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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地球

和空间科学学院倪怀玮教授课题组在超临界地质流体演化过程和机制研

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近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于国际地

球化学知名学术期刊《地球化学论点通信》。

地球内部流体就像固体地球内部的“血液”，对于物质和能量的传

输发挥重要作用。岩石主要是硅酸盐成分，而常见的流体包括富水流

体和以硅酸盐为主的岩浆熔体，通过火山喷发可到达地表，二者之间混

溶程度通常很低。但在地球深部的高温高压条件下，硅酸盐和水可以

完全混溶，形成成分比岩浆熔体“稀”、但比富水流体“稠”的超临界地质

流体。超临界地质流体具有复杂的成分和结构、超常规的物理化学活

性，可以促进地球深部物质循环，迁移元素富集成矿，甚至引发深部地

震。但超临界流体实验研究难度很高，特别是目前对超临界流体的演

化行为仍严重缺乏了解。

为了深入认识地球内部超临界流体的演化，倪怀玮教授课题组利

用水热金刚石压腔，原位观测了硅酸盐—水体系超临界流体随着温度

和压力降低而发生的相分离过程。实验结果显示，除了常规的成核—

生长机制外，超临界流体还可以通过旋节分解机制发生相分离。而且，

由于硅酸盐组分和水的动力学性质存在很大差别，弛豫较慢的硅酸盐

组分可以支撑弹性应力，在流体中形成了硅酸盐熔体的网络结构。当

温度进一步降低时，界面张力越来越大，导致熔体网络坍塌。

该研究首次发现超临界流体旋节分解和形成熔体网络，从而揭示

了一种全新的超临界流体演化机制。这种熔体网络结构有利于矿物

结晶时同时捕获不同比例的硅酸盐熔体和富水流体，形成一系列成

分有别的流体包裹体。同时，旋节分解这种整体分离机制可以极大

地提高熔体和流体相分离的效率，这可能对岩浆热液矿床的形成具

有重要意义。

地质流体演化新机制

或有助岩浆热液矿床形成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以下简称

中科院金属所）获悉，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卢磊研究员团队与国外

合作者在高熵合金综合性能与独特变形机制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

关研究结果近日在《科学》上在线发布。

长期制约传统金属结构材料发展的“强度—塑性”倒置关系在高熵合

金中普遍存在，原因是其塑性变形机制往往被认为与传统金属材料并无

本质差别。因此，迫切需要借助新颖的微观结构构筑来揭示高熵合金是

否具有独特变形机制，以丰富金属材料的有效强韧化策略。

中科院金属所研究人员通过一种简单、高效的小角度往复扭转梯

度塑性变形技术，保持 Al0.1CoCrFeNi 高熵合金棒材样品中的初始晶粒

大小，但在晶粒内部成功引入百纳米尺度位错胞稳定结构，并实现了位

错胞结构从样品表面至芯部的梯度序构分布和可控制备。拉伸结果表

明，梯度位错胞结构不仅显著提高材料屈服强度，同时还使其保持良好

的塑性和稳定的加工硬化。梯度位错结构高熵合金的强塑积—屈服强

度匹配明显优于文献报道中相同成分的均匀或梯度结构材料。同时，

进一步揭示了高熵合金特有的层错强韧化变形机理，这种层错强化完

全不同于传统结构材料的全位错强化，而与高熵合金中空间波动的低

层错能、纳米尺度位错胞结构以及梯度序构效应引起的复杂应力场密

不可分。

该研究表明简单、易行的往复扭转梯度塑性变形技术可广泛用于梯

度结构材料的构筑与制备，具有重要的基础研究和应用价值。

往复扭转梯度塑性变形技术

可用于梯度结构材料构筑

几年前，一种在 6600 万年前与恐龙一起灭

绝的原始鸟类——反鸟，在河南被发掘出一件保

存完好的骨骼化石。这件反鸟骨骼化石，距今

7000万年。

为纪念反鸟骨骼化石发现者之一、对河南

古生物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研究员吕君昌，这一化石被命名为君

昌豫鸟。

10 月 9 日，在吕君昌逝世 3 周年纪念日，君

昌豫鸟在河南自然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而在

此前不久，河南自然博物馆和法国巴黎文理研

究大学、美国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合作的论文

《河南上白垩统秋扒组一种保存完好的新种反

