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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化的格陵兰冰盖可能影响全球海洋环流和未来气候 

 变暖的海洋可能产生更多强大的超级风暴 

 及时采取行动来满足气候目标 

 “软”机器人手指有助于深海探测 

 新重力数据有助于揭示南极大陆的秘密 

 新研究聚焦于板块构造开始的时期 

 最大化的利用海洋生物的固碳能力有助于对抗气候变化 

 研究强调海洋生物面临全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拆除废弃的渔具产生重大经济效益 

 全球汞排放量的减少将为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 

 温室气体能以惊人的方式逃离深海 

 清理海洋塑料应重点关注海岸而非太平洋大垃圾带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给世界海洋鱼类带来 “中毒”威胁   

 微量却致命：海蛞蝓的化学武器  

 海洋深处的粘质 

 科学家在南非干旱地区发现淡水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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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ting Greenland ice sheet may affect global ocean circulation, future 

climate 

融化的格陵兰冰盖可能影响全球海洋环流和未来气候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122/ncomms10525/full/ncomms10525.html 

南佛罗里达州大学的科学家已经确定,从格陵兰冰盖涌入的淡水正在“淡化”北大西洋，并有

可能会扰乱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会影响部分欧洲和北美等地的

未来气候，这项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的《自然通信》杂志上。 

Tim Dixon 教授说：“我们最近使用 GRACE 卫星数据，得到了从格陵兰岛的淡水通量估计。”

数据表明,从格陵兰涌入淡水的速度正在加快,并通过削弱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方式改变了拉

布拉多海。合著者 Don Chambers 副教授说：“聚集在拉布拉多海的淡水通量有增加表层海水浮

力的潜能，并会减少有助于驱动翻转环流的致密深层海水的形成。”据研究人员介绍,不仅是大

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变化难以衡量,也很难区分自然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而削

弱的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潜在后果就包括气候变化。Chambers 解释道：“大西洋经向翻转环

流将大量的热量传输进入北大西洋,有助于调节欧洲和北美的气候。而放缓的大西洋经向翻转环

流将会使北大西洋冬季和夏季变冷,并增加北美小区域的海平面。”阿尔伯塔大学海洋学教授 

Paul Myers 总结认为还要对气候系统的不同组分进行综合性的持续观察，包括冰盖和海洋。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Warmer oceans could produce more powerful superstorms 

变暖的海洋可能产生更多强大的超级风暴 

http://dx.doi.org/10.1002/2015GL067050 

飓风桑迪成为美国损失重大的第二大飓风，它的破坏性如此之大是因为其不同寻常的大小

和轨迹。马里兰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多学科研究中心领导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大西洋越温暖就越容

易大幅提高未来超级风暴的破坏力。研究人员使用一个数值模型来模拟桑迪产生的天气模式,

发现海洋变暖会产生比桑迪破坏性高 50-160%的风暴。相

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杂志上。 

在模拟的过程中,热带大西洋暖池是实际大小的两倍，

更大的暖池会使飓风在遇到冷水和陆地之前有更多的时

间成长。科学家 William Lau 和他的同事模拟了五个飓风，

其中有两个都遵循桑迪的方向，向西延伸和合并在暴袭

击海岸时与中纬度风暴相结合，并带来了 30-50%的降雨。其他三个飓风则更具破坏性并变得非

常强大,其轨道并没有与中纬度风暴碰撞，反而向东发展，与中纬度风暴围绕相结合的质心逆时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122/ncomms10525/full/ncomms10525.html
http://dx.doi.org/10.1002/2015GL06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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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旋转,这种现象被称为 Fujiwhara 效应。这三个飓风破坏力达到桑迪的 100-160%，降雨高达桑

迪的 180%多。Lau 预测，因为风暴的规模是如此庞大,其可能影响整个大西洋沿岸。通过使用

这种方法,Lau 和其同事发现，只要是合理的模拟场景，就可以帮助了解风暴在未来气候变暖条

件下的行为。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Timely action needed to meet climate targets 

