的判别、无法反映水母的运动行为等。近年来

影响, 因此用这种方法定量监测有一定的误差。杨东

正在研发声学和光学影像相结合的监测方法定量水

方等(2014)分析了近年来新技术(水下摄像、声呐成像

母。而航空影像的监测技术, 在水体表层或近表层,

和航空影像)在水母监测方法中的应用, 并比较了各

可以观察大型水母的分布状况、运动过程和行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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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航空影像监测的另一个优点是不需要接触水体,

(2016)围绕大型水母的迁移规律、溯源研究、数值模

惊扰这些水母, 就可以完成这些观察的过程。

拟的方法综述了国内外对大型水母迁移规律和灾害

以上方法基本上是对于水母体的监测方法, 对

监测预警技术研究进展, 认为在水母的监测预警技

于水母早期幼体的监测, 特别是对水母的受精卵、浮

术方面, 需加强和完善水母漂移聚集机理的研究, 为

浪幼虫、螅状体、碟状体等微小个体的监测比较困难,

进一步监测预警技术的发展做基础。

传统方法主要通过网具或采水采集样品, 然后在显

事实上, 对于东亚水域暴发的沙海蜇来说, 对水

微镜下根据形态特征进行分类鉴定计数, 但由于水

母漂移聚集的机理已经展开了研究, 例如 Moon 等基

母的早期幼体个体小, 显微镜观察难以鉴别种类, 近

于 ROMS (Regional Ocean Modeling System)模型, 未

年来正在发展分子生物学生物标记技术对水母早期

考虑潮汐运动, 利用拉格朗日粒子跟踪实验追溯日

幼体进行识别。例如, 对海月水母进行早期监测的分

本海沙海蜇来源, 认为日本海暴发的水母可能的源

子生物学方法正在逐渐建立和完善。王建艳等(2013)

