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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mate change: Ocean warming underestimated 

气候变化：海洋变暖被低估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6/01/20/1519132113 

到目前为止，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低估了海水扩张对海平面上升的贡献。波恩大学的

一组研究人员利用卫星数据调查到，这种影响在过去十二年中几乎是之前估计的两倍。例如，

这可能导致风暴潮风险的显著增加。科学家们在《PNAS》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 Christoph Dahle 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区分这两者导致的海平面上升。这

两个者主要是由升温引起的水体膨胀和由冰川融化引起的水量增加。”后者可以从重力数据中

估计，这是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新的主要结果：在非常深的海洋地区，仅仅一个小的气

候变暖就足以导致海平面上升。每年在深海地区，几毫米的增长并不罕见。到目前为止，人们

估计由海水热膨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只有 0.7 至 1 毫米。现在可以说，在 2002 和 2014 之间的

水温变暖使海平面每年上升 1.4 毫米，几乎是格陵兰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两倍。 

世界各大陆之间的海表面高度像毛细现象一样，会随着温度升高而上升。Ing. Roelof 

Rietbroek 博士认为每年深海区域增加几毫米并不罕见。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主要地区是沿

海，而这些地区的区域性变化比起全球增长发挥的作用更大。Rietbroek 博士说： “没有一个

国家会因为几毫米而提高堤坝高度，但在未来几十年内会有所叠加。在这种情况下，破坏性风

暴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目前深海的物理扩张过程被认为是有限的，然而，其在估计气候影

响方面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因此使用新的卫星任务来观测未来海洋的热扩张并重新诠释过去

的测量数据将会非常有趣。更长的观察期有助于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原因导致的海平面上

升比例。 

（赵军、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New model emerges for monso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climate  

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季风新模式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6/01/20/1517143113 

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大陆尺度季风将逐渐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

国国家科学院学刊》杂志上。耶鲁大学大气科学家 William Boos 和 Trude Storelvmo 认为一系

列广泛的因素（土地利用变化导致气溶胶排放和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可能会激起大气循环的大

规模变化，通常被称为季风。然而，这些变化不会突然改变下个世纪季风的强度和含水量。 

季风每年会给全世界数十亿人输送水，其对公共安全和耕地都有重要影响。在过去的十年

中，出现了这些季风会如何影响温室气体和其他人类影响达到“临界点”的理论。这些理论都

预言季风的强度将会突然减弱。副教授 Boos 说：“我们的理论和计算机模型都表明季风降雨将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6/01/20/1519132113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6/01/20/151714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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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溶胶排放、土地利用和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并不意味着季风降水的变化将会

变小，只能说明其不会突然改变。”Boos 认为先前理论忽略了“绝热冷却”这一事实，Boos 还指

出正常的年际季风变化仍会发生，即使是在季风长期变化模式中。例如，印度通常在厄尔尼诺

年干旱，所以即使印度季风降雨在下个世纪逐渐增加，仍有可能会有异常偶尔的干旱年份出现。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Geophysicist questions stability of Antarctic ice sheet 

地球物理学者质疑南极冰原的稳定性 

http://geology.gsapubs.org/content/43/10/927 

世界最大冰盖的命运备受关注，这一最大冰盖的突然融化激起了整个地球物理界的冲击波。

最近发表在《地质学》的一篇研究论文论文探讨了地球深处冰盖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特别强调

南极最大的两个冰盖之一的东部冰盖正在消退、融化。 

地球科学助理教授 Robert Moucha 是该研究的合著者，Moucha 和其同事主张研究全球变

暖的其他时期——上新世中叶的暖期(MPWP)，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气候变暖趋势的潜在影响。

Moucha 和哈佛大学博士生 Jacquelyn Austermann 模拟 300 万年前对流地幔层的演化，重建南

极上新世中叶的基岩海拔。他们发现，拥有冰下地形的区域在中新世期间位于较低的海拔。

Moucha 说：“这对建模的冰盖接地冰线的消退有着深刻影响。”这些发现与近海沉积物的地球

化学分析相符合，表明威尔克斯盆地冰原撤退。但是，直到现在，其一直难以在冰原模拟上表

现出来。Moucha 说：“这意味着现在的威尔克斯盆地冰盖可能比在 MPWP 时期更稳定。”鉴于

这一工作的紧迫性，他期望能有更多的跨学科合作来一同窥探未来。 

（赵军 编译；王琳 审校） 

 The Anthropocene: Hard evidence for a human-driven Earth 

人类世：人类驱动地球的坚实证据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1/6269/aad2622 

