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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 超

科技日报柏林12月 6日电 （记者李山）
近日，德国科研人员在生命起源的相关研究

中取得新进展。他们开发了一个模拟早期地

球火山活动产生的不平衡环境，验证了加热

的岩石孔隙内的气泡能够驱动凝聚层微滴的

生长、融合、分裂和选择，为早期地球上无膜

凝聚层微滴的演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场景。

相关论文 6日发表在《自然·化学》杂志上。

35 亿年前，地球早期的生命是从哪里以

及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对于科学家来说一

直是个谜。生命起源的环境是研究人员寻求

突破的一个方向。地球上最早的细胞出现的

一个基本先决条件是，它们能够形成隔室并

进一步发育，以实现最初的化学反应。无膜

凝聚微滴被认为非常符合原始细胞的描述，

它具有分裂、浓缩分子和支持生化反应的能

力，但科学家们尚未能证明这些微滴是如何

进化以促进地球上的生命的。

早在2018年，德国马普分子细胞生物学和

遗传学研究所朵拉·唐的研究团队就发现，简

单核糖核酸（RNA）在无膜微滴中具有活性，这

些微滴为生命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化学环

境。但当时的实验是在一个简单的水环境中

进行的，不是一个可不断分裂和生长的环境。

于是，该研究团队与慕尼黑大学系统生物物理

学教授迪特·布劳恩进行合作。布劳恩团队开

发了一种不平衡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多种

反应可同时发生，细胞也可进一步发育。

联合研究团队开发的环境代表了早期地球

上的一种可能情景，即火山活动附近水中的多

孔岩石被部分加热。研究人员在实验中使用带

有气泡的含水孔隙和带有冷热极的温度梯度来

观察原始细胞是否会进一步分裂和发育。

实验中，研究人员不仅观察到分子和原

始细胞迁移到气水界面，便于糖、氨基酸和

RNA 形成更大的原始细胞，还观察到原始细

胞可分裂和解体。这些结果可能是早期地球

上无膜原始细胞生长和分裂的一种机制。此

外，研究还发现，加热的岩石孔隙内的气泡扰

乱了凝聚层原始细胞的分布，并推动了凝聚

层微滴的生长、融合、分裂和选择。由于热梯

度，形成了几种具有不同化学成分、大小和物

理性质的原始细胞。因此，这种环境中的热

梯度可能是无膜原始细胞的进化选择过程。

对于模拟和研究早期地球上的首个原始

细胞来说，复合凝聚层微滴是一个合适的模

型。凝聚层原始细胞的融合、分裂和维持对

于区室化分子的进化至关重要。研究人员总

结道：“这项工作首次表明，加热的岩石孔隙

内的气泡可能是早期地球上形成无膜凝聚微

滴的决定性场景。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调查

生命起源的可能环境和条件。”

