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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战略 

NCAR 启动南大洋航空观测计划 

2016 年 1 月 5 日，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启动南大洋航空观测计划

ORCAS，旨在通过观测南大洋大气中氧气、二氧化碳的分布、海洋生物活性气体和

海洋表面性质，以推进对南大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的研究。 

南大洋 O2/N2 和 CO2 航空观测（O2/N2 Ratio and CO2 Airborne Southern Ocean，

ORCAS）计划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航空外场观测计划，将于 2016

年 1—2 月在智利彭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对南大洋进行加密航空观测。 

观测活动将历时 6 周，共进行 14 次航空飞行。观测过程将利用 HIAPER GV 飞

机，搭载便携式远程成像光谱仪（PRISM），并结合高精度的原位观测和遥感观测仪

器。观测范围为南美洲南端和南极半岛附近地区，观测内容包括 O2、N2、CO2、生

物活性气体，以及南大洋海洋表面的高光谱遥感观测。 

南大洋在人为碳排放的吸收中起着主导作用，而这一过程在数值模式中的表达

尚不清晰，未来变化方向很不确定。该项目所获取的数据集将公开发布，用于改进

地球系统模型。该观测计划不仅将获得南大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一手资料，而且

将显著推动有关大气-海洋交互作用以及深海过程的研究。 

（刘燕飞 编译） 

原文题目：Flying lab to investigate Southern Ocean's appetite for carbon 

来源：https://www2.ucar.edu/atmosnews/news/18701/flying-lab-investigate-southern-oceans-appetite-

carbon 

POGO 战略把脉全球海洋健康 

2016 年 1 月，全球海洋观测联盟（Partnership for Observation of the Global Ocean，

POGO）发布了 POGO 战略《为全球海洋把脉》（Taking the pulse of the global ocean），

提出了 POGO 未来工作的优先事项，重申其作为全球性组织的工作理念，促进和提

供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发展，提高对海洋的更深认识，从而最大化造福人类。 

POGO 成立于 1999 年，由世界各国海洋机构组建，作为一个联盟来推广和协调

全球海洋观测任务，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此次发布的 POGO 战略的优先级工作主

要包括：①领导对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相关观测计划的制定和创新；②开发海洋观测

所需的全球化能力，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海洋事务领导人；③提倡和

促进国家层面和全世界（政府间组织、政府、资助机构、企业、基金会和公民）对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海洋观测科技的发展，实现海洋可持续管理，

保障目标实现的资金来源。POGO 战略的主要工作方式包括：①建立共识；②实施

https://www2.ucar.edu/atmosnews/news/18701/flying-lab-investigate-southern-oceans-appetite-carbon
https://www2.ucar.edu/atmosnews/news/18701/flying-lab-investigate-southern-oceans-appetite-carbon
https://www2.ucar.edu/atmosnews/news/18701/flying-lab-investigate-southern-oceans-appetite-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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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的治理、决策制定方案，建立报告框架；③每年开展全面的接触沟通。可

以使得机构主管建立和维持互信、易于沟通的工作机制，实现组织影响力的最大化；

④通过电子手段或者个人进行定期沟通，召开年度会议，确保计划进程取得实质进

展。同时，POGO 战略对决策者、海洋观测联盟以及不同科学组织从不同角度提出

了要求：①呼吁决策者在健康的人类、健康的经济与健康的海洋之间尽快建立一种

更可持续的关系。为此，必须不断地认识到海洋正在如何、为何发生着改变。报告

认为，海洋观测组织支撑下的健全的科学理解将促进改善人类和海洋之间的关系。

②呼吁海洋观测社区承诺推动技术的进步，加快工作进程，构建和创新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③呼吁志同道合的科学组织机构能够加入海洋观测联盟，

提高全球海洋观测所需的技术，参加重大决策，实现达成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POGO 战略呼吁更多的科学组织能够向公众传播海洋及其对人类健康生活的重

要性，避免对海洋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盲目与无知。 

（刘文浩 编译） 

原文题目：Taking the pulse of the global ocean 

来源：http://ocean-partners.org/sites/ocean-partners.org/files/public/attachments/article/Products/POG

