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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李名友、桂朗团队关于鱼类精原干

细胞系体外诱导精子发生研究取得进展。研究表明，体外长期稳定培养的

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可被鱼类性腺体细胞诱导生成精子。这是全球首次建

立的经济鱼类长期培养精原干细胞系，它们不仅能体外产生精子，还已存活

长达 800 天。这为精原干细胞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提供了基础，也为保护

鱼类濒危物种、优化具有重要经济价值鱼类育种的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生物学》（Biology）上。

从一个个又小又圆的马口鱼精原干细胞，到在实验皿内能够发育出鞭

毛自由摆动的精子，经济鱼类生殖干细胞在培养基中完成了发育成精子的

神奇之旅，这种尝试属于全球首次。

精原干细胞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产生精子，将遗传信息传递给下

一代，从而保证物种的延续。大量的研究表明，体外重塑精子发生微环境，

可诱导精原干细胞系分化产生精子。在鱼类研究中，如何从体外获得精原

干细胞系，并长期培养该细胞系，是关键性的技术难题。

全球的研究机构都在探索如何获得长期稳定培养的精原干细胞系。李

名友、桂朗团队在前辈的研究成果上，将模式鱼干细胞培养技术应用于马口

鱼及刀鲚中，在全球首次建立体外长期培养的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

“我们的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在体外存活了 2年多，就时间来看，可谓是

全球第一。”李名友说，“而且它的生长非常稳定，具有典型的精原干细胞基因

表达模式。由此，我们建立了体外长期培养并产生精子的马口鱼精原干细胞

系，以及能诱导其他鱼类精原干细胞系产生精子的长江刀鲚性腺体细胞系。”

在实验室中，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与马口鱼精巢细胞共同培养。到了

第 14 天，在培养基中可以观察到表达红色荧光蛋白的精子细胞。这表明，

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正在被逐渐诱导为未成熟精子细胞。在培养 16天后，

科研人员观察到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分化为更成熟的精子，精子的尾部有

轻微摆动行为。这表明，在合适的诱导条件下，马口鱼精原干细胞系可以进

入精子发生阶段，产生了神奇的精子细胞。

此次研究突破了无法长期培养养殖鱼类精原干细胞系的问题，通过体

内外的多角度诱导和移植研究，使精原干细胞系体外形成了精子。这为对

精原干细胞系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提供了基础，也为保护鱼类濒危物种、优

化具有重要经济价值鱼类育种的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下一步，李名友、桂朗团队还将结合干细胞培养和诱导技术、基因编辑

技术和细胞移植技术等多种研究手段，建立繁殖困难、繁殖周期长、珍稀或

濒危鱼类的生殖干细胞体系，开展以生殖干细胞基因编辑介导的养殖鱼类

优良种质创制新技术。

鱼类长期精原干细胞系培育成功

提供鱼类濒危物种保护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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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矿石等人们日常熟悉的一般晶体，

构成它们的原子在空间排列上呈现周期性变

化的规律。而时间晶体，也就是一种四维以上

的空间晶体，其特征在时间上也呈现出周期性

变化的规律。

近日，《自然》杂志发表了由浙江大学（以下

简称浙大）物理学院王震、王浩华研究组与清华

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邓东灵研究组等合作的研

究成果。科研人员在超导量子芯片上首次采用

全数字化量子模拟方式，实现了“拓扑时间晶体”

这种全新的物质状态。

在研究中，研究人员成功观测到了“拓扑时

间晶体”的边缘因拓扑保护而呈现出离散时间晶

体的行为，即浮球（Floquet）对称保护拓扑相。

在超导量子芯片上使用数字化量子模拟的方法，

有望被用于探索更多的物理学前沿问题。

联合团队绘制的数字量子模拟拓扑时间晶体

概念图显示，超导量子芯片内部就像一个多姿多

彩的量子世界。科学家们在这个量子世界中构建

“拓扑时间晶体”。“拓扑时间晶体”规则排布的晶

体代表保护拓扑的对称性，旋转的指针代表时间

维度，中间不断流出的数字则代表数字模拟……

在理论方面，关于时间晶体，有科学家曾提出

离散时间晶体的概念，并提出了在一类非平衡态

系统——量子多体局域化系统中创造时间晶体的

理论模型；而在实验方面，近年来，有研究团队分

别在离子阱平台、金刚石色心平台和核磁共振量

子平台等多个平台上实现了“离散时间晶体”。

时间晶体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周期性重复

是自然且稳定的“基态”，即物质处于能量最低时

的状态。浙大物理学院研究员王震解释说：“时

间晶体并不需要像钟表运行那样消耗能量，其

‘天性’类似于频闪或者呼吸，是周期性变化的。”

