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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通过 3D打印技术，实现
了电子纺织物同轴纤维智能图案的简
易成型。 图片来源：Matter

蚊虫生活周期与病毒感染的关系

视点

一直以来，科学家都在寻找寨卡病毒疫
情暴发的罪魁祸首。近日，清华大学医学院
教授程功及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
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田怀玉等人在《自
然—通讯》上发表论文，提出在病毒污染水
体中孵化的蚊子，可直接感染寨卡病毒。

“这一途径让病毒传播周期大大缩短，
可导致寨卡病毒在自然界快速流行。”程功
对《中国科学报》表示。

异常迅速的病毒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有
86 个国家和地区暴发寨卡疫情。对大部分
成年人而言，感染寨卡病毒后可能会出现发
热、头痛、肌无力等情况；孕妇感染寨卡病毒
后，可能会造成新生儿小头畸形。

而且，这种病毒目前“无药可解”———有
效的抗病毒药物及疫苗尚未被研发出来。

寨卡病毒经由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
传播。2015 年，寨卡病毒在南美洲暴发，并
迅速蔓延至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2016
年寨卡病毒疫情上升为全球紧急公共卫
生事件。

默默无闻的寨卡病毒何以在短期内迅
速扩散？

程功告诉《中国科学报》，寨卡病毒的暴
发流行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比如病毒位点
发生突变，导致病毒感染能力增强等。

不过，按经典的病毒传播路径，人体感
染病毒大约需要一到两周时间，在这一窗口
期若有蚊子叮咬，蚊子感染并拥有传播病毒
的能力，也至少需要两周。整个病毒传播和
循环的周期较长且复杂。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感染者血液中会含

有一定的寨卡病毒，但单位血液中活病毒颗
粒数含量较低。如果通过叮咬途径，仅有少
量蚊虫能从感染者获取病毒，因此经典途径
难以在短时间内让疫情急剧扩散。病毒扩散
异常迅速可能另有原因。

水中滚雪球

研究者将目光转移到了病毒携带者的
尿液上。先前研究表明，寨卡病毒可随尿液
排出体外。虽然其和血液中的病毒量相比更
低，但威力更大。

会飞之前，蚊子从卵到幼虫再到蛹的几
个成长阶段都发生在水中。程功等人通过实
验发现，即便寨卡病毒携带者的尿液中仅存
在少量病毒颗粒，也可以成功地让蚊子幼虫
被感染。

这导致寨卡病毒的传播效率大大提
高———从人体血液中感染病毒的过程被省
略，蚊子可在幼虫时期从被污染的水体中获
取病毒，并在成年后通过叮咬继续传播。

而在这一过程中，“水体污染不是一次性
的，带有病毒的尿液会持续性地排放到水
中。”程功表示。按每 2~3 小时排放一次、一日
1~2 升的排放量计算，水体中病毒活性一直存
在，蚊子幼虫感染病毒的几率大大提升。

如此一来，新的传播途径让病毒感染的
“雪球”越滚越大。寨卡病毒在某区域集中暴
发，集中水体被感染者尿液持续污染。即便
水体中仅有少部分蚊子感染，病毒的扩散周
期也会被迅速缩小。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脑炎
室主任王环宇告诉《中国科学报》：“以往研
究认为，伊蚊更多的是在相对清洁的小水体
中进行繁衍。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伊

蚊已进化出在污水中生存的能力。程功等人
的研究发现让人们有了新的认识。”

防控新思路

研究还发现，随尿液排出体外的寨卡病
毒，活性可维持几小时至十几小时不等。是
什么因素决定了病毒的稳定性？

答案是酸碱性。若感染者排出尿液的
pH 值低于 6.5，病毒就会丧失活性。因此通
过控制水体的酸碱程度，就能有效遏制病毒
感染蚊子幼虫。

“缺乏污水处理的公共卫生环境会为蚊
虫滋生及寨卡病毒的传播创造条件。为避免
寨卡病毒及其他蚊媒病毒暴发，我们建议，
除了疫苗、杀虫剂等防护措施，还应建立有
效的污水处理系统。”程功指出。

