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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缅甸出土的一块琥珀中，中外科
研团队发现了一只保存相对完好的古鸟类的
脚。这只鸟的第三脚趾出奇的长，近乎是第二趾

的两倍，这种脚无论在灭绝鸟类
还是现代鸟类中均为第一次被
观察到。相关论文 7 月 11 日刊
登于《当代生物学》。研究人员猜
测，这只鸟可能利用它的长脚趾
钩出树干里的虫子来食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
授、论文第一作者邢立达及同事
和合作者，用微 CT 扫描了这颗
白垩纪时期的琥珀，并重建了鸟
足的三维形态。他们发现此鸟的
第三趾长约 9.8 毫米，比其他脚
部结构长得多：比第二趾长 41%，

比跗跖骨长 20%。研究人员同时测量了 62 种现
代鸟类与 20 种白垩纪古鸟类的足部比例，没有
发现任何其他鸟类有如此的骨骼形态。

为向发现化石的陈光先生致敬，该研究团
队将标本定为新属新种，并命名陈光琥珀鸟。

琥珀鸟属于反鸟类的一个分支。反鸟类是
中生代时期地球上数量与种类最丰富的古鸟
类。科学家认为这一原始生物在 6600 万年前的
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中，与恐龙等动物一
起灭绝了。

为何琥珀鸟会演化出这么长的第三趾仍
然是一个谜。现存动物中，唯一有类似比例的
只有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原猴类———指猴。指
猴用它的指头敲击树干寻找食物，并用它长
长的第三指深入树皮中将蛀虫抠取出来吞
食。因此，研究人员猜测，古鸟类也许与现存
鸟类有非常不一样的行为习性。

“琥珀鸟是当地首次发现的亚成或成年
古鸟类个体。”参与该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邹晶梅表示，
“其足部特征暗示这是一种树栖鸟。”

下一步，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分析琥珀鸟羽
毛中的蛋白质和色素体。这块化石在开采过程中
意外断裂，所以有一部分羽毛暴露在琥珀表面。
对于羽毛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琥珀鸟的
习性与对环境的适应程度，比如它的羽毛是否已
进化出可以与树林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花纹。

据悉，这块含有鸟足化石的琥珀约 3.5 厘
米长，5.5 克重，在 2014 年前后出土于缅甸北
部克钦邦胡冈谷地，1 亿年前这里曾经长满了
会产生黏稠树脂的植物。科学家估算这里的
琥珀多形成于 9900 万年前的白垩纪。

（唐凤崔雪芹）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进展治愈艾滋病，又前进一步
小鼠模型艾滋病病毒或被彻底清除
姻本报见习记者辛雨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静）7 月 10 日，由
中科院上海分院和宁波市科技局联合主办
的“2019 沪甬科技合作成果推介洽谈会”在
中科院上海分院举行。宁波市 30 多家企业
近百名代表与中科院上海分院系统 7 个研
究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科研
人员对接洽谈，现场对接 36 个、签约 6 个项
目，合同金额逾千万元。

“上海是创新的源头，宁波是产业的
高地，二者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
有着广泛深入的合作基础和前景。近 3
年，沪甬两地达成科技合作项目超过 800
项，合同金额超过 7 亿元。”宁波市科技局
局长黄志明说。

“钛基颅颌骨内固定系统表面处理技术
及应用”项目是本次现场签约的 6 个项目之
一，签约双方是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与宁波

慈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科技产业处处长韩

金铎告诉《中国科学报》：“刘宣勇研究员负责
的这个项目，技术优势在于将钛表面引入安
全抗菌元素，相当于给人工植入器械穿上一
层生物相容的外衣，可降低术后感染风险。”

宁波慈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部经
理沈天威说：“目前市场上进口植入器械价
格是国产价格的 2 倍，不论从成本而言还是
从感情上来说，我们都更愿意使用国产自主
研发的技术。”

这是浙江清天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宽第二次参加和中科院的对接活动。

“今年我专门准备了公司的技术需求。”陈宽
坦言，“随着产业升级，传统单一的技术很难
解决当前复杂的污水处理问题，比如高浓度
的工业污水处理技术就是我们目前急需的。

刚刚和中科院硅酸盐所的科学家对接，他能
帮我们解决难题，真是不虚此行。”

中科院有机所科研处副处长黄少胥在洽
谈会上如数家珍地向企业家们展示了该所的
7 个科技成果。谈及这种对接形式的意义，他
说：“对科研机构而言，有利于拉近和企业的距
离，推动科技创新走出实验室。同时，让企业
通过洽谈会精准对接科研机构，找到转型升
级的创新源动力，从而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进程中谋求更广阔的机遇空间。”

