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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揪出病毒入侵“引路人”

夏季来临 小心B族肠道病毒
姻本报见习记者卜叶

近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消息
称，近期发生在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的感染事
件已造成 5 名新生儿死亡，是由 B 族肠道病毒中
埃可病毒 11 型引起的严重医疗事故。

“B 族肠道病毒是儿童病毒性脑炎、脑膜炎
的主要致病病原，但大多数 B 族肠道病毒的致
病机制以及跨越血脑屏障机制尚不清楚，也尚无
针对 B 族肠道病毒的特异性药物和疫苗。”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感染与病毒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谢正德告诉《中国科学报》。

日前，谢正德团队联合中科院微生物研究
所高福院士团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魏文
胜研究员课题组利用 CRISPR 筛选技术，发现
人类新生儿 Fc 受体（FcRn）是多数 B 族肠道
病毒的通用脱衣壳受体，从分子水平揭示了

“双受体系统”中两种受体的不同作用机制，阐
明了肠道病毒感染宿主细胞的入侵机制。相关
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细胞》杂志。

症状类似感冒

B 族肠道病毒属于小 RNA 病毒科，包括
埃可病毒、柯萨奇病毒 B、柯萨奇病毒 A9 以
及多个新发现的 B 族肠道病毒血清型等。谢
正德介绍，B 族肠道病毒主要通过粪口传播，
与感染或携带 B 族肠道病毒的患者进行密切

生活性接触、共用饮食等均可导致肠道疾病
的感染。

B 族肠道病毒感染是常见的儿童感染性
疾病病因之一，多数为隐性感染或轻症，但亦
可导致病毒性脑炎、脑膜炎等疾病，对新生儿
可致严重感染性疾病，甚至致命。谢正德说：“B
族肠道病毒感染初期症状并无特异性，类似感
冒，需要医生根据患儿临床表现、传染病接触
史和实验室检查等才能确诊。”

科学预防可大大降低感染 B 族肠道病毒
的几率，但仍有一些人群，尤其婴幼儿是重症
B 族肠道病毒感染的高风险人群。

该论文并列第一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副研究员陈祥鹏表示，开发该类
病毒的药物及疫苗，首先要弄清楚病毒的感染
致病机制。B 族肠道病毒侵入人体细胞首先需
要与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但目前埃可病毒等
大多数 B 族肠道病毒跨越血脑屏障机制尚不
清楚，决定其感染细胞的关键受体尚未被发现
和报道。

寻找“引路人”

为了寻找导致机体感染该类病毒的关键受
体，陈祥鹏与身为该论文并列第一作者的中科院
微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欣、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博士后张桂根合作，选取了致病性较强的
B 族肠道病毒血清型———埃可病毒 6 型，应用
CRISPR-Cas9 膜蛋白基因组筛选技术，建立剔
除细胞的不同表面蛋白的细胞文库。

通过感染压力筛选及测序分析，他们最终
发现，FcRn 是病毒入侵细胞的一个关键受体。
B 族肠道病毒可通过与吸附受体 CD55 和脱
衣壳受体 FcRn 结合，入侵人体细胞。“这两个
受体分子就像引路人一样，为 B 族肠道病毒进
入人体细胞打开了大门。”陈祥鹏说。

通常，FcRn 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因子之一，
其主要功能是通过胎盘，将母体中的抗体转运
到胎儿体内，帮助新生儿从肠道吸收母乳中的
抗体，以及在成人体内介导抗体“回收”等。

FcRn 是否在其他血清型的 B 族肠道病毒
入侵人体过程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呢？研究人
员同时还检测了 B 族肠道病毒各进化分支中具
有代表性的 17 个毒株。研究发现，除柯萨奇 B4、
B5 之外，还有 15 个毒株均依赖于 FcRn 来完成
其感染过程，其中包括致病性较强的柯萨奇病毒
A9，埃可病毒 6、9、11、30 等。这说明 FcRn 是 B
族肠道病毒的一个通用受体。

