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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将是复杂系统研究未来发展的一大方向。未来

无论是 5G、6G，还是工业互联网，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都

将随着复杂系统研究的进展发生重大变化。

兰岳恒兰岳恒
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

北京时间 10 月 5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

20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今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颁给了两组科学家，真锅淑郎与克劳斯·
哈塞尔曼，以及乔治·帕里西，“以表彰他们为我

们理解复杂物理系统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三位获奖者的研究领域从宏观的气候变化

到微观的粒子运动，跨度巨大，但其背后都指向

了同一个方向，对复杂系统的研究。

这也正反映出当下复杂系统研究的一大特

点：覆盖广泛，兼容并包。而我们的生活其实也

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复杂系统所包围。

要理解复杂系统，需要先从它的一端，即混

沌开始说起。

“在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一次翅膀，会引起

德克萨斯州的龙卷风吗？”这句今天被形容为蝴

蝶效应的经典名言，最早是气象学家爱德华·洛

伦茨撰写的一篇关于混沌学的论文题目。

混沌系统中蝴蝶效应的发现实属巧合。洛

伦茨 1963 年在研究大气运动时，提出了一个经

过简化，仅保留有三个变量的数学模型。在第一

次计算中，他输入初始值 0.506127，得到了一个

确定的结果。在随后的第二次计算中，他省略掉

了小数点最后三位，只输入了 0.506，但这次微不

足道的“四舍五入”，却导致第二次得到的结果与

第一次产生巨大差异。

洛伦茨认为这不可思议，仅仅千分之一的误

差为何会给结果带来如此显著的差异？他和同

事立即进行反复验证和仿真计算，最终得出结

论，该数学模型对初始值的差异具有极高的敏感

性。即使再微小的不同，经过多次累加、迭代后，

最终也能造成计算结果的巨大差异。这种蝴蝶

效应，便反映出了混沌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不

可预测性。

而复杂系统的另一头是确定与平衡。北京

邮电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兰岳恒举了个例子，

当一个房间内的气体处于均匀的平衡态时，我们

便可以通过简单的公式直接计算出气体的体积、

压强、质量等，并且答案是唯一且确定的。而任

何处于均衡、稳定状态的物质都是如此。这便是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平衡态。

复杂恰恰位于混沌与稳定之间。由此，复杂

系统科学家朗顿便将复杂系统称为“混沌的边

缘”，形象地描绘出了复杂系统的核心属性。

兰岳恒认为，确定一个系统是复杂系统，要

求其必须要具备复杂的结构和功能。首先是复杂

的结构，这要求复杂系统内部的个体并非各自独

立，而是能够产生相互作用的，并且因此形成相互

关联的、具有层次性的结构。而在此基础之上，相

互联系且具有层次性的个体会具有对外界的适应

性功能，会随着外界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兰岳恒称

之为复杂系统的弹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不确定性。

在混沌与平衡之间

复杂系统是如此复杂，而要精准描述一个复

杂系统更是难上加难。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两组科学家，均在各自领域内为精准描述复

杂系统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们这样描述复杂系统

“今年北京的雨特别多，这可能就是全球气

候变暖的结果。”兰岳恒认为，复杂系统的研究与

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此次获奖的关于气候

的研究正是复杂系统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之

一。“气候研究既在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比

如对一个旋转的球体上的流体运动进行研究，同

时兼具非常大的社会价值，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发

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他说。

但他也认为，关于气候复杂系统的研究仍然

任重道远，“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得到学界共识，但

是关于我们是否已经突破了转变点，科学家们仍

在争论。而一旦超过了转变点，我们就再也回不

去了。”复杂系统研究的进展，将有助于帮助我们

构建起更为精确的气候模型，从而对未来气候进

行精确的预测分析，解答有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重

大问题。

此外，在今年的 9 月 16 日，科技部在其网站

公布了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

大项目 2021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涉及 59

个研究领域和方向，经费预计将超过 31 亿元人

民币。兰岳恒认为，脑科学也将是未来复杂系

统领域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之一。“人本身

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尤其是人的大脑。将复杂

系统研究应用于脑科学，既可以为治疗脑部疾

病作出贡献，也可以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是

一体两翼。”

人工智能同样也是复杂系统领域的另一大

热门话题。“人工智能具备复杂系统的适应性特

征，并且这是一种高级的适应性。”兰岳恒认为，

智能化将是复杂系统研究未来发展的一大方

向。“未来无论是 5G、6G，还是工业互联网，人类

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将随着复杂系统研究的进展

发生重大变化。”

