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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投资 280 万美元开发海洋和大气模拟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向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

究所（SIO）提供 280 万美元开展海洋大气模拟研究——斯克里普斯海洋大气研

究模拟器（SOARS）。这套斯克里普斯海洋大气研究模拟器将准确地复制海洋条

件，在实验室环境中捕捉风、波浪、微生海洋生物和化学过程的相互作用。 

科学家们还将利用 SOARS 探索人类活动引起的污染物如何改变海洋和大气

的化学过程，这些变化可能会对大自然调节气候产生影响。 

斯克里普斯海洋学家、项目首席研究员 Grant Deane 认为，这将是目前世界

上唯一可以研究当前和未来海洋的大气系统仪器，是 21 世纪科学的证明。他们

正在建造相应的工具来了解不断变化的星球，引导整个地球科学领域下一代的科

学家和工程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海洋科学处主任 Rick Murray 提到，这个新仪器的研究

将帮助人们了解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含量如何影响海洋动植物、云的形成以及最终

如何影响人类。通过这些研究，科学家们将模拟从极地到加利福尼亚近海的海洋

生态系统，模拟它们如何对未来的环境条件做出反应。 

SOARS 团队包括一名大气化学家，一名微生物学家和三名物理海洋学家。

计划进行的仪器实验也同样涉及多领域和跨学科合作。 

SOARS 标志着斯克里普斯环境模拟设备发展的重大进步。近 50 年来，斯克

里普斯的科学家们使用水槽产生波浪，并在实验室中复制一些海洋过程。新仪器

将继续推动流体动力学、物理海洋学和海洋工程的实验。 

SOARS 的总成本是 400 万美元，由斯克里普斯提供 120 万美元。目前已经

开始仪器的设计，预计将于 2021 年开始试验。 

（傅圆圆 编译） 

原文题目：NSF awards $2.8 million grant to develop advanced ocean and atmosphere simulator 

信息来源：https://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243548&org=NSF&from=news 

 

https://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243548&org=NSF&fr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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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海洋资助计划支持海湾州水产养殖项目 

10 月 31 日，伍兹霍尔海洋资助计划获得两项总额超过 65 万美元的资助来

支持扩大马萨诸塞州水产养殖生产的研究。获得资助的项目也作为国家海洋与大

气管理局“海洋资助计划”在水产养殖方面的部分战略投资。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 Matthew Charette 提到，美国是世界领先

的海产品消费国之一，但海水养殖生产却落后于其他主要的海产品生产国。这些

资助项目补充了伍兹霍尔海洋资助计划，极大地支持了美国区域水产养殖业和贝

类安全生产与消费。 

“通过预先批准的联邦海洋空间增加美国东北海水产养殖生产”的项目旨在

简化流程，并降低在美国水域获得养殖海洋物种许可的成本。该项目将提前在选

定的近海地区进行渔业、物种保护、航运业和其他审查活动，以减少水产养殖生

产者的监管负担。 

这项项目的负责人 Kite-Powell 提到，联邦水域的水产养殖许可程序繁琐复

杂。他们的方法是与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包括水产养殖业、联邦和州许可机

构以及渔业/运输/受保护物种团体组织，在新英格兰附近的联邦水域确定合适的

地区，并预先确定和允许一系列水产养殖设备类型和本地物种。随着这些地区预

先批准程序的完成，建立一套水产养殖企业获得进入和开始生产的机制。 

在马萨诸塞州水产养殖协会、新英格兰水族馆和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分校研

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项为期两年的项目将确定简化水产养殖企业许可机制，

并验证其是否会加强美国的水产养殖生产。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美

国的水产养殖总产量排名第 17 位，排在前面的分别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

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韩国和挪威，紧随其后的是智利、埃及、日本、缅甸、

泰国、巴西、马来西亚和朝鲜。 

2015 年，马萨诸塞州的贝类养殖业价值达 2300 万美元，其中 93%以上来自

于牡蛎养殖产量。目前该行业主要由半壳生牡蛎这种单一产品占领。海洋资源专

家 Abigail Archer 提到，马萨诸塞州的水产养殖生产正在增长，但是在这个行业

中拥有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依靠单一的牡蛎养殖品种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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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er 是另外一个资助项目的负责人，她致力于探索扩大马萨诸塞州贝类水

