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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 age blob' of warm ocean water discovered south of Greenland 

格陵兰南部发现暖海水的“冰河时期水团”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20535 

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的最新研究显示，上一冰河时期，格陵兰岛南部两个主要冰盖

之间存在着温暖的表层海水。 

在过去的冰芯记录中显示，格陵兰岛在冰河时代经历了 25

次极端的突然气候变化。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格陵兰岛的空

气温度可能上升 10 到 15 摄氏度。但是温暖的时间是短暂的，

在几个世纪后，冰河时代的温度又恢复了。这种气候变化对我

们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奇怪的是，在冰岛南部的北欧海域，

其气候变暖和冷却过程与格陵兰的非常接近。文章的主要作者

Tine Rasmussen 教授说：“我们以为会看到突然的气候变化。但

从这一区域的沉积物岩芯记录表明，这里的气候变化是渐进的，

和南极气候变化相当一致。” 表面海流从热带大西洋向北大西洋输送热量。合著者 Erik Thomsen

指出：“在挪威和格陵兰之间的北欧海域对大西洋的运行模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在

这里相当于一个泵，温暖和咸的表层水在冬天冷却下来变重下潜到底部，并会继续作为深层流

返回到大西洋。”没有这个泵，南北海流系统将减慢。这一循环的变化对全球气候系统有着深

远的影响。而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最冷时期，北欧海域覆盖着一层永久性的海冰，使得南北方

向热输送停止，热量积累在南部海洋。然而，全球变暖并不局限于南方，研究结果表明其会持

续到冰岛。这一变暖是缓慢而渐进的，会在两个半球的同时发生，温暖的大西洋水一点点渗透

到北欧海域冰层下面，融化那里的冰。一旦冰没有了，泵就会启动，引入额外的暖水，将会有

50 年的温暖期。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Powerful tool predicts wave behavior at all depths of sea 

预测海洋中任意水深波浪行为的强大工具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19111408.htm 

特温特大学的博士生 Ruddy Kurnia 研发了一个快速计算波行为的数学模型，可以计算任何

水深，并将斜坡、码头岸壁或船只都考虑到。他的 HAWASSI 软件已经被港口设计师所使用。 

我们所看到海浪包括许多其他一系列深度的海浪。海洋深处的海浪以长波形式高速移动,

而海表面则是短波移动较慢,两种波浪形状和高度均不同。捕捉所有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数学模

型,因此往往选择某种近似值。但是，Kurnia 并没有使用近似值,而选择了其确切的关系。他运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rep20535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191114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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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能将不同深度的波浪共同进行了准确的描述。由于这一点,该模型适用于任意水深。此

外,Kurnia 还引入了突然变化:码头、倾斜海岸线、船。尽管增加了复杂性, 通过使用快速傅里叶

变换，模型仍可以计算地非常快。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Mapping the world for climate sensitivity 

世界气候敏感性的映射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16986.html 

通过使用卫星，生物学家现在能够映射全球范围内哪些区域对气候变化最敏感。一种新的

衡量标准-植被敏感性指数(VSI)可以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响应进行量化，以及量化不同生态系统对

短期气候异常的敏感程度。一国际研究团队通过使用这种方法，映射哪些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

最敏感的地方。 

卑尔根大学生物学系研究员 Alistair Seddon 认为，基于卫星收集的数据,我们可以识别过去

14 年对气候变化敏感性高的区域，其研究论文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研究人员已经确定

植被生产的气候驱动时间尺度是每月，并且已经发现全球生态系统的气候敏感性。Seddon 说：

“我们发现，对于气候变化的反应放大的生态敏感地区是在北极苔原、北方森林地带、热带雨林、

全球高山地区、中亚草原和草原地区、北美和南美以及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等。”研究人员使

