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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1月20日电（记者张梦然）
美国 BD医疗技术公司 20日宣布，其与欧洲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对流式

细胞术进行了重大创新，该创新增加了荧光成

像和基于图像的决策，以极高的速度对单个细

胞进行分类。其基于每个细胞的视觉细节，而

不仅仅是生物标志物的类型或数量。这项新

技术有可能改变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和基因组

学研究，并实现基于细胞的新疗法开发。该成

果21日将以《科学》封面故事的形式发表。

传统上，细胞分选仪通过对细胞上或细

胞内的某些生物标志物（例如蛋白质）进行识

别和量化来进行操作。BD 的新创新，称为

BD CellView™图像技术，可以每秒 15000 个

细胞的速度捕获流经系统的单个细胞的多幅

图像，并且还增加了以前不可能的功能，即基

于以这种速度对单个细胞进行详细的微观图

像分析来对细胞进行分选。

通过将成像添加到传统的生物标志物识

别和量化中，新技术不仅可识别细胞中是否存

在以及存在多少生物标志物，还可确定其位置

或它在细胞内的分布方式。通过使用这项技

术对生物标志物的分布进行成像，研究人员可

获得以前在传统流式细胞术实验中不可见的

细胞的详细信息，这使他们能够回答复杂的生

物学问题，例如细胞如何生长、发挥功能和相

互作用，或研究细胞内病毒或蛋白质的确切位

置，所有这些都以极快的速度进行。

BD 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汤

姆·伯兰表示：“这一突破基本上等同于研究

人员观察显微镜，识别感兴趣细胞的特定特

征，并根据他们所看到的，对每个单独的细胞

进行分类以进行进一步分析，所有这些都以

每分钟近 100 万个细胞的速度进行。与传统

流式细胞术方法相比，该技术可分析超过

1000 倍的数据量，并根据图像以每秒 15000

个的速度对细胞进行分类。”