两年前，清华大学教授邓东灵开始构思一种

新的时间晶体，即尝试将拓扑的概念引入时间晶

体。通过与浙大超导量子计算团队合作，他尝试

在超导量子芯片上创造这类全新的时间晶体。

“常规的时间晶体已经在一些实验平台中实现，

而我们想尝试别人没有做过的。”王震说。

联合团队基于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量子计

算创新工坊发布的“天目1号”超导量子芯片开展

实验。该芯片依托于浙江大学微纳加工中心制

作，其平均比特相干时间突破100微秒，达到了国

际先进水平。该芯片采用较易扩展的近邻连通架

构，具备更高的编程灵活度，以便执行更多种类的

量子算法，具有更加广阔的研究前景。

在寻找时间晶体过程中另辟蹊径

近 年 来 ，在 解 决 经 典 计 算 机 无 法 胜 任 的

复杂问题方面，量子计算显示出越来越强大

的能力。科学家们认为，为了研究出适用范

围广阔的“通用型量子计算”，首先要实现研

打磨出“全数字化模拟”利器

通过全数字化量子模拟，联合团队首次成功

模拟了一个由 26个“准粒子”组成的链状拓扑时

间晶体。在退相干时间内，处于边缘的量子比特

自旋随驱动周期性而关联响应。这种响应对初

始状态完全不敏感，呈现了受拓扑保护的鲁棒

性，即对特性或参数摄动的不敏感性。通过调制

系统的扰动，实验成功刻画了该拓扑相与平庸热

化相的边界。

联合团队绘制了 26 个量子比特组成的链

状拓扑时间晶体演化图，以便解释该现象。首

尾两个“粒子”的自旋是长程纠缠的，它们会同

时翻转并保持很长时间。在不同的时刻来看，

中间的“粒子”没有稳定的关联，而首尾的“粒

子”都会出现同时翻转和同时还原的现象，其

周期为系统驱动的两倍。这种拓扑的性质，来

源于对称性的保护。

张叙对拓扑时间晶体的演化过程做了生

动 的 比 喻 ：“ 就 像 一 排 小 朋 友 听 着 耳 机 转 圈

圈，每个小朋友除了要根据自己听到的音乐

节奏转圈圈，还要三三两两地合作完成杂技

动作。这些特别设计的杂技动作具有拓扑性

质，能通过量子效应将首尾两个小朋友的舞

蹈‘纠缠’起来。即使音乐的节奏变了，仍可

以观察到一头一尾两个小朋友之间存在稳定

的‘默契’，也就是周期性地呈现某种呼应的

现象。”

研究团队认为，这次拓扑时间晶体的成功

模拟，证明在超导量子芯片上使用数字化量子

模拟的可行性，将启发人们在超导量子计算平

台探索更多的新物质和新现象。下一步，研究

团队将继续拓展量子芯片的规模和性能，以模

拟性质更新、尺度更广、物理内涵更丰富的量

子问题，为量子算法的发展和应用提供基础性

的平台。

周期性呼应的首尾部链状晶体

究特定的、专门的现象和问题“专门型量子计

算”。

据王震介绍，量子计算是通过在量子比特上

执行逻辑操作的计算，也就是通过量子门实现的

计算。不同的量子门组合成不同的算法“积木”，

用于搭建科学家心目中的“建筑”。在此次合作

研究中，理论物理学者们承担着建筑师的角色，

设计“积木”的组合方式。而浙大研究团队，则

负责打造通用性更高的量子“积木”，为“建筑”的

建成提供原材料。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

院博士生蒋文杰说：“一般来讲，模拟量子多体物

质的演化过程需要许多复杂的量子‘积木’，我们

根据模型的物理特性，提出了一种用最少的‘积

木’造房子的方法。”

