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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汉斌

高放废物的全称是“高

水平放射性废物”，它是一

种对环境具有较大潜在危

害的放射性废物。其中，

“高水平”是相较于“中、低

水平”而言，核工业产生的

放射性废物中 99%属于中、

低放废物，经过一段时间

后，其放射性就会衰变至无

害水平，只有剩下的 1%属

于高放废物。

不同类群的生物不同类群的生物、、不同时间段的不同时间段的

演化速率的异质性在生物中广泛存演化速率的异质性在生物中广泛存

在在，，但产生异质性的机制还不清楚但产生异质性的机制还不清楚，，可可

能与其自身的遗传和形态特征有关能与其自身的遗传和形态特征有关，，

但也与其他生物和生存环境相关但也与其他生物和生存环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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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许多

大的进化分支是通过快速进化出现的，它们拥有

更高的生物多样性；而较小的分支则经历了更缓

慢的进化，它们的生物多样性更低。

然而在 1944 年，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乔治·
盖洛德·辛普森在他的经典著作《进化的节奏和

样式》中，提出了相悖的观点。辛普森认为，快速

的进化可能导致不稳定和灭绝，缓慢的进化则可

以带来更高的生物多样性。

这曾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观点。然而最近，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几位研究人员发

表于国际著名期刊《古生物学》的一项研究，通过

调查包括蜥蜴和蛇等在内的有鳞类以及它们的一

些近亲，证实了辛普森早期的观点。他们的研究

证实，生物的一些分支进化得快，灭绝得也快。

进化是靠什么力量来驱动的？达尔文曾经

回答过这个问题。用现代的话语来表述，进化的

基本模式就是族群内的基因与染色体的组态出

现的频率发生了变化。

“一个基因可能会改变头颅的性状，延长寿

命，重构翅膀的花色与形态，或创造出一个形态硕

大的族群。”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爱德华·
威尔逊在他的经典著作《缤纷的生命》中写到。

