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蜂是群机智的家伙：当蜂巢附近的植物还没有开花、花粉稀

少时，工蜂会想办法迫使它们开花。近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显示，这些昆虫会刺穿植物的叶子，导致植物的开花时间

比正常情况下平均提前 30天。

熊蜂催花技术的演化过程，以及这些植物通过开花来响应熊

蜂叮咬的原因目前仍不清楚。但研究人员表示，在如此为人熟知

的生物身上发现一种新行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该研究的共同作者康斯微洛·德·莫拉埃斯是瑞士联邦理工学

院的一名化学生态学家。她说，当她和同事在一个不相关的实验

中观察一种熊蜂时，他们注意到这些昆虫正在破坏植物的叶子。

她说：“起初，我们想看看它们是否在移除植物的组织，还是在吃植

物，或者是在把叶子的碎片带回蜂巢。”另外，由于之前的研究表

明，机械应力会促使植物开花，研究人员还想知道，熊蜂是否会根

据自己的需要催花。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把熊蜂和没有开花的西红柿、

芥末植株一起放在网箱里。熊蜂很快就用大颚和喙在每棵植物

的叶子上切了几个洞。作为对比，研究人员尝试着用镊子和剃

刀在另外的植株上复制熊蜂对叶子的破坏。两组叶子受伤的植

株都提前开花了，但熊蜂破坏的植株开花时间比科学家们破坏

的植株要早几周，这表明熊蜂唾液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也对开花

时间有影响。

接着，研究者将实验环境移到户外，观察熊蜂是否会在稍远地

方有开花植物的情况下，继续破坏蜂巢附近的非开花植物。结果

发现它们确实这么做了。“当它们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花朵

时，那么在蜂巢附近进行破坏仍然是有意义的，有助于使附近更早

出现食物资源。”该研究的共同作者、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化学生

态学家马克·梅舍尔说。

研究结果表明，熊蜂的这种行为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花粉采集

效率，或许是一种演化适应。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昆虫学家尼

尔·威廉姆斯虽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但是他认为这一假设很可能

成立。他说：“如果想要将某个现象真正定义为演化适应，一般需

要证明这种行为的演化为群落带来了适应性上的收益。”在蜂群

中，由蜂后繁殖后代，工蜂是不生育的，因此自然选择作用于整个

蜂巢。破坏植物叶片的工蜂甚至活不到享受花期提前好处的那

天，但它们的行为使得蜂巢作为一个整体能得到更多花粉，因此这

可能确实是演化压力的结果。

未来，科学家们会研究这种行为的演化过程在其它野生熊蜂

种群中的普遍性，以及被熊蜂叮咬后植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变化。

因为气候变化可能会通过改变植物开花、昆虫冬眠和迁徙的时间，

颠覆传粉生物和植物之间微妙的同步关系，了解上述问题有助于

更好地预测熊蜂未来的存活能力。“随着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环

境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但我们发现的现象可能会缓解气候变

化造成的破坏。”梅舍尔说。

（据环球科学）

熊蜂饿了也“催单”

