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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计划动态 

编者按：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其海洋研究的规模和影响力都在

全球具有很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为了更好地研究、开发和利用海洋，美国不断制

定出台相关海洋发展战略规划，意在明确未来发展重点，巩固其在全球海洋研究中

的优势地位。近年来，美国推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海洋计划和规划，反映了美国未来

海洋研究的优先方向。本文基于美国 2010 年以来发布的重要海洋研究计划，梳理了

美国近期最为关注的几个研究事项，期望为我国相关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 

美国近 5 年海洋研究重要方向分析 

近年来，美国的海洋科技计划体系总体以 2010 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发布的《美国

海洋、海岸带和五大湖管理国家政策》以及其后发布的执行计划作为指导。2010 年，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了《NOAA 下一代战略计划》；2013 年，

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重新修订了《一个海洋国家的科学：海洋研究优先计

划》；2015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发布了

《海洋变化：2015—2025 海洋科学 10 年计划》。这些计划从国家层面明确了美国海

洋研究的方向。从这些综合研究计划以及一些领域的研究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海洋

酸化、北极、墨西哥湾和海洋可再生能源研究是美国关注的四个重要方向。 

（1）海洋酸化研究 

研究表明，在过去的 150 年左右，海洋的 pH 值已经大幅下降，酸度增加了 25%。

到本世纪末，海洋 pH 值预计将再下降 0.3 个单位至 7.8。2013 年 11 月，伍兹霍尔

海洋研究所（WHOI）等机构联合发布《海洋酸化的 20 个事实》报告。该报告是过

去一段时期海洋酸化研究的总结，明确了海洋酸化的基本证据及影响。但是，海洋

酸化现象若持续甚至恶化，将导致的后果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结论。 

美国十分重视这一全球性的科学问题，并积极部署开展研究。2014 年 3 月，美

国发布首个《海洋酸化研究计划》，制定了未来的研究目标，这些目标包括：观测预

警系统、碳循环模拟、生态系统模拟和数据集成。2014 年 9 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SF）发布了海洋酸化项目 2014 年度的资助计划，资助 12 个子项目，总资助

金额为 1140 万美元。项目研究成果将为未来酸性更强的海洋如何影响海洋生物提供

新的认识。 

（2）北极研究 

北极地区的重要价值随着北极海冰的不断减少而不断提升，美国对该区域的关

注度也相应提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建议，美国应在强化北极地区海域油气资源管

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已经明显加强了北极研究的相关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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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极相关的研究计划密集出台。 

美国科技管理部门对北极研究的方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美国总统行政办公

室 2013 年联合发布的《2013—2017 年北极研究计划》认为北极有 7 方面重要研究

内容：①北极海洋生态系统；②陆冰与海洋生态系统；③地球热量、能量以及质量

平衡的大气学研究；④观测系统；⑤区域气候模型；⑥支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气候

适应工具；⑦人类健康研究。此后，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2014 年 5 月发布

的报告从演变的北极、隐藏的北极、联系的北极、北极的管理和未知的北极 5 个方

面分析了北极的新兴研究问题。 

在具体研究部署方面，2011 年 2 月，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发布《NOAA

北极远景与战略》。指出未来将重点部署开展 6 个方面的研究：预测海冰；理解和探

测北极气候和生态系统变化；提高气象和水文的预测与预警能力；加强国际和国内

合作；提高北极地区海洋及近海资源的管理水平；促进具有恢复力的、健康的北极

生物群落和经济。2013 年 2 月， NOAA 发布《北极航道绘图计划》。该计划将创建

14 个海图以补充现有的海图。2014 年 6 月， NOAA 发布的《北极行动计划》列出

了相关的重要事项。 

美国海军也开始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研究力度。2011 年，美国海军实验室发布了

《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北极行动》，指出将加强 3 个方面的研究：北极环境研究，提

升对北极自然状况的理解，开发新技术以收集北极数据；提升对北极自然过程的理

解，开发新的海洋、海冰和波浪模型使影响北极气象的要素参数化，提升海军气象

预测系统；加强关于海底甲烷释放对声学传播和海底作业的影响的研究。2012 年 11

月，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指导下，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等部门发布

