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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符晓波 通讯员 曾文萃

遗传漂变是不同基因型个体生育的子代个体数有所变

动而导致的基因频率随机波动。对比自然选择，遗传漂变是

一种随机发生的基因改变，对小种群的基因库影响很大。例

如，在一个种群中，某种基因的频率为1%，如果这个种群有

100万个个体，含这种基因的个体就有成千上万个。如果这

个种群只有50个个体，那么就只有1个个体具有这种基因。

◎栗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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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 2 月 24 日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固体所内耗与固体缺陷研究部同中国核动力研究

设计院合作，研制出一种高性能钼合金，或可在先进核能系统和航空航天

等领域应用。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金属材料期刊《Acta材料》上。

空间核反应堆具有环境适应性好、功率覆盖范围广、结构紧凑以及大

功率条件下质量功率比小等突出优点，在大功率地球轨道卫星、深空探测

以及月球行星基地供电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空间堆中的包壳及

堆芯结构材料面临高温、中子辐照及液态碱金属腐蚀等苛刻服役环境，是

制约空间堆技术发展的瓶颈之一。钼及其合金由于高熔点、高热导率、与

碱金属相容性好等优点，是空间堆关键候选材料，但纯钼存在室温塑性

低、高温强度不足、再结晶脆性和辐照脆化等问题。

研究团队提出通过纳米碳化物弥散、细晶强化和晶界净化来协同提

升钼合金综合性能的研究思路。研究团队通过粉末冶金法和高温旋锻制

备了室温及高温下均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纳米结构钼—一碳化锆合金。

该纳米结构合金的室温抗拉强度达 928 兆帕、延伸率为 34.4%，比工业中

广泛应用的钼钛锆合金（TZM 合金）分别提高 26%和一倍以上；在 1000℃

时，钼—一碳化锆合金的抗拉强度达到 562 兆帕，比纯钼、其他纳米结构

合金提高 50%以上。在 1200℃高温下，钼—一碳化锆合金的强度优势更

为显著，其抗拉强度比氧化物弥散强化钼提高一倍以上，同时保持优良塑

性。此外，该合金的再结晶温度比纯钼提高约 400℃，具有优异的高温稳

定性。

研究结果表明，纳米结构钼—一碳化锆合金在室温及高温下均具有

优异的强韧性，与已报道的同类材料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高强韧钼合金研制成功

可用于外太空核反应堆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祝华）2月 24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获悉，该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日前在环境科学与生态领

