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团队对海口地区产出的 127块云南

虫标本的鳃弓结构进行了分析，首次在云南虫

咽弓上发现了微纳尺度三维保存的叠盘状细胞

结构和蛋白微原纤维构造。这证明云南虫具有

脊椎动物独有的、由细胞软骨构成的咽

弓，属于原始脊椎动物。

◎本报记者 金 凤

新知

7责任编辑 娄玉琳前 沿
2022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一

F R O N T I E R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等足类是甲壳动物中少

有的既包含水生、半陆生和完

全陆生物种，又包含深海和浅

海物种的类群，不同生态位的

类群在体型上存在巨大差

异。其中，深海等足类呈现出

体型巨大化现象。而深海水

虱是深海巨型等足类的代表

性物种，因保持世界上最长的

绝食时间纪录（5年以上）而

广受关注。

◎本报记者 陆成宽

55亿岁的云南虫身份确定亿岁的云南虫身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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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健高 实习记者 宋迎迎
通 讯 员 李河昭

与其它食肉的“同门兄弟”不同，大熊猫有许多“绝技”，使其能够适应专

门吃竹子的生活。在这些“绝技”中，大熊猫的“拇指”最著名、最神秘。

7月 1日，《科学报告》发表了一项关于大熊猫伪拇指演化的最新研究成

果。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

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发现，600万年前的始熊猫发育有增大的伪拇指——桡侧

籽骨。它相当于人类的拇指，可以抓握竹子；同时，如果伪拇指太长，熊猫在走

路时会硌脚，所以该“拇指”长得不长不短正合适，未演化成完整的手指。

“这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增大伪拇指。这种简陋的‘拇指’表明，大熊猫

专门吃竹子的习性至少在距今 700 万—600 万年前就起源了。”中科院古脊

椎所所长邓涛指出。大熊猫的“拇指”很早就吸引了生物学家的注意。近几

十年来，大熊猫能够对握的伪拇指已成为一个著名的进化适应例证。

通过对发现于云南昭通 700 万—600 万年前晚中新世的始熊猫化石进

行研究，科研人员发现，始熊猫的伪拇指显示出中间形态，首次记录了熊猫

向取食竹子演化的可能时间和步骤；同时，始熊猫的牙齿形态已经达到了现

代大熊猫的复杂程度，甚至更复杂，也有利于其嚼碎坚硬的竹子。

人类及其灵长类近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演化出了能与其他手指对握

的拇指进行抓握。大熊猫虽然也可以抓握，但其抓握与人类的抓握有根本不同。

“大熊猫的伪拇指不像人类拇指那样可以独立于其他手指运动，它是一

种被动的抓握，远远不如人类的主动抓握有效，但这种被动抓握也足够为大

熊猫提供吃竹子所需的抓握能力。”邓涛解释道。

现生大熊猫的桡侧籽骨在靠近末端处有一个急剧内弯的钩，然而，始熊

猫的桡侧籽骨缺乏末端的弯钩。这表明，进化过程分为两步：伪拇指最初简

单伸长，后来出现更精细的末端弯钩，同时伴随着末端的轻微缩短。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熊猫没有发育出一个更细长的伪拇指，一

种更像真正的呈对握状态的拇指，以便更有效地抓握竹子？这个问题一直没有

得到解答。”邓涛说。深入研究后，科研人员认为，伪拇指没有进一步伸长，可能

是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之间平衡的结果。“熊科动物走路都是前、后脚掌着地的

跖行式。如果伪拇指长得太长就会显著突出于掌面，走路时就会硌脚。”邓涛说。

因此，现生大熊猫通过伪拇指末端向内急剧弯曲成钩状和外侧变平，来平

衡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之间的冲突。同时，熊猫简陋的伪拇指很难用于采集

熊科动物通常的杂食原料，如种子、坚果、浆果、矮草等，这表明增大的伪拇指

的取食目标就是竹子，伪拇指是熊猫谱系中有效采集竹子的关键适应演化。

这根增大的伪拇指作证

熊猫600万年前就吃竹子

近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

科院海洋所）李富花课题组和李新正课题组合作

破译了国际上首个深海甲壳动物——深海水虱

的基因组，揭示了深海水虱体型巨大化和深海寡

营养环境适应的独特分子遗传机制。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生物学期刊《BMC 生物学》（BMC

Biology）上。

此研究是中科院海洋所科研团队继深海软

体动物和深海管虫等深海物种之后，首次报道深

海甲壳动物基因组，为揭示甲壳动物独特的深海

环境适应性进化和遗传机制提供了重要分子证

据。近日，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海洋所实验海

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袁剑波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

