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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7 月上演了多国登台的“探火”

大戏。7 月 20 日，阿联酋的“希望号”火星探测

器发射升空；7 月 23 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器成功发射；7 月 30 日美国“毅力号”火星车

也开启了“奔火”之旅。其实，在此次各国扎堆

“探火”之前，乃至于更早的火星探测器“拜访”

火 星 之 前 ，火 星 已 经 向 地 球 派 来 了 它 的“ 使

者”——火星陨石。在已被命名的所有火星陨

石中，最早的一块是 1815 年在法国香槟—阿登

地区陨落的名为“Chassigny”的陨石。

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

球与行星物理院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胡森及其

合作者，还首次在火星陨石中发现柯石英。

火星陨石究竟是如何抵达地球的，它们常在

地球何处“栖身”，又是如何帮助人类“解锁”火星

奥秘的？

科技日报记者登录国际陨石学会网站查询

发现，截至 2020 年 8 月 2 日，该网站陨石数据库

收录的全球已被命名的陨石有 7万多块，其中月

球陨石 415块、火星陨石 276块。

不过，这些天外来客，“身材”比较袖珍。在

该数据库中，最重的一块火星陨石为 1962 年在

尼日利亚的卡齐纳州陨落的名为“Zagami”的陨

石，重达 18 千克；最轻的为 2007 年发现于西北

非的名为“NWA 8116”的陨石，重约 0.48 克。

“总的来说目前地球上发现的火星陨石数量

非常少，总重量也仅为 200多千克。”中科院南京

紫金山天文台天体化学和行星科学实验室主任

徐伟彪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块火星陨石坠落地

球的几率要比其他小行星陨石坠落地球的几率

更小。

“由于火星的星体较大，所以小的撞击产

生的碎块飞不出火星的引力场。碎块的飞行

速度必须超过 5 公里/秒的火星逃逸速度，才

会脱离火星的掌控。”徐伟彪说，不仅如此，火

星上还有大气层，也会拦住一些碎片。那些脱

离火星掌控的碎块在太空飞行几百万年后，还

要正巧与地球的轨道相交，被地球引力场捕

获，在穿过地球大气层时幸存下来，才能顺利

坠落到地面。

为啥火星“使者”莅临的几率这么小

如何判定一块陨石是否来自火星呢？

“在火星陨石研究早期，测量火星大气的成

分是否与火星陨石玻璃体中的气体一致，是确定

陨石身份的方法之一。”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张爱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将火星陨

石切开后，里面会有玻璃体，这是小行星砸到火

星上高温条件下形成的熔融玻璃，其中包裹有火

星气体。

美国“海盗号”探测器于 1975 年发射后，曾

测量过火星大气，分析发现其中有二氧化碳、氮

气、氖气、氪等气体分子。科学家又测试了 EE-

TA79001陨石玻璃体中的气体，结果发现该陨石

释放出来的气体组分与火星大气完全一致，于是

证明 EETA79001 陨石来自于火星。这也是人类

证实的第一块火星陨石。

“还有一种方式是测量火星陨石的年龄。”徐

伟彪说，可以通过测量火星陨石的放射性同位素

组成来测定其“年龄”，很多小行星的陨石年龄约

如何为火星陨石“验明正身”

本报记者 金 凤

在国际陨石学会网站的陨石数据库中可以

看到，火星陨石基本分布于沙漠和南极。

“其实火星陨石坠落在哪里是随机的，只是

沙漠和南极目前发现的火星陨石比较多而已。”

张爱铖表示。

“南极发现的火星陨石比较多，是因为南极

有厚厚的冰盖，非常冷、干，陨石坠落下来会被冰

雪包埋，可以长期保存。同时，南极冰盖在流动

过程中遇到山脉会停下来，在风的作用下，局部

冰层快速消融，陨石就会露出冰面。”张爱铖说。

有学者研究发现，南极陨石的富集区多沿着

东南极冰盖边缘分布，主要有横断山脉地区和东

南极的东侧边缘。

火星陨石为何也会在沙漠里扎堆出现？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杨挺表

示，沙漠非常干，陨石在沙漠里保存十几万年也没

有问题，但沙漠中没有冰来搬运陨石，所以相对南

极来说，陨石不会在沙漠中被集中到某一个地方。

哪里是寻找火星陨石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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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5亿年，月球陨石的年龄约为三四十亿年，而

