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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仪器除了探测可见光到短波红外，还可以探测紫

外、中红外和热红外等波段。如果把高光谱设备比作一台

相机，它的功能就是可以在每个光谱波段拍一张照片，比

如有的传感器在 400—2500 纳米范围内有 330 个光谱通

道，就意味着，它一次能拍摄同一个区域的330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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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颉满斌

在生态系统中，旱区生态系统由于其脆弱

性和低稳定性，成为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最

敏感的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之一。

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旱区的

干旱程度加剧，旱区生态系统正面临着严重退

化的风险。因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

尤其多功能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调控机制，

以及旱区生态系统如何长期有效维持功能多样

性并为人类社会服务，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核

心和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国内外生态学者一直

力求攻克的重大科学问题。近日，一项新的研

究成果在线发表在《自然·通讯》上，为这一科学

问题提供了新的视点。

干旱对土壤功能的负效
应可能被低估

自 2013 年以来，兰州大学邓建明团队通过

在我国北方旱区建立东西横跨近 5000公里直线

距离的自然样带，连续进行多年野外大规模调

查取样。他们收集了 2 万余份样品/数据，结合

室内控制实验，联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瑞士

苏黎世大学，利用二代高通量测序等技术，揭示

了植物和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多功能

性的影响与调控模式，将随着气候与环境条件

的改变而变化，而并非遵循某一具有普适性的

调控模式。

相比于单个土壤功能，土壤多功能性对干

旱的响应更敏感。因此，对单个功能或过程

分析的结果往往会低估干旱对土壤功能的负

效应。细菌、真菌和古菌等土壤微生物多样

性及土壤功能与多功能性，沿干旱梯度呈非

线性变化趋势，且植物和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与多功能性关系的相对强度沿干旱梯度发生

了转变。

针对研究中发现的转变机制，研究者提出，

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动态变化主要由植物多样

性及其生产力和土壤微生物多样性进行联合调

控；在半干旱与干旱半湿润区等低干旱水平下，

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植物多样性及其生产力

快速下降成为土壤多功能性的关键限制性因

素，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及其功能服务则相对冗

余，即土壤多功能性遵循自下而上的调控原理，

因此可预测植物多样性与多功能性将呈现较强

的正相关。相反，在高干旱水平下，如在干旱与

极旱区，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土壤微生物多样

性及其生物量的急剧下降，以及生物残体分解

难度大幅增加和分解速率的下降，致使土壤微

生物多样性成为土壤多功能性的关键限制性因

素，即土壤多功能性遵循自上而下的调控原理，

因此可预测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与多功能性将呈

现较强的正相关。

上述科学假说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野

外调查实验与室内控制实验验证。

更重要的是，研究团队还发现，随着干旱胁

迫的增加，植物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对多功能

性的调控机制在约 0.8 的干旱水平（即干旱与半

干旱气候的分界线），将由自下而上的调控模式

转变为自上而下的调控模式。

高排放情景下我国旱区
或将大幅扩张

研究者对在未来中等排放情景（RCP4.5）和

高排放情景（RCP8.5）下，我国北方干旱与极旱

区（干旱水平高于 0.8）的面积变化特征也进行了

进一步的预测。

他们提出，在高排放情景下，21 世纪末该区

域面积相比 1970—2000 年，将扩张高达 28%，扩

张将主要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和东部。

该研究结果对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因地制宜

地制定我国旱区的生态管理与保护政策等方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如在低干旱水

平区域，植物多样性及其生产力是影响生态系

统功能与稳定性关键限制性因素，这意味着该

区域的生态保护更应优先保护植物多样性；而

在高干旱水平区域，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作为影

响生态系统功能与稳定性关键限制性因素，因

此，更优先保护该区域的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如

土壤结皮则极为重要。

保护旱区生态 目光别只停留在植物上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 通讯员胡红波）记者 9月 14日从内蒙古大

学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悉，基于人工智

能的算法，我科研团队研发了首个人类植入前胚胎谱系机器学习预测分

析平台（以下简称分析平台），通过增量特征选择算法来预测人类植入前

胚胎的“秘密”。与此同时，科研团队还研发出造血干细胞（HSC）分化发

育阶段预测器，可帮助临床医学人员更好地理解 HSC 在发育过程中的分

化命运。

了解人类早期发育的遗传基础不仅对哺乳动物胚胎发育机理和干细

胞生物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再生医学、不孕症治疗以及更好地了

解先天性疾病的原因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近年来，高通量测序、单细胞组学和基因组编辑等前沿生物技术的快

