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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规划与管理 

 

欧洲海洋局提出未来深海研究八大目标及其关键行动领域 

    9 月 1 日，欧洲海洋局（European Marine Board）发布报告《钻得更深：21 世

纪深海研究的关键挑战》（Delving Deeper: Critical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deep-sea 

research），工作组审查了当前深海研究现状和相关知识缺口以及未来开发和管理深

海资源的一些需求后，提出未来深海研究的八大目标与相关关键行动领域（表 1），

并且建议将这些目标与行动领域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构成欧洲整体框架的基础以

支持深海活动的发展和支撑蓝色经济的增长。 

表 1 深海研究的八大目标与相关关键行动领域 

目标 关键行动领域 

加强深海系统的基础知识储备 支持深海生态系统和更广泛的学科的基础研究； 

开发科学的和创新的深海资源管理模式； 

为重要的深海点创建长期监测与观测项目和体系 

评估深海的各种驱动力、压力和

影响 

提高对自然和人为的驱动力、压力和影响的认识； 

了解各方驱动力与压力的相互作用与累积影响； 

为深海生态系统建立“优良环境状态”； 

调研深海目标资源的替代供应策略； 

降低影响并启动区域范围的战略环境管理计划 

促进跨学科研究以应对深海的

各种复杂挑战 

促进跨部门研究合作，例如企业与学术界、学术界与非政府组

织等； 

创建一个海洋的知识与创新团体（KIC）； 

在早期的职业研究人员的培训中嵌入跨学科的和以问题为导

向的方法 

为填补知识空白而创新资助机

制 

将公共资金（欧盟项目和国家项目）用于基础研究以支撑可持

续性研究和保护自然资产； 

开发和部署创新的资助机制和持续的资助来源用于研究与观

测； 

推进国际间协同绘制深海床地图 

提升用于深海研究和观测的技

术与基础设施 

提升并快速开发用于平台、传感器和实验研究的新技术； 

开发并利用多用途的深海平台； 

改善当前计算能力与方法用于深海科学的物理和生物建模； 

开发用于测量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参数的传感器； 

支持企业与学术界在技术开发领域的合作 

培育深海研究领域的人力资源 促进并扩大在研究、政策与产业领域的培训和就业机会； 

考虑科技专家的需求 

提升透明度、开放数据存取和深

海资源的适当管理 

确保足够代表性的专业知识用于建立众多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以解决深海资源引发的相关问题； 

提高透明度和开放数据将作为深海管理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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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共研究和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 

签署深海生态系统恢复协议 

深海有关的文学著作将向全社

会展示深海生态系统、商品和各

种服务的重要价值 

加强交流和教育，利用海洋主题有关的文学著作向学生和公众

展示深海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深海研究计划与项目中嵌入海洋文化 

原文题目：Delving Deeper: Critical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deep-sea research 

来源：http://www.marineboard.eu/file/247/download?token=EAV0bvRs 

（刘学 编译） 

 

NOAA 气候科学新战略 

旨在减少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 

随着海洋环境的继续变化，海洋生态系统及系统内的海洋生物群体都面临着风

险。8 月 25 日，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为应对风险迈出了第一步，

为区域性渔业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从而减少气候变化带来

的影响并建立弹性应对机制。 

NOAA 刚刚宣布今年七月是全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温

暖的海洋温度记录。随着海平面上升、沿海干旱和海洋酸化，那些温暖的海域已经

让人类、企业和社会团体面临风险。根据这个新战略，NOAA 正采取积极的方法提

供当前和未来的环境信息，试图减少影响并增加我们的适应力。 

NOAA 的渔业气候科学战略确定了七个关键步骤，用以增加与气候相关信息的

生产、交付和使用，从而支持鱼类资源管理、渔业和物种保护。这些步骤聚焦于气

候变化如何影响海洋生物资源、生态系统和赖以生存的海洋物种，以及如何应对这

些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海洋动物通过改变其生活环境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甚至看到一

