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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现了不同种类的厄尔尼诺 

 新研究揭示了航空气候变化危机解决方法背后的“神话” 

 研究发现极端龙卷风爆发变得更加普遍 

 伊比利亚半岛的极性反转留下了磁场痕迹 

 海洋在七英里深处仍然很嘈杂 

 新研究查明了日本海外大地震的应力因素 

 浅水珊瑚与其深水类似种并无关联 

 技术的发展能改善空气质量吗？ 

 了解物种之间的差异是保护工作的关键 

 用泡沫提高生物炼制 

 研究人员寻找新一代生物燃料的新进展 

 清洁能源会给全球水资源带来压力  

 过度捕捞增加水生生态系统的波动 

 对新罕布什尔州牡蛎养殖的首次全面研究 

 节育药中的雌激素对鱼类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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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 sees a different kind of El Nino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现了不同种类的厄尔尼诺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5181633.htm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可视化系统显示，2015 年的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在演变过程

中，其海表面温度创建的模式与 1997 - 1998 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并不相同。计算机模型只是 NASA

科学家用来研究这种厄尔尼诺大事件的工具之一。  

    NASA 全球建模和同化办公室(GMAO) 的科学家 Robin Kovach 认为厄尔尼诺的开始很重要。

可视化显示 1997 事件的海表面温度开始于低于平均海表面温度，但 2015 年的温度要高于平均

温度，而且不仅发生在太平洋也发生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此外，97 年厄尔尼诺现象在东太平洋

强大得多,南美海岸有很多的暖水。在 2015 年，最温暖的水域而是在太平洋中部，并向国际日

期变更线以西延伸。将海洋浮标、大气模型、卫星数据和其他数据输入到计算机模型中也可以

模拟未来几个月海水的温度。Kovach 说：“在过去，非常强烈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会转变成中

间的条件，然后就是拉尼娜事件。”2月的计算机模型预测显示海洋表面温度会在6月恢复正常，

最新的 2016 年 2 月 5 日还没有预测到会导致拉尼娜事件的低于正常海洋表面的温度。截至 2016

年 2 月 14 日，最新的海洋模型显示南美海岸厄瓜多尔到巴拿马的水温要低于平均值。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research uncovers the ‘myths’ behind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 

aviation’s climate change crisis 

新研究揭示了航空气候变化危机解决方法背后的“神话”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61920916000158 

发表在《运输研究》杂志的一项新研究探讨了可持续航空旅行并且不增加环境污染的关键

技术方法。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同 NHTV 奥塔哥大学合作，探索诸如如何替代燃料、太阳

能飞机等新技术,并且如何在以后成功地应用这些技术。研究者认为,讨论这些技术能创造零排

放的“神话”。萨里大学的 Scott Cohen 博士说：“空中旅行在过去的 40 年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到 2050 年在航空中的能源使用将增加两倍，这与承诺通过使用太阳能飞机和氢燃料减少飞行

排放形成鲜明对比。构成“神话”的新技术只是一种宣传形式，它否认了在航空中的气候政策

已经停滞的这一真相。工业和政府使用这些所谓的神话般的技术只是解决了什么都不做的焦虑，

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研究小组分析了这些航空技术诸如太阳能飞机是如何被认为是可持

续飞行的关键。虽然作为解决高排量飞行的一种可能方案，但事实上太阳能飞行是不可行的，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5181633.ht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6192091600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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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飞机的创造者承认太阳能飞机将是“永不替代燃料的航行。”虽然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

些发明是吸引人的，但是航空业排放到大气中的有害气体正在增加。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Extreme tornado outbreaks have become more common, says study 

研究发现极端龙卷风爆发变得更加普遍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229/ncomms10668/full/ncomms10668.html 

北美在龙卷风发生期间会造成很大的死亡和破坏，这种大规模天气事件会持续一到三天，

跨越很多地区。2011 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其催生了 363 个龙卷风，造成超过 350 人

