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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概論

002

海洋在何時誕生的？

海就是洋，洋就是海嗎 ?

大約在40億年前。
地球之水哪裏來？這是個古老的謎，謎底還沒有完全揭開。曾經，科學家認為地球上最早的水
來自地球內部火山爆發所釋放的大量水蒸氣。後來的研究發現，地球之水可能自天上來，即由攜帶
大量冰塊的彗星和小行星帶入古大氣圈。目前人們普遍相信地球上的水很可能是上述兩種來源的結
合。
那麼，海洋又是怎樣誕生？在何時出現？這還要從地球的起源說起。大約 46 億年前，太陽系
中的一些塵埃、彗星、小行星以及氣體等在引力作用下相互結合，越聚越大，形成最早的地球。初
始的地球只是岩石和冰塊的簡單聚合體，隨着地球自身引力不斷增大，地球開始急劇收縮，同時岩
石內部放射性元素不停衰變，釋放出大量熱能。強大的引力吸引更多的隕石和小行星像飛蛾撲火一
樣撞向地球，並產生無法想像的巨大熱能。這些熱量使鐵、鎳等元素熔化，並使地球處於熔融狀
態。於是地球開始大改組，重物質下沉形成地核，輕物質上升形成地幔和地殼。
這個時期的地球極為動蕩，地震頻頻，火山爆發此起彼落。火山不僅噴發岩漿，還將早先吞進
「肚子」裏的大量冰塊以水蒸氣的形式噴發出來。由於地表温度高於沸點，這些水都以蒸汽的形式
存在於原始大氣中，同時彗星和小行星密集闖入地球，所攜帶的大量冰塊也頃刻化為蒸汽儲存於大
氣中，致使天空在好幾億年中一直烏雲密佈，不見天日。後來撞擊事件慢慢停止，地球內部温度逐
漸降低，地殼終於冷卻下來，於是蓄勢待發的水蒸氣凝結成雨水。大約在 40 億年前，地球上下了
一場持續 1000 萬年之久的傾盆大雨，這場暴雨不僅使地球表面徹底冷卻，也誕生了原始海洋。
由於原始大氣中沒有氧氣，且二氧化碳、硫化氫、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含量很高，所以原始海
洋缺氧，呈酸性，鹽分也很低。又經過億萬年的地球化學循環，比如蒸發、雨水的溶解、河流的沖
刷等，海水的鹽度和化學組成終於平衡穩定下來。板塊學說認為，大約在 38 億年前，海洋中出現
了最早的藍藻類單細胞生命。隨着藻類的增多，光合作用開始給地球帶來氧氣。大約 2 億年前，世
界上只有一個聯合古陸被大洋包圍，也就是古太平洋。後來由於熔岩從地球內部上湧，聯合古陸四
分五裂，分開的地方形成新的海盆，海水湧入，成為而今的大西洋和印度洋，海洋逐漸演化成了今
天的樣子。（陳夢蘭）
早期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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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海的面積比洋小得多。
除了少數幾個內海，海與洋確實是彼此相連的水體，但它們並
不是一回事。地理學家根據它們與陸地的聯繫將海與洋劃分開來。
根據這個劃分，洋是巨大的、開闊的，是海洋的主體。世界上
有五個大洋，每一個都有自己的洋流和潮汐，受陸地的影響較小。
洋很深，大多在 3000 米以上。大洋裏的水純淨而少雜質，永遠呈
藍色，永遠不需要為自己尋找出口。
海與陸地相鄰，部分或絕大部分被陸地環繞。海的面積比洋小
得多，如最大的地中海面積也比最小的北冰洋小得多。海沒有自己
的潮汐，海的温度、鹽度，海水的顏色和雜質含量等受陸地上的河
流、氣候和污染的影響很大。比如阿拉斯加的庫克灣，由於冰川融
入，海水呈乳灰色，水温和鹽度都很低。中國的東海，由於長江攜
帶大量泥沙匯入，近岸海水呈黃色。另外，海比洋也淺得多。

