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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研究专题 

“地球”号深海探测船执行 IODP 第 365 次航海计划 

——南海海槽发震带试验 

日本海洋科技中心将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4 月 27 日实施 IODP 的第 365 次航海

——南海海槽发震带试验研究。南海海槽发震带试验（Nankai Trough Seismogenic 

Zone Experiment，简称 NanTroSEIZE）项目是一个多阶段的 IODP 钻探计划，重点

是通过直接取样、原位测试以及长期监测，研究走滑型地震的决定条件，了解南海

海槽地震成因、破裂传播以及海啸成因的力学性质。 

该计划共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7 年第 314 次、第 315 次和第 316 次航海，研究板块边界和张性

断裂的浅部特征，掌握地层分布、变形构造、应力状态以及地震运动的断层特征。 

第二阶段：2009 年第 319 次和第 322 次航海，2010 年第 332 次、第 333 次航海

和第 365 次航海。钻探地震带垂直方向的浅部地层以及因板块运动带入未来地震带

的海底沉积物，把握地质学特征并测量地层温度。在竖井内设置孔内长期监测系统

（LTBMS），持续观测地壳变化。LTBMS 系统是 2013 年 1 月由“海洋”号调查船执行

科考任务时接入了地震与海啸监测系统（DONET）。第 365 次航海将收回第 332 次

航海时设置的简易型孔内观测装置（Genius Plug），并替换为新的 LTBMS 系统。 

第三阶段：2010 年的第 326 次航海，2012 年的第 338 次和第 348 次航海。进行

地震带的超深度钻探，采集和分析断层地质样品，掌握地震发生现场的地质学特征。 

第四阶段：在超深度钻探孔内设置 LTBMS 系统，长期观测地震断层和周边地

壳的微小变化。计划将来与 DONET 连接，从地震发生现场获取实时数据。 

第 365 次航海科考钻探任务主要包括：收回在 C0010A 孔中设置的第 332 次科

考时安装的 Genius Plug，并将竖井从现在的 555m 深度钻到 656m 的深度，安装

LTBMS。 

通过安装 LTBMS，对地壳内流体压力、温度变化以及倾动进行测量，详细捕捉

与海啸相关的巨大分支断层附近的地壳变化，观测应变能的积累状态和地震活动。

本次航海安装的 LTBMS 系统将与 DONET 连接，提供竖井内的实时观测数据。 

（陈春编译） 

原文题目：地球深部探査船「ちきゅう」による国際深海科学掘削計画（IODP）第 365 次

研究航海——「南海トラフ地震発生帯掘削計画」の実施について 

来源：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60318_2/ 

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60318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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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O 潜器探索埃尔耶罗海底火山 

研究人员首次通过自己的眼睛考察了埃尔耶罗的海底火山。一个来自拉斯帕尔

马斯大加那利大学、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海洋中心海洋学研究所（IEO）、GEOMAR

亥姆霍兹基尔海洋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利用载人潜水器 JAGO

调查了年轻的海底火山口，其 100 平方米的范围内仍有热水排出。 

加那利群岛最年轻的岛屿耶罗岛，在过去 500 年间，没有火山活动的报道，但

在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一个新的火山在 La Restinga 村庄两公里处的海里爆发。由