洛伦茨曾经说过，“人们经常会看到，纯理

论研究的一点点成果，也许在很长时间之后，

会产生连做该研究的科学家都始料不及的实际

应用。”这句话用蝴蝶效应完美诠释了理论研

究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重大潜在推动

力。科学理论的一小步，便有可能是人类发展

的一大步。

未来将是“复杂”的世界

有些寄生物能把宿主变成“僵尸”，使其任它

摆布。比如一种名叫偏侧蛇虫草菌的真菌，可以

寄生在蚂蚁体内。被感染的蚂蚁会走出原本生

活的蚁穴，爬上附近的植物，咬住一片叶子的叶

脉。从此，蚂蚁便留在了那里，而它所在的高度

刚好有适合真菌生长的温度和湿度。

如果说失去自我的“僵尸”动物余生只能做

寄生物的奴隶，那失去自我的“僵尸”植物是否也

很难有更好的结局？最近发表在《细胞》杂志的

一项研究告诉我们，有种“僵尸”植物获得了“长

生不老”的能力。

是什么让它活得更久

有一类寄生在植物体内的细菌叫做植原

体。我们熟悉的不少作物都会因为植原体而生

病，如洋葱、芹菜、胡萝卜等。这是因为植物被植

原体入侵后，原本的生长发育节奏会遭到篡改，

一种常见的症状便是枝叶生得异常浓密，从一个

点长出许多枝条，好像“女巫的扫帚”一样。

这样的现象也被称为丛枝病，会严重影响作

物的产量。英国约翰·英尼斯中心的科学家很想

知道，植原体到底对植物做了什么，才让它们如

“僵尸暴走”般疯长枝叶。

很多时候，寄生物靠自身分泌的物质来操控

宿主。于是，科学家开始调查植原体分泌的物

质，具体来说，是翠菊黄化丛枝植原体菌株分泌

的蛋白质。此前，其他研究团队曾给这个菌株做

过 DNA 测序，并找到了 56 种分泌蛋白，把植物

变成“僵尸”的凶手可能就在里面。这次，科学家

的研究对象便是其中一种蛋白，名为 SAP05。

研究者用这种蛋白去“感染”了一种名为拟

南芥的植物，观察它会不会长成“女巫的扫帚”，

或是出现其他异常。他们“感染”植物的手段非

常独特：把 SAP05 的基因插入植物的染色体里，

它就能制造 SAP05了。

结果发现，拥有 SAP05蛋白的植物不需要细

菌寄生，就能篡改自己的生长发育节奏，成长为

“女巫的扫帚”。除此之外，在其他同类慢慢成

熟、衰老的时候，基因改造过的植物还在不断长

出更多的幼态叶。与同伴相比，它大概称得上

“永葆青春”了。但维持在幼年形态的植物虽然

活得更久，却不能像同伴一样进行生殖活动，这

或许就是不变老的代价。

科学家表示，基因编辑过的拟南芥和真正被

植原体寄生的拟南芥，形态十分接近。因此他们

相信，植原体寄生植物时，就是靠 SAP05 这种蛋

白把它们变成“僵尸”。

对植原体来说，如此操控植物有什么好处？

作为细菌，植原体的传播需要媒介：通常是昆虫

吸食植物汁液时，顺便把植原体送进植物体内。

若植物寿命变长，能接纳更多的昆虫前来用餐，

植原体也可乘着“交通工具”，前往更多的植物体

内寄生，实现更广泛的传播。

看来，篡改植物生长发育节奏的确对植原体

有利。不过，它分泌的 SAP05蛋白究竟是怎么做

到这一点的？

蛋白质“垃圾分类”

