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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海洋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正在减缓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热传输系统之一，它促进温水北移与冷

水南移，也被称为墨西哥湾流，为欧洲西北部带来适宜的温和气候。2015 年 3 月 23

日，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The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PIK）发布消息称，科学家们发现了这一翻转流的减缓证据。多个并行观察结果表明，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该洋流系统已经明显弱于上个世纪，甚至比近千年的任何时候

都要弱。 

 
图 1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示意图 

人为的全球变暖造成了格陵兰冰盖融化的逐渐加快，这可能是湾流放缓的一个

主要诱因。这一湾流系统的进一步疲软可能会影响美国和欧洲的海洋生态系统、海

平面以及天气系统。发布在《自然气候变化》上的文章作者、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

所的 Stefan Rahmstorf 说道，当世界其他地区都在不断升温时，北大西洋的某个区域

在过去数百年内反而一直保持冷却。已有研究表明，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放缓可

能是这一现象的主导因素。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全球输送在

过去的一百年内的确被削弱，特别是自 1970 年以来。 

由于缺乏长期的直接洋流测量，科学家主要利用海面和大气温度数据来计算出

关于洋流的信息，因为洋流是极地北大西洋温度变化的首要原因。从冰核、树轮、

珊瑚和海湖沉积物等收集所谓的代理数据，科学家可以重构一千多年以前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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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小组近期发现的变化却是自公元 900 前至今从未有过，这就暗示了

人为的全球变暖是造成这些变化的主要诱因。 

1  融化的格陵兰冰盖很可能扰乱该环流系统 

大西洋翻转环流由海水密度差驱动，温暖的轻海水从南流向北，北边寒冷的较

重海水则因此下沉到更深的海洋层而向南流动。丹麦与格陵兰地质调查局的 Jason 

Box 认为，现如今从格陵兰冰盖融化出来的淡水很可能扰乱这一循环，它们正在稀

释海水。少盐的海水密度相对较低，因此更难下沉到深海。所以，人类造成格陵兰

冰盖的大量损失，这促使大西洋翻转环流出现减缓，且如果温度进一步上升，这种

影响可能还会增加。 

在北大西洋发现的冷却区域正好是格陵兰南部，其实际变化比大多数计算机模

拟出的气候变化更为强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Michael Mann 认为，或者是

因为大西洋翻转环流在模型中过于稳定，又或者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考虑格陵兰岛的

冰盖融化，也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常见的气候模型都低估了我们所面临的变化。

这个例子说明，当涉及到气候变化的某些进程时，气候模型预测在某些方面仍然过

于保守。 

2  主要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出现 

北大西洋海面上的冷却只会略微降低大陆的持续升温。科学家当然不希望出现

一个新的冰河时代，因此 10 年以后类似好莱坞大片“后天”中描述的景象是远离现

实的。但是，大西洋环流的巨大变化，甚至是逐步变化都有可能产生重大的负面影

响。 

Rahmstorf 觉得，如果大西洋翻转环流持续放缓，影响可能是巨大的。扰乱环流

有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渔业以及很多人在沿海地区的相关生计都会

受到连带影响。环流放缓也增加了区域海平面的上升，将对诸如纽约和波士顿这样

的城市产生影响。最后，该区域的温度变化也可以影响大西洋两侧的北美与欧洲天

气系统。 

如果环流系统被削弱太多，它甚至可能被彻底分解。大西洋翻转环流已长期被

认为是地球系统可能引爆的元素，这将意味着一个相对快速且难以反转的变化。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的最新报告估计，这种变化最早在本世纪内发生的可能性占 10%。但是，专家的调

查表明，许多研究人员评估的风险要更高一些。Rahmstorf 周围的研究人员组成了一

个专门的国际团队，他们对此进行了更新、更好的风险评估。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Exceptional twentieth-century slowdown in Atlantic Ocean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来源：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limate2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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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影响英国冬季气候变化 

2015 年 3 月 23 日，根据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OC）网站报道，从 2004 年开始

的快速气候变化项目（Rapid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RAPID）通过对大洋环流

