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脑计划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以研究脑认知的神经机制、研发脑重大疾病诊治新手段和脑智能新技术为
“一体两翼”的战略部署，临床神经科学作为“两翼”之一，必将成为研发脑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的源泉与归宿。

临床神经科学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精神科和神经放射科，是诊治人脑疾患和脑损伤的临床学科，属于神
经科学之一。脑疾病种类繁多，婴幼儿因脑发育障碍所致癫痫、自闭症；青壮年人群中精神性疾病，如抑郁症、精神
分裂症、焦虑症、药物依赖；老年人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AD）、帕金森综合征（PD）、脑中风；颅脑损伤
后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植物人状态、神经损伤修复及脑胶质瘤等，都属于临床神经科学的诊治范畴。上述脑疾病的
共同特点：繁-病种多；惑-病因欠清；难-治愈困难；缠-后遗症经久难愈。脑重大疾病病人普遍存在认知、运动、社
会交往多方面功能障碍，影响人类健康。

临床神经病学是发现和凝练脑重大疾病科学问题的起点、验证和实践科学发现的终点、参与研发生物工程产
品的归宿。阿尔茨海默氏病人脑中发现β-淀粉样蛋白沉积，这种病理学改变与淀粉样血管病脑出血有无关系？
如何经神经影像早期诊断AD、胶质瘤恶性程度分级？如何同时记录成千上百万个的神经元活动，满足脑机接口技
术需要，以及如何解决长期植入脑部感应电极的生物相关性，免于人体排斥反应？凡此种种临床神经科学的问题
有待于基础研究解决。

建立中国大规模、标准化研究队列脑库和脑重大疾病遗传信息和脑成像图谱库，是脑研究的重要基础。中国
拥有脑疾病丰富临床资源，具备得天独厚获取人体生物学标本（血、脑脊液、脑疾病标本）的条件，是中国脑库的建
设保障。中国多个地区仍存在遗传成份比较纯的群体，人口遗传背景多样化为脑疾病临床样本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非常适合于遗传家系、大样本临床研究和疾病流行病学研究。

临床神经科学也是脑重大疾病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是成果转化、推广的临床基地。脑网络和脑功能的环路
新发现，应用在临床开颅手术中可以保护病人的神经功能免于受损，同时也可通过在实施脑部手术的过程中得以
验证。神经外科的脑部手术直接面对人类病患大脑，可以为脑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支撑。神经调制技术在脑疾病
治疗，如深部脑刺激（DBS），在治疗精神疾病（抑郁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癫痫和PD）等多种脑重大疾病中都表现
出有效性，经颅磁刺激（TMS）、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在脑疾病治疗上也处于活跃探索期。研发脑疾病机理与脑
疾病生物标志物诊断试剂，活体脑成像新技术和重大脑疾病影像标志物，也需要在临床开展试验研究，获得循证医
学证据，然后在临床落地应用，并在临床神经科推广，这也将推动国内生物高科技发展。

脑计划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研发脑重大疾病诊治新手段，需要与计算机科学、临床神经科学、光电子学、材料
学、智能控制、数学和药学等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研发合作。学科交叉和外部技术的吸收融合，对临床神经科学
至关重要。当前中国掌握以临床资源的医生科研群体，以基础科研为主的科研院所研究员群体，以工程技术研发、
新药创制等为主的研发群体，需要根据学科发展的需求，构建开放、共享、有效协作的脑研究国家实验室协同攻
关。在科研成果转化和脑疾病药物、医疗器材开发方面加强转化推广。脑重大疾病研究需要理工学科科学家涉足
医学，培养复合型人才是中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忠实度课题。探索青年人才培养的新机制，需要在学科交叉、学术交
流和激励机制上进行新的尝试。

2013年，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原）、总后卫生部（原）三部委批准建立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宗
旨是以人脑重大疾病防治为切入点，还原临床医学和脑科学研究本质关系，努力跨越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鸿沟，
逐渐淡化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精神科等医学专业之间的界限，不同专业领域关注焦点相互连接，以创新驱动脑疾
病研究。中国脑计划“一体两翼”的战略部署，聚焦攻克脑重大疾病是未来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前沿领域，
必将显著提升交叉学科的整体科技水平，催化脑健康产业的发展。在国家脑计划支撑下，通过基础研究与临床实
践的转化研究，深入探索神经系统疾患状态下脑高级认知功能的改变与保护，更好地揭示大脑的奥秘，是临床神经
科学亟待解决重要课题。

临床神经科学是脑疾病研究的源泉与归宿

柴之芳，浙江宁波人，放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苏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核能化学、核分析和应用、放射医学、核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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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继宗，神经外科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系主任。长期从事神经外科临床与

临床基础研究。主持了国家“九五”至“十一五”脑血管病外科治疗攻关课题，研究脑动静

脉畸形、动脉瘤、烟雾病等形成与出血机制，攻克手术关键技术，推广规范化的脑出血外科

技术。在国内率先建立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将神经外科手术从脑解剖结构保护向脑

功能保护推进。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 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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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颜宁等解析首个真核生物钠通道近原子分辨率结构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2月10日，

清华大学医学

院颜宁颜宁研究组

在《Science》上

发表研究文章，

首次报道了真

核生物电压门

控钠离子通道

的 3.8 Å 分 辨

率的冷冻电镜

结构，为理解其

作用机制和相

关疾病致病机

理奠定了基础。

通过层层

筛选，研究人员

获得了性质良好的蛋白样品，并利用单颗粒冷冻电镜的方法，重

构出了可以清晰分辨绝大多数侧链的真核生物钠离子通道（命名

为NavPaS）的三维结构。研究组利用电镜技术，但是反其道而行

之，放弃了对于大分子量蛋白的追求，而利用序列分析选取长度

最短的真核钠离子通道，成功利用重组技术获得了表达量较高、

性质稳定均一的美洲蟑螂（电生理重要模式生物之一）的钠通道

蛋白。该结构的解析为理解钠通道的离子选择性、电压依赖的激

活与失活特性、配体抑制机理提供了重要的分子基础，为解释过

去60多年的大量实验数据提供了结构模板，并为基于结构的分

子配体开发奠定了基础。

2 中国南极科考迈入海陆空立体化时代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9/30]

2月7日消息称，中国的“海洋六号”科考船完成了它的南极

“首秀”，离开南极附近海域。而在南极中山站，“雪鹰601”飞机也

已开始了它的正式业务化运行，中国科考队的考察空间因此拓展

到南极上空。

从 1984年 11月中国首次开展南极考察至今，共有“向阳红

10号”“J121号”“海洋四号”“极地号”“雪龙号”等科考船相继担

任极地科考任务。目前正在执行任务的“雪龙号”是中国第三代

极地破冰船和科学考察船，也是中国最大的、唯一能在极地破冰

前行的考察船，更是中国进行极区科学考察的唯一一艘功能齐全

的破冰船。

在本次科考中，由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

查船“海洋六号”于2016年12月正式加入了科考队列，与“雪龙

号”并肩作战。这是自1990年中国首次南极南大洋综合地质地

3 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优先布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2月8日消息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

已于近日发布，“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优先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这10个项目具体包括：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大型光学红外

望远镜、极深地下极低辐射本底前沿物理实验设施、大型地震工程

模拟研究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高能同步辐射

光源、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

施、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

《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设施建设总体目标：到2020年，中

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总体技术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

列，运行和使用效率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设施的技术指标

居国际领先地位；薄弱领域设施建设明显加强，优势方向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支撑前沿科技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的能力显著增强。

4 科学家孙家栋、潘建伟当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2月8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揭晓。科学

家孙家栋孙家栋、潘建伟潘建伟榜上有名。

中国科学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

家孙家栋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是量子通

信的领跑者。2016年8月16日，由中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世界

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中国在世界上首次

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

《感动中国》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自2002
年起，《感动中国》每年从社会各行各业推选出10位人物，每个人

物身上都有一种让观众感到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

真核生物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的拓扑图和

三维电镜结构（图片来源：《Science》）

“海洋六号”科考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球物理调查后，

第二次南极海

域综合地质地

球物理科学考

察。“海洋六号”

本次创下多项

第一，实现了中

国首次在南极

海域开展大范

围、全方位、立体式的海底地形地貌“摸底”建模工作，第一次通

过实测获得南极海底地热流数据，通过多波束测量方式第一次

获得了南极海域海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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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科学家揭示耐药基因如何污染人类食物链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6 中国科学家主导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2月8日消息称，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33
名科学家，登上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即将奔赴南海执行国

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367航次任务，探寻地球海陆变迁之谜。

这也标志着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第3次南海大洋钻探正式拉开

序幕。

第 3次南海大洋钻探包括 IODP 367和 368两个航次，共有

来自13个国家的66名科学家参加，时间长达4个月。367航次

首席科学家由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珍孙珍研究员、美国加州

理工学院乔安乔安··斯道克斯道克教授共同担任。368航次首席科学家由同

济大学翦知湣翦知湣教授、丹麦与格陵兰地质学会汉斯汉斯··克里斯汀克里斯汀··拉尔拉尔

森森教授共同担任。除2位首席科学家外，中国还有24位科学家参

加第3次南海大洋钻探，主要来自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

等单位，代表着中国在南海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2月7日消息称，中国农业大学沈建忠沈建忠及同事对中国养殖场、

屠宰场和超市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禽生产流程中普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安全运抵海南文

昌航天发射场（图片来源：人民网）

5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2月13日消息称，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按流程完成了出

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 2月 5
日从天津港启程，于 2月 13
日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

射场，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

试工作，计划于4月中下旬由

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

升空。

天舟一号是中国自主研

制的首艘货运飞船，采用两舱构型，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总长

10.6 m，舱体最大直径 3.35 m，太阳帆板展开后的最大宽度为

14.9 m，起飞重量约13 t，物资上行能力约6 t，推进剂补加能力

约为2 t，具备独立飞行3个月的能力，具有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

验等功能。

7 中国科学家找到消除烟瘾的新方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2月8日消息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陆林陆林课题组题为“应用普

萘洛尔特异性抑制激活的尼古丁相关记忆对尼古丁心理渴求的

影响”的研究论文成果发表在2月1日的出版的《JAMA Psychia⁃
try》上。该研究成功实现了从动物研究到临床试验的成果转化，

消除尼古丁依赖者的成瘾记忆、降低心理渴求。

该研究首先在动物尼古丁成瘾记忆模型中发现，采用小剂量

尼古丁作为非条件性刺激唤起成瘾记忆后，再巩固时间窗内给予

普萘洛尔可以有效消除动物的所有的尼古丁成瘾记忆。在吸烟

成瘾人群中进一步研究发现，给予非条件性刺激（是指人吸烟后进

入机体的尼古丁）后，在再巩固时间窗内口服普萘洛尔可以消除吸

烟相关的记忆，降低多种吸烟相关线索诱发的心理渴求。

9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底线”全球发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2月 15日，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

员会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

“底线”。

报告将人类基因编辑分为基础研

究，体细胞，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3
部分。对于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提

出可以在现有的管理条例框架下进

行，包括在实验室对体细胞，干细胞

系，人类胚胎的基因组编辑进行基础

科学研究试验；对于体细胞基因编辑，

提出利用现有的监管体系来管理人类

体细胞基因编辑研究和应用，限制其

临床试验与治疗在疾病与残疾的诊疗

与预防范围内，从其应用的风险和益处

来评价安全性与有效性，并且在应用前需要广泛征求大众意见；对

于生殖（可遗传）基因编辑，提出要有令人信服的治疗或者预防严重

疾病或严重残疾的目标，并在严格监管体系下使其应用局限于特殊

规范内，允许临床研究试验。

人类基因编辑研究报告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

10 新型小麦病害威胁欧洲农作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016 年，侵袭了

意大利西西里岛麦类

作物的传染病，是一种

新型且非常具有毁灭

性的真菌菌株，并且该

菌株的孢子很可能已

传播至欧洲，甚至感染

了将在 2017年收割的

庄稼。

在2月2日发布的

报告中，研究人员证实了TTTTF的存在—— 一种茎锈病，感染上

它后，小麦的茎和叶将会呈现出特有的褐色，该病害以此命名。

研究人员表示，黄锈病菌株同样让人忧虑。对于欧洲来讲，

最严重的警报也许是2016年在西西里岛、摩洛哥、意大利以及北

欧发现的一种被临时称作Pst（新）的新型病菌。目前，人们对该

真菌的活跃性还尚不清楚，只了解到它与在2000年侵害北美农

作物的一种毒性菌株有关。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遍存在能让细菌对重要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基因。相关成果2
月7日在线发表于《Nature Microbiology》。

此前，人们已在人类食物供应链中鉴定出2种能够对这些抗

生素产生耐药性的基因——blaNDM和mcr-1，但这2种基因如

何被引入农业领域并扩散仍不清楚。

此次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肉品中存在blaNDM和mcr-1。研

究人员发现，饲料中使用的黏菌素与孵化场中高水平的mcr-1
相关，而blaNDM基因则在之后进入家禽体内，可能是通过狗、苍

蝇和野鸟的外部污染进入。该研究为了解耐药性基因如何进入

并污染人类食物链带来新的见解，或有助于形成帮助减少这些基

因在农业领域的出现和进一步扩散的新策略。

感染茎锈病的小麦

（图片来源：S. Tveden-Nyborg & M. Patp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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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这个物种在自身的历史中，曾

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缓慢进化，直到最

近几万年，进化才有加速的趋势，而在最

近几百年，人类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进入新千年后，人类甚至逐渐

掌握改变自身、创造物种未来的能力。

2017年 1月 26日，美国索尔克生物

研究所（Salk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tud⁃
ies）的科学家在《Cell》上发表论文，宣布

他们将人类干细胞注入超过2000个猪胚

胎中，并使这些胚胎在

母猪体内生长 4 周。

但实验结果并不成功，

只有很少的人类细胞

存活下来，而且这些人

类细胞对胚胎生长也

并未起到作用（2月6日科研圈）。

一直以来，科学家开展此类研究的

主要目的是希望将人类干细胞与动物胚

胎相融合，然后在所谓的“嵌合体”中培

育人类器官组织，解决医用器官短缺的

问题，拯救更多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

者的生命；同时动物体内的人类器官还

能比目前的实验动物更好地模拟人类疾

病，从而进行更加精确的药物试验。

然而，显而易见的争议也随之而

来。即便不考虑宗教因素，这类研究对

于目前的科学伦理也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同时也使政策制定者处于两难的境

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NIH）宣布他们不会资助

任何涉及将多能干细胞（具有分化成多

种组织或器官潜能）植入早期胚胎或其

他动物的实验，但该机构于 2016年解除

了此项禁令，前提条件是所有研究必须

在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监管下进行。

这项实验中的嵌合体在胚胎期就已

经被销毁，同时实验难度也远超过科学

家的预想，因此“人猪嵌合体”目前看来

只是耸人听闻的标题而已。论文第一作

者吴军吴军就表示：“人体细胞的总占比是非

常低的，我们估计一万个猪细胞中只有

不到一个人类细胞，并且嵌合体的脑组

织中也没有人类细胞。”

这类嵌合体实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

了更多可能性，而一份新近出炉的报告

则在生物技术研究领域投下了一颗重磅

炸弹。2017年 2月 14日，美国国家科学

院的一个专家小组建议，改变人类生殖

细胞的基因组在未来的一些特殊情况下

应该得到允许，比如用在预防有严重（基

因）疾病的小孩出生。在该小组撰写的

报告中，他们指出“可遗传的生殖系细胞

基因组编辑试验必须谨慎地对待，但是

谨慎不意味着它应该被禁止。”（2月16日
DeepTech深科技）

专家小组联合主席、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生物伦理学家R. Alta Charo

介绍说，专家小组并没有指出生殖细胞

编辑在哪些特定疾病或者情况下才适

用。目前看来，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

带，也是充满争议的地带，如何界定疾病

治疗和优生优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

准。同时，Charo也承认，她的专家小组

没有考虑过这类研究的政治后果，因为

“对政治影响的评估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范围”。

不过，Charo也不必担心政治后果会

被忽视，因为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早已

使争论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而吸引了

政治学者的注意。作为著名的政治学

家，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 Sandal就出版

过《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一

书》，讨论过基因技术的适用范围；而以

“历史终结论”而广为人知的Francis Fu-

kuyama也出版过《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

物技术革命的后果》。政治学者关注生

物技术并不意外，因为政治是“人的政

治”，而生物技术正在改变长久以来我们

对“人”的一贯看法。

近年来，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项诞生于2013年的基

因编辑技术，即 CRISPR。正如吴军所

说：“要在宿主中增加供体细胞的数量，

必须使宿主胚胎控制特定器官发育的基

因程序失效。”因此，他和他的团队就是

使用 CRISPR 技术在小鼠受精卵中敲除

一个或以上发育心脏等特定器官的关键

基因。

不过，这项技术从诞生伊始就伴随

着专利争议，主张拥有该技术专利的双

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博德研

究 所 （Broad Insti⁃
tute）——最终选择通

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争

议。美国东部时间 2
月 15日，美国专利与

商 标 局（USPTO）裁

定，对博德研究所 2014年获批的 CRIS⁃
PR-Cas9专利不做更改，这使得该机构可

以继续持有在人类和动植物等真核细胞

中使用CRISPR技术的相关专利（2月 16
日知识分子）。

2012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Jennifer Doudna与她的合作者Emman-

uelle Charpentier发表论文，首次分析了

CRISPR基因编辑系统在试管中精确切

割DNA的可行性。2013年，博德研究所

的张锋张锋等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介绍

了如何将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

动植物与人类的细胞之中。这次USPTO
的裁决则是判定双方的发现没有交集，

可以各自保留原有权利。

基因编辑技术因为在作物改良、疾

病治疗等方面的巨大应用前景而被认为

是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之一。虽然仍然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正如美国国家科

学院的报告指出的那样，这个领域的研

究应该被谨慎对待，而不是被禁止。谨

慎对待是我们珍惜独特的人性并坚守人

之为人的界限，而不去禁止则是尊重人

类一贯好奇和勇于探索未知的本能。只

有同时考虑科学与伦理，不顾此失彼，我

们才能恰当“编辑”人类的未来，从而开

启一个更好的时代。

文//鞠强

如何如何““编辑编辑””人类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在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第一次获得

改变自己的能力，而在匆忙表达赞成或者反对意见之前，思考如何

去恰当编辑我们的未来也许更加重要。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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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随着内陆经济发展加速，内陆地区

的能源需求也正在不断提升，同时核电

对环境的影响小于火电，因此内陆核电

站的建设势在必行。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

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 王毅韧王毅韧

央广网 [2017-02-13]

按部就班地跟踪国际研发已不能满

足现代农业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的需

求，必须紧扣发展、抢抓先机、超前部署、

跨越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中国农业

科学院研究员科学院研究员 李家洋李家洋

《中国青年报》[2017-02-13]

“蓝色能源”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有望

超越“绿色能源”，成为比太阳能板和风

力涡轮机更便宜、更可靠、更稳定，不依

赖于天气与昼夜变化的可持续能源，同

时可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混合补充，

保证入网能源的总量供给。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

系统研究所研究员系统研究所研究员 王中林王中林

科学网 [2017-02-10]

极地考察空间和范围不断扩展，有效

增强了中国在极地的实质性存在，在恶劣

环境下可随时抵达南极大陆任何区域开

展考察和研究作业能力，将成为未来发展

的目标。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主任主任 秦为稼秦为稼

《光明日报》[2017-02-12]

静脉产业发展依靠先进技术，强调

对废物的高效和清洁回收、污染排放最

小化。但中国静脉产业发展技术水平不

高、发展模式单一，废旧资源回收处理处

置工艺落后，资源循环利用率偏低；技术

开发投入严重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企业普遍经营分散、规模小，这也导致了

产业发展困难重重，污染控制难度大等

问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乔琦乔琦

《科技日报》[2017-02-14]

在一个范围有限的边缘海，将现代

深海过程与地质演变相结合，就有可能

通过“解剖一个麻雀”，在崭新的水平上

认识海洋变迁及其对海底资源和宏观环

境的影响，而南海是最佳选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同济大学海洋与

地球学院教授地球学院教授 汪品先汪品先

科学网 [2017-02-11]

飞秒激光光学频率梳是光钟研究的

关键技术之一，它实现了光学频率和微

波频率以及不同光学频率之间的相干链

接，使得原来极其复杂艰巨的绝对光学

频率测量工作变得相对简单。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时间频率计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时间频率计量

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所长 方占军方占军

科学网 [2017-02-09]

解决京津冀地区的环境超载问题，

归根结底要靠人和制度，要靠科学的制

度设计调动每个主体治霾的积极性，要

靠联防联控机制的设计形成治霾合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李佐军李佐军

《光明日报》[2017-02-05]

