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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计划 

UNESCO 出版《21 世纪海洋可持续发展》专著 

2015 年 5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了《21 世纪海洋可持续发展》

（Ocean Sustain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专著，该书描述了有关海洋和海洋环境新

出现和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实施以来，海洋

科学和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对海洋区域和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影响。同时，本

书还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科学、政策和法律的手段，以确保更好科学的管

理海洋。 

本书内容涵盖的主题包括：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海洋遗传

资源的争论、海洋现行法律框架以及与外层空间有关的法律问题的比较研究等。内

容既有具体实例又有全球案例研究，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学生提供海洋科学

和政策、海洋事务和海洋法规方面的重要参考。本书的主要框架涉及以下部分： 

（1）：引言：海洋问题与机遇 

（2）人类对海洋区域及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影响以及多尺度治理； 

（3）跨流域和时间（十年或更长）尺度的海洋物理和化学变化：以现状和未来

情形为视角； 

（4）全球变化的认知及其对海洋生物学、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5）全新视角审视变化的北极海洋生态系统：泛北极时空尺度上的扰沌

（panarchy）适应性循环； 

（6）生态系统方法与海洋管理； 

（7）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海洋价值利用的挑战：以英国海洋保护区建设为例； 

（8）国际科学合作与相关机构对海洋治理的贡献：以区域海啸预警系统和 Argo

全球海洋观测网计划为例； 

（9）新出现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海洋遗传资源为例； 

（10）UNCLOS 作为解决发生在海上所有活动的法律框架的假设条件； 

（11）以海洋法为基础的外层空间法律制度； 

（12）迈向 21 世纪的可持续海洋。 

（王 宝 编译） 

原文题目：Ocean Sustain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来源：http://publishing.unesco.org/details.aspx?Code_Livre=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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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研究 

深海商业鱼种的物种分布模型研究 

海洋保护区已经成为保护海洋生物、生态系统的有效方法，目前保护区的划分

主要按照保护物种、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等。海洋保护区对沿海和浅水栖息地

的物种有非常好的保护效果，因为这些区域的渔业经济价值较高。但是在全球捕捞

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深海捕捞已经逐渐开展。深海渔业通常集中在大陆坡、海洋盆

地以及海山等水深区域。多数深海鱼类的特点是寿命长、生长缓慢、成熟较迟、繁

殖力低、生产潜力较低并且非常脆弱。深海物种比浅海物种更容易遭受危机已成共

识，因此紧迫需要相应的保护计划。由于深海数据搜集的困难，目前深海区域的捕

捞数据严重缺乏。目前只能利用沿海现有数据，建立模型，预测一些重要物种在深

海环境中的分布，这是目前解决数据缺乏的有效手段。 

太平洋岛屿国家及周边地区高度依赖深海提供的渔业资源，一些小国和岛屿地

区的地方经济主要靠小规模甚至手工渔业支撑。这些小规模的渔业水深范围大概在

100-400 米，虽然这个深度还没有达到深海环境，但这些区域的物种特点明显不同于

浅水珊瑚礁和泻湖，与深海渔业物种的特点非常类似。这些区域的渔业是在 20 世纪

70 年迅猛发展起来的，但是在 20 年后迅速下降，主要是因为不稳定的出口市场以

及捕捞向金枪鱼的转变。最近又重提了该区域的进一步商业开发，但应谨慎考虑。

目前关于深海渔业管理计划、可持续利用以及保护政策的资料还非常少，这些物种

的深海栖息地空间没有很好的管理办法。 

研究人员利用有限的数据建立了中西太平洋主要商业物种的分布模型，并且利

用 4 种不同的算法来建立模型，以评估模型及分布的合理性。利用模型预测了 32 个

国家和地区的深海笛鲷鱼类的分布，在深度上 4 个方法均保持一致的结果，但在温

度上，各算法的预测结果不尽相同。横跨中西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中，至少有 6 个

国家有活跃的深海笛鲷鱼类渔业历史，还有 14 个国家亟待开发这方面的资源。尽管

缺乏一些数据来预测深海笛鲷鱼类在太平洋更大范围的分布，但目前的结果可以支

持做出平衡资源和规划保护的方案，为深海的未来进行规划。 

评估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模型的局限性可以解释预测数据的不确定性，多种算

法可以克服单一统计方法的局限性。使用这些模型进行预测时，需要特别注意假设

条件。物种预测模型有助于更好地建立保护区和保护网络、设计基准监测方案、平

衡资源开发与利用以及保护不同目标。同时各国在管理方面开展合作还可以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以及更好地保护深海资源。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of Tropical Deep-Sea Snappers 

参考文献：Gomez C, Williams A J, Nicol S J, et al.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of tropical deep-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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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pers[J]. PloS one, 2014, 10(6): e0127395-e0127395. 

