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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NOC 首次利用机器人对深水海洋保护区进行绘图 

2015 年 9 月 16 日，由英国国家海洋学研究中心（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NOC）率领的国际团队在考察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惠塔德峡谷（Whittard 

Canyon）时，利用机器人绘制了首张海底峡谷栖息地的三维图片。 

海底峡谷是最复杂的深海环境中的一部分，并且以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而著称。

与陆地上的峡谷类似，海底峡谷也具有陡峭的侧面、垂直的峭壁和突出的岩层。而

这些都是传统船用设备无法触及的空间，因此它们成为深海中“被遗忘的栖息地”。

直到最近，NOC 率领的远征团队通过采用独特的机器人技术来收集这些“难以达到”

区域的数据，最终将使人类更好地了解这些峡谷的生物多样性模式及形成过程。 

国际考察团队利用 James Cook RRS 考察船的回声探测器创建 200 km 的峡谷地

图，利用 Autosub 6000 水下机器人绘制峡谷内部垂直墙壁的地图。同时，通过远程

遥控机器人记录并收集生物和地质样本位置及回波声音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创

建最详细的分辨率为 10~20 cm 的三维地图。研究人员指出机器人收集了大量完美的

数据集，并且揭示了高达 80 m 的内波的存在。这些过程都可能对峡谷的栖息地分布

以及动物区系产生重大影响。 

原文题目：Robots help to map England's only deep-water Marine Conservation Zone 

来源：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5-09/nocu-rht091615.php 

（刘学 编译） 

测量深海呼吸作用的新技术 

2015 年 9 月 20 日，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的科学家

在 Oceanblogs 上讲述了海底爬行机器人“Tramper”首次在 4150 米深的海底开展工作

的 情 况 。 Tramper 在 设 计 和 建 造 时 内 置 了 HGF Allianz ROBEX

（http://www.robex-allianz.de/），用以自动测量较长时间内（不超过一年）沉积物中

的氧浓度。在这次考察中，该装置首次进行了现场试验，并获得了很多信息，包括

如何使用发射器放置 Tramper、发射后如何到达海底、在海底如何移动以及上升时

如何操作等。Tramper 的科学目的是对沉积物中某一段时间内的氧浓度进行一系列

的测量。氧气是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生物的绝对关键元素。在海底，沉积物水界面是

溶质交换最重要的一个过渡区，它的特点是氧化层薄、氧气梯度大以及广泛的时空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5-09/nocu-rht091615.php
http://www.robex-allian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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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 

