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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8月30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子垃圾问题会变得

更严重。最近，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

家实验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研究

团队提出了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一种能够

完全回收的、可生物降解的打印电路。他们

在《先进材料》杂志上报告了这种新设备，这

一进步可让垃圾填埋场中的可穿戴设备和其

他柔性电子产品分流，并减轻重金属废物对

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在此前的一项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研究

中，研究团队发现，将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脂

肪酶（BC—脂肪酶）等纯化酶嵌入塑料材料

中，可加速其降解。此次，研究团队用的不是

昂贵的纯化酶，而是更便宜的、现成的 BC—

脂肪酶“混合物”。这大大降低了成本，有助

于电路的大规模生产。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可打印的“导电墨

水”，该墨水由可生物降解的聚酯黏合剂、银

片或炭黑等导电填料和市售的酶混合物组

成。墨水的导电性来自银或炭黑颗粒，可生

物降解的聚酯黏合剂充当胶水。

研究人员用一台带有导电墨水的 3D 打

印机，在硬质可生物降解塑料、柔性可生物降

解塑料和布料等各种表面上打印电路图案，

证明了墨水可附着在各种材料上。墨水干燥

后，就会形成集成电路装置。

为了测试其保质期和耐用性，研究人员

在没有控制湿度或温度的情况下，将一个打

印电路在实验室存储了 7个月，结果发现该电

路的导电性与存储前一样好。

他们将电路浸入温水中，以测试其可

回收性。在 72 小时内，电路材料降解为银

颗粒，与聚合物黏合剂完全分离，聚合物分

解成可重复使用的单体。研究人员无需额

外处理即可轻松回收金属，到实验结束时，

他们确定大约 94%的银颗粒可回收和重复

使用。

该电路在运行 30 天后仍可降解，表明这

些酶仍然活跃。这归因于添加了一种酶保

护剂。

研究人员表示，该电路或可作为瞬态电

子设备中使用的一次性塑料的可持续替代

品，例如，生物医学植入物或环境传感器之类

的设备，会在一段时间内分解。

可生物降解电路助电子产品更好回收

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

市场国家，两国务实合作不仅涵盖传统经贸

领域，更拓展到资源卫星、支线飞机、深海石

油勘探开发、生物技术等高技术领域。

走出传统领域，步入
高技术行业

在中巴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科

技交流日益密切，推动科技合作逐渐实现跨

越式发展。中巴两国建立起高级别科技创新

对话机制，在空间技术、农牧林业、水产养殖、

医药卫生、能源矿产等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

的合作。两国科技交流也正走出传统领域，

开始涉足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领

域，并积极探索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合作

潜力，其中科技园区合作成为中巴科技交流

新亮点。

2016 年两国签署了《中巴科技园区领域

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鼓励和促进两国

科技与创新的参与者在科技园区、企业孵化

器以及其他相似领域的合作，加强建设由市

场驱动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2019 年 6 月，第三届中国—巴西高级别

科技创新对话在巴西利亚召开，并发布《第

三届中国—巴西高级别科技创新对话联合

声明》。声明强调，中巴双方应充分利用资

源，加强科技人员交流，推动两国科技园区

务实合作，丰富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科

技内涵。

努力形成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关系

为落实中国—巴西科技创新部长会晤

共识，进一步加强两国科技创新合作，促进

中巴科技园区和创新创业交流，2021 年 10

月，中巴科技园区对接交流会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成都高新区召开。与会

的巴西科技创新部副部长保罗表示，近年

来，在中巴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框架下，双

方在科技园区政策对接等方面开展了务实

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双方围绕产业技术领

域展开深入交流与对接，努力形成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的紧密合作关系，双方在项目

孵化、人才服务、创业扶持等多个层面开展

务实合作，为国际科技园区合作提供新的

思路和途径。

在 2021 中国巴西科技创新合作论坛上，

两国科技工作者围绕智慧农业、生物医疗卫

生、新能源及减排和基因工程四个领域特色

科技园合作前景展开热烈谈论，一致认为，

加强双方科技园区合作，有利于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也能营造出浓郁的国际化科创氛