加强环境保护,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也不能急于求成、期待毕其功于一

役。加强环境经济形势分析与预判，对

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提前做好准备，

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工作预见性。同时，

也要防止顾此失彼、寅吃卯粮。

———环境保护部部长—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陈吉宁

《法制日报》[2017-02-04]

转基因产品是非常容易追溯的，未

来对转基因产品采用注册加责任制，可

以大大提高产品商业化种植和更新换代

速率。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姜韬姜韬

《科技日报》[2017-02-14]

当前面临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带

来的“弯道超车”机会，现代生物、信息、

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技术日新月

异，并加快向农业领域渗透，不断催生出

新的农业产业，孕育出颠覆性的农业科

学技术，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核心关

键技术已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农科院副院长 万建民万建民

《中国青年报》[2017-02-13]

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并不是无条件

的，条件就是首先必须满足“无害化”要

求，取得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之间的平衡。“无害化”才是固体废物管

理的根本目的，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

集、运输到再生利用等都必须遵循这一

要求，无法满足“无害化”要求的“资源

化”，不过是污染转移或扩散，不但对改

善环境质量没有积极作用，反而会对人

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更大危害。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刘建国

《科技日报》[2017-02-14]

人类社会正在以高速进入智能时

代，智能材料正是实现各种智能化功能

的基础和载体。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

研究院院长研究院院长 任晓兵任晓兵

《中国科学报》[2017-02-14]

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在国家乃至全球

城市体系中具有显著的国际地位或国家

战略地位，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旺盛的

科技创新活力和重要的政治文化影响

力，对国家乃至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强大决策控制能力的城市。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

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方创琳方创琳

《中国科学报》[2017-02-1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科学网

图片来源：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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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事件·

人类基因编辑人类基因编辑““底线底线””公布公布
基因治疗或有基因治疗或有““法法””可依可依

2017年2月15日，人类基因编辑研究

委员会发布报告，划定了人类基因编辑

技术“底线”。报告中指出，人类基因编

辑技术的使用必须按“规矩行事”，不能

“为所欲为”，相应的原则和标准必须严

格遵守。

经历了长达14个月的起草、论证后，

报告讨论了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问题、

伦理问题和监管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原

则。这一报告的发布，为人类基因编辑

技术的应用划定了“活动范围”，CRISPR
技术也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但这是否有

助于叩开技术应用的大门，还有待进一

步考证。

重磅报告发布重磅报告发布 专家称需按专家称需按““规矩行事规矩行事””

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是美国科

学院、美国医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中国

科学院在 2015年 12月联合召开人类基

因编辑峰会后成立的，主要就人类基因

编辑的科学技术、伦理与监管问题，开展

全面研究。

此次在全球发布的报告将人类基因

编辑分为基础研究、体细胞、生殖细胞/胚
胎基因编辑3类，并提出了相关原则。

在基础研究方面，报告中称可在现

有管理条例框架下即在实验室对体细

胞、干细胞和人类胚胎细胞进行以基础

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基因编辑试验。

在体细胞编辑方面，报告中规定，应

利用现有的监管体系来管理人类体细胞

基因编辑研究和应用，限制其临床试验

与治疗在疾病与残疾的诊疗与预防范围

内，从其应用的风险和益处来评价其安

全性与有效性，在应用前需要广泛征求

大众意见。

在生殖基因编辑方面，报告规定，应

用有令人信服的治疗或者预防严重疾病

或严重残疾的目标，并在严格监管体系

下使其应用局限于特殊规范内，允许临

床研究试验；任何可遗传生殖基因组编

辑应该在充分的持续反复评估和公众参

与条件下进行。

生殖基因的编辑是科学家们尤为关

注的问题，所以报告中也强调，“任何可

遗传的生殖基因组编辑应在充分的持续

的评估和公众参与下进行”。人类基因

编辑研究委员会还提出 10条标准，首项

要求为“缺乏其他可行治疗办法”。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研究员裴端卿裴端卿是人类基因编辑研究

委员会中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学者，他

全程参与了该报告长达14个月的研究与

讨论工作。对于这一报告的发布，他表

示，报告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与运用提出了系统性、原则性的框

架，具有积极意义。

但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加州理工大学生物学教授 David

Baltimore则认为研究人员仍需谨慎对待

这一“科研禁区”的人体应用。

基因治疗大门基因治疗大门““微开微开””技术与监管仍是技术与监管仍是

重头戏重头戏

CRISPR技术蓬勃发展，使得基因治

疗已非新鲜事。研究人员能够瞄准特定

的DNA区域添加或去除特定基因，这种

研究工具很适合治疗人类遗传疾病。

2016年10月28日，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肿瘤学家卢铀卢铀领导的团队，将CRISPR
基因编辑细胞注入了转移性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体内，完成了全球首例CRISPR人

体测试。

研究者将从患者的血液中提取免疫

细胞，并使用CRISPR技术添加新的基因

序列进入免疫细胞，然后将基因编辑后

的细胞重新注入患者的血液中，这可能

会有助于患者的免疫系统对癌症进行靶

向清除。根据患者病情，他们将接受分

2~4 次细胞注入。接受治疗的患者们需

要接受6个月的观察，来最后确认细胞注

入不会导致副作用，以及基因疗法的有

效性。

卢铀表示，他们进行的首例CRISPR
人体测试并不编辑人类生殖细胞，而是

对放疗、化疗等常规治疗法案失效后的

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基因编

辑，所以不会产生遗传性的影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胸部肿

瘤主任Naiyer Rizvi肯定了CRISPR技术

用于癌症治疗的创新性想法，但同时也

表达了他对中国研究团队所进行的治疗

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的担忧。他指出，细

胞提取、基因修改、细胞扩增是一项巨大

的挑战，而且很难规模化。除非治疗效

果显著，否则这种疗法推进起来会比较

困难。而且，抗体的使用可能诱导过度

的自身免疫反应。卢铀就此回应称，现

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公众对于编辑人体非遗传基因，进

行基因治疗的态度相对较“平和”，大部

分的担忧仍是集中在技术的安全性方

面。但对于编辑人类胚胎基因来“设计

婴儿”的技术应用，仍是目前最大的争议

所在。

因此，本次报告中也对“是否应该将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的问题，

给出正面回应：“应该允许科学家修改人

类胚胎，以消除镰状细胞性贫血等毁灭

性遗传疾病”，但报告中也强烈建议，“一

旦基因编辑技术充分应用于人类，当同

步设定适当的限制条件。”

报告共同主席、威斯康辛大学麦迪

逊分校生物伦理学家Alta Charo表示，科

学进步使设计婴儿成为可能。“我们非常

清楚，医疗旅行在全球已经成为事实。”不

过现阶段来看，报告中虽然对“设计婴儿”

有政策松绑的“嫌疑”，但美国国家科学院

的建议仍是试图尽量避免上述状况。

对于此次发布的重磅长文，MIT
Technology Review、Mail Online等国际媒

体均在第一时间发表评论称，报告的发

布确实使得 CRISPR技术向前迈进了重

要的一步，但对于报告中关于“设计婴

儿”的编辑人类胚胎细胞技术的应用需

谨慎处理和应用。

基因编辑是个涉及到大量科学、伦

理和法律的重大课题，因此人类基因编

辑研究委员会也呼吁应加强国际合作、

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管监督框架、确保公

众参与决定权。

文//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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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2月 14日，2017年上海市公民科

学素质工作推进会在上海科学会堂

召开。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任徐延豪徐延豪，上海市

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旨

在深入贯彻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

技三会”上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

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刘延东刘延东副总理对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指示要求，对2017年上

海公民科学素质工作进行部署和动员。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

责人及联络员、各区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以及办公室负责人和联络员、部

分市级科技社团相关负责人18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还对上海市获得《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十二五”实施工作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上海市科协 [2017-02-15]

2017年上海公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召开

重庆市科协部署实施

创新争先行动

2月 14日，重庆市科协第四届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

书记处对科协工作的指示精神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在中

国科协九届二次全委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万钢万钢在中国科协九届二次全委会议

上的工作报告精神，尚勇尚勇在地方科协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审议通过了

《重庆市科协四届十一次全委会工作报

告》《重庆市科协开展“创新争先行动”实

施方案》。“十三五”期间，重庆市科协将

面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开展创新

争先行动，围绕“凝心聚魂”“前沿探索”

“短板攻坚”“成果转化”“社会服务”5个

方面，为科技界特别是基层一线科技工

作者搭建平台，汇成创新创业热潮。

重庆市科协 [2017-02-17]
“科学文化译丛”新书发布会召开

2月8日，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与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科学文化

译丛”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

办。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译

丛主编王春法王春法出席新书发布会。来自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国科普研究所、中

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编辑学会

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

加发布会。

中国科协于 2014年 8月启动了“科

学文化译丛”项目，旨在通过引进翻译国

外优秀科学文化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科

学文化建设提供更多可借鉴的学术资

源。项目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支持，

中国科普研究所负责组织协调，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科学文化译

丛”第一辑共11种图书，包括《现代科学

的起源》《科学文化与西方工业化》《好奇

心：科学何以执念万物》《科学、文化与社

会：21世纪如何理解科学》等。

中国科普研究所 [2017-02-10]
吕西林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纽马克奖”

近日，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ASCE）正式公布的消息，同济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教授吕西林吕西林凭借其在结构工程

与力学领域取得的成绩获得了ASCE颁

发的“纽马克奖”（Nathan M. Newmark
Medal）。该奖是为纪念结构工程与力学

领 域 的 Nathan M. Newmark 教 授 于

1975年设立的，由美国工程力学与结构

工程评选委员会评选、美国土木工程师

学会颁发的一项具有国际声望的个人学

术成就奖。每年颁发1次，每次在全球范

围内遴选1名在结构工程与工程力学领

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并授予其奖

章与证书。

同济大学网站 [2017-02-10]

中国科协所属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成为国际科学理事会成员

日前，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
al Council for Science，ICSU）正式批准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International Soci⁃
ety for Digital Earth，ISDE）成为 ICSU
成员。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国际数字

地球学会成为国际科学理事会第23个国

际科学联系会员，也成为其176个会员之

一，这是第1个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加入

国际科学理事会的国际组织。ISDE是

2006年由中国科学家联合全球十余个国

家的专家共同发起的、为数不多的总部

设在中国的国际学术组织，由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归口管理。加入国际科学理事

会，将为学会在国际范围内更快发展提

供有利条件和机遇，也将为提升中国发

起成立的国际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与影响力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2017-01-16]
CRISPR关键专利判归张锋团队

2月15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宣布，麻

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共同创建的布罗

德研究所可继续保有此前获批的“基因

剪刀”CRISPR技术专利。这意味着这项

举世瞩目的专利争夺战基本尘埃落定，

美籍华裔科学家张锋张锋的研究团队保有了

CRISPR的关键技术专利权。当天，美国

专利商标局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3名

法官作出法庭裁决,认为布罗德研究所在

2014年获得的CRISPR的技术专利权与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提交的专利

申请是不同专利，前者不受后者影响。

2012年 6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授 Jennifer DoudnaJennifer Doudna 等首先在《Sci⁃
ence》杂志在线发表论文，确认CRISPR
技术在体外实验中能“定点”对DNA进行

切割，并率先提交专利申请；而张锋等后

来居上，虽然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晚了

一步，但他们首次证明CRISPR技术能应

用于人类细胞基因组，获得了CRISPR技

术的第1个专利。但Doudna等认为，他

们的研究对这项技术的研发具有奠基意

义，因此布罗德研究所获得的专利不应

被授予。由此，美国专利商标局2016年

决定展开进一步调查，重新评估CRISPR
专利归属。

新华每日电讯 [2017-02-17]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10



科技导报 2017，35（4） www.kjdb.org

建议国家重点发展黄土高原经济生态果业建议国家重点发展黄土高原经济生态果业
·科技建议·

随着中国粮食连续 12年增产，以玉

米为主的粮食出产过剩，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放缓。2017年2月5日，新华社播

发了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

见》。中国的现代农业不断发展，以陕西

苹果和宁夏葡萄为代表的经济生态果业

已经成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两大典型，紧密结合黄土高原的自然资源

优势，建议国家重点发展黄土高原经济生

态果业，实现农业经济收入增加和生态环

境改善及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

1 黄土高原经济生态果业发展的优势黄土高原经济生态果业发展的优势

与机遇与机遇

黄土高原是中国第二生态屏障和主

要贫困地区之一。地貌复杂多样、沟壑

纵横，气候干旱少雨，植被稀疏，水土流

失面积45.4万km2。

由于有着日照充足、土层深厚、昼夜

温差大、空气湿度低、病虫害发生轻、环

境污染轻等自然优势，黄土高原是联合

国粮农组织认定的世界苹果最佳优生

区。同时，陕西秦岭北麓、渭河以南地区

又被公认为猕猴桃最佳优生区。宁夏贺

兰山东麓地区是中国酿酒葡萄优质栽培

地区之一。

经过 30多年的发展，黄土高原地区

成为了多种水果的主产区，水果种植成

为黄土高原治理发展的创新之路和主导

产业。

2 黄土高原两个经济生态协同发展的黄土高原两个经济生态协同发展的

典型典型

陕西是中国第一水果大省。陕西苹

果产量占全国 1/4和世界的 1/7，苹果汁

产量占世界的 1/3；猕猴桃产量占世界的

1/3；樱桃、葡萄、梨、红枣的种植面积和产

量都位居全国前列。

《陕西省现代果业发展规划（2015—
2020）》指出，力争到2020年，陕西省果园

总面积达到 2000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

的 1/3），总产量 2335万 t，果业总产值超

过 1300亿元，配套关联产值达 700亿元，

果业力争成为陕西省农业产业中市场竞

争力最强、效益最好的产业。

葡萄酒已成为宁夏的第二大产业。

目前宁夏葡萄种植面积达 64万亩，综合

产值达 166亿元。宁夏出台了《中国（宁

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文化长廊发展

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扶持和法规政策。

宁夏葡萄酒产业正朝着“五个一”的发展

目标迈进：到 2020年，推进 100公里葡萄

文化长廊建设，全区葡萄种植面积达100
万亩，建成 100家以上高品质酒庄，实现

1000亿元综合产值，吸纳10万人就业。

陕西和宁夏将经济生态果业作为黄

土高原区域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

银山”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的典型。

3 建议国家重点发展黄土高原经济生建议国家重点发展黄土高原经济生

态果业态果业

黄土高原经济生态果业将推动“一

路一带”战略实施。2013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建设。陕西省将与哈萨克斯坦建立10个
中哈苹果友谊园，积极融入“一路一带”

战略。宁夏借葡萄酒产业这个“紫色名

片”，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向外拓展时与

国际交流的重要手段与方式。

1）建议中国其他地区学习、借鉴陕

西和宁夏发展经济生态果业的经验和发

展模式。

关于黄土高原的治理与发展，已经

进行过许多探讨和实践，如：历史上的垦

荒发展农业；新中国解放后的平整土地

治理水土流失；20世纪 70—80年代的粮

草轮作和农牧结合；20世纪 90年代全面

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和封山育林。

近 30年来，通过从种粮农业到发展

水土保持生态林草，再到发展经济生态

果业的创新改革转型，曾经干旱缺水、缺

吃少穿，且被认为不适合农业发展的贫

困荒地高原，已经发展为丰衣足食、经济

生态发展较好的地区，成为绿色花果高

原。其他地区应该学习借鉴陕西和宁夏

发展经济生态果业的经验和发展模式，

根据各地的气候生态环境条件，发展适

合当地的果业及其他类型的经济产业，

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发展。

2）建议国家设立黄土高原经济生态

果业提升重点专项。

黄土高原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和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科研阵地。在水土

保持和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取得许多重要

成果，为黄土高原科学治理做出了重要

贡献。中国科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

要中，明确提出了60个重点突破，其中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是“现代农业区域示范”，

部分内容是“在西部省区因地制宜开展特

色高值生态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

鉴于陕西和宁夏果业的突出表现，

国家科技部应考虑设立黄土高原经济生

态果业提升重点专项，联合国家发改委、

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林业局、省市农林

科研院所，优化黄土高原农业和经济生

态产业结构调整。建议将先进的绿色生

物农业技术在经济生态果业中加以集成

应用，加快黄土高原经济生态果业的提

升壮大；开拓扩大经济生态果业发展适

宜区和国内外销售市场；在果品质量和

经济效益提升、产业链延伸、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保护、固碳及碳交易、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等方面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形

成既有农业供给侧改革模式又有先进科

学理论支撑的示范典型，在中国类似干

旱半干旱地区辐射推广。

3）建议将黄土高原建成世界级的经

济生态果业基地。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文化、科技

与经济落后。20世纪 80年代，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UNDP）项目在陕西、甘肃、宁

夏等地区，对黄土高原治理进行了大量

资助。如今，黄土高原发展经济生态果

业实现了水土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改善

较好以及经济收入增加多赢，成为中国

农业供给侧改革和脱贫致富的典型，也

是世界上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治理水土流

失、改善生态环境及脱贫致富的成功典

型。中国政府应再进一步重点发展黄土

高原经济生态果业，把它打造成世界级

的经济生态果业生产基地，延伸产业链，

提升产品质量和经济价值，扩大国内外

市场；建立国际化的果业产品期货和现

货交易平台，在世界干旱半干旱地区和

水土流失地区进行示范推广，促进农业

科技在“一带一路”创新战略中落实，富

民强国。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张正斌，徐萍
作者简介：张正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研究所农业资源中心，研究员；徐萍，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农业资源中心，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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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琥珀、、鸟毛和恐龙鸟毛和恐龙

·科技评论·

2016年12月，中国青年学者邢立达

与加拿大学者McKellar等在国际著名期

刊《当代生物学》上报道了一块发现于缅

甸克钦邦胡康河谷的白垩纪中期距今约

9900万年的琥珀，这块拇指大小的琥珀

保存了一段尾巴，尾巴上有序地丛生着

有明显羽干和羽枝分化的羽毛，它的保

存状态非常好，极为精细的羽毛结构都

得以完美保存[1]。令人诧异的是，经文章

的共同第一作者徐星鉴定，这段长羽毛

的尾巴并不属于鸟类，而是属于一种小

型的虚骨龙类恐龙。文章的另一位共同

第一作者黎刚利用同步辐射X光相衬CT
扫描、荧光成像和吸收谱分析，不仅三维

重建了这段尾巴的形态，而且还探测出

二价铁元素，表明可能曾经存在血红蛋

白和铁蛋白。高度精细的结构以及可能

存在的软组织遗存，给人极具诱惑的暗

示，让人似乎感到儿时复活恐龙的梦想

可能就要实现了。2016年 6月，邢立达

和McKellar等[2]还曾在《自然－通讯》上

报道了两枚同样是产自于缅甸克钦邦的

琥珀，令人称奇的是这两块琥珀各自包

裹了一个非常小的雏鸟的翅膀，两个翅

膀都原位保存了骨骼、羽毛甚至一些被

作者们称为软组织的结构。这两只翅膀

虽然不能让人联想起复活恐龙，但是就

其科学意义而言，却与那枚恐龙尾巴有

着密切的关系。

11 琥珀中的动物世界琥珀中的动物世界

琥珀是树脂形成的化石，因其特殊

的质地与美丽的色彩而被视为珍宝。琥

珀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都有记述，

在中国的典籍中更有“松脂入地所化”的

说法，称汉时西域诸国中的罽宾国产琥

珀。琥珀不同于其他种类的化石，其中

常常有包裹体。这些包裹体可以是非生

物成分，也可以是生物成分，是树脂在石

化之前包裹的物质。包裹在琥珀中的生

物成分有细菌、藻类、真菌、高等植物、节

肢动物、甚至是脊椎动物等。包裹有动

物的琥珀在中国收藏者中被统称为“虫

珀”。树脂埋藏于地层中逐渐石化并变

成琥珀的过程被称为琥珀化（amberiza⁃
tion），琥珀化的过程缓慢而轻柔，对于保

存昆虫等细小和柔韧的生物体非常有

利，因此保存于琥珀中的化石往往是同

类化石中最为完整和精细的。

琥珀中包裹的的动物以昆虫和蛛形

纲等节肢动物最为常见，而对于琥珀中

节肢动物的研究已经有 200 多年的历

史。已经发现的琥珀中的节肢动物多样

性非常高，十余年前曾有人统计，仅在多

米尼加的新生代琥珀中就发现了多达

235个科的昆虫。近 10年来，研究琥珀

中节肢动物的学者大幅增加，研究地点

也扩展到缅甸、印度、中国、意大利、罗马

尼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新发表的琥珀

中保存的节肢动物化石种类和数量也大

幅增加，例如德国Rust等研究的产自印

度古吉拉特早始新世琥珀中的节肢动

物，其多样性就高达 55科 100种以上。

这些节肢动物不仅保存了很多化石种类

的精细形态学特征，同时也具有非常重

要的动物地理学意义，表明印度次大陆

在早始新世就已经摆脱了动物地理隔离

状态。

绝大多数的包裹有节肢动物的琥珀

发现于白垩纪和新生代地层，2012年，

Schmidt等[3]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报道

的发现于意大利东北部晚三叠纪地层

的、距今约 23000万年的 1种蝇和 2种

螨，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包裹于琥珀的

节肢动物。包裹有脊椎动物的琥珀非常

稀少，但是在脊椎动物各大门类中，除鱼

类尚未发现有包裹于琥珀的纪录之外，

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都曾出现

于琥珀包埋体中。我国琥珀收藏者夏方

远等人与青年学者史恭乐、王博根据私

人藏品出版的科普读物《琥珀》一书，不

仅纪录了大量保存精美的植物和节肢动

物，还有蜥蜴、蛙、鸟类的羽毛等。

目前已知，保存于琥珀中的两栖类

化石纪录寥寥无几，美国学者 Poinar和
Cannatella于1987年在《科学》上报到了

首个保存于琥珀中的两栖类化石 [4]。这

块琥珀发现于多米尼加的晚始新世地

层，距今约3500万~4000万年。其中保

存了一个完整的无尾两栖类和另外一个

个体的3条腿。较为完整的个体的部分

皮肤和眼睛保存完好，但是身体的大部

分已经变得透明，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

大部分骨骼系统。这两个包裹于琥珀的

两栖类化石属于细趾蟾科的一种卵齿蟾

（Eleutherodactylus），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一种雨蛙。

相较于其他脊椎动物而言，琥珀中

出现的蜥蜴类包裹体是相对丰富的。例

如，Sherratt等 [5]于 2015年在《美国科学

院院报》上发表的文章，一次就报道了17
个包裹于琥珀中的安乐蜥类化石，这些

含蜥蜴的琥珀都产自于多米尼加距今约

1700 万 ~2000 万 年 的 中 新 世 地 层 。

Sherratt等采用目前流行的高精度 X光

CT扫描技术，数字化地重建了这些琥珀

中蜥蜴从皮肤到骨骼的精细三维结构，

详细地研究了这些蜥蜴的生态型，通过

统计分析和对比，发现这些化石蜥蜴代

表了4个生态型，与现生安乐蜥的生态型

非常相近，由此证明现代加勒比地区安

乐蜥的生态类型早在中新世时就已经建

立起来了。再如，Daza等 [6]于刚刚过去

的 2016年在《科学进展》上报道了产自

缅甸白垩纪中期的包裹于琥珀的12种蜥

蜴类化石，这些含蜥蜴的琥珀与含恐龙

尾巴的琥珀出自同一地区，是目前已知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

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倪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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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保存于琥珀之中的蜥蜴类动物