鸟，以及反鸟与现代鸟类的趋同演化》，在国际

知 名 地 质 学 期 刊《地 质 学 杂 志》（Geological

Magazine）上发表。

君昌豫鸟化石代表新的
演化支系

这件君昌豫鸟骨骼化石发现地点在河南省

栾川县秋扒乡一带，时代属于晚白垩世。该地点

还曾发现多种古脊椎动物，包括恐龙、蜥蜴、龟鳖

类、哺乳动物等。

君昌豫鸟是迄今河南发现的中生代唯一的、

最古老的鸟化石，其头骨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

最好的反鸟头骨化石。

参与发现的河南自然博物馆古生物研究室

主任贾松海介绍，君昌豫鸟化石标本代表了一个

新的演化支系，为晚白垩世反鸟骨骼学提供了重

要的新证据，并揭示了与现代鸟类趋同演化的有

趣实例，特别是在头骨的形态方面，填补了现代

鸟类与反鸟类在进化史晚期的一个尚未被认识

的空白。

反鸟之名源于其特殊骨
架结构

作为一种已经灭绝的古老鸟类，反鸟在白垩

纪经历了广泛的适应性辐射，然后在白垩纪末期

消失。君昌豫鸟的发现证明在距今 7000万年左

右，中原地区已经有鸟类的活动。反鸟类是中生

代鸟类中最多样化的分支，占所有中生代鸟类多

样性的一半，被认为是第一次鸟类适应性辐射的

代表成员，它们的繁盛要早于新生代新鸟类的适

应性辐射，反鸟类在地球历史上曾有超过 6500

万年的演化历程。

贾松海说，反鸟之所以被称为“反”鸟，是因

为它们特殊的骨架结构。反鸟的肩胛骨和乌喙

骨的连接方式与今鸟正好相反。除此之外，反鸟

和早期今鸟区别并不大。

鸽子大小的君昌豫鸟具有反鸟的特征，但是

其头骨和现代鸟类接近。和大多数反鸟不同，君

昌豫鸟的喙部不具牙齿，大脑似乎像进步的鸟类

一样，有一定的旋转，一些骨头之间连接的消失

使颌部相对于头骨的活动性大于其它反鸟，和进

步鸟类接近。

但同时，君昌豫鸟也不可能是现代鸟类的

“祖先”。君昌豫鸟和现代鸟类分享的相似特征

是趋同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相似的特征

是在不同的进化体系里独立形成的。这一发现

表明，原始鸟类的一些种类如反鸟，和现代鸟类

沿着同一方向进化。

与恐龙一起灭绝
这种“天生反骨”的古老鸟类长啥样

君昌豫鸟科学君昌豫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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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根据生物进化史，哺

乳动物的出现经过了从地球生命起源到远古鱼

类诞生，继而部分鱼类从海洋走向陆地，开始

出现两栖乃至真正脱离水环境的羊膜动物，之

后羊膜动物的一部分继续演化，哺乳动物诞

生的漫长历程。其中从鱼类走上陆地到第一个

哺乳动物的出现花了大约 3 亿年。

哺乳动物中有一类被称为“海兽”的特殊群

体——海洋哺乳动物。在上岸后，其不同支系

又分别独立地由陆地重返海洋，依赖海洋资源

生存或完全生活在海洋中，还有少数生活在淡

水中。

好不容易从水里爬上陆地的这些哺乳动物

为何要“二次入水”？其由陆地重返水中要如何

演化适应？日前，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联合西北工业大学、

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在《美国科学院

院刊》发文，揭示了海洋哺乳动物适应海洋环境

及其趋同演化的重要遗传机制。

海洋哺乳动物是指适应水生环境的哺乳动

物，现存物种 129 个。它们是海洋中胎生哺乳、

肺呼吸、恒体温、流线型且前肢特化为鳍状的脊

椎动物，包括鲸类、鳍足类、海牛类以及北极熊和

海獭，还有小部分生活在淡水中，如栖息在我国

长江中下游的白鱼豚。

海 洋 哺 乳 动 物 具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适 应 水

生环境的特征，如身体呈流线型、四肢变鳍或

退 化 、听 觉 发 达 、嗅 觉 和 味 觉 退 化 、体 脂 增

厚、低氧耐受、压力耐受和渗透压调节能力增

强等。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地球上物种的演化过程是动物对环境适应性演

化的具体体现，主要受气候及环境变化的驱动。

“海洋哺乳动物的演化史就是典型的适者生

存案例。”该论文通讯作者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关于海洋哺乳动物不同支系的神奇进化史，