围。论坛期间，双方发起《共建“中国—葡萄

牙语国家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中心”倡议》，呼

吁要加速中巴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构建

与葡语系国家开放创新生态体系，打造有影

响力的中国—葡语系国家合作的创新交流

平台。

两国产学研合作模式
的实践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科技园位于里

约热内卢市郊，成立初衷是营造创新环境，促

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培养创业精神。2003 年对外开放，获得许可

的研究中心和企业创新中心相继入驻园区。

科技园逐步建立起一种创新生态，促进产学

研结合，创造和孵化中小技术企业，将学术精

神与企业家精神结合、推动大学与企业互动，

为社会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20 年来，园

区为 110家企业发展提供了支持。目前，科技

园内入驻十余家大型公司的研发中心、近 40

家科技创新企业和 10 个专业实验室，员工总

数超过千人。

2010 年 2 月，中国石油大学与里约热内

卢联邦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成立“中

巴深水水下工程研究中心”，致力于深水油气

田开发技术合作与学生联合培养。2016 年，

双方成立“中巴深海技术联合研究院”，并正

式入驻科技园区，作为两国产学研合作模式

的实践，成为发展中国家首个专注深海技术

的联合研究机构。

“巴中两国在创新领域充满着活力，为了

两国互惠互利，如今更需推动科技等领域的

衔接，开辟新的合作渠道。科技园区今后将

积极拓展在绿色科技、智慧城市、医药卫生等

科技创新方向，构筑新合作平台，增加互补

性，挖掘发展潜力，实现共赢。”园区公共事务

部负责人瓦卡略说。

（科技日报圣保罗8月29日电）

推动科技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科技园区合作成中巴交流新亮点

科技日报北京8月30日电（记者张梦然）
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3D打

印技术，可用于个性化医疗和按需释放药物片

剂。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生产3D打印的淀

粉基片剂，用于定制输送疏水性药物。研究成

果发表在最近的《国际药剂学杂志》上。

传统方法生产的具有特定参数的药物，

在许多情况下无法满足患者的个体需求。事

实上，传统药物往往基于成人剂量，而儿童和

老年患者需要根据他们的年龄量身定制剂

量。更重要的是，某些患者群体还需要特定

的剂型替代品，让药物更加易于口服。在这

方面，快速分解片剂正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们一放在舌头上就会溶解。制药公司

需要解决的另一个挑战是，控制药物随时间

的释放。

3D 打印是一种逐层打印产品的技术，其

中材料根据计算机设计软件设计的数字模型

逐层沉积。采用快速、简单的方法并借助 3D

打印，研究人员制备了基于 3 种淀粉的片剂：

两种玉米淀粉（普通淀粉和蜡质淀粉）和一种

马铃薯淀粉，均具有不同的几何形状并装载

有不溶性药物。

研究人员解释道，在将所用材料注入打

印机之前，必须确保材料是可打印的，并且一

旦打印出来，它们要能够保持其形状。为此，

必须进行详细的流变分析。这 3 种类型的淀

粉都表现出适当的流变特性，尽管在使用马

铃薯淀粉的情况下，由于其特性，打印过程变

得更加费力。

研究人员观察到，淀粉的植物来源在几

乎所有特性中至关重要，例如多孔微结构、稳

定网络的形成或药物的释放。在普通玉米淀

粉的情况下，药物释放是瞬时的，药物在 10分

钟内完全释放；在蜡质玉米淀粉和马铃薯淀

粉的情况下，释放更加连续，可能需要长达 6

小时才能完全释放。研究人员还证明了片剂

几何形状在药物释放中的重要性。

研究团队还打印了结合不同类型淀粉的

药片。在这种情况下，释放分两个阶段进

行。例如，在感染的情况下，在使用普通玉米

淀粉的初始阶段，可立即释放药物以减轻疼

痛，在随后的阶段，使用其他两种淀粉中的任

何一种，都可以更持续地释放抗生素。

3D打印“量身定制”个性化药片

科技日报北京8月 30日电 （记者刘霞）
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29 日报道，西班牙科

