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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计划动态 

欧洲科学基金会（ESF）发布新的科学立场文件 

2015 年 6 月 2 日，欧洲科学基金会（ESF）发布科学立场文件（Science Position 

Paper）《驶过变化的海洋：变暖地球上的海洋与极地生命和环境科学》（Sailing through 

Changing Oceans: Ocean and Polar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on a Warming 

Planet）。该文件是由 2011 年在葡萄牙举办的欧洲合作研究计划（EUROCORES）提

议起草的。文件包括 4 个部分： 

（1）第一部分，综合了 20 世纪后期以来的海洋和极地、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

以及与这些主题相关的重大里程碑事件，介绍了海洋与极地气候变化及变化率的增

长情况以及欧盟应对策略的相关行动。 

（2）第二部分，确定了地球升温后关于海洋和极地环境动力机制的主要优先事

项和开放性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长期气候变化；更新世记录中的超级温暖间

冰期；突发性气候变化；地质学视角下的海平面上升及冰架的稳定性；过去及未来

潜在的氧化水平对欧洲盆地、波罗的海、黑海和地中海的影响。 

（3）第三部分，确定了在全球变化状况下，与生态系统动力机制相关的主要优

先事项和开放科学问题。主要涉及：深海生物多样性动力机制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图

1）；欧洲在变化海洋中的连通性；变化地球上的深海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和

生态系统服务；珊瑚礁框架对海洋酸化的响应；极地海洋生态系统的压力；关键生

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影响。 

 

图 1 人类活动影响深海栖息地的协同效应 

（4）第四部分，对将第二和第三部分确定的优先事项纳入到新的欧洲研究和创

新框架计划（即地平线 2020）和其他研究计划中的事项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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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 编译） 

原文题目：Sailing through Changing Oceans: Ocean and Polar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on a Warming Planet 

来源：http://www.esf.org/media-centre/ext-single-news/article/sailing-through-changing- 

oceans-ocean-and-polar-life-and-environmental-sciences-on-a-warming-planet.html 

专题消息：海洋酸化 

研究表明：北冰洋对海洋物种的腐蚀性迅速增强 

2030 年楚科奇海和波弗特海可能更不利于带壳动物生长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2015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一则新闻指出，

NOAA 与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在《海洋杂志》上发表的研

究表明，2030 年楚科奇海和波弗特海的海洋表层水酸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危险水平，

将直接危及海区内动物生成与维护其外壳的活动，而白令海则将在 2044 年达到这种

酸度水平。 

NOAA 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的科学家称，在 15 年的时间内，这些水域的化学

成分中可能将不再有足够的碳酸钙供海洋生物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生成与维护其外

壳，从微小的海螺壳到阿拉斯加帝王蟹都将受其影响。由海洋酸化引发的这种变化

不仅会影响动物生成外壳，还有可能波及整个海洋生态系统。 

由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带头组成的科学家团队在 2011 年和 2012 年乘坐美

国海洋警卫队的科考船远赴白令海、楚科奇海和波弗特海收集了水温、盐度和碳溶

解度的观测数据。 

这些数据被用来验证一个预测模型，即计算该地区钙和碳酸根离子在海水中的

溶解量随时间的变化，这是海洋酸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模型表明，2025 年的波弗

特海的溶解量将低于目前的安全范围，2027 年的楚科奇海和 2044 年的白令海也将

迎来这一局面。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资深科学家认为，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进步

是将数字模型与实地观测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预测未来。 

碳酸钙在海洋中的形态被称为文石，海洋动物利用它们来构建和维护其外壳。

当钙和碳酸根离子的浓度下滑到不能容忍的程度，文石壳就可能会开始溶解，特别

是在生物的早期生命阶段。随着季节变化，水化学下滑到低于当今水平，带壳生物

和以其为食的鱼类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个地区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商业和生活渔业的部分来源。 NOAA 最新的美国渔

业报告估计，美国近 60％的商业渔获来自于阿拉斯加。这些约 58 亿磅的渔获带来

了 19 亿美元的批发价值，是美国 2013 年陆上价值的三分之一。 

白令海、楚科奇海和波弗特海的大陆架特别容易受到海洋酸化的影响，因为人

类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吸收并不是唯一有助于酸度的过程。冰川融化、深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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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氧化碳的上涌、从河流输入的淡水以及冷水比暖水吸收较多二氧化碳的事实，

