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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usands of pieces of data demonstrate that sea levels, extreme 

phenomena are evolving independently 

大量数据表明海平面、极端现象都是独立发展的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JC011173/abstract 

多个机构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与风暴变化有关的项目，目前正在使用新方法进行研究。

气候变化对海洋及其周边地区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 20 世纪初

以来的海平面上升，进而可能导致洪水,破坏堤坝等一系列的后果，都会影响生态和社会经济发

展。此外,与风暴有关的极端现象也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一个问题，会造成重大的破坏。 

在研究这两个现象的过程中, 地中海高等研究所(IMEDEA)的Marta Marcos研究员解释认

为：“一般来说，海平面数据与所有的过程都有关。我们只有一种显示海面高度的图片，但我

们不知道这个值是否对应于平均水平或与风暴有关。直到目前我们了解到几乎所有的极端现象

变化都与海平面的变化相关联。” Marcos 博士决定关注“假如这两个是独立分开的过程，在

其中一个的节奏下，另一个是如何发展的”。 他在泊松过程中运用一个卡尔曼滤波器扩展分析

了过去 100 年中 77 套数据集，得到的直接后果是可以确定这两种现象不仅单独发生而且还单

独发展。这一工作的结果已经公开在《海洋》杂志上，题目为“全球海平面极端化的长期变化”。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Tracing deep ocean currents 

追踪深海环流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5085825.htm 

放射性同位素从英国东北沿岸的塞拉菲尔德到达挪威海岸通常需要四年时间。研究人员

Yongqi Gao 通过追踪放射性废物来理解洋流是如何形成的，并观察其流向哪里。在日本福岛事

件中，核电站被海啸碰撞,科学家曾利用海流的数值模型预测被释放的放射性物质的速度和方向。 

Yongqi Gao 从事于洋流的模拟和流入太平洋的放射性同位素的追踪，他参与了 2015 年开

始的 ORGANIC 研究项目，目前正在研究包含生物地球化学示踪剂的海洋环流模型来理解深海

洋流的形成和运动。上层洋流是由海面风力驱动,而深水洋流是由温度和盐度的差异所驱动，所

以又称为热盐环流。在大西洋北部,冷而稠密的水从海表下沉到深海,最终形成了北大西洋深层

水(NADW)。因为 NADW 在近二千米的深度，所以要研究其形成和路径很棘手。示踪模拟的

结果通常会与观测数据相比较。这些类型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评估和调整自己的模型。同

样地,更好地了解深海洋流的运动也可以将帮助研究人员提高长期气候效果的预测。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JC011173/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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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ematical advance in describing waves 

描述波的数学方法进展 

http://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10.1103/PhysRevLett.116.043902 

布法罗大学的数学家 Gino Biondini 认为，数学的一大乐趣是能够用它来描述物理世界中

所看到的现象。Biondini 和乌兰巴托博士后研究员 Dionyssios Mantzavinos 发表了一篇新论文,

提出了用数学方法描述波。这项研究发现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被认为适用于从光波到水波

范围的波形式。 

研究探讨了当规则波模式有小尺度不规则时会发生什么,这个是过去 50 年科学家们一直试

图回答的问题。研究人员早就知道,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小尺度不规则最终会完全扭曲原始波动,

这种现象被称为“调制不稳定”。但乌兰巴托团队通过数学方法将许多不同类型的扰动演变成同

一类的波形式，表示成相同的渐近状态。自 1960 年代以来已经发现调制不稳定性，当有小扰

动输入时,输出会有大的变化。Biondini 试图找到准确描述其发展的方法。Biondini 说：“在前

面两篇论文基础上，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获得数学性描述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使用电脑来

测试我们的数学方法是否正确，发现其仿真结果很好，看来我们抓住了这一现象的本质。”下

一步是与实验研究人员合作，看看理论是否适合具体的物理波。Biondini 已经开始和研究小组

在光波和水波上展开了工作，他希望很快就可以验证这一理论预测与实际实验。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How to make a tiny volcanic island 

如何形成一个小型火山岛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6133812.htm 

2013 年 11 月 20 日，日本考察人员在 Naishinoshima 火山附近发现了一个小岛。该火山确

切的喷发时间还未确定，但在 2013 年之前就发现热异常，研究人员对该

小岛的形成进行调查。 

水下火山喷发可以形成新的小型岛屿。然而，如此接近火山喷发的

日期，为研究火山岛屿如何形成，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 2013 年 11

月 21 日，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航空观测来确认 Surtseyan 喷发，该喷发

