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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琦）9 月 12 日
11 时 26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使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成功
将 5 米光学业务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该卫星可有效获取宽幅高光
谱及多光谱数据，进一步完善自
然资源卫星观测体系，并将与后
续系列卫星组网，形成全球领先
的业务化对地光谱探测能力。

5 米光学业务卫星为我国空基
规划中的重要型号。该卫星运行于太
阳同步轨道，设计寿命 5 年，通过所
搭载的两台相机，可有效获取 115 公
里幅宽的 9 谱段多光谱数据以及 60
公里幅宽的 166 谱段高光谱数据，其
中全色谱段分辨率可达 2.5 米、多光
谱为 10 米、高光谱优于 30 米，高光
谱载荷可见近红外和短波红外光谱
分辨率分别达到 10 纳米和 20 纳米。

据了解，5 米光学业务卫星在
承接 02C 卫星能力的基础上，从姿
态机动、图像质量等方面全面提升了
卫星的功能性能。其中，多光谱谱段
由 4 个扩展为 8 个，并将幅宽增加一
倍；高光谱相机充分继承“高分五号”
高光谱相机成熟技术，信噪比等部
分核心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5 米光学业务卫星作为我国自
主建造并成功运行的首颗民用高
光谱业务卫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
础设施中新型对地观测卫星发展
的又一重要成果，在生态环境监
测、土壤质量评估、地质矿物填图、
地表水和冰川监测等方面将发挥
重要作用。

该卫星投入使用后，将与高分
五号卫星开展协同观测，并将与后
续卫星组成在陆地资源中分卫星

星座，进一步提升覆盖与重访能力。随着国家
《空基规划》《陆海规划》的逐步落实，预计到
2025 年，自然资源领域将陆续建成陆地中分星
座、高分星座等，涵盖全色、多光谱等载荷，形成
全天候、全谱段遥感数据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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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冬天，干旱、寒
冷、多风，平均温度可以达到零下 20℃，极端低
温可达零下 42℃。不少动物都会选择冬眠来度
过这样的冬天。但一种只有巴掌大的小型啮齿
动物———布氏田鼠，不仅不肯冬眠，还发展出了
一系列对抗低温的生理机制。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王德华课题组，多
年来一直探究布氏田鼠的生理适应调节机制。
近来他们发现，这种小动物不仅依靠穴居抱团、
囤粮养膘来对抗严寒，就连肚子里的肠道微生
物，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日前，他们在《国际微生
物生态学会会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揭示了肠
道菌群在布氏田鼠体温调节和代谢产热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

肠道菌群介导低温适应

研究人员发现，在 4℃左右的空调房里待
过 4 周后，布氏田鼠除了出现体重下降、摄食量
增加、产热能力增强等常规反应外，它们肠道菌
群的组成和比例也发生了改变。

“这是意料之中的。”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
动物所研究员王德华告诉《中国科学报》，“很多
科学家已经证实，低温环境会改变小鼠肠道菌
群，同时这种改变与小鼠的能量代谢表型，如体
重、摄食量、褐色脂肪组织线粒体解偶联蛋白 1
的表达等，密切相关。”

研究人员显然不满足于此，接着，他们给
一些田鼠饲喂抗生素，部分消除它们自身携
带的肠道微生物。然后将这些“无菌田鼠”分
组进行菌群移植，一部分植入居住在温暖环
境中的田鼠肠道菌；另一部分植入居住在寒
冷环境中的田鼠肠道菌。结果发现，尽管这些
田鼠接下来都一样生活在室温环境下，但移
植了低温菌群的动物产热和摄食量都明显高
于移植常温菌的动物。

结合药理学实验，他们确证来自低温田鼠
的菌群能通过激活去甲肾上腺素—PKA 信号通
路，促进褐色脂肪组织线粒体解偶联蛋白 1 的
表达，从而增强动物的产热能力，帮助它们渡过
寒冷难关。

“我们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肠—脑’之
间可以相互作用，来调控动物对寒冷环境的适
应能力。”论文第一作者之一、博士研究生薄亭
贝说，“像布氏田鼠这样的非冬眠小型哺乳动
物，跟它们的肠道菌群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协同
进化机制。”

