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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穿越回 7000 万年前的白垩纪，你可能

会发现，太阳和月亮更加匆忙地划过天空，明天

比预想来得更快。

根据白垩纪晚期贝壳的一项新研究，恐龙

时代即将结束时，地球自转比今天快，一年有

372 天。贝壳上的新发现让我们不禁沉思：45

亿年来地球的自转变化有多大？背后的操纵

者是谁？

3 月份美国地理学会的期刊《古海洋学和

古气候学》上一项新研究说，白垩纪晚期的软体

动物贝壳化石透露出一个秘密：恐龙时代结束

时，地球自转比今天快，每年地球要自转 372

次，而目前是 365次。这意味着白垩纪的一天，

仅持续 23个半小时。

科学家研究的，是一枚白垩纪海底的贝壳

化石。7000 万年后的今天，人们在阿曼的干旱

山区发现了它。

它学名叫“Torreitessanchezi”，看起来像欧

洲常见的粗陶啤酒杯，还有个盖子。这种古老

的软体动物的两个壳铰链起来，像不对称的牡

蛎。它们像现代牡蛎一样密密地附着于水下礁

石。白垩纪时代，全球海洋都有它们的踪迹。

科学家分析的这种古老软体贝壳动物，属

于 已 经 灭 绝 的 、种 类 繁 多 的“ 红 蛤（rudist-

clams）”。这类生物生长很快，每天都要蹿一

蹿个。

新研究使用激光来采样，获取贝壳的微小

切片，比以前使用显微镜的办法更精确。在精

准推算了年轮后，研究人员能够确定，白垩纪一

年的天数比如今要多。

新方法将激光聚焦在小块贝壳上，钻出直

径 10 微米（红细胞那么大）的孔，取一点点样

品。这些微小样本中的微量元素，揭示了壳形

成时，水的温度和化学成分。而且可以据此精

确测量出一日生长环的宽度、数量，还有季节性

变化。

新技术的高分辨率，前所未有地观察到了

古代双壳类动物如何快速生长，甚至确定了一

天内的水质变化情况。

“一个生长日，能取 4 到 5 个数据点，这在

地质研究史上几乎从未有过。我们基本上可

以把握 7000 万年前的一天。这真是太神奇

了。”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科学家

德温特说。

激光钻细洞，窥探白垩纪的秘密

贝壳的化学分析表明，白垩纪晚期的海洋

温度比之前认为的要高，夏天达到 40 摄氏度，

冬天超过 30摄氏度。德温特说，40摄氏度可是

接近软体动物的生理极限了。

在白垩纪晚期，这种贝壳是造礁生物，就像

今天珊瑚扮演的角色一样。新的研究还证实，

软体动物可能与光合生物共生，合作出了跟现

在珊瑚礁规模一样大的“贝壳礁”。

6600 万年前，“Torreitessanchezi”贝壳跟恐

龙一起灭绝了。“它是非常特殊的双壳类动物。

今天没有像它这样生活的贝壳了。”德温特说，

“而在白垩纪晚期，全世界大多数礁石建造者都

是这些双壳类动物。因此，它们确实具备当今

珊瑚所具有的生态系统建设能力。”