死亡，110 亿美元的损失。目前，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龙卷风的平均数量自 1954 年以来已上涨，

像 2011 年这种极端爆发的几率也在增加。 

但研究人员还不知道是什么推动了这一变化，其主要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科学与工程

学院天气研究员 Michael Tippett，他说：“这可能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但我们通常的观测记录和

计算机模型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一结果将帮助保险公司更好地了解龙卷风爆发带来的风险。

在过去的 10 年里，该行业平均每年会损失 125 亿美元的保险。这篇文章刊登在近期的《自然

通讯》杂志，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计算了平均每年每次爆发龙卷风的数量以及方差、离散度，

发现尽管被评为 F / EF1 或更高级别的龙卷风总数没有增加，但自 19 世纪 50 年代，其平均数量

从大约 10 增加到到 15 。Tippett 认为极端爆发事件频频发生有两个因素。首先，平均每次爆

发的龙卷风数量上涨了；其次，方差迅速增加,这意味着远高于平均的数量将更为常见。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The ancient rotation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left a magnetic trace 

伊比利亚半岛的极性反转留下了磁场痕迹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4092235.htm 

在莱昂南部发现的火山岩在 3 亿年前经历了大约 60°的极性反转，这种磁信号被一些矿物

记录下来，目前被研究人员发现和分析。这种发

现加深了我们对于现今消失的山脉范围的理解。

当地河流两边的火山岩来源于 4.6 亿年前，当时

该地仍处于冈瓦纳大陆边缘海岸地带。大约在

3.5 亿年以前，古代大洋在 Pangea 超级大陆形成

期间关闭，并且其上的沉积物演变为大型山脉，后来形成曲形形状，并在 3 亿年前成为仙剑伊

比利亚半岛的一部分。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229/ncomms10668/full/ncomms10668.html


海洋科学快报                                          2016 年第 8 期 

4 

返回目录 

研究人员在该地区采集了 320 块岩石样品，并对其分析，然后依据矿物记录的磁信号重建

了岩石形成的历史。该结果已被发表在《Tectoniphysic》。这些岩石是在 4.4 亿年前沉积在海底，

并靠近南极，并且其组成指向是地球磁场的方向。在 1.2 亿年以后，两大陆发生碰撞，陆地中

间就是现今的北欧和南欧。碰撞结果就是有名的华力西造山带，山脉延伸范围为南北向，这就

在岩石中留下了当时地球磁场的二次磁信号。磁场方向改变的信息记录在岩石矿物之中，说明

了这些山脉经历了 60°的磁场转换。研究人员指出磁信号可以与大型造山形成的过程联系，并

据此反演出一些地质过程。该研究为解释弧形造山带形成提供了一些地质信息，但仍不能完全

解决长期引发地质界争论的问题。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Seven miles deep, ocean still a noisy place 

海洋在七英里深处仍然很嘈杂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2135601.htm 

NOAA 及其合作的科学家首次下潜到达世界

大洋最深处，发现大洋底部不是想象中那样安静，

反而是一个充满人类活动和自然界声音的世界。

在马里亚纳海沟 7 英里深的洋底，挑战者号携带

的声波检测器记录了这些洋底噪音。科学家表示：

“本来你会认为在世界上最深的大洋，可能是世

界上最为安静的地方，但是这确实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噪音。周围声音场主要以地震声音为主，

无论近处还是远处以及鲸鱼的声音，还有喧闹的四级台风的声音都恰似在头上穿过。“水中听

音器还能监听来自船螺旋桨的声音。挑战者号下潜的地方靠近关岛，该区域是到达中国和菲律

宾集装箱运输船的行驶中心地带。 

该研究的目的是建立西太平洋最深地区的噪声背景，人造噪音在近几十年里显示出稳定上

升，这可以让科学家确定未来是否这些噪音水平仍在上升，并且可以据此分析噪音是如何影响

利用声波的海洋动物群落，比如鲸。在足可以淹没喜马拉雅山的水深中获得首次的噪音记录是

不容易的。水下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在释放声音检测器速度限制在每秒 5 米之内，以保障