域期刊《总体环境科学》上，在线发表研究成果。该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沿

海近 70 年的鲸类搁浅数据，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我国鲸类的物种多样性、

相对丰度以及时空分布模式等重要信息。

鲸类动物是所有小型海豚和中大型鲸类的统称，全球现存约 90个物

种。它们是海洋环境健康的指示物种，也是开展海洋保护工作的旗舰物

种，研究和保护鲸类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

义。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我国的鲸类物种多样性较为丰富，至少有 30 余

个物种。由于缺乏调查和监测，大众对出现在我国海域的鲸类动物所知

甚少，相关的科学信息十分匮乏。在这种背景下，长期的、大范围的鲸类

搁浅资料成为重要的科研数据，可提供物种出没记录、相对丰度、多样性

和威胁因子等宝贵信息。对于一些神秘物种如喙鲸而言，搁浅信息收集

和样品获取往往是了解和认识这些动物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径。

该研究将我国 14 个沿海省份（包括港澳台）设为研究区域，收集了

1950年至 2018年共计 1763个鲸类搁浅记录。结果显示，搁浅数据共记录

了 36 种鲸类，包括 9 种须鲸和 27 种齿鲸。其中，须鲸和齿鲸各占搁浅记

录总数的 10%和 90%。作为典型的近岸物种，沿海江豚和中华白海豚占

比 43%，是搁浅记录里的“优势”物种。就动物搁浅数量而言，92%的搁浅

事件为单一个体搁浅，须鲸几乎全部是单一个体搁浅，齿鲸的海豚科动物

有部分群体搁浅。

随着时间推移，每年的鲸类搁浅数量不断增长，且近 30 年明显多于

1990年以前。鲸类搁浅展示出一定的季节性特征，而不同物种/类群的季节

性有所不同，例如江豚、须鲸和瓶鼻海豚为“春峰型”，热带斑海豚为“春—夏

峰型”，而中华白海豚为“夏—秋峰型”。空间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北纬

20°—25°间的区域记录到最多搁浅事件、最高物种数及最高鲸类搁浅密

度。此外，我国沿海多个局部区域，如珠江口、台湾海峡、琼东沿岸区、长江

口等被识别为鲸类搁浅热点区。

基于鲸类搁浅数据分析，该研究揭示了我国鲸类的生物多样性和

时空分布特征，为进一步加强鲸类相关研究、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科

学依据。

近70年搁浅记录

揭示我国海域鲸类分布特征

早在几亿年前就生活在地球上的原绿球藻

被认为是海洋重要的初级生产者，其通过光合作

用每年可固定约 40 亿吨碳，为海洋碳汇作出重

要贡献。

一直以来，学界默认原绿球藻的进化适应过

程主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固有认知于近

期被打破。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MEL）张瑶教授团队与香港中文大学

罗海伟教授团队合作，历经 4 年实验研究发现，

在原绿球藻进化过程中，人们所熟知的自然选择

并不如传统认知的那么重要，而一直被忽略的遗

传漂变发挥着关键作用。该研究成果在国际期

刊《自然·生态与进化》上刊发。

被称为海洋初级生产者的原绿球藻吸收并

利用阳光中的能量，从水中分离出氧和氢，使氧

气开始在大气中积累，让原本“缺氧”的地球迎来

了繁荣的“大氧化”时代，为后续生物进化的高速

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其“祖先”早在约 25亿年

前就开始进化，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地球。

在漫长的历史中，原绿球藻遵循怎样的进化

机制？弄清这个问题，能够帮助人类更好理解海

洋生态循环，绿色利用资源。

基因的不断变化促成了物种进化。目前

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物种基因改变主要归因

为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进化过程中有利的

个体差异和变异被保存下来，而那些有害变异

则被自然所淘汰。原绿球藻拥有巨大的种群

数量和广泛的海洋地理分布，多年来，学界也

一直默认自然选择在原绿球藻进化适应过程

中极其有效。

然而，张瑶教授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原绿球

藻虽分布广泛，但不同的小生境被拥有不同代谢

特点的孤立种群所占据，各种群之间彼此孤立，

不发生基因交流，种群内部基因重组水平较低。

“就像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群，会为了适应其

所在的环境而拥有不同的特征。”张瑶进一步解

释，在原绿球藻进化过程中，人们所熟知的自然

选择并不如传统认知的那么重要，而一直被忽略

的遗传漂变发挥着关键作用。

遗传漂变是不同基因型个体生育的子代

个 体 数 有 所 变 动 而 导 致 的 基 因 频 率 随 机 波

动。对比自然选择，遗传漂变是一种随机发生

的基因改变，对小种群的基因库影响很大。例

如，在一个种群中，某种基因的频率为 1%，如

果这个种群有 100 万个个体，含这种基因的个

体就有成千上万个。如果这个种群只有 50 个

个体，那么就只有 1 个个体具有这种基因。在

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个个体可能偶然死亡或没

有交配，这种基因在种群中消失的概率极大。

按照固有观点，自然界较少有很小的种群，因

此遗传漂变可能发生的频率很低。近年来，有

研究观点认为，很多种群并不是一个大群体，

而是由很多个小种群组成的，彼此存在基因流

的集合种群。考量这些小种群进化过程时，遗

传漂变则产生不小的作用。

此次这项研究则表明，原绿球藻有效种群规

模并不是学界默认的那么大，而是小于许多典型

的海洋自由生活菌，因此遗传漂变在原绿球藻进

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那么，如何对生活在海洋中、体积微小的原

绿球藻进行研究？如何认识其有效种群规模？

有效种群规模又是怎样帮助我们了解原绿球藻

进化方式的？

不同环境原绿球藻拥有不同特征

研 究 人 员 介 绍 ，有 效 种 群 规 模 是 认 识 原

绿球藻种群生态、分子和群体遗传特征的关

键参数。明确原绿球藻的有效种群规模，需

要先进行突变累积实验，测得原绿球藻准确

过于微小导致30余年前才被发现

实验中，研究人员设置由一个细胞起源，随

后发展为 150个独立细胞系，每个细胞系在 1065

天内各自单克隆连续传代 39次，最终有 141个细

胞系存活，为后期实验奠定数据支持。

经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实验测得原绿球藻的

突变速率处于原核生物的正常水平，这表明原绿

球藻并没有因为缺失多种 DNA修复酶而获得较

快的突变速率。在测得准确突变速率的基础上，

该研究对 418 个原绿球藻基因组进行了严谨的

物种划分，并计算出原绿球藻的有效种群规模小

于许多典型的海洋自由生活菌。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发现，广泛分布的原绿

球藻具有大量共存的孤立种群，不同的小生境被

有不同代谢特点的孤立种群所占据，同时，这些

孤立种群内部基因重组水平较低。基于此，研究

提出了原绿球藻遗传漂变加强的机制——周期

性选择。在低重组水平的条件下，自然选择发挥

作用时会固定包含优势基因的整个基因组，而淘

汰不包含优势基因的整个基因组，从而降低原绿

球藻的中性遗传多态性和有效种群规模，强化其

遗传漂变的作用。该研究在传统的寡营养环境

适应观点之外，为寡营养环境中优势类群常见的

基因缩减现象，提供了一种创新的观点和理论。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物种，它们并不

