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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ing statistics to predict rogue waves 

用统计数据来预测超级巨浪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3/ip-ust031016.php 

科学家开发出了一种数学模型,用来推导极端波浪的概率。这个模型使用时间和空间的多点

统计数据预测可能的极端波浪。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新物理学杂志》上，证明这些概率遵从

著名的已知函数，大大减少了结果的复杂性。 

作者 Matthias Wächter 解释道：“在科学和工程中我们通常会避免或消除噪声和波动以获

得最好的结果。对我们来说,了解噪音和波动有利于理解复杂的系统。”发生在开放水域的巨浪

是自发形成，对于包括大型船舶和远洋油轮来说都极其危险。海洋学家通常将有效波浪高度的

两倍定义为巨浪。Wächter 还认为：“多点数据使我们能够捕捉高水平的复杂性，比如海浪的

高度或湍流气流。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能够减少这些复杂性，使其遵循普朗克方程。”不幸的是

这种方法只能应用到海啸类事件。很可能是因为巨浪的统计资料与普通的海洋波有显著的不同，

所以这种方法不能捕获巨浪。对于研究者来说，下一步的工作是将这些预测的范围扩展到分钟

或小时尺度。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Why Hurricane Irene fizzled as it neared New Jersey in 2011 

为什么 2011 年的飓风艾琳在靠近新泽西的时候失败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308/ncomms10887/full/ncomms10887.html 

由罗格斯大学领导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飓风“艾琳”首次登陆新泽西州的时间发现了一

个能够削弱飓风并使近岸海域降温的动态过程。该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减少近海飓风和台风强

度预测的不确定性。飓风追踪预测在过去二十年中稳步提高，但飓风强度预测有所滞后。这项

研究发表在《自然通讯》，利用海洋观测站的观测和模型已经在美国大西洋中部运行了十多年，

是美国综合海洋观测系统（IOOS）的一部分。 

研究的首席作者是罗格斯大学的 Scott Glenn 教授，他说：“我们在高度分层的夏季对即将

着陆的飓风使用 IOOS 进行前所未有的观测，我们发现新过程

是由海洋快速冷却和风暴强度减弱引起的。”分层是夏季将海

洋分为温暖的表层水和寒冷的底层水。根据这项研究，在风暴

强度和影响的预测中结合近岸海水状况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在地球中纬度地区海平面上升和热带气旋强度峰值向

两极移动过程中。他们发现，“艾琳”使沿海海洋的表层和底层

水混合导致在艾琳之眼之前快速冷却。合著者 Travis Miles 说：“之后海洋和大气模型证实了强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3/ip-ust031016.php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308/ncomms10887/full/ncomms108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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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却过程及其对风暴的影响。”合著者 Yi Xu 是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他也表示在

亚洲的超级台风“梅花”经过黄海的时候也发现了广泛的冷却。另一个合作者是位于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的于非研究员，他用浮标数据确认了在“梅花”之眼之前也有快速冷却。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Continuous leaking of radioactive strontium, cesium from Fukushima to 

the ocean 

放射性的锶铯从福岛持续泄露到海洋中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est.5b03903 

2013 年 9 月巴塞罗那大学(UAB)的科学家调查了日本海岸的放射性锶和铯的水平。其在海

水中的放射性水平是核事故之前的 10 到 100 倍，尤其是发生事故的设施附近，这表明含有锶

和铯同位素的海水流入到太平洋中。 

3 月 11 日是福岛核事故以来的五周年。日本东北部地震和海啸损坏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FDNPP)，造成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和太平洋。自那时以来,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

都专注于控制流入和流出 FDNPP 的海水，并对损坏的反应堆使用冷却剂来净化海水的高放射

性。最近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的一项新的研究使用了日本核事故发生到 2013 年 9 月的

90Sr 和 134Cs、137Cs 浓度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包括东京电力公司的监测数据进行更长时间尺

度的分析。这项研究在 2011 年事故发生后启动，参与的研究人员和来自比利时和日本的专家目

前正在参与由 Pere Masqué博士领导的 FRAME 项目，旨在研究福岛核事故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Australia's limestone columns: Introducing the five new 'Drowned 

