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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科学发烧友关注的问题 ——

地磁场翻转引发生物灭绝无依据

2020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家发布研究报告称，他们发现并追踪到地球磁场中的一个奇怪“凹痕”

区域，且该“凹痕”正在缓慢向西移动，穿过南美洲和南大西洋。根据地球磁场的测量，该区域的磁场强度较相邻区域的

磁场强度弱，约是同纬度正常区磁场强度的一半。因此，这一区域被称为南大西洋异常区。

对此，不少网友提出“南大西洋的磁场异常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等一系列疑问，《新华日报·科技周刊》记者采访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李晋斌，揭开地球磁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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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叶真） 1 月 15 日，《中国高发癌症早期筛查
指南》发布，涵盖结直肠癌、胃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等高发癌
种。癌症早筛技术也是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医学》评选出的
2020年令人瞩目的10项医学进步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因筛查识别特定遗传基因、传感器
分析呼出气体中的代谢产物、荧光寿命成像技术、“电子皮肤”成
像分析系统等不同癌症筛查方法已逐渐走出实验室。

南医大二附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喻春钊告诉记
者，在中国，结直肠癌为高发癌种，但 5 年生存率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差距。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率相
比发达国家低了很多。目前针对结直肠癌，除常规的内镜检查、
大便全血实验（OB）以外，已有新的筛查手段。以粪便 DNA
检测和结肠胶囊内镜检查为例：粪便 DNA 检测只需一份粪便
样本，且可避免非特异性干扰因素和病变间断出血对检测结果
的影响。结肠胶囊内镜检查是指通过患者吞服一粒带有双摄像
头、约3cm×1cm的胶囊，每秒摄片4～35幅，在体内维持约10
小时后排出体外，然后由医生对照片进行整理分析。目前多用
于存在结肠镜检查禁忌证、结肠镜检查失败或不愿意接受结肠
镜检查的患者。有癌症家族史者、癌症高发风险区人群、中老年
人群、长期接触致癌有毒物质者、有癌前病变者、长期慢性感染
性疾病等人群都应进行癌症早筛。

喻春钊表示，未来，癌症筛查工作将成为临床工作的一个重
要领域，且地位日益重要，由此可能产生一个新的临床专业技
术。癌症的筛查工作需要考虑筛查手段的精确性，同时也要考
虑民众对筛查计划的参与，并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癌症早筛技术
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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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宣） 跳蚤与其它昆虫目之间的亲缘关系，
一直是昆虫系统学领域的未解之谜。近日，《科技周刊》记者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与英国科研团队
合作，通过对开源组学数据的挖掘和深入系统发育基因组学分
析，揭示跳蚤是一类特化的蝎蛉，它的分类学“地位”比通常认为
的更低。它们的祖先可能并不吸血，体型可达现代跳蚤的 4 倍
左右。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古昆虫学》。

跳蚤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是一类体型侧扁，外形高度
特化，并严格以吸血为生的全变态昆虫。跳蚤体型很小，通常体
长1—3毫米。它是外寄生昆虫，吸食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和鸟
类的血液。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蔡晨阳、黄迪颖研究团队
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古生物团队合作，选取了现生吸吻类26个
代表物种，包括长翅目所有亚目、蚤目和双翅目，并根据此前千种
昆虫转录组进化团队测得的转录组数据，调取了1478个直系同
源单拷贝蛋白编码核基因，这代表着目前已知最大的吸吻类分子
数据矩阵。此外，研究人员还构建了包括29个物种的线粒体基
因组与多个基因联合的较小数据矩阵。所有研究结果表明，蚤目
位于长翅目的内部，与现生的小蝎蛉科构成姊妹群的关系。

“我们用最新的基因组学等方法，将跳蚤的基因数据与其他
昆虫比对。这好比在基因层面让跳蚤‘认祖归宗’。”蔡晨阳介
绍，经典分类学理论认为，跳蚤属于昆虫中单独的一个门类：蚤
目。但基因大数据比对却给出了不同结果：蚤目并不是一个单
独门类，而是长翅目昆虫下的一个分支。这意味着，跳蚤的分类
学“地位”较传统观点更低，研究人员正式提出蚤目应降级为蚤
次目。现生完全变态类昆虫将从 11 个目减少为 10 个目，昆虫
的分类体系也将整体改写。