些物种种群数量的下降。提供更多当前和未来的环境信息将填补一个至关重要的需

求。美国的海洋资源管理者，以及依赖这些资源的企业和社会团体需要知道未来将

发生什么变化，以便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减轻对经济和环境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 

新战略识别了气候变化给美国带来的关键风险，包括数百万的美国工作岗位、

价值数十亿的海洋渔业、受保护的海洋物种、提供高价值服务的栖息地，以及海洋、

海岸娱乐和旅游所带来的健康和享受。 

随着新战略的发布，NOAA 渔业科学中心和区域办事处将与合作伙伴和利益相

关者一起开展工作，包括渔业管理委员会、其他联邦机构和部落。为实现战略目标，

他们将在 2016 年年底制定并完善区域行动计划。这些区域行动计划将识别优势、劣

势、优先事项和行动，并在未来五年实现每个地区的战略目标。 

原文题目：NOAA’s new Climate Science Strategy aims to reduc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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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ies and living marine resources 

来源：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5/20150825-noaa-climate-science-strategy- 

to-reduce-effects-climate-change.html 

（於维樱 编译） 

 

专题报告 

 

伊豆-小笠原-马利亚纳弧的弧前玄武岩分布在奄美三角海盆 

——始于 5200 万年以前的自发俯冲 

1. 概要 

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JAMSTEC）的石塚治研究员与浜田盛久研究员在 IODP

第 351 次钻探任务中，选择位于九州帕劳海岭 100km 西侧的奄美三角海盆进行海底

钻探，以揭示岛弧进化与大陆地壳成因。 

通过矿样化学成分分析发现，奄美三角海盆的大洋地壳并不是中央海岭玄武岩，

而是类似 5200 万年以前因太平洋板块俯冲隐没在菲律宾板块下而喷发出的弧前玄

武岩。通过此次钻探，首次确认了弧前玄武岩的分布不仅限于伊豆-小笠原-马里亚

那弧的弧前区域，而是广泛分布于弧后侧面的奄美三角海盆区域。 

这意味着太平洋板块向菲律宾板块下方俯冲时，俯冲带在伸展构造背景下穿过

伊豆-小笠原-马里亚那弧，随着弧前扩大，形成了以弧前玄武岩为主的新洋底。伊

豆-小笠原-马里亚那弧的大洋地壳并不是板块俯冲前已经存在的中央海岭玄武岩，

而是板块因自重和向地幔内移动产生了自发俯冲，从而在很大范围内产生了新的玄

武岩。本研究对板块俯冲发生的起始时间以及岛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2. 背景 

由于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接力俯冲至北美板块和亚欧板块之下，导致日本

成为地震和火山多发的国家。近年来在伊豆-小笠原-马里亚那弧开展的调查研究证

明该区域的岩浆活动始于 5200 万年以前。但证明岛弧的起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譬如板块发生俯冲的过程仍然没有阐明，其原因是板块俯冲在现代基本没有发生过，

而且俯冲开始后岛弧的岩浆活动掩盖了俯冲开始过程的地质学记录。 

地球板块主要有大陆板块和海洋板块 2 种。构成大陆地壳的安山岩几乎只存在

于地球，因此“为什么地球上有大陆地壳，其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就成了地球行星

科学之谜。通过最近在伊豆-小笠原-马里亚那弧的地下结构调查发现海底火山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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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大陆地壳结构，期待进一步阐明伴随板块俯冲发生的岛弧岩浆活动和大陆