可以从白垩纪说起。

65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地球史上发生

了第 5 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大约 75%—80%的物

种灭绝了。一部分科研人员认为，是小行星对地

球的撞击改变了当时的地球环境，导致大量大型

陆生动物，尤其是恐龙的灭绝。长鼻目的祖先为

了躲避恶劣的陆地环境，一部分于 6400 万年前

进入海洋，成为水陆两栖的哺乳动物，进而形成

了现今的海牛。

鲸类则起源于约 5550 万年前的古新世—始

新世极热事件。根据伯格曼法则，当时是地球板

块运动的活跃时期，地壳中大量的碳释放到空

气中导致大气温度快速升高，驱使地球上的哺

乳动物往小体型方向演化，并四处扩散寻找新

的栖息地。研究发现，鲸类的祖先体长大约仅

0.5米，它们为了躲避高温，开始了由陆地到海洋

的演化历程。

始新世的中后期是地球温度持续降低的

一个时间段，全球气温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渐新

世被打断。渐新世初期气温在 40 万年内急剧

下降了 8.2℃，齿鲸和须鲸就在这个气温骤降

期分化了。之后，地球进入了一段从 3250 万

年前至 2550 万年前长达 700 万年的气温平稳

震荡期。鳍足类动物的祖先就起源于这一平

稳震荡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大型食肉动物

物种演化受气候和环境驱动

科研团队的此次研究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方

式进行。为了最大限度地寻找到海洋哺乳动物

每一类群所包含的生物共同点，他们从动物自然

分类法的科级出发，对 17 个海洋哺乳动物物种

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及组装，重建了基于全基因

组数据有史以来的最全面的海洋哺乳动物系统

发生树。

不仅如此，为分析海洋哺乳动物从陆地重返

海洋的分子适应机制，科研团队将海洋哺乳动物

全基因组与其陆生—近缘物种的全基因组进行

了大量比较，并进一步从基因组演化、基因演化、

非编码保守元件等多方面对海洋哺乳动物的鲸

类、鳍足类、海牛类这 3个主要支系，从陆地重返

海洋的分子适应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探究。

“我们发现，尽管不同支系的海洋哺乳动物

具有完全不同的祖先和不同的演化历程，但是这

些动物在体温维持、体型、低氧耐受、回声定位、

深潜及视力等相关的基因上却发生了一致性改

变，呈现趋同演化的适应性演化机制。”该论文通

讯作者说。

海水的高导热性导致动物身体热量更容易

向水中散失，这是哺乳动物由陆地重返海洋面临

的主要挑战之一。而海洋哺乳动物从陆地返回

海洋，却和在陆地上一样，依然保持令人吃惊的

体温控制能力。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科研团队从分子层面找到了

更明确的解释。“不同海洋哺乳动物支系都存在

从产热和散热两个方面的改变进行体温调节的

情况，”该论文通讯作者说，“既通过 NFIA 和

UCP1 两组基因来调控棕色脂肪细胞的合成和

利用，从而控制产热的变化，又通过 SMEA3E 基

因的改变，使得海洋哺乳动物的血管系统发生适

应性改变以调节热量的散失。双重调控最终实

现维持体温恒定。”