据悉，中科院与宁波市自 1998 年建立
合作关系以来，双方不断创新科技合作模
式，深化与拓展科技合作内涵。尤其是 2004
年中科院、浙江省、宁波市共建的宁波材料
所，至今已发展成为“长三角”区域集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人才培育、企业孵
化于一体的新型创新研究机构。

让“宁波帮”找“科学家”帮忙
2019 沪甬科技合作成果推介洽谈会在沪举行

广东测控仪器工程技术人才职称
评价改革方案获批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批准了《广东省测控
仪器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改革实施方案》。据
悉，该方案将于 8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该方案提出建立以行业专家评议为基础的
业内评价机制，注重社会和业内认可，发挥科技
社团的人才荟萃专业优势，组建由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和企业相关高层次人才组成的评价专家
库，采用考核认定、面试答辩、评审等多种评价
方式，提高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朱汉斌）

“2019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能源专题营”在大连开营

本报讯 7 月 10 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主
办，辽宁省科协、省教育厅，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承办的“2019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能源专题
营”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开营。

此次专题营为期 3 天，营员将围绕“说能
解源———了解能源现状，学习科学知识”“捕能
捉源———初探能源领域，走进微观世界”和“论
能道源———畅谈能源未来，高扬人生风帆”三大
板块开展活动，并深入实验室进行长达 20 小时
的浸泡式实验及结题答辩。 （刘万生王永进）

《浓香菜籽油》标准宣贯会召开

本报讯 中国粮油学会团体标准油料与油
脂技术委员会、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与长安
花粮油共同推进的中国《浓香菜籽油》团体标
准宣贯会于近日在陕西省渭南市召开。

专家解读了《浓香菜籽油》团体标准，并就
精准适度加工对于提升浓香菜籽油综合品质的
影响等进行了专题报告。 （张行勇）

青岛将建国内首个
人源细胞重组蛋白生产平台

本报讯 近日，青岛大学、深圳华赛、青岛万
明赛伯药业有限公司签约成立“青岛大学华赛
医学细胞和蛋白质药物研究院”。万明赛伯将在
青岛搭建国内首个人源细胞重组蛋白生产平
台。目前国内在该领域的研发应用大多依靠动
物源细胞，而应用该平台生产的药物，能去除重
组蛋白生物药品中的异源蛋白，提升生物药品
质量，推动我国生物药品的升级换代。 （廖洋）

简讯

目前，治疗艾滋病（AIDS）最先进的疗法
是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但其只能抑制
艾滋病病毒（HIV）扩散，将 AIDS 转变为慢性
疾病，尚不能完全治愈 HIV 感染。

近日，《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显
示，科学家采用一种联合疗法，将长效缓释
ART 疗法与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相
结合，将 HIV 从感染小鼠的 DNA 中成功清
除。研究者表示，这是治愈全球 3700 万 HIV
感染者的第一步。

彻底清除HIV

美国天普大学路易斯卡茨医学院及内布
拉斯加大学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以感染 HIV
的“人源化老鼠”（改变其基因以产生易感染
HIV 的人类 T 细胞）为模型，采用长效、缓慢
释放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治疗方法，使药物
在数周内缓慢释放，并且瞄准脾、骨髓、大脑
等易于产生潜伏的、不活跃的 HIV 细胞组的
组织处，从而抑制 HIV 进一步复制再生。

为进一步清除残留在感染主体 DNA 内
不活跃的 HIV，研究人员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在受感染的细胞内“剪掉”感
染 HIV 的 DNA 片段，进而将 HIV 感染的染
色体移除。

检测结果显示，在接受治疗 5 周后，近
1/3 的小鼠体内没有检测到 HIV，研究者认为

小鼠细胞和组织内感染 HIV 的 DNA 被完全
消 除 ， 同 时 ， 在 此 过 程 中 并 未 检 测 到
CRISPR-Cas9 脱靶。

小鼠实验的积极结果显示了这种联合疗
法治愈艾滋病的前景。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天
普大学路易斯卡茨医学院教授 Kamel Khalili
表示，他们计划开展进一步研究，在 1 年内推
进非人灵长类动物试验，并有可能在人类患
者身上展开临床试验。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
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这是世
界上首个联合抗病毒疗法和基因疗法治疗艾
滋病的研究，在小鼠模型上首次显示了从动
物模型体内清除 HIV 的可能性，此研究具有
一定的突破性。”