速发展以及早期人类胚胎新型干细胞模型的构建，使得利用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等数据科学方法，直接在人类细胞和胚胎中进行功能基因组相

关的生物信息学研究变得可行。

内蒙古大学该科研团队负责人左永春教授介绍，他们创建的分析平台将

前沿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集成了三种特征选择方法，即主成分

分析、F-score算法和方差平方系数；以及四种不同组合的经典人工智能算

法，并通过增量特征选择算法来预测人类植入前胚胎谱系细胞。使用该平台

预测的因子能够分类不同的胚胎谱系及其发育轨迹，并对候选谱系特异性基

因进行详细讨论，以探索胚胎异质性的转变。因此，该工具可以快速有效地

揭示潜在的谱系特异性和阶段依赖性生物标志物，并为发育生物学研究提供

新的见解。

前沿生物技术结合算法

揭示人类植入前胚胎的“秘密”

据新华社讯（记者金地 董瑞丰）记者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获悉，科学家在内蒙古中部发现了一批约 2000万年前的短面猬化

石。经研究发现，这种在地质历史上只“短暂”存在过的猬科动物，可能与

现生的多种刺猬一样有着非凡的扩散能力。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已在线发

表在国际期刊《历史生物学》上。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所李录博士介绍，短面猬的化石十分稀

少，这批化石主要包括准噶尔合短面猬较为完整的头骨及其他两种短面

猬的下颌、牙齿等。

短面猬，顾名思义，具有奇特的面部短缩的特征。“短面猬头骨尤其是

面部按照长宽比例相较其他猬科动物短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牙齿数

量也更少。这种特殊的形态可能是为了改变食性，从而减少和其他猬科

动物及习性相似动物的竞争。”李录说，比如短面猬具有和食肉类动物相

似的裂齿，这可能意味着高度的食肉性。猬科动物是机会主义者，捕食对

象以无脊椎动物为主，但短面猬可能更偏向于捕食脊椎动物。

据介绍，短面猬亚科在约 3000 万年前出现在蒙古国，在约 2100 万年

前的早中新世开始在北美洲西部出现，而已知的最晚纪录是在约 900 万

年前晚中新世的美国。相比亚洲其他短面猬，准噶尔合短面猬与北美洲

短面猬的亲缘关系更加密切。据此推测，与准噶尔合短面猬关系密切的

一支短面猬，可能在早中新世早期和若干食肉类动物一起扩散至北美洲。

而化石的发现地与首次发现准噶尔合短面猬的新疆富蕴距离超过

2000 公里，也证实了短面猬和现生的多种刺猬一样具有非凡的扩散能

力。3种短面猬化石的发现表明短面猬在适宜的环境中具有相当高的分

化和多样性。

尽管有着很强的扩散能力，但相比其它猬科动物，短面猬的存在时间

却很“短暂”。李录解释，扩散能力不能作为衡量动物生存适应性的唯一

指标，灭绝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短面猬可能以食肉为主，这导致其食

性与其它猬科动物相比过于单一；非常特化的形态特征给短面猬预留的

形态变化余地非常少，这使其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调整；而气候环境变化

导致包括短面猬在内的北美洲所有猬科动物在晚中新世全部灭绝。

2000万年前短面猬化石现身

这种动物或有强扩散能力

9月 7日 11时 0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四号丙遥四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高光

谱观测卫星。该卫星的使命是对我国大气、水

体、陆地环境进行高光谱观测。

作为遥感技术的前沿领域，高光谱遥感对于

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个比较“遥远”的专业名词。

其实，高光谱的含义并不神秘。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专访时，高光谱观测卫星副总设计师李云端