地壳形成的关联性。 

    因此，为了揭示岛弧进化和大陆地壳成因，IODP 在伊豆-小笠原-马里亚那弧实

施了 3 次海底钻探航海（第 350-352 次航海）。2014 年 5 月 31 日至 7 月 30 日，利用

美国的深海科学钻探船 JOIDES Resolution在奄美三角海盆U1438钻探点实施了海底

钻探。 

奄美三角海盆是位于九州帕劳海岭弧后西侧的海盆。由于其周边有大约 1 亿

2000 万年以前因岛弧火山活动形成的大东海岭群，奄美三角海盆的大洋地壳和伊豆

-小笠原-马里亚那弧的火山活动极有可能开始于比 5200 万年前更早的中生代。因此，

本次航海主要通过奄美三角海盆的海底钻探阐明板块俯冲开始之前至之后的完整过

程。 

3. 成果 

在钻探点U1438，从水深为 4711m的海底穿透沉积层到达海底之下 1461m处后，

继续钻探了 150m 的基岩，最终到达海底之下 1611m。微化石年代测定结果为 1461m

处（沉积层最底部）的地质年代为 5100 万～6400 万年前。从而可以推断，沉积层

下构成大洋地壳的玄武岩类与其同时代或者更早。此外，根据钻孔内实测的热流值

73.7mW/m
2 可以推算出岩石圈年代为 4000 万～6000万年前，大洋地壳的年代与沉

积层最底部的年代基本相同，大约为 5500万年前，与当初预想的 1亿 2000 万年以

前（中生代）相比是一个新的年代。 

对玄武岩采样进行化学分析，并与广泛分布于世界洋底的中央海岭玄武岩的化

学成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玄武岩样品的化学成分更接近于弧前玄武岩。弧前玄武

岩是伊豆-小笠原-马里亚那弧俯冲开始时（4800 万～5200万年前）在弧前区域喷出

的玄武岩，虽然与中央海岭玄武岩相类似，但是缺少热溶胶成分。如果假设奄美三

角海盆的大洋地壳是弧前玄武岩，经过微化石分析和地壳热流值的综合分析可以将

其年代限定在 5100 万～6400万年前。因此，可以证明奄美三角海盆的大洋地壳不

是板块俯冲前的中生代的中央海岭玄武岩，而是几乎与板块俯冲发生时间相同的

5200万年前的弧前玄武岩。即，通过此次钻探航海首次确认了当时仅存在于伊豆-

小笠原-马里亚那弧弧前的玄武岩也广泛分布于弧后侧面的奄美三角海盆。同时，弧

前玄武岩分布在奄美三角海盆也是 5200 万年前板块俯冲开始发生时太平洋板块因

自重和向地幔内移动而产生的自发俯冲的证据。 

原文题目：伊豆-小笠原-マリアナ弧の前弧玄武岩が背弧側の奄美三角海盆まで広範囲に分

布していることを海底掘削により発見～5200万年前に開始したプレートの沈み込みは「自発

的沈み込み」だった～ 

来源：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50825/ 

（陈春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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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基于大数据绘制出首张海底数字地图 

2015 年 8 月 10 日，Geology 发表《世界海洋海底沉积物普查》（Census of seafloor 

sediments in the world's ocean）文章称，悉尼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科学家们创建了世

界首个海底地质数字地图，能够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海洋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

同时也揭示出深海盆地远比预想的复杂。 

洋底地质记录是深入认识海洋环境变化的基础。此次海底地图绘制距最近一次

即 20 世纪 70 年代手绘地图已有 40 年之久，首次成功绘制了覆盖地球表面 70%面积

的海底构成。研究人员在对半个世纪的研究数据和 14500 个海底样本以及游轮地图

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与大数据专家合作，成功绘制出首张地球海底数字交互地图，

其能够揭示深海盆地的更多信息。通过这张数字地图，可以呈现出“裸体海洋”，

了解海底“奇妙”的环境特征。 

交互数字地图提供关于全球海洋深度的最新视角，以及海洋深度如何受气候变

化影响。海底地图中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澳大利亚周围海域：旧地图显示澳大利亚

南大洋洋底被陆源粘土所覆盖，而新地图显示，该区域实际上是由微生物化石遗骸

的复杂混合物组成。该研究为未来海洋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原文题目：Census of seafloor sediments in the world's ocean. 

