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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0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费米实验室官网 17 日报道，大型国际

科学合作项目暗能量光谱仪（DESI）正式启

动，开始其为期 5 年的宇宙探索之旅。DESI

试图通过捕获和研究来自宇宙中数千万个星

系和其他遥远物体的光，创建迄今最大、最精

细的星系三维图谱，以揭示暗能量的奥秘，加

深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暗能量是一种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

力量。1998 年，科学家首次发现暗能量存在

的有力证据。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观测实验给

出的数据表明，宇宙中普通物质只占 4.9%，暗

物质占到 26.8%，暗能量占到 68.3%。暗能量

与暗物质被科学家称为“21 世纪初物理学天

空存在的两朵乌云”。

当宇宙膨胀时，星系彼此远离，它们的光

变成更长、更红的光波，这被称为红移。星系

越远，它的红移就越大。通过测量星系红移，

DESI 研究人员将制作一张宇宙的 3D 地图，

星系在地图上的详细分布有望对暗能量的影

响和性质产生新的见解。

DESI 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基特峰天文

台一台直径 4 米的望远镜上，其核心是 5000

个独立的铅笔大小的机器人，每个机器人控

制一个光纤眼，它们协同工作，捕捉光波。

美国能源部负责高能物理的副主任吉

姆·西格里斯特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 DESI

启动，这是首个开始科学调查下一代暗能量

的项目。除研究暗能量这一主要任务外，其

取得的数据集还将被更广泛用于许多天体物

理学研究领域。”

项目负责人、伯克利实验室的迈克尔·列

维解释说：“与此前的巡天调查相比，DESI的

独特之处在于将测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10

倍的星系光谱，而且，可以收集到 110 亿年前

天体发出的光。”

法国替代能源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宇宙

学家、该项目共同发言人纳塔莉·帕兰克—

德拉布维尔说：“大约 10 年前我们开始设计

这款仪器，DESI 旨在更好地了解宇宙，特别

是暗能量，将使研究人员能够精确地解决两

个主要问题：什么是暗能量以及引力遵循广

义相对论定律的程度，这构成了我们理解宇

宙的基础。”

在该 5 年调查正式开始之前，DESI 的定

制仪器先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试运行，捕获

了 400万个星系的光谱，超过了以往所有光谱

调查的总和。

十年磨一剑！暗能量光谱仪开启宇宙探索之旅
助力绘制迄今最大最精细星系三维图谱

自然界正在受到威胁。

一些关于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报告称，有

100 万种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人为原因导

致了 83%的野生哺乳动物和一半的植物消

失。在亚马孙地区，每天每分钟都有超过 150

英亩的雨林消失。自 1970 年以来，野生动物

的数量平均下降了 68％。

这不仅与自然世界有关，也与我们的世

界有关。我们的生存、生计和幸福依赖于自

然。就像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一样，破

坏自然只会增加未来疫情流行的可能性。人

与自然的关系破裂将人与地球的未来置于危

险之中。

生物多样性丧失如此严重，但这些触目

惊心的数字和科学发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时代精神？这些数字是否改变了人们关心自

然的程度？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正在觉醒。5 月 18

日，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委托经济学人智库

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更加

关注生物多样性危机，并且这种担忧正在转

化为行动。报告显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

的变革时代，即“生态觉醒”的时代，这也许是

人类和地球未来最重要的时代。

越来越多人通过网络
为自然发声

该报告将调查等传统研究方法与对社交

媒体、新闻媒体、谷歌趋势和搜索词等有针对

性的分析相结合，评估了从 2016 年到 2020 年

五年时间里，54 个国家 80%的世界人口对自

然的参与、意识和行动。

报告显示，参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

对话和行动的人数有数亿人，而且人数还在

上升。

公众对自然的兴趣和关注在过去五年中

显著上升，并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继

续增长。

报告认为，这种“生态觉醒”在亚洲和新

兴市场的攀升速度最快，2016 年至 2020 年期

间，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增长率和

参与率最高。

自 2016 年以来，关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自然遭破坏的推特帖子增加了 65%，这主要

