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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很多两栖爬行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会利用

动物毒素帮助捕食并囤积食物。记者 1月 16日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了解到，该所与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合作，揭示了哺乳动物亚

洲短尾鼩鼱也可利用毒素获得最大的觅食收益。

有毒动物占了整个动物界的 15%以上，但人们对有毒哺乳动物的研

究还很少。昆明动物研究所天然药物功能蛋白质组学学科组长期从事动

物毒素分子多样性发掘及其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和利用，对蜈蚣、蝎子、

马蜂、蜘蛛等有毒节肢动物以及蛇类、蛙类等有毒脊椎动物的毒素分子多

样性及利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化石证据表明，许多已灭绝的哺乳动物拥有毒液输送系统。现存的

有毒哺乳动物包括鼩鼱、鸭嘴兽、懒猴和蝙蝠等，它们通过有凹槽的牙齿

将有毒的唾液输送给猎物。”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介绍，鼩鼱逮

到小型猎物时，往往随即吃掉；而遇到大型猎物，则会囤积起来慢慢享

用。“鼩鼱利用毒液麻痹和制服猎物，是研究毒液利用和最佳觅食收益之

间关系的理想模型。”蒋学龙说。

分布于我国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亚洲短尾鼩鼱，下颚有两颗用于输

送毒液的牙齿。昆明动物研究所赖仞和蒋学龙研究员领导的团队，近期

从亚洲短尾鼩鼱的颌下毒腺中分离出来一种鼩鼱毒素。这种毒素特异性

分布在唾液腺中，其结构和功能与蛇、黄蜂和海蜗牛的毒素相似，表明哺

乳动物和非哺乳动物的毒液在进化上有关联性。

研究发现，鼩鼱毒素通过增强凝血酶和第十二因子活性并抑制纤溶酶活

性，诱导急性高血压和凝血，还通过抑制弹性蛋白酶，表现出强烈的镇痛作

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毒素可在猎物体内保持16小时半衰期的高血浆稳定

性，可能会延长中毒时间，以麻痹猎物并囤积供日后食用。”蒋学龙说，这提示

亚洲短尾鼩鼱通过利用毒液以达到最佳觅食收益，也为凝血系统的酶活性调

控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细胞和分子生命科学》上。

哺乳动物亚洲短尾鼩鼱

利用毒素获得最大觅食收益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 1月 17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项国勇研究组与复旦大学朱黄俊和北京理