根据一项最新研究，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势不可挡的，这为新地质时期提供了证据。

关于人类世的争论开始于 20 世纪中叶，以大范围比如铝、混凝土、塑料和核测试产生的放射

性尘埃等材料的扩散为标志，其中还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大量的生物灭绝等现象。 

目前，一国际小组正在研究人类活动是否驱动地球进入了一

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世。他们提出：人类行为作为地质信号被

记录在地层中的程度是多大，以及人类世与 11700 年前开始的人

类文明发展的全新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全新世是人类社会逐渐

发展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人类逐渐利用陆地增加食物产量，建设城市以及变成利用地球水

http://geology.gsapubs.org/content/43/10/927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1/6269/aad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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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矿物和能源的专家。然而，所推测的人类世却以 20 世纪中叶一段时期的快速环境变化

为标志，这主要受到人类人口和对自然资源消耗快速增加的影响。研究人员表示，人类已经在

很长一段时期里影响着这地球，但近期在全球快速扩散的新材料如铝、混凝土以及塑料等，已

经在沉积物中留下其印记。此外，化石燃料消耗在全球范围释放飞尘，而核武器测试在大气中

释放出放射性物质。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世的概念真实存在着。 

研究人员研究显示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地球系统，并在沉积物和冰中产生了一系列信号，

而且这在地质尺度上可以与之前的地质时期相区分。该研究小还将对人类世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Human impact has created a 'plastic planet' 

人类影响创造了“塑料地球”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3305416300029 

新研究表明由于人类活动，地球海洋和陆地将被增加的塑料垃圾所埋藏。我们现在正处于

人类世，一个人类主宰地球表面地质的时代，人造材料的生产明显改变了地球表面，导致我们

进入了“塑料时代”。现在，塑料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无处不在，比如

可以作为牛奶、鸡蛋以及奶酪的盛放容器，也是我们衣服的重要原材

料之一。如果过去几十年内生产的塑料展开，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表面。

依照现在趋势，在本世纪中叶，塑料可以展布在地球表面好几层。研

究表明塑料将会对表层地质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塑料很难被降解

并可以在表层保留很长一段时期，最终塑料会成为土壤的一部分，或终止于大洋之中，并对鱼

类、浮游植物、海鸟形成危害。 

此外，塑料可以经过几千英里，并最终沉到海底，进而在将来成为沉积地层的一部分。塑

料在陆地和海洋广泛的分布，说明它们已成为人类世的重要标记，其是地层中的重要识别标志。

研究人员表示，今后塑料会继续输入到沉积循环之中，并成为区分于其它地质时期的标志性物

质，被称为“科技化石”。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Human-made climate change suppresses the next ice age 

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推迟了下一个冰川时代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9/n7585/full/nature16494.html 

最近研究表明，人类已经成为能够推迟下次冰川时期的地质力量，科学家还发现光照和二

氧化碳浓度是解释之前 8 次冰川旋回的关键标准。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改变了碳平衡状态，可

能导致下一次冰川时代晚来 10 万年。即使没有人为气候变化，我们可预期下一次新冰川时代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3305416300029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29/n7585/full/nature164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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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来不会早于今后 5 万年，这就导致了全新世冰期旋回中出现不寻常长时间的间冰期。相对

平缓的二氧化碳释放就足以导致下次冰期推迟 5 万年。 

该研究首次解释了过去八次冰期开始的控制因素，其结果说明了夏季日射与大型冰盖生长

初期大气二氧化碳之间独特的功能关系，这不仅可以解释过去的冰川形成，而且可以预测未来。

研究人员还利用地球系统模型模拟了同一时期大气、海洋、冰盖和全球碳循环情况。科学家分

析了二氧化碳释放对冰体积的影响，研究表明，冰体积的大小对二氧化碳浓度比较敏感，即使

很小的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也会将冰盖形成时间推迟千年以上。按照现今人类排放二氧化碳情

况，这将导致冰川时代晚到 10 万年。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可以预测下一次冰川时期何时到来。 

