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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ＰＳＭＳＬ全球海潮测量资料，分析了１００多年以来全球海平面的年代际间变化特征，同时对区域

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全球海平面自３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持续上升，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区域变化特征明

显，特别是最近３０ａ以来区域海平面变率增大。海平面变化的这种趋势和全球地面温度变化趋势相似。对

几个有着较长时间记录的潮汐站测量资料进行了分析，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调查了海平面的长期变化趋势。

对全球潮汐测量资料的长期变化趋势分析后，得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海平面呈现一个整体上升的趋势，

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西部，海平面出现了近４０ｍｍ／ａ的上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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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海平面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过程中一

个重要的气候响应参数之一，在全球气候变暖的

背景下，海平面变化研究成为各国环境科学家们

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１］。海底沉积物、生物化石

等古生物记录资料研究表明，自最多２万年前的

上一次大冰期以来，海平面的位置与现在有很大

不同，由于大团冰原的消失，使海平面升高了１２０

ｍ以上。全球海平面最快的上升发生在６０００ａ

～１．５万ａ前，平均速度大约为１０ｍｍ／ａ
［２，３］。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卫星测高技术应用之前，来自验

潮站的海平面测量数据广泛用于海平面变化观

测，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４］。Ｄｏｕｇｌａｓ基于少

量（约２５个）高质量的验潮站数据估计过去７０多

年的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为１．８ｍｍ／ａ
［５］，Ｍｉｌｌｅｒ

和Ｄｏｕｇｌａｓ利用９个稳定的潮汐站数据得出２０

世纪平均海平面升高速度为１．５～２．０ｍｍ／ａ
［６］；

Ｈｏｌｇａｔｅ和 Ｗｏｏｄｗｏｒｔｈ利用１９４８年到２００２年

的１７７个站的验潮资料得出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

为１．７±０．４ｍｍ／ａ
［７］；Ｃｈｕｒｃｈ 等研究得出在

１９５０到２０００年间平均海平面上升为１．８±０．３

ｍｍ／ａ
［５］；Ｃｈｕｒｃｈ和 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６）得出２０世纪海

平面上升为１．７±０．３ｍｍ／ａ
［８，９］。在加入了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的卫星资料后，在ＩＰＣＣ第四次

评估报告中给出了２０世纪所观测到的海平面总

变化为０．１７±０．５ｍ。然而，在１０ａ或更长时间

尺度上，之前的研究主要考察海平面的年际间的

变化情况，而海平面的变化既受到短期气候事件

的影响，也同时受到长期气候因素的影响，如全球

变暖导致的海洋热容量增加，区域性长时间尺度

的气候事件（如ＥＮＳＯ等）等。因此海平面变化

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海平面的长期变化

趋势是研究气候变率的一个重要参数。

１　数据源及处理方法

１．１　数据源

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平均海平面永久服务中心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ｍｅａｎｓｅａｌｅｖｅｌ）主要负责

汇总、发布、分析和解译全球潮汐测量数据。该中

心数据库提供包括全球近２０００个站点的潮汐测

量资料，包括每小时、每月以及每年的全球海潮数

据。为了使得每个验潮站海平面测量值之间具有

可比性，每月／年的海平面测量数据需要归化到统

一的参考基准上。历史上的基准是由该中心的成

员共同提供，但是现在该中心数据库中近２／３的

站点数据都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新的参考基

准———修改后的局地参考（ｒｅｖｉｓｅｄｌｏｃａｌ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ＲＬＲ）），即以海平面以下７０００ｍｍ作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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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站点的海平面高度的起算基准，选取这一数值

作为海平面测量值的起算主要是为了避免测量值

出现负值［１０］。

为了研究全球海平面年代际间的变化规律，

本文使用该中心数据库提供的潮汐数据，包括

１１６８个验潮站的年平均资料，其中最早记录的来

自法国的Ｂｒｅｓｔ验潮站，开始于１８０６年。多数潮

汐站分布在北半球，北半球时间序列总体较长，南

半球则较短。该数据更新时间为２００７年３月。

１．２　潮汐测量及数据处理方法

ＧＰＳ验潮是随着差分ＧＰＳ（ＤＧＰＳ）技术不断

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技术。卫星遥感测量

是指利用卫星雷达高度计来测量海面的起伏变

化。由于卫星测高技术可以提供全球、特别是偏

远地区的潮汐资料，另外，卫星高度计测量不用考

虑陆地形变的影响，其速度快、经济等特点使得该

技术成为当今潮汐测量的热点。但由于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其精度还不高［１１，１２］。