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信息中心遥感大数据方向

负责人毛星做出了相关的科普。

原来，高光谱遥感就像一只“眼睛”，只是它

探测的光谱范围比人眼宽得多，也精细得多。而

地面上的每种物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谱特征，就

像“指纹”一样，专家通过高光谱遥感卫星获得的

光谱信息就能识别出地物成分。

在高光谱观测卫星上，一共装载着七台遥感

仪器，包含两台陆表成像仪与五台大气成分探测

仪，探测谱段覆盖了从紫外到长波红外谱段，采

用高光谱及高精度偏振等多种手段，获取大气和

地表的空间几何、辐射、光谱和偏振等多种信息。

之所以说高光谱观测卫星就像“眼睛”，是因

为卫星和人眼一样，都是通过获取光谱来采集信

息的。但是，人眼的观测范围十分有限，仅限于

对可见光频率范围内的观测，而高光谱观测卫星

的“可见”范围要广得多。毛星介绍说，遥感仪器

除了探测可见光到短波红外，还可以探测紫外、

中红外和热红外等波段。如果把高光谱设备比

作一台相机，它的功能就是可以在每个光谱波段

拍一张照片，比如有的传感器在 400—2500 纳米

范围内有 330 个光谱通道，就意味着，它一次能

拍摄同一个区域的 330张照片。

李云端以卫星上搭载的七台遥感仪器为例

进行了深入解读：“卫星上搭载的可见短波红外高

光谱相机可以在可见光到短波红外范围内连续光

谱成像，它探测的光谱范围比人眼宽得多，也精细

得多。它可精细识别各种地物，可以应用于生态

环境监测、水体环境监测、地质找矿等领域。卫星

上的另外六台载荷也很有特点，如全谱段光谱成

像仪能获取中长波红外谱段的地物辐射信息，精

确探测地物温度和干旱等情况。大气痕量气体差

分吸收光谱仪可以获取紫外到可见光的高光谱信

息，探测大气中二氧化氮等污染气体，这种大气中

二氧化氮的浓度大概为10ppb量级（ppb为十亿分

之一），探测精度必须要求很高。多角度偏振成像

仪和高精度偏振成像仪两台仪器对大气联合探

测 ，可 以 监 测 全 球 大 气 细 颗 粒 物 污 染（PM2.5/

PM10）情况。温室气体监测仪可以同时探测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吸收性气溶胶探测仪可以

在有薄云的情况下高分辨率探测雾霾分布。”

卫星收集到大气和地表的光谱信息，包含了

各种目标地物的光谱特征，这些地物都有自己独

特的光谱特征，就像人的指纹一样，而科学家就

可以利用这些光谱信息识别出地物成分。

可以识别“指纹”的“天眼”