群。这些琥珀很多都非常好地保存了软

组织和骨骼系统，研究者们同样利用高

精度X光CT扫描技术，详细比较了这些

琥珀中的蜥蜴类化石与其他化石和现生

蜥蜴类的差别，发现这些化石包括了基

干有鳞类、壁虎亚目、蜥蜴亚目和变色龙

类4个大的类群。这一发现表明高度多

样的旧大陆热带蜥蜴类组合早在白垩纪

中期就已经形成了，在经历了白垩纪-古

近纪之交的恐龙灭绝事件之后，这一蜥

蜴类组合在现生群中仍表现出遗传连续

性。

琥珀中包裹有哺乳动物的纪录非常

稀少，除了时有发现的一点含有哺乳动

物毛发的琥珀之外，含有哺乳动物身体

的琥珀纪录几乎为零。美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的MacPhee和Grimaldi于 1996年

在《自然》上首次报道了一块包裹有哺乳

动物骨骼的琥珀[7]。这块不足2 cm的琥

珀同样也发现于多米尼 加 ，距今约

1800万~2900万年。其中保存的并不是

完整的个体，而是仅包裹了6枚胸部椎体

和与这些胸椎相关节的部分肋骨。根据

这些骨头的形态，MacPhee和Grimaldi
判定这个哺乳动物是与现生沟齿鼩相似

的一种食虫类动物。

鸟类和恐龙出现于琥珀之中，并不

比哺乳动物更为稀少，但是所能见到的

并不是完整的身体，甚至称不上是身体

的一部分，而仅仅是零散的羽毛。像邢

立达等所报道的包裹有鸟类翅膀和恐龙

尾巴的琥珀，确实是非常稀有的。

22 羽毛与恐龙化鸟羽毛与恐龙化鸟

无论是恐龙尾巴，还是鸟的翅膀，这

两项发现的科学意义首先在于它们完整

地原位保存了羽毛。羽毛是非常复杂的

结构，提起羽毛，人们首先就会想到鸟

类。经典动物学教材通常会指出，羽毛

是鸟类起源与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结

构，是鸟类特有的皮肤衍生物。羽毛的

演化与发生过程则是经典动物学、比较

解剖学、发育生物学等领域时常关注的

问题。那么，鸟类的羽毛怎么会长到恐

龙尾巴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

到近年来由中国学者引领的关于鸟类和

恐龙演化关系的研究，正是鸟类和恐龙

的羽毛，在恐龙和鸟类这两大类群之间

架起了一座演化发育的桥梁。

关于鸟类与恐龙之间演化关系的讨

论由来已久，早在 1868年，Huxley就提

出，一种名为美颌龙的恐龙是介于其他

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动物，稍后，他又

将美颌龙描绘成一种有羽毛的动物。

1926 年，丹麦艺术家兼业余动物学家

Gerhard Heilmann以英文发表了《鸟类

起源》一书，详细阐述了鸟类与包括美颌

龙在内的其他恐龙的形态差异，重新提

出鸟类起源于假鳄类的假说。这本书影

响深远，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虽有Ostrom[8]

于 1976在《林奈学会生物学杂志》上发

表的长文、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一些试

图证明虚骨龙类恐龙与鸟类的亲缘关系

更近的研究，但是鸟类起源于假鳄类的

学说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1996年，中国学者季强与姬书安在

《中国地质》期刊上上命名了原始中华龙

鸟（Sinosauropteryx prima）化石，并提

出该化石保存有原始羽毛，由此开启了

一个鸟类与恐龙演化关系研究的新时

代。中华龙鸟化石发现于辽宁省北票市

四合屯早白垩纪地层，距今约12200万~
12460万年，虽然最初被鉴定为一种原始

的鸟类，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它是一种

与德国晚侏罗纪的美颌龙非常相似的虚

骨龙类恐龙。中华龙鸟化石的背部和尾

巴保存有厚密的纤羽状皮肤衍生物的印

痕，季强和姬书安认为这些印痕是未分

化的原始羽毛，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很

多争论，现在已经逐渐被多数学者所接

受，恐龙专家徐星最近在总结鸟类与恐

龙演化关系时，已经把中华龙鸟列入具

有羽毛的恐龙之列。自中华龙鸟之后，

在中国已经发现了大量的保存有羽毛印

痕的恐龙，其中一些恐龙不仅有发育良

好的羽毛，甚至形成鸟类一样的翅膀，比

如一种被称为小盗龙的恐龙，其前肢和

后肢都发育有翅膀状结构。

在中国发现的这些带羽毛的恐龙和

鸟类，虽然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恐龙

与鸟类羽毛的高度相似性，但毕竟所这

些标本中的羽毛都是压扁的、是以印痕

为主的化石。琥珀中羽毛化石的发现，

让人们得以一窥远古羽毛的真实形态。

保存于琥珀中的羽毛并不十分罕

见，但是在中国发现鸟类和恐龙羽毛印

痕之前，研究者对琥珀中的羽毛并没有

给予太多关注，而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

同。2011年，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的McKellar等[9]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

研究了在加拿大草湖地区晚白垩纪富煤

地层的琥珀，从4000多枚标本中发现了

11枚含有羽毛包裹体的琥珀。这些羽毛

既有纤羽状的属于非鸟恐龙的原羽毛，

也有含有色素沉积的适应于飞行或潜水

的进步鸟羽。美国学者 Prum[10] 曾于

199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羽毛的演化与

发育起源”的论文。这篇论文在综述鸟

类羽毛形态类型和发育过程的基础上，

详细解读了当时已知的中华龙鸟和北票

龙的纤维状皮肤附属物与进步羽毛的关

系，进而把鸟类羽毛演化发育的过程分

为 5个阶段。Ryan C. McKellar等的研

究发现，加拿大琥珀中保存的恐龙与鸟

类羽毛的多种形态恰好可以与这5个阶

段相对应。

邢立达和McKellar等近期在《当代

生物学》上报道的包裹于琥珀之中的恐

龙尾巴，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其羽毛的立

体形态，再次证明，虚骨龙类恐龙不仅有

着与鸟类一样复杂的羽毛，而且还有着

与鸟类相似的羽毛排列模式。

邢立达和McKellar等最近在《自然-
通讯》上报道的包裹于琥珀之中的雏鸟

翅膀原位保存了骨骼和羽毛。文章的共

同作者黎刚，利用同步辐射X光相衬成像

技术，复原了两件标本的骨骼、羽轴、皮

肤、肌肉等特征，详细的研究表明两个翅

膀可能来自于同一个物种，属于已经灭

绝了的、被称为“反鸟”的鸟类。反鸟是

恐龙时代种类最多样、化石数量最丰富

的鸟类，是鸟类演化历史中一个很大的

支系。在中生代之后，反鸟随着恐龙时

代的结束而灭绝了。多数反鸟的嘴里长

有牙齿，翅膀保留有爪，肩部关节的形态

恰好与现代鸟类相反，除此之外，反鸟的

外部形态与现代鸟类并没有太多差别。

邢立达和McKellar等认为，缅甸琥珀中

的这两个非常微小的翅膀属于早成鸟的

翅膀，也就是说它们在刚刚孵化之时已

经发育得很好，不久就能够四处活动和

取食了。从这两个翅膀羽毛的排列方式

来看，与现生鸟类非常相似。

Navalón等[11]来自于美国、英国和西

班牙的学者 2015年在《科学报告》上发

表了发现于西班牙早白垩纪的一段保存

有羽毛、肌肉和结题组织印痕的反鸟类

翅膀化石，这块化石显示小肌肉、肌腱、

韧带连接于飞羽的滤泡，进而形成一个

在飞行中维持翅膀整体形态和功能整体

的系统，这样的模式与现生鸟类的翅膀

近乎相同。琥珀中鸟类翅膀的发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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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Navalón等的发现，再次证明鸟类具

有的完美适应于飞行活动的羽衣模式和

翅膀结构早在中生代就已经形成。

包裹于琥珀中的羽毛，不管是恐龙

的还是鸟类的，都为人们提供了非常精

细的形态学信息，使得人们对恐龙化鸟

的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目前已知

的早期化石鸟类和鸟类的近亲虚骨龙类

恐龙，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动物，两者各

自具有形态多样且功能完备的羽毛和羽

衣。近20多年来发现的大量而多样性极

高的早白垩纪鸟类与虚骨龙类化石表

明，两类动物可能在侏罗纪末期就已经

达到很高程度的多样性辐射。在更早一

些时候的侏罗纪中后期，鸟类与其恐龙

近亲的相似程度如此之高，有时到了难

以分辨的程度。生活在距今大约15000
万年~16500万年前的始祖鸟，是目前普

遍接受的最早的鸟类，但也有学者认为

始祖鸟是一种兽脚类恐龙。差不多同时

期的与鸟类亲缘关系很近的兽脚类恐龙

近鸟龙和晓廷龙，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其

实就是鸟类。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

因为近鸟龙和晓廷龙都有真正的羽毛。

始祖鸟、近鸟龙和晓廷龙如此相近，表明

它们才刚分开不久，但是它们毕竟还都

是同时代的动物，它们的共同祖先显然

应该存在于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如果要

给恐龙化鸟的开始时间一个合理的估

计，我认为是在早侏罗纪，距今大约2亿

年的时候。至于原始羽毛的出现，自然

比鸟类和兽脚类恐龙共同祖先出现的时

间还要早，应该是三叠纪的某一个时期。

33 从古从古DNADNA到侏罗纪公园到侏罗纪公园

琥珀中的鸟翅膀和恐龙尾巴，为研

究羽毛的演化发育与恐龙化鸟提供了弥

足珍贵的证据，但对于不关心研究细节

的人来说，不过是“一地鸡毛”。人们似

乎看到那根乱草一样的尾巴中还保存着

鲜红的血液并闪着企盼的目光，迫切地

想知道科学家们什么时候可以复活一只

恐龙。

早在 1993年，美国大片《侏罗纪公

园》已经告诉我们该如何克隆一只恐龙

了，过程是这样的：找一只包裹于琥珀的

蚊子，取出其腹部的一滴血，然后从这一

滴血克隆恐龙的DNA，有了恐龙DNA就

可以复活恐龙了。Borkent和Grimaldi[12]

曾于 2004年报道了包裹于缅甸琥珀中

的中生代蚊子化石，据称这是最早的蚊

子化石，而且从该化石的触角和口器来

看，有可能是吸食脊椎动物血液的。看

来试验材料似乎不是问题，试验流程也

看似合理，而 12年过去了，电影还是电

影，恐龙还只是模型，花了纳税人不少钱

的科学家们都在干什么？现在木乃伊化

的恐龙尾巴也发现了，我们距离复活恐

龙应该是更进一步了吧？

从死亡的生物体残存物或其生存环

境中提取到的、已经部分降解的DNA被

称为“古DNA”。要想克隆恐龙DNA或

者复活恐龙，我们首先应该先了解一下

古DNA相关研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早

在 1984年，美国的Higuchi等 [13]便从博

物馆干肌肉标本中提取到了已经灭绝

100多年的南非斑驴的DNA。稍后，瑞

典籍学者 Pääbo陆续发表了从 4000多

年的木乃伊中、7000年的脑组织中甚至

是 13000年的地獭皮中提取到DNA[14]。

再随后，美国的Goldenberg等[15]于1990
年在《自然》上发表了文章，宣称从美国

著名化石地点Clarkia的距今 1700万~
2000万年的中新世植物化石中提取到了

DNA。这篇文章大大激发了研究者的想

象力，又过了两年，美国的DeSalle等 [16]

在《科学》上发文声称，在距今约2500万

~3000万年的琥珀中克隆了一种化石白

蚁的DNA。紧随其后，美国的Cano等[17]

于 1993年在《自然》上发文称从一块来

自于黎巴嫩的距今约 12000万~13500
万年的琥珀中克隆了一种化石象鼻虫的

DNA。1994年，美国的Woodward等 [18]

终于在《科学》上发表了人们期待已久的

“恐龙DNA”，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发

表的距今约8000万年的“恐龙DNA”，竟

然是从犹他州的一处煤矿坑道的顶棚中

发现的恐龙骨片中提取的。再过一年，

来自于北京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在《北

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连续发文，

声称在一枚破损的恐龙蛋中也提取到了

DNA。

在古DNA克隆工作方兴未艾、很多

珍贵的博物馆标本面临即将被破坏之

时，一些冷静的质疑之声也随之而起。

西班牙学者Gutiérrez和Marín[19]于1998
年在《分子生物学与演化》上撰文指出，

包括Cano等的研究在内，大多数的从琥

珀中提取的所谓的古DNA实际上都来自

于现代污染物。随后大量研究都表明，

很多在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古DNA，

包括广受关注的恐龙DNA，不是不能被

重复，就是明显来自于现代生物的污

染。2012年，丹麦的Allentoft和澳大利

亚的Bunce领导的国际团队研究了3种

新西兰恐鸟的158块标本，通过比较这些

标本的年代和残存 DNA 量，他们发现

DNA这种大分子物质有一个 521年的

“半衰期”，即使是在假定的-5℃的保存

状态下，DNA 完全降解的时间也仅有

680万年。实际上，从现在回溯这样长时

间的持续低温的环境，在地球上几乎是

不存在的。Allentoft和Bunce等的研究

发表在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20]，这项

研究不仅表明以往发表的很多古老的

DNA可能都来自于污染物，而且也等于

宣布复活恐龙是不可能的。

从百万年以上的化石中提取古DNA
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是目前学术界的

一个共识。另一方面，从相对年轻的化

石中克隆DNA的相关研究则得到飞速发

展，特别是在二代测序技术（NGS技术）

逐渐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以后。一些新

近的研究已经不是提取少量DNA片段那

么简单，而是在基因组水平上的全核基

因克隆。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产生深

远影响的研究是关于尼安德特人、丹尼

索瓦人基因组及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基

因交流方面的一系列研究。

近年来，在古DNA的阴影中一种被

称为古蛋白分析的研究正在悄然兴起。

所谓古蛋白是指在生物体遗存或者化石

中保存的蛋白质。蛋白质比起DNA来说

要稳定得多，特别是组成皮肤衍生物的

角蛋白及肌腱、韧带、骨骼等结缔组织中

的胶原蛋白，是非常稳定的大分子有机

物。1994年，美国学者Schweitzer等就

提出，恐龙骨骼中可以保存胶原蛋白。

其后，她又利用免疫学方法从距今约

7000万~7500万年的恐龙和鸟类化石中

检测到了角蛋白。2015 年，英国学者

Welker[21]领导的国际团队从已经灭绝的

南美有蹄类动物箭齿兽和后弓兽的骨骼

化石中提取到了胶原蛋白，并以胶原蛋

白的氨基酸序列为基础构建了这两种绝

灭动物与其他哺乳动物之间的系统关

系，结果显示箭齿兽和后弓兽与现生奇

蹄类动物的亲缘关系非常近。这项研究

成果发表在了《自然》上，它不仅为解决

南美有蹄类起源这个自达尔文以来的百

年谜题提供了新线索，也开启了一个把

蛋白组学应用于古生物学研究的先河。

最近，中国青年学者泮燕红等[22]利用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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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学方法，在距今 13000万年的始

孔子鸟化石的羽毛印痕中发现了β角蛋

白，并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相

关成果，由此证明某些蛋白质成分可以

存在上亿年之久。

邢立达等报道的包裹于琥珀中的鸟

类翅膀与恐龙尾巴，其保存状态自然是

大多数开放体系中的化石所无法比拟

的。虽然从其中提取DNA的可能性为

零，但是检测出蛋白质成分则完全有可

能。恐龙尾巴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黎刚

利用同步辐射X光荧光成像方法及吸收

谱分析，检测到了高水平的二价铁元素，

在生物体中二价铁通常来自于还原环境

下的血红蛋白和铁蛋白，琥珀中保存的

高水平二价铁说明这段尾巴被非常迅速

地包裹于无氧环境下，加之动物尾巴和

翅膀末端生长的肌肉组织和脂肪组织通

常非常少，因肌肉和脂肪分解产生的破

坏性物质就比较少，由此可以推断，这条

恐龙尾巴和那个保存状况相似的鸟类翅

膀很有可能残存了多种蛋白质成分。

每一种蛋白质只能反映很少一部分

遗传信息，因此我们不可能依据蛋白质

的氨基酸序列来复活整条恐龙，当然也

就不可能有侏罗纪公园。但是就科学兴

趣而言，我们毕竟又向前迈了一步。近

二十年来，我国学者主导的关于恐龙和

鸟类系统关系的研究，已经揭示鸟类实

际上就是从恐龙的一个支系中演化出来

的，鸟类的基因组中必定还有大量的源

于恐龙祖先的基因。通过分析恐龙的形

态以及该种形态在鸟类中相应部分的基

因背景，生物学家是有可能通过改变鸟

类的基因来“创造”具有恐龙特征的鸟类

的，这便是美国学者Horner数年前宣扬

的培育“恐龙鸡”的基本思想。2015年，

美国的Bhullar等在《演化》杂志上发表了

一项有趣的研究，通过影响鸡喙发育相

关基因的表达，可以产生类似于恐龙嘴

巴的宽阔的鸡喙和上颚。这项研究实例

说明，培育具有某些恐龙特征的“恐龙

鸡”并不是科幻小说。

我们不可能克隆一个侏罗纪公园，

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有可能创造

一个现代的“恐龙鸟”乐园，甚至是一个

“恐龙鸟”餐厅。如果邢立达等同意，可

以把那块含有恐龙尾巴的琥珀溶解，然

后用蛋白组学的方法分析出其残存蛋白

的氨基酸序列，根据氨基酸序列反推其

基因，再利用现代成熟的基因工程方法，

就可以生产出表达了恐龙角蛋白和胶原

蛋白等蛋白质的鸡爪子或鸭脖子。而至

于这种鸡爪子和鸭脖子的味道吗，当然

红烧的还会是红烧，麻辣的依然是麻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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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不衰的超导研究长盛不衰的超导研究

·科技评论·

新年刚刚开始，中国超导界就迎来

了喜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以其在钇钡

铜氧的发现和铁基超导体等方面的突出

贡献获得了国家科技成就奖。赵忠贤院

士获奖是对他几十年来在高温超导体研

究中孜孜以求、不断求索的认可，是实至

名归。

超导现象自1911年被发现以来，就

以其独特的魅力持续不断地吸引着广大

科学家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它能展示量

子力学在凝聚态物质中的一些美妙而重

要的规律，同时又具有很多潜在的应

用。实现室温超导和实现超导体的大规

模应用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且并

不是不可能的。因此，超导学科在未来

几十年还会呈现出长盛不衰的景象，这

是其学科发展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超导研究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引起众

