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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子学》

光学节律器调控心脏跳动

以前的研究显示，激光脉冲可用
于刺激单个心脏细胞的收缩；如今，
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光学节律器,
可以利用红外激光脉冲来控制胚胎
的心脏跳动，这是激光脉冲首次被用
于控制活体内一个完整心脏的律动。
新成果发表在 8 月在线出版的《自
然—光子学》期刊上。

Michael Jenkins和 Andrew Rollins
与同事合作，用一种光纤向 2~3天大
的鹌鹑胚胎的心脏释放 1~2 微秒长
的红外光脉冲。他们发现，心脏的跳
动逐步与激光脉冲同步，最后“锁定”
到激光脉冲的频率上，而且会随着激

光脉冲频率的增加或降低而变化。
一旦最优化，所有的光学方法就

可用于心脏病学中的无创伤研究。虽
然仍需实践验证，研究人员也评估了
这种方法用于成体心脏的可行性。

《自然—方法学》

评估受伤神经系统的恢复

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可
以评估中枢神经系统受伤的啮齿动
物运动功能的恢复水平，新成果发表
在 8月在线出版的《自然—方法学》
期刊上。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套系统化
数据库，可以帮助科学家们将某种类
型的神经系统病变与某种适当自发
性障碍配套，以评估不同治疗方法的
疗效。

因外伤、中风或神经退化性疾病
而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受伤，结果都

能损害运动功能。对啮齿动物来说，
走路或游泳等运动功能试验，都可用
于评估因某种创伤而导致的运动功
能障碍。为了决定某种全新系统的治
疗方法是否成功、理解中枢神经系统
的复杂性，精确、全面地解读这些功
能试验非常重要。
通过测试走路、跋涉、游泳等运

动类型，Bjoern Zoerner 和同事测试
了不同类型中枢神经系统受伤模式
小鼠和兔子的运动缺陷。他们发现，
啮齿动物的运动功能状态高度依赖
于中枢神经系统受伤的位置和严重
程度。

《自然—免疫学》

人为什么会对镍过敏

世界上有数百万人对含镍的珠
宝如戒指和耳环以及手机等过敏。如

今，研究人员发现了镍所导致的人体
过敏反应的原因，新成果发表在 8 月
在线出版的《自然—免疫学》期刊上。

镍过敏包括接触部位出现灼烧、
痒、发红、肿胀，甚至水泡等症状。
Matthias Goebeler 和同事发现，镍与
病原菌探测相关的一个关键受体
TLR4 束缚在一起。当 TLR4识别到
感染源时，镍同时会诱发炎症反应，
出现过敏症状。

研究人员绘制了镍与 TLR4 结
合的两个特殊位点。重要的是，这些
位点的变异在保持 TLR4 对病原菌
作出反应的能力同时，却剥夺了它识
别镍的能力。抑制这种特殊位点
TLR4 的活性，也许是治疗镍过敏反
应但并不影响重要免疫反应的一种
方式。
（王丹红辕编译；更多信息请访问

憎憎憎援灶葬贼怎则藻糟澡蚤灶葬援糟燥皂辕泽贼）

自然子刊综览

本报讯 日前，美国 GE公司全球
研发中心宣布将与美国多家科研院所
合作开发仿生光敏传感器。据悉，这种
传感器灵感来自蝴蝶翅膀因其本身纳
米结构所具备的敏锐的感光性和化学

感知特性，将比传统传感器更加灵敏，
而且成本更低，有望应用在爆炸物检
测、水质检测、环境监测、食品安全及
健康等领域。

3 年前，GE 全球研发中心的研发

人员发现了蝴蝶翅膀的一个神奇功
能———在不同气体环境中能够显示不
同的色彩。这是由于蝴蝶翅膀鳞片具
有一种独特的纳米结构，这种结构对
周围的气体环境非常敏感，当接触到
含有微量化学成分挥发物的空气时会
反射出不同的颜色。因此，观察蝴蝶翅
膀的这种颜色变化，就可以了解其周
围气体的化学成分。GE的研究人员由
此得到灵感，开始着手开发一种全新
的动态传感平台，试图复制蝴蝶翅膀
纳米结构的独特传感功能。
负责该项目的 GE全球研发中心

的首席科学家 Radislav Potyrailo 博士
说：“GE 的仿生传感平台可以大幅提
高化学威胁检测的敏感性、速度以及
准确率。现在，越来越多的传感器被用

来收集并传输区域气体浓度信息。这
些信息可以对即将受到的化学威胁发
出警告，甚至可以准确地检测发电厂
周围的空气质量。GE的仿生传感器所
具备的独特性能将帮助提高这些检测
数据的质量，而且捕获那些以往无法
获得的细节信息。”