岩石孔隙气泡或是早期地球生命摇篮

近年来，随着我国氢能产业的蓬勃发展，

国内分析氢能产业链的文章很多，但都浮于

表面，真正对我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

行分析的很少。

近日，国电投氢能公司首席技术官柴茂

荣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专访。针对一些国

内媒体对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进步的过度炒

作，他说，国内的很多公司都号称能生产出燃

料电池电堆，但和世界最先进的燃料电池技

术相比，差距仍大。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我国燃料电池虽起了个大早，但在关键

核心材料、技术工艺和推广应用方面，还有很

大差距或进步空间。”柴茂荣表示。

我国是世界产氢大国，产量近 3000万吨，

绝对是世界第一。但氢气基本上都用在了石

油精炼、加氢重整和合成氨、甲醇等方面，而

用于燃料电池等的高纯氢气，则不到百分之

一。粗氢很便宜，每公斤不到 10元，但到了加

氢站，则价格差不多涨了 10倍。

目前，国内氢气压缩、精制、加氢站关键设

备、零配件和技术大部分都还依赖国外。氢气

瓶用材料，如高强度碳纤维、密封胶、气瓶阀组

等基本也依赖国外，造成成本居高不下。

在燃料电池方面，国内人为地把燃料电

池应用区分为乘用车用和商用车用，轻易地

得出燃料电池只适合于重卡等商用车的结

论。实际上，国外燃料电池乘用车和商用车

的开发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燃料电池乘

用车技术相对更成熟。比如丰田 Mirai 氢燃

料电池汽车已经实现了商业化，它和同档次

的电动汽车特斯拉 Model S 同台竞争，价格

基本相当，而续航距离和安全可靠性更优。

与国外相比至少还差一代

我国因为到目前为止燃料电池原材料基

本依赖进口，价高质次，电堆体积大、功率密度

小，加速性、稳定性都严重不足，难以实现在乘

用车上使用。而且，国内用峰值功率除以活性

区体积计算出来的功率密度，和国外平均单电

池0.65V以上在汽车运行工况下的额定功率相

比，实质意义有限。至于耐久性，国外要求 15

年寿命，5000小时无故障，国内简单地理解成

用5000小时劣化系数来计算，更是相差甚远。

最近，某国外公司的不少电堆已经进入

中国市场，很多做成系统并已在几大检测机

构中测试。相比之下，同样标称 130kW 的电

堆，体积不到国产电堆的一半，而按同样单电

池 0.65V计的额定功率，国产电堆功率比进口

电堆至少低 20%以上。“实际上，我们国产的

很多电堆和世界最先进的电堆技术相比，至

少还差一代以上。”柴茂荣强调。

此外，在关键材料上，我国有很多厂家都

宣传能生产。但实际上，催化剂方面，国内在

耐久性能、单位铂金的发电电流 MMA 都有

很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担载工艺和载体选

材上。贵金属颗粒大小不均匀，载位不稳定，

抗反极、抗毒性差，也没有人开发高耐久性能

载体；质子交换膜方面，高温拉伸强度、低加

湿质子传导率、滲氢电流等主要指标和国际

水平相差一个数量级。国内拿杜邦质子膜对

标，但车载用高功率电堆用质子膜，国外早在

十几年前就已不再使用杜邦的质子膜。还有

碳纸扩散层，从导电碳纤维到抄纸到成纸工

艺技术，国内也一直没有突破。

核心材料和技术自主
化才能站在产业链顶端

车载用高功率双极板技术，也一直是我

国的短板。从上一代石墨双极板到最新的无

镀层钛金属双极板，有效地解决了车载用电

堆双极板的轻量化、抗震强度、耐腐蚀性、大

规模连续生产和生产效率的问题。我国的金

属双极板的耐腐蚀性、镀膜强度、生产效率、

平整性、耐久性，还有前面提到的电堆性能，

都和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悬殊。

国内很多厂家都只能购买国外材料生产

膜电极、电堆等，然而，国外最先进的材料难

以买到，国产材料又很难达到车规级指标要

求——虽然厂家不少，但大部分来自大学实

验室，容易有生产经验不足、只注重几个单项

指标的问题，且对一致性、稳定性和降低成本

不敏感。

柴茂荣表示，国电投正立足于国内实现

材料级自主化的开发。催化剂、质子膜、碳

纸、膜电极、双极板、电堆仿真设计、系统等全

部核心材料和技术目前已全部实现了自主

化，并建有自己的生产线。只有这样，才能站

在产业链的顶端，把握整个产业的先进性，掌

握产品的定价权。

谨 防 燃 料 电 池 宣 传 浮 夸 风
——访国电投氢能公司首席技术官柴茂荣

科技日报北京12月7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近日发表在《神经影像》杂志上的论

文，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

人员确定了 103个记忆敏感神经元的特征，这

些神经元在大脑回忆记忆的方式中发挥着核

心作用。这一发现有助于为大脑疾病和损伤

开发新疗法，使患有创伤性脑损伤、阿尔茨海

默病和精神分裂症的人受益。

“你怎么知道你是在回忆过去的东西，而

不是在试图记住新事物？”神经外科、神经学

和精神病学副教授布拉德利·莱加说，“新研

究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此次最重要的发现是，当记忆被调动时，

与其他大脑活动相比，大脑放电发生的时间

不同。这种时间上的细微差别被称为“相位

偏移”，此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过。总而言

之，这些结果解释了大脑是如何“重新体验”

一件事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记忆是新的还是

以前大脑编码过的。

在本研究中，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

心和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医院 27名被植入电极

的癫痫患者参与了记忆任务实验，为大脑记

忆研究提供了数据。

研究人员在大脑的海马体和内嗅皮层中

识别出 103个记忆敏感型神经元。他们发现，

当大脑成功编码记忆时，这些神经元的活动

频率会增加。而当受试者试图回忆这些记

忆，特别是高度详细的记忆时，同样的活动模

式再次出现。

海马体的这种活动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有

关，因为海马体功能障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无法辨别记忆和幻觉或妄想的根本原因。此