测量氧气采用了尖端带有一小点荧光涂料的光纤装置。该装置被光源激活后，

这种特殊的涂料改变了氧气存在与否的光线折回路径。为了保护这种光导纤维，研

究人员将其放置在注射器针头内，并附在 50 厘米长的碳纤棒上。为了避免海底沉积

物刮擦掉涂料，或传感器被埋在海底的锰结核中，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原位旋转系

统，从而可在传感器放置期间改变其现场位置。为了探测尽可能多的氧梯度，研究

人员在旋转系统内放置了八根光导纤维针头，并将其中三根针头与 O2-Profiler 设备

结合。为了测量氧气剖面，每个旋转系统中的一个传感器会逐步进入沉积物中。氧

梯度的实际测量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因为它是由成千上万的单一测量针组成，而每

根针头都以 1/10 毫米的微小步伐降落进沉积物中。为了防止针头横向移动破坏测量

结果， O2-Profiler 必须放置在一个稳定的载体上。研究人员通常采用发射器进行设

备安置，但这些装置又是静止的系统。为了克服这种限制，研究人员在新设备上安

装了 O2-Profiler，这个新设备就是海底爬行机器人“Tramper”。由于配备有小型挖掘

机履带，Tramper 能够在海底移动，从而满足了在不同时空尺度内进行多个测量的

需求。Tramper 的重量是 653 千克，因为它拥有 6000 米的复合泡沫塑料，这让 Tramper

在盐度为 35PSU 的海水中拥有 20 千克的负浮力。O2-Profiler 安装在 Tramper 的左前

方，在一个记录测量站点的 10”摄像头旁边。科考期间 Tramper 首次使用便下潜至水

深 4146 米的海底，并在第二阶段安全返回。为了将 Tramper 放置到一个较好的测量

点，研究团队将其绑到一个发射器系统上。事实上，该发射器只是一个重新配置的

OFOS，前面安装了一个摄像机，较低的一面安装了一个特殊的速动适配器。因为

Tramper 在水中有浮力，研究人员为发射器配备了一个 600 千克的不锈钢框架，从

而使电缆可以更快下潜。 

首次部署 Tramper 时，恰好有特别的机会利用 ROV Kiel 6000 观察其释放和着

陆过程。这次放置对 ROV 机组人员来说是一次相当棘手的执行操作，因为 ROVs

的脐部很可能因为水柱中的不确定水流而与发射器电缆缠绕。但 ROV 团队圆满地完

成了任务。在海底，研究组执行几个周期的运动，以研究该设备在软沉积物上的驾

驶活动。 

Tramper 以 2 米/分的速度前进了 10 米，如此多次重复。由于同时在海底放置了

ROV，因而可以跟随 Tramper 在太平洋海底进行观察。视频观测表明，履带不会陷

入软沉积物中，且 Tramper 履带在移动期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任务完成后，

为了将 Tramper 拉回地面，它将搭载一台由待命研究船上的声学释放器触发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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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的钢落锤。该声学系统还可以跟踪履带的上升，直到离海面较近的位置。在

Tramper 的头两个任务中，研究人员只能在晚上通过其闪光信号寻找到它，但这只

能在太平洋晴朗的夜晚工作。为了能在白天或大雾天气工作，研究人员也准备了额

外的设备，如在 Tramper 上安装一个阿哥斯卫星发射器和一个无线电信标。此次科

考，研究人员第一次尝试了 Tramper 在深海中作业。然而，Tramper 的主要任务是在

AWI 的哈斯加藤（Hausgarten）深海观测站执行一个为期 12 个月的北冰洋任务，因

此所有的电子元件都调到了尽可能少的耗能。事实上，Tramper 并不能开得很远或

很快，因为此次研究目标是获取瞬时的而不是特定的氧浓度分布。Tramper 的最大

速度为 13 米/分，但是大部分时间处于睡眠状态，每次大约爬行 50 米进行测量和拍

摄，然后就回去休整一个星期。Tramper 在北极执行任务期间将重复这一循环大约

52 次。 

原文题目：What lives, breathes – New technology to measure respiration in the deep sea 

来源：

http://www.oceanblogs.org/eadsm/2015/09/20/what-lives-breathes-new-technology-to-measure-respira

tion-in-the-deep-sea/ 

（於维樱 编译） 

前沿进展 

科学家解开深海碳之谜 

目前，一个重要过程被证实可以用来解释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海洋表面连续

供应的情况下，溶解有机碳(DOC)水平在深海仍是稳定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自

然—地球科学》期刊上，由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NOC)和南安普顿大学的科学家合

作完成。 

NOC 的霍克斯博士是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他认为，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是热液喷口是否是海洋中有机碳的源或汇。目前已经表明，深海热泉流体几乎不包

含海洋积累的有机碳，这意味着热液喷口是不活跃的“储存”碳汇。 

海洋中的 DOC 与大气中的一样多。浮游植物可以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

转换为更复杂的碳化合物，是海洋中 DOC 的主要来源。世界各地海洋中的深海 DOC

浓度几乎不变，而且其不能生物降解。然而，尽管海洋表面连续提供 DOC，深海的

DOC 浓度却并不增加。 

这项研究强调了海洋深层水通过热液热循环系统清除 DOC 并保存其平衡的重

要性。热液系统可使耐生物降解的碳转化为更容易被微生物利用的碳。这项研究部

http://www.oceanblogs.org/eadsm/2015/09/20/what-lives-breathes-new-technology-to-measure-respiration-in-the-deep-sea/
http://www.oceanblogs.org/eadsm/2015/09/20/what-lives-breathes-new-technology-to-measure-respiration-in-the-deep-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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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基于使用 NOC 的机器人 ISIS 在深海热液喷口处的采样，并由英国自然环境研究

