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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计划动态 

澳大利亚发布《面向 2050 年的珊瑚礁可持续发展计划》 

2015 年 3 月 30 日，澳大利亚环境保护部发布了《面向 2050 年的珊瑚礁可持续

发展计划》（Reef 2050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Plan）。该计划提供了一个管理大堡礁

的总体战略方案。其目的是协调开发与保护，使大堡礁可持续发展。并对珊瑚礁面

临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提出保护的行动方案，并形成了 7 个可衡量的目标体系，包括：

生态系统健康、生物多样性、自然遗产、水质保护、社区管理、经济收益和政府管

理的一个综合管理框架。 

1  生态系统健康 

构建运转良好的生态系统，如对珊瑚礁和相关的栖息地提供相关的生态系统服

务支持。保护珊瑚礁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继续保持珊瑚礁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保

持其健康发展。继续保持传统的政策和计划的延续性。在 2020 年，建成适合于本地

区生态系统的收集、处理和敏感信息集成的管理系统。不断加强在生态系统管理的

资本投入，形成健康的自然湿地和河岸植被系统。到 2050 年大堡礁世界遗产区形成

一个持续稳定的生态系统和完善的生态功能服务系统。 

2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衡量物种的多少，还包括从基因差异到物种栖息地再到整

个生态系统的变化。继续强化传统的管理方式，包括运用社区协议、环境保护区等

措施保护物种的完整性。进一步制定和实施海龟等生物保护计划和相关措施。到2020

年形成适合传统习俗文化和保护相结合的使用生物资源的管理方式；到 2035 年形成

全民参与的生态文化基石物种的保护和生物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到 2050

年，在保持珊瑚礁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栖息地的完整性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良

性的发展趋势。 

3  自然遗产 

传统自然遗产保护专注于珊瑚礁的文化意义，不仅包括它的美学、历史、科学、

社会和精神，还包括土著和非土著的自然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加强遗产保护力

度，让所有者和社区成员参与到合作管理、规划和影响评估，同时更新 2005 年确定

的大堡礁海洋公园遗产的数目和种类。到 2020 年，要在土著居民和非土著居民间建

立有效的合作渠道，开发保护大堡礁遗产，并形成全民监督和合作的氛围，确保关

键礁遗产值的确定、记录和监控；到 2035 年，传统的文化遗产权利和责任将纳入日

常管理，土著和非土著的遗产，包括其美学、历史、社会和科学等各个方面都得到

全面保护和管理；到 2050 年，有关大堡礁的各方面价值将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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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能够将这种人类共有的财富一代代传承下去。 

4  水质管理 

继续努力实现 2020 年的水质量管理目标，确保进入大堡礁的水不会危害大堡礁

的健康和周围的土地。到 2018 年，审查和更新大堡礁水质保护计划和目标，继续实

施 2013 年大堡礁计划并开展保护水质行动，普及水质量管理方案，并得到农民认可，

使管理方案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到 2018 年在主要区域至少降低 80%的人为无机氮

的排放，减少 20%的人为沉积物量及 20%的沉积盐的量；到 2050 年大堡礁水质得

到持续保护，并且形成具有弹性的生态健康系统。 

5  社区管理 

大堡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澳洲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也为昆

士兰州和世界各地提供了大量的食物。要在州级和地方政府的各项规划中确保社区

利益与大堡礁保护相协调。到 2020 年，要建立大堡礁利益相关方利益的分享机制，

社区利益的分配要纳入到相关决策之中，社区要参与并牵头组织大堡礁的相关健康

维护行动，且须发动全民参与监督大堡礁安全健康的行动；到 2050 年，实现“社区

在保护大堡礁的计划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目标。 

6  经济收益 

珊瑚礁不仅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还衍生出了众多的行业，增加

了就业机会，但要保持这些行业的繁荣发展，与保护珊瑚礁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同时亟需制定和实施一个完整的经济计划行动方案（包括传统行业和潜在行业）。到