一种蛋白质要发挥作用，总得与其他分子结

合。而被 SAP05蛋白结合的物质，很可能和植物

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科学家发现，植物体内的两种物质——SPL转

录因子和GATA转录因子，都是SAP05“绑架”的对

象，也都是植物生长发育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其

中，SPL转录因子帮助植物从幼年期转向成年期，

从营养期转向生殖期；而 GATA转录因子主要负

责调节光合作用、叶片发育和花器官发育。

这两种物质一旦被 SAP05 蛋白“抓住”就危

险了。SAP05主要的工作地点在植物韧皮部的筛

管细胞，那是负责向生长中的植物组织输送营养

的细胞，里面还有一套回收系统在清理无用的垃

圾蛋白。SPL转录因子和GATA转录因子原本不

是垃圾蛋白，但被SAP05结合后，系统会将它们识

别为垃圾蛋白并降解掉。也就是说，SAP05是借

植物自身的机制，除掉了对植物有用的物质。

从此，植物的生长发育开始紊乱：保持着幼

年的特征却按时开花，开出的花又无生殖能力，

最终长成“女巫的扫帚”。这是两类转录因子同

时被破坏的结果。假如只破坏 SPL 转录因子或

者只破坏 GATA 转录因子，植物都不会彻底患

上丛枝病。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垃圾回收系统清理了

不该清理的两类蛋白，不仅仅是因为这两类蛋白

被“绑架”，而是连负责清理工作的蛋白酶体也被

“绑架”，才执行了错误的任务。

昆虫会变“僵尸”吗

身为垃圾回收工具的蛋白酶体之所以遭到

“绑架”，是因为它有个亚基被 SAP05 蛋白结合

了。研究团队因此想到，传播植原体的昆虫叶蝉

体内也有这个亚基的同源物。那昆虫会不会也

被细菌分泌出的 SAP05蛋白变成“僵尸”？

但实验结果显示，SAP05并没有结合昆虫的

蛋白酶体。虽然有同源物，但两个氨基酸的微小

差别，保护了昆虫的蛋白酶体。

发现这个差别之后，科学家又有了新的想

法：用基因编辑把植物的这两个氨基酸改成和昆

虫一样，植物不也能抵抗 SAP05的伤害了吗？实

验证明他们想的没错，经过基因编辑后，那些被

垃圾回收系统错误处理的蛋白，又重新获得了生

存空间，被降解掉的比先前少了。

虽然“氨基酸修改版”的植物在被植原体寄

生后，明显比野生型的同伴更短命，且依然不能

生育，团队还是从中看到了阻止植物变“僵尸”的

希望。 （据《环球科学》）

这种“永葆青春”的方式可能有严重副作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10 月中旬，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在云

南三叠纪海相地层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距今约 2.44 亿年的肋鳞裂齿鱼

类化石，这是在亚洲首次发现该鱼类化石。研究人员将该鱼类命名为亚

洲肋鳞裂齿鱼。这项发现更新了人们对肋鳞裂齿鱼科起源的认识和对三

叠纪海洋生物复苏的了解。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同

行 J》（Peer J）。

距今约 2.5亿年前，地球生命历史中发生最具灾难性的二叠纪末生物

大灭绝事件。为了了解之后的三叠纪生态重建，中科院古脊椎所徐光辉

研究团队对我国云贵地区的三叠纪海相地层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研究，

先后发现、命名了 21种水生脊椎动物化石。

“本次命名的亚洲肋鳞裂齿鱼发现于云南罗平，是一种小型甲食性鱼

类，鳞片较为特殊。目前，该古鱼类物种仅发现三块化石，是 2.44 亿年前

罗平生物群中的稀有物种。”徐光辉说，肋鳞裂齿鱼类是中三叠世海洋生

物复苏时期新鳍鱼类干群的代表物种，此前的最早化石记录发现于 2.42

亿年前意大利和瑞士交界的海相地层中。

新发现的亚洲肋鳞裂齿鱼将肋鳞裂齿鱼类的最早记录提前了约 200

万年，更新了人们对肋鳞裂齿鱼类生物地理的认识。由于肋鳞裂齿鱼类

同时具有肋鳞鱼类和裂齿鱼类的过渡特征，其分类位置难以确定。研究

人员根据对欧亚肋鳞裂齿鱼类的详细对比和分支系统学研究，首次提出

了肋鳞裂齿鱼类是漏卧鱼类姐妹群的观点，新建立了肋鳞裂齿鱼科，并将

它归入漏卧鱼目。

徐光辉表示，这项研究成果解决了肋鳞裂齿鱼类的分类学问题，对于

了解三叠纪新鳍鱼类的早期演化和生物地理具有重要意义。

距今约2.44亿年

最古老肋鳞裂齿鱼类化石现身云南

新华社讯 （记者张文静 陈席元）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赵林带

领的研究团队，联合藏北高原冰冻圈特殊环境与灾害国家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近期首次公开发布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近 20 年的定位观

测综合数据集，并探讨了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变化的基

本特征。

赵林介绍，多年冻土是指埋藏在地表下特定深度、长期保持冻结状

态的岩土层。位于该土层之上、夏季被融化而冬季又被冻结的土层被

称为活动层。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分布面积约 106 万平方公里，是全球中

低纬度地区多年冻土分布最广泛的地区。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交通极

不便利，数据获取难度大，导致青藏高原成为全球地球科学类数据最匮

乏地区之一，而平均海拔高度 4500 米以上的多年冻土区系统数据更加

稀缺。

赵林团队长期致力于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的调查和观测研究，取得了

大量宝贵的资料。自 2015年以来，研究团队先后发布了青藏高原多年冻

土的分布、温度等数据。此次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团队完善了数据集。数据集不仅包

括多年冻土温度、厚度、土壤有机碳等定位观测数据，还包括相关气象观

测数据。

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发生

了显著退化，表现为地温升高、活动层厚度增大、多年冻土层厚度变薄、长

期被埋藏的地下冰缓慢融化。自 2002 年以来，10 米至 20 米深度的冻土

层地温以每 10年 0.02℃至 0.78℃的速度升高。观测到的活动层最大增厚

速度为每年 3.9厘米，最小增厚速度为每年 0.8厘米。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显著退化