产养殖市场的潜力，包括两个其他的原生蛤蜊物种——Spisula solidissima 和

Anadara ovalis，还有脱壳牡蛎 Crassostrea virginica。该项目由多方联合资助，

将对潜在的消费者需求进行市场分析，并了解培养其他物种和脱壳牡蛎的经济价

值。她希望在曲线和多样化方面走在前面，但也提到在投资新物种或新市场之前，

养殖者需要一定数量的市场数据。 

该项目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培育浪蛤和鲜血蛤，并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消

费者对新贝类产品的需求。Archer 和她的团队认为这是他们战略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协助区域水产养殖业继续取得成功，以环境可持续的方式为当地经济，

以及海产品养殖的国内和全球产量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众议员 William Keating 也提到，贝类养殖业为国家创造了 2000 多万美元的

劳动收入，对马萨诸塞州产生了超过 4500 万美元的经济价值。联邦对这些研究

项目的投资将减少增长的障碍，并扩大这个重要的行业。 

以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为基础，伍兹霍尔海洋资助计划旨在支持研究和教学，

另外还有一个扩展计划旨在鼓励环境管理、长期经济发展和负责地使用国家海岸

和沿海地区海洋资源。这是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国家海洋资助大学计划”的

一部分，这个计划包括位于沿海和大湖区各州的 33 个个人计划。 

（於维樱 编译） 

原文题目：Bay State Aquaculture Projects Get Green Light from National Sea Grant Program 

信息来源：http://www.whoi.edu/news-release/aquaculture-seagrant 

 

 

英国“蓝带”计划 

英国“蓝带”计划支持英国政府承诺为海外 40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海洋环

境提供长期保护，2016 年至 2020 年提供 2000 万英镑的资金，用于： 

提高对海洋环境的科学认识； 

基于实证制定并实施海上管理战略，包括监督和执行； 

确保管理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性。 

http://www.whoi.edu/news-release/aquaculture-seagrant


  4 

英国和英国海外领地是世界第五大海洋产业的管理者。从南大西洋广阔的企

鹅栖息地到加勒比海的热带雨林，这些地区及其水域是全球意义重大的生物多样

性所在地。一些物种和栖息地在地球其他地方无法找到。 

“蓝带”计划最初的重点是七个岛屿和群岛：英属印度洋领土、南乔治亚岛

和南桑威奇群岛、英属南极领土、皮特凯恩、圣海伦娜、阿森松岛和特里斯坦——

达库尼亚岛。 

目前，该方案由环境、渔业及水产养殖科学中心（Cefas）和海洋管理组织

（MMO）之间合作进行。同时还代表外交和联邦事务所（FCO）及环境、食品

和农村事务部（Defra）同英国海外领土进行密切合作。“蓝带”计划也致力于与

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以确保在推进项目交付过程中能够

获得世界领先的研究和经验。 

“蓝带”计划的总体重点是确保每个海洋领域都有海洋保护，主要策略包括： 

基于最好的科学知识进行设计。确保战略的设计考虑到当前和潜在的地方海

洋用途，平衡环境保护与当地社会和经济需求； 

根据国内立法，在适当的情况下依法设计； 

根据全面的、地方认可的管理计划有效管理。通过分析当前和未来的威胁，

将科学的基准信息汇集在一起； 

在物有所值和持续计划的基础上，对环境进行监测，以确保目标和设计的长

期性； 

通过已证实的监督和实施工具执行。以实施为目标，以风险为基础，以情报

为主导。 

 （冯若燕 编译） 

原文题目：The Blue Belt programme 

信息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blue-belt-programme 

 

 

