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根据一项综合调查结果显示，澳大利亚

大堡礁遭遇了5年内第3次大规模白化事件，此次

白化事件也是该珊瑚礁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部分

首次同时遭遇重创。为了与大规模白化作斗争，澳

大利亚的科学家首次进行了一项云彩增亮试验，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看看反射部分太阳辐射（光）是

否有助于减轻海洋变暖对脆弱的珊瑚造成的损害。

云彩增亮技术是什么原理，它是如何对珊瑚

实施保护的？这个技术操作起来有什么难度，会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为应对大堡礁反复出现的珊瑚严重白化事

件，一些创造性的想法正在涌现。比如澳大利亚

的科研人员最近正在尝试云彩增亮技术。

由悉尼海洋科学研究所和南十字大学的科

云彩“遮阳”效果还未可知

除了云彩增亮以外，为了拯救珊瑚，科学家

还想了其他办法，包括使用水下机器人在珊瑚礁

生态系统周围种植更多的幼体珊瑚、在珊瑚礁上

面铺上保护膜等。

例如，国外的科研人员在珊瑚虫产卵期间收

集了很多珊瑚虫卵，并将它们培养成珊瑚幼体，

然后利用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的一

种水下机器人，通过智能定位，将这些珊瑚幼体

分配到珊瑚礁的指定区域内。

大堡礁基金会的科学家们还曾经尝试开发

可以帮助保护珊瑚免受“白化”的环保薄膜，试图

将其覆盖在海洋表面，从而降低照射珊瑚礁的阳

光强度。

在刘骥平看来，这些技术还不如云彩增亮技术

现实，“水下机器人能布放的范围很小，并且远程操

作起来很不方便，另外在海洋表面布膜更难控制，成

本更大。从目前来看，不管哪种手段都不可能大规

模推广，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珊瑚白化问题。”