Apostles' 

澳大利亚新发现的五个灰岩柱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3/uom-itf030916.php 

随着隐藏在水下的 5 个灰岩柱的发现，澳大利亚著名的旅游景点“十二使者”的数目意外

的增加了。这 5 个灰岩柱位于大洋路 6 公里以外的海表面下 50 m 处，科学家称之为“淹没的

使者”。相对于著名的“十二使者”，这些淹没的灰

岩柱相对较小且数量也少，显示出对于侵蚀速率的

不同响应。 

这是研究人员利用高清的多波束地形地貌图

像，首次发现水下灰岩柱。海蚀柱总是处于剥蚀状

态，所以在海底发现这些海蚀柱令人诧异。研究人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est.5b03903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3/uom-itf0309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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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认为它们在海平面上升时发生过垮塌和侵蚀。就像“十二使者”，最新发现的灰岩柱曾经也

是海蚀崖的一部分，并且可以追溯到 6 万年以前。研究人员表示，海蚀柱的形成需要岩石抗侵

蚀和侵蚀速率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既要求岩石强度不能太强，以保证海水对岩石有一定

的侵蚀，又要求岩石强度不能太弱，足以支撑上面岩石的重量。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Faults control the amount of water flowing into the Earth during 

continental breakup 

在大陆破裂期间断层控制着进入地球内部的水量 

http://www.southampton.ac.uk/news/2016/03/earth-faults-and-seawater-study.page 

新观点探明水如何在大陆破裂期间进入固体地球内部的机制，首次揭示断层活动与进入地

球内部水量之间的关系。当水和碳从海洋进入地幔，水会与干热的橄榄岩发生反应，在地壳之

下形成蛇纹岩。研究人员利用声波探测地壳之下的蛇纹岩分布范围，从而计算有多少水进入地

球内部。具体原理就是，声波穿过地壳和地幔后可以被海底的检波器接收，声波的旅行时间可

以计算声波在岩石中的速度，从而反映出岩石的性质，据此来揭示岩石类型。数据的采集耗时

四个月，分为两个调查船进行，对海底 20 X 80 Km
2 的范围来进行探测。结果显示蛇纹石数量

和断层活动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也表明断层活动决定有多少水进入到内部岩石。该研究表明

断层活动时，水会更多的进入到地球内部，这也说明断层控制着进入地球内部的水量。此外，

研究人员评估了不同构造背景下的水进入地球内部与断层活动关系。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theory of deep-ocean sound waves may aid tsunami detection 

新的深海声波理论可能有助于海啸探测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2/miot-nto022916.php 

研究人员识别出一种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具有广泛来源的声学重力波—表面海洋波，这种波

可以在沙滩或者甲板上看到。这种波是知名的表面重力波，不能传播的太快、太远和太深，但

是在适合的条件下，它们可以产生强有力的快速传播的低频声波。研究人员已经发明了将重力

和声波联系起来的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当两个表面重力波相向运动，在相似的条件下震荡但是

不能识别出频率，那么它们相互作用可以以声波形式释放出 95%的能量，这反过来可以携带这

些能量更快的想深部传递。这种相互作用在大洋中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大陆架破裂

产生的表明重力波的区域。这种机制描述了能量在重力和声波之间的传递。并且研究人员表示，

这种能量交换对许多海洋生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其在水体交换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多数情况下，重力波与声波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一种形式对另外一种形式没有任何影

http://www.southampton.ac.uk/news/2016/03/earth-faults-and-seawater-study.page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2/miot-nto0229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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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是因为它们的属性参数具有很大区别，比如在时间尺度上和波长上差别巨大。新的理论

认为在极端环境下，比如海底垮塌，就可以将重力波与声学波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利用新的描

述方程计算评估了这种相互作用，认为新的理论可以为将来深海海啸的观测提供理论支持。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Give and take: Researchers analyze how nutrient pollution can negatively 

impact important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给予和获得：研究人员分析营养物污染如何给重要的生态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http://www.news.ucsb.edu/2016/016543/give-and-take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研究人员 Deron Burkepile 和 Andrew Shantz 的新研究显示，营