英国大学投入 3600 万英镑促进先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 

赫瑞·瓦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合作的爱丁堡机器人中心将领导包括伦敦帝国

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和利物浦大学在内的 5 所大学组成的联盟组织与 31 个工业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blue-belt-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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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合作伙伴，以“资产认证海上机器人”或“ORCA Hub”的名义进行合作，

开发用于极端和不可预知的环境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旨在推进用于近海海

上能源平台和资产的检查、修理、维护和认证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 

这项合作总投入约 3600 万英镑，其中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

投入 1430 万英镑，31 个行业合作伙伴投入 1800 万英镑，大学联盟组织投入 360

万英镑。ORCA Hub 将创建有机器人辅助的资产检查和维护技术，能够在空中、

甲板和海域进行自主和半自主的决策和干预。 

赫瑞·瓦特大学 David Lane 教授是 ORCA 中心的主任，他提到，国际海上

能源行业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近乎永久性的低油价，旧基础设施，以及海上可再

生能源每千瓦时交易价格低，近海装备老化等。这次合作的目标是开发岸上操作

的自主和半自主解决方案，用于海上、陆地和机载系统的海上能源基础设施的检

查、维护和停运。因此，ORCA Hub 的活动旨在引领关键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

技术在当前海上检查、修理和维护做法方面发生一些变化，立志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海上资产机器人技术研究学术中心。 

爱丁堡大学的 Sethu Vijayakumar 教授是 ORCA Hub 的副主任，他提到，英

国海上能源部门的目前价值是 400 亿英镑，提供 44 万个就业机会，并且拥有额

外 60 亿英镑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供应链。为确保英国的海上石油和可再生能源领

域在经济上保持可行，开发更具生产力和灵活性的产品和服务至关重要，英国中

小企业、初创企业和现有供应链可以出口国际。由五所一流大学专家组成的合作

组织将开发出一种技术，可以利用配备分布式移动光学和声学空间传感器的多个

机器人，对复杂的海洋结构进行绘图和测量。 

Total E＆P UK 董事总经理 Elisabeth Proust 表示，ORCA 是促成大学、产业

和政府之间合作的一个明确信号。通过共同努力，创造出能够让英国继续引领全

球石油和天然气技术发展的想法。 

EPSRC 首席执行官 Philip Nelson 教授也提到，这些新的机器人技术中心将

吸收国家的研究人才来培育机器人领域的新发展，并为建立创新技术奠定基础。

这项研究所产生的结果将能够探索对人类来说太危险的环境，而不会冒着伤害或

不健康的危险。工业战略挑战基金正在帮助实现研究、发现和创新的一体化方法。 

（李亚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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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36m for Offshore Energy Robotics, A.I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信息来源：https://www.oceannews.com/news/science-technology/36m-for-offshore-energy-robot

ics-a-i-research-and-innovation 

 

 

英国政府投资支持国家海洋中心平台和传感器开发 

英国政府于 11 月初宣布将通过工业战略挑战基金（ISCF）向国家海洋中心

（NOC）投资逾 1900 万英镑支持平台和传感器开发等相关项目。 

这项名为“Oceanids”项目的是针对海洋机器人，计划开发两种新型的自主

水下运载工具，包括下潜深度为 1500 米的 Autosub Long Range 1500（ALR1500，

并入无人潜艇“Boaty McBoatface”系列）和能够承载高功率传感器、可下潜至

冰下 2000 米的 Autosub2000-UI。此外，Oceanids 团队还将开发用于高效船舶自

治系统（MAS）船队管理的新型指挥和控制系统。 

Oceanids 项目的高级操纵员 Julie Pringle-Stewart 提到，Oceanids 将通过诸如

在创新中心强化控制室等的资金举措，帮助加强学术界-行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度，并将在以前的投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新的和现有的平台的自主性和智