其在如此大的压力下能够幸存下来。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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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study pinpoints stress factor of mega-earthquake off Japan 

新研究查明了日本海外大地震的应力因素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2135559.htm 

最近一项新研究表明，日本海外岩石组成在

导致 2011 年大地震事件中起着重要的地质作用，

该次大地震是过去 50 年来两次超过 9 级大地震

中的其中一次。该研究已被发表在《Nature》期

刊上，这为以后的地震灾害的预测和评估提供了

新的信息。这次 9 级的大地震引发了重大的海啸灾害，对日本海岸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包括

福岛核泄漏灾难的发生。这次大地震不是典型地震但造成了大运动，也不是典型的滑动破裂而

是在一个小的破裂区域产生。 

为了更好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次大型运动。研究人员使用重力和地貌数据制作

了精细的海底地貌和地质结构图。该图显示在中部构造线，显示出两个明显不同的岩性组，并

沿着海底构造线分布。该区域正位于地震发生的区域，处于板块边界，以高度变化的水深和陡

峻的坡度为特征。这种高度变化的坡度隐含了一些地质结构的突变信息。这种新方法使研究人

员能够考虑日本海底地壳组成的变化对地震循环的影响，进而为地震成因提供数据支持。研究

人员认为是在中部构造线上火山岩一侧，大量的应力积聚导致了这次地震位移的产生。这种新

理论为以后地震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视角。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Researchers found shallow-water corals are not related to their 

deep-water counterparts 

浅水珊瑚与其深水类似种并无关联 

http://rsmas.miami.edu/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6/um-researchers-found-shallow-water-coral

s-in-florida-are-not-related-to-the/ 

迈阿密罗森斯蒂尔海洋和大气科学学院的科学家领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与位于同一珊瑚

礁上的深水珊瑚相比，浅水珊瑚与千里之外的浅水珊瑚类似物种的相似性更高。贯穿加勒比地

区的珊瑚因各种当地和全球的压力（包括气候变化、疾病、污染和过度捕捞）而减少。研究人

员研究了加勒比一种常见珊瑚物种的基因连通性，以了解浅水珊瑚是否可以从更深更完整的珊

瑚群体中招募新的幼体以便从干扰中恢复过来。研究发现佛罗里达群岛小于 10 米深度的珊瑚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2135559.htm
http://rsmas.miami.edu/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6/um-researchers-found-shallow-water-corals-in-florida-are-not-related-to-the/
http://rsmas.miami.edu/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6/um-researchers-found-shallow-water-corals-in-florida-are-not-related-t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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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与一千英里之外的美属维尔京群岛相同深度的珊瑚礁关系更为密切，而佛罗里达群岛大于 25

米深度的珊瑚礁与它们的浅水邻居尽管近在咫尺却差距很大。 

调查显示整个地区的浅水珊瑚大都有非常密切的相互关系，表明它们具有非常好的连通性

且能共享幼虫。唯一例外的是百慕大群岛处，浅水珊瑚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反映了其在大

西洋孤立的位置。研究人员还指出在百慕大群岛不存在深浅差异，这表明局部水流模式和水体

透明度的差异可能是佛罗里达珊瑚隔离的因素。共同作者 Andrew Baker 说：“这项研究强调了

需尽最大可能保护佛罗里达州的浅水珊瑚，因为在危机时刻，不能依赖此地的深水珊瑚。”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Are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improving air quality? 

