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洋生态环境中，水母和鱼类一样，是食物链中十分重要的

一环。但是，它为捕食者提供的营养成分似乎有点不一样。水母

近乎全身透明，身体 97%的体积由水组成。除此之外，它们的体内

不含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而这 3种营养物质，是为生物

提供能量和营养的关键物质。

但让科学家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观察到水母会被大量生物捕

食。例如，常见的海月水母会被包括一些鱼类、海龟、海鸟甚至是

自己的同类——煎蛋水母和大型的水螅水母捕食。他们忍不住怀

疑，这些生物是无意还是有意吃下了水母，它们都在吃什么呢？难

道只是想单纯地补充一些水分吗？

实际上，这一现象的背后，揭示了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饮食营

养均衡。以人类的饮食为例，除了 3种主要的供能物质（碳水化合

物、脂肪和蛋白质）之外，我们还需要摄入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

一些稀有的营养成分。大量的研究显示，不摄入或少摄入一些营

养物质，会导致人出现各种生理异常或者患上奇怪的疾病。而这

一现象或也存在于海洋生物链中。

水母体内含稀有脂肪酸

在人和其它生物体内囤积的脂肪由甘油和脂肪酸组成。其

中，脂肪酸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虽然在分子结构上，

不饱和脂肪酸只是碳链上少了一些氢原子（氧化程度更低），但它

们对人体的好处远高于饱和脂肪酸。除了提供能量之外，它们还

能参与体内的信号通路、促进体细胞生长，以及作为前体转化为其

他人体必需的成分。

当研究人员分析被冷冻的海月水母时，发现它们含有丰富的

脂肪酸，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达 42.9%—54.7%。相对于身体

的其他部分，其性腺中脂肪酸最丰富。其中 3 种不饱和脂肪酸吸

引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它们分别是花生四烯酸（ARA）、二十碳五

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其中 ARA 属于Ω-6 族脂

肪酸，EPA和 DHA属于Ω-3族脂肪酸。

目前，科学家已经十分了解 ARA、EPA 和 DHA 对人体的价

值，尤其是它们具有促进大脑发育、维持心脏健康等多种健康效

益。人类能通过一些特定的生物途径合成这些脂肪酸，但由于合

成量比较少，也需要通过饮食进行适当补充。而这 3 种脂肪酸广

泛存在的深海鱼油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些脂肪酸并

非全部由这些海洋鱼类合成。

对于鱼类等绝大多数生物（包括人类）来说，体内并没有足够

的酶类帮助它们将一些化合物转变为能满足自身所需的营养成

分。而这些营养成分也被称为必需营养素，需要从一些特殊的食

物中摄取。例如，深海鱼体内存在的大部分 DHA，正是通过食物

链逐级传递的。海洋中 DHA最初的来源是海水中的一些藻类，如

寇氏隐甲藻和裂壶藻。

在这样的食物链中，海月水母也向位于它上方的大量捕食

者传递了宝贵的稀有脂肪酸。利用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捕食者

能实现一些重要的生理活动，如抑制过敏反应、炎症反应，实现

神经活动、免疫功能和生殖功能。研究人员发现，海月水母还存

在一个优势，即在不同生长阶段，如成熟和未成熟阶段，其体内

的脂肪酸成分也并不相同，能为捕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脂肪

酸。因此，他们认为海月水母对于其捕食者来说，是饮食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水母并不都是随机性猎物

海月水母体内几乎不含有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

物质，它们也需要通过捕食进行补充。海月水母的食谱也十分丰

富，包括各种浮游生物、软体动物、硅藻以及其他水母等。此前，科

学家通过分析海月水母体内的消化酶，发现它们能消化食物的一

些能源物质等，为生命活动供能。

海月水母一般生活在浅水区域，会聚集在一起在水中缓慢移

动，更像是顺着海水漂流。因此，捕食者无需消耗太多能量，就能

捕获并吃下大量水母。实际上，当这些捕食者想要靠近并捕食海

月水母时，它们无法游开。一些研究者还观察到，海洋中三文鱼捕

食水母的速度比捕食虾的速度要快 20倍。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性腺的水母，类似于海月水母