此外，对于未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地区，
研究建议，当发现有个别外来感染者出现
时，就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预防。“比如在

污水中加入盐酸，降低污水 pH 值，防止蚊
虫在水中感染。”程功表示。

王环宇指出，这样的防控方式通过调整
水体酸碱程度，在不大量使用化学试剂、不
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就能达到消灭病原体的
效果，“可操作性非常强”。

“这项研究具有关键的公共卫生意义。”
首都医科大学传染病学研究所教授曾辉告
诉《中国科学报》，“今后针对寨卡病毒进行
防控时，可以通过加强污水处理等方式，达
到更好的防控效果。”

曾辉还表示，寨卡病毒出现新的传播路
径可能不是孤立现象。“我们近期针对黄热
病及裂谷热等蚊媒疾病的研究，在感染者
尿液中也检测到了活性蚊媒病毒。我们今
后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合作，进一步探明
蚊媒病毒的传染机制，提供更好的公共卫
生防控策略。”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发现·进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谷双双 记者陆琦）香港中文大学林汉明
团队和华大基因等多家机构合作，完成全球首个野生大豆高质
量参考基因组解析。该成果为挖掘野生大豆遗传资源和改良、
优化栽培大豆品种提供了重要依据。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

《自然—通讯》。
“大豆的基因组含有大量重复区，组装时困难重重。我们整

合了几种最新测序方法产生大量数据，才最终把问题解决。”林
汉明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带领的团队在 2010 年率先完成了 31 个野生大豆和栽
培大豆的测序；随后在 2014 年首次成功利用基因测序方法，获
得野生大豆耐盐基因，并成功应用产生新大豆耐逆品种。

在最新研究中，团队针对野生大豆 W05，应用多种最新测序
方法产生大量数据，最终组装得到染色体级别的参考基因组。

“野生大豆基因组组合可在比较基因组和进化研究中帮助
寻找重要基因，最终帮助改良栽培大豆性状，并研发出高产、优
质、耐逆大豆。”林汉明说。

相关论文信息：

香港中文大学等

解析全球首个野生大豆
高质量参考基因组

当心！寨卡病毒传播出现新途径
姻本报见习记者任芳言

“原生优势粮食作物是指我国土生土长
的粮食作物。我国的原生优势作物有很多品
种，水稻已获得了很好的利用。而同样作为
我国原生优势粮食作物的谷子却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和推广。”河北省张家口市农科
院谷子研究所所长赵治海日前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建议，加强我国原生优势粮
食作物自主研发创新，有利于减少我国对国
际粮食市场的依赖。

“在农业科学领域，我国科研水平较低、
基础较差，在很多方面无法进入世界一流水

平，经常出现模仿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现
象。比如，过去十多年间，分子育种风靡世
界。我国很多育种家纷纷启动作物分子生物
学研究，也确实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由于
过于跟风西方学术，造成分子研究流于形
式、与实践育种脱离、原始创新缺乏、依赖国
外核心技术、分子育种成本高昂等问题。”赵
治海说，时至今日，国内分子育种技术很少
应用到育种创新实践，与每年海量的分子研
究论文形成尴尬对比。

为此，赵治海认为，农业科学领域应尽

快从跟随式“挖矿”转到原创式“找矿”，走自
主创新道路，才能让我国农业科研水平赶上
并超越发达国家。

其中，谷子作为原生优势作物，具有
比外来品种更强的适应能力，这样的优势
经过科学育种后会得到较大提升。同时，
谷子在耐旱、节水抗盐碱等方面具有其他
粮食作物没有的巨大优势。因此，在环境
日益恶化、极端天气频现、水资源短缺的
今天，推广谷子种植在保证粮食安全、节
约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不适宜田地等方面

