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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2020 年，我们第一份对野生动物的动容，给

了长江白鲟。

去年年底，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

究所首席科学家危起伟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整

体环境科学》上在线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世

界上最大淡水鱼之一灭绝：长江生物保护的教训

和启示》。

论文指出，白鲟在 2005 年到 2010 年时已经

灭绝。

一时间，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白鲟得到了大

量关注，“白鲟灭绝”的话题在热搜上挂了一天。

不过，很多媒体在配图时，还是错误地配成了长江

白鲟的近亲匙吻鲟。毕竟，我们对白鲟太不了解，

白鲟留下的影像也太少。

当一个物种被认定灭绝，除了哀悼和纪念，更

需要的，是反思。

白鲟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淡水鱼，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淡水鱼，最大体长可达 7 米。它有个又长

又尖的吻，于是也被古人称作“象鼻鱼”。

它很古老。白鲟的脊椎很原始，全身大部分

骨骼是软骨。化石研究表明，白鲟科种类最早的

化石可见于晚侏罗纪。

白鲟的产卵场分布于金沙江下游和重庆以上

的长江干流，成熟个体在繁殖季节前有上溯洄游

的习性。

“实际上，上世纪 90年代以后，白鲟的数量就

已经明显减少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成友此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早在 1996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颁布的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白鲟的保护级别就被列为