这样具有性腺的水母更易被捕食。后者的性腺除了含有丰富的脂

肪酸，还含有更多其他的营养成分，这些无疑也是让捕食者眼红的

原因。南丹麦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 Jamileh Javidpour表示：“我们

之前认为，对于捕食者来说，水母更像是一种随机性猎物。但事实

是，虽然捕食者吃一只海月水母并不能获得多少脂肪酸，但如果吃

很多则能获得丰富的脂肪酸。”在每千克的水母（干重）中，总脂肪

酸含量为 7—34 克。捕食这些水母，也足以满足多种海洋生物对

脂肪酸的需求。 （据《环球科学》）

身上没有脂肪、碳水和蛋白质

但它却被捕食者抢着吃

新知

相关链接

目前，计划在 7—8 月择机发射的美国“毅

力号”火星探测器和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

器已进入发射“倒计时”。而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天问一号”的发射也备受关注。不

久前，中科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

包为民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 7—8

月，“天问一号”将进行发射。

这场多国登台的“探火”大戏让人拭目以待。

包括中国在内，今年计划“探火”的国家不约而

同将火箭发射日期选在7—8月，这是为什么呢？

“今年 7—8 月是火星探测‘窗口期’。”中国

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研究员刘勇表示，火星和地球几乎在同一

轨道面围绕太阳公转，地球公转周期为 1 年，火

星公转周期约为 2 年。如果在环形跑道上让地

球和火星进行一场赛跑，发令枪响后“慢吞吞”的

火星大约每两年会遇上地球一次，此时两行星距

离最近。在这一时刻前后，从地球发射火星探测

器，能让人类“探火”之旅的“赶路”时间更短、所

携燃料更少、成本更加低廉。

然而，即便是这最短的飞行距离，探测器仍

要经历一场“长途旅行”。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

员张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火星距离地球最远约

4 亿公里，最近也要约 5600 万公里，以我国此次

将要发射的火星探测器为例，需要飞行 200余天

才能到达遥远的火星。

探测器“赶路”期间，地球和火星始终相对运动

着。因此，探测器飞行轨道设计里头藏着大学问。

“火星探测器往往沿着地火之间的霍曼转移

轨道飞行。”刘勇说。

霍曼转移轨道由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霍曼

提出，是一种变换航天器轨道方法的统称，途中

只需两次引擎推进，相对节省燃料。

刘勇指出，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后，先在地

球附近加速，进入椭圆形的霍曼转移轨道惯性飞

行，不需耗费自身所携燃料；等到达火星附近“刹

车”减速，最终被火星捕获。这就要求探测器发

射时，火星和地球的相对位置必须提前计算好，

使得探测器的霍曼转移轨道能够与火星公转轨

道在某一时刻相切。两轨道的切点就是探测器

将被火星轨道捕获的空间位置，这一特定时刻就

是探测器真正投入火星“怀抱”的时刻。

结合地球、火星的公转周期，以及轨道设计

的相关内容，科学家通过详细周密的计算得出，

在地球上每隔约 26个月是发射火星探测器的最

好时机，“窗口期”由此而来。

如果错过今年7—8月这次“窗口期”，下次火

星探测的好时机只能等到 2022年。例如，欧洲空

间局（以下简称欧空局）与俄罗斯航天局合作研发

的火星探测器原定于今年 7月发射，但因疫情及

其他技术因素影响，不得不推迟到两年后发射。

在窗口期发射，省时省力省钱

如果翻阅历史资料就会发现，即便国际上历

次火星探测几乎都沿着霍曼转移轨道飞行，“赶

路”时间却有长有短。

美国发射的“水手 4 号”火星探测器，从距

目的地相同，“赶路”时间不一

多个火星探测器计划七八月升空多个火星探测器计划七八月升空
为何各国为何各国““探火探火””都选在同一时间段都选在同一时间段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国际火星探测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90 年