养物污染造成多个生态系统中的互惠/合作物种的相互关系失衡。Burkepile 说：“许多此类生物

是生态系统的基础物种，如果没有它们，生态系统将不复存在。”异养生物提供氮和磷代谢废

物给光养生物，作为回报，光养生物提供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碳，异养生物用来作为能源。研

究人员分析了海洋和陆地环境中 300 多个不同实验，发现共生生物相互作用方式发生了变化。

Burkepile 解释说：“营养物污染增加，真菌或细菌的生长变慢而植物的生长加快了，虽然植物

生长加快看起来是好事，但真菌或动物提供的其他功能会大打折扣，如对抗病原体或者干旱以

及协助获取铁等微量元素。利益转移给了光养生物，这可能通过改变它们的优势种来重组生态

系统。”减少多余养分的输入，在全球和区域水平上解决污染很重要。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Terrestrial biosphere contributing to warming climate 

陆地生物圈加剧气候变暖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terrestrial-biosphere-contributing-to-warming-climate 

北亚利桑那大学助理教授 Deborah Huntzinger 和一个研究团队分析了三种温室气体的净

差额，对于释放入大气的温室气体和陆地、海洋吸收的二氧化碳进行了比较。这篇文章发表在

本周的《Nature》杂志上，首次详细研究评估了向环境中释放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减去陆地

吸收的二氧化碳之后的量。研究人员用 2001 年到 2010 年的温室气体数据与工业化前的排放信

息相比来解释人类活动造成的变化。拥有世界 90%稻田和高氮肥利用量的亚洲南部表现出了最

显著的气候变暖净效应。而北美和亚洲北部陆地吸收的二氧化碳等于或大于人类活动产生的甲

烷和一氧化二氮生物排放量，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区域虽小但在减缓气候变暖上担任重要角色。

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范围内，人类活动深刻影响着陆地生物圈，使其成为气候变化的贡献者。

这些信息可以告诉决策者应下大力气减缓全球变暖，特别是在大规模农业地区。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http://www.news.ucsb.edu/2016/016543/give-and-take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terrestrial-biosphere-contributing-to-warming-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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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ervation sea change 

保护变化的海洋 

http://www.news.ucsb.edu/2016/016541/conservation-sea-change 

航海安全援助 AIS 可通过卫星传送船舶的确切位置，该技术不仅可用于避碰，而且还具有

保护海洋健康的潜力。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 Douglas McCauley 牵头的国际研究团队探索

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对于全球鱼类和渔民未来的可持续性进行智能化管理。他们分析了数十亿的

船舶数据点来回答两个重要问题：新世纪大量设置的海洋公园能否阻止非法捕鱼？这些数据是

否对联合国正在制定的公海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条约有所帮助？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Science》

杂志上。 

McCauley 团队绘制出人类使用的公海海域行为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卫星追踪太平洋

捕鱼活动的视图。McCauley 认为 AIS 数据的价值远远超出对捕鱼行为进行跟踪。它可以用来

减少鲸鱼和船只的碰撞，智能地区分用于保护野生动物安全的海域和海洋贸易繁荣的海域，并

对海底采矿作业进行监督。McCauley 表示，这样的智能科技能帮助我们停止从贫穷国家窃取

食物和生物多样性的活动，遏制海洋社会的不公行为，并为我们合作管理海洋以保持健康提供

新的工具。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Major source of methanol in the ocean identified 

海洋中甲醇的主要来源已被确定 

http://www.whoi.edu/news-release/major-source-of-methanol-in-the-ocean-identified 

海洋中许多微生物以甲醇为食，以获取能量进行生长。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HOI）的