用植被敏感性指数(VSI)作为度量标准，该指数补充了以前生态系统状况监测和评价的方法。此

外，他们还利用了 2000 年到 2013 年的卫星数据。Seddon 说：“这类信息对于生态系统评估真

的很有帮助。更有趣的是，随着卫星测量的继续，数据集也变长了，我们将能够重新计算更长

时间段的调查，来研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的。”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Uncovering secrets of the Solar System - the lost meteorites of Antarctica 

揭开太阳系的秘密—消失的南极陨石 

http://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meteorites/ 

一项新研究表明，南极冰盖之下的的富铁陨石隐藏着太阳系起源的秘密。该研究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研究表明这些陨石存在表层以下

10-50 厘米处，使得恢复过去变迁成为可能。虽然，陨石均匀的分布

于地球表面，但是超过三分之二的陨石发现于南极洲，部分原因是

因为白色冰盖与黑色陨石形成鲜明对比，易于发现。此外，更为主

要的是因为冰川流动将陨石搬运和集中于冰盖之下局部的区域，这种区域成为陨石收集的地方，

并为行星学家研究提供素材。但是，在南极发现的铁质陨石却比地球其它地方要少的多，该问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16986.html
http://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meteo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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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原因一直没有答案，最近研究小组似乎发现了解决方案。他们推测，陨石的消失是由于太

阳射线穿透冰层将铁质陨石加热，这比加热其它陨石更容易，从而导致陨石下沉淹没于冰之中。

研究人员结合了实验室实验和数学模型模拟，显示出典型的熔化和冷冻的机制，其会抵消具有

高热传导性的铁陨石运输，从而允许具有低热传导性的陨石出现在表面。这种过滤机制扩展了

而我们对早期太阳系陨石的认识。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Breaking the strongest link triggered Big Baja Earthquake 

打破最强链接触发大巴哈马地震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16181702.htm 

一项新研究表明，一连串的大地震发生于小型断层，这可能反转人们对地震发生的传统认

识。在过去的 25 年，加利福尼亚发生了许多小断层大地震，这些断层远离圣安地列斯板块边

界。有些地震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区域本来被认为是无震区。拉近看待一个令人惊奇的事件，

7.2 级的 EI Mayor-Cucapah 地震显示小型断层可能常与“楔石”断层链接在一起。楔石就是具

有砌体结构的中部岩石。在这次地震中，楔石断层开始破裂，并打开了 7 条小型断层。然而，

研究小组发现，这次地震中所有拉开的断层并不是最靠近楔石

断层破裂处。该研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可以识别出整个断

层网都被一个基础断层给激活，这是非常关键的。这表明小断

层系的整体活动可能比单独的断层事件释放出更多的能量。 

EI Mayor-Cucapah 地震发生于 2010 年 4 月 4 日，跨越了 7

条断层和 5 英里宽的沟壑。研究人员使用记录的地震数据和精细的表面成像重建了复杂的地震

层序。研究揭示了这种不寻常的模式：隐藏的低角度断层，七条陡倾的小断层向下延伸至深部

并连接在一起。研究人员将该系统与纸牌屋联系起来，移动一个关键部分，整个结构发生改变。

该研究表明，具有类似地质结构的地区，也有潜在的大地震风险，这改变了大地震发生的传统

认识，为今后地震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Water plus magma equals increased explosivity  

水加上岩浆增加了爆炸性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10135201.htm 

当水与岩浆相互作用，可以自动增加岩浆喷出的爆炸性。然而，水在喷发中还可以增加大

型团块的比率，使其飞落到更远的地带。2008 年，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长达 5 周的火山喷发，

就是由于岩浆中加入了大量的水，产生了翻腾的云，并沉积覆盖了房源 10 公里。在开始喷发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16181702.htm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2/160210135201.htm


海洋科学快报                                          2016 年第 6 期 

5 

返回目录 

的四个小时，产生了粗粒的火山碎屑覆盖了 Umnak 岛海岸，但之

后的沉积火山灰就像圆粒和泥雨一样。这种羽状洗涤可能减少了

飞行灾害的发生。研究人员描述了 2008 年 Okmok 喷发火山中部

和远处地层分布、颗粒粒度、形态以及组成特征，并用水和岩浆

作用理论解释，并对比了 2010 年的 Eyjafjallajökull 火山喷发。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Birds abroad: How oil palm affects habitat in Mexico 

