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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博

澄江生物群代表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高峰期。在

那之后，生命演化呈现什么规律，与奥陶纪生命大辐射如

何衔接？解开这个谜团就需要“中寒武统”的华北板块“接

力”跑下去。

◎本报记者 张 晔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颉满斌）近日，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路永

钢教授课题组与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朱莉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计

算机科学系何静教授合作，提出了一种基于球面嵌入的蛋白质三维重构

算法，有助于从冷冻电镜图像中重构出更加准确的蛋白质三维结构。相

关成果在线发表于《通讯生物学》。

蛋白质结构解析是分子生物学的核心课题，对于人们认识蛋白质的

功能，理解疾病的发病机理，进行药物设计和疾病治疗等都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近年来，冷冻电镜技术在测定生物大分子结构方面取得了突破

性的进展。

单颗粒分析是冷冻电镜测定蛋白质结构的主流技术。在利用冷冻电

镜获得大量同一种蛋白质分子的二维投影图像后，该技术利用三维重构

算法可以计算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其中，蛋白质三维重构的核心问题

是估计每个投影图像的投影方向，其本质是一个非凸优化问题。现有的

算法大多是基于模板匹配，或者是基于期望最大化的参数估计算法，容易

受到初始参数选取的影响，可能会重构出错误的蛋白质结构。

为了提升三维重构结果的可靠性，路永钢课题组在该研究工作中充

分利用了全体投影图像在投影方向以及等价线方面的全体一致性约束，

通过两次球面嵌入获得了在三维空间中满足全体投影图像一致性约束的

投影方向估计，进而计算出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不

需要初始模板，尽量从数据内部挖掘约束条件，对初始化依赖较小，因而

提高了重构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另外，路永钢课题组还提出了新的

投影方向表示方法，利用两个互相垂直的向量来表示投影方向，并且讨论

了这种表示和通常使用的欧拉角表示的等价性。

实验结果证明了该论文提出的球面嵌入算法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投影

方向，并且在噪声比较高的情况下，该算法能大大降低投影角估计的误

差。三维重构的结果也证明了利用该算法在不同噪声水平及不同数量的

投影图像上进行重构时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得到的重构结果具有更高

的分辨率，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结构。

蛋白质三维重构新算法

助力蛋白质结构解析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4 月 20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许金时、韩永建等人将携带不同轨道角

动量的光子（又称为涡旋光子）束缚在简并光学谐振腔内，通过引入光子

的自旋轨道耦合人工合成了一维的拓扑晶格，为拓扑量子模拟开创了一

种新的方法。研究成果 4月 19日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由于三维物理世界的限制，往往难以研究三维以上的物理系统的性

质及演化特性。研究人员提出可以通过人工合成维度的方式来解决。例

如，在一个三维系统中引入两个人工合成维度，就可以在该系统上研究五

维的物理性质。

涡旋光子携带的轨道角动量数目原理上可以无限，是构建人工合成

维度的理想载体。我国学者周正威教授研究组早在 2015 年就首次理论

提出基于人工合成光子轨道角动量维度实现量子模拟的方案。李传锋、

许金时等人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了长期的实验探索，先后搭建了基于平面

镜、球面镜和椭球面镜的简并光学腔，实现腔内超过 46 阶轨道角动量模

式的谐振。在此基础上，研究组创造性地在驻波简并腔中引入具有各向

异性的液晶相位片，实现腔内涡旋光子轨道角动量和光子自旋的耦合。

腔内光子所携带的轨道角动量是整数分立的，与一维离散晶格相对应。

因此携带不同轨道角动量的光子可以等效为位于不同晶格格点上的准粒

子，并通过自旋自由度将具有不同轨道角动量的光子耦合起来，从而模拟

粒子在不同晶格格点之间的来回跃迁。利用共振能谱探测技术，研究组

直接刻画了该自旋轨道耦合系统的态密度和能带结构。利用该实验装置

优异的可调谐性能，清晰展现了周期性驱动系统能带打开和闭合的演化

过程。研究组进一步引入不同的演化时序，系统地研究了不同拓扑结构

的特性并探测到拓扑绕数。

这项成果验证了利用涡旋光子固有自旋和轨道角动量作为人工合成

维度的可行性，为研究丰富的拓扑物理系统提供了一个高度紧凑的实验

平台。

基于简并腔中涡旋光子的

拓扑量子模拟首次实现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因为丰富的色彩和形态等多样性，蝴蝶长

期以来是昆虫生态与进化研究的重要主题。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进化基因组学与基因起源学科组在蝴蝶颜色进化方面的研究取得