“极危”。

为了寻找白鲟的踪迹，危起伟研究团队在长

江流域进行了全流域捕捞调查。2017 年，他们对

考察流域进行了网格式采样，这样的调查每个季

度各进行了一次，每次持续一到两个月。2018

年，团队又主要在长江 65个监测点及其附近展开

调查。

此外，团队还搜集了所有关于白鲟的目击报

告，包括论文、书籍、报告、新闻报道等，以及近几

十年来科研机构保留的未发表的白鲟相关数据。

综合这些信息，根据模型，团队计算出白鲟应该在

2005年到 2010年就已经灭绝。

危起伟说，一个种群，没有自然繁殖，又已经

过了其正常寿命期限，其间没有任何个体被发现，

即可以认定物种灭绝。

上一次见到白鲟幼苗，还要追溯到 90年代初

期。30年来，未发现白鲟有自然繁殖。人们不清楚

白鲟的确切寿命，但估计其自然存活时间应该在30

年左右。2003年，最后一尾野生白鲟的信号消失在

追踪器中，而白鲟也没有人工养殖个体存留。

危起伟说，白鲟灭绝这个结论是科学的、不会

改变的。

经模型计算认定白鲟灭绝

不过，白鲟灭绝的消息并未官宣。

1 月 3 日，IUCN 在官方微博表示，目前正在

开展的亚欧鲟鱼类全面评估最终结果尚未发布，

预计将在今年 6月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期间更新受

威胁物种红色名录，正式发布评估结果，进行相应

的级别调整。

目前，白鲟在 IUCN 红色名录中的级别依然

是“极危”。

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IUCN 根据所收集到

的信息，并依据 IUCN 生存委员会的报告，编制全

白鲟保护级别还未调整

白鲟灭绝的最主要原因是无法繁殖，水利工

程切断了其洄游通道。

过度捕捞、高密度航运、栖息地消失和碎片

化……这些因素共同将白鲟推向绝境。

对白鲟所有的实质性保护工作都是在 2006

年之后启动的，但根据危起伟团队的研究，可能早

在 2005年，长江白鲟就已经灭绝。

错过了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永远错过。

其实，白鲟的人工繁育技术一直在储备中。

此前，长江白鲟没有被人工养殖成功的案例，而近

些年技术条件具备后，研究团队却再也没有捕获

到活体长江白鲟。

王成友介绍，目前主流的人工繁育方法有两

种，一为雌核发育，一为“借腹生子”，即鱼类生殖

细胞移植。雌核发育是指用核失活鱼精子刺激鱼

卵子,并诱导该卵核发育成个体的鱼类育种方

法。白鲟的近亲是匙吻鲟，而匙吻鲟已经实现了

人工繁育。如果有一条成年雌性白鲟，就可以用

灭活的匙吻鲟精子刺激其卵子，进行人工催产。

第二种方法，是把一种鱼的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

种鱼体内，让另一种鱼的雄鱼和雌鱼产生前者的

精子和卵子，让它生出带有白鲟所有遗传信息的

“后代”。

但是，没有活体白鲟，一切技术储备成空。

教训是深刻的。

论文指出，应当对长江流域进行常规性周期

性全面调查。在 2017 年到 2018 年的调查中，有

140种鱼类没被采集到。但由于缺乏数据，研究团

队无法判断这些鱼类的命运。从白鲟的悲剧也可

看出，鱼群数量的变化对人类威胁的反应是滞后

的，必须尽早采取保护行动。实际上，长江中许多

鱼类已经身处灭绝边缘，评估它们的灭绝风险至关

重要，而且应该尽快进行。对一些物种来说，保护

它的时间窗口可能已经关闭。毕竟，当物种野外种

群的繁衍不能维持其生存的最小种群数量时，灭绝

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必须对那些多年没有被发

现、多年没有自然繁殖或者种群数量大幅度急剧下

降的鱼类种群优先开展保护，比如鯮、中华鲟等。

根据不同种群的生物和生态特点，采取相应

保护措施，这是一场和物种灭绝速度展开的赛跑。

2020 年起，长江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进入

10年禁渔期。

白鲟的挽歌已经响起，但长江内其他同样稀

少的野生水生生物的命运，还握在人类手上。

还有很多鱼类处于灭绝边缘

人工繁育技术已就绪人工繁育技术已就绪，，鱼却没了鱼却没了

避免白鲟悲剧重演避免白鲟悲剧重演
灭绝风险评估要趁早灭绝风险评估要趁早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球范围的濒危物种红皮名录。在 IUCN 的标准

中，全球物种的濒危等级，按照濒危程度由低到高

分为无危、低危、易危、濒危、极危、野外灭绝和灭

绝。此外，还有“未评估”和“数据缺乏”两种评级。

根据定义，如果有理由怀疑一分类单元的最

后一个个体已经死亡，即认为该分类单元已经灭

绝。如果已知一分类单元只生活在栽培或圈养条

件下，或只作为被自然化后的种群生活在远离其

过去的栖息地时，则认为这一分类单元属于野外

灭绝。极危，则指一个分类单元的野生种群即将

灭绝的几率非常高。

物种濒危评级对物种保护有重要意义。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曾在论文中指

出，由于资源有限，在实施濒危物种保护工程时，

必须有的放矢，针对物种的濒危等级提出具体保

护措施，确定保护投入的资源量；也要根据物种濒

危程度，建立自然保护区和濒危物种繁育中心，对

这类物种实施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

据了解，物种濒危等级的评价，一般是由主管

部门（或组织）成立专门的评价委员会，对各物种

濒危等级的申请报告进行科学评议。评价结果经

主管者（部门）的最终通过并予以公布后，才能最

终确定物种的濒危等级。

我国也有定期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其从生物本身生存状态出发进行评估。

2013年、2015年和 2018年，分别针对高等植物、脊

椎动物和大型真菌发布了评估报告。

当时的评估结果显示，长江江豚数量急剧减

少，由濒危上升为极危；鲥鱼由于过度捕捞等原

因，由濒危上升为极危。

天冷了，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冬天在户外

使用手机时，电量掉的特别快，屏幕反应速度减慢，

特别是处于 0℃以下的环境时，某些手机出现反应

迟钝、死机等状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低温使电池内放电化学反应变慢

“在 0℃以下耗电过快，是手机的一种通病。”中

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电池及其相关材料领

域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副研究

员贺艳兵说。

据介绍，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手机的电池都采用

锂电池，锂电池属于化学电池，其放电也是一个化学

反应的过程。

贺艳兵解释说，锂电池负极通过化学反应脱出

锂离子，并通过电解质溶液将锂离子传输嵌入到正

极，从而产生电流给手机供电。电池放电性能不仅

依赖于正负极材料和电解质溶液，而且取决于电池

的放电温度和电流。

“在低温下电解质溶液黏度增加，导致锂离子

穿越溶液能力变差，活性降低，电阻增加，引起电

池放电电压降低，从而使得电池的可用容量降低，

手机耗电变快。”贺艳兵说，“小到手机、大到电动

汽车，其中的锂离子电池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研究表明，气温从 25℃下降到-20℃，汽车动力电

池所能释放的电量会降低 30%，同时充电所需的时

间也会增加。”

户外使用可给手机穿上“棉袄”

要想冬天在户外自如使用手机，除了在户外的

时候尽量把手机放入兜里御寒之外，还有人提出，给

手机穿上“棉袄”，比如套个厚硅胶壳或者保暖。

“这样可以起到一定作用。”贺艳兵表示，首先，

厚硅胶壳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外界的低温；其次，给

手机套个保暖罩，手机本身散发的热量也不至于流

失过多。

“如果手机已经出现快速掉电的情况，就不要

再使用了。”贺艳兵说，锂电池在低于 0℃的情况

下，性能就已经开始退步，温度越低掉电越快。并

且在温度过低的情况下使用手机，会缩短手机电

池的寿命。“此外，最好不要在温度过低的环境下

给手机充电。”

