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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的变异不是随心所欲的，像甲型流感有小变异

和大变异两种，其中造成抗原小变异的抗原漂移，只在原先

的基因上发生点突变。而大变异则可以让整个血凝素蛋白

和神经氨酸酶彻底变成别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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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目前，近地层臭氧浓度不断升高，已经成为

重要的大气污染物。那么，臭氧污染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呢？记者 1 月 26

日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获悉，该校最新一项研究表明，近地层臭氧污染对

东亚地区小麦、水稻和玉米造成显著减产的负面影响。该成果论文已在

线发表于《自然》子刊《自然·食品》。

高浓度臭氧通过气孔进入作物叶片内产生氧化胁迫，会对粮食生长

带来负面影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东亚作为全球臭氧污染的热点地区，

评估臭氧污染对该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影响至关重要。

该研究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领衔，并联合国内外 9 家单位共同

完成。研究整合了中国、印度和日本多个田间控制实验数据构建臭

氧剂量与产量损失的响应关系，并采用臭氧保护剂（EDU）试验进行

验证。

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的小麦对臭氧污染最为敏感，其次为杂交水

稻、常规水稻和玉米。研究通过分析近三年中国（2017—2019）、日本

（2015—2017）和韩国（2016—2018）3072 个监测站点的臭氧浓度监测

数据，以及综合国际粮食价格、作物生育期、臭氧浓度和剂量—相对

产量响应关系，发现臭氧污染导致东亚地区每年作物减产损失约 630

亿 美 元 。 其 中 ，中 国 的 小 麦 、杂 交 稻 、常 规 稻 和 玉 米 减 产 分 别 为

32.6%、29.3%、12.9%和 8.6% 。研究指出如果通过积极的减排措施使

得臭氧剂量减少一半，中国小麦、水稻和玉米作物产量可较当前产量

分别提高 21%、10%和 4%。

研究建议在东亚地区实施强有力的减排措施、加强臭氧抗性作物品

种选育和挖掘提高作物臭氧抗性的农艺措施，以实现作物产量提升。同

时，研究建立的臭氧剂量与产量损失的响应模型为预测气候变化对作物

产量可能产生的定量结果以及对损失提出缓解策略提供指导，为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提供理论依据。

近地层臭氧剂量减半

可使小麦增产两成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以下简称沈阳自动化所）获悉，该所太赫兹研究团队在红外探测领域取

得关键技术突破，实现了基于硒镓钡晶体的 3—8 微米中红外高灵敏探

测，对纳秒脉冲的探测灵敏度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技术将为我

国在生物、医疗、化工等领域开展前沿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探测工具。

相关成果于 1月 20日刊发在《光学》上。

相对于传统的可见光近红外波段，中红外光与分子之间的共振现

象可大幅度提高光谱测量的信噪比，进而实现对物质成分的有效识

别。中红外探测技术对于推动生命科学、物性分析等科学探索，以及环

保、化工行业、医学诊断等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红外探测

主要采用热探测和光电探测两种直接探测手段，难以满足科学家们对

微量物质的精准检测的需求，探测灵敏度已成为中红外系统的瓶颈问

题。

针对当前中红外探测的瓶颈问题，研究团队提出了基于激光频率变

换技术的解决方案，设计并搭建了实验系统。研究团队负责人、沈阳自动

化所研究员祁峰介绍，该方案的工作原理是将弱中红外信号高效率地转

换为近红外信号，近红外光携带了中红外光的信息且易于探测，通过这种

间接探测的方式可大幅度提高中红外信号的探测灵敏度。

经过深入分析研究多种晶体的光学特性，科研团队将目标锁定在硒

镓钡晶体，该晶体由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姚吉勇团队研制。祁峰

介绍，硒镓钡晶体通常是作为波源使用，研究人员大胆尝试，将它作为探

测系统的一部分，在掌握其光学特性的基础上设计了高性能光参量振荡

器，优化了相位匹配条件，解决了弱信号环境下的强背景噪声抑制等问

题，从而实现了收发一体的中红外系统。

硒镓钡晶体

助力实现中红外高灵敏探测

虎年到，大家都在对老虎津津乐道，而最近，

作为老虎美食之一的鹿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

鹿身上的鹿茸是人类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够

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器官。无论是入药还是作

为膳食进补，多年来人们一直希望从鹿茸中获得

抗衰防病的能力，但却对其中的机制不甚明了。

2 月 1 日，《细胞发现》上发表了我国科学家

的研究，研究通过对包括鹿茸干细胞在内的多

种细胞进行代谢层面的分子图谱绘制，寻找究

竟是什么样的生命活性物质让鹿茸有再生的

能力。

“我们的分析既包括鹿茸干细胞，也包括

‘再生之王’蝾螈断肢再生的芽基、还包括年轻

的灵长类组织以及具有强再生能力的人类干

细胞。”论文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曲

静介绍，“把这些细胞进行高精度分析后，我们

希望从中找到究竟是什么差异成分导致了它

们再生能力的不同。”