O_strategy_document_Final.pdf 

物理海洋学 

日本海洋科技中心研究称大洋环流或存在平行世界 

——黑潮续流年际变化因素的集合试验分析 

由日本海洋科技中心（JAMSTEC）的野中正见博士和东京大学中村尚教授带领

的研究团队利用地球模拟器对海洋年际变化的再现实验研究发现：不可预测的内在

变化和潜在的可预测风力变化对中纬度大洋环流的年际变化产生影响，包括日本南

岸的黑潮及其向东的黑潮续流。 

（1）研究背景 

黑潮沿日本南部沿岸流向东北，在本州铫子附近离开日本陆坡继续向东流去。

该潮流被称为黑潮续流，对日本附近的北太平洋海域气候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极大。黑潮续流不仅每年在同样的时间流经同一区域，而且流向和强度会发生年度

变化。如果能预测这种年际变化，将会对北太平洋海域的气候变化以及捕鱼量的预

测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近年来，利用卫星对黑潮续流年际变化开展了海洋观测以及高精度的海洋模拟

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发现北太平洋中部因风力的变化（偏西风）产生了罗斯贝波，

经过几年后到达日本东部，从而引起了黑潮续流的变化。而且还有望通过罗斯贝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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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时间预测了 3 年左右黑潮续流的变化。 

但海洋模型模拟研究却发现，风力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黑潮和黑潮续流也发生了

年际变化。这意味着存在与风力变化无关的洋流年际变化。 

现实中观测到的洋流年际变化是因风力年际变化而产生的，还是非风力因素引

起的年际变化？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与现实世界相同

的“当发生风力年际变化时，非风力因素引起的洋流年际变化是否会发生”。而现有

的海洋模型中不能区别出洋流年际变化是因风力年际变化而产生的，还是非风力变

化因素引起的变化。 

（2）研究成果 

研究小组利用集合试验方法重现大洋环流的模拟研究，在保证风力年际变化完

全相同的条件下，略微改变风力以外的条件。即使固定了风力条件，也必须要确认

在海上产生的影响会不会有差别。集合试验是大气环流领域常用的方法，本项目是

首次将该方法引入洋流的年际变化研究。 

项目利用地球模拟器及海洋模型 OFES，在风力变化完全相同而其它条件略有

不同的前提下，针对大洋环流年际变化的差异研究开展了 3 种集合试验。因为此过

程中年际变化的差别是在相同风力变化情况下产生的，就可以认为洋流年际变化与

风力变化无关。因此项目研究了模拟试验中“风力变化引起的变化”和“非风力因素引

起的变化”的相对强弱。 

图 1 1995 年与 2006 年年平均洋流对比图 

试验比较了模拟开始时（1995 年 1 月）和第 11 年（2006 年）的年平均洋流强

度，尽管给予的是相同的风力变化，但 2006 年的年平均黑潮续流要强于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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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延伸的长度也大不相同。 

3 种模拟再现的是海面下 100m 深的洋流速度（cm/秒）。1995 年 1 月的月平均

情况显示：初期的状态基本相同，3 个模拟试验基本是相同的大洋环流。2006 年的

年平均情况显示：日本东部强洋流（黑潮续流）的流速较快，向东扩展的方式也大

不相同，其原因是洋流涡旋的影响减少了，洋流的年际变化显著了。 

图 2 是年际变化比较，东经 145 度-155 度之间东西方向的平均值。3 种模拟的

年际变化方式大不相同（分别为黑线、红线和蓝线），流速加快减慢随年度发生变化。

其结果与人造卫星的观测数据（灰线）相比较，蓝线的模拟结果与卫星观测值吻合

的较好。 

图 2 洋流年际变化 

对试验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黑潮续流的年际变化“因风力变化产生的”变化量

与“非风力因素产生的”变化量基本相等。 

与风力等外部变化无关的因素而引起洋流发生的变化，由于任意性较大，所以

不可能对其预测。也就是说，本项目研究结果意味着黑潮续流的不可预测性大约为

50%。因此，不可能完全预测黑潮续流的年际变化，预测经常会存在误差。 

考虑到黑潮续流预测的可能性，上述研究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在理解大洋环流

年际变化方面，却需要改变根本的思考方法。本项目中即使存在风力年际变化，黑

潮和黑潮续流的年际变化仍然存在由海洋自身决定的部分，完全相同的风力变化情

况下会产生不同的大洋环流。 

换言之，大洋环流或许存在几个并行世界。大气环流中特别是中纬度区域，类

似的并行世界已经被认可，在天气预报方面也有体现。大洋环流尤其是海面以下

1000m 深度的洋流主要考虑是因风力驱动的，即使是对于大洋环流变化，风力变化

也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影响因子。自古以来几乎都认为是风力变化引起的变化，根本