（马本俊 编译；王琳 审校） 

 Toxic pollutants found in fish across the world's oceans 

全球海洋鱼类中均发现有毒污染物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1/uoc--sft012616.php 

一项有关海洋食品的全球性分析发现，世界各地的海洋鱼类均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所污染。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似乎发现了一些好消息，这些污染物的浓度在过去 30

年间持续下降。海洋可消费鱼肉中 POPs 的浓度是高度可变的，同一地区或同一群鱼的 POPs

浓度变化甚至高达 1000 倍。分析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每组的 POP 浓度均较当前高，浓度下

降的速度约为每十年 15-30%。研究人员还把结果与海鲜消费品的联邦安全指南做了比较，发

现污染物平均水平在或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设定的标准。汞和多氯联苯的浓度处于 EPA

设定的人类消费阈值，而 DDT 浓度持续远远低于设定的阈值。研究结果还表明，国际社会已

经响应了号召性行动，如《斯德哥尔摩公约》，限制有害化学物质释放到环境中。作者警告说

尽管海洋鱼类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但仍旧很高，了解海鲜大量暴露于污染物中的累积效应以

确定消费者面临的特定风险是十分必要的。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Potential invasive species identified in S.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湾南部潜在的入侵物种被确认 

https://nsunews.nova.edu/nova-southeastern-researcher-studying-potential-invasive-species-in-sout

hern-gulf-of-mexico/ 

诺瓦东南大学（NSU）博士 Matthew Johnston 表示，人们不会认为美丽的小热带鱼是一种

危险的鱼种，但事实却相反，如今它们在非原产地的区域蔓延成为潜在的入侵物种，破坏当地

的自然生态平衡。Johnston 的研究针对入侵物种如狮子鱼等在西大西洋、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

海域的散播和影响。利用计算机模拟，研究人员预测了这些鱼类在墨西哥湾韦拉克鲁斯附近的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6-01/uoc--sft012616.php
https://nsunews.nova.edu/nova-southeastern-researcher-studying-potential-invasive-species-in-southern-gulf-of-mexico/
https://nsunews.nova.edu/nova-southeastern-researcher-studying-potential-invasive-species-in-southern-gulf-of-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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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播。好消息是预计在墨西哥湾大部分的水域看不到这些鱼，坏消息是墨西哥湾南部的礁石可

能会看到更多。Johnston 认为非本地物种进入新海域有两种方法。一是

人为向海洋或运河中倾倒这些鱼，另一种可能是开放海洋的大型船舶压

载舱意外“吸入”这些物种并带入新的海域。此研究发表于《Marine 

Biology》杂志，想要了解海洋中更多小热带鱼和其他入侵物种，请访问 USGS-NAS。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New detection method for Goby fish invasion 

检测虾虎鱼入侵的新方法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47558 

传统的渔业监测方法并不适合某些鱼类，入侵黑海-里海地区的虾虎鱼就无法用标准的方法

及时辨别出来。近日，伯尔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简单、有效而经济的方法来检测这

些入侵的非本地鱼，相关研究发表在《PLOS ONE》杂志。黑海和里海的虾虎鱼沿着欧洲中部

和美国北部的航线传播开来，他们已经在瑞士莱茵河的部分流域生活了

四年，并在巴塞尔地区的溪流底层占据了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他们

还没有蔓延到费尔登水电站，但持续的扩张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黑

海-里海虾虎鱼总是成群结队，而且目前的检测方法灵敏度低，并不能有

效的监测虾虎鱼的扩散，因此，当一个地区发现被虾虎鱼侵扰时，虾虎鱼数量已经很大，再努

力的遏制也往往是徒劳的。而现在，伯尔尼大学环境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了一个检测溪

流和死水中黑海-里海虾虎鱼的方法。 

检测环境 DNA：采用市售的略经修改的水柱采样器从虾虎鱼生活的水体底部取样，样本中

含有鱼排放的粪便或掉的鳞片，即成为环境 DNA，通过对样本中这些含有 DNA 的物质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所检测的 DNA 是外来虾虎鱼种，而不是当地的鱼类。这个方法比钓鱼更节省时

间和成本，甚至可以由未经培训的人进行。与电力捕鱼相比，该方法不影响鱼类区系，可以在

保护区和繁殖地频繁使用。研究人员希望，这一研究能在欧洲水资源管理中建立以 eDNA 作为

标准的方法，类似的测试已经在跟踪美国的亚洲鲤鱼的扩张中用了好几年。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Why do some fish thrive in oil-polluted water? 

