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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雀羽毛的艳光四射，到毒箭蛙的明亮警

告色，再到北极熊的白色伪装。动物王国里，生龙

活虎的动物们用各种体色，掩饰各种“心机”。

昆虫是地球上物种数量最多的生物，展现

了极其丰富的颜色。它们的颜色分为色素色和

结构色，具有金属光泽的甲虫壳、蝴蝶或飞蛾闪

闪发光的鳞片，都是典型的结构色。不过，当这

种绚烂融为化石，便从此黯淡无光。

目前，化石中很少保有生物的色彩细节，地

质历史中原始的结构色的证据极其罕见，大多

数古生物复原图都是根据艺术家的想象重建。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以下简称中科院南古所）科研团队揭开了近 1

亿年前的昆虫真实色彩的秘密。他们对白垩纪

缅甸琥珀中具有金属色彩的昆虫进行系统研究

后发现，纯净而强烈的颜色可直接在昆虫体表

保存下来，奥秘就隐藏在昆虫体表内一种特殊

的纳米结构中。相关研究于近日在线发表于英

国《皇家学会会刊—B 辑》上，这为了解白垩纪

雨林中与恐龙共存的昆虫提供了新的视角。

自然界中的颜色主要有三个来源，即生物

发光、色素色和结构色。结构色是光照射在虫体

表面的微观结构上产生折射、衍射及干扰而形成

的，是自然界中色彩最为纯净且最强烈的颜色。

由于化石保存等因素的局限，对古生物的

颜色复原一直是项很复杂的工作。

此次研究的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中科院

南古所副研究员蔡晨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动物

结构色也有多种来源，最普遍的是动物体表的多

层反射膜，常见于金龟、苍蝇、吉丁虫；还有的是

来自衍射光栅，常见于孔雀羽毛、蓝闪蝶；光子晶

体是比较少见的一种，例如呈现欧宝色的象甲。

“化石中的结构色，可以为生物间的视觉交

流和颜色的功能演化等提供重要证据。此前，

有学者曾在距今约 5000 万年前的始新世的印

痕化石里，发现过与颜色相关的昆虫的纳米结

构。但是，上溯到一亿年前的昆虫，是否已经演

化出结构色一直成谜，此前我们也没有在这个

时期的化石中发现过颜色鲜艳的昆虫，而在此

前的研究文献中，很多学者认为，中生代的结构

色也很难保存下来。”蔡晨阳说。

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认为，不管是色素

色还是结构色，在化石中，它们都难觅踪迹。中

科院南古所研究员王博向记者介绍：“色素色是

一种化学色，它在动物死后，很快会降解，所以

很难保存下来；而结构色虽然有纳米结构，但经

过高温高压的地质演变、腐蚀，结构也会被破

坏，导致褪色、变色。”

