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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land ice sheet melts more when it's cloudy 

多云时格陵兰冰盖融化的更多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112/ncomms10266/full/ncomms10266.html 

发表在《自然通讯》的一项国际研究表明，在格陵兰冰盖融化过程中云的作用比以往认为

的更大，相比晴朗的天空，云会增强融水径流的三分之一。 

格陵兰岛冰盖是仅次于南极洲冰盖的世界第二大冰盖,冰盖正在高速失去质量并导致海平

面上升。云在该过程中的作用在之前从没有被计算过,由于缺乏观察,不同的模型对于云的重要

性不尽相同。主要作者 Kristof Van Tricht 解释道：“云有很多作用，一方面，在降雪时有助于

增加冰盖的质量，另一方面，其对冰盖也有间接影响。云能阻挡阳光降低温度，同时也能形成

一层保温层。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研究了云对格陵兰冰盖的这两种间接影响结果。”研究人员

使用特定卫星观测探测了 2007 年到 2010 年格陵兰冰盖的云，并与地面观测的结果相比较。研

究人员将这些观测与积雪模型模拟和气候模型数据相结合来计算云的净效应。该研究强调了云

在气候模型中的必要性。Kristof Van Tricht 认为：“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和全球海平面上升的

灾难性后果，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过程并对未来做出更可靠的预测，而云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比我

们曾经认为的更加重要。”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Study finds high melt rates on Antarctica's most stable ice shelf 

研究发现南极洲最稳定的冰架拥有高融化率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GL066612/abstract 

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测量到一部分罗斯冰架的融化速度比预期高出 25 倍。

研究表明,这种发生在南极洲最大最稳定冰架上的局部高融化率是正常的，可以保持南极洲冰盖

的平衡。该研究发表在美国地球物理联盟的《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中。 

超过每年 20 米的最高融化率可能归因于冰架底部通道的快速形成，这些通道有助于南极

洲西部冰原下湖泊淡水的流出。冰川下水系类型的变化会改变这些基底通道的位置,这就可能影

响底部融化的不均匀从而影响冰架稳定性。该研究的第一作者 Oliver Marsh 认为，最高的融化

率都集中在一个冰架通道发展开始的时候，融化的位置加强当地冰川下排水系统中淡水的流通，

这就形成了冰架发展特性。冰架融化并不直接导致海平面上升，相反，其将阻止水在导致海平

面上升的大冰盖处冻结。这项研究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海洋过程从而更好地预测由于气

候变化下冰原融化导致的未来海平面上升。据研究人员介绍，更持续、长期的测量是必要的，

这样可以确定高融化率的具体原因,以及其季节年际变化是怎样的。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112/ncomms10266/full/ncomms10266.html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GL066612/abstract


海洋科学快报                                          2016 年第 3 期 

3 

返回目录 

 Northwest Atlantic Ocean may get warmer, sooner 

北大西洋可能很快会变得更温暖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JC011346/abstract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研究人员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未来美国东北部海水温度可

能是原先的两倍，其变暖的速度几乎比世界平均水平快 3 倍。他们的研究发现是基于四个全球

气候模型输出的结果, 这四个模型的有不同的海洋和大气分辨率。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地球物

理联盟出版的《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海洋》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缅因湾的变暖速度比 99%的全球海洋还要快。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增

强的变暖与墨西哥湾流的向北转变有关。其分布和物种组成的变化早已经显而易见，但是目前

的气候变化预测则是基于粗分辨率模式的变暖场。大多数全球气候模式的海表温度有温暖的偏

差是因为歪曲了湾流的沿海分离位置，这一模型偏差被称为“湾流分离问题”，是粗分辨率的

结果，结果的偏差会导致海洋环流模式不切实际。研究还发现, 西北大西洋上 300 米的盐度有

所增加，这是由于水团分布变化以及墨西哥湾流北移。观测和高分辨率气候模型 CM2.6 都显示

出减弱的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和进入美国大陆架东北部温暖斜坡水的比例增加有关系。该研究

的第一作者是 NOAA 渔业科学家 Vincent Saba，他认为这些结果显示了需要改进区域尺度海洋

环流的模拟，他将使用 CM2.6 模式的各种气候研究结果来调查海洋生物资源。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Galapagos expedition reveals unknown seamounts, new species 

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发现未知海山和新物种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8134843.htm 

