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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ting sea ice increases Arctic precipitation, complicates climate 

predictions 

海冰融化增加了北极降水，使气候预测变得复杂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12/17/1504633113 

一项由达特茅斯学院领导的研究发现，海冰的融化将显著增加北极地区的降水，产生一个

相当于全球二氧化碳加倍的气候反馈，该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PNAS》上。 

全球气候受北极水循环的影响，而北极水循环的蒸发与降水则主要受海冰控制。科学家们

一致认为，由于蒸发量的增加，海冰的减少会增加北极地区的降水量。由于寒冷、大风环境等

原因，北极地区降水量的直接测量很困难，因此，降水量和海冰之间的定量关系还不清楚。该

研究小组则是定量地测量了北极六个地点从 1990 到 2012 降水中的氢和氧的同位素组成。然后，

他们使用这些模拟了降水同位素对海冰变化的敏感性来预测未来降水变化，并评估这些变化对

能量平衡的影响。有关于降水增加是会导致降雨还是降雪，研究人员并没有得出结论。降雪可

能会增加冰川的质量和地面反射率，从而会有冷却效应，而降水会导致更长的低反射率周期和

额外的气候变暖。研究发现，海冰的损失可能会增加降水，这将影响到北极地区的群落和生态

系统。降水的变化，取决于季节性分布，还可能会影响能量平衡。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Salty sea spray affects lifetimes of clouds, researchers find  

研究人员发现咸的浪花影响云的寿命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5/12/17/1514034112 

在地球上，海洋每一天都会将大量的浪花喷入大气中，这种含有丰富的盐和碳的海洋飞沫

对云的形成和持续时间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美国《PNAS》发布的一项新研究中，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科学家 Paul 

DeMott 认为海洋飞沫是一种独特的、被低估的冰核粒子来源，这种冰核粒子进入云并形成冰，

进而影响云的组成和持续时间。这些颗粒的存在对降水和云的寿命非常重要，并且，对云的辐

射特性也非常重要。由于云可以反射太阳能并吸收地面辐射的能力，其对气候有着巨大的影响。

云的辐射特性受到内部液滴和冰粒的数量、大小和类型的影响。DeMott 的研究已经证实，来

自海洋的冰粒子与陆地的是不同的，不论是在其丰富度还是制冰性能上。因此，它们对云的液

/冰共存期间结构的影响以及后续的辐射影响有极大的不同。云和降水的发展是认识天气和气候

过程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研究冰核，可以帮助理解云和降水的形成。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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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sby waves mediate impacts of tropical oceans on West Antarctic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in austral winter 

罗斯贝波缓解热带海洋对南极西部冬季大气环流的影响 

https://scripps.ucsd.edu/biblio/rossby-waves-mediate-impacts-tropical-oceans-west-antarctic-atmos

pheric-circulation-austral 

最近发表在《气候杂志》的一项研究将南极洲附近气候变化与热带海洋的海表面温度相联

系，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遥相关对南极气候都有不同的贡献。在这项研究中, 利用综合

性的大气模型对每个洋盆在南半球冬季环流中的影响结果分别进行了仿真比较，该模型是一个

理想化的动力核心模型，也是一个理论罗斯贝波模型。 

结果表明,热带大西洋变暖、印度洋变暖和东太平洋变冷都能够深化毗邻南极洲西部的阿蒙

森海，而西太平洋变暖增加了国际日期变更线西部的压力, 包括罗斯海和塔斯曼海以南的地区。

在南半球冬季，这些热带洋盆共同线性调节南极洲西部的大气环流。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遥

相关严重依赖于静止罗斯贝波动力学，因此对背景气流的敏感，尤其是亚热带急流。在急流附

近，风切变被放大，加强了罗斯贝波的产生。另一方面，急流边缘附近绝对涡度的经向梯度也

被提高。仿真结果不仅确定了每个热带洋盆在南极洲遥相关中的相对作用。也证明了对遥相关

的进一步理解需要更好的估计大气急流结构。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Hot rock and ice: Volcanic chain underlies Antarctica 

