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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杂志 2 日发表的一项

逆衰老研究突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科

学家将小鼠眼睛的神经元，重编程到一个

更年轻的状态，让它们的视力获得再生和

恢复。该研究为人类进一步揭示了衰老机

制，同时为青光眼等年龄相关性神经元疾

病的治疗指出了新的潜在靶点。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是眼内的一种神经

元，它们能将伸长的部分（称为轴突）从眼

睛连接到大脑。这些轴突如果在发育早期

受损，是可以存活下来并再生的，但到了成

年以后就不行。

此次，哈佛大学医学院科学家戴维·辛

克莱尔及其同事的实验表明，在视神经受

损的成熟小鼠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内，表

达 3 种山中（Yamanaka）转录因子，即可以

开关基因的蛋白：OCT4、SOX2、KLF4，就

能将这些神经元重编程到一个更年轻的状

态。这些小鼠长出了新的轴突，部分轴突

一直延伸到了颅底。同样的处理方式还能

逆转老年小鼠和青光眼小鼠模型的神经元

丢失，并恢复其视力。

在分子水平上，损伤和修复似乎涉及表

观遗传变异，如甲基化。当视网膜神经节细

胞受损时，名为甲基的分子会在这些细胞的

DNA上聚集。神经元在修复时会发生脱甲

基化，切换到一种更年轻的甲基化模式。

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之前的观点：衰

老的背后是表观遗传变异的累积，要逆转

某种复杂组织年龄并恢复其生物学功能是

可能的。此外，该研究还表明，哺乳动物的

组织保留了一份年轻信息的记录——部分

由 DNA甲基化编码，获得这些信息能够改

善组织的功能。

在与这一新研究同时发表的“新闻与

观点”文章中，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

家安德鲁·胡伯曼探讨了研究结果能否推

及人类的问题。文章指出，此次描述的转

录因子的作用仍需在人类中进一步验证，

但研究结果已经提示：它们或能重编程不

同物种的大脑神经元。

衰老生物学是当今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之一。不过，想要实现整个机体的“返老还

童”，可能性接近于零，因为目前人类对衰老

机制的理解尚且不足，衰老的原因实在有太

多，它们一部分由基因决定，一部分由损害

身体器官功能的各种改变累积所决定——

无论哪一种，我们现阶段都没有办法完全掌

控。但我们清楚，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会

发生变化而遭受损伤，如果利用细胞重编

程，部分改善甚至彻底治愈因衰老而产生的

疾病，无疑就是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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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邰举）日前，韩国一

项联合研究从分子水平阐明了干预和逆转

人类真皮成纤维细胞老化的机理和关键蛋

白质。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上。

研究人员建立了细胞衰老调控网状模

型，通过仿真发现，PDK1蛋白质（3-磷酸肌

醇依赖性蛋白激酶 1）可能逆转细胞的老化

进程。随后，研究人员通过正常人类真皮成

纤维细胞进行实验，验证了这一发现。

实验结果显示，经过干预，皮肤中原本

已经减少的胶原蛋白合成可以重新增加，

皮肤再生能力也可以提升。

研究发现，PDK1在细胞从衰老状态恢

复至静息状态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对

PDK1活性加以抑制，能够影响AKT-IKB-

KB-PTEN反馈环，进而同时抑制 NF-κB

和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的信号传导。

这一发现不仅意味着皮肤老态可能重

返年轻态，还可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老年

性疾病。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和韩国爱茉

莉太平洋集团技术研究院共同完成了此项

研究。论文第二作者、爱茉莉太平洋技术

研 究 院 基 础 创 新 研 究 所 所 长 Park-

Won-seok 表示，一直被视为“天命难违”

