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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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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3 月 16 日刊文指

出，2020 年 12 月，中国的嫦娥五号返回器带

回了近 2公斤月球样品，这些月球岩石引爆了

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热潮，他们正对其开展研

究，以揭示月球的进化历史。

引发研究热潮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质 与 地 球 物 理 研 究 所

（IGG）研究员李献华此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地球上的熔融岩石。但当嫦娥五号将中国第

一批月球岩石带回地球后，李献华转而开始

研究这些岩石。

李献华是中国许多首次有机会研究月球

岩石的科学家之一。这些岩石样本是自 40多

年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任务和苏

联的探月任务以来人类首次带回的月球样品。

目前中国很多科学家正对嫦娥五号样品

开展研究，以了解月球的演化历程。初期研

究结果令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在过去 6 个月

里，他们已经发表了 6篇关于嫦娥五号样品的

论文。上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举行

的月球和行星科学大会上，其中有一个关于

中国探月任务的论坛，科学家们提交了大约

十几项研究成果。

美国圣母大学土木工程和地质科学教授

克利夫·尼尔曾与中国科学家一起研究嫦娥

五号的样品，他说：“有很多年轻的中国研究

人员参与进来，这些月球岩石令人兴奋，因为

它们是科学家们研究月球岩浆活动不同时期

的一个窗口。”

