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在生物界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生

物多样性高的森林，由于其内往往有很多功能相

似的物种，因此丢失（灭绝）一些物种对其生态系

统功能的影响很小。但近日一项在线发表于国际

顶尖学术杂志《自然·生态学与进化》上的研究成

果，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异议”。

由厦门大学、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等研究人员，

以及瑞士、德国相关学者组成的跨国科研团队研

究指出，在生物多样性高的森林中，当物种“随机”

灭绝时，其对森林产材量的影响接近于零；但是当

物种“非随机”灭绝时，其对森林产材量的影响则

会很大。研究数据表明，后者情境下森林的减产

量是前者情境下的 20倍。

各物种间有着特殊的相互作用

那么，何为“非随机”灭绝呢？

“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

系”项目发起者之一、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施本德教

授解释说，已有科学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物种灭

绝都不是随机的，而是依照物种特征按序发生的，

“比如，全球变暖导致的频繁干旱，可能会使不耐

旱的物种先灭绝，分布范围较窄的物种也会比全

球广泛分布的物种先灭绝等。”

在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

学院副教授陈宇新和其团队成员的实验中，他们模

拟了 4种不同的物种灭绝风险特性，来观察当物种

按这些特性“非随机”灭绝时，对森林产材量的影

响。一是分布范围的大小。二是植物叶子的特

性。叶子较薄的植物，可以更好地吸收阳光和资

源，会长得更快，但同时它抵抗干旱的能力也会较

弱。三是植物在进化上的特异性，即看物种在进化

上的“亲缘关系”，一般认为，“孤苦伶仃”的物种灭绝

风险会更高。四是物种家族的繁弱。越是“弱小”

的家族，灭绝的风险越高。

在得到“当物种‘非随机’灭绝时，森林产材量

会大幅减少”的实验结论后，陈宇新和团队成员开

始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当物种依其灭绝风险有序丢失时，首先丢失

的物种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些物种，当然，它们对生

态系统功能可能也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更重要

的是，在生态系统中，物种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

是彼此间进行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当这些特殊物

种丢失时，与它们相关的特殊相互作用也会相应

丢失或改变，并进一步影响生态系统功能。”陈宇

新说。

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分紧迫

据陈宇新介绍，该研究进行的实验地点是一

个大型野外森林。

2009 年，来自中国、瑞士和德国的 60 多名科

学家共同合作，在江西省德兴市新岗山镇建立了

一个 40 公顷（约 600 亩）的大型森林控制实验样

地，种植超过 30 万棵木本植物，致力于研究“中国

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项目。

这也是全球首个在高生物多样性的亚热带森林建

立的大型野外森林多样性实验基地。

在这个大型“实验室”里，中外科学家们分成

森林产材量、病虫害、水土流失、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等若干研究方向，对不同生物多样性下的不同

生态系统功能进行研究。此次的研究成果便是

“生物多样性与森林产材量”研究小组的阶段性

成果。

陈宇新表示，这个实验结果再次强调了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也从科学的角度印证

了 当 前 中 国 加 快 生 物 安 全 立 法 的 必 要 性 和 紧

迫性。

“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机制”一

直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科学

家们就此展开了长达近 30年的研究。

“这个项目已经进行到第十年，我们希望将它

持续做下去。”该项目的另一位发起者、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说，“全球变暖可能使

极端气候事件在未来愈加频繁和严重，生物多样

性会如何响应气候变化并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和人

类福祉是我们未来想要在这个实验基地继续探索

的问题。”

跨国团队研究打破传统观点——

物种“非随机”灭绝时，森林产材量将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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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让众多体

育赛事取消或延期，但仍有一些重量级赛事即将

登场，比如有媒体报道，2020女子冰壶世锦赛就将

于 3月 14日—22日在加拿大乔治王子市举行。

有人把冰壶称作“冰上国际象棋”，与速滑、短

道速滑等常规体育赛事相比，冰壶一直被看作是

优雅而神秘的冰上运动。而且它也是所有冰上运

动中对冰面质量要求最高、也是最为精细的运动

项目，哪怕只是冰面 1 摄氏度的温差、1 毫米的平

整度偏差，都会影响到运动员水平的发挥。

那么，进行冰壶比赛的场馆是如何打造符合

标准的比赛冰面的呢？为此，科技日报记者探访

了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馆——由“水立方”华丽变

身的“冰立方”，并请教了相关专家。

冰壶赛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冰壶赛道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运动员要拿刷子刷冰面为什么运动员要拿刷子刷冰面？？