发现双受体系统

为了进一步研究病毒入侵机制，赵欣与中

科院微生物所 / 中国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生刘升等人，首次以原子 / 近原子水平高分辨
率电镜解析，发现了非囊膜病毒入侵过程的

“双受体系统”作用机制，即病毒在吸附受体
CD55 的帮助下，内吞进入细胞内；并进一步通
过脱衣壳受体 FcRn 作用脱衣壳，完成病毒遗
传物质的释放。

赵欣表示，与之前报道的埃可病毒表面
吸附受体不同，FcRn 是一个脱衣壳受体。生
理条件下，当病毒与受体相遇后，在细胞内
吞体脂质膜的共同作用下，完成入侵细胞时
必需的脱衣壳过程，成功将遗传物质释放到
宿主细胞内。

此外，B 族肠道病毒能够感染人体，却不
能感染小鼠。陈祥鹏介绍，一般的小鼠无法验
证治疗方法或药物的效果，相关转基因小鼠能
够支持埃可病毒的复制，成为埃可病毒等的动
物模型。

赵欣介绍，该研究在 B 族肠道病毒的药物
疫苗研发和非囊膜病毒的入侵机制研究方面
均具有重要意义。

而谢正德建议，日常生活中注意个人卫
生、勤洗手，注重饮食安全，可有效切断 B 族肠
道病毒的传播途径。

相关论文信息：

据新华社电邵逸夫奖基金会 5 月 21 日在香
港公布 2019 年度邵逸夫奖获奖名单，来自美国和
法国的 3 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
数学科学 3 个奖项，每项奖金为 120 万美元。

邵逸夫奖理事会主席、评审会副主席杨纲
凯在 21 日的记者会上介绍，邵逸夫奖为国际性
奖项，以表彰在学术、科学研究或应用上获得突
破性成果，以及该成果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
响的科学家。

本年度邵逸夫天文学奖颁予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物理学讲座教授爱德华·斯通，以表彰他领
导旅行者项目。旅行者项目在过去 40 年间改变
了人类对 4 颗巨行星和外太阳系的理解，开展

了探索星际空间的任务。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颁予康奈尔大学威尔康

奈尔医科研究生院教授玛利亚·贾辛，以表彰她
证明脱氧核糖核酸中定点双链断裂会刺激哺乳
动物细胞的基因重组，这对遗传病治疗的发展
十分重要。

数学科学奖颁予法国索邦大学数学教授米
歇尔·塔拉格兰，以表彰他研究集中不等式、随
机过程的上确界和自旋玻璃的严谨结果，对概
率和高维几何作出深远的贡献。

邵逸夫奖于 2002 年 11 月创立，由邵逸夫奖
基金会管理及执行，每年颁奖一次。颁奖礼将于
9 月 25 日在香港举行。 （张雅诗）

2019 年度邵逸夫奖获奖名单揭晓

本报讯（记者黄辛、冯丽妃）上海市政府 5 月 21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该市如何加快建设全球科创
中心做了展望。“上海要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更
大功夫，着力踢好成果转化的‘临门一脚’，更好地代
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
发布会上说。

根据规划，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分为“两步走”：
2020 年前形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 2030 年形
成科创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

关于上海科创中心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吴清表
示，要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形成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上海方案”，全力推进张江国家科
学中心建设，争取张江国家实验室早日获批；要完善
以科创板为引领的科技金融体系，推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

此次发布会同时对上海科技创新中心 5 年来取
得的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作了回顾。例如，上海累计牵
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854 项；参与了蛟龙、
天宫、北斗、天眼、墨子和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研
究；截至 2018 年底，向江苏、浙江、安徽输出技术超
过 3300 项，成交金额 173 亿元。

