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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只听说过科学家训练小鼠走迷宫，

但是你知道细胞和细菌也会走迷宫吗？最新一

期《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英

国癌症研究所和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们制作

了一个汉普敦宫迷宫的模拟版，将细菌和癌症

细胞放入其中，看它们能否走出迷宫，没想到

无论是低等生物还是生命的基本单元都完成了

这个任务。

科学家为什么会选择这两种生命单元进行

迷宫试验？它们是怎么走出迷宫的？这个研究

结果对于人类来说有何意义？科技日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相关专家，请他讲讲其中的奥秘。

“Dictyostelium discoideum”，这个“你不认识

它、它也不认识你”的名字被翻译成盘基网柄菌。

微生物那么多，英国癌症研究所和格拉斯哥

大学的科学家们为什么会认为这种细菌能走迷

宫，并给了它这个机会呢？

“盘基网柄菌可以形成‘体’，即把自己‘摞’

起来，从而抱团成为多细胞体。”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朱宝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成为

多细胞体之后，它们的单细胞之间还有协作能

力。能抱团还能组团做事，盘基网柄菌这样的特

性给科学家们出了一个难题：它究竟是多细胞还

是单细胞呢？

由于这种典型特性，在 2000 年前后，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把盘基网柄菌列为一种介于单细

胞和多细胞之间的模式生物。生物学家专门用

它们进行科学研究，用于揭示某种具有普遍规律

的生命现象。因此很多科学家用它做过研究，朱

宝利也研究过它。

“它能够长期、长距离地迁徙，但移动得不太

明显，没有那么大活力。”朱宝利说，它得依靠一

个表面才能动。如果制作一个平培养基，可以直

观观察到它们是有“位移”的。而普通细菌形成

的菌落是固定的。

真正让它成为“明星”的是基因组研究计

划。朱宝利介绍，当时的基因组计划中纳入了

50 种生物，盘基网柄菌由于介于单细胞和多细

胞之间，被认为对于研究生物的进化非常有意

义。研究生物如何进化到人类是基因组研究的

一项目标，而盘基网柄菌被列为进化的起点。

相较于盘基网柄菌的鲜为人知，癌症细胞的

“神出鬼没”有目共睹，它会潜伏、还会转移。《新

英格兰》杂志曾报道过一例临床案例：一个肾移

植受者的移植肾里长出一个黑色素瘤，排除自身

的各种因素，持续追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供者

在 20 年前得过黑色素瘤，但后来治好了。这个

堪比刑侦大剧的案例，充分说明癌症细胞会潜

伏、能转移。

在论文中，研究人员也描述了两个生命单元

的特殊性：前者能在相距很远的地方找到它的同

类，后者则能让癌症迅速遍布全身。

为什么选择它们走迷宫？

两位“选手”都非等闲之辈且都会移动

既然转移是它们的日常，它们又是如何走出

迷宫的？

如同植物总是爱追逐阳光一样，这两种生命

单元总是爱追逐营养物质。

营养的驱动力如何转化成细菌和细胞的移

动动力呢？论文中给出解释，自生梯度形成了细

菌和细胞“长途迁移”的驱动力，并成为路线决策

的驱动力。

所谓自生梯度就是由细胞降解局部营养物

质，给自己制造一个营养浓度差。

以癌症细胞为例，它被公认为是最需要养分

的细胞，一旦生成就会与机体争抢能量，可见它

对培养基中的养分有着强大的分解能力。这里

的养分被“吃”光了，其他地方的养分浓度就会比

它们怎样走出迷宫？

营养物的浓度梯度是最好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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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星