干细胞“越老越没用”，
还是“越进化越没用”

在鹿角的再生过程中，位于鹿角骨膜的鹿茸

干细胞可以分化产生包含血管、软骨、骨、真皮和

神经在内的完整鹿角器官。可见，干细胞是再生

的“主角”。

“干细胞的再生和修复作用是跨物种的，人

类的成体干细胞，也可以对多种组织和器官进行

再生修复。”曲静说，但问题是，这种能力随着衰

老过程不断减弱。

科学家们确定的一个线索是，进化和衰老都

会让这种人人梦寐以求的再生能力降低。他们

据此推测：有可能有同样的变化发生在了变老和

进化中。

团队决定利用干细胞“越老越没用”的规律，

与“越进化再生越难”做比对，向自然界存在的低

等动物的再生过程学习、向具有较强再生能力的

年轻干细胞学习，揭秘再生超能力。

促再生、抗衰老的关键
活性物质浮出水面
“我们选择了代谢这个层面做分析。”曲静

说，此前已经有基因层面、转录组层面的分析研

究，虽然代谢层面更复杂、更繁琐，但对生命体的

反映更直接，迷惑性的信息更少。更重要的是，

进化保守的小分子代谢物没有物种间的免疫排

斥反应。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捕捉代谢小分子的

手段不断精进。三羧酸循环代谢、戊糖磷酸代

谢、糖原合成代谢、多胺代谢、尿嘧啶代谢、脂

肪酸代谢……代谢途径的路线图这些年来被

不断“画圆”。

在已有的代谢通路的框架内，研究团队跨物

种、跨年龄、跨组织地分析了大量的细胞，发现再

生细胞对代谢途径有自己的“偏好”，富集多胺代

谢、尿嘧啶代谢、脂肪酸代谢等更频繁地发生。

“我们认为，这些代谢通路是跨物种保守的、

与再生密切相关，可能蕴含着再生的密码。”论

文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

员张维绮说。

同时，研究团队结合已有的人类干细胞衰老

研究平台，对潜在的促再生代谢物进行了细致的

筛选，最终发现了一种“明星分子”——尿苷。

资料显示，尿苷此前作为一种药物具有防治

心脑血管疾病等活性。

而在最新的论文中，研究人员通过动物试验

证明，用注射、涂抹、口服等方式给小鼠尿苷处理

可以促进 5种组织器官的损伤后修复。例如，肌

肉损伤的小鼠增强了肢体抓力、毛发损伤的小鼠

实现了毛发再生、心梗小鼠的心脏收缩力受到增

强、小鼠的肝纤维化得以缓解……直接给老年小

鼠喂食两个月的尿苷，小鼠的系统运动能力也会

显著提升。这些研究证实了尿苷是一种能延缓

人类干细胞衰老、促进哺乳动物多组织再生修复

的关键代谢物。

“我们认为，单一代谢物尿苷能够促进哺乳

动物多器官组织的再生修复过程。”张维绮解释，

而且年轻人血液与老年人血液相比具有更高的

尿苷含量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据介绍，该研究获得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市等项目的资助。中

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曲静，以及中国

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张维绮为论文

的共同通讯作者。

鹿的“尖尖角”中藏着抗衰老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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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RNA 病毒的流感病毒可谓非常“善

变”。不过近日传来一个好消息，美国斯克利普

斯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和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科

学家们发现了流感病毒的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这也为他们寻求通用流感疫苗方面的研究带来

了帮助。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报告称，即便

病毒每年都发生变异，但关注病毒长期被忽视部

分的抗体（研究人员称之为锚抗体），有可能识别

出各种各样的流感毒株。

虽然都被称为感冒，但流感可比普通感冒

“破坏力”大多了。感染流感病毒后，患者会突发

高热、咳嗽、头痛、全身无力、肌肉疼痛等。而且

流感很容易引发各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肺炎、

中耳炎、心肌炎、脑膜炎等。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5 年统计的数

据，全球每年约有 5%—10%的成人和 20%—30%

的儿童罹患季节性流感，导致全球出现 300万—

500 万重症病例。每年约有 25 万—50 万人因流

感而死亡。

不过幸运的是，流感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

防。只是流感疫苗不像水痘、白喉等疾病的疫苗

一样，接种一两次就可以一劳永逸，流感疫苗需

要每年接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感病毒

发生突变的频率较高。

“流感病毒是 RNA 囊膜病毒，可分为甲、

乙、丙、丁四型。其中甲型与乙型会在人类中引

起较严重的疾病，是造成人类疾病的主要病原。”