拨开重重迷雾拨开重重迷雾
如何在如何在““混沌的边缘混沌的边缘””预测未来预测未来

气候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当我们对气候进

行长期预测时，既要考虑时间尺度上长期影响

气候的如二氧化碳排放等累积问题，也要考虑

空间尺度上的突发事件，如某次并不起眼的台

风的影响。

此前关于气候的研究多从统计研究出发，根

据历史数据推测未来状态。但气候是一个长期

变化且连续的复杂系统，其自身内部所产生的变

化，同样也在对它自身的未来造成影响，仅仅依

靠统计数据无法准确预测未来趋势。

兰岳恒指出，此次获奖的真锅淑郎与哈塞

尔曼，便是将短期的天气变化作为一种背景噪

声，并将其同长期的气候变化结合起来，将时

间尺度与空间尺度相结合，构建出了相对完善

的气候模型。

诺贝尔奖官网在对这一成果的介绍中运用

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其解释道，对气候进行预测

就像是人在遛狗时，通过狗的足迹来预测人的行

走路径。宠物狗看似混乱的足迹便是天气“噪

声”，但如果我们将时间拉长，尺度放大，这看上

去混乱无序的噪声，同样也可以反映出气候的长

期变化趋势，就像我们可以通过狗的足迹来辨别

人的运动路径。

而 哈 塞 尔 曼 实 现 这 一 目 的 的 方 法 ，是 采

用随机微分方程来描述一个随机气候模型。

随机微分方程的每次积分都有不同的实现形

式，这决定了其构建的气候模型像真实气候

环境一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

性进而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从而真实模拟

出了气候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下的变化趋势。

而通过这一模型，哈塞尔曼得以将人类活动

对气候的影响同自然状况下的气候变化分离

开来，更好地判断人类活动究竟是如何影响

气候变化的。

相比真锅淑郎与哈塞尔曼，帕里西的研究

更具理论价值。

自旋玻璃是一种典型的非平衡态材料。所

谓的非平衡态，同样可以用房间中的空气来理

解。若是空气在房间中为非均匀分布，不同角

落的状态、性质各不相同，那我们便无法再利

用简单的数学公式对其进行直接计算，这便是

一种非平衡态。

自旋玻璃同样如此，其内部原子的分布并

不均匀，并且会随温度变化而不断进行不规则

运动，“总是处于一种非均质的状态”。兰岳

恒认为，“帕里西的贡献就在于他考虑到了自

旋玻璃的不均匀性，并且给出了每一种构型的

出现几率。”再通过进一步结合统计物理学方

法，便可以对此种非平衡态材料的各类性质进

行计算。“帕里西的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在自

旋玻璃上，也可以用在其他很多复杂系统的研

究中。”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细胞

动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生命科学学院姚雪彪、刘行、臧建业团队与合

作者在细胞更新质量控制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结果日前在

《自然·化学生物学》在线发表。

纺锤体是调控真核细胞更新细胞质量控制的重要无膜细胞器，其动

态组装与可塑性调控是物质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共性问题，其组装异常可

导致染色体碎片化，促进肿瘤的发生与发展。针对交叉学科的共性科学

问题，科研人员聚焦细胞质量控制的重要区室化催化反应。

TIP60 是一个调控真核细胞基因组稳定性的重要乙酰转移酶，是一

个重要的区室化催化酶。研究提示 TIP60信号轴基因突变增加胃癌易感

性，科研人员结合胃类器官体系与单类器官代谢质谱学分析，解析幽门螺

杆菌干预胃上皮细胞更新质量的化学修饰，发现了细胞分裂纺锤体可塑

性调控机器 EB1 第 66 位赖氨酸是 TIP60 的生理学底物，细胞动力学表型

分析提示 EB1 巴豆酰化调控了有丝分裂纺锤体可塑性与染色体稳定性。

他们利用非天然氨基酸嵌入技术在哺乳动物细胞内表达巴豆酰化的 EB1

与活细胞酶动力学测定，发现 EB1 巴豆酰化精准调控细胞分裂期星体微

管动态性与可塑性。

为了模拟幽门螺杆菌介导 EB1 巴豆酰化异常对胃上皮细胞更新质

量的干预作用，研究人员建立了 TIP60 突变基因敲入小鼠，并成功获得

了可视化三维胃类器官，开展近生理状态的实时细胞更新质量控制动

力学研究。

这项研究成果阐明了胃上皮细胞更新过程的质量控制机制，为动态

干预幽门螺杆菌介导的炎—癌转化与药物学提供了独特的靶向化学生物

学技术策略。

可视化三维胃类器官

揭示细胞更新质量控制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