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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very of ancient undersea spirals may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古代海底螺旋的发现有助于理解古代气候变化 

http://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discovery-of-ancient-undersea-spirals-may-improve-u

nderstanding-of-climate-change/ 

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北大西洋海底发现了 430000 年前的螺旋状地貌,这可能会有助

于科学家提高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在过去的 280 万年里,欧洲西北部冰盖一直在不停地消亡、

生长。这些冰盖的波动程度被挪威海岸冰川沉积物所记录。有时候这些冰原进入海洋会在海底

留下划痕,长期以往就会形成不同的地貌。 

安德鲁·牛顿和他的团队使用三维地震波反射数据建立被掩埋的古代海底模型，他们发现螺

旋状地形是由冰山移动引起，而冰山移动是由古代版北大西洋洋流（NAC）和潮流引起的。通

过利用地形重建这些水流的速度,他们发现,随着欧洲冰原开始消退,NAC 要比现在慢 50%左右。

这点很重要，因为 NAC 在将热量从热带输运到欧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任何变化对我

们的气候都有重要影响。通过调查冰川的记录,科学家们将能更好地重建长期的冰川波动和气候

变化历史。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European clean air policies unmask Arctic warming by greenhouse gases 

欧洲空气清洁政策揭示了温室气体导致北极变暖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4141410.htm 

《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新研究表明，欧洲硫酸盐粒子排放大幅削减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自 1980 年代以来北极变暖加剧的现象。该团队包括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挪威气象研究

所的科学家,他们指出这一发现突显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缓解北极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 

工业生产、运输、发电、和木材燃烧等人类活动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微粒，包含烟尘、硫酸

等都排放到大气。高空中这些大量的粒子,也称为气溶胶粒子,它们可以长距离运输，在欧洲会

造成每年大约 400000 人过早死亡。斯德哥尔摩大学环境科学和分析化学气候研究中心的博士

生 Juan Acosta Navarro 认为，煤烟颗粒吸收太阳辐射使气候变暖, 温室气体也有类似的作用。

另一方面,它们反射太阳辐射，以云滴的形式冷却气候。上个世纪气溶胶一直在冷却气候所以就

掩盖了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使气候变暖的事实。而硫酸盐排放也会导致酸雨,在 1980 年代欧洲和

北美就制定严格的法规以减少排放。新的研究表明,这些政策对北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团队使

用一个数值模式解释道，由于空气质量法规在欧洲的实施，气溶胶粒子的掩蔽效应减少，从而

揭示了温室气体使北极变暖。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discovery-of-ancient-undersea-spirals-may-improve-understanding-of-climate-change/
http://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discovery-of-ancient-undersea-spirals-may-improve-understanding-of-climate-change/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4141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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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ew picture of the last ice age 

上一冰河时代的新图像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7095002.htm 

在上一个冰河时代的顶峰时期,北欧被巨大的冰盖所覆盖，从不列颠群岛跨国那维亚半岛一

直到俄罗斯，北部也到了巴伦支海。这一冰盖的新的重构显示了气候和冰盖之间的交互关系。 

卑尔根大学的地质学家 Anna Hughes 和同事自 2005 年开始编辑和评估出版的数据，以及重

建和上一世纪冰川的生长和消退有关的地质观察。这一结果就

是数据集 DATED 的首个版本，现在可以从泛大陆数据出版商的

网站中获得。Hughes 解释道：“有了这个新的重建,我们就已经

向上一个冰河时代的欧亚大陆迈出重要的一步。虽然之前已经

研究这些冰盖有 100 年时间，但我们对其年代学、成长和消退

的速度还是知之甚少。地质学家往往只关注一个领域的网站，我们需要将这些网站的信息综合，

真正理解冰盖的行为，尤其是数值模式建设需要整个冰盖的信息。” 一些令人惊讶的科学事实

是,东方在冰盖的不同形式方面要比西方多。虽然冰盖的中心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向东扩大,

但东部陆地边缘是西方的两倍,导致不对称性。新重建的独特性在于识别位置和最大不确定性周

期，其中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是不同冰盖融合和分开的时间。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些数据和重

