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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发现细菌细胞
周期控制规律

本报讯（见习记者丁宁宁）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
成生物学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陈立团队，近日在细菌细胞
周期控制领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相关论文“扰动细胞尺寸
探寻大肠杆菌细胞周期”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

不同物种细胞的基因组序列各不相同，其细胞形态与大小
也各异。即使基因组序列完全一致的细胞，其形态与大小也并非
一成不变。以大肠杆菌细胞为例，不同的培养条件下其细胞大小
的差异可以高达 10 倍；细胞越大，DNA 就越多。那么细菌是如
何协调细胞个体大小和细胞内 DNA 复制两个事件呢？这个问
题已经困扰了科学家 60 多年。如果能在维持细胞正常生理状态
的前提下对其形态大小进行调整，将能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刘陈立团队将合成基因回路引入细胞中，在正常生理条
件下，通过改变目标基因的表达水平精确定量控制细胞的直
径或长度。研究提示，细胞通过控制 DNA 复制的起始来协调
细胞个体的大小，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
式来描述。这一公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既可以描述不同生
长速率条件下的细胞大小，也适用于描述细胞直径或长度的
扰动后细胞大小发生的改变。基于该定律，结合定量调控特
定蛋白表达水平的基因回路，人们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轻松设
计并建造出特定长宽的细菌细胞。

发现·进展

中国地质科学院等中国地质科学院等

在辽西发现
最早银杏属木材化石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近日，中国地质科学院高级工程师
蒋子堃、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研究员王永栋、法国里昂第
一大学教授 Marc Philippe 以及包括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
调查中心、沈阳师范大学相关学者在内的国际合作团队，在辽
宁西部北票地区侏罗纪地层中发现了一种新的银杏木材化
石，并将其命名为“辽宁银杏木”。该成果 12 月 16 日发表于《科
学报告》。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具有现生银杏次生木质部解剖
特征的木材化石，它代表了现生银杏木材演化的原始类型和
早期阶段，对揭示银杏木材化石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现生银杏是广为人知的活化石，目前只有一属一种
（Ginkgo biloba），该属确凿的营养叶和繁殖器官化石记录可
追溯到侏罗纪早中期（距今 1.7 亿年）。但现生银杏属的木材
化石在白垩纪之前报道很少。据蒋子堃介绍，本次发现自辽
西北票地区的辽宁银杏木产自中、晚侏罗世之交的髫髻山组
地层，距今有约 1.6 亿年历史，化石解剖构造保存完好，具有
银杏属的典型木材解剖特征。

辽宁银杏木的发现为探究银杏属木材的演化谱系提供了
重要的化石证据。基于此，可较为完整地勾勒出银杏属木材的演
化序列，即从侏罗纪原始的辽宁银杏木，演化到早白垩世的中国
银杏木，再继续演化为晚白垩世的葛如特银杏木，最后演化到中
新世的贝克银杏的过程，代表着径壁纹孔南洋杉型占 40%~50%
到逐渐减少，而冷杉型纹孔逐渐增多，最后到冷杉型占主导地位
的解剖特征演化序列。该成果为进一步揭示燕辽生物群植物多
样性特征、演化和环境背景提供了古植物解剖学证据。

美日免疫学家获复旦—中植科学奖
本报讯（记者黄辛）12 月 17 日，第二

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暨第一届“复旦—
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举行。美国免疫学
家詹姆斯·艾利森以及日本免疫学家本庶
佑因在人类肿瘤免疫治疗方面作出的杰
出贡献，获首届“复旦—中植科学奖”，并
分享 300 万元奖金。

首届“复旦—中植科学奖”评审委员会
由实验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担
任主席，多名诺贝尔奖以及菲尔兹奖获得者
担任评委。

艾利森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
症中心教授，他首次发现阻断 CTLA－4 能
够激活免疫系统的 T 细胞攻击癌细胞，同时

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种用于免疫—肿瘤疗法
的 CTLA－4 抗体。本庶佑为日本京都大学
教授，首次发现 PD－1 是激活 T 淋巴细胞
的诱导基因，其后续研究揭示了 PD－1 是
免疫反应的负调节因子。

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菲尔兹奖获得者
沃恩·琼斯表示，两位科学家的成果将对大
量的人群产生作用，相关奖励有助于提升年
轻人对基础研究的兴趣。