研究发现，一天中，壳生长的变化，比季节

或海潮周期变化还大——白天长得比晚上快得

多。这就说明，这种贝壳十分依赖太阳，这表明

它有光合的本事。

这就有意思了：太阳光居然是古代软体

动物的衣食父母，这可跟现代过滤水中食物

的贝壳不一样。德温特说，白垩纪的贝壳，很

可能与一种能光合作用的生物共生，比如和

藻类共生。

之前，也有科学家猜测古代贝壳会不会是

光共生体，但没有直接证据。这项研究，第一次

提供了切实可信的证据。

享受太阳能量的造礁生物

由于白天和黑夜的节奏可以从贝壳生长明

显看出来，而一年的周期也很明显。科学家数

了贝壳每年生长的天数，发现一年有 372 个昼

夜。这不算意外，因为科学家们知道过去的日

子比现在短。然而，我们并不知道白垩纪晚期

的日子到底多长。372 这个精确的数字，将有

助于我们对一个重大天文问题的研究。

一年的时间，古今基本是一样的，因为地球

绕太阳的轨道不会改变。但是因为大海潮汐的摩

擦，一天的时间是变化的，地球自转会越来越慢。

我们知道，月亮的引力，把地球上的海水吸

引到靠月亮的一侧。海水与地球摩擦来摩擦

去，就像刹车片一样，拖累了地球的自转，所以，

一天的长度一直在稳定增长。

潮汐也会影响月球，它不仅逐渐锁定了月球，

让月球永远一面向地球，还会让月球加速。现在，

月亮正以每年3.82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阿波

罗号登月后，将一个反射器留在月球表面，精确的

激光反射测量出了这个数字。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球科学教

授斯蒂芬·迈耶斯打了个比方：“随着月球的移

动，地球就像一个旋转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在伸

开双臂时会减速。”

但是科学家也知道，月球远离的速度并不

恒定。要是一直每年 3.82 厘米，那算出来月球

是 14亿年前离开地球的。很多证据显示，月球

与地球的互动可古老多了，最可能是 45亿年以

前，地球上就能看见月亮。

因此，月球古代离地球多远，我们不知道。

这也是为啥这枚白垩纪贝壳如此重要，我们可

以根据它推断月球与地球的互动史。

7000 万年，在德温特和他的同事们看来，

还不够古老。科学家还希望将新方法用在更古

老的化石上，看能不能有什么新发现。

地球自转为什么变慢
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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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聂翠蓉）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3 日报道，美国加

州大学河滨分校地质学家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近日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刊》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对澳大利亚曾发现约 5.55亿年前埃迪卡拉

纪沉积物的洞穴化石进行激光扫面后认为，一种微小的蠕虫状生物可

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共同祖先。

这种“蠕虫”被命名为伊卡里亚·瓦里奥提亚，其前后、两侧对称，两

端开口由肠道连接。

两侧对称性发育是动物生命进化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使生物

体能够有目的地移动，这是一种常见而成功的身体组织方式。从

蠕虫到昆虫、从恐龙到人类，许多动物的身体都具有这种两侧对

称性。研究现代动物遗传学的进化生物学家预测，所有双侧对称

性 动 物 的 最 古 老 祖 先 ，应 该 是 简 单 而 小 巧 的 ，有 基 本 的 感 觉 器

官。但它们的化石残骸很难保存至今，为科学家们的研究带来很

大难度。

多年来科学家们认为，在南澳大利亚发现的 5.55 亿年前埃迪卡拉

纪沉积物中的洞穴化石，是由双侧对称性生物制造的，但这些只是猜

测，并没有发现可佐证的任何迹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博士斯科特·
埃文斯和地质学教授玛丽·德罗泽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这些洞穴附

