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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千万处，保护第一条，昆虫大灭绝，
人类两行泪……

近日，“小不点”昆虫引起人们的广泛关
注。国际期刊《生物保护》发表了一篇关于全
球范围内昆虫减少现状及其驱动因素的综述
报告。英国《卫报》报道甚至称，全球昆虫或在
100 年内灭绝，并带来生态灾难。

近一半昆虫物种正迅速减少

该报告对全球 73 项有关昆虫减少的历
史文献进行综述，分析了潜在的驱动因素。报
告强调，目前全球昆虫多样性正处于“糟糕”
状态，几乎一半的物种正迅速减少，1/3 的物
种正濒危灭绝。几十年后，全球 40%的昆虫物
种将灭绝。

结论令人震惊。难道今后“虫儿飞”的场
景只能定格在童谣里？放飞萤火虫，制造浪漫
气氛也将成为无法再现的永恒桥段？

论文第一作者、悉尼大学研究员桑切
斯—巴约表示，地球历史上第六次物种大灭
绝即将开始，各种趋势证实，这次大灭绝事件
将对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灾难
性后果。

“昆虫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事昆虫学研究 20 余年的中科院动物所研
究员朱朝东指出。

在 4.4 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第一次物
种大灭绝事件发生。该事件持续了 50 万年，
导致大约 80%的物种绝灭。后来的几亿年里，
又相继发生 4 次大灭绝事件，最短持续几万
年，最长持续数百万年。

直至人类出现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事
件悄然上演。“历史上前 5 次大灭绝持续时间

很长，而这一次是百年尺度的事件，而且速度
比先前快得多。”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王博告诉《中国科学报》。

“先前的物种大灭绝是基于大规模的自
然灾难性事件，如火山活动、小行星撞击等。
气候变化被普遍认为是最接近的原因。如今，
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以及农业生产方
式、城市发展也在快速改变着全球自然环
境。”朱朝东告诉《中国科学报》。

古生物学家通过对地质历史时期的生
物化石研究发现，每一次物种大灭绝事件发
生后，都伴随着生物的复苏和发展，昆虫也
不例外。

“大灭绝发生后空出很多生态位和生态
空间，并伴随新的昆虫类群爆发、演化。前 5
次大灭绝事件持续时间都比较长，这会给物
种一定的反应时间，使其演化出创新性机制
来抵消大灭绝的影响。生存下来的物种等生
态系统恢复之后会演化出其他新物种。”王博
表示，而这一次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物种减
少的速率实在太快，生态系统已面目全非，原
有的物种甚至尚未积累下适应能力便灭绝
了，同时也未给新物种演化提供时间。

“知识”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该研究被认为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
步”，但“我们所知道的”与现实仍存在巨大
差距。

“毫无疑问，全球范围内昆虫物种数量正
在减少，这在过去被忽视了，但根据目前掌握
的数据还很难估计它们的严重性。”在朱朝东
看来，这篇综述报告的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
夸张。

朱朝东认为，以“减少”为关键词检索文
献的方法，使昆虫减少幅度最终看起来特别
大。同时，在昆虫类群代表性与分类上也存在
偏差。

严重的地理分布偏差也使结果与现实不
尽相同。从事昆虫学研究的中科院动物所博
士后米歇尔·奥尔告诉《中国科学报》，研究样
本主要集中在北半球，特别是北美和欧洲的
温带地区，未充分涵盖多样性更丰富的热带
或亚热带地区。

究其原因，北美和欧洲昆虫研究实力较
强，保留着相对全面的历史记录，其他地区的
生物多样性信息并不完整或缺乏。

此外，不同时期的昆虫物种有很大的变
异性，需要长期的监测数据支撑，而这样的研
究非常缺乏。“尽管作者在文中承认了这一
点，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米歇尔·奥
尔说。

研究发现，昆虫生境变化是导致其下降
的主要原因。朱朝东对此表示认同，“昆虫物
种的特征与它们的易感性相关，需要独特生
存资源的昆虫通常会在陆地系统中面临更大
的风险，而长期‘定居’某地的物种进入到新
栖息地时表现不佳，繁殖缓慢的物种也受到
强烈的影响”。

在他看来，昆虫如何生存以及在哪儿生
存比它们属于哪一特定类群更重要。“比如，
山顶上的昆虫通常比其他地方的昆虫更容易
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而对于甲虫这种生存
方式更多样的大种群昆虫来说，情况会变得
更复杂。”

因此，最有效的昆虫保护策略或许就是
尽量不破坏它们的原始生境，“但难度特别
大”，王博说，人类能做的就是意识到昆虫的

重要性，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

亟待开展昆虫多样性长期监测

迄今为止，昆虫是多样性最丰富、数量最
多的动物，在生态系统功能服务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然而，人们并没有全面了解昆虫本底
资料及其变化趋势。朱朝东认为，原因在于缺
乏长期持续性的监测数据。