某些鱼类物种何以在被油污染的水中茁壮生长？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eva.12289/abstract 

麦吉尔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一些鱼能在被油污染的河流和池塘中增殖，这引起了他们的注

意，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适应原油污染的物种。现如今，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施加了前所未有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47558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eva.12289/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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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担，研究生物如何容忍污染对了解人类活动的影响至关重要。由 Gregor Rolshausen 博士

牵头的一个团队对生活在污染地区的孔雀鱼进行了研究，与特立尼达未污染区域的相似孔雀鱼

的形态和基因进行了比较。Hendry 教授总结说，油污染水体中的孔雀鱼的生存并不像预期中

的那样艰难。 

（韦秦怡 编译；郭琳 审校） 

 New approach to prioritizing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harmaceuticals 

通过环境影响研究筛选药品的新方法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etc.3319/abstract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方法，通过调查目前在使用的约 1500 种活性药物成分对环

境的影响对这些药物进行筛选。这些药物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鲜为人知，而同时研究 1500 个

药物是不现实的。研究者将他们的新方法应用于 146 个活性药物中，这些药物既可以用于社区，

也可以在医院的环境中使用，他们确定了 16 种化合物作为潜在的优先级药物。这些物质包括

抗生素、抗抑郁、抗炎、抗糖尿病、肥胖和雌激素类化合物。在过去，有许多环境中优先选择

药物的方法已被提出。这是第一次提出全面的方法，考虑到所有主要的环境区划和营养水平。

环境毒理学与化学（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 Chemistry）文章的资深作者 Alistair Boxall

博士说：“应用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哪些药品值得进一步审查。”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Mercury levels in rainfall are rising in parts of North America 

北美部分地区降水中的汞含量上升 

http://news.ucsc.edu/2016/01/mercury-trends.html 

对北美部分地区的降水和其他形式的降水中汞含量的长期趋势分析发现，最近在许多站点

都有增长，主要是在美洲大陆的中心。在其他地点，包括沿东海岸的汞含量在过去 20 年中一

直在稳步下降。根据加州圣克鲁斯环境毒理学家 Peter Weiss-Penzias 的研究，这个结果与亚洲

燃煤电厂汞排放增加和美洲北部汞排放降低相一致。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

和加拿大监测点的数据。该网络从 1997 年开始收集数据，但监测网站最初集中在美国东部，

而在中西部，落基山脉和西海岸地区的网站只在近期相对增加。从 1997 年开始的长期数据集，

主要代表东部地区，汞浓度的整体下降。但是当研究人员从 2007 年、2008 年的近期数据开始

看起的时候，他们发现许多地区的汞浓度都有上升趋势。研究人员还研究了降雨中硫酸盐浓度

的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局部的燃煤排放指标。在东海岸的监测网站，汞和硫酸盐的浓度密切相

关，而在其他网站，上升的汞浓度和下降的硫酸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北美部分地区和欧洲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etc.3319/abstract
http://news.ucsc.edu/2016/01/mercury-tre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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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汞排放量已下降，其中有几个原因，包括更好的排放控制和增加使用天然气而不是煤作为燃

料发电厂。然而，亚洲的排放量一直在增加，并且在上层大气中传输了很长的距离。研究者们

还研究了大气中气态汞的浓度趋势。通过合并北美部分地区空气的几种短期数据，发现趋势类

似于降雨中汞的趋势：在早期时间段呈下降趋势（1998-2007），最近一段时期（2008-2013 年）

转移为一个平坡。美国和加拿大由于受法规和廉价天然气驱使，汞排放量比 20 年前有明显下

降。尽管如此，还有其他因素，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排放量，最终导致美国北部的某

些地区汞含量增加。 

（杨皓月 编译；王琳 审校） 

 Uncovering hidden microbial lineages from hot springs 

在温泉中发现隐藏的微生物谱系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uncovering-hidden-microbial-lineages-from-hot-springs 

近日，由美国能源部联合基因组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团队利用最大的宏基因组数据集发现了

一个全新的细菌门——“Kryptonia”。研究人员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寻找从未描述过的、趋异进化

