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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生物是自然界最高效的太阳能固定

“机器”，平均每年通过光合生物的光合作用所

同化的太阳能约为人类所需能量的 10 倍。光

合作用被称为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对包

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物的生存繁衍具有极为重

要的影响。科学家希望追本溯源，探究在早期

地球环境下光合生物吸收转化太阳能的奥秘。

然而，如今的地球与几十亿年前的环境已

经有了天壤之别，如何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成

了该研究的首要问题。

11 月 20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良渚实验室

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联合在《科

学》发表研究成果，在全球率先解析了一种古老

的光合细菌——绿硫细菌的光合反应中心空间

结构。该研究刷新了人类对古老生物光合作用

机理的认知，对于理解光合作用反应中心的进

化演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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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似 于 绿 色 植 物 中 的 光 系 统 Ⅰ 的 。 但 我 们

从结构上‘看到’虽然它与光系统Ⅰ有相似

之处，比如它们的蛋白结构比较像，但绿硫

细 菌 反 应 中 心 的 色 素 数 量 比 光 系 统 Ⅰ 的 要

明显减少，而且色素的空间排布也不一样。”

张兴介绍说。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团队发现绿硫细菌的

反应中心色素排列跟光系统Ⅱ非常相似。这种

兼具两个光系统结构特点的“混沌状态”暗示绿

硫细菌的反应中心可能代表了早期光合生物反

应中心的古老特征。

“早期地球不含氧气，已知的最早生命记录

出现在距今约 42.8 亿年前，它们只能在极端环

境下生存。约 35亿年前最早的光合系统诞生，

之后随着放氧光合生物蓝细菌的出现（约 30亿

年前），地球含氧量出现猛增，生态环境发生急

剧变化。”张兴告诉记者，这为寒武纪的生命大

爆发奠定了基础。

“古细菌长期进化衍生过程中体现的适应

能力，尤其是光合作用的进化，对研究生命进化

有重要启示。”张兴表示。

“因为光合细菌属于原核生物，在进化上要

早于其他真核光合生物。它们身上或许保留着

原始光合作用系统的一些结构特征。”陈景华解

释道，绿硫细菌能够从硫化氢、胶体状硫黄和硫

代硫酸盐等物质获得电子而进行厌氧光合作

用，这类生物的生存环境可能接近早期地球的

地表环境。

解构解构““黑暗中的捕光者黑暗中的捕光者””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根据生物进化优胜劣汰的原理可反推，通