地之一为长江口, 而且水母的分布受中国东海到日

通过选用特殊的分子标记, 设计特异性引物建立海

本海之间的风应力及沿岸流的影响较大(Moon et al,

月水母的分子探针检测方法, 可以对大量网采样品

2010)。罗晓凡等基于含潮汐过程的 POM 模式气候态

或附着在基质上的样品直接进行检测, 快捷方便, 但

模拟, 并考虑质点垂直运动得出的结果与 Moon 不同

目前这种方法只限于对海月水母的定性以及半定量

的结果: 济州岛沿岸质点几乎全部穿过朝鲜/对马海

研究, 如果结合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可望建立一

峡进入日本海, 其他释放区质点主要在黄海潮汐锋

种对海月水母快速定性定量分析的新方法, 从而为

区和长江口以南沿岸锋聚集(罗晓凡等, 2012)。张海

研究海月水母早期生长阶段的行为特征提供新的技

彦等未考虑水母自身运动, 采用拉格朗日粒子方法

术手段。Liu 等(2016)也报道了用特异性强, 敏感的环

追溯其运动路径及可能源地, 并结合水母运动路径

介导等温扩增的方法对霞水母的几个发育阶段进行

和种类分布特征综合分析了夏季青岛外海大型水母

快速检测。笔者课题组正在采用定量 PCR、核糖体/

的潜在源头(张海彦等, 2012)。在其他海域, Berline 等

线粒体基因 PCR 扩增子高通量测序(meta barcoding)、

(2013)考虑 0—300m 垂直迁移, 利用拉格朗日粒子跟

FISH 等分子生物学技术与潜水原位观测、样方调查、

踪模型建立了法国利古里亚海夜光游水母高分辨率

培养实验等基础生物学手段相结合, 研发和建立完

的模式, 模拟水母的运动, 指出北向流和海面风场是

善可靠的适用于水母微小个体的检测方法, 已经取

是影响水母向近岸漂移的主要因素。

得了初步结果。除此之外, 用 Scuba-diving、水下机
器人等研究手段, 搜寻和监测大型水母的水螅体野

3

水母灾害的防控及应急处置技术

外栖息地, 对已发现的水螅体栖息地, 监测水螅体种

自水母数量增长甚至暴发对全球暴发海域的社

群动态季节及年际变化也是本课题组正在采用的水

会、经济及生态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以来, 国内外对水

母监测手段。

母的防控技术和措施相继发展, 从最初的网具拦截、

综上所述, 对于监测手段的选择来说, 可以根据

船舶打捞到近年来的工程设施拦截疏导、高压水枪清

监测目标的要求、监测指标、监测海域、监测范围的

除、气泡和超声波驱赶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各自

大小来选择不同的监测水母的方法。既需要结合新的

有不同的优势。这些防控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海域适

科学技术方法又同时采用传统的方法对水母进行综

应性、服务功能适应性以及水母种类适应性。例如,

合 监 测 , 例 如 , 日 本 渔 业 信 息 中 心 (Japan Fisheries

韩国近年来利用高压水枪在韩国大量暴发海月水母

Information Centre, JAFIC)利用海洋调查、船舶监测、

的施华湖等海域对海月水母的水螅体进行清除, 成

飞机监测、渔民反馈等多种手段, 即时获取监测海域

为成功防控水母暴发的典范(图 1)。这种处置方法为

大型水母分布情况, 经过汇总和分析, 通过网络、传

水母灾害从源头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这种使用

真、移动电话等形式进行可视化的水母短期预报。

高压水枪的技术清除水螅体的方法去除率高, 可以

Gershwin 等(2014)基于蛰伤记录和天气情况, 研

使用于任何海域, 但是使用这种防控技术的基本前

究发现大堡礁箱水母的暴发和东南信风关系密切,

提是必须找到致灾水母水螅体的集中附着地, 这样

沿岸风的次日蛰伤事件增多, 为制定浴场管理策略,

才能高效去除水母的早期幼体阶段, 将其在暴发之

发布预警信息, 减少蛰伤事件提供了指导。吴玲娟等

前扼杀在摇篮里, 而不能继续生长繁殖。然而寻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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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水域中的水螅体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需要利用足

行渔业生产时, 为排除水母暴发时期定置渔网中的

够的潜水员在特定时期的周密调查才能实现, 具有

大型水母造成的渔网堵塞, 作业困难, 他们将定置网

一定的风险性。另外该方法潜在的缺点是使用高压水

具进行了排除水母的改进, 例如增加导流网的网格

枪的喷射, 可能会相应地破坏水螅体所在的底栖生

尺寸, 安装分流网以及分离网来有效排除水母, 从而

态环境, 因此使用此方法防控水母暴发需要有效权

保证了定置网中渔获物的正常获取, 这种网具的缺

衡利弊, 以求防控成效的利益最大化。在日本渔民进

点是造价昂贵, 极大增加了渔民的捕鱼成本(图 2)。

图1
Fig.1

韩国应用高压水枪对海月水母进行防控

Eliminating polyps of moon jellyfish by high-pressurewater gun in Korea
注: 引自蔡振豪第十三届中日韩水母会议

图 2 经改装后(1. 增加导流网的网孔, 2. 安装分流网,
3. 安装分离网)可排除水母的日本传统定置网(图引自 Pitt et al, 2014, 部分重新画图)
Fig.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a traditional set net modified to exclude large-sized jellyfish medusa by (1) enlargement of mesh size
of the leading nets, (2) installation of bypass nets, and (3) installation of a partition net (Pitt et al, 2014)

另外, 如果水母暴发事件发生在热电厂或核电

后的应急处置措施。例如瑞典某电厂在取水区海底设

厂等有冷却水需求的工业设施海域, 可能会造成取

置空气配管, 利用海底气泡技术将水母体从海底吹

水口的过滤网堵塞。在这些厂的取水口海域, 人们根

起, 从配管中喷出发泡空气, 抑制水母流入(图 3)。在

据海域的地形, 水文特征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疏导、拦

日本某发电厂取水口海域, 有采用在船上加载一种

截、驱赶等方式预防水母聚集, 也正在研发水母聚集

涡旋产生装置, 使得船在水母聚集海域航行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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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涡旋以达到对水母体有效驱逐的效果。另外, 在