来源：Geology, 2015, DOI: 10.1130/G36883.1 

（王立伟 编译） 

 

前沿进展 

 

沙漠风暴强度可能会影响海洋浮游植物 

每年春天，蒙古和中国北方沙漠的强大沙尘暴把厚粒子云送入大气层中，东风

将这些粒子吹入远至太平洋的公海中。这种沙尘包含矿物质、铁（数百种海洋浮游

植物的基本营养元素）等。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已经确定，

一旦铁沉积在海洋里，铁到达大洋海区后，从表层海水沉积到海洋深处有一个较为

短暂的停留时间（约六个月）。由此，沙漠中沙尘的巨大季节性变化可能会对依靠铁

生存的表层浮游植物产生明显的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亚洲沙漠的尺寸发生变化，或人们改变使用土地的方式,可

能会导致更多的沙尘进入海洋。目前，很难预测整个生态系统将会如何改变，但由

于停留时间(铁)非常短，浮游植物最终将受沙尘年间变化的影响。相关研究结果发

表在《Geoche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期刊上。样品是在夏威夷 ALOHA 站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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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2013 年 9 月，研究团队在两周内收集了不同深度的海水样本，并将酸化样

品运输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分析了水中的铁和钍元素（与铁共存于尘埃中），

由于很难确定铁从海洋表面到深水的下沉速度，研究人员通过推断钍可以进行铁的

推断。研究发现，平均而言，铁倾向于保持在 150 米的海面—浮游植物所在层—在

积聚成更大的粒子并下沉到海洋深处前大约六个月时间。该停留时间给浮游植物吸

收铁保留了相对较短的时间，使生物体对传入沙尘的变化更加敏感。浮游植物能发

挥自然作用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更好地估计铁停留时间和进入大海的沙尘，可

以帮助科学家估量浮游植物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原文题目：Intensity of desert storms may affect ocean phytoplankton 

信息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08/150827121926.htm 

（王琳 编译） 

 

气候变化可能推动海洋微生物产生不可逆进化 

人类活动对海洋造成了大量显著变化，例如海底堆积垃圾、逐渐被侵蚀的珊瑚

礁等。但另外一些影响发生在微观层面，人眼无法观察。一项发表在最新一期《Nature 

Communications》的研究表明，海洋中二氧化碳含量升高，并可能会对蓝藻产生重

大影响。蓝藻是赤潮爆发的主要藻种，当营养条件合适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爆发形

成赤潮，还会产生有害毒素，杀死该区域的其他海洋生物。 

尽管蓝藻的爆发会形成一些威胁，但这只是偶然事件。蓝藻的存在本身利大于

弊，它们会将水中氮气转化成其他生物可用的氮源，这个过程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

挥重要作用，称之为固氮作用。氮是许多生物的重要营养成分，因此蓝藻也是海洋

食物链的关键，有人形象地将蓝藻称之为海洋中的化肥厂。蓝藻产生的可用氮被其

他微生物及整个海洋食物网消耗，这也是支撑海洋食物网络的关键。 

以前的研究指出，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会影响到蓝藻产生可用氮的速率。由于

固氮作用在海洋食物网中的重要性，了解在二氧化碳水平升高的情况下这些细菌的

反应非常重要。新的研究表明，蓝藻的一种——束毛藻属（Trichodesmium）在高碳

环境中固氮效率要高得多。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即使碳含量降低，固氮效率

也不会降低。目前高碳环境下研究蓝藻只是短期的研究，这是首次检验升高的二氧

化碳对蓝藻的影响，是了解气候变化对海洋长期影响的一个重要步骤。研究人员将

细菌在高碳环境中培养，观察到细菌固氮效率迅速上升，然后维持在稳定的高水平。

在高碳环境中，固氮速率比正常二氧化碳环境高 43%。看起来这样会增加海洋中的

营养元素，但实际上由于细菌固氮效率的增强，海洋中铁和磷等其他元素被细菌迅

速消耗，使得其他生物无法利用，从而造成海洋生物下降。由于蓝藻固氮效率变化

的不可逆现象，即使未来二氧化碳含量水平下降至正常，固氮作用仍然保持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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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生物有这样的现象，因为环境变化发生不可逆演变。这项结果