委员会资助。 

原文题目：Scientists solve the riddle of deep ocean carbon 

信息来源：http://noc.ac.uk/news/scientists-solve-riddle-deep-ocean-carbon 

（王琳 编译） 

南大洋吸收二氧化碳能力增强 

海洋是人为二氧化碳的重要碳汇，每年吸收近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在全部大

洋中，位于南纬 35 度以下的南大洋虽然仅占世界大洋面积的 26%，但其吸收的人为

二氧化碳却占世界大洋吸收总量的 40%。2015 年 9 月，《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与《科学》（Science）杂志先后发表了题为《德雷克

海峡的碳酸盐体系测量显示南大洋的碳汇正在加强》（Recent Evidence for a 

Strengthening CO2 Sink in the Southern Ocean from Carbonate System Measurements in 

the Drake Passage (2002–2015) ）和《南大洋碳汇的再恢复》（The Reinvigoration of the 

Southern Ocean Carbon Sink）的文章，利用数以百万计的舰载观测和各种数据分析

技术，研究发现 2002 年以来，南大洋吸收大气二氧化碳的能力有所增强。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位于南美洲南端与南极半岛顶部之间的德雷克

海峡的表层水（pCO2surf）及其他碳酸盐系统参数进行了为期 13 年（2002—2015）

的夏、冬两季连续测量，获得了大量的海洋碳汇资料，提出了二氧化碳分压的半月

时间序列。测量结果显示，海洋和大气的二氧化碳分压梯度明显增加，表明碳汇正

在加强，与近期对世界大洋的大规模分析相一致。南极极锋（APF）北部的表层水

体二氧化碳分压的增长速率类似于大气的二氧化碳分压（pCO2atm），而南部表层水

体二氧化碳分压的增长速率却相对较慢。高频地面观测表明，冬季二氧化碳总量

（TCO2）的下降与夏季海水表面温度的降低是南极极锋南部二氧化碳吸收增加的主

要原因。德雷克海峡南半部冬季的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可能是由于冬季表层海水混

合了数百年来未与大气接触的深层水。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采用两种创新方法，分析了近 30 年来地表水的二

氧化碳资料，几乎涵盖了南纬 35 度以下的全部水资源。这些数据（包括德雷克海峡

的数据）也表明表层水中的二氧化碳增长速率慢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速，说明整

个南大洋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较为高效。过去曾认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

纪初，南大洋二氧化碳汇停滞不前或减弱，但最新的研究发现这种减弱趋势在 2002

http://noc.ac.uk/news/scientists-solve-riddle-deep-ocean-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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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停止了。截止到 2012 年，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南大洋重新恢复了吸

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南大洋的三个分区都开始吸收二氧化碳，但各分区的吸收过程

有所不同，这与区域性的大气环流的不对称性有关。南大洋碳汇的年代际变化指示

了随时间变化的大洋碳的动态循环。对于南大洋再次开始吸收大气碳的原因仍不清

楚，但风、温度和海洋涌升流几乎可以肯定是诱因。 

参考文献： 

[1] Recent Evidence for a Strengthening CO2 Sink in the Southern Ocean from Carbonate System 

Measurements in the Drake Passage (2002–2015).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GL065194/abstract 

[2] The Reinvigoration of the Southern Ocean Carbon Sink.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9/6253/1221.abstract?sid=19537989-c471-4201-a4be-dcd9302e

985c 

（曾静静，王艳茹 编译） 

Scripps 公布新近发现的海底甲烷渗漏口的详细信息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

UC San Diego）的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位于德尔马以西约 48 公里的深海海域甲烷的存

在。 

梅尔维尔号考察船在圣地亚哥海岸航行过程中，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研究人员发

现了“德尔马渗漏”现象，该次航行由 2012 年加州大学船舶基金项目支持。由于甲

烷独特的化学特性，渗漏周围的环境是如此的迷人，有时还伴随着甲烷气泡流，并

且通常居住着独特和奇怪的生物。 

2013 年研究人员又一次回到该海域，在 1020 米深处利用 ROV 收集了样本以便

与之前甲烷渗漏做对比。该研究团队已经将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5 年 8 月份的《海洋

生态》期刊上。 

该项研究的主导者 Ben Grupe 说：“渗漏环境周围的栖息地多样，有密集但片状

的蛤床，覆盖细菌群落的沉积物，还有生活在大型碳酸盐岩石上的蜗牛和玻璃海绵。”