火星体积比较大，2 亿年前甚至还有火山活动，

火星陨石最“年轻”的为 2亿年，较“年长”的为 20

亿年左右，“如果用放射性同位素衰变测出一块

陨石的年龄比较年轻，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来自火

星。”徐伟彪说。

不过，仅有这个证据还不够。科学家在探测

火星陨石内部纳米级的化合物以及所含的同位

素时，发现其含有氢、氮、氧、硫等元素，这些特定

元素的含量，也给火星陨石的鉴定提供了线索，

“火星陨石的氧同位素组成与月球、地球都不同，

例如火星陨石中的氧 17、氧 18 约比地球多万分

之三。”徐伟彪说。

张爱铖则表示，天体形成时，距离太阳的远

近会导致天体温度的不同，从而影响其内部元

素的比例。火星陨石多由橄榄石、辉石、长石

组成，相较于地球和月球的岩石，其铁锰比值

会比较低。

为了捕食和躲避天敌，蛙类（无尾目）演化出了能有效融入环

境的皮肤。大部分蛙类通过皮肤中的色素细胞拥有绿色或其他颜

色的皮肤。但对于一些同样呈现出绿色皮肤的树蛙和草蛙来说，

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它们的皮肤中缺乏

这些色素细胞，因此不得不在体内大量富集一种有毒色素（胆毒

素）。与此同时，它们还演化出了复杂的皮肤及其下层组织。

树蛙皮肤的秘密

蛙类常见的绿色皮肤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中隐藏自己，便于

捕食或逃跑。那么这些蛙类是如何变成绿色的？之前的一些研究

发现，蛙类的皮肤表层存在一些色素细胞。这些细胞的排列方式、

产生的各种色素成分能使蛙类皮肤呈现出绿色或其他颜色、特殊

花纹和斑点。我们通常见到的侧褶蛙属，就是其中的一类。

2017 年，阿根廷一家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科

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首次发现了一种生活在南美

洲的树蛙——圆点树蛙能自然发出荧光。当用紫外线光束照射这

种树蛙时，它们的皮肤能发出蓝绿色荧光。

由于荧光在四足动物中并不常见，这些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

这些树蛙。他们发现，树蛙的皮肤、淋巴组织和腺体中存在一些荧

光分子，将吸收的短波的光转变成长波的光，再反射出去。随后，

科学家陆续在多种树蛙中发现了这种现象，但关于树蛙皮肤的秘

密才刚刚被揭开。

与大部分蛙类不同，这些树蛙缺乏色素细胞，但依旧拥有绿色

的皮肤。这一现象吸引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人员的注

意。在近期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的一篇论文中，他们指出，这

些树蛙是因为变得更“毒”，才获得了保护性的绿色。

为了变绿而带“毒”

圆点树蛙的绿色皮肤来源于它们的皮下腺体、淋巴等组织中

存在的一些非细胞色素团。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色素是胆绿素。

胆绿素一般由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胆红素进一步代谢产生。对人

体来说，这种化合物具有很高的毒性，因此当人体内产生胆绿素

时，机体会通过肝胆将其迅速排除体外。而这种化合物在人体内

的富集，通常会伴随出现一些代谢功能受损，如严重的肝硬化，胆

管阻塞等疾病。

但是，让研究人员感到惊讶的是，圆点树蛙存在大量的胆绿

素，包括它们皮下的血液、淋巴、软组织甚至是骨骼。圆点树蛙体

内的胆绿素浓度达到了代谢功能受损患者的 4倍。相比于其他蛙

类，其胆毒素水平更是它们的 200倍。

这项新研究还显示，这种现象可能普遍存在于 430 多种蛙类

中，它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如马达加斯加、南美洲和东南亚等。

其中，99%的蛙类为树蛙、草蛙或是与树蛙存在亲缘关系的蛙类。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区的蛙类通过漫长的趋同演化，