技术的发展能改善空气质量吗？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2182100.htm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伦敦大雾事件导致成千上万的早逝，促成了一系列提高空气质量的尝

试。根据 Philip K. Hopke 的调查，寻找空气污染源的努力在过去的 50 年间是持续进行的。另外，

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表明，当

今污染物测量技术持续发展。Hopke 认为，衡量空气质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定量确定空气污染

源。在他的文章《综述：受体建模的方式解析污染源》中，Hopke 讨论了众多数学数据分析方

法。杂志的主编 Trivikrama Rao 博士说：“受体模型方法通常用于空气监测数据，用以识别和认

定空气污染物。Hopke 介绍了这些方法的演进、应用、技术的现状并进行了展望。”Hopke 在为

大气数据分析方法的拓展感到高兴的同时强调了该领域的改善需要继续。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within species is critical to conservation efforts 

了解物种之间的差异是保护工作的关键 

http://discover.umn.edu/news/environment/understanding-differences-within-species-critical-cons

ervation-efforts 

发表于《Ecological Applications》杂志的新研究显示，保护规划过程应考虑不同地理范围物

种之间的差异。赫尔辛基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Maria Hällfors 博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环境学院的

Jessica Hellmann 主导了该研究，他们观察美国北部的卡纳蓝蝶和欧洲北部的西伯利亚报春花这

两种受威胁物种。 

研究人员发现，某一地区的种群，可能已经适应了当地特殊的环境，意味着即使是同一物

种需要的生存条件也是不同的。但科学家、环保人士和土地管理者在预测未来分布的时候，通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2182100.htm
http://discover.umn.edu/news/environment/understanding-differences-within-species-critical-conservation-efforts
http://discover.umn.edu/news/environment/understanding-differences-within-species-critical-conservation-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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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假设物种的所有个体在相同条件下存活。Hällfors 说：“这项研究表明，当考虑物种作为一个

独立的种群和由截然不同的种群组成这两种情况，生态学家进行模拟和其他研究可能会得出不

同的结论。”在这两种情况下，作者运用生态模型预测了气候变化下物种适宜的栖息地，一种

是把每一物种作为一个整体，二是把每一物种分成两个主要子单元或种群。他们发现这两种方

法产生不同的结果，这表明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如果它们彼此隔离并进化出了独特的气候忍

耐度，可能会对气候产生不同的响应。该研究强调了制定保护政策时，需考虑种群的差异性。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Improving biorefineries with bubbles 

用泡沫提高生物炼制 

http://www.tohoku.ac.jp/en/news/research/improving_biorefineries_with_bubbles.html 

    一队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预处理有机材料的新方法，新方法可以使生

物燃料、生物化学物质生产更有效。新的方法是将玉米叶和植物的茎粉碎后放置于过碳酸钠溶

液（SP）中，然后通过一个“水动力（HD）空化系统”。当通过系统中的收缩装置时，有气泡

生成，然后由于收缩后压力的变化，气泡破裂。这种“空泡化”形成、生长、破裂的过程产生

的高的、局部的能量可以分解生物质的纤维素。该小组以前开发了一种预处理系统，涉及应用

超声波（US）的能量获得一种生物处理的生物质溶液。这也导致空化并改进了纤维素纤维的分

解。相关研究发表于《工业与工程化学研究》杂志上，他们比较了 HD-SP 和 US-SP 系统预处理

分解纤维素的效率。生物炼制——从生物质生产燃料和化学品的技术涉及植物材料纤维素水解

成可发酵的糖，然后用转基因微生物和化学催化剂生产生物燃料。该团队发现，HD-SP 系统比

US-SP 系统更有效地生产可发酵糖。他们还发现，HD-SP 系统具有较小的收缩使生物质处理更

有效。HD 空化器比 US 空化器耗能少，很容易扩大生产，该小组认为 HD-SP 系统更适合植物生

物质的预处理。研究人员还建议进一步研究其他因素，如浓度和前处理温度和时间，以进一步

提高系统能力。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Researchers' new advance in quest for second generation biofuels 

