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发现最小陆生蜗牛

本报讯科学家在越南北部的洞穴沉积物
中，发现了一种迄今为止陆地上最小的蜗牛，
名为 。

这种蜗牛的外壳只有 0.48毫米高，体积只
有 0.036 立方毫米。它非常小，平均一粒沙子

大小的空间可以容纳 5 只蜗牛。相关成果近
日发表于《生态贡献》。

不出所料，这些蜗牛很难被发现。为了找
到它们，匈牙利布达佩斯 Eotvos Lor佗nd研究网
络的陆生蜗牛分类学家 Barna P佗ll-Gergely 和
同事，从洞穴中收集了土壤样本，并将其放入
一桶水中。然后，他们取出漂浮的碎片，烘干、
筛选，并在显微镜下对其进行检查。“我在显微
镜下用做 指甲的刷子 清理了外 壳。 ”
P佗ll-Gergely说。

不过，这些蜗牛最初可能并不生活在洞穴
里。P佗ll-Gergely说，“我们认为，沉积物是从岩
石的裂缝中掉落的，因为其中含有生活在地表
的陆生腹足类动物的脱色、不透明的壳。而活
着的蜗牛大概生活在靠近或依附于根系的石
灰岩裂缝深处。”
研究人员还在老挝发现了一种稍大的蜗

牛，将其命名为 ，这是一
个古希腊语词语，意思是“粪便采集者”。这种
蜗牛高度为 0.51毫米，它似乎能把细小的泥土

颗粒———可能是自己的粪便———以放射状的
方式排列在外壳表面。

这种蜗牛为什么会这样做还不清楚。令
人惊讶的是，尽管体形极其微小，它们仍有
着复杂的行为机制。“这些机制是从对某些
我们一无所知的环境的反应进化而来的。”
P佗ll-Gergely 说。

蜗牛的微小体形确实给它们带来了优势。
“这些蜗牛很可能因为个头小，能够接触到其
他物种无法吃到的食物颗粒，并进入非常狭窄
的岩石缝隙。”P佗ll-Gergely说。

是 最 小 的 陆 地 蜗 牛 吗 ？
P佗ll-Gergely说，要找到更小的将越来越困难。

海洋中还有一些更小的蜗牛———纪录保
持者是 ，其直径在 0.34
毫米至 0.46 毫米之间。这可能已经接近下
限，这是由新生蜗牛具有功能的神经元数量
决定的。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秘鲁海岸捕获的凤尾鱼
图片来源：ARNAUD BERTRAND/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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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科学此刻姻 姻

气候变化威胁全球最大渔业收获
本报讯 秘鲁凤尾鱼体形娇小———与人类

食指相当，但却有很大的影响：它们是世界上
单次渔获量最高的鱼类，有时甚至可达全球渔
获量的 15%。这些高营养鱼类被碾碎后，用来
喂养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鲑鱼和其他养殖鱼类。

但如今，这些小鱼正在受到气候变化的
威胁。

通过对古代沉积物和化石的研究，科学家
发现，变暖的海水曾经几乎使这种宝贵的鱼类
灭绝，他们担心如今的气候变化可能会让灾难
重演。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担心气候变化会
对野生鱼类种群产生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
有些物种繁殖的温度范围很小。一个更普遍的
原因是，当海水变暖后，其中所含的氧气减少
了。这对大鱼来说影响更大，因为它们比小鱼
需要更多的氧气。

研究人员预测，如果物种不能迁移到较
冷的水域，海洋生态群落最终将以小型物种
为主，这对当地渔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可怕的
问题。

但研究人员很难确定气候变化是否真的
导致上述变化，因为密集捕捞行为中，小鱼更
容易避开渔网，这也会导致其在生态群落中占
据主导地位。

德国基尔大学渔业生物学家 Renato Sal-
vatteci决定将时间回溯到密集捕鱼还未出现的
一段温暖时期。秘鲁海域似乎是研究气候变化
对鱼类种群影响的理想场所，那里的海中沉积
物沉降率很高，鱼类也很丰富，因此海底可能
保存着详细的化石记录。

Salvatteci研究了一个 2008年采集到的 14
米长的岩芯，其中包含了 13万年前至 11.6万年
前的沉积物，当时地球的气候比今天更温暖。

为弄清沉积物形成时的海水温度和氧气
浓度，Salvatteci和同事研究了沉积物中球石藻
（微小海洋生物）化石产生的生物标志物，并对
氮同位素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当时的海水
温度比今天高 2℃左右，且含氧量较少。