而关于物种进化，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描述。

在 1859 出版的《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认为

在生物多样性的演化过程中，许多大的演化枝似

乎是通过快速演化而出现的，而较小的群体经历

了缓慢的演化。

“传统达尔文的演化理论认为生物演化是渐

进的，即生物形态上的改变是逐渐的、积累性

的。而间断平衡理论则认为生物在一定环境条

件范围内趋于保守，变化是突然的、爆发式的，因

此生物在一段时间内保存不变，但在一个相对短

的时间里会突然变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董丽萍向科技日报记

者介绍，在生物演化历史中，我们既观察到渐进

的变化，也观察到突然的变化。

辛普森是美国活跃在上世纪 40年代至 80年

代的古生物学家，以其对进化论和对动物物种洲

际迁徙的理解和贡献而闻名。

在研究中，辛普森在达尔文演化理论的框架

内审视了演化的基本模式，并观察到，许多快速演

化的物种属于不稳定的群体，它们有可能适应快

速变化的环境。1944 年，他在经典著作《进化的

节奏和样式》中提出，高演化速度不太可能持续很

长时间，因为快速演化的进化枝可能非常不稳定，

以至于灭绝或会转向拥有较慢进化速度的物种。

那么，我们如何衡量生物的演化速度，又如

何定义一种新的性状和分类群？董丽萍介绍，生

物的演化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在一个支系内生

物发生的变化。变化可以是分子上的，如单位时

间内 DNA 碱基对的变化数目；也可以是形态学

的，如单位时间内形态特征及性状的变化数目。

同一时间段内变化数目多的支系，我们就说其演

化速率快。“在生物学上，性状就是可识别的形态

特征。一个新的类群由这个类群共同拥有、与其

他分类群有区别的性状所定义。”董丽萍说。

然而，由于化石等研究材料的不易得，以及

研究方法、模型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古生物学家

长期以来一直将“早期爆发”模型确定为许多进

化枝扩展的最佳解释，罕有实证检验辛普森的假

说。直到布里斯托大学埃雷拉·弗洛雷斯博士等

人研究的出现。

物种进化的快慢由什么决定

鳞龙类是爬行动物的一个超级支系，包括蜥

蜴和蛇类组成的有鳞类，以及楔齿蜥为代表的喙

头类。

其中，现存有鳞类动物大约 1 万种，它们的

形态和生态各异，影踪遍及世界各地的水陆空生

境，从马达加斯加拇指大小的微小变色龙到 10

米长的蟒蛇，以及同样巨大的已灭绝的海洋沧龙

都属于有鳞类，它们多以海藻、植物、昆虫和哺乳

动物为食。相比之下，喙头类早已式微，今天仅

有单一物种——楔齿蜥存世，在地理上也仅限于

新西兰岛屿局部。

同是鳞龙类的“亲戚”，它们的命运为何如此

迥异？其实鳞龙类现存的生物多样性，只是它们

漫长进化历史的一个缩影。

在进行鳞龙类的进化速度研究之前，埃雷

拉·弗洛雷斯博士等人原本期待会在喙头类动物

身上发现缓慢进化的痕迹，而在有鳞类动物身上

发现快速进化的痕迹。然而，通过对 167种中生

代鳞龙类样本的一系列研究，他们观察到正好相

反的情况。

鳞龙类范本研究牵出一个意外

6600 万年前，恐龙灭绝之后，喙头类动物和

有鳞类动物都遭受了重创，但有鳞类动物的物种

数目却在后来得到了恢复，今天有超过 1万个物

种存世，并且演化速度普遍较快。

这个结论，为辛普森当年富有挑战性的观点

提供了一个实例，证实了快速演化的生物类群在

现代生命世界中不一定更繁盛。正如古老《伊索

寓言》中赛跑的龟与兔，与喙头类相比，有鳞类拥

有像龟一样缓慢的演化速率，但这却意味着低水

平的波动性和更少的灭绝风险。

但是，董丽萍认为，不同类群生物的演化速

率有显著区别。如埃雷拉·弗洛雷斯等人在《古

生物学》上的这项新研究所示，同为鳞龙类的喙

头类和蜥蜴、蛇等有鳞类，就有着明显不同的演

化速率，在中生代时，喙头类的演化速率显著快

于有鳞类。

同时，同一类群在不同时间段的演化速率也

不相同，例如喙头类和有鳞类身体大小的演化速

率在白垩纪时都要比在侏罗纪时高。“不同类群

的生物、不同时间段的演化速率的异质性在生物

中广泛存在，但产生异质性的机制还不清楚，可

能与其自身的遗传和形态特征有关，但也与其他

生物和生存环境相关。”董丽萍说。

事实上，此前古生物学家对恐龙、辐鳍鱼类、

鳄鱼类和甲壳类动物形态进化的研究结果，已经

将演化枝的演化成功与快速演化速度等联系起

来。大多数其他定量研究表明，快速的演化速度

是长期成功的关键，只是鳞龙类的情况正好相反

而已。

“因此，‘进化越快，灭绝也越快’这一现象

不具有普遍性。现代生命世界中也存在快速

演化且非常繁盛的生物类群，如上述提到的辐

鳍鱼类。目前还未能确定演化速率是否与一

个类群最终能否延续下来有直接关系，而控制

一个类群演化速率的因素也还不清楚。”董丽

萍说。

“进化越快灭绝越快”或不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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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克俭和国

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以视频会议形式，共

同见证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

地质研究院（以下简称核地研院）签署协议，在核

地研院设立“国际原子能机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

协作中心”。

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全球设立的首个高

放废物地质处置协作中心。中心正式成立后，双

方将以中国北山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

（以下简称北山地下实验室）为重要平台，共同开

展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相关技术研究。

高放废物的“前世今生”

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处置的高放废物究竟是

什么？

核地研院副院长、北山地下实验室总设计师

王驹介绍，高放废物的全称是“高水平放射性废

物”，它是一种对环境具有较大潜在危害的放射

性废物。其中，“高水平”是相较于“中、低水平”