新进展，为了解凤蝶色素的起源提供了新见解，同时为探索蝴蝶的进化、

生态学和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相关结果在线发表在英文期刊

《动物学研究》上。

蝴蝶是凤蝶总科的物种统称，因其形态多样性，自达尔文时代就是研

究物种适应性进化的重要类群之一。近年来，它更被认为是研究形态遗

传、进化和发育的理想模型，已成为发育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种群遗传

学、保护生物学和生态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模式生物之一。特别是凤蝶

含有一类独特的凤蝶色素，有助其翅膀颜色多样性的形成，以及如躲避捕

食者和择偶等各种生物学功能的发挥，因此其同时也是探讨动物复杂性

状起源和重塑的理想模型。

2015 年，该学科组解析了金凤蝶及其近缘种柑橘凤蝶基因组，并以

蝴蝶为例首次实现野生昆虫的基因编辑。为进一步探讨蝴蝶形态等表型

多样性进化的遗传基础，2017年蝴蝶谱系基因组计划启动。作为先期研

究，该学科组利用最新技术，解析了广泛分布在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并

对体色进化及物种分化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碧凤蝶的染色体水平的基因

组、经典伪装物种枯叶蛱蝶染色体水平的高质量基因组。

近期，研究团队利用三代长读长测序技术又解析了包括凤蝶科的凤

蝶亚科和绢蝶亚科的所有族的代表种类共 11 种凤蝶的高质量参考基因

组，构建了族水平稳定的系统发育树。研究结果提示，位于模式基因和效

应基因上游调控区的凤蝶科特异的非编码保守元件和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的进化，以及效应基因的快速进化，可能促进了凤蝶色素的起源与进化。

凤蝶的斑斓五彩

或源于基因快速进化

在距今约 5.3 亿年前，一个被称为寒武纪的

地质历史时期，地球生物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 2000万年的时间内，地球上突然涌现出各

种各样的动物，它们不约而同地迅速起源、同时

出现。

这就是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些动

物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大量出现，至今仍被国际学

术界列为“十大科学难题”之一。

为了解开这个难题，科学家在世界各地广泛

收集寒武纪生物化石。但奇怪的是，寒武纪特异

埋藏化石库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并不均匀，大多数

著名的寒武纪特异埋藏化石库都集中分布在华

南板块和劳伦大陆（今北美大陆的主体）。

前不久，《国家科学评论》在线发表了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一项最新成果，科

研人员在华北地区首次发现距今约 5.04 亿年的

寒武纪特异埋藏化石库，并将其命名为“临沂动

物群”。这一发现让我们对 5亿年前发生在华北

板块上的生命演化故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也为研究地球生命演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补

上了一块新的拼图。

对于过去，人类总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和敬

畏；对于生命，人类也还有很多未知等待探索。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可以分成 7大类：动

物、真菌、原生动物、植物、古菌、细菌和病毒。其

中，动物是从寒武纪开始集中、大量出现的。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寒武

纪大爆发研究团队的赵方臣研究员介绍说，在

寒武纪早期几千万年的时间内，突然出现门类

众多的无脊椎动物。节肢、腕足、蠕形、海绵、

脊索动物等一系列与现代动物形态基本相同

的动物在地球上来了个“集体亮相”。随后，包

括脊椎动物在内的几乎所有动物门类在几百

万年间快速出现，前寒武寂静的海洋瞬间变成

了热闹的动物园。

也就是说，在不到地球历史 1%的时间里，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诞生了地球上绝大多数动物门

类，奠定了现今动物门类多样性的框架。

但是，令科学家不解的是，在早期更为古老

的地层中，长期以来没有找到其明显的祖先化石

的现象。同时，寒武纪特异埋藏化石库的时间和

空间分布也不均匀，大多数著名的寒武纪特异埋

藏化石库都集中分布在华南板块和劳伦大陆。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布尔吉斯动物群在北

美洲的加拿大发现，澄江动物群在我国的云南发

现。而 2019 年在宜昌发现的清江生物群，与澄

江动物群同属于华南板块。

这种地理分布的不均衡在寒武纪中期（苗岭

世）表现最为明显：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特异埋

藏化石库都位于劳伦大陆，而此时恰恰是寒武纪

演化动物群最为繁盛的阶段。“因此，这些客观条

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对寒武纪演化动物

群面貌和格局的全面认识。”赵方臣说道。

我国是一个化石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据

地质古生物学家调查发现，华北地区有大量的寒

武纪地层，但长期以来，还没有发现类似的软躯

体保存的特异埋藏生物群。理论上，华北板块不

可能错过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那么，这些化石究

竟埋藏在哪里呢？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未解之谜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寒武纪大爆发研究团队在这一地区展开了大量

野外工作，并选取代表性层位和剖面进行了集中

采集，收集到了数千枚精美的化石标本。

本次综合研究的“临沂动物群”来自山东省临

沂市西郊的寺口剖面，软躯体化石集中产出于寒

武系张夏组盘车沟段下部的黑色与黄绿色页岩

中。科研人员根据其中的三叶虫，确定特异埋藏

化石库的时代为距今约5.04亿年寒武纪苗岭世鼓

山期的早期，稍微晚于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

超35个化石类群现身“临沂动物群”

