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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 

欧盟设立为期四年的 GoJelly 项目，充分利用水母资源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导致海洋鱼类数量减少，从而导

致水母的竞争对手减少。因此，水母数量呈上升趋势，且已经破坏了欧洲沿海的

养鱼场，影响到近海岸发电站的冷却系统。 

水母对于许多人来说既恶心又危险，但是欧盟 GoJelly 项目旨在改变这种观

念，试图利用水母生产微量塑料过滤器、肥料或鱼饲料。目前，欧盟已批准了

600 万欧元的相关资助资金，开展此项为期 4 年的研究项目。 

GoJelly 项目由德国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GEOMAR）联合 8 个国家的 15

个科学机构共同开发未来使用生物体的创新理念。该项目将从基础研究（如水母

的生命周期）开始。目前，第二步工作已经开展，研究人员将尝试利用水母来解

决另一个人为的威胁问题—微塑料。研究表明，水母的粘液可以将微量塑料粘合。

因此，科学家想测试是否可以用水母来生产生物过滤器，这些生物过滤器可用于

污水处理厂或生产微量塑料的工厂。 

水母也可用作农业或水产养殖饲料的肥料。渔场里使用的鱼饲料一般是人工

捕捞的野生鱼类。若用水母作为饲料将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并保护天然鱼类。 

另外，科学家们还设想将水母加工成食物供人类食用，只要最终产品不再粘

滑，将会被广泛接受。并且水母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可用于化妆品行业。 

除了协调项目外，研究人员还将探讨在不同地理区域和生态系统中控制水母

形成的生态驱动因素，这一独特的技术将采用测量水母中低生物量的稳定同位素

以及追踪生物分子（如脂肪酸）的方法实现。这些信息将最终制作成交互式地图

和应用程序，用于预测水母爆发事件。目前现有的网页和应用程序只能起到监控

作用而没有预测功能。 

（李亚清 编译） 

原文题目：Jellyfish: Disgusting? Useful! GEOMAR coordinates European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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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jellyfish blooms as solutions for producing new products 

信息来源：https://www.geomar.de/en/news/article/quallen-ekelig-nuetzlich 

 

国际资讯 

特朗普钦点私企 CEO 担任 NOAA 局长，打破提名科学家先

例 

天气预报公司 AccuWeather 的首席执行官（CEO）Barry Myers 近日被特朗

普总统钦点，担任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局长一职。 

NOAA 负责监督国家气象局、开展和资助天气和气候研究，并运行一系列

气象卫星和气候数据中心。该机构在监测和保护国家海岸、海洋和渔业方面也担

负重要的职责。 

对商人兼律师 Myers 的任命，打破了科学家领导该机构从事大规模、复杂和

高技术要求工作的传统。 

Myers 的支持者相信他将运用自身的大数据敏锐度帮助 NOAA 更好地利用

商业领域的资产。天气联盟共同主席 Ray Ban 表示：“Myers 的公司在天气行业

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可以加强美国天气行业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 Myers 先生

与气象部门合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并于 2014 年获得美国气象学会颁发的“促进私

营和政府气象服务有力合作”的奖项。 

但其他人担心这将导致利益冲突。作为 NOAA 管理者，Myers 将负责天气

服务，这些天气数据可能会被其家族企业 AccuWeather 大量使用。奥巴马政府时

期 NOAA 的通信主管 Ciaran Clayton 说：“Myers 曾积极游说希望国家气象局私

有化，以使自己的公司受益。” 

其次，Myers 缺乏管理海洋问题的经验。海洋保护协会 CEO Janis Searles 

Jones 说：“Myers 的职位将承担 NOAA 从海洋到太空各个方面的责任。” 

https://www.geomar.de/en/news/article/quallen-ekelig-nuetz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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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Myers 从未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公开立场， AccuWeather 对气候变化的

态度尚不清楚。美国气象学会前任主席 Marshall Shepherd 表示，如果他是“更强

力的气候变化领导者和国家气象局的支持者”，那么 Myers 的任命可能会利大于

弊。 

 