于担忧新火山会对岛屿造成威胁，一系列深入的研究立即展开。但是四年之后，科

研人员才得到直接证据。2016 年 2 月 7~15 日，在科考船 POSEIDON 的考察期间，

研究人员利用德国唯一的载人潜水器 JAGO 记录了喷发位点的演化和持续的热液活

动，并对流体和火山及其他热液产物进行了采样。 

Juana Magdalena Santana Casiano 说：“前期 VOLCANO 项目已经监测到耶罗火

山自 2011 年 10 月以来的持续喷发，得益于 JAGO，我们得以评估海底正在进行的

活动。”火山喷发造成的物理化学扰动已经显著改变了当地浮游生物群落的活性和

组成。 

2014 年，利用西班牙 IEO 的 ROV Liropus 2000 已经记录到火山喷口附近广泛的

铁氧化物结壳、细菌垫及低温气体排出的现象。但在 2015 年，气体羽流和酸性海水

转向了山顶的东南部。目前的研究焦点集中在火山侧面的年轻沉降物。JAGO 在火

山坑处采集到的火山玻璃表明了该处沉降物最年轻的特点。 

根据 JAGO 的观察结果，高达 39℃的温水从火山口几百平方米的底部喷出，而

气体则从 5 厘米高的较小的通风口集中排出。细菌轻覆于喷口周围所有表面上，乳

白色羽流使得水体变得浑浊。 

IEO 的 Fraile Nuez 博士解释说：“由于火山在三年前已经进入了新的排气阶段，

我们已在水体中监测到了显著的物理化学异常。JAGO 使我们能够证实这个结果，

并能通过眼睛见证这些反常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评估它们的起源。” 

水、气和岩石样本正在实验室中进行分析，海底地图也在完善之中。JAGO 的

调查显示了当前物理化学的异常，但其原因仍旧未知。各研究机构正在密切合作，

以了解更多海底过程。 

GEOMAR 的海洋地质学家 Mark Hannington 说：“新的调查结果表明，自 2011

年危机以来，火山岩浆的冷却过程中，火山一直处于温水之中，因此继续对火山进

行监测以评估该状态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郭琳编译） 

原文题目：Submersible JAGO explores submarine volcano at El Hierro 

信息来源：http://www.geomar.de/en/news/article/tauchboot-jago-erkundet-unterwasser-vulkan-auf-el

-hierro/ 

http://www.geomar.de/en/news/article/tauchboot-jago-erkundet-unterwasser-vulkan-auf-el-hierro/
http://www.geomar.de/en/news/article/tauchboot-jago-erkundet-unterwasser-vulkan-auf-el-hie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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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海底热液系统消失的幼虫 

深海热液系统和海底热液喷口主要分布在海底洋中脊，温度高达 400℃，在这

样一个高温、高压、缺氧的海底热液区生态系统中，存在管状蠕虫、虾、蟹等生物

群落，依赖于热液喷口释放的化学物质生存。最近冲绳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Okinaw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te University ，OIST）的研究人员计算出了

海底热液系统消失的幼虫数量，用于了解和保护热液系统生物区。该研究成果发表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上。 

研究人员 Satoshi Mitarai 教授试图弄清这些西太平洋热液喷口之间是如何相连

的，以及热液区生物是如何迁徙和演变进化的。该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要保护脆弱

的热液喷口生物种类免于深海采矿的破坏，深海采矿的过程会影响到生物群的生存，

破坏这些生物栖息地。 

幼虫时期是这些生物唯一能够借助洋流自由通过海洋的成长阶段，研究人员通

过量化幼虫消失数量，了解幼虫能够到达的平均海底深度。研究测试结果是幼虫能

够到达的平均深度为 1000 米，这个深度下幼虫能生存的平均周期为 83 天。两年来

研究人员在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帮助下，在冲绳南部石垣岛海岸 Hatoma Knoll 每隔一

个月部署 10 个深海剖面浮标，控制浮标在 1000 米深的地方随洋流漂浮。每 30 天浮

出水面，传递它们的位置信息。这是人们首次发现深海环流运输热液喷口营养物质

过程。通过先进的海洋模型可以定量研究幼虫消失，然后利用模拟数据和深海浮标

数据估算幼虫消失的可能性和非可能性。该数据能够帮助预测幼虫被运往何地，在

热液喷口生物区里从一个群落漂流到另一个群落，这对于了解基因流非常重要。人

口遗传学家可以利用这些具体的背景信息建立基因流假说。 

为避免深海采矿带来的问题，评估热液喷口生物进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这些

信息能有效帮助海洋生态学家制定最优计划以保护这片区域远离深海采矿危害。 

（张灿影编译） 

原文题目：Hot larvae: Calculating dispersal from unique submarine hot spring ecosystems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21110521.htm 