科学家还记录了大型鱼类，例如长脊刺头鱼、太平洋多佛比目鱼以及石蟹。该发现

引起了疑问，即是否该渗漏和其他西海岸渗漏共同影响了大陆边缘附近的渔业和食

物网。 

该次航行记录了南加州令人印象深刻的深海栖息地的多样性，同时使得斯克里

普斯研究所研究人员两年之前的实验得以继续进行，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实验了解更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GL065194/abstract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9/6253/1221.abstract?sid=19537989-c471-4201-a4be-dcd9302e985c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9/6253/1221.abstract?sid=19537989-c471-4201-a4be-dcd9302e98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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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于甲烷流生态系统是如何应对自然和人为干扰的。 

对栖息在德尔马渗漏的物种包括各种蜗牛、蠕虫和海绵进行化学分析，发现一

些生物以直接消耗甲烷的微生物为营养来源。这样的甲烷消耗方式减少了从海底释

放到海洋的甲烷。 

随着海洋变暖，海底很可能释放更多的甲烷，渗漏生态系统也将会扩大。德尔

马作为该地区发现的首个甲烷渗漏点，将向科学家提供线索，探索甲烷渗漏与渗漏

之间（尽管距离遥远）的关联，以及渗漏与其他海洋生态系统的关联。 

原文题目：Visual details released of recently discovered methane seep 

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09/150910164231.htm 

（张灿影 编译） 

桡足类浮游动物的季节性脂质泵作用 

大气中的部分二氧化碳通过生物泵作用储存在深海中，这部分碳通量是研究全

球碳含量必不可少的环节。以往的研究中已经考虑到了生物泵作用，但是英国斯凯

莱德大学、丹麦科技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的科学家联合研究发现，季节性的浮游生

物爆发会影响这一阶段生物泵作用涉及的碳通量，数量值要比以往的研究估计值多，

这个过程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应该被重新评估。研究结果发布在最新一期《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每年秋季，地表水为表层海水带来大量的营养物质。桡足类浮游动物群将海洋

表层海水中富含碳的脂质作为营养储备，然后向水深 600~1400 米处迁移过冬，利用

储备的营养物质渡过冬眠期，不与大气接触。这意味着当冬眠的浮游动物利用其营

养储备时，所释放的二氧化碳不会回到大气层中去，而是储存在海底深处，在那里

可以保存几千年。研究人员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桡足类脂质泵”。 

了解深海碳封存能力对于估算全球碳含量以及人类排放量非常重要。浮游动物

将海洋表面由浮游植物固定的二氧化碳输送到深海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有机碎屑

的沉降。研究人员估算全球范围内，碳输送的尺度是 1000 米深处，每平方米每年沉

降 1~4g 碳。例如飞马哲水蚤，每年可从大气中携带 100 万吨到 300 万吨二氧化碳进

入北大西洋深处。合作研究伙伴、斯凯莱德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系教授迈克尔·希思指

出，人们早已知道这些桡足类动物的深度越冬习性，但这是首次认识到它们在碳储

存方面的不同作用，因此人们需要重新估算被储存到深海中的碳数量。二氧化碳在

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和减少其排放行动的迫切需求越来越被人们理解，这项研究结果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5/09/1509101642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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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突出了“桡足类脂质泵”的作用，而这个过程并没有被联合国全球政府间气候

变化委员会（IPCC）现有的气候模型所考虑。未来我们要在其他海域看看是否有同

样的事情发生，以及如何将其列入新的 IPCC 模型之中。这些桡足类动物的迁移并

没有直接解决碳排放问题，但研究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理解地球如何应对不断

增加的二氧化碳水平。 

参考文献：Jónasdóttir S H, Visser A W, Richardson K, et al. Seasonal copepod lipid pump 

promotes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he deep North Atlantic[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112(39): 12122-12126. 