次发现的神经元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生理

基础。研究人员表示，精神病患者的幻觉和

妄想是真实但“受损”的记忆，就像“正常”记

忆一样，它们是通过神经记忆系统处理的。

理解如何使用这种“相位偏移”机制来修正这

些被破坏的记忆很重要。

莱加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清晰的证据，

向我们展示了人脑在回忆旧记忆和形成新记

忆方面是如何工作的。”

这一独特的观察结果与“编码和检索

的分离阶段”（SPEAR）重要记忆模型的预

测一致，因此增加了可信度。该模型的开

发是为了解释大脑在提取记忆时如何跟踪

新的和旧的记忆，曾预测了“相位偏移”，但

此前，支持该模型的唯一证据仅来自啮齿

动物模型。

人类记忆形成机制最清晰证据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7日电 （记者张梦
然）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检测红外

光的新方法，通过将红外光的频率变为可见

光的频率，可将常见的高灵敏度可见光探测

器的“视野”扩展到远红外线。这一突破性研

究发表在最近的《科学》杂志上。

人类眼睛可看到 400—750太赫兹之间的

频率，这些频率定义了可见光谱。手机摄像

头中的光传感器可检测低至 300 太赫兹的频

率，而通过光纤连接互联网的检测器可检测

到大约 200太赫兹的频率。

在较低频率下，光传输的能量不足以触发

人类眼睛和许多其他传感器中的光感受器，而

100太赫兹以下的频率（中红外和远红外光谱）

有着丰富的可用信息。例如，表面温度为20℃

的物体会发出高达10太赫兹的红外光，这可以

通过热成像“看到”。此外，化学和生物物质在

中红外区域具有不同的吸收带，这意味着可通

过红外光谱远程无损地识别它们。

但变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能量

守恒定律，光的频率无法通过反射或透射等

方法轻易改变。

在新研究中，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

院（EPFL）、中国武汉理工大学、西班牙瓦伦西

亚理工大学和荷兰原子和分子物理学研究所

的科学家们通过使用介质（微小振动分子）向

红外光添加能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红外光被

引导到分子，在那里被转换成振动能量。同

时，更高频率的激光束撞击相同的分子以提

供额外的能量，并将振动转化为可见光。为

了促进转换过程，分子夹在金属纳米结构之

间，通过将红外光和激光能量集中在分子上，

充当光学天线。

领导这项研究的 EPFL 基础科学学院克

里斯多夫·加兰德教授说：“新设备具有许多

吸引人的功能。首先，转换过程是连贯的，这

意味着原始红外光中存在的所有信息都忠实

地映射到新产生的可见光上。它允许使用标

准探测器（如手机摄像头中的探测器）进行高

分辨率红外光谱分析。其次，每个设备的长

度和宽度约为几微米，这意味着它可以合并

到大型像素阵列中。最后，该方法具有高度

通用性，只需选择具有不同振动模式的分子，

即可适应不同的频率。”

一种分子装置可将红外线变成可见光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7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衰老》杂志 6日发表的

一项最新研究，科学家构建模块并绘制成

一个包含了 35 万种人类蛋白互相作用的

大型网络，计算了千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FDA）批准药物的网络接近度分数，

进而发现处方药西地那非——治疗肺动脉

高压和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与阿尔茨

海默病发病风险显著降低有关。研究结果

显示，西地那非老药新用或是治疗阿尔茨

海默病的一个重要选项。

阿尔茨海默病（AD）是年龄相关性痴

呆症的最常见形式，困扰着全球数亿人。

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人群老龄化引起的一种

疾病，目前尚无有效的医治方法，给社会造

成了巨大且不断增加的经济和疾病负担。

美国克里夫兰医学中心科学家程飞雄

和同事，此次利用一种计算方法整合了遗

传学数据和其他生物学数据，构建了能展

现阿尔茨海默病生物学特征的 13 个疾病

“内表型模块”。团队将这些模块绘制成一

个包含了 351444 种人类蛋白互作的大型

网络，随后计算了 1600种 FDA批准药物的

网络接近度分数，分数越高表示该药物在

阿尔茨海默病相关模块中能与多种分子靶

点进行物理相互作用。西地那非是得分最

高的药物之一，表明该药或能影响阿尔茨

海默病。

为进行验证，研究团队分析了美国逾

700 万人的保险理赔数据，发现开处方药

西地那非与随访 6年后阿尔茨海默病确诊

风险降低 69%有关。研究人员校正了性

别、种族、年龄这些潜在影响因素，由于西

地那非主要用于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所以性别因素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人员提醒称，他们的研究设计还

