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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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海洋局发布《海洋生物技术：推动欧洲生物经济创新》

政策简报 

2017 年 9 月 11 日，欧洲海洋局（EMB）与海洋生物技术欧洲研究区网络计

划（ERA-MBT）联合发布第 4 期政策简报，题为《海洋生物技术：推动欧洲生

物 经 济 创 新 》（ Marine Biotechnology: Advancing Innovation in Europe’s 

Bioeconomy），此次简报是继去年 9 月发布的欧洲《海洋生物技术战略研究及创

新路线图》之后，对欧洲 2020-2030 期间海洋生物技术长期发展战略中的关键研

究需求、优先战略主题和新兴重要问题的高度总结和分析。 

简报指出海洋生物技术是生物经济中发展较快的领域，是创新性利用海洋生

物资源和推动欧洲生物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据预测，2020 年全球海洋生物技术

市场产值将达 48 亿美元，2025 年为 64 亿美元。至 2020 年，欧洲海洋生物技术

领域的国家收入预计达 10 亿欧元，新创 1 万个工作岗位。简报内容以 2016 年《路

线图》确定的五大主题为框架，包括：探索海洋环境、海洋生物质开发和利用、

海洋生物制品创新和拓展、技术和基础设施保障、政策支持和激励。主要内容如

下： 

 

主题/子主题 长期挑战（2020-2030） 实施案例 

一、探索海洋环境 

继续开发新的海洋空间和生物

多样性热点区域，如深海和极

地； 

发展下一代采样技术，发展新一

代自动水下机器人及远程水下

采样和分析系统； 

发展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快速分

类和化学及生化评价的新方法。 

挪威ArcticZyme公司着重

北极海洋生物的开发，尤

其是海洋生物中耐寒酶的

分子研究及诊断试剂研

发，例如，从北极甜虾中

分离的一种热感酶，目前

广泛应用于PCR扩增试剂

盒中去除DNA污染。 

1、确定海洋生物来源 

2、探索海洋栖息地 

3、鉴定海洋物种和物质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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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生物质开发和利用 
藻类等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

性开采； 

发展海洋生物质近海和陆地水

产养殖技术； 

下一代海洋生物活性成分提取

和纯化方法。 

ERA-MBT资助的NEPTUNA和

SeaRefinery等项目，鼓励

产学研合作进行大型藻

类、微藻和蓝藻中生物活

性物质的鉴定及提取。 

1、野生海洋生物资源可持

续性利用 

2、海洋生物可持续性养殖 

3、海洋生物质提炼 

三、海洋制品创新和拓展 
继续拓展海洋生物制品新来源； 

新一代海洋生物相容材料； 

定制健康饮食； 

发展合成生物学技术； 

环境生物指示剂及传感器、生物

修复和海洋健康。 

英国Jellagen公司从水母

中发现的下一代Collagen

产品，适用于2D和3D细胞

培养和临床医疗仪器，在

创伤修复和组织工程领域

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1、人类和动物健康制品 

2、食物和饲料制品 

3、新工业制品和加工 

4、环境监测用产品 

四、技术和基础设施保障 

建立、完善跨学科海洋生物技术

创新研究合作网络； 

开发海洋生物技术新工具和方

法； 

创建试点设施、材料仓储和相关

数据库； 

加强海洋专业研究生技术培训。 

欧洲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欧

洲研究基础设施战略论坛

（ESFRI）项目； 

欧洲H2020战略欧洲海洋

生物研究基础设施集群

（EMBRIC）项目； 

欧洲生命科学组织ELIXIR

的项目； 

欧洲Erasmus Mundus研究

生课程； 

欧洲委员会资助的 Blue 

Career项目。 

1、产学研合作网络 

2、开发海洋生物技术工具 

3、基础设施保障 

五、政策支持和激励 执行全球和国家管辖外范围资

源利用协议； 

海洋生物资源利用通用许可协

议； 

鼓励建立海洋生物技术商业专

用风险投资基金、创新开放基

金、工业专项基金等资金支持体

系； 

提供海洋生物技术应用的市场

支持； 

构建海洋生物技术行业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PPPs）。 

欧洲委员会“蓝色经济商

业与科学论坛”为产业和

研究之间的联系提供平

台； 

7月，欧洲委员会刚启动

“ 生 物 经 济 知 识 中 心

（BKC）”，实现生物技术

信息的更大共享，为政策

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

知识支撑， 

1、法律政策 

2、环境规章制度 

3、发展生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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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中提出今后的 7 个关键行动领域： 