研究人员寻找新一代生物燃料的新进展 

http://www.york.ac.uk/news-and-events/news/2016/research/second-generation-biofuels/ 

约克大学的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一个由真菌和细菌产生的酶家族（LPMOs）能够分解坚韧的

纤维素为基础的材料。了解这些自然过程背后的化学作用，将有助于科学家重新创造和改善它

http://www.york.ac.uk/news-and-events/news/2016/research/second-generation-bio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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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工业用途，主要是生产生物燃料的可持续来源。《自然化学生物学》（Nature Chemical Biology）

的研究表明了当酶与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结合时，它的活性位点是如何变化的。Lpmos 颠覆了

生物学关于生物降解的思维，这种新的结构将帮助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提高这些重要的酶的效

率。 

文章链接如下：

http://www.nature.com/nchembio/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hembio.2029.html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Clean energy could stress global water resources 

清洁能源会给全球水资源带来压力 

http://www.iiasa.ac.at/web/home/about/160304-erl-water-energy.html 

发表于《环境研究快报》（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上的一项新研究报告称，在能

源系统中，减缓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水资源的压力。然而，研究表明，提高能源效率和专注于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需要更少的水），或者转换成更高效的冷却技术，可以帮助避免这个问题。

研究员 Oliver Fricko 说：“虽然有可能的替代能量转移途径可以让我们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2°C，

但这些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长期用水。这取决于选定的能源途径，生产需水的能源部门可能导

致水资源配置与其他部门（如农业或家庭使用）的冲突，导致水资源局部短缺。”能源部门对

水资源的利用率已经占全球约 15%。然而，根据研究，相对于基准年（2000）到 2100 年全球

水资源的使用可能会增加超过 600%。这种水的使用大多来自热电厂，热电厂依赖于水的冷却。

水的使用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当河水或海水被用于电厂冷却时，其会在更高的温度下被释放到

环境中，产生一个被称为热污染的问题，这会影响水生生物。该研究发现，如果不采取措施，

热污染将增加在未来更加严重。这项研究显示了一个综合分析的重要性，认识到相互关联的全

球性挑战，水、气候和能源相关的挑战。该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也可能影响能

源生产能力。能源项目主任 Keywan Riahi 说：“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气候变化减缓策略的设计有

重要意义。能源规划者需要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对当地水的影响上，因为其可能会限制政策选择。

最终我们需要整合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避免在水和气候变化等与能源相关的目标

之间进行权衡。”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www.nature.com/nchembio/journal/vaop/ncurrent/full/nchembio.2029.html
http://www.iiasa.ac.at/web/home/about/160304-erl-water-ener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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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ishing increases fluctuations in aquatic ecosystems             

过度捕捞增加水生生态系统的波动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2121028.htm 

对主要大型鱼类的过度捕捞，不仅会使鱼的数量减少，还会改变留下的鱼类。当鱼在被捕

捞前有机会繁殖时，如果鱼的体型很小，性成熟很早，这些特性便被传给了下一代。像北美西

海岸的大西洋鳕鱼这种过度捕捞的鱼类种群，已经发现它们的个体变得更小、更早熟。鱼在水

生生态系统中经常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所以鱼类的变化可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包括整个生态

系统。赫尔辛基大学芬兰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过度捕捞是如何改变水生生态系统功能的，

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来帮助他们模拟种群和通过食物网以及生态系统整体动力学进行的能量

流通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康斯坦茨湖鲈鱼和白鲑的捕捞。对生态系统中捕捞目标

的模拟研究表明，一旦过度捕捞将导致鱼变得较小，并且更早达到性成熟，那么湖中浮游生物

的生产将变得不稳定。同样，鱼类种群个体的大小和它们后代的产能也会在两代之间也会产生

巨大波动。研究人员称，如果鱼的这种变化是可以遗传的，即使捕捞永久停止了，鱼类种群和

湖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是不可能恢复的。这项研究表明，在评估鱼类捕捞产生的影响时，将