能化运营。 

除上述投资外，政府还将投资开发能够在海洋最极端条件下工作的新型传感

器。这些传感器将可在海上执行不同的工作，帮助研究人员回答各种有关海洋变

化的问题，如二氧化碳如何在海洋和大气之间移动，以及海洋保护区中冷水珊瑚

的健康状况。目前所涉及的商业合作伙伴有 ANB 传感器公司、卫星海洋有限公

司（Planet Ocean Ltd）、ASV 有限公司和切尔西技术公司（Chelsea Technologies）。 

NOC 海上自主机器人系统首席科学家 Russell Wynn 教授认为，这种海洋机

器人和传感器的联合投资将确保英国研究人员掌握前沿技术，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并帮助英国提高海洋作业的安全性，增加成本效益。 

（刘雪雁 编译） 

原文题目：£19 million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NOC technology announced 

信息来源：http://noc.ac.uk/news/%C2%A319-million-government-investment-noc-technology-an

nounced 

 

https://www.oceannews.com/news/science-technology/36m-for-offshore-energy-robotics-a-i-research-and-innovation
https://www.oceannews.com/news/science-technology/36m-for-offshore-energy-robotics-a-i-research-and-innovation
http://noc.ac.uk/news/%C2%A319-million-government-investment-noc-technology-announced
http://noc.ac.uk/news/%C2%A319-million-government-investment-noc-technology-annou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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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讯 

美国上世纪 60 多次核试验对环礁的长期放射性污染调查 

科学家们发现，1946 年到 1958 年间，美国在太平洋 Marshall 岛环礁的泻湖

中进行的 66 次核试验致使放射性物质至今挥之不去。 

Bikini 和 Enewetak 环礁的放射性水平在核试验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曾被广泛

关注，但最近的研究工作相对较少。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HOI）的一个科学

家小组报告说，放射性铯和钚的含量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有所减少，但这

些元素仍然会从海底沉积物和泻湖水域向太平洋释放。 

WHOI 的科学家小组利用海绵管收集器收集了来自泻湖底的沉积物和泻湖

水域的样本，分析了这些样品的放射性铯和钚的含量。研究发现，泻湖水体中的

钚含量比太平洋周边要高 100 倍以上，而放射性铯含量高约两倍。该研究结果已

发表在 2017 年 10 月 30 日的《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杂志上。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放射性物质浓度目前并没有超过美国和国际水质标准。 

为了确定泻湖水域中这些放射性核素的来源，WHOI 的科学家们测量了从岛

屿渗入的地下水中进入海洋的放射性物质的数量和流量，并首次测量了镭的同位

素，以确定地下水从陆地流入海洋的速度和速度。 

他们发现地下水的放射性相对较。Runit 岛上存在一个 350 英尺宽的巨大混

凝土盖，覆盖了 11.1 万立方码的放射性土壤，由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后期建造，旨在遏制核试验污染。通过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污染情况（铯

含量最高）进行对比，发现环礁中的研究重点应放在钚上，因为钚的含量非常高。 

该项研究涉及到的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是由 29 个隶属比基尼和埃尼威托克

环礁的小岛构成的岛屿国家，其面积相当于华盛顿特区。而对于那些在试验之前

撤离的原住民的回迁来说，该研究意义重大，因为至今那些岛民只被允许返回

Enewtak 环礁的一个小岛。 

（刘雪雁 编译） 

原文题目： Radioactivity Lingers from 1946-1958 Nuclear Bomb Tests 

信息来源：http://www.whoi.edu/news-release/radioactivity-lingers-from-1946-1958-nuclear-bom

b-tests 

http://www.whoi.edu/news-release/radioactivity-lingers-from-1946-1958-nuclear-bomb-tests
http://www.whoi.edu/news-release/radioactivity-lingers-from-1946-1958-nuclear-bomb-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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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科学家利用相片镶嵌技术在珊瑚礁的混乱之中寻找秩序 

加州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最近在《Coral Reefs》期刊上发表

了一篇题为《大面积成像揭示生物驱动的远礁珊瑚非随机空间模式》（Large-area 

imaging reveals biologically driven non-random spatial patterns of corals at a remote 

reef）的文章1，通过创建和分析巴尔米拉环礁珊瑚礁的详细相片镶嵌图，在珊瑚

空间生态学方面取得惊人的发现。 

由 Clinton Edwards 领导的研究团队详细检查了超过 17000 平方英尺的珊瑚

礁和 44008 个珊瑚群，拍摄了 39000 多张图片并将这些照片拼接在一起，创建了

3D 相片镶嵌图。 

Edwards 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这些拼接图，他们发现巴尔米拉珊瑚礁的珊瑚