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

用 BD CellView™图像技术研究了 NF-κB

通路的调节剂，这是一种在细胞免疫和应激反

应中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复合物。研究团队

通过跟踪 RelA 的位置来测量该通路中的活

性，RelA是一种在激活时从细胞质移动到细胞

核的蛋白质。使用 BD CellView™图像技术，

研究人员能够在数小时内识别出这一重要细

胞通路的几种新型调节剂，而不是使用传统方

法所需的数天时间。这一结果对加快基因组

研究和治疗发现的步伐具有广泛的意义。

流式细胞术创新取得里程碑式进步

每秒15000个！细胞分类速度创下新纪录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在近日的报道

中，列出了 2022 年医疗保健领域的五大技术

趋势：远程医疗、个性化医疗、基因组学和可

穿戴设备等领域将迎来高速增长，业界人士

也将进一步利用人工智能（AI）、云计算、扩展

现实和物联网（IoT）等技术，开发并提供新的

更好的疗法和服务。

可穿戴设备助力远程医疗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析师表示，在新

冠疫情暴发头几个月，远程医疗咨询的比例

从 0.1%飙升至 43.5%，未来这一比例还会增

加，原因显而易见——这一趋势有望让更多

病患获得救命的机会。

为实现这一目标，新一代可穿戴设备所

配备的心率、压力和血氧检测器，使医生们能

够实时准确地监测病患的生命体征。疫情期

间，有的地方建立了“虚拟医院病房”，医生们

利用中央通信基础设施监测身处多地的患者

的治疗情况，美国宾夕法尼亚急救医学中心

正在开发更高级版本的“虚拟急诊室”。

2022 年，远程医疗方法将扩展到其他领

域，如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以及为手术和重

症康复患者提供持续后续护理等。机器人和

物联网将在这一趋势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

智能技术（机器学习）将在传感器检测到需要

干预或摄像头发现老年人在家跌倒时提醒专

业人士。

扩展现实用于临床培
训和治疗

虚拟现实（VR）耳机目前已被用于培训

医生，使他们能了解人体的工作原理。VR 也

被用于治疗，比如用于训练自闭症儿童获得

社交和生活技能；还被用于促进认知行为疗

法，以帮助治疗慢性疼痛、焦虑甚至精神分裂

症。已开发出基于 VR的疗法，可让患者在安

全无威胁的环境中克服恐惧和治疗精神病。

2022 年，增强现实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

用也将继续增长。如美国 AccuVein公司的产

品旨在通过检测血流的热信号并在患者手臂

上突出显示，使医生和护士在需要注射时更

容易定位静脉。微软公司的全息透镜系统被

用于外科手术室，外科医生们可接收他们所

看到物体的实时信息，并与其他可能正在观

察手术的专业人员或学生分享他们的观点。

利用AI和机器学习理
解医学数据

与在其他行业一样，AI 在医疗保健领域

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理解大量杂乱、非结构

化数据。这些数据包括 X 光、CT 和 MRI 扫

描等获得的数据、有关新冠等传染病疫苗分

发的数据以及活细胞基因组数据，甚至医生

手写的笔记等。

AI 也可成为医生的好帮手，并提升他们

的工作技能。如 AI 可对患者进行简单接触

和分类，以便临床医生腾出时间开展更有价

值的工作。而远程医疗服务提供商巴比伦健

康公司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通过自然

语言处理，收集患者的症状信息并直接向合

适的医疗专业人员咨询。

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对预防医学领域

产生深远影响。预防医学不通过事后提供治

疗来对疾病作出反应，而是预测疾病将在何

时何地发生，并在疾病发生之前制定解决方

案。这包括预测传染病暴发的地点、病患的

再住院率以及饮食、锻炼、运动等生活方式因

素。这些工具能够比传统分析过程更有效地

发现巨大数据集中的模式，从而实现更准确

地预测并最终改进疗效。

“数字孪生”取代动物试验

“数字孪生”目前正出现在多个领域，“数

字孪生”指根据真实世界获得的数据创建一

个数字模型，可用于模拟任何系统或过程。

在医疗领域，这一趋势包括对“虚拟患

者”——那些测试药物和治疗的人进行数字

模拟，目的是缩短新药从设计阶段进入通用

阶段所需的时间。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人体器官和系统的

“数字孪生”更接近现实，这使医生能够探索

不同器官出现疾病的原因并开展治疗试验，

而不需要开展昂贵的人体或动物试验。美国

于 2014 年启动的“活心脏”项目，旨在创建一

个开源的人类心脏的“数字孪生”；欧盟类似

的“神经孪生”项目则模拟大脑中电场的相互

作用，希望能为阿尔茨海默病带来新疗法。

个性化医疗与基因组学

包括基因组学、AI 和“数字孪生”等现代

医疗技术，将使医生们能采取更个性化的方

法，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量身定制疗法。

例如，瑞典 Empa 医疗中心使用 AI 和建

模 软 件 来 预 测 个 别 患 者 止 痛 药 的 确 切 剂

量。对于慢性疼痛患者来说，适量药物能有

效并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但剂量过高，则

极其危险。

诺 和 诺 德 制 药 公 司 与 数 字 健 康 公 司

Glooko 合作创建了个性化糖尿病监测工具，

可以根据患者的血糖读数和其他特定因素，

为患者提供饮食、运动和疾病管理等方面的

个性化建议。

研究基因以及利用技术绘制个体基因组

的基因组学，对于研制个性化药物特别有用，

有望催生癌症、关节炎和老年痴呆症等疾病

的新疗法。

人工智能、云计算、扩展现实等加持——

2022年医疗健康领域五大技术趋势

扩展现实是涵盖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的
术语。所有这些都涉及改变
我们对世界感知的镜头或耳
机——要么将我们置于完全
虚拟的环境中，要么将虚拟
元素叠加在我们周围世界的
实时图像上，它们在医疗领
域都将获得变革性的应用。

图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举行的消费电子展上，一名
观众体验基于虚拟现实技术
的产品（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科技日报北京1月 20日电 （记者刘霞）
宇宙中究竟有多少个黑洞？这是现代天体物

理学和宇宙学领域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科学

家们现在终于给出了答案！意大利国际高等

研究院（SISSA）等机构的科学家在最新一期

《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撰文称，他们首次对恒

星级黑洞的数量进行统计，计算出了其在整

个宇宙中的分布情况，并据此计算出目前可

观测宇宙中黑洞的数量约为 4000亿亿个。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将 SISSA研究人

员马里奥·斯佩拉博士开发的最先进的恒星

和双星演化算法 SEVN 与星系相关的物理性

质（特别是恒星的形成率、恒星级黑洞的数量

以及星际介质的金属含量等性质）的经验公

式进行了很好地整合，研发出了一种独特的

计算方法，得出了上述结论。

恒星级黑洞的质量介于几个到几百个太

阳质量之间，源于大质量恒星生命的末期，新

研究指出，宇宙中约 1%的普通物质被“锁”在

恒星级黑洞内。

研究人员解释称：“恒星的形成率等性质

都是定义恒星级黑洞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元素，

借助于新计算方法，我们得出了恒星级黑洞的

数量及其在整个宇宙历史中的质量分布，并据

此得出了整个可观测宇宙中黑洞的数量。”