表明即使人类最终遏制碳排放、二氧化碳含量在海洋中下降，细菌有可能无法恢复

正常活动。生物的不可逆进化是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的

研究还需要很多补充，除了束毛藻属，还需要研究其他藻属。同时除了二氧化碳含

量也还要考虑其他气候变化因素，例如气温变暖可能会降低养分浓度等。世界上有

很多人依赖海洋的食物和收入，无论近海与远离海岸区域，人类都会受到海洋微生

物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海洋对人类的影响非常重要。 

原文题目：Climate change could push these tiny marine organisms to evolve — irreversibly 

原文地址：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5/150901/ncomms9155/full/ncomms9155.html 

(鲁景亮 编译) 

 

火山喷发释放的二氧化碳促使珊瑚礁生物群落变藻类栖息地 

 

美国海洋与大气研究合作研究所 ( Cooperative Institute for Marine and 

Atmospheric Studies ，CIMAS) 是一个 NOAA 和迈阿密大学之间的合作机构，其总

部位于迈阿密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学院(Rosenstiel School of Marine and Atmospheric 

Science)。CIMAS 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遥远的太平洋海域大片藻类

代替了生机勃勃的珊瑚礁群落，那里海底火山喷发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该研究成

果发表在 8 月 10 日的《自然-气候变化》上，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海洋酸化未

来影响的视角。科学家预测全球海洋吸收二氧化碳能力的提高将会促使生态系统的

改变，致使珊瑚礁难以构造骨骼，而更易于其他动植物侵蚀它们。 

该项研究的主导者 Ian Enochs 说：“虽然我们已经在实验室模拟了二氧化碳的增

加是如何影响珊瑚礁生长率的，但是这个发现是第一个野外现场证据，证明了海洋

酸化的增加导致了从珊瑚到藻类的一个戏剧性的生态系统转变。健全的珊瑚礁为鱼

类提供食物和栖息地，支持旅游业并能保护海底电缆免受风暴的破坏。从珊瑚礁到

藻类岩石的转变通常伴随着物种多样性以及珊瑚礁益处的丧失。 

该研究是在距离关岛 450 英里以外杳无人烟的北马里亚纳群岛上一个被称为

Maug 的小岛上进行的。科学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挑选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二氧化碳浓

度水平测验，从当前浓度到未来一百年浓度的预测。Maug 上珊瑚礁很少受到人类的

影响，比如过度捕捞和污染。通过设置水下仪器持续测量二氧化碳的影响，科学家

能够利用大自然实验室证明高浓度二氧化碳环境下珊瑚礁覆盖范围在缩小，逐渐被

火山口附近的藻类附着的岩石所取代。 

原文题目：Carbon dioxide-spewing volcano drives reef from coral to algae 

来源：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08/150810123706.htm 

（张灿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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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氧化菌：是否可用于保护环境？ 