研究人员发现海洋中甲醇的来源为浮游植物。研究发现，这些微观的、类似植物的生物产生的

甲醇量可以超过陆地上的生产量。相关研究发表在 2016 年 3

月 10 日的《PLoS ONE》上。海洋中的甲醇可以被亲甲基醇

菌迅速消耗。研究人员在浮游植物培养基中发现了甲醇蚕食

细菌，提取该微生物的 DNA 可以发现它与海洋中的一个著

名的甲基醇菌相匹配。因此，研究人员想要探索浮游生物产生的甲醇，通过文献查阅，他们发

现有些文章已经报道了浮游生物可以产生甲醇。浮游植物只有在生长的特定阶段才会产生甲醇。

所以，必须选择正确的时间才能观察到甲醇生成。根据实验室测量，研究人员估计，每年至少

有一百万吨的甲醇在世界各地海洋中生产，这可能会超过大气中的量。甲醇产量如此巨大，也

可以证明海洋中甲基醇菌的数量要比以前估计的多很多。虽然研究结果填补了一些重要的知识

差距，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未来的工作中，研究人员希望了解，甲醇是否能告诉我们

http://www.news.ucsb.edu/2016/016541/conservation-sea-change
http://www.whoi.edu/news-release/major-source-of-methanol-in-the-ocean-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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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浮游植物生长模式的答案，什么是“化学货币”，如果有的话，微生物回馈给浮游植物群

落什么，以及海洋中甲醇消费循环的速度如何。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Revolutionary graphene filter could solve water crisis 

革命性的石墨烯过滤器能解决水危机 

http://monash.edu/news/show/revolutionary-graphene-filter-could-solve-water-crisis 

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石墨烯的过滤器，它可能成为管理全球水危机的关键。由

莫纳什大学和肯塔基大学开发的新型石墨烯过滤器能让水和其他液体过滤的速度比目前领先

的商业过滤器快 9 倍。新的过滤器可以过滤掉任何大于 1nm 的物质。该过滤器可以长时间用于

苛刻的腐蚀环境中，比市场上其他过滤器需要的维护更少。制造这种过滤器的关键是开发一种

可以用刀片扩的很薄的粘性氧化石墨烯。石墨烯基的过滤器可以用来过滤化学物质、病毒或细

菌。这种技术可以让过滤器的生产速度更快，生产规模更大。这是第一次将石墨烯过滤器在工

业规模上进行生产，该研究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Electricity, heating most climate-friendly uses for natural gas 

科学使用天然气减少气候变暖 

http://news.rice.edu/2016/03/08/electricity-heating-most-climate-friendly-uses-for-natural-gas/ 

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来使用天然气并减少导致气候变暖的

排放量，具体就是利用天然气更换现有的燃煤电厂和油炉的燃料，而不是将其应用在汽车和公

共汽车上。莱斯大学的环境工程师 Daniel Cohan 等研究人

员比较了净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实现途径是替换车

辆、锅炉和发电厂的燃料。他们发现，燃气电厂净排放量

减少最大，可达 50%。在车辆中使用压缩天然气收益最小，

基本上匹配现代汽油或柴油发动机的排放量。日本是世界

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研究人员估计，在日本用液

态天然气取代燃煤电厂可以节省 15%的排放。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monash.edu/news/show/revolutionary-graphene-filter-could-solve-water-crisis
http://news.rice.edu/2016/03/08/electricity-heating-most-climate-friendly-uses-for-natural-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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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populations revealed through seawater analysis 

通过海水分析揭示鱼类种群信息 

http://www.kobe-u.ac.jp/en/NEWS/research/2016_03_07_01.html 

近日，来自神户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小组发现，测量海水中鱼类 DNA 可以测算出这一栖

息环境中鱼的数量。这一发现能够使对鱼分布的调查变得更快速、有效，并在长期监测中也具

有潜在的应用，相关研究发表在《PLoS ONE》杂志。

到现在为止，海洋物种分布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捕

捞和鱼类探测设备。然而，这些调查方法都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人力，使用这些测量仪器也需要专业的知识。

另一方面，一种用于确定目标鱼类是否栖息在一个特定

水域的方法已经建立：分析释放到水中的鱼类的 DNA，即 eDNA 的方法。研究人员对该方法

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是否能够通过测定释放到环境中的 DNA 来确定鱼的位置和大小。