研究第一作者阿利克斯·西西莉亚博士评论

道：“最新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恒星和双星演

化的详细模型与单个星系中恒星形成和金属含

量等性质相结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计算恒星级

黑洞的数量，而且得出了迄今最扎实的结论。”

除了估算出可观测宇宙中黑洞的数量

外，研究团队还与帕多瓦大学的科学家们合

作，探索了不同质量黑洞的各种形成渠道，包

括孤立的恒星、双恒星系统以及恒星团等。

最新研究表明，质量最大的恒星黑洞主要来

源于恒星团中的动力学事件。

研究人员称：“这项研究涵盖恒星天体物

理学、星系形成和演化、引力波和多信使天体

物理学的各个方面，为进一步研究恒星级黑

洞及其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宇 宙 中 有 4000 亿 亿 个 黑 洞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0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综述：地球与环境》近日刊登多

篇论文，来自芬兰、加拿大、美国、瑞典和德国

的科学家们探讨了北极多年冻土融化对全球

的严重影响。其中一项研究指出，在北极重

要的基地附近的基础设施中，约 30%—50%的

基础设施很有可能会因人为变暖导致的多年

冻土融化而受损，该研究与其他论文合集共

同深入分析了与多年冻土融化相关的物理

学、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系统改变以及由此

造成的环境、社会影响。

北极多年冻土区储存有近 1.7 万亿吨冻

融碳。人为变暖可能会将未知数量的冻融碳

释放到大气中，在被称为多年冻土碳循环的

过程中对气候产生影响。多年冻土融化还会

对极地和高海拔基础设施的完好性构成巨大

威胁。

芬兰奥卢大学团队指出，受到人为变暖

的影响，到本世纪中叶，多年冻土地区约 69%

的住宅、运输和工业基础设施将位于近地表

多年冻土融化风险很高的区域。相应地，到

本世纪下半叶，与多年冻土退化相关的基础

设施损失可能会达数百亿美元。比如，如果

俄罗斯现有公路网络不进一步扩大，2020 年

至 2050年因多年冻土退化造成的公路基建维

护总成本预计将达 70亿美元。研究论文作者

指出，目前已有多项技术能缓解这些影响，比

如气冷路堤（在路堤内使用多孔石层产生对

流，能增加散热）。但他们也指出，为了保证

减缓措施发挥效果，有必要增进对高风险区

域的进一步认识。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地质调查局研究团队

在合集的第二篇综述文章中指出，由于气候、

植被、积雪、有机层厚度和地下含冰量之间的

相互作用，多年冻土的温度增加具有空间上的

差异。在亚北极区域观察到的温度偏高的多

年冻土（温度接近 0℃）中，每 10年的升温幅度

一般低于 0.3℃。而在高海拔北极这类温度偏

低的多年冻土（温度低于-2℃）中，每 10 年的

升温幅度明显逼近 1℃。团队成员认为，有必

要深入理解多年冻土与它周围环境的长期相

互作用，从而减少与多年冻土热状态以及其未

来适应情况有关的未知因素。

这一系列合集论文阐述了人类在认识多

年冻土以及它在地球系统中的作用上取得的

研究进展，同时也指出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

尚待解答的问题。携手合作对于预测和减缓

多年冻土融化所造成的影响将至关重要。

《自然》论文合集探讨冻土融化对全球影响

北极1.7万亿吨冻融碳或成巨大威胁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0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据近日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

上的论文，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

人员及其海外合作伙伴在使量子电池成为

现实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成功

地证明了超吸收的概念，这是支撑量子电

池的关键思想。

研究人员介绍说，超吸收是一种适用

于量子技术的复杂科学理论，它表示一种

量子集体效应，分子状态之间的转变会产

生建设性干扰。建设性干扰发生在各种波

（光、声、水上的波）中，当不同的波加起来

产生比任何一种波都更大的影响时，超吸

收就会发生。至关重要的是，与每个分子

单独作用相比，这使得组合分子能够更有

效地吸收光。这意味着量子能量存储设备

中的分子越多，即量子电池越大，它吸收能

量的效率就越高，充电时间更快。

阿德莱德大学光子学与高级传感研

究所研究员詹姆斯·Q·夸赫博士说：“从

理论上讲，量子电池的充电功率增长速

度可能快于电池尺寸，这可能会带来新

的充电方式。”