这项研究也对追溯跳蚤的起源演化有重要意义。现在的跳
蚤体型微小，长着针一样又长又尖的嘴巴，没有翅膀，全部靠吸
食哺乳动物和鸟类的血液存活。而长翅目昆虫有两对细长的翅
膀，却没有细长尖嘴，它们大多在森林、峡谷或植被茂密的地区
靠捕食昆虫或吸取植物汁液为生。研究人员推断，跳蚤的祖先
可能不吸血，在身体形态上和现在的子孙后代也大不相同。

“此前古生物学者对早期巨型跳蚤的化石研究也得出了相
似的结论。”蔡晨阳说，综合这一系列研究，可以梳理出一幅颇有
意思的跳蚤进化图：早在远古时期，跳蚤的祖先靠吸食花蜜为
生。它们长着翅膀和长长的嘴，身体最大可达两厘米长，体型是
现在的4倍左右。随着漫长的进化，它们逐渐过上寄生生活，体
型也不断缩小。到现在，它们翅膀完全消失，而长出了与寄生相
适应的长嘴，完全靠吸食寄主的血液生存。

跳蚤“认祖归宗”
祖先并不“吸血”

□本报记者 叶 真

地球的保护伞——地球磁场

“地球磁场与大家熟知的条形磁铁非
常相似。想象一下，一个巨大的条形磁铁
穿过地核，从一个磁极到另一个磁极。巧
合的是，地磁的南极刚好位于地理北极附
近，北极则位于地理南极附近。地磁的南
北极并没有与地理上的南北极完全对齐，
而是倾斜了。”李晋斌告诉《新华日报·科技
周刊》记者。

“有趣的是，尽管地球很巨大，但地球
磁场的强度只有一台电冰箱压缩机启动
时所产生磁场的两万分之一。不过这仍
然足以保护我们免受来自太阳高带电粒
子（俗称太阳风）和银河系更多未知的有
害辐射，并帮助我们的星球保持其大气
层。”李晋斌指出。

太阳风是一种等离子体，在地球磁场
的作用下无法长驱直入前往地球，只能绕
过地球磁场，继续向前运动。于是在地球
周边就形成了一个被太阳风包围的、彗星
状的地球磁场区域，这就是磁层。当太阳
风被磁场所排斥到磁极两端后，又会与大
气层产生反应，使大气层中的分子或是原
子发生碰撞并释放能量，这时，极光就出
现了。

同样，宇宙射线经过磁场时也会发生
偏转，使得地球的大气层、海洋免于射线影
响而挥发、消失，人类得以免受宇宙射线辐
射，生命能够繁衍。

“所以说，地球非常幸运，如果她没有
被广阔的磁场所环绕，大气层的大部分组
成或许早已被强力的太阳风给刮走了。包
括我们在内的地球上的所有事物就不可能

存在了。”李晋斌说。
有研究表明，在地球的邻居——火星

早期的历史进程中，可能曾经拥有强大的
磁场，使得那时的火星温暖湿润。只不过，
当强大的磁场所剩无几后，这颗星球开始
变得干燥贫瘠。

过去的 45 亿年里，地球磁场曾
多次倒转

那么，南大西洋的地磁异常会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影响吗？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在其微信公众号上说明了情况：
南大西洋地磁异常区域，科学家发现和确
认已经超过 50 年，而在这之前已经存在多
年。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或者可靠的理论说
它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产生影响。

在李晋斌看来，受地磁异常的影响，来
自太阳风的能量粒子以及宇宙线可以直接
侵入高层大气，故而南大西洋地磁异常区使
得高能带电粒子的空间分布环境发生变化
会导致电离层闪烁高发，从而对人类无线电
波通信、导航等高科技领域都将产生较大的
影响。由此看来，探究南大西洋异常区的电
离层特性对于空间天气的研究很有意义。

“与地球磁场异常相比，不少科学发
烧友更关注地球磁场翻转的问题。”李晋
斌表示。在地球内核中，有一个巨大的铁
球，地球磁场也正是液态的熔融铁芯中运
动电场的结果，由此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
地球磁场偶尔会倒转。事实上，地球的磁
极也一直在移动。在过去 4 个世纪里，南
磁极（地理北极）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漂移
了 1100 公里。英国科学家发现，在过去
的几千万年中，地球磁场已经倒转过好几
次。他们认为，至少在过去的 7600 万年
中地球磁场至少翻转过 171 次。上一次