大胃让深海水虱得以保
存更多食物

等足类是甲壳动物中少有的既包含水生、半

陆生和完全陆生物种，又包含深海和浅海物种的

类群，不同生态位的类群在体型上存在巨大差

异。其中，深海等足类呈现出体型巨大化现象。

而深海水虱是深海巨型等足类的代表性物种，因

保持世界上最长的绝食时间纪录（5 年以上）而

广受关注。

袁剑波介绍，理论上讲，深海寡营养环境是

一种极端环境，高压、无光、营养匮乏，所以通常

对于体型较大、活跃型物种来说，深海环境并不

适宜它们的生长，因为它们需要的绝对能量相对

更多。

“虽然我们提到深海环境可能不适合大型生

物生活，但其实我们看到的具有体型巨大化的物

种大部分都发现于深海环境下。”袁剑波说。

吃得少、长得大，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如

何出现的？对于新研究的“主角”深海水虱来说，

它之所以能够很好地适应寡营养环境，首先离不

开它的“大胃”。

研究人员发现，深海水虱有一个巨大的胃，

完全被食物填满，占身体体积的近 2/3，所以能

够保证其在营养有限的环境下，尽可能地保存食

物和营养。

代谢慢也是长时间绝食
的关键

除了占身体体积近 2/3 的大胃外，深海水虱

还有特异的组织——脂质体用于存储有机物

质。同时，该物种的代谢速率也非常低，还能高

效利用营养，以达到其适应深海环境的目的。

袁剑波表示，为了解析深海水虱营养高效利

用机制，研究人员对深海水虱不同组织进行了转

录组测序和分析。结果发现，深海水虱基因组上

含有大量糖代谢和膜泡运输相关的基因，这些大

量糖代谢和膜泡运输相关的基因家族在深海水

虱基因组上发生了显著扩张，且特异性地在胃和

肠道中高表达，提示其可能与能量的高效利用相

关。

“我们还把深海水虱与其亲缘类群对比，发

现深海水虱脂质体内脂质的积累主要得益于较

低的脂质代谢效率，而非高效的脂质合成能力。

换言之，体型巨大的深海水虱之所以能够在深海

寡营养环境下生存，在于它对营养的高效吸收和

较低的代谢率。”袁剑波说，从目前来看，海洋环

境下，某些具有体型巨大化的群体也符合这一规

则。“在我们基因组研究中，我们发现与生长相关

的信号通路，特别是一些激素信号通路上的基因

在深海水虱基因组上都显著扩张了，这就揭示其

拥有强化的生长信号通路，以帮助其实现体型巨

大化。”袁剑波说。

深海水虱这种超长绝食时间的现象是科学

家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的科研热点，袁剑波表示，

深海水虱基因组的破译为揭示巨型甲壳动物适

应深海寡营养环境的独特分子机制提供了重要

基础。其营养高效利用机制，以及其在营养缺乏

的情况下的表现具有非常高的应用前景。

深海水虱凭啥当上“绝食冠军”？
基因组分析找到答案

现代脊椎动物从何而来？最古老的脊椎动

物长什么样？这些重大科学问题一直吸引着古

生物学家不断探寻。

位于我国云南的澄江动物群，保存了大量脊

椎动物的祖先类群。

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是

来自澄江动物群的昆明鱼，并推测脊椎动物的

祖先是一类具有脊索、背神经管和鳃裂的后口

动物。然而，这一假想始终没有得到化石证据

的支撑。

如今，这一谜团终于被破解。

7 月 8 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刊发南

京大学姜宝玉教授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领导的“地球—生

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的研究成果，确认了我国

5.18 亿年前澄江动物群中的云南虫是脊椎动物

的最原始类群。

距今约 5.05 亿年的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动

物群和距今约 5.18亿年的中国云南澄江动物群，

有丰富的、保存精美的以软躯体结构为特征的动

物化石。

其中，1909 年已经被发现的布尔吉斯页岩

动物群，产出了头索动物皮卡鱼和基干脊椎动

物后斯普里格鱼化石，科学家在澄江动物群中

则发现了包括基干脊椎动物昆明鱼和分类位

置存疑的云南虫在内的多种脊索动物化石。

这些化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脊索动

物，为揭开脊椎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之谜提供

了珍贵材料。

从形态上看，云南虫有点类似现在的蠕虫，

它们身体侧扁，一般只有 3厘米至 4厘米长。

“不同于具有典型脊椎动物特征的昆明鱼，

云南虫形态更接近头索动物文昌鱼，但它在脊椎

动物起源和后口动物系统树上的位置一直存在

争议。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教授姜宝

玉介绍。

1995 年，《自然》杂志曾发表研究，研究将云

南虫作为最早的脊索动物。《纽约时报》和《科学

周刊》还对此作了专题评述。

在此之后，中国学者陈均远等人在昆明海口

地区又发现了大量云南虫新标本。基于这些标

本更加精细的解剖学结构，他们将云南虫归为原

始有头类，认为其演化位置介于头索动物文昌鱼

和脊椎动物七鳃鳗之间。这一成果 1999 年在

《自然》杂志发表后，在学界掀起了有关云南虫分