美国海洋生物实验室实施确定深海微生物群落功能新战略 

通过从深海火山口主动喷出的物体中挖掘流体样品，美国海洋生物实验室

（MBL）朱莉·胡伯团队发现了一种创新的方式，用以简化样品中巨大微生物的多样

性和磨练具有重要功能的特定微生物群落。 

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 ISME 杂志上，研究人员解释说，在多数环境中微生

物群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为样品中的所有微生物排序，就会发现许多不同的事情。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211105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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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的方式有助于减少这样的多样性，从而让研究人员可以解决非常具体的问题，

如：哪些微生物正在进行固碳，在什么温度下哪些基因在发挥作用，其能源是什么。 

从深海火山中喷出的流体为海底微生物活动提供了一个窗口，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哪些微生物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样本进行试验操作，研究人员模拟了次海床环

境中的各种条件，并检查了这些微生物的基因表达模式，从而观察微生物群落的群

组反应。 

其他实验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海底微生物在海洋生

物地球化学中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是结合多种方法来了解复杂微生物群落状

况的一个优秀案例。 

2013 年，朱莉·胡伯采用施密特海洋研究所拥有的 R/V Falkor 开展了前所未有的

海底探险，以发现微生物和病毒的海底活动。这项研究的站点是一个轴向海山，是

位于俄勒冈州海岸 300 英里外的太平洋深海火山，研究工作由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

会支持。 

（於维樱编译） 

原文题目：MBL Develops New Strategy for Defining Function in Deep-Sea Microbial Communities 

信息来源：http://www.mbl.edu/blog/mbl-develops-new-strategy-for-defining-function-in-deep-s

ea-microbial-communities/ 

海平面研究专题 

多项研究关注海平面变化及其对海岸地区的影响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海平面上升正对沿海地区产生影响，近期有多个研究关注全

球海平面的变化及其对海岸地区的影响，分析和预测过去与未来的海平面变化，讨

论人为因素对海平面变化的影响，并量化海平面变化对沿海地区的经济损失，为海

岸带规划提供了关键信息。 

两份分析过去海平面变化的材料显示，20世纪的海平面上升速度快于历史时期，

人为因素对其贡献巨大。第一份是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

所（PIK）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 11 个机构的研究人员在 2016 年 2 月 22 日《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的题为《公元纪年以来温度驱动的全球海平面变

率》（Temperature-driven Global Sea-level Variability in the Common Era）的文章，基

于首个过去 3000 年的全球海平面变化分析数据集，指出 20 世纪的海平面上升快于

历史时期，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变化由人类活动引起。研究结果显示，在工业化之前，

全球海平面以±8cm 的幅度在变化，其中公元 1000~1400 年，全球海平面明显下降，

这与当时全球平均温度降低 0.2℃相一致。20 世纪，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比之前 27 个

世纪的变化都快。半经验模式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全球变暖的作用，20 世纪的海平

http://www.mbl.edu/blog/mbl-develops-new-strategy-for-defining-function-in-deep-sea-microbial-communities/
http://www.mbl.edu/blog/mbl-develops-new-strategy-for-defining-function-in-deep-sea-microbial-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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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变化幅度为-3~7cm，而不是目前观测到的上升 14cm。第二份是非盈利组织“气候

中心”（Climate Central）于 2016 年 2 月发布的报告《非自然因素造成的海岸洪水：

自 1950 年以来的海平面上升和美国洪水的人类印迹》（Unnatural Coastal Floods: Sea 

Level Riseand the Human Fingerprint on U.S. Floods Since 1950），分析了自 1950 年以

来美国沿海 27 个测潮仪的逐时水位观测记录，指出人为因素对海平面上升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从而加剧沿海地区洪水灾害。分析表明，在水位观测超过轻度危害洪

水阈值的 8726 天中，去除人为因素后，有 5800 天未超过阈值。这表明人为引起的

高水位事件占洪水总日数的 2/3。过去 10 年，如果去除人为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影响，