热岩和冰：南极洲下面的火山链 

https://news.wustl.edu/news/Pages/Antarctic-seismic-survey.aspx 

南极洲地球深部与表面的差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明显且重要。是什么原因引起冰盖之下的

火山链，热岩喷出对冰又有什么影响呢？科学家表示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

我们并不能直接观测到地球内部地质性质，必须用地球物理方法如地震学方法来了解更多信息。 

研究人员沿西南极断裂系统布设了大量的地震观

测仪，并在两年后收集到之前的记录数据。利用地震数

据对裂谷之下地幔进行速度成像，并将分析结果发表在

了 JGR 期刊之上。这是首次部署的设备能坚守整个寒

冬，并首次细致的观测了该区域之下的地质现象。果然，

成像显示在火山链最后一段 Mount Slidley 地区之前大约 60 英里处存在大范围的超热岩石现象。

此外，出乎意料的是，该结果揭示了位于 Bentley Subglacial 海沟之下的热岩分布，这说明这

部分裂谷系统最近刚刚发生过活动。 

https://scripps.ucsd.edu/biblio/rossby-waves-mediate-impacts-tropical-oceans-west-antarctic-atmospheric-circulation-austral
https://scripps.ucsd.edu/biblio/rossby-waves-mediate-impacts-tropical-oceans-west-antarctic-atmospheric-circulation-austral
https://news.wustl.edu/news/Pages/Antarctic-seismic-surve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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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Slidley 是南极洲最大的火山，直接位于地幔热区域之上，是火山范围最南端的山脉。

研究人员推测火山链可能说明该区域板块之下存在地幔柱。但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比如火山

链具有不同的延伸方向。科学家怀疑是不是该区域存在双地幔柱。最有意思的结果是发现

Bentley Subglacial 海沟之下发现了热区域。研究人员表示，若去掉南极冰，西南极陆地基本接

近海平面，但 Bentley Subglacial 海沟却会淹没于海水之下，该地是地球上海拔最低但未被海

水覆盖的地方。该裂谷因被隐藏在冰盖之下，故而不会如东非裂谷一样被人们所熟知。最近未

观测到地震发生说明裂谷终止，但观测到的热区域说明活动终止时间并不久远。该裂谷体系被

认为对西南极冰流具有重要影响。裂谷和冰流发生的时间尺度完全不同，所以裂谷不会突然导

致冰盖的不稳定。但是裂谷改变的地幔热流值将是冰模型的重要边界条件。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Minerals from Papua New Guinea hold secret for recycling of noble gases 

巴布亚新几内亚矿物保存了惰性气体循环的秘密 

http://asnews.syr.edu/newsevents_2015/releases/suzanne_baldwin_papua_new_guinea.html 

我们的肺呼吸气体，将大气中的惰性气体氖和氩循环吸进排出。同时，地球本身也对大气

中的气体在深部和表面之间进行循环，只是时间尺度非常长。锡拉丘兹大学的一项新研究为认

识大气中的惰性气体带来新的视角，尤其是氩氖，该研究认为大气中的氩氖通过弧前循环。 

惰性气体在太阳系形成之时就存在，由于其化学稳定性很少与其它元素发生化学反应。基

于此，惰性气体是研究地球内部和表面大气循环的良好示踪剂。氩氖的同位素存在与地球和大

气之中，通过测定同位素组成及其在地幔矿物中的浓度，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惰性气体的

来源以及形成的时间。 

地球地壳及其地幔上层形成了岩石圈板块，板块运动缓慢，地壳在汇聚板块边界俯冲到另

一个板块下，经过很长时间后（几百万年），地壳俯冲到地幔深处。地幔中的矿物组成和结构

发生改变，后来的构造抬升又露出地表，形成新的矿物组成。研究团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

了这一俯冲后又抬升的过程，他们确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的岩石来自澳大利亚岩石圈板块。

