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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胡定坤
实习记者 于紫月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通讯·地球与环境》杂志 11日在线发

表的一篇气候变化论文报告称，与全球平均

值相比，北极变暖速度确实比之前人们认为

的更快。极地加速变暖表明该地区对全球变

暖的敏感程度高于当前的评估。

北极在全球气候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调

制作用。但过去的报告称，极地变暖速率平

均而言是全球其他地方的 2—3 倍，是全球地

表气温增高最剧烈的地区，这一现象被称为

北极放大效应。目前，世界各国和气象组织，

都对北极气温的变化高度关注。

芬兰气象研究所科学家米卡·兰塔宁及其

同事，此次分析了北极圈1979—2021年间的观

测数据，估计这一时期内北冰洋的大部分以每

十年 0.75℃的速率暖化，至少是全球平均值的

4倍。在北冰洋的欧亚部分，邻近斯瓦尔巴和

新地岛，变暖速度高达每十年1.25℃，已经7倍

于世界其他地方。研究团队认为，由于海冰损

失增加，北极放大效应会随时间加剧。

研究人员表示，气候模型预测可能普遍

低估了 1979—2021 年间的北极放大效应，他

们呼吁更详尽地研究北极放大效应的机制，

以及它们在气候模型中的表现。

北极局部变暖速度达世界其他地方7倍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刘
霞）一项对英国女性的大型追踪研究发现，

与食用肉类的女性相比，素食女性髋部骨

折的风险要高 33%。风险增加的原因可能

在于无肉饮食会导致摄入蛋白质较少——

多摄入蛋白质有助于增加肌肉质量，以及

可能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如钙和维生素

B12），这些物质有利于增强骨骼。最新研

究发表于最近的《BMC医学》杂志。

该研究负责人、利兹大学的詹姆斯·韦

伯斯特表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髋部骨折，

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绝经后雌激素水平

下降，导致骨骼变弱。髋部骨折也是导致

老年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髋部骨

折很难恢复，并可能引发多种并发症，对健

康的影响相当大。

此前的研究表明，素食者的骨骼较弱。

在最新研究中，韦伯斯特团队利用了一项正

在进行的大型研究，该研究追踪了英国

26000多名女性的健康和生活方式，历时约

20年。这些人参与实验时的年龄介于35—

69岁之间。总体而言，约 3%的参与者在这

段时间内发生髋部骨折。与每周至少吃肉

5次的人相比，素食者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

高出33%，而经常吃肉的人和那些吃肉较少

或只吃鱼的人在风险上没有差异。

但韦伯斯特也指出，这一发现不应使

人们放弃素食主义，因为人们可以从乳制

品和豆类中获取蛋白质，必要时可以补充

维生素或使用钙强化乳制品。英国素食协

会的简·埃尔弗德也表示：“骨折风险通常

与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相关，因此需要确

保这些营养素的可靠摄入。”

其他研究发现，素食饮食在多个方面

对健康有利，如素食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的

风险。但包括本研究在内的这些研究，都

是观察性的，因此无法证明饮食模式会导

致不同的健康结果，只表明存在相关性。

此外，素食者通常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尽量避免吸烟和酗酒等。

素食女性髋部骨折风险高33%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通讯·生物学》杂志 11 日发表