本届论坛聚集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创新创业等多个领域的著名科学
家。在大会主论坛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科恩伯格，狄拉
克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

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资深专家、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教授迈克尔·乔丹等科学家，分
别就人类疾病治疗、计算的量子飞跃、计算
思维和数据科学等主题作特邀报告。

当天，丁肇中对其团队利用阿尔法磁谱
仪 2 号（AMS－02）在宇宙带电粒子探测方
面获得的结果作了介绍。AMS 被称为“能测
量带电粒子的哈勃望远镜”，它是人类首次
在太空中进行的大型精密物理实验。5 年来，
AMS 共收集到 900 亿个带电粒子的数据。丁
肇中表示，AMS 的测量结果推翻了很多现
有理论，那些“无法想象”的测量结果最为重
要，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对宇宙的了解
是多么有限。

简讯
月 日，游客在吉林市雾凇岛景区游玩。

当日，吉林省吉林市雾凇岛景区出现雾凇美
景，松花江畔银装素裹、玉树琼枝，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中国首台微机继电保护诞生地揭牌

本报讯 12 月 15 日，“中国首台微机继电
保护诞生地”揭牌仪式在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校区举行。仪式回顾了杨奇逊及其团队研发
首台微机继电保护装置的历程。

杨奇逊是我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专家，华
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于 1994 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32 年前，他带领团队在
现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一间不足 16 平米的
阴面小屋中，研发出我国首台微机继电保护装
置，改变了中国微机继电保护的发展历史。

华北电力大学校长杨勇平表示，“中国首
台微机继电保护诞生地”将成为学校师生爱
校、励志的教育基地。 （高长安李梦雅）

2016 数据科学国际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12 月 18 日，由深圳市大数据研
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共同主办的 2016 年数据科学国际研讨会
开幕式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此次研
讨会旨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交流现
代计算机技术如何建模，并解决在信息科学
与大数据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

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术支持，深圳
市大数据研究院于 2016 年 3 月组建。目前其
团队成员已达 35 名，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1
名、院士 3 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两名、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名等。研究院的初始资金
来源于港中大（深圳）教授罗智泉领衔的“大数
据信息处理及应用”孔雀团队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
长徐扬生期望研究院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
数据开发和公共服务平台。 （朱汉斌马明霞）

第一届中国海洋战略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讯 12 月 19 日，第一届中国海洋战
略高端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中国海洋发展
研究会理事长王飞等专家学者围绕“国家安
全与中国海洋战略”“经济发展与中国海洋战
略”以及“海洋法、海洋权益保护与中国海洋
战略”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据悉，该校正在筹建“复旦大学海洋战略
研究中心”。该中心将整合复旦政治、法律、环
境、经济等优势学科方向与特色资源，力争成
为未来服务于我海洋强国建设和海洋战略实
施的重要智库。 （黄辛）

山西省科协举办科技人才创新论坛

本报讯 记者 12 月 19 日从山西省科协
获悉，由该协会主办的山西省第三届科技·人
才·创新论坛日前在太原举行。

该论坛是山西省科协新型智库的重要活
动，也是面向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开放的高端
决策咨询交流平台。本次论坛以“转型升级科
技为基”为主题，邀请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围
绕山西省科技创新与人才建设等内容进行了
交流与探讨。 （程春生邰丰）

健康教育与健康中国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12 月 16 日，由广东医科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和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联合举办
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广东
医科大学东莞校区举行，来自广东省七位公
共卫生服务机构的一线专家就健康教育实
践、人才需求等进行了学术交流。

本次研讨会是广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建院十周年学术庆典会议。据悉，该院十年
来培养了 2475 名本科生。并与爱尔兰都柏林
大学签订了“2+1”公共卫生硕士培养项目，
与英国胡佛汉顿大学签订了“3+2”预防医学
本科培养项目，现已成为该省重要的公共卫
生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朱汉斌谢孝东）

姻本报记者马卓敏

“未来，人体器官芯片或许能够取代我
们的动物实验，成为一种颇具前景的研究
手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
端卿掩饰不住对人体器官芯片这一全新领
域的热情。

他表示，随着日前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微
流控芯片研究组利用器官芯片技术成功构建
出动态三维高通量血脑屏障模型，人体器官
芯片的概念已走入人们的视野。