这些都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海洋酸化。 

人类活动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多，进而使得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量也增

多。太平洋北极地区因其海洋酸化的脆弱性让我们更早地见识了全球海洋将如何响

应这一变化。 “提高我们在这方面的海洋观测能力将有助于提供政策制定者与行业

所需要的环境信息，以解决海洋酸化日益严峻的挑战。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New study shows Arctic Ocean rapidly becoming more corrosive to marine species，

Chukchi and Beaufort Seas could become less hospitable to shelled animals by 2030 

来源：http://research.noaa.gov/News/NewsArchive/LatestNews/TabId/684/ArtMID/1768/ArticleID/11

240/New-study-shows-Arctic-Ocean-rapidly-becoming-more-corrosive-to-marine-species.aspx 

海水酸化对阿拉斯加贝类育苗的影响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阿拉斯加大学和阿拉斯加贝类孵化场之

间的合作研究显示，到 2040 年，海洋酸化可能使阿拉斯加的沿海水域很难支持贝类

孵育，除非安装昂贵的设施处理用于孵育的海水。 

研究显示，近 5 到 20 年内，海洋酸化可能对阿拉斯加的新兴贝类孵育行业产生

重大影响。研究人员认为，他们需要继续与行业工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以

确保其提供的环境行业情报能解答关键问题并制定决策来应对这些挑战。 

吸收来自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海洋对贝类建壳所需要的碳酸钙矿物质更

有腐蚀性。阿拉斯加水域尤其容易受海洋酸化影响，因为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吸收

并不是导致酸化的唯一原因。冰川融化, 深水

中丰富的二氧化碳上升流，植物的自然分解等

都释放出二氧化碳，冷水更容易吸收二氧化碳

从而加剧该地区的海洋酸化。 

NOAA 西雅图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

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与阿拉斯加西沃德

Alutiiq pride 贝类孵育所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

团队从 2013 年 10 月到 2014 年 8 月的 10 个月期间里监测海水化学物质，用来衡量

海洋化学特征变化对牡蛎、蛤、扇贝和其他贝类幼体或卵成长的潜在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西沃德周边的海洋化学特征变化随季节波动明显。目前在春季

和夏季的 5 个月窗口期内，生长条件是有利于贝类幼体的，然后就是秋季和冬季生

长条件不利的时期。但据预测，二氧化碳排放使这五个月的贝类增长窗口期可能在

2040 年就提前关闭，然后只能安装昂贵的设施处理海水用于贝类孵育。此外，由于

阿拉斯加的贝类养殖业正在迅速发展，这也增加了海水有效监测的必要性。研究显



4 

示，阿拉斯加的商业和可持续渔业易受海洋酸化影响，而这些行业对美国具有重要

意义。海洋酸化监测将继续在 Alutiiq Pride 贝类孵化场进行，并将于 2015 年底前在

阿拉斯加东南海岸扩大到其他站点。 

（王 琳 编译） 

原文题目：Monitoring seawater reveals ocean acidification risks to Alaskan shellfish hatchery  

来源：http://research.noaa.gov/News/NewsArchive/LatestNews/TabId/684/ArtMID/1768/ArticleID/

11254/Monitoring-seawater-reveals-ocean-acidification-risks-to-Alaskan-shellfish-hatchery-.aspx 

PLOS ONE：新研究为建立海洋酸化预警系统铺平道路 

2015 年 6 月 3 日，PLOS ONE 杂志发表题为《对珊瑚礁滩 6 个月现场碳酸盐化

学和温度研究揭示 pH 值不同步和温度异常现象》（Six Month In Situ High-Resolution 

Carbonate Chemistry and Temperature Study on a Coral Reef Flat Reveals Asynchronous 

pH and Temperature Anomalies）的文章介绍了一项由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主导的一

个国际团队完成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历经 6 个月，采集了大堡礁南部赫伦岛（Heron 