最后，贺艳兵提示，低温对电池的影响已经让很

多人有所领教，需要注意的是，高温也是电池的一大

敌人。当电池温度超过 55℃—60℃时，负极材料和

电解质溶液都会受到影响，如果长期工作在高温下，

电池的寿命也会有所缩短。

电解液“冻住”了 锂离子“迈不开步”

天冷手机掉电快，原来是这个原因
本报记者 华 凌

新华社讯 日本一家企业最近发明了可减少钢筋混凝土

中气泡的新技术，据称可将原本使用寿命约 100 年的钢筋混

凝土的使用寿命提高到 200年以上。

传统混凝土在浇筑时会混入空气形成气泡，导致混凝土

凝固后表面出现孔洞。在长年的风吹雨打中，雨水和盐分等

会从孔洞渗入混凝土内部并腐蚀钢筋，导致混凝土出现裂缝

等问题，影响使用寿命。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集团

（IHI）发明了一种可减少混凝土中气泡的新技术。该公司使

用独立研发的特殊设备在浇筑前振动混凝土，并施加压力排

出空气，将由气泡导致的孔洞减少了约 70%。

实验显示，雨水等对这样浇筑的混凝土的渗透速度大

大减缓，该企业认为这种新技术能将混凝土原本约 100 年

的使用寿命提高到 200 年以上。这家企业计划在隧道侧壁

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使用这一新技术，也计划将设备和技术

对外销售。

报道称，日本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兴建了大量基础

设施，到 2033年，日本 63%的道路桥梁和 42%的隧道建筑年龄

将超过 50年，面临基础设施老化问题。新技术有望在今后帮

助应对这个问题，可减少道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的维护

和更新费用。

减少孔洞约70%
新技术让钢筋混凝土更“长寿”

新华社讯 （记者田颖）青蒿素是现今治疗疟疾的重要药

物，但有些疟原虫逐渐对它产生了耐药性。德国研究人员近

日表示，他们找到了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耐药性的机理，

这一发现有助于未来改善针对疟疾的药物。

德国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恶性疟原虫体内

有一种名为 Kelch13 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如果变异，就会使

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耐药性。

据介绍，疟原虫在血液红细胞中发育和繁殖，在这个过程

中以血红蛋白为食物，它们在吸收和消化血红蛋白后会产生

分解物。如果环境中有青蒿素，那么青蒿素会被这些分解物

激活，从而杀死疟原虫。

但是如果疟原虫体内的 Kelch13 蛋白质出现变异，它就

会减少吸收血红蛋白，产生的分解物也相应减少，导致青蒿素

无法被充分激活并杀死疟原虫。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托比亚斯·施皮尔曼说，疟原虫以

这种方式对青蒿素产生耐药性，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微妙

的平衡状态，因为它既要获取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命，又要

保证摄入食物的数量不太多，以免产生足以激活青蒿素的

分解物。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有可能针对这种微妙的平衡而改善

药物，以应对青蒿素面临的耐药性问题。

德研究揭示
疟原虫对青蒿素的耐药性机理

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林雄 欧捷）作为害螨

的天敌，没有眼睛的捕食螨——胡瓜钝绥螨，如何感知外界并

捕食？其生长发育过程受哪些基因控制？这些在生物界“悬

而未决”的科学问题，如今有了答案。

近日，国内知名的“以螨治螨”生物技术专家、福建省农科

院植保所研究员张艳璇及其团队，首次解析了胡瓜钝绥螨的

基因组和发育相关的转录组，为深化捕食螨研究和产业拓展

提供科学依据。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基因组

学》上。

据 张 艳 璇 介 绍 ，为 获 得 足 够 量 和 足 够 匀 质 的 基 因 组

DNA，团队成员花费 6年时间，耐心挑取 40000粒卵检测。经

研究发现，胡瓜钝绥螨没有发育成熟的眼器官，基因组中无果

蝇中的光敏性视紫红质，但其基因组中存在一些参与眼器官

发育的调控基因，并存在一些光传导基因，因此它虽然没有视

觉，但可以感知光。

“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胡瓜钝绥螨的视觉缺失，其感知

外界环境的主要途径是化学感知，通过味觉来感知食物靶向、

捕食。”张艳璇说，在胡瓜钝绥螨基因组中，鉴定到 24个味觉

受体、65个离子受体基因，且没有果蝇的嗅觉受体、气味结合

蛋白和化学感知蛋白。

螨类害虫身形微小，但其抗逆性强、繁殖速度快、研究

难度大。我国是世界上受螨害侵袭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

年约 40%的农药都用于治螨。该团队经长期探索，发明了

“以螨治螨”生物防治技术。张艳璇表示，胡瓜钝绥螨是我

国第一个走向市场的天敌商品，结束了我国捕食螨不能工

厂化生产的历史。该研究对螨类基因组和发育转录组的

分析，为其发育、繁殖和适应环境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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