最年轻的月球岩石

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北部风暴洋东北角

的玄武岩区域采集了这批约 1731 克月球样

品。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部分是因为它可

能包含有比苏联的月球任务和阿波罗任务探

访的地区更年轻的火山物质。科学家们希

望，更年轻的地点能让他们了解月球开始冷

却但仍有火山活动时的“模样”。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

品最新研究成果证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为

一类新的月海玄武岩，填补了美国和苏联月

球采样任务的“空白”。研究表明，月球直到

20 亿年前仍存在岩浆活动，晚期岩浆活动的

月幔源区并不富含放射性生热元素，而且非

常“干”。多项突破性进展给出了对月球演化

的全新认识，对未来的月球探测和研究提出

了新的方向，得到国际专家高度评价。

去年 7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向中国多名科

学家分发了首批样品。他们从 85项申请中选

出 31 项科学项目，分发了约 17.5 克细粒粉末

和固体岩石。接下来，又有几轮申请希望研

究月球样本。

第一批研究团队确定了月球岩石的年

代。去年 10 月 7 日，一个研究小组报告称，

这批玄武岩的年龄为 19.6 亿年（误差不超过

5700 万年）。不到两周，包括李献华在内的

另一个研究小组证实了这个日期，估计这批

玄武岩的年龄为 20 亿年（误差不超过 400 万

年）。

这些研究结果证实，月球那时仍处于火

山活动状态，比阿波罗任务取回的岩石显示

的火山活动峰值晚了近 10亿年。

月球火山活动令人困惑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火山活动呢？

一种基于卫星观测的理论认为，在月幔

中发现的能生热放射性元素，如钾和钍，可能

是引发火山活动的推手。但当 IGG 的另一个

团队检查月球玄武岩时，他们否认了这一点。

科学家们给出的另一种解释是：月幔内

含有足够的水，可以降低物质熔化的温度，使

岩浆更容易喷发。但 IGG 的行星科学家林杨

挺及其同事发现，这些月球岩石可能来自相

对干燥的地方。

月球火山活动的热源问题也让科学家

们困惑不已。对此林杨挺说：“我还没有找

到答案”。

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徐

伟彪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学问题，要弄

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月球的演

化历史”。徐伟彪收到了两小块月球样品，目

前正试图弄清楚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地球化学家唐铭说：“我们正

在探索所有的可能性”。唐铭也收到了两

块微小的玄武岩颗粒，并将对它们进行分

析 ，以 更 好 地 了 解 产 生 它 们 的 压 力 和 温

度。唐铭之前研究过地球上火山的岩浆，

他说：“月球样品对我和其他许多有兴趣拓

展自己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目前，关于月球火山热源的理论比比皆

是。但徐伟彪表示，将有很多团体试图解开

这个谜团，并获得更多有关月球的信息。自

从嫦娥五号样本到达地球后，他看到许多研

究人员加入了这一领域。今年，他的实验室

收到了很多希望加入他们研究课题的申请，

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

情况”。

林杨挺希望更多研究人员参与进来。未

来十年内，中国计划开展一次月球南极样本

返回任务以及另一次火星样本返回任务。

“二三十年前，这只是一个梦想，现在已

经实现了”李献华表示。

《自然》：中国首批月球岩石引爆研究热潮

科技日报北京3月17日电（记者张梦然）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对调节受损神

经修复至关重要的分子，它可以帮助人们从神

经损伤中恢复。这一发现是使用秀丽隐杆线

虫进行的。研究发表在《科学进展》上。

昆士兰大学脑研究所的马西莫·希利亚

德教授及其团队发现，酶 ADM-4是一种调节

神经修复所需的分子胶或融合原的必需蛋白

质。希利亚德教授说：“我们已经证明，缺乏

ADM-4的动物无法通过融合修复神经”。

研究发现，ADM-4必须在受伤的神经元

内发挥作用，以稳定真核延伸因子 1（EFF-1）

并使分离的神经膜融合。这一发现令人兴奋

之处是 ADM-4与哺乳动物基因相似，这开启

了未来可在人类身上利用这一过程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表示，线虫为这些研究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的目标是发现这些分

子并了解它们在秀丽隐杆线虫神经修复中的

作用。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如何控制这个过

程，我们就可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其它动物模

型。希望有一天，我们可在神经损伤的人身

上诱导同样的力学过程”。

神经细胞使用称为轴突的长电缆状结

构进行交流。由于又长又薄，它们很容易断

裂，这会阻止神经细胞进行交流并导致瘫痪

等问题。

几年前，希利亚德教授及其团队发现，秀

丽隐杆线虫可以自发地重新连接两个分离的

轴突片段，这一过程称为轴突融合。

昆士兰大学脑研究所副教授维克托·安

古诺确定了这一过程的分子机制。他表示，

使用神经外科手术缝合受损神经的成功率有

限。而使用基因技术直接提供分子胶，激活

融合原调节剂 ADM-4，使用药理学激活这些

成分等不同方法，可能有助于受损神经完全

再生。

神经修复至关重要的“分子胶”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3月 17日电 （记者刘霞）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有望提高光电转换效率，

但其存在一个最大的缺陷——在阳光的照射

下，其性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化。来自

美国、中国和韩国的科学家团队在最新一期

《自然》杂志撰文指出，他们对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的表面进行了简单的处理，解决了退化

问题，扫清了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应用道路

上的最大障碍。

钙钛矿是一组与矿物质钙钛氧化物拥有相

同原子排列（晶体结构）的材料，“家族成员”之一

金属卤化物钙钛矿因在高效节能薄膜太阳能电

池领域极具应用潜力而备受关注。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的制造成本比硅基太阳能电池低得多，但

其存在一个最大的缺陷——长期暴露在光照下，

其性能退化，如果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将有助

于太阳能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新研究负责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杨阳解释称，针对

太阳能电池缺陷，科学家们目前常见的处理

方法是在其表面沉积一层有机离子，使表面

带负电。虽然这种处理方法旨在提高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但它也使得电

池表面堆积了太多电子。而这会破坏原子有

序排列的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的效率会越来越低，最终使其无法

商业化。

鉴于这一发现，团队找到了解决电池性

能退化的方法，让带正电的离子与表面带负

电的离子配对，这使表面电子变得更中性且

稳定。

团队测试了经过处理后的太阳能电池在

能加速电池老化的条件下以及模拟阳光全天

候照明情况下的耐久性。结果表明，这些电

池能在 2000多个小时内保持最初光电转化效

率的 87%。相比之下，在同样条件下，经历相

同时间后，未经处理的太阳能电池性能下降

到原来的 65%。

研究人员表示：“我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是迄今为止报道的效率最稳定的电池之

一，我们的最新研究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

术商业化和广泛采用奠定了基础，业界人士

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和完善这一技

术，以设计出更稳定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性能退化问题得解

科技日报柏林 3月 16日电 （记者李
山）近日，德国分子医学研究中心（MDC）的

研究人员发现，纳米结构域构成独立的信号

单元是单个细胞可同时处理成百上千个信

号的原因。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成果将开

辟一个全新的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在最近一期《细胞》杂志上。

活细胞暴露于各种刺激之中。无数信使

物质停靠在它们的表面并触发细胞内的信号

级联。这是细胞表面受体接受外界信号做出

应答并将信号逐级在细胞内传递、放大和增

强的过程。其中，G蛋白偶联受体（GPCR）属

于“第一信使”，负责将细胞外刺激传递给特

定的细胞功能。尽管有许多不同的GPCR，

但所有这些GPCR仅向少数“第二信使”发出

信号，例如环磷酸腺苷（cAMP）。

现在，德国亥姆霍兹协会马克斯·德尔

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的安德烈亚斯·博克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单个 GPCR 通