他坦言，昆虫多样性和趋势监测具有很
大的挑战性，历史数据非常少，开展多样性和
多角度分析的难度大。

与处在食物链顶端的大型脊椎动物相
比，昆虫个头微小，其多样性和重要性并未引
起足够重视。“昆虫的地理分布与物种差异，
远远超过了鸟类或大型哺乳动物。此外，尽管
只有 5000 多种哺乳动物和 100 多万种昆虫，
但目前对前者的研究力度更大。”朱朝东说。

在中国，过去几年来，中科院建设了昆虫
多样性监测网，科技部、中国昆虫学会、中国
农业科学院等相关机构支持并开展了针对不
同生态功能的昆虫多样性调查和监测研究，
期望摸清昆虫物种多样性及其动态，探索昆
虫多样性保护机制。

“但中国还缺乏针对昆虫多样性的长期
监测规划，目前尚处在物种本底调查阶段。”
朱朝东直指问题关键。

他提出，当前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
建一支昆虫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的专业队伍，
围绕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功能群，在基因、物
种、种群、群落等水平上进行全面而长期的监
测与分析。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陆琦）深海海底山会对声传播产生重
要影响。中科院声学所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李
整林团队观测到了由海底山引起的三维声传播效应，
并且利用 BELLHOP 射线理论解释了海底山环境下的
三维声传播机理。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物理
学报》。

声波在深海中传播时会频繁地与海底山碰撞，从而
偏离原传播平面，产生的三维水平折射效应对声传播具
有重要影响。以往针对海底山环境下的声传播研究多利
用二维模型。随着海洋声学研究的逐步发展，海底山环境
下的声传播研究由二维逐渐转移到三维模型。

李整林团队在南海深海海底山环境下进行了声传
播实验。实验数据表明，在传播过程中，声波与海底山
作用后破坏了深海会聚区结构，导致传播损失增大，在
海底山后形成具有明显边界的声水平折射区。利用
N×2D 声传播模型得到的计算结果，与此区实验测量
的声场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无法解释实验现象。

研究人员分析三维射线模型发现，由于声波水平
折射作用，部分声线无法到达接收器，引起海山后声传
播损失比二维模型计算结果增大约 10 分贝以上，三维
声传播效应对海底山后一定角度范围内的声场影响较
为明显。

研究表明，在分析海底山后声传播特性时，应考虑
声水平折射效应的影响。海底山环境下的三维声传播
规律对声呐的应用性改进等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他
们将重点研究海底山引起声场空间相关特性的变化，
为声呐在复杂环境的探测方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声学所

揭示海底山环境下
三维声传播机理

莫等“昆虫大灭绝，人类两行泪”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继部分抗癌药降价、进医保后，“保障
2000 万罕见病患者用药”提上议程，备受关
注。近期，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强癌症
早诊早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决定对罕见病
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从多发病、常见病，到罕见病、疑难病，国
家打出“组合拳”，满足重大疾病患者“一粒
药”的期待。

罕见病防治打出“组合拳”

罕见病由于临床上病例少、经验少,导致
高误诊、高漏诊、用药难等问题，往往被称为

“医学的孤儿”。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罕见病是指

患病人数占总人口 0.65‰~1‰的疾病，包括
渐冻症、“玻璃人”（血友病）、“木偶人”（多发
性硬化症）、不自觉跳舞（亨廷顿舞蹈症）、松
软儿（脊髓性肌萎缩症）、PNH（阵发性睡眠性
血红蛋白尿症）等等。其实罕见病并不罕见，
全部罕见病种共有 7000 多种，我国所有罕见
病患者加在一起人数已达 2000 多万……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张抒扬认为，“从关
心重视多发病、常见病，逐渐走向关注关爱少
见病、疑难病，特别是预后差的罕见病，对罕
见病患者的关怀是社会发展和文明的体现，
也代表着医疗的公平公正。罕见病诊疗的规
范和孤儿药的开发，也将带动医学整体水平
的发展”。

过去的一年，是国家逐渐规范罕见病诊
疗的一年。

2018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 5 部门联合制定的《第一批
罕见病目录》等陆续出台……癌症及罕见病
患者迎来了希望。

近期，从癌症到罕见病，国家再次对重大
疾病防治出台“组合拳”。

———保障罕见病患者用药。继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把扶持“孤儿药”纳入“十三五”深化
医改的重点任务后，今年 2 月 11 日，国务院
常务会决定对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从 3 月 1 日起，对首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 3%征
收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 3%简易办法计
征增值税。

