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记者 孙明源

关注全球变暖②

对于存在了46亿年的地球来说，一百万年也不过是须

臾而已。但是对于人类社会自身来说，百万年尺度上的气

候剧变是遥不可及的，9万年后才会到来的下一个冰期也无

须担忧，但是，接下来一千年乃至一百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才可谓迫在眉睫。

◎洪恒飞 柯溢能 本报记者 江 耘

前 沿
F R O N T I E R

地球因其宜居环境成为我们的家园，但实际

上，它并不是一颗温驯的星球，而只是在最近的

几十万年当中恰好处于适合人类生存的状态而

已。在地球的历史上，既有长达上千万年的严

寒，也有持续数百万年的酷热和暴雨。地球的气

温在数十亿年间一直在发生长时段的周期变

化。因此，衡量全球变暖，需在人类视角下进

行。我们关心全球变暖，是因为这一问题和人类

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质学讲师吴会婷介

绍，在讨论地球气候变化时，“尺度”是非常重要的

概念。地质学家把地球历史上大气和地表长期低

温导致极地和山地冰盖大幅扩展，甚至覆盖整个

大陆的时期称为大冰期。衡量大冰期的时间尺度

是百万年。从地球形成以来，至少出现过 5次大

冰期，每次大冰期持续时间可达上千万年。在大

冰期的极盛期，南北极冰盖的覆盖面积非常广，可

超过地表总面积的 30%。与之相对，在大冰期之

间，地球处于地质学家所称的温室期，温室期的地

球上没有任何大陆冰川（包括南北极）。

科学家估计，在地球 46亿年的历史上，超过

85%的时间是温室期。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冰期

只是温室期的“插曲”，但正如前文所说，“插曲”

一词是对数十亿年的时间尺度而言的。

吴会婷举例，大冰期的寒冷在“雪球事件”当

中尤其典型。“雪球事件”指距今 7.5亿—5.8亿年

间，地球经历了持续超过千万年的大冰期，一些

科学家推测，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平均温度一

度达到零下 50℃，整个地球都被冰冻了起来。

在“雪球事件”时期，只有少量生活在火山附近或

未结冰海域的生物得以幸存。

虽然并不是每个大冰期都像“雪球事件”发生

时这般寒冷，每个大冰期也都有自身的演化周期，

并非一直处于盛期，但是地球气候的演化周期之长

和波动幅度之大已经可见一斑。事实上，我们人类

今天就处于一个大冰期，即第四纪大冰期中，南极

洲和格陵兰的冰盖就是这一冰期的象征。在地球

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光，也就是温室期当中，平均温

度都比处于大冰期的当下高得多。而平均温度更

低的情况在历史上的大冰期内也不罕见。

当我们把观察尺度从百万年降低到十万年

时，就可以观察到大冰期内较小的冰期和间冰

期。大冰期本身由许多较短的周期组成，其中相

对较寒冷的时期被称为冰期，相对较温暖的时期

则是间冰期。当前的人类生活在约 1.1万年开始

的一次间冰期当中，比起约 1.8 万年前的第四纪

大冰期最盛时期，如今的年平均气温已经高了

15℃。科学家预计，下一个冰期将在约 9万年后

到来，“千里冰封”的世界到那时会再度降临。

地球尺度下的气候变化

人类如今正处于一次大冰期中

作为古生物学方向的学者，吴会婷补充说，地

质史上气候变迁对生物演化有着重大影响。例如

20多亿年前的全球性成氧事件导致了真核生物的

出现，2.5亿年前的超大型火山爆发事件，使得全球

气温增高、海水缺氧和酸化等，造成当时地球上的

生物大量灭绝，颠覆了全球海洋生态系统的面貌。

地球上为何存在大冰期—温室期这种以百

万年计的周期，大冰期内部又为何存在冰期—间

冰期这种以十万年计的循环？为了解释这些问

题，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大量假说，其中最有影

响力的是以南斯拉夫地球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米

兰科维奇命名的“米兰科维奇循环”。米兰科维

奇推测，冰期与间冰期的形成与地球轨道的变化

有关，取决于离心率、地轴倾斜度、北半球夏至位

置等因素。米兰科维奇提出的假说得到了后续

地质证据的支持，已经成为科学界普遍接受的理

论。至于大冰期的形成原因，科学界提出的可能

影响因素包括板块运动、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的

位置等。以“雪球事件”为例，科学家推测这次大

冰期的成因是板块运动带来的岩石风化消耗了

过多的二氧化碳，而结束的原因则是成千上万年

的火山喷发又释放积累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和地球历史上这些漫长的周期和剧烈的变