用器官芯片评价药效

研发一种新药首先要通过动物实验，之
后进入临床试验，被证明安全有效后才可批
准上市。但动物对药物的反应与人体对药物
的反应存在差异，这造成了动物实验在药物
筛选上的缺陷。

为此，一种结合电子技术与生物科学技
术的器官芯片走进了生物医药领域。这种含
有人体活体细胞的生物芯片，是微流控技术、
细胞生物学、生物材料与干细胞技术的结合
体。作为一种功能化的缩微组织器官类型，器
官芯片专门用于药效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裴端卿指出，在我国，这种技术尚处于探

索阶段，但非常值得肯定。“因为在人体对药
物反应的评价上，与动物模型相比，其所提供
的数据更加接近于人体本身。”

在大连化物所利用器官芯片技术仿生构
建动态三维血脑屏障模型的最新进展中，研
究者利用器官芯片技术的多维网络结构与功
能集成特点，除了构建动态三维血脑屏障模
型之外，由于其具有近生理环境的结构功能
特性，还可模拟体内脑生理病理微环境，为开
展脑肿瘤药物筛选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弥补
了现有二维细胞及动物模型与人体偏差较大
的不足。

同时，作为 2016 达沃斯论坛评选的“十
大新兴技术”之一，迄今国外研究者已成功制
造出了“肺芯片”“心脏芯片”“肠芯片”等。

前景广阔 争论尚存

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所研究员
廖侃认为，一种药物最终能够被证明是安全、
有效的，往往要经历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日常
实验中，用不同器官组织组成的器官芯片，可
以加快实验速度。

“如果在动物体内进行研究，通常需要
等待动物出现症状。而用器官芯片可以让
我们较快观察到细胞的变化，快速明确目
标器官。”所以，廖侃认为通过器官芯片再

进行动物实验更有针对性，从而降低动物
使用量，使动物实验更有的放矢。“此外，许
多化合物都很难获得，用器官芯片可以降
低试剂的用量。”

“器官芯片能准确反映人体生物学的局
限，在生物医药研发中已经看到了越来越普
及的应用。”在中科院动物所干细胞与生殖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宇看来，虽然
人类离再造整个器官还很遥远，但器官芯片
毋庸置疑拥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不过，虽然这种人体器官的微缩模型，让
人们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见证了生物机制和
行为，但它并非毫无争议。

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所研究员黄
勋看来，目前研究机构并没有进行任何人体
器官芯片方面的应用。他认为这是由于器官
芯片只收集了人体的局部器官，并非人体本
身，所以还无法取代动物实验。

裴端卿也不讳言，如果器官芯片有缺陷，
例如均一性差，也可能导致研究人员的数据
分析困难。

类器官已先行

目前，局限于器官芯片需要微流控等
技术的跟进和发展，在我国要实现普及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类器官作为一种微器

官，虽比器官芯片稍大，但作用和功能却是
类似的。

如今，类似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等机构早已开始了类器官的研究，
据该所“类器官模型与肿瘤的靶向治疗”研究
组组长高栋介绍，类器官就是在体外重建一
个器官，如人脑的结构、肾结构等。

“我们从事的是培养类似肿瘤的细胞。从
人体内取出一个肿瘤细胞，在体外构建一个
三维模型，有三维的结构。”高栋介绍，类器官
能够形成与人体类似的组织形式。“我们要尽
可能维持其人体内的特征。类器官的功能比
传统二维细胞器强大很多，是动物实验的有
力补充。”

据介绍，由于类器官仍然是在人造的培
养皿环境中发育，所以只能最大程度地维持
和体内类似的情况，缺陷是其目前还不能完
全模拟包括激素以及代谢等影响人体器官功
能的因素。

“现在非常强调精准治疗，每个肿瘤病人
病情都不同。如何精准？就要把肿瘤取出，培
养成类器官，通过试药，发现各种敏感的药，
用以指导医生。”高栋介绍，个性化治疗是类
器官的一大优势。药物测试首先要有模型基
础。高栋认为目前核心的也是战略性的是建
立起源于中国癌症病人的类器官库，针对中
国人进行药物筛选和个性化医疗。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闫傲霜：

变科技管理为服务创新

精准医疗 把器官“种”在芯片上

姻郑金武 薛坤

日前，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闫
傲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北京正积极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
革，很重要的一点是遵循科研规律，尊重
科技人员的创造，变科技管理为服务创
新，不断释放改革红利，让“人财物”充分
发挥作用。