多科学家的关注，是因为它总是伴随一

些新材料的发现，出现了很多崭新的研

究内容，如此逐层逐级地把超导研究引

向深层次。超导中的载流子是两个电子

形成的库玻对，其统计和热力学规律完

全不同于金属中的电子。超导体中的电

子对能够发生宏观量子相干效应，因此

出现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

超导现象是 1911年被荷兰莱顿大

学的 Kamerlin Onnes 在测量水银的电

阻随温度下降时偶然发现的。他们发现

水银的电阻在4.2 K（约-269℃）左右降

到不可测量的值，因此把它定义为超导

电性（superconductivity）。超导的真正

含义并不是电阻降到无法测量的地步这

么简单，而是出现一个新的电子量子宏

观相干的结果。1933年，德国物理学家

Meissner 和 Oschenfeld 发现另外一个

重要性质，即在弱磁场的时候，超导体具

有完全抗磁特性，这是独立于麦克斯韦

方程之外的一个崭新的特性，而麦克斯

韦方程组是描述金属或介质中电磁规律

的基本规律。这个重要现象被定义为完

全抗磁性或迈斯纳效应。如今，定义一

个新超导体或超导现象，这两个要素缺

一不可。

在1986年之前，人们在超导材料的

探索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发现了许

许多多的新超导体。这些材料包括从单

元金属到多元合金、氧化物、有机化合物

等多种材料形式，一共有数百种材料被

发现具有超导性质。1930年以前，超导

研究主要以单元素超导体为主。20世纪

30-50年代，发现了很多合金超导体，以

及很多的氮化物和碳化物，这些超导体

中的氮和碳提供了很强的键合作用，同

时具有较为合适的声子谱提供电-声子

耦合。20世纪50-70年代，人们合成出

很多A15型的超导体（具有β-W结构），

如 Nb3Sn、Nb3(Al0.75Ge0.25)、V3Si 等，其中

Nb3Ge的温度可达到23.2 K。这些新超

导体的发现直接带动了超导大规模应用

的发展。人们利用NbTi合金超导线做成

超导磁体，在液氦温度产生 10 T左右的

磁场，生产出市场需求的核磁成像磁体

和核聚变研究之用的超导托卡马克超导

磁体。利用Nb3Sn超导材料人们可以制

备出新一代的超导磁体，在液氦温度可

以产生 18 T的磁场，满足高场核磁成像

和科学实验方面的需要。在20世纪七八

十年代，人们对一大类层状化合物超导

体（S、Se、Te的化合物）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这些超导体具有很强的二维特征，

往往超导和电荷密度波序（CDW）共存，

相互竞争。最为典型的材料包括 2H-
NbSe2、2H-TaSe2、2H-TaS2等。目前这

个系统中的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弄清楚，

如电荷密度波序的形成机制、与超导的

竞争关系等，非常值得研究。与之相类

似的还有自旋密度波超导体，如CeRu2、

LnNi2B2C等，这里Ln代表La系的稀土元

素，如 Lu、Er、Ho、Sm等。20世纪 70年

代中后期，人们注意到一大类超导体，它

们在正常态时的电子有效质量为自由电

子的100倍以上，因此该类材料被称为重

费米子超导体。这些材料包括 Ce⁃
Cu2Si2、UPt3等4f电子元素的化合物和重

元素金属化合物。由于重费米子系统中

库柏对的有效质量也很重，根据玻色凝

聚的一般知识推测其超导温度可能并不

高。然而该类系统中包含新的物理，甚

至有可能其配对是由于磁性交换所致，

其波函数具有d-波和p-波对称性。关

于重费米子系统，近年来在相图和电子

基态特性研究方面出现重要进展，比如

会出现量子临界相变（quantum critical
phase transition，QCP）。这是目前凝聚

态物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个

时期，有机导体也被发现。在这些材料

中经常可以观察到因为低维特性而导致

的各种相变，造成结构失稳，在电输运测

量中观察到很多奇异现象。1980年，法

国科学家Denis Jerome发现了第一个

有机超导体(TMTSF)2X 族化合物。1987
年 ，Urayama 等 发 现 有 机 超 导 电 性

(BEDT-TTF)2Cu(SCN)2中具有11.1 K的

超导电性。最近发现有机超导体具有很

多与高温氧化物超导体类似的性质，如

自旋涨落在该类材料中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有关有机超导体的研究将存在很多

机会，无论是在材料方面还是超导科学

角度均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1986年的铜氧化物超导体发现和

2008年在铁基超导体发现 26 K的超导

电性掀开了高温超导材料和非常规超导

机理研究的新篇章。在超导被发现后的

75年时间里，即直到 1986年，超导转变

温度仅仅被提高到 23.2 K左右，基本上

都是在单元素金属和多元合金中实现超

导的。在氧化物材料中也发现了一些超

导体，如缺氧的 SrTiO3（Tc=0.2~0.4 K）、

Ba0.57K0.43BiO3（Tc=30 K）、Li1+ xTi2- xO4（Tc=
12 K）。这些材料的超流密度都较低，超

导物理也许仍然是声子作为配对媒介

闻海虎，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超导物理

和材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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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86年10月，设在瑞士的 IBM公司

分部的科学家缪勒（K. A. Müller）和德国

科学家柏诺兹（J. G. Bednorz）在研究氧

化物导电陶瓷材料 LaBaCuO时发现在

30 K以上有超导迹象。他们因为这个重

要发现而获得 198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

奖。随后，在世界上展开的对高温超导

体的追逐中，科学家们已经制备出多系

列近百种超导体。中国科学家（赵忠贤、

陈立泉等）和美国科学家（朱经武，吴茂

昆等）同期独立地发现了液氮温度（77.3
K）以上工作的钇钡铜氧超导体。氧化物

超导体的转变温度已经达到130 K以上

（高压下可达160 K），在某些方面的应用

已崭露头角。图1给出了有关超导体的

转变温度与被发现的时间。基于不同的

化学组成和结构，铜氧化合物超导体被

化分成所谓镧系超导体（典型分子式为

La2- xSrxCuO4 或 La2- xBaxCuO4），钇钡铜

氧超导体（或钇系超导体，典型分子式为

YBa2Cu3O7 或 YBa2Cu4O8），铋系超导体

（Bi2Sr2CuO6 或Bi- 2201; Bi2Sr2CaCu2O8

或 Bi- 2212; Bi2Sr2Ca2Cu3O10 或 Bi-
2223），铊系超导体（Tl2Ba2CuO6 或 Tl-
2201；Tl2Ba2CaCu2O8 或 Tl- 2212；
Tl2Ba2Ca2Cu3O10或 Tl-2223），汞系超导

体（Hg2Ba2CuO6 或Hg-2201；Hg2Ba2Ca⁃
Cu2O8 或Hg-2212；Hg2Ba2Ca2Cu3O10或

Hg-2223）。

铁基超导体研究的突破发生在2008
年2月末，日本东京工业学院Hosono研

究组发现在母体材料LaFeAsO中掺杂F
元素可以实现26 K的超导电性。铁基超

导材料的母体材料可以追溯到 1974年

美国杜邦公司的 Jeitschko等在寻找新

功能材料中的工作，随后一个德国的研

究组合成了系列的具有同样 ZrCuSiAs
结构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被取名为四

元磷氧化物 LnOMPn（Ln=La, Ce, Pr,
Nd, Sm, Eu 和 Gd；M=Mn, Fe, Co 和

Ni；Pn=P和As）。这个体系具有四方的

层状结构，在c方向上以-(LnO)2-(MP)2-
(LnO)2- 形式交替堆砌，因而一个单胞中

有两个分子 LnOMP。对于母体材料而

言，层和层之间电荷是平衡的，比如

(LnO)+1 和(MP)-1 的电荷是平衡的。由

于四元磷氧化物 LnOMPn中的一些材

料在低温下是超导体，因此这个体系

构建了铜氧化物以外的另一个层状

超 导体家族。Hosono 研究组还发现

LaFeAsO1- xFx(x=0.05~0.12)具有 26 K
的转变温度后，新的一轮寻找高温超导

材料的浪潮再次到来。在

短短的一年中，科学家们已

经发现了7种典型结构，分

别被称为 11（FeSe），111
（LiFeAs, NaFeAs），122
（(Ba, Sr, Ca)Fe2As2），1111
（REFeAsO，RE=稀土元素），

32522（Sr3Sc2O5Fe2As2），

42622（Sr4V2O6Fe2As2），和

43822（Ca4Mg3O8Fe2As2）。

在这次全球超导研究者对

铁基超导体的竞争当中，中

国科学家因为有长期的积

累和思考，才能够迅速反

应，做出了一大批重要的工

作，发现和合成了一些重要

的超导体系，在国际学术界

引起极大的反响。目前，以

可重复的迈斯纳效应为判

据，最高的超导转变温度发

生在REFeAsO1-xFx（RE=稀

土元素）中，在 55~58 K。

图 2是铁基超导体与铜氧

化物超导体的电阻随温度

变化的曲线。铁基超导体

具有接近三维、高上临界磁

场和高不可逆磁场的性质，

因此在未来的强磁场应用

中有很大潜力。

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一

些新型的超导体中，如铜氧

化物超导体和铁基超导体中，其电子配

对方式超出原来解释超导图像的基本理

论（BCS理论）的范畴，电子配对也许不

再是通过电子-声子耦合，而正常态也偏

离建立该理论的基本框架，即基于朗道-
费米液体理论和能带论。在解释这些新

现象的时候，人们或多或少要考虑电子

关联效应的作用。BCS理论在 1972年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目前开展的非

常规超导机理研究完全可能大大修改，

甚至是完全颠覆的物理图像。因此超导

研究无论是在新材料还是机理方面都面

临重大突破。铜氧化物和铁基高温超导

体的发现，不仅仅带来了新的高温超导

家族，重要的是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电子

配对和凝聚方式不同于原来的BCS理论

所预言的方式，因此给超导传统理论带

来挑战。这种非电声子作用导致的超导

机制被称为非常规超导机理。对非常规

超导机理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很多新奇

的物理现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21世

纪的上半叶是高温超导研究的黄金时间

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胆预言：1）室

温超导体也许会被发现，因为根据对强

关联电子系统超导电性的理解，室温超

导的实现没有理论上的障碍；2）超导能

够带来大规模的在液氮温区，甚至是更

高温区间的应用，因为铜氧化物超导体，

如钇钡铜氧超导带材正逐渐成熟，而具

有很好应用潜力的铁基超导体的导线制

备正向千米级迈进；3）经过过去30年对

高温超导机制的理解，已经有很多共识，

高温超导机理问题面临全面突破，这将

是1957年BCS理论之后，对超导理论方

面的又一重大突破。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闻海虎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超导物理和

材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横轴是发现的年代，纵轴是超导转变温度

图1 超导体的转变温度随被发现的时间的关系

黑色表示的是铜氧化物超导体Tl2Ba2CaCu2O8电阻温度变

化曲线，零电阻温度大约在106 K；红色所表示的铁基超导体

SmFeAsO1-xFx, 零电阻温度大约为52.6 K
图2 两种高温超导体的电阻随温度转变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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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引领神经科学领域内国际合作引领神经科学领域内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实现国家
神经科学领域技术创新神经科学领域技术创新———脑重大疾病—脑重大疾病

防治协同创新中心防治协同创新中心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及人类寿命的延

长，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

精神系统疾病为代表的多因素、慢性疾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

主要因素。由于神经精神系统在人体各器官系统中占有极特殊

的地位，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特别是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

森病、脑肿瘤、神经损伤、癫痫、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均属于人

类最严重、最复杂的脑重大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因此，神

经精神系统疾病的研究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领域，是各

国医疗与健康政策中最优先考虑的项目之一。人类脑健康问题

已经随着中国改革与开放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日益突显，神

经精神系统疾病在中国已经构成中、老年人致死和致残的主要

原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已经造成并将继续带来沉重的负担。

它们除了严重威胁人口健康外，对中国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解决神经系统重大疾病问题成为了国家

的重大需求。

11 以转化医学为理念的脑重大疾病研究是国家发展战略以转化医学为理念的脑重大疾病研究是国家发展战略

鉴于脑重大疾病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中

所处的重要地位，对脑重大疾病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

发达国家进行重点关注的重大课题。1998年美国率先开展了

“脑十年研究计划”提出了全国性的脑科学计划, 并把本世纪的

最后10年命名为脑的10年。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国际脑研究

组织和许多国际学术组织的响应。2000年欧洲出台了“欧洲脑

十年计划”。其间日本也制定了为期10年的脑科学时代计划。

由于疾病的异质性、医疗模式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

度的不同，中国脑重大疾病的问题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研究、

到转化与应用、到整体医疗等各个层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特异

性，比如缺乏适合中国人的基于不同病因亚型早期预警与个体

化预测模型，如功能基因组、蛋白质组、疾病分子分型技术；缺乏

自主创新，如基于中国人群的分子分型系统的生物定制芯片、关

键介入材料、神经损伤修复工程材料、新型精神病治疗药物等；

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脑重大疾病医疗服务模式和相关技术等。

中国对脑重大疾病的医学研发投入有限，不仅不能按照现代医

学模式的转变对脑重大疾病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脑疾病的防

治产品也很缺乏，许多疾病的规律、机制和防治措施的研究至今

仍得不出可靠的结论，因此，现有的脑重大疾病防治研究远远不

能满足中国疾病防治形势对科技发展的紧迫需求。

随着上述中国脑重大疾病的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认识到，将现代生物技术与临床医疗全面结合是一条最有

希望的途径，即以将基础研究成果通过临床研究转化为临床防

治手段为主要内容的“转化医学”已经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新领

域。通过转化医学的理念指导、协同、整合和创新的脑重大疾病

研究模式，能更好地突显中国神经科学研究的优势和特色，并且

此模式产生的早期预警模型、治疗新药、适宜技术、临床操作规

范等将能够大幅度地跃升中国对脑重大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

的水平和能力，也将提升中国脑神经科学的产业转化水平，进而

提高中国人民健康水平，保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2 脑重大疾病协同创新中心符合国家科技战略部署脑重大疾病协同创新中心符合国家科技战略部署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已成为国家科技发展重要的一项内容，

教育部和财政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中，更是

明确提出了五大协同、八大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尽管目

前脑重大疾病的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以为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奠

定了基础，但是目前这些成果仍处于分散状态，缺乏适当的整

合，一些专利、产品，也迫切需要有企业接入，进行转化；一些诊

疗规范和标准，也迫切需要推广。可以说，在国家层面脑重大疾

病的协同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保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

家科技政策机遇，如何抓住这些机遇，解决各种瓶颈问题，将是

协同创新的关键所在。

为更好地加强多学科、跨学科合作，实现协同创新，首都医

科大学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瞄准脑重大疾病研究

中的重大需求，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以机制体制改革为重

点，以政产学研为主线，以创新能力提升为突破口，联合清华大

学、中南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发

育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所、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技术新药研究院、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北京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通用电气

（GE）医疗集团等多家单位，汇聚了依托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所的“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研

究所的“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神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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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首都医科大学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北京脑

重大疾病重点实验室”，于2012年8月成立了脑重大疾病防治协

同创新中心。该中心以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为载体，组织架

构包括研究学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管理服务保障部。其中，

研究学部下设脑血管病研究所、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所、帕金森病

研究所、脑肿瘤研究所、癫痫研究所、神经损伤与修复研究所、抑

郁症研究所、精神分裂症研究所8个研究所，每个研究所由基础

研究、临床研究和成果开发3部分组成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在

已有技术支持平台的基础上，建立2个技术服务保障平台，分别

是创新研究服务保障平台和成果开发应用服务保障平台。

33 脑重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的整体思路和发展目标脑重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的整体思路和发展目标

33..11 整体发展思路整体发展思路

“脑重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切实围绕国家科技发展规

划重大需求，认真分析组建脑重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存在

的突出问题和瓶颈，利用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平台，充分发挥

首医和协同单位的优势，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和分工协同，

探索、创新、优化脑重大疾病协同创新中心运行所需的科研团队

组建模式、政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科研项目评价模式、转化医学

发展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科技经费构成模

式。同时，深刻剖析当前国际神经科学领域战略发展前沿，基于

首都北京在脑重大疾病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充分发挥首都医

科大学的丰富临床资源及神经学科优势，以脑重大疾病防治协

同创新中心为切入点和支撑点，构建一批脑重大疾病相关的协

同研究网络，探索一套重大项目管理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开展一

系列国际水平的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建立脑重大疾病的早期

预警与个体化预测模型，创新研制适合国人的生物医技产品，开

发适合中国国情、可推广的医疗服务模式和相关集成技术，有效

实施“以企业为中心，促进政产学研一体化”的政策，确保科研成

果的有效转化及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以

及培养一批集专业、方法与管理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33..22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脑重大疾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将紧密围绕脑卒中、阿尔

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脑肿瘤、神经损伤与修复、癫痫、抑郁症和

精神分裂症这8个脑重大疾病研究方向的重大需求与瓶颈问题，

梳理不同的疾病领域的优先建设任务，针对当前中国脑重大疾

病预测预警模型缺乏、自主创新技术与药物匮乏、医疗服务规范

不足等瓶颈问题，充分利用首都医科大学现有的脑重大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的优势与辐射全国的网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协

同国内外大学、院所及企业的研究团队，系统加强脑重大疾病医

学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的建设，按照“小核心、大网络、系统化协

同”的方式，建设一个国际一流的脑重大疾病协同创新研究中

心，构建一批脑重大疾病相关的协同研究网络，探索一套协同中

心及其相关机构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培养一批集专业、方法

与管理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开展一系列国际水平的临床与转

化医学研究、以“中心→网络→机制→人才→项目”良性循环的

模式持续推进脑重大疾病的临床和转化研究的跨越式发展，促

进脑重大疾病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争取在10
年内相对降低脑重大疾病发病率5%~10%，相对降低致死率、致

残率、复发率降低10%~20%，提高脑重大疾病患者生存质量。

44 展望展望

脑重大疾病协同创新中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脑重大疾病防

治研究的政产学研用联盟，争取通过努力，在未来将该协同创新

中心打造成为引领和主导神经科学领域内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

的学术中心，建设成为国家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成为国际脑重

大疾病防治的研发中心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文//黎洁洁，王拥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

经内科，北京 100050。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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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溶胶--凝胶化学的发展和应用凝胶化学的发展和应用

·科技纵横·

传统的胶体化学研究简单分散体系
的稳定、絮凝、沉淀或电泳等物理化学现
象，而溶胶-凝胶化学则不同，溶胶本身
包含“由溶液到胶体”的意思，即从单相
的溶液体系通过一定的化学反应逐渐生
成胶体粒子，从而形成胶体分散体系。
如果化学反应持续进行，胶体粒子就会
不断长大直至溶胶失去流动性形成凝
胶。虽然溶胶-凝胶化学是一个应用性
很强的研究方向，但鉴于其化学基础研
究涉及溶液中的化学反应动力学、胶体
成核理论、胶体粒子生长理论及多相体
系的化学反应等复杂的过程，同时由于
胶体粒子尺寸处于纳米尺度，在微观结
构表征方面存在难度，所以，溶胶－凝胶
化学的基础研究极有挑战性。

溶胶溶胶--凝胶化学的发展与研究重点凝胶化学的发展与研究重点
溶胶-凝胶化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

个阶段：第1阶段，各种金属有机化合物
被用作合成溶胶的前驱体，进行广泛的
溶胶合成控制研究，同时提出相应的溶
胶生长及微观结构模型；第2阶段，由凝
胶制备各种单功能体材料；第3阶段，通
过分子结构设计调变材料的性能，主要
集中在有机/无机复合材料或杂化材料的
合成和应用研究。

用金属醇盐、硅醇盐或可水解无机
盐作前驱物，将其溶于溶剂（如水或醇）
中，加入催化剂或其他辅助试剂控制反
应，前驱物发生水解或醇解反应，继而缩
聚成纳米尺度的粒子而形成溶胶。过渡
金属的有机化合物一般水解非常迅速，
所以在制备溶胶时需要加入水解抑制剂
以免形成沉淀，正是这种不利因素催生
了非水体系的溶胶凝胶化学，比如钛醇
盐和锆醇盐的酸解，为金属氧化物溶胶
合成控制提供了有益的替代方法。

而以硅醇盐为代表的有机硅前驱体
则需要使用酸或碱催化剂以促进其水解
和缩聚。正是由于硅醇盐的水解反应易
于控制，再加上硅和碳的相容性，使得利
用硅醇盐或其他有机官能化的烷氧基硅
为反应起始物制备的各种各样结构或形
貌的氧化硅和有机改性氧化硅凝胶成为
一类重要的溶胶-凝胶产物；而氧化硅/有
机聚合物复合或共聚产物则是溶胶-凝
胶化学的另一研究重点。