（1）海洋和生命科学领域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整合，促进形成试点工程和

交叉学科方法在海洋生物技术中的应用； 

（2）提升海洋生物技术政策意识和公众素养，充分认识海洋生物质和海洋

生物技术应用在获取生物活性物质和改善人类健康方面的重要潜力； 

（3）开展相关研究生培训工程，满足蓝色生物经济热门职业对交叉学科技

能的需求； 

（4）增强产业互动和投资，在海洋生物技术作为企业活动主要推动力的经

济领域构建专门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5）依托海洋生物技术，继续拓展海洋开发空间，提升海洋新物种和生物

活性物质的发现和开发利用能力； 

（6）加强在宏基因组和生物信息学等组学研究工具和先进方法的开发与应

用； 

（7）进一步强化海洋科学家和生物技术专家参与海洋管理和执行过程，保

证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公平共享法律意识和共同参与，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

利用和保护。 

（马丽丽 编译） 

原文题目：Marine Biotechnology: Advancing Innovation in Europe’s Bioeconomy 

信息来源：http://www.marineboard.eu/ 

 

项目规划 

NOAA 投入约 170 万美元用于有害水华研究 

日前，NOAA 已宣布了九项全国性的研究资助项目，借此希望深入了解和

测量有害水华（Harmful Algal Blooms，HABs）的毒性。 

http://www.marineboar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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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NOAA 将投入 168 万美元用于阿拉斯加州、佛罗里达州、缅因州、

马里兰州、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项目研究。资金由 NOAA 国家海岸海洋科

学中心管理。 

研究人员将调查增加水华毒性的影响因素，模拟毒素从水中流入贝类、鱼类

和海洋哺乳动物的过程，并改善毒素监测和预报系统。 

HABs 产生的浓稠浮渣、强烈的气味和毒素可能会污染饮用水源，继而影响

渔业和旅游业。NOAA 国家海洋服务局副局长 Nicole LeBoeuf 表示：“这些研究

项目将提高当地管理者保持饮用水安全的能力，并将协助监测海产品中的 HABs

毒素，这是目前处理水华事件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每个国家都会出现 HABs，因

此，这些项目资助具有重要的国家意义。” 

之前，NOAA资助的HABs相关研究成功研制出用来检测、预测和应对HABs

及其毒素的工具。其中一个项目还签定了毒素监测协议，并促使马萨诸塞州乔治

亚浅滩的蛤蜊和海蛤渔业在关停二十年后重新开放。 

NOAA 国家海岸海洋科学中心为 NOAA 国家海洋服务局及其合作伙伴提供

相应的生态系统科学解决方案、科学信息和工具，来帮助保持国家的生态、社会

和经济目标相平衡。 

 

 

（刘雪雁 编译） 

原文题目：NOAA awards $1.7 million for harmful algal bloom research 

信息来源：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awards-17-million-for-harmful-algal-bloom-

research 

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awards-17-million-for-harmful-algal-bloom-research
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awards-17-million-for-harmful-algal-bloom-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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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利用棘冠海星的克星—大法螺保护大堡礁 