深海热液喷口细菌与人类致病性弧菌间联系 

2015 年 5 月 26 日，马里兰病原体研究所与其合作机构的科研人员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深海热液喷口细菌与人类致病性弧菌物种》

（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 bacteria related to human pathogenic Vibrio species）的文

章。他们收集和分离了沿墨西哥西南海岸附近东太平洋海隆的热液喷口的样本，发

现了弧菌的存在，并且基因表现出与人类致病性弧菌一定的相似性。 

研究人员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后续的比较和系统发育分析发现，他们分离的深

海热液喷口细菌属于一个新弧菌物种,并建议把它称为 “Vibrio antiquarius”。根据基

因组分析，发现它是原产于深海环境，并且与深海动物存在潜在关联。他们研究发

现中温弧菌可能会出现在深海中温环境，特别是出现在动物栖息地。此外，基因组

数据显示毒力基因与常见对人类和其它动物的弧菌含有相似的染色体。 

他们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些毒力因子在人类致病性弧菌物种的作用也可能出现

在水生环境中。一些毒力基因可能与相关的基本代谢过程，在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中

建立了共生或制约捕食等关系，并且通过研究推测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时间久远，

表明弧菌物种可能共同进化为人类和海洋动物的病原体。 

                       （陈松丛 编译） 

原文题目：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 bacteria related to human pathogenic Vibrio species 

 来源：http://www.pnas.org/content/112/21/E2813.full  

科学家在波多黎各深海发现新物种 

美国的科学研究团队在波多黎各深海洋底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发现了许多新

物种。 

远程遥控潜水器（ROV）比潜水员下潜的深度要深。通过携带有照相机的 ROV，

科研人员对 20000 英尺（约 6096 米）深处的海底进行了探索。 

根据 Quartz 网站介绍，科学家利用 NOAA 的“俄克阿诺斯”探险者号科考船对波

多黎各的深海环境进行了三次探险，为期共 52 天。 

前两次的探险重点在于对未知的海底进行测绘并收集相关数据，而 4 月进行的

第三次科考，主要任务是对深海生态系统和生命形式进行研究。 

该研究团队随后将他们发现的各式各样奇异的生物用实时视频的方式发布在网

上，其中包括 100 多种鱼类，50 多种深海珊瑚，以及科学家首次见到的尚未定名的

其他物种。 

在线流媒体的形式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可以实时观看视频，并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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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或者互联网聊天的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该研究团队仍然在研究分析收集到的海量数据，目前他们已经发现了两个新物

种，栉水母门的水母状动物和鱼类新物种。 

Quartz 网站展示了部分探险视频，揭示了惊人的深海风光和异域特色的生命形

式。 

Andrea Quattrini 领导了这次探险，她惊叹道：“这是相当惊人的，我们没有探测

过如此的深度！”。她说：“在线流媒体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层面，为世界各地的科

学家们提供一个入口以便能实时追踪新发现，通过在线流媒体、电话和互联网聊天，

他们能够与 40 位全球专家保持日常联系。科学家能够在几个领域，包括海洋地质学、

海洋学和分类学领域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能够登录聊天室和大

家一起讨论问题，这些专家包括海星专家、水母专家、珊瑚专家，这相当于他们随

时与我们在一起，这是非常独特的。在其他的研究考察中，你只能拥有一定数量的

科考船床铺，或者说每次只能搭载 12 到 15 名科学家随行。” 

