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人们正面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双重危机。

6 月上旬，西班牙的气温达到了 40℃；巴

基斯坦的热浪让温度飙至 50℃；智利的特大

干旱已经进入第 13个年头……

尽管《巴黎协定》设定了雄心勃勃的长期

目标，即将本世纪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

内，同时努力将升温进一步限制在 1.5℃以

内，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21 年反弹至

历史最高水平。

气候紧急状态正在推动海洋生物向极地

大规模迁移，并导致珊瑚礁和海草床等关键

海洋生态系统被破坏。此外，还有过度捕捞、

破坏性捕捞技术、沿海开发和污染对海洋生

物的其他直接影响。这种情况下，科学家预

测将发生第六次大灭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早已认识到“绿碳”的重要性，但事

实上，海洋是地球系统中最大的活性碳汇和

储存库，储存在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蓝

碳”也应得到重视。

海洋：拥有巨大潜力
的宝库

海洋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之一，更是

解决气候问题方案的强大来源。可持续海洋

经济高级别小组 2019 年一项研究发现，海洋

可以完成《巴黎协定》中确定的全球升温不超

过 1.5℃所需减排量的五分之一（21%）以上，

相当于将全球所有的燃煤发电厂全部关闭。

近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国际政策和海

洋战略顾问萨利·巴奇博士在《对话》杂志刊文

称，通过国际航运进行的远洋运输可以发挥海

洋强大的作用，例如可以控制国际和国内航运

能源消耗以及用低碳和零碳燃料（如氢、氨和

一些生物燃料）替换柴油和船用油。

海洋还可以提供气候安全、可持续的食

物选择。目前的食品系统，如排放密集型农

业、渔业和加工食品，占全球排放量的三分之

一。若将人们的饮食转变为可持续的“蓝色

食品”，可以获得相当大的环境和健康效益。

像避免过度捕捞和减少碳排放的行动可以使

人们转向具有可持续管理实践的渔业生产。

此外，采用海上可再生能源有可能提供全球

升温不超过 1.5℃目标所需减排量的十分之

一。国际能源署估计，海上风能可以为世界

提供的电力是其当前消耗率的 18倍。

自工业化以来，海洋吸收了 93%的人类

产生的热量和三分之一的人为二氧化碳。蓝

碳可在解决气候问题方面提供大量机会。

国际期刊《海洋科学前沿》的一篇论文表

示，作为应对气候危机的工具，海洋在气候变

化政策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蓝碳是海

洋、沿海生态系统和物种捕获与储存的碳，具

有作为气候变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潜

力。特定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可成为

气候缓解政策中气候响应的一部分。

蓝碳：流行词语背后
的科学

蓝碳究竟是什么？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蓝

碳合作机制之一“蓝碳倡议”认为，蓝碳是储

存在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碳。

“蓝碳，即蓝色碳汇，又叫海洋碳汇。”北

京汇智绿色资源研究院院长李金良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碳

库，不断通过表层海水与大气进行二氧化碳

的碳交换。”

李金良表示，海洋无机碳库的碳储量大

约为 39.12万亿吨，是大气圈的 50多倍和生物

圈的近 20 倍，其中表层海水中的无机碳约为

1.02 万亿吨，深层海水中的无机碳约为 38.1

万亿吨，海洋生物群的碳储量较小，只有约 30

亿吨，海洋在地球碳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

综合“蓝碳倡议”、可持续发展旅游国际

组织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介绍，当

前，红树林、潮汐沼泽和海草床等滨海湿地是

最受关注的蓝碳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

“捕捉”并在植物和下面的沉积物中隔离并储

存了大量的蓝碳，起到了碳汇的作用。

红树林单位面积的碳储存量通常比陆地

森林的大。这是因为陆地森林将大部分碳储

存在其生物量（树枝、根和叶）中，而蓝碳生态

系统将大部分碳储存在土壤中。海草草地和

潮汐沼泽通常可将 95%以上的碳储存在土壤

中。此外，海洋养殖和微生物也具有较强的

碳汇作用。

这些沿海系统封存碳的速度要快得多。

潮湿的沿海土壤比森林地面的氧气含量低得

多，这导致死去的植物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

腐烂。因此，储存在沿海土壤中的碳往往会

被“困”数千年。

除了沿海生态系统，科学家发现，沿海

国家的大陆架和深海也储存着大量的二氧

化碳。

研究还发现，像抹香鲸这样的海洋动物

在碳循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深海以

鱿鱼为食，但在海面进行排泄，将营养物质从

海洋深处循环到海面。鲸如同“生物泵”，在

此过程中让海洋变肥沃。

现实：蓝碳生态系统
机遇与挑战并存

尽管蓝碳生态系统的覆盖面积远小于陆

地森林，但它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培育陆

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支持人类福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在固碳方面，“蓝碳倡议”表示，当前，全