他们发现近地表的岩石组成矿物形成于超高压环境之下，大概形成于 8 百万年以前。通过分析

巴布亚新几内亚样本矿物中氩氖同位素的组成和浓度，研究人员发现在地幔中矿物重结晶可以

捕获氩氖元素。研究人员推测，在板片俯冲过程中，大气中的惰性气体可以被带至地幔，并加

入到了地幔矿物重结晶的过程中。 

（马本俊 王琳 编译） 

 

http://asnews.syr.edu/newsevents_2015/releases/suzanne_baldwin_papua_new_guin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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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 of blueschist is not an indicator of the date of emergence of plate 

tectonics 

蓝片岩的年龄不能表明板块构造出现的时期 

http://www.uni-mainz.de/presse/19980_ENG_HTML.php 

板块构造的出现是地球历史的秘密之一。板块构造过程究竟何时产生的呢？科学观点也是

各不相同。主流观点是大洋板块被其它板块推挤进入其它板块之下，并沉没于地幔之中，并认

为起始于 40 亿年前的冥古宙。其它观点也有认为板块构造始于 5 亿至 10 亿年前，这种假设主

要基于蓝片岩的出现时间为 7 亿至 8 亿年前。但是最近研究认为，蓝片岩的出现并不能明确板

块构造开始的时间。 

蓝片岩是蓝紫色的岩石，相对稀少。最早的蓝片岩大概形成与 7 至 8 亿年以前。这种变质

火山岩形成于板块俯冲作用，形成条件为高压低温的环境。这种

条件只有俯冲作用可以产生，故而认为蓝片岩形成时间代表俯冲

发生时间，也就是板块构造开始的时间。而在开始 38 亿年的时间

里地球上没有蓝片岩的原因也一直是科学家讨论的热点。但是研

究人员解释说，现今蓝片岩最老年龄是 7 至 8 亿年，但这并不能

表示在之前就没有俯冲。最近研究显示在早期地质时代，没有蓝片岩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之前洋

壳的组成不同，而在后来地球冷却中发生变化，后来产生蓝片岩。早期洋壳组成富含氧化镁，

电脑模拟显示，这种富含氧化镁的洋壳不可能在俯冲中转变为蓝片岩。故而，此前以最老蓝片

岩年龄代表俯冲开始年龄是不正确的。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Philippine coastal zone research reveals tropical cyclone disruption of 

nutrient cycling 

对菲律宾海岸带的研究揭示热带气旋破坏养分循环 

http://cnas-re.uog.edu/philippine-coastal-zone-research-reveals-tropical-cyclone-disruption-of-nutri

ent-cycling/ 

《Journal of Geography & Natural Disasters》杂志的一篇文章揭示了热带气旋的影响。关

岛大学生态学家 Thomas Marler 说：“西太平洋地区的岛国

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易遭遇热带气旋，热带气旋对沿海地区的

栖息地破坏最多。”Marler 试图通过研究生物和地质系统之

间的化学循环全面了解台风的破坏性力量。他的研究焦点是

2013 年 11 月 8 号台风首次登陆的菲律宾维萨杨东部的几个

http://www.uni-mainz.de/presse/19980_ENG_HTML.php
http://cnas-re.uog.edu/philippine-coastal-zone-research-reveals-tropical-cyclone-disruption-of-nutrient-cycling/
http://cnas-re.uog.edu/philippine-coastal-zone-research-reveals-tropical-cyclone-disruption-of-nutrient-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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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热带气旋通过几种途径破坏生态系统营养流，如使植物的绿叶脱落，这些叶子在脱落之

前无法进行正常的老化过程，因而使得植物营养状况暂时降低，森林土层沉积物的营养存储暂

时增加。此外，许多植物叶子被气旋强风部分干燥却未完全死亡，因此营养被冻结在这些叶子

的受损部分，迫使它们长时间留在树冠上而不是脱落进入土壤养分循环过程。尽管气旋的干扰

时间可能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生态系统对气旋所带来损害的响应可能会持续许多年。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Impacts of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on sea turtles 

