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来物种会增加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但有

害的外来物种入侵却也可能危害当地生态平衡，

导致本地物种减少甚至灭绝。

在外来物种中，有一类最善潜伏的族类，被

称为“沉睡族群”，它们能在入侵地长期悄然生存

而不被发现。一些科学家认为，潜伏的入侵物

种，可能多到超出想象，一旦天时地利，随时可能

引发生态黑天鹅事件。

近日发表在美国生物科学研究院《生物科

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沉睡族群的生物

入侵假说，认为潜伏的入侵生物很可能远超人们

想象，而这将给监测与防治带来全新挑战。

沉睡族群爆发四类机制

2009 年 9 月，美国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

学生在门多塔湖用浮游动物网从湖中打捞样品

进行观察，发现数以百计的多刺水蚤布满网兜。

这意味着整个湖泊内的多刺水蚤出现了大爆发。

多刺水蚤常见于俄罗斯波罗的海附近的拉

多加湖，是以浮游生物为食物的贪婪捕食者。而

令人不解的是，此前历次样品提取均未发现多刺

水蚤的影踪。

学生们从湖底取出沉积物岩芯，与博物馆中

保存的历史记录进行比对，发现多刺水蚤起码早

在十年前就潜伏在了这里。但因为数量太小，至

少在 200次的样品提取中都轻松逃脱，直到 2009

年夏天，异常偏低的气温让它们快速增殖，才终

于现身。

研究人员对以往的入侵生物爆发案例进行

分析，总结出四类激发沉睡族群爆发的机制。

一是食物网改变。如澳大利亚的麦夸里岛

上，外来的猫在刚引入的前 60年中，对当地鸟类

的威胁微乎其微。而在后来引进的兔子给猫提

供了充足食物后，猫迅速繁殖，并大量捕食鸟类，

导致两种本土鸟类灭绝。

二是共生关系达成。如非本土的无花果在

刚到佛罗里达州的时候，当地的胡蜂不太会给这

些外来户授粉，后来随着属于共生伙伴的另外几

种胡蜂被引进，无花果开始强势崛起，并对当地

树种造成威胁。

三是阈值反应。导致沉睡族群突然爆发的

触点未必是某种突发性因素，类似气候变化之类

的动因也可能造成温水煮青蛙式的后果。如在

数世纪之前老鼠就登上了亚南极群岛，并且一直

未造成太明显的生态危害，可是随着气温上升，

老鼠数量终于开始指数级增长，对岛上的“原住

鸟”造成严重威胁。

四是偶然性环境因素。前面提到的门多塔

湖里多刺水蚤爆发就是典型例子。门多塔湖富

营养化的水质和通常较高的水温并不是多刺水

蚤的最爱，可 2009 年夏天的异常低温让多年来

被高温抑制的多刺水蚤终于摆脱紧箍咒，迅速繁

殖，数量骤增，大量虫卵甚至使其在气温恢复后

若干年里还一直泛滥。同样，偶发的环境变化也

可能使入侵植物一改隐忍故态，比如异常的高温

导致它们萌芽率激增。

对于本土物种而言，环境中往往存在各种天

然制约因素，因而不太会出现爆发事件。而入侵

生物离开原生地后，天敌缺失则使其易于失控。

并且，入侵过程经过了多个环节的淘汰和筛选，

久经考验的入侵生物更善于从星星之火变成燎

原之势。

入侵生物“潜能”可能被低估

传统理论认为，大量的入侵生物在数量大爆

发之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但最终的突

然增长是必然的。沉睡族群假说则认为，沉睡族

群的爆发需要一些不确定的触发因素。只要这

些因素不具备，沉睡族群很可能会一直潜伏下

去，甚至会被当成无害生物而被人们忽视。

鉴于入侵生物可能长期以不为人知的状态

存在，可以推测它们被大量发现是偶然事件；而

少量存在并且不被发现才是常态。事实上，已经

有研究发现，某些入侵的水生物种就呈现出这样

的分布规律。

所幸的是入侵生物从原生地侵入新的地域

并非易事，需要经过自然及人为的各种沟坎。

通常认为，这些入侵者中仅有 10%能够最终存

活，这被称为 10%法则。也有学者认为对于脊

椎动物而言，这个比例应为 50%，植物和昆虫应

为 25%。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能严重低估了入侵生

物的“潜能”：它们更多并不是没能成功闯关，只

不过是没被大量发现而已。

新兴技术助力人类“反潜”