学家通过比较两种相似水母的 DNA，发现了

可阻止和逆转永生水母衰老的基因。研究人

员称，这一基因可能与人类衰老有关，最新研

究有望为再生医学以及治疗癌症、神经变性、

衰老和与衰老相关的疾病提供新线索。

水母的一生可这样概述：漂浮的幼虫附

着在海底并发育成芽状息肉，这些水底生物

不断自我克隆，最后发育成能自由游动的伞

形水母。对大多数水母来说，这一旅程的终

点是死亡。

但灯塔水母（也叫不朽水母或永生水

母）可逆转这一旅程。当遇到困难，比如身

处恶劣的环境中或受伤后，它们的身体会融

化成无定形的包囊，重新附着到海底，并退

化成息肉。他们可无限地重启循环，以避免

死亡。

为找出永生水母延缓衰老的秘诀，奥维

耶多大学的玛丽亚·帕斯夸尔·托纳及其同事

对其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与相关但不会永

生的深红水母进行了比较。

他们发现，永生水母体内拥有两倍多的

与 DNA 修复和保护相关的基因拷贝。这些

基因复制品可产生更多的保护性和恢复性蛋

白。此外，永生水母还拥有独特的突变，可抑

制细胞分裂，防止作为染色体保护帽的端粒

退化。

此外，为确定永生水母是如何逆转为息

肉的，科学家们研究了在这种反向变形过程

中哪些基因是活跃的。他们发现，永生水母

会使发育基因沉默，使细胞恢复到原始状态，

并激活其他基因，使新生细胞在新水母萌芽

后重新分化。研究人员说，这些基因变化共

同保护永生水母免受时间的侵蚀。

研究人员指出，深红水母也能恢复活力，

只是不如永生水母那样普遍。比较这两者之

间的差异可能有助揭示水母永生程度的差

异，但无法揭示永生本身。新发现的基因可

能也与人类衰老有关。

永 生 水 母 长 寿 基 因 揭 示
为治疗与衰老相关疾病提供线索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30日电 （记者张
梦然）植物经常受到细菌、病毒和其他病原

体的攻击。当植物感知到微生物入侵时，

其细胞内的蛋白质化学汤，也就是生命的

主力分子中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发表

于《细胞》杂志的一项新研究中，美国杜克

大学研究人员揭示了植物细胞中重新编程

其蛋白制造机制以对抗疾病的关键成分。

每年因细菌和真菌病害而损失的作物

产量达 15%，约合 2200 亿美元。植物依靠

它们的免疫系统来进行反击。

与动物不同，植物没有专门的免疫细

胞将血流送达感染部位。植物中的每个细

胞都必须自己挺身而出奋力保护自己，迅

速进入战斗模式。当它们受到攻击时，会

将优先级从生长转移到防御，细胞开始合

成新蛋白质并抑制其他蛋白质的产生。然

后在 2—3个小时内，一切恢复正常。

细胞中产生的数以万计的蛋白质从事

许多工作：催化反应、充当化学信使、识别

外来物质、将材料移入和移出。为了构建

特定的蛋白质，包装在细胞核内的 DNA中

的遗传指令被转录成 mRNA 信使分子。

然后这条 mRNA 链进入细胞质，在那里核

糖体“读取”信息并将其翻译成蛋白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植物被感

染时，某些 mRNA 分子比其他分子更快地

转化为蛋白质。这些 mRNA 分子的共同

点是 RNA 链前端的一个区域，其遗传密

码中有重复的字母，腺嘌呤和鸟嘌呤在该

区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在新研究中，研究团队展示了该区域

如何与细胞内的其他结构协同工作以激活

“战时”蛋白质的产生。

研究表明，当植物检测到病原体攻击

时，通常指示核糖体着陆和读取 mRNA 的

起点分子标志被去除，这使细胞无法制造

其典型的“和平时期”蛋白质。相反，核糖

体绕过通常的翻译起点，使用 RNA 分子

内重复出现的 As 和 Gs 区域进行对接，并

从那里开始读取。

研究人员表示，对于植物来说，对抗感

染是一种平衡行为。将更多资源分配给防

御意味着更少的资源可用于光合作用和其

他生命活动。产生过多的防御蛋白会造成

附带损害：免疫系统过度活跃的植物生长

迟缓。

通过了解植物如何达到这种平衡，研

究人员希望找到新的方法来设计抗病作物

而不影响产量，并用拟南芥进行了大部分

实验。但在果蝇、小鼠和人类等其他生物

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 mRNA 序列，因此它

们可能在控制植物和动物的蛋白质合成方

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植物的这套防御机制确实高效且强

大。尽管没有专门的免疫细胞，植物看似

防御薄弱，但它们体内的每个细胞都能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调整自身的优先级，产

生更多的作战蛋白质，与敌军厮杀。有意

思的是，它们还会“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

名”，在危险解除之后，又能恢复正常的“和

平模式”，继续把精力放在生长上。植物对

抗感染，仿佛轻松就把握了“防御”和“生长”