我们可以将地物的光谱特征比作指纹，但现

实当中的指纹识别是存在模糊、混淆等问题的，

高光谱观测卫星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呢？毛星

表示，在高光谱观测的实际应用中很容易存在异

物同谱和同物异谱的现象，例如树和草地的光谱

曲线有时看起来就是差不多的，同一棵树从两个

位置观测得出的光谱曲线也可能存在差异。实

际应用当中，为避免以上这两种情况，科学家不

仅会利用物体的光谱信息，还要结合物体的空间

位置信息来进行区分。

除了异物同谱和同物异谱等问题，李云端介

绍说，当高光谱仪器的一个像元中观测到多种物

质时，会出现光谱混叠的现象。科学家依靠成熟

的算法解开混叠，该算法可以根据不同成分对光

谱的影响程度，计算出不同成分的含量。此外，

科学家们还在研发新一代高光谱成像仪，以进一

步提高成像仪的空间分辨率，使获取的光谱“更

纯”，一定程度上减少光谱混叠。

光谱识别的困难可以依靠算法解决，听起来

同样难办的“物理遮挡”也有先进仪器和算法来

专门对付。对于云层造成的阻碍，李云端解读

说，云层确实会阻挡可见光和红外观测地表，但

高光谱观测卫星上的吸收性气溶胶探测仪可以

通过紫外线透过薄云观测雾霾和吸收性气溶胶

的分布情况。毛星补充说，高光谱观测除了传统

的去云技术，也有研究在用一些深度学习技术去

还原云层遮挡部分。

而对植被，作为农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毛

星表示，植被一般是研究目标或者背景地物，不

是干扰项。李云端提醒，生态环境、农业和林草

等用户都需要直接观测植物，因此它本身就是重

要的观测目标。在需要观测地表时，植被确实会

造成阻碍，但植物会吸收土壤中的成分，不同成

分的土壤会改变植物叶子的光谱曲线。比如，已

有文献表明植物叶子的光谱曲线与地下的油气

资源有较强的相关性。

先进技术解决遮挡、混叠问题

今年7月，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重大专项工程

中心的工作人员曾向科技日报记者解读高分专项

和具体应用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来说，我们提供

的高分数据就像是食材，各个机构开发出的具体应

用就像是菜肴。我们的期望就是政府部门和社会

力量能把数据用好，把这道菜做好。”在得到“生食

材”观测数据之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还需将其进

行处理、分析，才能形成有价值的“佳肴”研究成果。

李云端解读说，获取数据后还有很多工作，

不同类型遥感仪器的处理也不一样。总的来说，

分析流程可以分为数据处理和生成产品两大部

分，地面系统负责进行数据处理，各用户完成产

品生成工作。而地面处理主要包括辐射定标、光

谱定标、几何定位等工作，有的干涉型载荷还需

要进行谱复原等处理。在这个基础上，用户可以

利用卫星数据生成七十多种产品。

作为高分数据的用户之一，毛星表示，高光

谱遥感在农业应用中十分广泛，可以用于农作物

估产、长势监测、病虫害识别、农作物精细分类、

杂草识别等工作。李云端介绍说，除农业领域以

外，卫星也将为国内各行业用户提供亟须的高精

度、高光谱遥感数据，包括我国环境的综合监测

和监管，以及自然资源勘查、防灾减灾、林业资源

清查、气候变化研究等领域。

此外，高光谱观测卫星有个值得一提的功

能——它是我国目前唯一可用于大气污染气体

探测的有效载荷，可单日覆盖全球污染气体监

测，服务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及“臭氧和 PM2.5

协同探测”等国家战略。大气主要温室气体监测

仪（GMI）可实现 1—4ppm 的二氧化碳探测和

30ppb 的甲烷探测，让碳排放无所遁形，为我国

“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用好数据是最后一关

天上的天上的““眼睛眼睛””
这样看清地面物体的这样看清地面物体的““指纹指纹””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据新华社讯（记者董雪 周琳）形似长着须子的小鱼，可以在人体血糖

环境中游动，当环境达到设定条件就能自动降解，释放出药物……近期，中

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陶虎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夏小霞、

钱志刚合作，用基因重组的蜘蛛丝蛋白3D打印出纳米机器人，加工精度达

到 14 纳米，这一技术有望用于智能仿生感知、药物递送纳米机器人等领

域。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

人们生活中毫不起眼的蜘蛛丝，其实是自然界中的一种高强度纤维，

它的硬度和韧性甚至要比同尺寸的钢丝强上一倍，但缺点是产量小且非

标准化。

为了批量获得“升级版”蜘蛛丝蛋白，研究人员从天然蜘蛛丝中提取

出一段强度表现好且重复性好的基因序列，转入大肠杆菌中培养，进而生

成 3D打印所需的蜘蛛丝蛋白。

用电子束进行三维光刻可以进一步提高加工精度，但此前由于各类

材料强度不够，电子束三维光刻容易坍塌。因为经常与蚕丝、蜘蛛丝打交

道，陶虎想到了蜘蛛丝蛋白。“太不可思议了！蜘蛛丝蛋白天然抗菌，力度

好，可降解，成功实现三维光刻，并将 3D打印的加工精度从百纳米级提升

到了 14纳米。”陶虎说，“14纳米相当于蜘蛛丝蛋白单个分子的尺寸，已经

迫近了精度极限。”

因为要在血液等环境中游动，纳米机器人被设计成了鱼的形状，“小

鱼”身上最精细的部位是它的须子，只有 50纳米粗细，约为头发丝直径的

千分之一。

有趣的是，这样 3D 打印出来的“小鱼”虽然没有动力系统，但却可以

在人体血液中自由游动。研究人员从基因层面对蜘蛛丝蛋白做功能化修

饰，使“小鱼”可以将人体内普遍存在的葡萄糖作为生物燃料，发生化学反

应生成氧气，一个个包裹着氧气的小气泡围绕在“小鱼”周围，当气泡破裂

便可驱动“小鱼”向特定方向游动。

加工精度达14纳米

蛛丝机器人可在人体内游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