没有海洋中存在类似大气平行世界的意识。 

本研究表明了黑潮和黑潮续流的年际变化的不可预测性，但因风力变化引起的

变化是确实存在的。因此，考虑到两者的影响，本研究确定了集合试验预测在不可

预测性方面的重要性。研究小组计划开发多种海洋模型进行比较实验，深度分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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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变化成分的性质，并减少预测误差。 

                                      （陈春 编译） 

原文题目：海洋循環に潜む「パラレルワールド」の存在を指摘―アンサンブル実験により黒

潮続流の年々変動要因を解析― 

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60201_2/  

美国首次研发出用于海底生物采样的柔性机械手 

2016 年 1 月 20 日，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设计出首个用于深海生物

采样的“柔性机械手”（soft robotic gripper），在红海地区 200 米深度处的珊瑚礁区域

进行了成功试验。该装置解决了目前所使用的机械臂容易破坏海洋生物样本的问题。

相关成果发表在《软机器人》（Soft Robotics）上。 

由于目前在深海探测活动中使用的机械手往往会破坏珊瑚、海绵等水下生物样

本，并不适合水下生物样本采集这样的精细工作，研究人员设计的这种装载在水下

机器人之上的柔性机械手可通过液压系统操控举起约 20 千克重的物体，可进行 180

度旋转，能够在水下 800 米工作。这种柔性机械手能够模仿人类手掌轻柔而灵活地

碰触样本，拾取不同尺寸和形状的物体，以减少对海底生物样本的破坏。 

软机器人技术可提升未开发区域样本采集的能力，包括对海底生物的精确采集

和现场观测。在海底进行这项工作，可以较少地受压力、温度、光的变化对海底生

物样本的影响，减少对珊瑚礁系统产生的干扰。此项技术还可以应用于水下考古。 

（刘燕飞 编译） 

原文题目：Soft Robotic Grippers for Biological Sampling on Deep Reefs  

来源：http://online.liebertpub.com/doi/full/10.1089/soro.2015.0019 

Jason-3 卫星将推动新一轮国际海洋监测计划的展开 

2016 年 1 月 13 日，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EUMETSAT）、法国国家空间研究

中心（CNES）、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和欧洲联盟合作成功发射了 Jason-3 卫星。该卫星能够收集海洋变化数据，密切关注

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将如何影响近至海岸 1000m 处的风速和气流，并通过监测全

球海平面高度、热带气旋的变化，来预测飓风强度。 

Jason-3 卫星将继续执行 1992 年发射的托帕斯-海神（Topex-Poseidon）卫星任务，

测量海平面平均值，并与 Jason-1 和 Jason-2 共同运行，从而保证卫星观测数据的连

续性。Jason-3 将确保延续对气象、海洋和海平面趋势等的一系列监测。Jason-3 对海

波和海洋表面形貌的测量值将成为海况、洋流数值预报及其他海洋气象学和海洋学

必不可少的数据。这些测量数据也将被用于海-气耦合数值预报模式中进行季节预报。

Jason-3 作为一项参考任务是“哥白尼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 Sentinel-3 卫星的

海面高度观测进行交叉定标，为未来欧洲和美国将实施的 Sentinel-6 和 Janson-CS 合

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60201_2/
http://online.liebertpub.com/doi/full/10.1089/soro.201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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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打下头阵。 