球碳循环的 83%是通过海洋循环的，这意味

着海洋储存了地球上约 93%的二氧化碳。

同时，红树林、海草和潮汐沼泽等蓝碳生

态系统也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海洋和沿海野生

动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它们可作为天然

屏障，保护人类免受热带风暴、海平面上升带

来的破坏性影响。它们还有助于保持沉积物

并稳定海岸线，从而防止海滩侵蚀。

目前，超过 6亿人生活在海岸附近。这些

沿海地区在收入和粮食安全方面都严重依赖

海洋环境。健康的蓝碳生态系统在维持鱼类

种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进而也“养活”了

世界的渔业。

然而，蓝碳生态系统的规模正在迅速缩

小。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全球红树林面积

减少了约 40%，潮汐沼泽减少了 60%。这会产

生双重后果：它们不仅不能再将碳从大气中

带走，储存的碳也会释放出来。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将蓝碳生态系统置

于危险之中。这些重要的沿海栖息地的破坏

主要是发展农业、污染和过度捕捞的结果。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对这些生态系统的压

力只会增加。

例如，红树林、海草、湿地被度假村、高尔

夫球场、养虾池、农田取代。

在加勒比地区，酒店通常会清理红树

林或海草，为游客打造“原始”海滩和游泳

区。船锚和螺旋桨也对脆弱的海草床构成

危险。

渗入海洋的沉积物和肥料造成的污染是

对蓝碳生态系统的另一个主要威胁。近年

来，变差的水质导致从墨西哥湾延伸到非洲

的藻类大量繁殖。当这种藻类在墨西哥和加

勒比海沿岸堆积时，会“杀死”海草。

不断扩大的海底拖网作业每年可能会通

过扰乱全球大陆架的碳储存而释放 5 亿吨二

氧化碳。在欧洲，79%的沿海海床和 43%的陆

架与斜坡区域受到物理干扰，主要是由于海

底拖网捕捞。

未来：政策支撑与科
技投资助力蓝碳

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的研究报告

《让海洋成为气候变化解决方案：5 个行动机

遇》中写道：“政治意愿、适当的政策、科技投

资，只要具备了这三点，海洋就有可能成为我

们对抗气候变化的新盟友。”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认为，减缓

气候变化影响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买卖碳补偿

将沿海湿地纳入碳市场。这种方法通过帮助

减轻旨在阻止使用化石燃料的碳税，为恢复

和保护项目创造了经济激励。当温室气体排

放较少时，造成的污染也就较少。当对税收

的污染较少时，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环境效

益，也有利于经济利益。

“蓝碳倡议”介绍称，目前，科学家们已经

开发出可靠的方法来测量和监测储存在红树

林、潮汐沼泽和海草的营养生物量和土壤中

的蓝碳。同样，如果这些系统被降解或转化，

也有方法来估计这些系统的碳损失。测量红

树林中储存的蓝碳的协议自建立已有一段时

间，潮汐沼泽和海草草地的相关方法现在正

变得标准化。

李金良认为，我国在发展蓝碳方面具有

一定优势。中国近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

南海，总面积约 471 万平方公里，占全球海洋

面积的 1.3%。研究估算，中国海洋大约从大

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3000 万吨，相当于全球海

洋年固碳量的 1.4%。不过，海洋碳汇相对比

较稳定，很难采取人为措施大规模增加我国

的蓝碳。因此，需要经过科学的分析评估，在

生态风险可控、技术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增加

蓝碳。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2022 年联合国海洋

大会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大会强调，迫切

需要增加对科学知识和海洋技术投资，以支

持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会议还

强调需要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包括红

树林、潮汐沼泽和海草。

不少成员国去年就已宣布其海洋行动承

诺。其中，挪威承诺在 2030 年前将航运排放

量削减一半；斐济承诺在 2050 年前实现航运

零碳化；肯尼亚宣布将蓝碳生态系统纳入国

家自主贡献；墨西哥声明将 31 个地区列为鱼

类保护区。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彼得·汤姆

森 6月 24日发文称，没有健康的海洋，就没有