的大范围的定点观测和模拟，获取并分析这些常规数据，研究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AMOC）是如何影响英国气候变化的。

目前，该项目最近的阶段性重大发现，为洋流如何影响全球变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

的参考。 

AMOC 是北大西洋洋流的一个主要循环系统。观测 AMOC 运动过程中的变化

对了解气候差异和变化非常重要，这其中包括对英国冬季严寒程度的影响。从 2004

年起，RAPID 项目团队一直对北纬 26.5°的 AMOC 进行监测，并横跨整个大西洋，

在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和巴哈马群岛（Bahamas）之间设立了 30 个固定测

量点。通过观测点的温度、盐度和压强测定数据，估算 AMOC 的强度和结构。自项

目实施以来，研究者每天两次对 AMOC 进行估算，记录数据明显增多。而在这之前，

研究者只在每十年一次的航次调查中测量过此类数据。 

该项目也阐明了一个科学事实，那就是 AMOC 不能用这样一成不变的方式来测

量。该项目主要有 3 个方面的发现： 

（1）气候变化会导致 AMOC 的翻转强度减弱。目前，海洋感应器探测到 AMOC

正在减速。这个减弱的速度比 2014 年 Smeed 所预计的更快，这可能会对英国气候

产生长期影响。 

（2）结果显示 AMOC 明显比先前所预料的有更大的变异性。 

（3）数据证实 AMOC 对英国冬季天气有直接影响，这尤其可以从英国 2010 年

11 月的寒冷天气看出来。测量数据表明，AMOC 在 2009 年 10 月的强度相当低，这

影响了海平面温度和大气温度，并直接影响到英国后来几个月的天气。2009 年 10

月发生的 AMOC 减速事件也使纽约的海平面上升 13 cm，这个数值比全球海平面上

升均值高出 4 倍。 

该项目由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资助，并将资助延续到 2020 年。

项目研究团队将与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以及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的科学家们进一步合作。该项目不断更新的数据将在官方网站

（http://www.rapid.ac.uk/rapidmoc）上发布。 

（马瀚青 编译） 

原文题目：Ten years of ocean monitoring uncovers secrets of changing UK winters 

来源：http://noc.ac.uk/news/ten-years-ocean- monitoring-uncovers-secrets-changing-uk-winters 

 

 

http://noc.ac.uk/news/ten-years-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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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生物 

Bathymodiolus 双壳类贻贝的血细胞种类及吞噬作用 

——从机体免疫观点阐明深海生物共生机制 

日本海洋科技中心（JAMSTEC）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小组与日本海洋事业有限

公司及北里大学合作完成了深海热液区域与细菌共生的 Bathymodiolus 双壳类贻贝研

究。研究小组发现：与细菌共生的这 3 种 Bathymodiolus 双壳类贻贝，有 3 种相同的

血细胞，而且每种血细胞对外来细菌的吞噬作用也不相同。 

Bathymodiolus 双壳类贻贝是生活在深海热液区域重要的生物物种，鳃组织细胞内

的化能合成细菌所产生的能量维持其生命。细菌和宿主间的共生有细胞外共生和细

胞内共生，双壳类贻贝同时存在这两种共生关系，而 Bathymodiolus 种是细胞内共生

的宿主之一，但生活在浅海的食用贻贝和紫贻贝与细菌不存在共生关系。 

由于双壳类贻贝具有可以防御生物体外细菌的免疫功能，所以机体免疫功能和

体内“接受”细菌共生的同时存在现象到底是如何演化的，已然成为深海生物生态

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在已掌握的机体免疫功能基础之上，不同的研

究人员对于重要血细胞的分类和命名也不尽相同，血细胞种类及其功能的解释也相

对困难，现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 

研 究 小 组 选 取 了 栖 息 在 深 海 热 液 区 域 的 Bathymodiolusjaponicus 、

Bathymodiolusplatifrons、Bathymodiolusseptemdierum3 种 Bathymodiolus 种贻贝，研究血细胞

的形态学和吞噬作用，并通过与不能与细菌共生的双壳类贻贝血细胞进行比较，研

究贻贝类的血细胞种类和功能。 

对上述 3 种 Bathymodiolus 种贻贝的血细胞种类进行了分类，并利用光学显微镜

和电子显微镜观察它们的吞噬作用（如图 1 所示）。研究结果发现：（1）3 种

Bathymodiolus 种贻贝都具有 1 种无颗粒细胞和 2 种颗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嗜酸性