Jason-3 卫星的任务是使用雷达测高传感器测量海洋表面返回到卫星的信号所

需时间，其所提供的全球海平面高度测量精确至厘米。同时将结合卫星位置的全球

定位系统（GPS）和 Doris 测量，允许每 10 天完成一次完整的海平面高度绘图。基

于空间雷达测高可以观测海洋表面地形、底部洋流参数，长时间尺度的随气候变化

出现的平均海平面变化。测高仪还可以测量表面风速和海浪的高度。因此，Jason-3

卫星数据有助于对船舶航线、海洋产业、渔业、沿海地区应对环境危害、搜索和救

援以及军事行动等的预测。 

在海洋监测方面，Jason-3 卫星存在以下优点：①有利于增强海洋地形的测量。

结合海洋气象学，能够实现三维海洋数值预报；②有利于改进月度预测，例如，热

浪或持续的强降雨预报和季节预报，由海洋对大气的持续影响而造成的寒冷冬季或

炎热夏季；③有利于加强海平面变化监测（毫米/每年）。能够监测受气候变化影响

所致的全球海平面变化，同时可以测量海洋表面形貌，可以了解海洋对热量和水的

存储过程以及气候系统的碳存储与再分配；④引入测高仪观测将有效改进对高影响

天气的短期预测。借助测高仪对海洋表面风速的测量将实现对区域数值天气预报模

式的新的、高分辨率（1~2km）验证。  

Jason-3 卫星采用的先进微波辐射计，其设计与 Jason-2 卫星相同，且基于相同

的由 CNES 交付的 Proteus 平台，并安装相同的美国和欧洲仪器。系统操作也将使用

与 Jason-2 同样的地面系统与协同装置。Jason-3 卫星将以 66°倾角 1336 km 高度在非

太阳同步近地轨道运行。Jason-3 卫星将显著改进对于运行海洋学和气候监测至关重

要的海洋测量数据的精度。 

（王立伟 编译） 

原文题目：Jason-3 satellite to monitor oceans; 

Jason-3 will ensure a continuation of the series of measurements supporting meteorology, opera

tional oceanography and the monitoring of the sea-level trend, a key indicator of climate c 

 来源： https://www.wmo.int/media/content/jason-3-satellite-monitor-oceans; 

http://www.eumetsat.int/website/home/Satellites/FutureSatellites/CopernicusSatellites/Jason3/index.ht

ml 

海洋环境 

海洋酸化影响种群组成，妨碍适应潜力 

海洋酸化或对海洋生物的种群动态造成影响，并妨碍其通过遗传进化获得适应

未来气候变化的潜力。一个科研团队对腹足动物Hexaplex trunculus进行了持续研究，

以调查该物种经过几个世代的繁衍之后，对于海洋酸化作出了何种响应。该研究结

果发表在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 上。 

https://www.wmo.int/media/content/jason-3-satellite-monitor-oceans


7 

该项目由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牵头，合作伙伴包括挪威卑尔根海洋研究所，普

利茅斯大学和巴勒莫大学等欧洲的研究机构。研究发现，这种腹足类动物不得不缩

小它们的壳，以补偿在海洋酸化情况下更高的能量需求。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发现，雌性和雄性个体对于因能量需求变化而发

生的改变并不相同，从群体水平来看，每年进入繁殖群体的个体并不相同，因而可

能会导致遗传漂变，妨碍遗传适应潜力的形成。 

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生物环境和农村科学研究所的 Ben Harvey 说：“尽管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了酸化对于具体物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几乎没有研究能够同时考

虑海洋酸化对于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种群动态同时造成的影响。通过在海底二氧

化碳喷口处这种天然实验室的研究，我们发现，海洋酸化可能会妨碍正常的繁殖习

性，并削弱物种的适应潜能。” 

Hexaplex trunculus 可生长至近 10cm，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软体动物，在地中

海边境的非洲国家较为普遍。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科研工作者们对在西西里岛伊

索拉火山沿海的三处CO2浓度不同的地点生长的Hexaplex trunculus群体进行了调查

和研究。 

研究发现，在 CO2 浓度高的地点发现的螺，不仅壳体较小较薄，其壳长更是显

著小于生长于其他两个 CO2 浓度相对较低的地点的螺。pH 值低的地点，雌性个体的

数量显著减少（32.26%），而对照点的性别比大约为 50%。 

研究人员将一个地点的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14 天后，将它们取出带回实验

室，通过研究其代谢速率分析其生理响应。研究发现，转移到酸性的水域后，代谢

速率明显升高，表明了对环境的适应性。 

环境的适应性可缓冲海洋酸化对种群产生的直接影响，甚至为适应提供时间。

但也可能会导致应激诱导的能量协调分配，除非生物体能够弥补因海洋酸化而产生

的额外生存成本，否则它们会受到不同形式的负面影响，包括降低生长、发育和繁

殖速率等。 

普利茅斯大学的 Jason Hall Spencer 教授说：“总体而言，这项研究表明，海洋酸

化驱动着个体和群体水平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影响生态进化的轨迹，研究强调，需

要进一步了解对个体造成的影响与种群动态之间的联系，以便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后

果进行预测和管理。” 

