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 3亿年前，靠近赤道的一片热带雨林地区

发生了一场火山喷发，火山灰将所有植物封存起

来。如今，当年的大陆已经漂移到内蒙古乌海市。

近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军领导的一支国际团队在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

的“植物庞贝城”中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瓢叶目

植物化石，并确认其为种子植物的姊妹类群——

前裸子植物的一员。相关研究成果 3月 9日发表

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身世谜团已延续百年

瓢叶目植物是生活在距今 3.5 亿年—2.5 亿

年前的一类植物，包括 20余属 50余种，常见于煤

系地层。分布于中国、欧洲和北美。曾被认为是

真蕨类、楔叶类、前裸子植物，或者一个独立的分

类单元。

“这类古植物的化石标本最早于1822年在捷

克被发现，而瓢叶目的确立是1931年。”王军说。

为已经发现的、地球上曾经有过的各种植物

在分类系统里面找到相应的位置，是古植物学家

们最基本的学科目标。但瓢叶目植物的身世一

直是个谜。

研究的合作者，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 Ja-

son Hilton 博士说，在被建立之初，瓢叶目被认

为是一个独特的植物种群。科学家们把它们当

作一个“分类学足球”在球场上踢来踢去，却没有

一个人完成“射门归类”这一目标。

此前瓢叶目的化石标本比较碎小，缺乏整体

解剖结构，所以无法从分类学上进行归类。同

时，各地的瓢叶目形态也有很大差异。

“长期以来，瓢叶目之所以无法‘认祖归宗’，

关键在于缺乏植物的整体形态和内部解剖信息。”

王军说，这些关键特征的突破，有赖于外观形态和

内部解剖结构均保存较好的化石标本的发现。

2012 年，王军团队在内蒙古乌海市发现一

个保存完好的“植物庞贝城”，其中有大量完整而

精美的标本，为探明这类植物的亲缘关系及其重

要的生命演化意义奠定了基础。

发现瓢叶目家族新物种

王军认为，正是前文所述的火山喷发创造了

绝佳的埋藏条件。

通过王军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一般

化石中的植物都是躺着的，但乌达的化石是站着

的。化石的间距非常密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棵

直立的植物树干。

在复原图中，森林的树木最高大的高30多米，

最小的不及人的脚踝。在复原图第一排便可看到

像棕榈树的瓢叶目，它们高五六米，挺拔向上。

王军团队发现了来自“植物庞贝城”的瓢叶

目家族新物种乌海拟齿叶。

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标本馆里，这块重

达 2.5吨的瓢叶目化石标本完整地保留了这棵树

被火山灰埋藏前的样子。

乌海拟齿叶的树干顶端长着一个玉米棒一

样的果穗，果穗看起来呈辐射状对称，果穗的上

下方同时长有叶子。

王军认为，这项研究揭开了“植物庞贝城”的

面纱，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化石宝库，蕴藏着许多

古植物世界的秘密。当前乌海拟齿叶的整体重

建只是其中之一，后续还将公布多个植物新种的

整体重建。

新物种属于前裸子植物

科研人员利用国内最先进的实验仪器对乌

海拟齿叶进行了解剖观察，发现它有蕨类植物的

孢子繁殖方式，同时又具有种子植物的木材结

构。根据这些特征，可以确认它是种子植物的姊

妹类群——前裸子植物的一员。

“解剖叶子，我们发现叶轴两侧有对称的维

管束。更让人惊奇的是，它的果穗也是两侧对称

的维管束。这是果穗是从叶子进化过来的直接

证据。而解剖这棵树的主干，我们发现其有次生

木质部，这是让我们定下这棵树的分类特征的最

大一项突破。”王军解释，这些特征汇总起来就是

典型的前裸子植物。

“这类植物最早见于泥盆纪，并由此演化出

了种子植物。”王军表示，瓢叶目的地质年代是从

早石炭世到二叠纪末，这一发现将前裸子植物的

地质时间范围延长了约 6000万年。

前裸子植物代表了植物界在进化过程当中，

孢子植物进化到种子植物过渡的一种类群。此

前认为，前裸子植物是从中泥盆世 3.9 亿年延续

至晚石炭世 3.1 亿年。此次研究认为，其存在时

间应该是中泥盆世—石炭—二叠纪末。

这项研究表明，在种子植物分化出来（3.6亿

年的晚泥盆世）之后的约 1.1亿年间，以瓢叶目为

代表的前裸子植物持续多样化，直至二叠纪末。

并独立发展出似球果繁殖器官，并没有像先前认

为的那样迅速灭绝。

尽管瓢叶目植物繁殖能力强大，但在二叠纪末

大灭绝期间，它们也是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这次大灭绝毁灭了全球的沼泽生态系统，而伴随着