在三天之内由于火山锥碎屑形成充填火山通道，阻碍水进入，喷发也发

生重大变化。关于熔岩流最有趣的是发育大量的叶状和管状构造。内部

的通道、为前部的活动熔岩流进行补给。海水与熔岩接触的效应以及水

对熔岩输送率的影响都影响着熔岩输送系统的发育。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10.1103/PhysRevLett.116.043902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61338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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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t marshes will persist despite rising seas, study predicts 

研究预测即使海平面上升盐沼仍会存在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4151009.htm 

传统的预测办法由于没有完全考虑由于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海陆变迁，从而过高估计了盐沼

化的脆弱性。即使海平面上升，盐沼仍会存在，这对于海岸生态环境来说是一个罕见好消息。

健康的沼泽可以改善水的质量，提供商业捕鱼以及固定大气

碳，这对于全球变暖的缓解也有帮助。研究人员 Matt Kirwan

表示，之前的预测认为沼泽会消失，对人们提出了警示，但

是其预测模型没有考虑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向陆地迁移的因素。

更为频繁的洪泛将更多的泥输送入沼泽地，也会促进沼泽植

物的生长。研究人员重新分析了之前发表的 179 个沼泽点，

认为土壤加积的速率是沼泽淹没的两倍，故而沼泽在淹没消失的结论过于夸大。之前最为常见

的模型是沼泽对与海平面上升具有极高的脆弱性，其实这些模型都是假设沼泽是在现有泥质加

积的速率。这种方式将会导致沼泽的淹没，这样预测出来的沼泽就更具有脆弱性。 

研究人员表示极少模型考虑了动态反馈，说明沼泽可以在海平面每年上升 10-50 豪米的情

况下幸存。而今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 3 毫米，况且预测将来海平面上升最快的 2100 年的上升

速率也不过是 17 毫米。研究小组认为更为进步的模型可以为生态系统管理者提供决策的科学

依据，并且还建议研究人员不要仅关注垂向的演变，还应考虑全面的控制因素。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Underwater robots can be programmed to make independent decisions 

水下机器人可以被程序化做出独立决定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3143155.htm 

目前，科学家对海底的认识程度还不如对太空的认识，科学家一直尝试要改善认识海洋环

境的方法就是通过使用水下自动机器人（AUVs），这种机器人可以研究海洋及其栖息地。但是

AUVs 收集的数据需要花费时间进行分析和解释，而且科学家经常不能使用现实中的一些重要

信息。最近研究人员将多传感器系统安装在 AUV 上，使

其能够集成声学数据以至于可以独立的做出决定。这种

灵感是发生在对巴哈马地区的生物有机质分布考察时，

研究人员当时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水下让 AUV 实现可以

根据生物信息做出独立的决定。研究者运行了一个简单

的实验来测试是否一个用于深海研究的模块化 AUV 称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4151009.htm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31431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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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REMUS600 可以通过编程自动做出决策并引发新的基于生物信息的任务。实现该想法是很

困难的，这是因为海洋是一个动态环境，海洋生物也是处于运动中。研究人员在 REMUS 的计

算机上提前编程，使其做出某种决定。在海洋表面下 1640 到 3000 英尺的区域，机载计算机根

据规模和密度分析海洋生物在水中的声纳数据。当声波传感器检测到合适大小和密度的鱿鱼，

就会引发第二次任务，报告机器人在水中的位置，然后运行一个预编程序详细测绘该区域的地

图。这项测试说明水下机器人被程序化从而做出独立决定的设想是可能的，但需要进一步研究。 

（马本俊 王琳 编译） 

 Study of tundra soil demonstrates vulnerability of ecosystem to climate 

warming 

对冻土的研究揭示了气候变暖情况下生态系统的敏感性 

http://www.ou.edu/content/publicaffairs/archives/CollaborativeStudyofTundraSoilDemonstratesVul

nerabilityofEcosystemtoClimateWarming.html 

俄克拉荷马大学及清华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组成的研究团队，首次全面实地研究了苔原

活性微生物层在变暖的情况下仅需 1.5 年便会发生显著改变。该研究揭示了永久冻土生态系统

中的碳对气候变暖的敏感性，以及微生物反馈在介导碳敏感性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科学家们使用宏基因组技术来研究冻土微