具有重大意义。
“原生优势作物相对于其他作物，受国

际粮食市场的冲击较小。在中国粮食进口量
逐步增长的今天，加强谷子的种植和推广有
利于减少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减少与农
业主要出口国的粮食价格竞争，确保我国粮
食安全。”赵治海说。

为此，他建议，加强对谷子等原生粮食
作物科研的支持力度，为谷子等作物研究提
供经费和人才支持，做好杂交谷子基础研
究，保障育种科研的延续性。

河北省张家口市农科院谷子研究所所长赵治海：

加强我国原生优势粮食作物自主研发创新
姻本报记者高长安

西南（贵州）喀斯特地区特色矿产成矿
研究项目启动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地化所牵头的“我国西南（贵州）喀斯
特地区特色矿产成矿理论及综合利用”项目启动会在贵阳召开。

据了解，中国西南（贵州）喀斯特地区以沉积碳酸盐岩为
主，其地层中形成的超大型沉积矿床、低温热液矿床极具研究
价值。研究将从六个方面展开，包括新元古代—早古生代深时
全球变化与巨量锰磷成矿、石炭纪—二叠纪深时古气候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增谦，中
科院地化所党委书记冯新斌，项目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刘丛强等 60 余名项目相关人员参会。 （卜叶）

郑州举办2019中国超硬材料产业发展大会

本报讯 2019 中国超硬材料产业发展大会暨第五届中国超
硬材料产业链博览会日前在郑州举办。来自俄罗斯、美国及国
内 20 多个省市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共 500 余人参会。

此次会议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指
导，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商丘国家超硬材料及制品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等联合主办。本次展会共有来自国内外的 1500 多
家参展商参加，涵盖机床、激光钣金设备、工刃具、超硬材料及
工具等诸多领域。 （史俊庭）

涂层残余应力试验方法与装置专利
在美获授权

本报讯 近日，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首席科学家、教授包
亦望带领团队通过 PCT 申请的国际发明专利“涂层残余应力
试验方法与装置”在美国获得授权。

这是国检集团第一次获得授权的国际发明专利。该专利技
术基于包亦望团队的相对法理论。该理论不仅建立了涂层残余
应力测试方法，而且研制设计出多功能涂层力学性能测试系
统，突破性地解决了涂层材料残余应力测试这一国际性难题。

该专利技术应用极为广泛，如石油化工、国防军工、航天航空、
机械电子等领域，可准确评价 CVD 陶瓷涂层的残余应力，对保证
构件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丁佳马德隆）

简讯

清华大学

在传统织物上直接打印
柔性电子纤维

本报讯（记者唐
凤）在衣物上集成电
子器件是可穿戴设
备的一种理想形态，
然而构成电子设备
的电池组、硬质电路
等会极大地降低衣
物穿着的舒适度。基
于此，清华大学研究
人员提出了一种简
单的方法：在传统织
物上直接打印柔性
电子纤维。他们通过
将自行设计的同轴
喷丝头集成到 3D 打
印机上，在织物上实
现了功能性皮芯结
构纤维的直接打印，
并且可灵活制作出各种个性化功能图案。通过这些智能图案，
还能进行能量收集和存储。相关论文 3 月 28 日发表于《物质》
杂志。

清华大学化学系张莹莹团队利用碳纳米管溶液用于制作
纤维导电芯层，并利用蚕丝蛋白溶液用于制作纤维介电皮层。
蚕丝蛋白和碳纳米管墨水通过注射泵连接在装有同轴喷丝头
的 3D 打印机上。两种打印墨水同时被挤出，并直接在织物基底
上形成皮芯结构纤维构成的各种个性化定制图案。