群是按照一种非随机的方式排列的。他们首次证明，珊瑚在珊瑚礁景观中趋向于

聚集在一起，这种聚集的强度与特定珊瑚的特定生长和繁殖策略密切相关。 

Stuart Sandin 是 Edwards 的博士生导师和论文的通讯作者，他认为相片镶嵌

技术可以帮助科学家，使得他们对海洋生态的认识赶上对陆地生态的认识。 

为了了解陆地上的生态系统，科学家使用装有多个摄像机的飞机从一万英尺

处拍摄照片，从而可以看到树木在哪里生活，在哪里生长。而现在卫星覆盖得更

全面。了解森林和其他陆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景观对于保护和管理这些环境非常有

价值，而珊瑚礁的相片镶嵌图的详细映射也可以用于管理海洋生态系统。 

在珊瑚礁中，就像在森林里一样，有一些规则描述了不同的物种生长喜欢密

集或稀疏的程度，它们经常通过彼此靠近而获得生态机会。相片镶嵌图帮助珊瑚

生态学家解码这些珊瑚礁生长结构的规则。 

创建相片镶嵌图并从中紧握有用信息是一个耗时漫长的过程。在收集数据的

过程中，科学家们花很多时间潜水来收集这项研究所需要的图像，然后用可视化

的三维模型软件进行分析。科学家们希望相片镶嵌技术带来更多的科学发现，并

                                                             
1 Clinton B. Edwards, Yoan Eynaud, Gareth J. Williams et al., Large-area imaging reveals biologically driven 

non-random spatial patterns of corals at a remote reef, Coral Reefs, December 2017, Volume 36, Issue 4, pp 1291–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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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助力生态保护。收集在巴尔米拉礁的数据是研究的一小部分，研究的最终目

标是对珊瑚礁如何随着时间变化建立全球视角。 

（王琳、罗璇 编译） 

原文题目：Scripps Scientists Use Photomosaic Technology to Find Order in the Chaos of 

Coral Reefs 

信息来源：https://scripps.ucsd.edu/news/scripps-scientists-use-photomosaic-technology-find-orde

r-chaos-coral-reefs 

 

 