建来了解上一冰河时代冰盖和气候的交互关系，也为今后的工作形成了新的基础。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quired into impact of brownfield sites on coastal 

regeneration 

棕色地带对海岸带重建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https://www.plymouth.ac.uk/news/investigation-required-into-impact-of-brownfield-sites-on-coasta

l-regeneration-study 

一项研究表明，更深入的了解棕色地带或者废弃的地带可以加强海岸城镇、城市社会和经

济的复苏。在世界上，有许多沿海发展的成功案例，包括巴尔的摩、哥德堡、汉堡和利物浦。

但是许多社区在努力克服与沿岸废弃地带相关的障碍时，却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发展始终不

能取得进展。研究人员认为更多成熟的方法，其中涉及到决策者、发展者、规划人员以及社区

成员自身，并与之前存在的数据库相结合，才可以产生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Stephen Essex 博士表示：“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沿海 60 km 之内，理解海岸带城市

化及其重建的挑战已经称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元素。在过去的 30-40 年里，沿海居住地无论是以

港口为基础、还是以旅游行业为基础的经济都经历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巨大改变。棕色地带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7095002.htm
https://www.plymouth.ac.uk/news/investigation-required-into-impact-of-brownfield-sites-on-coastal-regeneration-study
https://www.plymouth.ac.uk/news/investigation-required-into-impact-of-brownfield-sites-on-coastal-regeneration-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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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则上是有价值的，但有一定局限性，需要找到一条可以挣脱束缚的积极路线。” 

研究人员调研了 5267 个棕色沿海地带，现今超过一半是属于空旷带，可直接开发，还有

四分之一地带是处于应用阶段或是已在当地规划中。此外，该研究还搜索了针对重建障碍的一

些观点和态度，并努力的识别发现陆地价值、环境灾害和生态问题。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Speeding up accuracy of flood risk assessment 

加快洪水灾害评估的准确性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8181705.htm 

最近一项研究希望为洪水灾害评估提供一种先进的快速评估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之前

评估结果的 100-1000 倍的准确度。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工程公司以及当地与洪水灾害评估相

关的委员会面临重大挑战。之前对于洪水灾害的预测主要依据历史上的洪水事件记录，但是由

于现今的气候变化，依据之前数据来预测现今事件就会不准确。另外还有一种预测方法，就是

连续模拟，这个过程相当缓慢，因为其需要使用几百年的长期降雨记录序列，并考虑气候变化

及其对流域发生洪水机制的影响。 

新方法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度精确的评价，新的计算方法剔除了不必要的一些信息，例

如长期干旱的时期。新方法通过考虑关键的洪水驱动因素，减少了预测所需要的时间，并且提

高预测的准确性。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新的模型在理想的实验条件下进行了测试，测试地点分

布在澳大利亚 8 个不同地点，覆盖了荒漠、热带以及亚热带气候区。结果显示出很好的准确度，

可以达到之前方法准确度的 100-1000倍。研究人员还表示，虽然该方法还需要 5年时间来完善，

但是结果已经达到了工业应用的可靠程度。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Maths could help search and rescue ships sail more safely in heavy seas 

数学可以帮助搜救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更安全的航行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8102257.htm 

一种新的基于复杂数学算法的计算机模型可以为广泛应用于快船的安全设计，以便于海上

搜救、反毒、反走私以及其它一些沿岸重要事件的处理。快速航行的船只，可能会因为极端的

海况或者局部的海浪加高导致船只收到损害或者造成人员伤害。新的模型可以生成空间精确的

动画演示模拟，可以确切的显示出海浪是如何影响着快速航行的船只。该模型强调压力精确预

测的重要性。研究人员还可以模拟引起波浪之间的复杂作用，但与船的运动结合就变得更加复

杂。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模型工具可以使用数学方法实现快速模拟线性波与船的交互作用，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81022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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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测量船周围波浪的起伏振幅，还有船体表面收到的压力。 

该研究计划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制作一个可以被造船者和海事工程人员利用的工具。

该模型已在实验室进行了测试，对比了船和波的运动形式。快船下多种形式下具有应用价值，

比如在灾害救援、打击犯罪等方面，但是每年在波涛汹涌的海面失踪和受到损害的快船大约有

100 艘。故而，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模型将来会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How does the ocean garden grow? Nitrogen fixation is key 

海洋花园如何生长？固氮作用很重要 

http://news.fsu.edu/More-FSU-News/How-does-the-ocean-garden-grow-Nitrogen-fixation-is-key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Angela Knapp 和一个研究团队试图寻找海洋中的哪块区域最

