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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史前鱼类的大胆尝试，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演化出敏锐的听

觉。《生态和演化前沿》近日发表了一项有关脊椎动物喷水孔起源的最新

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研究采集自浙江长兴、云南曲靖的古鱼化石，中外科

研人员首次证实人类中耳由鱼类呼吸用的鳃演化而来。

“这项研究解决了困扰科学家长达一个世纪的演化难题，首次证明了

鱼类的喷水孔曾经是鱼鳃，而我们的中耳又是从喷水孔演化来的。通俗

一些说，就是首次证明了人类的中耳曾经是鱼类呼吸的鳃。”5月 30日，上

述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盖志琨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中耳包鼓膜室、传导声音的三块听小骨和通向口腔的咽鼓管等，是人类

拥有灵敏听觉的秘诀所在。喷水孔是鱼类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目前，已

经有充分的胚胎和化石证据证明，人类的中耳是从鱼类的喷水孔演化而来，

而鱼类的喷水孔又是从何而来？这一演化难题困扰古生物学家长达百年。

2002 年起，研究团队在浙江长兴志留纪地层中开展野外工作，并在

这里找到了一种最为原始的真盔甲鱼化石，并将其命名为曙鱼。这些曙

鱼化石保存有三维立体软骨脑颅，同时，它们的个头非常小，只有我们的

指甲盖那么大，非常适合用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 X 射线显微成像技术进

行三维无损扫描。

研究人员于 2006 年把曙鱼的脑颅标本带到了位于瑞士苏黎世的瑞

士光源进行无损扫描，而后应用三维重建软件对标本进行三维虚拟复

原。“我们用了 5年完成了七件曙鱼脑颅化石的三维重建。在只有指甲大

小的脑颅里，几乎重现了曙鱼所有脑区、感觉器官及头部神经与血管的通

道。”盖志琨介绍。

通过对曙鱼脑颅三维虚拟模型的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基本判断，盔甲

鱼的第一个鳃囊是一个完整的、未退化的鳃。但是，“要想证明它是一个

具有正常呼吸功能的鳃，还缺少整个证据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即找到在该

鳃囊中存在鳃丝的化石证据。”盖志琨强调。

为此，研究人员又在云南曲靖早泥盆世地层开展了长达数年的野外

发掘工作。经过不懈努力，研究人员采集到了一个在眼睛后第一鳃囊中

完整保存鳃丝印痕的宽甲鱼的新材料，进一步证明了盔甲鱼第一鳃囊是

具有正常呼吸功能的鳃，能够利用里面的鳃丝，进行氧气的交换，从而为

脊椎动物喷水孔的起源提供了最为确切的解剖证据和化石证据。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综述了喷水孔从无颌类到四足动物的演化历

程，从而建立起了喷水孔从无颌类的鳃到人类中耳的演化序列。

拥有敏锐听觉

我们或许要感谢史前鱼类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

熊宇杰教授、龙冉教授研究团队与国内合作者合作，创新了光催化甲烷无

氧偶联的催化剂设计，实现了高选择性制备乙烷和氢气，效率达到中温热

催化甲烷无氧偶联水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通讯》。

甲烷是天然气、可燃冰、沼气等的主要成分。如何将储量巨大的甲烷

资源转化为具有更高经济附加值的燃料或化工产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和应用前景。光催化甲烷无氧偶联方法可以在温和条件下将甲烷直接

转化，同时获取多碳烃类和氢气，是一条极具吸引力的途径。

熊宇杰介绍：“一方面，光催化甲烷无氧偶联方法无需通过成熟的甲

烷重整和费托合成的两步间接转化法，避免了流程复杂、能耗大、生产成

本高的缺点。另一方面，该方法无需苛刻反应条件，避免了甲烷过度氧化

生成大量二氧化碳等副产物。”

目前常用于甲烷无氧偶联的光催化剂主要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材

料。熊宇杰说：“该光催化剂中的晶格氧原子，极易将甲烷过度氧化，所以

依然会产生部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副产物，并导致催化剂完全失活。”

基于此，熊宇杰和龙冉团队提出通过单原子配位负载的方法来调控

光催化剂的价带电子结构，形成了极为稳定的单原子和晶格氧的配位结

构，避免晶格氧原子直接参与光催化甲烷无氧偶联反应，从而在提高光催

化甲烷无氧偶联性能的同时降低甲烷的过度氧化程度。

基于该策略，研究团队实现了每克催化剂每天产生 0.7 克乙烷，其选

择性达到 94.3%，同时还能产生同比例的氢气。

高选择性制备乙烷和氢气

可利用天然气实现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

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教授张一飞课题组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

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等单位合作，实现了轻超核（超氚核与超氢-4

核）寿命目前最精确的测量。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最新测量结果显示，轻超核寿命比自由 Lambda 重子寿命要小约