大洋环流边界营养的共同限制 

Thomas J. Browning 等人近日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洋环流边

界的营养限制》（Nutrient co-limitation at the boundary of an oceanic gyre）的文章2。

海洋初级生产的营养限制对海洋食物网和碳进入深海的通量起着根本的控制作

用。贫营养副热带环流系的广泛界限共同定义了海洋生产力最极端的转变，但对

这些地区营养限制知之甚少。文中介绍了在南大西洋环流东部边界进行的全因子

营养实验的结果。研究发现很多地区，其中单独添加氮或铁在 48 小时内浮游植

物没有显著的生长。然而，同时添加氮和铁使叶绿素 a 的浓度增加了约 40 倍，

导致硅藻增殖，并降低了群落多样性。一旦氮铁共同限制得到缓解，添加含钴或

含钴维生素 B12 可进一步提高叶绿素 a 产量三倍。研究结果表明，氮铁共同限

制在海洋中普遍存在，其他微量营养素也接近共存。这种多营养限制潜在地增加

浮游植物多样性。 

迄今为止进行的养分富集实验的结果来看，海洋浮游植物似乎受到氮（N）

或铁（Fe）的可用性的限制。尽管广泛观察到两种营养物质同时处于低浓度，但

这些元素共同限制浮游植物生长的相对较少的直接证据存在。 

为了解决南大西洋中最缺乏的三种营养物质对浮游植物群落的潜在（共）限

制，研究人员在大西洋东南进行了 48 小时全因子氮、铁、钴（钴）添加生物测

定实验。该地区接收的粉尘输入相对较少，处在东部本格拉上升流域（一个全球

重要的渔业）与南大西洋贫营养流域之间的生产力转换带（图 1）。为了阐明添

                                                             
2 Thomas J. Browning, Eric P. Achterberg, Insa Rapp et al., Nutrient co-limitation at the boundary of an oceanic 

gyre, Nature 551, 242–246 (09 November 2017), doi:10.1038/nature24063 

https://scripps.ucsd.edu/news/scripps-scientists-use-photomosaic-technology-find-order-chaos-coral-reefs
https://scripps.ucsd.edu/news/scripps-scientists-use-photomosaic-technology-find-order-chaos-coral-re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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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Co 的潜在生物化学功能，还进行了另外的含 N+Fe +Co 维生素 B12 的实验。

在 2015 年 12 月的德国 GEOTRACES 巡航 GA08 上进行了实验，采用拖曳式微

量金属清洁取样系统收集表面海水，船上孵化一式三份，并且相对于未处理的对

照和环境海水的初始生物地理化学表征进行解释。浮游植物对营养实验的反应通

过叶绿素 a 含量的变化来衡量（图 1）。 

 
图 1 大西洋东南营养控制因素 

a.工区图；b. N-Fe 比值插值剖面，黑点表示 Fe 比 N 亏损，白点表示相同亏损，红点表示 N

亏损；c-k 表示浮游植物对营养实验的反应。 

 

我们发现很多地区，其中单独添加氮或铁在 48 小时内浮游植物没有显著的

生长。然而，同时添加氮和铁使叶绿素 a 的浓度增加了约 40 倍，导致硅藻增殖，

并降低了群落多样性。一旦氮铁共同限制得到缓解，添加含钴或含钴维生素 B12

可进一步提高叶绿素 a 产量三倍。研究结果表明，氮铁共同限制在海洋中普遍存

在，其他微量营养素也接近共存。这种多营养限制潜在地增加浮游植物多样性。 

（李亚清 编译） 

原文题目：Nutrient co-limitation at the boundary of an oceanic gyre 

信息来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406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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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模型可成功预测珊瑚对未来海洋变暖率降低适应性 

种群基因组调查显示3，与气候相关的遗传变异在物种间广泛存在，但是否

足以通过进化适应来保持种群持久性，这一点很少被量化。为了解珊瑚对未来海

洋变暖步伐的快速性，研究人员测量了在预测的温暖适应场所的遗传变异，模拟

了库克群岛拉罗汤加岛高纬度珊瑚群体的未来演化和持续性。在这个较冷的南方

地区，与热耐受性相关的等位基因存在但频率低。拉罗汤加 海洋变暖的预测模

拟结果显示，在与二氧化碳排放计划 RCP2.6 和 RCP4.5 相一致轻度升温的情况

下，耐热性的快速演变导致了种群持续性，在更严峻的气候下（RCP6.0和RCP8.5），

适应并非迅速到足以防止灭绝（图 1）。对于那些基于较少数量的确定耐热性和

高的种群增长率的加性基因的模型来讲种群适应力更快（图 2）。最后，通过耐

热个体移植而加速的迁移（1-5%每年）加快了适应。这些结果表明，冷水珊瑚

可以适应较温暖的海洋，但只能在国际排放控制导致的轻微情况下。将基因组数

据纳入物种对气候变化反应的模型中是有前途的。 

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库克群岛拉罗汤加同一物种的高纬度地区，探究这个群

体是否拥有先前研究中发现的相同温度适应性等位基因，从而为这个群体适应温

度升高提供可能。接着使用耦合环境、进化和物种统计学模拟来预测未来气候变

化情景下的生存或消亡。最后，测试了耐热基因型的迁移是否能增加种群持久性

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研究结果是初步的，因为对系统的基因型-表型效应和种

群动态的了解还不完善，但制定了一个总体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可以回答未来的

进化速度问题，并显示这个物种的进化可以大大增加未来的生存。 

                                                             
3 Rachael A. Bay, Noah H. Rose and Cheryl A. Logan et al., Genomic models predict successful coral adaptation 

if future ocean warming rates are reduced, Science Advances, 01 Nov 2017: Vol. 3, no. 11, e1701413, DOI: 