G

地球是一個水的星球

世界上有近 50 個海，如地中海、白令海、加勒比海等，它們或是邊緣海或是陸間海。（陳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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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究竟有多大 ?
總面積約為3.6億平方千米，總體積約為13億立方千米。

海洋覆蓋了地球表面的 71% ，由於已知地球直徑，便不難算出海洋面積約為 3.6 億平方千米。
有了現代聲學技術後，人們探明全球海洋的平均深度是 3680 米，由此估算出海水總體積約為 13 億立
方千米。地球上的水 97% 以上都在海裏，淡水只佔了不到 3% ，其中絕大部分又以冰的形式儲存在
南北極。最常見的江河湖泊雖然縱橫大地，卻只佔地球水的 0.036% ，與海洋一比，真是一丁點兒！
浩瀚的海洋將陸地分隔成大大小小的陸塊和島嶼，而海洋本身卻是相互貫通、渾然一體的，只
是人們習慣以陸地或海底洋脊為界，將世界海洋分成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和南大洋五
個大洋。其中太平洋最大最深，佔海洋總面積的 46% ，比所有的陸地加起來還要大！大西洋位於
美洲、歐洲和非洲之間，佔 23% 。印度洋伸展在非洲和澳洲—東南亞之間，佔 21% 。南大洋是
後來從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分出來的，它將南極洲團團圍住。與此相反，最小、最淺，也最
冷的北冰洋則幾乎被陸地團團包圍。
看一眼地球儀，你會注意到南北半球之間海洋和陸地的分配是多麼不均勻！北半球海洋面積佔
61% ，而在南半球海洋面積高達 81% 。尤其在南緯 56 ° ~ 65 ° 之間，南大洋合抱成 360 ° 一圈，如果
沿着這個緯度線航行，你將始終看不到陸地，只能感歎海洋的浩瀚無邊。（陳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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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及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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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會在哪裏出現？

受河流含沙量、河口水動力等因素影響。

在非洲東北部，尼羅河穿過荒蕪的沙漠注入地中海，在入海河口形
成一片肥沃的土地。你也許會說那裏像一枝玫瑰，不過古希臘人因其形
狀酷似字母「Δ」，所以稱其為三角洲（即英文的 delta），這個名稱後來
成為了河流出口處泥沙沖積而成的平原地帶的地理名詞。三角洲頂部指
向河流上游，外緣面向大海。為甚麼在入海的河口會形成三角洲呢？

雖然河流入海口幾乎都有三角洲，然而世界上的「三角洲」卻不一定全都是三角形狀的。因為
河口三角洲的形成受河流含沙量、河口水動力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它的大小、幾何形態和岸線
形狀有着顯著的差異。按照形狀的不同，河口三角洲可分為扇狀三角洲、鳥足狀三角洲和尖頭狀三
角洲等幾種主要類型。

其實，在入海河口不僅僅有我們看得見的陸上三角洲，在水下還有
面積非常大的水下三角洲，它是陸上三角洲的延續。通常我們說的三角
洲，除了陸上三角洲，還包括水下三角洲。對於一些大河三角洲，它的水下三角洲的面積往往超過
陸上三角洲。如長江三角洲陸上和水下面積之比值為 0.78 。
尼羅河三角洲

但是，也有極少數河流的入海口沒有形成三角洲，如世界第二長的亞馬遜河。由於河流含沙量
低，河口水動力強，以及沿岸流的搬運，亞馬遜河只在河口形成眾多沙島，未形成明顯的三角洲，
轉而成為喇叭形狀的三角港。中國因潮湧而聞名世界的錢塘江，也因水體含沙量低，入海泥沙少，
河口呈非常寬闊的喇叭形。強勁的湧潮水動力致使泥沙不易沉積，只有小部分淤積在錢塘江口，難
以長高，僅在水面以下形成一道沙坎，無法形成露出水面的三角洲。（丁平興）
三角洲城市航拍