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纯琪介绍，由于流

感病毒的基因组是 RNA，因此在复制的过程中

其非常容易发生突变。

在流感病毒外壳上的血凝素蛋白与神经氨

酸酶，不但是病毒的主要抗原，更与病毒的感染

和复制息息相关。

“这两个蛋白质就像是流感病毒感染细胞

时一进一出的两把钥匙。”陈纯琪解释说，流感

病毒感染细胞时，需要血凝素蛋白与细胞表面

受体结合，而当病毒在细胞内完成复制扩增，

要去感染更多细胞的时候，则需要神经氨酸酶

的作用。

以病毒种类繁多且经常发生变异的甲型

流感病毒为例，目前已经被鉴定出来的甲型流

感病毒血凝素蛋白有 18 种，根据发现时间先后

编号，分别被命名为 H1 到 H18，而神经氨酸酶

有 11 种，被命名为 N1 到 N11。比如新冠病毒

暴发前，让人类如临大敌的猪流感 H1N1 就携

带了一号血凝素蛋白（H1）和一号神经氨酸酶

（N1）。

“流感病毒的变异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像

甲型流感有小变异和大变异两种，其中造成抗

原小变异的抗原漂移，只在原先的基因上发生

点突变，产生局部的改变。而大变异则是造成

抗原大变异的抗原转变，这种变异影响范围

大，可以把整个血凝素蛋白和神经氨酸酶彻底

换 成 别 的 种 类 ，比 方 说 H1 换 成 H3，N1 换 成

N2。”陈纯琪说。

血凝素蛋白位于病毒颗粒最外层，又与病毒

感染细胞有关，所以人体免疫系统只要能够产生

中和抗体来识别并阻挡血凝素的作用，就能够有

效防止病毒感染。

“然而流感病毒能够通过抗原变异的过程

来改变血凝素蛋白，以此逃脱免疫系统的识别

与攻击，因此，尽管都是 H3N2 病毒株，也有可

能在病毒的基因发生了一些突变之后，出现感

染过 H3N2 病毒株的人再次受到感染的情况。”

陈纯琪表示，这便是每年反复发生季节性流感

的原因。

小变异发生的频率较高，属于量变，可引起

流感的中、小型流行。抗原大变异发生的频率较

低，大概每隔十几年才出现一次。但如果发生了

抗原转变导致新亚型出现，或者是较长时间没有

出现的旧亚型再度出现，大部分的人群在这种情

况下缺乏相对应的免疫力，就可能会发生流感的

大流行。

流感病毒为何如此“善变”