类位置的大讨论。

“由于不同学者对云南虫保存各异的软体组

织细节的解释存在较大差异，云南虫自 1991 年

被首次报道以来，被分别归类于脊椎动物、头索

动物、半索动物、后口动物干群、甚至原始的两侧

对称动物。”姜宝玉介绍，云南虫分类位置存在的

争议严重影响了基于这类关键化石开展脊椎动

物起源的研究。

云南虫身份界定一度存争议

针对云南虫分类位置之谜，在常规的形态学

研究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研究团队利用三维

X 射线断层扫描显微镜、傅里叶红外光谱、拉曼

光谱、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等多种现代实验技术

手段进行研究，希望从微观解剖学结构着手去破

解这一谜题。

基于陈均远等学者于 2003 年提出的云南虫

鳃弓可能具有细胞软骨这一重要线索，研究团队

对海口地区产出的 127 块云南虫标本的鳃弓结

构进行了分析，首次在云南虫咽弓上发现了微纳

尺度三维保存的叠盘状细胞结构和蛋白微原纤

维构造。

“叠盘状细胞结构是软骨细胞独特的排列方

式，而蛋白微原纤维是脊椎动物软骨常见的细胞

间基质的纤维结构。这两个特征证明云南虫具

有脊椎动物独有的、由细胞软骨构成的咽弓，表

咽弓特殊特征助其验明正身

姜宝玉认为，这次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新发

现，是云南虫的 7对咽弓在腹背两端被成对的水

平软骨连接，组成了一个类似于篮状的咽颅。咽

颅是指脊椎动物头部消化道周围的一组骨片，起

到支撑和保护作用，现生脊椎动物的咽颅由颌

弓、舌弓和鳃弓等咽弓的骨骼构成。

“篮状咽颅是现生无颌类脊椎动物和化石无

颌类真显鱼的典型特征，然而寒武纪后斯普里格

鱼和有颌类脊椎动物的咽颅由一系列彼此分

离的软骨棒组成。”姜宝玉说，后斯普里格鱼

的这种咽颅特征引起了关于脊椎动物祖先咽

颅形态的争议。出现更早、位于脊椎动物最基干

位置的云南虫咽颅特征支持篮状咽颅是更古老

的祖先特征这一观点。

由此可见，作为现生脊椎动物最古老的近

亲，云南虫为揭示脊椎动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

供了关键证据，对脊椎动物颌和其他关键特征演

化的探索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姜宝玉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该项研

究再一次展示了澄江动物群化石具有保存微纳

尺度精细生物学结构的潜力。”

此次成果也得到了《科学》杂志审稿人的高

度评价：“这是对科学的重大贡献，该论文将成为

古脊椎动物学的一篇关键论文，展示了人们期待

已久的、最可信的解剖结构化石证据，解决了寒

武纪干群脊椎动物争议问题。他们所展示的信

息是一个里程碑，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即使更高

分辨率的研究也难以超越。”

篮状咽颅证实脊椎动物祖先咽颅形态

云南虫生态复原图云南虫生态复原图 杨定华绘图杨定华绘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颉满斌）近日，兰州大学潘保田教授研究团队通过数

值模拟估算了天山北麓年轻山地形成和保存的临界抬升速率，该研究以《年

轻山地如何能在前陆盆地形成和保存？》为题在《科学通报》上在线发表。

活动造山带的生长过程是深入理解区域地貌演化与环境演变的重要基

础。造山带的前陆盆地发育丰富且连续的沉积记录，地貌序列保存完整，是

探索构造变形与山体生长关系的天然实验室。以往研究中地质记录揭示的

多为数千万年的构造演化历史，而地貌证据记录的则为相对年轻的山地地

形演化过程。中国天山北麓存在着“老构造”与“年轻地貌”的“非协同演化”

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天山北麓逆断裂—褶皱构造的生长变形多开始于新

近纪，但山前的背斜山地在晚第四纪才开始显现。对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

地质构造在生长初期需要面对山前先成河的扫荡与侵蚀，因此只有当构造

抬升速率超过了先成河的侵蚀能力以后，地形才能得以保存并继续生长。

天山北麓最北侧的两排逆断裂—背斜构造目前处于持续的生长过程

中，其中之一 Belt Ⅱ的背斜地形就处于典型的幼年期，这说明其抬升速率

克服了河流侵蚀能力，已经超过了幼年期地形存活的临界抬升速率。针对

这些背斜强烈隆升开始的年代和速率进行约束，对理解前陆盆地构造变形

与山体生长的“非协同演化”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囿于地貌证据

的时空离散性以及年代学手段的局限性，传统方法很难直接获取形成背斜

地形并被保存所需要的临界抬升速率。

数值模拟吐露

天山北麓年轻山地形成奥秘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程晓龙）7月6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获悉，该校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陈中强教授团队