8 月 24 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物理》在线刊

发了电子科技大学夏娟研究员、王曾晖教授与合

作者的研究成果《二硒化钨-二硒化钼双层异质结

的层间强耦合及高压调控研究》。他们借助能产

生百万大气压强的金刚石对顶砧（DAC）装置，针

对仅有蝉翼千分之一厚度的二维异质结材料开展

了极高压研究。

在研究中，科学家们巧妙地利用了二维异质结

的结构特点，对仅有原子级厚度的纳米材料实现了

高效压缩，并观察到了一系列新奇的物理现象。

重于泰山：金刚石压砧技术

“金刚石对顶砧装置在对微小样品施加超高

压强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项非常强大

的实验手段。”夏娟说。

那么，金刚石对顶砧装置是如何产生超高压

强的？

金刚石对顶砧装置的主要部分是两颗尖对着

尖的钻石（金刚石压砧），以及包围住两颗金刚石

尖顶（也称为砧面）之间极小空间的垫片。

“当我们推动金刚石压砧中的两个金刚石

相向而行时，金刚石尖顶之间的空间被急剧压

缩 ，空 间 中 除 了 样 品 ，还 充 满 了 液 体 传 压 介 质

（例如硅油）。”夏娟解释说，由于垫片就像一道

箍一样，紧紧地箍住了这些液体传压介质令其

无处释放，因此样品所在空间的压强就会急剧

上 升 ，从 而 在 样 品 上 施 加 一 个 巨 大 的 静 水 压 ，

类 似 于 潜 入 深 海 时 受 到 的 不 断 增 加 的 海 水 压

强。

记者了解到，由于金刚石顶部砧面直径很

小，通常只有几分之一毫米，即差不多 4—8 根

头发丝的直径，因此可以把金刚石底部平面受

到的压力高效集聚，从而在金刚石的顶部达到

很高的压强。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压强是 1 个

大气压，海底一万米的压强约为 1000 个大气压，

而利用该装置则可轻松实现百万大气压的高压

环境。

那么百万大气压究竟有多大呢？人们常开玩

笑说“压力山大”，我们以泰山为例来估算一下。

泰山主峰 1450米高，以岩石密度为水的 3倍计，则

被压在山底下需要承受来自山体的压强为 400 多

个大气压。因此，“重于泰山”其实远远不足以形

容金刚石对顶砧产生的压强。

薄如蝉翼：新型二维异质结材料

二维材料是一类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型材

料，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可以薄到仅有原子级别，仍

然能够保持优异的材料性能。那“原子级别”究竟

是多薄呢？一般的蝉翼是几个微米的厚度（也就

是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左右），而物理学家研究的二

维材料一般是纳米级别的厚度，甚至不到蝉翼的

千分之一。因此，“薄如蝉翼”其实远远不足以形

容二维材料的薄。

那什么是二维异质结呢？“从结构上来说，可

以理解为将不同的二维材料通过特定的方式堆

垛起来，构成新的二维材料，类似于将两片（或多

片）不同的‘蝉翼’贴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复合

蝉翼’。”王曾晖说。

对科学家来说，各种二维材料就像乐高积木

一样：通过选择采用不同的二维材料、不同的堆垛

方式，可以构成各类新奇的乐高作品——二维异

质结。这就相当于可以人为地设计出几乎无限多

种新型二维结构，而每种结构都可能具有不同的

材料物理特性，因此在很多研究领域中，二维异质

结都是一类非常具有潜力的新型材料结构。

以泰山之重压蝉翼之薄

那么，既然二维材料已经薄到原子级别了，还能

够进一步压缩其厚度吗？专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夏娟说：“这个研究，有点类似于把二维异质

结这样的‘复合蝉翼’放到万吨水压机中间，利用

重于泰山的极高压强来使两片‘蝉翼’贴合得更为

紧密，从而改变两层‘蝉翼’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观

测这一过程对整张‘复合蝉翼’性能的调控作用。

只不过我们这个实验是在纳米尺度进行的。”

