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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年前，日本曾爆发震惊世界的“水俣

病”事件，水俣病背后的元凶就是甲基汞。汞是

一种有毒且能够全球传输的污染物，当今的汞

排放约为工业革命前的 3—5倍，使得表层生态

系统中的汞污染显著增加。当今主流观点认为

海洋中的甲基汞主要产生于中部海洋（100—

1000 米）的低氧区。随着航测汞数据覆盖率的

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深海（大于 1000米）

甲基汞含量可能并不低。

日 前 ，《自 然·通 讯》上 发 表 的 一 篇 文 章

《上层海洋甲基汞侵入到马里亚纳海沟》证

实，人为源汞可能已经到达地球上最偏远的

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网，并对脆弱的深渊生

态系统造成潜在危害。此项研究由天津大学

地球系统科学学院副教授孙若愚、刘羿团队

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及法

国科学院图卢兹地球环境研究所、南开大学、

南京大学合作，利用深渊着陆器采集马里亚

纳海沟生物样品，通过汞同位素来揭示深渊

甲基汞的来源与迁移途径。

但由于人类对深海的探索还比较有限，因

此甲基汞在深海中的富集程度如何，人为产生

和自然产生汞的比例是多少，还有没有其他途

径让甲基汞到达深海，全球几十个海沟系统是

否都具有相同的汞来源和迁移途径，目前还都

是一个谜。

汞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在常温常压下以液态

存在的金属元素，具有很强的挥发性。“自然和

人类活动都会产生汞。汞有各种自然来源，比

如火山爆发和森林火灾。但是，人类活动，如煤

炭和石油燃烧、采矿和冶炼，是汞污染海洋环境

的主要原因。”文章的第一通讯作者孙若愚介

绍，进入到海洋中的汞在细菌的作用下会转化

为剧毒的甲基汞，而甲基汞易于在生物中富集，

并通过食物链进入到高营养级鱼类以及哺乳动

物和人体中。比如，箭鱼中的甲基汞浓度为鲑

鱼的 40倍。

因此，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海洋甲基汞

的生成、转化和富集的研究对于制定全球和区

域性环境政策（如《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具有重

要的意义。

此前在《自然》等科学期刊上已发表的研究

认为，当今海洋大约有 6万多吨人为产生的汞，

其中 2/3位于上层海洋，其余 1/3位于深层水快

速形成区的北大西洋深层水和南极底层水。

“以前的研究认为，由于北大西洋受欧美等

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等影响，人为汞排放加大，造

成大气中汞含量增多。大气中的汞进入到海洋

上层，受到洋流影响，当海水流到北冰洋，由于

海水温度降低，迅速下沉，加速了人为来源的汞

沉入海洋深处。”孙若愚介绍，这已经被科研人

员发现并证实，在这些区域的深层海洋中，都存

在人为产生的甲基汞。

“但当时科研人员用同样的方法估算太平

洋深层海洋中是否有汞污染的时候，得出的结

论是，理论上讲太平洋深海基本没有受到汞污

染。因为太平洋并不位于深层水形成区，如果

上层海水被污染，海水慢慢混合到下层，这是个

非常漫长的过程。”孙若愚说，如果因洋流作用，

被污染的海水从大西洋深层流到太平洋深层距

离有两万多公里，速度也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

上千年的时间。

基于这些研究，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认为甲

基汞主要产生于海洋顶部几百米深度的地方，

千米以上的深海基本上都没有受到来自人为的

汞污染，被视作地球上最后的“净土”。

学术界长期认为

千米以下深海没被甲基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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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检测生物体内富集的汞及其同位素

都是间接证据，只有直接检测海水中的汞含量

和同位素才是直接证据。”孙若愚介绍，但是由

于海水中汞含量极其低，以现有检测技术很难

直接准确测试海水中的汞同位素组成，所以下

一步需要发展出更好的技术，以获取直接证据

来支持这个结论。

“而且目前马里亚纳海沟深海里发现的甲

基汞中，源自人为的汞和自然汞的比例是多少，

通过同位素检测也都无法确定。”