而言，核工业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中 99%属于中、

低放废物，经过一段时间后，其放射性就会衰变

至无害水平，只有剩下的 1%属于高放废物。如

果高放废物不能得到合理且安全的处置，将对人

类生存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高放废物大多产生于核电站乏燃料，即经达

到设计燃耗、使用过的核燃料的后处理或直接处

置，以及其他国防军事设施。它的特点在于放射

性核素含量或浓度高、毒性大、会发热并含有半

衰期长的长寿命核素。“半衰期长”意味着高放废

物的放射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是核工业产业链最后

一环，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一环。”王

驹强调。

关于安全处置高放废物这一世界性难题，科

学家们曾提出“太空处置”“岩石熔融处置”“深海

处置”等多种方案。但出于安全、环保、可行性、

成本等考虑，这些方案或停留在研究阶段，或被

搁浅甚至禁止。比如，深海处置是将高放废物倾

倒入固定海域，利用海洋的稀释、自我修复和调

节能力来隔离核废料的放射性，但由于无法全面

评估其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这种方法在国际社会

中存在较大争议，按照《伦敦倾废公约》《巴塞尔

公约》等国际公约，1993 年后其已被世界各国全

面禁止。

核地研院刘旭东博士告诉记者，经过全球科

学家几十年的研究与探索，目前国际公认的高放

废物处置方案是在地下数百米的稳定地质体中

对高放废物进行地质处置。

“现在提到高放废物处置，大部分是在讨论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刘旭东进一步解释，“地质

处置即把高放废物深埋于距离地表深度约 500

至 1000 米的处置库中，通过多重屏障系统消除

有害核素对生物圈的不利影响。处置库须在各

种未来演化情景及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实现对

有害核素万年以上的包容、隔离，以确保长期安

全，满足监管要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世界各国在高放废

物地质处置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适宜

场址的基础上，结合地下实验室开展深入研究，

完善多重屏障系统，即可实现处置库对放射性核

素的包容、隔离，进而确保人与环境的长期安全。

为高放废物找到“安身之所”

通俗地说，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就是挖一个深

“坑”把高放废物埋起来。但在哪儿挖坑，挖什么

样的坑，怎么挖，怎么埋，埋了以后如何保证其长

久的安全性？这其中大有学问。

为找到北山这个理想的场址，核地研院高放

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团队已整整奋斗了 35年。

1985 年，我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开发

的起点。2011 年，国家国防科工局和国家环保

部联合召开专家评审会，确定甘肃北山可作为我

国高放废物处置库首选预选区。

甘肃北山何以成首选预选区？

王驹告诉记者，一个合适的“坑”要考虑多种

因素。单从地质角度来讲，区域应地形平缓，地

壳稳定，还需具备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贫乏、

岩体完整、岩体工程质量优良和工程地质条件适

宜等有利条件。“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关’住

高放废物。比如，地壳稳定才不会有大动静，损

坏地下处置库。同时，地表水和地下水容易渗透

侵蚀地下处置库，所以干燥缺水的自然环境很重

要。”王驹说。

同时，高放废物的“安身之所”还需综合考虑

经济条件和社会效应。地区应尽量人口稀少、交

通便利，土地无耕种价值，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

源贫乏，这样才能避免影响未来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

而甘肃北山，正是满足这些条件的“理想”区

域。在北山，团队通过钻孔获得大量极完整岩

心。国内外同行一致认为，北山新场场址为当前

世界上高放废物处置选址中围岩最为完整的花

岗岩场址。

把高放废物深埋地下 科学“挖坑”有讲究

科技日报讯 （记者颉满斌）11 月 26 日，《自然·通讯》在线发表了来

自兰州大学刘建全团队的文章《四川金粟兰基因组揭示被子植物早期

分化历程》，填补了核心被子植物最后一个主要分枝——金粟兰目的基

因组信息，并对被子植物的早期演化历程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证据。

被子植物是地球上分布范围最广、多样化最高、适应性最强的陆生

植物类群，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生物类群的演化进程。然而，由于被子植

物在早期经历了快速的辐射进化，其内部演化关系迟迟未被解决，这一

问题也被称为达尔文的“恼人之谜”。

目前被子植物被划分为无油樟目、睡莲目、木兰藤目和核心被子植

物。无油樟目、睡莲目、木兰藤目是被子植物的基部类群，系统发育关

系相对稳定，而核心被子植物包含了约 99.95%的被子植物，又可被划分

为双子叶、单子叶、木兰类、金鱼藻目和金粟兰目 5 大类群，它们之间的

演化关系一直存在争议。

近年来，随着各类群代表物种的全基因组测序相继完成，其各自的

进化历程均有了可靠的证据。刘建全团队在 2020 年首次报道了金鱼藻

和芡实的基因组，证明了核心被子植物内部存在广泛的不完全谱系分

选和杂交事件是导致树形冲突的主要原因。但是金粟兰目一直未有基

因组报道，其演化历程以及整个核心被子植物的演化过程还有待深入

分析。为此，该团队再次利用 Nanopore、Illumina 和 Hi-C 技术，构建了

第一个金粟兰目植物（四川金粟兰）的高质量染色体级别基因组，并使

用多种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通过使用多种系统发育基因组学分析，研究团队进行串联树和溯