各自学会了利用有毒的胆绿素。

这些蛙类到底是如何利用胆绿素的？实际上，圆点树蛙体内

并非大量存在胆绿素单体，而是后者与一种糖蛋白结合形成的化

合物——胆绿素结合丝氨酸酶抑制剂（biliverdin-binding serpin，

BBS）。除蓝光、绿光和部分红光外，BBS 能吸收其他的可见光。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蛙类消除了这些胆绿素的毒性，并成功在

体内保留和应用了这种色素。

把毒素变成有益物质

当然，除了丰富的胆绿素，这些半透明的蛙能呈现出不同的绿色

皮肤，还与另外一个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注意到圆点树蛙皮肤及下层

的结构十分复杂，包括了4种不同的组织层，依次是皮肤组织、淋巴层

（含有淋巴囊）、肌肉组织以及结缔组织下层的鸟嘌呤晶体层。

当自然光通过外层皮肤组织进入淋巴层时，经过 BBS 吸收后

剩余的蓝绿光和部分红光会进一步穿过其肌肉组织，而结缔组织

下层中由鸟嘌呤晶体形成的“反光板”，能将未被吸收的光线反射

出去。因此，圆点树蛙的表面呈现为绿色和一部分红色。

在独立的演化进程中，这些树蛙、草蛙体内的胆绿素能与不同的

丝氨酸酶抑制剂结合，产生不同结构的BBS色素团。此外，在它们的

骨骼、淋巴囊等组织中，也分布着不同的色素团。这些因素导致这些

蛙类皮肤的吸收光谱发生变化，进而呈现出不同颜色的皮肤。

最终，这些半透明的树蛙、草蛙等经过复杂的演化，也能像具

有色素细胞的蛙类一样，拥有有利于在环境中隐藏和捕食的绿色

皮肤。此外，它们也彻底发挥了这种演化的优势，将有毒胆绿素转

变成了有益物质——研究人员发现，这些 BBS 色素还具有抑制病

毒、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帮助这些蛙类抑制感染和炎症。

（据《环球科学》）

为了让自己更绿
它们竟然富集毒素

石云雷

日前，被誉为“万菌之王”的松茸，首次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列入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松茸一直都是极为珍贵的天然菌，也是我国

二级濒危保护物种。那么，松茸为什么会如此珍

稀，又为什么会濒临灭绝呢？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了国内知名野生菌研究专家。

“万菌之王”并非浪得
虚名

松茸学名为松口蘑，别名松蕈、合菌、台菌，是

亚洲特有物种，欧美有变种，但产量少，品质也较

差。我国松茸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和西藏，东北

地区及全国大部分省区也有分布，品质以滇川藏

所产为佳，因此西南地区是松茸的主要产区，产量

占全国的 90%以上，其中云南松茸年总产量占全

国的六成以上。

被叫做“万菌之王”的松茸并非浪得虚名。

据研究，松茸含有 18 种氨基酸、14 种人体

必需的微量元素、49 种活性营养物质、5 种不饱

和脂肪酸、8 种维生素、2 种糖蛋白、丰富的膳食

纤维和多种生物活性酶，另含有 3 种珍贵的生

物活性物质，分别是松茸多糖、松茸多肽和全世

界独一无二的抗癌物质——松茸醇。此外，其

鲜脆甜香的特别口感和药用价值，也让它近年

来身价倍增。

在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云南木水

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今年 4 月以来，鲜茸价格最高

时为每千克 26000 元。由于受疫情影响出口减少

到每天两吨左右，加之雨水丰沛，产量略好，价格

有所回落。以 7月 31日价格为例，按不同品级，每

千克松茸价格在 270元至 800元之间。

每一支松茸的诞生都是
大自然的奇迹

人们口中所说的松茸，其实是松茸真菌的子

实体。

“松茸之所以珍贵还因为其对生长环境要求

非常苛刻，只能存活在没有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

中，孢子必须和松树根系形成共生关系，而且共

生树种的年龄必须在 50 年以上，才能形成菌丝和

菌塘。同时它还依赖柏树、栎树等阔叶林提供营

养支持，才能形成健康的子实体。”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孙达锋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松茸在出土前，要有充足的雨水