2020 年珊瑚礁相关的传统服务行业的收入和就业岗位将大幅提高，并确保航运在珊

瑚礁区域发生事故的风险为零；到 2050 年确保珊瑚礁的承载力足够容纳一定量的经

济发展。 

7  政府管理 

到 2020 年要提高政策和规划的透明度，清晰所有权和问责权，并具有可操作性；

要鼓励全民参与各个行业的有关大堡礁保护计划的行动，同时各级州和社区管理要

和整个规划具有一致性，做到自上而下，从下而上保持紧密合作；到 2050 年，在科

学的管理下，在各方面的配合下，珊瑚礁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李恒吉 编译） 

原文题目：Reef 2050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Plan 

来源：

http://www.environment.gov.au/marine/gbr/publications/reef-2050-long-term-sustainability-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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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研究 

美国科学家在加勒比海进行深海探测 

2015年4月8日，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发布消息称，从4月10日到30日，科学家们将乘坐“俄刻阿

诺斯探索者号”考察船（Okeanos Explorer）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前所未有的深度开

始一系列的下潜调查，届时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了解调查进展。“俄刻阿诺斯探

索者号”由NOAA海洋和航空业务办公室运营、管理和维护。它刚刚花了大约四周

时间绘制美国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超过13600平方英里的海底地图。此次考察将收

集海底深度、海底构造、水温和水质等数据。 

在考察期间，将采用一台遥控水下潜水器（ROV）对最深约3.7英里（约6千米）

的深海进行考察。负责协调此次远征计划的NOAA办公室主任Alan Leonardi博士称，

下一步将对美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探测，因为要了解并可持续管理海洋资源，首先要

调查存在什么样的资源。此次探测的协调员Brian Kennedy表示，“我们不知道究竟

会看到什么，但这正是我们发起此次探测的原因。对于该地区我们所了解的是，这

里有一定的地质灾害风险，如地震和海啸，同时该区域还包含深海鱼群、深海珊瑚

以及海山和泥火山等”。 

Alan Leonardi还称，会有许多观众关注此次考察，因为早在2013年远征美国东

北部近海处深海峡谷的实时视频就获取了超过87.5万条评论。这种公众参与的方式

能够提高年轻人的科学素养，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也许下一代的海洋探险家就在

他们中产生。 

（王金平，季婉婧 编译） 

原文题目：NOAA to explore depths of Caribbean Sea 

来源：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5/20150408-noaa-to-explore-depths-of-caribbean-sea.html 

稀释限制了深海溶解有机碳（DOC）的利用率 

海洋中含有大量的碳，这些碳以溶解有机物的形态分布在海洋中，是所有海洋

生物体内碳总量的 200 多倍。海洋溶解有机碳（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的

储量巨大，全球大约 72%的 DOC 存储在深海层。目前关于 DOC 能够在深海长时间

(几百年或上千年)存储的一种解释是，认为 DOC 是由能够抵抗微生物降解的化合物

组成。 

西班牙地中海高级研究所(IMEDEA)的研究人员 Jesús M. Arrieta 做的一项研究

结果表明，深海 DOC 由许多不同结构的、不稳定的化合物组成，能够长期存储深海

中是由于不稳定化合物含碳浓度低，达不到代谢值，因此难以被微生物利用，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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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导致了微生物生长缓慢，而不是因为含有难降解化学物质。研究表明，这些细菌

无法分解有上千种不同分子结构的碳化合物，只是因为碳在这些有机材料中的含量

很低。 

即使仍旧有可能深海 DOC 含有难降解化学物质，Jesús M. Arrieta 的研究结果也

清楚地表明个别不稳定分子的碳浓度是限制深海 DOC 利用率的一个主要因素，该研

究也为深化了解全球碳循环打开一个新途径。 

（张灿影 编译） 

原文题目：Dilution limits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utilization in the deep ocean 

来源：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8/6232/331.abstract?sid=40aaa0dd-f515-4e8a-98b8-0d1edfe0d2

0d 

尾矿深海排放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尾矿深海排放（Deep-Sea Tailings Placement，DSTP）是目前人类对深海进行的