的一项古生物学研究发现，雷克斯暴龙（即

霸王龙）演化出比它们祖先更狭窄的眼窝

或能帮助它们咬得更有力，类似的大型食

肉恐龙——兽脚类恐龙也是如此。

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团队比较了 410

个中生代（2.52 亿至 6600 万年前）爬行动

物化石样本的眼窝，包括恐龙和鳄鱼等恐

龙近亲。他们发现，大部分样本都拥有圆

形眼窝，尤其是草食动物。然而，颅骨长度

大于一米的大型食肉动物到了成年以后，

眼窝通常呈椭圆形或锁孔形，尽管它们在

未成年时的眼窝更偏圆形。更古老样本的

眼窝似乎比更近样本的眼窝更圆，大型兽

脚类恐龙的眼窝比它们的祖先更接近锁孔

的形状。这些观察结果表明，大型食肉物

种随时间流逝演化出了锁孔形眼窝，但这

种形状只出现在成年后，而不是成年前。

为了研究眼窝形状对颅骨结构和功

能的影响，团队比较了拥有 5 种不同眼窝

形状的爬行动物颅骨理论模型在咬合时

的受力。他们还比较了拥有圆形眼窝或

锁孔形眼窝的暴龙颅骨模型可以承载的

最大眼球大小。锁孔形眼窝在咬合过程

中能将力分散到眼窝后方颅骨更硬的部

分，从而使眼窝变形程度更小，并帮助减

轻颅骨受到的压力。不过，拥有圆形眼

窝的暴龙模型能承载的眼球体积是锁孔

形眼窝模型的 7 倍。

研究人员认为，兽脚类恐龙演化出更

窄的眼窝，可能减少了它们颅骨的眼球空

间，同时把这些空间留给了下颌肌肉，并增

加了颅骨的硬度。这或许能让它们以更大

的眼睛换取更大的咬合力，而此前研究曾

提出更大的眼睛可以增强视觉感知。研究

结果凸显出决定恐龙演化的这种功能上的

取舍。

眼睛越小，咬力越好

霸王龙用大眼睛换取大咬力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张
梦然）瑞典林雪平大学和 LinkoCare生命科

学公司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发了一种由猪皮

中的胶原蛋白制成的类似于人类角膜的植

入物。在一项试点研究中，植入物使 20名

角膜病变患者恢复了视力，其中大多数人

在接受植入物之前是失明的。发表在《自

然·生物技术》上的该项研究，以生物工程

植入物作为人类角膜移植捐赠的替代方

案，为角膜失明和视力低下的患者带来了

希望。

角膜主要由胶原蛋白组成。为了创造

人类角膜的替代品，研究人员使用了源自猪

皮的胶原蛋白分子，这些胶原蛋白分子经过

高度纯化并在严格的人类使用条件下生

产。使用的猪皮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易于

获取且具有经济优势。在构建植入物的过

程中，研究人员稳定了松散的胶原分子，形

成了一种坚固而透明的材料，可承受处理和

植入眼睛。捐赠的角膜必须在两周内使用，

而生物工程角膜在使用前可储存长达两年。

研究人员还开发了一种新的微创方法

来治疗圆锥角膜，患者角膜由于变得非常

薄，可能导致失明。目前圆锥角膜晚期患

者需要手术切除角膜，代之以捐赠角膜，使

用手术缝合线将其缝合到位。这种手术是

侵入性的，只能在较大的大学医院进行。

新的手术方法不需要缝合，可以通过先

进激光技术进行高精度角膜切口手术，也可

在需要时使用简单的手术器械手动进行。

该方法首先在猪身上进行了测试，结果证明

它比传统的角膜移植更简单且更安全。

伊朗和印度的外科医生使用了这种手

术方法和植入物开展了试点临床研究。20

名因晚期圆锥角膜而失明或濒临失明的人

参加了研究并接受了生物材料植入物。手

术没有并发症，组织愈合快；使用免疫抑制

眼药水进行为期 8周的治疗足以防止植入

物发生排斥反应。对患者进行的两年随访

表明，在此期间没有发现任何并发症。

试点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角膜的厚度和

曲率恢复正常。参与者视力改善的程度与

利用捐赠组织进行角膜移植后一样。手术

前，20名参与者中有14名失明。两年后，他

们都不再是盲人了。3 名在研究前失明的

印度参与者在手术后视力几近完美。

如果将人眼比作一部光学照相机，角

膜就是相机镜头，角膜一旦出问题，只有替

换成好镜头才可以再照出清晰照片。角膜

移植的最大好处就是角膜本身不含血管，

基本处于“免疫赦免”地位，移植成功率非

常高。但传统的角膜移植仍属侵入性手

术，必须服用药物数年；且角膜移植所用的

供体皆来自于他人捐献，患过某些眼部疾

病者就不适宜捐献。而今角膜替代品和移

植手段同时出现进步，不但提高了这一手

术的安全性，也使更多患者获得了移植从

而重见光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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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11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UTSW）研究人员领导的一个团队确定了新