可以避免 90%以上的洪水发生。 

对未来海平面变化的预测表明，继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将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

2016 年 2 月 22 日，德国 PIK 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发表《受观测和长期承诺限制的未来海平面上升》（Future Sea Level Rise 

Constrained by Observations and Long-term Commitment）一文，结合模式模拟方法和

统计方法，计算冰川融化、冰川质量损失和海水热力扩张对未来海平面上升的贡献，

得出一个更可信的风险范围值。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本世纪

末，人为因素将导致全球海平面高度平均上升 50~130cm。 

海平面上升将为沿海城市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2016 年 2 月 29 日，德国 PIK

的研究人员在《自然灾害与地球系统科学》（Natural Hazards and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s）上发表题为《量化海平面上升和洪水防御的效果——以点过程的视角观察

沿海洪水损失》（Quantifying the Effect of Sea Level Rise and Flood Defence–A Point 

Process Perspective on Coastal Flood Damage）的文章，利用一种海平面上升引发沿

海洪水经济损失的新定量方法，首次证明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持续快速增加，并超

过了海平面上升速度。研究人员将洪水事件的发生概率转化为洪水危害的概率，考

虑洪水事件发生数量、严重程度和洪水防御措施，预测区域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损失。

研究结果表明，海平面上升造成的经济损失以超线性速率增长，经济损失变化速度

总是比海平面上升更快。如果不采取洪水防御措施，到本世纪中叶，海平面平均上

升 11cm，使沿海地区经济损失加倍。 

（刘燕飞编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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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海水的地质工程方法不足以减缓海平面上升 

2016 年 3 月 10 日，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PIK ）的研究人员在

Earth System Dynamics发表题为《通过南极储存海水减缓未来的海平面上升》

（Delaying Future Sea-level Rise by Storing Water in Antarctica）的文章指出，抽取海

水储存在南极大陆的地质工程方法不足以缓解海平面上升的压力。 

即使当今停止排放温室气体，海平面高度仍将继续上升并持续几个世纪。鉴于

对沿海人口和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通过将海水抽取至南极冰原上

储存以缓解海平面上升的可能性。利用并行冰川模式（Parallel Ice Sheet Model，

PISM），估计冰川对附加额外的冰之后的响应。结果表明，由于波动传播，附加的

冰在回到海洋中后消融得更快，而不仅仅以表面速度平流输送。研究人员发现，海

平面滞后上升的时间更多取决于附加的海冰质量与海岸线的距离，而不是海平面上

升的速率。因此，要以千年尺度储存海冰，需要将大部分冰都储存在距海岸线700km

之外的地方。 

另外，南极冰原高达4000m，将海水抽取到这样的高度需要大量能量。虽然南

极丰富的风能发电可能为抽取海水提供能量，但将需要在南极大陆上修建85000座风

电发电厂，成本代价巨大。据研究人员评估，为了减缓当前观测到的3mm/yr的海平

面上升速度，抽取海水所需的能量将超过当前初级能源供应的7%。 

（刘燕飞编译） 

原文题目：Delaying Future Sea-level Rise by Storing Water in Antarctica 

来源：http://www.earth-syst-dynam.net/7/203/2016/ 

Nature climate change：新研究帮助决策者应对海平面上升 

2016 年 4 月 14 日，Nature climate change 期刊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大陆数百万

居民将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Millions projected to be at risk from sea-level rise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的文章。文章介绍了由美国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

的一项研究成果，指出超过 1300 万美国人的家园在 21 世纪末将受到海平面上升的

威胁。 

该研究是首次采用 210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对美国沿海 319个县的海平面上升风

险进行评估。之前的影响评估均是基于现有人口情景进行的长期海岸洪水影响评估。 

基于对 2100 年人口数量的预测，作者指出届时将有 6 英尺（约 1.8 米）的海平

http://www.earth-syst-dynam.net/7/20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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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升幅度，受洪水和其他由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灾害所影响的人口数将超过 1300 万。