工大学尚江伟合作，首次在实验中实现了基于局域操作的最优量子门检

验。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并入选

“编辑推荐”文章。

量子门是构建量子计算机的基本单元，实现高保真度的量子门操作

是容错量子计算的必要条件。如何检验实际制备的量子门保真度是否达

到要求是实现容错量子计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由于量子门中参数个数

随着量子系统大小指数增加，传统量子过程层析方案随量子门的规模增

大，测量次数和计算量都呈指数增长。对于未来大规模的量子门和量子

线路的质量表征，传统采用的量子过程层析方法已经不具备实际可操作

性。近期发展的量子门检验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了曙光，它对于大多数

量子门都能达到最优的样本复杂度，并且只用到局域操作。但是这种方

法对实验误差和量子门瑕疵并不鲁棒。

研究人员把量子门检验的思想与近年来该小组系统发展的多参数量

子精密测量平台相结合，改进了量子门检验的数据处理算法，使得量子门

检验在保留高效率的同时提升了对误差的鲁棒性。改进后的量子门检验

通过对量子门输出进行多次的局域投影测量，来实现对量子门的失真度

上界的估计。实验结果显示上界的估计值和样本数 n 呈接近反比关系，

也就是 1/n 的估计精度。更重要的是，该方法所需要的样本复杂度并不

随量子门规模的增大而增大。

研究人员利用最优量子门检验对两比特 CNOT 门和三比特 Toffoli

门分别进行了检验。两者平均只需用到 1600 次和 2600 次测量就能检验

保真度是否达到了 99%和 97%以上，所使用的测量基数目仅为 20 和 32

个。而用量子过程层析去刻画它们的失真度需要 324 和 4096 个测量基，

以及上百万次测量。因此，量子门检验对大规模量子门和量子线路的验

证具有重要意义。

最优量子门检验首次实现

为容错量子计算奠定基础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洪阿哈阿帕伊岛 1 月

14 日和 1 月 15 日发生火山喷发，这一事件在近

日引发公众关注。那么，如果有一连串类似汤加

火山这样的喷发会带来什么呢？记者 1 月 15 日

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国内

多个科研机构合作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三叠

纪-侏罗纪之交的火山作用：增强的大陆化学风

化和碳循环扰动”在《自然·通讯》上发表。

该研究表明，在距今约两亿年前的三叠纪-

侏罗纪（T-J）之交，大规模的火山活动遍及全

球；火山喷发不仅造成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

（显生宙“五次生物大灭绝”之一），也是陆地风化

和碳循环波动的主要诱因。

追踪沉积物中火山活动
记录是难点

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永

栋告诉记者，这次的火山喷发主要发生在近 60

万年的时间内，形成了横跨北美和邻近联合大陆

（简称为盘古大陆）地区的大规模岩浆沉积。火

山活动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轻碳同位素和甲

烷气体，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碳同位素负偏现

象。不断增加的大气 CO2等温室气体，造成了气

候变暖、海洋缺氧和海水酸化，并造成了之后侏

罗纪早期的大陆化学风化作用不断增强。

但是，有关火山作用、碳同位素漂移和大陆

化学风化作用之间内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科

学家推断的，迄今尚未找到有力的证据。这是沉

积环境和保存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在远离火山喷

发地区的陆相地层中，追踪沉积物中火山活动的

记录一直是个难点。

近年来研究发现，火山活动是地质历史上最

重要的自然汞源，并且汞元素可以在大气中进行

长距离传输，因此十分有利于在大范围的陆海地

层中保存下来，可以作为追踪火山活动踪迹的良

好指标。

火山喷发对汞和碳循环
有巨大影响

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沈俊研究员、喻建新

教授、冯庆来教授、谢树成院士，以及中国科学院

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王永栋研究员和李丽琴博士等

组成的一个国内外科研团队，选择了东亚地区代

表高纬度（新疆准噶尔盆地的郝家沟）和中低纬度

（四川盆地宣汉地区）的两个发育连续的T-J地层

剖面，开展多种方法的分析和研究，包括有机碳同

位素、汞浓度和同位素、化学蚀变指数（CIA）和黏

土矿物等，目的在于探究 T-J界线陆地沉积物中

火山活动的记录及大陆化学风化响应。

研究结果显示：在距今 2.01亿年的 T-J之交

大灭绝界线附近，位于东亚地区的准噶尔盆地和

四川盆地的两个剖面都显示出明显的汞浓度的

富集，并伴随着碳同位素的负偏，指示火山喷发

对汞和碳循环有着巨大的影响。其次，化学风化

指数和高岭土含量在汞富集层位附近表现出明

显的升高，这反映该时期化学风化的强度明显增

加。另外，研究发现，位于高纬度地区的准噶尔

盆地，其化学风化作用的加强与汞浓度的峰值几

乎同时发生；而位于中低纬度的四川盆地，化学

风化强度增大则滞后于汞浓度的峰值约 20 万

年。这说明，火山活动引起的化学风化强度增大

在高纬度反应更快（类似于现今地球表层的“高

纬度放大效应”）。最后，科学家利用模型分析，

显示陆地化学风化加强，对当时大气 CO2有非常

重要的调节作用。

研究还发现，增强的化学风化作用持续了约

200 万年，这与碳循环模型的结果预测是一致

的，即碳释放事件发生后，大气中过量 CO2的减

少需要时间。这些数据还表明，在气候变暖过程

中，高纬度大陆环境对风化强度的变化比低/中

纬度地区更敏感。

汤加火山继续喷发有啥后果？
2亿年前地球给出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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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出门，看天气预报。出差旅行，更要看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