为保护大堡礁不受棘冠海星残食，澳大利亚政府预计总投入 2740 万美元，

利用棘冠海星的天敌—大法螺（Charonia tritonis）来控制海星数量。 

大法螺原产于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珊瑚礁区域，由

于极为罕见，一直广受壳类

收藏者的追捧，因此在昆士

兰州水域，大法螺能得到充

分保护。 

利用海星天敌来控制

海星数量的想法基于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AIMS）的一项研究结果—研究

人员将棘冠海星暴露在含大法螺分泌物的水域里，发现棘冠海星总是避开有大法

螺的区域。 

所以，研究人员想到可以利用养殖大法螺，来防止棘冠海星在产卵季节的密

集生长，进而有助于防止棘冠海星数量剧增。目前，政府已投入 56.8 万美元用

于养殖大法螺，AIMS 已经投置了大量的大法螺卵胶囊，上个月有超过十万只幼

体孵化。 

由于目前尚不明确大法螺的饮食习性及生长过程的关键因素，所以大法螺育

种项目的重点在于研究帮助大法螺幼体过渡到青少年体和成年体阶段，并为进一

步研究大法螺生物学提供了机会。 

如果该项目成功完成，科学家们将深入洞悉大法螺对棘冠海星行为的影响，

并测试其控制棘冠海星数量的潜力，从而帮助降低珊瑚死亡的可能性。 

该项目作为澳大利亚“珊瑚礁 2050 计划”的一部分，于 2017 年 6 月中旬开

始，将持续至 2019 年 6 月。 

（刘雪雁 编译） 

原文题目：Giant sea snails join the fight to save the Reef 

信息来源：http://www.aims.gov.au/docs/media/latest-releases/-/asset_publisher/8Kfw/content/gia

nt-sea-snails-join-the-fight-to-save-the-reef?inheritRedirect=false&redirect=http%3A%2F%2Fww

http://www.aims.gov.au/docs/media/latest-releases/-/asset_publisher/8Kfw/content/giant-sea-snails-join-the-fight-to-save-the-reef?inheritRedirect=false&redirect=http%3A%2F%2Fwww.aims.gov.au%2Fdocs%2Fmedia%2Flatest-releases%3Fp_p_id%3D101_INSTANCE_8Kfw%26p_p_lifecycle%3D0%26p_p_state%3Dnormal%26p_p_mode%3Dview%26p_p_col_id%3Dcolumn-2%26p_p_col_count%3D1
http://www.aims.gov.au/docs/media/latest-releases/-/asset_publisher/8Kfw/content/giant-sea-snails-join-the-fight-to-save-the-reef?inheritRedirect=false&redirect=http%3A%2F%2Fwww.aims.gov.au%2Fdocs%2Fmedia%2Flatest-releases%3Fp_p_id%3D101_INSTANCE_8Kfw%26p_p_lifecycle%3D0%26p_p_state%3Dnormal%26p_p_mode%3Dview%26p_p_col_id%3Dcolumn-2%26p_p_col_count%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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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ms.gov.au%2Fdocs%2Fmedia%2Flatest-releases%3Fp_p_id%3D101_INSTANCE_8Kfw%26

p_p_lifecycle%3D0%26p_p_state%3Dnormal%26p_p_mode%3Dview%26p_p_col_id%3Dcolum

n-2%26p_p_col_count%3D1 

 

国际资讯 

美国联邦海洋团队开始着手为期 4 年半的深海研究计划 

9 月 12 日，科学家们开始着手对大西洋南半球的深海珊瑚、峡谷和气体渗

透生态系统进行为期四年半的深海研究（Deep Research），该项目由海洋能源管

理局（BOEM）、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联手，旨在探明美国东南沿海深水区鲜为人知的自然资源。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国

家海洋学伙伴关系计划（NOPP）、TDI-Brooks 国际有限责任公司（BOEM 的总

承包商）、USGS 和七个学术机构参与。 

科考队将搭载 NOAA 的“双鱼座”科考船，在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

和格鲁吉亚沿海以外 30m ~130m 的地区，利用三周时间探索诸如珊瑚和天然气

渗漏以及栖息于其中的生物等地质过程和生物特征。 

三个合作机构的资助是均等的，并各司其职。BOEM 制定研究主题，资助

竞争性合同，召集 USGS 和 NOAA 海洋勘探研究所（OER）的科学人员、船舶

和设备。其中，天普大学的 Erik Cordes 是 TDI-Brooks 国际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

也是该研究的主要负责人。美国地质调查局科学家 Amanda Demopoulos 领导的

代表各学科的 USGS 科学小组将与其他合作伙伴通力合作，包括天普大学、佐治

亚大学、新南威尔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哈维穆德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

