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讯 （记者郭阳）鲸鲨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澳大

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尽管雌性鲸鲨生长速度

更为缓慢，但成年后的体型更大。

研究人员发现，雄性鲸鲨生长迅速，成年后的平均体长约 8 米；雌

性鲸鲨生长速度较慢，成年后的平均体长约 14米。相关论文已发表在

新一期《海洋科学前沿》杂志上。

像人的指纹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来辨识

不同的个体。为了揭开鲸鲨生长规律，研究人员对西澳大利亚州宁加

卢珊瑚礁附近海域的 54头鲸鲨进行了长达 10年的追踪，并通过立体摄

像机记录了它们的数据变化。他们还对水族馆中的鲸鲨生长数据进行

了分析。

领导这项研究的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鱼类生物学家马克·米

卡恩说，尽管鲸鲨的体型巨大，但它们生长得非常缓慢，每年体长只生

长 20厘米至 30厘米。

米卡恩表示，该研究也解释了为何在热带地区聚集的几乎都是年

轻的雄性鲸鲨，“它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获取丰富的食物，这样它们才

能保持快速增长”。

由于面临捕捞、船只撞击等威胁，鲸鲨在 2016 年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濒危”物种。米卡恩表示，对于一种生长

非常缓慢、需要 30 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发育成熟的动物，在繁殖前遭遇

不测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凸显了保护鲸鲨的重要性。

新研究发现雌性鲸鲨

生长速度慢但最终体型大

新解

动物最早的精子什么样？一种动物为何上

亿年来保持同一种交配方式？看起来小不点的

家伙，为何拥有巨型精子？

9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一场特殊的发布会，揭开了一亿年前介形

虫有性生殖行为的奥秘。

介形虫是一种具有双瓣壳的水生微型甲壳

类动物，大小通常1毫米左右。现生的介形虫有

上万种之多，别看它体型微小、毫不起眼，但是生

命力和适应能力极其强大，而且它在地球上已经

生存了将近5亿年，比起人类可久远得多。

2017 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获

得一块来自缅甸的琥珀化石，利用高分辨率显

微断层扫描技术（显微 CT）对琥珀中保存有软

躯体的白垩纪介形虫化石标本进行了研究，发

现介形虫利用巨型精子进行有性生殖的行为在

一亿年前就已存在，该结果使已知最早的动物

精子记录提前了至少 5000万年。相关成果于 9

月 16日作为封面论文在线发表于英国《皇家学

会会刊—B辑》上。

在一个装满了淡绿色水的量杯中，一些白

色的“小点点”，正在水草中来回穿梭、游来游

去。“这些就是现生的介形虫，是我在户外一个

积满雨水的托盘中发现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与早期

演化研究团队的王贺博士告诉记者，在生物分

类中介形虫是一个纲。按照界、门、纲、目、科、

属、种的分类来看，介形虫的家族很大，现生的

介形虫种类有上万种。

2017 年，王贺博士和该所王博研究员等

发现一枚独特的琥珀化石，透明的琥珀中夹

杂着一些黑色的小点。经过协商，他们把这

枚琥珀化石带回所里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

这些黑色的小点就是介形虫。

“介形虫在海相和陆相的沉积岩中很常见，但

是琥珀化石非常罕见，这是已知发现的第二枚，但

是另一枚没有保存介形虫的软躯体。”王贺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该枚琥珀重0.676克，长17.5毫米、宽