了《从季节到十年尺度的北极海冰预测：挑战与策略》报告，指出北极面临的关键

科学问题包括：①北极海冰近期从以多年冰为主急剧变化到以一年冰为主，这种变

化对海冰可预测性的影响是什么？②快速变化的北极环境中，海洋、大气、冰冻圈、

海底和陆地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强迫和耦合是怎样影响海冰的？③极端事件及反馈

机制对北极海冰演变和预测能力有何影响？④在各种时间尺度上，如何改善北极海

冰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3）墨西哥湾生态系统研究 

墨西哥湾是美国最具价值且最重要的地区。2009 年，墨西哥湾的自然资源创造

的经济价值占全国 GDP 的 30%。虽然资源优势带动了沿岸五州的经济，但沿岸的环

境却十分脆弱。2010 年 4 月的“深海地平线”漏油事件造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

破坏，加重了该地区的生态危机。2011 年 12 月，美国在休斯敦举行的墨西哥海湾

国家峰会上发布的《墨西哥湾区域生态系统恢复战略》提出了 4 个战略方向：保护

并恢复生物栖息地；恢复流域水质；补充并保护海洋及沿岸的生物资源；提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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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受力，改善沿岸居民生存环境。2014 年 10 月，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

又发布了《墨西哥湾生态系统恢复的科学行动计划》，明确了 10 个长期优先研究领

域。 

该行动计划于 2015 年初发布了首批资助项目征集，项目涉及 3 个类型：当前生

态系统计算机建模的综合评价；墨西哥湾生态系统（包括人文和渔业健康指标）的

比较和分析；监测和观测能力评估。NOAA 期望通过该计划全面了解墨西哥湾的生

态系统和最大程度上支持海湾恢复行动，通过生态系统研究、观测、监测技术的发

展，保护鱼类资源、渔业、栖息地和野生动物，以达到科学有效解决墨西哥湾环境

恶化问题的目的。 

（4）海洋可再生能源 

美国历来将能源安全作为其重要的国家战略，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市场不稳定等

压力下，美国的能源政策开始向可再生能源领域转移。在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政

府积极倡导新能源发展，并将可再生能源发展上升到国家安全及未来发展的高度。

2015 年 8 月，奥巴马宣布了《清洁能源计划》，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布局可再生能源

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储量巨大、开发前景广阔的新能源，可为美国沿海

经济带提供一条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为了明确发展方向和路径，2010 年 4 月美国

能源部下属的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发布了《美国海洋水动力可再生能源技术路线图》，

阐明了美国未来重点发展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海洋热能和渗透能等海洋可再

生能源。指出到 2030 年，用于商业的海洋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 23GW。该路

线图明确了美国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①选址和法律许可障碍；

②环境研究需求；③技术研究开发问题；④政策问题；⑤市场开发壁垒；⑥经济和

财政问题；⑦输电网整合障碍等。 

以上所分析的美国海洋研究重点领域，既有全球性的问题，又有区域性的问题，

既有前瞻性战略新兴领域，也有现实的关注方向，反映出美国海洋研究的全面性和

重点性的特点。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海洋领域的四种战略关切： 

（1）海洋酸化问题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海洋酸化若持续甚至进一步加剧，

将对全球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海洋酸化是否会演化成为第二个“气候

变化问题”也未可知，因此美国对此问题着重关注不无道理。 

（2）北极的资源价值、航道价值和军事价值使得美国长久以来长期关注该区域，

近年来，随着北极夏季无冰期越来越长，其航道价值更加凸显，加强北极地区的科

学研究自然顺理成章。 

（3）美国对于能源问题极为关注，而海洋可再生能源是一个战略性能源问题，

在此领域的前瞻性研发投入，不仅可以强化未来美国的能源安全，还可以使美国先

行构建起在此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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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以来，该区域的生态恢复是美国最为关注的环境问