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对海龟的影响 

http://www.rsmas.miami.edu/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study-assessed-impacts-of-deepwate

r-horizon-oil-spill-on-sea-turtles 

由迈阿密大学（UM）罗森斯蒂尔海洋与大气科学学院研究人员牵头的关于墨西哥湾漏油

事件对海龟影响的研究发现，石油泄漏的 87 天中，有超过 320,000

的海龟可能出现在墨西哥海北部。研究员用计算机模型从来确定

小海龟从大西洋到达该区域的概率。通过对种群规模、海洋阶段

的持续时间和存活率等知识的了解，模拟追踪了 35 个海龟主要筑

巢海滩到达石油泄漏地附近的概率。模拟显示，超过 320,000 绿

海龟、红海龟和坎皮海龟可能出现在泄露地，超过 95%的海龟被

认为来自美国之外，包括整个墨西哥湾，加勒比地区，南美洲北部和非洲西部。此模型可以帮

助研究人员估算如渔业、能源开采操作和军演对于被保护物种的影响。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Ecologist finds another caus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生物学家发现抗生素耐药性的另一原因 

http://news.uga.edu/releases/article/another-cause-antibiotic-resistance-1215/ 

随着耐药菌的不断出现，医疗机构、非盈利组织、公共卫生官员和公共媒体加强了对普通

民众的教育，让民众充分认识误用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但乔治亚大学的 J. Vaun McArthur

更担心的却是比药物误用更为严重的问题。McArthur 是来自乔治亚大学萨凡纳河生态实验室

和奥德姆生态学院的生理学资深研究学者，他认为环境污染物可能是造成细菌耐药性上升的原

因之一。他对萨凡纳河地区的河流进行了相关研究。南卡罗来纳州艾肯、萨凡纳河以东的 310

平方英里区域由于生产用于核武器的材料，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停止对公众开放。材料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废物造成了该区域内一些地方的污染，产生的废物也直接影响了该区域内的一些河

流。McArthur 认为在抗生素被广泛应用于医学临床和农业上以前，这个地区就开始建设并对

http://www.rsmas.miami.edu/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study-assessed-impacts-of-deepwater-horizon-oil-spill-on-sea-turtles
http://www.rsmas.miami.edu/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5/study-assessed-impacts-of-deepwater-horizon-oil-spill-on-sea-turtles
http://news.uga.edu/releases/article/another-cause-antibiotic-resistance-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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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停止开发了，这些河流没有来自废水的影响，因此，他们观察到的情况来自于抗生素以外

其他因素的影响。McArthur 测试了这些河流中 427 个大肠杆菌菌株对五种抗生素耐药情况。

他的研究小组收集了来自九条河流的 11 个地点的样品，包括河流沉积物样本和水样本。这些

地点之间的金属污染水平从高到低不等。这项发表于《环境微生物学杂志》的研究结果显示，

11 个水样中有八种样本抗生素耐药性很高。含量最高的包括上三湾的北部，从那里河流开始流

进整个地区，也包括两支流经工业区 U4 和 U8 支流。这些河流的水和沉积物样品中的抗生素耐

药性水平都很高。McArthur 说，上三湾在进入这一地区之前，流经了居住区、农业区和工业

区，所以这条河流中的细菌经过抗生素暴露。与此相反，U4 和 U8 整条河流完全局限在该区域

内部，并没有任何确知的抗生素输入。但是，U4 和 U8 有长期的核武器材料生产所产生废物的

排放史。McArthur 进行了第 2 项研究，研究了 U4、U8、U10 河样本对 23 种抗生素的耐药性，

U10 河是一条邻近的小溪，基本没有受过工业废物的影响。McArthur 说：“来自这些河流的超

过 95%样本对 23 种抗生素中的 10 种或更多种抗生素有耐药性。”其中包括一线抗生素如替沙

星和环丙沙星，它们在临床上用于细菌感染如急性结膜炎、尿路和鼻窦感染的治疗。被污染的

河流 U4 和 U8 的样本中抗生素耐药性水平最高。“这些河流没有抗生素的输入源，因此出现高

水平耐药性的唯一解释是由于这些河流的重金属环境污染物，包括镉和汞，”McArthur 说。上

三湾的三条支流 U4、U8、U10 污染情况各自不同，从重度污染到几乎无污染。经过抗生素暴

露的生命体有可能将产生的废物排入这些河流，但是只有经受过工业污染的河流才产生耐药菌

株。而该地区 6 条保持原生态的河流中的细菌对抗生素敏感。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有抗生素耐药