20%，说明超子-核子束缚得很弱，其相互作用可能有新的物理机制。”张

一飞解释说，普通物质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只含有上下夸克。而某些“奇

特”的原子核内部还有超子，是含有奇异数的重子。核子与超子之间是如

何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束缚态的，一直是核物理领域的前沿基本问题。这

种相互作用的强弱，决定了超核寿命的长短，因此测量超核寿命，是研究

其相互作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理论上认为超核是弱束缚系统，只能通过弱相互作用衰变，因此轻超

核的寿命应接近自由 Lambda重子的寿命。

研究团队通过实验，测量了超氚核与超氢-4核两种轻超核寿命，得到了

目前最为精确的实验结果。同时还首次测量了3GeV下两种轻超核的产额。

“轻超核寿命大概是一眨眼时间的十亿分之一。”张一飞说，这个时间

看似很“短”，但是假设超核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这个时间足够让它在

探测器飞行约 6厘米，足以让科研人员在实验上进行精确的测量。

轻超核寿命多长？

中外学者给出最精确结果
在大约 5.5 亿年前的一片浅水中，一条夷陵

虫正在水底蠕动。尽管它的长相与人类，乃至我

们熟悉的许多动物绝无相似之处，但这位 5.5 亿

年前的生命先驱已经拥有了现代绝大多数动物

的共同特征——两侧对称。

以脊椎动物为例，无论拥有的是四肢、鳍还

是翅膀，它们都整齐地排列在躯干两侧，而且大

小、位置和形状都基本相同。长期以来，我们对

身体外形的两侧对称习以为常，这样的特性甚至

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我们审美的重要标准。

然而这样广泛存在于动物间的基本结构，实

际上是胚胎形成和发育过程中一系列复杂过程

的结果。最近，发表于《自然》的一项研究发现，

我们拥有对称的身体外形，不仅是由基因等生物

分子导致的，机械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生中真正重要的时刻

在生命最初的阶段，胚胎就像一个圆圆的

球，由许多细胞组成。不用说两侧对称了，连头

尾和背腹都分不出来。但很快，随着胚胎内的细

胞流动，胚胎内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胚层，也出现

了头尾和背腹的区别。这个阶段被称为原肠胚

时期。

关于原肠胚形成，英国发育生物学家刘易

斯·沃尔珀特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一生

中真正最重要的时刻，不是出生，不是结婚，也不

是死亡，而是原肠胚形成。”同样，我们两侧对称

的外形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

在原肠胚后期，胚胎开始伸长，在背部形成

神经管。神经管和下方的脊索共同构成了我们

的“中轴线”——这就是我们身体的对称线。就

在神经管的两侧，对称分布着两条被称为“准体

节中胚层”（PSM）的组织。随着胚胎的发育，从

胚胎靠近头部的位置开始，左右两侧的 PSM 中

的细胞会同时开始聚集成团，当这两个细胞团完

全成型、脱离 PSM 后，一对体节就形成了。

一直以来，体节被认为是脊椎动物两侧对称

的基础。当前一对体节形成后，下一组细胞又会

在相邻位置聚集成团，形成下一对体节。如此周

而复始，体节就按从头到尾的方向，一对接一对

地形成。学界曾认为，在一些呈周期性振荡的生

物分子（通常被称为分节时钟）的调控下，每一对

体节的形成时间、位置和形态都受到了严格的控

制。只有保证了体节在最初形成时的对称，才能

进一步发育出我们两侧对称的身体。

体节的“自我纠正”

最近，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 3位生物工

程学家和物理学家发现，体节也会长歪，只是被

“捏”了回来。而把它“捏”回来的并非任何基因

等生物分子，而是一种我们熟悉的机械力——表

面张力。

起初，研究者只是在观察斑马鱼胚胎体节的

形成过程。他们发现，体节的形成并没有那么规

则，经常会出现两侧体节“各长各”的情况：刚形

成的体节不仅长度不一致，而且形状也不对称。

但是在短短 1小时后，体节似乎就迅速完成

了“自我纠正”，均匀分布在神经管两侧。在这个

过程中，胚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研究者首先试图确认生物信号的影响。为

此，他们检测了体节中细胞数量的变化。然而，

无论体节的纵向长度是增加还是减少，所有体节

中的细胞数量都增加了，而且细胞数量的变化与

体节纵向长度的变化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另一个重要的信号是，研究者发现，即使两