其中佛罗里达州面临的风险最大，将有超过 600 万居民受到影响。加利福尼亚州和

路易斯安那州分别将有 100 万人受到影响。美国沿海各州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口

数见图 1。 

 

图 1 2100 年美国沿海各州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口数 

（注：黑色柱形表示本研究预测结果，灰线表示以往基于 2010 年人口数的预测结果） 

科学家认为，全球范围内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在 2100 年将在 3～6 英尺之间。根

据该研究，尽管以最保守的 3 英尺估计，美国沿海也将有超过 420 万人面临威胁。

这个评估预测结果是目前已有评估结果的 3 倍，很显然已有的评估结果明显低估了

美国将要面临的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事实上，海平面上升 6 英尺将造成 31 个县

的受灾人口均超过 10 万人。 

分析数据将帮助决策者发展实用的适应策略以保护频繁受到洪水侵害的陆地。

该研究将海平面上升数据与人口变化数据融合，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加精细的信息，

以帮助他们评估海平面上升将要影响的人口数和基础设施。通过使用 2100 年的人口

数据，该研究也为沿海地区那些快速增长的区域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潜在洪水危险评

估。例如，在没有采取适应措施的情况下，25%的新奥尔良和迈阿密主城区的居民

将面临洪水威胁。 

适应策略是有成本的，有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尤其快速，因此采取适应策略的时

间拖得越久其成本也将越昂贵。在海平面上升 6 英尺的情况下，有 3 个县面临的威

胁尤其严重，将有 80%的人口受到影响，分别位于佛罗里达群岛和北卡罗来纳海岸。 

（王金平编译） 

原文题目：Millions projected to be at risk from sea-level rise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来源：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limate2961.html 

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limate29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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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limate change：湿地受海平面升高的影响被高估 

2016 年 2 月 24 日在线出版的 Nature climate change 杂志发表题为《沿海湿地对

于海平面上升的脆弱性被高估》（Overestimation of marsh vulnerability to sea level rise）

的文章认为，海平面对湿地的影响一度被高估了。 

研究指出，由于传统的评估方法没有充分考虑湿地随海平面上升而产生的垂直

生长和向陆地的迁移，因此过高估计了湿地在海平面上升过程中的脆弱性。沿海湿

地对于海平面上升的适应性的“提高”，对于海岸带生态系统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

海岸带生态系统长期在营养物污染、入侵物种和沿海开发的影响下，状况堪忧。健

康的湿地可以缓解风暴潮对于海岸的影响，提高水质、提高商业鱼类的栖息地质量

以及通过碳捕获有助于对抗全球变暖。 

该文第一作者、来自弗吉尼亚海洋科学研究所（Virginia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的 Matt Kirwan 教授指出，简单的预测模型所产生的灾难性的预测结果令人

产生恐慌，但是此类模型并未充分考虑那些可以缓解状况的因素，事实上那些适应

性的反馈可以帮助湿地提高目前海平面上升的状况以及未来几十年可能加速的上升

速度。 

该研究团队建议，应当鼓励采用更加高级的模拟程序帮助生态系统管理者更精

确地评估湿地的脆弱性。同时，研究者应该将目前的研究聚焦于湿地的垂直方向的

适应性上，这样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控制湿地边界水平迁移的过程。 

（王金平编译） 

原文题目：Overestimation of marsh vulnerability to sea level rise 

来源：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6/n3/full/nclimate2909.html#access 

其他国际动态 

国际机构联合建立首个红海海洋监测站 

2016 年 3 月 7 日，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刊文《针对红海的海洋监

测网络》（An ocean observatory for the Red Sea）称，该校海洋环境研究中心（KAUST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enter）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建立了

首个红海海洋监测站，将针对红海的物理和生物研究进行系统监测。 

红海，是连接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石油运输通

道，具有战略价值。红海地区发现了包括矿藏资源、石油沉积、蒸发沉积物、硫磺、

磷酸盐及重金属沉积物等重要的战略资源。红海海域的研究监测站十分稀少，而且

仅限于在容易到达的区域。目前尚没有关于红海的海洋和海岸环境的系统的长期持

续监测研究。发起于 2013 年的红海监测战略吸引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阿和卜杜拉国

http://www.nature.com/nclimate/journal/v6/n3/full/nclimate2909.html#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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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团队使用了最先进的海洋监测系统和监测技术，项目的