及时采取行动来满足气候目标 

http://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11/1/014010/meta 

2015 年 12 月,一项新的协议已经被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COP21 接受。这项 “巴黎协议”包

含的目标是限制全球变暖“高于工业化

前水平 2℃以内。”这就要求大幅度削减

二氧化碳排放。本世纪下半叶净排放量

应减少到零。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上升约 2%。瑞

士伯尔尼大学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 Patrik Pfister 和气候物理学家 Thomas Stocker 进行了一项研

究，将推迟全球减排的后果进行量化，该研究已经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期刊上。 

科学家们利用气候模型来估计了二氧化碳持续排放引起的变暖峰值，发现只要不断增加排

放量,未来的变暖峰值增加速度就会远远超过观察到的变暖峰，大约有观测的 3-7.5 倍。Patrik 

Pfister 说：“当前气候变暖速度的短期变化可以使我们远离这一紧迫性问题。”随着大气变暖,海

洋也会全球性变暖并向外扩展，这一热膨胀是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因素,并随着减排推迟大幅增加。

全球减排延迟十年就会使海平面上升约 0.4 至 1.2 米。Pfister 认为，全球减排每推迟十年,就会

失去约 0.5℃的气候目标。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Squishy' robot fingers aid deep sea exploration 

Researcher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 soft robotic grippers able to collect 

underwater specimens 

“软”机器人手指有助于深海探测 

研究人员成功展示了软机器人夹持器能够采集水下样品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20111515.htm 

在 2014 年的一次研讨中，海洋生物学家 David Gruber 展示了机器人手采集易碎的海底珊

瑚和海绵样品的视频，工程师 Harvard 和机器人专家 Robert J. Wood 也参加了这次研讨。Wood

表示，之前采集样品的机器人是应用于油气工业上的，其僵硬的机器手会将样品破坏掉，因此 

http://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11/1/014010/meta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201115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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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发明具有软的机器夹持器的新型设备。随后的几个月，他们开始设计测试软的机器夹

持器，以用于深海软质样品的采集。最近在红海的考察中，首次成功应用软的机器人手完整采

集了海底生物样品。这种新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强研究人员在几千米深海底采集样品的能力。

这种深水环境下的热泉生态系统一直是研究薄弱的地带，该技术可以促进对该领域研究的进程。

该研究小组成功的发明出两种类型的机器夹持器，并在该过程中展示了一种快速软质制动的技

术。 

之前，Gruber 对深海生态系统中生物发光及其特性特别感兴趣，但是在人类无法到达的海

底采集样品，就需要依靠 ROV。之前的机器手主要设计应用于海底工程建设，力量大且动作僵

硬，不能有效采集海底脆弱的样品，比如珊瑚、海绵等。海底

抓取这种易碎有机质需要软质触碰的机器手，故而需要研制软

的机器手。研究人员研制过程中，设计了两种机器手臂，一种

灵感来自于蟒蛇蜷缩，既可以达到较紧的空间，又可以抓取到

不规则的物体。另外一种是风波纹管式模型，具有对弯曲制动

器的特性。为了制造这种模型，研究人员采用简单的制作方式、经济的材料和模块化设计，并

在制作完成后，在 100 至 170 米的深水中进行了十多次取样测试。研究人员还希望可以将这种

技术应用于生物体的原位测试，并最终进行基因表达和转录分析。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gravity dataset will help unveil the Antarctic continent 

新重力数据有助于揭示南极大陆的秘密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GL067439/abstract 

重力异常是基于精确的地球重力场测量，用于地质体密度和地球物理特性分析，也用于相

对于全球海平面高度测量以及作为分析地球深部结构的工具。依据卫星的精确重力测量已在全

球范围开展，但是由于南极大陆的拉张、距离远以及被厚的冰层覆盖等原因，使其重力测量一

直充满挑战。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人工设备采集了大量的南极重力数据。最新的重力

数据基于 1 千 3 百万个数据点，覆盖了 1 千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占南极大陆的 73%。新的重力