的河水流入了萨凡纳河，萨凡纳河是位于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接壤处的一个大型水体。萨

凡纳河与美国的许多水体一样，至少有两个相同的主要特点：它们靠近居住区，它们的水源为

易产生耐药性的工业污染水。这项研究结果可以很好解释耐药菌广泛分布的原因。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Methane emissions in Arctic cold season higher than expected 

北极地区寒冷季节的甲烷排放量比预期要高 

http://newscenter.sdsu.edu/sdsu_newscenter/news_story.aspx?sid=75962 

一项由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DSU）领导的新研究发现，在北极的漫长寒冷时期，从地面

上溢出的甲烷气体很可能远高于目前的气候变化模型所估计的数值，研究结果发表在《国家科

学院学报》。研究团队包括生态学家 Walter Oechel（SDSU），Donatella Zona（SDSU 和谢菲尔

德大学）以及来自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哈佛大学、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蒙

大拿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发现，至少有一半的年甲烷排放量发生在寒冷的月份，干燥的高地

冻土带比潮湿的冻土带可以排放更多的甲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已经使用专门的仪器

http://newscenter.sdsu.edu/sdsu_newscenter/news_story.aspx?sid=7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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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准确测量北极地区的甲烷排放量，并将这些结果纳入到全球气候模型中去。然而，几乎所有

的这些测量都是在北极短暂的夏天进行的。该地区长期的寒冷期排放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和忽视。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寒冷月份里地面是冰冻的，冬天的甲烷排放实际上是关闭的。

Oechel 说：“几乎所有的气候模型都假设在地面被冰冻时，没有或很少有甲烷排放。这种假设

是不正确的。”他解释说，水被困在土壤中，即使在零度以下，也没有完全冻结。顶部的地面

层，称为活性层。当温度在零摄氏度左右时，活动层的顶部和底部开始冻结，中间保持绝缘。

在上下冻层的中间层，微生物继续分解有机物，每年在北极的寒冷期释放出更多的甲烷。研究

人员通过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监测的数据发现，阿拉斯加北极圈在冬季同样释放

了大量的甲烷。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寒冷的季节，干燥的山地苔原地点的甲烷

排放量要高于湿地。这与北极的甲烷排放量的长期假设相矛盾。山地苔原对甲烷排放的贡献在

以前被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表面的冻结抑制了甲烷的氧化，导致秋季和冬季大量的净甲烷

排放量，植物像烟囱一样，有利于甲烷通过冰冻层向大气中排放。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Exceptionally strong and lightweight new metal 

韧度极高、质量超轻的新型金属 

http://newsroom.ucla.edu/releases/ucla-researchers-create-exceptionally-strong-and-lightweight-ne

w-metal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研团队近日研发出一种强度极高但重量超轻的新型金属。这种新型

金属——精确地说是金属纳米复合材料——由加入纳米碳化硅粒子的镁构成，可以用来制造轻

型的飞机、宇宙探测器、汽车等等，并有助于提高

这些设备的燃料效率。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期

刊上。镁的密度只有铝的三分之二，是最轻的结构

性金属。碳化硅是一种超硬陶瓷，在工业制造中多

用于切割刀刃。科学家认为纳米陶瓷粒子可以在不

破坏金属可塑性的同时增加其强度，然而由于微小

的粒子具有相互吸引的特性，纳米陶瓷粒子在加入液态金属后更倾向于凝聚在一起，而不是均

匀地分散开。此前没有科研团队能够成功将陶瓷纳米粒子分散在熔化的液态金属中，该校亨

利·萨缪理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的科研人员找到一种新的途径使纳米粒子稳定地均匀分散在液