两个主要方向包括海洋监测和生态评估。 

海洋监测研究可以提供该海域的详细物理变量、洋流情况以及大气和环境变化

情况。最重要的目标是创建红海海域的相关模型，从而更好地理解红海海洋过程及

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此外，这些模型还将有助于对石油泄漏等事件的应急响应提

供理论支撑，同时更好把握长期气候变化对红海产生的影响。为了实现可靠的预测，

研究人员对红海展开了“全年内活动追踪”工作，从而实现对海洋行为整体化的掌

握。研究团队充分利用沿海固定测量系统、雷达波形监控系统以及最新的水下无人

驾驶监测车进行数据的收集，意图建立一个大规模、高度详细的红海数据系统。 

此外，详细的生态评估也是该项目的重要工作，主要对珊瑚礁和最近建立的基

础设施对红海沿岸的生态影响进行监测评估。研究人员持续监测了红海的微环境健

康，尤其是偏远海域。研究团队还针对红海沉积物和珊瑚的组成、污染物的监测以

及与石油污染有关的毒性物质排放等主题进行研究。他们在海底放置了人工礁，并

对其上定居的物种进行记录分析。研究人员称，人工珊瑚礁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

撑了对珊瑚多样性和整个生态系统中有关组成元素的探索性研究工作。 

（刘文浩编译） 

原文题目：An ocean observatory for the Red Sea 

来源：http://phys.org/news/2016-03-ocean-observatory-red-sea.html 

国际海洋学数据与信息交换（IODE）系统简介 

国际海洋学数据与信息交换系统（Inter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IODE) system）是教科文组织国际海洋学委员会（IOC）于 1961

年设立的项目，其目的是加强海洋研究与开发，通过促进成员国之间海洋学数据和

信息的交流，满足用户对数据和信息产品的需求。 

国际海洋学数据与信息交换（IODE）系统由国家指定机构（DNAs）、国家海洋

学数据中心（NODCs）、国家海洋学数据责任中心（RNODCs）和世界数据中心-海洋

学（WDCs）等机构组成的全球服务网络。在过去的 50 年中，国际海洋学委员会成员国已

经在很多国家建立了超过 80 个海洋学数据中心。这个网络已经具有收集、质量控制和存

储巨量的海洋监测数据，并使其在成员国中有效利用。 

国际海洋学数据与交换项目的主要目标有： 

（1）促进和推动包括元数据、产品、实时和延迟模式的海洋数据和信息的探索、

交换和访问，采用国际标准使海洋研究和观测团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遵从 IOC 海

洋学数据交换政策。 

http://phys.org/news/2016-03-ocean-observatory-red-s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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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长期档案、文档、管理和服务等海洋数据、数据产品和信息的保存。 

（3）开发或使用现有最佳实践，探索、管理、交换、访问国际标准、质量控制

和信息技术等海洋数据和信息。 

（4）协助提高成员国获取管理海洋研究观测数据和信息的能力，加强 IODE 网

络的合作伙伴关系。 

（5）支持国际海洋科学理论和应用项目，包括面向广大用户的海洋观测框架。 

（牛艺博编译） 

原文题目：Inter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来源：http://www.iode.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85&Itemid=34 

气泡可以降低沿海生态系统中二氧化碳浓度 

沿海浅海生态系统中，二氧化碳浓度含量一直较高，因为生态系统内新陈代谢

活动强烈。随着时间推移，许多重要的沿岸物种已经适应了这种二氧化碳浓度下的

环境。但是目前人类活动造成的富营养化和海洋酸化已经超过了阈值，对沿海生物

的生存造成了威胁，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完全应对这些变化。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