前景仍有“问号”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
疗中心教授 Howard Gendelman 表示，为验证
是否彻底清除了 HIV，小组成员仔细检查了小
鼠细胞组织上每一处 HIV 细胞可能潜伏的裂
缝以及隐蔽处，这一过程花费了数年时间。

“结果证明彻底清除 HIV 是可能的，但
这只是第一步，并不能直接实现到治愈的飞
跃。”Gendelman 说。

此研究是在人源化小鼠模型上展开实验
的。张林琦表示：“因此，接下来首先要看其他

研究小组能不能在同一动物模型上重复出该
实验结果，这是第一个问号。”

此外，张林琦指出，从小鼠模型拓展至灵长
类模型，最终到人体临床实验，“这个过程比较
漫长，该联合疗法涉及的相关技术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均有待评估，这是另一个问号”。

“特别是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
在人体中的安全性、靶向性以及脱靶效应都
需要进一步评估。”张林琦强调。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教授孙彩
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虽然人源化小鼠模型
的某些特征与人体有所类似，但该模型在多
个方面仍与人体差异巨大。因此，联合疗法的
确切疗效和可行性，最终只能在人体临床试
验中才能得以证实。”

据悉，Khalili 团队正在灵长类动物身上
检验这一研究成果，但仍需 9~12 个月来辨别
病毒是否完全被清除。Gendelman 进一步补
充，如果他们的方法持续被证明可行，临床实
验最快将于明年夏天进行。

治愈艾滋病仍在尝试中

目前，HIV 感染者主要依靠各种抗病毒
药物进行治疗。张林琦告诉记者，治疗 AIDS 最
有效的方法是“鸡尾酒疗法”———高效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即使用 3 种或 3 种以上的抗病毒药
物进行治疗，也就是 ART 复合药物疗法。

ART 疗法不仅可以安全有效治疗 HIV
感染者，也可以用来进行 HIV 暴露前预防。
该疗法可抑制 HIV 复制，却不能将 HIV 从体
内消除。“停药后，体内的 HIV 会‘卷土重
来’，重新复制并促进疾病发展，因此 ART 疗
法要求感染者终生服药。”张林琦表示。

为真正消除 HIV，达到“治愈”效果，即从
感染 HIV 的细胞和组织中去除被病毒整合
进去的 DNA 片段，科学家尝试了基因编辑治
疗、免疫治疗、抗体治疗等联合疗法，希望可
以找到比较成熟且安全有效的“治愈”方法。

近年来，功能性治愈 AIDS（即在不用药
或减少用药的情况下，HIV 感染被完全控制而
不反弹）正成为 AIDS 防治领域的重要研究方
向。其中，“Shock-and-Kill”治疗策略被认为是
功能治愈 AIDS 最可行的治疗方案之一，即先
激活潜伏状态的艾滋病病毒储存库（Shock），同
时联合 ART 疗法或提高 HIV 特异性 T 细胞
免疫对激活后复制的病毒进行杀伤（Kill）。

孙彩军介绍，其研究团队近期筛选和评
价了一些全新结构的化合物及抗肿瘤药物，
可有效激活潜伏感染 HIV-1 储存库。“此外，
我们在慢性感染猴艾滋病毒（SIV）的猕猴模
型中，发现 As2O3 注射液联合 ART 药物策
略，可有效清除 SIV 病毒储存库，从而使感染
猕猴停药后的病毒反弹时间显著延缓。”

相关论文信息：

南昌大学等

海上“偷渡者”
或为石油“清道夫”

本报讯（记者唐凤）臭名昭著的海上“偷渡者”贻贝，
以破坏船壳而闻名，但贻贝也用自己这种牢固的黏合
能力“将功补过”，成为工程技术界广受欢迎的明星。近
日，中美科学家在《物质》发表的一则评论中称，贻贝足
线的化学特性为工程技术创新提供了不少启迪：从清
除泄漏的石油到净化处理污水，贻贝帮人们解决了很
多难题。

利用坚韧的细丝，贻贝能承受强大的水流和海浪压
力。这些丝线的黏附能力归功于一种叫做二羟基苯丙氨
酸（DOPA）的氨基酸团。这刺激了以贻贝为灵感的仿生化
学材料的发展，使其成为材料表面工程和环境科学的一
种强有力的新工具。

南昌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表示，各
种受贻贝启发的创新已经在进行中。例如科学家利用贻
贝仿生技术成功研发出一种分离油水的高效材料，或有
助于减轻石油泄漏后对海洋环境的破坏。与之前开发的
一些材料不同，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由贻贝驱动的创新可
能适合大规模生产。

