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路过街角的面包店时，可能会被店铺门

前飘荡着的甜味所吸引。人类会依此做出购买

决定，这不仅会发生在你身上，一些面包店也会

利用这一点——他们会让店里充盈着烘焙的香

味，从而使得销售额大幅飙升。

近期一项发表于《PLOS 生物学》的研究指

出，人们是否会在路过一家面包店时停下来购买

甜点，可能会受到之前吃过的食物的影响。美国

西北大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人们会因先前吃过这

些食物，而对它们气味的敏感度降低。例如，如

果你在路过这家店之前吃过同事给的烘焙零食，

那么你就不太可能会光顾那家散发着甜味的面

包店了。

该研究发现，在实验中，刚吃过肉桂面包或

披萨的参与者不太可能感知到与食物相关的气

味，但对其他气味的感知不会受到影响。这一发

现也得到了大脑扫描结果的证实。扫描结果显

示，参与者大脑中处理气味部分的神经活动模式

以类似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发现说明，食物

的气味能调控我们是否会吃某样东西，而我们吃

的东西也会反过来调节我们的嗅觉。

食物摄入和嗅觉系统间
反馈或有进化意义

美国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神经病学、精

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助理教授、论文的通讯作者

Thorsten Kahnt说，食物摄入和嗅觉系统之间的

反馈可能有着有利的进化意义。“试想一下我们

的祖先在森林中漫游寻找食物，他们发现并吃掉

浆果，随后就会对浆果的气味不再那么敏感。”

Kahnt 说，“但也许他们对蘑菇的气味仍然很敏

感，所以理论上这有利于食物和营养摄入的多样

性。”

Kahnt说，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当时的狩猎—

采集者在日常决策中表现出的适应表现，但了解

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用鼻子能发现的东西之间的

联系，仍然非常重要。举例来说，假如鼻子无法

正常工作，那么这个反馈回路就会被扰乱，从而

导致饮食紊乱和肥胖等问题。这种联系甚至可

能与睡眠中断有关，这是 Kahnt实验室正在研究

的另一个与嗅觉系统相关联的问题。

通过脑成像、行为测试和无创脑刺激，Kahnt

的实验室研究嗅觉如何引导学习和食欲行为，特

别是它与肥胖、成瘾性和痴呆等精神疾病的关

联。在过去的研究中，该团队发现睡眠不足会使

参与者的大脑对气味的反应发生变化。他们接

下来想知道食物摄入是否会，如是的话如何改变

我们感知食物气味的能力。

不同状态下人类对气味
敏感程度也有不同

根据该研究第一作者 Laura Shanahan 的说

法，关于人类对气味感知如何因不同因素而变化

的研究很少。“有一些关于气味愉悦度的研究。”

Shanahan说道，“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在不同状

态下，人类对这些气味的敏感程度。”

为了进行这项研究，该团队开发了一项新方

法，即向参与者提供一种混合了食物和非食物气

味的混合气味（例如披萨和松木或肉桂面包和雪

松的混合气味）。从纯食物气味到非食物气味，

他们使得每种混合气体中食物和非食物气味的

比例各不相同，并让参与者来闻这些混合气体，

并回答哪一种气味占主导地位，是食物气味还是

非食物气味。

参与者需要在 MRI 扫描仪内分 2 次闻这些

气体，首先是在饥饿情况下进行第一部分实验，

随后在他们吃了混合气味中相匹配的食物后，再

进行第二部分实验。“在 MRI 扫描仪中，进行实

验的第一部分的同时，我正在另一个房间准备食

物。”Shanahan 说，“我们希望所有的食物都是新

鲜的，因为我们希望参与者尽可能多吃，直到他

们吃饱为止。”

随后，研究团队对两部分实验进行了比较，

分别计算了混合气体中需要多少食物气味，参与

者才认为食物气味占主导。他们发现，当参与者

饥饿时，他们更容易将食物气味视为主导气味。

例如，在饥饿条件下，肉桂面包气味占比仅需

50%，但在饱餐后，肉桂面包气味的占比需要提

升到 80%，才会被认为是主导气味。

（文章来源美国西北大学，王东岳翻译，据
《环球科学》）

肥胖挥之不去，问题可能出在嗅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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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科学家们认为，近亲繁殖会导致