沉睡族群存在的可能性，对入侵生物的防控

具有现实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曾多次发现

地中海果蝇，人们误以为这是发生了多次物种入

侵事件，但进一步分析证明，这种入侵生物早就

在该地潜伏存活。

相比骑驴找马式的防堵大法，阻断已知潜伏

者的异常增殖，可能会更事半功倍。

幸好，生物 DNA 检测（eDNA）、遥感等新兴

技术的出现，让非本土物种的取样范围更广，更

加方便，可大大提高人类的“反潜”能力。比如灵

敏而非侵入性的生物 DNA 检测技术，只需在环

境中收集相关的 DNA 痕迹，就能发现入侵生物

的踪影。在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一人一个工作

日就能完成所有水道中亚洲鲤鱼的检测，而传统

的电渔法至少需要调查 93天。

关于沉睡族群，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有

没有一些入侵生物特别善于潜伏？有没有一些

地域特别适合入侵生物蛰居？在我们自以为熟

悉的这个星球上，有多少沉睡族群还不为人知？

在环境变化日益加剧的当下，加强关注那些

危险的潜伏者，无疑将有助于防范下一个不幸的

生态黑天鹅事件。

（据“科普中国中央厨房”）

危险入侵物种可能潜伏在暗处

在地球上开展的一些可

控核聚变研究的等离子体密

度只有太阳芯部密度的约千

亿分之一，因此必须将等离

子体加热到上亿摄氏度高

温，才能使聚变反应的发生

几率获得较大提升，以便利

用少量的聚变燃料就能产生

足够多的聚变能量。

前 沿

◎本报记者 陈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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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中

国氦冷固态实验包层系统首个项目在中核集团核

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启动，标志着我国在 ITER

上开展产氚技术测试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在之前

不久，由江西省科研人员自主设计、制造及运行的

“人造太阳”实验研究装置——我国首个可实现压

缩融合启动等离子体电流的球形托卡马克装置

（NCST）正式投入运行并实现首次成功放电。

江西省聚变能与信息控制重点实验室博士

钱玉忠介绍，球形托卡马克装置内部安装有两个

上下对称的极向场线圈，是我国首个可利用压缩

融合方式启动等离子体电流的球形托卡马克装

置。江西省将围绕球形托卡马克装置模拟太空

辐照环境的特性，积极开展交叉应用研究。

托卡马克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释放巨大能

量？随着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研究频频传来喜讯，

我们距离彻底掌握可控核聚变的奥秘还有多远？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核能的释放通常依托