祖树的构建，同时评估长枝吸引、物种选择和同源聚类方法等的影

响，使用多套数据集合和多种分析方法，获得了高可信度的拓扑结

构，即金粟兰目和木兰类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且它们一起与金鱼藻

目+双子叶植物构成姊妹关系，而单子叶植物是其他所有核心被子植

物的姊妹枝。

同时，作者也发现了大量的基因树或叶绿体树与物种树不一致的

情况，因此着重评估了不完全谱系分选（ILS）和杂交事件对此冲突的

贡献。

此外，本研究还鉴定了四川金粟兰独有的一次 WGD 事件，同时 5

大核心被子植物分枝的加倍事件都不共享；鉴定了花发育相关的基因

家族，解析了其特有花器官的可能形成原因；鉴定了萜类合成和木质部

形成相关的基因家族，为今后研究其简单木质部形成和萜类物种合成

通路演化提供了基础。

该研究报道了高质量的四川金粟兰基因组，填补了核心被子植物

金粟兰目的基因组信息，并通过多种分析策略和方法，深入揭示了核心

被子植物间的复杂演化历程。该成果对于早期被子植物的起源、辐射

进化以及适应性演化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基础。

金粟兰目基因组信息被揭示

或可助解开达尔文“恼人之谜”

科技日报讯 （记者符晓波）水分子直接参与众多重要的电催化反

应，但对处于固液两相界面的水分子在电催化反应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与作用机制研究一直是电化学领域的难点。近日，厦门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李剑锋教授课题组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潘锋教授团队合作，

利用电化学原位拉曼光谱技术揭示了界面水分子结构，解开了界面水

分子结构如何调控电催化反应这一科研难题，为提升电催化反应速率、

进一步指导绿色制氢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这一研究成果于 12 月 2 日

刊登于《自然》杂志。

研究团队利用原位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在电催化析氢反应过程

中，对钯单晶电极/溶液界面水分子的构型及其动态变化过程进行实时监

测。研究人员发现，电极/溶液界面除了已知的含有氢键的水分子之外，

界面上还有一类与阳离子键合的水分子。后者在阳离子和负电极电势协

同作用下，无序的水分子排布成更为有序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加

速电极与水分子间的电荷转移，进而极大提升电催化反应析氢的速率，为

指导绿色制氢提供新的理论途径。

研究显示，这类界面水分子比氢键水分子更加接近电极表面，可以提

高其和电极表面间的电荷转移效率，极大提升电催化析氢反应速率。提

高阳离子的浓度和价态会进一步增加界面区有序水分子的含量，进一步

提高电催化析氢反应速率。

研究还发现单晶电极的晶面结构和电子结构都将影响阳离子键合水

分子的含量和电催化析氢反应速率，证实了阳离子键合水分子加速电催

化析氢反应速率具有普适性。该研究从单晶模型体系出发，深入认识界

面水分子结构对电催化反应过程的调控机制，解决了困扰电化学领域长

期存在的难题。

科学家获得界面水分子结构

为绿色制氢提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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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雷拉埃雷拉··弗洛雷斯博士说弗洛雷斯博士说，，鳞龙类起源于鳞龙类起源于 22..55

亿年前的中生代早期，它们分化成有鳞类和喙头

类。他们发现，在有鳞类前三分之二的进化史

中，演化速率缓慢；而其姐妹演化分支喙头类，虽

然如今只由一个物种组成，却显示出曾有过快速

的演化速率。

各种研究证据表明，在早期的鳞龙类演化过

程中，喙头类是更成功的、形态更具多样化的群

体，而最早的有鳞类动物的多样性要少得多。直

到白垩纪，喙头类动物数量下降，但有鳞类动物却

经历了大量辐射，包括形态学和系统发育扩展。

也就是说，在新生代，蜥蜴、蛇等有鳞类动物仍然

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喙头类动物

已减少为楔齿蜥这样“硕果仅存”的孑遗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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