是由于对拉丁美洲亚马孙森林火灾的关注，

而谷歌对相同主题的搜索量增加了 16%。

多重因素推动公众保
护意识提高

该报告将人们意识的提高归结于几个原

因。最近，新冠疫情让人类对自然其他部分

的依赖变得更加明显。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另

一项调查发现，来自八个国家的 70%的参与

者现在比大流行开始之前更多地意识到人类

对环境的威胁，四分之三的人希望在恢复世

界原本框架中看到更强有力的环境政策。

抗议、请愿和捐赠运动也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2018 年至 2019 年间，对抗议破坏环境

和生物多样性等的活动报道增长了 103%。

围绕禁止一次性塑料、供应安全饮用水和“自

然权利”运动也在公众话语中产生了反响，影

响了政策制定和立法改革。

此外，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的

名人及公众人物也在提高人们意识方面起到

相当大的作用。

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
为全球行动

报告指出：“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运

动既是全球性的，也是相互联系的。”报告强

调，目前覆盖了全球 60%人口的互联网的普

及，正在帮助人们将这种担忧转化为行动。

今年3月，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联

合国环境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环境是人类

面临的大多数挑战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肯

尼亚已经将环境支柱牢牢固定在国家的蓝图

中，这就是肯尼亚的2030年远景规划。”

在美国，人们对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的担忧和认识也有所上升。2016 年至 2018

年间，人们对可持续产品的谷歌搜索量增长

了 450%，这反映了消费者影响私营企业决策

的潜力。

报告称，2020 年 10 月，社会各界所做的

不懈倡导工作得到了回报：孟买境内 329公顷

面积的森林被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授予

保留。

主要金融机构也采取了行动。2020 年 6

月，7家欧洲基金称，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亚马

孙雨林，将从巴西撤回价值2万亿美元的投资。

“我们是自然问题的
解决方案”

生物多样性是粮食安全和营养、医药与

制药、减缓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的基础。根

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世界上超过一半的

GDP依赖于自然。

虽然人们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丧失的总

体认识正在稳步提高，但要将其转化为确保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所需的全面变革，仍

存在一些障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尽管环

境立法的数量自 1972 年以来增长了 38 倍，但

其如何实施是一项挑战，代价高昂的向可持

续转变的商业模式也是一项挑战。

今年 3 月 15 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公布了 2021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的主题：“#ForNature我们是自然问题的解决

方案。”

“生态觉醒”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我

们是促进人类和地球产生积极变革、应对若

干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强大动力。唯有从觉醒

到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才能许人类一个美

好的未来。

“ 生 态 觉 醒 ”的 时 代 正 在 来 临

◎实习记者 张佳欣

日前，巴黎市民时隔逾半年重回咖啡
厅露台。法国自 5 月 19 日开始执行逐步
解封计划，餐饮露天平台、电影院、商场、
博物馆等场所重新开放，宵禁开始时间由

此前的 19 时延至 21 时。自去年第二次
实施封锁措施以来，法国餐厅、电影院、展
览馆等非必须商业场所已经关闭近 7 个
月，其间主要依靠政府补贴艰难维持。法
国 19 日新增感染病例 19050 人，每 10 万
人发病率下降至 140人。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摄

科技日报北京5月20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20 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

