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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海洋科技情报网（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Network）（以下简称为

海洋科技情报网，MSTIN）是由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

中心和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等多家涉海科研单位，共同发起成立的情报资

源共建、共享平台。 

海洋科技情报网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原则，共同打造高端海洋科技情报产品与服务体系，

面向中科院院内外科研管理与科学研究，提供包括海洋科

技发展战略、海洋科技咨询、科研竞争力评估、学科领域

发展态势分析、专利与技术分析、产业与市场分析等各类

情报研究与服务产品，提供学科领域科技信息监测平台建

设与学科领域监测快报服务，着力推动海洋科技领域前沿

科技信息传播与交流、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努力打造服务

院内、辐射全国、面向国际的一流海洋科技信息咨询与情

报服务平台，有效支撑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与发展。 

 

如您有任何建议或情报服务需求，均可与我们联系。 

 

联系方式 

Email：marine@mail.whlib.ac.cn 电话：027-87197630  

联系人：吴跃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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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美国通过三项海洋和五大湖相关法案 

8 月 2 日，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审议了三项与海洋研究相关的法

案，分别是：《协调海洋监测与研究法案》 （S. 1425）、《美国渔业咨询委员会法》

（S. 1322）和《五大湖环境敏感性指数法》（S . 1586）。当前，委员会未经讨论

就通过了这三份两党连立的法案。未来待法案经国会批准通过后，全体参议院将

于 9 月 5 日进行投票表决。 

科学的决策需要数据和信息支持，海洋和沿海地区的政策和管理决策也需要

强有力的观察和监测证据。三项两党连立的法案都将促进对海洋、五大湖和渔业

的监测和研究，并通过拨款、关联项目（ICOOS 和 FOARAM）、主题（有声和

经济性的海洋观测）以及更新重要指数来实现。 

其中，《协调海洋监测与研究法案》（S. 1425）将重新授权 2009 年的《海洋

综合观测系统法案》 (P.L. 111 - 11)。该法案的赞助者、参议员罗杰·威克(Roger 

Wicker) 提出一项作为替代品性质批准的修正案，通过 2019 年财政年度对语言

进行了技术更新，并授权拨款。此外，它还包括对 2009 年《联邦海洋酸化研究

和监测法案》的修正案，包括经济脆弱性报告。 

《美国渔业咨询委员会法》（S . 1322）设立了一个美国渔业咨询委员会，以

协助奖励渔业发展和研究。参议员 Brian Schatz 的一项已批准的修正案扩大了这

些补助金的用途（包括渔业科学和休闲捕鱼）。 

《五大湖环境敏感性指数法》（S. 1586）建议负责海洋和大气的副部长更新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对五大湖沿岸各海岸区域的环境敏感性指数产

品。该指数是一种工具，将用于“在石油泄漏事件发生之前，识别敏感的海岸线、

海岸或近海资源，以确定保护和规划策略的基线优先级。可提供包括海岸线类型、

生物资源和人类使用资源在内的信息。” 

（冯若燕 编译） 

原文题目：Trio Of Ocean And Great Lakes Bills Passes Senate Committee 

http://legislative-activities.oceanleadership.org/2017/s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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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http://policy.oceanleadership.org/trio-ocean-great-lakes-bills-passes-senate-comm

ittee/ 

 

 

项目规划 

NOAA 资助 580 万美元支持濒危物种的恢复 

今日，NOAA 宣布向多个州及地区提供 580 万美元资助，以促进濒危及受

胁迫海洋物种的恢复，这些物种涵盖从大型鲸鱼到小型贝类等不同类型。 

其中有 110 万美元将用于来自 4 个州和一个联邦认可部落的 6 个新项目，其

余的 470 万美元将对来自 20 个州和两个部落的 22 项持续性项目进行资助。 

“物种恢复基金”为各州及部落提供资金，支持濒危物种的管理、研究及宣

传等方面的工作，最终使其解除濒危状态。对于最近从濒危和胁迫物种名录移除

的物种，基金还可提供支持以继续进行监测。 

不论是新项目还是持续性项目关注的都是极其濒危物种的恢复，都包含在

NOAA 先期启动项目“聚光灯下的物种”（ Species in the Spotlight）已给出的濒危

物种名录中，包括库克湾的白鲸、大西洋鲑鱼、白鲍及“南部居民”杀手鲸等。 

NOAA 渔业局资源保护办公室的主管 Donna Wieting 表示：“开展濒危物种

的恢复工作意味着需要将地方层面的合作伙伴召集起来，共同应对保护方面的重

大挑战。这项基金是支持最濒危的海洋物种恢复的有效途径。” 