（傅圆圆 编译） 

原文题目：Trump taps AccuWeather CEO to head NOAA, breaking with precedent of nominating 

scientists 

信息来源：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7/10/12/trump-ta

ps-barry-myers-accuweather-ceo-to-head-noaa-choice-seen-as-controversial/?utm_term=.57bcdffc

4f7b 

 

 

计算机模型帮助珠江三角洲规划 

2017 年 10 月 9 日，英国国家海洋委员会（NOC）发表的题为《计算机模型

帮助珠江三角洲规划》（Computer models to help inform Pearl Delta planning）的文

章称，NOC 宣布参与一项新的国际合作项目，这个项目通过把河口水域的盐度

测量与计算机建模相结合，为中国珠江三角洲提供规划信息。 

目前，珠江三角洲的高盐度水平正阻止咸水淡化装置顺利运行，不能满足这

一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地区的淡水需求。 

在一系列人与环境的情景下，计算机模型将提供含盐量的预测，这些将包括

海平面上升、降雨和河流流量，以及与沿海防御、疏浚、大坝和围填海有关的变

化。这个项目组还将在墨西河口试验低成本的盐度测量，作为如何测量河口水域

盐度长期变化的原型。 

来自 NOC 的 Amoudry 博士带领这一项目中的数字建模模块：“在河口的管

理和规划方面，墨西河口采取的方法正引领世界。利用从默西河学到的知识和

NOC 领先的数字建模能力，帮助全世界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是激动人心的机

会。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7/10/12/trump-taps-barry-myers-accuweather-ceo-to-head-noaa-choice-seen-as-controversial/?utm_term=.57bcdffc4f7b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7/10/12/trump-taps-barry-myers-accuweather-ceo-to-head-noaa-choice-seen-as-controversial/?utm_term=.57bcdffc4f7b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7/10/12/trump-taps-barry-myers-accuweather-ceo-to-head-noaa-choice-seen-as-controversial/?utm_term=.57bcdffc4f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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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是英国的 NOC、荷兰的代尔夫特科技大学和中国的中山大学之间

的合作。项目由英国牛顿基金的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

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共同资助。 

（谢玉芳 编译） 

原文题目：Computer models to help inform Pearl Delta planning 

信息来源：http://noc.ac.uk/news/computer-models-help-inform-pearl-delta-planning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与爱尔兰海洋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与爱尔兰海洋研究所（ Irish Marine Institute）

于 10 月 24 日签署合作协议，目的是促进双方在海洋领域多方面的长期合作，包

括海洋学与气候变化、海洋预报与模型开发、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生物资源和

蓝色生物技术的价值和利用、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矿物和可再生海洋能源可

持续利用、海底和生境制图、海洋观测系统和技术、沿海环境预测系统、海洋数

据分析/数据库以及海洋研究基础设施共享利用等方面。 

为了使合作取得成功，双方将制定关于合作的工作计划（包括召开联席会议），

目的是推进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合作领域的发展，开展联合项目以及在共同关心

领域信息和材料的共享。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和爱尔兰海洋研究所合作已经开展了 20 多个项目，一

半的项目属于欧洲 H2020 项目。例如，Atlantos 项目的目标是在加强 Atlantic 和

欧洲多领域海底观测（EMSO）项目中的观测系统，开发深海观测技术。 

（李桂菊 编译） 

原文题目：Agreement between Ifremer and the Marine Institute 

信息来源： http://wwz.ifremer.fr/en/Latest-news/Agreement-between-Ifremer-and-the-Marine-In

stitute 

 

 

http://noc.ac.uk/news/computer-models-help-inform-pearl-delta-planning
http://wwz.ifremer.fr/en/Latest-news/Agreement-between-Ifremer-and-the-Marine-Institute
http://wwz.ifremer.fr/en/Latest-news/Agreement-between-Ifremer-and-the-Marine-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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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PNAS：元质量转移化学分析法筛选珊瑚礁药物分子多样性 

珊瑚礁中蕴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多样性，从我们能看的见的海洋生物到

我们不能看见的微生物。同时，珊瑚也含有各种各样的分子物质，很多珊瑚衍生

分子已经证实具有重要的药用作用。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具有药用潜力的珊瑚

礁分子是未知的。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生物学家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有前途的新方法，用来筛