的肌肤老化问题有望得到更积极的延缓和

改善。据报道，该公司正在根据这项成果

从山茶提取物中筛选有效成分。

细胞衰老状态是一种稳定、持续的细

胞分裂停滞状态。消除衰老标志并重新进

入静息状态意味着细胞衰老进程的逆转。

之前的部分研究找到了细胞衰老进程可逆

的证据，但是没能明确逆转机制。

皮肤“逆龄”可望实现

韩发现逆转细胞老化关键蛋白质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冯
卫东）据在线发表于《自然·通信》上的一项

最新研究，美国科学家已成功从非人类灵

长类动物的基因组中编辑了 SIV（猴免疫

缺陷病毒，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密切

相关，即艾滋病的病因）。这一突破是在艾

滋病病毒研究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将使

研究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开发

出治疗人类 HIV感染的方法。

主持研究的天普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

表示：“我们首次证明，单次接种由腺相关病

毒携带的 CRISPR 基因编辑构建体，可从

恒河猴的感染细胞中编辑出SIV基因组。”

这项新工作表明，研究团队开发的基

因编辑构建体可以到达被感染的细胞和组

织，这些组织被称为 SIV 和 HIV 的病毒储

藏库，是病毒整合到宿主 DNA中并隐藏多

年的细胞和组织，是治愈感染的主要障

碍。这些病毒库中的 SIV 或 HIV 超出了抗

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范围，而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可抑制病毒复制并从血液中清除病

毒。一旦停止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病毒就

会从其储藏库中出现并重新进行复制。

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SIV 的行为

非常类似于 HIV。在实验室研究的 SIV 感

染的恒河猴模型是一种理想的大型动物模

型，可以概括人类的 HIV感染。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设计了

SIV 特异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构建

体。细胞培养实验证实，该编辑工具可从

宿主细胞 DNA 的正确位置切割整合的

SIV DNA。他们随后将构建体载入腺相

关病毒 9（AAV9）载体中，该载体可通过静

脉注射到感染 SIV的动物体内。

研究人员随机选择 3 只 SIV 感染的猕

猴，每只接受一次AAV9-CRISPR-Cas9注

射，另选一只猕猴作为对照。3 个星期后，

研究人员从猕猴身上采集了血液和组织。

分析表明，在用AAV9-CRISPR-Cas9处理

的猕猴中，基因编辑构建体已分布到广泛的

组织中，包括骨髓、淋巴结和脾脏，并到达一

个非常重要的病毒库CD4+T细胞。

此外，天普大学研究人员对被治疗动物

组织进行了遗传分析，证明SIV基因组可有

效地从感染细胞上裂解下来。裂解效率因组

织而异，但在淋巴结中明显达到很高的水平。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终结艾滋病病毒进