為甚麼河口三角洲形狀不一樣？

入海的河口幾乎都有。

原來，河流入海時，一般因河口變寬以及受潮流等影響，水流逐
漸分散，流速不斷下降，河流攜帶的大量泥沙在河口段淤積，而淤積速
率大於海洋動力的侵蝕速率，因而在河流入海處逐漸形成扇面狀的堆積
體。泥沙大量沉積的另一個原因是河流中有大量非常細的黏土，這些黏
土往往以膠體狀態存在，遇到海水時，在鹽的作用下就會形成凝絮沉澱
下來。隨着堆積體逐漸露出水面，就形成了三角洲平原。世界上各大河
的入海處，大都有一個三角洲，如恆河、尼羅河、湄公河、密西西比河
等，中國的長江、黃河及珠江入海處，也有面積很大的三角洲。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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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士

世界十大河口三角洲
三角洲名稱
恆河—布拉馬普特拉河三角洲
長江三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
尼日爾河三角洲
伊洛瓦底江三角洲
勒拿河三角洲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奧里諾科河三角洲
尼羅河三角洲
紅河三角洲

所在國
孟加拉國、印度
中國
柬埔寨、泰國
尼日利亞
緬甸
俄羅斯
美國
委內瑞拉
埃及
越南

面積（平方千米）
80 000
50 000
44 000
36 000
30 000
30 000
26 000
26 000
24 000
15 000

一些河流由於含沙量高，口外海濱水深較淺、河口區水流較弱的緣故，泥沙在河口容易迅速淤
積，並形成大的河口沙嘴。沙嘴延伸至一定程度，比降（坡度）減小，水流不暢而改道入海，在新
的河口又迅速形成新的沙嘴。而老河口斷流後，又受波浪與海流作用，沙嘴逐漸被侵蝕後退，最後
形成扇狀三角洲。如非洲的尼羅河三角洲、中國的黃河三角洲就屬於扇狀三角洲。
還有一些入海河流雖然含沙量也很高，但是河口區水流作用較強且波浪作用較弱，因此泥沙在
河口分岔堆積延伸，形成長條形的大沙嘴，以多股岔道同時入海，看上去就像是鳥的足。這種三角
洲被稱作鳥足狀三角洲。美國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就是一個典型的鳥足狀三角洲。
對於入海河流含沙量不算很高，而波浪作用較強的河口區，泥沙容易沿主流方向沉積，堆積體
常呈尖形向外伸長，這樣形成的三角洲稱為尖頭狀三角洲。中國長江三角洲就屬於尖頭狀三角洲。
（丁平興）

G

鳥足狀三角洲

G

扇狀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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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是怎樣游泳的 ?
魷魚是依靠肉鰭來游泳，能作噴射快速游動和緩慢游動。

「5 、 4 、 3 、 2 、 1 ，點火！發射！」一聲令下，發射場上的火箭後面噴出一股濃煙，借着助推
作用一路往上，直至發射至太空。長得不像魚也根本不是魚的魷魚，尖尖的腦袋長長的尾巴，是不
是有點形似火箭呢？不光是外形相似，魷魚在海洋中的游泳方式也的確是一種「火箭式」的游泳。
前面說到，作為頭足類動物的魷魚，有一層厚厚的外套膜包裹着自己的頭部，這個外套膜與
頭部之間就形成了一個空腔。空腔的下部，也就是魷魚長着吸盤的腕足中間的部位，有一個管狀的
漏斗，成為空腔的進出口。因為這個空腔和漏斗的作用，魷魚在水中的游動如火箭發射一般：外套
膜能像心臟那樣收縮，從而使外套腔也如心腔一般不斷地充滿水又噴射而出。從漏斗口噴射出的水
流，就像火箭尾部噴射出的氣流一樣，形成助推的力量，從而使魷魚在水中像一個噴射的火箭一般
快速前行。此外，魷魚的漏斗口的另一高明之處在於，漏斗口可以自由地轉向，使得水流能噴向任
意的方向，從而使魷魚方便地向任意方向游動。