题之一，对于这一关系着海洋环境健康、居民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问题，

预计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将持续关注。 

（王金平，季婉婧 供稿） 

物理海洋学 

变暖的空气与海洋促使海冰缩减，持续促发北极变化 

近日，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发布研究报告指出，2015 年整个北极地区的

空气温度远高于平均温度，比地表温度的平均值还要高出 2 华氏度，是自 1900 年有

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空气与海面温度的增加促使海冰覆盖范围缩减，减少了格陵

兰冰盖的质量，改变了鱼类和海象的行为。这些都属于 2015 年北极报告发布的主要

观察结果。 

今年是北极报告发布的第 10 年，它是理解北极变化及其影响社会、经济与全球

人类的一个关键工具。北极的变暖速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两倍，这一变化给全球安

全、气候、商业和贸易带来了严重后果。今年的报告指出了国际合作重要性，它促

成了长期而持续的观测计划，为公民、政策制定者和行业进行决策提供了深刻见解。 

来自 10 个国家、包括美国联邦机构和学者在内的 70 名作者促成了这个一年一

度的同行评审报告，并由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美国军团“工程师寒冷地区研究与

工程实验室”以及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组成的编辑团队指导。今年的报告展

示了关键指标更新、最新海象现状报告以及海鱼北移的情况，报告增加了河流汇入

北冰洋以及基于群落监控的重要性等内容。报告的主要发现包括： 

（1）气温：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的年平均气温较地面平均温度高出 2.3

华氏度（摄氏 1.3 度），达到自 1900 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较 20 世纪初以来

增加了 5.4 华氏度（3 摄氏度）。 

（2）海冰：年度最大北冰洋海冰范围出现在 2015 年 2 月 25 日，比平均记录早

15 天，是自 1979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小范围。2015 年 9 月 11 日测量的最大海冰范围

是 1979 年以来卫星记录中的第四个最小值，北极最大海冰范围一直以每十年 13.4%

的速率缩减，每十年下降率为 13.4％（相当于 1981~2010 期间的平均值）。第一年冰

占据冬季冰雪覆盖的主导地位，囊括了 2015 年 3 月 70%的冰包，相比之下，第一年

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只占一半，那时候更普遍存在年代更久、更厚的冰，而较薄、

年代较短的海冰则更容易在夏天融化。 

（3）雪盖：虽然四月份北极圈范围内的地面雪盖范围高于平均水平，北美和北

极欧亚地区六月份的雪盖范围却是自 1967 年卫星记录以来的第二最小值。自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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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北极范围内的六月雪盖面积以每十年 18%的比例下降。北极地区 4-6 月的