数据集利用最新的重力模型，可以创立出分辨率达到 10km 的重力异常分布。但是在这之前，

不得不依靠之前低分辨率（100km）的卫星观测来创建该模型。令科学家兴奋的是，该重力数

据集可以研究南极大陆下面的地质构造，这将弥补之前对南极大陆内部知之甚少的现状，以及

加深理解冰川和构造对南极地貌的影响。另外，重力数据也可以研究冰川下面的沉积盆地，并

评估其热流输入及其对冰盖动力机制的影响。总之，该重力数据集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南极大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5GL067439/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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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了解，并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极大陆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升降中发挥的作用。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study zeros in on plate tectonics' start date 

Analysis of trace elements places the onset of plate tectonics about 3 billion years 

ago 

新研究聚焦于板块构造开始的时期 

微量元素分析将板块构造开始的时间定格于 30亿年之前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21150103.htm 

地球相比于太阳系其它行星有着许多特殊特性，比如具有海洋、供养生命的大气圈。除此

之外，地球还具有板块构造，并因此形成了山脉、火山以及地震活动。地质学家长期争论板块

构造是何时开启的，一些地质学家推测板块构造形成于 45 亿年以前，就在地球刚刚形成后，

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认为板块构造形成与 8 亿年前。最近一项研究却表明，来自地球化学的证

据显示板块构造形成时间处于这两者中间，大约在 30 亿年前，该研究结果已发表在《Science》

期刊上。 

通过联系地壳组成与板块构造，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级地化证

据来证明板块构造开始的时间，这是地球科学的首要问题。板块

构造是形成大陆的基础，该研究也是在研究大陆何时以及如何形

成中的一大进步。研究聚焦于地壳关键组成，这是地壳区分于太

阳系其它陆地行星的标志。地球地壳含有更少的 Mg。然而，在早期地球，其地壳组成更接近

与其它类地行星。另外，地壳演化为更富含花岗岩，这是一种贫 Mg 的岩石。许多地质学家一

直认为板块构造的开始对于花岗岩的形成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没有板块构造将水带至深部就不

能形成花岗岩。所以一种逻辑的方法来确定板块开始的时间，就是确定富含 Mg 和贫 Mg 岩石

转化的时间。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来验证，因为古老的富 Mg 岩石中的 Mg 因水化基本消失了。

据此，研究人员将该问题转化为在水中不溶的微量元素，包括 Ni、Co、Cr、Zn 等，这些元素在

Mg 消失后还会保存很长时间。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元素比值具有关键作用：在原始富 Mg 岩石中

具高 Ni/Co 和 Cr/Zn 是一致的。该研究也是首次发现这种元素比值的一致，并将此方法应用于

追踪富 Mg 的古老岩石。研究人员将采集的 40 至 25 亿年前的岩石样品进行元素分析，并在计

算机上模拟，发现原始岩石组成Mg的含量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而且结果显示在30亿年前，

地壳 MgO 含有 11%，但是在 5 亿年后，MgO 含量降至 4%，这与现今地壳含量接近。因此研究

人员推断，板块构造形成时间大约在 30 年以前。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21150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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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izing sea life's ability to reduce atmospheric carbon may help 

combat climate change 

最大化的利用海洋生物的固碳能力有助于对抗气候变化 

http://as.wiley.com/WileyCDA/PressRelease/pressReleaseId-122530.html 

一项关于南极西部海底生物的新研究揭示了南奥克尼群岛的偏远地区是一个碳汇热点地

区。研究表明最近划定的（全球首个）完全位于公海的海洋保护区可能是一个对抗随海冰融化

而愈加上升的 CO2的强大的天然盟友。论文作者 David Barnes 博士说：“CO2的增加带来诸多级

联反应，气候变暖，海冰减少，从而导致藻华持续的时间延长，这意味着动物有更多的用餐时

间，增长更快。”但南奥克尼群岛是极少数可论证的底栖生物固碳负反馈区域。该岛屿的苔藓虫

固定碳的能力比极地其他地方的都强。研究人员对 6 种海底悬食苔藓虫进行了调查，以揭示该

岛屿处的固碳能力是否与密度高、寿命长或年生产力高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年生产力高是主