研究人员从舞鹤湾 47 个地点收集了 1 升地表水和底层水样，并通过实时定量 PCR 估测了日本

竹荚鱼 eDNA 的浓度。研究人员对所测得的 eDNA 浓度和通过鱼探测设备测定的日本竹荚鱼生

物量进行比较，他们发现有个位置的 eDNA 浓度显示了这个位置 10-150 米范围内的生物量。这

证明了分析环境中 DNA 的方法可用于定量测定海水中鱼的数量及分布。这种方法简单，不需

要专门的知识，并且可以用于短时间内的大规模调查，这些特点也使得它适合于长期监测。该

方法具有极大提高海洋资源数量及分布的调查效率的潜在能力。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The turbot: Vertebrate genes give clues into disease resistance 

大菱鲆的基因组为抗病性研究提供线索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3/snrc-ttt030916.php 

第一个进行基因测序的西班牙脊椎动物是多宝鱼（大菱鲆），它比其它鱼类具有更发达的

视觉感，因为它是在缺少光的海底进化而来的。此外，它的基因告诉我们，其细胞膜中脂肪含

量远远高于其它物种，因此，它能够承受其栖息地的低温

环境。大菱鲆的全基因组测序为进一步调查其对不同疾病

的抗性及更深入地探讨其它鱼是如何应对这些疾病开辟

了道路，这一测序结果可用在将来遗传选择方案的设计或

可能的疫苗上，相关研究发表在《DNA Research》杂志

上。多宝鱼呈扁平菱形，双眼都在左侧，在它演化成扁平鱼时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因为它

生活在海底，意味着它已经适应了弱光和寒冷的水域环境。研究人员称，他们发现这种脊椎动

http://www.kobe-u.ac.jp/en/NEWS/research/2016_03_07_01.html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3/snrc-ttt0309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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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许多与视觉有关的基因相对于其他鱼类是重复的，这表明它们已经通过进化改善它们的视

觉以适应周围的暗环境。为了能够承受这些温度，多宝鱼与其他生活在较高温度中的鱼类相比，

其细胞膜中具有大量的与脂肪酸相关重复基因，这些膜的脂质成分在抵御寒冷上是一个关键的

因素。科学家已经成功找到了与生长、性别分化和抗病等相关的重要基因，以及这些基因中的

哪些特定部分影响这些性状，这对更高效的遗传选择项目的发展至关重要。研究人员称，虽然

现在多宝鱼产业非常完善，但渔民仍面临细菌、病毒或寄生虫等病害的侵扰，目前尚未有疫苗

或有效的治疗方法来针对这多种病害。渔民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缩短鱼的生长期，这个问

题是否可以通过选择那些涉及生长发育及性分化的基因来解决，因为雌性的生长速率要比雄性

快的多。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New York harbor's oyster beds once protected against severe storm and 

extreme wave damage 

牡蛎床曾一度保护纽约港免受严重风暴和极端海浪的损害 

http://www.umass.edu/newsoffice/article/new-york-harbor%E2%80%99s-oyster-beds-once 

近日，一项对纽约港牡蛎养殖场的研究首次将欧洲的过度捕捞与古贝类养殖场失去自然海

岸对洪水和风暴的抵御能力联系在了一起。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基于沉积物重建和水动力模型

模拟的新方法，研究表明，海港牡蛎礁在欧洲人定居后的退化与居住地海浪冲积沉积物的显著

增加相一致，相关研究发表在《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期刊。 

研究人员发现，在所研究的地区，早期的殖民者似乎增加了风暴引起的淹没，他们想到欧

洲殖民者对纽约港的一个最大影响：天然牡蛎养殖场的毁灭。

牡蛎对是早期殖民地非常重要，在 1600 年到 1800 年之间，

纽约港的牡蛎被迅速收获，而珊瑚礁便被风暴摧毁了。为了

检验这一假设，研究人员用一个循环和波浪模拟模型来重建

过去的波高和风暴潮的高度，并模拟历史上的两个风暴对牡

蛎养殖场的影响，他们还从 5-6.5 米深处采集岩心沉积物样品，以分析 3000 年前的风暴层和其

它特征。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牡蛎礁提供了海岸保护。研究人员也承认，就像任何沉积记录一

样，它的解释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而数值模拟表明，过度捕捞和破坏牡蛎礁，为风暴引起

的淹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版面设计：彭海青 王琳 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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