溶胶凝胶化学的研究难点在于反应
机理，重点是反应控制。在应用中，溶胶
凝胶过程易受温度、湿度等条件的影响，
因此对制备环境要求较高，是生产中必
须注意的。

溶胶溶胶--凝胶化学的应用领域凝胶化学的应用领域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溶胶－凝胶化

学已经为多个种类的材料提供了新的技
术可行性，例如：通过避免高温反应而产
生稳定的非平衡材料，通过分子设计制
备有机/无机聚合物或进行形貌控制，纳
米复合物，多孔材料的合成和设计，奇异
的配位、价态和化学计量材料（如激光材
料和光敏材料），室温液态应用技术（如
光学涂层或电子器件涂层）等。当今使
用溶胶-凝胶化学方法生产的材料的主
要应用领域如下。

1）光学，用于光学薄膜、液态调谐激
光器、新型光学玻璃等，优点在于便于光
学性能裁剪，可将有机光活性分子引入
无机骨架，与有机聚合物相比光学质量
高。可以创造原子级别均匀的新型玻璃
活陶瓷材料。

2）电学，用于信息存储、介电材料、
离子传导、无电渗漏涂层等。优点在于
方法简单、低温处理和性能可控。

3）力学，用于抗摩擦涂层、润滑涂
层、低表面能涂层等。优点在于能够和
有机聚合物、特殊改性剂进行杂化形成
兼具强附着力、硬度和韧性综合性能的
涂层。

4）热学，用于阻热涂层、气凝胶轻质
隔热体材料、导热涂层。

5）催化，用于高比表面催化剂。由
凝胶得到催化剂载体，精确控制孔结构
导致分子识别和高度选择性。

溶胶溶胶--凝胶方法的优势及不足凝胶方法的优势及不足
溶胶-凝胶法作为一种低温的湿化

学方法在材料研究领域有重要的作用，
它为多种功能性分子提供了普遍适用的
嫁接基础，从而使通常非常敏感或稳定
性较差的功能分子在无机骨架上获得较
大程度的稳定，为实现其各自独特的功
能提供了物性的保证。另一方面，利用
溶胶－凝胶法的多变性，可以对不同元
素族类的分子进行结构上的裁剪，实现

真正原子级别上的分子可设计排布，从
而获得高度均匀的多元化合物。通过调
整聚合物单体的聚合过程和金属醇盐的
溶胶过程二者的相对顺序，甚至可以得
到无机骨架和有机聚合物的互穿复合
物。也可以通过桥联分子的作用实现无
机段和有机聚合物链的嵌段共聚等众多
的有机/无机杂化或复合方法。

溶胶凝胶技术的重要优点是对环境
危害少，因为是液相合成，不合格产品或
者废品可以通过凝胶化固定下来，再通
过适当处理变废为宝。这些变化多端的
过程可以产生纷繁复杂的产物，极大丰
富了工业原料的种类，在涂料、薄膜、纤
维、陶瓷、玻璃、医用缓释剂等材料领域
大放异彩。

溶胶凝胶技术也有不足之处。过程

耗时较多是其一，对于希望快速更新换
代的技术需求，溶胶凝胶产品研发很难
在短时间内完成。这在中国尤其明显，
企业对溶胶凝胶技术没有长期稳定的人
员投入，当需要新技术时，为了缩短研制
时间，在溶胶凝胶合成条件上采用激烈
的手段，往往难以达到目标。其次，由于
反应机理很难彻底研究清楚，合成过程
控制过多依赖经验，对产业工人要求高，
使溶胶凝胶技术不容易自动控制，这是
现代技术所力有不逮的地方。此外，作
为一种流体，在实际应用中，溶胶的流体
力学性质会随时间变化，这也给生产带
来不便。

无论制备方法多么多变或复杂，溶
胶-凝胶法的最终使用可以归结到几种
具体的形式，而最为重要的两种使用形
式是块体和薄膜的形式。如果开辟一种
特殊的溶胶-凝胶方法以制备成薄膜，还
要涉及到比块体材料更多、更复杂的问
题。于是，非水体系溶胶凝胶法、结合溶
剂热法的溶胶-凝胶法等创新方法被发
明出来，为传统的方法注入了新鲜概念，
并不断为材料领域增添新的成员。溶胶
凝胶法是个老而弥新的方法，研究还在
不断深入。

文//徐耀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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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构造地质学之父现代构造地质学之父RamsayRamsay的智慧人生的智慧人生

·科学人物·

John Graham Ramsay，现代构造

地质学之父，当今最有影响、最杰出的构

造地质学家。1931年6月17日，他出生

于英国伦敦的郊区，在孩提时代就与地

质结缘。

幼年时，当Ramsay刚开始用纯真的

眼眸打量这个纷乱新奇的世界时，一架

战机从天空呼啸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了！全然不知战争的危险，Ramsay
与其他伙伴依然快乐地奔跑在家乡那片

熟悉的土地上，寻找遗落在某个静静角

落的传单纸片。在那些步履匆匆中，在

急于逃离战争雾霾笼罩下的天空中，在

远离家乡的人们留下的书柜里，他不经

意间发现了 Charles Bird 的《Geology》
和 C. F. Kirkus的《Let's Go Climbing》
两本地质书籍，如获珍宝，把它们与零用

钱一起存放在一个秘密的小盒子里，仿

若那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人间化身。少

年时期，在威尔士的北部，他凌踏绝顶，

远眺群山莽莽，近观火山岩构成的悬崖

峭壁还有似玲珑玉枕般的玄武岩，从此

地质成了他的恋人。

1949年，Ramsay来到了英国帝国

理工大学，一睹 Gilbert Wilson、H. H.
Read等大师的奕奕神采，聆听他们的谆

谆教导。20世纪40年代，构造地质学还

基本是地层学与岩石学的一种辅助性工

具，但在 H. H. Read 的课堂上，劈理

（cleavage）、线理（lineation）、应变椭球

体（strainellipsoid)、花岗岩化（granitiza⁃
tion）等新奇新颖的知识点深深吸引了学

生们的目光，当然这也包括Ramsay。由

于剑桥大学当时占据了研究前寒武纪地

质的最佳场所——位于澳大利亚的格莱

内尔格，Ramsay不得不另辟新境，最终

选择了苏格兰高地的 Loch Monar一带

的片麻岩作为他博士论文的主战场。像

蚯蚓爬行一样的变形行迹，像蝴蝶飞舞

一般的褶皱形态，多次构造运动叠加的

痕迹，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然而

Ramsay没有退却，成为第一个敢于“吃

螃蟹”的人。他认真勾勒、仔细描述，欲

在纷繁复杂的构造迷宫里梳理出条理分

明的头绪，让这颗“滚烫山芋”成为桌上

美味食材。他的描绘手法很特殊，用一

系列奇奇怪怪、弯弯曲曲的线条来表达

不同尺度、不同形态的构造露头，这种新

颖的画法当时遭到了他的同学们的嘲

笑，然而后来它却成为著名的“Ramsay
模式”，并出现在了许多经典的构造地质

教课书里。即使今天，去过这些地方的

构造地质学家也为Ramsay的描述模式

所折服，流露出敬仰钦佩之情。Ramsay
于195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又拿出

1年时间，在前寒武纪地质圣地格莱内尔

格进行研究。在这里他证实了前人的一

些理论。

1955—1957年，Ramsay在英国皇

家工程部队服役，然而他并没有作为一

个指挥官出现在战场上，而是去了部队

文工团，拉起了悠扬的大提琴，敲起了欢

快的牛皮鼓，这成为他一生所爱。离开

部队后，Ramsay重新回到帝国理工大

学，当了一名地质学教师，继续对苏格兰

高地开展研究。有一次，他有幸跟随一

群杰出的地质学家深入阿尔卑斯山考

察，阿尔卑斯山展现出的雄伟壮观、迷人

多情深深牵扯着Ramsay的神经，他渴望

揭去阿尔卑斯山千百万年来的神秘面

纱，让其风骨跃然纸上。然而瑞士有关

部门却把他当成阿尔卑斯山的入侵者，

拒绝他入境，这给Ramsay已经点燃的激

情浇上了一盆凉水。1973年，Ramsay
离开帝国理工大学去了利兹大学，短暂

驻足后又于 1976年成为瑞士苏黎世联

邦理工学院的一名教授。这次他终于可

以踏踏实实、昂首阔步，心情愉悦地欣赏

阿尔卑斯夏日的绿树红花，冬日的白雪

素裹。

20世纪60年代，虽然少数构造地质

学家在定量化分析方面作了许多努力，

但构造地质学总体上还是一门描述性学

科，它主要集中于对褶皱、断裂、劈理的

形态、相互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分类

研究。Ramsay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试图应用连续介质力学定量化分析解释

这些构造的变形机制。Ramsay还注意

到了“被动变形标志”在应变中的作用，

如化石、沉积构造（泥裂、鲕粒、卵石、砾

岩等）、火山构造（气泡等）、岩体中的捕

掳体，通过它们变形后的状态与变形前

的风貌之间的几何变化来构建数学应变

方程。虽然这些变化在数学上非常复

杂，需要使用到矩阵代数，做某些适当的

假设，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除此之外，Ramsay还自行设计了

一套三角法和数理统计法来解决变形问

题。所有这些成果都写入了他 1967年

出版的经典之作《Folding and Fractur⁃
ing of Rocks》中，这也奠定了 Ramsay

“现代构造地质学之父”的地位。这本书

主要阐述了应力、应变的数学理论基础

并解释了如何使用这种理论来解决构造

地质和大地构造中的实际问题。Ram⁃
say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是，自然状态

下形成的真实存在的地质构造是我们理

解构造作用的关键所在，由此为基础所

建立的模型必须与自然系统经常比较，

以不断补充完善。

Ramsay所使用的方法在构造地质

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在定量分析方面

甩开其他地质学科几条长街。这些原理

在工程、材料科学领域早已被广泛使用，

但如此详尽应用到构造地质领域还是头

一次。Ramsay在野外总能找到最典型、

精致的变形岩石作为说明问题的案例，

在后来出版的三卷本《The Techniques
of Modern Structural Geology》中，他使

用了许多精美的野外岩石照片。卷1主

要论述了变形的原理；卷2介绍了如何将

这些原理应用到实际分析褶皱和断裂

图1 构造地质学家John Graham Ram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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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宋建潮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武警黄金第二总队，地质学博士。

中；卷3则详述了如何使用数学工具来模

拟构造变形。如今它们被奉为现代构造

地质学领域的“圣经”，展示了不朽的灵

魂，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1983 年，

Ramsay曾应邀到北京大学讲学，来自全

国各地的百余听众聆听了他以“构造地

质与岩石变形”为题的系列讲座，他的精

湛讲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套书

1991年被翻译成汉语，引进国内。在我

所接触到的地质书籍中，我对静静躺在

自家书架上的前两卷一直有一种敬畏、

恐惧的心情，我曾无数次地想，如果有机

会，一定静下心来好好读读这两本书，但

看到它们那么多的数学公式又总是打了

退堂鼓，怕自己难以理解、半途而废

……。 加 拿 大《Geoscience》杂 志 在

1985年对卷 1评论道：“许多年前，我无

意间来到一个荒芜的、有着无数变形岩

石露头的孤岛，顿时陷入了一种孤立无

援的境地，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Ramsay的研究范围遍布世界各地，

从苏格兰的加里东造山带，向南穿过阿

尔卑斯山和南非巴伯顿绿岩带折东直到

喜马拉雅山。他于 1970年创建了世界

上第一个构造研究小组（Tectonic Stud⁃
ies Group，TSG），旨在通过召开会议的

形式给构造研究生提供展示他们所做的

研究工作的舞台，并且设立了 Ramsay
Medal，用以表彰在会议召开前1年发表

了重要文献的佼佼者。如今 TSG已于

2017年 1月份迎来她 47岁的生日。他

也曾到世界上许多著名院校讲座，把对

构造地质的认识，所运用的方法学传授

给那里的学生与老师。鉴于Ramsay在

地质构造领域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大

量的荣誉与奖章。1986年，他获得了伦

敦地质协会最高奖Wollaston 奖；1989
年，获得了法国地质协会 Prestwich奖；

此外还获得了美国地质协会构造分会为

他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及最佳论文奖等

等。他在伦敦地质协会、法国地质协会

等专业机构担任职务，并且是《Tectono-

physics》《Precambian Research》《The
Journal of Structure Geology》等期刊杂

志的编委。

Ramsay 一生共经历过 3 段婚姻。

1952 年他大学毕业那一年，与 Sylvia
Hiorns女士踏入了婚姻的殿堂，由于不

善经营，1957 年婚姻宣告破裂。1960
年，他又与 Christine Marden 女士喜结

连理，这段婚姻持续了27年，但也没有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1987年，又以离婚收

场。1990年，Dorothee Dietrich女士来

到了他的身边，并且陪伴他左右直到现

在。1992年退休后，他将更多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对音乐的热爱上，尤其痴迷大

提琴演奏，在许多室内音乐会上都能看

他全神贯注，醉心弹奏的神情。他还把

他弹奏的技巧及其对音乐的感悟传授给

许多学生，并且喜欢上了作曲与诗歌创

作。

Ramsay是当今最有影响、最杰出的

构造地质学家。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将精

密的数学分析和各种实际构造现象紧密

结合，使地质构造的观察研究趋于定量

化。他及其合作者用递进变形或发展的

观念研究构造现象，使许多看起来杂乱

无章、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的构造现象

得到了合理而圆满的解释。他的个人魅

力、学术典范、职业操守所散发的沁人芳

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地质人。许多构造

地质学家在出野外期间都把他的著作带

在身边，夜半无人，灯光阑珊，床榻斜卧，

相伴度过苦孤零。

图2 Ramsay和其一生挚爱的强烈变形前寒武纪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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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怎样与研究生打交道研究生导师怎样与研究生打交道

·科技职场·

带研究生是科研工作者一项重要的
职业技能。上两期分别介绍了“我招收
和培养研究生的理念”和“如何指导研究
生撰写科研论文”。内容源于我2016年
12月 15日在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沙
龙”上作的报告。本期将以一问一答的
形式介绍我如何与研究生打交道，内容
取自于当时和听众的现场交流。

问问：：你在与研究生打交道方面你在与研究生打交道方面，，有什有什
么特别深的体会么特别深的体会？？

答答：：我的体会是一定要善待学生，以
培养学生为目标与学生打交道，并享受
与他们一起成长的过程。我希望从我们
课题组走出 100位科学家，诞生 10个产
品，并有1个我们实验室产生的东西被写
进教科书。培养学生是我的首要目标，
也是实现后两个目标的前提。

要鼓励学生，不要打击他们。任何
事情开始前的信心非常重要，一定要给
学生希望。我积极给有学术潜力的学生
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我还鼓励他们通
过在小项目中的成功、奖学金的获得等，
获得对自我能力的肯定，让学生在学习
和科研上受到激励。

身体最重要。我不希望学生整天
“宅”在实验室，我经常鼓励他们参加运
动。而老师也应当注重自身的锻炼，不
可否认，老师的精神气质会影响同学。
同样，若导师能够对自己的研究充满热
情与兴趣，学生也会受到积极的影响。

问问：：你提到你提到““用手用手、、用脑用脑、、用心用心””是做是做
研究的三大步骤研究的三大步骤，，在鼓励学生用脑在鼓励学生用脑、、用心用心
做研究上做研究上，，你有什么比较好的策略你有什么比较好的策略？？

答答：：我认为这是因学生而异的。我
们的工作既有基础研究又有应用研究，
学生的兴趣不一样，那么首先在选择课
题时，就要根据学生的兴趣。对于喜欢
基础研究的学生，在课题选择前要清楚
地告诉他课题的意义，以激发他的兴
趣。在课题开展过程中也要多给予关
注，经常主动与学生交流，及时解决他们
遇到的问题，避免问题的积累。让学生
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与学到东西中形
成良性循环。而对喜欢应用研究的学
生，我会介绍校外合作者与学生进行交
流，让学生在交流中感受到课题的价值，
并得到及时的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自然就得到了激励。
问问：：你是怎么给新生安排课题的你是怎么给新生安排课题的？？

是给他一个独立的课题还是让他先跟着是给他一个独立的课题还是让他先跟着
高年级的学生做高年级的学生做？？是给一个相对成熟的是给一个相对成熟的
课题课题，，还是指出一个方向还是指出一个方向？？

答答：：我采取的办法是因人而异。对
于独立能力特别强或者特别有个性的学
生，我不让他跟着别人做，而是尽量由我
自己带,让其尽快独立起来。不过这类学
生的比例比较低。而对于 90%的学生，
我一般都是让做得最好的高年级的博士
生一对一地带他们。不过这个时间不能
过长，对新入学的博士生不超过 1个学
期，以免产生依赖心理。而对于独立能
力较弱的硕士生，这个过程可以延长至1
年，以帮助他们提高自信心。

在给题目时，我一般只给学生指一
个方向，让他做一个全新的东西，具体的
路线要他自己去找。或者，已毕业的同
学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可以让后面
有兴趣的学生继续去研究这个现象。

问问：：你在组会中用多少时间比例用你在组会中用多少时间比例用
来动员与激励学生来动员与激励学生？？

答答：：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组会的目
的来回答。我认为组会的目的有3方面：
一是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二是让做得
好的学生分享经验；三是培养同学的口
头表达能力。因此，组会中我讲话比较
少，当组会的形式形成惯例后，我不在学
校时，组会也照常进行。不过我会根据
学生的状态判断——课题组总会存在状
态波动的时候，这时，就要给大家一些鼓
励。具体做法是，可以利用吃午饭的机
会跟几位“有影响力的”同学了解具体情
况，再有针对性地在组会中和学生谈话，

一方面是放松，另一方面是动员。此外，
有时邀请别的老师来讲可能会达到更好
的效果。通过倾听别的老师的研究感想
与思考，学生们会受到更好的启发。

问问：：不知你是否遇到过研究生做事不知你是否遇到过研究生做事
情拖拉的问题情拖拉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你是怎么解决的？？

答答：：我较少碰到这种情况。不过如
果遇到这一问题，我会先去弄清楚原
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请他吃饭，在
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下比较容易了解到
真实情况；二是跟与他关系好的同学了
解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有策略地
去解决。如果是存在经济、家庭等方面
的问题，那么我会以合适的方式提供一
定帮助；如果存在心理上的问题，程度较
为严重的，我会帮助他寻求专业的辅导；
如果是性格上的原因，那就帮他制定一
个详细的计划表，并督促他的学习或任
务的完成情况，帮助他提高与改善。

问问：：你认为跟学生比较好的沟通方你认为跟学生比较好的沟通方
式是什么式是什么？？怎样激励或批评学生会达到怎样激励或批评学生会达到
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效果？？

答答：：我觉得对学生应该公开表扬，私
下批评。我认为越在公共场合鼓励效果
越好，比如在组会中点名表扬，群发邮件
点名表扬，会有非常好的效果。此外，还
要使用一些间接表扬，比如，给学生提供
外出开会的机会，转述其他老师积极的
评价等。

问问：：新入学的研究生往往会出现很新入学的研究生往往会出现很
多的问题多的问题，，怎么掌握鼓励与批评的度怎么掌握鼓励与批评的度？？

答答：：我设了几条红线：一是学术规范
问题，二是人品问题。涉及到这两类问
题我一般会当面批评，不留情面。而遇
到一些小的问题，我会在组会中提出具
体的问题但不点名，让存在这些问题的
同学自己察觉、改正，没有这些问题的学
生也可以引以为戒。此外，在一些个人
问题上，我一般会私下交谈，并根据学生
的性格与承受程度，采取不同的策略。

[[编者按编者按]] 彭慧胜教授2008年加盟复旦大学后，先后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主要研究可穿戴纤维状能源材料与器件，在《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Photonics》等国际

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70多篇论文。从2017年第2期起，本栏目分3期刊登彭慧胜教授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与体会，本

文为第3篇。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图

片为本文作者。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邮箱：zhenma@fudan.
edu.cn。

文//彭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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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以文学艺术的心灵演绎科学以文学艺术的心灵演绎科学
———评—评《《科普美学科普美学》》

汤寿根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16年7
月第1版。定价：6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马俊锋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