不过，科学家们总能找到古生物颜色的蛛

丝马迹，他们利用动物体表极薄的蜡层、沟、缝

以及黑色素体等结构，与现生动物做对比，重建

或推测古代动物的颜色。

2018 年，王博与德国、英国的科学家团队

联合刊文称，他们发现侏罗纪的蛾类鳞片已经

演化出鱼骨状的衍射光栅等光学结构。团队利

用化石鳞片数据，重建了鳞片微结构的三维光

学模型，最终利用光学模拟软件和计算机定量

计算出化石蛾类产生的结构色，推测出这类蛾

古生物的颜色在化石中难觅踪迹

如何从结构色中发现远古昆虫的颜色演化

之谜，对蔡晨阳来说，源自 2015年的一次启发。

那年，他在美国一家博物馆看到桌上摆放着给小

朋友科普用的昆虫标本，是介绍色素色和结构色

的，他顿时被吸引住了。回国之后，他开始着手

整理琥珀中昆虫体表有金属光泽的样本。

历经多年，他和中科院南古所泮燕红研究

员带领的研究团队从距今 9900 万年的白垩纪

中期约 4 万枚琥珀中，挑选出 35 枚化石。这些

化石全部来自缅甸北部的一处矿山，其中的昆

虫都保存着精美的金属光泽。

在显微镜下，研究团队发现，这 35 块琥珀

化石的昆虫，包括膜翅目、鞘翅目和双翅目，至

少有 7 个科，其中绝大部分标本属于膜翅目青

蜂科，少部分属于鞘翅目隐翅虫科、蜡斑甲科，

以及双翅目的水虻科。

“我们用 50 纳米的刀，对其中的两块琥珀

做了几微米的超薄切片，又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和透射电子显微镜分析发现，一种青蜂科昆虫