大规模活动之一，这样规模与尺度的活动对深海-尤其是深海海底-的影响还是未知

的。深海海底一直被认为是遥远而平静的区域，但近年来工业采矿规模不断扩大，

深海污染事故和蓄意浪费带来的环境压力不断增加。2010 年深海地平线漏油事件是

迄今为止最大的意外污染事件，该事件也引起了公众对于深海环境问题的关注。人

们意识到在增强深海采矿的同时，要长期监测海底环境，关注海底污染问题。 

发展中国家对矿产资源严重依赖，而且尾矿处理方案的经济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指标之一。DSTP 作为一项成本较低的处理方式，目前被广泛应用，而且其对环境

的影响短时间内并不会爆发，而是持续数年或数十年，因此也饱受争议。当地非政

府组织非常关注 DSTP 对环境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都集中在对上层生物和近岸珊

瑚礁的影响，对于排放到深海海底的大量废弃物则缺乏研究。深海尾矿处理时，携

带的陆源砂石（包含处理矿石带来的额外污染物）对海洋表层到中层以及深海海底

都有影响，但目前对深海方面所受影响的认识明显不足。 

研究人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利希尔和米西马周围进行了取样调查，用于评估

深海处理尾矿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在利希尔，自 1996 年起实施 DSTP 以来，采样范

围大约在水深 800-2020 米范围内。在米西马，DSTP 已经持续了 15 年，2004 年正

式结束，但对海洋生态系统群落结构的影响仍然存在。对比参照点发现，较高级的

群落大幅减少 

2007 年在利希尔附近进行了采样，据估计，利希尔地区共计排放尾矿浆超过

100,000 万升，其中包括 2.5 万吨固体。尾矿中 93%的是淤泥颗粒，含有重金属以及

12 种化学处理品。具体数据暂时无法得到，但沉积物样品结果表明从排污口往外延

伸 20 公里，至少 2000 米深的地方均存在痕迹。米西马地区自 1989 年开始，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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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万吨的尾矿处理到海洋中。剖面图显示这儿的尾矿沉积在海底，形成一个厚的沉

积层，与利希尔地区的扩散分布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海底地形的缘故，但可能存在

再悬浮再扩散的影响。 

研究无法使用“BACI” (Before-After-Control-Impact)方法，因为缺乏最早期的原始

数据，只能选择尾矿排放数量不同的站点以及不同水深的站点进行对比。由于影响

深海环境的因素众多，调查结果很难与尾矿处理直接联系。但是根据综合的数据推

理，可以合理地解释调查结果的出现是因为 DSTP 的实施。 

利希尔的调查结果表明，尾矿处理后种群丰富度和群落组成在降低。随深度的

增加影响有所减小，但是在 1700 米处还是会受到影响。调查从排污口往外延伸了

20 公里，调查水深达到 2000 米，更广的范围还需进一步调查。在米西马，调查站

位的大型和小型底栖动物以及底栖有孔虫均有明显差异，其中大型底栖动物和有孔

虫的丰度有所恢复，但是群落结构仍存在差距。研究结果还表明微量金属以及其他

污染物会降低海洋生物群落的丰富性和分布的均匀性，但是因为缺乏控制实验，所

以无法证明是污染物的化学毒性造成的。地球化学的研究表明尾矿处理影响了沉积

物的化学成分，但是这还需要联合尾矿成分及输入阈值的测定来证明。 

随着商业海底采矿的普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使用 DSTP 方案来处置尾矿。

深入了解大规模的人为干扰对深海海底系统的影响是进行深海管理和保护的重要步

骤，尽管目前的研究已经表明 DSTP 对深海海底有显著影响，但是研究还不够具体，

还需要进行长期监测和跟踪研究。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Ecological impacts of large-scale disposal of mining waste in the deep sea 

参考文献：Hughes, D. J. et al. Ecological impacts of large-scale disposal of mining waste in the deep 

sea. Sci. Rep. 5, 9985; doi: 10.1038/srep09985 (2015) 

海洋地质学 

Geology：洋中脊产生的非生物甲烷是形成北极天然气水合物储

层的重要来源 

最新出版的 2015 年第 5 期 Geology 杂志发表的有关天然气水合物来源的研究成

果指出，来自超慢速扩张洋中脊的非生物甲烷是形成北极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重要

来源。 

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来源，甲烷通常由有机质经过细菌和微生物的复杂的分解过

程所产生。但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甲烷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生成：非生物来源甲烷由海