雪盖变化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北极从冬季过渡到夏季，并影响气候和陆地生态系统

的时期。 

（4）格陵兰冰盖：自 2012 年出现海冰显著融化（面积的 50％以上）以来，2015

年显著融化首次发生在格陵兰冰盖表面，且融化季节持续到 30 至 40 天，高于格陵

兰岛西部、西北部和东北部的平均值，但接近或低于其他地区冰盖的平均水平。在

2014 年年底至 2015 年融化季节期间，在汇入海洋的 45 个最宽、最快的流动冰川中，

有 22 个已经消退，但 9 个相对较宽的冰川的发展却导致了 6.4 平方英里（16.5 万公

里）较低的年度净亏损。 

（5）北冰洋温度：由于海冰在夏季消退，北冰洋所有海域的海平面温度（SST）

正在增加。2015 年 8 月，楚科奇、巴伦支海、喀拉海、东部巴芬湾至格陵兰岛西海

岸等地无冰区的平均海表面温度从华氏 32 度（摄氏 0 度）上升至华氏 44~46 度（摄

氏 7~8 度）。阿拉斯加西北部楚科奇海、东巴芬湾至西格陵兰岛拥有最大的变暖趋势：

自 1982 年起每十年上升近 1 华氏度（0.5 摄氏度）。 

（6）北冰洋生产力：春季海冰的融化与消退导致海洋上层太阳光的增加，促进

光合作用并刺激藻类生长（作为食物链基础的微小海洋植物）。2015 年，在北极海

域沿大陆架的边缘观察到普遍和特殊浮游植物的大量繁殖，包括格陵兰岛西南部和

东部海域、阿拉斯加与俄罗斯之间的白令海，以及俄罗斯北部的巴伦支海，卡拉和

拉普捷夫海域。 

（7）植被：卫星记录显示，用来测量活植被（禾草、莎草、苔藓、地衣、灌木）

生产力和生物量的北极绿色苔原在过去的 20~30 年间一直持续增加。但是，北极绿

色苔原增长的原因仍有待确定。在过去的 2~4 年里，绿色苔原始终在不断下降或褐

变。今年的报告还包括深入了解鱼类、海象以及北极河流如何应对变暖环境的变化： 

（8）海象栖息地：海冰的下降促使海象栖息地急剧变化——大型海洋哺乳动物

通常使用海冰进行交配、生产、觅食、躲避风浪和天敌。近年来，阿拉斯加西北部

的大批海象被迫出现在陆地上。通过空中调查记录，这种行为导致了诸多问题，如

过度拥挤导致转移过程幼象的死亡，以及觅食困难。海象必须前往距离冰边缘更远

的地方寻找食物。虽然面临这些新的压力，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采取保护措

施，海象却从狩猎的减少中获益。 

（9）亚北极鱼：2004~2013 年期间，挪威和俄罗斯科学家绘制了年度生态系统

调查，以显示亚北极鱼类向北极水域的迁移，如鳕鱼与突吻鲑等。这些捕食者可能

造成较小北极鱼的潜在问题，现在它们必须面对这些新的温暖海水捕食者。 

（10）淡水注入： 2014~2015 年，有 8 个欧亚与北美河流向北冰洋的淡水注入

比 1980~1989 年期间平均增加了 10％。科学家将这一变化归因于全球变化导致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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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Warmer air and sea, declining ice continue to trigger Arctic change 

来源：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5/121515-arctic-report-card-warmer-air-and-sea-declining-ic

e-continue-to-trigger-arctic-change.html 

厄尔尼诺主流模型遭到质疑 

2015 年 12 月 14 日，Nature Geoscience 刊发文章《全新世期间热带太平洋季风、

年际变化和轨道变化之间的关系》（Links between tropical Pacific seasonal, interannual 

and orbital variability during the Holocene），对当下研究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

（ENSO）的主流模型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模型无法准确模拟发生在全新世距今

5000~3000 年的 ENSO 事件。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是一种年际气候变化重要模式，然而目前尚不清

楚 ENSO 是如何响应外部驱动，尤其是全新世期间由轨道强迫诱发的季节性周期振

荡期间的变化情况。由于全新世与当今全球在地理、冰量、大气中温室气体水平均

非常相似，使得它成为一个理想的模拟时段。贝壳形成碳酸钙结晶需要用到周围的

水，因此其能较好记录水的温度和盐度信息。研究人员收集了太平洋热带地区全新

世以来约 1 万年的贝壳和珊瑚化石，通过分析近 60 个代表性样品的厚度，创建了一

个高分辨率的珊瑚和软体动物时空分布记录数据集，可以指示过去 1 万年内气候季

节内振荡的振幅和厄尔尼诺的强度，重建热带太平洋横跨全新世的季节和年际离散

间隔。 

研究发现，距今 5000~3000 年，ENSO 事件 2~7 年周期中存在一些间断期，与

赤道直射点变化不一致，方差减少达 64%。研究人员比较了目前主流的 9 个常用

ENSO 模型的方差和季节性周期，发现这些模型并不能准确捕获全新世全部 ENSO

事件时间和振幅的变化，并且也无法识别全新世中期的季节性增加特征，此外季节

周期的振幅和海洋表面温度差异之间的模拟倒转关系也不存在。因此，研究认为，

热带太平洋气候具有高度可变的，并且具有千年尺度的静息期，这些时期内轨道驱

动不甚明显，使得当今模型无法实现准确模拟。研究人员称，希望该研究结果可以

进一步完善气候模型，而使其更为准确。 

（刘文浩 编译） 

原文题目：Links between tropical Pacific seasonal, interannual and orbital variability during the 

Holocene 

来源：http://www.nature.com/ngeo/journal/vaop/ncurrent/pdf/ngeo2608.pdf 

UNESCAP发布《厄尔尼诺2015/2016：影响展望与政策建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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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发布《厄尔尼诺

2015/2016：影响展望与政策建议》（El Nino 2015/2016 - Impact Outlook and Policy 

Implications）报告，总结了 2015 年厄尔尼诺现象对亚太地区产生的影响，对 2016

年厄尔尼诺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现将报告的

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2015~2016 年厄尔尼诺可能成为自 1997~1998 年以来最强烈的厄尔尼诺事

