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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圣迭戈动物园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3 月 26 日，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党
川村黑方台党川 6 号和 7 号滑坡体附近发生了一起黄土滑坡，滑
坡体积约 2 万立方米，掩埋主渠 50 米，耕地 10 余亩，但是至今未
造成人员伤亡灾害。据了解，主要是由于长安大学张勤团队和成
都理工大学许强团队联合监测预警，提前两天对滑坡发出黄色预
警，提前 1 天发出橙色预警，提前 40 分钟发出红色预警，并以短
信、微信和紧急电话方式提醒当地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和村级干
部，做好了防范工作。灾害发生同时，安装在滑坡体上的远程视频
监测装置记录了滑坡灾害发生的全过程。

据研究团队介绍，本次滑坡预警是长安大学与成都理工大
学进行的联合预警，利用双方监测仪器分布不同的特点，他们
对滑坡进行了互补监测，并实现监测数据的比对核查，实现了
更精准的滑坡监测，为预警工作提供了有效保障。

这次突发性黄土滑坡监测预警是利用张勤团队最新研发
的基于云平台的低成本千元级高精度北斗 /GNSS 监测系统实
现的，也初步验证了相关算法和软件硬件系统的可靠性，并为
后续开展滑坡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和技术装备研发
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记者唐凤）近日，一个国际研究组论述了树木巢穴对
熊猫在本土栖息地养育幼崽的重要性。相关论文发表在《生物保
护》。研究人员表示，未来监测和管理计划应强调大型古树这一关
键资源，以便更好地推进大熊猫保育。

“大熊猫生活在森林中，原始林为它们提供了可作巢穴的树
洞，但在缺乏大型古树的森林里，大熊猫必须在山洞安家。”论文
第一作者、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韦伟说，“我们研究了这些巢穴生
境的微气候，发现树洞比山洞能更好地缓冲极端温度和湿度，即
树洞可为养育幼崽提供更稳定的微气候。”

目前，人们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监测措施不包括对大型古
树的系统性调查。但有数据表明，这些古树对穴居的大熊猫母亲
而言，很可能是关键但有限的资源。

西华师范大学、中科院动物所及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等机构的
科学家，对栖息在中国蜂桶寨与佛坪自然保护区内的雌性大熊猫
所使用的山洞和树洞微环境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
型古树能为稀有和濒危的野生生物提供重要的微环境。

“保护大型古树的管理实践或能增加保护区的承载能力，以
维持更大的大熊猫种群。”圣迭戈动物园的 Ron Swaisgood 说，“我
们有关巢穴选择特征的数据也将为人工巢穴的建造提供指导。我
们还将评估在等待原始林重建的过程中，建造仿天然巢穴的人工
巢穴能否成为改善巢穴生境的有用工具。”

相关论文信息：

西华师范大学等

树洞有助熊猫保护

本报讯（见习记者谷双双 记者陆琦）日前，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杨财广课题组与美国希望之城贝克曼研究所、佛罗里
达大学等合作，在化学干预 RNA 甲基化修饰领域取得新进展。相
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癌细胞》。

脂肪组织与肥胖相关蛋白质（FTO）被确证为调控 RNA 甲基
化修饰的去甲基化酶，FTO 基因是白血病、乳腺癌、成胶质细胞脑
瘤等癌症发生的重要致癌基因之一。但国际上，FTO 抑制剂及其
干预 RNA 甲基化修饰在抗肿瘤靶标成药性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早
期探索阶段。

杨财广告诉《中国科学报》，此次研究以急性髓系白血病亚型
中高表达的 FTO 为靶标，根据 FTO 识别甲基化 RNA 底物的分
子机制等特点，应用基于晶体结构的化合物设计、合成优化等手
段，获得 FTO 小分子抑制剂。

研究发现，该化合物可以选择性抑制白血病细胞中 FTO 的
去甲基化功能，上调白血病关键基因 mRNA 甲基化修饰，增加抑
癌蛋白丰度，降低促癌蛋白丰度，并在小鼠模型上展现了抑制白
血病细胞增殖的效果。