胸部表面的蓝绿色是由多层重复出现的纳米级

构造组成，即多层反射膜。”蔡晨阳说，在显微镜

下，他们发现一只青峰体表有 6层反射膜，每一

层的厚度约为 100纳米。

“根据每层膜的厚度和折射率等参数可以计

算出，这6层膜的反射波长在514纳米左右，也就是

绿色，这与我们在显微镜下肉眼看到的化石青蜂的

绿色是接近的。而在另一块切片琥珀中的青蜂，体

表是没有金属光泽的黑色，我们在显微镜下发现，

这只青蜂的多层反射膜出现了褶皱，也就是结构被

破坏了，这证实了多层反射膜是产生结构色的直接

原因，且昆虫体表的颜色可能就是原始颜色，但也

不排除颜色发生微小变化。”蔡晨阳说。

这批琥珀中，大部分昆虫的全身或是部分

身体结构呈现出强烈的具金属光泽的绿色、蓝

色、蓝绿色、黄绿色或蓝紫色。通过与古生、现

生物种的对比研究，研究团队发现这些化石昆

虫对应的现生属种同样有类似的带有金属光泽

的颜色。这一发现直接证明了中生代昆虫的亮

眼结构色是可以保存下来的。

“这次发现直接证明了多层反射膜可在长

期地质历史中稳定保存，否定了前人关于昆虫

金属色不能在中生代化石中保存的观点，并对

认识早期昆虫结构色生态功能的演化具有重要

意义。”蔡晨阳说。

多层反射膜让昆虫颜色保存亿年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缅甸琥珀昆虫中看似

能永久保存的彩色金属结构色并不是保持不变

的。蔡晨阳说，若琥珀昆虫在切割、打磨和抛光

等前期准备过程中，任一小部分结构受到损坏，

使其与空气或水分接触，其颜色便会在短期内变

成单一的银色，但金属光泽仍可保存，而这种变

化是不可逆转的。这一发现为揭示缅甸琥珀乃

至其他琥珀中的银色昆虫的形成原因、对早期昆

虫特征的认定和描述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现代有一种金龟子，体表也呈现为

银色，但它的多层反射膜是由内而外逐渐变厚

的，这与我们此次研究中昆虫变成银色的形成

机制不同，这两种机制各是由什么造成的，多层

反射膜的厚度和折射率会不会随着年代而变

化，还需要继续探究。”蔡晨阳说，琥珀昆虫的结

构色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较为常见的绿色很

可能是在茂密森林环境中的一种隐蔽色，能帮

助昆虫隐匿自身从而躲避捕食者。另外，结构

色参与昆虫热调节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被排

除。因此不同色彩的结构色出现在不同种类的

昆虫中，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白垩纪中期森林

中已经存在复杂的生态关系。

蔡晨阳说，未来，他们还将关注更古老的昆

虫化石，去了解它们的体表是否已经进化出结

构色，例如侏罗纪甲虫是否也有多层反射膜，为

发现、重建更古老昆虫的颜色提供原始依据。

在他看来，发现并运用结构色，对于当下的

生活也有借鉴意义，“例如 3D 打印就可以参照

结构色的结构打印，而不用使用颜料，以节省资

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古老昆虫颜色形成机制还需探究

本报记者 金 凤

今年春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自然》杂志

公布的一件精美的泥盆纪鱼化石轰动了古生物界。在苦苦寻找了数

十年后，这件希望螈的完整化石，终于为我们揭开了手指起源的关键

一环。

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水中的鱼和陆地上多姿多彩的鸟兽爬虫有着

巨大的差异。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最早

注意到生活在尼罗河中的一种鱼，与人类以及其他陆地动物的身体结

构拥有一系列共同点。不久之后，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对此作出了解

释：现代鱼类和现代四足动物拥有共同的祖先——古代鱼类。通俗来

说，可以理解为“鱼类登陆演化成为四足动物，人是从鱼演化来的”。

在接下来的近 200年内，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什么鱼、在何时、怎样

演化成了四足动物？

谁是四足动物直接祖先的有力竞争者

一些现代鱼类也生活在水陆相交的地带，比如弹涂鱼、攀鲈等，它

们不仅能呼吸空气，还能在陆地上生存很长时间。但这些鱼和其他绝

大多数现生鱼类一样，都属于辐鳍鱼类，和四足动物没有直接演化关

系。演化成四足动物的鱼属于肉鳍鱼类，早在 4亿多年前，它们和辐鳍

鱼类就已经分道扬镳。

现存的、四足动物以外的肉鳍鱼类只有两个类群：空棘鱼和肺鱼。

但是化石显示，史前的肉鳍鱼类曾经极为繁盛。那么在众多的肉鳍鱼

类中，到底哪一支才是我们的祖先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了

找到答案，我们需要追溯到四足动物登陆这一关键节点。

大多数演化事件都会经历漫长的铺垫，然后在较短时间内发生飞

跃，四足动物的起源同样如此。中国华南地区可能是研究志留纪和泥

盆纪早期鱼类的最佳地点。在 4.2亿年前，云南曲靖郊外的丘陵曾经是

一片浅海，这里的“鱼类时代”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开始得都更早。我

国科学家在曲靖的志留纪地层中发现的梦幻鬼鱼，可能是目前已知最

古老的肉鳍鱼。

从梦幻鬼鱼开始，肉鳍鱼类踏上了演化的漫漫征途。早泥盆世

早期（约 4.2 亿—4.1 亿年前）是肉鳍鱼类演化的爆发阶段，在这一时

期，肉鳍鱼类一下子开枝散叶，分成几大分支，分别沿着不同的道路

演化。

首先分化出去的是空棘鱼类，它们在很多方面和肉鳍鱼类的原始

形态相差不远。空棘鱼类拥有肺和肌肉发达的偶鳍，然而在演化历史