健康的星球。他呼吁所有人都致力于将人与

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尊重和平衡的关系，

“让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做这件事，从而让

他们在一个健康的星球上过上我们所希望的

安全生活”。

蓝碳蓝碳：：海洋中的气变解决方案海洋中的气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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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8日电 （记者张梦
然）红树林在人类维护星球的健康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吸收了大量的温室气

体排放，帮助保护社区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

响，并充当幼鱼的苗圃。

这些沿海森林是世界上碳含量第二高的

生态系统，仅一公顷（大约是一个足球场的大

小）就能储存超过 1000吨的碳，它们通过从空

气中捕获化学元素并将其储存在树叶、树枝、

树干和根部来做到这一点。

尽管人们正努力防止这些重要生态系统

的丧失，但它们仍处于危险之中。英国朴次

茅斯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揭示了生物体如何处

理大型木质碎片中存储的来自大气二氧化碳

中的碳。发表在最新一期《森林与全球变化

前沿》上的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可显著影

响这个蓝碳生态系统。

研究人员分析了印度尼西亚瓦卡托比国

家公园内4个不同潮间带红树林中的大型木质

残骸。每个调查区域最多有 8个部分（样带），

每个部分都揭示了它们自己处理碳的方式。

在生态系统的上游，靠近陆地的地方，研

究小组发现通常在热带雨林中发现的生物正

在分解倒下的木头。这些生物包括真菌、甲

虫幼虫和白蚁。更靠近海洋的地方，大型木

质残骸会被具有碳酸钙壳的蠕虫状蛤蜊（船

虫）更快地降解。

气候变化的两个后果会影响红树林中固

碳降解的微妙过程。首先是海平面上升，因

为碳循环是由潮汐升高驱动的。其次是大气

中二氧化碳上升导致海洋酸度增加，可溶解

降解下游木材的海洋生物的外壳。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朴次茅斯大学生物

科学学院伊安·亨迪博士说，这些数据突出了

降解木材的生物体和倒下的红树林木材之间

的微妙平衡。红树林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至关

重要，而森林中倒木分解的变化将改变地上

碳循环，这可能对红树林碳储存产生影响。

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红树林储碳

科技日报莫斯科 6月 27日电 （记者

董映璧）俄罗斯科研人员将碳纳米纤维添

加到铝复合材料中，使铝复合材料的硬度

增加了 20%，材料结构在微观层面上也发

生了极大变化。有关专家指出，这项研究

不仅改善了特定铝合金的性能，而且对许

多铝及其合金部件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实际

意义。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纳米材

料》杂志上。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技术大学碳氢化合

物催化和加工实验室研究员伊万·佩列文

称：“根据最严格的要求，只有两种方法可

提高合金的操作性能：创造一种成分更

复杂的新型复合材料，或者通过施加额

外的涂层来处理成品的表面。我们把这

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在微米级氧化铝和

纳米级碳纤维相互作用时实现了几个因素

的协同效应。”

佩列文表示，以铸造和 3D打印的铝样

品为基础，通过采用冷喷涂法施加复合涂

层可提高其表面性能。该复合涂层的基础

是用于获取铝的工业原材料的粉末状混合

物，并添加了 30%的纯金属颗粒。在合成

过程中，铝颗粒在遇到较硬的氧化物时会

被压碎，从而填充其结构中的空隙。这种

硬质和塑料颗粒的组合物为铝零件表面上

的涂层提供了牢固的黏合。另外，纳米级

碳纤维渗透进金属粉末颗粒的空间中，进

一步增加微观层面的密度，极大减少裂缝

和空隙的数量，可提高涂层的硬度和强

度。仅添加 1.5%的碳纳米纤维就会让涂

层硬度增加 20%。

研究人员解释说，还有一个活跃因素

是碳的高摩擦性能，这也有助于在粒子碰

撞过程中依靠“润滑”形成致密、无缺陷的

涂层结构。此外，依靠“自润滑”（原位润

滑）向涂层中添加碳可改善摩擦性能和耐

磨性。

碳纳米纤维增加铝复合材料硬度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8日电 （记者张
梦然）每 30 秒，世界上就有一名糖尿病患