“该研究从分子以及细胞层面上较充分表征了 FTO 抑制剂
的作用机制，不过其细胞内的靶向性尚须继续深入探索。”杨财广
表示，FTO 可以作为抗肿瘤药物靶标，并且在药理功能上得到了
初步确证，这一研究结果指明了分子靶向 RNA 表观转录抗肿瘤
研究的新方向。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发现FTO抑制剂
或可用于白血病治疗

专家在第 649 次香山科学会议上呼吁：

中国引力波探测应合力攻关
姻本报记者甘晓

“当前，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应尽
快整合国内实力，开展联合攻关，以及相应的
国际合作。”在 4 月 17 日至 18 日举行的香山
科学会议第 649 次学术讨论会上，会议执行
主席之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
科院院士胡文瑞在会议报告中呼吁。

《中国科学报》同时从此次会议上获
知，目前正在推进的空间“太极计划”进展
顺利，预计 2033 年发射“太极探测星”，并
计划在 2025 年前后发射关键技术实验双
星，验证空间关键技术，其背景型号项目已
获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战略性先导 A
科技专项的立项支持。

最好时代已经到来

引力波是时空弯曲中的涟漪，通过波的
形式从辐射源向外传播，这种波以引力辐射
的形式传输能量，类似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
波纹。1919 年，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预
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科
学家都试图从实验上观察到引力波。

2016 年 2 月美国 LIGO（激光干涉引
力波观测站）宣布其两个观测站同时观测
到引力波。这是人类首次在实验中直接观
测到引力波，成为引力波研究历史上的重
大突破，3 位科学家因此获得 2017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

在科学家们看来，当前，LIGO 直接观
测到引力波为后续研究的可行性提供了最

有力的证据。
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中国科学院大学教

授、中科院院士吴岳良告诉《中国科学报》：
“引力波提供了有别于电磁波的一个全新的
观测宇宙的重要窗口，成为人类探索和认识
未知世界的新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引力波携
带着宇宙起源、演化、形成和结构的原初信
息，使人类可通过引力波探测到基于电磁波
天文望远镜所观测不到的宇观尺度和天体
源，例如宇宙的黑暗时期、暗宇宙和黑洞等。

无疑，引力波研究的最好时代已经到来。

中科院率先布局

作为科研“国家队”，中国科学院在国
内率先布局引力波相关研究。

2008 年 3 月，原中国科学院基础局启
动了引力波领域前沿科学问题的部署，中
科院空间引力波探测论证组成立。“考虑到
引力波和微重力密不可分，有关引力波的
前期研究被安排在中科院力学所国家微重
力实验室开展。”胡文瑞告诉《中国科学
报》。和胡文瑞同时加入论证组的以中科院
专家为主，也吸纳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东
方红卫星公司等单位的专家。

2010 年 5 月，胡文瑞等专家在前期工
作基础上，形成一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中长期重点建设项目建议》，这成为全国
首个空间引力波观测的建议。这份建议书
极具前瞻性，内容与当前正在开展的“太极

计划”相差无几。“除了卫星编队的距离当
时提的是 50 万公里，别的参数都差不多。”
胡文瑞表示。

同一时期，欧洲空间局于 1993 年启动
的空间引力波探测“LISA 计划”，由于美国
宇航局的退出，不得不将该计划简化为

“eLISA”计划，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2011 年，在首次 eLISA 联盟会议上，我

国科学家提出了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计
划，并从技术和科学目标考虑，优先选择间
距为 300 万公里的正三角形卫星编队，以
太阳为中心落后或超前地球约 20 度进行
绕转。经多轮协商，中方提出以贡献 20%仪
器设备的条件参加 eLISA 或者独立研发三
星组两个方案。

“太极计划”进展顺利

2012 年后，中科院空间引力波探测工
作组在先导科技专项空间科学预先研究项
目两期的资助下，在引力波源理论及探测
研究和卫星技术研究上取得了诸多进展。

2016 年，中科院启动了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B 类）“引力波的多波段测量”，其中包
括了空间引力波计划。空间“太极计划”也相
继走进大众视野，计划采用高精度星间激光
干涉测距技术和无拖曳航天技术，瞄准中低
频段引力波进行探测和研究，由胡文瑞和吴
岳良担任该计划首席科学家。