底洋壳的化学反应形成。根据之前的研究，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的地球物理数据

显示，北极的环境非常适合这种类型的甲烷的产生。世界上大多数的已知的甲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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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形成受到甲烷分解的有机物质的影响。该研究表明，北极弗拉姆海峡沉积物

中含有大约形成于 200 万年前的水合物储层，这些沉积物将甲烷保存在海底。沿北

冰洋 1000 多公里长的加科尔山脊，这种类型的甲烷是形成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重要

来源。 

研究表明，洋中脊活动的构造环境不仅可以提供甲烷天然气水合物的额外来源，

还可以为深海沉积物中甲烷的长期储存提供理想条件。为进一步揭示这种非生物来

源甲烷形成机理，未来研究人员将对海底 140m 深处的水合物组分进行分析。 

（王立伟 编译） 

原文题目：Abiotic methane from ultraslow-spreading ridges can charge Arctic gas hydrates 

来源：Geology, 2015, 43(5): 371-374 

物理海洋学 

温暖的海洋造成 1934/36 年的最热沙尘暴年 

目前，两个海洋热点被认为是美国中部历史上最热夏天（1934 年和 1936 年）的

潜在驱动因素。这项研究也可能帮助现代的气象预报员提前几个月预测美国中部特

别炎热的夏季。 

1934/36 年炎热夏季的异常高温纪录直至今

日依然坚挺，其属于美国十年来毁灭性沙尘天气

的一部分，同时大规模的沙尘暴波及纽约、波士

顿、亚特兰大和距离东海岸 450 公里远的海域。 

研究显示, 发生在相同时间和两个特定地

点的异常温暖的海表面温度可能是破纪录高温

的原因。在太平洋，有异常温暖的海水沿着阿拉

斯加湾海岸线一直延伸到洛杉矶；在大西洋另一

边，缅因州和新斯科舍海岸的一个相对较小区域，海洋表面也异常温暖。这两方面

原因一起减少了春季降雨并为美国中部的破纪录高温创造了条件。作为研究的一部

分，研究者比较了 1934 年/1936 年大尺度的气候条件与 2011 年/2012 年广泛的炎热

干旱，以探讨这些沙尘暴年是否有相似之处。2011 年/2012 年的大尺度海洋条件与

1934 年/1936 年明显不同，说明了其不同本质。 

两个地区海洋变暖的合力影响了跨美国大陆的大气和压力梯度，深刻改变了春

季和夏季的气候系统。 

原文题目：Warm oceans caused hottest Dust Bowl years in 1934/36 

信息来源：http://phys.org/news/2015-05-oceans-hottest-bowl-years.html 

（王 琳 编译） 

 



7 

海洋生物学 

研究发现：洋流干扰了以甲烷为食的细菌 

在斯瓦尔巴群岛的近海中，甲烷气体从数百米深的海床中渗透出来。在化学合

成环境中生存的微生物群体把这些冰冷的渗透孔作为家园，它们赖以生存的能源不

是太阳，而是排放出的大量温室气体。 

在这一环境中，有一种我们知之甚少的庞大细菌群体。它们大量地吞食甲烷，

从而控制了海洋中的甲烷浓度，阻止其到达海洋表面并排放到大气中。在大气中，

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还要强大的温室气体，它可以增强现有的全球变暖状况。 

2015 年 5 月 4 日，北极天然气水合物、气候与环境中心（Center for Arctic Gas 

Hydrat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CAGE）的科学家在《自然地球科学》期刊上发

表了一篇名为“快速海洋开关控制的甲烷营养型水柱”的文章。这项新的研究表明，

洋流可以对该细菌的甲烷过滤能力产生强大的影响。 

温暖的咸洋流席卷了甲烷渗透网，冲走了生长在里面的细菌群体，从而干扰了

甲烷的过滤过程。这个细菌过滤器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环境变化可以

导致北冰洋底部海水变暖。由于海底丰富的甲烷天然气水合物离解，更多的气体释

放到了水柱中，这可能会增加细菌的食物供给。但是细菌能否消耗这些甲烷取决于

Férré及其团队所记录的海流力度，也就是说，未来海洋向大气释放甲烷的量将大大

受到洋流强度的影响。 

CAGE 的海洋科学家 BenedicteFérré解释道，甲烷细菌的活跃度在较短的时间跨

度内存在较大区别。，国际科学家小组已检测到当斯匹次卑尔根西部海流将挪威海的

温水输送到北冰洋时甲烷细菌群落的波动情况。输送过程中，水温、盐度等重要海

洋指标发生了变化，致使大多细菌种群不能在强洋流中生长，从而导致甲烷消耗变

少。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巴尔塞大学的 Lea Steinle 则表示，他们的研究团队能够展