如果珊瑚继续这样白化下去，会不会有一天

它们就灭绝了？

一份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草拟的报告提到，大堡礁的珊瑚白化现

象以后每年都会发生，并预计到 2030年，大堡礁

珊瑚会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在印度洋

发现珊瑚大面积白化现象。

有科学研究发现，虫黄藻具有通过改变基因

类型来适应环境变化能力这一特征，科学家据此

推断，珊瑚礁对气候变暖有潜在适应能力和恢复

机制，因此珊瑚礁不会因为全球变暖最终消失。

但刘骥平的态度比较悲观：从珊瑚白化事件频发

和海水酸化不断加剧的情况来看，短期内珊瑚礁

很难形成自我恢复机制。

可以肯定的是，围绕珊瑚礁的白化，还有很

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李新正看来，破坏珊瑚的长棘海星的暴

发，很可能与厄尔尼诺现象有一定关联，但如何

关联尚不清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郭建平则提出，希望学界能增加大气环境、

大洋环流等方面的研究，从更大视野研究大堡礁

的珊瑚白化现象。

拯救珊瑚还有很多待解难题

本报记者 陈 瑜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是地球

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许多珊

瑚个体色彩绚丽，不逊色于陆地上的各种鲜花。

但是五彩斑斓的珊瑚为什么会有颜色，又为

什么会出现白化现象呢？这与珊瑚虫和寄生在

珊瑚虫身上的一种藻类有关。

首先我们要知道，珊瑚虫会分泌一种石灰质

骨骼，这些外骨骼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珊瑚。而

骨骼上分布的无数的小孔，就是珊瑚虫安身立命

的“家园”。珊瑚虫不断繁殖、分泌，外骨骼越来

越大，珊瑚越来越多，逐渐就形成了珊瑚礁。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分类与系

统演化实验室研究员李新正告诉记者，正常状态

下，珊瑚虫本身是透明的，而珊瑚之所以会呈现

出不同的颜色，正是因为寄生在珊瑚虫皮层中的

一种藻类——虫黄藻有不同的颜色。

虫黄藻自身携带有各种色素，不仅能让珊瑚

变得漂亮，还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出它们自身

及珊瑚虫生存所需要的养料。

导致珊瑚白化的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因素是全球气候变暖。

李新正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水中的二

氧化碳含量提高，海洋温度也不断升高，海水酸

化加剧。这一系列变化致使珊瑚生长所依赖的

虫黄藻离开，藻类数量减少，继而珊瑚出现白化

现象，珊瑚虫也会因缺乏养料死亡。而当珊瑚白

化持续发生、大量珊瑚虫死亡时，仰赖珊瑚作为

生存场所的无脊椎动物、鱼类等生物就会离开或

者死亡，珊瑚礁的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受到极大的

损害，其生产力和多样性都会下降。同时，酸化

的海水不但会对珊瑚虫的碳酸钙骨骼造成腐蚀，

同时也让其碳酸钙骨骼合成更加困难。

李新正告诉记者，生物侵害也会对珊瑚的生

存造成威胁，而且这不光发生在大堡礁，在我国南

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珊瑚礁环境同样存在。

浑身长刺的长棘海星是珊瑚的主要天敌，

珊瑚虫是它最喜爱的食物。它有十几个触角，

能够像魔爪一样抓在珊瑚表面吸食珊瑚虫和其

它能抓住的小动物，哪怕小的贝类也不放过。

长棘海星所到之处，犹如战车碾过，只留下一

片珊瑚白骨。

李新正向记者回忆了去年在西沙群岛珊瑚

礁潜水考察的科研经历。“潜到 20—30米的时候

能看到成群成片的长棘海星在珊瑚上取食的景

象，确实很可怕。”他说。

而除了海洋生物以外，人类活动对珊瑚的破

坏也不容忽视。比如珊瑚礁附近过往船只排出

的油污、废弃的渔网等人为产生的垃圾、海洋工

程施工形成的悬浮泥沙等，都会把珊瑚虫安身的

小孔堵上，从而导致珊瑚虫死亡。

多种因素对珊瑚生存造成危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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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趋丰富，自然环保等

现代生活理念成为更多消费者的追求，天然纤维

制品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近期有研究表明，人

类对天然纤维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

据英国《科学报告》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

称，考古学家在法国中南部阿尔代什河附近一处

遗址中，发现约 4.1万至 5.2万年前的一段 6毫米长

细绳。这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关于纤维技术——

使用天然纤维制纱的直接证据。

那么，天然纤维的种类都有哪些，人们最早是

如何发现它们的？现在，天然植物纤维的应用有

没有拓展到全新的应用领域？

古人如何利用纤维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陶丽珍介

绍，取自于自然界的各种纤维都可以称之为天然

纤维，从其来源看，可以分为植物纤维和动物纤维

两种，常见的天然纤维有棉、麻、丝、毛纤维，其中

麻纤维的品种最多。

江南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邱华告诉

记者，迄今发现的野生亚麻纤维最早的使用证据

来自佐治亚共和国，研究学者曾在那里寻访到 3万

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野生亚麻纤维的使用痕迹，

并且这些亚麻纤维还经过纺纱、染色和打结等手

段加工处理。在中国和印度，5000 年前就已经开

始种植驯化后的亚麻当成作物。

“棉花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包括美洲、

非洲、埃及和印度等。在史前时期，人们就知道用

棉花做布料。”邱华说，虽然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但

是直到轧棉机出现降低了生产成本，才使棉花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丝绸制品开始受到推