本文利用平均海平面永久服务中心数据库中

的潮汐测量再处理数据进行分析，对年平均潮汐

测量数据进行处理，提取了１０ａ平均的潮汐测量

数据。由于不是每个站点的潮汐测量资料都是连

续的，在实际处理的过程中，如果一个验潮站在一

个１０ａ内的测量资料少于５ａ，则该年代不计算

平均值。略去该站点在该年代海平面的测量值，

虽然可能会减少潮汐站测量值年代际间的连续

性，但可使年代际间的潮汐测量值平均更具有代

表性。另外对全球１１２４个验潮站数据进行长期

变化分析，给出了全球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平面的

长期变化分布图。

２　海平面变化结果分析

２．１　平均海平面变化

对来自全球分布的海平面年平均测量资料进

行重新分析，得出每１０ａ海平面的平均高度，通

过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９０年３０ａ的海平面平均高度

进行比较，得出了每１０ａ平均海平面的变率。自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头几年之间，海平面每

１０ａ的变化统计结果见表１。

由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全球潮汐测量站

点较少，且地理分布不够合理，统计意义不明显，

其平均海平面测量值的不确定性较大，见表１的

标准误差（ｓｔ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ｍｅａｎ）值项和图１中的误

差棒所示，其标准误差也较大，海平面变化较为剧

烈。随着全球潮汐站点的增加及分布区域合理，

海平面测量值的不确定性在减小。而自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海平面上升加快，不确定性也在逐

渐增大，这说明全球海平面变化的区域不一致性

可能正在增加。

表１　每十年海平面变化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ｅｒＤｅｃａｄ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ｍｉｎ／ｍｍ ｍａｘ／ｍｍ ｍｅａｎ／ｍｍ 标准误差／ｍｍ ｓｔｄ．Ｄｅｖ．／ｍｍ 犖（点数）

１８６０ｓ －２９１ ５７１ ８３．６１ ６２．１４ ２６３．６４ １８

１８７０ｓ －８２５ ４４７ ２．２９ ５５．２３ ２７０．５８ ２４

１８８０ｓ －７３６ ５７６ ３７．７５ ３０．１０ ２１４．９４ ５１

１８９０ｓ －７０１ ６３４ ４６．２５ ２５．６６ ２２０．７１ ７４

１９００ｓ －６３２ ６００ ０．４７ １８．９０ １８０．００ ９２

１９１０ｓ －６０３ ５２０ １１．１２ １４．００ １５５．０２ １２３

１９２０ｓ －５３４ ４９４ ３．３８ １１．００ １４０．６０ １６４

１９３０ｓ －４３０ ３６９ －１８．１６ ７．５５ １０８．９５ ２０８

１９４０ｓ －４２２ ４９７ －９．７５ ６．３５ １０２．８１ ２６２

１９５０ｓ －５２９ ４１１ －７．６９ ３．５０ ７８．４２ ５０２

１９６０ｓ －６８０ ５８７ －６．６１ ３．０４ ８０．００ ６９５

１９７０ｓ －７０５ ３９１ －１．００ ２．８０ ７６．６０ ７４６

１９８０ｓ －６７２ １０２２ ８．１２ ３．１７ ８９．６１ ７９６

１９９０ｓ －１０５８ １０１３ ２２．９１ ４．３４ １１９．００ ７５１

２０００ｓ －１０５２ １０４５ ３５．１４ ６．２３ １４９．６０ ５７７

２．２　区域海平面变化

海平面变化受到来自于区域气温、洋流、海洋

热容量、陆地水以及海气之间的反馈机制等各种

因素的影响。由于气候、洋流、海气之间的反馈都

与区域的气候环境有关，因此海平面变化存在区

域不一致性，在一些地方，海平面上升率是全球平

均上升率的好几倍，而另一些地区海平面则下降。

本文对海平面的区域变化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探讨。图２给出了从２０世纪初到２１世纪初近百

年海平面年代际间的变化情况。在波罗的海地

区，除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海平面有一个突然的

上升，其余时间都处于下降趋势。２０世纪前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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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ａ，北大西洋地区海平面上升并不明显，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该地区海平面突然上升，特别是在美

国、加拿大东海岸地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该地

区又发生了突然的上升，同时南亚、中国东部、日

本东部沿海地区海平面也产生了快速的上升。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北大西洋地区海平面保持

平稳的上升趋势，而在太平洋西部，印度洋北部监

测到海平面的快速上升过程。在南半球，由于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该地区只有澳大利亚、新西