适宜研究固氮作用。该团队的研究成果发表于 3 月 14 日的《PNAS》上。固氮就是大气中的氮

气纳入生物质的过程，该过程对陆地和水中植物生长繁荣必不可少，没有固氮过程就没有海洋

生物。Knapp 和她的同事在远离南美海岸的海上度过了 11 周，用每一种可利用的地球化学工具

测量该地区碳和氮的固定，以及生物检测和分子工具获取微生物固氮的基因图谱。他们发现，

与之前建模或者遥感给出的结果不同，该地区或许是全球海洋固氮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尽管该

区域并不是研究固氮的理想场所，但仍有助于该问题的研究。该结果有助于理解是什么支持着

丰富活跃的固氮生物，或许该地区缺少固氮过程所必需的关键组分——铁。地球在不断变化之

中，弄清楚海洋的固氮过程是十分有必要的，尽管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Drones revolutionize ecological monitoring 

无人机变革生态监测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3/mu-dre031416.php 

新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为无人机生态监测改革铺平了道路。发表于

《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发现，无人机在监测热带和极地环境中海

鸟群体的大小方面比传统地面调查更为精确。在安石礁（热带）和麦

格理岛（南极洲）完成的研究发现无人机精确度不断提高，可调查难

以接触到的种群，这意味着野生动物监测项目从传统方法向无人机技

术转变。莫纳什大学生态学家 Rohan Clarke 博士解释说无人机已可用于监控任何事物，从树冠

筑巢鸟类的繁殖到考察大象，但尚没有研究证明该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更好。他说：“迄今为止

还不清楚使用无人机的监测效果如何，但我们的研究已表明用无人机监测野生动物时可以达到

http://news.fsu.edu/More-FSU-News/How-does-the-ocean-garden-grow-Nitrogen-fixation-is-key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3/mu-dre0314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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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高的精度。”Clarke 博士说：“未来无人机极有可能被用于监测鸟类和动物的种群，尤

其是地面监测困难或人类不可及的区域。”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Mercury rising? Potential mercury methylation in two California rivers 

水银增加？加州两河流潜在甲基汞的风险 

http://www.news.ucsb.edu/2016/016568/mercury-rising 

19 世纪加州金矿开采依旧影响今日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峡谷尤巴下游/羽毛河发现，黄金

提取过程中使用的汞危及到当地的野生动物。 

汞可在河流干涸沉积物中停留几千年，但当暴露在极端水条件下时会带来问题，洪水引发

甲基化，导致部分汞变成毒物。野生动物摄入甲基汞可影响心血管

和中枢神经系统。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 Michael Singer、Lee 

Harrison 和来自密歇根大学的合作者们开展的一项新研究确定了洪

水频率和持续时间会对 40 英里的尤巴/羽毛河系统的汞生物地球化

学带来何种影响。他们发现约全部汞的 5%在下游具有转变为毒物

的潜力。Singer 说：“尽管我们的模型估计了相当高的甲基汞浓度，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汞都进入

中央谷食物网，很大一部分将被细菌转化成无毒形式。”存在着一定的细菌群落对汞转化成有毒

形式是必要的，但这种细菌需在有水且低氧情况下工作。洪水泛滥使得沉积物颗粒之间的空气

被排出，结果，低氧条件触发沉积物中的细菌将汞甲基化。Singer 的团队还分析了住在羽毛河

和尤巴河的野生动物的总汞和甲基汞浓度，结果表明了高浓度的汞从沉积物进入食物链，再从

藻类到小型水生昆虫和鱼类。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Pioneering method in the evaluation of nitrate pollution 

硝酸盐污染评价的先进方法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5090247.htm 

    海梅一世大学的研究人员 Vicente Martí-Centelles 设计了一种创新模式，可以选择性识别

硝酸盐从而防止环境污染。它是一种传感器，可以从所有阴离子中选择性地检测到硝酸根离子。

Martí-Centelles 所提出的模式具有目的性的化学结构，可以一直追踪硝酸盐污染物。有效的识

别硝酸盐结构只是消除这种污染物的起始步骤，后续的发展是安装过滤器等有效手段将这种污

染物消除。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www.news.ucsb.edu/2016/016568/mercury-rising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150902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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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gas: The flexible way to greater energy yield 

用灵活的方式产生更多的沼气能源 

http://www.ufz.de/index.php?en=36336&webc_pm=12/2016 

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一直在研究灵活生产沼气的可行性。他们发现沼气的生产可以通过改