                                                  （郭琳 编译） 

原文题目：Scientists discover new sea creatures off Puerto Rico coast 

来源：

http://www.digitaljournal.com/science/scientists-discover-new-sea-creatures-off-puerto-rico-coast-vid/

article/434566 

http://oceanexplorer.noaa.gov/okeanos/explorations/ex1502/dailyupdates/dailyupdates.html 

物理海洋学 

Nature：中国南海内波及其影响研究 

内波在海底下传播虽可在海面上看到些许波纹，但海洋内部却是巨大能量的传

播与搅动。潜水艇在水下航行若遇海洋内波就有可能突然“掉深”，5至10分钟内会被

内波向下拉100米至200米。海上钻油平台因内波剪力及共振影响，也会产生结构性

安全问题。 

南海内波究竟蕴藏多少能量，一直是全球科学家研究的焦点。台湾和美国科学

家从2000年开始研究南海内波，至今已有15年之久。2015年5月7日，（Nature）杂

志发表了由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华盛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科学家

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撰写的文章《南海内波的形成与归宿》（The formation and fate 

of internal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总结了过去十年南海内波的重要研究，其

中包括数十次的观测和模拟研究。文章分析了南海内波的产生机制、传播过程与能

量消散等，其成果有助于海洋相关的热传播、碳循环、全球变暖、潜航安全、生态

http://oceanexplorer.noaa.gov/okeanos/explorations/ex1502/dailyupdates/dailyupda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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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指出，南海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波，蕴藏巨大的未知能量。南海内波东西

向宽约1km，延伸长度可达200km，水下波高约150-200m。南海内波起源于台湾和

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因潮流与海底山脊作用产生扰动，形成内潮汐（internal tide），

并向西沿着温跃层传入南海，因海水密度环境及非线性作用，波形逐渐变陡，演化

成孤立内波（internal soliton）。当内波受陆棚浅化效应影响时，再演化成内波群，

在东沙海域，一群内波可包含十几个内孤立波。这些孤立波在通过东沙岛时发生绕

射，之后在东沙环礁西方会合，继续向西北偏西传播并逐渐消散。从能量传输的角

度看，通过海底潮流能有一半转变为内波，这是南海的一大特征。南海内波产生的

垂直波动可以把低温高营养的海水传输的次表层，促进光合作用及生物的生长，同

时南海内波还可以保护珊瑚礁免受全球变化的影响。 

（王金平，季婉婧 编译） 

原文题目：The formation and fate of internal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来源：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1/n7550/full/nature14399.html 

海平面观测结果揭示了海洋对大西洋十年间气候变异的影响 

2015 年 5 月 27 日， Nature 杂志发表题为《海平面观测结果揭示了海洋对大西

洋十年间气候变异的影响》（Ocean impact on decadal Atlantic climate variability 

revealed by sea-level observations）的文章。年代际周期变化是大西洋海洋气候的一

个显著特征，突出表现为海洋表面温度北大西洋年代际振荡（Atlantic Multidecadal 

Oscillation，AMO)。AMO 的正(负) 位相与北大西洋海洋表面温度暖(冷)变化一致。

AMO 在北大西洋局地气候及全球其他区域气候演变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与年代际气

候波动，例如印度和和萨赫勒降雨、欧洲夏季降水、大西洋飓风以及全球温度变化

有关联。 

人们普遍认为海洋环流通过控制海洋热量驱动 AMO 的变化，然而，并没有直

接的海洋环流观测数据支撑这一说法。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 Gerard McCarthy 及其

同事提供观测证据证实海洋环流和 AMO 之间的联系。他们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利

用美国东海岸海平面数据评估十年间的海洋环流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海洋环

流会对来自北大西洋涛动的大气驱动因素做出反应，这些环流变化影响了北大西洋

的热含量，结果又会影响到 AMO，海洋环流就以这种方式充当大气涛动和海洋涛动

之间的一个媒介。大西洋翻转循环减弱时，AMO 将会走向负相位，这也给全球温度

持续上升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 

（张灿影编译） 

原文题目：Ocean impact on decadal Atlantic climate variability revealed by sea-level observations 

 来源：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1/n7553/full/nature14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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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学 

ACS Central Science：海洋浮游植物能够影响云的形成 

2015年5月18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学会开放获取

期刊（ACS Center 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微生物控制海水喷沫气溶胶的组成：