选珊瑚生物体中的重要化学性质,它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识别下一代珊瑚来源药

物，更好地发现海洋分子多样性。文章发表在 10 月 31 日的最新一期《PNAS》

上。 

为了深入探究珊瑚礁的高分子多样性，本研究利用元质谱转移化学

（MeMSChem，Meta-mass shift chemical profiling）分析的新方法，分析了珊瑚

代谢组学的串联质谱数据集。研究发现，相同的分子根据其分类群不同，以不同

的方式获得和失去化学基团，从而对珊瑚礁的高分子多样性提供了部分解释。 

环境样品非目标代谢组学的常规检测可以检测到几千个小分子，但是大量的

小分子根本无法鉴定。基于分子网络中各分子之间的质量差异的元质量转移化学

（MeMSChem）分析方法，可以确定分子间的代谢组间关系并区分它们的假定

化学基团（如 H2、CH2、COCH2 等）。 MeMSChem 分析方法用于分析一些从原

始珊瑚礁中采集的珊瑚、藻类和真菌病毒（即宿主及其相关的微生物和病毒）的

公用代谢组学数据集。该分析方法仅限于检测样品中存在的分子。 

研究共分析了三类珊瑚中的七个珊瑚礁共生功能体。结果显示，尽管基因组

相似性很高，具有通过传统基因组方法不容易识别的生理功能，但不同类型的共

生功能体（holobiont）具有明显独特的 MeMSChem 谱，即共生功能体以不同的

方式修改相同的分子，从而造成了高多样性。MeMSChem 谱也在个体之间存在

部分差异，因此每个珊瑚礁共生功能体都是新型化学多样性的潜在来源。 

（刘雪雁 编译） 



  6 

原文题目：Meta-mass shift chemical profiling of metabolomes from coral reefs 

信息来源：https://newscenter.sdsu.edu/sdsu_newscenter/news_story.aspx?sid=76960 

原文链接：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7/10/11/1710248114.full 

 

清除魔鬼杂草—铜藻的新方法 

一种被称为魔鬼杂草的入侵海藻—铜藻（Sargassum horneri，隶属马尾藻属），

在加州海岸外的岩石珊瑚礁中肆意生长,并扰乱了生态系统。铜藻在日本和韩国

的海岸水域很常见，像其他许多沿着海岸、湖泊和河流的入侵藻类一样，具有不

可阻挡的传播性。如今，铜藻已经在加利福尼亚的巴贾（Baja）扎根，并继续向

北部的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推进，这将会抑制原生藻类的生长并改变海洋

生态系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支持

的圣芭芭拉海岸长期生态研究项目

(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 

LTER)的研究人员对几种去除加州沿

海生态系统的入侵植物的方法进行了

比较。科学家们正在寻找一种最有效

力和最有效率的方法，并在近期的《生物入侵管理杂志》（Management of 

Biological Invasions）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LTER 工作组的负

责人 David Garrison 说，“在沿海水域控制入侵物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这些调查人员详细查明了入侵海藻的生态情况，以确定最佳控制策略。”  

清除方法 1—切断海藻茎 

生态学家从加利福尼亚的圣卡塔琳娜岛野外实验中断定，断茎的入侵植物不

会再生，且最终会死亡。砍断海藻茎，而不是移除整个植物，可以更有效的杀死

魔鬼杂草并停止其传播。 

科学家们还发现使用水下吸力装置（抽吸法）去除海藻的成功率非常高，但

这种方法的弊端是只能允许两名潜水员在短时间内工作，而且成本较高。研究人

https://newscenter.sdsu.edu/sdsu_newscenter/news_story.aspx?sid=76960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7/10/11/1710248114.full
https://lterne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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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测试的第二种方法是“线袋法”，潜水员将海藻放入网袋中，之后这些袋子被运

送到岸上处理。这种方法比抽吸法效率低，但是没有那么昂贵，同时也允许两名

以上的潜水员在水下同时工作。 

清除方法 2—冷水环境 

最适合清除海藻的的季节是早冬。文章中提到，“在早冬季节，海藻繁殖开

始之前就移除海藻，可以使得下一代的繁殖减少 54%，生存期平均减少 25%。”

这一发现表明，针对铜藻最有效的抑制因素是冰冷的水环境，同时该种环境有利

于加利福尼亚原生藻类的生长。该研究结果将帮助海岸管理人员制定减缓入侵海

藻传播的有效策略，有助于加州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刘思青 编译） 

原文题目：Cometh the devil weed. What's the best way to slay it? 