近发现的微小椭圆形印痕进行观测后发现，制造这些洞穴的“蠕虫”头

部和尾部清晰、肌肉组织有微弱的凹槽，大小约为长 2—7 毫米、宽 1—

2.5毫米，形状像一粒米。

埃文斯表示，伊卡里亚所在的洞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低。这些

洞穴还保存着横向的“V”形脊，这表明伊卡里亚像蠕虫一样通过收缩

肌肉来移动。洞穴中沉积物移动的证据和以埋藏有机物为食的生物体

的迹象表明，伊卡里亚可能有口、肛门和肠道。

新发现与进化生物学家们之前的预测基本吻合。伊卡里亚是发现

的最早双侧对称性生物，尽管其形状相对简单，但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化

石相比，它在洋底的一层薄薄含氧砂中挖洞寻找有机物，显示出基本的

感官能力；其深度和曲率代表明显不同的前端和后端，支持其能进行定

向运动，这种蠕虫可能是动物们的祖先。

5.55亿年前的蠕虫

或是所有动物的共同祖先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刘佳 罗泉）作为地球上最古老

的微生物之一，蓝细菌（又称为蓝藻或蓝绿藻）能通过植物型光合作用，

将二氧化碳固定并转化为各类碳水化合物。研究发现，为抵抗高盐环

境，很多蓝细菌能在细胞内合成并积累蔗糖等小分子化合物，但相关调

控机制仍未被清楚揭示。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微生物代谢工程研究

组，近日发表在《应用与环境微生物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从基因转

录、蛋白翻译、酶学活性三个水平揭示了蓝细菌适应高盐逆境的深层

机制。

该所微生物代谢工程研究组长期以来致力于蓝细菌逆境适应性

研究。最新研究中，他们通过系统分析聚球藻 PCC 7942 蔗糖合成关

键因子响应高盐胁迫的变化情况，发现蓝细菌蔗糖代谢调控发生在

基因转录、蛋白翻译、酶学活性三个水平，并通过一种“离子浓度介导

的酶活协同调控”方式，实现胞内蔗糖生理代谢对环境盐度变化的快

速响应。

在非盐胁迫条件下，蓝细菌在胞内基础性表达蔗糖合成关键酶

SPS；而当细胞遭遇高盐逆境时，胞内离子浓度迅速升高，SPS酶活性被

迅速激活，细胞开始快速合成并积累蔗糖，以维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平

衡；而当环境盐度降低后，胞内离子浓度降低，SPS 重新恢复到低活性

状态，蔗糖合成也随之减弱。有趣的是，负责蔗糖降解代谢的关键酶

INV，其酶活调控方式与 SPS 正好相反，即高离子浓度抑制其活性，低

离子浓度促进其活性。这样，蓝细菌细胞内动态变化的离子浓度以完

全相反的方式调控着蔗糖合成和降解，从而实现对环境盐度变化的动

态响应。

研究人员表示，“离子浓度介导的酶活协同调控”保证了蓝细菌能

以一种极为快速的方式实现细胞生理、生化响应，因此很可能是微生物

界普遍采用的一种高盐适应调控机制。

蓝细菌如何适应高盐环境？

科学家给出最新深层机制

想必你可能有过以下经历，当手边的一块橡

皮或者笔盖从桌子上掉下去时，落地瞬间它们弹

了出去，而自己亲眼看见它飞向了某个方向，但

顺着那个方向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然后橡皮

就完全消失了，或者它们奇怪地出现在了与你印

象完全不同的地方，于是心里默念着：完全没道

理，刚才明明没看见它往这边飞了。

但这件事不仅有道理，而且还已经被科学家

发现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大脑“欺骗”了你，或

者说大脑太过自信预测了物体会去向哪里，以至

于你也被动相信了。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

大脑神经系统的响应速度还不够快，外界信息从

视网膜传到视觉中枢系统的过程会出现滞后

性。为了保证我们身体的动作连贯，大脑就开始

自己对物体的运行轨迹进行了预测。

研究人员早已经发现，与无法预测的视觉刺

激相比，给予大脑一些有预测性的视觉刺激能更

快地让视觉系统产生后续反应，这一现象已经在

猫、狒狒和人类中都得到了证实。在有预测性的

轨迹中，大脑做出后续反应的速度要快 15 毫秒。

另外，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发现，

这种预测会在视觉皮层刺激形下形成一些神经

元模式，并且这种特征性的脑电模式只会和预测

事件相关。

最近《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就在

之前的实验基础上进行了延展。研究人员给受

试者观察了有轨迹和序列的点，实验中的点会按

照时钟行进一样进行顺序闪烁。这一过程中，研

究人员对受试者的大脑进行了 EEG 测试。在随

后的多次观察测试中，受试者的大脑就开始对这

些点进行预测了，并且能在下一个点闪烁前就提

前表达下一个点对应的脑电波形式。不过，研究

者在这里采用了一个技巧戏耍了大脑，那就是在