                                                    （郭琳 编译） 

原文题目：Ocean acidification impacting population demography, hindering adaptation potential 

消息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29131653.htm 

微型浮游生物对海洋存储碳有重要影响 

大部分动物物种通过摄食来获取营养物质，大部分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获取营养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291316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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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但在某些海洋浮游生物群落中发现了微型的“混养”生物，这些混合营养生物

对海洋食物链和全球碳循环有很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建立了全球海洋食物网模型，

基于浮游生物的规模，确定了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强度和消耗能力。与传统的不考

虑混合营养生物的模型相比，这个模型中海洋浮游生物所占比例更大。由于这些微

生物的死亡，下沉的有机碳粒子大约增加 35%。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上。 

研究人员表示，混合营养型生物增加了海洋的碳存储，同时也使得海洋吸收二

氧化碳的效率更高。如果不考虑混合营养生物，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应该更高。这

只是一个假设，在之前的模型中都被忽略了，但是现在发现了混合营养生物的重要

性。传统的海洋模型处理时，对浮游生物的分类比较简单，简化的处理方式有助于

计算海洋和大气的碳通量。混合营养生物往往被忽略，因为在陆地上，这种方式很

少见，但是在海洋中，混合营养生物越来越不能被忽略。微观尺度观察浮游生物的

营养策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能应用于模型的数据很少，因此模型大多数都没有考

虑混合营养生物，而是去观察其他海洋过程试图寻找多存储的碳。这就像是天气预

报虽然预测对了雨天，但是预测的理由是错误的，这样去炮制明天的预测，肯定无

法正确。 

研究人员希望能用正确的流程过程预测碳储量与全球变化之间的关系。建立混

合营养生物模型，每类浮游生物都是潜在的混合营养生物。模型中的生物可以进行

光合作用，消耗无机营养物，也可以以其他浮游生物为食，尺寸大约比自身小十倍。

通过建立尺寸规模，对每种尺寸大小的生物进行区分。与传统模型比较后，发现混

合营养生物模型中，生物体的平均大小估值增加，数量更为庞大，这些较大的生物

体更容易下沉到海底，从而储存更多的碳。研究人员表示混合营养生物对碳在海洋

中的循环中有重要作用，应该被量化，希望能改进模型，从而更精确地反应混合营

养生物对全球碳循环的影响。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Some tiny plankton may have big effect on ocean's carbon storage 

原文地址：http://news.mit.edu/2016/mixotrophic-plankton-ocean-carbon-storage-0201 

研究强调海洋生物面临全球变化带来的挑战 

沿西海岸太平洋一直是未来数十年海洋响应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排放（如二氧

化碳）的典型模式。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延伸到墨西哥的滨海地区为海洋酸化延续与

低氧区扩大提供了我们所期待的预警信号。现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

华盛顿州的科学家小组研究了海洋酸化和低氧、缺氧条件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生理

机能的双重影响。发表在《BioScience》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压力对贝

类及其幼虫等生物以及受关注较少生物的影响，包括有商业价值的鱼类和乌贼。 

研究结果表明，海洋酸化、缺氧以及海洋温度升高等其他因素，给当地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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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海洋环境的不断恶化，这些多重压力因素的影响

只可能会继续增加，而西海岸的海洋生物则自然暴露在更加严峻的低氧和酸化环境

中。研究认为，这些气候变化的压力将共同出现并不断累积。 

我们知道，整个西海岸的温度和酸度都在增加，同时缺氧正在蔓延。许多有机

体将面临这些多重压力的挑战，同时它们还要忍受自身所带来的压力。由于每年要

吸收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四分之一，世界各地的海洋酸度增在增加。这改变

了海水的化学性质，为有机物带来了生理应力，特别是那些拥有碳酸钙壳或骨架的

物种，如牡蛎、贻贝和珊瑚。 

另一方面，缺氧是海水具有极低氧气水平的一种状态。在极端情况下，缺氧可

导致“死亡区”，出现鱼类、贝类的大量相继死亡。沿着西海岸的海域有时同时遭遇

海洋酸化与缺氧。与其他地方相比，西海岸的海洋酸化条件相对加剧，同时还可能

有缺氧的威胁。在本文中，以酸度与其他压力升高为前提，作者研究了几十个低氧

水平下海洋动物生理反应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揭示了海洋生物生理变化导致动物行

为、生物地理学和生态系统结构改变的情况，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对海洋环境造成

更广泛的规模效应。 

目前，研究小组已完成了阶段性工作，将在未来几个月进行总结整理。已发布

或计划中的产品都是包括本文在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为海洋研究重点、监测需求与

管理战略决策提供帮助，从而应该海洋酸化和缺氧挑战，维持海洋生态系统。该研

究团队有关海洋酸化和缺氧的研究结果不久将在其网站上公布。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Study emphasizes challenges faced by marine organisms exposed to global change 