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的细胞内发现有很大的差异，但都含有较多

的溶酶体。这些血细胞与绿色荧光标记的大肠杆菌混合后，2 种颗粒细胞表现出了

吞噬现象，与含有消化酶的溶体酶发生了融合。（2）无颗粒细胞没有发生吞噬现象，

嗜碱性粒细胞的吞噬作用小，嗜酸性粒细胞的吞噬作用大，表现出了不同的活性。

（3）嗜酸性粒细胞吞噬大肠杆菌后迅速与溶体酶发生了融合，而嗜碱性粒细胞从吞

噬到融合的时间较长。这些结果说明异物排除功能因血细胞种类而异。 

此次实验结果与已经报道的浅海双壳类贻贝血细胞种类相比较，明确了所有的

双壳类贻贝都存在 1 种无颗粒细胞和 2 种颗粒细胞。研究也表明双壳类贻贝普遍具

有以 3 种血细胞为主的机体免疫系统，而与栖息地、栖息环境和是否共生没有关系。 

此次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双壳类贻贝共生与机体免疫关系的研究基础。研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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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继续明确对于共生菌和外来细菌究竟发挥了何种机体免疫，

并通过血细胞功能的研究能够解释双壳类的共生机理，阐明双壳类血细胞组织和血

细胞的分化、成熟过程。 

 

 

 

 

 

 

 

 

 

 

 

 

图 2 血细胞的吞噬作用 

（陈 春 编译） 

原文题目：深海に生息するシンカイヒバリガイ類を含むイガイ科二枚貝に共通する血球

の種類と貪食作用を解明～深海生物の共生メカニズムを生体防御の視点から解明するための

基礎的な知見～ 

来源：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50409/ 

海底微生物生存环境新发现：氧气多但营养物质匮乏 

一国际研究小组通过分析南太平洋环流（South Pacific Gyre）的岩心发现：虽然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海底营养物质极其匮乏，但与先前研究假设相反，海底氧气实

际上不止存在于稀薄的表面层，而是贯穿了整个海底，连下面的基底岩石都含有氧

气。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5 年 3 月 16 日出版的 Nature Geoscience 上。研究人员

指出，该发现给地球内部物质构成研究造成了潜在影响，因为含氧的深海沉积物的

矿物成分不同于无氧沉积物。以前人们认为除了稀薄的表层，海底是无氧区，因为

微生物消耗了所有可用的氧气。 

沉积物从陆地被带到海洋，随后沉到海底，因为富含营养物质成为了微生物群

落的食物来源。在含氧表面层下面，只有那些适应无氧环境的微生物才能生存。 

美国科学研究钻探船“乔迪斯•决心”（Joides Resolution）号的一次考察活动中，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其中包括来自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GFZ 的研究人员，收集了

南太平洋环流的核心沉积物。南太平洋环流远离陆地，因此那里几乎没有营养物，

 

无颗粒细胞 

加入大肠杆菌 2 小时后 加入大肠杆菌 24 小时后 

嗜碱性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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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也极其稀少。研究者之一 Jens Kallmeyer 解释道：“其他海域微生物种群密

度是这个地区的十倍至一亿倍。微生物少，而且食物来源也少，所以不可能消耗完

所有的氧气，因此，海底不仅仅最上层有氧气。” 

这一发现引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南太平洋。通过分析岩心

和卫星数据，发现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海洋营养物质浓度和南太平洋环流区一样低。