“当要解决具体的问题时，只需要调用组

合不同的‘积木’，而不需要更换芯片。”论文共

同第一作者、浙大物理学院博士生张叙认为，

数字化量子模拟是一条通往通用量子计算的

必经之路。

此次，浙大研究团队首次尝试了“全数字化

量子模拟”的实验方案。该方案在 26 量子比特

的超导量子芯片上，通过操作高达 240层深度的

量子门，实现合作者的构思。相比于“类比量子

模拟”，“全数字化量子模拟”的通用性更强，具有

更高的编程灵活度和量子门精度，能够执行更多

种类的量子算法。

“从理论上讲，数字化模拟可以适用于许多

物理系统的研究，而不限于某个系统。”蒋文杰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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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郭光灿

院士团队的韩正甫教授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半设备无关量子随机

数发生器协议，并进行了相关的实验验证。即使在光源不可信条件下，该协

议也无需对探测设备进行表征，仅需使用日常光源即可快速生成安全的量

子随机数。该协议全面地提升了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

半设备无关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的实用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关研究成果日

前在线发表于著名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

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基于量子物理原理产生具有内禀随机性的真随机

数，为科学仿真、密码学等领域提供了极大的助力。然而，现实中的量子随

机数发生器可能具有的非理想性会破坏随机数的不可预测性和私密性。虽

然“完全设备无关型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可以容忍这些非理想性，但其由于

协议实现困难、随机数产生速率低、成本高昂，距离实用化仍有很远的距离。

“半设备无关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对部分组件的要求大大放宽，提供了一

种实际可行的安全实现方案，因而受到广泛关注。但因为已有的半设备无关

方案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对其性能的影响，限制了其在现实条件下的应用。

针对这一问题，韩正甫课题组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课题组基于平滑熵

的不确定关系和量子剩余哈希定理，提出了一种不需要对测量设备进行表

征的新型半设备无关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协议，并证明了该协议在源端不可

信和探测端无表征条件下的安全性。同时，该课题组还使用卤素灯这一日

常光源和激光器完成了验证实验。经验证，该随机数发生器产生的随机数

速率与目前商用随机数发生器相当，但安全性显著优于后者。

此次研究在保证随机数快速生成和系统简洁实用的同时，大幅降低了

对设备可信度和刻画表征的要求，对于突破高性能、高安全量子随机数发生

器的研究瓶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更可靠，更安全

中科大研究探索新量子随机数协议

新华社讯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在英国学术期刊《自然》发表的文

章说，广泛应用于考古、司法鉴定等领域的放射性碳测年法未来可能逐

渐失效，原因是大量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碳改变了大气中碳同位素的

构成比例。

放射性碳测年法是通过测量物品中碳14含量来判断物品生成年代的技术

手段。碳14是碳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约5700年，会自发衰变减少。

地球大气中存在不同的碳同位素，大部分是碳 12，也有少量自然条件

下生成的碳 14。木头、骨头等有机物中含有生物存活时从大气中摄入的碳

14，生物死亡后不再摄入新的碳 14，其残留有机物中已有的碳 14 含量会不

断衰变减少，测量其中碳 14 含量比例并对照参考曲线，可估计这些有机物

的存世时间。以这种方法能追溯到约 5.5万年前，也可用于估算已存世数十

年的陈酒等物品大约生成于什么时间。

不过，来自英国、美国的数位研究者认为，碳 14测年的准确性可能难以

为继。《自然》网站报道说，由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了大量不含碳 14 的二氧

化碳，大气中碳 14的比例在快速下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物理学研究

者希瑟·格雷文解释说，如果来自化石燃料的排放继续增多，大气中碳 14比

例随之下降，预计在 2050 年生成的某些物品的碳 14 含量，可能与某些中世

纪文物的碳 14 含量相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下属地球观测站的研究者凯

文·乌诺认为，如果上述预测趋势成真，放射性碳测年法可能逐渐失效。

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还可利用其他技术手段估算物品的存世时间，包

括尝试借助其他放射性同位素测年。

碳排放或使

放射性碳测年法逐渐失效

地球地质历史上曾发生 5 次生物大灭绝事

件，其中的一次发生在大约 2 亿年前的三叠纪

末。当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导致了大量的陆

地生物灭绝，恐龙却不在其中。

是什么造成了三叠纪末的陆地生物大灭

绝？恐龙又为何能在生物灭绝的天灾中幸存呢？

近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沙金庚、房亚男博士与外国学者合作，

在国际知名刊物《科学进展》在线发表的一项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火山冬天是导致三叠纪末