我们往往也发现，1 天之内的天气预报比较准

确，时间越往后，预报的结果越容易不准，并且目

前的预报时限只能在 14天之内。

天气预报时限涉及到大气的季节内振荡

（ISO）研究。近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LTO）研究员杜

岩团队，在热带印度洋海洋动力过程影响大气的

ISO 方面的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在《气候动力学》上。

今后一旦对 ISO 研究透彻，天气预报的时限

将可拉长至一两个月，使我们能够对即将发生的

极端天气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实现“无缝隙”气候

预测。

“ISO 不局限于某一种具体现象，而是描述

一类时间尺度的变化。”杜岩团队成员、博士梁

韵说道：“对于一个事物，我们实际得到的观测

数据是多种时空尺度变化叠加的结果。不同

尺度变化的形成机制不同，因此在研究过程

中，为了简化问题，我们通常将不同尺度的变

化分离开来。”

什么是时间尺度呢？梁韵以日变化为例

介绍：“每一天的气温变化规律基本是早晚比

较冷，中午最热，这是由地球自转所致的日升

日落规律造成的日变化，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天’时间尺度。”

“ISO，是一种时间尺度大于一个月但小于

一个季度的变化。”梁韵说。由于 ISO 能直接

影响其所在地区的长期天气变化和造成短期

气候异常，又能通过改变大气对流和环流、激

发大气波动、与厄尔尼诺等其他时间尺度的气

候模态相互作用等方式间接影响全球的天气

和气候，近年来成为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前沿

课题之一。

热带地区的 ISO 尤为活跃，大致可以分为北

传和东传两种类型。其中，东传型最初由马登

（Madden）和朱利安（Julian）两位科学家发现，因

此也常被称为马登-朱利安振荡（MJO）。“东传

ISO 是一种行星尺度的深对流系统，伴随着气

压、风场、降水、海温等多种要素的变化，最初生

成于热带西印度洋，以每秒 5—10米的速度向东

传播，在热带东南印度洋被显著加强，经过西太

平洋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深对流最终消失于日界

线附近。”梁韵指出，该 ISO 具有较为显著的季

节特性，在北半球冬季，也就是 12 月至次年 2 月

最为强盛。

东传 ISO 在某些地区的持续性活跃往往还

会引起一些较为极端的天气，比如 2008 年初我

国南方雨雪冰冻灾害，1998 年和 2020 年夏季长

江流域的洪涝，以及 2009 年冬季和 2010 年冬季

云南的百年大旱等。赤道附近东传 ISO 对流和

环流的异常甚至可通过影响海洋蒸发、流动、波

动，进而影响到海洋中一些现象的发展和演变，

甚至影响海洋微生物的生长。

“ISO 能影响亚洲季风区、非洲大陆、太平

洋岛屿，甚至北美西海岸等多个区域的天气和

气候。”梁韵指出，ISO 是连接天气和气候的桥

梁，理解 ISO 的发生发展是研究天气及气候变

化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无缝隙”气候预测的

关键。

ISO同长短期气候密切相关

杜岩团队即把研究的目光聚集在东传 ISO

上。过去的科学研究普遍认为，ISO 是一种大气

内部模态，也有一些研究从海洋的角度分析了热

带西南印度洋 ISO 的生成。“我们主要从海洋角

度分析了海洋动力过程在热带东南印度洋对

ISO 的加强作用。”梁韵说，“因为海洋的变化比

大气缓慢，我们通常说海洋拥有记忆功能。某些

情况下，可以通过海洋波动追溯前期大气变化对

海洋产生的影响，这就为我们的预测研究提供了

一定的信号。”

在此之前，关于东传 ISO 的研究普遍从大气

内部的扰动出发，关注水汽、风场等大气要素的

变化。但杜岩团队把关注点放在海洋动力过程

上，并将研究时间提前到秋季，且在此过程中，海

表温度（SST）被作为重要的媒介，海洋波动通过

影响 SST进而影响大气。

基于对观测数据和再分析资料的分析，杜岩

团队发现热带东南印度海洋和大气在 50—80 天

的 ISO 信号相关性强，二者均在北半球冬季最活

跃并具有东传特性。梁韵说：“秋季的季风转换

能够导致赤道的波动。我们发现，在北半球秋

季，印度洋上空的西南季风转变为东北季风，赤

道附近的风场变率较大，风场产生的影响在苏门

答腊沿岸累积，促使了下沉罗斯贝波的生成。”