研究团队在实验过程中证实，尽管二维异质结

的厚度已经在原子级别了，但是由于其结构的特点，

仍然能够通过金刚石对顶砧装置产生的压强将其的

厚度进一步压缩。当样品所处环境压强增加到一万

个大气压左右时，研究者们成功观察到了二维异质

结的能带结构及相关物理特性所发生的突变。

“虽然这个工作是非常基础的物理研究，但从

应用角度来说，开展基于新型敏感材料在高压下

的物理特性研究，对于开发新型超高压传感器，推

动我国深地深海探测技术进步，加快页岩气等现

代能源战略的产业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科

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王曾晖说。

让原子级厚度的材料更薄，只需两个钻石
李 迪 本报记者 盛 利

这里的养分浓度高，进而形成浓度梯度，推动癌

细胞前进。

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判断选哪条路或者哪里

是死胡同呢？

研究迷宫的走法或许会有所启发。据记

载，迷宫的走法规则有 3 条：进入迷宫后，可以

任选一条道路往前走；如果遇到走不通的死胡

同，就马上返回，并在该路口做个记号；如果

遇到了叉路口，观察一下是否还有没有走过的

通道，有就任选一条通道往前走，没有就顺着

原路返回上一个叉路口，并做个记号。然后就

重复第二条和第三条所说的走法，直到找到出

口为止。

很显然，根据这样的法则，走迷宫不需要思

考，只需要记号。而营养物的浓度梯度是细菌和

癌细胞最好的“记号”。

“死胡同意味着营养物质会消耗殆尽，其他

细胞也就不会再来，而岔路如果最终导向死胡

同，也会造成细胞的往返，最终比顺畅的路消耗

更多的营养。”朱宝利解释。

从创新性而言，整个研究发明了能够观测和

计算整个过程的方法，利用自生梯度的计算和数

学模型来预测迷宫中细胞的寻路能力，并用迷宫

中的实际细胞来测试结果。

在发育和转移过程中，细胞迁移通常由趋

化性引导，即细胞会根据某些化学物质的浓度

梯度，从低浓度向高浓度区域迁移。但人们往

往关注环境中的趋化作用，事实上很多时候环

境梯度不能引导细胞越过复杂的环境迁移到很

远的地方。

而这项研究证实，自生梯度可以为细菌和细

胞在长而曲折的路径上导航，并在活路和死胡同

之间做出准确的选择，这使得细胞能够有效地解

决复杂的迷宫问题。

研究者们还用数学的方式做了精确描述，

找到了细胞寻找活路的准确性与引诱剂扩散

率、细胞速度、路径复杂度的关系，并能预测其

成功率。

这项结果对于生物医学有着十分重要的价

值，比如它为了解哺乳动物胚胎发育的早期过

程，以及癌细胞的转移提供了新的研究窗口。

或许你还在为细菌和癌细胞会走迷宫的技

能感到惊奇。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微生

物还是癌细胞，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许久，年

轻的人类现在可能仅仅只是在这些古老生物创

造的“迷宫”门口徘徊。

走出迷宫意义何在？

为了解癌细胞转移等问题提供了新窗口

一直以来，癌症细胞一直是人类棘手的对

头，也是医学研究最多的对象。

过去的一些研究给出了“癌细胞与原始细

胞很像”的一些证据。比如，病毒、有害菌、有

害化学物侵入之后，“潜入”细胞生命活动打击

细胞，而原始细胞会用休眠应对危害，当这些

危害自然衰退后，再启动生命活动。这种“卧

薪尝胆、伺机再战”的特性也被发现在一些癌

症细胞中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研究给“癌细胞与原始

细胞很像”找到了更确凿的证据。该研究证实，

癌细胞与原始细胞都能远距离移动，并且移动原

理也一样。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教授于君团队近

期在胃癌组织中发现了细菌，并且观测到了坏细

菌的增多。

“国外科学家最近也在癌症组织中发现了细

菌，但现在说不清楚细菌是怎么来的，是细菌引

起的癌症还是免疫系统出现漏洞后，它们乘虚而

入的。”朱宝利说，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发现“癌细胞与原始细胞很像”的证据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记者 9 月 11 日从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木本资源发掘与农林复合系统构建团队许