加拉帕戈斯群岛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研究人员研究独特火山特征和多种多样的动植物种

群的天然实验室。虽然自 19 世纪达尔文研究以来，该区域被很好的调查和研究过，但太平洋

岛链周围的水下仍有很多奥秘尚待解开。该群岛由 13 个大型火山岛组成，还占据了一个水下

海底台地。该台地高于海底 3 公里，之前还未利用现代高分辨率的调查和取样方法针对该台地

进行过研究。 

在今年 8 月份，一国际研究小组首次对该海底台地进行成像，分析其特征，并且对海底多

样的海底生物进行取样研究。为了调查和成像，研究人员利用多波束声呐设备并采用了海底拍

摄系统，利用下潜设备收集地质和生物样品。高分辨率海底成像揭示了 70 多个海山，并在下

潜中收集到 150 块岩石样品和 300 多个生物样品。研究显示，这些海山是在 26000 以前末次冰

期结束后海平面突然上升而被淹没的。研究人员表示该结果对与生物的演化和岛屿之间的迁徙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JC011346/abstract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081348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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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研究的重要目标就是理解海山区的岩浆机制，这主要依据采集的火山岩样

品分析。另外该航次调查还发现了一种新的猫鲨，并为今后该区域的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信

息。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way to absorb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demonstrated 

吸收电磁辐射的新方法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4113524.htm 

科学家称，利用各向异性矿物完全吸收电磁辐射是有可能的。可见光中的电磁能量捕获对

于光电板是很重要的，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科学家表示，微波吸收材料同样具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大家所熟知的吸收电磁波的例子就是普通的黑色涂料。因为可见光波段大部分被吸收，

所以看起来是黑色的。但是黑色涂料对电磁

波入射辐射的吸收是弱的，它仍然向周围空

间反射电磁波。为了完全吸收电磁入射辐射，

还需要利用干涉，吸收材料被安装在反射基

质上或结合特殊设计的抗反射涂层。利用这

样的装置使入射进去的电磁波发生干涉，不能反射出来，从而达到完全吸收的效果。这种吸收

装置对于设计的形状和结构是很敏感的，稍微的改动厚度和反射层就会导致吸收效果变差。 

最近的研究显示，消极干涉对于完美吸收不是必须的，科学家利用各向异性矿物-六角氮化

硼来作为特殊的吸收系统。这种介质属于分子晶体级别，由原子层组合在一起，层间以范德华

力结合，通过这种晶体点阵的特殊属性实现对电磁波入射辐射的吸收。该研究揭示，达到完全

吸收，可以不利用之前的精密设置结构来实现，因此在稳定性方面可能会更可靠和实用。这在

将来可以为设计高水平的吸收设备和传感器的材料。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geological evidence aids tsunami hazard assessments from Alaska to 

Hawaii 

新地质证据有助于阿拉斯加至夏威夷海啸的灾害评估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2144424.htm  

最近的研究显示，海啸的新数据为预测太平洋洋隆区域海啸灾害的预测提供了帮助。该结

果被发表在《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期刊上。蠕变断层显示出缓慢的持续的滑动。因

为两个板块没有被摩擦力完全锁定，蠕变是否可以导致大地震，还不是完全清楚。在星辰湾地

区的地质观测表明，在阿留申群岛俯冲带存在之前未发现的海啸来源。利用蠕变俯冲来预测地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4113524.htm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21444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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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害发生是对传统的科学模型的一大挑战，之前预测的模型基于板块之间是锁定的。该研究

地区存在一段蠕变俯冲，这也在历史上导致了大地震的发生，该研究首次揭示了沿着蠕变俯冲

部分地区重复发生的海啸证据。新证据包括 6 个高于海平面的砂席沉积，这被认为是蠕变俯冲

产生的地震所引发的海啸产生的。这些沉积物平铺在低位，面向太平洋，并利用放射性定年，

表明形成于地质历史时期。最新的砂席和现代漂积体展布 805 米，高于海平面 18 米，推测其

可能是 1957 年 8.6 级的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沉积。之前的砂席沉积可能规模更大，最老的砂席沉

积在 1700 年以前，砂席之间沉积间隔大约 300-340 年。地质观测表明在东阿留申平均每 300-340

年经历一次海啸灾害。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Increased carbon dioxide enhances plankton growth 