一定都是自然选择选出的佼佼者，有些物种可

能只是幸运地存活了下来而已。虽然大众已

经普遍理解并笃信了自然选择的作用，但我们

不能因此就忽视遗传漂变的作用。”张瑶表示，

目前获得的实验结果，有的符合已有的理论，

有的不符合，这是因为理论并非真理，它始终

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验证、修

正，并在不断修正中发展。

有些物种可能只是侥幸存活

进化过程中只有适者生存进化过程中只有适者生存？？
地球古老居民给出另一种可能地球古老居民给出另一种可能

的突变速率。

该研究通过连续 3 年的大规模单克隆连续

传代，首次开展了原绿球藻的基因突变累积实

验，计算出原绿球藻的有效种群规模小于许多

典型的海洋自由生活菌，其原绿球藻突变速率

低、有效种群规模小的特征颠覆了“原绿球藻

的进化由自然选择主导”的传统认知。

虽然已经是在地球上居住上亿年的古老

居民，但因为太小，原绿球藻直到 30 多年前才

被人类发现。张瑶说，“1 毫升的海水里，有多

达 10 万个原绿球藻，但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

此前落后的设备和技术无法观测到，导致人们

这么晚才认识到它”。

因其特征，培养原绿球藻非常有难度，培

养基所使用的海水、固体培养基的琼脂糖浓

度、培养时设置的光照强度和温度等因素的细

微变动都可能对原绿球藻的生长产生巨大影

响，甚至早期学界都认为它不可培养。经过多

年的摸索，如今全世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实验

室能把它成功养活。

为从“进化生态学”的角度厘清海洋初级

生产者的进化机制，研究团队不断调试实验参

数，克服原绿球藻难以在实验室培养且生长缓

慢的困难，摸索出了一套稳定的单克隆培养方

案。这套方案从一个原绿球藻细胞开始进行

培养，使之不断分裂，最终形成一个细胞群，而

这一群细胞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细胞。

不仅如此，原绿球藻生长周期较长，基因

突变的速率很慢，而要掌握原绿球藻在传代中

基因突变的数量，需要积累到一定量才能进行

有效的统计分析，这使得实验的时长跨越了 4

年之久。

科技日报讯（刘晓倩 记者陆成宽）通过对比研究青藏高原和北极格

陵兰岛地区的灌木更新动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生态系统格局与过

程团队发现，持续的气候变暖抑制或减缓了高海拔、高纬度地区灌丛更

新。相关研究成果 2月 23日在线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

灌木是分布范围最高、界限最北的木本植物。由于灌丛植被依赖于

气候，其对气候变化具有高度的响应性，灌木种群的更新可为了解生态系

统健康和稳定性提供关键指标。

“气候变暖正显著改变陆地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青藏高原和南北极

是全球气候变暖最为敏感的地区，是解答气候变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

的典型先锋实验区。”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研究员梁尔

源说。

为此，研究人员比较了青藏高原和北极格陵兰岛地区的 2770株灌木

的长期更新数据集以及 1871 年至 2010 年两个地区的大气环流模式的关

系。研究发现，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青藏高原中南部地区灌木更新已达

到种群更新峰值，格陵兰地区灌木更新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达到峰

值。此后，两个地区灌木更新呈显著下降趋势。

研究还发现，温度升高已超过灌木更新的最优阈值，近几十年升温以

及大气环流变化所加剧的水分胁迫是灌木更新下降的关键限制要素。梁

尔源说，未来持续变暖会进一步约束灌丛边界的扩张。

气候变暖加剧

青藏高原灌丛更新减缓

有些人在死亡边缘走过一遭，日后回忆起自

己的濒死体验，会说一生经历的许多事情都在脑

海中闪过，就像“跑马灯”一样。

一个人在死去之前到底会经历怎样的脑活

动？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

终于有一支研究团队，获得了一位濒死人类的连

续脑电图，并且从中观察到奇特的景象。

科学家甚至猜测：在人即将离去时，他的大

脑真的在回顾人生。

频率最高的脑电波

取得垂死之人的脑活动数据，并不在研究者

的计划之中。

加拿大有一位 87 岁的老人，在跌倒之后被

送进急诊室。医生发现他有颅内血肿，便为他实

施了开颅手术，以去除血肿。手术之后，患者病

情稳定了两天，但随后出现一系列可被看作神经

系统功能恶化的症状。