陆地生物大灭绝的主要原因。他们还首次揭

示，具有保温功能的羽毛和对于极地寒冷的气

候的适应性，是恐龙躲过三叠纪末生物灭绝的

原因。

耐人寻味的三叠纪生物演化

三叠纪是中生代的第一个纪，在经历二叠纪

末大灭绝之后的复苏和演化后，三叠纪的生物呈

现出一派繁盛景象，爬行动物和裸子植物空前壮

大，槽齿类、恐龙类、似哺乳爬行类动物等动物在

三叠纪迅猛崛起。到三叠纪晚期，恐龙已经成为

了一个种类繁多的类群，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重

要地位。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大约在 2 亿年前的三

叠纪末，地球盘古泛大陆解体，环境的剧变造成

了新一轮生物大灭绝。

这次灭绝事件让三叠纪成为了地质历史的

各个纪元中唯一一个在上一次大灭绝事件不久、

生命演化大踏步地推进后，再次遭遇生物大灭绝

的纪元。发生在三叠纪的灭绝事件，对于中生代

的生物发展，特别是恐龙时代的来临有着深远的

影响。

三叠纪大灭绝的罪魁祸首

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原因，历来有

多种解释。近年来，火山喷发成为了许多科学

家关注的重点。支持火山喷发导致三叠纪末

生物大灭绝事件的科学家认为，在中生代早

期，由于盘古泛大陆的解体，引发强烈的火山

活动，致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从而导致

生物大灭绝。

不过，本次的研究团队却对火山喷发后地球

环境的变化有不同看法。他们对我国新疆准噶

尔盆地郝家沟剖面陆相晚三叠世至早侏罗世地

层进行了高分辨率的测量和研究，并重新校正了

准噶尔盆地的古纬度，得出了该地区晚三叠世至

早侏罗世位于潘吉亚大陆的北极地区（约北纬

71度）的结论。

在野外考察中，他们首次在准噶尔盆地晚三

叠世至早侏罗世湖沼相泥岩中，发现了保存精美

的恐龙脚印化石。

沙金庚告诉记者，在晚三叠世，食草性的

恐龙主要分布于中、高纬度地区。而在三叠纪

末生物大灭绝事件之后，恐龙迅速扩散至全

球；原本霸占低纬度地区的其他初龙型类动物

则灭亡了。

传统的观点认为，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是由

于火山喷发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全球升

温造成的，但是陆地生物在灭绝事件后的反应，

似乎不能为这种观点提供佐证。

研究团队推测认为，超级火山喷发首先带来

了火山冬天。火山冬天是指火山喷发释放的大

量的火山灰和气溶胶阻挡日照辐射，从而造成地

球表面温度骤降。

“在三叠纪生物大灭绝过程中，包括恐龙在

内的陆地四足动物由较寒冷的高纬度迁移至较

温暖的低纬度，因此我们推断是火山冬天的‘冷’

造成了陆地生物大灭绝，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

‘热’。”沙金庚表示。

恐龙为何在灾难中幸存

研究团队在准噶尔盆地晚三叠世至早侏

罗世的层位中，同时发现了恐龙脚印和冰筏

沉积。冰筏沉积指的是漂浮于泥岩中的砂粒

或小砾石。“这就说明，即使在两极无冰川的

温室地球时期，极地也存在季节性的结冰。”

房亚男说。

恐龙脚印和冰筏沉积在极地地区出现，意味

着恐龙非常适应极地季节性的严寒气候，而这是

它们挺过火山冬天的“内功”。同时，这些恐龙还

有“外装”加持。

“目前，研究人员发现过一些恐龙羽毛化石

的证据。因此，根据系统发育支架法，我们推断

恐龙天生具有羽毛，这些羽毛极有可能是用于保

温的。”房亚男说。

恐龙拥有的具有保温功能的原始羽毛，确保

了食草性恐龙能够抵御中高纬度的冷冬，进而独

享中高纬度丰富且稳定的植物资源。而大部分

没有羽毛保温的其他初龙型类动物则灭绝于火

山冬天，仅少数体积比较小的一些种类靠躲避在

洞穴中而躲过了灾难。

总而言之，三叠纪末大灭绝导致了大量动植

物灭绝，而羽毛这件“羽绒服”，却让恐龙成功幸

存了下来。

导致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的“冰冷”真相
火山喷发使地表温度骤降，恐龙因有羽毛而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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