程中的一项重要进展，下一步是在更长时间内

评估这种治疗方法，以确定是否能完全消除病

毒，甚至使受试者摆脱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艾滋病治疗研究获突破性进展

新“基因剪刀”可切除免疫缺陷病毒基因

今年七八月份，包括我国“天问一号”在

内的多个国家的探测器扎堆发射，奔向火

星。12 月 1 日深夜，“嫦娥五号”成功登月，引

起全世界瞩目。继火星、月球之后，哪个星球

将成为下一个行星探测的热点？

不少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地球的另一位近

邻——金星。日前，第 18 届金星探测与分析

国际会议（VEXAG）在线上召开。来自美、

加、法、日、印、俄等十几个国家的 140 余位行

星科学家参会，并分享了目前金星研究的新

成果，展望了未来探测金星的新方案。

“很多新颖的设想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在

金星浓厚的大气层中投放探测气球或飞艇，长

期收集云层数据，或是利用太阳能飞机，更有

目的性地窥探金星云层的奥秘。也有学者提

出，设计能够在金星表面走动、滚动或跳动的

仿生机器人等观点。”作为参会科学家之一，美

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教

授王阿莲对这次国际交流印象深刻。

地球“未来之镜”或
有生命藏身

金星，为什么能吸引全球科学家的目光？

“首先，金星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地球

未来可能向何方演化，或许我们能从金星的现

状和演化史中找到一些启发。”王阿莲表示。

此外，地外生命是空间探索的另一永恒

话题。今年 9 月，《自然·天文学》期刊发表论

文，学者利用两台望远镜在金星厚厚的云层

中发现了可能的生命迹象——磷化氢的化学

特征。一时间，有关“金星生命”的热度连番

上升，在此次会议上，这一发现因更多的观测

数据再次受到肯定。

“宇宙中有很多类太阳系，很多类太阳系

中与金星大小相仿的行星数量比类地行星

多。因此对金星生命的研究，也许意味着在

广袤宇宙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伙伴。”王阿

莲说。

事实上，人类对太阳系中行星的探测始

于金星。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苏联的“金星

号”系列，美国的“先驱者金星号”系列等探测

器先后造访金星。近年来，欧洲、日本等相继

发射金星轨道探测器。迄今为止，发往金星

或飞掠金星的各种探测器已经超过 40颗。

堪比“炼狱世界”探
测困难重重

尽管起始探测时间早，但人类对金星的

了解却比火星少得多，这是为什么？

如果请行星科学家用一个词形容金星，

很有可能是“炼狱世界”。与火星稀薄又寒冷

的大气不同，金星浓厚的大气层就像一圈温

室大棚，让太阳照在金星上的热量进得去、出

不来，使其地表温度高达约 464℃。此外，金

星地表大气压约为地球表面的 91 倍，还有恐

怖的硫酸雨和高频雷电。恶劣的环境让很多

企图描摹金星真实面貌的人类使者——探测

器“折戟沉沙”。

王阿莲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金星着陆器

需要具备比火星或月球着陆器更高效的隔

热、抗压等防护技术。以往很多金星探测器

着陆不久，就被“压瘪”或者“烧化”，往往只能

维持短短数小时的存活期。

“耐高温器件是金星着陆的技术基础，例

如耐高温电池、耐高温电子器件、耐高温金星

钻孔取样机等，这些新技术的发展都在会议

上有所报道。”王阿莲表示。

科学问题未解 多项
任务待发

目前，有关金星的科研工作多数使用现

有轨道探测数据，通过建立数值模型，开展模

拟实验等方式进行。例如，王阿莲团队成员,

来自山东大学空间科学院的联合培养博士生

曲洪坤就在会上报告了他搭建的金星闪电实

验室模拟装置，使用二氧化碳、氮气、二氧化

硫等混合气体模拟金星环境，研究金星闪电

对其大气的紫外吸收特征及大气中硫循环的

影响。

目前，受限于探测数据不足，金星大气超

复杂结构、未知紫外吸收物质、金星表面物质

种类、近期火山活动等大量科学问题至今悬

而未决。当然，还有终极疑问——金星上是

否存在生命。

王阿莲指出，发射更多金星探测器，尤其

金星着陆器，深化金星科学探测是解决这些

问题的关键。目前全球主要航天强国都在紧

锣密鼓地开展准备工作，例如仅美国 NASA

就支持着 VERITAS、“达芬奇+”和“金星旗舰

任务研究”3 种探测方案的预研；俄罗斯和欧

空局也分别支持着 Venera-D、EnVision 等任

务概念。

2021 年是关键的一年，各国将基于预研

结果对这些任务进行最后的选择，将利用轨

道器、穿云器、着陆器、飞行机器人和小型通

信卫星等对金星大气、地表、内部结构和等离

子体环境展开新一轮的科学探测。

金星在向全体地球人“挑战”。“在迎战的

团队里，希望能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成员。”

王阿莲说。

“探月热”“探火热”后，会有“淘金热”吗

实习记者 于紫月

NASA的 VERITAS金星任务。 图片来源：网络（beforeitsnews.com）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冯卫
东）根据 11 月 30 日发布的一项美国政府研