随后，Salvatteci团队历时两年，对沉积物中
的鱼类种类进行了统计，他们从中清点了 10
万多根椎骨和其他鱼类的遗骸。这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
这项 1月 7日发表于《科学》的研究指出，

在更早、更温暖的时期，大约 60%的鱼类是较小
的物种，包括大小约为凤尾鱼一半、更能适应
低氧条件的虎鱼类。同样常见的还有典型的深
水物种，如荧串光鱼，它们也能在低氧条件下
生长。

与凤尾鱼相比，这些物种会给渔业带来问
题。由于尺寸小，它们更难捕捉，并且要使用很
难清理的小孔网。同时，由于不会大量聚集，因
此渔船需要行驶更长的航程，消耗更多的燃
料，才能捕获足量的鱼。

此外，这些鱼的营养价值也不如凤尾鱼。
因此，凤尾鱼的减少会增加鱼饲料的成本，使
得鲑鱼和虾的价格更高，营养也更少。

当鱼类种群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时，帮助
它们应对的一种方法是使渔业管理更加保
守，并降低捕捞量。Salvatteci指出，目前，秘鲁
的凤尾鱼种群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管理，但仍
可改进其利用方式。“我们可以直接吃凤尾
鱼，而不是将其作为饲料喂给养殖鱼类。这将

有助于维持该物种对人类营养的益处。”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长寿最佳预兆：
力量、平衡和灵活

美国一项针对老年妇女的研究发现，那些
在体能测试中表现优异的人长寿的概率最大，
而减肥可能对此并无益处。日前，相关研究发
表于《美国老年病学会杂志》。

减肥不一定能让人活得更久，健康长寿的
最佳预测指标是灵活性、力量和平衡能力———
这是纽约蒙特菲奥里儿童医院的 Lisa Under-
land和同事，在观察参与长期研究的老年女性
后得出的结论。
“我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家人，他们经常谈

论减肥。”Underland说，“媒体、社会和医学界
都在大谈减肥。”

为更好了解减肥和死亡率之间的联系，
Underland和同事研究了“女性健康倡议”的数
据。这一系列研究从 1992年开始，涉及 16.1万
多名美国志愿者。

2012年，该团队研究了 5039名 65岁以上
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为 79岁。在这段时间
里，每位女性都接受了一系列测试，以确定她
们的体力、平衡能力和灵活性，其中包括测量

她们的握力和从椅子上起身的能力。
Underland和同事还研究了这些女性首次

参与这项研究以来（测试前的 14年 ~18 年），
体重增加或减少了多少。然后，他们记录了测
试后大约 5年，有多少女性还活着。

研究小组发现，在随访期间，减肥的女性
比没有减肥的女性更有可能死亡。那些在前几
年体重减轻了 5%的人，有 61%的可能性在接下
来的 5年内死亡。

这些减重不太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因为
患癌症的女性已被排除在研究之外，而且研究

小组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体重的因素。
在体能测试中表现良好的人似乎有最好

的生存概率。在力量、平衡能力和灵活性方面
排名前 1/4的女性，比排名后 1/4的女性多活
5年的可能性高出 71%。同时，体重增加对死亡
率没有影响。
“这些信息并不是让大家出去买一堆垃圾

食品。”Underland说，“保持运动、健康饮食，才
是应该关注的。”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锻炼中的女人 图片来源：Tatsiana Plotilova/Alamy Stock Photo

《免疫》

丙肝病毒分析发现
广泛中和遗传决定因素

德国科隆大学 Florian Klein 研究团队通过分
析丙型肝炎病毒（HCV）的中和抗体，揭示了广泛
中和的遗传决定因素。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
《免疫》。

研究人员对 435 名 HCV 感染者的队列进行
了筛选，发现 2%~5%的人表现出突出的 HCV中和
活性。从这些患者中的 4位，研究人员分离出 310
个 HCV抗体，包括具有特殊广度和效力的中和抗
体。高中和活性是通过使用 VH1-69重链基因段、
CDRH1内的体细胞突变和 CDRH2 的疏水性实
现的。结构和突变分析显示，取代第 30位和 31位
丝氨酸的突变具有重要作用，而且 CDRH3顶端存
在中性和疏水性残基。
基于这些特征，研究人员通过计算创建了一个