墨西哥：棕榈油如何影响鸟类栖息地 

http://www.mtu.edu/news/stories/2016/february/birds-abroad-how-oil-palm-affects-habitat-mexico.

html 

在美洲，鸟类和它们的栖息地揭示了诸多有关其它物种、生态系统的健康甚至当地人类社

区的社会经济福利的信息。密西根科技大学鸟类学教授 David Flaspohler 来到墨西哥，自一月底

至三月初将访问塔巴斯科附近几个野外考察地。Flaspohler 教授的工作是国际研究和教育（PIRE）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核心着眼于种植和收获油棕、桉树、白杨等生物能源原料时，土地的

使用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造成何种影响。作为 PIRE 项目的一部分，Flaspohler 从鸟类的角度

对美洲种植生物能源作物的鸟类栖息地进行了研究。鸟类是最多样化的陆地脊椎动物，是一种

特殊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在种植经济林的森林里保持当地鸟类栖息地尤为重要，鸟类和生态系

统多样性对人类有很大益处，如作物授粉、控制农业或人类害虫等，世界范围内这类生态系统

服务总额达数十亿美元。人类不断改变景观社区，有的鸟类高度适应这种变化，而有的敏感鸟

类却无法适应。 

Flaspohler 团队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大型种植园栖息地破碎化，生物多样性和鸟类流动性

下降。然而，生物能源作物型栖息地却并非如此，PIRE 调查显示，小型、混杂型的能源作物种

植园支持的物种几乎与原始森林一样多。Flaspohler 下个月将搜集来自阿根廷、巴西和威斯康

辛州的信息数据。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Seagrass genome study to boost ecological insight in marine ecosystems 

海草基因组研究拓展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 

http://www.vib.be/en/news/Pages/Seagrass-genome-study-to-boost-ecological-insight-in-marine-ec

osystems.aspx 

除南极洲之外，海草为其他大洲沿海提供了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由 Jeanine Olsen 和 Yves 

Van De Peer 共同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完成了第一个大叶藻全面基因组分析。海草在由陆上

http://www.mtu.edu/news/stories/2016/february/birds-abroad-how-oil-palm-affects-habitat-mexico.html
http://www.mtu.edu/news/stories/2016/february/birds-abroad-how-oil-palm-affects-habitat-mexico.html
http://www.vib.be/en/news/Pages/Seagrass-genome-study-to-boost-ecological-insight-in-marine-ecosystems.aspx
http://www.vib.be/en/news/Pages/Seagrass-genome-study-to-boost-ecological-insight-in-marine-ecosystem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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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海洋生活方式时，其结构和生理习性发生了变化，此项研究揭示了发生变化时基因的损益

情况。这种被子植物发生的变化主要在于失去了整套气孔基因，以及涉及萜类和乙烯信号合成

的基因，紫外防护和远红外感应光敏色素基因等，海草也恢复了适应盐分的功能。Van De Peer

教授认为，大叶藻基因组研究可以显著推动功能性生态学研究，尤其是研究海洋生态系统如何

面临气候变暖的挑战。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Human-made underwater sound may have wider ecosystem effects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人类造成的水下声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或比预期广泛 

http://www.southampton.ac.uk/news/2016/01/underwater-sound-biodiversity-study.page 

南安普顿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表于《Scientif Reports》杂志上，