侧体节的纵向长度发生了变化，它们的总体体积

依然保持不变——当体节的长度改变后，它的高

度和宽度也会做相应调整。

这样一来，就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

两边的体节像揉橡皮泥一样，捏成了对称的形

状。那么，这只“手”是什么？研究者给出了一

个猜测——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并不罕见

我们对表面张力并不陌生，清晨凝聚在叶片

上圆圆的露珠、牛奶表面聚集在一起的谷物圈，

都是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形成的。

研究团队曾进行过一系列实验，来证明表面

张力与生物体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研究者观

察到，实验室培养的体细胞外形呈现出与露珠相

同的圆形外观。

但想要证明表面张力是否真的拥有决定体

节形态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实验验证。研究者

首先破坏了一些能够影响表面张力的蛋白质，从

而削弱了体节的表面张力，他们发现神经管两侧

的体节明显无法形成对称的形态。作为对比，他

们还干扰了胚胎的分节时钟，结果发现尽管体节

的长度发生了变化，体节依然能够维持两侧对称

的形态。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表面张力可以帮助纠

正体节长度和对称性的错误，”研究共同作者桑

达尔·纳加纳坦总结道。尽管他们只针对斑马鱼

胚胎进行了实验和深入研究，但研究者依然认

为，这一发现很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表面张力在

所有物种的发育组织中都很常见，这种自我纠正

过程也可能发生在其它脊椎动物身上。”

接下来，研究者还希望能够继续研究，解决

更多关于身体对称性起源的问题。“我们的工作

解释了表面张力如何影响这些基本结构的形状

和对称性，接下来，要解释四肢的具体形成过程

将是一个重大挑战。”而且除了对称性之外，纳加

纳坦和同事也在试图理解动物的不对称性，“比

如心脏和胃为什么并不对称，在人体发育过程

中，这种不对称性又是如何与对称性相协调的。”

（据“环球科学”）

人类的身体能够对称，这种力功不可没

三年多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以下简称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究