的细菌或古细菌，他们推断在所有的宏基因组中有大量的多样性微生物有待开发。所研究的完

整微生物基因组样本系统含有 5.2 万亿碱基序列。在筛选了约 1700 个人类基因组或一百万大肠

杆菌的基因组数据量之后，研究人员确定了一条包含有系统发育标记，并可用于所有生物门类

分类的长序列。研究人员发现，来自四个不同的地热温泉的序列无法归类到已知的任何门类。

研究人员将从宏基因组和四个单细胞基因组分析中得到的新类群命名为“Kryptonia ”，在希腊

语中的意思是“隐藏”。近乎完整的 Kryptonia 基因组分析发现此生物含有 CRISPR-Cas 噬菌

体防御系统。利用这些信息，研究人员可以追踪并推断被噬菌体感染的 Kryptonia 在全球的地

理分布。分析表明，Kryptonia 细菌需要依靠其他微生物来获取营养成分，并推断 Kryptonia 与其

他微生物有代谢伙伴的关系，这对于在实验室培养此细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不可能完

全复制其野外的环境。过去对宏基因组数据集的探索都集中在已知的基因和基因组分析，而对发现

全新的生物类群持有偏见。相关的详细研究内容已经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Seagrass genome sequence lends insights to salt tolerance 

海草基因组测序提供了对盐耐受性的新见解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16548.html 

为了减缓大气中的碳排放，研究人员将视角转向了像热带雨林、陆生植物和海洋这些碳汇

——积累和储存碳的储藏所。然而，在地球的软沉积物海岸线却有另一个鲜为人知、但却非常

大的碳汇：沿海的海草生态系统覆盖了大约 20 万平方公里，它们约占全球海洋碳固定的 15%，

http://www.newswise.com/articles/uncovering-hidden-microbial-lineages-from-hot-springs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165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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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影响硫和氮循环。此外，它们还可作为幼鱼和其他生物的温床，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

并有助于保持水体的清澈。 

2016 年 1 月 27 日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测定了一种取自芬兰群岛海域

海草（Zostera marina）样本的基因组序列。尽管称为海草，但其并不是真的草类，而是完全淹

没在海洋里的被子植物。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该植物返回到咸水环境中，该研究小组将大叶

藻的基因组与淡水近缘植物大浮萍 (Spirodela polyrhiza)进行了对比。在北半球发现大叶藻，是

第一种被完全测序的海洋开花植物，作为沿海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基础性物种，研究人员非常想

了解这一植物是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 

在适应水下生活的过程中，大叶藻获得了一些基因，可允许它生活在咸水中，但却失去了

一些与陆地植物性状相关的基因。研究人员称，大叶藻已修改了其细胞壁，并修改了与光传感、

植物防御信号、传粉系统和内部水平衡调节相关的基因。大叶藻失去了紫外线保护和各种挥发

物生产相关的基因。该研究小组比较了大叶藻和浮萍的基因组，浮萍是最简单的一种开花植物，

是已经测序的、与 Zostera marina 亲缘关系最近的植物。他们注意到，由于对淡水或陆地条件

的适应，细胞壁结构相关的基因有所差异。例如，浮萍之类的植物似乎失去了帮助植物将水保

存在细胞壁中的基因，而大叶藻则重新获得了这些基因，以更好地应对退潮时的渗透胁迫。虽

然多年来这被认为是生化变化，但产生这些硫酸多糖用于细胞壁基质的根本途径，与大叶藻素

的扩张相结合已被科学家们阐明，并且它们带有强大负电荷的本质，被认为有助于保护细胞免

于渗透胁迫。 

随着大叶藻草甸从阿拉斯加延伸至加利福尼亚，从白海到葡萄牙南部，这些生态系统给研

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天然实验室”，来研究植物对温暖或寒冷水域、以及耐盐、海洋酸化和光

的快速适应。了解关于生态-进化相互作用的更多信息，也与基因组学为基础的早期预警指标的

发展有关，可能预示着海草生态系统崩溃。研究人员称，虽然大叶藻是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功能

中的关键角色，并被认为是“海洋的肺”，但它们也濒临着灭绝。据估计，全世界有近三分之

一的大叶藻草甸被径流破坏冲入海洋，从而降低了它们作为碳汇的能力。因此，研究大叶藻的

适应能力，是保护工作刻不容缓的事情。 

 （江凤娟 编译；郭琳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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