近几十年来，由于国家的提倡与扶

持，我国科普创作实践活动持续活跃，每

年都有大量的优秀科普作品涌现，但遗

憾的是，揭示科普作品创作内在规律的

相关理论探索性文章却并不多见，对科

普作品进行系统地美学提炼与哲学升华

的论著更是鲜有耳闻。在这一背景下，

《科普美学》一书于 2016年 7月横空出

世。该书首次系统论述了科普创作中的

美学问题，将科普创作理论提高到了哲

学的层次，堪称我国科普美学领域的开

山之作。

《科普美学》由我国著名科普编辑、

作家汤寿根主编，由汤寿根及著名科普

作家霞子、著名军事科普作家焦国力3人

共同撰写。汤寿根是我国科普界的老前

辈，1932年出生于上海，1956年大学毕

业后一直从事科普事业，在60余年的科

普生涯中撰写了大量科普作品，主编了

许多科普图书，其撰写或主编的作品曾

获得诸多奖项。霞子是我国著名科普作

家，中国科普作协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一级作家。其科学童话作品《酷蚁安

特儿》在国内儿童文学界享有盛誉，受到

了广大儿童读者的普遍欢迎，获奖无数，

如“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中国出

版协会最具创意少儿图书奖等。该书丰

富的内容中蕴含了深远的教育意义，被

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扛鼎之作，对后

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焦国力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从事科普

创作，几十年来撰写了40余本科普著作，

约 800余万字，编写了 50多本军事科普

图书。此外，他还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多

渠道、全方位、立体地向大众普及军事科

技知识。可以看出，《科普美学》的3位作

者均有着丰富的科普创作实践经验，他

们不断思考、总结、升华，形成了一套成

熟的科普创作理论。《科普美学》一书，正

是汤寿根、霞子及焦国力3人多年创作实

践与理论探索结出的硕果。

《科普美学》共有8章，第1章概论部

分总括科普之美，第 2~8章分别就科学

散文、科学诗歌、科学童话、科普演讲、科

学家传记、科学美术及科学漫画等不同

体裁科普作品的美学问题进行讨论。

汤寿根认为“科普美”是审美主体

（科普作家）运用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

结合的创作技巧，将审美客体（科学技术

知识）整合演绎为第三性美学作品的审

美形式，因此科普作家要学会用“科学技

术”与“文学艺术”两只眼睛看世界，将

“逻辑美”与“形象美”融为一体，以“文学

艺术的心灵与笔触去释读与演绎科学技

术”。汤寿根将科普美的审美形式归纳

为逻辑美、形象美、哲理美、语言美、结构

美5个方面。这一观点将科普作品的科

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等特点提炼为美学

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为科普创作提供

了系统的总括性的理论支撑。他对不同

体裁科普作品的美学讨论更为详细具

体，如科学散文的主要审美特征为“科学

性与文学性珠联璧合、科学精神与人文

沉思相融合”，科学诗歌为“情理并茂、言

简意赅、知趣结合、韵节和谐”，科学童话

为“知性美、自然美、逻辑美、简约美、镜

像美、哲思美”，科普演讲为“科学的美

感、理性的趣味、逻辑的思辨”，科学家传

记为“追求真理、崇尚事实、不唯权威、不

避艰险”，科学美术为“科学美艺术美结

合、描绘自然宇宙与人类生灵”，科学漫

画为“形象生动、幽默风趣、构思奇巧”

等。

《科普美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第一，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该书不

仅探讨了各类体裁科普作品的美学问

题，对相应体裁的涵义、发展沿革、分类、

审美特征、写作技巧等也都有详细介

绍。第二，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该书配

有79张彩图插页，其中不仅有各种门类

的科学照片，更有修拉、毕加索、达利、汉

弥尔顿、展子虔、赵孟頫、张择端等古今

中外美术名家的美术作品。这些图片一

方面形象地诠释了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同时又配合解释了相应章节内容。第

三，结构严谨，语言优美。除第1章外，每

一章都是先阐述该品种文学创作规律及

其特征，然后再阐述科学普及的创作规

律及其特征。本书虽然是一本美学专

著，却并不晦涩难懂，书中语言流畅、简

明又十分优美，使读者在获得科普美学

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能产生一种阅读的

愉悦感。第四，说理透彻，例文充实。或

许是因为作者长年从事科普创作的原

因，书中在介绍理论时叙述得十分透彻，

而且在说理之后往往配有例文，以帮助

读者理解。第五，示以方法，指导性强。

本书在探讨科普美学问题的同时，还介

绍了相关科普作品的许多创作技巧，有

很强的指导性，如第5章科普演讲的审美

不仅介绍了科普演讲的美学思考，还对

科普演讲的开场、内容准备、所用道具、

临场应变、着装等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

极富指导性。

国内将科普创作与美学联系起来的

观点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真正对

科普美学问题展开细致讨论的是发表在

《当代电影》1992年第 3期的《关于科普

电影美学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提出了

“科普电影美学”的概念，并就科普电影

美学的美学特征和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

讨论。但该文只涉及了电影一种形式，

并未涵盖其他门类的科普创作体裁。

2009年，焦国力在《引进文学手法 创立

科普美学》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科普美

学，并就科普美学的内容提出了几点意

见。2014年汤寿根又在《试论科普美学》

一文中对科普美学的涵义、审美对象、审

美形式等进行了系统论述，首次将科普

创作理论提高到了哲学层次。随后，汤

寿根又以该文为基础，继续对科普美学

进行深入思考，最终形成了厚达360多页

的《科普美学》一书。《科普美学》是作者

积数十年科普创作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总

结，也是我国科普界第一本关于科普美

学的理论专著，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有开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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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脑疾病典型脑疾病
———自发性脑出血研究进展与新理念—自发性脑出血研究进展与新理念

胡荣，冯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外科；重庆市神经外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重庆 400038
摘要摘要 自发性脑出血是致死率、致残率最高的脑血管疾病，提高自发性脑出血的防治效果是目前临床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一。本文简述了自发性脑出血的定义及自然史，综述自发性脑出血的病理损伤机制及目前治疗现状。提出豆纹动脉神经复合

体的概念，以便系统整体地研究脑出血发生发展的机制，解决脑出血发生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建立出血性脑卒中预防、诊断和

治疗体系，最终提高出血性脑卒中的整体防治水平，降低致死致残率。

关键词关键词 自发性脑出血；脑损伤机制；豆纹动脉神经复合体；白质纤维束

自发性脑出血（sponteneoue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俗
称脑溢血，是指非外伤引起的成人脑部大、小动脉、静脉和毛

细血管自发性破裂所致脑实质内出血[1]。自发性脑出血是脑

卒中的亚型，具有发病凶险，病情变化快，致死致残率高等特

点，导致了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2]，因此需要受到社会各界更

多的关注。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脑出血的发

病率约占脑卒中类型的 10%~15%，而在中国，脑出血约占

37.1%，部分地方甚至高达 50%[2]，因此，在中国，自发性脑出

血的形势较欧洲等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继续系统研究其发生

发展机制并寻找有效预警标志与防治策略迫在眉睫。最近

一项荟萃（Meta）分析显示，1980—2008年，脑出血的发病率

呈上升趋势，而死亡率却未见明显降低[3]。迄今为止尚无有

效的干预措施及治疗药物[4]。

1 自发性脑出血的自然史
1.1 自发性脑出血的流行病学

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中国卫生统

计年鉴》）数据显示，脑血管病居中国农村居民死因顺位第二

位（死亡率为 151.91/10万人），城市居民死因顺位第三位（死

亡率为125.98/10万人）。脑血管疾病包括出血性脑卒中和缺

血性脑出血，其中出血性脑卒中是致死和致残率最高的脑血

管病，约占脑血管疾病的 37.1%[4]。1990—2000年，脑出血入

院率增加了 18%，每年 1月时的死亡率仍高达 40%~50%，存

活者中90.7%遗留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碍[5]。

1.2 自发性脑出血的危险因素

脑出血的人群危险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大于60岁）和种

族等[3,6]。研究显示：低收入国家脑出血的发病率约为高收入

国家脑出血发病率的 2倍 [6]，黄种人的发病率高于白种人 [7]。

脑出血发生发展与个体遗传因素也有密切关系，有研究发

现[8]，高血压脑出血的发生具有家庭聚集趋势，同卵双胞胎发

生高血压脑出血的概率远高于异卵双胞胎。同时也已发现

了一些与高血压脑出血相关的遗传物质，如：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基因内含子16的多态性，血凝系统基因（V 因子GI691A

Leiden突变，Ⅶ因子的-323Ins等位基因、Val34Leu基因、A亚

基的Tyr204Phe和Pro564Leu基因突变，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

水解酶基因外显子9的错义突变等）都与脑出血的发生密切

相关 [9]。而载脂蛋白E∈2和E∈4等位基因、载脂蛋白G341A
同位基因等脂代谢相关基因的改变是中国人高血压脑出血

的独立危险因素，可分别使脑出血的发病风险增加 64％和

62％，等位基因 ε2的存在与脑出血后血肿扩大密切相关[10]。

另外，同型半胱氨酸代谢相关基因和Cystatin C也是出血性

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可分别使脑出血的发病风险增加94％和

27％[11]。上述研究找到了一些与中国人发生脑出血相关的环

境因素和遗传学指标，但这些仍不能对脑出血提供特异而高

收稿日期：2016-12-01；修回日期：2017-02-06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4CB541600）
作者简介：胡荣，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神经损伤与修复，电子信箱：huchrong@aliyun.com；冯华（通信作者），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出血性脑卒中基础

与临床，电子信箱：fenghua8888@vip.163.com
引用格式：胡荣, 冯华 . 典型脑疾病——自发性脑出血研究进展与新理念[J]. 科技导报, 2017, 35(4): 18-22;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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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认知功能与外科脑功能保护脑认知功能与外科脑功能保护
霍然，曹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北京 100050
摘要摘要 神经外科的手术模式是随着人类对脑结构和脑功能认识的深入、对脑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而进步发展的。目前，对脑功

能的认识已从大脑神经功能延伸到认知功能，对认知功能的保护成为未来微创神经外科脑功能保护的新要求。以术中神经导航

为连接手段，结合已知的脑认知功能定位，保护已知的脑认知功能，验证和探索未知的脑认知功能是未来神经外科脑功能保护的

重要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微创神经外科学；认知功能；脑功能保护；神经导航

神经外科历经百余年，大致可分为经典神经外科时期、

显微神经外科时期和微创神经外科时期3个阶段。神经外科

手术模式的发展恰恰伴随了人们对脑结构和脑功能认识的

不断深入和对脑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1]。在神经外科发展初

期，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高达 70%~80%，脑功能的保护也

无从谈起。在经典神经外科阶段，手术的重点局限于切除病

灶、保护神经解剖结构。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CT）、核磁共振成像（MRI）等神经影像技术的出现，显微解

剖学与显微手术相结合，在显微神经外科阶段，人们则关注

于脑神经功能的保护[1]。

1 脑神经功能定位及神经功能保护
脑神经功能及其在大脑皮层中的定位研究由来已久。

有记载的首次报道是 19世纪中叶，法国医生Broca收治了 2
例失语患者[2]。患者病故后，尸体解剖结果发现，2名患者的

左侧额下回后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Broca因此推断左

侧额下回后部可能存在调控语言活动相关的区域。随后，又

有学者通过实验，发现刺激动物一侧的大脑皮层可以产生对

侧肢体的运动，初步确定了运动功能区在大脑皮层中的定

位。在 20世纪中叶，由于消毒技术的发展，手术中可以对大

脑相关区域进行长时间的暴露，加拿大医生Penfield等通过

术中皮层电刺激方法获得大脑皮层功能区分布图，至今仍被

人们沿用[3]。

脑功能区的定位加深了人们对脑神经功能的认识，促进

了神经外科的术中脑神经功能保护。目前，已可以基于不同

目的，借助多种技术手段对脑功能区进行定位，从而进行手

术功能保护。人们可以运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PET）技术对癫痫发作病灶进行识别；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fMRI）技术对运动、感觉及语言、视觉区进行无创定位；采

用弥散张量成像（DTI）技术进行神经纤维的定位；使用皮层

电刺激法进行术中运动、感觉及语言区的监测等[4]。其中，直

接皮层电刺激与功能磁共振成像已经成为当下神经外科手

术皮层功能区定位和脑功能保护最为重要的2种方法。

2 直接皮层电刺激
Penfield于 20世纪 50年代通过术中皮层电刺激法得出

的大脑皮层功能分布（图 1[5]）至今仍被看作皮层功能定位的

“金标准”。直接皮层电刺激可暂时性兴奋或抑制相应的大

脑皮层特定神经功能，从而达到脑功能定位和保护的目的。

收稿日期：2016-12-27；修回日期：2017-01-22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BA108B08）
作者简介：霍然，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脑血管病及老年脑肿瘤，电子信箱：huoran100@hotmail.com；曹勇（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脑血管病及老

年脑肿瘤，电子信箱：caoyong6@hotmail.com
引用格式：霍然, 曹勇 . 脑认知功能与外科脑功能保护[J]. 科技导报, 2017, 35(4): 23-26;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04.002

图1 Penfield皮层功能定位

Fig. 1 Cortical function localization by Pe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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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外科的历史精神外科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现状与发展
傅先明, 魏祥品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合肥 230001
摘要摘要 精神外科是功能性神经外科的重要分支，已有120余年的发展历史。随着临床精神病学、神经生化、神经影像学及微侵袭

技术的发展，精神外科手术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介绍了精神外科发展简史、国内外发展现状，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精神外科；立体定向；神经调控；精神障碍

精神外科（psychosurgery）属于神经外科学的一个分支，

是对脑内某些联系纤维或特定部位采用刺激、毁损、切除等

外科方法，从而改变脑的功能以消除或减轻患者的精神症

状[1]。神经外科理论基础认为，大脑中特定的神经解剖定位

可以影响人的行为、情感活动等，同时当人出现病态的情感

活动和行为时，在大脑中也会出现相应的病灶，阻断、破坏或

者修复这些病灶，可以治愈病症。精神外科，自诞生之日起

就引起了相关领域的极大兴趣。本文就精神外科的历史、国

内外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1 精神外科发展简史
1888年，瑞士精神病学家Burckhardt开展了第一例精神

外科手术[2]，首次进行了双侧前额叶皮质部分的切除。但迫

于当时巨大的舆论压力，未进行更深入研究。1935年，Fulton
等对两只黑猩猩进行两侧前连合切断术，结果发现黑猩猩的

情绪降低，术前恐怖状态消失 [3]。随后，Moniz在该动物实验

的启发下联合Lima施行双侧前额叶脑白质切断术，以治疗严

重精神病患者[3-4]，由此开创了真正的精神外科，并将该手术

被命名为Moniz-Lima手术。后来，美国学者Freeman和Watts
在精神外科的临床治疗与研究中发现了Moniz术式的一些弊

端并进行了改良，于 1942年出版了精神外科专著，扩大了精

神外科的影响[2,4-5]。1949年10月，Moniz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2,5]，象征着前额叶白质切断的有效性和副作用的合

法化，使该手术在欧美等国家广泛开展。尽管在 1947年，

Spiegel和Wycis根据Papez的情感环路理论，采用立体定向手

术毁损丘脑治疗精神疾病获得成功[6-7]，但前额叶脑白质切断

手术会带来严重的并发症，同时缺乏明确的神经生理依据，

精神外科饱受社会舆论批评和质疑[2-4]。20世纪50年代抗精

神病药物氯丙嗪的临床应用，开启了精神疾病药理学的时

代，同时也结束了精神外科的“黄金时代”[2，8-9]。此后，精神外

科的发展陷入低谷，但对于行为治疗无效、药物治疗不敏感

或需要不断加量而引起明显副作用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脑

内核团定向毁损术仍在谨慎开展并沿用至今。20世纪70年
代中期，美国成立了“人类生物医学与行为保护国家委员

会”，对1971—1973年美国每年进行的手术进行研究和评估，

并于 1977年发布报告，肯定了其中半数患者的疗效，认为手

术未导致明显的精神缺陷，确定了现代精神外科在精神病治

疗中的地位[3]。

中国的精神外科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前后虽有一些

手术尝试和报道，但是总体疗效欠佳。1985年起陆续开展了

一系列立体定向手术，治疗难治性精神病。1987年的首届全

国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学术会议上，研究人员交流了

一些地区开展精神外科的经验。1988年，全国首届精神外科

研讨会对精神外科手术适应证的选择、规范的手术操作规

程、并发症的预防、统一评定量表的应用，疗效评定等提出了

原则性意见，起草了《全国精神外科协作组关于现代精神外

科手术治疗的要求（草案）》，一致认为立体定向手术虽然有

效，仍处于探索阶段，应该有限制和科学地发展[2]。

2 精神外科国内外发展现状
随着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结构性和功能性影像技术、神

经内分泌学科的发展，形成了现代精神外科学。外科治疗对

于经内科系统、正规治疗无效的精神疾病患者是一种必要的

抑或是最后的选择。立体定向手术因其定位准确、侵袭性

小，现已完全取代传统的脑白质切开术，成为精神外科主要

治疗方法[10]。

收稿日期：2016-12-27；修回日期：2017-02-14
作者简介：傅先明，主任医师、教授，研究方向为功能神经外科，电子信箱: fuxianmingah@163.com
引用格式：傅先明, 魏祥品 . 精神外科的历史、现状与发展[J]. 科技导报, 2017, 35(4): 27-30;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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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病高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病
———强化治疗的新方向—强化治疗的新方向

王伊龙，贾茜，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北京 100050
摘要摘要 脑血管病是中国居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同时也是引起成人致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其中高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病以其临

床最常见、病情早期不稳定、复发风险高、及时治疗获益大等特点，近年来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本项目组1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寻

找脑血管病的最佳干预人群、创新优化抗栓治疗方案、探寻个体化治疗新方法等，本文结合项目组取得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从高

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病的早期高效识别、有效强化治疗新方案、个体化精准治疗新策略3方面内容对该类型脑血管病进行综述。

关键词关键词 脑血管事件；治疗；抗栓治疗

脑血管病具有高复发、高致残和高死亡的“三高”特点，

全世界每 6人中就有 1人在一生中会罹患脑血管病，而中国

是脑血管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图 1）[1]。脑血管病的临

床过程呈阶梯式发展，正常人群经过脑血管事件打击可形成

非致残或致残性脑血管病，严重时可导致死亡。因致残性脑

血管病发生时症状重，既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此。但即使早

期治疗，患者仍有50%以上死亡或产生严重残疾。而非致残

性脑血管病的既往研究少，但此类病人中有近 1/5会因为复

发而导致终身致残，但对这些病人来说，若及时治疗，大部分

可恢复正常。因此，非致残性脑血管病成为脑血管病防控的

最后一道防线。本研究团队通过9.8万全国代表性抽样人群

和 4.7万脑血管病队列研究发现，中国非致残性脑血管病非

常常见，患病人群近 2400万，远超过致残性脑血管病[2]；这类

患者最易被忽视，医生诊断率仅为美国的1/6；这类疾病最易

复发，其早期复发率是致残性脑血管病的4倍。基于上述“最

常见、最易被忽视、最易复发”的“三最”特点，建立非致残性

脑血管病的防控体系，实现针对这些高危患者的防控关键技

术突破，成为中国脑血管病领域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和科学

瓶颈。

针对这一瓶颈，国内外的研究鲜有突破，主要问题在于：

易复发的高危患者缺乏有效识别工具，如何高效识别该类患

者是脑血管病临床和研究者面临的难题一；非致残性脑血管

病现有防治手段十分有限，国际探索性强化抗栓治疗虽能降

低复发风险，但因显著增加出血而抵消了获益，如何找到既

防治复发、又不增加出血风险的治疗措施是面临的难题二；

非致残性脑血管病的复发进展是遗传、环境等多因素作用的

结果，如何针对这些因素开展精准治疗是面临的难题三。

1 高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病的高效识别
非致残性脑血管病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轻型卒中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3分）。本项目组进

行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

病人群中有78%为高危不稳定状态，这些患者易复发或进展

收稿日期：2016-12-01；修回日期：2017-02-01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BAI08B0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0901000）
作者简介：王伊龙，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脑血管病，电子信箱：yilong528@aliyun.com；王拥军（通信作者），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脑血管病，电子信箱：

yongjunwang111@aliyun.com
引用格式：王伊龙, 贾茜, 王拥军 . 高危非致残性脑血管病——强化治疗的新方向 [J]. 科技导报, 2017, 35(4): 31-35; doi: 10.3981/j.issn.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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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调整年龄、性别后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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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痛点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痛点：：抑郁抑郁、、
睡眠与认知睡眠与认知
时彦莹 1，张潇潇 1，余苹 1，张宁 2，王春雪 2

1. 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69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精神医学与临床心理科，北京 100050
摘要摘要 随着脑血管病治疗的进展，卒中后死亡率显著下降。但是在长期存活的卒中患者中，抑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认知功

能障碍这3个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生活质量。本文综述了近年来以上3大卒中后并发症的发病情况、诊断

及治疗原则。其中，卒中后抑郁的确诊率很低，需要及时发现并综合运用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等多种治疗手段；睡眠

障碍的并发可直接影响卒中复发率，需要经过睡眠监测，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是有效的治疗方法；认知障碍也是一个与患