冠病毒是如何构建 RNA“帽子结构”（cap）的，

这对病毒的成功复制至关重要。发表在《自

然》杂志上的这一新发现有望带来抗击新冠

肺炎的新策略。

研究带头人文森特·塔利亚布拉奇博

士说，如果能开发和制造出针对这个蛋白

质结构域的药物来抑制 RNA 帽的形成，可

能 会 提 供 一 种 全 新 的 治 疗 新 冠 肺 炎 的 方

法。

新冠病毒使用遗传分子 RNA（核糖核

酸）向受感染的宿主细胞提供指令，以建立更

多的病毒副本。塔利亚布拉奇博士解释说，

病毒 RNA 一端的分子帽有多种功能来实现

这一目标。它将 RNA 隐藏起来，使宿主细胞

的免疫系统无法发现，保护 RNA 免受核酸外

切酶或降解它的细胞酶的攻击。同时，分子

帽还能召集制造病毒蛋白的细胞因子。如果

病毒失去了这个 RNA 帽，这些过程就会停

止，感染就不会继续。

这项研究表明，新冠病毒 NiRAN 结构

域，一种名为 nsp12 的病毒蛋白的一部分，参

与了 RNA 帽的合成。NiRAN 结构域是一种

假激酶。实验表明，NiRAN 结构域将病毒

RNA 转移到另一种名为 nsp9 的新冠病毒蛋

白上，从而产生一种对帽子形成至关重要的

RNA—蛋白质中间体。

塔利亚布拉奇博士说，他和同事们正在

研究阻断新冠病毒的 NiRAN 结构域功能的

方法，这最终可能导致一类对抗新冠肺炎的

新药出现。

“在抗疫的长期斗争中，我们需要针对病

毒生命周期不同部分和不同方面的抗病毒药

物。”他说，“增加一种‘帽子’抑制剂将是对

‘武器库’的很好补充。”

新 冠 病 毒 复 制 重 要 机 制 发 现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张梦
然）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和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的化学家开发出一种强大的新方法，