作为华北板块第一个被综合研究的寒武纪

特异埋藏化石库，科学家对“临沂动物群”寄予厚

望。它有望为华北寒武纪特异埋藏化石库的研

究开启新的篇章。

“在寒武纪时期，地球大陆的板块与现在大

不相同，我国的华北板块与长江流域的场子地

台、华南地区的华南褶皱区还处于分离状态。华

北板块是一个独立块体，当时临沂所在的位置，

大概位于华南和加拿大中间，是茫茫大洋中的一

块孤岛。”赵方臣说，作为中国传统“中寒武统”的

标准地区，华北板块的寒武纪中期地层序列完

整，化石丰富，是寻找这一时期特异埋藏化石库

的潜力地区。

而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华南板块，澄江生物

群代表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高峰期。在那之

后，生命演化呈现什么规律，与奥陶纪生命大辐

射如何衔接？解开这个谜团就需要“中寒武统”

的华北板块“接力”跑下去。

“我们认为生命演化是有连续性的，华北板

块发现的‘临沂动物群’正好接上了澄江生物群，

可以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赵方臣表示，华北

板块寒武纪特异埋藏化石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

究，有望在更晚的地层中获得新的发现，把寒武

纪到奥陶纪的生命演化故事讲得更完整。

同时，“临沂动物群”与同期的北美特异埋藏

化石库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生物类型，其中一些珍

稀节肢动物，如迷音虫和莫里森虫，即使在原产

地北美也十分少见，这暗示了华北与北美软躯体

动物群在这一时期的密切联系。

通过聚类分析、非度量性多维标度变换和网

络分析等定量分析手段，科研人员进一步明确了

华北与北美软躯体动物群之间的联系。“这表明

华北可能充当着东冈瓦纳与北美之间的生物地

理纽带。不过，由于来自不同角度的古地理证据

尚存在差异，这种联系的生物地理解释还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评估。”赵方臣说。

华北首次发现寒武纪特异埋藏化石库

““临沂动物群临沂动物群””重见天日重见天日
加入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解谜团队加入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解谜团队

