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据中国农科院最新消息，该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小麦基因资源发掘与利用创新团队，从新中国成立 70年

来我国育成的 3000多个小麦品种中精选 145份代表性品种进行重

测序，揭示了其基因组重塑和优化的过程，为解析小麦育种“骨干

亲本”找到了突破口。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分子植物》

（Molecular Plant）。

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张学勇介绍，目

前基于规模化品种的重测序，成为系统解析优异种质资源和重

大品种形成和演变的重要技术和方法。70 年来我国育成了 3000

多个小麦品种，老一辈科学家从遗传学角度总结了它们的形成

和演变规律。但迄今，很少有研究从基因组学的角度来客观阐

述小麦育种规律。

团队对 145 份不同时期小麦的代表性品种进行了重测序，构

建了高密度的基因组变异图谱，分析材料涵盖了 70年来主要的大

面积推广品种、骨干亲本和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品种。

研究发现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品种基因组组成以我国地方

品种的贡献为主，而 70—80 年代则以引进品种的贡献为主，80 年

代中后期引进品种的贡献达到顶峰；引进种质贡献了一些我国地

方品种中缺乏的单倍型区段，这从基因组学层面客观地反映了我

国小麦育种的历史。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人工选择育种进程中，小麦的 A、B、D 三

个基因组间和共线区域的同源基因之间表现出强烈的非对称选择

规律。

同时，研究人员以育种进程中，小麦偃 6 号及其衍生品种为

例，系统研究了杂交选育过程中强连锁单倍型区段的形成和演化

规律，明确了一些单倍型区段所控制的性状。

这为以系谱为基础，以基因组学为手段，解析每一个“骨干亲

本”所携带的优良区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样板，也为小麦基因组

选择育种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理论指导。

小麦育种

“骨干亲本”突破口找到了

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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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日，经过上海自然博物馆标本模型制

作中心的精心修复，4件有着 60多年历史的动物

标本，在教师节当天与标本的制作者、102 岁的

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林有禹重逢，引起了教育界

的广泛关注。

当你看到这些“高龄”标本重新焕发光彩，充

满灵动与野性时，会不会好奇，动物标本究竟是

如何制作的？

“所谓动物标本就是把动物遗体经过各种处

理，将其皮毛、骨架或身体器官长久保存，作为收

藏、展示或研究用的样品。”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

创始人、生物塑化标本专家隋鸿锦教授说。

过去，标本制作技术并不完善，不能准确地

展示动物的表情、肌肉等形态特征，导致一些动

物做成标本后变成了“四不像”。如今的动物标

本制作技术更加创新，制作出的标本具有较高的

艺术欣赏价值。

动物标本不仅能作为教学工具，让孩子们了

解动物的形态特征，“同时还可以让更多的人了

解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让大家热爱自然、保护

动物。”隋鸿锦说。

除此之外，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些动物的生

存环境受到破坏，已有许多动物只能以标本的形

式展示给后人，供人们了解和学习。隋鸿锦举例

说：“我们的《巨鲸传奇》展览中有一件白暨豚展

品，白暨豚是我国长江中下游特有物种，已被宣

布功能性灭绝，这件标本保存下来就可以让后人

知道白暨豚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动物。”