13.5毫米、厚4毫米，共保存了39个介形虫化石标

本。介形虫个体最大0.59毫米，最小0.24毫米。

经过与德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合作，他们利

用显微 CT 对其中的 11 个标本进行分析，通过

近一年的高精度三维图像重建工作，精细还原

了这些介形虫的壳体和软躯体的形态特征，包

括附肢、抱握器、曾克氏器（精子泵）、半阴茎、储

精囊、卵和巨型精子。

“显微 CT 的好处是可以不破坏化石，就能

获得完整的三维立体成像，对于这类微小化石

的研究特别重要。”王贺说道。

通过显微 CT，研究人员看到了不可思议的

一幕：这些白垩纪的介形虫，拥有巨型精子，长度

达到 200 微米，也就是 0.2 毫米，是它身长的 1/

3。要知道，人类的精子长度只有20微米而已。

“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大家可以想象一

下，如果人类的精子也达身高的 1/3，是什么样

子。”王贺说，更重要的是，这些精子刷新了动物

界最早精子的纪录，此前是在南极发现的 5000

万年前环节动物的精子化石。

精子长度是虫身的三分之一

介形虫一般生活在水体之中，淡水咸水中

都有它们的身影。

经过还原，这枚琥珀化石中的介形虫当时

生活在靠近海边的泻湖中，湖边长满了红树

林。它们归属于三个不同的类群，并含有从幼

年到成年的较完整发育序列。

某一天，一大滴树胶滴落在湖边的浅滩上，

这些介形虫瞬间被包裹在其中，动弹不得。它

们的外壳和软躯体都得到完整的保留。

“绝大多数介形虫化石只保存有钙化的壳，

软体部分（附肢和身体等）通常难以保存下来。

但这些软体结构往往能够提供许多重要的古行

为学信息，如生殖行为。”王贺说，所以科学家只

知道数亿年前介形虫就已存在，却不知它们如

何生活繁衍。

基于化石功能形态学分析及现生介形虫的

形态和生态学观察，研究人员发现化石中的介

形虫与现生种类具有相同的抱握器、曾克氏器

（精子泵）、半阴茎、储精囊、巨型精子等。

他们研究认为，在一亿年前，介形虫在进行

有性生殖时，雄性通过钩状抱握器抓住雌性并

将半阴茎伸入雌性个体内。交配过程中，雄性

通过曾克氏器（精子泵）将巨型精子送入雌性体

内。这一过程长达数十分钟之久。

巨型精子进入雌性体内后，被储存在储精

囊内，随后精子开始具有活性，并与卵子结合完

成受精过程。

“在雌性介形虫储精囊内有许多巨型精子，

像一团乱麻一样缠绕在一起，但是雄性一次交

配只能射出一枚精子，至于究竟哪颗精子能与

卵子结合，可能是随机也可能由雌性介形虫选

择。”王贺介绍说。

该化石研究表明，与现代介形虫有性生殖

相关的生殖器官（如抱握器、曾克氏器等）至少

在白垩纪中期就已形成，其形态特征在一亿年

间没有发生改变，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介形虫的

这种利用巨型精子进行有性生殖的行为在一亿

年前就已存在。

“我们认为，这种包含巨型精子的复杂生

殖行为提高了介形虫交配的成功率，促进了

非 海 相 介 形 虫 类 在 晚 中 生 代 的 辐 射 演 化 。

而这种持续上亿年不变的有性生殖行为，为

演化停滞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实例。”王贺

告诉记者。

有性生殖行为1亿年前就已存在

介形虫化石不仅具有重要的生物地层学意

义，在油气勘探中是不可或缺的化石门类之一，

而且在古环境重建和生物演化研究中也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在地质古生物学研究中，介形虫与孢粉、有

孔虫、放射虫等都被称为微体化石，它们需要借

助显微镜才能看到。

微体化石堪称寻找地球资源的“金钥匙”，

科学家通过研究微体化石就能解决勘探和寻找

能源的地层问题。

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页岩气都和古生物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动植物大量死亡之后经过地