其中，作为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亮点”成
果频现，如超强超短激光装置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
纪录、国际首个体细胞克隆猴诞生、首次人工创建单
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等。目前，上海建成和在建的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 14 个，设施数量、投资金额
等均领先全国。其中硬 X 射线装置、蛋白质设施等多
个设施均在中科院上海分院。

此外，中科院上海分院一直大力进行成果转化
推广。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
过程中，中科院的科技人员一定会在这个舞台上做
好科技转化工作。”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朱凡）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宁光院士团队发现，
Ⅱ型糖尿病确实可能导致多种癌症的患病风险
升高，在男性中涉及 11 种癌症，女性则多达 13
种。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糖尿病杂志》。

据悉，这是全球迄今为止最大型的糖尿病
调查，课题组基于上海申康医联数据库，共纳
入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 410191 例Ⅱ型
糖尿病患者，并随访至 2017 年 12 月。

课题组领衔人之一、瑞金内分泌代谢科
主任王卫庆告诉《中国科学报》，糖尿病早已
成为全球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4 年全
球成人中，糖尿病患病率为 8.5%。2010 年，宁
光团队与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合作开展了中国慢病监测糖尿病专题调查，

“结果显示，我国 18 岁以上成年人糖尿病患病

率为 11.6%，糖尿病高风险人群（即糖尿病前期
人群）率为 50.1%，约 6 亿人的庞大基数不得不
引起我们的重视”。

而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也一直在上
升，王卫庆介绍说，“学界一直在推测糖尿病与癌
症的关联，但并未有确切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证
实，之前大多数已发表的原始研究都来自西方和
中国台湾地区数据，大陆研究仍然较少。”

为了将糖尿病及癌症患者人群更好“管”
起来，这一研究课题应运而生。

该论文作者之一、瑞金医院上海市内分泌
与代谢病研究所研究员崔斌介绍，研究共发现
8485 例新诊断的癌症病例，而且，与正常人群
中的男性和女性相比，患有Ⅱ型糖尿病的男性
和女性患癌症的风险分别高出 34%和 62%。在
男性中，风险最高的为前列腺癌，Ⅱ型糖尿病

导致患前列腺癌的风险高出 86%。在女性中，
风险最高的为鼻咽癌，Ⅱ型糖尿病导致患鼻咽
癌的风险高出两倍以上。

此外，Ⅱ型糖尿病还可能导致患白血病、
甲状腺癌、淋巴瘤、肝癌、胰腺癌、胃癌、肺癌、
乳腺癌等疾病的风险升高。不过崔斌指出，“值
得注意的是，鼻咽癌这一癌种的发病率本身就
较低，因此对于女性而言，肝癌、甲状腺癌、肺
癌等更需引起注意。”

那么，为何糖尿病与癌症之间会有此类关
联性呢？崔斌解释，以男性前列腺癌为例，糖尿
病的表面现象为患者血糖升高，但其背后是全
身机体的代谢系统紊乱，“这就牵涉到性激素
的变化，作用于前列腺上，罹患癌症的风险就
提高了”。

据悉，在此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

究人员下一步将继续针对Ⅱ型糖尿病患者进
行如职业、学历等分层研究，并将制定特异性
恶性肿瘤筛查及预防策略。

王卫庆呼吁，糖尿病前期人群及糖尿病患
者都应该主动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干预高
危因素，降低糖尿病的发生率。2016 年由宁光
倡导的“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项
目（MMC）已经启动，截至 2019 年 4 月，全国
已有 511 家医院加入 MMC 的行列中，覆盖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管理 12 万名糖尿病患
者。未来 MMC 计划在全国建成 1000 家，并逐
步实现“管理 1000 万糖尿病患者，降低中国糖
尿病发病率 1%、降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
10%”的愿景。

相关论文信息：

全球科创中心
“上海方案”出炉

本报讯（记者潘希）日前，主题为“核数据———人
类的共同资产”的第十四届国际核数据大会在京开
幕。会议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署和国际原子能
机构主办，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中国核数据中心承办，该会议是核科学与
核技术领域的重要国际会议，首次在我国召开。