要因素。研究同时发现，碳的固定与藻华的持续时间有关，而不是峰值或总生物量。该研究由

达尔文创始资金资助，已发表于 2016 年 1 月的《Global Change Biology》期刊上。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Study emphasizes challenges faced by marine organisms exposed to global 

change 

研究强调海洋生物面临全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1135622.htm 

沿西海岸太平洋一直是未来数十年海洋响应气候变缓与温室气体排放（如二氧化碳）的典

型模式。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延伸到墨西哥的滨海地区为海洋酸化延续与低氧区扩大提供了我们

所期待的预警信号。现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科学家小组研究了海洋

酸化和低氧、缺氧条件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生理机能的双重影响。发表《BioScience》杂志上的

这项研究深入了解这些压力对贝类及其幼虫等生物以及受关注较少生物的影响，包括有商业价

值的鱼类和乌贼。 

研究结果表明，海洋酸化、缺氧以及海洋温度升高等其他因素，给当地的海洋生物带来了

严峻的挑战。随着世界海洋环境的不断恶化，这些多重压力因素的影响只可能会继续增加，而

西海岸的海洋生物则自然暴露在更加严峻的低氧和酸化环境中。研究认为，这些气候变化的压

力将共同出现并不断累积。 

我们知道，整个西海沿岸的温度和酸度都在增加，同时缺氧正在蔓延。许多有机体将挑战

对这些多重压力的容忍，即使它们还要忍受自身所带来的个别压力。由于每年吸收四分之一释

http://as.wiley.com/WileyCDA/PressRelease/pressReleaseId-122530.html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1/1601111356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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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世界各地的海洋正在增加酸度。这改变了海水的化学性质，为有机物

带来了生理应力，特别是那些拥有碳酸钙壳或骨架的物种，如牡蛎、贻贝和珊瑚。 

另一方面，缺氧是海水具有极低氧气水平的一种状态。在极端情况下，缺氧可导致“死亡区”，

出现鱼类、贝类的大量相继死亡。沿着西海岸的海域有时同时遭遇海洋酸化与缺氧。与其他地

方相比，西海岸的海洋酸化条件相对加剧，同时还可能有缺氧时间进一步威胁海洋生物。为此，

全球海洋数十年的未来预测观察可以提前在西海岸实现。在本文中，以酸度与其他压力升高为

前提，作者研究了几十个低氧水平下海洋动物生理反应的科学出版物。该研究揭示了海洋生物

生理变化导致动物行为、生物地理学和生态系统结构改变的情况，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对海洋

环境造成更广泛的规模效应。 

目前，研究小组已完成了阶段性工作，将在未来几个月进行总结整理。已发布或计划中的

产品都是包括本文在内的一些科学出版物，以及政策制定者和一般公众介绍海洋研究重点、监

测需求与管理战略的相关资源，以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海洋酸化和缺氧。该工作组有关海洋

酸化和缺氧的论文和研究结果不久将在其网站上公布。 

（於维樱 编译） 

 Removal of derelict fishing gear has major economic impact 

拆除废弃的渔具产生重大经济效益 

http://www.vims.edu/newsandevents/topstories/derelict_dilemma.php 

来自弗吉尼亚海洋学研究所最新研究表明，拆除废弃的渔具可能会给全球渔业带来数千万

美元的额外经济价值。 

这项开展了 6 年的合作研究（VIMS 项目）表明，拆除切萨皮克湾废弃的蟹笼这一举动，

为该地区的渔夫带来了超过 2000 万美元的经济效益。由此估算，如果在全球范围拆除废弃蟹

笼或者龙虾诱笼，哪怕只有 10%的废弃甲壳动物渔具（研究人员估计的在 VIMS 项目中去除的

比例），也将会增加 293 929 吨的年上岸量，约合 8.31 亿美元。 

该研究由 NOAA 海洋废弃物计划支持，发表在 Nature 旗下的《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