信息来源：https://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243296&org=NSF&from=n

ews 

 

 

Science Advances：气候变化对远洋食物链的影响 

气候变化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的氮循环、初级生产力和溶解氧浓度。为了检

验这种气候变异性（由六个变量测量）在加利福尼亚洋流（the California Current, 

CC）中对食物链长度（FCL）的作用，本研究重建了从普通海豚（位于食物链

顶端的远洋捕食者）衍生的氨基酸特异性（氮稳定同位素δ15N）值的时间序列，

并使用了两个 FCL 模型。 

研究发现，与 1997-1998 年厄尔尼诺现象相符的 FCL 模型观察到两次强劲

下降（≥10‰），而且，从 2004 年到 2006 年，该现象与缺氧深度的变浅相一致。

分层贝叶斯模型显示，FCL 响应于所有环境变量，有更强且更长的贝叶斯信度间

隔变化。而对于表面温度（o
C）、叶绿素（透光区平均叶绿素浓度，mg/m

3）、多

变量 ENSO 指数（MEI）和浮游动物（总浮游生物量，cm
3
/10

3
m

3）来说，FCLGlu-Phe

和 FCLTro-Src 具有相同的模式。在中等条件下观察到更长的 FCL。此外，FCLTro-Src

对于缺氧深度（m）和硝酸盐（透光区域中的平均硝酸盐浓度; mM/kg）相关性

并不明显，而 FCLGlu-Phe与这两个环境变量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模式。FCLGlu-Phe在

https://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243296&org=NSF&from=news
https://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m.jsp?cntn_id=243296&org=NSF&fr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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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深度变浅时减短，且在硝酸盐浓度最高处较短，浓度较低时加长。 

综上，1997-1999 年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事件之后，FCL 急剧缩短。

在中等条件下，贝叶斯模型于表面温度、叶绿素浓度、多变量 ENSO 指数和总

浮游生物量各方面表现出较长的 FCL，但对缺氧深度和硝酸盐浓度并无明显反应。 

研究结果挑战了 CC 中食物网结构长期稳定存在的普遍范式，显示出远洋食

物网深受 ENSO 事件、当地海洋现状以及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刘雪雁 编译） 

原文题目：Temporal variation in pelagic food chain length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原文链接：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3/10/e1701140.full 

 

科学家发明新工具预测海岸的风暴侵蚀和恢复 

普利茅斯大学与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开发了一种新工具（包含计算机模型和

交通信号灯系统），可以预测极端风暴对海岸造成的破坏程度和海岸恢复速度。

其中，计算机模型利用波浪观测和海岸评估准确预测未来一年的海岸沉积侵蚀或

增生，交通信号灯系统用来显示潜在的海岸线位置。 

10 月 2 日曾发表在《海岸工程》（Coastal Engineering）上的一项研究也强调：

对海岸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来说，获取并理解充足的相关知识、预测海岸侵蚀并增

加精确度至关重要。科学家们认为这对海岸管理者来说可能很有帮助，他们可以

借此提早规划，保护居民区免受海浪的严重侵蚀。 

普利茅斯大学海岸作用过程的高级讲师 Mark Davidson 博士说：“过去的海

岸管理者总是倾向于在灾害发生后被动应对。他们无法完全预测所管辖地区在长

达一年的时间内如何遭受侵蚀，也无法对可能采取的任何预防措施进行评估。然

而，我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状，帮助我们提前对海岸侵蚀进行预

警，并协助政府官员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居民和居民区。”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3/10/e1701140.full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838391730025X?via%3D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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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学家们已在北康沃尔和纳拉宾的两个海岸利用了这一新工具进行了

