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無脊椎動物

041

45

為甚麼菊石能在海裏自由浮沉 ?
菊石的殼體構造特殊，其軟體可控制注入氣室的液體比重以控制浮沉。

菊石是一類已經滅絕的海生無脊椎動物，屬軟體動物門頭
足綱。牠們的殼體表面通常長有類似菊花的線紋，因而被命名為
菊石。菊石的祖先桿石（現在也被劃為菊石類）出現在志留紀晚
期，在泥盆紀初期演變成最早的菊石。牠們繁盛於中生代，到白
堊紀末滅絕。
不同的菊石殼體大小差別較大，小型菊石殼的直徑還不到 1
厘米，而巨型菊石殼的直徑超過了 2 米。菊石的殼大多數是呈旋
捲形的，有些則呈直形、螺捲形或其他不規則的形狀。同樣是旋
捲形殼，包捲的鬆緊程度也有不同。菊石能在海裏自由浮沉，與
其殼體的構造有關。
菊石的殼由原殼、氣室和住室三部分組成。原殼又稱胎殼，
是殼體最初形成的部分，一般為球狀或桶狀。隨着軟體的生長，
殼壁也不斷加長，軟體後部可分泌形成堅硬的隔壁托住軟體；
當生長到一定程度後，軟體會與隔壁脫離、前移，當軟體不斷生
長，隔壁數目也在不斷增加，相鄰隔壁之間便形成許多空間，這
種空間被稱作房室。最前方軟體伸出殼外出口處的房室最大，它
由菊石軟體內臟等「佔領」，稱作住室。住室所佔的空間在不同的
菊石中很不同。有些菊石的殼口上還附有口蓋，當軟體縮
入殼內時，口蓋會將殼口封閉以保護軟體。其餘房室
則可填充氣體和液體，被稱作氣室。隔壁與殼
壁的接觸線叫縫合線，它是非常重要的分類
標誌。每個隔壁有一個細小的圓形孔，那
是體管所在的位置。體管常位於腹部邊
緣，少數菊石的體管位於背部或靠近
中心的位置。專家們認為，體管能
將軟體與殼體聯繫起來，往氣室中
注入液體，從而調節身體在水中
的比重以控制浮沉，因此菊石能
在海水中隨意升降。另外，菊石
的軟體能將體內的水射出，以使
身體向後移動。不過，人們根據
現生鸚鵡螺的活動方式推斷，菊
石游得並不快，而且活動連貫性
也很差。（王小娟）
菊石化石的剖面

微博士

軟體動物
軟體動物是在數量和種類上僅次
於節肢動物的第二大門類，牠們
的生活習性與腕足動物那種單一
固定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或底
棲、或游泳、或爬行、或穴居，
攝食方式也是多樣化的，有肉
食、有雜食、也有草食，海陸均
有分佈。

香港放大鏡

以「香港」命名的菊石
香港新界東北部曾發現多件菊石
化石，其中一種的內層橫肋排列
較緊密，而且出現分岔，與其他
種的菊石有顯著的分別，故命名
為香港菊石。菊石的發現，亦間
接說明了今天的香港在 1 億 8000
萬年前仍屬海洋的一部分。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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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不是所有的古植物都能
變成煤 ?
必須要有大量植物和足夠的水，才可形成煤。

跨學科連線

地理

煤炭的形成

煤炭是重要的化石能源。 3 億年
前濕地上茂密的植被會因大洪水
等原因被泥土淹沒，土壤的沉積
令植物殘骸受到逐漸增高的温度
和壓力影響，被土壤內的微生物
氧化、降解。由於當時地球上的
微生物並不能完全降解植物中的
一些成分，這些成分就會被保留
下來，與土壤混合後形成泥炭。
在漫長的地質時期裏，這些泥炭
層逐漸被深埋到地下，在合適的
温度和壓力下繼續轉化，逐漸形
成煤炭。
增潤知識

見《能源與環境 I》

植物成煤首先要有大量植物，煤的主要成分是碳，而植物是
煤的主要碳源，一定體積的煤通常需要幾倍甚至十幾倍的木材才
能提供足夠的碳量。因此，能夠成煤的植物在地質歷史時期都曾
形成規模龐大的森林。其次，還要有足夠的水。植物體內的有機
物必須長期被水浸泡才能經生物化學變化轉變成泥炭。
要同時滿足這兩項條件，必須要有規模龐大的沼澤森林。這
種類型的森林在石炭紀等地質時期非常普遍。在地表，常温、常
壓下，堆積在停滯水中的大量植物遺體經泥炭化作用或腐泥化作
用，轉變成泥炭或腐泥；泥炭或腐泥被埋藏後，由於盆地基底下
降而被掩埋到地下深處，經成岩作用而轉變成褐煤；隨着温度和
壓力逐漸增高，再經變質作用轉變成煙煤和無煙煤。
古生代森林在保存成為化石的過程中，大規模地形成煤，稱
為成煤事件。地質歷史上有三個大的成煤期：一是古生代的石炭
紀和二疊紀，成煤植物主要是孢子植物，主要煤種為煙煤和無煙
煤；二是中生代的侏羅紀和白堊紀，成煤植物主要是裸子植物，
主要煤種為褐煤和煙煤；三是新生代的古近紀，成煤植物主要是
被子植物，主要煤種為褐煤，其次為泥炭，另也有部分是煙煤。
（徐洪河）