VIMS 的助理教授 Scheld 说：“众所周知，废弃的渔具会危害环境，增加螃蟹的死亡率，但这种

“幽灵渔捞”的经济影响却很少被量化。我们的研究表明，VIMS 的合作项目，拆除湾下游废弃的

蟹笼，使得渔获量额外增加了 13504 吨，价值 2130 万美元，比不拆除的情况下增加了 27%。

寻找并拆除废弃蟹笼的工作自 2008 年持续到 2014 年。该项目由 Bilkovic 和 Havens 牵头，其

独特之处在于雇佣了商业捕蟹人，在其冬季休渔季寻找并拆除废弃的渔具。这些废弃的渔具或

是船桨通常是由于风暴或者其他原因而丢失。 

http://www.vims.edu/newsandevents/topstories/derelict_dilemm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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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这 6 年间，捕蟹人拆除了 24408 件被遗弃的蟹笼。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渔获

量和渔具效率的显著提高。作者将渔获量的增加归因于废弃渔具竞争力的降低。Scheld 说：“废

弃的渔具可以分散或者阻止螃蟹进入有效的渔具，从而降低渔夫的渔获量，影响了商业捕鱼。”

研究人员还指出，拆除废弃渔具的好处可能会扩展到其他渔业。遗失的三刺网、刺网、长线和

底拖网等装置对全球各地的海洋环境均造成了污染。 

研究人员还对投资回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6 年 420 万美元的投入，带来了额外 2130

万美元的收入，所带来的好处远超过投资。 

用于拆除的资金是有限的，且有些蟹笼拆除后将永远丢失，科学家们建议预防和缓解相结

合，是最有效的处理方法。 

（郭琳 编译） 

 Global reductions in mercury emissions should lead to billions in 

economic benefits for U.S. 

全球汞排放量的减少将为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 

http://paocweb.mit.edu/about/news/global-reductions-mercury-emissions-should-lead-billions-econ

omic-benefits-us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参与了一些全球性的条约并制定国内政策以抑制汞的排放。但这些

政策将如何直接使美国受益呢？在近期发表于《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中，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与国内的行动相比，到 2050 年，全球减少汞排放的行动将导

致美国经济利益翻一番。然而，仅在美国本土食用本地捕捞淡水鱼的人将从国内的汞法规获益

更多。研究人员计算出水俣公约为美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并将其与汞和有毒空气标准（MATS）

相比。根据这两项政策，研究人员估计了汞减少对美国人口的健康影响，然后将这些影响转化

为经济利益。基于这些计算，该团队估计，2050 年在水俣公约下，汞排放减少会给美国带来

3390 亿美元的生命效益和 1040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 MATS 则相应为 1470 亿美元和 430 亿美

元。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Greenhouse gas can escape the deep ocean in surprising way 

温室气体能以惊人的方式逃离深海 

https://mote.org/news/article/greenhouse-gas-can-escape-the-deep-ocean-in-surprising-way-new-st

udy-says 

《海洋化学》上一篇新的科学文章报道认为，二氧化碳能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从深海中

出现。该研究着眼于有机质碳丰富的淤泥，淤泥沉积厚达 16400 英尺（5000 米），细菌以这种

腐殖土为食，释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居住在海洋深处的细菌通过金属离子

http://paocweb.mit.edu/about/news/global-reductions-mercury-emissions-should-lead-billions-economic-benefits-us
http://paocweb.mit.edu/about/news/global-reductions-mercury-emissions-should-lead-billions-economic-benefits-us
https://mote.org/news/article/greenhouse-gas-can-escape-the-deep-ocean-in-surprising-way-new-study-says
https://mote.org/news/article/greenhouse-gas-can-escape-the-deep-ocean-in-surprising-way-new-study-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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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二氧化碳。研究人员在 2011-2012 年中收集了沉积物的核心部分，并分析了沉积物中一些