测试，两个试点均位于悉尼以北，但具有完全不同的波浪和气候条件。 

波浪数据测量和建模被用来预测大约 1000 个潜在的海岸线，基于这些预测

的统计分析，利用交通系统显示出潜在的海岸线位置，其中，绿色表示位移范围

正常，琥珀色代表高位移，红色代表极端位移。 

测试的极端风暴包括 2007年纳拉宾记录的Pasha Bulker风暴序列，以及 2013 

和 2014 年的极端风暴，这是 60 多年来发生的袭击欧洲大西洋海岸线的最强风暴

事件。在这两种风暴条件下，新工具都能准确预测风暴侵蚀和风暴后的恢复。 

（冯若燕 编译） 

原文题目：Scientists Develop Tool Which Can Predict Coastal ErosionAnd Recove

ry In Extreme Storms 

信息来源：http://oceanleadership.org/scientists-develop-tool-can-predict-coastal-erosion-rec

overy-extreme-storms/ 

 

 

多度及局地尺度上的生态过程影响全球多个门类的海洋生

物多样性梯度 

长期以来，生物多样性的纬度梯度包括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性一直缺乏综

合性的理论解释。珊瑚礁生物调查项目（Reef Life Survey）对全球不同珊瑚礁和

岩石底质地点进行了调查，通过对 2406 个地点的 4127 种海洋物种进行分析，发

现生态区丰度总和在低纬度地区达到峰值，约在+ 15°N 和-15°S 附近。然而，尽

管在调查的地点中，脊椎动物丰度的最大值出现在赤道附近，但对大型可移动性

无脊椎动物而言，其峰值却出现在高纬度地区。不同类群局地尺度上的丰度由其

多度决定，而这又与温度对鱼类捕食的调控及大型无脊椎动物的营养需求相关。 

本研究认为，受温度调控的鱼类捕食行为及其本身的植食食性限制了热带地

区大型可移动性无脊椎动物的局地尺度多样性。相反，在生态区域尺度，珊瑚礁

http://oceanleadership.org/scientists-develop-tool-can-predict-coastal-erosion-recovery-extreme-storms/
http://oceanleadership.org/scientists-develop-tool-can-predict-coastal-erosion-recovery-extreme-storms/
https://reeflifesurv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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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物种丰度更高，凸显了珊瑚礁退化带来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巨大损失。建议

制定新的管理模式并保持监测信息畅通，对涵盖多个类群在不同地区和区域范围

的过程进行分层监测，包括受到不同程度威胁的无脊椎动物。 

（郭琳 编译） 

原文题目：Abundance and local-scale processes contribute to multi-phyla gradients in global 

marine diversity 

原文链接：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3/10/e1700419.full 

 

 

GEOMAR 研究组发布沿赤道进入深海的生物颗粒流调查进

展 

动物排泄物和部分死亡生物不断从海洋表面向深海沉没，这些颗粒物流被称

为“海洋降雪”，在全球碳循环和气候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

人类对“海洋降雪”在海洋中的垂直分布了解甚少。由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

（GEOMAR）率领的国际研究小组研究了赤道附近“海洋降雪”的详细情况，

结果与以前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论文发表在新一期《Nature Geoscience》上。 

海洋大尺度洋流和能量运输影响天气和气候已被广泛认识，但海洋内部生物

活动对气候相关进程也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小型生物、微型浮游生物等，在海洋

表面吸收碳，合成生物有机体或者排泄物，再沉积到海底，形成“海洋降雪”。

此现象在海表初级生产力强的区域可以明显观察到。例如沿太平洋和大西洋赤道

附近。但是“海洋降雪”的深度分布以及影响因素暂未有人研究。 

GEOMAR 研究小组得到了大西洋和太平洋赤道附近 5000 米水深的高分辨

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必须要对此前的观点进行更正。关于“深海降雪”此前普

遍的共识是颗粒物在接近表面的时候密度最大，并随着深度下降密度不断降低。

此次数据分析表明颗粒物密度在 300~600 米水深处最大，研究人员以浮游生物的

日常迁徙解释了这个观点，这个深度就好像许多生物的“厕所”。有机颗粒物非

常缓慢地沉入深海，在 5000 米的地方也能检测到，也是与之前的观点有所不同，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3/10/e1700419.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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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认为只有较大的颗粒、快速下降的才能在 1000 米处被发现。物理学家则解