上，它们似乎从来没有对陆地或水陆之交的地带产生过兴趣——所有

空棘鱼类都是典型的水生动物。因此，它们失去了成为四足动物祖先

的“资格”。

另一支现存的肉鳍鱼类——肺鱼，曾经是四足动物直接祖先的有

力竞争者。它们长得很像两栖动物，有内鼻孔和发达的肺，可以离开水

体生存很久。在亲缘关系上，现代肺鱼也是现存最接近四足动物的鱼

类。但是，对化石的进一步研究否定了肺鱼类是四足动物直接祖先的

想法。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张弥曼先生发现，肺鱼的原始类型杨氏鱼

没有内鼻孔，这是证明肺鱼并非我们祖先的决定性证据。

鱼类内鼻孔演化能提供重要证据

那么，我们真正的祖先是什么呢？在排除掉一系列错误选项后，学

者发现有一大类肉鳍鱼比空棘鱼和肺鱼都更加接近四足动物，并将其

称为“四足形类肉鳍鱼”。目前最古老的四足形类肉鳍鱼发现于中国，

名为奇异东生鱼。东生鱼的头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作为最原始的四足

形类肉鳍鱼，东生鱼还完全是鱼的模样，显然还生活在水中。

在用高精度 CT 扫描奇异东生鱼的脑颅之后，研究人员吃惊地发

现，它的脑中竟然已经有了适应陆地生活的结构。它的垂体有一对与

现生两栖动物的垂体前端相似的结构，被称为“腺垂体结节部”。在陆

生动物中，这个结构接受晨昏光线信息输入，分泌激素控制昼夜节律。

这一发现说明，奇异东生鱼可能生活在光照变化明显的浅水中，它们适

应浅水生活环境的许多特点，为四足形类肉鳍鱼最终登上陆地铺平了

道路。

在我国华南，和奇异东生鱼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四足形类肉

鳍鱼还有肯氏鱼。肯氏鱼化石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显示了内鼻孔演化

的中间状态。人类的鼻子是呼吸器官，但实际上在大多数鱼类中，两对

鼻孔全部位于头部外表面，鼻子只是嗅觉器官，与呼吸没有关系。鼻子

从嗅觉器官演化为四足动物呼吸道的第一步，是演化出鼻腔在口腔中

的开口，也就是内鼻孔。内鼻孔是怎样进入口腔的，过去一直不太清

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研究员发现，肯氏鱼

的后面一对鼻孔正好处于口腔内外的交界处。就这样，化石记录完美

地保存下了内鼻孔演化的过渡状态。

在东生鱼和肯氏鱼之后，四足形类肉鳍鱼又分化为两大分支，其中

的一支演化出了三列鳍鱼类。三列鳍鱼类和希望螈类可能有很近的亲

缘关系，三列鳍鱼类-希望螈类-四足动物的演化序列虽然还不够完

美，但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过渡信息。

而四足形类肉鳍鱼演化出的另一支——根齿鱼，距离登陆也曾只

有一步之遥。根齿鱼的鳍十分僵硬，可能会像鳄鱼一样在浅水中慢慢

接近猎物。在宁夏的晚泥盆世中宁动物群，朱敏曾经发现了一种巨大

的根齿鱼类：周氏鸿鱼，它是这片水域的顶级捕猎者。奇怪的是，和过

去发现的根齿鱼类不太一样，周氏鸿鱼有着一个过去只在希望螈类和

四足动物中发现的、可以灵活运动的“脖子”。这说明周氏鸿鱼可以像

希望螈类和最早的四足动物一样，在当时的华北大陆水陆之交的环境

中自如生活，然而它们最终也没能成功登上陆地。

我国目前还没有发现希望螈类的化石，也没有发现过完整的泥盆

纪四足动物。不过 2004年，曾经在宁夏的晚泥盆世中宁动物群发现过

一小段四足动物的下颌骨，它被命名为中国螈。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许

未来我们还会在中国找到更多的早期四足动物演化证据，帮助我们揭

开四足动物起源的奥秘。

来源：环球科学

远古鱼类是怎样演化成四足动物的？

它的鼻孔内藏着进化的秘密

早期现代人是怎样走出非洲来到东亚的？

他们到底走了哪条路线？这个问题一直被学术

界高度关注。

以往学术界更倾向认为，早期现代人从非洲

向东亚进发，走了一条“南方路线”，这条路线途

径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等地。为探究这条

早期现代人扩散的路线，研究人员发表了大量关

于“南方扩散路线”的论文。

事实上，早期现代人“东迁”，还有一条“北方

路线”，这条路线途经中亚、西伯利亚、蒙古和中

国西北等地。然而，这条路线很长一段时间都少

有学人关注，相关研究也显得冷清。

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
扩散路线

近年来，随着古 DNA 分析技术的发展、新的

测年技术的应用、考古新材料的发现，时移世易，

早期现代人“东迁”的“北方路线”开始受到关注，

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汇聚于此。

近日，应《科学通报》的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团队发表了关于早期

现代人沿着“北方路线”扩散的评述。“化石人类

学、古基因组学、考古学等多方面证据表明，距今

约 5 万—3 万年前，早期现代人曾沿中亚、西伯利

亚、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等向东扩散。”高星说。

相比早期现代人在距今约 12 万—8 万年前

便沿着“南方路线”向东扩散，“北方路线”要晚不

少。高星说，这表明，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

复杂过程，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扩散路线，并

且扩散的机制和动因可能有所不同。

早期现代人在沿“北方路线”扩散过程中与古

老类型人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有过频繁