装置目前已经在岸基平台实验成功, 如果在海上实

日本的一些发电厂的取水口海域采取了增加防范水

验成功将是应急处置技术的一大贡献。另外, Kim 等

母的工程设施(图 4), 例如设置了“防水母流入网”来

研发了智能机器人对表层水母进行自动清除(Kim et

防止水母流入取水槽, 同时安装了摄像设备, 超声波

al, 2016)。

传感器等水母监视系统, 通过观测, 早期发现水母来
袭状况, 以便及时做应急处置。另外, 也可定置分散
网使水母集群分散开来, 抑制流入速度。如果水母最
终被清理到陆地上, 那么将获取的水母打碎, 使其凝
集沉淀及离心脱水, 利用把固体成分从水中分离出
来的减容法和用水母分解酵素进行水化处理的方法
将其处理, 尽量降低处理成本(片冈一成, 2014)。在水
母应急处置设备方面, 除了传统的船舶捕捞的方法,
我国学者游奎正在研发一种专门针对水母类暴发的
高效自动化吸捕装置(游奎等, 2013), 这种装置设计
的理念是在水下快速高效地将聚集在一起的高密度
的水母切丝, 然后抽吸到船上进行处理的方法, 这种

图4
Fig.4

图3
Fig.3

用气泡法将水母浮起来(引自加拿大广播电视台)
Floating jellyfish by making bubbles (from Canada
broadcast)

日本某发电厂水母海上处理系统示意图(引自片冈一成, 2014, 重新画图)

Schematic of on-the-sea jellyfish removal facilities at the intake of a power plant in Japan

另外, 除了物理方法对水母进行有效防控, 国际

化利用的可能性, 但是目前仍在研究和探索当中, 实

国内尚在研究和探讨化学的方法, 例如生物提取物

际应用的实例并未见报道。在我国国家海洋局立项的

防污涂层抑制水螅体附着以及探讨用微生物菌株的

海洋公益性项目“典型海域水母灾害监测预警技术业

方法防止水螅体附着, 探讨用生物学的方法, 提高天

务化应用与示范研究”(2010—2014)中水母的监测预

敌生物的数量来控制水螅体的数量, 或者探讨资源

警方面有一些进展。例如, 柳岩等(2017)提出了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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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大型水母灾害处置方法, 包括用“海鞘清”杀灭
水母体, 网具拦截及用搅碎装置对水母进行搅碎, 但
仍处于理论概念设计阶段, 清除效率及真正的海试
并未见报道。

4

总结与展望
我国水母灾害研究起步于本世纪初, 随着水母

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公益性项目以及
其他企业部门有关水母研究项目的实施, 在主要致
灾水母时空分布、生活史策略、环境调控、数值模拟、
灾害暴发机制及生态效应等研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紧跟国际前沿, 部分处于领跑地位。虽然国际上水母
灾害的监测预测及防控技术有一些进展, 但是因为
我国在水母预警、防控和应急技术方面尚处于起步阶
段, 尚缺少我们适用的有效的监测预警技术手段, 应
急处置主要依赖于网具物理隔离, 尚无针对工业设
施取水区等重要水域灾害应对技术体系, 目前还不
能满足防灾减灾的需求。因此, 在我国进一步系统揭
示我国近海水母灾害暴发机制和演变趋势, 研发灾
害监测预警和评估防控技术, 形成系统化、标准化、
业务化的水母灾害防控应对技术体系是提高灾害防
控能力、保障海洋环境安全的必然需求。
展望未来, 在我国十三五规划贯彻落实海洋强
国战略部署的前提下, 随着新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及企业部门项目的实施, 结合国家海洋环境安全
保障平台的建立, 在多种生态灾害包括水母灾害的
监测、预测和防控方面, 有望研发一些适用于我国特
定海域中新技术革新的水母监测防控技术, 例如应
用于水母体的声光电原理的综合在线监测技术、针对
水母早期幼体的环境 DNA 监测技术, 可望结合适应
于特殊海域的预警预测模型, 在确立水母灾害风险
等级划分标准和评估方法的前提下, 建立物理、生物
生态原理的防控方案, 高效自动的应急处置方法为
一体的综合防控体系, 并将其集成到综合信息管理
平台为国家决策服务, 将是未来对水母灾害有效监
测和防控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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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coastal seas have often suffered from jellyfish blooms,
which may relat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There are som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Chinese sea areas
for people such as beaches for tourism, the water intake area of a power plant, and other industry facilities, where frequent
jellyfish bloom occurred almost every year recently, which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jellyfish bloom, and to develop technologies for monitoring, predicting, and controlling.
Based on available previous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nferences, were viewed cases worldwide in biology
and ecology, evaluated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and looked forward the perspective of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of jellyfish bloom in Chin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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