冰壶世锦赛开赛在即冰壶世锦赛开赛在即
先来先来了解一下这些了解一下这些““冷知识冷知识””

本报记者 华 凌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李 静

据说冰壶以前是一种户外运动，但是现在在

室内比赛，冰壶馆里布满灯光、摄像机，还坐着很

多观众，这会产生大量热量，而如果温度太高，冰

面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冰壶不能正常滑行。若比

赛在边区赛道进行，因为靠近观众区，温度、湿度

的变化会影响到冰面状态，造成运动员在比赛时

读冰（即搞清楚整个冰面、场地特质等状况）不精

准，影响比赛成绩。张金泉介绍说，冰壶比赛要求

场馆凝结露点温度在零下 4摄氏度以下，冰面温度

约在零下 4.5 摄氏度—零下 5.2 摄氏度，馆内温度

在 12 摄氏度以内，而这些数据会直接影响冰壶与

冰的摩擦系数，从而左右运动员的比赛成绩。

因此，冰壶比赛对赛场环境的要求极为严苛，

涉及到对场馆内温度、湿度、通风、节能等方面的

要求。现场的温度必须按照冰面温度、冰面以上

1.5 米高度温度、看台温度三层控制，每层的温度

控制要求精度较高。

如何实现复杂的温度和湿度分层控制？以被

改造成冰壶赛场的“水立方”为例，原来“水立方”

的湿度较高，这样的环境不符合冰上项目比赛的

要求，因此“水立方”升级智能建筑管理系统，增加

了除湿功能，以确保赛场的冰面质量。

张金泉说，既要通过智能建筑管理系统对冰

场温度与空气湿度实时监测，还要升级场馆内的

空调系统、通风系统与制冷系统，确保当现场温度

发生变化时第一时间进行精准调控。

据介绍，为保障“水立方”的室内环境条件符合

冰壶比赛的要求，国家游泳中心设置了包括4000多

个传感器领衔的楼宇设备管理系统，可以控制和监

测场馆内的温度、湿度、PM2.5浓度等变化。

你以为冰壶馆温度是恒定的？
错！为避免影响比赛馆内温度分三层

“在所有冬季运动的冰面制作中，冰壶场地可

能是最难的，因为影响冰壶运行的因素很多，从水

质到环境气温、从环境湿度到空气流动情况等等。”

被称为国际顶级制冰大师的汉斯·乌瑟里希说。

汉斯从事制冰工作多年，认真严谨，已3次被冬

奥组委指定作为“御用”制冰师，韩国平昌冬奥会冰

壶比赛场上平整光滑的冰面就是出自他之手。

冰壶比赛对冰面光滑度和平整度的精准要

求非常高。在冰球比赛中，如果冰面存在十分之

一平整度上的误差并不会对球员的快速滑行造

你以为冰壶赛道是光滑的？
错！上面布满冰粒可以加速壶体滑行

“冰壶的赛道长 45 米，宽 4.75 米，是由上下 7

层如‘夹心饼干’的结构组成的，赛道最下面是钢

结构支撑体系。”冰立方场馆运营部责任工程师、

国际制冰师助理张金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然后

依次是 10厘米轻制混凝土预制板和同样厚度的保

温层，接下来是 PE 防潮隔离层及无纺布层。在 5

厘米的制冰排管及蜂窝支架之上，才是运动员接

触到的真正冰层。由于冰壶比赛对冰面要求极

高，因此每平方米赛道在承受 150公斤重量的情况

下，冰面变形不能超过 1毫米。”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冰壶赛道并不是平的，冰道