件。 

（2）与 1997~1998 年的厄尔尼诺紧随在 1996~1997 的正常年之后不同的是，

2015~2016 年的厄尔尼诺是继在 2014 年数月温和的厄尔尼诺现象之后。 

（3）从 2015 年 7 月至 10 月对厄尔尼诺的观测影响及其对天气模式的影响证实，

造成干旱状况的原因是亚太地区处在间歇性气旋控制之下。 

（4）先前由 UNESCAP 和 RIMES 公司发布的咨询报告显示，2015~2016 年厄

尔尼诺对中心位置的影响可能会更严重，例如柬埔寨高地、印度中部和南部、印度

尼西亚东部、菲律宾中部和南部、泰国中部和东北部、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其他太

平洋岛国。 

（5）仅在太平洋地区，据估计有 470 万人正在面临着由厄尔尼诺所导致的干旱。 

（6）太平洋岛国是最可能面临 2015~2016 年厄尔尼诺严重风险的地区。其中，

农业、淡水资源、珊瑚生态系统、渔业、公共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是最易受到危害

行业和部门。 

（7）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厄尔尼诺可能会继续造成重大干旱，

将波及苏门答腊南部地区、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菲律宾中部和南部地区

的以及东帝汶；蒙古国大部分地区可能会经历一个与干旱的严冬（或暴风雪），导致

牲畜牧草和饲料供应不足。许多太平洋岛国很可能出现干旱和间歇性气旋。 

（8）依据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冬季南亚气候展望论坛（SASCOF）的观

点，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可能继续强降雨，并可能进一步引发洪水，尤其在某些地

方出现城市洪涝。 

（9）虽然没有两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是相同的，但发生过的厄尔尼诺相关的

风险模式可以为预测和管理未来厄尔尼诺的相关风险提供指导。气候变化也可能会

增大厄尔尼诺的风险，因此长远的发展战略需要考虑这些风险因素。 

（10）区域协作是确保更好理解厄尔尼诺相关风险的关键。促进利益相关者之

间风险信息的共享和交流、建立适当的扶持机制、针对风险信息采取行动，有助于

解决和为厄尔尼诺影响做更好的准备。 

（王 宝 编译） 

原文题目：El Nino 2015/2016 - Impact Outlook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来源：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El%20Nino%20Advisory%20Note%20Dec%202015%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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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研究 

英国科学家发现一种新型海底热液系统 

2015 年 12 月，英国海洋学中心（NOC）和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科学家利用水

下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手段，在加勒比海的冯达姆热泉区域（Von Damm Vent Field）

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海底热液系统。该热液系统的发现将帮助解释长期以来海底扩张

脊侧翼扩张的观测速度和实际速度之间的差距。该发现还将有助于帮助科学家更加

精确地解释过去的全球气候证据。 

BramleyMurton 博士指出，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对地球内部冷却的认识。利用现

有的机理很难解释理论研究预测的地壳某些部分的冷却速度。这种新的海底热液系

统的发现将有助于更科学地解释地壳的冷却。 

这种海底热液系统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热源来自于通过缓倾角断层（构造扩

张中心）向海底输出的热岩。而一般的海底热液热源来自于岩浆房。Murton 博士指

出，他们希望这种新型的热液系统能够在全球被更广泛地发现。由于这种热液不能

通过传统的方法发现，它们的驱动机理也尚未得到解释，因此不能利用现有的科学

模型来解释这些热液系统的热量和化学物质如何从地壳转移出来。 

（王金平 编译） 

原文题目：Mystery of heat loss from the Earth’s crust has been solved 

来源：http://noc.ac.uk/news/mystery-heat-loss-from-earth%E2%80%99s-crust-has-been-solved 