代以来，火星探测迎来又一高潮，相关科研任

务进行得如火如荼，包括美、俄、日、欧、印等国

在内的“探火”大军日益壮大。截至目前，火星

探测任务已实施 40 余次，其中美国 20 余次，苏

联/俄罗斯实施次数紧随其后，日本、欧空局和

印度也分别进行过“探火”任务。火星魅力之

大，可见一斑。

那么，各国为何对火星如此“钟情”？

“火星是太阳系内与地球特点最为接近的

行星，是人类未来移民的首选地。”张伟表示，

火星上的重力约为地球的 2/5，具备较稀薄的

大气——大气成分为 95%的二氧化碳、3%的氮

气、很少的氧气和水汽等，且可能存在水资源，

通过合理改造有希望成为未来人类可以驻留的

地外生存空间。

“再者，火星探测的科学价值十分突出。”刘

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是什么原因导致火星失去了水？它怎样从

一个蓝色星球变成现在一片荒漠的红色星球？

其大气、环境是如何演化的？火星的今天有没有

可能就是地球的明天？这些都是科学家们想要

通过相关探测去解答的问题。

此外，张伟指出，火星探测是涉及众多高新

技术领域的系统工程，要解决轨道设计、自主姿

态确定与控制、着陆导航、热控制、辐射防护、遥

操作与遥分析、深空测控通信等技术问题，能够

带动系统工程、自动控制、能源、材料、通信、遥感

等众多领域的迅速发展，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

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的今天，火星探测已成为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

期国际航天大国竞争的主要‘竞技场’。”张伟说。

火星魅力让“探火”大军日益壮大

树木被锯倒以后，横断面上会有一圈圈色泽

不一、大小不同的同心环纹，这便是树木的年轮。

它是岁月留下的痕迹，通过它可以准确计算出树

木的年龄和每年的生长变化。

近日，我国研究人员建立了青藏高原纳木错

区域 537 年（1479 年—2015 年）的灌木年轮宽度年

表，这是我国迄今最长的灌木年轮宽度年表。那

么，灌木年轮和乔木年轮有什么区别？建立这个

最长灌木年轮宽度年表又有什么用呢？

灌木年轮比乔木年轮窄得多

事实上，树木年轮是形成层细胞周期性活动

的结果，而形成层则是位于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

的一层活跃的分生组织。形成层通过细胞分裂产

生新的木质部细胞，是木本植物维持生长和发育

的关键。

在中高纬度地区，形成层活动通常具有明显的

季节性。一般而言，生长季早期形成的细胞，孔腔

较大，细胞壁薄，为早材；生长季晚期形成的细胞，

孔腔较小，细胞壁较厚，为晚材。“气候变化通过影

响形成层细胞分裂的时间和速率，从而影响年轮结

构和宽窄变化。因此，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变化，

我们可以提取过去的气候变化信息。”中科院青藏

高原所研究员梁尔源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灌木年轮和乔木年轮在形成的机理和过程上