生物群落对气候变暖的快速响应。研究表明，气候变暖促进了

微生物的有氧呼吸和厌氧降解；厌氧过程中排放出的氮氧化物

和甲烷可能会放大碳的正反馈；变暖极大提高了养分循环过程，

如氮矿化、固氮和磷利用率，促进植物增长却又潜在抑制了正反馈。研究表明，土壤碳易受气

候变暖影响，其敏感性是由微生物对温度升高的一系列复杂反馈所决定。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Ozone does not necessarily promote decline of natural ecosystems 

臭氧不一定削弱天然生态系统 

https://news.virginia.edu/content/study-ozone-does-not-necessarily-promote-decline-natural-ecosys

tems 

弗吉尼亚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人员发现表面臭氧并不一定会抑制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众

所周知，臭氧阻碍多种植物的生长，从而会削弱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而新研究表明，这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对臭氧破坏天然生态系统没有很好地理解。新发现表明，包含多个树种的无人管理

的森林，每一树种对臭氧的敏感度不同，使得抗逆性强的品种可以弥补敏感物种所遭受的损失，

因此保持系统的高产。研究人员发现臭氧改变树种的相对丰度，但整体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生态

http://www.ou.edu/content/publicaffairs/archives/CollaborativeStudyofTundraSoilDemonstratesVulnerabilityofEcosystemtoClimateWarming.html
http://www.ou.edu/content/publicaffairs/archives/CollaborativeStudyofTundraSoilDemonstratesVulnerabilityofEcosystemtoClimateWarming.html
https://news.virginia.edu/content/study-ozone-does-not-necessarily-promote-decline-natural-ecosystems
https://news.virginia.edu/content/study-ozone-does-not-necessarily-promote-decline-natural-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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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储碳能力在面对臭氧污染时并未改变。生态学家 Lerdau 说：“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

可以忽略臭氧对森林的影响，这项研究表明，多样性低的系统，如作物和经营林由于缺乏种间

补偿而具有极大的臭氧敏感度。这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个别物种和生物多样性都会对生态系统

的健康、完整性和功能产生影响。”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Ocean acidification already slowing coral reef growth 

海洋酸化已经减缓珊瑚礁的生长 

https://carnegiescience.edu/node/1994 

为了确定人类活动释放过多二氧化碳对珊瑚礁的影响，加州斯坦福市卡内基科学研究所

Rebecca Albright 率领的研究团队首次在天然珊瑚礁区人为操控了海水化学。结果表明海洋酸

化已经减缓珊瑚礁的增长。该项工作发表于《Nature》杂志上。珊瑚礁易

受海洋酸化过程的侵害，因为礁的构造是由碳酸钙的累计即钙化形成的，

钙化过程随着酸浓度的增加和周边水 pH 值的降低变得愈加困难。该研究

团队控制了大堡礁南部一处礁坪海流的酸碱度，使珊瑚礁的 pH 接近前工

业时代的值，检测了珊瑚礁钙化作用对 pH 值增加的响应。研究发现试验

条件下，钙化率比如今的高。增加珊瑚礁周围海水的碱度已被提议作为

拯救浅海生态系统的措施。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此提议可能是有效的，然

而此措施只能在小尺度范围内使用。Caldeira 说：“保护珊瑚礁唯一有效持久的方法是大幅削

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如果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迅速采取行动，珊瑚礁和依赖于它们的物种不

会活到下个世纪。”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Scientists warn of the dangers of salt pollution of freshwaters if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not taken 

科学家警示对淡水盐污染不采取措施的危险性 

http://www.ub.edu/web/ub/en/menu_eines/noticies/2016/02/055.html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新研究认为，水体盐度增加对人类健康和淡水生态系统（河流，

湖泊等）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公共政策的缺乏使得解决这个问题的经济成本增加。研究揭

示了农业和资源开采（煤炭、矿石、天然气）等人类活动增加了水的盐度，这对人类健康和生

态系统功能有不利影响。此外，水的盐度增加会消耗很高的经济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预防

行动只关注人类的水，而忽略了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美国，在生态

标准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进展，允许基于生态标准的盐度水平调节。即使如此，保护的程度

https://carnegiescience.edu/node/1994
http://www.ub.edu/web/ub/en/menu_eines/noticies/2016/02/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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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够。在这篇文章中，科学家呼吁全球解决方案以及防御政策建立。他们还预测气候变化将

