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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有人 60 多岁时心脏依然强健，但肾脏却

已开始衰竭；有人可能拥有 30 岁人的肾脏，

却经常罹患传染病。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衰

老过程迥然不同？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在近

日的报道中称，新研究发现人类存在四种不

同的“衰老模式”：免疫、肾脏、肝脏和代谢。

这一最新研究发表于英国《自然·医学》月

刊。论文中指出，一个人的衰老模式取决于

他（她）体内哪个生理系统衰老得最快。有

朝一日，医生可以利用此类信息建议患者改

变某些生活方式，并为患者设计个性化的医

疗方案。

已确定四种不同“衰老模式”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利用两年时间收

集了 43 名研究对象的生物样本，这些样本包

括血液、炎症物质、微生物、遗传物质、蛋白质

及代谢过程的副产品。通过跟踪样本随时间

流逝发生的变化，他们确定了大约 600个所谓

的衰老标记，这些标记的数值可以预测某个

器官的功能，并估算其“生物年龄”。

目前，研究小组已经确定了四种不同的

衰老模式：免疫、肾脏、肝脏和代谢，并将 43名

研究对象予以归类。研究对象生物系统的衰

老程度表明，一些人刚好符合某种类型，而另

外一些人可能符合全部四种类型。

例如，属于免疫衰老模式者拥有更多炎

症标记；代谢衰老模式者血液中糖分更多，这

表明他们身体代谢葡萄糖的效率下降了。当

然，研究还发现，每个人的衰老情况都由不同

衰老模式的特征混合而成。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

医学院遗传学教授迈克尔·斯奈德表示，过

去，科学家一直在庞大的人口数据中收集

衰老标记。研究人员通过比较年轻人与老

年人的数据来确定衰老标记，但这种数据

只能捕获并记录某人特定时刻的状态，无

法揭示这个人随年龄增长发生的变化。这

意味着基于人口的衰老标记或许并非判断

患者如何衰老，以及何种疗法最适合他们

的最佳标准。

有鉴于此，斯奈德团队希望，通过在一段

时间内跟踪特定人群，来了解个体之间衰老

标记的差异。他们研究对象的年龄从 29岁到

75 岁不等，在两年间，每人至少提供了 5 份生

物样本。经过研究人员的分析，这四种“衰老

模式”逐渐浮出水面。

斯奈德表示：“可能不止四种衰老模式。”

他进一步解释说，例如，其中一名研究对

象似乎属于心血管衰老模式，这意味着他的

心肌比身体其他部位损耗得更快。他指出：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可能会出现更多衰老模

式。如果我们研究 1000 人，我确信会发现其

他属于心血管衰老模式的人，如此一来，我们

可以更好地界定这一模式。”

有助制定个性化医疗方案

斯奈德团队计划跟踪研究对象，查看他

们的衰老状况如何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他

们还计划开发一种简单的衰老模式检测方

法，让医生可以在办公室迅速评估患者的健

康状况，并制定最佳治疗方案。

美国著名医疗机构梅奥诊所老年医学专

家兼科戈德老龄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詹姆

斯·柯克兰并未参与上述研究，他表示：“或许

可以通过一些药物、饮食和生活方式干预，让

其中一些衰老过程放慢脚步。不过，我们首

先必须知道哪些人需要使用哪些药物，或进

行哪种饮食干预，才能获得最佳效果。”

研究人员指出，尽管现有的药物、饮食和

锻炼机制可以延缓一些衰老迹象，但还有一

些衰老标记尚未被完全了解。

例如，在斯奈德的研究中，有 12名研究对

象体内肾脏功能不全标记下降，其中 8人服用

了他汀类药物。这种标记是一种被称为“肌

氨酸酐”的废物，它会在肌肉组织自然分解时

累积于血液中，但肾脏通常会过滤这种物质，

然后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服用他汀类药

物的 8人肌氨酸酐含量下降，表明这种药物改

善了他们的肾脏功能，但另外 4人的这一指标

为何下降尚不清楚。

研究人员还发现，有些微生物的浓度似

乎随个人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但尚不清楚它

们会对健康产生何种影响。斯奈德说，某些

微生物可能会因为与年龄相关的身体变化而

繁殖，而另外一些微生物则会助推这些变化。

此外，论文作者还发现，糖尿病患者和糖

尿病前期患者的衰老模式同胰岛素敏感者的

衰老模式存在差异。许多研究表明，在整个

动物世界，胰岛素在衰老过程中发挥核心作

用，但胰岛素对人类的衰老有何影响，仍需更

多研究才能厘清。

斯奈德表示，在不久的将来，衰老模式或

许可以用作关键指标，促进人们善待似乎衰

老得更快的身体部位。例如，如果有人符合

心血管衰老模式的特征，他们也许会更专注

改善心血管健康，并接受相关医学检查，时刻

关注心血管器官的衰老状况。

斯 奈 德 说 ：“ 随 着 采 集 的 信 息 越 来 越

多，我们将能更好地追踪人们的衰老过程，

并了解他们采取了哪些干预措施以减缓自

身的衰老。”