常生物进化越完善的越是年轻，越不完善越是

古老。光合细菌是地球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庞

大的光合生物。目前已报道的光合细菌包括紫

色硫化细菌、变形菌、蓝细菌、日光杆菌、绿硫细

菌、酸性杆菌等，均已被用于研究光合作用。

“植物是真核生物，光合细菌是原核生物，

二者的光合作用机理存在较大的区别。植物的

光合作用在叶绿体内进行，通过太阳能将二氧

化碳和水转化成有机物并释放氧气。”论文第一

作者、浙江大学冷冻电镜中心博士后陈景华介

绍道，但在光合细菌中，只有蓝细菌的光合作用

过程会产生氧气，绝大多数光合细菌为厌氧型

生物，光合作用过程并不产生氧气。

记者了解到，绿硫细菌更被称为“黑暗中的

捕光者”。曾有国外科学家发现在墨西哥海岸

附近有一种绿硫细菌，生活在水深 1500米太平

洋中的海底烟囱周围，阳光照不到，它们只能依

靠深海温泉的微弱热辐射而生存。

古老的光合反应中心是什么样的空间结

构？和现在绿色植物的光合反应中心有何不

同？是什么让绿硫细菌在光照如此微弱的环境

下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绿硫细菌的光合作用

系统在结构上和其他细菌又有哪些差别？

陈景华对此表示，尽管绿硫细菌已被发现

数十年，科学家们对它内部的光合作用系统的

详细构造仍然了解甚少。这也使得它成为现

存的光合细菌类群中唯一一类反应中心空间

结构没有被解析的光合细菌，团队决定对此展

开研究。

“绿硫细菌也是一种厌氧菌，其反应中心复

合体在有氧条件下极不稳定，低浓度的氧气就

会导致其变性。早期对于生物大分子结构的解

析主要借助 X 射线晶体学，这种方法需要较多

的样品且对样品的纯度和均一度都有很高的要

求。”论文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冷冻电镜中心张

兴教授说，这些因素使解析绿硫细菌反应中心

的结构变得困难重重。

有氧条件下不稳定

揭秘绿硫细菌的古老特征困难重重

“团队优化了样品制备环节以获得足够的

蛋白样品，结合冷冻电镜技术，收集了近万张样

品颗粒的电子显微镜成像图片，最终在世界上

首次解析了绿硫细菌反应中心的结构。”陈景华

介绍说。

据介绍，绿硫细菌光合作用过程中能量传

递过程较为复杂，光能首先通过一个巨大的外

周捕光天线捕获光子，再通过内周捕光天线向

位于细胞膜的反应中心传递，从而激发反应中

心内部的两个特殊的叶绿素分子，促进其产生

电荷的分离。光能转变成电能（电子）后，电子

会最终传递给一个末端的电子受体，产生还原

力，用于将二氧化碳等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

“从绿硫细菌细胞膜平面角度看，其反应中

心的色素分子分为上下两层，两层叶绿素之间

有一条‘过道’。目前已经解析的其他光合生物

反应中心结构中，‘过道’里有一种可作桥梁的

分子，把上层能量传到下层，但是绿硫细菌缺了

这座桥，上下层传递能量时就像隔空抛物。”张

兴解释道。

“这一发现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绿硫细菌

内周捕光天线蛋白 FMO 与反应中心之间的能

量传递效率比较低。”陈景华介绍，从结构中还能

发现，绿硫细菌的内周捕光天线与反应中心的色

素分子之间间隔距离较远，导致能量传递困难。

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地球上最早的光合

作用反应中心是由两个相同蛋白构成的同源二

聚体，在进化的过程中两个中心蛋白慢慢发生

变化，从两个一样的蛋白变成了两个不一样的

异源二聚体蛋白。

“此次解析到的绿硫细菌反应中心正是这

样由两个相同蛋白构成的同源二聚体。”张兴

说，团队研究证明，绿硫细菌反应中心是目前唯

一发现具有两类反应中心结构特征的分子，填

补了人类对光反应中心结构认知的空白。

“研究不同光合生物的光合作用机制对于

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绿色植物

的太阳能利用率理论值可达 6%—8%，但当前

实际大田农作物的太阳能利用率仍低于 2%。”

陈景华表示，希望通过更深入的研究，获取更多

的支撑数据，破译、借鉴光合生物从古至今能量

转化的进化机制，尽早在仿生设计光敏器件、改

造植物光反应系统等方面实现应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柯越海说，关于古

细菌的相关研究已衍生出实际应用。比如核酸

检测中 PCR 技术用到的 DNA 聚合酶，便是从

极端环境下的耐热细菌中分离得到的。

柯越海补充道，人体局部有时也会是低氧

环境，比如因心脏缺氧、肿瘤缺氧，容易引发心

肌梗死、肿瘤细胞恶变。已有科研人员研制出

利用细菌、藻类光合作用治疗肿瘤的“黑科技”，

很值得期待。

破译光合生物进化机制

还需深入研究获得更多数据支撑

据介绍，在蓝细菌和绿色植物等产氧光合

生物中，两类反应中心分别进化为两个不同分

工的光系统——光系统Ⅱ能够利用光能将水裂

解，产生质子和电子并制造氧气；光系统Ⅰ能

够吸收太阳能，发生电荷分离，并将电子传递给

下游受体形成还原力，用于进一步固定二氧化

碳，合成有机物。

“此前学界推测绿硫细菌的反应中心是

生存条件接近早期地表环境

对研究生命进化有重要启示

泥河湾盆地是早期人类扩散至东北亚最早

且最集中证据所在地，以密集分布百万年前古人

类活动遗址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被誉为“东

方的奥杜威峡谷”。然而，区域内燧石原料节理

发育、质量较差的特点，制约了对砸击法技术产

品的鉴别和古人类技术策略的解读。

11 月 23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裴树文研究团队联合

西班牙高级科学研究委员会历史研究所，对泥河

湾盆地早更新世砸击法剥片技术的最新研究揭

示，百万年前古人类为因地制宜地使用当地自然

资源和环境，发展出一套独有的技术适应行为。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专业期刊《考古与人类