者预后明显相关的因素。发现此3种并发症后应采取积极治疗，否则会显著增加脑血管病复发、死亡、残疾的风险，同时对患者

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及社会功能有着严重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脑卒中；预防；康复；抑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认知功能障碍

脑卒中引起的脑损害会给患者带来多方面的并发症，持

续的困扰患者。近年来学术领域提出DOC的概念，即卒中后

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ob⁃
structive sleep apnea，OSA）及 认 知 障 碍（cognitive impair⁃
ment）的合称。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加强对脑血管患者

生存期间减少复发和死亡并提高生活质量的研究。卒中后

抑郁是指发生于卒中后，表现出卒中症状以外的一系列以情

绪低落、兴趣缺失为主要特点的情感障碍综合征，常伴有躯

体症状。对卒中后的康复有很大的影响，PSD患者日常生活

能力显著下降并有更严重的残疾，还有可能加重卒中患者认

知功能的损害，并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 [1]。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是一种反复出现的，以上呼吸道完全或部分阻塞为特征

的严重呼吸暂停情况，可伴有不同程度的低氧血症和交感神

经兴奋。血管性认知功能损害是指由血管因素导致或与之

伴随的认知功能损害，可单独发生或与阿尔兹海默病（AD）伴
发[2]。在临床中及时发现、诊断并及时给予治疗，可提高患者

预后及生活质量。本文总结了近年来以上3大卒中后并发症

的发病情况、诊断及治疗原则等，为临床操作提供参考，帮助

这3种并发症的患者减轻痛苦。

1 卒中后抑郁
1.1 发病率和影响程度

多年来，抑郁症已影响了11%~63%的脑卒中患者[3-4]，已

成为一种重要的卒中后合并症[5]。PSD在卒中后 5年内的综

合发病率为 31%[6]，可以发生在卒中后急性期（<1月）、中期

（1~6月）和恢复期（>6月），发病率分别为 33%、33%和 34%，

但很少有抑郁症患者在服用抗抑郁药物[5]。在恢复期后的几

年中，抑郁症在卒中后人群中的未诊出和未治疗的情况依旧

严重[7]，进一步增加了总体发病率。加拿大的研究发现，卒中

后抑郁患者更多地并发功能残疾，住院时间更长，且不太可

能与无抑郁的卒中患者达到一样的康复程度而出院[6]。类似

的研究结果还出现在患有卒中的美国退伍军人中[8]。在对卒

中严重程度和人口两项因素控制之后，将脑卒中后抑郁对功

能恢复的阻碍程度使用Barthel指数和FuglMeyer评定量表计

算，发现抑郁能增加3倍的死亡风险。

1.2 卒中后抑郁的治疗

PSD不仅与卒中的脑损害及伴发的认知损害和功能残及

相关，还与患者本人既往病史、人格特征等社会心理因素有

关，应综合运用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等多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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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进程阻断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进程
———精神病高危人群的识别和干预—精神病高危人群的识别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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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以精神分裂症为主要代表的重性精神障碍的诊疗一直是临床医学中较为棘手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开始

将这一群体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前到了精神病高危综合征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精神病早期干预技术和理念的发展。本

文综述了精神病人群的临床和行为学特征、生物学标记和有效干预手段等相关研究最新进展，探讨了精神病早期识别和干预技

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精神病前驱期；临床高危综合征；超高危人群；生物学标记；早期干预

近30年来，国内外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一直没有实质

性的突破，主要原因是针对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学研究具有复

杂性和异质性，很难得出清楚的结论；但另一个重要因素则

是，现有的治疗策略往往侧重于应对精神分裂症发病之后的

症状和功能，甚至在疾病迁延至慢性期时才进行治疗。近10
年，研究人员纷纷将精神分裂症治疗的希望寄托在早期或超

早期。而这种早期干预的理念事实上由来已久，1927年，美

国学者Sullivan[1]就表示，传统的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进行

得太晚，虽然很多患者在发病前已经表现出很多非特异的临

床症状，但临床医生处理的往往是疾病后期的症状。换言

之，对于以精神分裂症为主要代表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治

疗而言，可能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窗。

随着精神分裂症早期识别标准——精神病高危综合征

的概念[2-3]日趋成熟，相应的早期干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

临床医生的关注。近15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已陆续形成3大
区域性的精神病风险早期识别的队列研究团队：包括哈佛大

学医学院在内的全北美地区 8个医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

NAPLS（North American Prodrome Longitudinal Study）；几乎覆

盖了整个欧洲的全球最早最大的精神病早期识别和干预机

构OASIS（Outreach and Support in South London）；位于澳大

利亚墨尔本的最具影响力的早期识别干预中心 PACE（Per⁃
sonal Assessment and Crisis Evaluation）。上述 3个研究中心

近年来先后报道了该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结果，入组研究的精

神病高危人群近2000例。精神病高危人群指的是近期（多指

定为1年内）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如幻觉、怪异想法等，但往往

程度较轻，具有一定的现实检验能力，即自知力。例如，某人

在3月前第一次出现耳闻人语，并能认为该幻听并非真实，则

可认定其处于高危状态。这一概念的形成无疑对传统精神

医学根据症状一刀切的诊断模式提出了挑战，并促进了精神

分裂症相关领域的研究重心从首发（首次发作的精神病性障

碍）患者转移至基于此概念形成的高危人群。相关研究主要

可分为3个方向：1）高危人群自然病程的队列观察；2）预测

发病的临床特征及客观的生物学标记；3）寻找更有效的早期

干预方案。

1 精神病高危队列的临床转归
与以往的精神分裂症临床研究的目的不同，针对高危人

群的研究旨在阻断精神病发病的进程，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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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研究进展帕金森病研究进展
冯涛 1,2,3，马凌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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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帕金森病（PD）是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典型的PD病理表现为脑中黑质多巴胺神经元退行性变和路易小体沉积，但

这些改变不能完全解释PD产生的临床症状，目前PD的发病原因及机制尚不明确，尚未建立系统的早期诊断及保护治疗方式。

随着诊断及治疗技术的提高，生物学标记物、脑网络及神经调控等有望为PD早期诊断、机制探索及个体化治疗提供基础。本文

综述了PD在生物学标记物、脑网络研究及神经调控治疗领域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帕金森病；生物学标记物；脑网络；神经调控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常见的神经系统变

性疾病，以运动迟缓、震颤、强直、步态姿势异常等运动症状

和嗅觉减退、抑郁、便秘等非运动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PD
的发病率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

剧，PD发病率也有升高，目前中国 65岁以上老年人的PD患

病率约为 1.7%，PD发病率的增加给社会和经济都带来严重

危害，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目前，PD发病原因及机制尚不

明确，其典型的病理表现为脑中黑质多巴胺神经元退行性变

和路易小体沉积，但这种病理表现无法解释PD发病时产生

的运动和非运动症状。

随着诊断及治疗技术的提高，帕金森病在发病机制、诊

断及治疗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在生物学标记物、脑网

络及神经调控等方面。本文主要综述了PD领域以上 3个方

面的研究进展。

1 帕金森病生物学标记物
1.1 体液标记物

体液生物标志物是近年来 PD研究的重要方向，目的在

于为PD及相关疾病提供客观、灵敏的诊断方法。

脑脊液作为直接反应脑组织病理状态的体液，成为潜在

PD分子标志物的重要来源。目前，已经发现数个潜在生物标

志物蛋白，如p-α-synuclein、tau、p-tau蛋白等[1]。随着研究深

入至miRNA水平，人们发现脑脊液中miR-24 和miR-205可

作为区分 PD与正常健康者分子标志物，而miR-24和miR-
148b与小脑共济失调症状相关，它们可能参与多系统萎缩

（multiple system atrophy，MSA）小脑型的发病过程[2]。与此同

时，随着检测脑脊液α-synuclein技术灵敏性、特异性不断提

高，目前通过蛋白质错误折叠循环放大技术可高度灵敏检测

出脑脊液发生错误折叠的α-synuclein蛋白，为疾病诊断提供

了新的技术支撑。

由于脑脊液采集的有创性和潜在风险，目前还不能被病

人或研究人群，特别是发病前人群广泛接受，其应用的普遍

性受到了限制。章京等[3]采用脑源性外泌体捕获分析技术，

从血液中发现了与PD诊断相关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如血浆

外泌体中α-synuclein和 tau蛋白等。 此外，PD患者的血尿酸

水平下降，对抗氧化应激能力下降。

针对更易获得、对人体的损害更小的外周体液（唾液）中

寻找新的分子生物标志物是近期研究关注重点。PD患者唾

液分泌量减少，也是PD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与正常对

照组相比，PD患者唾液中α-synclein含量下降，而DJ-1蛋白

含量增加[4] 。

尿液也属于易获得的外周体液之一，既往研究采用外泌

体技术检测PD与对照组尿液中LRRK2，α-synuclein和DJ-1
水平，发现PD患者尿液样本中存在LRRK2、DJ-1，并且两者

与性别有相关性。在PD男性患者中，DI-1水平明显升高并

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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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阿尔茨海默病（AD）是老年人群常见的神经变性疾病，多以记忆力损害为首发症状，逐渐出现进行性认知功能受损和精神

行为症状，对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照护负担。AD早期症状不明显，待诊断明确后的治疗效果差，因此，早期诊断尤为重

要。研究发现，AD患者可出现视觉障碍，但尚无流行病学数据。目前AD的治疗包括非药物及药物等综合手段，AD伴发视觉障

碍的治疗尚需研究。本文主要介绍AD视觉障碍的临床症状、发生机制、检测及评价手段，包括光学相干体层扫描、视觉诱发电

位、视网膜微血管检查及神经影像学，以对AD患者的视觉障碍进行全面评价，寻找特异、敏感及简便的AD评估手段，为AD的早

期诊断及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阿尔茨海默病；视觉障碍；临床症状；发生机制；检测及评价手段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是老年人群常见

的神经变性疾病，其最显著的病理特征是神经炎性斑和神经

原纤维缠结，神经炎性斑的主要成分是β-淀粉样蛋白（β am⁃
yloid，Aβ），神经原纤维缠结由细胞内过度磷酸化的 tau蛋白

组成（图1）。AD多以记忆力损害为首发症状，逐渐出现进行

性认知功能受损和精神行为症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

经济和照护负担。由于AD的早期症状多不明显，待诊断明

确后治疗效果差，因此，早期诊断尤为重要。

AD除了大脑皮质发生退行性改变外，皮质前的神经结

构，包括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和视神经轴突的数量也明显减

少，因此，AD患者可出现觉障碍。在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

发现AD患者存在视觉异常；后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AD患

者存在视觉障碍，但其患病率尚未见报道。本文主要介绍

AD伴发视觉障碍的临床症状、发生机制、检测及评价手段，

以对AD的视觉障碍进行全面评价，以寻找特异、敏感及简便

的早期AD的评价手段，有望为AD的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提

供依据。

1 流行病学调查
AD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2015年，全球约有 4700万痴

呆患者；预计到 2030年痴呆患者将翻 2倍；到 2050年将有

收稿日期：2016-12-02；修回日期：2017-02-04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2016YFC1306000，2016YFC13063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571229，81071015，30770745，81030062）；北

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kz201610025030，4161004，kz200910025001，708203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1CB504100）；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项目（2011ZX09102-003-01）；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3BAI09B03）；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项目（BIBD-PXM2013_014226_07_
000084）；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培养计划项目（2009-3-26）；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

（IDHT20140514）；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Z12110700100000，Z121107001012161）；北京市保健科研课题（京15-2，京15-3）；北京市优秀人

才培养项目（20071D0300400076）；首都医科大学基础-临床科研合作基金项目（2015-JL-PT-X04，14JL5，10JL49）；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2014-YQN-YS-18，2015-YQN-15，2015-YQN-05, 2015-YQN-14，2015-YQN-17）
作者简介：金朝，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特征、神经病理、发病机制及神经影像学，电子信箱：352487538@qq.com；张巍（通信作

者），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神经变性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电子信箱：ttyyzw@163.com
引用格式：金朝, 张巍 . 阿尔茨海默病伴发视觉障碍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7, 35(4): 49-53;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04.008

图1 AD特征性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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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癫痫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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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癫痫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疾病之一，其发病机制十分复杂，目前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关于癫痫发病机制的研究表明，癫

痫的发生与离子通道、神经递质、突触连接、神经血管单元、神经胶质细胞等均存在密切联系。为深入理解癫痫发病机制，为诊

断、预防与治疗癫痫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本文从离子通道、神经突触传递与连接、神经血管单元完整性、神经胶质细胞4个方面

对癫痫发生机制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关键词关键词 癫痫；发病机制；离子通道；神经递质；突触连接

在公元前 2000年，已有关于癫痫的记载，在不同人类文

明的发作史中也均有癫痫的记载。但直到18—19世纪，癫痫

的研究才摆脱宗教和神学等的束缚，具有了现代科学意义上

的科学研究。18世纪早期，人们已经认识到癫痫是脑部疾病

所致的特异性疾病，精确的描述了不同发作类型的表现，奠

定了现代癫痫病学的研究基础，此后关于癫痫发病机制的探

究也从未停止。作为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之一，癫痫在

神经系统疾病中发病率仅次于脑血管疾病。全球约有 7000
万癫痫患者，其中 90%以上的患者位于低、中等收入国家[1]。

癫痫疾病的发生不仅会引起健康问题，使患者整体健康状况

低下、智能及身体机能受损、发生意外及受伤的风险较高，而

且伴随癫痫产生的情绪、家庭、职业等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

对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造成巨大影响。此外，癫痫直接医疗

花费以及因生活质量和生产工作能力丧失而导致的间接花

费巨大，造成了较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深入了解癫痫

的发病机制、探寻最佳的治疗及控制癫痫的手段对患者及社

会均具有重大意义。癫痫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目前还未完

全阐明，而普遍接受的学说是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的失

衡。近年来，关于癫痫发病机制的研究表明，这种兴奋与抑

制的不平衡主要与离子通道、神经突触传递与连接、神经血

管单元及神经胶质细胞的改变有关，另外一些免疫及内分泌

因素也参与其中。以下将分别从4个主要方面对癫痫发病机

制的研究进展作详细介绍。

1 离子通道
离子通道作为体内可兴奋性组织的兴奋性调节的结构

基础，与癫痫的发生关系密切，目前的观点认为，很多的特发

性癫痫是一种“离子通道病”。当编码离子通道蛋白的基因

发生突变时，可对离子通道的功能产生影响，从而引起神经

组织兴奋性异常改变，导致癫痫的发生。而其中钠、钾、钙离

子通道与癫痫的相关性较为明确。

1.1 钠离子通道

电压门控钠通道是一类镶嵌在膜内的糖蛋白，无论在细

胞动作电位的产生还是传播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钠离子通道通常是由α、β1和β2这3个亚基构成。α亚基

是钠离子通道的功能性亚单位，由 4个高度相似的同源结构

域组成1个中心孔道，其中结构域 I和 II的细胞内连接环，含

有多个蛋白激酶的磷酸化位点，对通道的调节起重要作用，

而结构域 III和 IV的细胞内连接环则充当通道失活化门控

襻，可以电压依赖性地进入钠通道的内口，从而使通道失活

（图1）[2-3]。α亚基是由同一家族的9个基因编码，其中Nav1.1

（SCN1A）、Nav1.2（SCN2A）、Nav1.3（SCN3A）和Nav1.6（SCN8A）

主要在中枢神经系统表达[4]。β亚基通常被认为是α亚基的

辅助性单位，具有调节α亚基表达及功能的特性。β亚基可

以通过改变电压敏感性、调节失活过程及细胞膜上的定位，

进而调控α亚基的功能。现已发现4种亚型（β1~β4），相应的

编码基因分别为 SCN1B、SCN2B、SCN3B和 SCN4B；成人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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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颅内动脉瘤（IA）是颅内动脉壁的某一部分因病变而向外突出所形成的永久性扩张，是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首位病因。

定量蛋白质组学，作为新近出现的一种崭新的研究手段，为治疗颅内动脉瘤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

定量（iTRAQ）技术及二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2D-LC-MS/MS）法筛选动脉瘤壁差异表达蛋白质，为动脉瘤形成和破裂的分子

机制研究提供了帮助。本文综述了颅内动脉瘤的研究进展以及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在颅内动脉瘤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脑血管疾病；颅内动脉瘤；定量蛋白质组学；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技术

颅内动脉瘤（intracranial aneurysm，IA）是一种常见的脑

血管病，主要由于脑血管内膜和内部弹性板病变，引起血管

壁局部扩张或膨出而形成。颅内动脉瘤人群的发病率为

3.6%～6%[1-2]。在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中，约有 68%为动

脉瘤破裂所致，其破裂的发生率（占动脉瘤人群）为 1%～

2%[2]，破裂后致残、致死率很高。大约有10%的颅内囊状动脉

瘤（sIAs）患者有家族史 [1]，与之相关的基因位点有 2q、8q11、
9p21、10q24、13q13、18q11.2[2]。动脉瘤的分类可以按大小和

形状区分，小动脉瘤的直径小于 15 mm，大动脉瘤的直径为

15~25 mm，巨大动脉瘤的直径为25~50 mm，直径超过50 mm
的动脉瘤被分类为超级巨大动脉瘤。颅内囊状动脉瘤（体积

较小的也称为浆果状动脉瘤）是最常见的脑动脉瘤。近年

来，随着神经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和诊断水平的提高[3]，颅内动

脉瘤的检出率不断提高。但是，对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是选

择保守观察、开颅夹闭术还是介入栓塞术，尤其是对未破裂

动脉瘤的治疗方案如何选择仍存在争议，加之开颅夹闭术及

介入栓塞术的手术风险大，因此，对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

估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综述了颅内动脉瘤的研究进展

及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在颅内动脉瘤研究中的应用。

1 颅内动脉瘤的研究进展
对颅内动脉瘤基因组及转录组的诸多研究表明，颅内动

脉瘤的形成和破裂与受损的动脉壁的免疫炎性反应和物理

切应力作用有关[3-4]。颅内动脉瘤壁组织与匹配颞浅动脉壁

的基因表达谱研究中表明[5]，基因增殖、迁移、血管肌肉细胞

的凋亡、动脉粥样硬化、细胞外基质干扰和炎症反应与颅内

动脉瘤的形成有关。目前，功能基因组中所采用的策略，如

基因芯片、基因表达序列分析（serial analysis of gene expres⁃
sion，SAGE）等，都是从细胞中mRNA角度出发，通过研究细

胞中mRNA的水平反映蛋白质的表达水平，但事实并不完全

如此。从DNA、mRNA到蛋白质，存在 3个层次的调控，即转

录水平调控、翻译水平调控、翻译后水平调控。从mRNA角

度考虑，实际上仅包括了转录水平调控，并不能全面代表蛋

白质表达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组织中mRNA和蛋白质相对

丰度之间的二元相关性很弱，而且蛋白质复杂的翻译后修

饰、蛋白质的亚细胞定位或迁移、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等

则几乎无法从mRNA水平判断。此外，有一些因素也可能导

致颅内动脉瘤形成，如绒毛膜癌脑转移形成动脉瘤[6]。这些

结果表明，有多种不同的分子机制参与颅内动脉瘤的形成。

蛋白质是生命状态的的直接体现，指导蛋白质合成的编码区

只占人类基因序列的 5%；其余 95%以上的序列是基因调控

序列。编码区和非编码区各个基因及其产物之间相互关联，

是蛋白质随发育阶段、特定组织甚至所处环境的变迁而变

化。蛋白质是生命功能的执行者，其含量的变化在生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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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脑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具有多克隆起源、高度异质性及放化疗耐药等特性，导致患者预后极差。经典

组织病理学分型往往忽视恶性肿瘤的高度异质性，难以满足肿瘤精准医疗的要求。因此，建立以经典组织病理学为基础、肿瘤标

志物检测为核心的分子病理体系迫在眉睫。本文介绍了高通量技术的发展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多维组学的脑胶质瘤

分子分型及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和分子病理指导下的胶质瘤个体化治疗。

关键词关键词 胶质瘤；分子分型；分子病理

脑胶质瘤是组织学和基因上高度异质性的肿瘤。世界

卫生组织（WHO）根据肿瘤细胞的密度、瘤细胞的多形性或非

典型性（包括低分化和未分化成分）、瘤细胞核的高度异形性

或非典型性（出现多核和巨核）、核分裂活性、血管内皮细胞

增生（肾小球样血管增生）、坏死、增殖指数7项指标，将胶质

瘤分为 4级，也是目前临床病理诊断的标准。根据中国胶质

瘤协作组（Chinese Glioma Cooperation Group，CGCG）的统计

资料，WHO II级胶质瘤中位生存期约为 78.1月，WHO III级
胶质瘤（间变胶质瘤）中位生存期约为 37.6月，而WHO IV级

胶质瘤（胶质母细胞瘤）中位生存期仅为 14.4月[1]。但是，经

典的组织病理学主观性较强，不能客观、系统、准确反映肿瘤

组织的基因学背景和生物学特征。同时，经典组织病理学难

以有效地指导胶质瘤患者的治疗及临床预后，部分低级别肿

瘤表现出高级别肿瘤的恶性临床转归，部分高级别肿瘤却能

够获得长期生存。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及高通量技

术的发展，肿瘤形态学结合基因特征的分子病理、分子分型

基础上的胶质瘤个体化治疗等概念，已逐渐被神经外科学者

们认同并应用。

1 基于高通量筛选的胶质瘤分子分型体系
2006年，美国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以胶质瘤中恶性程度最高、预后最差的胶质母