因此，科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些海域，氧气同样存在于整个海底。这一结论还

影响到板块构造研究。Jens Kallmeyer 认为：“如果一个携带类似含氧物质的地质板

块陷入地球并融化了，氧气将会到达地球内部”。这一过程对地幔地球化学过程的影

响将是未来研究的主题。 

（张灿影 编译） 

原文题目：Microbes in the seafloor: Little nutrients, lots of oxygen 

来源： http://phys.org/news/2015-03-microbes-seafloor-nutrients-lots-oxygen.html 

海洋生物 

Science：海洋涡旋对藻华的带动有助于气候变化研究 

2015 年 3 月 26 日，Science 发表题为《涡旋驱使春季藻华的俯冲输出颗粒有机

碳》（Eddy-driven subduction exports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from the spring bloom）

的文章指出，在北大西洋海域，每年春季都会出现微小植物或浮游植物大量繁殖的

现象，如同番红花和水仙花的盛开预示着大地温暖季节的开始一样，从百慕大到北

极绵延数百至数千英里。从海洋表面到深海，颗粒有机碳（POC）的出口通常被认

为是下沉，而该研究结果表明，含有高浓度不会下沉的 POC 的表层水是受到了一个

动态涡旋流场的俯冲。 

所谓的北大西洋藻华就是数以万计的浮游植物利用阳光和 CO2 在海洋表面大量

生长繁殖。在光合作用下浮游植物会吸收海水中的 CO2 并释放氧气，这会使海洋更

多吸收大气中的 CO2。如果浮游植物不能大量繁殖，那么大气中的 CO2 浓度将会上

升。而当浮游植物死亡后，其细胞中的碳会沉入深海。 

海洋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能够对大气中 CO2 浓度进行调节，被称

之为海洋“生物泵”作用。文章指出，“生物泵”对于了解藻华动态变化过程中碳的

产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预测海洋如何影响大气中 CO2 浓度并最终影响气候。 

研究人员借助浮标、滑翔机和其他仪器观测跟踪藻华的动态过程，收集到了温

度、盐度等大量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对对海洋环流和涡旋进行建模，分析春季藻

华及其影响。研究人员希望下一步能够对其他季节跨北大西洋海域的从洋面到海洋

深处的有机质输送开展定量化分析，另外还包括浮游植物生产力。 

（王 宝 编译） 

原文题目：Eddy-driven subduction exports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from the spring bloom 

来源：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15/03/25/science.1260062.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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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 

新数据提供了认识太平洋生态系统的不同视角 

由于人类活动对珊瑚礁生长影响较大，为了保护珊瑚礁生态环境，科学家将研

究转向离海岸非常遥远、几乎不受人类影响的珊瑚礁区域，了解自然状态下珊瑚礁

的生长状况，以便更好的理解珊瑚礁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来自夏威夷

马诺阿分校（SOEST）、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和维多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ctoria）的合作研究者调查了约 40 个岛屿以及太平洋西部和中部环

礁区域，其中包括 25 个无人居住岛屿。主要目的是分析海洋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珊瑚礁及鱼类的影响。 

图 3 调查岛屿地理位置图 

调查的核心数据是整个太平洋的鱼类丰度数据库。数据来源于 39 个太平洋岛屿，

潜水员下潜进行目视调查，下潜总时间超过 2000 个小时。这次调查也是 NOAA 太

平洋珊瑚礁评估和监测项目（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监测项目之一）的部分任务。采

集的数据包括珊瑚礁生长状况、鱼类数据、珊瑚栖息地的海洋环境条件、精确位置、

海面温度、波浪能和海洋生产力等。在计算了珊瑚礁的环境变化后，研究给出了人

类活动对生物量减少的估计数据：夏威夷群岛周边生物量降低大约在 20%-78%，马

里亚纳群岛大约在 69%，美属萨摩亚大约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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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A 珊瑚礁生态系统研究负责人表示，项目强大之处在于数据的可比性，所

有岛屿的调查都使用了相同的设计和方法。在世界上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数据连续收