据介绍，由于这种传感器可以做
得很小，成本很低，这也使得大规模便
捷的生产成为可能。独特的性能连同
尺寸和生产成本的优势，让 GE的仿
生传感器可以广泛地应用在其他重要
的领域，如工业及健康领域等，这些应
用包括：发电厂的排放监测，食品饮料
的安全监测，家用、环境及工业中的水
质检测，疾病诊测中的呼吸气体分析，
伤口愈合评估等。 （陈欢欢）

本报讯 通过准确跟踪过程中的
每一个步骤，英国科学家新近开发的
一项技术能够大大增加不孕不育治疗
的安全性。

这一名为 IVF Witness（试管婴儿
监控）的系统由英国的研究设备公司
开发，它可以保障不孕不育的治疗过
程，为期望做父母的人带来内心的平
静。通过电子识别精子、卵子、最终
的胚胎和其他在试管婴儿 （IVF）治
疗周期中所使用的材料，新的技术有
助于降低在不孕不育治疗中出错的风
险。

通过使用非侵入式射频识别，该
系统可以在治疗期间跟踪接受治疗者
的精子、卵子和胚胎。如果实验室环
境中进入了错误的材料，IVF Witness

会通过视觉和听觉信号提醒工作人
员，以阻止任何材料被贴错标签。
尽管实验室出错非常少见，然而

新发明的这套自动系统可以使出错的
几率最小化。
每个射频识别标签都有一个微芯

片，能够发挥独特的数字指纹作用，
在一开始就安全地识别样本并在整个
受精过程中跟踪它们。
每个接受治疗者都会得到一个有

着独一标识的射频识别卡，它将与该
接受治疗者的所有样本资料一起使
用，包括接受治疗者治疗期间的皮氏
培养皿和试管。整个系统是电子操作
的。
负责此项研究工作的 Bill Brown

介绍说：“我们的目的是开发一种在

不孕不育治疗期间自动跟踪接受治疗
者卵子、精子和最终胚胎的系统，降
低贴错标签或出错的风险。”他说，
“不孕不育治疗是一个非常精确而又
私人的过程，IVF Witness 维护了医疗
提供者和接受治疗者的完整性和安全
性。”
美国西雅图市 Overlake Repro-

ductive Health 的医学总监凯文·M·约
翰逊博士说：“对接受治疗者来说，
即使没有对可能的混乱的附加担心，
光是 IVF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我
们希望为患者提供完全平和的心态，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两个实验室的
IVF Witness系统上投资的原因。”
在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学管理

局 （HFEA）———英国的监管机构，

正在支持使用电子监控所有的 IVF诊
所。目前，HFEA要求所有的 IVF 诊
所至少要“双重监控”IVF 过程，要
有两名工作人员亲自仔细检查标号和
处理所有样本。

据英格兰北部赫尔 IVF小组的负
责人兼科学总监 John Robinson 所言，
IVF Witness 系统不同于双重监控过
程，不需要有两名工作人员来操作。
他补充说：“它让胚胎学专家们更加
安全和有效地工作，而不用时常中断
工作去察看其他同事。在效率上，它
提供了连续而有力的安全检查，独立
于胚胎学家必须要做的众多检查之外
又加以辅助。”

据悉，IVF Witness 正被应用于包
括英国和美国诊所在内的全球不孕不

育治疗机构。自从这项最新技术推出
以来，有 2万多例不孕不育治疗周期
已经使用到了该技术，以保证接受治
疗者遗传材料的安全。 （群芳）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杂糟蚤藻灶糟藻 晕燥憎

不要告诉亚当·斯密，但是星系
碰撞似乎能够成为宇宙社会主义的
原动力。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它们能
够使富集氧、铁甚至金的星系区域
与缺乏这些元素的区域相互混合，
从而使富者变穷，穷者变富。
在天文学中，任何比氦重的元

素都被称为金属，而你的化学家朋
友绝对不会把氧当做是一种金属，
天文学家也是如此。这些金属对于
类地行星和生命是必不可少的。它
们不但使我们呼吸到宇宙中最丰富
的氧气，并且依然有大量的氧气储
藏在我们脚下的硅酸盐岩层中。
在大多数大型星系中，氧与其

他金属富集于中心区域，并朝着星
系的边缘逐渐衰减。这是缘于大多
数金属是由恒星锻造的，而后者多
聚集在星系的中心。例如，人类所处
的银河系盘便具有很明显的金属丰
度梯度：从银河系中心向外 1 万光
年，铁的丰度平均下降 35%。然而，
理论学家曾推断，星系碰撞通过将
来自星系外围的缺乏金属的气体与
来自中心的富含金属的气体相混
合，从而能够扰乱这一梯度。
如今，美国檀香山市夏威夷大