荷兰皇家海洋研究所（NIOZ）等。 

该项目是未来三年计划中三次深海合作项目中的第一次，将提供每个机构所

需的基础信息。通过该项目运作，BOEM 将获得新的科学数据，以便为环境评

估和海上能源决策提供信息，而 USGS 和 NOAA 将增强对该地区物理和生物资

源的新的科学认识。 

http://www.aims.gov.au/docs/media/latest-releases/-/asset_publisher/8Kfw/content/giant-sea-snails-join-the-fight-to-save-the-reef?inheritRedirect=false&redirect=http%3A%2F%2Fwww.aims.gov.au%2Fdocs%2Fmedia%2Flatest-releases%3Fp_p_id%3D101_INSTANCE_8Kfw%26p_p_lifecycle%3D0%26p_p_state%3Dnormal%26p_p_mode%3Dview%26p_p_col_id%3Dcolumn-2%26p_p_col_count%3D1
http://www.aims.gov.au/docs/media/latest-releases/-/asset_publisher/8Kfw/content/giant-sea-snails-join-the-fight-to-save-the-reef?inheritRedirect=false&redirect=http%3A%2F%2Fwww.aims.gov.au%2Fdocs%2Fmedia%2Flatest-releases%3Fp_p_id%3D101_INSTANCE_8Kfw%26p_p_lifecycle%3D0%26p_p_state%3Dnormal%26p_p_mode%3Dview%26p_p_col_id%3Dcolumn-2%26p_p_col_count%3D1
http://www.aims.gov.au/docs/media/latest-releases/-/asset_publisher/8Kfw/content/giant-sea-snails-join-the-fight-to-save-the-reef?inheritRedirect=false&redirect=http%3A%2F%2Fwww.aims.gov.au%2Fdocs%2Fmedia%2Flatest-releases%3Fp_p_id%3D101_INSTANCE_8Kfw%26p_p_lifecycle%3D0%26p_p_state%3Dnormal%26p_p_mode%3Dview%26p_p_col_id%3Dcolumn-2%26p_p_col_count%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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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兹霍尔海洋研究的自主水下航行器（AUV）Sentry 将用于调查凯勒峡谷、

Pamlico 峡谷、哈特拉斯峡谷以及几个未命名的峡谷的渗水和硬底特征。研究人

员将使用各种 AUV 传感器和船载仪表描绘高分辨率的海底表面和地下界面，采

集水体和海底沉积物样品、建立深海海底的数据库，包括珊瑚、海绵和生物体。

该研究最终将包含弗吉尼亚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区域，未来两次考察计划将分别于

2018 年和 2019 年进行。 

（李亚清 编译） 

原文题目：Federal Ocean Partnership Launches DEEP SEARCH Study of Coral, Canyons, and 

Seeps Off the Mid- and South Atlantic Coast 

信息来源：https://www.boem.gov/press09122017/ 

 

 

美国海军领导国际合作在北冰洋部署浮标 

经过与海军研究办公室、海军海洋学家办公室、丹麦北极联合指挥部、加拿

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以及华盛顿大学等部门之间的协调，美国国家海冰中心

（USNIC）计划在联合任务执行期间向北冰洋投入浮标。 

 这些机构的联合任务是收集天气和海洋数据，以加强预测和完善环境模式，

从而降低北极资产的经营风险。 

 “极地低压类似于北方的飓风，从这些浮标收集的数据将帮助我们进行数

值天气预报，这将有助于保持我们和合作伙伴的安全，” 美国国家海冰中心指挥

官 Ruth Lane 说。“例如，Irma 飓风正在接近加勒比海群岛时，一旦飓风落在了

NOAA‘飓风猎人’飞机范围之内，它们就会飞出并扔出浮标，从而通过飓风投

放浮标。随着观察次数的不断增加，得到的数据可以用于提高轨道和强度模型，

预测精度的提高便得益于这些本地观察。而我们投放这些北极浮标的目的就是为

了得到类似的投资回报。” 

 这些具有冰块硬度的抗冰浮标（ Air Expendable Ice Beacons ，AXIB），是

由位于格陵兰图勒空军基地的丹麦空军 C-130 飞机部署。“负责丹麦北极指挥部

的飞行员正在北极高空进行培训，所以我们能够利用这些航班首次在丹麦的飞机

上部署浮标，仅次于北极，”美国国家冰中心北极浮标计划协调员 Emily Motz 指

https://www.boem.gov/press09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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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浮标将通过国际北极浮标计划（IABP）提供 3-5 年的数据，从而为运作方

和科学界的所有预报员和研究人员提供现场观测资料。” 