该研究发现，生活在海洋沉积物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其行为对航运

和海上施工等活动发出的声音做出了响应。 

研究表明，一些人造声音使得某些物种减少冲洗洞穴和沉积物翻

覆行为，进而沉积物被压实，氧气减少甚至形成缺氧，这可能会影响

海底生产率、沉积物生物多样性和渔业生产。研究人员们将海鳌虾、

菲律宾蛤仔和海蛇尾三个物种置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水下声场：模拟航

运的连续宽带噪声（CBN）和反映海洋建筑活动的间歇宽带噪声（IBN）。结果表明，海鳌虾暴

露于 IBN 或 CBN 时，其洞穴沉积物再分配深度减小，冲洗洞穴行为增多。而菲律宾蛤仔的实验

表明，暴露于 CBN 下时，其表面活动减少，从而影响了沉积物的表面粗糙度，而冲洗洞穴的行

为在 CBN 下明显减少，IBN 下略微减少。然而，声音对海蛇尾几乎没有影响。研究者们认为海

洋底栖物种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潜在人为干扰对它们行为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Researchers create synthetic biopathway to turn agriculture waste into 

'green' products 

研究人员创造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绿色”产品的生物合成路径 

http://www.chemistry2011.org/news/Biochemistry/Agrochemistry/ResearchersCreateSyntheticBiop

athwayToTurnAgricultureWasteIntoGreenProducts 

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研制出一种新的生物合成路径，可以更有效、低成本地将农

业废弃物转化成各种有用的产品。这项突破性的研究发表在《自然生物化学》（Nature Chemical 

Biology）杂志。近日，玉米或甘蔗生物质广泛地应用于非食品产品，从塑料到燃料制造。然而，

http://www.southampton.ac.uk/news/2016/01/underwater-sound-biodiversity-study.page
http://www.chemistry2011.org/news/Biochemistry/Agrochemistry/ResearchersCreateSyntheticBiopathwayToTurnAgricultureWasteIntoGreenProducts
http://www.chemistry2011.org/news/Biochemistry/Agrochemistry/ResearchersCreateSyntheticBiopathwayToTurnAgricultureWasteIntoGreen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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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食品生产的产品是有争议的，因为其影响食品供应，提高食品价格。在这项研究中，研究

人员转向食用生物的副产物，科学家们称之为 lignocelluloslic 生物质，来生产有用的产品，以

避免“食品与化学”的宗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使用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生产丁二醇（BDO），BDO

每年用来生产超过 10 亿磅的氨纶用于服装和家居用品。为了建立平台途径，研究人员检查了

细菌和真菌的基因序列，将生物质转化为羧酸（TCA）的中间体。研究人员把这种新的代谢命

名为“nonphosphorylative 代谢”，新代谢使从 TCA 循环中生产有用产品的步骤减到 5 步以下，

而之前则需要 10 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步骤少导致产量提高 70%，且对环境更友好。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Low-dose exposure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s can be harmful to the 

human brain 

暴露于低浓度的环境污染物中或对人脑有害 

http://www.uu.se/en/media/news/article/?id=6144&area=2,4,10,16&typ=artikel&lang=en 

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有机氯农药（OCPs）与未来认知功能障碍相关。所谓的 PIVUS

研究（乌普萨拉老年人前瞻性调查）是对 1000 位 70 岁年龄段的乌普萨拉人进行的较长期研究。

研究人员测量了个人和被诊断为在未来 10 年有认知障碍的被调查者血浆中三种有机氯农药的

浓度。结果表明，三种 OCPs 水平高的老龄个体在未来患有认知障碍的风险要比水平低的个体

高三倍。这些结果是独立的，如性别、吸烟、糖尿病、运动习惯、饮酒因素，体重变化和血压

高的压力。乌普萨拉大学医学教授 Lars Lind 说：“虽然有机氯农药是众所周知的神经毒素，我

们的研究结果是令人惊讶，这些化学物质的暴露水平是非常低的。然而，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几

乎终身暴露于这些化学物质的第一代人。因此，我们发现的证据表明，低剂量，但慢性暴露于

OCPs 可以对人类大脑产生伤害。”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Carbon dioxide stored underground can find multiple ways to escape 

储存于地下的二氧化碳可以多种方式泄漏 

http://news.psu.edu/story/392047/2016/02/11/research/carbon-dioxide-stored-underground-can-find