瓢叶目赖以生存的环境消失，该目也随之灭绝。

本次瓢叶目分类位置的确定，也代表了中国

学者对于古植物分类学的重大贡献。在此之前，

晚古生代共建立了40余目的植物类群，除了瓢叶

目和大羽羊齿目，其他均由国外研究人员完成。

在找到这块化石前，这一植物已“漂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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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已整整 10年。据外媒

消息，日本原子力委员会于 3月 10日发布最新调

查报告并带来了坏消息：福岛核电站内部污染程

度远超预期，并且有再次爆炸风险。

福岛核事故是核能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灾

难。这使很多对核科学不甚了解的人产生了反核、

恐核情绪，甚至谈核色变。但实际上，如今核技术

在工业、农业、健康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那么，

人类在核能利用的过程中，是如何保障安全的？

人们对于核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产

生的辐射。但实际上，辐射并非核反应所特有的

产物。

人类遇到的辐射主要有三大类，即核辐射、

空间辐射和环境辐射。其中空间辐射和环境辐射

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辐射源。例

如在夏季，人们之所以会感觉到阳光的“毒辣”，就

与太阳发出辐射强度增大有关。太阳辐射具体包

括太阳向宇宙空间发射的电磁波和粒子流。

“我们通常所说的核辐射，主要是指核设施、

人工活动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和人工装置所带来

的辐射。”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学院院长段涛

教授介绍道。

同样是辐射，为什么核辐射听起来特别可怕？

“核辐射作为一种电离辐射，其电离作用可

使机体受到损伤。生物体吸收核辐射的能量后，

一方面体内细胞物质的分子和原子发生电离和

激发，导致体内高分子键断裂破坏；另一方面机

体内水分子（水约占成年人体的 70%）电离形成

自由基，导致细胞变性甚至死亡，直至引起物质

代谢和能量代谢障碍。”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

学院杨玉山教授说。

杨玉山指出，核辐射造成的损伤程度取决于

射线种类、能量大小和人体器官对辐射的敏感性

等因素。“由于人体的机体结构最复杂，对辐射的

敏感性最高，因此耐辐射性最差。在核工业生

产、核辐射实践中必须保障人体的辐射安全。”

核电站是核能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核电

站作为能源设施，在设计过程中加入了多等级且

重叠的保护措施，其对环境产生的辐射微乎其

微，更不会发生‘核爆’。”段涛介绍，作为核能来

源，核电站设置有四重措施阻止放射性物质外

溢，这四重措施组成了核反应堆的隔离系统。

保障核电站安全的四大屏障分别是：放置核

燃料的氧化铀陶瓷芯块，它可以吸收 95%以上的

反应产物；由铅合金制作的燃料包壳，其能够将

核燃料芯棒密封；压力管道和冷却剂系统，该系

统能够将核燃料芯棒密封在耐高压系统中，防止

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反应堆外；反应堆厚度达 1米

的安全壳，安全壳能够防止放射性物体进出反应

堆并引起辐射扩散。

段涛表示，有了这四层屏障，核电站对周围

居民没有辐射，无须为核电安全担忧。核电站可

以在安全无辐射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能源。

四大屏障保障核电站安全

“核废料泛指在核燃料生产、加工中产生的

以及核反应堆用过的不再需要的并具有放射性

的废料。核电站数量的增加导致核废料也大量

增加。核废料具有放射性，是对人体产生辐射危

害的重要辐射源和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环境污染

源，核废料的处理是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的重要

组成部分。”段涛说。

据介绍，在各种核废料中，高水平放射性的

核废料由于其放射性强、毒性大、半衰期长、处理

技术复杂、处理成本高，已成为核废料安全有效

处理与处置的世界性难题。

“核废料的放射性不能用一般的物理、化学

和生物方法消除，只能靠放射性核素自身的衰变

而减少。目前的技术无法降低核废料的放射性

周期。此外，因核废料含多种元素，元素有各自

的半衰期，所以同样对待就会浪费资源。但是如

果想要分离各个同位素，对化学手段要求极高。”