加剧这种情况，因为水的蒸发量将增加，减少河流和湖泊的稀释盐的能力，以及海平面上升会

造成咸水入侵沿海地区的淡水。研究人员提出了减少淡水盐度的好方法和技术，例如，允许合

理用水的新农业种植技术，建议控制企业向河流和湖泊中排放的含盐丰富的污水。他们还认为，

如果适当的预防和管理措施到位，仍然可以及时阻止这类灾害的进一步发生。然而，越来越多

的咸水含水层和耕地已经难以培养某些作物（如在埃布罗河流域），更难生产食物和提供饮用

水，所有这一切，除了摧毁很多家庭之外，还可能导致国际迁移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欧洲

南部的国家将经历最困难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农业。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Pulling water from thin air 

从稀薄的空气中获取水 

http://www.seas.harvard.edu/news/2016/02/pulling-water-from-thin-air 

仙人掌和沙漠甲虫这样的生物可以在干旱的环境中生存，是因为其已经进化出相应的机制，

可以从稀薄的空气中收集水份。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干燥，研究人员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方式从

空气中吸取水分。现在，一队来自哈佛的研究人员从这些生物体获取灵感，开发出更好的促进

冷凝水滴运输的方式。相关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该研究使用了复杂的仿生学方法制备

了一种材料，其灵感来自于沙漠甲虫的颠簸壳、仙人掌的刺和瓶子草光滑的表面的不对称结构。

新材料利用这些自然系统的力量，再加上光滑的液体注入多孔表面技术（ Slippery 

Liquid-Infused Porous Surfaces technology ，SLIPS）收集和直接冷凝水滴流。这种方法不仅

能收获水，也可以作为工业热交换器。收获大气中水的主要挑战是控制液滴的大小、形成速度

以及它们的流动方向。实验发现，单独的几何凸起可以促进冷凝。通过优化凹凸形状的详细的

理论模型，并结合仙人掌刺和几乎无摩擦涂层的瓶子草的不对称结构，科学家能够设计一种材

料，在较短时间内收集和运输量较大的水。如果没有这些参数，整个系统将无法协同工作。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Optimizing biofuel production from algae us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利用二氧化碳排放优化藻类生物的燃料生产 

http://www.acs.org/content/acs/en/pressroom/presspacs/2016/acs-presspac-february-24-2016/optim

izing-biofuel-production-from-algae-using-carbon-dioxide-emissions.html 

化石燃料的燃烧推动了世界的能源生产，但也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努力培养替代、可再生能源，包括使用藻类为基础的系统。在 ACS 期

刊《化学工业与工程研究》上，一研究团队报道了一种优化藻类生物燃料生产的方法，该方法

http://www.seas.harvard.edu/news/2016/02/pulling-water-from-thin-air
http://www.acs.org/content/acs/en/pressroom/presspacs/2016/acs-presspac-february-24-2016/optimizing-biofuel-production-from-algae-using-carbon-dioxide-emissions.html
http://www.acs.org/content/acs/en/pressroom/presspacs/2016/acs-presspac-february-24-2016/optimizing-biofuel-production-from-algae-using-carbon-dioxide-e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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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能从环境中清除排放的二氧化碳。藻类为基础的生物精炼厂只需要养分、水、阳光和二

氧化碳。这些系统的目的是生产清洁能源。然而，目前的配置无论是在金钱和能源方面都是很

昂贵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Eusiel Rubio-Castro 和同事开发了一个数学模型来确定藻类为基

础的生物精炼厂的最优设计，精炼厂中的烟气源自不同的工业设施原料。该团队开发了一个混

合整数非线性规划（MINLP）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墨西哥一个案例的研究中。他们的模型确定，

利用烟气作为二氧化碳的来源，可将成本降低约 90%。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How fish control microbes through their gills  

鱼类如何通过鳃控制微生物 

https://news.upenn.edu/news/penn-study-reveals-how-fish-control-microbes-through-their-gills 

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 Oriol Sunyer 教授将鱼称为“一个游动的开放肠道”，因为它