变反应器的频率来控制，如果间隔时间较长，则产生更多的沼气。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沼

气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沼气能以恒定的速度产生。由于这种能力，德国目前已有约 8000 个沼

气厂，总输出电量约 4500 兆瓦。目前在德国，约 7%的发电来自生物质。在实验室条件下，当

科学家将反应底物的添加频率从两小时降到 1 天时，甲烷的产量提高 14%，总沼气的产量提高

16%；当补料频率降到 2 天时，甲烷的产量提高 13%，总沼气的产量提高 18%。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环境条件变化加大，特别是波动的底物浓度，增加了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导致细菌产

生更多的官能团，对基质的降解效率升高。这种灵活的饲养管理方法对沼气生产过程稳定性没

有负面影响。研究人员利用微生物的 T-RFLP 图谱证明了这一点。采用进料管理的灵活性沼气生

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carbon capture membrane boasts carbon dioxide highways 

新的碳捕捉膜促进二氧化碳捕获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EE/C5EE02660A#!divAbstract 

    美国能源部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实验室）开发了一种新的高渗透性碳捕捉膜，

可以更有效地防止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改善气候变化。研究人员使用的是一种混合

膜。这种混合膜是一种多孔的三维晶体，具有大的内部表面积，可以吸收大量的分子。首先，

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膜，使二氧化碳分子可以通过 2 个不同的通道穿过。分子可以穿过膜的聚

合物组成部分，就像它们在通过传统的气体分离膜一样；或者分子可以流动通过邻近的金属有

机框架产生的“二氧化碳公路”。初步测试表明，这种 2 条路线的方法使得混合膜对二氧化碳

的渗透性是单纯聚合物薄膜的 8 倍。发电厂和其他来源的碳排放量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因

为有很多改进的空间。烟气中二氧化碳分离的常规方法是胺吸附，这在规模上不经济，因为其

增加了显著的资本成本，降低了电厂的发电量。科学家们正在探索高分子膜作为一种高效的替

代胺吸附的方法。这些膜是相对便宜，易于使用，但目前的商业膜具有低二氧化碳渗透率。为

了克服这一点，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混合膜，部分聚合物和部分金属有机框架。在这项最

新的研究中，伯克利实验室的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混合膜，其中金属有机框架占其重量的 50%，

http://www.ufz.de/index.php?en=36336&webc_pm=12/2016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6/EE/C5EE02660A#!div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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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混合膜的比例约 20%。在膜上有很多金属有机框架，它们穿过膜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高速

通路网。当有烟气产生时，其中的分子可以通过聚合物或通过金属有机框架。这是第一个有双

重运输通道的聚合物 MOF 混合膜，在碳捕获方面将更具有竞争力。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Plant-based alternative protein options emerge from the sea  

  海洋中浮现植物性替代蛋白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plant-based-alternative-protein-options-emerge-from-the-sea 

当人们听到“替代蛋白来源”时，首先想到的是豆腐、豆豉和面筋。近日，刊登在《Food 

Technology》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报道了 3 种鲜为人知的替代蛋白源，包括微藻、大藻、浮萍。     

藻类是一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水生生物，含有叶绿素，能够产生氧气，它负责了地球上近

一半的光合作用。藻类分为两种形式：大型藻类和微型藻。大型藻类是一些肉眼可见海藻，生

长在海洋、湖泊、河流和池塘。微型藻是只能用显微镜看的单细胞生物，生长在淡水和海洋。

微型藻和大型藻都含有营养丰富的的维生素 A、C、E、叶酸、钙、碘、铁、ω-3 脂肪酸、碳水

化合物、蛋白质及其他多种营养素。微藻的蛋白质含量在 3%-50%，大型藻蛋白质含量可达到

70%。海藻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红色海藻和红色紫菜物种：红色紫菜具有接近 50%的蛋白质

含量。紫菜含有大量的ω-3 脂肪酸和维生素 B12，常用于包寿司卷，或者切成条状撒在汤、面

条里。浮萍，世界上最小的开花植物，其蛋白质含量高达 45%。虽然它通常被认为是鸟类和鱼

类的食物来源，但几个世纪以来，老挝、泰国、越南和非洲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在采食各种各样

的浮萍。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Viruses 'piggyback' on host microbes' success 