有趣的是，由于恒温动物的肠道内温度环
境也比较稳定，人们通常认为它们的肠道菌群
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温度影响。甚至有人提出，
低温下哺乳动物的肠道菌群发生改变，可能仅
仅是因为“天冷吃得多”。而这一次，研究人员终
于确认，在摄食量不变的情况下，低温环境可以
直接导致肠道菌群的改变。

肠道菌研究大有可为

近年来，肠道菌群的研究越来越热。由于种
种原因，对人类的肠道菌群研究要显著多于对
野生动物的研究。

“的确，人体肠道菌群的研究与医学应用联
系更紧密，但动物研究由于实验设计更灵活、机
理挖掘更充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王德华说。

这是他们课题组第二项围绕布氏田鼠及
其肠道菌群的研究。在 2018 年发表于《微生
物组》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指出，布氏田鼠“抱
团取暖”的聚群行为不仅能减少热量散失，还
能降低体内核心温度，从而降低个体的能量
需求。

更有趣的是，“抱团”还能促进肠道中有益
菌的增加，这些有益菌能产生更多短链脂肪酸，
为宿主提供能量来源。

“仅仅是和同类挤成一团，就能降低能量
需求、降低摄食量，似乎是一种很好的减肥途
径。”该论文作者之一、动物所副研究员张学英
笑道。

张学英说，聚群行为如何促进有益菌生长、
如何降低能量需求，“这是个令人着迷的问题”。

王德华表示，未来课题组会花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探索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的相互关系
及其对宿主生理功能的调节机制。

提供减肥新思路

在这几项研究中，“褐色脂肪组织”扮演的
角色引人注目。这是普遍存在于哺乳动物体内
的一种高度特化的产热组织。大家通常所说的
脂肪———白色脂肪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储存过剩
的能量；而褐色脂肪组织的主要功能则是产热
和调节体内营养平衡，防止动物过度肥胖。

近年来的肥胖机理研究中，褐色脂肪组织
是不折不扣的“明星”研究对象。那么，这些有关
肠道菌群和褐色脂肪组织的研究，是否能为现
代人非常关注的“减肥”问题提供一些启示呢？

该研究证实，低温暴露虽能刺激褐色脂肪
组织代谢，也会导致过度摄食。如果能结合低温
环境和饮食控制，则有可能达到减肥功效。

研究表明，将寒冷环境下小鼠的肠道菌群移
植到无菌小鼠中，无菌小鼠发生了白色脂肪组织
的褐变，部分白色脂肪细胞转化成米色脂肪细胞

（白色与褐色间的过渡态），从而加快了脂肪燃烧。
“从人类的角度来讲，没有必要为了减肥而

故意去承受寒冷。但是这些研究提示我们，或许
可以模拟寒冷环境下肠道微生物的变化情况，
通过植入某些特异菌种来改善肠道菌群的功
能，从而达到减肥的功效。”王德华说。

相关论文信息:

肠道菌群或可帮你御寒，甚至减肥
■本报记者李晨阳

简讯

本报讯（记者黄辛）“‘灰色地带’的不端行
为是科研失信最严重的地方，必须引起足够重
视，‘重拳’出击。”日前，在由上海市科技工作
党委、市科委、市教委、市科协联合举办的“科
研诚信与创新”培训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说，“治理学术不
端关键在于监管。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
构，将极大推动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蒲慕明在报告中说，尽管伪造、不忠实、剽
窃等违规行为后果很严重，但曝光概率并不
高。蒲慕明认为，科研失信现象屡有发生，关键
是对学术不端者的处罚力度不够。他说：“交通
法规明令禁止闯红灯，如果有人闯了红灯却没
有得到相应惩罚，那么心存侥幸的闯红灯者就
会越来越多，科研失信亦是如此。”

同时，处于“灰色地带”的学术不端行为是
蒲慕明一直关注的领域。“灰色地带”，存在很
大的界定模糊性，不同科研人员有不同的理解
和认识。这才是科研失信最多的地方。“帮助科
研人员认清科研诚信‘灰色地带’和陷阱，才能
避免滑向科研不端的深渊。”

对于科学研究中的不诚信行为，全世界是
有基本共识的。2000 年美国颁布了《关于科研
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明确了科研不端行为
仅限于 FFP，即伪造（Fabrication）、不忠实（Fal-
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并规定了判断标
准。今年年初，上海发布了科改“25 条”，给予科
学家更多自主权。8 月 23 日，上海在全国率先
发布《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投诉举报的调查处理
办法（试行）》，明确了不端行为的界定、投诉举
报的渠道、查处的规则和程序，以及对举报人