关键化学物质，发现细菌在处理深层的碳积累。研究人员认为深海中的细菌主要通过从硫酸盐

中“呼吸”获得氧气，使有机质分解为二氧化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人员发现细菌更喜

欢“呼吸”金属离子。金属氧化物在深海中的含量很匮乏，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在大河流的周

围，深层沉积物中含有高浓度的金属氧化物，“锈呼吸”实际上是碳呼吸的主要形式。也就是

说，这些金属离子可能比预期的更频繁地到达深海，在碳循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

理解碳循环，科学家必须把这些细节排除。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To clean up ocean plastics focus on coasts, not 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 

清理海洋塑料应重点关注海岸而非太平洋大垃圾带 

http://www3.imperial.ac.uk/newsandeventspggrp/imperialcollege/newssummary/news_18-1-2016-

15-59-52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清理海洋塑料和避免伤害生态系统的最有效方法是在海岸附近放置塑

料收集器。目前海洋塑料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 The Ocean Cleanup 是使用塑料收集器清

理海洋的一个国际项目。在北太平洋公海区域有一个非常大的微塑料聚集区，称为太平洋大垃

圾带，此处被洋流所包围，将塑料集中到一个面积约为两个英国大小的区域。帝国格兰瑟姆研

究所 Dr van Sebille 和 Sherman 的最新研究表明，将重点放在大垃圾带上并不是最有效地清理海

洋的方法，他们发现在海岸放置塑料收集器比放置到大垃圾带更有利。研究小组发现，放置近

海岸收集器，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尼群岛，将消除 31%以上的微塑料。而在大垃圾带中收集塑料，

只有 17%会被清理。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Ris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ose 'intoxication' threat to world's ocean 

fish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给世界海洋鱼类带来 “中毒”威胁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1/uons-rcd011916.php 

近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随着海水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

到一定程度时会让鱼类晕头转向，这一时间比预期的要早几十年，届时将对世界渔业产生非常

严重影响。这项研究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研究人员称，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能使鱼类产生

迷糊的感觉，这种现象被称为高碳酸血症，二氧化碳会影响它们的大脑，使它们失去方向感，

甚至不知道天敌在哪里，这将对世界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这项研究显示，如果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继续上升，在南部、太平洋及北大西洋中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区域的鱼

http://www3.imperial.ac.uk/newsandeventspggrp/imperialcollege/newssummary/news_18-1-2016-15-59-52
http://www3.imperial.ac.uk/newsandeventspggrp/imperialcollege/newssummary/news_18-1-2016-15-59-52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1/uons-rcd01191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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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海洋生物将会在本世纪中叶出现高碳酸血症，这比之前预测的要早几十年，并且破坏力

更强，到 2100 年，世界上多达一半的海洋表面的生物将会受到高碳酸血症的影响。当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百万分之 650 时，海洋高碳酸血症就会发生。研究人员利用的是一个海洋

多样性项目收集的过去 30 年的全球海洋二氧化碳浓度数据，基于这些数据，他们设计了一个

计算海洋表层二氧化碳浓度每个自然月的波峰和波谷数值的方法，首次预测出如果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浓度继续上升，到本世纪末，一些地区的自然振荡将会增大十倍。由于缺少世界海洋二

氧化碳浓度的测量，预测高碳酸血症的发生是很困难的，因此研究人员期待其他科学家共同使

用这些数据预测，以便找到更好的方法。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Small but deadly: The chemical warfare of sea slugs 

微量却致命：海蛞蝓的化学武器   

https://www.uq.edu.au/news/article/2016/01/small-deadly-chemical-warfare-of-sea-slugs 

近日，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色彩斑斓的海蛞蝓能够储存并在面对敌人时释放致命

的化合物，相关研究发表在《PLOS One》杂志。这项多学科研究检测了从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和