中，美国匹兹堡大学康复神经工程实验室的

生物工程师团队描述了一种新的脑机接口技

术应用，即如何通过增加大脑刺激来唤起触

觉，从而使操作者更容易操纵大脑控制的机

械臂。这种脑机接口不仅依赖视觉，还模仿

了触觉，极大地提高了四肢瘫痪患者用脑控

机械臂操纵物体的能力。

由脑机接口控制的假肢设备，可以从植

入的电极测量与运动相关的大脑活动，并将

其转化为对机械臂的有意识控制，使一些瘫

痪的用户能够恢复功能性运动。然而，脑机

接口控制系统的使用是有限的，他们通常只

依赖视觉线索，缺乏感觉到被抓住物体的关

键感官反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在脑机接

口上增加了一个传入通道，以模拟手部皮肤

的感觉输入，从而形成了一个既能“读”信息

又能“写”信息的系统。

这种双向脑机接口可读取大脑运动皮质

的神经活动来控制机械臂。与此同时，机械

手“皮肤”上的传感器记录了它所经历的机械

力，通过皮层内微模拟将它们传输回躯体感

觉皮层，让使用者感到触觉感觉，就像是自己

的真实知觉一样。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内森·科普兰是一名

28岁的男子。他在十年前的一场车祸后参加

了一项有关感觉运动微电极脑机接口的测

试，并在体内植入了电极阵列。

此次，有了新的脑机接口后，通过电刺激

提供触觉反馈，他的一系列上肢评估的试验

时间大大缩短。这些评估涉及移动不同形状

的物体，例如将桌子右边杯子里的纸片和塑

料碎片倒进左边的空杯子里。

在所有实验任务中，与没有提供触觉反

馈的脑机接口相比，他用机械臂抓住和转移

物体所需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时间中位数从

20.9秒减少到 10.2秒。

该研究的共同资深作者、匹兹堡大学物

理医学和康复系副教授罗伯特·冈特博士说：

“即使恢复的是有限和不完美的感觉，人的表

现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善。要让感觉更真实，

把这项技术带到人们家里，我们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但我们离再现大脑的正常输入越近，

这项技术就会越完善。”

双向脑机接口刺激大脑唤起触觉
极大提高瘫痪人士操作假肢能力

科技日报北京5月 20日电 （记者刘霞）
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网站 19 日报道，

该校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机器拇指——“第

三根拇指”，并让受试对象使用这个机器拇

指。结果发现，受试者可以使用这个外来拇

指有效地执行复杂和灵巧的任务，包括与两

个真正的拇指一起用积木搭建一个塔等。而

且，受试者认为，随着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的

增加，“第三根拇指”越来越像他们身体的一

部分。

“第三根拇指”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获奖

研究生项目的一部分，由设计师丹尼·克洛

德 领导。该项目旨在改变我们对假肢的看

法——从基本的恢复丧失功能转变为对人类

能力的适度扩展。克洛德随后加入 UCL 塔

玛·马金教授领导的神经科学家团队，探索大

脑如何适应和掌控不断被机器增强的身体。

马金解释说：“身体增强领域方兴未艾，

旨在扩展我们身体的能力，但我们对大脑如

何适应这种趋势知之甚少。通过研究使用

‘第三根拇指’的人，我们试图回答一些关键

问题，即人脑能否支持‘外来’部分，以及技术

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

“第三根拇指”完全由 3D 打印机打印而

成，这意味着其很容易订制。它被佩戴在手

的一侧，与真正的拇指相对，佩戴者可以通过

大 脚 趾 下 面 佩 戴 的 压 力 传 感 器 控 制 它 。

在最新研究中，20 名参与者每人接受了 5 天

训练。在此期间，他们每天佩戴“第三根拇

指”回家，每天佩戴两到六个小时，在完成家

务过程中测试其功能。研究人员将其活动与

另外由 10 人组成的对照组进行了对比，后者

在执行相同训练任务时佩戴一个不动的机器

人拇指。

在每天的实验环节，参与者将训练重

点放在旨在增强手和“第三根拇指”之间合

作的任务上，比如单手抓取多个球或酒杯

等。在完成这些动作的过程中，参与者学

会了快速使用“第三根拇指”所需的基本手

势，提高了运动控制能力、手拇指协调能力

以及与训练直接相关的灵巧度。最后，参

与者一心多用使用“第三根拇指”，比如思

考数学问题时建塔。

UCL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保利娜·基

利巴说：“身体增强技术有朝一日可能会在多

个领域大显身手，比如让外科医生不用助手

即可独立完成手术，或者让工人更高效地工

作。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继续研究这些

设备如何与我们的大脑互动这一复杂的跨学

科问题。”