向内稍凹，形似一个坡度不大的U型，因为U型的冰

面可以帮助高水平运动员打出弧线球。冰道的一端

画有一个半径为1.83米的圆圈作为球员的发球区，被

称作本垒。冰道的另一端也画有圆圈，被称为营垒。

营垒由4个半径分别为0.15米、0.61米、1.22米和1.83

米的同心圆组成。外面两圆之间涂为红色。在冰壶

场地前后两端各有一条蓝色的实线，称为“前卫线”和

“后卫线”。冰壶掷出后，如果未进前卫线或越过后卫

线都视作无效，将被清出场外。

冰壶比赛时，由两支球队进行对抗，每队 4 名

球员。比赛共进行 10 局。每局两队交替掷球，每

名队员分别掷两球，8 人共 16 球。两队按一垒、二

垒、三垒及主力队员的顺序交替掷球。在一名队

员掷球时，由两名本方队员手持毛刷在冰壶滑行

的前方快速左右擦刷冰面，使冰壶能准确到达营

垒的中心。同时对方的队员为使冰壶远离圆心，

也可在冰壶的前面擦扫冰面。当双方队员掷完所

有冰壶后，以场地上冰壶距离营垒圆心的远近决

定胜负，每石积 1分，积分多的队获胜。

你以为冰壶赛道是水平的？
错！U型赛道让运动员可以打出弧线球

成影响，甚至运动员可能都感受不到。但这个误

差若是放在冰壶比赛的冰面上，就会产生非常大

的影响。

据介绍，一条高质量的冰壶赛道冰面，至少要

保证壶从出手滑行到赛道末端，这段大约 4到 5英

尺的距离用时在 24—26秒。“如果冰壶只滑行两英

尺，就说明冰面没有达到要求。”汉斯说。

张金泉介绍说：“制冰时洒水很讲究，要用纯

水，时间需要 8至 10天，首先要在赛道上冻一层底

冰，要用细水管把水一点点均匀浇上去，然后补

水、喷白漆。喷完漆后再经过精准测量，用色漆画

上本垒、营垒、标志线等，然后继续补水、找平。平

整度达标后，用刮冰车修出弧线，从而形成符合要

求的冰壶比赛赛道。”

与人们想象中不同，冰壶赛道并不是非常光

滑的，冰面上甚至还有一层薄薄的冰粒。据国家

游泳中心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贾宇介绍，制冰

师每次在制冰时，会先开着制冰车平整冰面，然后

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喷洒水珠，每一颗水珠通常

在 2 到 3 毫米大小，这些水珠遇冷凝结成冰粒，被

戏称为“鹅卵石”。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制冰师洒水‘打点’是

为了减少摩擦，因为冰壶很沉，大约 20 公斤一

个，壶底是平面，中心凹进去一点，为了减少其与

冰面摩擦，在冰上铺设小冰粒，这样可以缩小冰

壶壶底与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摩擦，使冰壶速

度加快。所以冰壶并不是在冰面上滑行，而是在

这些‘鹅卵石’上滑行。”贾宇说。

那么，问题来了，在观看冰壶比赛时，常看到

运动员“擦地板”，擦的就是这层“鹅卵石”吗？贾

宇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看到的‘擦地板’对运动员

来说叫‘扫冰’，是冰壶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其原理是在冰壶运行的轨迹上把冰面的颗粒磨

平，增大摩擦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微小地改变冰壶

原先运行的速度或是轨迹，毕竟在奥运级别的比

赛中，几毫米之差就能决定出胜负。实际上，随着

比赛的进行，冰面上的颗粒会逐渐被擦掉一部分，

而顶级运动员会不断根据变化来调整投壶和扫冰

的策略，在对大量细节的掌控当中进行博弈和较

量，见微知著，这正是冰壶运动的魅力之一。”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柯溢能 记者江耘）近日，浙江大学航空