一个闪烁循环中突然让接下来的点消失。结果

发现，受试者还是能“看见”闪烁点在前进。

而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将闪烁点的消失

替换成了反向运转。这一次，大脑仍然执行了错

误的预测。而当视觉信息传输至视觉皮层时，大

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错误。随着新的信号输入，

大脑之前错误预测的脑电模式直接消失了，或者

说大脑直接抹去了这段预测信息。

这一点与直接让闪烁点消失不同，闪烁点反

向让大脑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重新运转起来，

大脑因此要做出新的预测和判断。这种情况下，

它会直接抹去之前的预测信息，就好像它从来没

犯错一样，又开始新一轮的信息预测。

而像弹飞出去的橡皮，当它弹到视野之外，

失去了下一步的视觉信息时，大脑就没有后续的

信息进行纠正，因此我们就会认为橡皮往之前大

脑预测的方向飞了出去，直到我们发现实际情况

有所出入为止。而对于预测准度不够，有一种可

能是，我们可以经常见到球被击飞的轨迹，但橡

皮被弹飞却不常见，因此轨迹更难预测，准确性

也会打折扣。

其实大脑的这种奇特能力，让我们时常处

于一种过去式中。即你所见并非所得，你现在

感觉到的可能只是物体在过去的位置或者状

态。2014 年，《自然—神经科学》的一项研究还

提出了一种更为夸张的想法：那就是我们的感

知世界是一个过去与现在的平均画面，你现在

慢慢品味的咖啡、面对面看着的人，都带有 15 秒

前的信息。

而新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间接证实了，我

们的确生活在一个过去的世界中。为了做出补

偿，大脑想出了预测事件的解决方式。这种预

测对于生命的生存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捕猎还

是躲避危险都需要大脑精妙的预测。然而，既

然是预测就不可能有 100%的正确性，当我们在

现实中犯迷糊的时候，只是聪明的大脑预测错

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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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杨心舟

你“看见”的东西可能只是大脑“猜”的

这个问题似乎无从探索。但科学家还是尝

试着回答。2018 年 6 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刊》的一项研究猜测，14 亿年前，地球上的

一天有 18个小时以上。

先要说明的是：地球在太空中的运动，受到

其他天体引力的影响，其规律是变化的，有复杂

的节奏。地球的公转、自转和自转轴摆动的规

律变化，被称为米兰科维奇周期——塞尔维亚

人米兰科维奇首先计算了过去数百万年地球的

离心率、转轴倾角和轨道进动的变化，认为了这

些参数与地球出现冰川期有关。

比如，米兰科维奇认为，地球轨道倾角大约

每 26000 年完成绕行一周的完整进动周期。与

此同时，椭圆轨道旋转也以缓慢的 21000 年引

导着季节和轨道之间的变化。另一方面，地球

的自转轴和轨道平面之间的倾角以 41000 年的

周期在 22.1 度到 24.5 度之间摇摆（也叫章动），

现在角度是 23.44度，还在减少中。

前几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斯蒂

芬·迈耶斯等科学家试图在岩石记录中观察这

种节律，周期以亿年为单位。

迈耶斯与哥伦比亚大学的马林维诺合作，将

2015年开发的一种统计方法（用于处理跨时间的

不确定性）与天文学理论、地质数据以及一种称为

贝叶斯反演的复杂算法相结合，让研究人员可以

更好地消除最麻烦的蝴蝶效应——地质纪录中

早期小小的不精确可以造成结果巨大不确定。

他们在两个地质记录数据上测试了这种方

法，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北方14亿年前的下马岭组

和来自南部大西洋5500万年前的沃尔维斯海脊。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可以从地质记录中的

岩石层，可靠地评估地球旋转轴方向及其轨道

形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同时还消除了不确定

性。他们还由此确定一天的长度以及地球与月

球之间的距离。他们的结论之一是：14 亿年

前，地球上的一天至少有 18个小时。

14亿年前的一天又有多长

七千万年前的一天有多长七千万年前的一天有多长
听听白垩纪海底贝壳怎么说听听白垩纪海底贝壳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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