身体增强技术获重大突破

人脑可控制“第三根拇指”执行复杂任务

科技日报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科研旗下《科学报告》近日

发表的一项古生物学研究，近期在美国怀

俄明州汉娜组发现的化石足迹痕迹可追溯

至 5800 万年前，其代表了哺乳动物在海边

聚集的最早证据。这一发现表明哺乳动物

最早栖居在海洋的时间可能比之前认为的

早 940万年，发生在古新世晚期（6600万至

5600 万年前），而不是始新世（5600 万至

3390万年前）。

海边温度舒适，环境宜人，人类中的大

部分人都是喜爱海边的。近期研究人员发

现，早在五千多万年前，史前哺乳动物就表

现出了对海边的“钟情”。

美国犹他大学安顿·沃罗卜勒斯基及

其同事，此次检查并拍摄了超过 1000 米的

化石足迹，根据植物和花粉化石，该区域的

历史已有约 5800万年。

研究团队在此处识别出多种不同痕

迹。一组是相对较大、五趾的足迹，大小接

近如今的棕熊脚；另一组是中等大小、四趾

的足迹。团队认为，五趾足迹是一种名为

“冠齿兽”的动物留下的，这是一种像河马

的半水生钝脚目动物。四趾足迹不符合已

知的古新世晚期哺乳动物骨骼证据，但和

偶蹄目及貘类（几种有蹄哺乳动物）有相似

之处，尚无证据表明古生代存在这类动

物。有意思的是，这些足迹走向和穿过的

区域里，有不少史前软体动物、蠕虫的踪迹

以及海葵，说明这一区域曾经是一片浅潮

水或海湾。

研究人员推断，史前哺乳动物聚在海

边的原因与现代哺乳动物差不多，如穿越

迁徙、逃避捕食者和昆虫叮咬，以及获取钠

矿物质，这种矿物质在史前的北美热带森

林里可能很少。

化石足迹研究发现——

5800万年前动物喜欢在海边聚集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0日电 （记者张
梦然）美国遗传学家团队近日首次在非人

灵长类模型中，实现了对一种名为 PCSK9

基因剪接位点的高效精准编辑。这一成功

意味着，只需单次注射，便可持久抑制肝脏

中 PCSK9 基因的表达，其为心血管疾病的

预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并极大地推动了

单碱基编辑技术的临床转化应用。研究报

告 19日公开于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人们熟知的 CRISPR-Cas9 工具被认

为存在安全性和效率较低下等问题，而新

型单碱基编辑器 ABE 的出现，克服了以上

弊端，使高效精准的基因编辑有望实现。

这一利器此前已在小鼠模型中取得一定的

成绩，不过在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中，该工

具仍存在一些不明确性，严重影响了单碱

基编辑技术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美国 Verve Therapeutics 医疗科技公

司由世界级心血管遗传学家和基因编辑先

驱创建，此次，科学家塞卡尔·卡西里森及

其团队利用单碱基编辑工具 ABE 和脂质

纳米颗粒，实现了非人灵长类模型中 PC-

SK9基因剪接位点的精准编辑。研究人员

在将单碱基编辑工具 ABE8.8 用于对 PC-

SK9 基因剪接位点的编辑后，实现了对

PCSK9 表达的持久“关闭”。目前已知，这

一基因在胆固醇和脂肪酸代谢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团队在食蟹猴原代肝细胞中证实了其

有效性，实验中的食蟹猴并无其他肝功能

异常和健康异常。该结果表明，在非人的

灵长类动物中，通过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的

ABE单碱基编辑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在另一项研究中，瑞士苏黎世大学与

荷兰玛西玛公主小儿肿瘤中心的联合团

队，同样借助于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的 ABE

系统在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实现了肝

脏组织中 PCSK9 基因的精准编辑，有效降

低了 PCSK9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

这些成果将推动单碱基编辑治疗下一

步的临床转化，同时为未来心血管疾病和

肝病的预防治疗工作打开新的大门。

基因编辑技术自诞生以来，在基因敲

除、敲入、碱基修复等领域得到了推广，但

我们熟悉的 Cas9 已被发现有其问题——

安全及效率，都是无法忽视以至不能顺利

应用的障碍。而与被称为“分子剪刀”的

CRISPR 系 统 不 同 ，碱 基 编 辑 不 会 切 割

DNA，可以避免 DNA 断裂引入的其他突

变，是以被寄予厚望。如今这两项研究是

科学家们首次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体内开展

单碱基编辑治疗，其成功意味着这一技术

的临床转化有了希望，当然，科学家也会继

续跟进以观察其结果是否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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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咖啡厅

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家园，正
面临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海
洋污染等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人类
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加快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
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是摆在全人
类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世界多地
的人们已经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多
种方式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

图为极地动物模型和塑料垃圾
布景在克罗地亚海滨城市希贝尼克
展出，旨在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变暖
和塑料污染问题（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赫尔沃耶·耶拉维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