以两种藻类为例》（Microbial Control of Sea Spray Aerosol Composition: A Tale of Two 

Blooms）的文章，指出海洋浮游植物能够影响云的形成。尽管研究人员早就知道海

洋微生物能够对天气和气候产生巨大影响，但此次的发现前所未有。 

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Kimberly Prather带领同事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气

溶胶影响气候环境团队（Aerosol Impacts on Climate and the Environment，CAICE）

在对浮游植物的研究中发现，浮游植物在被细菌分解后，能够释放出许多不溶性脂

肪类化合物，包括蛋白质、糖和脂类等。这些化合物会被水滴锁住，而水滴在被喷

涌到空气的过程中，空气中有机质的含量就会增加。为了进一步研究浮游植物和大

气中有机质含量的关系，研究人员决定在实验室进行模拟实验。他们从加利福尼亚

运来了约1.3万升海水，这些海水被送进一个可控的模仿海洋气候的造浪机里。结果

显示，浮游植物浓度增加的确会导致有机质含量增加，而有机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控制并促进云的形成。 

文章指出，海水喷沫气溶胶（Sea spray aerosol）颗粒通过散射太阳辐射和提供

云形成过程中凝结核的作用影响气候。一旦浮游植物的海域中形成的不可溶解的有

机质和海盐颗粒混在一起，气候就会发生变化。但是，目前海洋生物过程对海水喷

沫气溶胶的化学组成和气候特征有多大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王金平 季婉婧 编译） 

原文题目：Microbial Control of Sea Spray Aerosol Composition: A Tale of Two Blooms 

来源：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centsci.5b00148 

 

关于地球生态系统驱动力的新发现——全球海洋微生物与病毒
相互作用 

地球的浩瀚海洋中隐藏着一些微小的生物，它们对脆弱的生态系统健康至关重

要。我们呼吸的氧气有一半由海洋微生物产出，它们是关键生态过程中化学反应与

能量转移的重要驱动力。海洋微生物与病毒的相互作用可以对从氧气生产到食物供

给的整个过程产生极大影响。和其他生物一样，海洋微生物很容易受到病毒感染，

病毒可以改变其代谢输出，甚至杀死它们。例如，某些海洋病毒入侵藻类并接管为

人类供氧的光合作用过程。其他病毒则直接杀死大量生物，给支撑世界海洋食物网

的生物质扣上一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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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21 日，亚利桑那大学海洋生物学家在 Science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全球海洋微生物的结构与功能”的文章，阐述了对全球范围内海洋微生物与病毒

相互作用的方式的新发现，有助于构建预测性的模型。 

亚利桑那大学的 Matthew Sullivan 等组成了一个国际研究小组，他们的一项新研

究借鉴了病毒基因组数据来解释海洋病毒群落如何保持向全球多样性看齐的高水平

区域多样性。该研究团队创建了一种研究更为复杂群落中病毒种群的方法，并发现

海洋表面的病毒在洋流中进行被动传输，其种群丰度取决于当地的环境条件。这些

发现有助于研究人员预测性地模拟地球生态系统中病毒与微生物间相互作用。该研

究是自本周 Science 杂志特刊登载塔拉海洋考察以来五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

果之一。 

塔拉海洋考察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项目，旨在了解海洋生态系统、气候和生物

多样性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Sullivan 等的工作便是该项目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十年

中，塔拉海洋科考船至今已航行超过了 180,000 英里，穿越所有的世界海洋采集了

生物样品和有关海洋的物理参数，如深度、温度和盐度。塔拉海洋考察为科学家在

综合性环境背景下系统性抽样从病毒到育苗的海洋生物群提供的一个平台。目前为

止，科学家特别渴望能够从全球尺度描绘海洋病毒群落的格局与生态驱动力。 

为了评估海洋病毒群落的地域多样性，Sullivan 团队查看了双链 DNA 病毒基因

组或病毒组的序列数据，以及 43 个塔拉海洋科考样品的全部病毒群落形态数据。这

些样品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表面海洋（只有一个深海样品），并代表了不同的环境条