而下沉罗斯贝波具有西传特性，且对应着加

深的温跃层和暖的 SST 异常。下沉罗斯贝波在

苏门答腊沿岸生成后西传至东经 90°附近，使

得该处 SST 增暖，进而加强与 ISO 有关的深对

流。此外，由于该波动的生成主要与秋季的季风

转换有关，其传播至东经 90°需要 5—6周，因此

对大气 ISO 的加强主要发生在冬季。这一过程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传 ISO 在冬季最强的

原因。

“我们一方面解释了海洋如何加强大气中的

深对流现象，即海洋波动首先影响海表面温度，

海表面温度再影响到大气；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

么东传 ISO 在冬季是最强的，从而阐释了它的季

节特性。”梁韵表示。

找到东传ISO冬季最强原因

“目前天气预报的准确预报时间被限制在

14 天以内，对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等气候变化

模态的准确预测也存在困难，这正是由于对 ISO

的研究尚不完善。”梁韵指出，“一旦能够研究透

彻 ISO，天气预报的时限将可拉长至一两个月，

那么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我们就能够提

前采取应对措施。”

不同尺度的变化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作

用、存在着能量传递的。梁韵补充道，我们平常

说的天气通常是时间尺度在两周以内的小尺度

变化，而气候是长于一个季度的大尺度变化，

ISO的时间尺度则介于二者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对 ISO 的透彻研究可提升对

于厄尔尼诺现象预测的精确度。厄尔尼诺是指

在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海洋地区，海水温度

异常持续变暖，进而影响整个世界气候的现象。

厄尔尼诺现象可对全球气候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引发洪水、导致干旱和农作物歉收，并且通过海

气作用的遥相关，对相当远的地区，甚至对北半

球中高纬度的环流变化产生一定影响，如使得我

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有偏少趋势。

“厄尔尼诺的预测存在春季预报障碍现象。

春季预报障碍跟热带西太平洋西风爆发密切相

关，而西风爆发又和 ISO 有着极大关系。东传

ISO 在冬季是最强的，它到达西太平洋之后，能

够影响该海域次年春季的西风爆发。目前无法

准确预测西风爆发，是导致厄尔尼诺春季预报障

碍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希望能更早地预测厄

尔尼诺，从而将与其有关的天气灾害所带来的损

失降到最低。”梁韵解释道。

什么时候可实现对天气长达一两个月的预

报和厄尔尼诺的准确预报呢？对此，梁韵表示，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物理现象来讨论，从机制

上进行解释，仍需继续完善该机制原理，并把它

理论化。同时天气预测也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

强有力支持。”

实现“无缝隙”气候预测的关键

能否准确预报两个月天气能否准确预报两个月天气
海洋的这个参数很重要海洋的这个参数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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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 （记者王珏玢）年幼模仿蚂蚁、长大模仿泥蜂，拥有如此实

力派“演技”的，竟然是一类 1 亿年前的小小昆虫。由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领衔的一项国际研究最新发现，生活在 1 亿年前的一类昆虫

奇翅虫，会随自己的生长模拟不同动物，堪称远古时期的“超级演员”。

此次，研究团队对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斯洛伐克等地的 100多块奇

翅虫化石展开研究。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十多只形态类似蚂蚁的奇翅

幼虫。化石里的奇翅幼虫体长 3 至 5 毫米，腹部很瘦，类似蚂蚁的腹部。

它们的触角和腿，也和当时的原始蚂蚁非常接近。

有趣的是，奇翅虫长大后，还变换了模仿对象。“奇翅成虫长出翅膀

后，没法再‘扮演’没翅膀的蚂蚁了，又假装起了蜂类。”领导此项研究的

中科院南古所研究员王博说，奇翅成虫的胸腹部变得很像蜂类的“细

腰”，它们翅膀以及身体的形状和大小，也非常接近当时的一种原始蜂

类：长背泥蜂。

“生物在形态和行为上模仿另一种生物的现象被称为拟态，这在大自

然中并不少见。但在生长过程中会转换模仿对象的动物，此前在化石中

还从没发现过。小时候假装蚂蚁、长大后假装泥蜂，奇翅虫这种‘超级演

员’一生都在模仿更为凶猛的昆虫。这种绝佳的‘演技’可能吓住天敌，让

它们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王博说。

相关研究已于近日刊发在国际地学综合期刊《地球科学评论》上。

这个1亿年前的小昆虫

拥有实力派“演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