人类四种“衰老模式”浮出水面
—— 个 性 化 医 疗 方 案 可 借 力 制 定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美国《新闻周

刊》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微型

设备，能以每分钟3000亿转的惊人速度旋转，刷

新了旋转速度最快物体新纪录。不仅如此，该

设备还是迄今已知最灵敏的扭矩检测器，可用

于测量研究和量子力学中的特殊效应。

该设备是一个极微小的二氧化硅纳米颗

粒，由普渡大学科学家研制而成，用电子显微

镜观察时，就像两个球体连接在一起。

研究人员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撰

文称，为让该设备快速旋转，他们首先用一束

激光将其悬浮在真空中，接着用另一束激光

使其加速。

普渡大学物理与天文学助理教授李统藏

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光

粒子（光子）会在接触物体时向其施加微小但

可测量的力——光的辐射压力。

李统藏说：“17世纪时，约翰内斯·开普勒

看到彗星的尾巴因为辐射压力而总是指向远

离太阳的方向。现在，我们如法炮制，借助聚

焦的激光，使纳米颗粒悬浮并旋转。”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纳米颗粒不仅是迄

今世界上旋转速度最快的物体，还可用作迄

今最灵敏的扭矩检测仪，灵敏度比以往最好

的扭矩测量设备提高了 600—700 倍，从而可

测量和研究量子力学中的特殊效应。

2018 年，该团队使用类似设备创下当时

世界上旋转速度最快物体的记录——每分钟

旋转 600 亿转，现在，他们又把这个记录提高

了 5倍。

尽管光辐射压力极其微弱，强度仅为引

力的百万分之一，但科学家正测试用其推动

航天器前进的新方法。去年，美国行星学会

发射了名为“光帆 2”的航天器，正是利用来自

太阳光子的轻柔推力前行，与普通船帆利用

风力推动帆船前行类似。

每分钟3000亿转！迄今旋转最快设备问世
可用于测量量子力学中的特殊效应

科学家发现四种“衰老模式”。 图源：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1月 22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欧洲空间

局（ESA）建造了一种原型设施，旨在利用月

壤模拟物制造氧气。目前他们正在完善并调

整这一设施，希望最终建造出“试验工厂”，在

月球上利用真正的月壤制造氧气。一旦成

功，有望在未来太空探索及定居月球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月壤包括月球上的尘埃、土壤、碎石及相

关物质，月壤中包含 40%—45%的氧气，但这

些氧气无法直接利用，因为它们与月壤通过

化学作用结合在一起。要提取这些氧气，必

须借助熔盐电解技术处理月壤。

为利用月壤制造氧气，ESA在位于荷兰的

欧洲太空研究与技术中心（ESTEC）建造了氧

气生产设施。在 ESTEC 的设施中，研究人员

首先将月壤模拟物与熔融氯化钙盐一起放入

金属篮中，将其加热到950℃，随后对月壤模拟

物通电，从而提取出氧气。这一过程还会产出

一种重要的副产品，即一种有用的合金。

ESA研究员亚历山大·默里斯说：“新设施

已在运行，我们可对其进行微调，例如降低运

行温度等。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试验工厂’，

使用真正的月壤在月球上持续制造氧气。”

该项目研究成员之一、英国格拉斯哥大

学的贝丝·洛马克斯说：“鉴于多国航天机构

希望不久的将来在月球上建立长期居住地，

能从月球上的资源中获取氧气，对未来的月

球居民而言，无论是用于呼吸还是就地生产

火箭燃料，都将非常有用。”

ESA 结 构 、机 械 和 材 料 部 负 责 人 汤 玛

索·吉迪尼指出，ESA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正计划执行载人登月任务，将宇航员送往

月球并在月球居住一段时间。“为更好地完

成这一使命，我们正尝试借助工程方法系统

性地就地利用月球资源。我们正与来自人

类和机器人探索局、欧洲工业界和学术界的

同事合作，提供一流的科学方法以及类似的

关键支撑技术，让人类未来能在月球甚至火

星上长期停留。”

欧空局尝试利用月壤制造氧气
希望造出“试验工厂”帮人类未来定居月球

科技日报华盛顿 1月 21日电 （记者

刘海英）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自然·癌症》

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称，他们系统地分析

了数千种现有药物，发现近 50 种非肿瘤药

物可以杀死癌细胞。研究人员表示，这些

新发现不仅有助于推动将现有药物用于癌

症治疗，还有助于加速新癌症药物的研发。

这并不是科学家首次发现现有药物

的新用途。过去科学家曾偶然地发现过

几种现有药物的新用途，如发现阿司匹

林对心血管有益处，但如此大规模地系

统研究并发现现有药物的抗癌能力，还

是第一次。

在该项研究中，美国博德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在 578 个人类癌细胞系上测试了