提出向海水中引入气泡可以使二氧化碳含量降低，将二氧化碳排放至大气中，从而

有效缓解沿海生态系统的海洋酸化水平。结果发表在 2016 年 3 月的《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上。 

沿海浅海生态系统中，例如珊瑚礁系统、海草系统、红树林和河口等系统，海

水昼夜 pH 和二氧化碳含量变化较大。白天，珊瑚礁和海洋生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

量二氧化碳，降低了二氧化碳的含量，但当太阳下山，生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时，

植物和动物呼吸作用使得二氧化碳含量水平上升。研究人员想利用这些自然变化规

律结合其他手段来减少沿海生态系统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研究人员首先在水箱中进

行了模拟实验。每天晚上向水箱中放入海带，海带呼吸作用增加二氧化碳含量，模

拟沿海生态系统中晚上增加的二氧化碳。第二天，取出海带并且向海水中打入气泡，

用来检测气泡是如何降低二氧化碳浓度的。实验发现，只需要 2 小时的气泡输入，

就可以将 3~10 倍的二氧化碳排出实验系统。 

如果放任海洋酸化不管，那么未来将对海洋生物造成巨大的威胁。科学家认为，

在时机正确时向海水中导入气泡是现在和未来减缓沿海生态系统酸化的有效手段之

一。向海洋中持续的导入气泡是非常简洁的操作，并且不会引入其他物质。如果能

利用太阳能发电来进行空气压缩，那么未来将会更方便。许多珊瑚礁系统中存在单

向海流，如果在海流上游导入气泡，将对减少整个珊瑚礁系统二氧化碳含量做出巨

大贡献。气泡分离法从研究到实际应用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成功应用，那么

未来在盐沼地、海草草场以及红树林系统中都可以成功引用。 

http://www.iode.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85&Itemi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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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Protecting coral reefs with bubbles 

来源：https://earth.stanford.edu/news/protecting-coral-reefs-bubbles 

哨兵-3A 卫星有助于破解海洋碳存储难题 

海洋大量吸收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似乎是一件好事，但是随着更多的二氧化碳

溶解到海洋，改变了海洋的 pH 值，使得许多海洋生物无法生存。每年向大气中排

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四分之一被海洋存储了起来，但是海洋如何存储这些二氧化碳

还是个谜。 

监测和认识碳循环非常重要，因为碳是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碳在海洋、大气、

土壤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移动过程有助于调节和控制气候。由英国赫瑞瓦特大学和埃

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队伍在过去四年一直在利用卫星和测量船舶以及云计算技术

来研究海洋中的二氧化碳。哨兵-3A 卫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明卫星

测量与测量舰一起，可用于研究二氧化碳从大气转移到海洋的过程。 

一项发表在 Journal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Technology 上的研究显示，欧洲

各海域每年吸收约 2400 万吨碳，相当于两百万辆双层巴士或者 7.2 万架波音 747s

飞机。研究团队将他们的数据和云计算工具命名为“FluxEngine”，同时提供给国际科

学界使用，希望这样的工具可以提高气候研究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也有助于加快

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科技进步。卫星监测在气候研究中必不可少，但卫星数据并不容

易被其他科学家使用，这个新的研究结果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卫星数据来支持自

己的研究。研究人员希望欧洲的哥白尼哨兵卫星也能提供同样的区域数据和其他信

息。 

哨兵-3A 卫星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发射，一旦正式服役，它将能测量海表温度、

海流、风、海浪等其他生化因素。其独特之处在于测量的同时，能够提供估算二氧

化碳通量的重要数据。为了计算二氧化碳在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转移，必须了解二氧