来源：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1135622.htm?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

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sciencedaily%2Fearth_climate%2Foceanography+%28Oceano

graphy+News+--+ScienceDaily%29 

研究显示海洋鱼类中 POPs 浓度呈下降趋势 

2016 年 1 月 28 日，由美国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的研究人员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广泛

存在于全球海洋鱼类中。该研究发表于科技期刊 Peer J 上，题为《减缓海洋鱼类的

持久性、累积性和有毒污染物全球影响的评估》（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impacts of 

mitigation on 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 pollutants in marine fish）。 

该研究是基于 1969~2012 年的数百篇文献进行的。该研究既分析了旧版本的“法

定”化学污染物，例如 DDT 和汞污染，也包括阻燃剂和冷却剂等新型化学污染物。 

尽管 POPs 在全球海洋中普遍存在，但是海洋中食用鱼类中污染物的含量是不

尽相同的，例如鱼类中 POPs 的含量差别甚至达到 1000 倍。该分析发现，各类型 POPs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1135622.htm?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sciencedaily%2Fearth_climate%2Foceanography+%28Oceanography+News+--+ScienceDaily%29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1135622.htm?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sciencedaily%2Fearth_climate%2Foceanography+%28Oceanography+News+--+ScienceDaily%29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1135622.htm?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sciencedaily%2Fearth_climate%2Foceanography+%28Oceanography+News+--+ScienceDaily%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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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浓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比目前的浓度高，平均每十年下降约 15%~30%。这就

意味着我们现在食用的鱼类中 POPs 的浓度比我们的父辈们减少了约 50%。 

（王金平，季婉婧 编译） 

原文题目：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impacts of mitigation on 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 

pollutants in marine fish 

来源：https://peerj.com/articles/1573/ 

Nature climate change：全球海洋变暖速度加倍 

2016 年 1 月 18 日，在线出版的《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期

刊发表了题为《工业时代以来近几十年全球海洋的热量吸收翻倍增长》（Industrial-era 

global ocean heat uptake doubles in recent decades）的文章。文章指出，自 1865 年以

来全球海洋的热量增加有一半是在近 20 年完成的。 

由于海洋吸收了全球超过 90%的额外增加的热量（这些额外增加的热量与全球

变暖相关），因此研究海洋热存储量的变化非常重要。所观测到的海洋和大气的变暖

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的结果。量化分析地球系统中累加的热量对于提高

气候变化的理解以及更好地评估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团队分析了多种海洋温度观测数据以及多种气候模型，发现对海洋温度

升高的评估结论在时间变化和各种海洋深度上与最新的气候模型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Argo 浮标阵列收集的上层海洋数据以及“深层 Argo”阵列收集的深层海洋数据都反

映出海洋的变暖。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海洋学家 Gregory Johnson

指出，鉴于海洋变暖信息对于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现在应该立即开展系统的全球海

洋（从表层到海底）的观测。 

（王金平，季婉婧 编译） 

原文题目：Industrial-era global ocean heat uptake doubles in recent decades 

来源：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limate2915.html 

西北大西洋增暖速度加快 

2016 年 1 月 8 日，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研究人员在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发表题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西北大西洋增暖加强》

（Enhanced Warming of the Northwest Atlantic Ocean under Climate Change）的文章指

出，西北大西洋海洋增暖速度达到先前预测结果的 2 倍，比全球平均水平快近 3 倍。 

当前气候变化预测模式采用的分辨率较低，如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基于100 km

的模式分辨率，这可能引起全球气候模式中海表温度的增暖偏差。因此，研究人员

利用 NOAA 地球物理流体力学实验室（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开

发的全球气候模型 CM2.6，使分辨率提升 10 倍，对海洋的分辨率达到 10 km，大气

的分辨率达到 50 km。对比多种数值模式的预测效果显示，CM2.6 模式可以准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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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西北大西洋环流和质量分布，有效减少海温增暖偏差。该模式预测北大西洋将