该所“药物再利用中心”收集的、已获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或已在临床试验中证

明是安全的 4518 种药物化合物。他们采

用基于细胞的方法（测定细胞存活率），用

一种被称为 PRISM 的新技术进行了大规

模筛查实验，最终发现了近 50 种非癌症药

物能够杀死一些癌细胞。这些药物的原用

途多种多样，所针对的病症包括糖尿病、炎

症、酒精中毒，甚至是关节炎。

大多数现有抗癌药物都是通过阻断蛋

白质发挥作用的，但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新

发现的可抗癌药物中，有些是通过激活蛋

白质或稳定蛋白质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而

起作用的。例如，有 10 多种非肿瘤药物通

过稳定磷酸二酯酶 3A（PDE3A）与另一种

被称为 SLFN12 的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杀死了表达 PDE3A 的癌细胞，而这种药

物机制科学家们以前并不了解。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大多数非肿瘤

药物的作用标靶是此前未知的。他们可通

过基因组特征，如突变和甲基化水平，来预

测某些药物是否可以杀死某个细胞系细

胞。这些特征有一天或可以作为生物标

记，用于识别最有可能从某些药物中受益

的患者。

研究人员指出，将现有药物用于新的

临床适应症，其前景诱人，而发现旧药物

的新靶标，也可以为药物开发提供新思

路。他们的研究既有助于推动将现有药

物用于癌症治疗，也有助于加速新癌症药

物的研发。

我们一般认为，抗癌药物应该是非常

精准的，一种药仅针对一种或几种肿瘤，很

难设想原本并非治疗肿瘤的药物竟可以杀

死癌细胞。但随着医学的进步，这种情况

真实的发生了。更多种抗癌药的出现，不

但意味着癌症患者将得到更好的治疗，也

预示了未来药物研发的全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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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中国农历庚子年新春佳节即将

到来之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在华工作

外国专家代表新春座谈会，共庆新春佳节。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3 位参加座谈会的

外国专家，这些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高度评价

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所取得的经济、科

技发展成就，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情

厚谊，令人感动。

中国在工程技术领域
开始走在世界前列

长期以来，赫伯特·芒教授一直致力于促

进中奥双边及国际多边科技合作，积极推动

中国与国际的科技交流合作，联合组织国际

会议、提名中国学者到国际学术组织和期刊

任职。指导了众多中国学者，为中国乃至世

界结构工程和计算力学领域培养了一批优秀

领军人才。

2020 年 1 月 10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人

民大会堂隆重颁发，78岁的赫伯特·芒教授获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芒教授是国际知名结构工程和计算力学

专家，曾任奥地利科学院院长，2015年入选中

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说，美国曾经是工程

技术大国、强国，但现在已经几十年没有发

展，他刚刚参加一个业内会议，发现原来美国

的那些专家都已经移居到了亚洲、欧洲，而且

没有什么新人涌现。而随着青藏铁路、南水

北调、港珠澳大桥等世纪工程的实施，中国在

工程技术领域开始走在了世界前列，世界工

程技术领域的未来在中国，希望在中国的年

轻人身上。

中国学生已和世界接轨

戴伟刚（Douglas Rudy Vogel）教授是信

息系统领域专家，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席

学术顾问，电子健康研究所所长。曾任国际

信息系统协会主席、院士，国际信息系统协会

最高成就奖遴选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戴伟刚对中国高教的学生资助体系尤为

认同，他说，中国的教育补贴和助学贷款系统

非常完善，这让中国青年人对国家产生了强

大的向心力。

戴伟刚高兴地看到，10 年前甚至 5 年前，

中国青年学子还有些拘谨约束，不像外国学

生那么开放活泼，今天已经完全和世界接

轨。他们学习刻苦、为人友善、乐观幽默，敢

于挑战自己、挑战老师，想象力丰富，而且拥

有强大的可实现能力。

此次来京参加座谈会，戴伟刚感到很兴

奋。他说，每年定期为外国专家举办座谈会

与招待会，表明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才、对知识

的重视。

中国营商环境进步巨大

世 界 银 行 中 国 局 高 级 经 济 学 家 马 钦

（Marcin Piatkowski）博士 2017 年从华盛顿世

行总部举家来到中国，专门负责中国营商环

境的沟通评估工作，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已

经走遍了中国 30 多座城市，和中国人民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

马钦高兴地看到，中国的营商环境改革

迅速推进，8项细化措施密集出台。世界银行

在《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连续第二年将

中国排在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度前十经济体

内，全球营商便利度总排名第 31，在满分 100

分中得到了 77.9 分。过去两年时间里，中国

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行榜上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进步，排名已经上升了近 50位，这是一个