示出“控制广泛嗜甲烷细菌的洋流力度与变化情况”。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OCEAN CURRENTS DISTURB METHANE-EATING BACTERIA 

来源：https://cage.uit.no/news/ocean-currents-disturb-methane-eating-bacteria/ 

扩充全球海洋生物名录 

从事海洋物种名录编目这项艰巨任务的分类学家们称，现已知有 228,445 种海

洋生物。“WoRMS”（ World Register of Marine Species ，全球海洋生物名录）团队经

过鉴定，排除了 190,400 种先前在列的重复物种。 

“WoRMS”由比利时的佛兰德海洋研究所运营，拥有超过 200 名世界各地的编

辑，通过梳理文献来记录在海里生活的物种究竟有哪些。3 月 12 日最近一次更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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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表示仅 2014 年一年就增加了 1451 种生物。Jan Mees 是佛兰德海洋研究所的

所长，同时也是 WoRMS 的共同主席，他认为，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团队已经“几

乎完成了所有曾被见过和被描述过的物种的名录”。然而，世界的海洋中被认为含有

70 万-100 万的真核生物物种，WoRMS 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澳大利亚驼背豚（Sousa sahulensis）是自 2008 年以来新增的物种之一。2013

年在其头骨和组织分析的基础上，被提议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2014 年已正式被命

名。其近缘物种，一种体型较小但却相当漂亮的海龙 Phyllopteryxdewysea，是 2015

年新增到 WoRMS 中的物种之一。第三个被鉴定为海龙的物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西海

岸，来自珀斯的西澳大利亚博物馆以及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均鉴定过

该物种。博物馆的一个标本曾被认定为两个已知的海龙物种之一，WoRMS 的研究

人员对于其进行了 DNA 鉴定，证明并非如此。 

另外一种去年添加的物种是“詹妮弗洛佩兹”螨。这种螨采集自波多黎各海域

水下 70 米的珊瑚礁，是由波德戈里察黑山大学的生物学家 Vladimir Pešić 及其同事

报道的，以著名的波多黎各歌手詹妮弗洛佩兹命名。 

进入物种名录的另外一种更小的海洋生物是名为 Nitzschiabizertensis 的硅藻，从

突尼斯一个泻湖中分离得到，能够产生强效神经毒素软骨藻酸。 

虽然有多种海洋生物不断被添加到 WoRMS 数据库中，但有的也被淘汰。2008

年时，该小组曾宣布其数据库中有 56400 种别名。 

其中一种动物，面包屑海绵，拥有 56 个名字，最终被统一为 Halichondria panacea。

最近这次更新时，同物异名的数量是原来的 3 倍。Mees 说，“团队中绝大部分人都

感到惊讶，我们知道同物异名的问题，但的确不知道比例如此之高。”拥有别名数量

最多的新记录保持者已经出现：玉黍螺（Littorinasaxatilis），这种螺以 113 中不同的

方式被描述，因而成为 WoRMS 分类冗余冠军。 

分类学家经常抱怨他们的学科近年来不受重视且缺乏资金。但 Mees 认为

WoRMS 表明了当分类学家们联合起来时很多目标均可以实现。研究人员应该着眼

于探索较少的区域去发现新物种，包括深海以及非洲沿海。但目前仍有约 10000 的

海洋生物标本被认为在实验室瓶中，等待我们去发现。 

原文题目: Dolphins, diatoms and sea dragons join census of all known marine life 

来源：

http://www.nature.com/news/dolphins-diatoms-and-sea-dragons-join-census-of-all-known-marine-life-

1.17094 

（郭 琳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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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海底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突变的响应 

2015 年 3 月 30 日，PNAS 发表题为《海底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突变的响应》