原文地址：

http://www.pnas.org/content/112/39/12122.full?sid=28f0b8fd-5222-4459-a9c6-5f9baaa2d1f1 

（鲁景亮 编译） 

自海表至海底之下的细菌多样性及群落组成 

本研究对水体以及深海沉积物中的细菌群落组成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深海沉

积物样品来自太平洋三处环境不同的地点：两处在赤道太平洋，一处在北太平洋环

流。通过对 16S 核糖体 RNA 基因的 v4-v6 高突变区的焦磷酸测序，对 450104 个焦

磷酸序列标签（代表 29814 个 OTUs）进行了描述。等级聚类与非度量多维标度排

序将这些样品分为 4 个大类，透光区群落，透光区以下群落、浅沉积物群落和海底

沉积物（海底之下大于或等于 1.5 米）群落。对水体样品群落组成进行多度加权处

理，结果显示所有位点的样品呈相似的趋势，包括海洋上层、海洋中层、海洋半深

海和海洋深渊群落。水体中氧气最少的区域物种种类最多，而海床之下的物种种类

最少。海底沉积物中较常见到 tags 丰度高的 OTUs，而水体中的 OTUs 其 tags 较少，

浅沉积物则居中。这些结果表明：沉积物中的细菌经由海洋扩散，海床下沉积物与

浅沉积物具有一致性。 

该研究对从海表到海底沉积物细菌多样性的垂直分布特点进行了研究。水体中

的细菌多样性较沉积物中多样性高。水体中氧气浓度最低的区域，细菌多样性最高，

而海床下沉积物中最低。海床之下沉积物中丰富度最高的类群在浅沉积物中同样较

为丰富，而在水体中则较少。研究结果表明，深海海床之下的微生物群落为沉积物

填埋时所含微生物的子集，但其扩散途径却是通过海水扩散。 

原文题目：Bacterial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composition from seasurface to subseafloor 

来源：http://www.nature.com/ismej/journal/vaop/ncurrent/full/ismej2015175a.html 

（郭琳 编译） 

 

http://www.pnas.org/content/112/39/12122.full?sid=28f0b8fd-5222-4459-a9c6-5f9baaa2d1f1
http://www.nature.com/ismej/journal/vaop/ncurrent/full/ismej2015175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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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规划与管理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蓝色生命行星》报告 

2015 年 9 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蓝色生命行星》（Living Blue Planet 

Report）报告。报告从海洋的现状、海洋面临的压力等方面分析了全球海洋生命的

状况。报告指出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严重减少。报告指出，

1970~2012年间，全球海洋哺乳动物的数量减少了49%，个别物种的数量减少了75%。

报告还显示，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的规模也发生了急剧的缩减，例如亚洲地区的

红树林规模自 1980 年到 2005 年已经减少了 25%。而这些栖息地对海洋食物网和人

类利益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栖息地的丧失将对赖以生存的物种及生态系统造成极

大的生存压力，这些压力与物种自身面临的各种生存压力相互叠加，使得海洋生物

的生存更加举步维艰。 

报告指出，全球约有 25%的海洋物种生活在珊瑚礁栖息地，大约 8.5 亿人直接

受益于珊瑚礁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业。珊瑚礁的不断丧失将会导致人类相关

聚居区灾难性的后果。根据报告的分析，海洋生物数量和栖息地丧失的主要驱动因

素是人类活动，主要包括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 

报告在描绘了海洋健康面临的严峻形势的同时，也分析了改变现状的机遇，提

供了解决方案。报告强调了保护关键海洋栖息地、可持续地管理渔业储量和改善渔

业捕捞以及财政支持的重要性。 

WWF 总干事 Marco Lambertini 指出，海洋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如果有效地对

面临的环境压力进行管控，可以满足未来人类的需求，如果我们在可承受的限度内

进行可持续开发，海洋将为我们的食品、生计、经济和自然系统做出贡献。 

原文题目：Living Blue Planet Report 

来源：https://www.worldwildlife.org/publications/living-blue-planet-report-2015. 

（王金平 编译） 

 

NOAA 为墨西哥湾研究再提供 270 万美元资助 

2015 年 9 月 1 日，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公布“恢复科学行动

计划”（Restore Act Science Program）再为墨西哥湾研究提供 270 万美元的资助，旨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publications/living-blue-planet-repor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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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生态系统评估模型、生态指标、监测及观测等工作。 