科学》上。

为探究泥河湾盆地岑家湾台地周围燧石原

料在砸击法产品上的表现特征，研究团队在该区

域采集石料，进行砸击法与锤击法石器实验，并

同遗址出土标本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砸击

法石核是最具辨识度的产品，经过砸击法利用的

石核较容易产生两极特征，并且具有明显的砸

痕，这些典型特征使其能够与锤击法石核相区

别。对于砸击石片而言，受制于当地原料质量较

差，很多属性如：打击泡的有无、腹面形态、远端

形态等特征，都不能作为区分砸击法与锤击法石

片鉴别的依据，较为可靠的特征只有石片的两极

属性（同时具有上下两个打击点），点状或线状台

面上具有的严重砸痕等典型特征。同时，实验研

究表明，具有可靠鉴定特征的石片只占砸击法石

片总数的 20%左右，大部分砸击法石片与锤击法

石片无法区别。

砸击法是早期人类石器技术的基本方法，多数

学者认为该技术是一种比较浪费原料的剥片技术。

针对泥河湾盆地燧石原料的实验研究中，研究人员

认为，砸击法产生的石片与废片和锤击法相比在数

量上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因此之前的观点在本地

区并不适用。除此之外，砸击法与锤击法产生的石

片在尺寸、重量、长宽比例等方面均无统计学上的差

异。对于所有废片类产品来讲，每个砸击法石核与

锤击法石核产生的锋利总刃缘数量与总长度没有

显著性差异，而锤击法产品产生的平均锋利刃缘长

度比砸击法长，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因此，对于泥

河湾地区岑家湾台地的燧石原料来讲，锤击法技术

比砸击法技术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但是这种优势

并不显著。

研究人员还进一步讨论了泥河湾盆地早更

新世遗址中砸击法技术的具体表现特征。总体

来讲，早更新世遗址以锤击法剥片为主，砸击法

作为补充角色。锤击法因其较强的控制性和一

定的效率优势，在泥河湾盆地百万年前的遗址中

占据主要地位。砸击法的使用并不是为了对当

地原料的强化利用，而是作为锤击法技术的补

充，处理原料在剥片过程中锤击法不易处理的问

题。因此，随着研究视角的更新，砸击法剥片技

术更多的是古人类对当地资源与环境的一种适

应策略，而非文化标志。

本项研究为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遗址中砸击

法产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并指出未

来可在中国其他地区针对当地原料进行相关实验

研究，以更加客观地理解砸击法的特征与其在古

人类适应当地资源与环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百万年前的“利刃”
是砸出来的还是锤出来的

实验中产生的砸击法石核实验中产生的砸击法石核 马东东马东东供图供图

据新华社讯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 28 日报道称，由于气候变

化，树叶在秋天可能会更早掉落，而不是像人们之前认为的那样会更

晚。这一发现表明，随着气温升高，森林储存的碳将大大低于预期，提

前落叶可能会对昆虫和其他物种产生连锁反应。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康斯坦丁·措纳及其同事研究了从

1948 年到 2015 年中欧地区近 4000 处地点的普通橡树等 6 种温带树种

的秋季落叶数据。随后他们进行了两项实验，以研究二氧化碳和阳光

在树木落叶期所发挥的作用。其中一项实验对种植在接近目前大气二

氧化碳水平和两倍于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的室内树木进行了比较，另一

项实验则检测了光照对树木的影响。

人们原本预计秋季变暖将使树木生长季延长，落叶时间比当今

晚两周到三周，但研究小组发现，实际落叶时间可能比现在早 3 天到

6 天。

该研究小组的实验和长达 67 年的树木生长记录表明，升高的

二氧化碳浓度、气温或光照水平促使树叶在春天和夏天生长得更

旺盛，从而加速了它们在秋天干枯并从树上脱落。尽管这项研究

关注的是欧洲的树木，但措纳认为其结论也适用于北美和亚洲的

温带树木。

如果上述结论被证明广泛正确，这种逆转将产生重大影响。措纳

估计，落叶期从推迟到提前的转变相当于全球温带森林每年减少大约

10亿吨碳存储，约占人类每年碳排放的十分之一。他说：“这是一个相

当庞大的数字。”

随着气候变暖

秋季落叶时间可能提前3到6天

新出土的恐龙化石及附近植物化石显示，为觅得长在树梢的食物，

蜥脚类恐龙进化出长脖子。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1 月 17 日报道，古生物学家分析阿根廷

巴塔哥尼亚出土的蜥脚类恐龙头骨及其附近岩层中的植物化石得出

上述结论。研究论文刊载于最新一期英国杂志《皇家学会生物学分

会学报》。

通过这些化石，研究人员得以了解这头蜥脚类恐龙生活时期的气

候和生态系统，进而推断 1.8亿年前的气候变化或导致蜥脚类恐龙进化

出纤长脖子和巨型身躯。

他们说，当时南半球大量火山爆发，向大气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和甲

烷，地面岩浆横流，多种陆地植物灭绝。一种高大的针叶树却存活下

来。这种植物的针状树叶富含营养，但长在高处，不易够到，而且质地

坚硬。这种变化意味着，多种蜥脚类恐龙灭绝，只有体型巨大、脖子纤

长的一支存活下来。

巴塔哥尼亚新出土的化石即属于这种恐龙。研究人员已命名这种

恐龙为“巴瓜尔黎明”（Bagualia alba）。“巴瓜尔”源自具体出土位置阿根

廷巴瓜尔峡谷，“黎明”表示这种恐龙生活的年代很早。他们推测，它身

长 40米，体重 10吨。化石显示，它下颌强壮，牙齿的粗度是那些已灭绝

植食性恐龙的 7 倍。阿根廷埃希迪奥·费鲁利奥古生物博物馆主要研

究人员迭戈·波尔说，这种生理构造使它们能以针叶树坚硬似皮革的树

叶为食。

在“巴瓜尔黎明”之后，体型庞大、脖子长的其他蜥脚类恐龙在地球

上延续了 1亿年。 （据新华社 袁原）

以高大针叶树树叶为食

或令恐龙进化出长脖子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10月 2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一座公园，一名工作人员清理
道路上的落叶。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海平面以下海平面以下 15001500米米、、海底黑烟囱周围海底黑烟囱周围，，生活着一种古老的光合细菌生活着一种古老的光合细菌，，

它能否成为破解光合生物进化机制的突破口它能否成为破解光合生物进化机制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