究，新冠病毒早在去年 12 月中旬就在美国感

染了人。这是在中国正式发现冠状病毒之前

的几周，比公共卫生部门发现美国的第一例

新冠病毒患者的时间早了约 1个月。

根据在线发表于《临床传染病》杂志上的

研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科学

家在美国红十字会从全美 9 个州的居民那里

收集的 7389 份血液中，发现了 106 份新冠病

毒感染证据。这些发现强有力地表明，新冠

病毒早在公共卫生当局和研究人员意识到之

前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颠覆了人们最

初对这种病毒出现的时间和速度的认知。

CDC 的研究基于美国红十字会在去年

12 月 13 日至今年 1 月 17 日之间收集的血液

样本，对其进行测试以查看是否有针对新冠

病毒的抗体。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病毒感染

可能于 2019 年 12 月就在美国出现，早于先前

的认识。

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在暴露于病原体后会

产生抗体，抗体的存在表明已暴露于病毒。

在分析血液样本时，CDC 的科学家在去年 12

月 13日至 12月 16日之间从加利福尼亚、俄勒

冈和华盛顿州采集的 39 个样本中发现了抗

体。这些发现表明，美国西海岸在 12 月中旬

出现了孤立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研究人员还在去年 12月 30日至今年 1月

17日之间在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

州、爱荷华州、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州发现了

67 个带有抗体的样品。这些发现表明，到今

年年初，案例更加分散，但仍然孤立。

研究人员说，他们排除了所发现的抗体

可抵抗其他会引起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的可

能性，在 84个样本中，发现了针对新冠病毒的

特异性抗体。

这一研究结果证明，越来越多的证据指

向新冠病毒在中国境外出现的时间早于以前

已知的时间。例如，研究人员在对去年 12 月

27日在法国住院患者的样本进行回顾性分析

时，也发现了该病毒。

CDC 的研究人员说，美国第一例新冠病

例是在今年 1 月 19 日报道的，当时该病毒在

CDC测试了两天。

较早的研究还表明，新冠病毒已经超越

了单纯的病例，并且在今年 1月中旬至 1月下

旬在美国的社区中传播，尽管流行病学家说，

这种病毒很可能直到 2 月下旬才在社区中广

泛传播。

CDC 的研究人员指出，这项新研究显示

了筛查常规采集的血液样本以证明病毒在人

群中传播的价值，该机构还在继续以这种方

式对新冠病毒的传播进行监测。

新冠病毒不仅可能比以前已知的在美

国出现的时间更早，而且研究人员发现了证

据，证明该病毒在美国的传播比测试所表明

的要广泛得多。根据 CDC 研究人员上周公

布 的 模 型 估 计 ，到 今 年 9 月 底 ，美 国 约 有

5300 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在此期间，已确

认约 690 万例感染，这表明每 8 例病例中约

有 1 例被确诊。

美 疾 控 中 心 研 究 发 现 ：

新冠病毒可能去年12月中旬就在美国出现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大约 40

亿年前，火星赤道上的盖尔陨石坑曾发生过

规模大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洪水。根据 NASA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收集的数据，以及美国

杰克逊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喷气推进实验

室和夏威夷大学的科学家联合进行的分析，

这暗示了火星上可能存在生命。这项名为

《盖尔陨石坑大洪水的沉积物及其对火星早

期气候的影响》的研究发表在日前的《科学报

告》期刊上。

这场特大洪水很可能是由一次大型陨石

撞击产生的热量引发的。热量释放导致火星

表面的冰融化，释放出二氧化碳和甲烷。水

汽凝结形成的水蒸气云使这颗红色星球上产

生了短暂的温暖而潮湿的环境，进而造成了

可能遍及整颗星球的暴雨。这些水进入盖尔

陨石坑，然后与从夏普山（盖尔陨石坑中心的

一座山）下来的水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山洪

暴发，沉积了丘陵平原的砾石山脊和横纹地

区的脊槽带。

“这是我们首次用‘好奇号’观测到详细

的沉积学数据，发现了特大洪水。”该研究合

著者阿尔贝托·费伦说，“以前，大洪水留下的

沉淀物没有被探测器的数据识别出来。”