截止目前，NOAA 的“恢复科学行动计划”已完成第一轮竞争性项目资助，在

此基础上，NOAA 再次为开展墨西哥湾研究的 7 个团队提供总额为 270 万美元的资

助。被资助的每个研究团队将着力解决一个或多个墨西哥湾科学计划的短期优先事

项，其重点聚焦在生态系统模型评估、海湾环境评价指标和评估，以及制定海湾地

监测和观测的框架建议等。 

表 1  7 个研究团队的资助额度及研究任务 

序号 依托机构 
资助额度 

（万美元） 
研究任务 

1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科珀斯

克里斯蒂校区 
39.8349 

重点开发和测试指标体系、并发展基于海

湾地区具体管理要求的使用方法。 

2 
公益自然组织

（NatureServe） 
39.9955 

为跨海湾地区 5 个关键栖息地提供科学严

谨、实用、具有成本效益的监测指标。 

3 迈阿密大学 39.8812 

采用资源管理器来拓展观测系统评价技

术，包括生物化学和生态系统观测。这可

以为海湾地区的监测和管理提供所需的观

测类型和地点方面的建议。 

4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科珀斯

克里斯蒂校区 
39.50 

通过采用资源管理器和与其他研究人员合

作，测试和调整海湾地区管理和恢复行动

所需的生态系统模型。 

5 南密西西比大学 36.6787 

采用已归档的卫星海洋观测数据、海洋环

流模式和现有的海洋采样数据集（包括鱼

类数据集），以确定海湾地区的生态活跃

区和海洋数据收集的空白区。 

6 
得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 
39.1021 

与来自学术界、联邦和州政府以及非政府

组织的专家合作，汇编和评价海湾地区现

有鱼类产卵聚集的信息。这些信息应该有

助于该地区的渔业保护和管理。 

7 
路易斯安那大学 

海事协会 
30.9276 

调查密西西比河及其三角洲对海洋、生态

和海湾地区经济的影响，并对其必要的附

加数据进行采集和建模，以更好地监测和

管理海湾地区自然资源。 

 

（王宝 编译） 

原文题目：NOAA RESTORE Act Science Program awards $2.7 million for Gulf research 

来源：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5/090115-noaa-restore-act-science-program-awards- 

2.7-million-for-gulf-resear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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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A 将资助 210 万美元用于有害藻华和低氧区的研究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宣布将资助 210 万美元用于 12 个新的研

究项目，旨在解决威胁沿海区域的两个问题——有害藻华和低氧区。 

及时发现并且预测有害藻华是目前最大的技术挑战之一，NOAA 资助的这些项

目将有利于局部地区监测和预测有害藻华以及缺氧区的形成，同时帮助 NOAA 建立

全国性的藻华监测网络。资金主要用于研发新的监测技术、检测富营养化水平、探

讨气候变化和其他能够预测和管理藻华的技术。同时也会提高自动监测技术，提高

赤潮的季节性预报以及低氧区的预报准确度。 

过去十年，美国沿海各州都遭受了有害藻华的危害，很多物种出现了新的问题。

有害藻华的过度生长或者释放毒素，威胁沿岸环境、动物和人类的健康。藻华释放

的毒素会直接杀死鱼或者贝类，并可能导致海鸟、海洋哺乳动物甚至人类死亡。尽

管有些藻华并不会产生毒素，但是由于过度繁殖会消耗水体氧气，阻挡阳光，从而

引起鱼类和其他动物窒息死亡等。在藻华期间，贝类渔业会在必要时检测毒性，以

避免威胁人类健康，并且在必要时暂停贝类捕捞，以保证市售的贝类食用安全。低

氧区会自然形成，但目前通常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不良水质引起，例如含有农业

化肥的地表径流、城市生活污水等，造成水体氮磷过高，形成富营养化。美国超过

半数的河口都有低氧区的存在。 

国家海岸带海洋科学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Coastal Ocean Science, NCCOS）

作为 NOAA 的合作伙伴，负责提供科学的生态系统解决方案，共同保障国家海洋生

态的健康，平衡社会和经济目标。 

原文题目：NOAA awards $2.1 million to improve observation, forecasting, and mitigation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and hypoxia 

来源：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5/091715-noaa-awards-2.1-million-to-improve-observation-

forecasting-and-mitigation-of-harmful-algal-blooms-and-hypoxia.html 

（鲁景亮 编译）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5/091715-noaa-awards-2.1-million-to-improve-observation-forecasting-and-mitigation-of-harmful-algal-blooms-and-hypoxia.html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5/091715-noaa-awards-2.1-million-to-improve-observation-forecasting-and-mitigation-of-harmful-algal-blooms-and-hypox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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