Island）珊瑚礁的高精度的温度、pH 值、碳酸盐岩化学和其他主要环境参数的数据。 

研究发现，珊瑚持续地暴露在两种气候变化相关的压力之下，但并不一定是在

同一时间。低 pH 值和高水温的状况非同步地出现，珊瑚礁面对不利环境的频率比

之前科学家预期的要频繁。研究结果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监测全球气候变化对珊

瑚礁生态系统的影响。 

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被认为是对珊瑚礁影响最大的威胁。研究小组希望该研究

结果可以证明将温度和 pH 值数据同时考虑的计算机模型的重要性。论文第一作者

David Kline 指出，可以利用这些新的信息开发一个预警系统，这个预警系统中包括

因温度和 pH 值变化而产生的压力。 

（王金平 编译） 

原文题目：Six Month In Situ High-Resolution Carbonate Chemistry and Temperature Study on a 

Coral Reef Flat Reveals Asynchronous pH and Temperature Anomalies 

来源：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27648 

深海研究动态 

新研究称“水热虹吸”带动海底水循环 

通过海山传递地球热量 

2015 年 6 月 26 日，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科学家在《自然通讯》上发表了

一篇文章，解释了是什么带动海底海水循环流动，流经上层海洋地壳的火山岩，以

及这一过程是如何维持的。 

文章作者之一 Andrew Fisher 教授认为，大约 25%的地球内部热量是通过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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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传递到海洋。大部分流体流动和热传递是通过成千上万的海底火山（海山）和其

他海底多孔火山岩实现的。 

早在 2000 年初，Fisher 领导的一个国际小组在东北太平洋就发现了第一个可以

追踪流体流入到流出这一过程的区域。Fisher 等发表在 2003 年《自然》杂志上的一

篇论文中提到，底部海水进入一个海山，水平移动穿过地壳，获得热量并与地壳岩

石发生反应，然后通过 50 公里外的另一个海山释放热量排入到大海。 

文章第一作者 Dustin Winslow 博士开发了一个三维计算机模型展示了海底水循

环过程，模型揭示了地球深处的热损耗和地壳中冷水下沉暖水上升的流动过程带动

“水热虹吸”。 

该模型表明，由于有利的岩石特性和大型海山，流体流动相对较为简单，海水

通过海山进入地壳（“充电”），而相反的环境，海水就会“放电”。该结果与之前现

场观测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即越小的海山越有利于热液释放能量。Winslow 的项目

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和暗能量中心生物圈调查(C-DEBI)资助。 

（张灿影 编译） 

原文题目：'Hydrothermal siphon' drives water circulation through seafloor 

 来源：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06/150626083431.htm 

源自深海极端环境启示的乳化装置的开发 

——MAGIQ 技术的普及 

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JAMSTEC）与 AKICO 株式会社已于 2015 年 4 月 4

日正式签订合约，合作开发利用淬火热液产生单分散纳米液滴的方法（Monodisperse 

nAnodropletGeneration In Quenched hydrothermal solution，简称 MAGIQ），可在 10

秒内制造纳米乳的乳化装置，并制造样机。 

近年来，纳米乳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及化妆品等领域。为了提高利用率，一

直在探索稳定的制造技术。JAMSTEC 独自开发的源自深海极端环境启发的 MAGIQ

技术，主要解决能够大幅降低纳米乳制品研发过程成本与时间的乳化技术。本项目

在专攻高温高压设备制造的 AKICO 株式会社的协作下，开展以 MAGIQ 装置实用化

为核心的共同研发。 

在深海热液喷口高温、高压的极端环境下，水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超临界

水），能和油以任意比相溶。MAGIQ 利用超临界水的特殊性质，将水和油均匀混合

后的高温、高压溶液瞬间急速冷却至室温，使油分子聚集为液滴，从而自下而上制

造纳米乳。JAMSTEC 在其独自研发过程中，可以成功地在 10 秒内将水、油混合物

制造出 60 纳米级的高透明纳米乳。 

为了能够更加高效、稳定地开发制造纳米乳的技术 ，JAMSTEC 与以一流的高

温、高压设备制造著称的 AKICO 公司合作共同开发 MAGIQ 设备，并计划在 2016



6 

年实现产品化。同时，将推进乳化机理解释和功能材料开发等新领域的开拓应用。 

（陈 春 编译） 

原文题目：“深海の極限環境にヒントを得た乳化装置の共同開発に着手～ MAGIQ 技術の普

及に期待 ～” 