化相比，人类在数千年文明史当中经历的气候变

化显得微不足道。比起天体和板块运动，人类活

动对地球气候造成的影响看起来也像是沧海一

粟。那么，全球变暖对我们来说为什么重要？“怀

疑论者”“阴谋论者”的观点为何不可取？说到

底，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观察尺度进一

步缩小，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

气候变迁周期受多因素影响

地球轨道变化、板块运动等均作用其中

从长时段来看，天体和板块运动对地球气候

变化的统治力是绝对的，比起它们的力量，地表

生物就如同浮尘一般。然而，顽强的地球生命还

是在自身演化中发展出了影响气候的能力。在

气候变化以百万年尺度衡量的大张大合当中，作

为整体的生物起到的作用或许只能说是重在参

与。但是对于这些寿命只有几分钟到几百年不

等的生物本身来说，一丁点气候变化就可以说是

性命攸关了——人类也不例外。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化石科学研究

所工作人员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了人类在气候

变化史上的地位：在地球的历史上，有三类生

人类尺度下的全球变暖

我们的活动已改变气候正常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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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农科院）

最新消息，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以下简称植保所）作物病毒病害流行

与控制创新团队，研究发现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SRBSDV）通过病

毒外壳蛋白与白背飞虱家族的膜融合相关蛋白互作而进入到中肠上皮

细胞的囊泡，并融合形成一个大的囊泡，最终突破中肠细胞释放大量病

毒粒子，以实现病毒高效传播。相关研究成果新近在线发表于《分子植

物病理学》。

团队首席、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王锡锋介绍，自然界中近 70%的

植物病毒传播需要依靠介体昆虫。如蚊子可以传播登革热病毒，蚊子就

是介体昆虫。介体昆虫在取食植物韧皮部汁液时，植物病毒尤其是持久

型病毒会随着汁液被摄入昆虫肠道中，通过跨越上皮细胞进入血淋巴，借

助昆虫的循环系统到达唾液腺。再次取食时，病毒会随着唾液进入健康

植物体内。介体昆虫的高效传毒是导致病害暴发流行的关键，而突破中

肠是病毒进入昆虫体内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屏障。

团队以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毒和介体白背飞虱为对象，电镜观察发

现很多病毒存在于肠道上皮细胞的囊泡中，同时在靠近血腔一侧的细胞

膜附近形成一个包裹大量病毒的大囊泡。通过互作筛选发现病毒的外壳

蛋白 P10 与两种囊泡相关膜蛋白 VAMP7 和 Vti1a 互作，含有 VAMP7/

Vti1a 的复合体主要参与细胞的物质运输。介体昆虫获毒后，病毒与

VAMP7 或 Vti1a 在细胞中随着时间的延长共定位逐渐增多，并由细胞质

转移到细胞膜上。干扰 VAMP7或 Vti1a表达后不影响病毒进入肠道及在

肠道中的积累，但显著降低了病毒在血淋巴的积累量，同时抑制了传毒

率。这说明病毒通过与 VAMP7 和 Vti1a互作、利用介体囊泡运输系统进

行自身的运输和扩散。

该项研究揭示了植物呼肠孤病毒可以通过劫持囊泡克服媒介昆虫中

肠逃逸障碍的关键机制，为囊泡运输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见

解，同时为阻断病毒病的传播提供候选靶标。

昆虫当中介

植物病毒实现高效传播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梁

海伟教授课题组与李微雪教授课题组等开展实验和理论合作研究，成

功量化抑制催化剂烧结的临界颗粒距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备高担

载量纳米催化剂的有效策略。该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
通讯》上。

负载型金属纳米颗粒催化剂的烧结问题一直是研究热点。特别在

高温下，由于表面能随着粒径的减小而急剧增加，金属纳米颗粒有很强

的烧结倾向，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活性金属表面积的损失，导致催化

剂失活。催化剂烧结需要跨越颗粒间距建立接触才能发生，颗粒间距

在催化剂烧结中起到关键作用，但迄今缺少相关定量化研究。

研究人员首先使用具有不同比表面积的碳载体，通过调控金属载

量构建出不同颗粒间距的催化剂体系，并考察其在高温 900℃下的烧结

情况。高角环形暗场透射电镜和 X 射线衍射表征发现存在明显的抑制

金属烧结的临界担载量和临界颗粒距离。基于此，研究人员定量化出

抑制催化剂烧结的临界颗粒距离。

通过结合烧结动力学理论研究，研究人员得到颗粒在载体表面扩

散的动力学关系，并发现临界颗粒距离取决于金属和载体相互作用的

强度。进一步，研究人员探索了该类催化剂在高温丙烷脱氢催化反应

中的抗烧结特性，说明了临界颗粒距离的定量化研究对实际催化反应

的意义。

抑制催化剂烧结的

临界颗粒距离被成功量化

科技日报讯（李迪 陈科）近期，一项研究表明，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

统总体是重要的碳汇且持续增强，将对气候变暖形成负反馈。8 月 9 日，

相关研究结果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西藏生态

环境创新团队与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兰州大学等合作，通过综合定位监测、

控制试验和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进行了这项对青藏高原陆地生态系统碳

源汇现状及动态的系统研究。

气候变暖会造成二氧化碳持续排放，为何该研究表明青藏高原高寒

生态系统总体将对气候变暖形成负反馈？“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变化对我国乃至北半球的气候系统