-multiple-ways-escape 

新研究发现，由于二氧化碳与水、石头、废弃井水泥等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二氧化碳在

地下储存的过程中可以找到多个泄漏途径。研究人员研究了注入二氧化碳的多孔岩石的性质。

这些岩石，称为围岩，功能像二氧化碳容器。研究团队研究了两种丰富的寄主岩：石灰岩和砂

岩，它们具有不同的化学性质。除了遇到寄主岩石，地下储存二氧化碳也可以接触并溶解到盐

http://www.uu.se/en/media/news/article/?id=6144&area=2,4,10,16&typ=artikel&lang=en
http://news.psu.edu/story/392047/2016/02/11/research/carbon-dioxide-stored-underground-can-find-multiple-ways-escape
http://news.psu.edu/story/392047/2016/02/11/research/carbon-dioxide-stored-underground-can-find-multiple-ways-e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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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二氧化碳会增加海水的酸度。高酸度海水二氧化碳的混合物能溶解某

些类型的岩石，以及水泥。一旦废弃井中的水泥被溶解产生缝隙，则二氧化碳的泄漏性再次增

加。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表明，围岩可以创建不同类型的泄漏途径。海水二氧化碳溶解部分石

灰石，降低溶液的酸度，8 天后，石灰石失去了 3%的质量，渗透能力是反应开始时的 24 倍，

这意味着液体和气体可以更容易通过，二氧化碳盐水液也在溶解过程中减少酸性，因此，它无

法再溶解任何水泥。研究人员发现砂岩样品的结果恰恰相反，砂岩的质量损失非常小，而水泥

不仅质量损失严重，质地也变得疏松。这些发现强调了地下碳封存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在调

查过程中可作为一个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Sound of deep-water animal migration revealed                

研究揭示深水动物迁移时发出声音 

https://news.agu.org/press-release/new-research-reveals-sound-of-deep-water-animal-migration/ 

包括鱼、虾和鱿鱼等在内的大量海洋生物生活在海洋的中层带，即水深 200 到 1000 米（660

到 3300 英尺）的区域。这些生物总重约 100 亿吨，在整个食物链中起到连接浮游生物和顶级

捕食者的重要作用，由于其庞大的数量，这些海洋动物在固定大气中的碳到海底的全球碳循环

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海洋的中层带缺乏阳光和食物，生活在其中的海洋生物在傍晚时分开

始游向海洋表层摄取食物，在黎明时再回到中层带，以此

来躲避捕食者。近日，来自美国地球物理学会的一项最新

研究发现，伴随着生物游向海洋表层摄食与回到中层带有

一种明显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作为中层带海洋生物的

“餐钟”，在海洋食物网和全球碳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的理解海洋这个神秘的生态系

统。研究使用敏感的声学仪器记录动物向上和向下游动时

发出的低频杂声。目前，研究人员尚未确定在海洋中层带

的哪些动物发出了这种声音，但中层带中丰富的小硬骨鱼

有最大可能性。这种声音只比海洋的背景音高 3--6 分贝，因此人耳很难将其区分，但这种声音

为科学家研究中层带生物并理解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众所周知，海豚、

鲸鱼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使用声音在水下进行沟通，但像生活在海洋中层区域的小动物之间的

交流是很难听到的，也没有相关的研究。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中发现的“餐钟”可能是中层

带生物开始迁移到海洋表层或回到中层带的一种信号。如果海洋中层的动物通过声音传达信息，

了解更多关于是哪些动物进行信号交流和它们交流了什么可以帮助科学家们了解生态系统是

https://news.agu.org/press-release/new-research-reveals-sound-of-deep-water-animal-migration/


海洋科学快报                                          2016 年第 6 期 

9 

返回目录 

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使用声学仪器监测这些生物也可以帮助科学家们研究这些动物如何受到气

候变化影响以及商业捕捞项目带来的潜在后果。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Scientists discover new microbes that thrive deep in the earth 