具有完全合成的 VH1-69重链的新抗体，它能有
效中和多种 HCV基因型。这些发现使人们对广泛
HCV中和抗体的产生有了深入了解，并可以指导
有效候选疫苗的设计。
据悉，HCV的高度遗传多样性使有效的疫苗

开发变得复杂。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揭示
血小板转录因子功能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 Ivan Zanoni 研究组发
现，在活化血小板中抑制转录因子 NFAT的活性
增强了血小板聚集，并加剧了由革兰氏阴性细菌引
发的败血症。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免
疫》上。
研究人员发现凝血酶信号诱导血小板中转录

因子NFAT的激活。使用遗传和药理学方法，以及
新开发的小鼠模型 iNFATuation（该小鼠可抑制细
胞特异性 NFAT激活）研究人员发现在激活的小
鼠和人血小板中，抑制 NFAT增强了血小板的激
活和聚集，以及它们与中性粒细胞和性粒细胞胞外
陷阱（NET）诱导的相互作用。在革兰氏阴性菌诱导
的败血症中，抑制血小板中 NFAT通过增加弥散
性凝血和 NETosis加剧了疾病的严重程度。NFAT
抑制也部分恢复了血小板活性减退患者的体外凝
血。该研究结果揭示了 NFAT的非转录作用，可用
于解决紧迫的临床需求。
据悉，在由革兰氏阴性菌诱导的败血症中，

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诱导了一
个有害的反馈回路，导致持续性 NET、弥散性血
管内凝血和炎症。了解控制血小板—中性粒细胞
相互作用的细胞内途径，对于确定新的治疗靶点
至关重要。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神经科学》

下丘脑黑色素浓缩激素
调节海马背外侧隔活动

美国罗格斯大学 Zhiping P. Pang研究组发现，
下丘脑黑色素浓缩激素调节海马背外侧隔活动。
《自然—神经科学》日前在线发表了这项成果。

研究人员在小鼠身上发现了下丘脑黑色素浓
缩激素（MCH）信号在背外侧隔膜（dLS）投射中功
能作用的生理机制，该区域参与海马发射节律和基
于这种节律的空间记忆编码。dLS内响应背侧 CA3
（dCA3）兴奋的发射活动受到强烈的前馈抑制
（FFI）的限制。

研究人员发现，MCH 通过增强 GABA 的释
放，使 dLS神经元的发射与 dCA3的输入同步，从
而降低 FFI并增强 dCA3的兴奋性输入强度，这两
者都是通过突触前机制实现的。在功能层面上，这
些数据揭示了 MCH信号在 dLS中促进空间记忆
的作用。这些发现表明，dLS内的肽能信号调节海
马背侧的输出并支持记忆编码。
据了解，MCH 多肽有助于调节能量平衡、睡

眠和记忆，但其影响的机制基础尚不清楚。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生物技术》

用深度分布式计算
重建大型谱系树

日本东京大学 Nozomu Yachie研究团队表明，
深度分布式计算可用来重建大型谱系树。这一研究
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生物技术》。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深度分布式计算框架来
全面追踪准确的大型谱系（FRACTAL），该方法大
大增强了当前谱系估计软件工具的可扩展性。
FRACTAL首先只重建输入序列的上游谱系，然后
使用独立的计算节点对其下游谱系进行递归迭代，
从而产生同样的结果。研究人员通过在大于 2.35
亿个模拟序列和大于 1600万个细胞中重建谱系，
证明了 FRACTAL的实用性，这些细胞来自一个
在细胞增殖期间积累突变的 CRISPR系统的模拟
实验。研究人员还成功地将 FRACTAL应用于进
化树的重建和使用易错 PCR进行大规模序列多样
化的实验。

据介绍，系统发育估计（进化树的重建）最近被
应用于基于 CRISPR的细胞系追踪，其能够从体
细胞的大量突变序列中推断出单个组织或生物体
的发育历史。然而，目前的计算方法无法从极大量
的输入序列中构建系统发育树。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快讯
（选自 杂志，2022年 1月 7日出版）

地球火山热点和大洋中脊的相对温度

火山热点被认为是由来自深部地幔的热
的、活跃的上升羽流供给的，其过余温度（Tex）
比大洋中脊高约 100~300℃。然而，Tex的估计
被限制在地理覆盖范围内，且单个热点往往不
一致。

研究组通过将地震速度转换为温度来同时
推断海洋热点和洋脊的温度。他们表明，虽然约
45%的羽流供给热点很热（Tex≥155℃），但约 15%
较冷（Tex≤36℃），且约 40%的温度不足以从深部
地幔主动上涌（50℃≤Tex≤136℃）。
热点具有极高的氦—3/氦—4比率和浮力