无法证明服用特定药物与阿尔茨海默病风

险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仍需开展针对男

女性别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来确定西地

那非在这种情况下的效力。

新药发现的最佳起始之路在老药。老

药新用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我们俗称的

“砒霜”，可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我们的家庭常备药阿司匹林，近年来发现

在心血管预防和治疗中也有作用。西地那

非，还有个大名鼎鼎的俗称，但这小药丸，

真是深藏功与名，它竟然被发现与阿尔茨

海默病发病风险显著降低有关。要知道，

这种药并不昂贵，如真有作用，那简直是

“人类之光”。但这只是一个提示性研究，

还需要在机理和临床上开展进一步研究进

行解释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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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莫斯科 12月 6日电 （记

者董映璧）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公益监督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两名

自南非返回的俄罗斯公民感染奥密克戎

变异毒株，这也是在俄境内首次发现该

病毒感染者。

消息称，这两名患者是之前从南非

返回的俄罗斯公民，在机场（多莫杰多

沃机场）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之后，在观察室隔离期间接受了由俄流

行病学中央科学研究所进行的全基因

组测序，6 日才被确认为感染了奥密克

戎毒株。

自 11 月 20 日南非发现 B.1.1.529 新

毒株以来，俄罗斯调整了防疫政策，对来

自南非等有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地区

的人员在机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12

月 2日和 5日，俄防疫机构在从南非返回

的人员中前后检测到 2 例和 9 例新冠病

毒阳性患者，随即对这 11 人进行了集中

隔离。同时，继续对此 11 名患者的新冠

病毒进行全基因测序。6日，已有 2名被

确诊为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

进入 12 月以来，俄罗斯疫情出现转

折，感染率降低了 20%；过去 24 小时新

增确诊病例 3236例，病亡 1184例。截至

12 月 6 日，俄罗斯新冠病毒感染者超过

980万，病亡超过 28万。

俄首次发现2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者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7日电 （记者

刘霞）据美国《大众科学》网站 6日报道，

南非医院提供的初步临床数据表明，新

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可能不比其他

变异毒株更危险。研究指出，尽管奥密

克戎的传染性很高，但到目前为止，患者

感染后病症的严重程度并未增加。

南非医学研究委员会近日发布了一

份报告，概述了几家医院确诊的奥密克戎

患者的情况。他们发现，感染奥密克戎毒

株的患者往往病情较轻，大多数住院患者

不需要补充氧气，仅少数患者发展为新冠

肺炎，更少数患者需要重症监护。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安东尼·福奇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

示：“这些信息听起来令人鼓舞，但奥密

克戎的风险预测仍不完整。流行病学家

需要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临床数据进

行评估，以真正了解奥密克戎与其他变

种的关系。尽管现在作出任何明确的声

明还为时过早，但迄今为止，奥密克戎的

严重性似乎并不太高。”

来自南非报告的数据还显示，患

者年轻人居多。报告称，这可能是因

为疫苗接种情况不同带来的影响，“因

为该省 50 岁以上的人中有 57%接种过

疫苗，而 18—49 岁人群的接种比例仅

为 34%”。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病毒

学负责人马里恩·库普曼斯表示，尽管奥

密克戎导致的症状似乎更轻微，但科学

家需要研究奥米克戎对不同年龄群体的

影响。

不过，南非的报告样本数量有限。

该研究只分析了 166 名患者的情况，而

且其中大多数患者因为与新冠病毒无关

的原因被送往医院，随后被感染。许多

人没有出现呼吸道症状，在医院停留的

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未报告所有患者的

疫苗接种情况。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 45 个国家出现

了奥密克戎确诊病例，美国也有 16 个州

检测到了确诊病例。尽管奥密克戎具有

很高的传染性，但美国大部分病例感染

的是德尔塔变异毒株。

南非医院初步临床报告显示

奥密克戎不比新冠病毒其他变种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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