为了证明超吸收的概念，研究小组建

造了不同尺寸的小型晶片状微腔，每个微

腔都含有不同数量的有机分子。然后，他

们用激光为每个晶片状微腔充电。

“微腔的活性层包含存储能量的有机

半导体材料。量子电池超吸收效应的基础

是，所有分子通过一种称为量子叠加的特

性共同作用的想法。”夸赫博士说。

“随着微腔尺寸的增大和分子数量的

增加，充电时间缩短。”夸赫博士说，“这是

一项重大突破，标志着量子电池发展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

据研究团队称，量子电池的想法有可

能对可再生能源和微型电子设备中的能量

捕获和存储产生重大影响。

到 2040 年，人们的能源消耗水平预计

将比 2015 年增加 28%。大部分能源仍将

来自化石燃料，但这需要付出很大的环境

污染代价。一种能够同时收集和储存光能

的电池将大大降低成本，同时减少太阳能

技术存在的能源不确定性。在量子力学的

推动下，电池技术的新前景可能会因此次

研究而成为现实。

量 子 电 池 的 概 念 2015 年 才 被 提 出

来，但这个名词自带魔力：让人听起来就

觉得它遥不可及。不过，这不影响其在科

学家心中的地位——量子电池被认为在

未来极有可能彻底改变能量存储行业，简

单来说，就是充电比所有传统电池都快。

正因此，支撑量子电池的关键思想——

“超吸收”原理的首次成功证明才如此备

受重视。这被看作是量子电池或将成为

现实的一个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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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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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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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0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据 20 日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

病学杂志》上的论文，每天看电视 4小时或

更长时间的人，患血栓的风险高出 35%。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调查了看电视

与静脉血栓栓塞症（VTE）之间的关系。

VTE包括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

研究人员使用荟萃分析将与该主题相

关的研究结果结合，得出了更精确和可靠的

结论。这项分析包括三项研究，总共有

131421名年龄在40岁及以上的参与者，他们

预先未患有 VTE。通过问卷调查来评估看

电视的时间，参与者被分为长时间看电视的

人（每天看电视至少4小时）和从不或很少看

电视的人（每天看电视少于2.5小时）。

三项研究的平均随访时间从 5.1 年到

19.8年不等。在此期间，964名参与者患上

了 VTE。研究人员发现，长时间看电视的

人患 VTE 的可能性是从不或很少看电视

的人的 1.35倍。

论文主要作者、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塞托·库努索尔博士称，“研究结果表明，不

管体力活动、体重指数、年龄和性别如何，

长时间看电视都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会导

致血液凝块的形成。”如果想要长时间看电

视，就需要学会休息，如每隔 30 分钟站立

伸展一次，也可骑一骑动感单车，同时避免

看电视时吃不健康的零食。

每天追剧4小时 血栓风险增三成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杨）据日本《读卖

新闻》报道，美国研究团队近期的成果揭

示，已经灭绝的史前人类尼安德特人拥有

一种有利于生存的基因，能够帮助其节约

能量安然渡过饥荒或者是个体的饥饿状

态。目前只有一部分的现代人类遗传了该

基因，造成负面进化的结果可能是由环境

变化造成的。

研究人员根据对尼安德特人化石的

DNA解析发现，其生长因素的受体基因发

生了变异，这种变异有可能使得尼安德特

人在饥饿中节约能量，提升其生存的可能

性。生长激素受体基因在控制身体对生长

激素的反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人

类中，继承了该基因的人群在非洲有 48%、

欧洲有 31%、东亚有 15%、日本有 13%。

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挪威生命科学

大学的齐藤真理惠称，由于现代人获得了

稳定的粮食来源，这种基因变异在部分人

群中产生了负面进化，造成了不同人群之

间的差异。东京大学人类遗传学的太田博

树教授称，通过比较现代人类和史前人类

的染色体来探索进化之所以发生的生物学

原因，这种研究方法非常新颖。

尼安德特人或坐拥“生存天赋”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0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国会山》网站 19 日报道，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至少有

20%的美国人已感染了新冠病毒。

数据显示，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已有超过6640万名美国人感染了新冠病

毒，加上无症状病例，感染人数可能更高。

目前，美国已有超过85万人死于该病毒。

目前，美国约 63%的人口已经接种了

疫苗，尽管这一数字因地区而异——从亚

拉巴马州和怀俄明州的约 48%到华盛顿特

区的近 87%。

研究结果已经证实，相比此前出现的

新冠病毒变体，目前在全美境内广泛传播

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体的传染性更强，

即使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也是如此。

奥密克戎变体导致美国新冠病毒感染

人数激增，一些医院已经不堪重负，其中大

多数住院患者都未接种疫苗。

数据显示至少20%美国人已染新冠

国际战“疫”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