来源：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50603/ 

欧洲部署研发新型深海滑翔机 

来自欧洲 19 个合作单位的科学家将在近期开始研发超深海自动滑翔机

（ultra-deep-sea robot glider），这是欧洲首次研发此类型深海观测设备。该滑翔机将

有能力采集深度达 5000m 的海洋数据，单次布放可以持续工作超过 3 个月。该项目

从“地平线 2020”的“解锁海洋的潜力”项目（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seas and oceans）

获得了 800 万英镑的支持。该研究项目的最终测试将与 2019 年 9 月在爱尔兰东南部

海域开展。 

此次开始启动研发的滑翔机可以对超过 75%的全球海洋进行数据采集，为科学

研究和工业发展开启新的发展空间。可以用于监测水下生物多样性，开展海底采矿

和勘探的潜在环境影响评估，进行海底羽状流状态的探测。 

该项目负责人 Mario Brito 博士指出，开发和集成此类可以用于深海的传感器挑

战性很大，该类型传感器适应性很强，在科研和工业方面都具有很广泛的应用。 

（王金平，季婉婧 编译） 

原文题目：Europe’s deepest glider to be developed 

来源：http://noc.ac.uk/news/europe%E2%80%99s-deepest-glider-be-developed 

海洋生物学 

PNAS 文章称生态系统服务为沿海规划提供新思路 

2015 年 6 月 16 日，PNAS 期刊在线发表了题为《更适于人与自然的嵌入生态系

统服务的沿海规划》（Embedd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Coastal Planning Leads to 

Better Outcomes for People and Nature）的文章，通过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

解释了空间变化所导致的人类活动对生态服务的不同影响，为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

提供了细化人类使用空间的新思路，从而降低生态系统风险并增加海洋和沿海的多

元化效益。 

海洋和海岸带为人类提供了包括生活生计、休闲旅游等多种服务，但要使这些

服务效益在变化的管理和政策中转化增值却并不简单。然而在海洋规划中，为人类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活和生态系统管理的最基本的需求，到目前为止，海岸带和

海洋规划过程并没有通过应用生态系统服务框架来了解人类活动对效益流的影响并



7 

制定管理计划等。 

该研究建立了珊瑚、红树林和海草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量化模型，并将该

模型应用于制定伯利兹海岸带国家空间规划的广泛互动过程，通过迭代建模和利益

相关者参与，从而编制了最佳方案。目前伯利兹政府正在审议该方案。研究结果表

明，无论是保护还是按照发展目标，最佳方案将使得沿海保护和旅游获得更大的回

报。相对于目前的管理，该方案还将减少对沿海栖息地的影响，并增加捕捞龙虾带

来的收益。 

（王 宝 编译） 

原文题目：Embedd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Coastal Planning Leads to Better  

Outcomes for People and Nature 

来源：http://www.pnas.org/content/112/24/7390.full 

气候变暖导致的海洋溶氧降低影响海洋生物代谢 

全球气候变暖使海水变暖，同时也使得海水中溶氧量下降。溶氧是动物生存所

必须的，溶氧量的高低影响了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惯，有可能改变其自然栖息地。美