件。具体来说，Sullivan 团队非常关注任何现有站点上有关海洋病毒多样性的以往观

测数据与全球考察活动。科学家在十年前就已经观察到了物种的高本地多样性、低

全球多样性的现象，并提出了“种子库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如果我们从一个共同

且相对有限的全球基因库中描绘变化，高的本地遗传多样性就可能存在。包括病毒

在内的地方主导群落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其微生物寄主也受到影响并间接地改变病

毒的群落结构。这些种群作为邻近地区的低丰度“种子库”，通过洋流被动运输过来。 

因为病毒缺乏可用于识别全球群落形态的普遍基因，Sullivan 团队使用不同的技

术和方法研究了病毒群落。首先是包括观察病毒颗粒本身，并比较诸如衣壳大小、

尾长等形态特征。这是一种效率极低的方法，看似形态相同的病毒可能有完全不同

的病毒基因组。所有的病毒均不共享一个共同的基因，这一事实要求科学家必须采

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来研究病毒的多样性。接下来，研究人员以病毒种群拥有共同的

蛋白质来对其进行分类，这一过程被称为蛋白质聚类。这使得科学家能够建立整个

病毒群落共享的核心基因。最后，Sullivan 团队观察了病毒的种群分布，所有塔拉海

洋采样站中的大部分病毒种群以前从未被分类过。 

在调查分布格局时，他们发现病毒种群流动的方向性与洋流吻合，从而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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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库的假说。海洋中病毒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对全球生物地球化学产生了巨大影

响。病毒破坏了微生物细胞，改变了海洋生态系统中其他大型生物可用的营养物质

形式。这种通过病毒裂解的方式对营养物质进行回收利用的方式是调节海洋生态系

统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病毒感染同时减少了通过杀死微生物细胞供大型生物利用

的营养物质数量与种类，但又通过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的释放刺激了微生物的活动，

从而提供了可供鱼类等大型生物利用的大量生物质。 

Sullivan 团队的研究发现主要源于其方法论的关键进展，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系统

收集生物样本的能力，将海洋病毒的特点分析推到了定量研究的境界。直到最近，

用于研究病毒与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方法常常是定性的。这项研究在定量研究上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下一步的目标则是要确定如何利用定量评估建立预测模型。Sullivan

团队在本期特刊上还发表了另外三篇文章，这些研究开拓了全球海洋微生物和浮游

生物的相互作用网，并描绘了浮游生物群落改变南非关键海洋环流瓶颈的过程。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New Insights Into Drivers of Earth's Ecosystems 

来源：http://uanews.org/story/new-insights-into-drivers-of-earth-s-ecosystems 

古代藻类在热带冰川深处被发现 

微小生物的遗体在秘鲁山顶冰川深部被发现，这可以帮助研究一千多年前的当

地景观情况，莱斯大学、布拉斯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联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Arctic, Antarctic and Alpine Research 期刊上。 

从 Quelccaya 峰穹顶冰川的冰芯中发现的硅藻（藻类的一种）表明，高海拔地

区靠近山川的淡水湖泊和湿地，在早些时候已经存在。丰富的生物可能经气流输送

到冰川并在冰川表面沉积，或死亡或存活，最终冻结在冰川冰中并持续数百年。该

项研究首次显示硅藻存在于来自热带地区的冰川冰中，提供了安第斯山脉周围的有

关信息。 

这项研究不仅调查了硅藻还包括其他的生命形式，如古老的微生物等怎样在极

端条件下和不同的气候模式下生存、繁衍和发展。尽管硅藻也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的

灰尘中并被运输，但研究人员发现冰芯中的这些硅藻都保存完好，其生态学研究也

表明这些硅藻并非来自于全球尘埃硅藻源。研究人员认为，其发现的硅藻保存完好，

表明这些硅藻没有运输很远，大多数品种可以在非常稀的淡水、湖泊或湿地中发现，

并且很多来自于热带安第斯山脉不同的海拔处。研究人员研究了硅藻种群在过去几

个世纪中是如何改变的，并希望通过对硅藻和其他材料的不断研究，在冰芯记录中

发现对当地甚至全球环境变化的有价值信息。 

（王琳 编译） 

原文题目：Ancient algae found deep in tropical glacier 

信息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06/150601122633.htm 

http://uanews.org/story/new-insights-into-drivers-of-earth-s-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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