蛇纹岩化：热液区域生物有机体的营养物质 

当前，海底热液领域的发现开启了海洋科学的一个新篇章。热液系统的液体是

热和酸性的，至少有 400 种不同的生物有机体在热液系统被发现，包括虾、蟹和细

菌。这些生物有机体耐高温、酸性和高压，其依赖于氢气、甲烷、乙烷、丙烷和有

机酸这类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能源材料由基底岩石和海水之间的交互作用（即蛇

纹岩化）提供。热液区域与地球的早期阶段类似，因此，蛇纹岩化可能与生命的起

源和演化有关，蛇纹岩化对于研究地球早期历史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非常重要。而

起始原料的依赖性和其在蛇纹岩化形成过程中气体形成时的初始晶粒尺寸是最近的

研究重点。 

目前已有很多探讨氢气和碳氢化合物在蛇纹岩化过程中形成的研究。橄榄石通

常作为代表橄榄岩的原始材料，虽然橄榄石是橄榄岩中最丰富的矿物，其并不能完

全代表橄榄岩，辉石和尖晶石也可能造成橄榄岩蚀变。最近一项由中国科学院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南海海洋研究所合作进行的研究比较了橄榄石和橄榄岩蛇纹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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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氢气和碳氢化合物的产生。结果表明，橄榄岩蛇纹岩化比橄榄石蚀变能产生

更大量的氢气和甲烷，而乙烷和丙烷的量是一样的，研究表明辉石和尖晶石可以促

进氢气和甲烷的形成。该研究对理解地球早期历史上大气和岩石圈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了解有机体的形成和生命的起源。 

碳氢化合物的产生被认为主要取决于催化剂。然而，这项研究表明，橄榄岩和

橄榄石的初始晶粒尺寸显著影响氢气和碳氢化合物的形成。在初始阶段，大晶粒尺

寸橄榄岩的蛇纹岩化比较小晶粒尺寸的橄榄岩蚀变产生更少的氢气和碳氢化合物，

进一步反应后，它们产生的氢气是相同的，但前者的碳氢化合物仍远低于后者。这

表明碳氢化合物的形成取决于蛇纹岩化的动力学和反应进程。 

（王 琳 编译） 

原文题目：Serpentinization: Nutrients of biological organisms in hydrothermal fields 

来源：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1430-015-5222-3 

NIWA 海山撬网：一种适用于海山和海脊等地形的采样工具 

撬网、拖网和采泥器已广泛用于对深海大型或巨型生物群落的样品采集，可提

供底栖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模式的大量信息。不同的国家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发了多

种不同类型的设备，但它们通常不适用于对高低不平的海底进行取样，如海山和海

脊等。该 NIWA 海山撬网，是用来获取无脊椎动物和岩石样品的取样装置，具有廉

价和灵活强大的特点。 

该工具融合了现有多种产品的特色和优点，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海山，包括泥

质或陡峭的岩石型海山。多项调查研究表明，这种撬网可实现对目标群落的有效采

集（包括巨型和大型底栖动物）。该设计已被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等机构在海山调查中采用，并建议将其作为国际海山采样的一个简单的标准

化设计。 

该撬网的整体尺寸为长 1900mm，宽 1420 mm，高 500mm，包括网和链绳的总

重量为 400kg，有效净开口为 1130mm 宽和 380mm 高。小型船只使用时也可按比例

缩小。 

（郭 琳 编译） 

来源：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67063715300388 

原文题目：The NIWA seamount sled: An effective epibenthic sledge for sampling epifauna on 

seamounts and rough seafloor 

海洋环境 

PNAS：沿海湿地对海平面上升的抵御力比预想的要高 

2015 年 12 月 22 日，PNAS 发表了一项美国杜克大学的关于沿海湿地的最新研

究成果。该文章题为《沿海湿地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空间响应》（Spatial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6706371530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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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of coastal marshes to increased atmospheric CO2），指出由气候变化引发的海