事实上，研究人员在海洋哺乳动物的基因组

中发现的是这些基因编码指令的潜在用途，即

NFIA 基因上调或下调影响间质前体的细胞命

运，UCP1基因的完整性影响棕色脂肪细胞正常

功能，而海洋哺乳动物发达的血管系统有助于热

传递以维持体温恒定。

双重调控实现体温恒定

据进一步介绍，为了适应水生环境，海洋哺乳

动物的骨骼形态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比如前

肢变成鳍状肢，身体呈流线型或者纺锤形。研究发

现，与骨骼发育密切相关的蛋白聚糖的生物合成途

径中，两个关键基因在海洋哺乳动物体内发生了特

异性改变，这极有可能会影响到海洋哺乳动物骨骼

形态的变化。

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了与低氧耐受、回声定

位、深潜及视力相关基因在海洋哺乳动物中发生

了分子层面的适应性进化。

科研团队此次研究成果，建立了全面的海洋

哺乳动物基因组数据集，并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水

生适应相关性状及不同海洋哺乳动物支系间趋同

演化提供了更多的遗传学证据，为科研人员后续

更深入地开展海洋哺乳动物水生环境适应机制等

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同时，此研究对揭

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及维持机制，以及探讨

环境适应性和物种演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科研人员认为，虽然在基因层面找到

了一些证据，但要进一步揭示海洋哺乳动物对水

生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还需获得更多物种高质

量的全基因组数据，以及单细胞转录组数据、蛋

白组和代谢组数据，开展大量更细致的比较分析

及实验验证。

“此外，目前对于海洋哺乳动物高智商、高社

会化以及长寿等特性的分子机制仍然知之甚少，

进一步的研究有望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该论

文通讯作者说。

多个基因发生适应性进化

海洋哺乳动物海洋哺乳动物““重返摇篮重返摇篮””
还需经过还需经过““七十二变七十二变””

尽管不同支系的海洋哺乳动物具有完全不同的祖先和

不同的演化历程，但是这些动物在体温维持、体型、低氧耐

受、回声定位、深潜及视力等相关的基因上却发生了一致

性改变，呈现趋同演化的适应性演化机制。

和哺乳动物多样性演化的一个时期。研究发

现，北极熊和海獭的演化历程较短，仅在大致

50 万至 100 万年前开始分化，是最年轻的海洋

哺乳动物。它们虽然保留了许多陆生哺乳动

物的特征，但是主要依赖海洋生存，因此也被

归为海洋哺乳动物。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谢周

清教授研究小组创新性地采用企鹅粪土沉积物作为南大洋上升流的记录

载体，明确了过去 6000年罗斯海改性绕极深层水入侵及其对海冰和企鹅

种群的影响，为探究过去大洋环流的变化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联系提供了

有力工具。该成果日前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风驱动的绕极深层水上涌，是影响气候、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关键要

素，它导致了目前西南极冰架的快速消融，驱动了大洋深层二氧化碳向大

气的释放，其上涌位置决定了南大洋生物群落的空间分布。罗斯海是世

界上纬度最高的海域，却拥有繁荣的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占南大洋 1/3，

阿德利企鹅种群也占全球 1/3，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绕极深层水带来的

热量和营养物质。目前，历史时期绕极深层水上涌强度的变化，主要依赖

海洋沉积柱中的温度、海冰指标，既无法直接地指示上升流变化，又无法

了解大洋环流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

谢周清小组利用罗斯海企鹅粪土沉积物，通过放射性碳测年和化学

元素分析，重建了过去 6000 年绕极深层水的上涌强度。研究显示，距今

6000—2800 年和距今 1600—700 年，是两个绕极深层水上涌较强的时

期。当地的硅藻记录显示，此时近岸海冰较少、夏季海温偏高；罗斯海出

土的企鹅残体数目显示，这两个时期同样是阿德利企鹅种群的繁盛期。

相反，距今 2800—1600年，则是海冰扩张和企鹅种群衰落的时期。

研究发现，绕极深层水对于罗斯海海冰和生态变化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绕极深层水上涌带来的热量减弱了近岸海冰的生成，输入的营养物

质导致海洋生产力增加，磷虾和企鹅数量上升。同时上涌的镉元素沿食

物链富集，并随企鹅粪传输到南极大陆上，具备海洋和陆地双重属性的企

鹅粪成为了将南大洋深层环流与生态系统变化相联系的理想材料。

企鹅粪便沉积物

揭示大气环流变化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