S

煤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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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齒鯊的牙齒到底長在哪兒 ?
旋齒鯊的齒列和齒旋位於上頜骨或下頜骨
左右兩邊相連接的地方。

在千奇百怪的史前生物世界裏，有這麼一類神祕而怪異的魚
類：牠們一列列的牙齒排成弧形或螺旋形，被稱為齒旋，齒旋從
大到小依次內捲，看起來有些像花朵，卻又像銑刀一般令人不寒
而慄。這類神祕的魚類就是旋齒鯊。旋齒鯊自 3 億多年前出現，
到 2 億多年前消失，化石在全球各地幾乎都有發現，表明牠們在
當時分佈非常廣泛。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都不知道如此奇怪的齒旋到底是
怎樣長在旋齒鯊身上的。有人認為長在背鰭上，也有人認為長在
尾鰭上，又有人覺得應該長在吻部，還有不少人認為就該長在嘴
裏。直到發現了幾件跟頜骨連在一起的旋齒鯊齒旋化石後，這個
爭論才算告一段落。
Z

原來，旋齒鯊的齒列和齒旋是位於上頜骨或下頜骨左右兩
邊相連接的地方。然而，這樣的螺旋狀齒旋又起甚麼作用呢？古
生物學家推測，平時旋齒鯊的齒旋向下彎曲成螺旋狀，呈休息狀
態；但當牠在捕獵時，螺旋狀的齒旋迅速展開，像鞭子一樣抽打
獵物，同時齒旋上帶鋸齒的小牙還能將獵物鈎住，另外螺旋狀齒
旋還能偽裝成當時海中常見的菊石類軟體動物，引誘獵物靠近。

旋齒鯊牙齒化石

齒旋長在下頜的旋齒鯊形象

U

在中國湖北、湖南、貴州、西藏等地都發現過旋齒鯊牙齒化
石，其中保存最好的當屬在海拔 4600 米的珠穆朗瑪峯三疊系地
層中發現的旋齒鯊化石。這件化石除保存了弧形的齒旋外，
還保存了部分頭骨，這在軟骨魚類中是很罕見的。通過
這件保存較好的旋齒鯊標本，古生物學
家可以推測出其大體
形 象： 牠 的 嘴 巴 很
長，弧形旋齒長在左
右兩側下頜的中間連
接處，主要用來切斷
較 大 的 食 物； 兩 邊 碾
壓型的側齒表明珠峯
旋齒鯊很可能並不那
麼兇猛，反而主要靠
吃帶硬殼的無脊椎動
物為生。（盧靜）

馬門溪龍

恐龍之最

Mamenchisaurus

頸部最長的恐龍
年代：侏羅紀晚期

30米

35米
頸長：
15米
體長：

波塞東龍 Sauroposeidon

雙腔龍

Amphicoelias

最長的恐龍
年代：侏羅紀晚期

草食性恐龍

33 米

Herbivorous dinosaurs

肉食性恐龍

30 ~ 36 米

超龍 Supersaurus

W

體重：約 120 噸

阿根廷龍 Argentinosaurus

1米

最長的肉食性恐龍

霸王龍（暴龍）Tyrannosaurus

鯊齒龍 Carcharodontosaurus

13米

年代：白堊紀
體長：

16 ~ 18米
W

體重：約 8 噸

近鳥龍

13米
巨獸龍 Giganotosaurus

40 ~ 60米

棘龍 Spinosaurus

Carnivorous dinosaurs

13 米

體長：

耀龍 Epidexipteryx

最小的恐龍

最小的恐龍

年代：侏羅紀中期

年代：侏羅紀晚期

體長：
C

Anchiornis

34 厘米

體重：約 110 克

體長：

25 厘米

（計算尾部羽毛則約 44.5 厘米）
體重：約 164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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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是怎樣演化的 ?
馬的體形變大，四肢變長，中趾變強，「臉」也越來越長。

從始祖馬開始，馬在演化過程中身體不斷改變：體形越來越大，四肢變長，內外側趾頭萎縮
而中趾加強；從前向後用來咀嚼的牙齒結構變得複雜，齒冠變高；「臉」越來越長，顱容量不斷增
大。馬在新生代的地質歷史中保存了豐富的化石記錄，從始祖馬一直延續到真馬，因此成為生物演
化最典型的例證之一。
始祖馬的後代， 4000 萬年前出現的漸新馬，前後腳都只有 3 趾，中趾明顯增大，但所有的
趾頭都會與地面接觸。 1800 萬年前出現的草原古馬是漸新馬的後代，只依靠中趾行走，側趾已很
小，牠有兩種後代，即三趾馬和上新馬。三趾馬經過幾百萬年的演化，在北美洲的草食動物羣中
佔據了統治地位，同時也擴散到亞洲、歐洲和非洲並持續繁盛，直到 50 萬年前的更新世中期才滅
絕。而上新馬則在北美洲最後演化成今天的真馬，並擴散到南美洲和歐亞大陸。
但到了大約 1 萬年前的更新世末，馬類在其起源演化的主要地方美洲大陸走到了盡頭。一直到
歐洲殖民者重新將家養的馬和驢帶回新大陸，美洲才又出現馬類的身影。（鄧濤）
現生馬