联合国内外合作者，利用遗迹化石大数据，以二叠纪—三叠纪之交为例，评价了

以软躯体生物为主导的内生动物生态系统在生态大危机之后的抗灾恢复能力，

揭示它们在温室海洋中的复苏过程和机制。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

发生在 2.52亿年前的生物大灭绝导致 90%以上发育骨骼的海洋物种灭

绝。然而，海洋生物还包括那些通常不被保存下来的软躯体生物，它们的活

动行为在地史时期以遗迹化石形式保存下来。

据介绍，软躯体生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生态系统工程师”角色，它

们通过改造栖息环境物理化学性质，来增加生物地球化学梯度的复杂性等，

从而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显著的正反馈作用。

新研究通过对我国 26 条代表不同环境的二叠系—三叠系地层剖面记

录的 2万余枚遗迹化石进行系统研究，发现软躯体生物在大灭绝后约 300万

年（早三叠世斯密斯亚期）就已复苏，远远早于骨骼生物复苏时间。此外，多

种定量相关性模拟分析表明，软躯体生物的复苏过程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关

性很低，表明大灾难后海洋生态系统的复苏过程相比外部环境制约，可能更

受控于海洋内部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同时，研究人员发现，生态大危机后，软躯体生物和游泳生物多样性均

在斯密斯亚期恢复到大灭绝前水平。游泳生物具备自由移动能力，在大危

机中能迅速逃离恶劣环境条件，避难至更有利的环境中，它们处于食物链顶

层。相反，造迹生物栖居海底表面或沉积物中，处于食物链金字塔下层。这

两种功能群生物却在大灭绝 300 万年后同时复苏，反映食物链下层的造迹

生物通过营养和能量“自下而上”的传递机制，对上层高级消费者产生明显

正反馈作用。

研究还发现，在碳酸盐岩台地—缓坡等浅水环境中，软躯体内栖生物与

表栖固着壳体生物之间存在偏害共生现象，即造迹生物的“推土机”行为一

方面为海底沉积物带来生机，另一方面使海底沉积物变得不稳固，堵塞表栖

固着滤食生物身体的过滤结构，从而破坏表栖固着生物的栖息环境。这种

偏害共生现象抑制了底栖固着生物的灾后复苏。

因此，在生态大危机之后的温室海洋中，软躯体生物调控了整个生态系

统的复苏过程。其中，“生态系统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生物演化创

新和辐射，重演了 5亿年前动物早期演化一幕。

大灭绝后海洋生态系统复苏

软躯体生物功不可没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赵方臣展示原始脊椎动物云南虫化石
中新社记者 泱波摄/视觉中国供图

明云南虫属于原始脊椎动物。”姜宝玉说。

为进一步确定云南虫的具体演化位置，研究

团队整合了最新的、包括后口动物和早期脊椎动

物化石在内的性状矩阵，并加入新观察到的云南

虫性状，采用贝叶斯算法进行重建计算。分析结

果支持云南虫处于脊椎动物谱系的最基干位置，

介于尾索动物和其它脊椎动物之间。

“脊椎动物颌的起源，也困扰了学界很久。

19 世纪初，有科学家提出设想，认为在漫长的演

化中，鳃弓演化出颌弓和与舌弓，但此前一直没

有找到化石记录佐证。”姜宝玉介绍，随后的科学

发现却让人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

“现生的无颌脊椎动物盲鳗和七鳃鳗的控制

前两个鳃弓的基因没有发育成颌弓和舌弓，而是

发育成了上下唇，发育中也看不到鳃弓的痕迹，

这与有颌脊椎动物的鳃弓不一样。”姜宝玉说，此

次研究中，科研人员在确认云南虫的“身份”后，

在其相当于第一对咽弓的位置上发现了与后部

其他鳃弓一样的叠盘状细胞结构、鳃丝和蛋白微

原纤维等构造。

因此，云南虫拥有从前到后彼此相似、同样

具有细胞软骨的 7 对咽弓。彼此相似的咽弓也

出现在另一种寒武纪基干脊椎动物——后斯普

里格鱼身上。

“云南虫相似的 7 对系列咽弓的发现，支持

解剖学家们早在 19世纪就已经提出的脊椎动物

咽弓同源理论假说，即鱼类的鳃弓是颌弓和舌弓

的原型，脊椎动物的颌弓和舌弓跟后面的鳃弓是

系列同源构造。”姜宝玉表示，这意味着，虽然现

生脊椎动物不同位置的咽弓会发育成颌弓、舌弓

和鳃弓等形态不同的骨骼，但在脊椎动物演化初

期不同位置的咽弓是彼此相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