2 月 15 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
作网的通知》，遴选出了罕见病诊疗能力较
强、诊疗病例较多的 324 家医院作为协作网
医院，组建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
王平介绍，对临床急需的境外新药建立了专
门的审评机制，遴选了第一批临床急需的 48
个品种，包括罕见病的治疗药品和治疗严重
危及生命的部分药品，对于罕见病治疗药品
的审批时间是 3 个月内审结，对于其他的急
需的治疗药品是 6 个月内审结。2018 年批准
的抗癌新药 18 个，比 2017 年增长 157%。

缩短政策红利到基层的“反射弧”

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买不到药、救治费
用高昂，成了罕见病患者的“生死考验”。

有些药因患者人数太少，药企不愿生产，
患者无药可用。

张抒扬说，首批罕见病目录收录的 121
种疾病中，39 种疾病有药可用，一共有 54 种
药。其中，在国内上市的药品 29 个，能治疗 21
种疾病。还有大部分罕见病无药可用。

有些罕见病药品价格昂贵，让患者望而

生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秦炯说，在
美国，罕见病患者每年的平均治疗费用为 13.7
万美元，其中很大比例是药费。

由于罕见病的用药量较少，企业研发药
品的投入较大等原因，国内生产的罕见病药
往往缺乏，或者价格比较昂贵。但这种情况将
陆续得到改善。

广东省医学会罕见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遗传与内分泌科
主任刘丽举例，以前想获得治疗罕见病的
药物，通过正规渠道根本买不到。患者想尽
办法买到药后，医院也不敢给病人用。“随
着一系列的政策出台，纳入罕见病目录的一
些治疗药物，通过绿色通道，已快速进入中国
市场。”

记者在广东、安徽、湖北等地采访了解
到，国家谈判的 17 种抗癌药政策落地，患者
能够享受医保报销待遇。据安徽省医保局介
绍，在确保国家谈判 17 种抗癌药政策落地的
同时，安徽在 2018 年年底又针对另外 13 种
抗癌药实施带量采购，这 13 种药品价格平均
降幅达 39.52%。例如，降幅最大的药品为治疗
非小细胞肺癌的吉非替尼片，从一盒 1000 多
元降到 400 多元。

群众热盼的还有哪些“药方”？

在基层，重大疾病患者用药还有哪些热
切的盼望？

———加强新药研发，提高患者用药的“可
及性”。

保障“孤儿药”供给是罕见病患者“保命”
的基础。

来自北京、广州的罕见病专家认为，对罕
见病来说，很多罕见病患者容易早期致残、年

轻死亡已经是不争事实，医院先把药买来是
当务之急。

李晖等专家认为，对罕见病的治疗主要
还是依靠药物，药品花费在罕见病患者的主
要医疗支出中所占比例往往达 80%甚至更
高。进口环节税收优惠，给罕见病药物市场带
来了积极影响。要想让罕见病患者用得起高
端药，根本解决之道还是要加强自主药物生
产研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颜
士杰认为，“孤儿药”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定向
生产，减免税费，同时建立国家储备体制和报
警机制，及时调剂供需。

———加快完善癌症等重大疾病诊疗体
系，推进罕见病、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努力
降低死亡率。

早筛查、早治疗是第一道防线———据临
床统计，八成以上的罕见病都是遗传导致的。
北京儿研所主任医师李龙认为，建立产前筛
查、儿童体检等机制，是防治罕见病最低廉高
效的手段。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完善对罕见病
的规范诊疗，尤其加强预防性治疗，可提前预
防、减少罕见病致残致死。

刘丽认为，组建国家罕见病协作网，就是
为了让罕见病诊治相对集中和双向转诊，减
少误诊、误治，给予已发病的罕见病患者更合
适的诊治方案。

———优化医疗保障体系。临床专家认为，
一些靶向药、免疫疗法等成本高昂，需要尽快
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和多元付费体系。

中国医疗保险杂志社社长郝春彭认为，
要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通过医疗救
助和公益慈善进行社会兜底，通过商业保险
进行多样高端层次的补充，保证人们对医疗
的不同层次需求。

让“罕见病”不再是“孤儿”
———重大疾病患者“一粒药”的期待何解？
姻新华社记者肖思思廖君鲍晓菁林苗苗

目前全球近一半昆虫物种正迅速减少，几十年后 40%的昆虫物种将灭绝。专家呼吁———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医学神
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平课题组发现了戒断场景重
新激活成瘾记忆的神经环路枢纽。2 月 21 日，该成果在线
发表于《科学进展》。