10.1126/sciadv.1701413 



  12 

 
图 1 拉罗汤加种群变动轨迹在不同的 RCP（代表浓度路径）释放情景下的基因组预测 

 

图 2 热耐受性的基因结构在气候变化时对种群持久性的影响 

（李亚清 编译） 

原文题目：Genomic models predict successful coral adaptation if future ocean warming rat

es are reduced 

信息来源：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3/11/e1701413.full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3/11/e1701413.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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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多功能海洋细菌可能会对全球变暖产生影响 

科学家发现，一种“稀有”海洋细菌的分布范围较之前更为广泛，并且具有

很强的新陈代谢能力，可以促进温室气体产生。这项成果发表在《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4。 

曾经很少被人们关注的亚硝化菌存在于海洋的各个角落，它们的无氧生存能

力十分惊人。亚硝化球菌和其他类似细菌的生物功能一般是通过亚硝酸根的氧化

来补充海洋中的硝酸盐，同时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细胞结构的成分。藻类植物在海

洋中吸收光能，并将二氧化碳固定在自身，氮的存在通常会限制藻类和其他类似

植物的生长。然而氮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制造蛋白质

和核酸所必需的，而它最丰富、最稳定的形式是硝酸盐。因此，硝酸盐的可用性

与海洋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直接相关。阳光照射的海面常常会耗尽硝酸盐，但硝

化细菌的存在会将硝酸盐高浓度的聚集在深海中。当深海的海水重新循环到阳光

照射的表面（海洋循环的一部分，平均每 1000 年循环一次)，这种深海硝酸盐将

会补充绿色生物的生长，这些生物构成了海洋中所有生命的基础。 

然而，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在南大西洋纳米比亚海岸（South Atlantic off the 

Namibian coast）的研究发现，亚硝化菌可以在缺氧情况下转换其新陈代谢方式。

尽管一些已知的其他海洋细菌也能产生一氧化氮，但这是第一次发现一种海洋氮

化细菌能促进这种高效的温室气体和平流层臭氧消耗剂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在

全球数据库中的搜索显示，亚硝化菌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分布的菌落，意味

着它的 N2O 生产潜力也是无处不在的——考虑到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海洋正在

逐渐失去氧气，这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环境问题。此外，研究小组发现，亚硝化

菌可以氧化硫化物，生成一种对大多数生命都非常有害的化合物。亚硝化菌也可

以将硫化氢转化为无害的硫，同时将硫化物解毒，从而确保了其他生命形式的存

在。 

（刘思青 编译） 

原文题目：Versatile marine bacteria could be an influence on global warming, scientists di

scover 

                                                             
4 Jessika Füssel, Sebastian Lücker and Pelin Yilmaz et al., Adaptability as the key to success for the ubiquitous 

marine nitrite oxidizer Nitrococcus, Science Advances  01 Nov 2017: Vol. 3, no. 11, e1700807, DOI: 

10.1126/sciadv.17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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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https://www.southampton.ac.uk/oes/news/2017/11/marine-bacteria.page 

 

 

现代造礁石珊瑚和珊瑚礁钙化的环境控制 

珊瑚因其能够建造碳酸钙珊瑚礁系统而具有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环境变量

对珊瑚钙化率的影响已被广泛研究，但是由于缺乏现场观测和解释不同性质之间

相互作用的能力，对其相对重要性的理解有限。基于 2 年多的百慕大珊瑚礁的监

测，研究人员认为，温度是珊瑚群（Porites astreoides 和 Diploria labyrinthiformis）

和珊瑚礁钙化的主要驱动力。基于多模型气候模拟和假设有足够的珊瑚营养，研

究结果表明，在最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途径（代表性浓度途径<RCP>2.6）下，百

慕大 P. astreoides 和 D. labyrinthhiformis 珊瑚钙化率在整个 21 世纪可能增加，在

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途径（RCP 4.5）下，可能维持 21 世纪的钙化率。这些结果