啃咬叶片使植物提前开花

新知

被众人围观排便并热烈欢呼是种什么感

觉？最近，这个待遇落到了一种叫大王具足虫的

动物身上。原因无他，只因为它们太能憋了。

日前，日本三重县鸟羽市鸟羽水族馆内的几

只大王具足虫时隔两年再次进行“新陈代谢”，引

发了当地媒体及民众关注。

缓慢的消化速率代表着缓慢的新陈代谢率。

几只大王具足虫两年才出现了一次排便现象，足

见这一物种的代谢速率缓慢到何种程度。降低新

陈代谢率，会是延年益寿的终极秘诀吗？

来自海底的怪奇生物大王具足虫，或许是最

令人毛骨悚然的虫形生物之一——它们有两对

触须，黑漆漆的大复眼由 4000只平面小眼组成，

它们的嘴有四套颚，平日里静悄悄地收合在一

起，如同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

“大王具足虫是一种长相与潮虫相似的海洋

生物，体长可达 50厘米（与家猫近似），是等足目

生物中体型最大的，在深海动物中比较难得。它

们平时栖息在大西洋深海，以其他海洋生物的残

骸为食。”大阪大学免疫前沿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夏至说。

大王具足虫的食性和生态还有很多谜团未

解，甚至对它的排便频率人们也尚无定论。

“它们排出的粪便是水溶性的，如果食物被

完全消化，何时发生了排便我们也不得而知。不

过，在正常情况下，它们的粪便中总会有未能完

全消化的食物残渣，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残

渣，得知它们的排便情况。”夏至说。

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鸟羽水族馆所饲养的

大王具足虫排便频率极低，馆内每次都会有专人

进行记录。此次引起轰动的大王具足虫排便，是

该水族馆时隔两年再次观察到的。

鸟羽水族馆从 2007 年 9 月开始饲养大王具

足虫，自 2013年 7月以来，陆续有新的伙伴加入，

目前共有 5只。上次工作人员观察到它们排便，

还是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并且其中没有包含未

被消化的食物。

据该馆介绍，此次大王具足虫排便是在 5月

12 日确认的。因其粪便中含有的未被消化的鱼

鳞并非水族馆作为饵食投喂的东西，也并非周围

鱼类遗落，因此工作人员判断，这些鱼鳞应该是

它们在入馆前吃下去的。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只排的便，但足以

证明它们是一种代谢相当迟缓的生物，不管是吃

还是排便的速度都比较缓慢。”鸟羽水族馆负责

人学艺员·森泷丈也说。

据悉，该馆饲养的大王具足虫，基本上不吃

饵食。2019 年 11 月加入被称为“No.29”的大王

具足虫，经确认到目前为止仅仅吃过 2 次饵食。

另外，2007 年 9 月入馆被称为“No.1”的，在 2009

年 1月最后一次吃过饵食后，5年内没有再吃，且

已经死亡。

大王具足虫排便频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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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水蜘蛛可以在水上行走？为什么荷叶

“出淤泥而不染”？为什么蝴蝶的翅膀不会被打

湿？其实，这些都与动植物“身体”表面的超疏水

性有关系。

受上述自然现象的启发，人们逐渐掌握了材

料疏水的秘密——其对水具有极好的排斥性,水

滴在其表面保持球状极易滚动，且水珠滚动的过

程中还可以带走材料表面的尘埃，达到清洁效果。

但是，以往人们制备出的超疏水材料表面结

构十分脆弱，难以实现广泛应用。如何给超疏水

材料表面披上坚固“铠甲”且不影响其疏水性能，

成为该领域研究学者努力的方向。

记者从电子科技大学获悉，日前《自然》杂志

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了该校基础与前沿研究院邓

旭教授团队最新科研成果，这篇名为《设计坚固的

超疏水表面》的文章提出，通过给超疏水表面“穿

上”具有优良机械稳定性微结构“铠甲”的方式，可

解决超疏水表面机械稳定性不足的关键问题。

超疏水性vs机械稳定性
鱼和熊掌难以取舍

近年来，源于动植物仿生学的超疏水材料由

于其独特的物理性质，在表面自清洁、生物防污、

防水抗结冰、流体减阻以及传热传质等领域展现

出了巨大应用潜力。

据了解，超疏水材料的表面超疏水性，可归因

于其微/纳米粗糙结构可以截留空气并托起液滴

的缘故。

“然而，这种结构也会导致超疏水材料更易磨

损破碎。”论文第一作者、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

沿研究院博士生王德辉说，不耐磨损还会导致底

层材料暴露，表面局部化学性质发生改变，使其从

疏水变成亲水。

“根据以往的科学研究，人们认为材料表面的

机械稳定性和超疏水性是不能兼得的两个特性。”