态金属中。为了制造这种新型金属，科研人员将纳米陶瓷粒子分散在液态的镁锌合金中，使它

们依靠自身动能分散并避免了相互凝聚。他们还使用了一种高压扭转技术进一步增加金属的强

度，凭借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将大量小于 100 纳米的碳化硅粒子均匀地加入到镁当中，增加了

http://newsroom.ucla.edu/releases/ucla-researchers-create-exceptionally-strong-and-lightweight-new-metal
http://newsroom.ucla.edu/releases/ucla-researchers-create-exceptionally-strong-and-lightweight-new-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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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的强度、刚度、可塑性和耐热性。这种新型金属所展示出的比强度和比模量均打破了纪录。

所谓比强度即材料断开时单位面积所承受的力除以其表观密度，比强度越高表明达到相应强度

所用的材料质量越轻。而比模量即材料的模量（指材料在受力状态下应力与应变之比）与密度

之比，是衡量材料承载能力的重要指标。该研究负责人 Chunxiao Li 说：“通过将物理学和材料

加工学相结合，我们的方法使纳米粒子均匀而密集地分散在金属中，为提高不同金属的性能以

使它们满足当今社会提出的能源和可持续性方面的要求铺平了道路。新型金属家族具有颠覆性

属性和功能，我们的研究结果只是揭开了其潜在价值的面纱而已。”新的金属（更准确地称为

金属纳米复合材料）约 14%为碳化硅纳米颗粒，86%为镁。研究人员指出，镁是一种丰富的资

源，它的使用不会引起环境损害。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Seaweed: Increased Toxicity Due to Migration? 

海藻：迁移导致毒性增加？ 

http://www.geomar.de/en/news/article/erhoehte-giftigkeit-durch-wanderschaft/ 

近日，亥姆霍兹基尔海洋研究中心（GEOMAR）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将一种能够

产生毒素抵御捕食者的亚洲食用藻类引进到北美和欧洲后，其产生的毒素量会增加很多，相关

研究发表在《Harmful Algae》杂志上。新引进的海洋生物在陌生的环境中首先需要生存下来，

如果新环境中天敌很少，它们很可能会变成入侵物种，迅速蔓延

并造成损害，如人为引进并成功入侵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中华

绒螯蟹、舰艇蠕虫和日本牡蛎；但是，如果新环境中有很多天敌，

入侵者为了生存就需要迅速增加自己的防御能力，最近从亚洲侵

入到欧洲和北美的 Gracilaria vermiculophylla 海藻就是这种情况。

虽然这种藻类含有激素类化合物——前列腺素，可能会对人类产生致命威胁，但在亚洲，它还

是作为一种营养品，而且一般都是生吃。像海螺、甲壳动物这样的捕食者对前列腺素很敏感，

所以新引入的 G. vermiculophylla 海藻就需要比当地物种产生更多的前列腺素来抵御这些捕食

者。研究人员称，他们从东亚、墨西哥和欧洲选取了 12 个种群，为了能够研究它们在相同条

件下生产毒素的能力，他们将其活着运到 GEOMAR 培养室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引入的 G. 

vermiculophylla 海藻比亚洲当地的 G. vermiculophylla 海藻含有更多前列腺素，高出了接近

390%。这一发现又引出了新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入侵的 G. vermiculophylla 海藻再回到亚洲是

否会导致海藻中毒率的增加？因此这项发现能够及时给人们提供警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http://www.geomar.de/en/news/article/erhoehte-giftigkeit-durch-wander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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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permanent reserves required for effective conservation of old fish 

需要大量永久性的保护区对古老鱼类进行有效保护 

http://newsroom.wcs.org/News-Releases/articleType/ArticleView/articleId/8436/Large-Permanent-