磁极翻转的时间为 78 万年前。
与地表相比，地核处的磁场强度约为地

表的50倍。在地球45亿年的生命周期中很
可能都有磁场。只不过在地球的初生阶段，
很可能整个地核都是液态的（现在的地球只
有外核是液态的，而内核由于强压力而是固
态的），这就意味着地球早期的磁性可能比现
在更强。“确切地说，我们尚不确定当时的地
球磁场究竟有多强，但据信这种强大的磁场
帮助地球在生命的早期就保持了大气层，这
与火星在磁场消散时失去了大气层正好相
反。”李晋斌表示，与 1845 年德国数学家卡
尔·弗 里 德 里 希·高 斯（Carl Friedrich
Gauss）首次测量地球磁场强度相比，如今
的地球磁场强度已经下降了约10%。

“如果磁场进一步明显下降，则磁场可
能会翻转。不过这个时候，也并不意味着
世界末日的到来。”李晋斌表示，在地球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地磁场曾发生过多次倒
转，显而易见地球上的生命幸存了下来。
因此，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地球磁场的再次
倒转会造成生物灭绝性影响。“真正的危险
是磁场完全消失。不过这对于现代人类来
说，实在过于遥远。”

未来，地球磁场飞行器会出现吗

千年前，人类已经利用地球磁场来导
航，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就是一例。在
自然界中，还有更多生物都是地球磁场的

“应用大师”。截至目前，科学家已发现 50
余种动物(包括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鱼类、昆虫)具备利用地球
磁场为自己的活动进行导航的能力。
大胆想象一下，未来，飞行器可以利用
地球磁场来精准导航吗？

李晋斌解释，地磁场之所以能用

作导航，是因为地球上任意一点，都有唯一
的磁场大小和方向与之对应，并且与该点
的三维地理坐标相匹配，使它具有“向导”
功能。

地磁导航的原理，就是通过探测器实
时获取地磁数据，与预先制作的地磁图或
模型，匹配比对磁场大小、方向、梯度等信
息，来实现导航定位功能。当然，也可采用
地磁异常点或人工部署磁标等方式作为参
照物，用来估算相对位置信息。

“人类总是在探索未知中不断前行，
把地磁场当作一个天然的‘坐标系’。利
用地磁场来导航定位，一直是科学家们的
追求。”李晋斌表示。随着大地测量、地球
物理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地磁导航技术获
得了较快发展，这正是基于重力场测量、
地磁场测量等，更是得益于卫星导航等新
兴导航技术的“助攻”。

由于卫星导航抗干扰性、保密性、可靠
性脆弱，以及极区、深山、地下和水下等信号
覆盖不全而影响使用等诸多问题，地磁导航
方法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特别是在
战时卫星一旦受到攻击毁坏，很难短时间内
修复，依赖于卫星导航技术的大量高精尖武
器，将面临‘失明’从而失去战斗力。”李晋斌
补充说道。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正在大
力发展不依赖于卫星信号的导航定位新技
术。如利用多种来源的外界光、电、磁、重力
等信号，来实现导航和定位。尤其是隐蔽性
好、成本低、抗干扰、精度适中的地磁导航技
术，逐渐成为导航定位领域的“新宠”，大有

“前浪倒推后浪”之势。
“曾有人设想通过增强地磁场来产生

地磁场飞行器，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
骨感。对于飞行器来说，通过地球磁场精
准导航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本报记者 谢诗涵

在侦探小说中，一枚不起眼的指纹常常
成为破案的关键。我们为什么会长指纹？
如何分辨指纹，证明“你”是“你”？包含着巨
大生物信息的指纹究竟有什么奥秘？今天，

《新华日报·科技周刊》邀请江苏警官学院南
京中华指纹博物馆负责人陶建伟老师为我
们揭开指纹的神奇面纱。

“指纹是我们皮肤的一部分，却又和大
部分皮肤不太一样，有着独特的纹路。”陶
建伟解释，在皮肤发育过程中，虽然表皮、
真皮及基质层都在生长，但柔软的皮下组
织长得比相对坚硬的表皮快，因而对表皮
不断产生上顶压力，迫使长得较慢的表皮
向内层组织收缩塌陷，逐渐变弯打皱，以减
轻皮下组织施加给它的压力。如此一来，
表皮变得坑洼不平，形成纹路。“这种变弯
打皱的过程随着内层组织产生的上层压力
的变化而波动起伏，形成凹凸不平的脊纹
或皱褶，直到发育过程终止，最终定型为一