此次会议上，吴岳良介绍，“太极计划”

正在实施背景型号地面研究、双星试验性
及发射太极三星的三步走战略。“预计在
2020 年底完成第一步走，2021 年至 2025 年
间以‘太极探测星’项目完成关键技术空间
验证，2025 年至 2033 年开展第三步走，实
现三星探测计划。”他说。

目前，“太极计划”已初步掌握了超稳
干涉仪、高精度相位计、高精度角位移敏感
器、低噪探测器和超稳望远镜等关键核心
技术及制作。

此外，在国内，中山大学于 2015 年提
出空间低频引力波探测的“天琴计划”。目
前公开资料显示，该计划将实施 3 颗卫星
编队绕地球轨道的方案。对此，专家认为，
由于轨道噪声、温度变化、太阳阴影、科学
测量时间不连续，选择地球轨道方案风险
较大，太阳轨道应是优先选择的方案。

通过为期两天的讨论，与会专家认为，
为保证我国引力波探测和引力波天文学研
究工作持续有效地推进，应加强统筹谋划
部署，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同时，应
充分利用中科院在引力波理论、技术及工
程方面的深厚基础，成立引力波探测国际
顾问委员会，推进国内外协作联盟。

“当前，在学术与技术竞争严酷的环境
中，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均为预研性
计划，应尽快从国家层面整合实力、协调各
方的优势力量联合攻关。”胡文瑞强调，“中
国科技界有决心在引力波的空间检验方面
作出重大贡献。”

甘肃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一批
在全国具有较高竞争力的特色优势农产
品，打造了众多高知名度农产品品牌，但如
何提升品牌价值影响力，持续维护品牌形
象，成了提升甘肃农产品品牌形象的关键。

对此，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研究员曲建升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采访时表示，亟须从农产品品牌管理评价
体系、标准化体系、营销推广体系、政策支
撑体系入手，突破制约品牌影响力提升的
关键因素，推动品牌 + 生产、品牌 + 形象、

品牌 + 营销、品牌 + 政策等 4 大措施的有
效实现。同时，要挖掘农产品品种品质资
源，保护塑造好一批特色农产品。

曲建升介绍说，这里特殊的自然生态
环境孕育出诸如马铃薯、中药材、无公害蔬
菜、油橄榄、牧草及畜牧业等十几种品质优
良的特色农产品。现已成为甘肃省深入实
施特色产业精准扶贫行动的重要抓手，同
时也是甘肃省发展“一带一路”经济的产业
支撑。但优良的农产品品质没有形成较高
品牌价值与影响力，总体市场竞争力偏弱，

部分农产品品牌形象没有得到持续维护。
例如，兰州白兰瓜，在 20 世纪 60 至 80 年
代曾畅销国内以及东南亚市场，供不应求，
但目前品牌名存实亡。

如何提升甘肃农产品品牌价值影响力，
持续维护品牌形象？曲建升建议，要做好农产
品的生产、宣传、营销、政策支撑等各个环节
的工作。

一是以生产打造品牌。要打造绿色健
康的农产品产地生态环境，以绿色、有机农
产品为生产目标，合理布局特色农产品种

植基地。二是以形象打造品牌。要实施品牌
整合战略，持续做大做强“陇”字号品牌，依
法开展商标注册、版权登记、知识产权保
护。鼓励引进域外知名农产品企业，联合培
育一些新品牌。鼓励老品牌争创中国驰名
商标、中国质量奖等更高含金量的知名品
牌。三是以营销打造品牌。要组织品牌策划
与定位。四是以政策打造品牌。完善品牌评
价体系，科学制定甘肃省农产品知名区域
公用品牌评价办法，提出评价内容及量化
指标。