（郭琳 编译） 

原文题目：NOAA awards $5.8 million in grants to support endangered, threatened spe

cies recovery 

信息来源：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awards-58-million-in-grants-to-support

-endangered-threatened-species-recovery 

 

http://policy.oceanleadership.org/trio-ocean-great-lakes-bills-passes-senate-committee/
http://policy.oceanleadership.org/trio-ocean-great-lakes-bills-passes-senate-committee/
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awards-58-million-in-grants-to-support-endangered-threatened-species-recovery
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awards-58-million-in-grants-to-support-endangered-threatened-species-recovery


3 
 

国际资讯 

加拿大达成北极又一新海洋保护区保护协议 

8 月 14 日，加拿大环境部长 Catherine McKenna 宣布，加拿大政府已与

Qikiqtani 因纽特人联盟和努纳武特领导人在联邦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高纬度北极

地区的一个新的国家海洋保护区的最后界限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包括超过

131000 平方公里海洋区域的这一“Tallurutiup Imanga/Lancaster Sound”保护区将

是该国在陆地或海洋上的最大的保护区。因为其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包括大量

的独角鲸和其它鲸鱼、海豹、北极熊和海鸟等，该地区被称为“北极的塞伦盖蒂”。 

该地区的因纽特人被说服实行 30 年保护；因纽特人的传统知识被纳入协议

以确定保护区的边界和限制活动范围，包括中止未来海上油气开发和保护因纽特

人的生存权利等。继 2016 年加拿大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起诉加拿大壳牌公司超

期开采兰开斯特海峡地区的近海石油和天然气之后，这个石油巨头自动放弃了其

30 年租赁权并交给了加拿大自然保护区，随后又租赁给政府。壳牌公司和自然

保护协会对本周的这个公告表示热烈欢迎。 

（马丽丽 编译） 

原文题目：Protection for arctic ‘Serengeti’ 

信息来源：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52/628.full 

 

 

科学家首次成功完成野生鲨鱼健康普查 

自 2016 年鲸鲨被评估为“濒危”级别，科学家通过采集血液、生物样品、

实地测量和卫星追踪，成功的进行了野生鲸鲨的健康评估，主要研究区域是在印

度尼西亚的 Cendrawasih 海湾。研究结果对于理解鲨鱼的全面健康以及鲨鱼旅游

开发都有重要意义，研究内容可以更好的为保护政策提出建议，以保护和恢复鲨

鱼种群数量。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52/628.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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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强调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和样品，对于保护政策和公众教育非常重

要。研究人员为了争取时间，在科考船上直接对样品进行了整理和测试，后续测

试在巴布亚州立大学继续进行，研究人员还向学生和教师介绍了考察结果和样品

采集技术。 

此次考察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乔治亚水族馆联合开展的，乔治亚水族馆的研

究人员非常关心鲸鲨，认为只有专业的鲸鲨知识和成熟的技术，才能确保鲸鲨的

生存等。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 CI）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和沿海区

域的行动表示赞赏，认为没有政府的行动，考察是不可能成功进行的。印度尼西

亚海洋事业和渔业部以及 Cendrawasih 海湾国家公园会将最终调查结果纳入当地

和国家的鲨鱼保护与旅游管理政策。 

巴布亚大学的副校长表示，科学家加入考察使得调查更为专业。当地研究鲸

鲨的科学家与保护国际和乔治亚水族馆分享了专业知识，获得了更为全面的鲸鲨

生活史，这些内容对于物种保护非常重要，对于西巴布亚境内的海洋旅游管理也

非常重要，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优先研究事项。迁徙物种的健康评估和样品采集

非常困难，此次调查幸运的借助渔民经验，才得以成功进行。当地的渔民会在浮

动站悬挂大型渔网，然后通过灯光来吸引捕获鱼类。对于鲨鱼来说，这些鱼类相

当于“免费大餐”，会吸引鲨鱼过来捕食。研究人员借助这个机会在鲨鱼身体上部

署了卫星标记，从而获得了详细的运动数据。但是会有一些鲨鱼意外的陷入网中，

渔民则会及时的释放被困鲨鱼。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First successful wild whale shark health assessments performed 