与地球上的情况一样，在水和风等因

素影响下形成的地质特征，在火星上已冻

结了 40 亿年。这些特征传达了过去塑造行

星表面的过程。论文主要作者、杰克逊州

立大学物理学教授埃扎特·海达里介绍，这

样的地质特征包括盖尔陨石坑沉积层中出

现的巨型波浪状特征——通常被称为“巨

峰”或反向沙丘，高约 30 英尺，间距约 450

英尺。

海达里说，这些反向沙丘表明了大约 40

亿年前火星盖尔陨石坑底部流动的大洪水，

这些洪水与大约 200 万年前地球上冰融化形

成的特征相同。

“好奇号”火星车团队已经证实，盖尔陨

石坑在古代曾有持续的湖泊和溪流。这些长

期存在的水体清晰地表明，陨石坑及其内部

的夏普山可能支持微生物生存。

“从地质学角度来看，早期火星是一颗极

其活跃的行星。这颗行星具备支持地表存在

液态水的条件——而在地球上，哪里有水，哪

里就有生命。”费伦说，“所以早期的火星是一

颗宜居行星。”

但是火星上到底有人居住吗？下一辆火

星车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火星盖尔陨石坑大洪水暗示生命或曾存在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科学》杂志网站 1 日报道，欧洲空间

局（ESA）当天与瑞士初创公司“清洁太空”

（ClearSpace）签署了总额为 8600 万欧元的合

同，委派该公司制造一款特殊卫星“清洁太

空-1”（ClearSpace-1），并于 2025 年发射，捕

获一块约 100 公斤重的太空垃圾。这将是全

球首个捕获和处理轨道太空垃圾的任务。

届时，“清洁太空-1”将用 4 只全副武装

的太空爪捕获这块碎片，将其拖到较低轨道，

一同进入大气层并烧毁。该卫星的后续任务

还包括“捕捉更具挑战性的物体以及同时捕

捉多个太空碎片”。

自上世纪 60 年代太空时代拉开帷幕，各

国共进行了 5500 次发射，在轨道上留下了

23000个比葡萄柚还大的物体，还有数百万个

无法被追踪小物体。ESA 估计，如今太空垃

圾的数量远超 1 亿，它们正以 4 万公里/小时

的速度绕地球旋转。

“清洁太空”公司 CEO 吕克·皮盖特表

示，“即使几毫米大小的物体，也会因其高速

度而对其他航天器造成巨大的破坏。”未来几

年里，将有“数百甚至数千颗卫星”在近地轨

道运行，发生碰撞的危险只会越来越大。

ESA“清洁太空”办公室负责人路易莎·

因诺琴蒂说，“清洁太空-1”任务目前面临

的挑战是设计出一种成像系统，能在太空

爪抓住物体之前，自动快速描绘出物体的

特征。

当然，“清洁太空”公司也并不满足于完

成上述目标，皮盖特说：“我们将稳步推进，希

望能抓取更大的目标，能同时处理多个目标

以降低成本。”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休斯·路易斯表示，

“降低成本很有必要。”他解释说，要清理这

100公斤左右的太空垃圾，“清洁太空”公司要

花费 1 亿欧元（其中 8600 万欧元来自 ESA）。

如此算来，清理“轨道上最危险的物体”、8000

公斤重的 Envisat 地球观测卫星的成本将“令

人咂舌”。

此外，日本 Astroscale 公司计划 2021 年 3

月启动名为 ELSA-d的任务：用一艘服务飞船

释放一架带有铁磁对接板的靶向飞行器，并

用磁铁将目标捕获。

欧空局启动全球首个太空垃圾清理任务
投入 8600万欧元 拟 2025年发射航天器

““清洁太空清洁太空--11””使用使用44只太空爪抓住一个废弃的有效载荷适配器只太空爪抓住一个废弃的有效载荷适配器（（艺术图艺术图）。）。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科学科学》》网站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