各种先天性缺陷。这一现象在有性生殖的物种

中普遍存在，而且有性生殖在进化上的重要意义

就在于通过雌雄个体遗传信息（基因）的重组来

增加物种的多样性。

然而，近日发表在《细胞·基因组学》上的一

篇论文发现了近亲繁殖对基因影响的新案例：瑞

典和新西兰研究人员对新西兰斯图尔特岛上的

鸮鹦鹉进行基因组测序时发现，在经历了 1万年

的孤岛隔离和近亲繁殖后，鸮鹦鹉有害基因突变

的数量比主岛上的同类少。

这一案例也证明了，近亲繁殖过程中，有

害的基因突变可以被清除。这种清除机制的

存在，真的能给濒临灭绝的物种带来新的生

机吗？

“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看，非近亲繁殖能

最大程度地保持物种的基因多样性，有利于物

种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南开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遗传与细胞生物学系特聘研究员赵绍伟

解释说，这种现象的基因组合原理很简单，以

人类为例，人类除了精子和卵子是单倍体细

胞，其他细胞都是二倍体细胞。也就是说，人

的每个基因基本上都有两份拷贝，一份来自父

亲，另一份来自母亲。如果父母是近亲，有血

缘关系，那他们的后代继承的这两份拷贝就有

可能来自于共同的祖先，是相同的。而如果祖

先的基因有缺陷，那后代继承的两份拷贝都存

在基因缺陷的概率就会增大，出现各种疾病及

生理缺陷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了。

大部分遗传疾病都是隐性基因突变导致的，

只有在该基因突变纯合时，个体才会发病。在杂

合的状态下，个体正常。也就是说，只有在致病

基因的两份拷贝都是坏的情况下才会发病，只要

有一份正常就没事。

著名的“王室病”血友病就是一种隐性遗传

病，之前，欧洲王室为保持血统纯正而近亲通婚，

导致血友病在王室成员中高发。此外，白化病、

红绿色盲症等都是比较常见的隐性遗传病。

“这也是现在世界各国几乎都立法禁止近亲

结婚的原因，这个原理在其他有性生殖的物种中

也是一样的。”赵绍伟说，亲缘关系比较远的两个

个体交配，其后代基因重组的多样性会大大增

加，有利于该物种的进化，也有利于增强种群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

但有时候，人们为了让马、狗等宠物最大程

度地保留其特有的基因，也会让它们近亲繁殖，

以保证血统的纯正。

“近亲繁殖有利于特有基因的延续，这是因

为近亲繁殖会导致后代两个拷贝基因相同的概

率大大增加，如果这个相同的基因是致病的，那

就会导致遗传疾病；如果这个相同的基因不致

病，而是会导致某种特有的性状，就会出现如马

更高大健壮、鬃毛更光滑漂亮，一些狗看起来更

可爱等情况。”赵绍伟介绍，通过近亲繁殖，尤其

用纯种之间进行交配就更能延续这种特有基因

及其决定的性状。但如果让具有这些优良性状

的纯种个体与不具有这些性状的个体杂交，那这

种特有基因就会处于杂合状态，性状表现不出

来，时间长了就会丢失。

近亲繁殖 遗传疾病发生率增加

前文所述最新研究针对的是一类特殊的鹦

鹉，叫鸮鹦鹉。它们体重很大，不会飞。新西兰

是由南北两个大的主岛和很多小岛组成的，研究

者此次研究的是新西兰南主岛南面的一个叫斯

图尔特的小岛上的鸮鹦鹉，由于这些鸮鹦鹉不会

飞，不能跨过海峡，因此不能和主岛上的同类进

长时间近亲繁殖 有害突变被清除

对于此项研究的结果，研究人员似乎看到了

保护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物种延续的新希望，他们

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基因缺陷已经消失，

高度近亲繁殖可能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物种注定

要灭绝。

对此，赵绍伟并不是非常认同，他表示：“整

体上看，近亲繁殖对于一个进行有性生殖的物种

的延续是不利的。因为这除了会增加致病基因

在个体中纯合的概率，进而减少种群数量外，还

会大大降低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不利于物种应对

复杂多变的环境。”