海洋生物需要生存，就需要食物。鲸落与

热液、冷泉一同被称为是深海生命的“绿洲”，它

们共同促进了海洋生物的繁荣。“通过检测海洋

生物体内的汞同位素，目前已经论证出了鲸落

是甲基汞迁移的途径之一。但我们还没测试过

热液和冷泉周围的样本，因此无法探知热液和

冷泉是否也是深海甲基汞的来源。如果有，深

海鱼类体内来自冷泉和热液的甲基汞又是多少

呢？”孙若愚表示，这些问号都有待于进一步采

样进行验证。

此外，全球有几十个海沟系统，这些海沟

系统是否都具有相同的来源和迁移途径？“目

前需要去这些海沟系统的深海区域采样检测，

才能论证其是否也都具有和马里亚纳海沟相

类似的情况。”孙若愚表示，多样本分析后，才

能做出一个合理的模型，使我们对海洋最深处

汞的来源有更好的了解，将有助于模拟汞在海

洋中的命运。

“如果再大胆地推测一下，在深海可能有未

知的暗流，速度比较快，可能很快就能把上层海

水带到太平洋深海区域。”孙若愚说，深海未知

的东西太多了，科学家还需要继续进行探索。

有待进一步验证

深海汞污染自然形成还是人为造成

长期以来，人类对鸟类系统发育关系的了解

比其他任何脊椎动物都少。

自 1861年第一块始祖鸟化石报道以后，鸟类

的起源更成为科学家们感兴趣的课题。早期鸟

类祖先自恐龙演化形成后，经历了快速的物种大

爆发，形成了现今鸟类的物种格局。100多年来，

科学家们对现生鸟类物种的分化过程和物种关

系树提出了众多猜想，然而答案仍莫衷一是。

近十年前，随着一项覆盖现生约 10500 种鸟

类的万种鸟基因组学计划启动和研究的深入，科

学家有望构建起所有鸟类的基因组图谱，解析鸟

类演化的历程。

11月12日，《自然》杂志以封面论文形式，同期发

表了两篇文章，报道了该计划第二阶段的研究结果，

为深入了解基因组多样性演化奥秘提供了契机。

推断系统发育关系和鸟
类物种多样化遗传机制
“鸟纲是四足类动物中分化程度最高、物种

最为丰富的一类脊椎动物，目前已知约 10500 种

鸟类物种，广泛分布于地球各种生境，是研究生

物多样性的形成及维持机制的重要物种类群。”

论文第一作者冯少鸿博士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

万种鸟基因组计划旨在从全基因组水平构

建鸟类的生命之树，解析鸟类辐射性演化的分子

动力，解码动物遗传变异和性状差异之间的联

系，揭示分子演化和生物地理学及物种多样性格

局之间的关系，评估环境气候及人类活动对物种

演化过程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且揭示整个鸟

纲物种的种群变化历史。目前，有超过 200 位来

自全球的科学家参与到这项宏大的计划中。

计划第一阶段在“目”级别，由深圳国家基因

库联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美国杜克大学、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等机构合作，组成国际鸟类基因组联盟共同完

成，首批成果共有 28 篇文章。2014 年 12 月 12

日，《科学》期刊以专刊形式发表了 8 篇成果；此

后，《现代生物学》《自然·通讯》《基因组生物学》

等著名国际期刊也相继发表了多项进展。

目前，基于第二阶段“科”级别的 363 种鸟类

基因组数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张国捷及其团队联合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哥本哈根大学等，围绕系统发育关系的推断和鸟