团队首次发现了哺乳动物之外能通过哺乳养育

后代的无脊椎动物——大蚁蛛，为无脊椎动物中

存在全面的超长亲代抚育提供了证据。

近日，这个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蚁蛛的

攻击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给大蚁蛛照镜子，可

降低其攻击性。而大量的实验证明这与大蚁蛛

的社会性有关。

动物的社会性由哪些因素决定？可塑的攻

击性对研究动物社会性来说具有哪些意义？这

种能够哺乳的蜘蛛又能在此类研究中起到什么

作用？一系列的问题，引得人们去探究。

当你在南方野外爬山或是在树林散步时，可

能会遇到一种奇怪的“蚂蚁”，它们一般呈黑色，

有成年人的指甲那么大。

其实它们并不是蚂蚁，而是模拟蚂蚁的蜘

蛛——蚁蛛。广义的蚁蛛属是跳蛛科中物种最

多的属之一，它们不仅在形态上，而且在行为上

也极像蚂蚁。其中，大蚁蛛广泛分布于东亚、东

南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模式产地在我国台湾。

与其他蚁蛛“亲戚”相似，大蚁蛛的拟态，是

为了避免被喜欢捕食蜘蛛的天敌盯上。中科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占起告诉记者，蚂

蚁有蚁酸，吃起来“口感”也不好，而且还有很强

的集群攻击能力，因此很多捕食者如鸟类和捕食

性昆虫等天敌都敬而远之。

而大蚁蛛之所以在一众蚁蛛中脱颖而出，成

为蜘蛛界“明星”，是因为其哺乳行为。哺乳历来

被认为是哺乳动物独有的行为，尽管有一些类群

的动物，例如鸟类和蟑螂也提供“乳汁”喂养后

代，但是无论是从行为模式上、持续时间上还是

功能上都与真正哺乳动物的哺乳相差甚远。

2018 年 11 月 30 日，国际期刊《科学》在线发

表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陈占起、权锐昌共同领

衔的研究成果，首次发现并证实了蚁蛛属中的大

蚁蛛也具有“哺乳行为”，这也是世界上首次发现

哺乳动物之外有用母乳喂养后代的动物。

“幼蛛断奶后并不会离开母亲，而会继续回

巢生活，甚至成年之后的雌蛛后代仍继续生活在

同一巢穴。但是当雄蛛后代成年后，母亲和姐妹

们就会将成年的雄性驱赶离巢。”陈占起介绍。

“这种行为曾被认为仅存在于寿命较长的高

等社会性脊椎动物类群中，例如灵长类的人和长

鼻类的大象。”陈占起说，这种以家庭成员为群居

单位永久群居、个体之间合作抚育，从出生到死

亡都待在群体中相互依存的表现，是从亚社会性

演化过来的一种永久社会。

发现大蚁蛛会哺乳后，研究团队从其亚社会

性属性入手，开启了新的研究。

“我们主要根据群居能够持续的时间来判断

大蚁蛛的社会程度。”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研

究生董冰告诉记者，一方面，雌性大蚁蛛后代在

成年之后还会和母亲同居，这超过了大部分的亚

社会性生物，所以说接近永久社会性。但另一方

面，大蚁蛛的群居不是永久的，而且没有合作抚

育，所以也不能算作永久社会性。

“大蚁蛛没有社会分工，这是亚社会性一种

很典型的模式，它每一个个体都可以繁殖、做巢，

可以自己捕食，这与蜜蜂、蚂蚁或白蚁等分工明

确、部分个体丧失繁殖能力的真社会性物种有很

大不同。”陈占起强调。

大蚁蛛接近永久社会性

对同类保持较低的攻击性，是社会性动物维

持群居生活的必要条件。

“一个物种对同类的攻击性强弱与其社会性

程度密切相关。永久社会性物种通常不对同类

表现出攻击行为，而非社会性或社会性程度较低

的物种，则通常具备很强的争斗行为。”董冰说。

亚社会性生物和家庭成员保持紧密的互动

关系，有的物种甚至演化出识别亲属的能力，进

而经常区别对待亲属和非亲属成员。

大蚁蛛与母亲、兄弟姊妹相处时，几乎不表

现争斗行为，但有些个体相遇时又会狠狠地干一

架。那么大蚁蛛的这种争斗行为是只针对非家

庭成员，还是群居状态下较弱、而单独生活时较

强呢？为了探寻动物社会性的演化，科学家们展

开了持续的观察研究。

“为了探究这种争斗行为差异的产生原因，

我们开展实验，验证了多层假说。”董冰介绍，他

们先按照是否有母子或姊妹直接亲缘关系、是否

处于群居状态将大蚁蛛两两配对，观察它们的争

斗行为。实验结果表明，这种争斗与亲属关系无

关，而与群居条件密切相关。群居条件下的大蚁

蛛争斗行为弱于独居的大蚁蛛。处于群居状态

攻击性与社会性相关

大蚁蛛的争斗行为可以通过再次群居而下

降，但个中原委还需要进一步深究。

“大蚁蛛属于跳蛛，它们的视觉非常好，也很

敏锐，周围个体存在什么活动它都看得很明白。”

陈占起说，因此，他们想到用镜子来进行测试，以

证实通过视觉信号的影像是否能降低大蚁蛛的

攻击性。同时通过镜像模拟，也能排除个体之间

直接打斗和气味的影响。

董冰等人用五面镜子替代五只真实的大蚁

蛛模拟再次群居。他们把经过隔离的大蚁蛛单

独放在只有镜像的饲养盒中，每隔三天测试它们

的争斗行为，探究在模拟群居后其攻击性是否会

下降。结果证明，曾经表现出强烈争斗行为的大

蚁蛛，在有用镜子替代的同伴的饲养盒中生活六

天后，攻击性也会显著下降。

“实验证明，视觉信息在这类高等亚社会性

无脊椎动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具备很强

的社会性，同时也能经常独居，其间的模式可以

来回切换。由此可见，这种灵活可塑的同种攻击

性，对大蚁蛛的社会模式来讲至关重要。如果没

有这样的模式，它就无法适应环境。”陈占起说，

“接受视觉信号的大蚁蛛在实际打斗发生之前可

评估对手的情况，从而大大降低受伤的可能性。”

“与表现出区分亲属与非亲属的攻击性的蜘

蛛不同的是，大蚁蛛的社会性程度更高，这主要

体现于群居时间更长，让它们更接近永久社会

性。”董冰说，此外，大蚁蛛又与永久社会性的结

网蜘蛛不同，因为大蚁蛛没有多个家庭组成的社

群，不合作捕猎，也不像永久社会性蜘蛛那样永

久地维持较低的同种攻击性。大蚁蛛在发育阶

段群居，进入扩散阶段独居，之后又很快和后代

群居，使其快速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

“因其独特的社会性，你可以把大蚁蛛比作

一种小型猴群或大象群，而在无脊椎动物中，这

种类型很少。所以我们要在实验中验证，其是否

存在从非永久社会到永久社会的转化。”陈占起

说，目前他们主要研究其学习能力、技能传授、个

性等在社会性中起到的作用。不久后，大蚁蛛或

许会成为一个模式物种，为研究复杂的动物社会

性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或可成为科研的重要模式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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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蚁蛛对同种亲缘和非亲缘个体都无攻击性，

而处于独居状态的大蚁蛛对亲缘和非亲缘个体

都表现出极高的攻击性。

随后，董冰等人又为大蚁蛛创造了再次群居

的条件，将独居状态下的大蚁蛛和同类群居饲

养，进一步验证独居个体的攻击性能否通过再次

群居而降低。每隔三天，他们会测试一次再次群

居的个体的争斗行为。当大蚁蛛的争斗行为减

弱之后，再次将它们隔离独居一周。结果表明，

独居个体在群居之后的第三天就大幅降低了攻

击性。若再将这些攻击性降低的大蚁蛛隔离，一

周后其争斗行为又会增强到群居前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