增加的二氧化碳促进浮游植物生长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increased-co2-enhances-plankton-growth 

过去 45 年间，北大西洋颗石藻的相对丰度随着海水中碳输入量的增加而增长了十倍。科

学家们曾以为海洋酸化 pH 降低会使得颗石藻因难以形成碳酸钙板而生长困难，但结果却相反。

比奇洛实验室海洋科学高级研究员 William Balch 博士说：“这为海洋社区如何应对 CO2浓度增

加提供了一个实例。”作者之一的 Anand Gnanadesikan 副教授认为研究结果凸显了生态系统快

速变化的可能性，目前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普遍模型可能过于保守。一些关键的颗石藻物种在

温暖、分层化显著和贫营养水域可能会胜过其他种类的浮游植物。现在的研究结果表明，CO2

输入量的增加，使得碳浓度升高，颗石藻能够利用的碳也增多，加上气温升高，因而增长速率

提高。颗石藻的百分比上升，其他组的相对丰度会下降。作者发现，局部范围内，45 年间硅藻

的相对丰度降低了。Balch 说：“地质记录中，颗石藻在地球温暖的间冰期和高 CO2时期通常更

富足，这些结果与当前研究是一致的。” 

（韦秦怡 编译 郭琳 审校） 

 Tough times for the tree of life on coral reefs 

珊瑚礁生命之树的严峻时刻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1/acoe-ttf011216.php 

海洋科学家们对全球热带珊瑚和鱼类的保护进行了一次全球性的评估，他们呼吁重新反思

海洋保护区的规划和协调。汤斯维尔詹姆斯·库克大学研究人员

们分析了受保护的珊瑚和鱼类的进化历程。David Bellwood 教授

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生命之树的进化分支，而不是传统的关注稀

少、受威胁的或地方物种。支链越长代表进化的历史越长。当我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increased-co2-enhances-plankton-growth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1/acoe-ttf0112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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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热带海洋保护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只有十六分之一的硬珊瑚物种得到最低级别的保

护，而鱼类达到保护水平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他还认为关注稀有、受威胁和地方物种的保

护是有用的，但根据进化历史来拟定保护区域则能提供一个更深层的视角。这不仅仅是保护物

种，也是保护它们所包含的遗传史。珊瑚在面对一个变化世界的挑战时这些进化多样性可能会

越来越重要。研究者发现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的珊瑚最缺乏保护。对于鱼类，西印度洋和太平

洋中部最缺保护。Bellwood 教授说：“海洋保护区继续对某些物种和栖息地提供重要和必要的

保护，但未来在保护区的选择和地点的规划时应考虑将更大的进化版图纳入其中。”  

（韦秦怡 编译 郭琳 审校） 

 Oh, snap! What snapping shrimp sound patterns may tell us about reef 

ecosystems 

鼓虾声音模式可能会告诉我们珊瑚生态系统的信息 

https://news.ncsu.edu/2016/01/del-snaps/ 

研究人员们认为鼓虾的发声习性发挥着几种关键作用，包括作为生态系统健康指标的水下

听觉指示器。鼓虾主要发现于珊瑚礁环境中，一到两英寸长，不对称的大钳子快速闭合，形成

一个巨大的空化气泡或气泡，然后水快速冲回空化气泡中，产

生强大的能量并发出大声的喀嚓声。海洋学教授 Del 

Bohnenstiehl 和 David Eggleston、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博后

Ashlee Lillis 在帕姆利科湾牡蛎礁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收集声音

样本，他们发现鼓虾对温度变化反应很快。Bohnenstiehl 说：“声音水平存在季节性差异，夏天，

每分钟高达 2000 拍，而冬天只有 100 拍或更少。鼓虾在夏天的晚上更活跃，而整个冬季来说，

白天更为活跃。声音的变化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Eggleston补充说：“‘音景

生态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含义，包括研究声音对幼虫的影响，以及利用声

音描述栖息地健康和生物多样性。” 

（韦秦怡 编译 郭琳 审校） 

 Ice sheets may be hiding vast reservoirs of powerful greenhouse gas 

冰盖可能隐藏了巨大的温室气体水库 

https://cage.uit.no/news/ice-sheets-may-be-hiding-vast-reservoirs-of-powerful-greenhouse-gas/ 