随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的降低，近亲繁殖

几率的增加，一定会有更多个体因遗传疾病、

生理缺陷而被淘汰。比如出于人们对于纯种

宠物的追求，人们会让宠物近亲繁殖而使得其

血统越来越纯正，但是动物也会因近亲繁殖导

致致病基因纯合的概率大大增加，一些著名的

纯种犬有各种各样的遗传病，饲养起来更加

“金贵”，而且这样的繁殖所伴随的是低成活率

及高淘汰率。

“应用这种清除的方式来消除有害基因突变

的方法，最可能的结果应该是种群数量降低到最

小阈值数量以下，进而导致整个物种灭绝。”赵绍

伟认为，对濒危动物的保护还是要增加种群数

量，尽量让物理和亲缘关系比较远的个体交配繁

衍后代，避免近亲繁殖，增加物种多样性从而保

护种群，这样的方法更靠谱。

不过赵绍伟也表示，此项研究对于濒危动物

保护和物种延续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毕竟给出

了近亲繁殖还有清除有害突变这一有利因素的

一个实例，可以说是近亲繁殖百害中的一利。这

些经过惨烈淘汰剩下的鸮鹦鹉应该更健康，用它

们来和主岛上的同类交配对于恢复种群数量可

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保护濒危物种 增加物种多样性更靠谱

靠近亲繁殖清除有害基因靠近亲繁殖清除有害基因
鸮鹦鹉的这招能救濒危动物吗鸮鹦鹉的这招能救濒危动物吗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地球

和空间科学学院朱仁斌教授课题组与合作者合作，研究阐明了南极苔原

三氯甲烷产生与排放过程中的规律。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地学著名

期刊《地球物理研究通信》。

三氯甲烷是大气中仅次于一氯甲烷含氯的第二大自然载体，是对流

层中氯的重要来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认为三氯甲烷对平

流层臭氧的破坏能力有限，而不受《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约束。然而，过去

10 年的观测表明，大气中三氯甲烷浓度一直在稳步升高，数值模拟研究

结果显示，三氯甲烷等含卤素物质对平流层臭氧的破坏作用可能被低估；

大气中这些物质浓度的不断攀升已成为延缓平流层臭氧恢复的重要因素

之一。因此，查明三氯甲烷来源途径并探究其环境效应尤为重要。

南极无冰区苔原面积约 7.2 万平方公里，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极为敏

感；苔原也是企鹅、海豹等海洋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这些动物的活动每年

向苔原传输大量的有机质和海洋源氯素。科研人员首次对南极苔原—大

气三氯甲烷交换通量进行了原位测量，并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室模拟培养

实验。评估结果显示，南极苔原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约 100吨三氯甲烷，是

重要区域性排放源；企鹅活动促进了土壤微生物活动介导的三氯甲烷产

生过程。南极苔原三氯甲烷源强响应于企鹅种群变化和南极变暖程度，

并对当地大气三氯甲烷的组分浓度产生重要影响。

该研究结果对南极三氯甲烷自然产生机制及其环境效应提供了新的

认识，对全球范围内土壤源三氯甲烷排放的评估提供了新的基础数据。

南极苔原

年排放三氯甲烷约100吨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晔）无需密钥，即可直接在量子信道中传输秘密

信息！记者 9 月 22 日从上海交通大学获悉，该校陈险峰团队和江西师范

大学李渊华等人合作，在量子通信网络取得重要突破，他们利用量子安全

直接通信原理，首次实现了网络中 15 个用户之间的安全通信，其传输距

离达 40 公里。该研究为未来基于卫星的量子通信网络和全球量子通信

网络奠定了基础。相关论文发表在《光科学应用》。

量子通信包括量子密钥分发、量子秘密共享和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等

模式。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秘密共享是在通信双方共享密码。现有的量

子通信网络主要是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用量子的方法在网络中分发安全

密钥。目前还不能在网络中直接传输安全信息。2000年，清华大学龙桂

鲁提出了量子安全直接通信，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的特殊之处在于，不需要

密码就可以完成信息的安全传输。2021年《6G研究白皮书》指出，量子安

全直接通信具有侦测窃听的能力，在下一代安全通信方面能够展现巨大

的潜力。

近几年，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发展迅速。2016 年，山西大学和清华大

学完成首个单光子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实验；2017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和南京邮电大学完成了基于纠缠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随后，清华大学和