强调了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较少对 21 世纪百慕大珊瑚礁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

服务的潜在好处。 

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这些生态系统的结构

是由碳酸钙的净产量来保持的，其中造礁石珊瑚占珊瑚礁碳酸钙总产量的大部分。 

珊瑚礁钙化的能量需求最初表明光合作用是珊瑚钙化率的主要驱动因素。然

而，珊瑚钙化取决于广泛的环境变量，包括海水温度、海水碳酸盐化学、光照和

深度、食物可利用性、养分、水流量、沉积和竞争。尽管实验室试验成功地建立

了珊瑚钙化率和独立改变的环境参数（例如温度、光、pH 值和相对于文石的海

水饱和度、ΩA），探索了在受控实验室条件下或在自然可变现场条件下这些参数

的综合效应和/或相对重要性。 

测量和建立钙化不同驱动因素相对重要性的能力取决于能否在相当长时间

内同时充分监测相关特性，并将高度相关和相互依赖的环境因素分开（图 1）。

百慕大珊瑚礁位于北大西洋珊瑚礁的北部边界（图 1）。由于纬度相对较高（32°N），

百慕大的环境参数的季节差异和环境参数的变化要比靠近赤道的珊瑚礁要多。因

此，百慕大珊瑚礁为探索珊瑚钙化率与多种环境参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

自然实验室。在 2 年多期间（2010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现场环境特性（温

度、海水碳酸盐化学（溶解无机碳<DIC>）、总碱度（TA）、二氧化碳分压（PCO2）、

https://www.southampton.ac.uk/oes/news/2017/11/marine-bacteria.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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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sw、ΩA）、光、叶绿素 a 和无机营养素）和两个不同的珊瑚礁环境下记录 P. 

astreoides 和 D. labyrinthiformis 两种珊瑚礁的钙化速率。每 2-3 个月测量 Hog reef

和 Crescent reef 珊瑚礁的钙化速率。 

 

图 1  百慕大研究区域地图及生物礁钙化的环境控制 

显示 Hog reef 和 Crescent reef 位置的百慕大地形图旁边是浮标、传感器和现场生长。结构方

程建模（SEM）连接显示了环境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珊瑚钙化的影响。 

 

图 2  Hog reef 和 Crescent reef 环境数据和珊瑚礁钙化率 

对于 PCO2 图，蓝点代表测量的海水 PCO2，灰点代表测量的大气 PCO2，空心圆代表从 DIC 和

TA 瓶样品计算的海水 PCO2。对于 TA 和 DIC 图，深灰色三角形代表 BATS 海水 DIC 和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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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色圆圈代表礁体海水 DIC，紫色圆圈代表礁体海水 TA。对于珊瑚生长速率图，紫色圆

圈表示 P. astreoides，绿色三角形表示 D.labyrinthiformis，每个都有±1SD。蓝轴的灰色圆圈

表示计算的 NEC±不确定度。 

图 2 给出另外 Hog reef 和 Crescent reef 环境数据和珊瑚礁钙化率，表明在高

纬度（32°N）的珊瑚礁系统环境参数和钙化都表现出强烈的季节性趋势。 

 

图 3  结构方程模型评估 

图 3 给出来自结构模型评估表明，相比 pH 值、ΩA、PCO2、光、营养物质、

叶绿素 a 等因素，实验中的的珊瑚钙化率与温度的相关性更强。2 年多的现场实

验结果表明，在足够的营养条件下，来自百慕大的 P. astreoides 和 D. 

labyrinthiformis 的季节性钙化率受到海水温度更强烈的控制。 

 

图 4  百慕大气候模型预测 

根据 RCP 排放路径，汇总百慕大每月 CMIP5 模型 SST 数据。SST（sea surface temperature） 

（李亚清 编译） 

原文题目：Environmental controls on modern scleractinian coral and reef-scale calcification 

信息来源：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advances/3/11/e1701356.full.pdf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advances/3/11/e1701356.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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