航天学院宋吉舟教授团队基于形状记忆聚合物，提出了一种新型

的“万能抓手”策略。可轻松地抓取长度在 1 微米到 1 米之间的任

何形状的物体。该研究成果发表于知名学术期刊《科学进展》。

宋吉舟表示，在柔性电子制备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微观元器

件的快速组装，即把制备基底上数以万计或者更多的微纳元器件

转移到柔性的使用基底上。以往的方法都依靠粘附来一次性抓取

这些元器件，但是释放的时候粘附就变成了限制因素，给物体的释

放带来较大挑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利用形状记忆聚合物受到一定外力

作用导致变形后，会保持形变状态，在一定的外部刺激作用下又会

变回原貌的特性。“通过调整外力作用，用形状记忆聚合物抓手将

物体锁住、抓取再解锁释放，不依赖抓手的粘附力，并在抓手表面

镀上一层特殊材料，或者增加抓手表面粗糙度来减弱粘附，从而实

现物体的释放。”宋吉舟表示，这样一来，微观抓手就像微观世界里

的吊车，可以高效地在微观世界工作。

课题组提出的这个策略，完全不依赖粘附，为柔性电子的制备

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有望推进柔性电子的工业化进程。

“万能抓手”不粘附
快速组装微观器件

捕捉到古老地层中的火山灰信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

构建“火山岩—火山凝灰岩—沉积岩”的对比序列，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新生代环境团队发现，低温频率磁化率参数可作为

捕捉云南地区火山灰的有效指标。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

《地球物理研究：固体地球》杂志上。

火山喷发是地球上的重大地质灾害之一。一些火山喷发出的

火山灰高达几十公里，直抵平流层，可影响天气变化，火山灰形成

的降尘也会给当地民众造成极大的生活困难。但火山灰是“诊断”

地球地质历史时期古老地层绝对年龄的最佳材料之一，而地层的

绝对年龄又是破译地球系统演化的关键密码。

火山灰由火山喷发的微小碎屑颗粒组成，极细的火山灰颗

粒可小于 125 微米，与细颗粒碎屑沉积物形态特征相近。因此，

仅有小部分由大量火山灰固结形成的火山凝灰岩可在野外观察

中识别出，而大部分沉积地层中所含的火山灰难以凭肉眼直接

鉴定。

科学家们只能带着野外采集的疑似火山灰样品走进实验室，

通过其中是否含有火山玻璃进行识别。火山玻璃是火山喷发出的

碎屑产物之一，是迅速冷却尚未结晶的一种玻璃质固体颗粒。“但

是火山玻璃的提取和鉴定实验耗时长且价格昂贵，不适合广泛推

广。而火山喷发物质含有大量磁性矿物，它们常以填隙物或包裹

体的形式存在于火山灰中，不易被环境破坏，与普通碎屑沉积岩可

能存在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利用快捷便宜的岩石磁学方法

识别火山灰。”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颜茂都说。

但是，究竟用哪种岩石磁参数识别火山灰最灵敏、有效呢？

2013 年起，颜茂都及其合作者就多次赴云南剑川和曲靖进行

考察。在云南省曲靖市，团队发现距今 3500多万年前的始新世河

湖相沉积地层，其中含有厚度多达 3 米的灰白色厚层火山凝灰

岩。在剑川县的双河煤矿附近发育的同期河湖相沉积地层中，也

含有多层火山岩。经过详细的调研、讨论和采样，团队成员决定通

过构建“火山岩—火山凝灰岩—沉积岩”的对比序列，寻找可以识

别地层中火山灰的最灵敏和有效的岩石磁学参数。

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

生申苗苗表示，团队对这 3 类样品从磁性矿物的种类、含量和粒

径 3 个方面开展了系统的岩石磁学参数对比研究，结合岩相学、

地球化学等方法，探究了火山灰区别于沉积岩最显著的岩石磁

学特征。

研究发现，低温频率磁化率参数显示火山岩和火山凝灰岩

含大量的超细磁性矿物，而大多数沉积岩则缺乏这一特征。因

此，低温频率磁化率参数可以作为捕捉云南地区火山灰的有效

指标。

颜茂都表示，该指标所需样品前处理简单、测试快速，相比

于利用火山玻璃的鉴别方法，大大提高了实验室识别火山灰的

效率。该研究可为云南甚至其他地区地质历史时期古老地层的

火山灰年代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岩石磁学支撑，将对深入认识青

藏高原东南缘的构造和印度季风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

我科学家发现
捕捉古老地层火山灰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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