层学的埋藏最后才能形成能源。

当钻到地下 7000 米取岩芯时，成本非常

高，样品也很少，大的生物化石很难找到，只能

靠这些细小的微体化石才能在岩芯中找到能源

留下的蛛丝马迹。

因为微体化石在地层中数量很大，因此具

有较强的指示作用，可以帮助科学家确定地层

年代，寻找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

专家不仅在显微镜下观察微体化石，还给

这些小虫照红外线，进行 CT 扫描，希望还原它

们微米级的形态特征，因为这对中国能源经济

非常重要，依靠这些不起眼的小化石，我们或许

可能找到石油、天然气、煤炭、页岩气的大宝藏。

“比如这次我们发现的介形虫属于白垩纪，

如果地质勘探部门在钻探过程中发现介形虫，

那我们就知道上下地层的大致年代，我国的大

庆油田产油层就属于白垩纪。”王贺介绍说。

而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生活习性和分布

规律，据此及相关的岩性资料可以推测出地层

单元形成时的水体环境和气候条件，这种条件

反过来又会控制着地层的形成和分布，因而也

控制着烃源岩和储集岩的形成和分布。

研究介形虫化石有助重建古环境

本报记者 张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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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早白垩世食鱼反鸟到底具有怎样的骨

骼结构？9月 15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依据新的归入标本对奇异

食鱼反鸟的解剖学和系统发育位置进行了厘定。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

国际期刊《古脊椎动物杂志》上。

2016年，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王敏等人发现了食鱼反鸟正型标

本，该标本保存了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鸟类食团，为复原早期鸟类消化系

统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但由于标本保存的原因，食鱼反鸟确切的

系统发育位置尚不能确定。”王敏说，主要原因是包括食鱼反鸟在内的

大量中生代鸟类化石多呈二维保存，而多数属种仅有正型标本，限制了

所能观察到的形态特征。

最新发现的食鱼反鸟归入标本，不仅保存了很多正型标本上缺失

的骨骼，如尾综骨、部分后肢骨骼等，而且很多骨骼由于保存方位不同

于正型标本，补充了大量形态特征信息，能够较为完整地复原食鱼反鸟

的形态特征和系统发育位置。

“新标本证实了食鱼反鸟颈椎椎体间的‘异凹形’关节方式与现生

鸟类相反；同时，其枕骨大孔腹缘两侧发育一对卵圆形凹陷，类似的结

构在已发现的中生代鸟类和非鸟类恐龙或者现生鸟类中均没有同源结

构。”王敏说。

他表示，结合两件食鱼反鸟的标本，对其系统发育位置的研究表

明，食鱼反鸟可能与上羊鸟和意外鸟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特别是这三

个类群在胸骨前缘均发前外侧突，而后外侧突的末端呈扇状膨大。结

合中生代鸟类的谱系关系，后外侧突末端的形态在反鸟类中变化多，未

见明显的谱系关系影响。而前外侧突在反鸟类中仅在进步类群出现。

前外侧突的骨化中心独立于胸骨的其它部位。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构在

反鸟类原始类群中的缺失，一种可能是该骨化中心在基干类群中尚未

出现，抑或虽然出现但却在发育过程中没完全骨化（保持软骨状态）而

无法保存为化石。

科学家“看清”