巨大的进步。

马钦说，自己对中国过去 40 年的经济增

长奇迹印象深刻。在 40 年里，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了 30 倍，近 8.5 亿人摆脱贫困。中

国古代最为强盛的汉唐明清都没有出现过这

样绝大多数人集体脱贫的情景，人类历史上

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这是值得中国引

以为傲的成就，也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许与掌

声，中国奇迹让世界刮目相看。

外国专家：中国奇迹让世界刮目相看
本报记者 李 钊

继 2016年在比邻星附近发现比邻星 b

之后，天文学家最新研究发现，这颗恒星附

近可能还存在另一颗行星——比邻星 c。

相关研究日前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

比邻星是太阳最近的邻居，离我们只

有大约 4.2 光年。自从在比邻星旁边发现

第一颗行星后，研究人员就在疑惑：会不会

还有第二颗？

天文学家分析了欧洲南方天文台的高

精度径向速度行星搜索器（HARPS）和阶

梯光栅摄谱仪（UVES）在过去十几年中搜

集的数据，最终从这些数据中注意到新的

周期性、持续性的信号。这表明，可能有其

他行星大小的天体围绕比邻星运转。

几年前发现的比邻星 b，质量是地球

的 1.3 倍，环绕比邻星公转一周的时间是

11.2 天。比邻星 b 位于比邻星的宜居带

中，也就是说它的环境条件足够温和，允许

液态水在行星表面聚集。

与之相比，科学家认为，比邻星 c的质

量至少比地球高出 5.8倍，有可能是一个质

量大于地球，但又小于天王星和海王星的

“超级地球”。研究人员估计，比邻星 c 每

5.2 年绕比邻星公转一圈，它并不宜居，温

度很可能低至-233.15℃。

研究人员认为，比邻星 c 的存在如得

到证实，将对行星形成模型具有重要意

义。这颗行星将是目前用径向速度（RV）

技术在低质量恒星周围探测到的“超级地

球”中周期最长且质量最小的行星。

而且，比邻星 c 的发现，挑战了“超级

地球”行星的形成和演化模型。根据这个

模型，雪线附近是“超级地球”形成的最佳

地点，而比邻星 c 却超出了恒星系统的雪

线。研究人员认为，有一种可能是，比邻星

附近的行星形成区域曾经比科学家认为的

温度更高。

如何证实比邻星 c 真的存在？研究

人员认为，欧洲空间局的依巴谷高精视差

测量卫星和盖亚太空望远镜或许能担当

此重任。

盖亚太空望远镜被用来观测银河系中

10 亿颗恒星的位置和速度，其目标是利用

这些数据形成银河系三维星图。据麻省理

工技术评论官网报道，盖亚任务的最新数

据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发布。这些数

据中，对比邻星的最新测量将验证这颗恒

星是否拥有第二颗行星。

比邻星b附近可能有“超级地球”作伴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2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1 日发表

的一项环境学报告，德国科学家开展的一

项分析研究显示，与人类活动造成的土壤

铅污染相比，来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铅

进入部分植物体内的效率是前者的 10倍。

杂化卤化物钙钛矿可以制备高效的太

阳能电池，同时具有性能优异、成本低廉、

商业价值巨大的特点，因而备受关注。现

在，利用钙钛矿型的有机金属卤化物半导

体作为吸光材料的太阳能电池，被视作第

三代太阳能电池（第一代主要指单晶硅和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第二代则主要包括非

晶硅薄膜电池和多晶硅薄膜电池），也称作

新概念太阳能电池。

目前认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理论

研究还有待加强。另外，虽然有计算显示，

钙钛矿薄膜中铅的重量比小于 0.1%——

低于许多国家设定的安全限值，但这些铅

的环境影响，一直以来尚不明确。

德国亥姆霍兹柏林材料与能源中心

科学家安东尼奥·阿白提及其同事，在实

验室中将薄荷、辣椒和甘蓝植物培养在受

到铅基钙钛矿污染的土壤中，并测量它们

吸收铅元素的能力。结果发现，钙钛矿中

铅的生物利用度是其他铅污染源中铅的

10 倍。

在另外开展的一系列实验中，研究

团队发现，如果将这些电池中的铅换成

锡，最终植物对锡的摄入量则低于联合

国粮农组织设立的最大耐受量。研究人

员指出，在大规模部署这种材料前，应对

不同成分的钙钛矿的环境影响展开更系

统的调查。

植物能高效吸收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的铅
但在大规模使用该材料前应更系统调查其环境影响

本报记者 刘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