滋润，出土后必须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而且气

温、虫伤、人为不当方式采集等因素，都会对松茸

生长产生直接影响。可以说每一支松茸的诞生，

都是大自然的奇迹。“目前，全世界尚无人工栽培

松茸的成功先例。由于近年环境的变化和大规

模掠夺式的采集，导致松茸产量呈递减趋势。”孙

达锋说。

“杀鸡取卵”式采集是产
量递减主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一支松茸开朵衰老

时，会散播出几百亿个孢子，这些孢子随风飘荡，

只有落在松树根系下的那些能够存活，并随着雨

露沉入浅层土中，吸收根系附近的养分，长出菌

丝。菌丝会逐渐增多并形成菌根，再经历 5 至 6

年，在合适条件下长出一支子实体。而近年来，大

规模掠夺式的采集，部分阻断了这个过程，采菌人

往往“先到先得”，对小于 5厘米的“童茸”和可以产

出孢子的老茸也毫不留情，“杀鸡取卵”式的采集

是松茸产量递减的主要原因。

“应实行分级采收和销售，保护菌塘，禁止采

摘未达标准的童茸和开伞的成熟菌，只采收达到 5

厘米的、符合商品松茸条件的松茸。”中科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赵琪呼吁，在采摘时，须方

式得当、科学留种，促进菌丝体生长发育。此外，

可推广封山育茸和承包经营模式。

孙达锋也指出，合理开发利用是长期持续享用

这一珍稀资源的前提，而索取无度只能适得其反。

松茸濒危的现象并非个例，如冬虫夏草也存在相同

的过度采集等情况，除了政府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

法规，规范产业流程外，正确引导和科普宣传也必

不可少。他希望各地尽快采取有效举措，遏制松茸

等名贵野生菌资源锐减的势头，并通过研究推广保

育扩繁等技术，起到稳产和增产的效果，把松茸留

给子孙后代。

舌尖上的松茸怎么就濒危了？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多年来，各国科学家在不断的交叉验证中，

试图探寻火星演化及火星生命的线索。

1996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

家 曾 报 道 ，他 们 在 一 块 南 极 火 星 陨 石“ALH

84001”中发现了一些类似微生物的结构形态，这

可能是火星的生物“化石”，是火星曾经有生命存

在的证据。但随后的研究倾向认为，这种类似微

生物的结构形态是地质作用形成的，其有机质成

分是来自地球的污染。

虽然没有找到生命存在的证据，但火星陨石

还记录了火星的岩浆水和大气水的信息。

2014 年 ，林 杨 挺 团 队 曾 发 表 对 火 星 陨 石

“GRV 020090”的研究。他们发现火星幔的水

含量很低，大概是地幔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火

星很干。同时，有非常多的水逃离了火星。研究

认为，在大概 30 亿年前火星地表有流水。火星

逐渐变冷之后，一部分水跑掉了，一部分水变成

了地下冰川和冻土。如果两亿年前有岩浆喷发

出来，其热量可以使地下冻土和冰川融化形成

水，就可以提供一个有利于生命存在的环境。

“我们希望了解火星上发生过什么大的地质

变化；这颗看得见、摸不着的红色星球是否有生

命；它到底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希望火星陨石可

以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徐伟彪说。

陨石隐藏着火星的哪些秘密

这种草蛙能利用由血红蛋白降解产生的有毒的胆绿素
图片来源：Santiago R. 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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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拜访火星人类拜访火星，，火星亦有回礼火星亦有回礼

这份来自火星的这份来自火星的““快递快递””请查收请查收

火星探测器登陆火

星之前，人们就已经对

火星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些研究依托的就是火

星陨石。国际陨石学会

网站陨石数据库收录的

全球已被命名的陨石有

7万多块，其中火星陨石

276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