们的皮肤、消化道和鳃等粘膜表面时刻在与充满病原体的水接触。对于一个水产养殖场来说，

这种接触是危险的，因为疾病可以迅速杀死鱼群。为了提高疫苗的成效，研究人员试图了解鱼

是如何通过其粘膜表面检测并应对病原体的，以及如何控制在其粘

膜表面生长的“有益”微生物的。研究表明，鱼在与病原体接触时，

会在其鳃中诱导产生一种特定的抗体，且鱼鳃中有益微生物群的表

面也覆盖有这种抗体，一种被称为 IgT 的免疫球蛋白，其功能是

Sunyer 实验室于 2010 年最先发现的。在这项研究之前，人们认为

只有哺乳动物才有如此精密的局部黏膜免疫反应。Sunyer 称，他们的研究首次表明鱼在应对其

呼吸道表面黏膜的病原体和微生物时可以生成一种局部抗体。 

在之前的工作中，Sunyer 和他的同事们发现，IgT 是鱼内脏和皮肤应对病原体的主要免疫

球蛋白，同时，IgT 也将生活在这些表面的共生细菌包裹起来，可能有助于防止这些微生物失

控和产生疾病。因为鳃也是一种粘膜表面的呼吸器官，研究人员想要知道它是否也有类似的免

疫防御机制。他们首先分析了虹鳟鱼鳃黏液发现 IgT 十分丰富，但其他的免疫球蛋白 IgM、IgD

也有。在研究鳃菌群时，他们发现 IgT 是包被鳃中细菌的主要抗体，这与他们在鱼的皮肤和肠

道中的发现是一致的。为了研究这种普遍性是否表明 IgT 在鳃病原体反应中具有一定作用，研

究人员将鳟鱼暴露在寄生虫中并引起白斑病。感染后几周，研究小组调查鳃中的寄生虫，发现

他们基本被 IgT 包被，只有少数的被 IgM 包被，没有发现被 IgD 包被的寄生虫。被感染的鱼

其鳃中能产生 IgT 的 B 细胞显著增加，这也表明 IgT 响应是对抗寄生虫的关键，Sunyer 的团

队在其他病原体感染中也发现类似反应。 

进一步的实验证实，这些增加的 IgT 和产生 IgT 的 B 细胞是来自鳃的，并不是总体产量增

https://news.upenn.edu/news/penn-study-reveals-how-fish-control-microbes-through-their-g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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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结果，这首次证实非哺乳动物物种也可以产生局部黏膜免疫应答。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研

究结果显示，呼吸道表层上复杂的免疫防御机制早在脊椎动物进化之前就产生了。通过该研究

及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设计出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疫苗，以保证鱼作为安全食物蛋白的来源。

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Precise conserv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embryonic regulatory circuits 

plays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morphological similarity between species 

胚胎调控回路动态的高度保守在维持不同物种形态相似性方面起重要作用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22091539.htm 

近日，来自海法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揭示了物种进化中的一个生物学机制：胚胎调节回路中

基因表达动态的精确调控在维持相似物种间的形态相似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研究人员称，在

目前的研究中，两种基因差距非常大的海胆（如人类同小鼠的基因差异那么大），其调控基因

的表达动态却高度保守。下一阶段的研究是：改变调节回路的动态，是否能够改变胚胎的形态。 

地中海海胆和太平洋海胆从五千年前的一个共同祖先分化而来，从那时起，这两个物种就

生活在不同的栖息地，因此，这两个物种的蛋白质编码基因

的相似性仅为 85%，与人类和小鼠之间的水平相似。进一步

的研究发现，它们在形态外观上却非常相似，而且这种相似

性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最终形态外观上，而且还表现在胚胎发

育方面，这两个物种的胚胎细胞在其发育过程中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这两个物种中相同的细

胞 “选择”成为骨架，而其他“选择”成为色素细胞，肠细胞等。 

研究人员试图找到保持这种相似程度的生物学机制，他们的研究专注于胚胎细胞的调节回

路。遗传调控回路包括诸多控制基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胚胎细胞的大小，位置和功

能。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海胆物种的调节回路动态是非常相似的，换句话说，将发育速率按

比例对比发现，这两个不同海胆物种控制基因的时空表达几乎是相同的。 

研究人员称，已故的 Steven Gold 教授在 40 年前就解释说，进化的主要来源是物种发育速

度的变化；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这与某些胚胎基因发育速率的变化有关，

而他们要寻找的正是这个速率和这种变化。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Plos Genetics》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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