和被举报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等。这被视为遏制
科研失信的一记“重拳”。

“关键是规则的监管及问责机制能否在科
研单位真正落实。”在蒲慕明看来，对于科研失
信，已经出台的条例、法规、管理办法可以在短
期内给予相关人员惩罚，但从长远看，还是要
各方携手建设科研诚信文化，做负责任的科
研。只有这样，才能让科研人员处理好科研诚
信与创新的关系，秉持严谨治学的科研态度，
在心里筑起牢固的科研诚信防线。

“科研诚信是一种文化。”蒲慕明特别强
调，当科研群体普遍缺乏对科研诚信的认同、
回避自己的责任时，群体中的科研行为“灰色
地带”就会增长；而当科研圈里大部分人都严
格对自己的数据负责、对论文负责时，学术不
端行为就会大幅减少。

万余株巨柏将回归野外

本报讯 日前，巨柏野外回归种群恢复工程
在西藏林芝市朗县金东乡启动。按照由北京林
业大学协助制定的巨柏回归野外方案，该工程
将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将 13000 株巨柏引入
适合它生长的自然环境中。

据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介绍，目前
巨柏以古树大树占优势，自然界中古树级的
大树约在 3500 株。巨柏林下更新受立地条件
和降水限制，难以实现天然更新及维系种群
数量和质量。幼树幼苗时有出现，但没有幼
林等优势群落，亟待人工促进恢复和维持。
此次回归的巨柏有 7 年生、5 年生、3 年生等
不同苗龄，将有效增加巨柏野外种群数量。

（温才妃）

《鼎湖山野生植物》出版发行

本报讯 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黄忠
良、叶华谷、王瑞江，副研究员欧阳学军以及宋
柱秋博士等主编的《鼎湖山野生植物》一书近
日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鼎湖山野生植物》一书为鼎湖山自然保
护区成立以来第一本全面介绍植物种类的彩
色图鉴，共收集了保护区常见野生植物共
178 科 707 属 1320 种，每个种均提供了主要
识别特征描述，并配有能反映植物主要特征
的照片。

该书可为科研工作者开展野外调查提供
重要的植物识别信息，也为植物资源保护的管
理部门人员提供基础资料，并为植物爱好者和
普通群众认知本土植物提供重要参考，是人们
了解鼎湖山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朱汉斌）

中日青年精英夏令营
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本报讯 9 月 14 日，中日青年精英夏令营
开放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中日大学生及专
家学者围绕“我看中国、我看日本”“中日友好
与自身的关系”等专题进行同台交流，开展热
烈讨论。

本次夏令营的课程经精心设计，颇具特
色：注重理论学习和实践、文化课程的巧妙结
合，不仅有喜闻乐见的八卦掌、书法和乒乓等
兴趣课程，还有深入街道社区与市民交流垃圾
分类、参观青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了解中国社会
对弱势人群的关爱、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
体验等特色实践活动。 （黄辛）

山西将选拔
150名学术技术带头人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山西省人社厅获悉，
今年该省将选拔 150 名学术技术带头人，入选
者可获得由省专项资金一次性发放的特殊津
贴，并且今后选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
员、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及后备人选，
将优先从学术技术带头人中推荐产生。

这次选拔对象为企事业单位（含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在职的专业技术人才。参选者应具
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学术技术水平在本领域学
科处于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位置，且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 （程春生）

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
兰州办公室成立

本报讯 9 月 15 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兰州办公室挂牌仪式在兰州大
学举行。甘肃省科技厅厅长史百战，兰州大学
校长严纯华院士，二次科考首席科学家、中科
院院士姚檀栋，中国科学院青藏所所长、中科
院院士陈发虎等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据介绍，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兰州办公室设在兰州大学，是根据第二次
青藏科考的战略需求，定位于全方位服务保
障功能布局建设的。办公室下设高原科考及
野外生存实训部、成果转化评估中心、物资中
转服务保障部等部门，为第二次青藏科考提
供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及物资中转等综合服务
保障。 （刘晓倩）