通量，但较冷的热点则不然。后者可能起源于
上地幔深处，或供给它们的深羽流被小规模对
流夹带和冷却。

相关论文信息：

亚稳态二维结构实现
高效稳定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三维（3D）有机—无机卤化物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PSC）的性能可通过使用具有高效电荷传输
的 2D层状钙钛矿进行表面处理来增强。
研究组最大化了亚稳态 Dion-Jacobson

（DJ）2D钙钛矿层的空穴传输，调整了不对称
大体积有机分子的定向排列。空穴传输的能垒
降低后，面外传输速率提高了 4~5倍，2D PSC
的电源转换效率（PCE）为 4.9%。

通过亚稳态 DJ 2D 表面层，3 种常见 3D
PSC的 PCE提高了大约 12%~16%，最终高达
约 24.7%。对于三元阳离子混合卤化物 PSC，在
约 40℃的氮气中，太阳光强照射 1000小时后，
初始 PCE仍可保持 90%。

相关论文信息：

单壁分子筛纳米管的合成

研究组报道了具有微孔分子筛壁的单壁
硅酸铝纳米管的合成和结构。这种准一维分子
筛由波拉型结构导向剂（SDA）组装而成，该分
子筛含有一个中心联苯基团，由 C10烷基链连
接到奎宁环端基。

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和衍射及其他支持
方法揭示了一种独特的壁结构，它是两种分子
筛结构类型（β和 MFI）的特征构建层的混合
体。这种混合结构产生于弯曲纳米管壁形成过
程中应变能的最小化。

由于 SDA分子的自组装，纳米管的形成导
致介观结构的早期出现。SDA分子的联苯核心
基团证明了π堆积，外围的奎宁环基团则证明
了微孔壁结构。

相关论文信息：

非对称破缺离域
量子相变的证据

量子相变研究与对称破缺没有明显关联，
这是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个重大研究方向，特别
是高温超导问题，这种相变被认为是超导机制
本身的基础。

研究组认为在典型的非常规超导体 Ce-
CoIn5中，假定的量子临界点由连接两个不同
体积费米面跃迁中的电子离域所表征，没有明
显的对称破缺。

利用已建立的 f—电子金属理论，研究组
讨论了如何解释这种涉及自旋—电荷分离的
跃迁，该模型可有效描述他们测量霍尔效应的
异常输运行为。

相关论文信息：

（未玖编译）

图片来源：《生态贡献》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 3亿例

据新华社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 月 6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6 日 20 时 22 分（北京
时间 7日 9时 22 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超过 3 亿例，达 300002021 例，累计死亡
5471816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截至目前累计确诊和死
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58449898
例，累计死亡 833957例。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
国家还有印度、巴西、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土
耳其等，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西、
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秘鲁等。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
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的数据。

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2021年，“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实施
了对火星的绕、落、巡，标志着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圆满成功。

作为“天问一号”火星磁强计载荷工程师，
刘凯和课题组成员深刻感受到国家在党领导
下的日益强盛———在“天问一号”的研制中，大
家排除万难、砥砺前行，自主攻关解决了一个
又一个技术难点，最终圆满完成了研制任务。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党的

领导下，会有千千万万个科技工作者为了实现伟
大的中国梦而奋斗。通过对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的学习，也更加坚定了我参与下一个百年奋斗
的决心和信念。”刘凯告诉《中国科学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技创新被摆在更
为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为“两弹一星”培养
尖端科技人才而建的高校，“科教报国”的接
力棒传到了中国科大新一代青年人手中。
中国科大上海研究院量子中心科研骨干

黎正平主要从事单光子成像方面的科研工作。
近期，他和团队实现了超过 200公里的远距离
单光子三维成像，首次将成像距离从十公里提
升到百公里量级。

黎正平表示，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对自己的科研事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例如，
在科研方向选择上，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
需求出发，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去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努力掌握
科技创新的主动权。

从事量子通信相关研究，需要在偏远的野
外开展大量外场实验，对科研人员的身心都是
极大的考验。这时候，十九届六中全会科学概
括出“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起到重要的指导
作用。“激励我们自信自强、开拓创新，坚定不
移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努力做出‘从 0到 1’
的开拓性工作，为国家发展做好战略支撑。”黎
正平说。

不负青春 不负时代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