彭朝荣解释。

核反应堆只能燃烧不到 1%的核燃料，剩余

的多为核废料，具有很大的放射性。而想要实现

核燃料的增值与嬗变，科学家们发现加速器驱动

次临界嬗变系统（ADS）是有效和最佳的选择。

实际上，该系统是加速器和反应堆的“结合

体”，由中能强流加速器（主要是质子加速器）、外

源中子产生靶和次临界反应堆构成。

“在 ADS 系统中，加速器产生的质子束流轰

击设在次临界堆中的重金属散裂靶件，引起散裂

反应，为次临界堆提供外源中子，使次临界包层

系统维持链式反应以便得到能量和利用多余的

中子增殖核材料和嬗变核废物。”杨玉山说，目

前，我国研发的 ADS 质子直线加速器采用超导

直线加速器结构，前端采用两个完全相同的、并

行的注入器互为热备份，以保证其可靠性。

“危害环境的长寿命核废物可通过该系统嬗

变为短寿命的核废物，进而降低放射性废物的储

量及其危害性，所以 ADS 系统在产能过程中产

生很少量的核废物，是最具潜力的核废料嬗变方

案，正越来越受到国际核能界的重视。”段涛说。

核废料嬗变方案正受到国际核能界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的核技术应用产业进入高速发

展期，从事核技术应用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

相关单位达 10000 多家。核技术应用不仅在工

业、农业、生命健康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也是国防建设、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核技术也有“接地气”的

一面：美味耐储存的泡椒凤爪，就跟核技术脱不

了关系。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杀菌技

术——辐照加工技术的加入，使得食物的口感和

味道得以长期保存。

有人不禁疑惑：“核辐射那么危险怎么还能

加工食物？”“辐照食品吃了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辐照过的食品是不是更难吃？”……

“接地气”的核技术应用无处不在

核能核电系列报道③

做足安全防护做足安全防护

核技术也能给美食当核技术也能给美食当““保安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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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专家的意见是不用担心。“辐照加工因

其节能、环保、高效的优势，已被广泛应用于灭

菌、食品保鲜、材料改性等多个领域，并逐步取代

传统加工方法，成为公认的新一代高效绿色环保

和节能型科技加工方法。”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

院长彭朝荣研究员介绍。

辐照技术就是利用射线与物质间的作用，电

离和激发产生的活化原子与活化分子，使之与物

质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与生物化学变化，导致

物质降解、聚合、交联、并发生改性。

其中，电子加速器作为一种提供高能电子束

的辐照装置，在辐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彭朝

荣介绍，利用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进行辐照

加工的技术手段更为安全、高效、经济，现已成为

辐照加工行业的发展趋势。“就安全性而言，电子

束辐照无需处理废源，无环境污染隐患，电子束

的产生和停止是通过电子加速器的开/关技术实

现的，电子加速器关机后即无射线发出，安全性

和可控性大大提高。”

段涛进一步解释，辐照加工技术主要采用放

射性高能γ射线或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作

为辐射源，射线能量较高，是潜在危害较大的一

类装置。“但是由于国家制定了《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以下简称《防护条

例》），辐射加工技术的安全应用有章可循，有法

可依，因此放射性活动的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的

健康与安全是有保障的。”

《防护条例》明确了辐照加工装置地址选择

应充分考虑水文地质结构和周围的环境条件，辐

照装置必须设置于单独建筑内，辐照室屏蔽设计

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严格

按年剂量当量限值控制；要求辐照室必须设有专

（兼）职放射卫生防护人员，装设良好的通风设

施、安装多道联锁装置、应急迫降装置和固定式

剂量监测仪表等，确保辐照加工技术应用中的安

全，让核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3月 29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闫文盛教授研究组与孙治湖副研究

员合作，通过磁性金属原子精确可控掺杂的策略，实现了二维石墨烯的室

温铁磁性。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石墨烯由于高载流子迁移率、长自旋扩散长度和弱自旋轨道耦合等

优良性质，被认为是下一代自旋电子学应用中极具前景的材料。如何在

本征抗磁的石墨烯中诱导出稳定的室温铁磁性，是石墨烯基自旋电子学

器件制备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科研人员基于以往二维过渡金属硫属化合物的磁性调控研究经验和

DFT 材料模拟设计，认为精确可控的磁性过渡金属（铁、钴、镍等）掺杂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案。为了克服将过渡金属原子嵌入石墨烯晶格的

巨大势垒，研究组利用氮原子构造锚定位点，将钴原子牢固地束缚在石墨

烯晶格中，从而提供稳定的局域磁矩，并通过钴—氮—碳之间的轨道杂化

形成铁磁交换作用，最终实现石墨烯的室温铁磁性。

磁性金属原子精确可控掺杂策略

实现二维石墨烯室温铁磁性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朱琳 记者金凤）3 月 28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