昆士兰东南部收集的五个亲缘关系密切的裸鳃亚目动

物--海蛞蝓。研究人员称，海蛞蝓因其漂亮颜色和复杂

图案而被潜水员所熟知，科学家们知道它们从海绵等食

物中获取毒素，而这项研究发现，海蛞蝓只是选择性的

获取并储存一种被称为 Latrunculin A 的剧毒化合物，毒性试验表明，即使是极少量的化合物，

也能杀死卤虫。进一步测试显示，这种化合物对肿瘤细胞株的毒性比在海蛞蝓中发现的其他化

合物都强。海蛞蝓利用化学防御和鲜艳的颜色来警告潜在的掠食者，就像毒蛙和鲜艳的蝴蝶一

样，示意它们的颜色有毒，然而，研究人员尚不清楚颜色模式和化学防御强度之间是否有联系。

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最鲜艳的海蛞蝓就是最毒的，以及能够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神秘海蛞蝓是否也

含有剧毒。研究人员称，鱼可以凭借识别明亮的颜色这类视觉信号来判定有毒物质，其他食肉

动物，如螃蟹，也可能会使用其他的方法检测猎物的毒性。一个未来的研究方向将是探讨这些

生物是如何吃掉他们的猎物并转移有毒化合物，而不造成内部损伤。天然产物在药物发现过程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该研究在自然环境发现的毒素可能会被用于医疗领域如癌症和神经

退行性疾病的研究。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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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op from the deep sea  

海洋深处的粘质

https://www.ethz.ch/en/news-and-events/eth-news/news/2016/01/hagfish-slime-and-smile.html 

大西洋盲鳗，这一有 3 亿年历史的物种，在灾难性的撞击、变暖期和冰期中幸存下来，比

恐龙活的还长。即使在今天，它依然在海洋深处觅食。人们在第一眼看见盲鳗时，觉得并没有

什么吸引力，甚至有点恶心，然而，它，或者说它的黏液，却吸引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食品加工工程实验室研究者的注意。盲鳗的黏液是

一种特殊的防御机制，当盲鳗受到攻击时会分泌粘液，并在

瞬间形成凝胶，这些黏质能够固定大量的水，形成一个稀疏

的、紧密相连的粘性网络，从而使攻击者窒息而放弃攻击。

研究的初步结果向科学家们揭示了这种黏质是如何分泌和

形成的。科学界都知道盲鳗产生的天然水凝胶主要有两部分组成：15 到 30 厘米长的蛋白丝和

粘蛋白。这种蛋白质线状物的特性类似于蜘蛛丝，在湿润的条件下有非常强的耐撕裂性和弹性。

这些成分是在特殊的腹腺产生的，2 种类型的细胞包埋在腺体内，产生丝状蛋白或粘蛋白，在

盲鳗遇到危险时，它间歇性地透过毛孔分泌这些细胞，当这些细胞破裂时，释放出丝状蛋白和

粘蛋白，并立即与海水形成基质吸收并固定海水。这种水凝胶仅含有 0.004%的凝胶剂，其余基

本都是水，也就是说水的重量是凝胶剂的 26000 倍，这比传统的动物明胶要高得多，因此它们

在凝结的时候需要很少的能量。更让 ETH 的研究人员着迷的是，在腺体中仍然还有一个直径 150

微米的球体纤维蛋白，一旦这些球体纤维蛋白进入到黏质中，凝胶的长度会延伸几厘米，但这

种线状物是如何从球体中伸展开来的还不是很清楚。该项目旨在模仿盲鳗凝胶以期创造新的

“超级水凝胶”，而在此之前，研究人员首先需要弄清楚粘液形成和吸收大量水的原理。研究

人员称，准确的模仿腺体分泌的功能是不切实际的，这种天然的系统太复杂了，但我们可以遵

循自然粘液形成的原理，开发一种凝胶。如今，从一次性尿布到胶布再到农业灌溉系统，甚至

在食品工业中，水凝胶都有着广泛应用，其他研究人员甚至提出这种纤维可以用于制造纺织品。

ETH 的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相关的详细内容已经刊登在《ACS Bio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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