微博士

真馬

馬的演化

單趾
驢
0.01

全新世

真馬

更新世

矮馬

2.5

尖頭三趾馬

上新馬
新三趾馬

上新世

次馬

麗馬

百萬年前

7

微博士

草原古馬

世界上最大的馬

中新世
古馬
安琪馬

25
漸新馬
漸新世

3趾

38

中新馬
始祖馬

4趾

始新世
54
食草型馬

真馬在分類上屬於真馬屬，所
有現生的馬科動物，包括馬、
斑馬和驢都是真馬這個屬的不
同種。真馬的四肢高度特化，
肱骨和股骨很短，橈骨和脛骨
很長，尺骨和腓骨都退縮，掌
骨非常長，而趾頭則比較短。
牠的牙冠高，琺琅質皺褶細
密，而最前面的一顆前臼齒已
退化至很小甚至完全消失。

食嫩芽型馬

古獸

中國第四紀的真馬化石非常豐
富。在甘肅臨夏盆地發現的埃
氏馬是世界上最大的馬，牠們
生活在距今 250 萬年前。埃氏
馬長 2.7 ~ 3 米，高約 1.8 米，
頭骨長度可達 0.7 米。如果你
在遠古時見到牠，一定會驚
歎：好長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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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說人是由猿演化來的 ?
人類的外形和身體構造與猿類的十分相似。

現生人類可能的
演化譜系
現生人類

在現生靈長類動物中，猿類的外形和身體構造與人類的最為
接近。猿和人的四肢都長有 5 隻手指或腳趾，有指甲或趾甲；拇
指與其他四指可以對握，用來抓握東西；嘴和鼻子不像其他動物
那樣向前凸出；腦也比較大，具有立體視覺；此外，人和猿類都
只有一對乳房，通常一胎只生一個孩子。在現生的猿類當中，生
活在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與人類的親緣關係最接近。

尼安德特人

0

19 世紀中葉，英國學者達爾文等人根據大量的科學觀察提
出，人是從遠古的猿類演化來的。比較解剖學研究顯示，人類與
猿類的身體構造，包括頭骨、牙齒、脊椎、骨盆、大小腦、四肢
的結構，以及身體不同部位的大小比例，都非常相似。進一步的
對比發現，人類與猿類之間的差異，比人類與猴類，以及猿類與
猴類之間的差異都要小，這說明人類與猿類的親緣關係最近，人
類和猿類可能擁有共同的祖先。達爾文提出，這個祖先可能是一
種生活在非洲的古猿。

海德堡人
1

直立人
南方古猿
粗壯種
北京猿人

2

能人

南方古猿
鮑氏種
南方古猿驚奇種

碩壯人

南方古猿非洲種
南方古猿埃
塞俄比亞種

3

南方古猿阿法種

扁臉肯尼亞人
4

南方古猿
羚羊河種

南方古猿湖畔種
時間範圍
5

地猿始祖種
始祖亞種

推斷的關係

地猿始祖種
族祖亞種

6

那麼，人和猿是何時分開的呢？分子生物學家對比了現生
人類和猿類體內的蛋白質、核酸等生物大分子，推測人類和猿類
是在距今 700 萬 ~ 500 萬年間分道揚鑣的。但是在 20 世紀 60 年
代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當時已知最早的人類還只是南方古
猿，其化石年代還只是 300 萬年前，這說明一定有更早的人類祖
先。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人類尋找祖先的努力終於取得重要突
破，科學家先後在非洲發現了 3 批年代早於 500 萬年前的古人類
化石。這些化石分別是發現於埃塞俄比亞的地猿始祖種族祖亞種
（580 萬 ~ 520 萬年前）、土根原初人（600 萬年前），以及乍得撒
海爾人（700 萬 ~ 600 萬年前）。這些人類化石提供的人猿分離時
間與某些分子生物學者研究推斷的人猿分離時間接近，同時也使
學術界意識到，人與猿實際分開後獨自演化的時間可能比分子生
物學研究推斷的還要長。（吳秀傑 劉武）
微博士

撒海爾人

土根原初人
撒海爾人
7
G

撒海爾人是指在非洲中部的乍得北部沙漠地區發現的 700 萬 ~ 600 萬年前與人
類相似的頭骨、下頜骨及牙齒化石主人，呈現與猿及人類相似的混合特徵：顱
骨形態與猿類相似，顱容量與黑猩猩接近，寬闊的眶間距與大猩猩相似；而其
面部和牙齒形態與人類相似。研究者因此認為這些化石的主人很可能代表着人
猿分別演化後出現的最早人科成員，並將其命名為一個新屬新種：撒海爾人乍
得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