者的腿因病被迫截肢。这些患者经常患有

神经病变，下肢感觉丧失，因此无法检测到

由不合适假体造成的损伤，从而导致截

肢。加拿大科学家近日在美国物理联合会

期刊《生物微流体》上，展示了他们使用支

持微流体的柔性机器人技术开发的新型假

肢，有望大大减少脚踝和膝关节截肢患者

的皮肤溃疡和疼痛。

通常糖尿病患者截肢后使用的假体包

括织物和硅胶衬垫，可添加或移除以改善

贴合性。截肢者需要手动更换衬垫，但神

经病变会导致感觉不佳，使这一切变得困

难，并可能对剩余肢体造成更多损伤。

滑铁卢大学研究人员说，典型的硅/织

物肢体衬垫不是创造一种新型的假肢窝，

而是被单层衬垫取代，该衬垫集成了软流

体执行器作为接口层。这些执行器的设计

目的是根据残肢的解剖结构将其充气至不

同的压力，以减轻疼痛并防止压疮。

研究小组开发了一种使执行器小型化

的方法。他们设计了一个带有 10 个集成

气动阀的微流控芯片来控制每个执行器。

整个系统由一个微型气泵和两个向微流控

芯片提供空气的电磁阀控制。控制箱小而

轻，可以作为假肢的一部分佩戴。

研究小组中包括在假肢装置方面拥有

丰富经验的医务人员，他们提供了假肢窝所

需压力的详细数据。该小组对每个执行器

提供的接触压力进行了广泛的测量，并将这

些与工作假体的所需压力进行了比较。

结果发现所有 10 个执行器都能产生

所需范围内的压力，这表明新设备在实际

应用场景中将运行良好。研究小组计划展

开进一步的研究，将压力传感器直接集成

到假肢衬垫中，还可能使用新推出的包含

压力传感材料的针织柔软织物。

当提到新型假肢，往往想到的是那些具

有脑机接口功能、能灵敏完成各种抓握动作

的机械手。但其实，更常用到的假肢，正是

文中提到的这种。但机械与肉体的结合并

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轻松，病人会痛，皮肤

会因挤压长出溃疡或者压疮。于是，研究人

员将柔性机器人技术用到了新型假肢，一个

带有10个集成气动阀的微控芯片可进行控

制，根据残肢结构来调整不同的压力，从而

让假肢佩戴者能够更加舒适。这是一项能

让一群人实实在在受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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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下肢截肢者的新型微流体柔性机
器人假肢原型的概念验证渲染图（左）和实
物照片（右）。

图片来源：滑铁卢大学微流体实验室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8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根据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

发表的一项研究，20 世纪每年的热带气旋

数量相比 19世纪下半叶减少了约 13%。

热带气旋在人类排放情景下的变化一

直不明确，因为暖化的海洋会加剧风暴，但

大气环流的某些变化又被认为能防止风暴

的形成。提供这方面的历史背景很难，因

为观测记录，尤其是 1950 年之前的记录并

不完整。这也导致了科学家对过去热带气

旋趋势的评估很不一致。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研究团队此次利用

历史记录和建模数据，揭示了 1850 年之后

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每年的热

带气旋数量都呈下降趋势。20 世纪全球

每年风暴数量比 1850 年至 1900 年这一时

期的数量减少了约 13%。对于大部分热带

气旋盆地来说，这种下降趋势在 1950 年代

后有所加速，科学家们认为这主要是热带

大气环流减弱的结果。

这一趋势的唯一例外是北大西洋盆

地，那里的热带气旋数量在最近几十年里

有所增加。团队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该盆

地正在从 20 世纪下半叶与人类相关的气

溶胶排放导致的热带气旋减少趋势中恢

复。不过研究人员指出，这里每年的风暴

数量依然比工业时期前要少。

以上研究结果支持了认为当前气候变

化导致热带气旋数量减少的多项研究。但

应注意的是，频率只是控制与热带气旋相

关风险的一个因素，强度和地理位置也被

认为会产生影响。

研究表明20世纪热带气旋数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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