信息来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ga-fsw081717.php 

 

 

美国考虑卖掉著名科考船和地震仪，海洋地震学家为此担忧 

R/V Marcus G. Langseth 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由哥伦

比亚大学拉蒙特多-赫蒂地球观测站（LDEO）运营的著名科考船。当在水中激发

气枪震源时，船后拖动的长电缆浮动声学接收器，可捕获海底和沉积层的地震反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ga-fsw08171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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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信号，供研究人员构建俯冲带等区域的 3D 构造模型作参考。然而因 NSF 预算

紧张，Langseth 去年只在海上工作了 128 天。 

更不幸的是，美国的海洋地震学家可能不会再登上 Langseth。因为 NSF 审

议了 8 月 21 日到期的提案，需解决 1350 万美元船舶费用与 1000 万美元 NSF 资

助基金之间的差额。2015 年，一个影响力较大的“海洋变化”报告建议 NSF 削

减海洋基础设施，以开展更多的海洋研究，Langseth 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 

若有某个学术机构或企业愿意接管船只，并为 NSF 提供价值等同 1000 万美

元的科考船，或者某家机构可提供 350 万美元来填补预算，那么 Langseth 就会

继续行使使命。如果没有，该船将被出售给最高出价者，得到款项将用于向承包

商支付使用科考船的费用。目前并没有有效解决措施。最终科考船将停在码头不

得使用。 

NSF 对 Langseth 缩减开支的想法始于 5 月，在此之前 NSF 正考虑将海底地

震仪的资助减少数百万美元。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海洋地震学家

Douglas Wiens 说，结合 NSF 计划削减其海底地震仪的资助，美国对海洋地壳成

像的研究能力正急剧退化。 

由于 NSF 资助，LDEO、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和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

经营着 200 多个海底地震仪。这些地震仪可与来自 Langseth 等船只的气枪协同

探测天然地震。NSF 认为如果一个机构接管该套仪器，则可以节省资金。Cascadia

和其他项目揭示了三个机构在管理地震仪和处理数据方面效率低下。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阿灵顿海洋科学主任 Richard Murray 说，精简地震仪是为“良好的管理”。 

许多海洋地震学家现在倍感担忧，因为海洋地震资料可用于地球内部成像。

而 NSF 的削减似乎超出了简单的效率提升，可能意味着将永久失去地震仪。 

（李亚清 编译） 

原文题目：U.S. marine seismologists fear loss of research ship 

信息来源：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7/08/us-marine-seismologists-fear-loss-rese

arch-ship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5/01/cut-hardware-save-ocean-science-says-national-academies-panel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7/08/us-marine-seismologists-fear-loss-research-ship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7/08/us-marine-seismologists-fear-loss-research-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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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加拿大科学家发文称人类对深海生物仍知之甚少 

人类对深海的干预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对其功能的基本了解。牛津大学的研

究人员警告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深海保护措施的研究与行动，深海生物将面临

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充满活力的、神秘的、水深 200 米以下的深海区域，占据着地球 60%的表面

面积，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栖息地，通常被称为“最后边界”。然而，人们对深

海功能，尤其是深海生物种群关联性的认知是极其少的。  

牛津大学动物系的研究人员在综述了至今为止发表的所有关于深海无脊椎

动物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强调了人们对深海动物生态学的基础认知与人类对深海

日益增长的影响之间的差距。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8 月 22 日的《Molecular 

Ecology》期刊上。 

在过去三十年，发表关于无脊椎动物种群遗传学的论文仅仅有 77 篇，而无

脊椎动物占据着大部分深海区域，包括深海珊瑚群、蜗牛和海胆。大部分论文涵

盖了 115 种生物物种，而且主要集中于生活在 200-1000 米深度范围具有商业价

值的物种。只有 1 篇关于生活在 5000 米深的生物的研究，有 9 篇探讨了 3500

米深度的生物研究。因此，深海生命依旧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 

牛津大学这项研究试图探讨深海生物种群在深度和距离上的关联性。通常情

况下，在几百米深度上，生物之间很少有关联性，而几千公里的距离内，动物间

关联性相对较强。 

人类活动，比如污染、毁坏性的拖网捕鱼、深海采矿和气候变化，似乎愈演

愈烈，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深海无脊椎动物的数量，尤其是对脆弱的、生长缓慢的

珊瑚群的影响让很科学家感到担忧。 

人们一直认为深海是稳定的，对过去海洋表面环境的变化是免疫的。而牛津

大学的这项研究则表明深海种群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稳定。研究人员强调，我



7 
 

们并不知道未来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深海种群的影响，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我