类物种多样化格局背后的遗传机制等多个核心

科学问题开展一系列科研攻关。

此次《自然》发表的研究工作，是该计划第二

阶段“科”级别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发表

了 363 种鸟类基因组数据，同时通过这一数据建

立了无参考序列下多基因组比对和分析的新方

法，并基于这一新方法阐明高密度物种取样对生

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性。”冯少鸿说。

特异基因可能与物种特
异性状的起源和演化有关

科研团队从现存鸟类的科阶元中，选取一个

代表性鸟类物种，共计获得 363 只鸟类的全基因

组数据，覆盖 92%的科阶元，其中 267个物种的基

因组数据为首次发布。

由于项目的特殊性，以及目前众多鸟类已成

为珍稀、濒危物种，测序所需的样品是个大问题。

“项目所需样品主要来源于全球多个博物馆

保存的鸟类组织样品。其中美国史密森博物馆、

丹麦自然博物馆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自

然博物馆贡献了大部分样品。”冯少鸿介绍，正因

为有丰富的样品，才使得研究团队能够对一些稀

有和濒危鸟类物种展开基因组测序，这也为物种

保育提供重要的基因组资源。

传统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须依赖某个基因

组作为参考序列建立全基因组比对。如何高效

开展跨物种基因组的比较，成为制约整个学科的

关键。为解决这一难题，研究团队创立了全新的

无参考序列下多基因组比对和分析方法，新方法

所提供的基因组比对信息包含了所有物种的基

因组序列信息，避免了由于与参考序列的差异而

引起的序列丢失。

“新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跨物种的比对效率，

减少了由于与参考物种遗传距离差异引起的比

对偏好和序列丢失。”冯少鸿说，比如，363只鸟类

基因组构建的全基因组比对序列总长为 981 兆

碱基对，比此前以鸡和斑胸草雀为参考基因组构

建的 48 只鸟类全基因组比对序列在长度上提升

了 149%。这一全新的数据集，为全面解析鸟类

遗传多样性特征的演化历程，以及分子遗传机制

提供了全新的切入点。

不止于此，研究团队借助这一算法的优势，

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同源基因集合，开发了一套鉴

定任意演化分支特异获得和丢失序列的方法，从

而完整描绘出鸟类物种谱系基因组动态演化图

谱。研究发现这些动态变化的基因组区域，往往

存在一些分支特异基因或调控元件，可能与物种

特异性状的起源和演化有关。

此外，研究发现基于高覆盖度的物种取样的

基因组比较分析，显著提高了对基因组序列保守

性的检验效力，实现了在单碱基分辨度下的自然

选择压力分析。相比于 53 个物种的比较分析，

363个物种计算得到的单碱基保守位点从 2.1%上

升到 13.2%。

“以鸟类现有数据来看，我们可以在低于中

性演化水平 50%左右的演化速率下即可检测出

受到自然选择的区域。”万种鸟基因组计划项目

发起人之一、深圳国家基因库副主任、哥本哈根

大学终身教授张国捷强调说，这些区域对揭示物

种类群的分化具有重要意义。

现生鸟类“亲戚”关系如何？
万种鸟基因组图谱提供重要线索

近年来，随着深海探测热的兴起，深潜器技

术发展提速，国产深潜器和捕捞器都能到达万

米下深海进行作业。孙若愚说：“我们选择了马

里亚纳海沟进行取样，因为这是目前已知海洋

的最深处，如果汞污染能达到这里，其他地方也

应该是存在的。”

孙若愚团队于 2016—2017 年，在马里亚纳

和雅浦海沟的海底部署了精密的深海采样器，

并在 7000—11000 米处捕获了特有的动物群，

如狮子鱼和沟虾，在 5500—9200 米处收集了沉

积物。研究发现，相比于淡水及海岸带区域里

类似的片脚类动物，深渊钩虾体明显富集总汞

同位素测定发现

深海动物体内富集人为产生的汞

新华社讯 （记者吴丹妮 艾哈迈德·沙菲克）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

哈立德·阿纳尼 11 月 14 日宣布，在吉萨省塞加拉地区出土 100 具距今

约 2500年的彩绘木棺，这是埃及本年度最大的考古发现。

阿纳尼在考古现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木棺保存良好，同时

出土的还有面具、雕像等 40 件文物。挖掘工作仍在继续，出土的文物

将陆续在埃及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等地展出。

考古专家在现场打开一具木棺，并对其中的木乃伊进行 X 光扫

描。初步检查结果显示，该木乃伊为男性，年龄在 40至 45岁之间，身高

165至 175厘米，双手交叠在胸前。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法·瓦齐里向记者介绍说，从木