崇。邱华介绍，蚕丝是一种天然的蛋白质纤维，主

要由丝素组成，这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动物纤维之

一。另外，据资料显示，鸟类羽毛的纺织使用始自

春秋,而山羊绒、牦牛毛、骆驼毛等纤维在我国古

代纺织品中的利用可追溯至夏朝甚至更远时期。

“古代棉花的初加工，最早是用手剥去棉籽，

这个过程叫做轧棉，后来发展到用铁筋或铁杖赶

搓棉花去除棉籽，再后来就出现了搅车或轧车，大

大提高了轧棉的生产效率。”陶丽珍说，轧去棉籽

的棉花，需要经过弹棉就可以用来纺纱了。

陶丽珍介绍，从麻类原料中提取纤维，首先要

剥离麻类植物中的糊状胶质薄层，这个过程叫做

脱胶。人类最早的麻脱胶方法是自然沤渍法，继

而发展到将麻皮放在石灰水中煮练，使胶杂质在

漂、洗中不断清除，最后使纤维呈现

出白净的状态。原始的麻纺是先用

手指将脱胶后的纤维粘片分劈成细

长的缕，然后逐根拈接，从而将麻纱

续接成细长的麻纱，这个过程也称为

绩麻，“成绩”一词就源于麻纺过程。

羊毛等动物纤维在用于纺织之

前，需要经过初步加工，包括采毛、洗

毛、弹毛等步骤。北魏时期《齐民要

术》中有把剪下来的羊毛在河水中洗

净的记载，在缺水地区也有人将羊毛

放入黄沙中搓揉，达到去除油脂的效

果。羊毛洗净晒干后，古人用皮条或

弓弦弹松羊毛以供纺纱用。

新工艺带来应用新领域

到了现代，纯手工提取和加工的天然纤维制

品，已经更多地被当成工艺品对待。随着工业化

程度不断提升，天然纤维不仅生产效率有所提高，

同时也找到了更多的应用领域。

陶丽珍说，目前，天然纤维正在医疗卫生、环

境保护、交通运输、航空航天、新能源等众多领域

得到应用和推广。

例如，利用天然植物纤维作为增强材料来制

备有机复合材料，可以有效减轻汽车零部件的重

量，能够作为轻型车身的可持续替代品。另外，

天然植物纤维自然生长结构的特点还能有效减

少碰撞时产生的碎片。并且从经济角度来讲，天

然纤维更便宜，制造所需的能源更少，更加环保

实用。

而利用天然植物纤维开发加固土体材料，能

满足环境敏感的土地和土体开发的需要，在建筑、

道路建设中有广阔的应用空间；而麻类非织造物

复合材料以其生产成本低、可生物降解、可再生、

对环境无污染等优势，在车用纺织品中的应用越

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

天然纤维：古能织布今能造车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陆敏芝 夏 斌

膨胀土被称为工程中的“癌症”，学界和工程界对这一世界

性技术难题的研究已有 80 年左右历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日，膨胀土方面的技术研究再传佳讯，由中铁二院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主持建立的高速铁路路基变形控制成套技术，实