因此，医生决定用脑电图持续监测他的病

情，并从中确认了 12 次癫痫发作。但就在监测

的过程中，患者突发心脏病去世。老人生前签署

过放弃急救同意书，所以在通向死亡的旅途中，

他的脑电活动得到了更纯粹的记录。

经过患者家属的允许，科学家们一共取得

了连续 900 秒的脑电波数据。这些数据里包含

一次癫痫发作，在第 200 秒前后出现。第 470

秒，左脑的神经活动受到抑制；第 694 秒，左右

脑的神经活动都受到抑制；第 720 秒，患者出现

心脏骤停。

通常，当患者的心脏停跳持续超过 30 秒，

他便可以被宣布死亡。于是，心脏骤停（第 720

秒）的前后各 30 秒，成了研究者们最关心的时

间段。

科学家分析了那位老人的脑电波，并惊讶地

发现：当左右脑的神经活动都被抑制（第 694秒）

之后，伽马波没有立即减弱，反而增强，直到心脏

骤停后才回落。这个现象代表什么呢？

我们头脑里的神经元，会依靠电信号相互传

递信息，而这些信号产生的波形就是脑电波。人

类的脑电波，可以按照频率的高低分为五大类，

用德尔塔、西塔、阿尔法、贝塔和伽马这 5个希腊

字母命名。

其中，最慢的是德尔塔波，频率在 4 赫兹以

下，成年人只有睡眠时才会出现这类脑波；最快

的则是伽马波，频率在 30—150 赫兹，与一些高

级的脑功能（如认知和记忆）密切相关。

通常，当人们精神高度集中，忙着处理信息

的时候，大脑会制造出更多的伽马波。伽马波的

强盛，意味着大脑正在努力工作。而如果人脑中

的伽马波水平长期偏低，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

能力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不过，这些用来执行高级任务的伽马波，为

什么在生命的末尾被召唤出来？

可能在回忆人生

不同频率的脑波，有时还会相互作用。一

种高频率脑波（小周期），遇上另一种低频率脑

波（大周期）时，它振动的幅度可能会受到后者

的影响。

不同频率的脑波相互作用的现象，叫跨频率

耦合。现实中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跨频率耦合

方式，有些在调频（FM），有些在调幅（AM），就

像收音机。

从那位 87 岁老人的脑电图中，科学家也观

察到了其他脑波与伽马波的相互作用：既有阿尔

法波与伽马波的跨频率耦合，也有西塔波与伽马

波的跨频率耦合。其中，阿尔法波跟伽马波的耦

合十分突出。

在患者左脑神经活动受到抑制的时期（第

470 秒开始），阿尔法波和窄频带伽马波（30—60

赫兹）的耦合最强；而在心跳骤停后（从第 720秒

开始），阿尔法波和宽频带伽马波（80—150 赫

兹）的耦合最强。

团队说，已知在健康人类的认知过程和回忆

过程中，都涉及到了阿尔法波和伽马波的相互作

用。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路易斯安那大学的阿

杰马尔·季默推测：“濒死时期的大脑，也许就是

依靠那些脑波来提取记忆，在短短数秒之间，最

后一次回顾人生中重要的片段。”

当患者心脏骤停后，每一类脑波的功率都开

始下降。但当科学家在五类脑波中做了横向对

比，就发现：与高级脑功能最相关的伽马波，其功

率的占比在心跳停止后依然在增加。

在 2013 年，有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可控条件

下，观察过濒死大鼠的脑活动，并发现有类似的

现象：在心脏骤停后的 30秒之内，伽马波出现了

短时的激增，且与阿尔法波和西塔波都出现了紧

密的耦合。

至于伽马波为什么会增加，研究者相信那是

心脏停跳前的高碳酸血症和心脏停跳后的脑血

流停止造成的。

结合新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认为濒死的大

脑可能执行了一种生物过程，而这个过程或许随

着生物演化的历史长河，在不同物种之间保留了

下来。

当然，这项新研究还有一些缺陷，比如它用

到的人类脑电图样本只有一个，且是来自神经系

统严重受损的人类。一个人的濒死脑电波未必

典型，不一定能推广到更多的人类身上。

另外，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尼

尔·塞斯教授认为，只靠伽马波的增强，以及伽马

波与其他脑电波的相互作用，还无法判定那就是

大脑在闪回人生的种种过往。那只是一种可能。

但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项研究成果“既感

人又迷人”。毕竟，如果不是患者病情发展得出

人意料，科学家们也很难获得那份珍贵的脑电图

数据。从伦理上讲，有计划地收集垂死人类的脑

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环球科学》）

濒死之时脑电波活跃，大脑或在回味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