的基因交流，揭示出古人类基因交流历史的复杂

性。“北方路线”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现代人的

扩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且扩散过程中与不同

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态，提醒学者在讨论我们

的直接祖先——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时，应该更加

重视区域复杂性和基因交流的频发性。

石制品遗存为研究早期
现代人扩散提供了依据

石制品技术是论证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的

重要证据。因与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重叠、出

土的文化遗物（如装饰品）具有行为现代性特征

等原因，研究者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

（IUP）的文化遗存与早期现代人相关。

以往的研究立足东北亚不同区域石制品技

术的笼统对比，提出了此类技术的扩散路线，但

缺乏以人类行为决策为基础的详细技术对比。

针对此情况，高星团队等选择宁夏水洞沟遗址第

1地点的石制品开展了详细的技术分析。宁夏水

洞沟遗址群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

群，在石制品技术的扩散、晚更新世晚期东北亚

人群互动和生态适应等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其中，第 1 地点因出土了具有欧亚大陆西方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特点的石制品遗存，为讨

论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提供了重要依据。

水洞沟遗址第 1 地点 1963 年出土石制品的

技术研究，将古人类的技术实践看作行为决策过

程，通过对石核准备、台面修理、剥片面维护、剥

片与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产阶段行为决策

的分解与提取，重建古人类的技术知识体系。

研究人员通过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

区、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北部地区相关 IUP 遗址

石制品技术的对比，发现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区

域技术特点，但总体上水洞沟第 1 地点的石制品

技术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更为接近；相较而

言，其与蒙古北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差别较大。目

前已有的年代学研究结果显示，此类遗存在西伯

利亚阿尔泰地区出现的时间较早，在蒙古北部、

外贝加尔地区和中国北方出现的时间大体相近，

但晚于阿尔泰地区。

综合以上证据，高星团队提出东北亚地区

IUP 石制品技术的扩散是多路线模式，而非之前

学者提出的单线扩散模式，表明了早期现代人扩

散的复杂性。该项成果已于近日在《公共科学图

书馆·综合》上发表。

高星表示，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的相关

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给研究者提出了诸多

新的课题。目前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等地发现的

相关考古遗址还较少，亟需系统的调查以填补“北

方路线”上的空白；目前所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

和古 DNA 的研究案例较少，基础数据有待补充；

“北方路线”所在的区域地理环境多样（林地、草

原、沙漠等），早期现代人扩散过程中对不同生态

环境的适应，也将会成为今后相关研究的重点。

从非洲到东亚
早期现代人“东迁”可能走过“北方路线”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学家揭秘琥珀中白垩纪昆虫真实颜色科学家揭秘琥珀中白垩纪昆虫真实颜色

这些昆虫为何穿越亿年仍能这些昆虫为何穿越亿年仍能““自带光芒自带光芒””
的鳞片会产生银色或金黄色。

2010 年，中国、英国和爱尔兰等三国科学

家，曾在《自然》刊文称，他们在中国热河生物群

的鸟类和带毛的恐龙中发现两种黑色素体，并

将黑色素体的形状和排列方式，与现代鸟类做

对比后推测，这些带毛的恐龙和古鸟类的身体

已经具有以灰色、褐色、黄色及红色为主要色彩

的基础。

青蜂化石身体表面结构色变化前后的对比图青蜂化石身体表面结构色变化前后的对比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白垩纪缅甸琥珀中具金属色彩结构色的昆虫白垩纪缅甸琥珀中具金属色彩结构色的昆虫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卢 静

此前有学者曾在

距今 5000万年前的始

新世印痕化石中，发现

过与颜色有关的昆虫

纳米结构，但一亿年前

的昆虫是否已经演化

出结构色一直成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