食鱼反鸟骨骼长啥样

奇异食鱼反鸟归入标本 受访者供图

8月下旬，受汛情影响，位于四川三江汇流处

的乐山大佛 70年来首次被洪水淹至脚趾，但丝毫

没有影响到迄今有 1300 多年历史的乐山大佛主

体。有网友指出，乐山大佛沿用千年的排水系统

起到了关键的保护作用。

那么排水系统是如何对乐山大佛起到保护

作用的？今年夏天多处文物因洪水而损毁，而乐

山大佛千年不倒的背后又有什么绝招呢？为寻

找答案，9 月 10 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

家。

大佛体内究竟有何独妙之处

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

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濒临大渡河、青衣江和

岷江三江汇流处。乐山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带，

降雨日数多，降水强度大，乐山大佛区域年平均

降雨量为 1368毫米。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截至 7 月 16 日，

今年全国已有 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不同

程度受损。其中，不乏历史悠久、价值独特的全

国、省级重点文物。

“这次强降雨对乐山大佛本体造成的损害还

是比较低的。”中铁科研院西北院文保中心副主

任孙博解释说，由于乐山大佛的排水系统做得很

完整，这次大佛脚趾被淹，仅仅是佛脚下面的坐

台掉了水泥砂浆的附加层，严格来说不是文物本

体遭到损坏。

那么乐山大佛的排水系统在设计上到底有

什么巧妙之处呢？

“为了防止雨水对大佛的侵蚀，古代工匠在

开凿乐山大佛时，就精心地设计了排水系统。”孙

博说，排水系统分佛身地下水的导引和佛身表水

的排引两部分，解决了不同来源水的问题。

当你站在凌云寺上，朝大佛头部望去，你会

看见佛像的发髻全部呈现螺旋状，因此也被人们

称为“螺髻”，是由一个一个的石块逐个嵌就而成

的，一共 1051个，整整齐齐地排列了 18层。

记者了解到，在大佛头部共 18 层螺髻中，第

4层、第 9层和第 18层各有一条横向排水沟；两耳

背后靠山崖处，有洞穴左右相通；胸部背侧两端

各有一洞，但互未凿通，这些水沟和洞穴在大佛

“体内”组成了科学的排水、隔湿和通风系统，防

止了其被侵蚀性风化。

“大佛脖子、衣领处还有捶灰做的褶皱，一是

起到装饰作用，另外能起到排水作用。在褶皱

上，古代工匠设置了一些小型的排水沟槽，能将

水顺利排出去。”他说。

此外，作为排水渠的一部分，胸部的排水沟

居然是大佛的袈裟，古代工匠将雕刻与排水结合

起来，使大佛上身的表水和渗出的地下水导入右

腹部排水沟，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并

通过大佛右脚外侧直接导入岷江。

防水设计还“另有一物”

乐山大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 71 米，是中国

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孙博说，乐山大佛建

成以后，修建了附属建筑——“大像阁”，这是最

早为大佛“遮风挡雨”的建筑。

通常情况下，游客对这座大佛的遮盖物并没

有印象。“这座木质结构的大像阁已被毁坏，毁坏

年代不明，有的说元代，有的说明末。”孙博说。

有据可查的是，历史上乐山大佛遮盖物两建

两毁。苏轼曾在诗中提到“卧看古佛凌云阁”。

孙博说，除了现如今还保留着的排水系统，大像

阁也曾是大佛主体的遮盖物，它能避免大佛被雨

水侵蚀损坏。

乐山大佛开凿于野外，千百年来日晒雨淋，

为何还能延续到现在？

为保护佛像，古人知道需要解决气候带来的

降雨问题，因此建造了大像阁来防水。“由于乐山

大佛所在地空气湿度大，大佛表面容易产生水气

凝结，造成植物苔藓侵入。”孙博说，大像阁的存

在不只是解决降雨的问题，它还避免了岷江水对

大佛的冲刷和周围空气湿润度的影响，这就能解

释为何大佛现如今被风蚀的速度快，主要是因为

大像阁被毁后没有遮挡物。

孙博告诉记者，构成乐山大佛本身的岩石

主要是白色红砂岩，强度比较高。“古人选择的

这块地，是巨厚层的岩石构成，破碎带也比较

少，岩体相对完整。”古代匠人在设计乐山大佛

时，在气候、选址和精妙工艺等方面都体现了其

科学性。

遭洪水“洗脚”仍无恙
乐山大佛千年排水系统牛在哪儿

李 迪 本报记者 盛 利

乐山大佛主体乐山大佛主体 孙博孙博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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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着介形
虫的琥珀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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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英三国古

生物学者在 1亿年前

的 白 垩 纪 缅 甸 琥 珀

中，发现了迄今最早

的动物精子，将相关

化石记录时间提前了

约5000万年。

11亿年前动物怎么亿年前动物怎么““造娃造娃”？”？
琥珀中巨型精子告诉你答案琥珀中巨型精子告诉你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