影响强烈，被称为气候变化‘启动器’‘调节器’。”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科

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王小丹说，高原气体总体变暖变湿

有利于植被生长，近 20年来以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为主的一系列重大

生态工程实施，使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综合效益显著。

此次研究发现，青藏高原 32 个监测点中 26 个呈现净碳汇状态，区域

净碳汇是此前科学界预期的 4倍。高寒生态系统净碳汇最强值出现在约

海拔 4000米左右。碳交换的温度敏感性分析发现，水热同期的夏天碳固

定速率系统性地高于冬季碳释放对温度的敏感性，且这一现象在更高海

拔地区更加明显。

此外，16 个控制实验结果显示，青藏高原碳汇在模拟变暖情境下总

体呈现增强趋势且存在阈值，模式模拟也表明青藏高原暖湿化对碳固定

的促进超过了冻土碳释放的影响。

王小丹表示，该研究为理解高寒冻土区生态系统碳过程和区域碳平

衡提供了新的认知，也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关键功能量化和重大生

态工程时空格局优化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

将对气候变暖形成负反馈

教科书上的化学反应均以单分子形式进行

概念描述，但实验中得到的却是大量分子的平

均结果。一瓶 380 毫升的水，约含有 1025个水分

子，投入金属钠会产生激烈的反应。那么，宏

观可见的化学现象，具体到单个分子是怎样的

表现？

单分子实验是从本质出发解决许多基础科

学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虽已有单分

子荧光显微镜技术、冷冻单分子电镜技术等诺

贝尔奖级别的成果问世，但观察、操纵和测量

最为微观的单分子化学反应仍是科学家面对的

长期挑战。

8月 11日，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化学系

冯建东研究员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发表

封面文章。浙大团队以电致化学发光反应为研

究对象，发明了一种可以直接对溶液中单分子化

学反应进行成像的显微镜技术，并实现了超高时

空分辨成像。该技术可实现更清晰的微观结构

和细胞图像，在化学成像和生物成像领域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

捕获分子发光信号 1秒
内连拍上千张图片

电致化学发光，是指具有发光活性的物质在

电极表面通过化学反应实现发光的形式，可令分

子产生光信号，在体外免疫诊断、成像分析等领

域已有应用。

“在溶液体系还难以开展单分子化学反应的

直接光学捕捉。”冯建东介绍，单分子化学反应伴

随的光、电、磁信号变化非常微弱，而且化学反应

过程和位置具有随机性，很难控制和追踪。

如何实现微弱乃至单分子水平电致化学发

光信号的测量和成像？如何在电致化学发光成

像领域实现突破光学衍射极限的超高时空分辨

率成像，即超分辨电致化学发光成像？3 年来，

冯建东团队致力于这两大难题的研究，通过联用

自制的具有皮安水平电流检出能力的电化学测

量系统以及宽场超分辨光学显微镜，搭建了一套

高效的电致化学发光控制、测量和成像系统。

“团队通过搭建灵敏的探测系统，将电压施

加、电流测量、光学成像同步起来，通过时空孤立

捕获到了单分子反应后产生的发光信号。”论文

第一作者、浙大化学系博士生董金润介绍。

从空间上，研究团队通过不断稀释，控制溶

液中的分子浓度实现单分子空间隔离。时间上，

通过快速照片采集，最快在 1 秒内拍摄 1300 张，

消除邻近分子间的相互干扰。

利用这套光电控制和测量平台，团队首次实

现单分子电致化学发光信号的空间成像，其成像

特点在于无需借助外界光源，可在暗室操作。

多重曝光合成叠加 实
现纳米级超高分辨率

现如今，传统光学显微镜在数百纳米以上的

尺度工作，而高分辨电镜和扫描探针显微镜则可

以揭示原子尺度。“但能够用于原位、动态和溶液

体系观测几个纳米到上百纳米这一尺度范围的

技术非常有限。”冯建东提到，这主要在于受到光

的衍射极限限制，光学成像分辨力不足，即相邻

很近的两个点难以分辨。

为此，冯建东团队在获取单分子信号图像的

基础上，着手研究电致化学发光的超分辨成像。受

到超分辨荧光显微镜技术的启发，研究团队利用通

过空间分子反应定位的光学重构方法进行成像。

“好比人们夜晚抬头看星星，可以通过星星

的‘闪烁’将离得很近的两颗星星区分开一样。”