生都不会改变的指纹。”
我们常说：指纹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

“身份证”，那么不会出现“撞”指纹的可能
吗？陶建伟告诉《科技周刊》记者，“撞”指纹
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指纹的基本纹路是
由基因决定的，现代基因理论更将人类的个
体差别定性定量到分子级。人与人之间的
基因 99.9%相同，但正因为那剩余的 0.1%
的差异，决定了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一般
而言，指纹的基本纹形分为 3 种，分别是斗
型纹、箕型纹和弓型纹。通过大数据发现，
亚洲人和黄种人中，97%的人长有斗型纹和
箕型纹，只有2%～3%的人长有弓型纹。“到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完全相同的两
枚指纹。即便是基因几乎完全一样的同卵
双胞胎，受环境和各因素影响，表型还是会
有所不同，指纹自然也会有差别。”

陶建伟补充，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经
历手指蜕皮、受伤，甚至被化学药品腐蚀，但
是大家不用担心。只要不伤及真皮层，伤口
愈合后，指纹依旧如故，丝毫不发生变化。

至于侦探小说中，“将手长时间浸泡到菠萝
汁中就可以消除指纹”的情节，只是文学作
品的夸大效应罢了。尽管菠萝里的蛋白酶
会降解蛋白质，频繁接触菠萝汁会让指纹暂
时不太明显，却无法消除指纹。

指纹的形成寓于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它
对于人类的生命活动也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数千年来，双手一直是我们觅食、进
食以及探索世界的关键工具，而指纹的三
个重要作用就在于：有助于增强抓握时的
摩擦力、增强触觉和身份识别。“当然，指纹
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一些习惯爬树、抓树
叶的动物，如黑猩猩、考拉等，它们的手上
也长有指纹。而人类比其他动物‘高明’之
处在于——早早发现了指纹的存在，并善于
利用。在智人的进化中，指纹的重大贡献就
是开启了智慧之门。”

从现代刑侦学角度来说，警察到案发现
场后，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现场不受破坏，并
首先会观察哪些地方有指纹。然而，许多人
好奇：汗液可以蒸发，但物体表面留下的指

纹为何还会存在呢？“这是因为皮脂腺的作
用，皮脂腺的分泌物中含有衰老脱落的细胞
和皮脂，因此在触摸过物体后，除了汗液，皮
脂和脱落细胞也会残留在物体表面，从而留
下痕迹。此外，皮脂的黏性会带走乳突纹线
下的灰尘，形成指印。”陶建伟介绍，案发现
场中最常见的指纹就是潜伏指纹，这类指纹
指经身体自然分泌物如汗液等转移形成的
指纹纹路。“这类指纹往往是手指先接触到
油脂、汗液或尘埃后，再接触到干净物体表
面而留下的。虽然肉眼无法看到这些指纹，
但是经过特别的方法或使用特殊化学试剂
加以处理，便能让它们‘现真身’。”

日常生活里，指纹识别技术已广泛应
用于各种智能产品之中，但很多人也开始
担心这是否会造成指纹信息泄露的问题。
对此，陶建伟表示：“指纹的识别过程是从
图像到数据，换句话说，识别系统采集的是
指纹的特征点，由特征点汇成的数据不会
还原成完整指纹图像，因此不会造成指纹
信息的泄露。”

指纹如何形成？为何独一无二？

揭秘“撞”指纹现象不会出现

南 通 市 通 州 区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挂 牌 出 让 公 告
通土告字[2021]第4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通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
（http://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网上竞买申请和挂牌出让时间详见下表1、表2。

表1

表2

编号

R2021-002

地块名称

西亭镇盛庭花苑东侧宗地

土地坐落

西亭镇西亭社区

出让面积(㎡)

35723

规划用途

住宅

容积率

1.3-1.6

建筑密度

≤22%

绿地率

≥30%

出让年限

70年

起挂价(元/㎡)

39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7000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出让要求等详见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出让文件》，有意竞买人请登录网站（http://www.landnt.com）了解详
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续。咨询电话：0513-86511666。 南通市通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1月19日

地块编号

R2021-002

公告期间

2021年1月20日至2021年2月8日

网上报名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2月20日14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1年2月9日至2021年2月22日14时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康威科技饲料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2,371.52 万元，本金为
1,617.79 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台城工农桥西，该债权由柯明坤、
柯顺立、柯奋勇、柯建云、柯关文提供担保（以工业厂房土地和机器设备设置抵质
押）。其他相关情况无。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王赓、杨少中，联系电话：025-52680931、
025- 52680813，电子邮件：wanggeng@cinda.com.cn、yangshaozhong@cinda.
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