 USNIC 与华盛顿大学合作，负责美国国际北极浮标计划（USIABP）的管

理和协调工作，同时代表了其他的美国机构，包括国际北极研究中心、美国航空

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海军海洋学家办公室和海军研究办公室。 IABP 计划

是全球参与者的聚集地，负责管理北冰洋地区的漂移浮标网络。该工作还向海军

研究局“季风冰区侦察调查”（SIZRS）计划提供重要数据，该计划是北极和全

球预测计划的核心。 

海军海洋学家办公室高级科学政策顾问 Ninette Sadusky 说：“这样的独特机

会得益于国际极地研究合作参与计划（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ngagement 

Program for Polar Research，ICE-PPR）建立起来的研究关系。ICE-PPR 是由海军

行动处处长办公室（OPNAV N94）的高级国家代表处牵头的多国合作计划。在

不断持续的浮标计划任务前提下，我们有必要继续促进伙伴关系，并使之更加繁

荣发展。”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US Navy Leads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Deploy Buoys into the Arctic Ocean 

信息来源：http://www.navy.mil/submit/display.asp?story_id=102375 

 

 

微软联合创始人 Paul G. Allen 为深海气候变化观测捐助 400

万美元 

微软联合创始人兼慈善家 Paul G. Allen 和 NOAA 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将

开创性地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计划投放大量深海浮标，以扩展大西洋西南部

重要地区的海洋观测范围。 

这些浮标被称为 Deep Argo，可以收集深至海面以下 4 英里的数据，从而帮

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海洋的下半部分区域对于天气、气候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http://www.navy.mil/submit/display.asp?story_id=10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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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 Allen 慈善机构已承诺为长期项目“Jump-Starting Deep Argo”投资逾

400 万美元。Allen 的研究船 R / V Petrel 将在巴西以东深海的国际水域部署一系

列深海浮标。 

“有远见的投资” 

NOAA 首席科学家克雷格·麦克莱恩（Craig McLean）表示：“这是 NOAA

关于持续海洋观测的第一个正式的公私合作式伙伴关系。我们赞扬 Paul G. Allen

的投资远见，这能够帮助人类回答一些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NOAA 选择了西南大西洋，因为它为全球温盐环流提供了一个窗口，即海

洋输送带，而且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在大洋盆地底部，温度很低，冰冷密集的

南极水向北流动，与此同时，温度稍高的北大西洋深水在其上方并向南流动。有

数据显示，南极水域的温度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在升高。 

Argo 拥有近 4000 个自由漂移的浮标，可以测量全球海面至 2000 米或 1.25

英里深（海洋上半部分）的温度和盐度。自 2000 年以来，Argo 已经彻底改变了

海洋学，实现了实时公开数据，这对于了解海洋温度、盐度和当前的变化对天气、

气候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至关重要。 

了解“未知”的海洋 

虽然 Argo 提供了海洋上半部分的数据，但是深度达 6000 米或 3.7 英里的

Deep Argo 浮标将会探测到目前较少研究的海底数据。 

Paul G. Allen 慈善机构的气候和能源倡议主管 Spencer Reeder 表示：“我们

为推出 Deep Argo 技术而感到自豪。Paul G. Allen 认为，“收集高质量的海洋学数

据对于了解地球不断变化的气候来说意义重大。” 

新项目将利用这项技术对整个深海盆地进行第一次综合抽样调查，之前仅在

小型试点区域进行过测试。 

NOAA 的海洋学家 Gregory C.Johnson 说：“将 Deep Argo 浮标放在西南大西

洋沿岸，是向全球部署 Deep Argo 迈出的一大步。这就像之前我们用蜡烛照明，

而现在将打开灯，那么，所有细节会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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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圆圆 编译） 

原文题目：NOAA teams with Paul G. Allen Philanthropies to expand deep ocean observations 

信息来源：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teams-with-paul-g-allen-philanthropies-to-ex

pand-deep-ocean-observations 

 

研究进展 

俯冲的海底火山可能诱发火山活动 

科学家在勘察加半岛（Kamchatka Peninsula）东北部的弧前区域，发现了一

百万年前的单成因火山锥，其组成成分差异显著，包含了原始玄武岩与含高镁和

高镍的橄榄石(高达 6300 ppm)。它是天皇海岭（Emperor Seamount Chain）发生

俯冲的结果，俯冲过程触发了富硅流体的上升形成橄榄石-辉石源，导致局部岩

浆活动的区域性演化。这项研究项目由日本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所（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东京理工学院（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俄罗斯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国家先进工业科学

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千叶科技大学

（Technology, Chib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东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共同合作完成。 