冯建东介绍，技术原理即通过空间上的发光位置

定位，再把每一帧孤立分子反应位置信息叠加起

来，就能构建出化学反应位点的“星座”。

为验证这一成像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定位算

法的准确性，研究团队通过精密加工的方法，在

电极表面制造了一个条纹图案作为已知成像模

板，并进行对比成像，条纹间隔为几百个纳米。

记者看到，该微纳结构的单分子电致化学发

光成像与电镜成像结果高度吻合。而且，单分子

电致化学发光成像将传统上数百纳米的电致化学

发光显微成像空间分辨率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

24纳米。

研究团队进而将该成像技术应用于生物细

胞显微成像，以细胞的基质黏附为对象，对其进

行单分子电致化学发光成像，观察其随时间的动

态变化，成像结果与荧光超分辨成像可关联对

比，其分辨率也可与荧光超分辨成像相媲美。

“相比于荧光成像技术，电致化学发光成像不

需要对细胞结构做标记，意味着不易影响细胞状

态，对细胞可能是潜在友好的。”冯建东表示，未来，

这项显微镜技术将作为一项研究工具，在单分子水

平揭示更多化学奥秘，也有助于揭示更为清晰的生

物结构和看清生命基本单位细胞如何工作。

让分子自己发光，这项技术看清了单分子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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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通过改变碳循环影响到了气候变化。首先出

现的是光合作用生物（藻类），它们具备把二氧

化碳转换为氧气的能力，固定了原始大气中

90%以上的二氧化碳。随后出现的是分解者

（土壤微生物），它能够分解植物纤维，把二氧

化碳放回大气，使得碳循环得以建立。正是因

为这两者的先后出现，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冰室

效应，尔后又被化解。

三者中最后出现的人类，在最近 200年方才

获得影响气候的能力——进入工业时代的人类

挖掘出地下的化石燃料，并通过大规模消费使其

释放出二氧化碳。人类活动打破了地球生物数

亿年来维持的碳循环，在 200年内实现了自然界

原本需要数千万年乃至数亿年才能完成的化石

碳库释放——这就是“全球变暖”的起源。

在科学界，全球变暖问题也曾经历整整一个

世纪的争议。科学家们难以论断，人类活动是否

有能力对地球气候造成哪怕比较微小的影响，以

及当下的气候变化是不是自然界周期的正常表

达。然而到 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

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确实存在，而且这种影响已

经大到了改变正常变化轨迹的地步，全球变暖由

此才成为科学界和政界的共识。

“我们发现，当下地球上生物物种数量、气候

变化的速率和幅度，实则已经远远超过了地质历

史时期曾发生过的最惨烈、最严重的生物大灭绝

事件。”吴会婷说，“目前，科学家正在深入研究地

球早期生命的起源演化过程同气候变化的关系，

并用大数据分析趋势。”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牛羊打嗝、放屁释

放甲烷，野猪觅食破坏土壤都会增加碳排放。其

中，畜牧业排放温室气体的问题已经得到国际组

织和各国政府重视，野猪活动排碳则是科学家在

2021 年新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过，比起这些动

物活动，人类对化石能源的消费才始终是温室气

体排放的主导因素。

地质学家很少关注十万年以下尺度的研究

问题。对于存在了 46 亿年的地球来说，一百万

年也不过是须臾而已。但是对于人类社会自身

来说，百万年尺度上的气候剧变是遥不可及的，9

万年后才会到来的下一个冰期也无须担忧，但

是，接下来一千年乃至一百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才可谓迫在眉睫。正是在属于人类的时间尺度

上，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才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保护环境，努力维持适宜的气候，力争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归根结底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