国和德国的生物学家最近将这一研究结果发布在《SCIENCE》上。 

为了研究有关气候变化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海洋生物学家将温度、种群数量、

新陈代谢等因素全部考虑进去，以确定海洋溶氧降低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初步研究

指出，气候变暖导致的溶氧降低将迫使海洋生物离开原自然栖息地，有可能导致海

洋鱼类等向两极分布。例如赤道区域溶氧过低已不足以支撑生物自身的新陈代谢，

甚至在极地海域溶氧也有下降的趋势。 

此前海洋生物学家提出的关键问题是海洋变暖和溶氧降低如何最终影响海洋生

物的代谢。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指出，动物要生存和生长，需

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就会超过其静止代谢率。溶氧降低时，需要更多的能量去呼吸

更多的氧气，这就涉及到代谢率的问题。这些过程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海水温度

和物种对溶氧的敏感度。 

最新的研究中，科研人员针对选定的 5 个物种，计算确定它们增强代谢能力所

需要的溶氧，然后与现在海洋中的温度和溶氧条件进行对比分析。这种方法以物种

的代谢指标建立了海洋中的溶氧条件指数。每一个物种都有一个生存范围内的最高

水温和最低溶氧水平，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气候变化影响海水温度，海水温度

又影响溶氧含量。同时，在温暖的海水中，生物需要更多的能量和溶氧来保持代谢

速率。研究指出，海洋温度的上升导致适应能力较弱的物种需要 2~5 倍的静止代谢

速率，这将会迫使它们离开原栖息地，寻找合适的食物和繁殖地点。如果某个区域

的溶氧量低于一个物种的最低要求，就会迫使动物放弃其自然栖息地。由于气温的

上升，动物们趋向于向较冷的地区，转移到两极或者海洋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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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了栖息地变化后的纬度，但同时也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向海

洋中排放过多的营养物质也造成了溶氧的消耗。研究人员希望看到极地海域的明显

变化。在北极和南极海域，水温较低，溶氧丰富。当地的生物已经适应了这些条件，

很少有调整的机会。相反，从其他高温海域和低溶氧区来的物种，由于进行了适应

性调整，很容易建立自己的种群，有可能取代当地物种，这将影响当地的生态系统，

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在北太平洋，研究人员已经观察到由于气温的上升造成的溶

氧下降，在该区域，某些物种的地理范围已经大幅度减少。 

目前使用代谢指数方法可以准确地识别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特定物种的地理范围

和生产过程，未来需要做的就是逐渐积累，做更大范围的研究。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Climate change tightens a metabolic constraint on marine habitats 

原文地址：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8/6239/1132.full 

物理海洋学 

气候变化是否导致超级厄尔尼诺事件？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的气候现象，通常每 2~7 年便会发

生一次，并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GEOMAR 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前的全球变暖可能

会加剧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研究人员的观察表明了今年下半年强厄尔尼诺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研究结果发表在《Climatic Change》期刊上。 

大约每 2~7 年为一个周期，中东部的热带太平洋海温会异常升高。该现象会对

秘鲁和智利的渔业产生不利影响。由于这种特殊的变暖高峰主要发生在圣诞节前后，

过去秘鲁渔民指厄尔尼诺为“基督的孩子”（西班牙语意）。今天人们了解了厄尔尼诺

会对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区域产生影响，强厄尔尼诺甚至会对全球产生影响。其直接

邻国，以及极度干旱的亚马逊河流域，甚至澳大利亚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都可能是

受其影响而引起的。但厄尔尼诺现象是否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GEOMAR 的研究人

员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该研究的主要作者 Mojib Latif 博士说，“研究结果

表明，全球变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强厄尔尼诺事件。” 

作者使用了基尔气候模型（KCM）模拟了海洋、大气和海冰，及其相互作用过

程。对超过 100 年的气候变暖模式进行了 22 种不同的模拟。 

尽管初始条件不同，但结果是相当明确的。Latif 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

到，全球变暖增强了海表温度波动，但最重要的，极端厄尔尼诺现象（科学家们称

之为超级厄尔尼诺）的发生率也有所增加。” 

类似的事件过去也曾发生过。其一是 19 世纪后期，那次事件可能造成了

1876~1878 年印度南部的大饥荒。1982~1983 年和 1997-1998 年发生了两次更大的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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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尼诺事件。当时，东太平洋海洋表面温度比平均温度升高了 7℃。“模拟研究表明，

如果气候变暖不减弱的话，此类事件将会更加频繁发生。”研究人员认为其中一个原

因是西太平洋 200 米深处变暖。理论研究表明这通常是厄尔尼诺事件强度的决定因

素。 

由于预测到 2015 年下半年将可能会再次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气候学家带着些

许悬念观测当前太平洋的状况。Latif 说：“为什么先前预测的 2014 年强厄尔尼诺现

象受到遏制，也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这有助于检验模型预测现状的不足之处，以

便在未来能有更好的预测。” 

（郭琳 编译） 

原文题目：Does climate change lead to Super El Niños? 

来源：http://www.geomar.de/en/news/article/fuehrt-der-klimawandel-zu-super-el-n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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