两者资源分配的平衡。这是人类在设计植

物、动物抗病方案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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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30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喝红茶

可能与较低的死亡风险有关。每天喝两杯

或两杯以上茶的人患病风险最低。这一发

现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内科医学年鉴》上。

茶是全球消费量最大的饮料之一。此

前研究表明，在喝绿茶最多的人群中，喝茶

与较低的死亡风险之间存在关联。相比之

下，在喝红茶更普遍的人群中，发表的研究

结果不一致。

在英国，喝红茶很普遍。英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英国生物库的数

据进行了一项研究，评估饮茶与全因和特

定原因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还评估了

常见的茶伴侣（牛奶和糖）的使用、茶的温

度以及影响人们咖啡因新陈代谢速度的基

因变异是否存在不同的联系。

英国生物库包括了 50 万名年龄在 40

岁至 69岁之间的男性和女性的数据，研究

人员在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完成了一份

基线调查问卷。在这些人中，85%的人报

告经常喝茶，其中 89%的人报告说喝红

茶。与不喝茶的人相比，报告每天喝两杯

或更多杯茶的参与者死亡风险降低 9%—

13%。同时考虑其他因素，如参与者是否

也喝咖啡，在茶中添加牛奶或糖，他们喜欢

的茶的温度，或者与咖啡因新陈代谢相关

的遗传变异，都观察到了这种关联。

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发现表明，即使茶

的摄入量较高，也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喝红茶也能降低死亡风险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30日电 （记者刘
霞）德国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上撰文指出，他们利用黑腹果蝇

的遗传模型系统开展的研究表明，即使是

饮酒一次也会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神经元的

形态，且大脑里的“交通要塞”突触的结构

以及为细胞提供能量的线粒体的动力学也

会受到酒精的影响。

在从偶尔饮酒到慢性酒精滥用的过渡

过程中，大脑内发生了哪些变化？科隆大学

亨瑞克·肖尔茨教授及来自曼海姆大学和海

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希望弄清楚这一问题

的答案。此前有不少研究已经证明了长期

饮酒对海马体（大脑控制中心）的影响，但科

学家们对于关键危险因素，例如首次饮酒后

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知之甚少。

该团队通过对果蝇和小鼠模型的研究

来验证其假设，发现了乙醇诱导在线粒体

动力学和神经元突触之间的平衡这两个方

面的变化。线粒体为细胞，尤其是神经细

胞提供能量。线粒体会移动，以便更好地

向细胞输送能量。研究发现，用乙醇处理

的细胞内线粒体的运动受到了干扰；而且

某些突触之间的化学平衡也受到干扰。这

些变化是永久性的，动物的行为变化也证

实了这一点：在以后的生活中，小鼠和果蝇

的酒精摄入量增加。

研究人员解释说，众所周知，神经元的

形态重塑是学习和记忆的基础。这些所谓

的细胞可塑性机制是学习和记忆的核心，也

被认为是药物相关奖励记忆形成的核心。

因此，科学家们观察到的一些形态学变化可

能影响与乙醇相关的记忆形成。此外，神经

元线粒体的迁移对突触传递和可塑性也很

重要。研究人员因此推测，这些乙醇依赖细

胞变化对成瘾行为的发展至关重要。

肖尔茨说：“值得注意的是，促成这种复

杂奖励行为的细胞过程在物种间广泛存在，

这表明在人类中也有类似的作用，这可能是

一个对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的细胞过程。”

饮酒一次就会永久改变大脑

去年 10月，中巴科技园区对接交流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成都高新区召开。
图片来源：中国科技部火炬中心官网

位于巴西累西腓的“数字港”是巴西全国最大的高新科技园区，“数字港”方面期待着中国
企业早日入驻。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研究人员展示可生物降解的打印电路。
图片来源：玛丽莲·萨金特/伯克利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