王德辉说，这是因为微/纳米粗糙结构是通过减少

材料与水的接触面积的方式来增强疏水性，这同

时也会导致微/纳米结构承受更高的局部压强，从

而更易磨损。这就意味着，在以往的超疏水材料

中，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两种特性，在一方的性

能有所提高时，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性能下降。

优化设计出微结构“铠甲”
新型材料一举双赢

要实现同一材料表面的机械稳定性与超疏水

性能双重叠加，就要给机械性能较弱的超疏水材

料表面装上“铠甲”。

“一方面，实现机械稳定性需要在更大的结构

尺度上进行几何设计；另一方面，要保障良好的超

疏水性则要在纳米尺度进行结构优化。”王德辉

说，按照常规思路，很难在同一尺度实现上述两种

性能的兼容。能不能尝试拆分处理呢？论文通讯

作者、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邓旭教授

及其团队提出了新的实验设想：即通过“去耦合机

制”将超疏水性和机械稳定性拆分至两种不同的

结构尺度，分别进行优化设计后，再组合到一起，

让可提供机械稳定性的微结构发挥“铠甲”作用，

以防止具有超疏水性的结构受到磨损。

“微结构就是做到微米乃至更宏观尺度级

别，这种结构比较耐磨耐用，可提供机械稳定性

保护纳米材料免遭磨损；而被保护的纳米结构则

主要承担超疏水性。”王德辉说，这样通过优化设

计后制备的微结构“铠甲”就可以很好保护超疏

水纳米材料免遭磨损，从而构筑出“铠甲化”超疏

水表面。

在实验过程中，该团队通过结合浸润性理论

和机械力学原理分析得出微结构设计原则，同时

利用光刻、冷/热压等微细加工技术将铠甲结构制

备于硅片、陶瓷、金属、玻璃等普适性基材表面，与

超疏水纳米材料复合构建出具有优良机械稳定性

的“铠甲化”超疏水表面。

已用于自清洁太阳能电池
未来用途将十分广泛

记者了解到，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将这种新型

超疏水材料表面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盖板。

“自清洁技术可以巧妙地利用雨或雾滴消除

粉尘等污染，能够长期维持太阳能电池高效的能

量转换，并节省传统清洁过程中必需的淡水资源

和劳动力成本。”王德辉说。

团队发现，该新型超疏水材料同时也兼具了

耐化学腐蚀和热降解、抗高速射流冲击和抗冷凝

失效等综合性能。此外，新材料还实现了玻璃铠

甲化表面的高透光率，这也将为应用于自清洁车

用玻璃、建筑玻璃幕墙等创造条件。

超疏水材料披“铠甲”，疏水耐磨可兼得
陈振鹏 本报记者 盛 利

该成果 6月 7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自然》杂
志刊发 受访者供图

大王具足虫时隔两年再次排便引轰动大王具足虫时隔两年再次排便引轰动

降低新陈代谢率降低新陈代谢率
会是延年益寿的终极秘诀吗会是延年益寿的终极秘诀吗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新陈代谢在生命活动中起着什么重要作用，