平面的加速上升，对沿海湿地及其重要的碳捕获功能构成重大威胁。 

沿海湿地提供了众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一个吸收和贮存地球大气中二氧化

碳的重要碳汇。同时沿海湿地还具有防止沿海水体污染、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的

功能，但自身也暴露于海平面加速上升的淹没区域。 

该研究采用的模型基于对现有观测数据的元分析，并耦合了湿地植被和形态动

力学。研究发现，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施肥效应会显著增加湿地抵御淹溺的

能力，并减少在海平面升高情况下湿地退缩的空间范围。尽管这种直接的二氧化碳

施肥效应目前仍被湿地模型所忽视，但该研究发现这是在可预见的气候变化范围内

决定湿地生存的关键。 

该研究还表明，所谓的“二氧化碳施肥效应”也可能有助于气候系统在增加生

物质生产和湿地有机沉积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的稳定反馈。 

（王 宝，康建芳 编译） 

原文题目：Spatial response of coastal marshes to increased atmospheric CO2 

来源：http://www.pnas.org/content/112/51/15580 

Science：海洋微生物的功能是理解环境变化的关键 

2015 年 12 月 11 日，Science 发表题为《全球海洋微生物》（The global ocean 

microbiome）的综述文章。文章主要观点是：海洋微生物系统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功

能群落，是全球变化的驱动力之一；每公升海水中存在数十亿的海洋微生物，组成

海洋生态群落，它们从消耗能量到呼吸作用的每一个过程都能影响全球变化；海洋

微生物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行为将决定全球海洋如何响应广泛的环境变化。 

海洋微生物存在于大部分的地球表面，海底两英里深处也有存在。由于微生物

特殊的多样性，海洋微生物是最早被研究的微生物之一。由于其分布和组成被逐渐

认识，其系统功能性问题也逐渐被认识。海洋微生物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网络，

几乎与所有发生在海洋中的光合作用以及碳、氮、磷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循环

有关，它们在海洋中无处不在。文章研究了海洋微生物群落的历史，提出了很重要

的观点：海洋微生物提供了大气中很大部分比例的氧气。另外，科学家还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海洋微生物还被当作海洋中主要的能量消耗者，此后新的观点提

出：海洋微生物在地球元素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 

海洋温度和海洋微生物群落结构以及初级生产力之间的重要纽带是表层海水，

全球气候变化又会影响海表温度，从而影响海洋微生物的特性。微生物形成群落社

区，会因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身的群落结构。目前比较先进的研究和技术手段

已能了解群落细胞、蛋白质、基因和分子，但理解群落结构的整体功能还面临挑战。

提高对微生物群落结构功能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在海洋微生物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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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了人体系统、土壤系统以及地下水系统等。科学家认为，未来十年将是快速

认识微生物之间相互沟通、再分配等行为的重要阶段，将有助于了解它们对环境和

人类健康的影响。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The global ocean microbiome 

来源：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50/6266/aac8455.full 

海洋地质学 

Nature：应该更加关注大灭绝前丰富群落的罕见性研究 

2015 年 12 月 16 日，Nature 发表一篇论文表明，为了避免未来再一次遭遇生物

大灭绝，应该更加关注丰富物种群落的罕见性研究。论文作者、耶鲁大学的 Pincelli 

Hull 认为现代物种灭绝速率不应作为判断当下是否处于大灭绝的中间时期，加大对

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研究才是及时了解大灭绝的最佳方式。 

化石记录为研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生态系统动荡提供了精准手段，基于此，

许多研究通过推断生物灭绝速率评估当前生物多样性危机。Pincelli Hull 的研究就是

挑战这种方式，通过证明导致全球生物圈的变化的灭绝事件中先前丰富群落的罕见

性更加重要。 

地球已经经历好几次大灭绝事件，每一次发生期间当下的生物群消失，被完全

不一样的植物群和动物群所取代，其中达成共识的是历史上的“5 次生物大灭绝”。

近年来，一些科学家认为地球正要经历第六次大灭绝，这也是 Elizabeth Kolbert 获得

普利策奖的“第六次大灭绝”一书的主题。 

论文合著者 Simon Darroch 以及 Douglas Erwin 认为，在大灭绝前，物种罕见性

可能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深远的变化。实际上，研究人员解释说先前丰富物种和生

态群落的罕见性足够驱动生物圈永久的改变。目前物种的罕见性导致它们再也不能

发挥先前的生态作用，换句话说是物种罕见度本身而不是大灭绝导致了生态系统的

变化。Hull 呼吁，为避免再一次的大灭绝，保护生态系统以及恢复物种丰富度迫在

眉睫。 

（张灿影 编译） 

原文题目：How to see a mass extinction if it's right in front of you 

来源：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8/n7582/full/nature16160.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8/n7582/full/nature16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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