陕西去年研发投入排全国第七

本报讯 日前，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发布《2018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
报》。2018 年，全国共投入 R&D 经费 19677.9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71.8 亿元，增长 11.8%；
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2.19%，比上年提高 0.04
个百分点。

据陕西省科技厅信息，陕西 2018 年 R&D
经费 532.4 亿元，比上年增加 71.5 亿元，增长
15.5%；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2.18%，排名全国
第七，比上年提高 0.08 个百分点。 （张行勇）

科学家科普面对面和你“聊月”

本报讯 近日，“科普中国—科学大咖面对
面”第六讲活动在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
聊“玉兔”、话“嫦娥”，从中国月球探测的进
展 、嫦娥四号软着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月
球取样返回、火星探测、太阳系探测五个方面
进行了科普。

该活动由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主办，来
自九三学社、门头沟区中小学、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永定分校的师生等 200 名听众与会。

（卜叶）

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

须认清科研诚信“灰色地带”

本报讯（见习记者任芳言）“生命是非线性
的，我们却用线性的方法去分析。病人是异质
的，治病方法却是同质的。病情是变化的，我们
却固化地分析，这不是有问题吗？”2019 深圳 BT

（生物技术）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
明 40 分钟的报告，让在座观众鼓掌 29 次。

近日，2019 深圳国际 BT（生物技术）大会
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在以“反向医学研究”为
主题的演讲中，樊代明介绍了运用反向医学理
念的例子：老药新用和整合用药。

“比如阿司匹林，最初发现治疗疼痛很好，
后来发现可用于大肠癌的治疗，现在发现治疗
不孕症也有效。”谈到整合用药时，樊代明举了
一个“川菜和粤菜”的例子，“厨师面前一样的
调料，做出来的是川菜还是粤菜，完全是因为
调料多少、火候等不同。医生也是一样，先根据
病人情况开药，再调整”。

樊代明还勉励在座的年轻人，不应该“千人
一方”，更不应只相信权威的理论和方法。“要想
有所成功，只能‘走绝路’。什么是‘绝路’？是自己

开辟的、很少有人走的路，这样才能成功。”
发展生物技术，不只理念要革新，还应认清

自身定位。在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新药创制的
机遇与挑战”议题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提到，改革开放 40 年后，华为、腾讯等 IT 界代
表性企业发展起来了，“但医药界的‘华为’什
么时候产生？大的跨国医药公司能不能在中国
产生？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未来肯定会产生这
样的公司”。

蒋华良还表示，现在国内大部分药还是模
仿性创新，原始创新的药物太少，在重大新药
创制方面，我们有“点”的突破，但“面”上跟发
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

本届大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科技部中国
生物技术发展中心指导，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
创新中心、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

2019 深圳 BT（生物技术）大会召开，专家指出

医学研究敢于走“绝路”

9 月 12日，随着灯光缓缓开启，位于
临港的上海天文馆首次被“点亮”，其主
体建筑及景观揭开神秘面纱，在夜幕中
熠熠生辉。

当晚，数道灯带齐绽光芒，主体建筑
映入眼帘，圆洞天窗、倒转穹顶和球幕影
院这三个圆形元素构成的“三体”结构，
以椭圆形的建筑形态构成的“天体运行
轨道”，诠释着天体运行的基本规律。

球幕影院的灯光展示从闪耀的星光
白到深邃的星空蓝，主体建筑外的 4 条
螺旋形步道随着灯带的照耀向外层层延
伸，象征星系的旋臂，让人沉浸在星空美

学中。
2016 年 11 月开工以来，上海天文

馆因为几乎所有混凝土和钢结构都采用
不规则形状，对整体建设提出了各种挑
战。如国内首例长 3 米、跨度 61 米的钢
结构大悬挑、“悬浮”于混凝土壳体上方
直径 29 米的球幕影院、仅少量点支撑的
200多米长旋转步道以及直径 40米的倒
转穹顶等。

上海天文馆建筑灯光联动调试，标
志着建安工程基本竣工，转入展示工程
全面建设阶段，预计 2021 年择期开放。

本报记者黄辛报道通讯员孙乐琦摄影

上海天文馆试灯点亮星空

上海天文馆主体建筑夜景 银上海天文馆鸟瞰 银上海天文馆主体建筑外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