核聚变和核裂变两种方式进行。

核裂变是将较重的原子核分裂为较轻的原

子核并释放能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建

成了世界上首座核电站，成功实现了基于核裂变

的核能和平利用。

核聚变是将较轻的原子核聚合反应而生成

较重的原子核。这个过程伴随着质量损失，根据

爱因斯坦质能方程 E=mc2，损失的这部分质量会

转换成巨大的能量。以目前地球上最容易实现

的氘氚聚变反应为例，每公升海水可提取的氘

（约 0.03 克）通过聚变反应可释放出相当于燃烧

300公升汽油产生的能量。

然而，由于原子核间均带有正电荷，其相互

间受库仑排斥力作用，原子核间距离越近，这种

排斥力就越强。只有当相向运动的两个较轻原

子核具有足够高的能量时，才能克服库仑排斥

力，使得彼此靠得足够近，以便让短程核间吸引

力发挥主要作用，最终聚合为一个较重的原子

核，并释放出高能量的中子。

相较于核裂变，在地球上要实现核聚变反

应，条件非常苛刻。首先要达到上亿摄氏度高

温；还要让燃料维持足够高的密度，以提高原子

核之间碰撞并发生核聚变反应的几率；此外，高

温高密度条件必须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让核

聚变反应得以持续进行。

实现可控核聚变克服库仑排斥力是关键

随着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

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ITER 计划的启动，

磁约束聚变研究已经从原理探索、大规模实验

逐步迈入到反应堆工程物理实验阶段，预计本

世纪中叶将实现聚变能源的应用。

ITER 是国际上首个反应堆规模的核聚变

实验研究设施，也是各国聚变能发展路线图中的

关键设施。目前国际上正集中力量完成 ITER

采购包等任务，并保障资源，确保 ITER 的成功

建设与运行。

段旭如告诉记者，现阶段，国际上一方面利

用现有的磁约束聚变研究装置，开展聚变等离子

体物理、运行及相关技术研究，尤其是与 ITER

相关的一些先行物理实验及有关技术研究；另一

方面正在积极谋划并开展未来聚变堆关键技术

的研发。

我国现有的主要磁约束聚变研究装置包括

已运行多年的中国环流器二号 A 装置（HL-2A）

与 EAST 两大托卡马克装置，以及华中科技大学

的 J-TEXT、清 华 大 学 的 SUNIST、中 科 大 的

KTX 等 实 验 研 究 装 置 。 它 们 均 为 我 国 参 加

ITER 建设及为聚变研究领域培养人才作出了

贡献。

2020 年我国建成的规模大、参数高的先进

托 卡 马 克 装 置 中 国 环 流 器 二 号 M 装 置

（HL-2M），采用了更先进的结构与控制方式，可

实现高密度、高比压、高自举电流运行，特别是具

备在兆安级等离子体电流条件下实现多种先进

偏滤器位型的独特能力。

“我国将充分利用这些装置，为 ITER 实验

运行积累经验，掌握相关技术，锻炼和培养人

才队伍，为我国深度参与 ITER 计划及未来自

主设计建造聚变堆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段

旭如说。

为ITER实验运行积累经验

作为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能量来源，太阳内

部随时在进行核聚变。在这一反应过程中，其中

心温度只有 1500万摄氏度左右。然而在实验室

实现可控核聚变，温度却需要达到 1亿摄氏度以

上。二者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段旭如

解释说，太阳的巨大质量（约为地球的33万倍）导

致其具有强大的引力，太阳正是靠这种强大引力

约束高温的燃料离子，来实现核聚变反应。

此外，虽然太阳芯部的温度只有 1500 万摄

氏度左右，离子通过碰撞发生聚变反应的几率比

1 亿摄氏度条件下聚变反应的几率要低得多，理

论上在太阳内部单位质量的燃料发生聚变的反

应率极低，平均 1吨太阳物质只能产生瓦量级的

功率。但因为太阳质量非常大，即便发生聚变反

应是小概率事件，总体上太阳内部产生的核聚变

通过磁约束核聚变释放巨大能量

核能核电系列报道②

密度不够密度不够 温度来凑温度来凑

托卡马克装置内部为何热过太阳托卡马克装置内部为何热过太阳
科技日报讯（记者金凤 通讯员周伟）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商业化

之路，遭遇的一个“拦路虎”就是热机械不稳定性，即电池在热循环中容易

开裂、分层、破损。3月 12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南京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南

工大）获悉，该校固态离子与新能源技术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热膨胀

补偿的策略，实现了燃料电池阴极与其他电池组件之间的完全热机械兼

容，从而解决了阻碍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商业化进程的一大技术难题。

这一突破性成果近日登上国际顶级期刊《自然》。

“热机械不稳定性，是指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在高温下运行时，电池

不同组件之间的热膨胀行为不匹配，会引起较大的内部应变梯度——在

不同的位置应力不一样，导致电池退化、分层或破裂。”研究团队周嵬教授

介绍，由于出色的氧化还原催化活性和高电导率，燃料电池最受欢迎的阴

极材料是含钴的钙钛矿氧化物，然而钴基钙钛矿阴极的问题在于，它们的

热膨胀系数非常高，远远大于常用的电解质，导致热机械不兼容。

为了大幅降低钴基电极的热膨胀系数，又不对氧还原反应施加负面

影响，南工大教授邵宗平和周嵬团队提出用热膨胀补偿策略克服上述技

术瓶颈：通过固相烧结，将具有高电化学活性和热膨胀系数的钴基钙钛矿

与负热膨胀材料结合在一起，在两者之间引发了有益的界面反应，从而形

成具有与电解质良好匹配的热膨胀性能的复合电极。

“热膨胀补偿策略是指用负的热膨胀去抵消正的热膨胀。我们日常

生活中所见的物体一般都是热胀冷缩的，而所谓负热膨胀材料却正好相

反，它是‘热缩冷胀’的。”论文第一作者、南工大博士生章远介绍，团队成

员经过近六年的反复实验摸索、接近一年的论文修改，才取得可喜进展。

最终，研究团队所获得的复合电极材料显示出良好的电化学性能和

出色的热机械稳定性。具体而言，在 600摄氏度下，复合电极具有良好的

催化活性；在经历 40次热循环后，性能仅下降了 8%。

周嵬介绍，优化的钙钛矿化学组成和良好的热机械稳定性，共同促进

了这种复合阴极的出色电化学性能，并为未来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

电极设计开辟了一条崭新路径。

提高燃料电池稳定性

“热缩冷胀”材料来帮忙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3月 16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吴长征教授实验课题组和工程科学