可对广泛用于构建药物分子的双环氮杂芳烃

进行精确、灵活修饰。9日发表在《自然》杂志

上的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将为科学

家提供更易用、更灵活的分子设计工具，合成

更多化学产品，包括以前遥不可及的潜在重

磅药物。

研究人员表示，新方法为化学家提供了

一种统一的、实用的后期“分子编辑”工具包，

用于在所需位点以任何所需顺序修饰双环氮

杂芳烃，从而极大地扩展了药物和其他有用

分子的多样性。

许多化学家致力于开发灵活且通用的分

子编辑方法，通过破坏起始分子中的碳氢键，

在任何位点修饰尽可能多的碳原子。具体来

说，他们希望以一种流水线式的简单方式，在

给定的有机分子的主链上修饰所选择的原子，

通常是碳，并在分子上以任何顺序修饰多个碳

原子。这种能力将使新分子的构建就像通过

更改单词来创建句子一样简单。但是很难设

计出可直接修饰一个特定原子的反应，这使分

子编辑的设想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

至少对于药物化学家使用的最常见的一

类起始分子而言，新方法将这个梦想变成了

现实。双环氮杂芳烃是相对简单的有机分

子，包括两个环状主链，主要由碳原子组成，

但至少有一个氮原子。

新方法允许化学家在双环氮杂芳烃的不

同位置选择性地修饰多个碳原子，当它们与

简单的氢原子结合时。这些位点的灵活修饰

可产生以前难以合成的新的、潜在的药物相

关结构。

新方法是一种称为 CH（碳氢）功能化方

法的变体：从碳原子中去除标准氢原子并用

一组更复杂的原子替换它。CH 功能化在概

念上是增加起始分子复杂性的最直接方法。

新方法采用了专门设计的辅助分子，称为引

导模板，可逆地锚定在起始分子上，像建筑起

重机一样有效地将 CH 功能化引导到所需的

位置。模板就像催化剂，引导反应但不被消

耗，可持续工作而无需补充。

研究人员表示，新方法的一个关键点是，

模板引导 CH 功能化不是基于传统的电子标

准，而是基于到目标路径的距离和几何形

状。这套新技术非常易于化学家使用，或将

被制药行业和其他化学行业迅速采用。

“分子编辑”工具包可灵活修饰制药化合物
或助设计有更多功能的药物分子

海法，以色列最重要的港口城市，背山面

海坐落于美丽的地中海东岸。每天大大小小

的货轮在这里停靠，卸下或带走成千上万个

集装箱，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一座新港正在

崛起，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日前，科技日报记者到海法新港实地采

访。这座新兴的港口由中国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建设和

运营，2021年9月刚刚投入使用。与附近“充满

历史气息”的海法老港相比，新港岸上8台崭新

“中国红”的巨型桥吊格外引人注目，仿佛一颗

颗闪耀的红宝石，镶嵌在蔚蓝的地中海边。

夺目的不止有外观，作为以色列甚至是东

地中海区域最现代化和自动化的港口，海法新

港更耀眼的是中国科技带来的核心竞争力。

“洋山经验”打造自动
化码头

海法新港一期码头年设计吞吐量为 106

万标准集装箱，配备桥吊 8 台，轨道吊 22 台。

而包括桥吊、轨道吊这些“庞然大物”的操作

人员在内，整个码头的运营团队只有 100人左

右。“机器替代人力”，人少却能办大事的秘密

就是自动化技术的大量引入。

上港集团以色列公司总经理缪强告诉记

者，海法新港移植了上港集团建设上海洋山

港四期项目时攻克的自动化码头技术和运营

经验，其核心是上港集团研发的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智能自动化码头操作系统。

记者在海法新港实地采访时切实感受到

自动化带来的变革。

用于装船和卸船的桥吊是港口最核心的

设备之一。传统桥吊需要人员在桥吊上手动

控制，操作员饱受巨大噪音折磨，还要长期弯

腰操作，工作强度大、效率低且对健康不利。

海法新港的桥吊则均为远程操控，且

大量工作由机器自主完成。操作员只需身

处远离噪音的控制室中，坐在舒服的椅子

上看着面前的显示器，只有在集装箱吊起

和放下的最初和最后几米，像打游戏一样

使用控制手柄和几个按钮进行简单操作，

确保安全即可。

缪强称，海法新港的每台自动化桥吊目

前已经具备每年装卸 20 万个标准箱能力，且

效率稳定，不受操作员身体、心理、使用经验

等因素影响，而操控这样一台长达百米的巨

型桥吊只需 1 个人。新港轨道吊也使用了类

似的自动化技术，传统轨道吊每台都需要一

名操作人员，而新港 22 台轨道吊只需 4 名操

作员，码头操作系统会根据操作员的工作状

态向其分配不同轨道吊的控制工作。

海法新港成为中国科
技名片
“海法新港完全按照中国解决方案，完全

使用‘中国芯’建设和运营。”缪强说，中国大

脑、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中国标准、中国服

务，就是要彰显中国智慧，让海法新港成为中

国科技的名片。

缪强介绍，海法新港的桥吊由我国上海

振华重工集团建造，在国内完成组装后跨越

重洋，用轮船整体运输到新港码头整体安装，

这是振华集团的核心技术之一。当轮船载着

巨型桥吊入港时，许多海法市民来到岸边观

看这一奇观。

“同时，我们还和国内企业合作，将中国

重汽集团的国产电动集装箱卡车（以下简称

集卡）引入新港。”缪强称，这种电动集卡使用

我国宁德时代公司研发的电池技术。目前，

海法新港是全球唯一大量使用电动集卡的港

口，大大降低了码头运营的环境污染，凸显出

绿色环保的理念。

“除了使用国内已经成熟的相关技术，新

港还在探索使用一些正在研究中的新技术。”

缪强谈到，例如一般自动化码头集卡必须停到

轨道吊的两端装卸集装箱，每次装卸时吊具都

要移动到轨道两端去“找集卡”，这主要是为了

方便集卡和吊具的定位。但吊具在轨道上的

移动速度较慢，运行的效率较低。集卡是码头

上速度最快的工具，上港集团的研究团队正在

攻关一种新技术，其核心是对集卡的精准定

位，这将使集卡可以停在轨道中间装卸集装

箱。海法新港正在试验该技术，据计算，这可

以将轨道吊的运行效率提高约30%。

缪强透露，目前，海法新港仍处于运营初

期，2022 年上半年吞吐量为 15 万标准箱，预

计全年将达到 35 万标准箱，超过以色列全国

港口货运吞吐量的 1/10。“我们计划在未来几

年间达到 60 万标准箱的年吞吐量，并最终达

到超过 106万标准箱的设计值”。海法新港运

行以来，显著缓解了以色列全国港口效率低、

货船难进港、空箱难出港等情况，得到了以色

列政府的好评和称赞。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8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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