建初研究组与国外同行合作，发现了一种发光的真菌新物种。

发光生物是自然界的奇妙创造，动物、植物、真菌和细菌界都

有一些发光的种类。全球已知有 97种发光真菌类群。

“发光真菌依靠萤光素酶发光，当萤光素在有氧的情况下被萤

光素酶催化而发生反应时，真菌的子实体或菌丝就会发出光。”许

建初介绍，由于在医学、农业与生态环境传感器等方面的广泛应

用，生物发光真菌一直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此前的研究认为，真

菌发光特性是生态适应的体现，主要是吸引昆虫、保护自己免受侵

害，在孢子散布方面比其他真菌更具优势。

从 2018 年起，许建初研究组与印度科学家合作，在印度东北

部开展了多次联合考察。考察队从梅加拉亚邦竹林中一些枯死的

竹茎上发现了这种发光真菌。

他们通过国际 GenBank 数据库，对这种新型真菌的序列进

行标准搜索，并从区域形态学特征和系统发育等方面进行分析，

发现这种发光真菌属于罗里多菌属，是新物种，这也是该属在印

度的首次报道。此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植物分类群》

杂志上。

中外科学家

联合考察发现新型发光真菌

工程领域的很多灵感都来自于自然。比如，蝉翼就因独特的

防水抑菌性长期吸引着研究人员的目光。如果这种特性能够在工

业产品中大量应用，将大有裨益。

不过，研究人员先前的研究方式是完全移除蝉翼表面的化学

物质，这样不仅会损伤蝉翼表面，还无法完全解释蝉翼表面的化学

物质如何与本身的结构协同工作。

新研究针对蝉翼上的涂覆物质进行了分层研究，揭示了形态

与化学物质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相关结果发表于《先进材料·界

面》杂志。

研究人员分析了两种不同的蝉，它们的蝉翼上都具有高度有

序的微型锥形结构，这一结构又被称为纳米柱。此前，有研究认为

纳米柱结构能发挥特殊的作用，可以帮助蝉翼防水并抑制细菌。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分析化学家杰西

卡·库斯塔斯介绍说，为了避免破坏蝉翼，研究团队尝试了微波辅

助提取法，这种方法此前还没有在完整的昆虫翅翼上使用过。这

一方法需要对浸入氯仿和甲醇中的蝉翼进行加热和再冷却，同时

分析随着这个过程的进行一层层被剥落下来的化学物质。

对于两种不同的蝉而言，研究人员都发现纳米柱的化学组成

对维持蝉翼的结构完整非常重要。“去除了纳米柱外层的化学物质

后，柱体就会缩短并向两端弯曲。”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的生物学家玛丽安娜·阿莱恩解释说。

对于一年生的蝉种（Neotibicen pruinosus），在去除纳米柱外

层的化学物质后，纳米柱的萎缩效应更加剧烈。蝉翼的疏水性首

先下降，抑菌性在化学物质刚开始剥落时上升，但是在更多化学物

质剥落时明显下降。团队还发现，对于另一个蝉种（Magicicada

cassinii）而言，蝉翼表面的化学物质本身就具有抑菌性。这种蝉的

蛰伏期为 17年，而它们蝉翼上的纳米柱更短——这意味着比起结

构特性，它们更有可能依赖蝉翼的化学组分抑菌。

“显然，蝉翼上的每层结构具有不同功能。”美国西维吉尼亚大

学的物理化学家特里·格利恩说，“能够针对特定的层位做进一步

分析的能力十分重要，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蝉翼基于不同化

学组成的整体物理特性。”

理解化学物质对结构产生的影响能帮助科学家设计更好的产

品。阿莱恩说：“有了结构和化学间相互关系的基础知识，我们在

设计新材料时就能更有的放矢。基于我们从自然界观察到的现

象，我们就能作出兼顾结构和化学性能的选择。”

（据《环球科学》）

全靠它们

蝉翼才能既防水又抑菌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学家对细菌和

癌细胞进行的迷宫实

验，对于生物医学有着

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为

了解哺乳动物胚胎发

育的早期过程，以及癌

细胞的转移提供了新

的研究窗口。

万物有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