标本能重现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

威风凛凛的老虎、贪婪凶狠的狼、斑纹靓丽

的梅花鹿……走进成都拾野自然博物馆，一个个

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会让你仿佛置身丛林之

中。记者了解到，呈现在博物馆内的每一件标

本，制作者都经过巧妙的设计，依靠对动物身体

角度、动作幅度的调整，将其摆成更接近自然的

造型，让这种静态的造型产生动态的美感，给参

观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成都拾野自然博物馆馆长李爱民说，他们还

把两件或多件标本进行组合，制造出大自然中的

真实场景，例如老虎捕食小鹿的场景。有时候组

合标本比单独的动态造型标本效果更加突出。

这些宛若重生的动物标本是用什么方法

制成的呢？李爱民表示：“这些动物标本大多

是采用剥制方法制成的。”简单说就是，保存

好动物的皮毛，用假“里子”撑起真“面子”来

制作标本。

“以往的剥制标本制作，通常把皮剥下来后

不对其进行鞣制处理，只是把多余油脂去掉刷涂

防腐剂（如砒霜膏等）避免被虫蛀蚀。这样处理

的皮毛，会出现皮张收缩和渗油等现象。”李爱民

说，而且砒霜膏是有剧毒的，用在动物标本上，对

标本制作人员和参观标本的人来说都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

此外，传统的剥制标本通常采用皮内填充假

体的方法制作，这样的方法在小细节上的表现没

那么准确、完整，比如说动物的表情、肌肉结构等。

“而现在用新型的剥制方法做动物标本，动

物的皮毛是经过鞣制处理的，就像我们穿的皮

衣、皮鞋一样，已经变成熟皮，没有任何异味。而

且毛发的光泽度、蓬松度和柔软度更贴近于动物

的生活状态。”李爱民说。

例如，在成都拾野自然博物馆里有一头亚洲

象标本。制作团队先是把大象的皮剥离下来，根

据皮毛的测量数据计算样本形态解剖学数据，按

设计要求做出一个“迷你”样本，对比“迷你”样本

用定制密度的白色聚乙烯苯板材料做出这头大

象的假体，将大象的皮在假体上“试穿”，细节处

和不合身的地方则用黄色的聚氨酯材料修补，在

经过多次“试穿”合身之后，涂抹上专用胶水，便

可以把皮缝起来了。

“在从湿皮到干皮的自然干燥过程中，为了

剥制标本可保存超过1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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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动物标本制作动物标本
可不是可不是““皮毛功夫皮毛功夫””那么简单那么简单

李 迪 本报记者 盛 利

对于动物机体来说，内脏腐烂的速度要比皮

肤快好几倍，所以想要保存完整的内脏非常困

难。而近年来新兴的生物塑化技术能提高人们

对人体以及动物体的基本认识，让观众“看透”生

命，而不仅是观察生命。

“生物塑化技术是一种可以把生物组织保存

得像活体一样的特殊技术，广泛应用于解剖学、

病理学、生物学、组织胚胎学、展览馆展示等多个

学科和领域。它其实是用高分子材料替代生物

组织中的水、脂肪等物质，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

的。”隋鸿锦说。

众所周知，古埃及人将尸体制作成木乃伊。

木乃伊的制作方法是脱水法，让尸体水分蒸发，

变成干尸，所以尸体会缩小、变形。而生物塑化

技术是采用替代法，动物的形状不会发生变化，

因此可以很好地保持标本的外形和内部结构。

“从制作方法来讲，生物塑化技术分为多

个步骤，首先阻断样本的腐败过程，进行甲醛

固定，然后解剖；随后，用丙酮对其不同组织部

位进行脱水、脱脂；最后，通过真空负压浸渍工

艺完成造型的固定和聚合硬化处理。”隋鸿锦

解释道，生物塑化标本不仅可以展示出生物的

外形，而且还可以展示出生物的内脏、肌肉等

内部结构，揭示生物在演化和适应环境的过程

中产生的结构特点，展示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原

因。同时，生物塑化标本还具有无毒、无味、可

触摸、后期维护方便以及可长期保存等特点，

理论上可以保存上千年。

生物塑化标本让观众“看透”生命

千年之前，古埃及人笃信人死之后只要尸身

不消失，灵魂就能得到永存。为此，人们使用香

油药料等防腐涂料处理人和动物的尸身，配合当

地特殊的气候环境制成了木乃伊。自此，“标本”

一词终于可以开始脱离“100%纯天然制造”的标

签，人类制作标本的进程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尔后百年，人类制作标本的技术发展都很缓