过与受体相关的独立 cAMP 纳米结构域

（RAIN）发出信号，这些结构域构成自给

自足的独立细胞信号单元，不受来自其他

受体和细胞区室的 cAMP的影响。

研究人员使用荧光显微镜观察分离的

单细胞，研究来自两个不同受体的 cAMP

信号如何在一个细胞中平行出现并进行处

理。其中一种受体对胰岛素分泌很重要，

另一种则影响心肺功能。科学家们发现，

激活的受体直接形成一个半径在 30 到 60

纳米的微小区域。博克教授将这个纳米空

间比喻成弹出式工厂，当“命令”到来时，它

会出现在细胞膜上并立即开始工作。“当一

个这样的纳米空间被填满时，cAMP 会溢

出到下一个，触发信号级联到细胞内部。”

纳米结构域的发现使得细胞中信号通

道的复杂性增加很多倍。受体产生的信号

开始只会影响附近的酶。细胞中的其他区

域不会受影响。这允许非常精确地打开和

关闭信号路径。研究人员认为，细胞质中

存在信号纳米架构，可按需打开。这样的

凝胶状结构会阻止 cAMP从微小空间中扩

散出来。众多纳米结构域的共存允许单个

细胞同时操作数千个独立的信号，而不是

简单地“开”或“关”。

细胞同时处理多个信号的原因找到了！
纳米结构域开辟全新研究领域

科技日报北京3月17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导致感染

激增，同时也让科学家发现了新冠肺炎在幼

儿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并发症：哮吼。

根据一份近日发表在《儿科学》预刊上的同

行评审报告，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医生发

现，在奥密克戎病例激增期间，儿童哮吼患

者骤增。患有新冠肺炎和哮吼的儿童大多

在2岁以下，其中72%是男孩。

哮吼，医学上称为喉气管炎，是一种常

见的婴儿和幼儿呼吸道疾病。它的特点是

独特的狂吠咳嗽，有时还会有嘈杂的、高音

调的吸气（称为喘鸣声）。当感冒和其他病

毒感染导致喉咙、气管和支气管周围发炎

和肿胀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严重的

情况下，它可能会导致致命性地呼吸抑制。

动物研究发现，与早期的主要针对下

呼吸道的变种相比，奥密克戎变异株主要

在上呼吸道“发力”。这可能解释了在奥密

克戎病例激增期间哮吼患者骤增的原因。

报告描述了从 2020 年 3 月 1 日到 2022

年 1 月 15 日期间，75 名因咽喉炎和新冠肺

炎来医院急诊的儿童。研究人员发现，一

些病例的严重程度“出人意料”，需要住院

治疗，且与其他病毒引起的咳嗽相比，需要

更多的药物剂量。同时，略高于 80%的病

例发生在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时期。

虽然没有儿童死亡，但 75 名患有新冠

肺炎相关性哮吼的儿童中有 9名需要住院

治疗，其中 4 名需要接受重症监护。相比

之下，在新冠疫情流行之前，只有不到 5%

的患有哮吼的儿童住院，其中只有 1%到

3%需要插管治疗。

幼儿感染奥密克戎惊现哮吼新症状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7日电 （记者张
梦然）受蒲公英利用风来传播种子的启发，