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形成层周期性活动的结

果。但鉴于灌丛生长环境一般比乔木相对严酷，

灌木形成的年轮一般要比乔木窄得多。例如，青

藏高原及环北极地区，环境较为恶劣，生长季相对

较短，灌丛的生长型常以多枝和匍匐状出现，造成

这些地区的灌木出现极窄年轮和不规则年轮。研

究揭示，喜马拉雅山南坡珠峰山谷（4150 米）扫帚

岩须灌木平均年轮宽度仅 64微米。

梁尔源表示，在一些水分和温度条件极端差

的年份，为了保证生存和繁衍，灌木形成层甚至全

年都不进行分裂，导致没有年轮的形成。在生长

季较为干旱的地区，水分状况也限制着灌木年轮

的宽度变化。比如在地中海地区，夏季干旱会导

致灌木的形成层出现短暂的休眠现象。在夏末，

降水逐渐增加，形成层又开始活动，从而形成伪年

轮——类似一年形成两个年轮的现象。

记录干湿变化的自然档案

灌木能够适应较为严酷的生存环境，因此可

以生长在比乔木分布更广泛的区域，比如环北极

树线以北和高原树线之上，或者荒漠区。其年轮

宽度可以作为指示灌丛生存环境的指标。较宽的

灌木年轮通常反映了相对好的区域环境状况。“研

究人员通过灌木年轮宽度年表序列可以完整地展

现特定地区的温度、水分、干旱历史、极端气候、虫

害或者地质灾害等的变化历史。”梁尔源说，比如

青藏高原纳木错区域的香柏灌木。

纳木错区域位于青藏高原西风、季风过渡区，

属于高寒荒漠植被区域，平均海拔 4700米以上，香

柏灌丛分布于海拔 4740—4920 米的阳坡，呈匍匐

状生长，形成保温的微生境。香柏个体的基径普

遍较小，约 15 厘米，但是其冠幅可达 20 平方米以

上，类似于一棵趴在地上的乔木。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博士后芦晓明介绍，香柏

灌丛的生长受到生长季早期水分状况的限制，此

期间的极端干旱会导致极窄年轮和缺失轮的形

成。研究人员通过死亡和活植株年轮宽度的序

列，可以建立 537 年的灌木年轮宽度年表，这是记

录过去干湿变化的自然档案。

利用树木年轮可了解青藏高原过去的气候变

化和森林动态。但是，青藏高原的森林主要分布

于东部、东南部和喜马拉雅山南坡等边缘山地，在

青藏高原内陆难以开展树轮研究。灌丛在青藏高

原分布更为广泛，开展灌丛研究可以将以乔木为

主的树轮网络研究拓展至高原内部。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将对高

原内部灌丛分布进行系统的调查，相信随着青藏

高原高山区灌木年轮网络的建立，研究人员将对

高原内部长期气候变化历史以及全球变暖背景下

灌丛生态系统结构与格局变化有一个全面且系统

的认识。“梁尔源说道。

灌木年轮又细又窄，却是气候变化研究的“超级补丁”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石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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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火星 1 万公里的高空处拍摄并回传了第一

张火星表面的照片。这张充满了陨石坑的照

片当时震惊了科学界。该探测器于 1964 年 11

月底发射，1965 年 7 月中旬飞越火星，时隔 8

个半月。

与“水手 4 号”同一系列的“水手 9 号”则在

“赶路”途中费时较少。该探测器于 1971 年 5 月

底发射，同年 11月中旬抵达，成为人类派往火星

考察的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飞行时间仅 5 个

半月。

随着时间推移，后续发射的火星探测器飞行

时间反而有增长趋势。

据此前《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此次我国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计划飞行 7—8 个月。当然，还

有时间更长的“探火”之行。如 1975年美国发射

的“海盗 1 号”，耗时 10 个月驶向火星；2013 年印

度发射的“曼加里安号”，耗时 11 个半月才进入

火星轨道。

目的地相同，为何“赶路”时间不一？

刘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火星探测器飞行

时间相差较大，除了工程实际中火箭的运载能

力和火星探测器本身的质量以外，还有两方面

因素。

其一，地球、火星的公转轨道都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正圆轨道，因此即便二者距离最近时，这

一最近距离也有长有短。同理，如果不是同一年

“窗口期”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其飞行距离也略有

差别，飞行时长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每一次‘窗口期’火星探测器飞行的距离不

等，下一次探测器飞行距离最短的‘窗口期’在

2035 年，这在天文学上被称为‘火星大冲’。”刘

勇说。

其二，飞行时间也与飞掠、环绕等不同的探

测目标有关。飞掠火星只需靠近即可，相当于

“一日游”，旅途中惊鸿一瞥，拍下几张照片，扬长

而去。环绕火星则需要在特定时刻“刹车制动”，

进入火星轨道成为人造火星卫星，相当于“深度

游”，此后扎根在火星周围，直至生命终结。因

此，当探测器以环绕火星为任务目标时，其所携

带的燃料更多，变轨相对复杂，飞行时间也相对

长些。

除了飞行时间不一外，火星探测作为一项系

统工程，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科学问题值得探

究。正如刘勇所言：“航天工程是人类的科技极

限挑战，具有极高的风险性。期待我国首次自主

火星探测任务圆满成功。”

霍曼转移轨道
来源：Instructables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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