学的天文 学家 Lisa Kewley、David
Rupke 和 H. Jabran Zahid 与他们的

同事，在研究中见证了这一过程。他
们测量了与银河系类似的 8 个大型
螺旋星系———然而一个关键差别在
于它们正在与其他大型螺旋星系发
生碰撞———中的恒星形成区域的氧
丰度。研究人员发现，与银河系相
比，在全部的 8 个星系中，氧梯度要
弱得多，换句话说，在距离星系中心
很远处的氧的下降 要少得多。
Kewley表示：“我们曾非常惊讶于它

们中的每一个星系都拥有如此平整
的梯度。”Kewley说，“它比我们想象
的分布得更加广泛。”这项研究将发
表在下一期的《天体物理学杂志快
报》上。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 -
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天文学家
Paul Torrey 认为：“这是一项十分出
色的工作。”他说，“他们完成了一系
列非常完美的观测。他们所见证的

趋势非常清晰。”Torrey说，这项工
作“对于理解星系在彼此相互作用
期间如何改变形态作出了一个非常
关键的贡献”。它甚至为了解太阳系
的未来提供了线索：从今往后的几
十亿年中，如果与巨大的螺旋星系
仙女座碰撞，银河系或许将变为“社
会主义者”。
（群芳 译自 www.science.com，

8月 29日）

探 索 新技术增加不孕不育治疗安全性

电子监控降低试管婴儿出错风险
科学家发现与
太阳系类似的恒星系统

本报讯 天文学家发现了迄今为
止已知最稠密的太阳系外恒星系
统———并且它看起来与太阳系有些类
似。

研究人员在本月出版的《天文学
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中指出，他们已经
确认有 5 颗新发现的行星正在围绕
HD 10180运转，后者是位于南方水蛇
座的一颗 127光年之外的恒星。研究小
组通过跟踪恒星波长的微弱变化———
由作用在恒星上的行星引力牵引所
致———来进行观测。他们同时还发现
了另外两颗天体的证据：一颗土星大
小的天体，以及一颗地球大小的岩质
天体，后者如果能够得到证实，将成为
已经发现的最小质量的太阳系外行
星。但是不要现在就预订你的宇宙航
程，这颗行星距离母星的距离为 300万
公里，仅仅相当于水星到太阳距离的
1/20。 （群芳）

先兆偏头痛患者因心脑
血管病死亡的风险较大

新华社电 冰岛研究人员在新一
期《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他
们研究发现，先兆偏头痛患者罹患心
脑血管疾病而死亡的风险较大。
冰岛研究人员从 员怨远苑年起就开始

跟踪调查近 圆万人的健康状况，其中 员
万多人现已去世。分析研究显示，那些
患有先兆偏头痛的人中，因心血管疾
病和中风等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数与
没有这种病的人相比分别高出 圆愿豫和
源园豫。
研究人员表示，先兆偏头痛为何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致死风险尚不清
楚。有观点认为，先兆偏头痛也是由于
血管问题引起，因此可看作心脑血管
疾病的一个参考指标。
先兆偏头痛又称经典型偏头痛，

患者在头痛发作前常有典型视觉先
兆，如闪光、暗点、视物模糊、视野缺
损、视物变形等，甚至还可能有耳背或
肢体麻木等先兆。 渊黄堃冤

秘鲁古城与
空间站天地“通话”

新华社电 秘鲁南部印加古城马
丘比丘与国际空间站 8月 圆远日成功实
现无线电通话。秘鲁国家工程大学校
长奥雷利奥·里奥斯说，这次历史性事
件将传统的印加文化与现代空间技术
联系到一起。

秘鲁国家工程大学技术人员与俄
罗斯科学家在马丘比丘城堡安装了用
甚高频波段工作的 载原匝哉粤阅天线。当
地时间 圆远日 员远时，地面人员开始与空
间站宇航员通话。

秘鲁国会议员希拉里亚·苏帕首
先用当地的克丘亚语向宇航员致以问
候并请他们转达呼吁人类关注生态环
境的信息。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斯
克沃尔佐夫在通话中表示赞同，认为
对地球及地球生态环境进行更好的保
护十分必要。

马丘比丘市市长埃德加·米兰达
接着请宇航员帮助宣传马丘比丘印加
古城。斯克沃尔佐夫回答说，他们正在
空间站上拍摄马丘比丘古城的照片，
以便完成太空任务后将这些图片挂到
互联网上供全世界人民欣赏。宇航员
还表示，希望返回地球后能亲自去马
丘比丘参观。 （贾安平）

德美研究抑郁症脑部
机制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电 德国波恩大学 8 月 圆远
日发表公报说，该校与美国科学家最
新研究发现，大脑中 源个与抑郁症相关
的区域间互有关联。这一成果有助于
改善抑郁症的治疗方法。