南京工业大学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

院陈永华教授团队的一项成果，近日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发表。研

究团队开创性地提出以一种多功能的离子液体作为溶剂，来替代传统

有机溶剂制备钙钛矿光伏材料，实现了黑相甲脒铅碘钙钛矿在室温、高

湿度环境下的稳定性，解决了传统钙钛矿光伏材料制备过程中的世界

性难题。

相比传统的单晶硅电池，钙钛矿光伏材料因具有轻薄、低廉、环保、

可柔性等优势成为研究热点。在传统认识中，钙钛矿光伏材料怕水、怕

空气，尤其是以甲脒基钙钛矿为代表的钙钛矿光伏材料非常“敏感”，需

要在惰性气体的保护下才能制备。同时在现有认知范围内，只有不超

过 5 种溶剂能被应用到钙钛矿材料中，如此多的“痛点”让其扩大应用

举步维艰。

“为什么不大胆假设一下钙钛矿也可以在高湿度的空气环境中制

备？”很快，陈永华团队将研究焦点集中到寻找一种环境友好、物理化学性

质稳定、可调和的溶剂上。2017 年，团队发现了一种绿色的质子型离子

液体，因其官能团的特殊性被引入制备过程。

“离子液体独特的阴离子和阳离子结构能够在溶液中形成庞大的氢

键网络，同时，有机阴离子与金属卤化物形成螯合物来调节前驱体溶液的

性质。其独特的化学作用能够有效调控钙钛矿的结晶动力学过程，从而

生长出高质量的钙钛矿薄膜。”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说。

基于离子液体的特性，研究团队在 2020 年构建出了高效稳定的

层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达到 18.06%。

甲脒基钙钛矿由于优异的性质，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接近理论极限效

率的材料，然而其稳定性差，极易在高湿度条件下分解。团队从多功能离

子液体溶剂的结构设计和制备出发，发现离子液体甲酸甲胺的羰基可以

与碘化铅中的铅产生螯合作用，胺基与碘形成氢键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离子液体甲酸甲胺作钙钛矿前驱体溶剂所制备的器件

最终实现了高达 24.1%的光电转化效率，并且，未封装的器件在 85摄氏度

持续加热和持续光照下，分别保持其初始效率的80％和90％达500小时。

绿色无毒、稳定高效、成本低廉，这项成果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大

规模生产利用创造了前提条件，陈永华说：“未来 5年，我们将致力于实现

钙钛矿电池面积从 0.1平方厘米放大到 100平方厘米，真正实现产业化大

规模应用。”

多功能离子液体作溶剂

钙钛矿不再“怕潮湿”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大脑是如何管理愤怒情绪，精确调控攻击

行为的？3 月 18 日，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

士段树民与虞燕琴教授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神经元》（Neuron）在线发

表研究论文，聚焦小鼠大脑杏仁核延伸区域——后侧无名质，发现激活

后侧无名质可触发情绪性攻击，揭示了多种攻击行为的梯度式编码方

式，揭开了愤怒情绪的面纱。

该无名质纵贯人类大脑前后脑区，其后半部分属于杏仁核延伸区

的一部分。在小鼠大脑中，它比外侧下丘脑的体积更大，比中央杏仁核

有更多细胞数量。研究团队通过记录无名质细胞活动，发现两只小鼠

在碰面并打斗后，无名质会变得异常活跃，类似于动员和调用“大脑中

的武装力量”，甚至在战斗前就响起“冲锋号”，提示接下来将会发起攻

击行为。

研究团队通过光遗传方法，激活后侧无名质的特定细胞，小鼠瞬间由

“平和状态”切换为“战斗状态”，随时准备发动攻击。小鼠还会有“怒目圆

睁”、呼吸加快、心率增加、身体颤抖等反映愤怒情绪的生理变化。

从生理学角度看，挑衅可唤起人类的愤怒情绪，甚至诱发暴力。研究

团队发现小鼠也是如此，多种威胁刺激会提高小鼠攻击的概率：越强的威

胁刺激，引发的攻击也越强。通过钙信号记录，后侧无名质神经元会形成

和表达不同强度的威胁刺激，导致愤怒情绪大小不同。

在实验中，通过对后侧无名质细胞进行光遗传学抑制，本身暴躁

爱打架的小鼠立刻变得温和，不再发生攻击，同时不影响小鼠其他社

交活动。如何控制不合时宜的攻击行为，将成为团队研究的下一个

重要目标。

激活大脑后侧无名质

可触发情绪性攻击

辐照加工因其节能、环保、高效的优势，已被广泛应用

于灭菌、食品保鲜、材料改性等多个领域，并逐步取代传统

加工方法，成为公认的新一代高效益绿色环保和节能型科

技加工方法。

彭朝荣
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