魷魚的外套腔充滿水

外套膜收縮，水從漏斗口噴出，助推魷魚前進

其實，魷魚並非沒有「鰭」，大部分的魷魚外套膜外部的兩側也會向外突出形成像鰭一樣的膜
結構，叫作肉鰭。但這種結構和真正的魚鰭是不一樣的。因為大部分魷魚的外套膜內還有一塊重量
不輕的內骨骼，使得魷魚在進行「火箭式」游泳的時候需要消耗大量的體力。這種突出的鰭狀外膜也
能像鰭一樣划動，從而使魷魚在不需要快速行進的時候，可以在水中悠閑地「散散步」。
魷魚的特殊身體結構使得它擁有兩種快慢結合的游泳模式—「火箭式」噴射快速游動和依靠鰭
狀結構緩慢游動，這都是為了適應環境從而獲得更有利自己的生存條件。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精巧的
身體構造和高明的生存策略，魷魚才能在海洋中廣泛存在並且數量巨大吧。（趙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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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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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是食草的嗎 ?
不是，海星是兇狠的食肉動物。

我們通常都認為，温和的動物是食草的，兇猛的動物是食肉的。那麼，這些文靜得幾乎一動不
動的海星應該更適合於吃海藻或者浮游生物吧！但事實恰好相反，海星不但是食肉動物，而且是兇
狠的食肉動物。當然，牠們並不會像獵豹或者鯊魚那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來攻擊獵物，但是，
牠們可以慢慢地接近對手，然後用帶有吸盤的管足給對手一個親密的擁抱。螃蟹、貝類和海膽等海
洋動物常常會被海星整個裹住。那麼，海星裹住牠們之後，是怎樣把這些食物吃掉的呢？
我們知道動物吃東西都是離不開口的，那麼海星的口在哪裏呢？把海星翻過來就可以看到，海
星所有的步帶溝都匯集到中間一點，這個中心位置就連着海星的口。海星的口位於體盤的正下方，
口面向下，可與海星爬過的物體表面直接接觸，這就為海星捕食獵物提供了條件。不過，海星吃東
西，口只是一個通道，胃才是真正的「兇器」。
由於海星沒有眼睛，牠是靠身上的多種化學感受器來尋找食物的。當牠們慢慢接近獵物，並
快速地用腕上的管足捉住對手後，就會把整個身體裹上去包住獵物，然後，把自己的胃從口中吐出
來。接下來，胃中的消化酶被迅速釋放到獵物身上，把獵物溶解掉再吸食進去。這種消化被稱為體
外消化，整個過程和蜘蛛把消化液吐在食物上溶解後再吸收是差不多的。
C

C

如果獵物是一隻貝殼類動物，海星就把身體固定在貝殼上方，用兩腕把貝殼兩側吸住，通過管
足末端吸盤的作用，將雙殼類的殼硬拉開來，然後將胃從口中吐出，直接插到獵物殼的開口內。當
對手的內臟和閉殼肌被消化溶解後，整個殼就自然而然被打開了，海星可以非常方便地用胃包裹食
物一同吸入口內，進行最後的消化。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海星都是這麼吃東西的。一些短腕或者管足沒有吸盤的海星種類，無法對
抗很厲害的獵物，牠們就以較小的甲殼類等動物為食，取食時將對手整個吞下去。這時候，牠們的
消化方式和多數種類的海星不同，牠們的消化不是在體外，而是直接在胃內進行，稱為體內消化。
還有一些在深海生活的海星，是以身上細細的纖毛過濾食物顆粒後，直接「喝」進去吃掉的。別看
海星個頭不大，牠們的食量卻很大，一個海星幼體一天吃的食物量，要比牠自身重量的一半還多。
海星的不同攝食方式是和牠們的生活環境不同相關的，這就是生物適應性的表現。（毛玉驕）
微博士

海星全身都是「監視器」
海星沒有獨立的眼睛器官，那麼，海星是怎麼識別方向和獵
食的呢？一開始，人們以為海星是靠牠們的多條腕來識別
方向的。後來，科學家研究發現，海星全身其實都是「監視
器」。在海星凹凸不平的皮膚上長有許多微小的晶體，每個
微小晶體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透鏡，它的尺寸遠比人類利用高
科技製造出來的透鏡要小，但是功能卻十分完善。海星身上
的無數個透鏡都具有聚光性質，能使海星同時觀察到來自四
面八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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