《后院风光》在广东科学中心上映

本报讯 4 月 20 日，广东科学中心科技影院举办《后院风光》影
片首映仪式，同时开放虚拟航行动感影院、4D 影院和 3D 影院专
场体验以及科普主题讲座系列活动，吸引数百影迷现场参与。

据介绍，《后院风光》是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 3D 巨
幕影片，曾于 2018 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获得“科技单元”最佳
创意影片奖。该影片宗旨是普及科学知识，特别是帮助青少年融入
自然，激发他们爱科学、爱观察、爱探索的热情。 （朱汉斌吴晶平）

2019年陕西科普讲解大赛落幕

本报讯近日，陕西科普讲解大赛在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进行了决赛。经过激烈鏖战，最终来自西安博物院的郭思莹、陕西
省自然资源厅的李淑淇、咸阳市科学技术馆的刘瑞滨获得一等奖。

在决赛当天，来自陕西自然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表演了科
普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据悉，2019 年陕西科普讲解大赛
由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总工会、陕西省科
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陕西省教科
文卫体工会承办。 （任忞张行勇）

简讯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曲建升：

甘肃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亟待提升
姻本报记者王进东

发现·进展

视点

本报讯（记者徐海、朱汉斌 通讯员罗小卫）记者近日从中国
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获悉，该所刘永宏团队在海绵来源微生物
的新颖活性天然产物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成果分别发表在《有
机化学前沿》和《有机和生物分子化学》上。

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是新颖活性天然产物的重要来
源。目前从海洋中获取的天然产物数量已达到 3.5 万个，海洋天
然产物的特殊结构和生物活性使其成为新药研发中先导化合物
的新源泉。

据介绍，该团队从南海美丽属海绵来源的杂色曲霉中分离鉴
定了 12 个二酮哌嗪类生物碱，含 10 个新化合物。研究人员还成
功解析了新颖吡喃螺环二酮哌嗪的绝对构型。部分化合物显示对
多种肾癌细胞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活性。

团队同时从另一株海绵来源杂色曲霉中分离鉴定出一个具
有桥环结构的 6/5/5/6 四环螺环缩酮新骨架，并确定其独特的化
学结构以及绝对构型。活性评价显示，它对多种肿瘤细胞具有一
定的细胞毒活性。

两篇论文分别报道了南海海绵杂色曲霉来源的吡喃螺环二
酮哌嗪和具桥环的螺环缩酮类新骨架活性天然产物，为海洋药物
研发提供了结构新颖的源头分子，同时对于挖掘海洋微生物次生
代谢产物多样性，特别是深入挖掘重要药用价值的螺环二酮哌嗪
和螺环缩酮类天然产物的结构和活性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分离出海绵来源微生物
新天然产物

本报讯 4 月 21 日，由北京市
政府支持，北京市科委推动的北京
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
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
学教授施一公担任该中心主任。北
京市副市长隋振江、北京市科委主
任许强、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等共
同为中心揭牌。

成立仪式上，施一公介绍，为保
持我国在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领先优
势，在保留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

心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加大投入，
成立了北京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
目前该中心拥有 17 位核心研究员，2
位合作研究员，未来将积极探索科学
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和新机制，促进重大成果产出。

尤政表示，北京生物结构前沿
研究中心的建设，必将提升我国生
命科学水平，助力全球生命学科及
健康事业的发展。

隋振江希望施一公团队利用

高精尖中心和前沿研究中心两个
优势，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和服
务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北京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将
以引领性基础理论创新、颠覆性先进
技术创新和战略性重大成果创新为
总体目标，以汇集和培养顶尖创新人
才为动力，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
型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机制体
制为使命，助力北京建设成世界领
先的前沿科学中心。 （郑金武）

北京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成立

长安大学等成功
预警甘肃黄土滑坡

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发现我国特有濒危植物种群———长果安
息香。据介绍，这是后河保护区首次发现这一物种。种群生长良好，规模可观。

长果安息香又名长果秤锤树，是中国特有的珍贵园林观赏树种，被称为植
物“活化石”。 新华社记者冯国栋摄

在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长果安息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