科学家在地球深处发现微生物新物种 

http://www.uu.se/en/media/news/article/?id=6120&area=2,5,10,16&typ=artikel&lang=en 

近日，由国际微生物学家贝克布雷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在距离地面 2 英里深处没有阳光

和氧气的南非金矿中发现了微生物新物种。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微生物存在于多种不同的水生

和陆生环境中，例如北卡罗莱纳温和河口的深层泥土中和黄石国家公园的温泉底部。由于其专

门生活在表层之下，因此将其命名为“Hadesarchaea”，意为在古希腊阴间的神。Hadesarchaea

属于一类相对不知名的微生物，古菌。像细菌一样，古菌是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微小单

细胞生物，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古菌与细菌之间的差别比人类与树之间的差别更大。到目前

为止，古菌的发现只有 40 余年，其相关研究比细菌、动植物等相对匮乏，Hadesarchaea 的发

现将有助于增加对古菌生活方式的认识。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种古菌，研究人员对多个

Hadesarchaea 进行了基因组测序。研究结果能够确定

这些微生物应该如何分类以及它们在这些极端条件下

生存的生理机制。Hadesarchaea 能够生存在缺乏氧气

的区域，科学家们指出它们在这些区域使用一氧化碳

获得能量，有趣的是，Hadesarchaea 细胞代谢一氧化

碳的化学通路是之前从未见过的。相关的详细内容已经刊登在《Nature Microbiology》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Renewable fuels from algae boosted by refinery process 

从海藻中提炼出更多的可再生燃料 

http://www.nrel.gov/news/press/2016/21641 

近日，美国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NREL）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称为联合藻类处理（CAP）

的生物提炼过程，这一过程使得从藻类生产乙醇变得更加高效，详细研究发表在《Algal Research》

杂志上。 

这项研究是在 2014 年 NREL 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杂志《Green Chemistry》的研究基

础上进行的，在那项研究中，科学家们检测了两种小球藻和斜生栅藻株，以确定其作为生物燃

料和生物制品来源的适用性，他们的结论是栅藻更具有适用性。藻类生物燃料的生产成本仍然

http://www.uu.se/en/media/news/article/?id=6120&area=2,5,10,16&typ=artikel&lang=en
http://www.nrel.gov/news/press/2016/2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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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能源部门已经在藻类生产和藻类中间体的转换上降低了成本。在传统的过

程中，藻类产生的脂类转化成燃料，然而，单纯的只增加藻类脂质的量并不能降低足够的成本。

因此 NREL 决定将进一步研究集中在完全使用所有的藻类细胞成分，而不单单依靠脂类。通过

一定的处理技术，除脂类外的所有微藻物质均可生成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从而进一步转化为

目标产品。在他们工作的起始阶段，NREL 的研究人员确定，通过固液分离过程，碳水化合物可

以转化为可发酵的糖，进而可以用来生产乙醇。然而，多达 37%的糖在这一过程中丢失，这些

丢失的糖只有通过一个昂贵的洗涤步骤才能用于发酵，这导致整体燃料产量的损失。 

在最近的工作中，NREL 的研究人员推测乙醇的产量可以通过简化处理过程而显著增加。通

过跳过固液分离过程，并将所有的藻类成分直接暴露于发酵条件下，这样乙醇和脂质都可以同

时回收。采用栅藻和 CAP 技术，以及将脂类转化成可再生燃料后，科学家们现在能够生产燃料

总产量估计在 126 吨/年，这是理论最高产量的 88%，比只用脂类生产提高了 32%的产量。即使

经过酒精发酵和蒸馏，NREL 的研究人员也能够通过 CAP 过程回收 82%--87%的脂类，这表明预

处理的生物质浆中的糖初始发酵并不会显著的降低脂类的回收率。由此得出，CAP 工艺相比只

用脂类，可以减少藻类生物燃料生产成本近 10 美元/GGE，使模拟成本降至 9.91 美元/ GGE。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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