棺的装饰、材料以及木乃伊的制作手法来看，初步推断木棺属于当时的

高级官员或贵族阶层。

瓦齐里表示，此次考古发现意义重大，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丧

葬传统，完善对木乃伊制作技术的认识。

塞加拉地区是古埃及文明核心遗址，多位法老的金字塔和许多贵

族的墓地就位于此，其中包括最古老的阶梯金字塔。10月 3日，考古队

曾在塞加拉地区一个单独墓穴中发掘出 59具距今约 2500年的木棺，并

表示遗址中尚有大量未出土木棺等待发掘。

埃及出土百具彩绘木棺

有助了解2500年前木乃伊制作技术

世界最深的海沟世界最深的海沟
到底有没有源自人类的汞污染到底有没有源自人类的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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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甲基汞。

孙若愚等研究人员发现，7000—11000 米

海沟生物与上层海洋（1000 米以内）鱼类具有

相似的汞同位素组成。结合海沟区域的深层水

生成模式、甲基汞生命周期以及颗粒物传输途

径，该研究认为：海沟生物的甲基汞主要来自上

层海洋；表层海洋经过光降解的甲基汞与中层

海洋未经光降解的甲基汞混合，继而通过下沉

的颗粒物进入到深海食物链系统。

孙若愚解释：“大气中存在的汞，随着降

雨沉积到表层海洋，然后以鲸落（指鲸死去

后沉入海底的现象）和死亡海藻颗粒团等小

颗粒形式输送到深海。在这个过程中，马里

亚纳海沟独特地质构造导致地震频发，产生

的漏斗放大系统会加速小颗粒传输。我们通

过 测 量 汞 的 同 位 素 组 成 来 确 定 汞 的 富 集 情

况，结果显示海底生物与太平洋 400—600 米

深处的鱼类非常吻合，而且相关证据显示，

这些汞可能来源于近几十年，因此很大部分

来自人类活动。”

科技日报讯 （记者聂翠蓉）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0 月 10 日报道，英

国古生物学家在《地质学家学会会刊》发表论文称，他们从收藏在剑桥

塞格威克博物馆和布莱顿布思博物馆的化石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翼龙

神秘物种。

该项目的主要作者、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博士生罗伊·史密斯研究这

些化石主要是为了寻找鲨鱼刺，结果发现与鱼翅刺类似的无齿翼龙的

颚片，但许多细微差异仍可以将它们区分开来。

史密斯表示，新种翼龙颚片与鱼翅刺最大的区别是，新翼龙颚片表

皮有着与神经紧密联系的小洞，这些小洞有助于翼龙捕捉食物，而鱼翅

刺没有这些特征。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两种翼龙物种，其中一种是之

前被科学家识别过的鸟嘴翼龙，而另一种就是这一从没有被发现的新

翼龙物种，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翼龙的特征。

由于包含新翼龙的化石标本太零碎，史密斯无法找到为其命名的

依据。他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取消后，能够到其他博物馆继续寻

找，获得更多新翼龙化石。

翼龙又名翼手龙，是一种已经灭绝的飞行爬行类演化支，生存于

2.1亿年前到 6500万年前。目前共发现了 100多种，从小如鸟类的森林

翼龙，到地球上曾出现的最大型飞行生物风神翼龙，是第一种飞行的脊

椎动物。尽管与恐龙生存的时代相同，但翼龙并不是恐龙。

史密斯的同事戴夫·马蒂尔教授表示，新翼龙具有与鸟嘴很像的

喙，就好像大白鹭和苍鹭的区别一样细微。或许不同物种生活方式

的不同，更多的是与肤色、交流和行为方式有关，而不是骨骼上的差

异。“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增加了我们对这些古老而迷人

的史前爬行动物的认识。同时也证明，博物馆藏品中有着很多未被

发现的‘宝藏’。”

史前爬行动物再添成员

英科学家发现翼龙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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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翼龙物种复原图 图片来源：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

新挖掘的男性木乃伊吸引了大批记者的关注
图片来源：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