慢。直至 1896 年，人们终于开始尝试使用福尔

马林溶液保存生物组织。作为一种甲醛含量介

于 3.5%—4%的特殊无色透明溶液，10%福尔马林

溶液虽具有强烈的腐蚀性，但因为甲醛能与蛋白

质中的氨基结合进而凝固蛋白，因而被广泛用于

固定生物组织和防腐。

然而，福尔马林作为标本保存液也有着自身

明显的弊端——具有强烈的刺鼻味道，这导致福

尔马林浸泡后的标本无论是出于教学目的还是

展示之用，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为了弥补福尔马林的缺陷，此后数年间人们

又陆续尝试了其他的标本制作方法，诸如使用石

蜡、塑封等。根据用途和标本内容的不同，比较

常见的标本制作方法有干制、浸制、剥制、骨骼标

本，以及现在的塑化标本。不过，不管是哪一种，

其目的都是为了更真实、美观、卫生地呈现生物

的原始形象。

从木乃伊到生物塑化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技大学获悉，该校地

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陈伊翔特任教授研究组，通过深入研究苏鲁造

山带仰口地区出露的花岗质岩脉，揭示出俯冲带深部熔体的地球

化学组成。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地球化学领域权威学术期刊

《地球与宇宙化学》上。

板块构造和长英质地壳的存在，是地球区别于太阳系其他类

地行星的关键标志。

俯冲过程是地球形成板块构造的核心，而俯冲带深部板片部

分熔融（岩石不完全熔化形成岩浆）的熔体组成对理解地壳化学分

异和壳幔系统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为理解类地行星的

岩浆活动方式及岩浆成分变化特征提供了参照。

由于天然岩石体系的复杂性，人们对不同组分体系的岩石在

俯冲带深部部分熔融的熔体组成及其控制因素的认识仍然较为薄

弱，尤其缺乏天然样品的直接测量证据。

苏鲁造山带是世界上典型的大陆碰撞造山带，其中出露的部

分超高压变质岩经历了部分熔融作用（指岩石不完全熔化形成岩

浆的过程，是地球上形成岩浆的最重要的过程）。这些岩石为揭示

俯冲带深部部分熔融熔体特征提供了理想研究对象。

科研人员对苏鲁造山带仰口地区出露的花岗质岩脉进行了深

入研究，发现这些岩脉含多硅白云母、金红石和石榴石，指示它们

主要由花岗片麻岩部分熔融产生。

通过对典型碰撞造山带的天然样品研究，研究人员查明了在

高压—超高压条件下，长英质岩石部分熔融的熔体组成。板块构

造体制下，俯冲带深部长英质岩石的部分熔融，主要通过降压折返

过程中含水矿物脱水熔融的方式产生，这可能与其他类地行星（如

火星）非板块构造体制下的岩浆作用特征显著不同，对认识类地行

星的岩浆作用及岩浆成分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苏鲁造山带花岗质岩脉

“吐露”地球深部的秘密

防止皮张的收缩和走位，缝皮之后再利用“T 形”

定型针把该突出细节的地方表现出来，比如皮肤

上的皱纹等。”李爱民说，像这样的标本，在控温

控湿的情况下，可以保存超过 100年之久。但平

常需要对标本进行除尘杀菌等常规保养和定期

的熏蒸维护处理。

成都拾野自然博物馆里的剥制标本成都拾野自然博物馆里的剥制标本
李迪李迪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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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标本不仅能