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詹文龙指出，每 3 年
召开一次的国际核数据大会是国际核数据界最高水
平的会议，本次大会有 45 个国家与地区的科学家参
与。他介绍，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十分关注核基础科
学的发展，近年来致力于发展先进核能技术，如主导
了钍基熔盐堆的研发、中国聚变实验堆的研发等。核
数据作为核能发展的基础数据，在这些新型核能系统
的研发与核技术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
将持续支持包括核数据在内的核基础科学的发展，为
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和核基础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核集团副总经理李清堂表示，经过几十年努
力，中国已建成包含核数据测量、评价、建库以及应
用检验一整套研究的平台，形成了自己的评价核数
据库。该数据库包含我国核能应用、核技术、国防安
全关心的主要核素，内容涉及中子核反应、光子核反
应、裂变产额、核结构、核衰变以及活化数据等多种
数据类型，相关数据已在多项大型核科研工程建设
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我国核数据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近年来，中国及世界范围内对新一代核能系统，如钍
基熔岩堆、钠冷快堆、高温气冷堆、ADS 和聚变装置
等研究不断深入。这些新型核能系统对核数据提出
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也给国际间核数据交流与合作
提出了新课题。

国际核数据大会
首次在我国召开

全球最大型糖尿病研究调查 41万患者发现———

糖尿病或致多种癌症风险升高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所获悉，世界山茶属植物品种数据库已基本建
成并于 5 月 21 日正式对外开放使用，这是为数不多由
中国人主导、其他国家山茶属植物知名专家协助完成
的重要数据库之一。

该数据库涵盖了山茶属中全球所有国家的茶花、
茶叶、茶油品种，发表和使用的名称超过 4.5 万条，图
片数目超过 3.3 万张。在共享机制的促进下，图片数目
还会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数据库处理了 2000 余个棘
手的异物重名问题，归并了 24000 余个异名、中文别
名，处理了日文品种名长音符号不规范、混乱使用等
长期存在的问题。库中山茶属名称符合《国际栽培植
物命名法规》等相关规范。

据了解，该数据库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成员为核
心，组建了国际团队进行分工协作，建立了全世界主
要国家和地区协同的数据更新工作机制。注册用户可
以上传照片、建立在线云相册，工作团队进行鉴定和认
证工作，保证数据库的持续运维以及数据信息的权威
性和完整性、使用与分享的便利性。

除此之外，数据库也支持多语言查询，并为每一
个品种建立了二维码。苗圃、商户能够利用二维码进
行推广，植物园和公园也能通过二维码进行科普宣传
和查询。目前，工作团队正在积极推进二维码植物标
牌自动批量打印、在线新品种注册、移动版离线电子
词典等功能模块和应用功能。

世界山茶属植物品种
数据库正式开通

①昆明植物园新品种“彩云”
②大白玉
③柠檬黄金花茶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供图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中国科学院空
天信息研究院与施普林格·自然近日签署
协议，双方将合作创办中国卫星导航领域
首本英文国际期刊《卫星导航》，以促进该
领域全球科研人员交流分享相关技术和
应用。该刊将采用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文
章一经发表即可免费阅读和获取。

该刊将聚焦卫星导航领域最新理论发
展和技术应用，主要发表原创论文、综述及
评论，涵盖卫星导航信号及信号处理、信号
接收器、抗干扰与反欺骗、卫星定轨与时间
同步、地球科学应用等不同技术领域。

“卫星导航作为一门跨学科的高新技
术，涉及工程、航空、测地等不同领域，建立
一个能汇聚各类研究人员的科研交流平台
对其发展至关重要。”中科院院士、中国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杨元喜表示。他将
担任该刊主编。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金双根
将担任《卫星导航》执行主编，副主编及编委
会成员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
日本、芬兰等国家和地区。该刊现已接受投
稿，预计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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