们不应该太自满。目前深海捕鱼是人类对深海种群最大最直接的影响，但是金属

采矿活动一直在扩张，未来可能会对深海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承认深海数据的获得是昂贵并具有挑战性的。然而，现代技术的发

展意味着研究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收集更多种群基因信息。合作者

Michelle Taylor 说：“新一代测序技术帮助我们能够以低成本了解大部分的动物

基因组，降低了深海种群遗传学研究成本，这些新技术获得的大量数据使得许多

动物得到首次研究。作为科学家，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多的收集、分享深海生物基

础信息，并且与管理政策制定者合作。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们不会试图开采

深海油气资源，科学需要迎头而上。”。 

（张灿影 编译） 

原文题目：Shocking gaps in basic knowledge of deep sea life 

信息来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uoo-sgi081817.php  

原文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ec.14237/abstract;jsessionid=F0DCD187

A8D9F255A90B2D7CA09ABF0B.f02t01 

 

 

Nature：成冰纪海洋藻类的繁荣促使动物的出现 

2017 年 8 月 16 日 Nature 在线发表题为《成冰纪海洋藻类的繁荣和动物的出

现》（The rise of algae in Cryogenian ocean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imals）的文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德国不莱梅大学的研究者提出，成冰纪海洋藻类的繁荣为动

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海洋初级生产力由细菌支配转变为由真核生物支配是

意义最深远的生态进化之一，重组了水体中碳和营养物质的分布，并促使能量流

向较高的营养层次。然而，这一转变的原因和地质时间，以及与大气中氧气水平

和动物进化可能的关联，仍旧模糊不清。 

该文介绍了真核生物中甾体类化合物的分子化石记录，表明在成冰纪（7.20

亿至 6.35 亿年前）之前仅细菌是海洋中主要的初级生产者。甾体类化合物多样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uoo-sgi081817.php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ec.14237/abstract;jsessionid=F0DCD187A8D9F255A90B2D7CA09ABF0B.f02t01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ec.14237/abstract;jsessionid=F0DCD187A8D9F255A90B2D7CA09ABF0B.f02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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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丰度的提高标志着海洋浮游藻类在短时期内快速增加，这一时间间隔为 6.59

亿至 6.45 亿年前，介于司图特（Sturtian）和马林诺（Marinoan）‘雪球地球’冰期

之间。研究人员推测司图特冰期的冰川消融致使营养物质激增，从而导致蓝细菌

的统治地位被打破。藻类的崛起使食物网具有更高效的营养和能量转移模式，推

动生态系统中进化出更大、更复杂的生命体。同期出现的海绵和肉食性的有孔虫

生物标志物记录了这一影响，并且在随后的埃迪卡拉纪中多细胞的后生动物

（eumetazoan）大量出现。 

（谢玉芳 编译） 

原文题目：The rise of algae in Cryogenian ocean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imals 

原文链接：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457.html?foxtrotcall

back=true 

 

 

迄今为止最深入的珊瑚表观遗传学研究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W）的科学家正在研究珊瑚遗传学

的新兴领域，以期更好地预测珊瑚未来可能遇到的威胁。研究中采用现代遗传测

序工具来揭示三种看起来相似的珊瑚之间的关联性。 

“过去我们依靠物理特性，如珊瑚骨骼，来判断珊瑚新物种，” 华盛顿大学

珊瑚水生和渔业科学博士、第一作者 James Dimond 解释到，“但是问题在于，珊

瑚可以改变他们的骨骼结构，所以你不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物种，还是一个只是

由于环境条件而变化的同一物种，这真的很棘手。” 

例如，生物学家最初认为广泛分布的大西洋珊瑚是三种不同物种，但是 2014

年的一项遗传研究却发现它们其实是一种。 

然而，8 月 12 日发表于分子生态学（Molecular Ecology）杂志上的最新研究

发现了新的遗传学证据，证明它们可能是三种。同时，该研究还提供了表观遗传

学的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更为神秘的遗传表达形式。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457.html?foxtrotcallback=true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457.html?foxtrotcallback=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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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水生和渔业科学副教授、文章共同作者 Steven Roberts 说：“这是

迄今为止最深入的珊瑚表观遗传学分析，可能促使科学界对这些珊瑚家谱进行重

新评估。” 