释了另一个现象，赤道附近颗粒沉入深海的区域在赤道偏南或者偏北 100 公里区

域，是因为赤道南部和北部有强烈的东向深水洋流，洋流阻止了“深海降雪”的

扩散。这项研究清楚地展示了生物过程和物理过程中生物碳泵的重要性，对于海

洋中不同浮游群体的分布需要进一步研究。 

研究小组包括德国、法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分别利用了德国科考船

METEOR 和 MARIA S. MERIAN，美国科考船 RONALD H. BROWN 和法国科考

船 L'ATALANTE 和 TARA 几次考察中收集的数据。此外还使用了水下视觉分析

仪（UVP）来获得数据，UVP 是一种特殊的水下摄像机，可以下潜到水深 6000

米处。在下潜期间，每秒可以拍摄 10 张图像用于颗粒物计数和确定小型浮游生

物体。研究人员还将图像上传至 https://planktonid.geomar.de，非科研人员也可以

帮助研究小组确定相应的浮游生物和其他信息，同时也帮助公众了解 UVP 的功

能等。 

（鲁景亮 编译） 

原文题目：Marine Snowfall at the Equator—GEOMAR team publishes a detailed pict

ure of the biological particle flow into the deep sea along the equator 

信息来源：https://www.geomar.de/en/news/article/mariner-schneefall-am-aequator/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geo3042 

 

 

一种新的深海海绵可能在海洋健康监测方面发挥作用 

东太平洋深海是一处拥有不太讨人喜欢的金属宝藏区，这里蕴藏着许多有价

值的金属，比如锰、钴和铜。2017 年 9 月 24 日，在线发表在《系统学和生物多

样性》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研究者们在该区域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海绵物

种，这些“锰结核”是这种海绵的栖息地，并且这项新发现能够帮助科学家监测未

来深海采矿的影响。 

人们对生活在深海 4000-6000 米处的生命所知甚少。但是深海采矿的前景却

隐约可见，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ISA) 已经批准

了 16 项锰结核开采勘探合同。为追踪深海采矿对深海生态系统的长远影响，研

https://www.geomar.de/en/news/article/mariner-schneefall-am-aequator/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geo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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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急切针对某些区域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基线，比如东太平洋 CC 区

(Clarion-Clipperton Zone)，该区域是世界著名的多金属结核富集区。而这项新研

究中发现的新物种海绵可能是建立该基线的关键。 

海绵动物起源于5.7－5亿年前

的寒武纪，是最原始、结构最简单

的多细胞动物。没有头、尾、躯干

和四肢，更没有神经和器官。海绵

细胞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或碳酸硅

以及大量的胶原质。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动物学家 Swee-Cheng Lim 和

他的同事们检测了 2015 年从东太平洋 CC 区获取的被海绵覆盖的锰结核样品。

基于海绵不同寻常的星形针状体，它们的骨骼支持海绵的软组织，研究团队怀疑

他们发现了一个新海绵物种，而最终的 DNA 分析也确认证实这是一个新物种，

并命名为 Plenaster craigi。 

（张灿影 编译） 

原文题目：New deep-sea sponge could play a starring role in monitoring ocean health 

信息来源：https://www.sciencenews.org/blog/science-ticker/new-deep-sea-sponge-could-pla

y-starring-role-monitoring-ocean-health?mode=topic&context=60 

原文链接：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772000.2017.1358218 

https://www.sciencenews.org/blog/science-ticker/new-deep-sea-sponge-could-play-starring-role-monitoring-ocean-health?mode=topic&context=60
https://www.sciencenews.org/blog/science-ticker/new-deep-sea-sponge-could-play-starring-role-monitoring-ocean-health?mode=topic&context=60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772000.2017.135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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