南京邮电大学完成了 500米光纤传输距离的量子安全直接通信；2020年，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研制成功首台具有实用价值的量子

安全直接通信样机，并在中关村论坛发布会上发布。

此次上海交通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联合团队基于量子安全直接通信

原理，首先在实验中制备出时间—能量纠缠。随后利用光纤，在通信网络

的 15 个用户之间的任意两个分发纠缠。两个用户之间的传输距离为 40

公里。利用和频产生器实现贝尔态分析解码，完成信息的传输。实验结

果表明，其信息传输率达到了 1Kbp/s。

该实验为未来通信网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以此实验为基础，研

究人员可以开展更长距离的量子通信网络研究，以及实现星地之间，乃至

全球化的量子通信网络。

量子安全直接通信

传输距离达40公里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周江

宁研究组采用基因操作小鼠，结合行为学、脑片膜片钳、化学遗传学和在

体光纤记录等技术研究发现：位于下丘脑室旁核的兴奋性突触后蛋白

PSD-93在抑郁症的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神

经病理学知名期刊《Acta 神经病理学》。

抑郁症已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疾病之一，但其发病机制仍不清

楚。而应激导致的抑郁症发病则是经典假说之一。根据应激假说，长期

持续的高应激状态（如自然灾害、创伤后或长期处于高压的生活状态）导

致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过度激活是抑郁症发病的关键机制。下

丘脑是脑内情感调节神经网络的重要节点。位于下丘脑室旁核的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是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中枢驱

动力。在脑内所有的神经元都接受兴奋性或抑制性突触调节，然而，

CRH神经元参与抑郁症发病的突触调节机制仍不清楚。

科研人员首先确认了 PSD-93 与 CRH 存在共定位。接着采用病毒

感染的方法操作 CRH 神经元中 PSD-93 的表达水平，结果发现：过表达

PSD-93能够使小鼠出现抑郁样行为，而降低 PSD-93的表达水平能够产

生抗抑郁的效应。最重要的是，在抑郁患者死后的人脑样本中发现，

PSD-93与下丘脑室旁核 CRH共定位的细胞密度显著增加。

该研究揭示下丘脑室旁核 PSD-93在抑郁症的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并探索了可能机制。这一发现促进了对抑郁症下丘脑兴奋性突触失调的

神经基础的理解，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在抑郁症中的突触调节提

供了直接证据，并且推进了抑郁症发病中兴奋性突触假说、应激假说和炎

症免疫假说的整合。

兴奋性突触后蛋白PSD-93

在抑郁症发病中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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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繁殖有利于特有基因的延续近亲繁殖有利于特有基因的延续，，这是因为近亲繁殖会这是因为近亲繁殖会

导致后代两个拷贝基因相同的概率大大增加导致后代两个拷贝基因相同的概率大大增加，，如果这个相同如果这个相同

的基因是致病的的基因是致病的，，那就会导致遗传疾病那就会导致遗传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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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配，长期处于被隔绝状态。

研究数据显示，斯图尔特岛上幸存的鸮鹦鹉

种群已经被隔离了大约 1万年，其携带的有害基

因突变比主岛上的同类少。这也证实，在此期

间，有害基因突变被名为清除的自然选择过程消

除了。

科学理论认为，在小种群中，有害突变可能

会累积，进而导致灭绝风险增加。但通过近亲繁

殖暴露出来的有害基因突变，也可能通过自然选

择消除，这一过程被称为清除。

赵绍伟解释，其实清除的过程就是鸮鹦鹉在

长时间的近亲繁殖过程中，有害基因突变有更高

的概率在种群个体中纯合，进而导致个体生病、死

亡被自然选择淘汰，这些有害基因突变随之消失。

“近亲繁殖会大大增加这些有害基因突变在

同一个个体中纯合的概率，即同一个个体的两个

拷贝基因都是坏的的概率增加，进而促进这一清

除过程。”赵绍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