集非常难得，这些数据能使研究人员专注于空间差异的原因。 

对每一个珊瑚礁区域，都采用将海洋环境条件与人口相结合的模式来分析环境

和人类对珊瑚礁鱼类丰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食物网顶端的鱼类似乎更容易受到人

类的影响。鱼类丰度的强烈下降与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相关，但人口众多的岛屿，

例如欧胡岛和关岛，更多的鱼类丰度也在持续下降。 

远离人类的太平洋上无人居住的珊瑚礁区域并不总是与鱼类丰度正相关。西北

夏威夷群岛的珊瑚礁区域，也离岸相当遥远，但比无人居住的靠近赤道的美国莱恩

群岛地区的鱼少，因为那儿上升流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增强了浮游植物的生长。

观测数据表明，海洋生产力和鱼类生物量之间并不是完全相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

现，表明并非所有的珊瑚礁区域都保持相同的生物量容量。 

珊瑚礁区域的鱼类群落自然差异表明，健康的珊瑚礁生态环境没有单一的指标，

但是由于人类存在使得鱼类丰度下降或者维持较低水平这个结论表明，采取充分保

护措施使珊瑚礁及其鱼类群落处于自然生长状态是十分有必要的。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New data allows broad view of human influence on Pacific ecosystems 

来源：http://www.hawaii.edu/news/article.php?aId=7126 

参考文献：Williams I D, Baum J K, Heenan A, et al. Human, Oceanographic and Habitat 

Driver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Pacific Coral Reef Fish Assemblages[J]. PloS one, 2015, 10(4): e0120516. 

箕作枪鱼对栖息地的偏好可能有助于避免过度捕捞 

2015 年 3 月 36 日出版的 Fisheries Research 发表了题为《太平洋箕作枪鱼的栖

息地特征》（Habitat characterization for striped marlin in the Pacific Ocean）的文章指

出，马萨诸塞大学与南加州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使用迄今为止最大的标签数据

集后发现，横跨太平洋的箕作枪鱼的垂直栖息地在温度为 8 摄氏度以内的海洋光合

作用的表层。 

在太平洋的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对箕作枪鱼的过度捕捞。该发现应该有助于避

免或减少对这个物种的误捕，例如移除比 390 英尺（120 米）更浅的钩子。描述箕

作枪鱼的水体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箕作枪鱼占领一个不同于金枪鱼（商业上

更重要的物种）的垂直栖息地，渔民可以利用这种区别定位价值更高的物种，从而

避免捕捞箕作枪鱼。 

对于这个工作，研究部署了大约 250 个智能标记，或每单位价值约 4000 美元的

卫星档案标签。在 5 年内，从澳大利亚到夏威夷，从厄瓜多尔到南加州，横跨了 8

个区域，提供了公海中物种的最大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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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返回长达八个月的深度、温度和光学位置数据。新近观察到的行为揭示了

箕作枪鱼的短期耐冷和低氧耐受性。标记鱼的温度和深度数据显示了其更广泛的栖

息地。箕作枪鱼可以待在低于 60 华氏度（15 摄氏度）或低氧环境中较短期限内（10

到 40 分钟），可以避免狩猎和捕食者。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其提供了箕作枪鱼在整个太平洋可识别的普遍模式，

现场观测和通用栖息地模式提供了用于制定更明确的管理措施来重建箕作枪鱼种群

的必要信息。 

（王 琳 编译） 

原文题目：Habitat characterization for striped marlin in the Pacific Ocean 

来源：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5783615000296 

生物海洋 

生物海洋学：生命的极限深度 

深海海泥沉积物中有机质十分匮乏，这样的条件对生命生存十分具有挑战性。

通过应用极低密度细胞识别技术，发现在 37%的全球海域，其深海海泥中均有需氧

微生物的存在。 

地球生物圈的界限是模糊的，难以界定。人们不知道生命生存与无法生存的边

界在哪，是有个清晰的界线还是逐渐过渡。当人们望向天空，期待“好奇号”火星

探测器带来有关火星生物信息的消息时，科学家也在探索深海和海床，以确定生命

存在的下限。D'Hondt 及其同事发表在 Nature Geoscience 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被