药物成瘾是危害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有多种方法
可对成瘾者进行有效脱毒，解除成瘾症状。然而，即使脱
毒很长时间，仍有很多因素可导致毒品复吸，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是当脱毒者进入曾出现戒断症状的场景中时，戒
断场景可重新激活成瘾记忆，导致毒品复吸。因此，研究
戒断场景激活成瘾记忆的神经机制对有效干预毒品复吸
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第一作者宋娇娇介绍说，研究人员将毒品成瘾
鼠放在两个场景不同的盒子中，然后在一个盒子中使成
瘾鼠突然戒断毒品。此时，成瘾鼠会产生痛苦的戒断症
状，形成成瘾记忆，并将这个记忆与其所处的场景联系到
一起。以后将其再放到该场景中，戒断场景可重新激活成
瘾记忆，从而表现为“逃离”这个盒子。

利用这个模型，研究人员发现戒断场景可激活杏仁
核投向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环路，如果抑制这条环路，可明
显抑制戒断场景对成瘾记忆的激活。然而，这条通路激活
后，通路本身并没有记忆信号的提取，仅仅是将信息输送
到前额叶皮层，然后由前额叶皮层通过其投射神经，将信
息再次发送到杏仁核，激活杏仁核另一群神经元，引起记
忆信号提取。

郑平表示，该研究证明，前额叶皮层作为神经环路的
枢纽在戒断场景重新激活成瘾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将为有效干预毒品复吸提供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复旦大学

发现重新激活成瘾
记忆的神经环路枢纽

本报讯（记者黄辛）东华大学材料学院
王宏志课题组研制出“能源衣”用织物材料。
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随着可穿戴电子设备的快速发展，对可
穿戴能源的需求逐渐增大。纤维、纱线、织物将
成为新一代发电载体。然而，成熟的发电技术，
如光伏、热电、压电 / 摩擦电等，与服装材料和
纺织工业的结合尚存在挑战。“能源衣”的开发
仍任重道远。

研究人员利用工业级的纺丝设备，实现了
可拉伸摩擦发电纱线的连续化与规模化生产。

“这类发电纱线由高弹性聚合物材料（橡胶）与
螺旋金属纤维构成，两类本征弹性体与非本征
弹性体通过皮芯结构的设计合二为一，具有协
同应变行为。”论文第一作者龚维说，发电纱线
在拉伸、弯曲、扭曲等应变下，内部两类材料间

发生电子转移，可产生毫瓦级的输出功率。
研究人员发现非晶聚合物不仅作为隔离

层防止纱线内场电势被外界环境气氛（气体、
水等）消除，其界面的感应电荷竟能够与外界
气氛分子发生耦合增益，由此首次提出了摩擦
发电器件的电势 / 极化耦合效应的假设。

王宏志表示，借助特殊的皮芯结构设计
与耦合增益发电机制，研制成功的发电纱线无
需借助与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即可自发电，并
能应用于不同气氛环境，甚至是液体中。

同时，研究人员使用工业级的织样机将
发电纱线进行编织，得到了具有弹性的发电织
物，其同样具有两栖工作的能力。发电纱线亦
可与其他市售纤维如尼龙纤维、聚丙烯腈纤维
等共同编织，纺织品的透气性、舒适性、发电功
率便可有效调控。

发电纱线织出“能源衣”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穿着发电织物制成的“能源衣”，展示了其捕捉人体运动姿态等功能。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阮崇焱）中科院大连化
物所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究中心王晓东团队在高温热
化学裂解二氧化碳和水制太阳能燃料（合成气或氢气）
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能源和环
境科学》。

两步法太阳能高温热化学储能是利用聚焦太阳能，
高温热裂解二氧化碳和水的过程。该方法可将间歇性、能
量密度低、分布不均匀的太阳能转化为稳定、能量密度
高、易于储存运输的太阳能燃料（合成气或氢气），从而实
现太阳能到化学能的直接转化。如何设计性能优异的催
化体系，实现二氧化碳和水的高效活化和转化具有重要
意义，也十分具有挑战。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 CeO2-SnO2 复合氧化物相变
材料，可有效降低第一步热还原温度，提高氢气产量。
然而，该方法的水裂解速率较低，氢气的产生速率和循
环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该团队开发了
一种 CeO2-TiO2 复合氧化物负载的镍基催化剂，并在
第一步热还原过程中引入还原剂———甲烷，可大幅提
高太阳能燃料的产生速率和产量。

研究发现，在 900℃等温条件下，二氧化碳和水裂
解反应生成一氧化碳和氢气的产生速率是目前已有报
道的最高值，甲烷部分氧化的转化率高达近 100%。同
时，该催化剂经过 50 个氧化还原循环后，仍能保持较
高的二氧化碳和水裂解速率以及甲烷转化率。

该研究为设计高效催化体系用于太阳能热化学储
能技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全新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设计高效催化剂用于
二氧化碳和水裂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