（Response of Seafloor Ecosystem to Abrupt Global Climate Change）的文章，指出海

洋环流和气候突变导致海洋上层底栖动物群落发生了群落结构重组。 

众所周知，海洋沉积物研究主要是以浮游有孔虫（地球化学指标）为研究对象，

这些传统的研究很难从生态及群落尺度揭示生物对气候突变的响应机理。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研人员以圣巴巴拉海盆（Santa Barbara 

Basin）的后生动物化石（大化石、微化石、遗迹化石）为研究对象，测定了

MV0811-15JC孔后生生物的全指标，主要包括浮游有孔虫的 δ
18

O、底栖有孔虫密度、

底栖有孔虫的物种的相对频率、软体动物密度、无脊椎动物出现次数、介形亚纲物

种密度等全记录指标，重建 16.1~3.4Ky.BP 海底生物多样性对全球气候事件（末次

冰盛期 LGM、新仙女木事件 YD、波令阿勒罗德暖期气候事件 B/A）的响应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末次冰消期全球气候变暖，海洋低氧带区域扩展，大陆边缘海

底生态系统发生突变，深海底栖生物发生了群落结构重组。并且，后来近千年海底

生态系统均处于生态恢复中。该研究首次基于全面的定量分析方法，揭示了生态系

统在海底生物群落尺度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有助于理解未来人为气候变

化将如何通过脱氧作用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吴秀平 编译） 

原文题目：Response of Seafloor Ecosystem to Abrupt Global Climate Change 

来源：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03/24/1417130112.abstract 

海洋化学 

NOAA 为石油泄漏专门开发数据管理工具 

2015 年 4 月 17 日，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了其开发的存储

有关于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研究的大量数据的工具。该工具是事件事后响应、自

然资源损害评估科学、修复研究和墨西哥湾未来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漏油事件。在这场大规模污染

事件发生后，NOAA 与联邦政府和其他州政府科学家需要确定泄露的原油量，随即

开展了对墨西哥湾自然资源损害的应对工作，并确定修复类型及规模。这意味着需

要开展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大量有关泄露影响（泄露开始数小时后一直持续至今）的

数据收集工作，其中包括：科学家采集整个墨西哥湾沿岸的油样本、海洋表面油迹

航拍照片、海洋传感器对 Macondo 油井附近水体的油检测、生物学家对海豚游行轨

迹的跟踪等。科学家通过利用这些类型的信息（甚至更多），以更好地了解和评估对

海湾生态系统以及人们对其利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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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急数据储备 

在泄露事件发生后，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评估漏油环境影响需要一个独立的在

线网络来组织快速积累数据。为了满足这一需求，NOAA 的数据管理专家团队开始

着手创建一个安全的基于 Web 的数据存储库。这个新工具允许来自不同组织的科研

团队轻松地上传他们的现场数据和与他们的研究相关的重要信息，如现场扫描记录、

电子数据表、抽样方案、扫描的图像、照片和导航信息等。 

（2）新的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由于需要持续地限制和测算泄漏影响，因此科学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产生。NOAA 团队为此开发了一种灵活的数据管理工具，被称为“数据存

储库”。该工具不仅可以在存储库中管理信息，而且还能组织数据并供全美科学家访

问。该工具能够为用户提供的两大关键功能是：①它允许访问者集成来自不同海洋

传感器和实地观测的数据集和文件；②它允许用户筛选和下载数据并开展深入的分

析和研究。 

为向存储库填补数据，研发团队与石油泄漏影响区域的相关专家针对信息录入

进行了标准化规定，包括标准化格式、日期、分析类型和名称等。同时，NOAA 还

创建了专门为数据存储库定制的“查询工具”，可以对所有这些不同的数据进行搜索

和筛选。这个功能是科学家和技术团队利用跨时空尺度的综合数据来发现对环境影

响模式的关键。 

（王 宝 编译） 

原文题目：NOAA Builds Tool to Hold Unprecedented Amounts of Data from Studying an 

Unprecedented Oil Spill 

来源：

http://response.restoration.noaa.gov/about/media/noaa-builds-tool-hold-unprecedented-amounts 

-data-studying-unprecedented-oil-spi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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