堪察加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弧之一，由太平洋板块最北部俯冲形成。虽

然火山活动并不活跃，但位于半岛中部的天皇海岭却比周围地区的热效应更加显

著，并发生明显俯冲。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俯冲的海山是如何影响堪察加半

岛火山活动的。 

研究表明，来自于俯冲海山的富硅流体侵入到海沟附近的上地幔中，由于俯

冲碰撞产生了温度较高的流体和裂隙，该处通常很难观察到岩浆活动。这种富硅

流体也导致了区域不同成分地幔岩石的熔融，从而造成区域内成分的显著差异。

这说明即使在火山活动匮乏的区域，海山的俯冲也可诱发火山活动，并促进火山

形成。在日本周围有大量的海山，研究表明海底火山的存在可能与地震的发生有

关，海山俯冲与火山活动之间也可能有紧密的关联。 

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teams-with-paul-g-allen-philanthropies-to-expand-deep-ocean-observations
http://www.noaa.gov/media-release/noaa-teams-with-paul-g-allen-philanthropies-to-expand-deep-ocean-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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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勘察加半岛板块构造及研究区域图。a.内嵌图为连接夏威夷热点的天皇海岭的板

块构造位置图。NAP-北美板块、PAP-太平洋板块、OHP-鄂霍次克板块；b.区域地形图（EC）。

黑色三角形表示海山锥，真实高度为 200-600 m，相对海拔为 200 m，板片深度为 50-80 km(虚

线)，地壳厚度为 25-30 km。 

 

（刘思青 编译） 

原文题目：Subducted Seamounts Could Trigger Volcanic Activities 

信息来源：http://www.jamstec.go.jp/e/about/press_release/20170914_2/ 

原文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7GL073430/abstract 

 

 

中国“一带一路”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 

四年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

之路”等的沿线国家开展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该倡议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投

资促进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预期贸易增长将有助于中

国实现多元化、扩大出口和重组高污染、高碳经济。相关文献中，C. Wang 和

F. Wang 提到“中国可以引导气候变化”，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有力证据。尽管该倡议将有助于全球繁荣，但它也可能导

致全球碳排放增加。 

http://www.jamstec.go.jp/e/about/press_release/20170914_2/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7GL073430/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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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计划建设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桥梁、采矿以及制造业

的发电厂、水坝和车间，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鉴于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缺乏可

再生能源设施，能源需求很可能会由化石燃料提供。此外，基础设施需要运行和

维护，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国家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目前，中国大约 70%的能源由煤炭供应，而且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强度最大

的国家之一。简化“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扩大其供应链，这将导致中国能源密

集型产业（如采矿、钢铁和钢铁）的增长，进而加速能源燃烧，增加全球碳排放

总量。 

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必须认真考虑其对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

基础设施建设和后续发展中，先进的绿色能源技术和低碳激励措施将会发挥关键

作用。我们建议并期待“一带”是绿色的和“一路”是干净的。 

参考文献： 

[1] P. Ferdinand, Int. Affairs 92, 941 (2016). 

[2] G. Schwerhoff, M. Sy, Renew. Sustain. Energy Rev. 75, 393 (2017). 

[3] Z. Liu et al., Nat. Clim. Change 6, 201 (2016). 

 

（冯若燕 编译） 

原文题目：Carbon footprin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原文链接：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56/1107 

 

 

科学家最新模型显示，全球地幔柱移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通过火山运动轨迹分析，莱斯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认为，形成夏威夷群岛的

热点移动得不如想象中那么快。 

热点是岩浆从地球深处喷发形成火山的区域。地球物理学家 Richard Gordon

和其团队的新研究结果确认地球的热点组可用于确定构造板块移动的速度。研究

成果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期刊上。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5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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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第一作者 Chengzu Wang 以及合著者 Tuo Zhang 研发了一种根据构