认为是地球上最贫瘠的沉积物中检测到微生物细胞及呼吸作用。 

海洋中的一些区域，高密度的微生物呼吸作用阻止了氧气向海床渗透，哪怕几

厘米。微生物群落可以存在于这些海床之下甚至数百米深的无氧沉积物中，因其中

含有足够的营养物质和可以提供能量的碳来维持这些群落。但是，在生物生产力低，

微生物赖以生存的营养和有机碳含量匮乏的区域，氧气却能穿透沉积物至更深处。 

20 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曾宣称，在这些铺满深海平原的营养和碳源贫瘠的海

泥沉积物中，发现了生物圈的下限，理由是海床之下数米深采集的沉积物样品无法

进行细菌培养。更为复杂的测量将生物圈的下限又向深处推进了数米，但他们并没

有明确回答生物圈是否有界线。 

D'Hondt 及其同事证明，之前认为的下限是由于分析技术的灵敏度低而造成人

为错误，深海海泥的最底部仍然有生命存在。通过多层梯度技术和基于荧光的细胞

计数，D'Hondt 等在深海沉积物中检测到微生物以极低浓度存在。这些深层海泥中

微生物的生存方式是相当令人惊叹的，其特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缓慢的、能源匮乏

型的代谢机制。这项研究表明，有些细胞以呼吸速率小于一个电子每秒的状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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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样的速率，似乎越来越成为深海沉积物中生命极限的标志，比实验室中认为

的能量极限低好几个数量级。 

深海沉积物中能量和营养物质的可用率极低，造就了极小的细胞浓度，以至于

早期的技术无法探测到。利用多层梯度技术，D'Hondt 等可以检测到低至 100-1000

细胞每立方厘米的沉积物细胞浓度，相当于在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中检测约100

个跳蚤。随着寻找生物圈边界的探索不断向前推进，检测的灵敏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以确定环境中是否真正没有生命存在。 

D'Hondt 等认为，基于古环境的角度来看，由于深部沉积物生物圈（或者沉积

物下方的玄武岩）中富含丰富的氧气，可能影响了地球地幔和大气的化学演化。 

D'Hondt 等将生命的下边界扩展到深海海泥沉积物以下，进入岩石地壳。岩石

地壳中生命的界限尚不清楚，这也意味着给出了探寻生命极限地理条件和环境的新

前沿。检测海床之下坚硬的岩石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需要提高钻探和取样技术。 

（郭 琳 编译） 

原文题目：Biological oceanography: Life in the deepest depths 

来源：http://www.nature.com/ngeo/journal/v8/n4/full/ngeo2378.html 

海岸带研究 

海平面上升加速海岸侵蚀 

2015 年 3 月 18 日，Natural Hazards 发表题为《到本世纪中叶海平面上升将使

夏威夷海岸侵蚀加倍》（Doubling of coastal erosion under rising sea level by 

mid-century in Hawaii）的文章指出，在考虑到夏威夷海岸线的历史变化和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对海平面上升加速的预期情况，通过对未来更高海

平面下侵蚀危害的评估显示，到本世纪中叶夏威夷海滩的海岸侵蚀可能会加倍。 

慢性侵蚀将使得夏威夷沙滩周围的家园、基础设施和重要栖息地受损。研究人

员早已认识到全球海平面上升将影响海岸侵蚀的速率。然而，这项新的研究旨在更

清晰的了解夏威夷海滩可能发生的显著变化。 

为更好地揭示海滩的动态变化，该研究小组开发了一个简明的模型。该模型在

预测未来海岸线位置时考虑了海滩的砂堆积和长期沉积过程，通过将得到的侵蚀危

害区叠加在航拍照片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其他地理图层上，以识别未来可能暴露于海

岸侵蚀下的资源、基础设施和财产。该研究方法可用于许多海岸社区评估其由气候

危机引起的海岸侵蚀。下一步研究小组将利用增加了洪水评估的新模型，以进一步

提高对气候变化的估计。 

（王 宝 编译） 

原文题目：Doubling of coastal erosion under rising sea level by mid-century in Hawaii 

来源：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1069-015-1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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