此外，贻贝也促进了净水技术的进步。这些创新材料能
够从废水中去除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和病原体，这种物质很
容易与污染物或具有这种捕获特性的其他材料结合。

然而，作者表示，尽管贻贝的特性激发了许多研究，
但在应用于现实世界之前，仍然需要克服挑战。对于贻贝
仿生材料（如聚多巴胺等）的结构—性质关系、氨基酸分
子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对材料黏性的影响等问题，科学家
仍在不断探索中。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寻找低成本、稳定和安全的聚多
巴胺替代品，如多酚，克服这些挑战。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开发糠醇制备
航空超级燃料新路线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李广亿）近日，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催化与新材料研究中心李宁研究
员、张涛院士团队，开发了两条通过木质纤维素平台化合
物———糠醇制备可再生 JP-10 高密度燃料的新路线。相
关成果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

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合成可再生航空燃料是国际生
物质催化炼制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已有的木质纤维
素航空煤油报道主要集中在合成普通航空煤油方面。
JP-10 燃料是一种经典单组分高密度航空燃料。与普通航
空煤油相比，JP-10 燃料在密度、冰点、热安定性等方面都
具有明显的性能优势，因而也被称为“超级燃料”。JP-10
燃料通常由化石来源的环戊二烯制备，价格较高（约 7091
美元 / 吨），且由于原料资源有限，因而无法在民航中得
以广泛应用。

糠醇是从农林废弃物中半纤维素部分获得的一种重
要的化学品，迄今已有几十年的工业化生产历史。

研究人员开发了两条以糠醇为原料合成 JP-10 燃料
的新路线，可获得大约 65%的收率（以碳计算）。经过初步
经济分析，该生物质路线获得的燃料的成本低于 5600 美
元 / 吨。根据国外文献报道，未来糠醇的价格有望降至
400 美元 / 吨，届时 JP-10 燃料的成本将可降低至 2900
美元 / 吨以下，有望实现生物质 JP-10 燃料的实际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广东医科大学等

研究揭示怡莱霉素C
抗三阴乳腺癌机制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谢孝东）广东医科大学副
教授张华课题组联合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揭示了从
深海放线菌中分离出的结构新颖、具有较强抗肿瘤活性
的怡莱霉素 C 的抗三阴乳腺癌（TNBC）作用机制。相关
研究近日发表在《血液学和肿瘤学》。

TNBC 是乳腺癌的一个亚型，相比其他亚型，TNBC
易转移、易复发、易产生耐药性，死亡率高。TNBC 的治疗
手段较少，联合化疗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这些药
物的毒副作用及耐药性使其临床应用受限。

“寻找针对 TNBC 的特异性靶向治疗药物，仍然是
TNBC 临床治疗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张华介绍，由于
深海环境独特，生活在深海中的微生物要应对高压、高
盐、低温和寡营养的生存环境，会产生应激调控因子或化
学防御物质，这些物质可以用于抗肿瘤或抗感染药物的
开发。目前，深海微生物及其次级代谢产物已成为新药研
发的重要战略资源和研究热点。

研究表明，跟临床化疗药物阿霉素和顺铂相比，怡莱霉
素 C 对正常乳腺细胞的细胞毒活性较小，而且跟其他乳腺
癌亚型相比其对 TNBC 更具有选择性细胞毒活性，这提示
怡莱霉素 C 具有可以开发为临床化疗药物的潜力。

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低浓度的怡莱霉素 C 可以促进
TNBC 细胞的凋亡，并可以明显抑制 TNBC 细胞的侵
袭转移。相关通路蛋白机制研究表明，怡莱霉素 C 可以
通过抑制 IL-6 诱导的 STAT3 的磷酸化，降低其细胞核
内磷酸化二聚体的水平，进而可以调控下游的 caspase
凋亡通路蛋白表达诱导 TNBC 细胞的凋亡，同时下调
转移和侵袭通路相关蛋白表达而抑制 TNBC 细胞的迁
移和侵袭。

该研究为开发针对 TNBC 的靶向药物奠定了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研
究中心大熊猫“珠珠”于 7 月 10 日产下一对
龙凤胎，老大雄性出生体重 122 克，老二雌
性体重 170克。

据介绍，“珠珠”于今年 3 月 27 日接受
人工授精，输入的是大熊猫“乔乔”的冷冻精
液，本次妊娠期 105天。目前，“母子”各项指
标正常。“珠珠”2000 年出生，今年 19岁，属
于高龄“产妇”，在中心共计繁殖 5 胎 6 仔。

张行勇

赵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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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鸟长趾“钓”虫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