因为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异，所以每一年造

成季节性流感的病毒或多或少都有些差异。

现行的流感疫苗涵盖了 H1N1 以及 H3N2

这两个主要的甲型流感病毒以及一或两个乙型

流感病毒。陈纯琪介绍，包含一种乙型流感病毒

的称为三价疫苗，包含两种乙型流感病毒的称为

四价疫苗。

根据流感病毒的变异，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

都会做出相应的改变。WHO 每年都会分析探

讨如何选用下一季流行的流感疫苗株。

WHO 通过分析全球的数据来预测下一季

可能流行的流感病毒株；而后将新的病毒株与标

准病毒株进行基因重组和驯化，制造出可用于生

产的新病毒疫苗株。该疫苗株要带有变异病毒

的外壳蛋白（即血凝素蛋白与神经氨酸酶）来引

起人体的抗体保护反应，同时又要保有大部分标

准病毒株的基因，如此才能很好地在受精鸡胚中

扩增；再将疫苗病毒株注射至受精鸡胚中以培养

扩增，之后收集病毒并进行活化；最后经检验合

格，制成流感疫苗。

目前各大疫苗制作厂多使用受精鸡胚来

大量制造流感病毒疫苗。“这种制造流感疫苗

的技术稳定成熟，但制作需要使用大量合格的

新鲜受精鸡胚，对鸡蛋严重过敏的人不可接

种。”陈纯琪介绍，整个疫苗制作周期至少 20

周，如果突发流感疫情可能会供不应求。最关

键的是如果一开始的预测不准确，便会影响整

季的疫苗接种效果。

下季流行流感病毒株需预测

尽管流感病毒很狡猾，但也并非无懈可击。

“流感病毒靠外壳上的血凝素蛋白来感染人

体细胞，而针对血凝素蛋白产生的抗体也是阻挡

病毒感染最重要的免疫反应。”陈纯琪解释，血凝

素本身是一个长条型的蛋白质，形状和功能都像

一把钥匙，最前端是负责与细胞受体结合的头部

结构域，接着是一段长柱状的茎部结构域，最后

端则有一个锚钉结构域，如此整个血凝素蛋白才

能够固定在病毒的外壳上。

头部结构域是人体的中和抗体主要攻击的部

位，但是头部区也最容易发生突变，变异之后就能

够逃逸人体免疫系统的识别。相对于头部区，茎

部较不容易发生突变，所以针对茎部区所产生的

抗体可以对抗多种变异的流感病毒株，这就为设

计通用流感病毒疫苗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科学家们将不同的头部区域与 H1茎部区融

合在一起，做成了嵌合型的血凝素蛋白，然后同样

使用受精鸡胚来生产疫苗毒株。前期的临床试验

已经证实，这种新型的疫苗是安全的，接种之后可

以有效引发人体产生对抗病毒的抗体。

在《自然》近期发表的最新研究中，科研人员

分析了 358个不同的人源单克隆抗体，这些人都

接种过传统或新型通用疫苗，或者是感染过流感

病毒，所以体内带有对抗流感病毒的抗体。

“这些抗体有的可以识别血凝素头部区，有

的可以识别茎部区，而其中有一组是可以识别锚

钉部的抗体，作者称之为锚抗体，这是首次鉴定

出的可以识别血凝素蛋白头部和茎部以外区域

的抗体。”陈纯琪介绍，科研人员进一步测试这些

锚抗体是否可以识别不同的流感病毒，结果发现

锚抗体不但能中和多种 H1 变异病毒，也能中和

H2以及 H5病毒株。

科研人员更进一步使用小鼠的动物模型证

实，这种抗体对三种不同的 H1 流感病毒株都有

保护效果。由此证明，锚抗体具有预防病毒感染

的效力。“而这些发现也说明了血凝素的锚钉区，

是一个能够诱发保护性抗体的抗原，所以未来的

通用流感疫苗制造应重点考虑将锚钉区纳入设

计。”陈纯琪说。

最后陈纯琪表示，开发通用流感疫苗来对抗

所有变异毒株，是所有设计流感病毒疫苗科学家

共同的目标。理论上，只要在疫苗的成分中包含

一个或多个不易变异又能够引起保护性中和抗

体的区域，就能够达到预防大部分流感病毒的效

果。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这样的有效抗原

区域，而近期的这篇论文正是证明了这个方向的

可行性，并且为设计更加有效的通用流感疫苗提

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锚抗体或能识别多种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上的流感病毒上的““小尾巴小尾巴””
或让通用流感疫苗成真或让通用流感疫苗成真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刘奕辰）2 月 1 日，我国科学家在

《自然·植物》上发表封面论文《一亿年前琥珀中发现起源于南非的适火性

鼠李科植物》。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起源于中生代鼠李科植物具

原位花粉的完整花朵化石，为东南亚地区早期有花植物演化与板块运动

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该研究成果由青岛科技大学教授王硕带领的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辽宁抚顺琥珀研究

所和福建农林大学等单位，以及英国开放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和南非生物

多样性研究所合作取得。

记者了解到，王硕团队研究了 24 块形成于约一亿年前的琥珀化石

标本，通过对其表面细微特征、内部三维结构与现生植物形态结构的对

比分析，最终在南非的开普植物区找到了这些琥珀化石植物的现存后

裔。这些完好保存在琥珀中的化石植物在印度板块与冈瓦纳古陆带尚

未完全分离前即已形成，随着冈瓦纳古陆的解体和印度板块的北移，这

一生物群的祖先通过印度板块传播到缅甸北部，但它们的后裔却一直

在南非的开普植物区生存繁衍。这些花朵从恐龙繁盛的中生代绽放至

今，且其花朵、叶片、毛被等特征都表现出对频繁野火的高度适应性。

研究表明，缅甸北部的植物区系与非洲大陆最南端的植物区系存在联

系，白垩纪时期频繁发生的野火可能是驱动被子植物演化的一个重要

原因。

起源于新生代以前的裸子植物，包括银杏、水杉被称为“活化石”。王

硕介绍，该研究表明，开普植物区现存的鼠李科石南茶属（Phylica）有约一

亿年的化石历史，是一类适应野火频发生境的古老被子植物，也是名副其

实的“活化石”。

完整花朵现身一亿年前琥珀

吐露被子植物演化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