作为教学工具，让孩子

们了解动物的形态特

征，同时还可以让更

多的人了解自然界生

物的多样性，让大家热

爱自然、保护动物。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2020 年 9 月 20 日 23

时，在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飞行控制团队控制

下，“天问一号”探测器 4 台 120N 发动机同时点火

工作 20秒，顺利完成第二次轨道中途修正，并在轨

验证了 120N发动机的实际性能。

截至目前，“天问一号”已在轨飞行 60天，距离

地球约 1900 万公里，飞行路程约 1.6 亿公里，探测

器各系统状态良好，地面测控通信各中心和台站

跟踪正常。

中途修正一般是指在探测器飞行过程中，对

各种原因导致的轨道偏离进行修正，使探测器更

贴近理论轨道飞行。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介

绍，“天问一号”飞向火星期间，会受到太阳和太阳

系其他行星的引力作用，一部分行星的引力会对

探测器造成干扰，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使其飞行

轨迹和速度发生变化。由于探测器长期处于无动

力飞行，微小的位置速度误差会逐渐累积和放大，

地面测控系统需要在飞行过程中根据测定轨计算

得到的实际飞行轨道和理论设计轨道之间的偏

差，对探测器飞行轨道进行修正，确保探测器始终

飞行在预定轨道上。

第二次中途修正安排在第一次中途修正和深

空机动之间进行，主要是为修正第一次中途修正

的残余误差，瞄准理论深空机动点的位置，同时进

行 4 台 120N 发动机的试喷。为此该中心采用了

第二次中途修正与深空机动联合优化控制的轨控

策略，在满足本次发动机最小开机时长的前提下，

对于指定中途修正时刻，通过对中途修正轨控方

向在惯性空间寻优，使深空机动控制量最小，并瞄

准标称近火点参数，计算中途修正控制参数。

由于“天问一号”发射入轨和第一次中途修正

的精度很高，本次修正量很小，发动机开机时长约

20秒。

目前“天问一号”仍在北京飞控中心的严密测

控之下平稳飞行，里程数即将达到 2亿公里。细心

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飞行了 1 亿多公里，它与

地球的距离却才不到 2000万公里？

这是因为，“天问一号”在飞向火星的过程中，

是沿着一个机动轨道以弧线的形式飞行，会不断

远离地球。但与此同时，地球和火星也都在各自

的轨道上绕着太阳公转，呈现出“你走我也走”的

状态。所以，相对发射时的空间位置，“天问一号”

的里程数在迅速累加，而相对地球的距离则没有

那么快拉开。

一晃间，“天问一号”已经飞行近两个月，地球

上由夏转秋，我国北方地区甚至不久后就要开始

供暖了，而“向火而行”的“天问一号”，也需要考虑

保暖问题。

据北京飞控中心专家介绍，随着与太阳距离

的变化，“天问一号”的姿态也要变化：刚发射时，

它距离太阳较近，其太阳帆板并不是正对着太阳，

而会增加一个角度偏置。如果那时太阳帆板正对

太阳，就会吸收过多太阳能，导致发电量过高，多

余的电量无法消耗，会损害电池寿命。让帆板保

留一定角度，既可以满足供电需要，又能使探测器

体温正常。

相比地球，火星距离太阳较远，光照小于地球

位置处的平均太阳辐射常数，在地火转移的过程

中，“天问一号”获得的太阳能会越来越弱，到一定

时候就要把太阳帆板完全展开，以满足电力供应。

这个帆板的变化将在第二次中途修正后执行。

在调整太阳帆板角度的同时，还要对“天问一

号”本身的姿态做出调整控制，确保它和地面通信

顺畅。既要精确控制太阳帆板，还要调整探测器

姿态，这对北京飞控中心的姿态控制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问一号”还会遇到太阳

热能不够的状况，到那时，它只能通过太阳帆板接

收光能，而没有足够的热能来保持体温，这就需要

它给自己加电发热，保持身上的设备正常运行。

不过相比我们生活中的供暖，“天问一号”的

加热更精准。它可以识别出身上哪个部位温度过

低，按区域精准“供暖”，在节省能源的同时保证设

备安全。

第二次轨道修正后
“天问一号”得考虑保暖问题了
杨 璐 宋星光 本报记者 付毅飞

多种昆虫的干制标本
成都拾野自然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