   病毒依赖于宿主细菌的成功 

http://newscenter.sdsu.edu/sdsu_newscenter/news_story.aspx?sid=76090 

近日，来自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珊瑚礁附近茁壮成长的微生物中发现了病毒和

细菌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颠覆了传统的观念，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Nature》期刊上。 

在一种生态系统中，随着细菌密度的增加，感染这些细菌的病毒数量也随之增加。人们普

遍认为这种不断增加的病毒群体接着会杀死越来越多的细菌，从而限制细菌群体规模，研究人

员称其为“杀死胜利者”模型。然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某些条件下病毒能够改变它们的感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plant-based-alternative-protein-options-emerge-from-the-sea
http://newscenter.sdsu.edu/sdsu_newscenter/news_story.aspx?sid=7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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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策略，当潜在的宿主细菌变得越来越多时，一些病毒放弃快速增殖，选择与宿主和平共处，

从而降低了病毒数量。研究人员将这种模型称为“依附胜利者”模型。 

研究人员收集太平洋和大西洋珊瑚礁附近富含细菌的海水样品，然后利用显微成像和基因

组技术分析了这些样品中的细菌和感染它们的病毒的丰度和性质。基于杀死胜利者模型，研究

人员期待在高细菌密度和生长率的样品中会发现更多的病毒。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随着细菌

丰度增加，病毒与细菌的比率显著下降。接着，他们在来

自圣地亚哥教士湾和原始珊瑚礁位点的海水中培养细菌和

病毒多天，在此期间，他们监控病毒和细菌丰度。这些结

果与他们的现场取样相匹配。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现象，

研究人员进行宏基因组分析以便确定样品中的这些病毒是

表现出致命的掠夺特征，还是表现出非掠夺性的生活方式特征。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在含有更

高细菌数量的样品中，病毒群体变得并不那么致命。更多的病毒并不增殖，也不杀死它们不断

增加的细菌宿主群体，而是将它们自己整合进它们的宿主内。这些病毒更加缓慢地增殖，避免

与其他的病毒竞争，也避免接触宿主自身的免疫防御。研究人员说，在细菌快速生长期间，这

种“依附胜利者”模型要比“杀死胜利者”模型更好地解释了病毒-宿主之间的动态行为。这是

一种聪明的寄生行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动态行为有望改善人类健康，这一发现也可能有助于改

善海洋生态学家对影响珊瑚礁健康的微生物力量的理解。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Slower evo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drove ichthyosaurs to extinction 

进化缓慢及气候变化促使鱼龙灭绝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8134743.htm 

恐龙时期的海洋爬行动物—鱼龙，不像其他的海洋爬行动物，其灭绝时间比白垩纪的结束

时间早了数千万年。近日，来自牛津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鱼龙由于剧烈的环境变化和自身的

进化缓慢而灭绝，相关研究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研究人员称，他们首次对这种

重要的海洋物种的灭绝进行了详细研究，对鱼

龙的多样性与全球变化的地质记录进行了对

比，并关注这些数据资料的动态。鱼龙在其最

后的鼎盛时期其实是多样化的，有多种身体形状和生态位。然而，它们的进化速度却十分缓慢，

此外，它们似乎受到了白垩纪时期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们的灭绝速率与环境的波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81347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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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一致。造成包括鱼龙在内的物种灭绝的原因通常是难以捉摸和预测的，特别是当它们不能

与陨石或大规模火山喷发等一个明显的地质或地球化学事件联系在一起时。在鱼龙灭绝前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它们都被认为是低多样性的，而且认为它的灭绝也与其它海洋生物的竞争及食

物来源的减少有关。然而，这项研究通过鱼龙演化重建发现，其在灭绝前其实是非常多样的，

无论是身体形态还是生态作用上。分析表明，两个阶段的鱼龙灭绝可以与进化速率的降低和强

烈的气候变化相联系在一起。尽管世界范围内的温度和海平面上升可能不会直接影响鱼龙，但

像食物量、迁徙路线、竞争对手及其繁殖地点的变化等间接因素都是潜在的推动力，而这些间

接因素的结合可能导致了鱼龙的灭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白垩世末期的开始，一个重大

的、全球性的变化驱动力极大的改变了海洋生态系统的重组，产生了非常奇特并短暂的白垩纪

末期的海洋地质世界。鱼龙灭绝就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而众多的硬骨鱼类和鲨鱼却在进化。因

此，鱼龙灭绝似乎更像是一个更大的事件的一部分，目前研究团队正在进行相关研究。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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