该研究使用新工具来查询遗传密码中遗传多样性标记的 1000 多个核苷酸的

变化。之前的遗传研究只涉及到这些标记中的 10 个或 11 个，并发现这些少量的

标记在三种珊瑚中都是一样的。因此，为得出这三种形式其实是不同物种的最终

结论意味着要对更广范围内的珊瑚样本采用相同的分子测序技术。Dimond 说：

“这似乎是一个更深入的基因组的问题，近几年才能做。” 

文中还研究了表观遗传学，主要涉及影响遗传密码在现实情况中发挥作用的

过程。Dimond 的研究重点是 DNA 甲基化的表观遗传过程，其中碳基甲基分子

可以结合 DNA 链，从而影响其在体内起作用的蛋白质的翻译过程。 

表观遗传分析并没有显示出在不同规模的珊瑚分支有任何一致的模式，所以

尚无定论。但是研究人员相信这是在深入理解珊瑚过程中向前迈进的重要一小步。 

（傅圆圆 编译） 

原文题目：Modern genetic sequencing tools give clearer picture of how corals are related 

信息来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uow-mgs081617.php 

原文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ec.14252/abstract 

 

 

美国科学家发现一种“将水变成冰”的新细菌 

纯水在低至-40oF 温度下依然保持液态，只有在某些细菌和真菌以及灰尘和

植物花粉的“冰核”中才能在较高温度下冷冻成固态。冰核有助于让水分子彼此

结合，生长成为冰晶。“冰晶化是水循环中至关重要的物理过程，因为它有助于

云中水滴的形成，”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植物病理学、生理学和杂草科学教授

Boris Vinatzer 说，“找到能形成冰核的新分子将有助于加深这个重要过程的理解。”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uow-mgs081617.php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ec.14252/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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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学家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首次发现细菌可以成核，但此后发现的所有

细菌的成核机制都相同，它们都具有相同的蛋白质，即冰核成核活性（INA）蛋

白。其中，丁香假单胞菌（Pseudomonas syringae，P. syringae）被用于滑雪胜地

造雪。 

赖氨酸芽孢杆菌属细菌（Lysinibacillus）是研究小组发现的是第一个不编码

已知 INA蛋白的冰核细菌，它可以将一个非蛋白质大分子分泌到其生存环境中。

Vinatzer 和他的同事们震惊地观察到这个大分子能抵抗长达一个小时的煮沸，而

P. syringae 的 INA 蛋白质在加热几秒钟后就失活了。 

为得到这株细菌，该小组经过 15 个月的取样，在弗吉尼亚州布莱斯堡附近

的三个不同地点收集了 23 个不同风暴的雨水样本，并对超过 33000 个细菌菌落

进行冰核成核测试。除了 Lysinibacillus 细菌，研究人员还对发现了其他数百个

已知冰核成核机制的细菌。因此科学家有希望在这些细菌的遗传多样性方面获取

新的发现。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尝试鉴定这个分子。论文作者 David G. Schmale III 教

授 说：“一旦鉴定完成，该分子可以应用于制雪甚至改变天气。”但是，若要达

到应用水平，必须生产出上千克的分子。 

该研究由 NSF 资助，成果目前已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学报（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icrobial Ecology，ISME）上发表。 

（刘雪雁 编译） 

原文题目：Virginia Tech researchers find a new bacterium that helps turn water into ice 

信息来源：https://vtnews.vt.edu/articles/2017/08/cals-ice.html 

原文链接：http://www.nature.com/ismej/journal/vaop/ncurrent/full/ismej2017124a.html?foxtrotc

allback=true 

https://vtnews.vt.edu/articles/2017/08/cals-ice.html
http://www.nature.com/ismej/journal/vaop/ncurrent/full/ismej2017124a.html?foxtrotcallback=true
http://www.nature.com/ismej/journal/vaop/ncurrent/full/ismej2017124a.html?foxtrotcallback=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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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全息甲板“FreemoVR”研究鱼类等动物对虚拟现实的

反应 

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是神经元在不同大脑区域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产生的