Reserves-Required-For-Effective-Conservation-of-Old-Fish.aspx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詹姆斯库克大学和兰开斯特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永久性的海洋保护

区和荒野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是至关重要的，相关研究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与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鱼的重量或生物量作为衡量珊瑚礁恢复的指标不同，

这项研究从鱼类群落的生活史的角度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像生长率这些指标的恢复可能需

要 100 多年，这强调了永久性的海洋保护区和荒野对

海洋鱼类有效保护的重要性。研究人员称，鱼类生物

量是评价鱼类群落的常见方式，但仅以此分析过度捕

捞后的快速恢复并不全面，甚至可能会产生误导，而

他们研究的是一个缓慢和连续的鱼类群落的恢复。研究人员对来自超过 300 多个珊瑚礁的鱼类

进行了普查研究，并检测它们发生了何种变化来应对钓鱼方法的改变及禁渔期的年数，他们还

对海洋保护区和查戈斯群岛的生物礁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生物量是少数几个在数年便趋于

平缓的指标，而生物体尺寸、年龄和进食习惯等指标在 40 年后还会继续改变，增长率甚至在

100 年后还会下降。生长缓慢的物种在海洋保护区可能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完全恢复，这表明了

永久和大型保护区的重要性。这项研究还测试了保护区的大小、禁渔期的长短以及保护区在禁

止钓鱼后的效果。研究人员还发现恢复率会随着保护措施成效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封闭保护较

弱的保护区生物量只有封闭保护较好的保护区的一半，而且还有不能完全恢复的迹象。因此，

要想全面保护鱼类物种及其生活史特性，必须建立大型的保护区并严格执行。这项研究为世界

各国提供了充分认识海洋保护工作效益长期视野的洞察力，设计科学的、可防御的大型海洋保

护区只是第一步，确保长期执行能力才是海洋保护区的重点。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http://newsroom.wcs.org/News-Releases/articleType/ArticleView/articleId/8436/Large-Permanent-Reserves-Required-For-Effective-Conservation-of-Old-Fish.aspx
http://newsroom.wcs.org/News-Releases/articleType/ArticleView/articleId/8436/Large-Permanent-Reserves-Required-For-Effective-Conservation-of-Old-Fis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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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ed fisheries management needed to promote healthy coral reefs 

有针对性的渔业管理有利于促进珊瑚礁的健康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uri-researcher-targeted-fisheries-management-needed-to-promot

e-healthy-coral-reefs 

非洲东部沿海水域的过度捕捞已经给珊瑚礁的健康和岩礁鱼类的数量带来了毁灭性的影

响，并且在该区域建立海洋保护区可能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罗德岛大学的科学家指出这是因

为广泛的保护措施如建立禁止钓鱼区通常不能对 促进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目标物种进行有效

的保护。相关研究发表在《PLOS ONE》上。 

研究人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珊瑚礁保护工作

重点在海洋保护区内禁止捕鱼的方法可能过于简

单。本研究中在肯尼亚沿海的四个海洋保护区进

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人员在每个站点建立了

“水下温室”并且一年多来种植了多种不同的海

藻，使用视频记录仪记录下了鱼类对海藻的破坏

和如何影响海藻的生长。因为都需要利用资源生

长和生存，海藻和珊瑚不断争夺空间、阳光和营养。由于海藻的生长速度快于珊瑚，如果没有

合适类型的食草动物控制海藻，珊瑚将会窒息。最后礁不再由珊瑚而是由海藻组成，这常常会

给鱼类种群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人类。本研究发现，健康的生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几个关键的食草鱼类。在东非，这些关键物种包括独角兽鱼和鹦嘴鱼，它们尤其喜食海藻，如

果没有它们，海藻将会疯长。只是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并不能解决过捕捞的问题，Humphries

建议“有针对性的组合的方式”去管理渔业，并限制某些类型的渔具，来确保关键物种复原的

机会。他下一步将研究各种类型的渔具和它们对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影响。 

（江凤娟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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