不同种类动物之间新陈代谢都有着怎样的特

点？代谢率和动物本身有着怎样的联系？

在科普中国科学百科里这样解释“新陈代

谢”——其是指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

交换以及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自我更新过

程，包括合成代谢（同化作用）和分解代谢（异

化作用）。

同化作用令生物体不断从外界摄取营养物

质，并将其加工合成为自身物质；而异化作用

则是机体将自身物质不断分解氧化，产生能量

供机体需要，并把代谢中所产生的有毒物质排

恒温动物代谢水平显著高于变温动物

出体外。

可以说，新陈代谢是全部生命活动的基础。

然而，不同动物之间的新陈代谢水平有着明显的

差异。

“动物机体基础代谢水平的调节是非自主性

的。研究表明，恒温动物的能量消耗要比变温动

物高很多，比如体重相当的狼和鳄鱼，基础代谢

速率前者是后者的 7 倍左右。”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理论上讲，代谢活动越

旺盛，动物机体对外界环境温度变化的代偿能力

就越强，就会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刺激更耐受。

姜韬解释，高于环境温度的体温维持，在分

子水平上，是靠高耗能的生物化学过程——蛋白

质合成和降解形成的空循环（不产生净物质）实

现的，这个过程会不断释放出热量。

在好莱坞生物类大片里，经常见到有怪物在

迅速长大的镜头。“且不论这个生长需要同时消

耗数倍于体重的食物，单就这么快速的蛋白质合

成，产生的热量怕是会立即把生物体烫熟了。”姜

韬说，在生物学家眼里，生物的体型瞬时成倍放

大就是个笑话。

复杂高级的神经活动也高度依赖稳定的温

度，因此随着智力的高度进化，人类同时也进化

出了更强的陈新代谢水平和较为发达的体温维

持能力，一个证据就是人类的汗腺远比一般高等

动物发达。

“短跑里，人类远不是兔子、羊、鹿，更不用说

猎豹的对手，但是如果较量马拉松，它们都不是

人类的对手，并非是人类的肌肉和心肺功能更

强，而是因为人类对于防止体温过高的控制能力

更强大。”姜韬说。

此前有科学家认为，新陈代谢率是决定物种

寿命的重要指标，代谢率较高的动物相对来说寿

命较短。同为两岁，新陈代谢率低的动物可能只

是“黄口小儿”，但代谢率高的动物可能已经接近

暮年。

“物种体型与代谢速率通常有特定的关联

性。由于要最大化利用能量，又要兼顾散热（体

型越大散热越难），动物进化普遍遵循着‘四分之

三定律’，即体型越大，相对代谢速率越慢，并且

和体重的四分之三次方成正比。”夏至说。

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只猫的体重是一只老鼠

的 100 倍，那么，相同时间内猫的代谢量只有老

鼠的 32 倍（100 的四分之三次方），而非 100 倍。

这就是著名的克莱伯定律。

“在变温动物中，以大王具足虫为代表的深

海动物，又将节能减排贯彻到了极致。”夏至说。

夏至解释，一般而言，动物体型越小，寿命越

短，比如家猫寿命只有十几年。但是目前比较普

遍的观测结论是，大王具足虫寿命有 40 到 60

年。相对其体型来看，可以说它们的寿命非常长

了。而且不光是大王具足虫，大部分代谢缓慢的

物种生命跨度都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这不禁让人想到，如果人类也拥有低代谢

率，是不是就能延年益寿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除了我们在

科幻小说中看到的‘人体冷冻’技术（目前已有实

验研究）外，日常场景中也有一些对应的研究。”

夏至说。

比如，已有不少研究显示，细胞内的能量代

谢状况与寿命的长短存在相关性。有生物学家

证实，在不造成营养不良的前提下，将热量摄入

减少到正常水平的 70%后，所有参与研究的物

种，包括酵母、蠕虫、苍蝇、狗以及恒河猴等，寿命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长。

有科学家就此推测，限制热量的摄入，可以

降低静息代谢和运动代谢，从而广泛地预防与年

龄有关的疾病，包括癌症、糖尿病和自身免疫性

疾病等。

“不过，仍有不少学者对限制热量摄入能够

‘冻龄’延寿的观点表示质疑。但即便不从代谢

角度考虑，低热量饮食对健康的积极作用也是毋

庸置疑的。”夏至说，“各种生物都在以自己的方

式在各自领地上生生不息。对这些生物的研究，

也终将帮我们更好地了解生命。”

代谢率是否真的与寿命相关

新华社讯（记者岳东兴 白旭）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

组织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机构科研人员研发出一种自膨型 3D打印

血管支架，可以根据患者血管特点定制，从而更好地治疗外周动脉

狭窄等疾病。

公报说，治疗外周动脉狭窄等疾病时常要用到血管支架，但是

人们往往只能在市场上已有的支架中选择，尽管这些支架有各种

型号，还是经常会有与患者血管符合程度不高的情况。

澳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3D 打印技

术，可用于生产自膨型镍钛合金血管支架。由于镍钛合金具有“形

状记忆”特点，对压力和热量敏感，在 3D打印时需要精确设计其几

何形状。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名为“选择性激光熔化”的工艺，使得

打印出的镍钛合金支架具备能用于血管内的超细网状结构等特

点，将其送入血管后可根据需要扩展。

研究人员认为，根据患者特点定制的 3D打印镍钛合金血管支

架，可更好地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医生可以在医院等现场指导打

印出这种血管支架，还可以节约库存支架等方面的费用。

澳科研机构研发出

一种3D打印血管支架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消息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