赵方臣告诉记者，目前，已有超过 35个化石

类群在“临沂动物群”中被发现，丰富了这一时期

海洋生物与群落的多样性面貌。其中组合中多

样性最高的类群是非三叶虫节肢动物，又以奇虾

类和莫里森虫类最为引人注目。除节肢动物以

外，多样的海绵动物和蠕虫状动物也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

“‘临沂动物群’中的化石大部分为软躯体形

式保存，且许多都保存了精细的解剖结构，如附

肢、眼睛、消化系统和刚毛等，为我们进一步了解

这些生物的解剖结构提供了新信息。”赵方臣说。

赵方臣表示，软躯体动物极易分解腐化，很难

保存为化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形成化石。

在华北地区，过去也有科学家采集了大量寒武纪

化石，但都是保存在硬质的碳酸岩中，化石大多为

三叶虫的骨片，而对泥岩的采集鲜有涉足。

经过对软躯体化石保存条件的深入研究，赵方

臣决定对华北地区细腻的泥岩进行挖掘。经过数

年的采集，大量寒武纪软躯体动物化石重见天日。

科研人员发现，与其他经典的布尔吉斯页岩

型特异埋藏化石库一样，临沂特异埋藏化石库中

的软躯体结构以碳膜的形式保存在背景层与事

件层交互出现的地层中，证实了类似的埋藏学路

径在软躯体化石保存中具有普遍性。

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CI）

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副教授阿隆·戈罗德茨基

带领的团队在《自然·可持续性》上发表了一篇论

文，称他们找到了制备大面积“鱿鱼皮肤”的方

法。当这种皮肤用作包装材料后，人们能根据需

求即时调节它的温度。

以鱿鱼为原型设计复合材料

戈罗德茨基在 UCI 的采访中说，他偶然在

一次会议上听了生物学家汉隆·罗杰关于头足纲

动物的报告后，便开始对这类神奇的动物感兴

趣。头足纲动物包括墨鱼、鱿鱼和章鱼。罗杰花

了 30 多年的时间试图了解这些“头部长在足上

的动物”，其中，它们快速自适应变色的能力最令

他着迷。

但头足纲动物其实是“色盲”，它们的眼中只

有一种光感受器，色觉则至少需要两种光感受器

才能形成。这令人不解，因为头足纲动物明明能

让自己和环境混为一体，如果分不清颜色，它们

又是如何根据环境“换肤”以实现藏身的呢？后

来，罗杰和同事发现：头足纲动物的皮肤布满了

具有感光能力的视蛋白，且与眼睛里的属于同一

种视蛋白。也有猜想认为，头足纲动物瞳孔形状

特殊，可以放大色差，从而分辨不同波长的光。

尽管他们知道这并不能解决上述的颜色感知问

题，但也发现皮肤或许发挥着某些作用。也就是

说，头足纲动物的皮肤也许能“看”到光。此外，

科学家也基本破解了皮肤在制造不同颜色中所

起到的作用，尤其是皮肤的组成和结构。

头足纲动物的皮肤就像一面奇幻的显示

屏，决定屏幕颜色的是像素，皮肤上对应的是

色素体（但只是粗略类比）。每个色素体细胞

包含一囊有色的化学物质（主要有红、黄、棕 3

种），色素囊周围还连接着几十个肌肉细胞。

这些肌肉细胞的收缩或放松，能在不到 1 秒的

时间内使色素囊的面积增加或减小。因此肌

肉细胞的运动，能改变色素的暴露面积，以及

是否被暴露出来，从而影响入射光线的反射特

征，以及皮肤的颜色。

戈罗德茨基想要借用这种机制来调控入射

光线。相比于头足纲动物，他们只需要聚焦于传

递热量的红外线，而不是整个光谱。因此，研究

人员的第一步就是把红外反射材料——铜沉积

在柔性的铝箔上，然后使这个较薄的铜层上生长

一个个“铜柱”。在这里，研究人员想让一个个

“铜柱”扮演鱿鱼色素囊的角色。他们还选择了

一种叫做苯乙烯—乙烯—丁烯—苯乙烯（SEBS）

的共聚物，作为色素囊的支撑体，其中 SEBS对红

外线透明。他们将 SEBS喷涂在铜层上，并使“铜

柱”嵌在 SEBS 涂层内。随后，在将铝箔剥离开

后，便得到了以鱿鱼为原型设计的复合材料——

“鱿鱼皮肤”。

想象一下以下 2个画面：当鱿鱼的肌肉细胞

向外拉扯色素囊时，色素囊面积变大，从而覆盖

更多的上层真皮；而当肌肉细胞舒张或放松时，

色素囊则变为平常的大小，彼此分隔较大的距

离，使更多的真皮暴露出来。作为类比，研究人

员想到，可以对复合材料施加机械应力，使原本

几乎连续排布的铜层发生断裂，铜层上生长的

“铜柱”也随之分离，同时让下方的 SEBS 暴露出

来。这必然会影响入射光线在穿过这些结构时

的行为。

在没有应力时，连续铺满的铜层能使红外线

几乎全部反射出去，而几乎不发生透射。在施加

30%的应力后，只有约 78%的红外线发生反射，

透射的占比则增加至约 11%，其余的红外线被材

料吸收。而且，随着应力的增加（小于 100%），反

射和透射的比例会随之分别减小和增加。

2019 年，戈罗德茨基带领的团队曾基于这

种材料制成了一种袖子，并比较了有无袖子，以

及有无应力下前臂皮肤的温度。他们发现，如果

不施加应力，相比于裸露的前臂，袖子下的皮肤

温度会高 1℃左右。即平整的材料有利于“捕

获”热量，起到极好的保温作用。但如果想要凉

快一点的话，不用立刻脱下袖子，只需对袖子施

加 50%的应力即可。这时候，多穿的一层袖子只

会让前臂的温度增加 0.1℃左右。相关研究结果

发表于《自然·通讯》。

说 到 隔 热 或 保 温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开发的太空毯可能是最为人所知的。

1964年，NASA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首次制备出

这种由热反射金属和塑料薄层构成的毯子，其中

金属涂覆在塑料上，形成金属化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MPET），能反射 97%的热辐射。

保温效果堪比太空毯

在最新发表的这项研究中，戈罗德茨基和同

事比较了他们制备的“鱿鱼皮肤”和太空毯的保

温效果，尤其是作为包装材料使用时。

为了满足对包装材料的需求，研究人员也制

备出了毯状的“鱿鱼皮肤”。他们先做出 9 份面

积较小（面积较小而易合成）的复合材料，然后把

它们分别剪成小矩形，让 SEBS 充满 9 个小矩形

之间的空隙（这是特意留出来的），从而将它们连

接在一起。于是，便制成了毯状的“鱿鱼皮肤”，

面积能达到约 3480平方厘米。

他们发现，这种大面积“鱿鱼皮肤”和太空毯

的保温效果不相上下，但太空毯的效果是静态

的，不随条件变化而变化。而这项研究中的“鱿

鱼皮肤”则能使内部的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做动

态的热交换：在不施加外力时，手并不会向“鱿鱼

皮肤”内部传递热量；而当用手向“鱿鱼皮肤”施

加一定的外力后，内部温度就会升高，从而达到

动态、即时保温的效果。

（据“环球科学”）

想实现即时调温，只需轻轻按一下这块“鱿鱼皮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