研究表明，在巴伦支海冰下储存着大量甲烷，当海冰融退去后，可以向大气和海洋中释放

上千年之久的甲烷。科学家根据在北冰洋斯瓦尔巴特群岛西部收集的观测数据，模拟了冰河时

代的冰川演化情景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保守估计，在研究区冰盖下有 500 米厚的天然气水合

物稳定区存在。这个区域可能是一个含有大量甲烷的水库，1 立方米的天然气水合物含有约 170

https://news.ncsu.edu/2016/01/del-snaps/
https://cage.uit.no/news/ice-sheets-may-be-hiding-vast-reservoirs-of-powerful-greenhouse-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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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的温室气体甲烷。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西部大陆边缘近海斯瓦尔巴特群岛被冰雪覆盖，

就像现在的格陵兰岛和南极洲。但随着气候的变化，在地质条件下，这些冰在一段时间内迅速

融化。科学家已经绘制超过 1900 个凹坑，这些凹坑是海底气体逸出的特征。这些凹坑的时代

已经在先前的研究中被估计为冰后期，即冰盖退缩后出现。当冰盖退去时，压力解除，主要的

甲烷释放区域不断扩大。现代的冰盖不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来融化，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数据，格陵兰冰盖每年损失 2870 亿吨。自 2002 以来，南极洲大陆每年都会损失约 1340 亿吨

的冰。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Revolutionary new graphene elastomer exceeds sensitivity of human skin 

革命性的新石墨烯弹性体超越人体皮肤的敏感性 

http://monash.edu.au/news/show/revolutionary-new-graphene-elastomer-exceeds-sensitivity-of-human-skin 

由蒙纳士大学研究人员发现的一种新型海绵状物质，可用于创建柔软的触觉机器人，帮助

照顾老年人、执行远程外科手术或建立高度敏感的人工手。基于石墨烯的微孔弹性体，或称为

g-elastomer，对压力和振动非常敏感。不像其他的粘弹性物质如聚氨酯泡沫或橡胶，g-elastomer

虽然非常柔软，但在下压后，其反弹非常迅速。这是一种灵活、超轻的材料，可以在一个广泛

的频率带宽之间检测到压力和振动。远远超过了人类皮肤的反应范围，其也有一个非常快速的

响应时间，远快于传统的聚合物弹性体。灵敏度和响应时间可以让 g-elastomer 假手或机器人

会比人类更灵巧，这种灵活性可以允许我们创建下一代柔性电子设备。虽然石墨烯的潜力挖掘

还处于早期阶段，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性研究。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evidence that divers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biomass production 

新证据表明多样性对生物质生产有积极影响 

http://www.ufz.de/index.php?en=38309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对人类的健康十分重要，同时也受到人类活动的高度影响。

由于相互矛盾的基本理论，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生物

多样性被假设认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其还对氧气生产、土壤生成、动物群落

与人类社会等有很多有益作用。世界各地的许多保护机构行动的前提是相信这个假设的真实性。

虽然理论研究已经支持这一假设，但科学家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还在努力地从现实世界寻找证

据证实这一假设。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员从生长于 5 个大陆的 1000 多块草坪上搜集数据，

还对 39 块草地上的 1126 个地块进行了评价。利用最新的分析方法，研究小组能够隔离生物多

样性效应的影响。这项最新研究表明，脱离了生物多样性，就没有可持续生产的生态系统。本

http://monash.edu.au/news/show/revolutionary-new-graphene-elastomer-exceeds-sensitivity-of-human-skin
http://www.ufz.de/index.php?en=3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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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更大的植物物种多样性对生物量生产具有的积极影响，这证实了广泛

的实验结果。研究人员还发现大气候和土壤对丰富度与生产力坚韧程度、独立性的影响。如果

气候变化导致物种或遗传多样性减少，这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能力降低以应对额外的压力。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Acidification affects the ability of bacteria to clean our oceans 

海洋酸化影响了细菌净化海洋的能力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2091802.htm 

瑞典林奈大学和西班牙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显示，由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的海洋酸化

对海洋细菌的影响很大，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杂志上。研究人员称，

海洋酸化会使珊瑚礁退化，扰乱重要浮游植物钙质壳的形成，这些早已众所周知，但海洋酸化

会对细菌产生负面影响还是首次发现。他们发现，将细菌暴露于酸化的海洋中会显著改变它们

的新陈代谢：从单纯营腐生降解生活到消耗能量对抗海洋中的酸。海洋细菌在海洋生命必需元

素的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海洋中有机物质的分解者和污水处理厂。同时，细菌还有

助于释放氮、磷等营养物质，这对食物链至关重要。据估计，如果人类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排