结果，然而，人们对这一过程并不十分了解。为了研究神经元的基础行为，科学

家们已经借助动物做了大量实验，但其中大多数实验需要把动物部分或完全固定。

这就限制了动物的感觉输入和反馈，最终改变神经元和行为反应。此外，在实验

室中模拟自然条件是非常困难的。 

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的 Andrew Straw 小组和维也纳大学

（University of Vienna）Max F. Perutz 实验室（MFPL）的 Kristin Tessmar-Raible

小组联合推出了一个名为“FreemoVR”的系统，可以将自由移动的动物沉浸在

计算机控制的三维世界中，该成果已刊登于自然方法（Nature Methods）杂志上。  

FreemoVR 使实验者能够控制动物的视觉体验，同时保持对其触觉的自然反

馈。通过电脑游戏技术，科学家们为动物建立了 VR 环境，即墙壁或地板是计算

机显示器，而动物可以在走过、飞过或游泳的时候从自己的角度探索这些舞台上

的 VR 环境。“我们希望为动物创造一个全息的环境，让它们在计算机控制下身

临其境，以便研究人员可以进行实验，从而揭示动物如何看待物体、环境和其他

动物。” FreemoVR 系统开发的领导人 Andrew Straw 说。  

为验证 FreemoVR 引发自然对象反应的能力，研究人员对自由跑动的老鼠进

行了实验，结果显示老鼠在真实和虚拟的高架迷宫中都同样恐高。 

另外，研究人员利用 FreemoVR 系统发现了以前被忽略的野生和突变斑马鱼

的行为差异，客观地显示了该系统的敏感性。随后，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了将真

正的斑马鱼与虚拟斑马鱼之间的社会互动规则，发现未来的领头鱼会通过平衡它

对游泳方向的偏好与对下属鱼的社会反应，最大限度地降低失去追随者的风险。 

今后，各团队希望利用 FreemoVR 来了解高层行为的脑功能（如导航），并

深入理解社会团体中集体行为的因果关系，从而研究大脑运作的行为机制。 

（刘雪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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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When fish swim in the holodeck 

信息来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uov-wfs082117.php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nmeth/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eth.4399.html 

 

Nature Microbiology：最大规模的海洋微生物基因组研究 

微生物主宰着地球生命，并与海洋密切相关：促进了整个海洋食物链的运作。

8 月 14 日发表在《自然微生物学》（Nature Microbiology）的一篇报告中，夏威

夷大学(UHM)海洋学教授 Ed DeLong 和他的团队研究出迄今为止最大的微生物

组基因目录。基于这些新信息，研究小组发现营养限制是海洋微生物基因组进化

的核心驱动力。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海洋微生物在新陈代谢能力方面千差万别，所有的差

异性都被编码在它们的基因中。一些海洋微生物的遗传编码允许它们利用从阳光

中获得的能量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另一些微生物将有机物质作为碳和能量

的来源，产生二氧化碳这种呼吸终端产品。不仅如此，人们也发现了其他更为奇

特的新陈代谢途径。 

“一勺海水就有近一百万个细胞，我们如何在几乎不可见的生物中描述这些

不同的特性和功能呢？” “一个来自夏威夷群岛以北海水中收集的微生物的基因

目录可以解答上述疑问。研究团队参与了“夏威夷海洋时间序列项目（Hawai'i 

Ocean Time-series Program）”，他们持续在 ALOHA 站收集海水样本做基因组测

序已经超过 2 年的时间。 

在阳光照不到的深层海水中，研究小组观察到了微生物群落信息的急剧变化。

在大约 250-650 英尺之间，微生物的基本组成部分，即基因组和蛋白质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海面附近微生物的基因组要小得多，其蛋白质含氮量也较少。而在更

深的海域，400-650 英尺范围内，微生物基因组会变得更大，它们的蛋白质也含

有更多的氮，同时随着深度的增加，氮的含量也会增加。这些结果表明，海洋环

境中的营养物质可能会驱动微生物基因组和蛋白质的进化。”这项研究的另一个

令人惊奇的发现是，在阳光照射下，微生物的“基因组过渡区”发生在一个非常狭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uov-wfs082117.php
https://www.nature.com/nmeth/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eth.43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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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的深度范围内。在大约 650 英尺深的海底，微生物基因组和蛋白质的基本特性

是相对稳定的。” 

“该研究的新数据将为我们了解海洋微生物群落性质及其功能提供重要工具，

同时也有助于预测未来的发展轨迹。” DeLong 说。 

（刘思青 编译） 

原文题目：New gene catalog of ocean microbiome reveals surprises 

信息来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uoha-ngc081717.php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4-017-0008-3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8/uoha-ngc081717.php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4-017-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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