闫傲霜表示，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
动，科研人员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只有
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价值得到认可，才能激
发他们持久的创新动力。

据介绍，截至 2015 年底，北京市共有
105 项国有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激励试
点方案获得批复，405 名科研和管理人员获
得股权，激励总额约 2.25 亿元，如今这些先
行先试政策已向全国推广。股权激励改革试
点工作为推进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

理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前，北京市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创

新体制机制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意见》，并出台了“京科九条”等系列配套政
策。政策提出，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
益可按 70%及以上的比例，划归科技成果完
成人以及对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所有，
剩余部分留归单位用于科技研发与成果转
化工作。闫傲霜表示，这些政策将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分配改革引向深入。

为促进科研经费改革，在今年 9 月召开
的北京市科技创新大会上，发布了进一步完
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
施，提出了 5 个方面、28 条改革举措。

闫傲霜介绍，根据这些新政，北京市首
先是简化财政预算编制，科研经费预算只需
编制一级费用科目，不再提供过细的测算依
据，同时取消财政预算评审程序，将立项和
财评“合二为一”。其次是赋予承担单位和科

研人员更大的科研自主权，实现“3 个下放”
“3 个改进”“1 个扩大”，包括：下放财政科研
项目预算调剂权限，改进科研经费结转结余
资金管理方式，扩大科研基本建设项目自主
权等。

北京聚集了全国最丰富的科技资源，包
括大型的科研仪器设备。如何唤醒“沉睡”的
科技资源，也是北京市改革中的重要工作。

闫傲霜介绍，北京市科委联合中科院、清
华、北大等单位，共同搭建“首都科技条件平
台”，推进科研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共享。

如今，“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探索形成创
新资源开放共享“北京模式”，累计推动 801
个国家级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价
值 227 亿元的科研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共
享，整合了 600 多项较成熟的科研成果促进
其转移转化，聚集 1 万多名专家，产生了超
过 1.5 万项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年均服务
收入超过 20 亿元。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研制可见光
单向实时在线摆渡设备

本报讯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省可见光通信重点实
验室成功研制出可见光单向实时在线摆渡设备。该设备在发
射驱动、接收检测、数据转换等方面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
权，已通过了多家权威机构测评认证，并在日前召开的世界
互联网大会上进行了现场展示。

据悉，可见光单向实时在线摆渡设备是一款应用于不同
安全级别网络之间信息单向传输的产品，具有实时高速、安
全隔离和自主可控等特色优势，可应用于网信设备间信息单
向传输、电磁敏感区域信息传输以及火箭等大型系统内部通
信，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研发人员介绍说，可见光单向实时在线摆渡设备基于世
界领先的“50G 可见光超高速通信系统”4 通道高速组件搭
建，实时传输速率 1G 比特每秒，是光盘摆渡机的 180 多倍。
它利用收发器件二极管单向导通特性，结合软件防护、光学
隔离、分区屏蔽等技术，从声、光、电、磁、热等方面全面抑制
反向信道，严格物理隔离，数据传输安全看得见。产品已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36 项。 （史俊庭）

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南方红土研究获进展
本报讯（记者鲁伟 通讯员张妍、许峰）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洪汉烈研究团队的一项最新研究发
现，微生物作用是导致中国南方网纹红土形成的重要原因。
该论文近日发表在《地球化学与宇宙化学学报》。

据介绍，中国南方红土与北方黄土都是研究亚洲气候变
化非常重要的载体。对于中国北方广泛的黄土的成因已经有
了一致的认可，即风成。而对南方红土的成因莫衷一是，有学
者认为风成，也有很多学者解释为水成，对于红土中极其常
见的网纹红土的成因更是缺乏有说服力的科学解释。

研究团队针对湖北梁子湖红土剖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研
究发现，中国南方的网纹红土中的白色网纹相比红色基质部
分，含有更多的单链不饱和脂肪酸，这种特殊的物质通常与
三价铁还原细菌紧密相关。研究还发现该细菌可促使红土中
常见的细小黏土矿物发生转化。这之前从未被发现。

该研究不仅首次系统论证了网纹红土的微生物成因，还
提出了干湿交替的气候有利于这些微生物的繁殖，对重建南
方气候环境带来重要启示。此外，研究对于更好认识微生
物—矿物—环境变化的内在联系也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