增暖 3~4℃，将对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极端效应，先前的气候预测过于保守。 

研究人员还发现，西北大西洋表层 300 m 海水的升温与达布拉多寒流的撤退和

墨西哥湾暖流的向北转变有关。观测和模拟结果都显示出大西洋经向翻转流（AMOC）

和进入美国大陆架东北区域的暖水比例之间存在强烈关联。研究人员还指出，未来

需要继续提升对海盆和区域尺度的海洋环流的模拟水平。 

（刘燕飞 编译） 

原文题目：Enhanced Warming of the Northwest Atlantic Ocean under Climate Change 

来源：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JC011346/abstract 

深海研究 

Marine Chemistry：一种新形式的海底温室气体溢出 

2016 年 1 月 20 日，《海洋化学》（Marine Chemistry）期刊发表一篇题为《河流

影响下的大陆边缘区微生物铁还原过程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microbial iron 

reduction in deep sediments of river-dominated continental-margins）的文章，该研究指

出 CO2 可以以另一种形式从深海海底排出，这种过程对于全球碳问题的认识有重要

意义，需要研究人员加以认识，以更全面地认识全球变化等重大问题。 

该研究对远离大型河流系统的深层海底物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存在于海底

5000m 深的有机物——富含碳的淤泥。海底的细菌依靠这些淤泥作为食物来源，通

过分解作用释放温室气体 CO2。该研究在远离非洲刚果河和美国密西西比河河口的

深海区域采用先进的技术对细菌的分解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细菌通过

利用一种新型的材料—金属离子完成分解作用，释放二氧化碳。这是首次发现此类

现象，之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未被发现，主要因为一直以来科学家认为在深海底的金

属离子极为稀少甚至不存在。 

该研究的焦点设定在受到大型河流系统影响的深海区域，该区域并未引起广泛

关注，研究的主题听起来并不新颖，但是海底沉积物却是全球碳循环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这种海底生物分解过程产生 CO2 的过程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

的解决对于理解地球上一些重要的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王金平，季婉婧 编译） 

原文题目：Importance of microbial iron reduction in deep sediments of river-dominated continental-margins 

来源：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4420315300633 

 

海洋地质学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JC011346/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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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的退潮和流动影响热液活动 

沿洋中脊的热液活动表明，熔岩或岩浆的释放响应了海平面变化，并在地球气

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几百万年前，北美的大片冰原循环前进和撤退。在寒冷的冰川间隔，冰盖最远

到达南至长岛和印第安纳州，而在温暖的间冰期时期，冰迅速撤退到格陵兰岛。众

所周知，冰河时代每隔 40000 年左右发生，但冰川期和间冰期之间快速转换的原因

仍然是个谜。 

传统观点认为冰的退潮和流动是全球海洋、冰和地球大气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发表在 2016 年 1 月 28 日《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阐述了一种新的观点。康涅

狄格大学的大卫·隆德及其同事研究了沿着洋中脊系统的热液活动—延伸约 37000英

里海底的世界最长山脉。其研究表明，热熔岩或岩浆的释放对地球气候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这种地壳下的活动与海平面变化相呼应，这种变化归因于热量和二氧化碳

(CO2)释放到深海。隆德认为，洋中脊范围的岩浆作用—通过火山口或裂缝的熔岩释

放，是由海底扩张和上地幔的减压熔融造成，这种部分熔融层位于地壳之下。这种

活动是由所有位置的压力释放速率所控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冰盖生长，海平

面降低并且重大压力从海洋山脊释放，这导致地幔熔融，从而反过来促进热量和二

氧化碳释放进入海洋，这意味着冰开始融化。然后，海平面开始上升，洋脊的压力

增加，岩浆活动减少。东太平洋海隆(EPR)保存良好的沉积记录显示了前两个冰川终

止过程中热液活动增强的证据，最近的一次发生在 1 万 5 千年以前。 

在这项研究中, 对脊轴两侧的核芯样品都进行了分析，包括放射性碳和氧同位

素分析，从而对每个核芯进行定年。主要和痕量元素浓度使用 X 射线荧光光谱和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进行分析。EPR 的结果可以帮助测定热液异常活动的时间。 

（王琳 编译） 

原文题目：Icy ebb and flow influenced by hydrothermal activity 

信息来源：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291343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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