圆园世纪 愿园年代末治疗抑郁症的
手段之一是脑部手术，研究人员分析
了大量此类历史病例。当时的研究发
现了 源个与抑郁症有关的脑部区域，如
果手术中有意“破坏”这些区域，术后
苑园豫的患者病情都有明显改善。

德美研究人员在此次研究中发
现，这 源个区域都由内侧前脑束相互连
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与抑郁症有关的
脑区域群。此前研究仅发现这 源个区
域对情感处理有不同作用，但并不知
道它们之间有联系。德美研究人员认
为，由于学界已知刺激内侧前脑束能
给抑郁症患者带来好心情，有针对性
地刺激上述脑区域群很可能为抑郁症
的治疗带来突破。

这一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神经
心理药物学》杂志上。 （周谷风）

星系碰撞
播撒财富

英国科学家绘制出
小麦基因组草图

新华社电 英国科学家 8 月 圆苑日
公布了世界第一份小麦基因组草图，这
为绘制完整的小麦基因组图谱奠定了
基础，将有助于培育新的小麦品种，应
对粮食短缺问题。
这项研究由英国利物浦大学、布里

斯托尔大学和约翰·因内斯中心的科学
家参与，由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
究委员会资助。研究人员将基因组测序
结果公开发表，以便农业研究者利用。
这次基因组测序的对象是一个称

为“中国春”的小麦品种，它并非商业种
植品种，而是重要的科研品种。研究人
员介绍说，这个小麦品种相当于医学研
究中的“实验鼠”。
小麦基因组比人类基因组大 缘倍，

如果将它比作一本书，新绘制的草图包
含了这本书 怨缘豫的“字母”序列。当年人
类基因组草图动用了多国力量、耗时 员园
年才绘制出来。英国科学家绘制小麦基
因组草图仅用了 员年，这得益于近年来
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巨大进步。
研究人员说，下一步工作是对小麦

基因组草图进行完善和分析，将基因序
列组织到正确的“章节”———染色体中。
农业研究人员利用基因组信息，可以研
究小麦不同性状的基因根源，培育具有
优越性状的新品种，例如抗旱、抗病或
抗盐碱的小麦。

研究发现蚂蚁
也会“联合用药”

新华社电 人类在 圆园世纪才学会
使用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而蚂蚁
早就把天然抗生素当做农药来用了。英
国一项新研究显示，蚂蚁还懂得“联合
用药”，同时使用多种抗生素。
英国科学家研究的这种蚂蚁叫做

顶端切叶蚁，生活在中美洲、南美洲和
美国南部，它们会用牙切下小块树叶当
做原料，种植真菌为食。由于“作物”品
种单一，蚂蚁的真菌“农田”容易受病害
侵袭，比如霉菌感染。
此前研究人员发现，切叶蚁会利用

其体内细菌制造的抗生素来抑制真菌
“农田”里的病菌，就像人类用农药清除
农田里的害虫和杂草。不过，此次研究
首次发现蚂蚁会联合用药。蚂蚁很少遇
到病菌抗药性问题，联合用药有可能是
原因之一。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日前发布公报

说，该校研究人员从加勒比岛国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收集了三个群落的顶端切
叶蚁，分离出其体内制造抗生素的细
菌，并发现这些蚂蚁会将多种抗生素结
合起来使用，很像人类治病时的联合用
药方法。
通过这项研究，科学家还发现了一

种新型抗生素，与临床上经常使用的
“制霉菌素”相似，这将有助于研发新的
抗生素药物。 渊黄堃冤

新研究发现一种蛋白质
可促进造血干细胞分裂

新华社电 日本一项新研究发现，
一种蛋白质能够促进造血干细胞增殖
并形成血液细胞，因此这种蛋白质有可
能用来制作药剂，以用于恢复因放化疗
而减少的白细胞和红细胞。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副教授中岛秀

明等人在 8 月 圆苑日的美国《血液》月
刊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在动物实验中
发现，老鼠进行化疗和放疗后，骨髓中
称为“栽陨酝孕猿”的蛋白质增加。而在培
养皿中，向采自老鼠骨髓的造血干细
胞添加“栽陨酝孕猿”蛋白质进行培养后，
发现造血干细胞增殖活跃，数量相当
于未添加时的 员援缘倍至 圆倍，血液细胞
也随之增加。
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使老鼠体内

无法生产“栽陨酝孕猿”蛋白质，则血液细胞
减少难以恢复。而一旦“栽陨酝孕猿”过剩，
处于“冬眠”状态的造血干细胞就苏醒
过来，开始分裂。 （蓝建中）

当两个星系相撞，来自一个星系的匮乏金属的气体便会进入富集金属的星系中心，并冲淡后者。

英国科学家新近开发的一项技术
能够大大增加不孕不育治疗的安全
性。

美科学家开发仿生纳米传感器

Morpho蝴蝶翅膀的纳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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