兰和非洲东部零星的验潮站点，因此无法从整体

上把握海平面的变化，但是从具有较长连续时间

序列的澳大利亚东海岸验潮资料来看，２０世纪３０

年到５０年代，海平面有一个突然的下降，其余年

代的海平面都呈上升趋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后，海平面上升几乎是全球性的，太平洋海平面也

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太平洋西

部以及印度洋北部海域。

图１　全球海平面变化及不确定性

Ｆｉｇ．１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２．３　海平面长期变化

由于海平面既受到来自短期区域气候变化影

响，也受到海洋热容量变化产生的热膨胀的长期

影响，因此要得到海平面的长期变化时间序列，必

须有足够长的实测资料以剔除短期因素对海平面

的影响。本文选择了４个具有较早记录的验潮站

年平均海平面资料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法国

ＢＲＥＳＴ站（１８０７～２００４）、美国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站 （１８５６～２００５）、瑞 典 的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站

（１８８９～２００５）和 澳 大 利 亚 ＳＹＤＮＥＹ ＦＯＲＴ

ＤＥＮＩＳＯＮ站（１８８６～１９９３），其中三个站在北半

球，一个站在南半球，４个站点的分布如图３所

示。对全球分布站点的长期变化进行了分析，其

长期变化趋势分布图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全

球海平面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大西洋和太平洋

的部分地区海平面上升超过４０ｍｍ／ａ。从这个

层面上看，全球气候变暖很可能已经对全球海平

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图５分别给出了每个站点

的年均海平面及其趋势，其中瑞典 ＳＴＯＣＫ

ＨＯＬＭ站，自１８８９年以来海平面一直都处于下

降趋势中，海平面从１９世纪的后期的７３００ｍｍ

到下降到现在的６８００ｍｍ左右。该区域由于是

在内海地区，海平面的变化与其他三个站出现了

相反的变化趋势。产生相反变化趋势的原因可能

是因为局部海洋、大气环境所致，而不是归因于全

球气候变化的结果。另外３站海平面都出现了上

升，其中美国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站海平面上升

速率最快，法国的ＢＲＥＳＴ站次之，澳大利亚的

图２　２０世纪海平面的年代际变率

Ｆｉｇ．２　Ｄｅｃａｄ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
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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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ＤＮＥＹＦＯＲＴＤＥＮＩＳＯＮ 站最小，且法国的

ＢＲＥＳＴ站和澳大利亚的ＳＹＤＮＥＹＦＯＲＴＤＥＮ

ＩＳＯＮ站海平面年变率较大。另外三个验潮站由

于地处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地区，海平面变化更

易受到来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北大西洋涛动、南方

涛动等大气候事件的影响，因此其长时间变化序

列更能代表全球海平面变化趋势。 图３　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ｉｄ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４　长期趋势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ｅｎｄ

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图５　４站点的海平面高度时间序列

Ｆｉｇ．５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ｏｆ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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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来自全球分布的验潮站的海平面年

平均资料进行了再分析，结果表明，自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以来，平均海平面持续上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到４０年代，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８．４ｍｍ，４０年

代到６０年代，海平面上升不明显，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全球平均海平面出现了快速上升。全球平

均海平面的变化与全球温度变化具有相似的关系，

说明全球的增温很可能对全球海平面的上升已经

产生了贡献。同时对海平面变化的区域特征进行

了分析，得出海平面变化很大，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后，区域海平面变率增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后，海平面的上升几乎是全球性的。对４个站点的

长期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海平面整体呈上升趋势，

自１８０６年以来，ＢＲＥＳＴ站海平面上升了近３００

ｍｍ。ＮＥＷＹＯＲＫ站和ＳＹＤＮＥＹＦＯＲＴＤＥＮ

ＩＳＯＮ站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但南半球的ＳＹＤ

ＮＥＹＦＯＲＴＤＥＮＩＳＯＮ 站的变化较小，约１００

ｍｍ。长期变化趋势分析得出，全球海平面２０世

纪出现了整体性的上升过程，其中大西洋和太平

洋的部分地区海平面上升了近４０ｍｍ／ａ。

致谢：平均海平面永久服务中心提供数据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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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面状要素空间邻近度量化模型　　　　　　　　　　　　　　　　罗广祥，等

 大重叠度面阵航空数码影像的自动转点 袁修孝，等

 北斗卫星导航中基于Ｆａｒｒｏｗ插值的联合码环载波环的仿真研究 江　鹏，等

 基于数据扬的犆均值聚类方法研究 王海军，等

 跨平台通用ＧＩＳ符号化技术研究 苏科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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