化碳在海洋中的溶解度以及在大气中的传输速度。此外，二氧化碳的转移还受到海

表温度和盐度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卫星数据可以轻松地监测全球海洋，但船上测量

仍然非常重要，卫星并不能监测海表以内的空间。 

来自哨兵-3A 卫星的数据成为估算二氧化碳在大气和海洋之间转移的一个有用

工具。完整的基线数据使得研究人员更加清晰地理解碳循环。科学家通过云计算开

展合作研究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认识海洋吸收二氧化碳是气候预测的基础，哨

兵-3A 卫星项目将使任何人都可以了解到最精确的估算。 

（鲁景亮编译） 

原文题目：New research helps solve the riddle of the ocean carbon conundrum 

来源：http://www.spacedaily.com/reports/New_research_helps_solve_the_riddle_of_the_ocean_carbon_conundrum_999.html 

https://earth.stanford.edu/news/protecting-coral-reefs-bubbles
http://www.spacedaily.com/reports/New_research_helps_solve_the_riddle_of_the_ocean_carbon_conundrum_9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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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热点跟踪发现古代超级爆发比预计大得多 

美国莱斯特大学的研究发现，许多发生在 8 至 1200 万年前的巨型超级爆发比黄

石国家公园的已知火山喷发要大很多。 

该国际研究团队认为，很多火山喷发起源于爱达荷州的中央蛇河平原，而 12 个

已记录的巨大爆发很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大。莱斯特大学地质系的汤姆•诺特博士等

与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爱达荷州立大学等组成的国际研究

团队使用包括全岩和矿物化学、古地磁数据和同位素定年等多种技术方法，已经能

够确认每个喷发的位置并在广阔的区域里关联这些喷发。通过建立广泛联系，研究

团队将之前认为源于中央蛇河平原的爆发减少了一半以上。 

研究发现，从黄石的热点跟踪发现的超级大爆发之一—Castleford Crossing喷发，

发生在约 810 万年前，估计体积超过 1900 立方千米。这个火山覆盖面在爱达荷州南

部占地面积超过 14000 平方公里，火山口超过 1.3 千米厚。这仅仅是莱斯特研究团

队发现的 12 个巨大火山喷发的其中一个，表明了强烈的热点岩浆作用引起大部地壳

沉降，形成了绵延 100 公里的蛇河流域。研究也表明，这些喷发实际上比先前认为

的要大得多，足以比得上已知的黄石大爆发。这也是 8 至 1200 万年前记录中新发现

的第一个超级大爆发。 
（王琳编译） 

原文题目：Ancient super-eruptions in Yellowstone Hotspot track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expected 

信息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24104750.htm 

海洋动物运动研究的关键问题 

 2016 年 3 月，《生态与进化动态》（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期刊发表一篇

题为《海洋巨型动物运动生态学关键问题》的文章（Key Questions in Marine 

Megafauna Movement Ecology）。该研究是由一个国际团队合作完成的，对未来海洋

生态运动学的发展进行了阐述。 

该研究由澳大利亚海洋研究所科学家主导，收集了全球 40 多个从事动物信息跟

踪记录的海洋巨型动物专家的意见。得到的未来研究问题主要反映了目标明确的研

究需求以及研究主题的敏感度。这些研究问题包括：①在看似复杂的运动模式中，

是否存在简单的规则？以及物种间的迁徙，是否存在寻常的驱动力？②学习和记忆，

以及先天行为如何影响运动模式（包括个体变化）？③社交互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运动模式？④掠食者的分布如何影响海洋动物的运动迁徙？⑤海洋动物需要什么样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241047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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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官信息以确定掠食者、同伴和周边环境？⑥动物的运动迁徙数据是否能够提供

海洋大型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信息？⑦物理环境如何影响海洋动物的运动迁徙？

⑧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动物活动迁徙？⑨如何在个体和群体尺度上评估生物信息标记

跟踪的风险、后果和益处？⑩如何将生理学内容整合到追踪研究中，以获得更加综

合的运动和行为情景？⑪长途迁徙运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⑫掠食风险如何影

响海洋动物的运动迁徙策略？⑬在全球尺度上，哪些区域是多个物种的热点地区？

⑭人类活动（航运、渔业、水资源管理）如何影响海洋动物的运动迁徙？ 

（王金平编译） 

原文题目：Key Questions in Marine Megafauna Movement Ecology 

来源：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95347160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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