美国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微型传感器便携

装置，当它向地面翻滚时可被风吹走。一

旦落地，该装置至少可容纳 4个传感器，使

用太阳能电池板为其负载电子设备供电，

并且可共享最远 60 米外的传感器数据。

研究成果发表在 16日《自然》杂志上。

该传感装置的重量约为 1 毫克蒲公英

种子的30倍，经由无人机释放后，可在微风

中行进100米，大约相当于足球场的长度。

“你可使用无人机一次性释放数千个这

样的装置，它们都会被风吹走。”论文资深作

者、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冼穆·高拉克塔说，这对于传感器部署来说

是惊人和变革性的，因为现在手动部署这么

多传感器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由于这些装置上负载有电子设备，因

此要使整个系统像真正的蒲公英种子一样

轻，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形状，使系统能慢慢地落到地上，这样它

就可被微风摇晃。研究人员测试了 75 种

设计，以确定什么会导致最小的“终端速

度”或装置在空中落下时的最大速度。

蒲公英种子结构的工作方式是它们有

一个中心点，绒毛伸出来减缓它们的下

落。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二维投影，为装

置结构创建了基础设计。当增加重量时，

装置的刷毛开始向内弯曲。然后，研究人

员添加了一个环形结构，使其更硬，并占用

更多的面积来帮助减慢它的速度。

为了保持轻盈，研究团队使用太阳能

电池板而不是笨重的电池来为电子设备供

电。这些设备在 95%的时间里太阳能电池

板都直立着陆。它们的形状和结构使它们

能够像蒲公英种子一样以始终直立的方向

翻转和掉落。

然而，如果没有电池，系统就无法存储

电量，这意味着太阳下山后，传感器就会停

止工作。当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系统

需要一点能量才能启动。研究团队设计的

电子设备包括一个电容器，这种设备可在

夜间储存一些电荷。

传感装置使用反向散射（一种通过反

射传输信号来发送信息的方法）将传感器

数据无线发送回研究人员。装置可测量温

度、湿度、压力和光，在日落关闭时发送数

据。第二天早上，当这些装置重新启动时，

数据收集就恢复了。

所谓无电池装置，其实是使用太阳能

电池板为其电子设备供电，而除了文中所

述优点，这一系统还有个巨大好处，就是整

个装置上没有任何东西会耗尽电量，装置

可以一直运行，直到发生无法挽回的物理

故障直接废掉。不过它也有缺点，那就是

电子产品会分散在系统中，未来彻底废弃

后的降解是个难题。不过据说研究人员正

在努力克服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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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研究月球岩石。 图片来源：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据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官网披露，3 月 16

日晚间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 5 号机组和

福岛第二核电站 1 号机组、3 号机组的乏燃料

冷却系统停止工作。相关机组的冷却功能在

17 日上午前已经陆续恢复，目前相关数据显

示一切正常，设施周边核放射检测暂无变化。

“旧地旧事”重来让人
回想起“3.11”

16 日晚间，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当地时

间 23 时 36 分（北京时间 22 时 36 分）发生强烈

地震。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向福岛县、宫

城县沿海地区发出海啸警报。宫城县的石卷

港、仙台港分别观测到高 30 厘米、20 厘米的

海啸，福岛县相马港观测到高 20 厘米的海

啸。截至 17日 5时，海啸警报被全部解除。

众所周知，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的东日

本大地震引发了严重的海啸，侵袭而来的海

水破坏了福岛核电站的冷却供电装置，导致

堆芯过热引发事故。所幸的是，此次地震后，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装置在 5 小时后恢复

工作，福岛第二核电站 1号机组和 3号机组则

是在 2小时后恢复工作。

灾害频发或掀起新一
轮“厌核情绪”

福岛县（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宫城

县（女川核电站）直面太平洋，其所处的“日本

海沟”地震带一直备受科学家重视。

根据相关科学预测，“日本海沟大地震”

“日本南海海沟大地震”以及“首都直下型地

震”将成为 30 年内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地震灾

害，或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1 年前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核电站事

故，进而导致灾民背井离乡所带来的伤痛和

阴影还未完全消散，本次地震又加深了人们

对福岛核电站的忧虑。

尽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7日上午在国会

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说，核电站“目前没

有”发现异常。但部分日本民众直言，“在已

经预测到有可能发生 7 级以上地震的福岛核

电站周边发生了 6级地震，冷却装置却突然原

因不明地停止工作，然后又在原因不明的状

态下恢复。这样的‘一切如常’叫人如何不担

忧？”“灾害频发地设立核电站本身就是个错

误”“万一再来一次海啸侵袭导致核电站爆炸

怎么办”“东电不可信，日本人都知道”。

东电公司信息公开再
受质疑

地震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推特即称，正

在确认地震对本公司设备产生的影响。但这

一等就是 3 个小时，直到凌晨 2 点半之前，有

关地震对核电站是否产生影响的信息可谓音

讯全无。

日本政府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招待

会上称，地震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停电，有关核

电站安全性的信息公开有益于公众，今后日

本政府将会指导东电公司加强相关信息披露

和公开。

东日本再次地震 福岛核电站安全令人忧

这是3月17日在日本福岛县国见町拍摄的倒塌的房屋。 新华社/共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