学院近代力学系的吴恒安教授理论计算课题组合作，将电催化活性金属

溶解于熔融态镓中，成功实现了非均相催化剂表面活性位点的均相化，将

二氧化碳还原产物甲酸的选择性提高到 95%以上，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

表在《自然·催化》杂志上。

非均相催化剂由于存在各种缺陷、台阶、转角、晶面等，表面的活性组

分往往处于不同的局域配位环境，导致出现多活性位点并存现象，由此造

成产物选择性下降。而均相催化剂由于活性中心单一，结构简单、明晰，

在产物选择性以及用作反应机理研究模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

将非均相催化剂均相化有望成为催化性能提升以及推进反应机理研究的

关键途径。

针对这一挑战，吴长征教授团队独辟蹊径，选择以近室温熔融的金属

镓作为具有二氧化碳还原电催化活性的锡和铟的基底，从一种全新的角

度实现了锡和铟非均相催化剂的均相化。原位结构表征和第一性原理分

子动力学模拟发现：固态时，锡和铟形成了相分离的纳米团簇，均匀嵌入

在固态该基质中；而液态时，锡和铟以单原子形式游离分散在熔融态镓

中。进一步电子结构表征显示，负载在液态镓中的活性中心相比于固态

镓具有显著增强的还原性，使得二氧化碳还原产物甲酸的选择性由固态

时的 30%左右提高到了液态时的 95%以上，析氢副反应得以明显抑制。

此外，液态合金由于具有良好的氧化还原可逆性以及表面组分的可流动

性，表现出自修复特性，其催化稳定性得以显著改善。

该项研究成果探索了液态材料作为非均相催化剂负载基底方面的可

行性，为非均相催化剂均相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表界面合成思路。

我科研人员发现

催化剂均相化新思路

新华社讯 （记者杨静）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杜云龙教授研究

团队在研究中发现，插入元阳梯田月亮谷水稻 DEEPER ROOTING 1

(DRO1)基因启动子中的 INDITTO2 转座子可以传递生长素信号调节

DRO1 基因的转录水平，从而增强水稻避旱性。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已由

植物学领域重要国际期刊《植物、细胞与环境》在线发表。

论文通讯作者、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杜云龙介绍，研究团

队结合基因编辑、生物信息学及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发现月亮谷水稻

的 DRO1基因启动子比日本晴水稻的 DRO1基因启动子多了 266个核苷

酸，进一步分析并确定这 266 个核苷酸序列编码转座子，并命名为 IN-

DITTO2。该研究揭示 INDITTO2转座子及其同源基因在水稻基因组中

广泛分布，增加了水稻的遗传多样性，并发现 INDITTO2 转座子在作为

启动子时，可响应水稻内部的生长素信号而调节 DRO1等邻近基因的表

达，从而增强水稻对干旱等不同非生物胁迫的适应性。

据介绍，元阳梯田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重要组成部分，开

展元阳梯田月亮谷水稻生态适应性的研究，对维护梯田的生态系统、展现

元阳梯田的人文景观及稳定元阳地方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杜云龙教授团队的该项研究发现转座子调控 DRO1 基因表达从而

促进水稻避旱性，为育种学家利用分子育种等手段培育耐旱等水稻新品

种提供了理论依据，将有助于我国科学家进一步攻克水稻种质资源的“卡

脖子”难题。

元阳梯田水稻避旱性研究新进展

助我国攻克种质资源难题

反应及能量仍非常可观。

目前，在地球上开展的一些可控核聚变研究

的等离子体密度只有太阳芯部密度的约千亿分

之一，因此必须将等离子体加热到上亿摄氏度高

温，才能使聚变反应的发生几率获得较大提升，

以便利用少量的聚变燃料就能产生足够多的聚

变能量。

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磁约束核聚变是可控

核聚变的一种。段旭如告诉记者，这一装置利用

通有大电流的线圈，在环形真空室内产生强磁

场。大量温度超过 1亿摄氏度、在高温下电离成

由电子和离子组成的等离子体的燃料将沿磁力

线做回旋圆周运动，磁场越强回旋圆周运动的半

径越小。例如，在 2万高斯的强磁场条件下，1亿

摄氏度高温的等离子体中离子的回旋半径只有

几毫米，而目前大型的托卡马克装置真空室内等

离子体半径为米量级。通过这种方式可将高温

等离子体长时间地约束在具有强磁场的环形真

空容器内，并且不跟真空室器壁直接接触。在这

种极端条件下，燃料离子将发生聚变反应并释放

巨大能量。

磁约束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主要通过高能量

的α粒子（氦原子核）和高能量的中子释放出

来。其中，高能量α粒子所携带的能量主要用于

加热聚变燃料（等离子体），以维持聚变反应所需

的上亿度的高温，而高能量的中子则在环绕真空

容器内的包层部件中被慢化，其能量沉积在包层

内，并通过热交换的方式由介质将能量导出，把

热能输送到装置外部，最后通过汽轮机将热能转

化为电能，输送到外电网中以提供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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