整个生态系统及对其它物种的影响考虑在内非常重要。我们对这种复杂性越了解，就越能更好

地了解鱼类捕捞将会对鱼类及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的研究已经刊登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Fir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New Hampshire oyster farming             

对新罕布什尔州牡蛎养殖的首次全面研究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4120823.htm 

近日，来自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科学家对新罕布什尔州牡蛎养殖过程中的氮动态进行了首次

全面研究，为当地的牡蛎养殖业提供了参考。研究表明牡蛎养殖在脱氮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新罕布什尔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高氮水平曾经导致了大湾水质和水生生物的

恶化。2009 年的研究表明，氮水平超过了前五年的 42％。研究人员还指出在 1990 到 2008 年

间，鳗草的数量下降了 64％，成年牡蛎种群也从 1997 年的 125,000 下降至 2009 年的 10,000。 

每一个牡蛎的收获都代表一定量的氮脱离了湿地生态系统，研究人员对于氮动态以及其是

如何受牡蛎养殖影响进行了量化。本研究中，研究人员从 2010 年开始在大湾的 6 个地方对牡

蛎进行了三年以上的研究。研究人员对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大小的牡蛎以及牡蛎的不同组织

进行了氮含量的测量。牡蛎饲料中含有的氮大多是来自浮游植物和单细胞植物，当牡蛎进食时，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2121028.htm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3/1603041208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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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作为废物排出，但有相当部分被转化到体内，存在于壳和软组织中。本研究的目的是

了解养殖牡蛎中含多少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牡蛎体内氮含量的变化以及与其他途径相比牡蛎

养殖场是如何去除河口流域的氮的。研究发现，根据牡蛎的大小、养殖地点、水质和季节等的

不同，养殖牡蛎体内的氮含量是不同的，并且发现氮含量高的水域中养殖的牡蛎体内氮含量较

高。 

研究人员还指出，在大湾水域天然牡蛎礁的破坏可能大大促进了氮含量的增加。在上世纪

90 年代，在河口爆发的两次牡蛎疾病导致了天然牡蛎礁数量只有 30 年前的 10％左右。虽然养

殖牡蛎不会成为大湾水域减少氮的主要解决方案，但牡蛎养殖仍然提供了宝贵的生态系统服务。

相关详细的内容已经刊登在《Aquaculture Research》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strogen in birth control pill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ish        

节育药中的雌激素对鱼类有负面影响

http://www.lunduniversity.lu.se/article/oestrogen-in-birth-control-pills-has-a-negative-impact-on-f

ish 

来自瑞典隆德大学的一项新博士论文的研究显示，用于节育的雌激素可以改变鱼的基因，

从而可能会导致鱼类的行为改变。乙炔-雌二醇（EE2）是许多节育药中含有的活性物质，当它

们作为废物排放到水中时就会影响水生生物。即使是低浓度的 EE2 也会对鱼类的基因和它们的

行为产生影响，鱼类的遗传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它们进入了捕食困难时期。以前的研究

已经表明，鱼类中存在生育困难问题，这可能会导致整个鱼群的完全消失，而后危及整个生态

系统。鱼类相比于人类有更多的雌激素受体，这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雌激素的影响。本文研

究了三种不同的鱼类：鲑鱼、鳟鱼和斜齿鳊，这是生活在海水和淡水中的重要经济鱼类。研究

人员还调查了瑞典的医护人员对节育药中的雌激素对环境影响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医护人

员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知道的信息主要来自制药企业。医护人员缺乏雌激素节育方法对

环境造成影响的认识，这可能会影响他们提供的咨询信息。 

类对环境的影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研究人员不只是想研究鱼类生态系统是怎样受激素

影响的，还要看看我们使用激素的节育方式对生态系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必须确保医护人员

和民众了解所有相关信息，因为目前技术的解决方案是不足以净化我们的水资源的。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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