细胞瘤作为研究突破口，进行多平台高通量基因组学分析，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2008年，TCGA研究团队通过对206
例胶质母细胞瘤进行DNA拷贝数、基因表达和DNA甲基化

分析证实，胶质母细胞瘤基因组DNA最常见的改变集中于3
条信号通路：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肿瘤抑制因子通路、TP53
肿瘤抑制因子通路及受体酪氨酸激酶和磷脂酰肌醇 3-激酶

信号通路[2]。这一发现首次揭示了胶质母细胞瘤背后的基因

学特征，为脑胶质瘤的发病机制和靶向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

2010年，TCGA研究团队进一步根据转录组表达数据将

胶质母细胞瘤分为经典型（classical）、神经元型（neural）、间质

型（mesenchymal）和前神经元型（proneural）4 个亚型 [3]。同

时，结合表达谱数据、基因组突变和拷贝数变异数据证明，表

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神

经纤维瘤病 I型蛋白（neurofibromin 1，NF1）、血小板源性生长

因子受体 A（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lpha，
PDGFRA）/异柠檬酸脱氢酶 1（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
IDH1）能够分别作为经典型、间质型和前神经元型的标志

物。前神经元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较为年轻，主要表现为

PDGFRA的扩增和 IDH1的突变。此亚型胶质瘤患者的预后

收稿日期：2016-12-27；修回日期：2017-02-07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2016YFC0902500）
作者简介：刘玉清，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分子病理指导下的脑胶质瘤分子分型及精准治疗，电子信箱: liuyuqing0704@163.com；江涛（通信作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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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障碍患者的床旁脑电测试与功能意识障碍患者的床旁脑电测试与功能
恢复预后研究恢复预后研究
徐珑 1，2，王波 3，王泳 4，赵继宗 1，2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北京 100050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50
3.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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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意识障碍患者残余脑功能的检测和预后相关性研究是重要的科学问题。本文探讨了事件相关电位中的失匹配负波

（MMN）在预测重症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DOC）患者意识恢复及远期预后中的临床价值。通过对6例重症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

患者进行MMN检测，之后长期随访其意识水平变化，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微意识状态（MCS）较植物状态（VS）患者

出现MMN的可能性更大，而出现MMN的微意识状态患者远期较恢复意识的可能性更大，未出现MMN的植物状态患者恢复意

识可能性最小。因此，作为事件诱发脑电的经典范式，MMN有可能预测意识障碍患者意识恢复，并与长期预后相关。

关键词关键词 意识障碍；植物状态；微意识状态；预后；失匹配负波

在神经科学领域，意识障碍（disorder of consciousness，
DOC）患者是一类特殊的群体。每年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

由于遭遇不幸事故而陷入昏迷，这通常是由于患者颅脑外伤

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如溺水、中风、窒息等大脑缺血缺氧、神

经元退行性改变等，其中重型颅脑损伤是最常见的原因。意

识障碍的预后对于患者的家庭护理、后续治疗有效性评估等

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障碍患者的预后分为4个不同的状态：死亡、植物状

态/无反应觉醒状态（vegetative state/unwakefulness syndrome，
VS/UWS）、微意识状态（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MCS）及脱

离微意识状态（exit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eMCS）。对于和

外部环境沟通有严重障碍的意识障碍患者，获取其稳定可靠

的残余认知功能的脑成像信号是临床预后判断及康复治疗

的根本问题。如何能够准确有效地检测出他们残余的认知

功能是目前相关研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重复性好、操作相

对便利的床旁认知功能测试方法是针对意识障碍患者脑功

能临床研究的发展方向。目前对于床旁脑电是否真的能够

应用临床来预测意识障碍患者的意识恢复和长期预后仍然

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通过较长时间的随访和测试，探索床

旁事件相关电位脑电技术在意识障碍患者的意识恢复及远

期预后中的临床价值。

1 意识障碍患者的功能恢复
意识障碍的恢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对于意识水平

的认知学理解是个基本问题。从认知科学角度来说，意识水

平与醒觉（arousal）和知觉（awareness）2 个变量密切相关。

Laureys[1]给予了恰当的描述：以正常清醒状态的醒觉、知觉水

平作为基线，麻醉、深度睡眠、昏迷状态者的醒觉、知觉水平

均远低于正常；植物状态（VS）患者的醒觉水平正常，知觉水

平极低；闭锁综合征（Locked-in）患者的醒觉、知觉水平接近

正常；而 MCS 患者的醒觉水平正常，知觉水平介于 VS 和

Locked-in之间。从认知科学角度，意识恢复可以认为是知觉

水平的恢复（图1）。
意识恢复可以理解为展示出非常明确的感知自我或环

境的行为学证据（诸如对语言或文字指令的自主反应、视觉

跟踪、特定情境下的情绪反应等）。功能恢复的特点为有效

的语言沟通、使用物件及学习、执行新任务和参加活动能力

的恢复。若没有功能恢复，意识恢复同样可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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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DNA损伤及氧化应激在放射性心脏损伤及氧化应激在放射性心脏
损伤中的作用损伤中的作用
刘力坤 1，欧阳伟炜 1,2，苏胜发 1,2，马筑 1,2，李青松 1,2，王羽 1,2，罗大先 1,2，何志旭 3，卢冰 1,2

1.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贵州省肿瘤医院肿瘤科，贵阳 550004
2. 贵州医科大学肿瘤学教研室，贵阳 550001
3. 贵州医科大学组织工程及干细胞研究中心，贵阳 550001
摘要摘要 放射性心脏损伤（RIHD）是放射诱导的一种进行性加重的疾病，它几乎影响心脏所有结构，从而产生一系列心脏并发症。

从早期的无症状到慢性心力衰竭，常需几年至十几年时间。近年来文献报道心脏在正常组织耐受剂量控制下，常规胸部放疗所

致的心脏损伤，特别是迟发型心肌损伤问题日益突出。本文综述了DNA损伤及氧化应激在RIHD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现有研

究认为RIHD可使心脏僵硬度增加、心肌收缩及舒张功能下降，引起心肌电生理紊乱、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甚至猝死。但目前

尚缺乏对RIHD的有效治疗，其根本原因在于对RIHD的原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关键词关键词 放射性心脏损伤；电离辐射；DNA损伤反应；活性氧

放射治疗是通过电离辐射对被照射肿瘤组织产生的一

系列生物效应达到治疗目的，是肿瘤治疗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之一。然而放射治疗肿瘤的同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器官

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在进行胸部肿瘤放射治疗时，位

于纵膈的心脏不可避免受到照射，引起心脏损伤，这统称为

放射性心脏损伤（radiation-induced heart disease, RIHD）。20
世纪60年代以前，心脏一直被认为是对放射线耐受性很强的

器官，到20世纪90年代，当放射治疗引起的心脏毒副作用甚

至超过其带来的益处时，RIHD才得到了重视。

1 研究背景
RIHD是放疗产生的一种严重的毒副反应，其所带来的

损伤取决于射线的剂量及受照体积。放疗技术的改进，尤其

是图像引导放疗的应用，减少了心脏的受照体积，但尽管如

此，心脏的平均受照剂量仍然很高。Taylor等[1]的研究指出在

乳腺放疗中，心脏和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分别平均受到 2.3 Gy
和 7.6 Gy的照射，心脏特定部位的受照剂量可高达 20 Gy。
大量研究表明：年轻人在接受放疗后发生 RIHD的概率较

大。除此之外，接受放疗的癌症患者RIHD的累积发病率在

其确诊后的30年内持续增高[2]。有研究指出接受放疗的霍奇

金淋巴瘤患者有着较高的实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冠状动

脉介入、心包手术的概率，同时死亡率也随之增加 [3- 4]。

Tukenova等[5]还发现：接受放疗的儿童，其心脏受量高于5 Gy
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风险较高，同时心脏受照的

平均剂量与死亡风险呈线性相关关系[6]。

2 心肌细胞更新及其调节
正常生理状态下，死亡或受损的心肌细胞可以被缓慢而

恒定的替换。人的一生中，心脏可以替换掉 50%的心肌细

胞。即使没有增加细胞死亡，抑制心肌细胞更新也会导致心

脏衰竭。近年的研究发现，下列一些调控因子直接或间接参

与调控心肌细胞的更新周期，如：E2F1、ErbB4、mir-17-92、
mir- 590、mir- 199a、mir- 15 家族、c-Myc、CDK2、cyclinG1、
Meis-1、Rb-p130及 hippo通路的效应分子Yap等[6]。尽管这

些因子在不同程度上调控心肌细胞更新，但导致永久性心肌

细胞更新周期阻滞的上游信号通路仍然未知。最近 Pu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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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酸及胆汁酸及FXRFXR在细胞增生和分化中的在细胞增生和分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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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胆汁酸具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不仅与脂类物质的消化吸收密切相关，还可作为激素样信号分子在胆汁酸、脂类与糖类

物质代谢及能量代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年研究发现，胆汁酸及其核受体法尼酯X受体（FXR）在细胞增生、分化、凋亡和肝

再生的调控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综述了胆汁酸及其核受体FXR在细胞增生、分化、凋亡和肝再生的作用及机制，以及在寄

生虫-细粒棘球绦虫成虫发育分化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胆汁酸；法尼酯X受体；细胞增生；肝再生；细胞分化

核受体广泛存在于生物体细胞内，是一类依靠特异配体

激活的核转录调节因子，有众多成员。代谢性核受体是其中

的一大类，当其与相应配体结合后，在多种相关调节因子的

协调作用下，可调控下游基因表达，进而在物质代谢、细胞增

生、分化、凋亡、生长发育等众多生理、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1999年，胆汁酸（BA）领域有一个重要发现——胆汁

酸核受体，即法尼酯X受体（FXR）[1-2]。多个研究团队分别报

道了生理浓度的胆汁酸是FXR-α的内源性配体，研究还发现

胆汁酸不仅与FXR-α可以直接结合，而且两者的结合可以引

起下游协同活化因子和辅助抑制因子的募集，这证实了胆汁

酸是 FXR 的内源性配体，因此 FXR 又被称作胆汁酸受体

（bile acid receptor，BAR）。其中初级胆汁酸鹅脱氧胆酸（CD⁃
CA）及其衍生物与之亲和力最高，是 FXR最强的内源性配

体；其次，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DCA）和石胆酸（LCA）也可以

激活FXR[3]。FXR可以调控一系列相关基因的表达，尤其在

胆汁酸合成，转运和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4]。近年研究结果

发现，胆汁酸不仅在脂类物质的消化吸收中发挥重要作用，

还可作为一个激素样信息分子，通过作用于其核受体FXR而

在胆汁酸、脂类和糖类等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5-6]；胆汁酸及

FXR 在细胞增生、分化及肝再生的调节中也发挥重要作

用[7-11]；FXR还能促进肝损伤后的修复，其表达水平下调时可

引起老龄化动物的肝脏再生缺陷。本文综述了胆汁酸及

FXR在细胞增生、分化、凋亡和肝再生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的研究进展。

1 FXR在细胞增生中的作用
FXR除了在代谢方面起调控作用，研究还发现Fxr缺陷

型（Fxr基因敲除：Fxr-/-）的衰老小鼠自发性发展成肝细胞癌

（HCC），这些小鼠控制炎症和细胞周期的基因产生上调 [7-8]。

这提示人们，FXR在肝脏中会抑制癌症发生，但机制仍不清

楚，可能是通过小分子异源二聚体伴侣（small heterodimer
partner，SHP）参与增加细胞凋亡，同时通过增加细胞活素信

号 3抑制因子（SOCS3）的表达抑制胆酸合成，使信号转导子

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失活抑制癌症[9-11]。此外，Deuschle
等[12]确定了抑癌基因N-myc下游调节基因2（NDRG2）可作为

一种新的 FXR靶基因，它与细胞周期控制密切关连（图 1）。

在肝脏中，Fxr缺陷引起的致肿瘤效应似乎源于炎症和纤维

化的增加，并且Fxr-/-的表型再现了人类肝细胞癌的形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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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MicroRNA及其靶基因在糖尿病肾病及其靶基因在糖尿病肾病
小鼠肾脏的表达小鼠肾脏的表达
杨雪唯，梁小弟，努尔斯曼古丽·奥斯曼，陆剑飞，关亚群，焦谊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验证与糖尿病肾病小鼠肾脏相关的microRNAs的表达并运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分析靶基因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以

db/db小鼠为模型组（DN组），db/m小鼠为正常组（NC组），定期测量小鼠的体重、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及24 h尿蛋白排泄

率。留取DN小鼠与NC小鼠肾脏组织，检测肾脏组织形态学染色及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qRT-PCR验证差异表达

的microRNAs及其靶基因的mRNA表达水平。血糖、24 h尿蛋白排泄率结果表明糖尿病肾病动物模型构建成功。与NC小鼠

相比，DN小鼠肾脏miR-196a、miR-21、miR-200b表达明显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iR-196a、miR-200b、
miR-21的表达水平与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24 h尿蛋白排泄率存在正相关关系（P＜0.05）。利用miRNAs数据库预测

miR-196a的靶基因有ANX1、HOXB7、PTEN、FOXO1、HOXB8、HOXA5等。与NC组比较，DN组ANX1、FOXO1的mRNA表
达水平降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 ANX1、FOXO1与24 h尿蛋白排泄率存在正相关（P＜0.05）。MiR-196a可
能通过调节ANX1、FOXO1的表达水平来参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microRNA；实时荧光定量PCR；靶基因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

慢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

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也是引起终末期肾脏

功能衰竭（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重要诱因[1-3]。DN
的发病与遗传、代谢、肾脏血流动力学、高血压及细胞因子等

作用因素相关[4]，但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microRNA（miR⁃
NA）是人们近年发现的一种小于 24个核苷酸的单链、非编

码、内源性RNA分子，可在转录后水平通过与靶基因mRNA
的 3'非编码区互补配对从而调节基因的表达。研究发现

miRNA 在细胞生长、增殖、分化及凋亡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 [5-7]。研究表明，miRNA不仅与DM发生相关 [8]，在DN的发

病机制中也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9-10]。多种miRNA在DN患

者血清及肾脏组织中特异性表达，其异常表达与炎症反应[11]、

糖脂代谢异常[12]密切相关，参与了DN的病理生理机制。因此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某种miRNA将可能成为早期DN诊断

的标志物。db/db小鼠是目前研究较成熟的 II型糖尿病动物

模型，主要表现为肾小球系膜细胞增生、基质增多、基底膜增

厚、肾间质纤维化及蛋白尿等[13]。本研究以 db/db小鼠（模型

组，DN组）与 db/m小鼠（正常组，NC组）为实验对象，运用实

时荧光定量PCR验证差异表达的miRNA，并预测其下游靶基

因，探索其与DN可能存在的调控关系，为了解DN的发病机

制提供新思路。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选取遗传背景为C57BL/KsJ的 SPF清洁级 db/db小鼠 10
只，4周龄（雄性），体重为（20.20±1.45）g；同窝出生的db/m小

鼠10只，4周龄（雄性），体重为（14.9±0.72）g，购自南京大学模

式动物研究所。小鼠于新疆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喂养，每

笼1只，小鼠随意进食、饮水，每天替换垫料使垫料保持洁净

干燥，正常喂养一周以适应新环境。温度为 18～25℃，相对

湿度为60％~80％，昼夜交替照明各12 h，本动物实验已通过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试剂与仪器

实验试剂包括，甘油三酯（TG）测定试剂盒；总胆固醇

（TC）测定试剂盒（北京中生北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4 h尿

收稿日期：2016-09-09；修回日期：2017-0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460162）；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XJEDU2014I021）
作者简介：杨雪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microRNA与糖尿病肾病，电子信箱：568910956@qq.com；焦谊（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代谢性疾病

分子机制，电子信箱：jymiranda@163.com
引用格式：杨雪唯, 梁小弟, 努尔斯曼古丽·奥斯曼, 等 . MicroRNA及其靶基因在糖尿病肾病小鼠肾脏的表达[J]. 科技导报, 2017, 35(4): 84-8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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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光谱特征谱段识别方法与应用矿物光谱特征谱段识别方法与应用
车永飞，赵英俊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要摘要 矿物光谱识别所使用的光谱参量在不同影响因素下的稳定性对矿物识别效果影响很大。基于特征谱段峰谷相关系数法，

提出了高光谱矿物识别的新算法，建立了提取稳定光谱参量（峰谷位置）的数学模型和操作流程。该算法通过提取矿物参考光谱

峰谷的位置，计算矿物特征谱段的峰和谷与待测矿物光谱相应谱段的相关系数，并以此作为比较矿物光谱相似程度的主要依

据。以甘肃北山方山口地区拾金坡金矿床为例，研究并比较新算法与典型算法的蚀变矿物识别。结果表明，本文算法的正确识

别率为85%，较典型算法有更好的识别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高光谱遥感；特征谱段；峰谷相关系数；矿物识别

蚀变岩是成矿成岩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热液与周围岩石

相互作用的产物，因其遥感信息特征与成矿的密切关联而成

为一种重要的找矿线索[1-2]。由于蚀变矿物独特的诊断性吸

收特征谱带具有指示离子类矿物存在的特点，高光谱技术成

为矿物识别的有效技术之一 [3]，并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应

用 [4-8]。目前，光谱吸收特征参量（谱带宽度、形态、深度、位

置）是岩石矿物光谱识别中主要的特征参量[9]，以往研究分别

从颗粒度、风化效应、岩矿表面颜色和不同阳离子结合的阴

离子基团作用等因素着手，对比引起岩石光谱变异的规律和

特征[1]，分析相同影响因素下特征参量的不稳定性及其对提

取矿物的影响，研究指出，光谱稳定特征参量的分析和评价

是高光谱图像中所有可量化信息提取的基础。

高光谱矿物识别方法从本质上可归纳为两大类：基于光

谱特征的识别和基于数据统计特征的识别[10]。其中，基于光

谱特征的识别方法主要包括光谱反射率匹配法[11-12]、基于特

定矿物光谱的特征参数识别法[13]、混合像元分解法[14]、矿物智

能识别模型法[15]等。虽然这些方法充分利用了图像中丰富的

光谱维信息，并根据光谱曲线间的差异对像元进行了识别，

然而实际矿物会受大气及蚀变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及混

合光谱的存在，导致获取的纯净端元精度较低，并且单一光

谱特征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不同类型矿物的识别效果[13]，进

而影响其识别的准确性。因此，开展基于光谱稳定特征参量

的提高矿物识别精度的算法模型，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

矿物光谱曲线典型特征谱带峰谷位置（波长）是光谱相

对稳定的特征参量，可作为诊断性光谱吸收特征的矿物鉴定

依据。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了基于特征谱段峰谷相关系

数的高光谱矿物识别新算法。以甘肃北山方山口地区拾金

坡金矿床为研究区为例，利用野外实测光谱及部分来自于美

国地调局光谱库（USGS）的光谱为参考光谱，对获取的CASI/
SASI航空高光谱数据进行矿物识别实验研究，以期验证该方

法的有效性。

1 矿物峰谷相关系数法识别原理
不同矿物的晶体结构、化学成分等物化属性可导致光谱

谱形上吸收波段的差异[16]，也就是说，不同矿物光谱的峰、谷

有不同的特点。在矿物光谱峰、谷的诸多特征中，存在位置

是最主要、最稳定的特征，可以利用此特征对矿物进行鉴

定。在光谱特征谱段范围内，通过判断图像端元光谱图1（a）
与光谱库光谱图 1（b）相应处峰、谷特征（位置、形状）的相似

程度达到识别矿物的目的。这也是本文提出的峰谷相关系

数法的思想基础。

峰谷相关系数法的原理是，首先将参考光谱、待测光谱

包络线消除归一化后，提取参考光谱峰和谷的位置，然后计

算待测光谱与其相对应谱段处与参考光谱的相关系数 r，经

过统计分析和对比，设定合适的阈值，比较 r值与阈值，以此

判断待测光谱与参考光谱的相似性程度，快速识别待测光

谱。

该算法体现了矿物光谱特征中最主要、最稳定的特征

——光谱峰、谷位置表征矿物识别特征的优势，是对传统光

谱相关系数方法依据距离度量未知光谱和参考光谱相似性

的改进，实现了光谱峰谷特征相关系数作为比较光谱相似度

的依据，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光谱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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