放二氧化碳，那么到本世纪末，海洋的酸度将是现在的三倍。研究人员称，人们普遍认为海水

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这也是海洋酸化的原因，将会通过影响藻类的光合作用而降低海洋生

态系统的产量，而我们发现，海洋酸化会直接影响细菌对代谢的调节。每公升海水中大约有 10

亿个细菌，它们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比如它们合成藻类和其他生物所必须的维生

素。研究人员称，为了了解未来气候变化对海洋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研究细菌是如何

应对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或许我们还可以学习如何利用海洋细菌的遗传适应性优势，以便

我们更好地能利用地球的资源。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Climate change could cut First Nations fisheries' catch in half 

气候变化可能使第一民族的渔业捕获量减半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3161518.htm 

近日，根据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新的关于气候变化威胁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沿海区域粮食和经济安全的研究显示，到 2050 年，“第一民族”的渔业捕获量可能会下降近

50%。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鲱鱼和鲑鱼的数量下降，这些物种对于“第一民族”的商业、文化和

营养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对大型商业性水产业的影响，而对一些

土著社区的关注较少。本研究中发现，到 2050 年，沿海“第一民族”社区之间可能每年遭受

670 万到 1200 万美元的经济损失。研究人员模拟气候变化在 2000 年和 2050 年之间可能会如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2091802.htm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3161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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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响具有重要文化和经济价值的 98 个鱼类和贝类物种，研究调查了在两种情况下海洋条件

变化如温度和氧含量的变化对这些物种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 在东北太平洋，到 2050 年低排放

的情况下，海洋表面温度将增加 0.5 摄氏度；高排量的情况下，海洋表面温度将增加 1 摄氏度。

研究发现，98 个物种中大部分的物种会受到影响，研究人员预计，在低和高二氧化碳排放的情

况下，鱼类会分别以平均每十年 10.3 到 18 公里的速度向较冷的近北极水域迁徙，以远离它们

目前的栖息地。这些物种分布的变化很重要，因为“第一民族”进行捕捞活动及社交等活动时

通常局限于他们的传统领地。 研究还发现，到 2050 年南部社区可能受到的影响最严重，所有

社区都可能遇到传统资源的下降，包括鲑鱼捕获量下降 29%，鲱鱼捕获量下降 49%。巴黎协

定承认，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必须反映对土著人民的关切，这项研究表明了理解不同社会

文化利益的重要性。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 《PLOS ONE》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New tool to map fishing activities in Europe  

欧洲将使用新的工具记录捕鱼活动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4114011.htm 

由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开发的一种新的工具首次提供了欧洲地区 2014-2015 年期间的

高密度渔业资源区域的明细图。根据对渔船的跟踪数据，可以得到沿海地区捕鱼习惯的信息，

例如，可以知道人们对哪个地区的捕捞更加频繁。这种工具被称为“测绘捕鱼活动（MFA）”，

其使用的追踪数据来源于自动识别系统（AIS），以此来分析欧盟范围内鱼类种群和捕鱼区域之

间高水平的地理细节关系。MFA 使用的数据包括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欧盟的大约

1.5 亿个来自长度大于 15 米的渔船的位置信息，包括多层地理信息和覆盖所有欧盟水域捕捞强

度的高分辨率地图，船只的位置信息与高强度的捕捞区域和周围的港口汇总成依赖性指数，代

表沿海区域对特定的渔场和其他港口的引力。直到最近，这些分析才都基于来源于航海日志和

船舶监控系统(VMS)的高度聚合数据，并且已经用于捕鱼的监管。政策制定者、科学家、专家

可以根据这个详细数据对渔业管理和渔业的捕捞活动从环境和社会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

这种方法知道哪里捕鱼活动更密集，可以评估从海床进行拖网捕鱼的影响，并得出海上战略框

架的指导性捕捞压力指标。此外, 如果实行限制性捕捞措施，根据这些信息可以推断出哪些沿

海区域的经济和就业会受到最大的影响。这些信息对制定相关政策和管理策略来促进蓝色经济

增长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是至关重要的。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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