海底冷泉富含甲烷气体，也是多种细菌、双壳动物和其他生物的家园。甲烷是

一种对气候有显著变暖效应的温室气体。甲烷氧化细菌，或可帮助我们设计生物探

针以开发甲烷和保护环境。 

这项由纽卡斯尔大学主导的研究发表于《Nature》上，对甲烷氧化菌为何能利

用大量的铜来氧化甲烷提供了新见解。 

他们确定了一系列细菌中均存在有被称为 Csp 的铜贮藏蛋白家族。这些蛋白质

广泛存在于多样化的细菌中，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储存金属铜，这也引起了人们

对于细菌如何使用铜离子这一重要问题的思考，铜对细胞来说也可以说是有毒的。 

1、潜能 

随着天然气开采的繁荣，甲烷的可用性也在上升，越来越多的甲烷被释放到空

气中。甲烷氧化菌可以消耗甲烷，转化为碳并释放能量，是减少甲烷释放的主要生

物机制。 

甲烷氧化菌使用甲烷单加氧酶来氧化甲烷，这种酶的必需辅助因子是铜（有的

也可用铁）。因而了解甲烷氧化菌如何处理铜是十分重要的。 

科学家描述了 Csp1 的发现和特点，它们可结合大量铜离子并贮存。 

本文第一作者、纽卡斯尔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Chris Dennison 解释说：“甲烷是如

此有用且含量丰富，但我们需要更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来释放它的潜力。使用细菌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而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些细菌是如何运作的。铜离子在甲烷氧

化过程中是如此重要，因而需要了解甲烷氧化菌如何获取并储存铜。Csps 的发现对

于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文合作者、东英吉利大学的环境微生物学教授 Colin Murrell 评论说：“我们三

十多年前已经知道铜对于甲烷氧化是十分重要的，而现在的新发现将帮助我们开发

利用这些细菌，不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自然环境中。” 

2、方法 

采用金属蛋白组学的方法从复杂蛋白混合物中发现了 Csp1。采用生化和生物物

理阵列对重组 Csp1 蛋白进行分析，发现铜与 Csp1 的结合是在分子水平。使用

Diamond Light Source 等基础设施确定 Csp1 的晶体结构，并对甲烷氧化菌进行基因

修饰，以确定其生理功能。Diamond Light Source 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Neil Paterson 博

士说，“钻石光源设施能提供可调节的 X 射线光源，使得我们能够利用蛋白质内部

的铜离子通过 X 射线衍射获得其晶体结构，并能通过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确定其氧化

状态。” 

3、结构 

Csp1 拥有四螺旋束的结构基序，其突出特点是多个半胱氨酸残基与铜离子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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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占据了螺旋束的核心，表明了这种新型金属储存方式。对铜结合方式的研究

以及含有铜离子的蛋白晶体结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 Csp1 的四螺旋束如何填

充铜离子。 

原文题目：Could bacteria help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来源：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14854.html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08/150826135724.htm 

（郭琳编译） 

 

滞后释放的深海热量加速了末冰期的终结 

2015 年 8 月 14 日，Science 发表《末冰期温暖而封闭的深层北极地中海》（A Warm 

and Poorly Ventilated Deep Arctic Mediterranean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Period）的文章

指出，末冰期期间北极深层积累的温暖海水滞后释放热量促进了冰期的结束。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研究人员通过重建过去 3 万年以

来北极地中海深海放射性碳同位素资料发现，北冰洋和北极地中海的深层海水在末

冰期期间约有 1 万年没有与外界流通，使得其温度比现在高 2~3℃。在随后的冰川

消融期，这部分温暖的深层海水流入北大西洋中层，与其上层较冷海水混合造成了

海冰、冰山和冰川边缘的融化。 

关于封闭的深海暖水的形成，研究人员认为是由于表层淡水的增加削弱了北极

地中海深层海水的对流所致。在冰期，北极地中海上层的大量海冰和淡水阻止了深

层海水的冷却，同时其密度不断增大，从而形成了深层温暖海水。深层海水从洋盆

底部积累地热能，直到能量达到不稳定临界点，在冰期末期向南流入北大西洋。深

层地热能对北冰洋的加热量可达 40~60mWm
-2，使得厚度为 2000m 的底层海水在 1

万年内温度升高约 2℃。 

原文题目：A Warm and Poorly Ventilated Deep Arctic Mediterranean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Period 

来源：Science, 2015, 349(6249): 706-710 

（刘燕飞 编译，张树良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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