现了高速铁路路基毫米级变形控制，全面应用于 10余条高速铁路

建设。

那么，膨胀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把它称作工程“癌症”，

如何有效降低其给道路工程带来的隐患？科技日报记者日前就

此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

胀缩变形特性引起巨大危害

专家介绍，膨胀土是一类遇水膨胀变形、失水收缩开裂的黏

性土，民间将其形象描述为“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它在环

境干湿交替的作用下，体积会明显胀缩，强度会急剧衰减，性质

极不稳定，素有工程“癌症”之称。

那么，膨胀土是如何形成的？长江科学院土工研究所副所

长程永辉说，膨胀土主要是岩石风化的产物，其胀缩特性主要

受黏土矿物成分及含量控制；黏土矿物包括蒙脱石、伊利石和

高岭石三大类，而蒙脱石、伊利石含量较高是引起胀缩变形的

主要原因。

据程永辉介绍，膨胀土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气候分带性和地

理分带性。以地球纬度划分，膨胀土主要分布在赤道两侧从低

纬度到中等纬度的气候区，并限于热带和温带气候区域的半干

旱地区。从地理分布上看，在欧亚、非洲和美洲大陆更为集中。

而我国是世界上膨胀土（岩）分布范围最广、面积最大的国家，总

分布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公里，几乎涵盖了除南海以外的所有陆

地，以广西、云南、湖北、河南等省分布最为广泛。

参与组建世界首家“工程医院”的郑州大学教授方宏远介

绍，膨胀土对工程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包括胀缩变形造成

的危害和滑坡危害。

膨胀土受降雨、蒸发等自然环境影响而产生胀缩变形，会引

起工程结构物的开裂、不均匀变形等危害，如房屋开裂、公路路

面结构不平整或开裂、铁路路基变形、渠道渗漏等。

滑坡危害包括两种类型：一种属于浅层滑坡，由于自然环境

的长期影响和膨胀土的胀缩作用，导致膨胀土边坡浅层局部失

稳，进而表现为滑坡持续发生并逐步恶化，造成公路路基坍塌、

上拱和下沉、结构变形开裂等危害；另一种属于深部整体滑坡，

主要取决于膨胀土边坡内部原生裂隙的分布、规模和扩展程度，

此类滑坡往往规模较大，破坏性更强，可能会给铁路、房屋建筑、

水利工程等带来灾难性破坏。

从本质规律出发解决难题

方宏远说，对于膨胀土这种特殊的土层，工程界以往采用常

规的设计和施工方法，包括增加安全储备，如边坡放缓或增加密

度等，由于未掌握其变形和滑坡的本质规律，导致加固处理后仍

然事故频发。

据了解，早期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膨胀土不能当作填料，挖

出来的膨胀土需要在工地周边安排很大面积的地方堆放。不仅

会破坏地形地貌，而且由于膨胀土难以被压实，暴雨冲刷后容易

产生水土流失甚至是泥石流，对道路安全和耕地等造成威胁。

另外，为了对膨胀土原来的位置进行填补，施工方还要到几公里

或者十几公里之外的地区挖非膨胀土来填，不仅会使工程造价

大大提高，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复明指出，解决膨胀土难题还要从其本

质规律出发，才能获得真正有效实用的技术手段。他说，针对

膨胀土胀缩变形造成的工程危害，重点是控制其胀缩变形的产

生。胀缩变形产生的条件是约束不足和水分改变，因此工程界

有两种思路和对策。一种是压重处理，通过上部覆盖一定厚度

的无胀缩性土层，约束胀缩变形的产生；另一种是采用防渗手

段，控制水分变化。由于水分完全控制非常困难，因此压重处

理是最为常用的手段。

针对膨胀土滑坡危害，重点是改变滑坡产生的条件。对于

浅层滑坡，主要是降低浅层胀缩作用，通常采用压重处理，压重

层包括非膨胀土、改性膨胀土（改性后无膨胀性）、加筋膨胀土

（约束膨胀作用）等，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道边坡全线采用了

换填水泥改性膨胀土；对于深部整体滑坡，由于膨胀土裂隙导致

的先天不足和长期劣化问题，需要增加抵抗滑坡的外力，通常采

用锚固技术弥补深部裂隙分布不均的缺陷；当滑坡规模过大且

存在单一长大裂隙面时，锚固力量往往不足，可采用抗滑桩进行

支挡或抗滑桩联合锚固技术进行加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道

边坡施工和运行期间，就大量采用了这种技术。

这些办法

让膨胀土不再“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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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 地

学家领导的研究小组，带着人工增雨的原型涡轮

机，来到大堡礁的水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测试。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

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建平告诉记者，云彩

增亮其实就是云播撒技术，与人工增雨技术类

似。就是根据云的情况（高度、厚度、范围、凝结

核浓度、云水含量等），分别向云体播撒致冷剂、

人工冰核以及吸湿核等，以改变云滴的大小、分

布和和浓度等特性。

空气是垂直上升运动的，随着空气的上升，

地面的水汽被夹带着一起上升，在这个过程中，

水汽是否成云，与供水汽凝结的凝结核多少有很

大关系。即便水汽含量特别大，若没有或仅有少

量的凝结核，水汽也不会充分凝结增长，很难形

成云。

郭建平说，保护大堡礁的云彩增亮技术是

就地取材，通过向大气中播撒海水，海水通过

蒸发进而导致纳米级的超细海盐气溶胶颗粒

残留在大气中，这些颗粒理论上说可成为理想

的凝结核，可以显著凝结水汽成云，增强云的

反照率（亮度）。不过，这种保护方式目前还无

法大规模推广，因为云播撒技术目前还处在试

验研究阶段，并且实施人工干预作业严重依赖

气象条件。

“撒播催化剂的种类、时机、方法等还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此外人工播撒和催化的定量影响

还不清楚，且其经济成本高昂、生态环境代价较

大。”郭建平说。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骥平认

为，珊瑚的生存环境不仅与温度有关，还与盐

度、紫外线有关。通过云彩增亮技术，对珊瑚

生活的区域采取云增亮措施后，降雨必然会随

之增多，而大量降水会导致海水盐度降低，这

也 会 让 寄 生 的 藻 类 从 珊 瑚 虫 身 体 里“ 跑 ”出

去。此外，云播撒技术应用的某些催化剂也可

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干渠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