该打印方法在制备电子纤维的同时完成了其在织物上的
集成，极大地提高了电子织物的生产效率。该技术可通过选择多
种墨水组合，将不同的功能单元一次性集成在织物中，为穿戴电子
的集成提供了便捷、可规模化的途径。不过，这种方法打印的分辨
率受限于 3D 打印机的机械移动精度和喷嘴的尺寸。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还可以在 3D 打印机上加装多轴喷丝头
或者具有其他新功能的喷丝头，从而为 3D 打印结构带来更加灵
活丰富的组分搭配和结构设计，实现多功能电子织物的高效制备。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徐海 通讯
员徐晓璐、陈舜）3 月 23 日，
中科院中国—斯里兰卡联合
科教中心（以下简称中—斯
中心）主任聘任仪式在中科
院南海海洋所举行。中科院
副院长张亚平向中科院南
海海洋所研究员王东晓颁发
聘书。

张亚平肯定了中—斯中
心多年来在海气立体监测网
络、海域预报系统、水处理技
术与示范、斯里兰卡遥感图
集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同时
要求该中心进一步发挥服务
支撑国内单位和当地政府的
功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机制。

王东晓感谢中科院及依
托单位南海海洋所在中—斯
中心建设、研究生培养等方面
的支持。他汇报了中—斯中心
的建设情况和工作建议，并表
示将继续努力，把该中心建设
成中科院境外综合研究实体
性海洋观测定点站。

据介绍，目前中科院共
有 9 个涉外机构。中—斯中
心成立于 2015 年 8 月，中科
院副院长丁仲礼任理事长，
南海海洋所为依托法人单
位，院内成员单位包括生态
环境中心、声学所、中国科学
院大学等。该中心是中科院
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
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是落实
2014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斯里
兰卡时见证签署的《中国科
学院与斯里兰卡高等教育部
合作协议》的重要举措。

据悉，该中心拥有中科
院设在境外的第一家实体性

海洋观测定点站，拥有国科大两个海外
教育与科研中心，已初步建成热带印度
洋海洋气象立体观测网络，服务支撑国
内单位开展对斯科教合作，现正建设中
斯水处理技术研究与示范中心。

中
国
︱
斯
里
兰
卡
科
教
中
心
举
行
主
任
聘
任
仪
式

一年一度的许昌学院樱花文化节日
前成功举办，吸引了该校师生及校友和
许昌市民纷至沓来。

在樱花文化节现场，纳米钧瓷作为
许昌学院屡屡获奖的一项研究成果 “闪
亮登场”。许昌学院副院长郑直介绍说，

“纳钧”是在传统釉料中添加纳米材料、
改进传统制釉的方法和烧制工艺烧制而
成的。

图为市民和师生正在欣赏纳米钧瓷
作品。 史俊庭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甘晓）记者从国防科工
局、国家航天局获悉，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
测系统的高分五号和六号两颗卫星日前正
式投入使用。这标志着高分专项打造的高
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
的天基对地观测能力中最有应用特色的高
光谱能力的形成。

高分五号、六号卫星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和 6 月 2 日发射。高分五号是国内光
谱分辨率最高的卫星，也是国际上首次实现
对大气和陆地进行综合观测的全谱段高光谱
卫星，为我国环境监测、资源勘查、防灾减灾
等行业提供高质量、高可靠的高光谱数据。

高分六号卫星是高分专项天基系统中
兼顾普查与详查能力、具有高度机动灵活
性的高分辨率光学卫星。该星与高分一号

卫星组网实现了对我国陆地区域 2 天的重
访观测，极大提高了遥感数据的获取规模
和时效，有效弥补了国内外已有中高空间
分辨率多光谱卫星资源的不足。

在轨测试期间，两颗卫星为安徽河南
受灾农作物损失评估、全国秋播作物面积
监测、大气环境监测等提供了数据保障，为
2018 年 6 月大兴安岭森林火灾、10~11 月
金沙江白格滑坡堰塞湖以及雅鲁藏布江米
林滑坡堰塞湖、9 月印尼海啸等国内外重特
大灾害及时提供了应急观测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局局
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随着年底
高分七号卫星的发射，天基系统的建设任
务将全部完成，高分专项的建设重点将转
向应用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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