造板块分组分析56个热点相对运动

的方法。他们得出结论，热点群移

动得足够慢，可以作为板块相对于

地幔运动的全球参考框架。这证实

了该方法不仅可用于观测当前板块

运动，也可用于地质历史上过去的

板块运动。 

热点为地球深处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因为它们标志着地幔柱的顶端，它们

将热的、漂浮的岩石从地球深处带到地表附近并产生火山。这些地幔柱曾经被认

为是平直静止的，但最近的结果表明它们也可以在地质时期中的对流地幔里横向

移动。 

板块相对于深部地幔运动的主要证据来自在陆地上形成山脉、海洋中形成岛

屿、海底形成海山的火山活动。火山形成于地幔柱之上的构造板块上，随着板块

移动，地幔柱产生了一系列火山。其中一系列火山就是夏威夷群岛和皇帝号海山

链，年轻的火山成为岛屿，而旧的火山淹没。这一系列火山绵延数千英里，于太

平洋板块在地幔柱上移动了 8000 万年的过程中形成。 

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将观测到的热点轨迹与计算出的全球热点趋势进行了

比较，确定了热点的运动，这种运动也解释了他们所看到的差异。他们的方法表

明，大多数热点组基本固定，其余的似乎移动得比预期的慢。 

研究人员认为，将个别板块的热点组运动进行平均可以避免噪声引起的数据

误差。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热点组，这些热点组每年的移动量约为 4 毫米或更

少。 

此外，研究人员还使用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用于热点跟踪。幸运的是，他

们有一组足够大的热点轨道来运用它。 

用新方法分析的 10 个板块中的七个，平均测量的热点运动基本为零，这与

其他研究中发现的斑点每年移动多达 33 毫米的结果相吻合。对于在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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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比亚和北美洲板块之下的其他热点组，最高速度是 4-6 毫米，每年可小至 1 毫

米。这比大多数板块相对于热点的移动要慢得多。例如，太平洋板块相对于热点

每年移动约 100 毫米。 

研究人员认为，热点的运动反映了地幔的行为。如果热点移动缓慢，则表明

地幔的粘度可能高于预测模型。因此，热点运动可以用来测试一些研究模型的有

效性。 

（王琳、罗璇 编译） 

原文题目： Hot spot at Hawaii? Not so fast-Scientists' model shows global mantle plumes 

don't move as quickly as thought 

信息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7/08/170818115834.htm 

原文链接：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7GL073430/abstract 

 

源自深海极端环境启示的乳化技术的实用化研究—环境友

好型水性纳米材料的共同开发 

日本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与 Saiden 化学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利用 MAGIQ

（Monodisperse nAnodroplet Generation In Quenched hydrothermal solution）乳化

技术进行纳米丙烯酸乳液的产品市场化研发。 

涂料与胶粘剂市场约有 60%的产品是有机溶剂类的产品。虽然将这类产品转

换为环境友好型水性制品的研发活动比较活跃，但由于普遍认为水性制品的涂膜

透明度等性能弱于有机溶剂制品，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水性涂料和胶粘剂被广泛应用，我们把能将细小聚合物粒子分散在水中的丙

烯酸乳液称为纳米材料。为了开发具有优良涂膜透明性的水性涂料和胶粘剂产品,

必须寻求使含在丙烯酸乳液中的聚合物颗粒极度微细的解决方法。 

Seiden 化学有限公司的水性丙烯酸乳液在日本国内占有最多的市场份额。在

深海热液喷口高温、高压的极端环境下，水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超临界水），

能和油以任意比相溶，受此启发 JAMSTEC 研发了 MAGIQ 纳米乳化技术，可以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7/08/170818115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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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聚合物颗粒超微细化的方法。与 Seiden 化学有限公司联合，实现了将 50 纳米

级以下的聚合物颗粒制备为纳米丙烯酸乳液。 

2017 年，JAMSTEC 与 Seiden 化学有限公司联合申请到了由崎玉县产学合

作研究开发项目资助的“超临界纳米乳化水系高分子纳米材料开发”项目，将历

时 2 年推进纳米丙烯酸乳液的实用化制造过程。Seiden 化学有限公司计划于 2020

年将该产品上市。 

  由 JAMSTEC 海洋生命理工学研究开发中心开发的 MAGIQ 技术也受到产

业界的高度重视，目前正在快速推进面向技术普及的开放式创新平台的建设（分

别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和 2017 年 8 月 1 日发布）以及提高制造能力的实用性验

证（2016 年 10 月 3 日发布）。今后将与民营企业密切合作建立开放创新机制，

积极推进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回馈。 

（陈春 编译） 

 

原文题目：深海極限環境にヒントを得た乳化技術の実用化研究に着手― 環境に優

しい水ベースの機能性ナノ材料を共同開発 

信息来源：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70925/ 

 

http://www.jamstec.go.jp/j/about/press_release/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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