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国内专利商标申请同比双增长
本报讯（记者李晨）7月 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召开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
言人胡文辉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专利、商标
申请同比实现双增长，市场主体国内申请持续恢复
并向好，向外申请布局稳步较快推进。

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 68.3万件；共授权
发明专利 21.7 万件。我国商标申请量为 428.4 万
件；商标注册量为 262.9万件。

据介绍，上半年，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
授权量排名前 3的企业依次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772 件）、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1925
件）、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432件）。从
申请人类型来看，国内企业占据了申请主体地位，
对申请增长的贡献最大。发明专利申请量较大的企
业已经成长为自主创新的领军企业。

今年上半年，全国专利商标质押金额 853 亿
元，同比增长 45%，质押项目数 4678 项，同比增长
52%。其中，专利质押金额 651亿元，同比增长 61%，
质押项目数 4171项，同比增长 54%。知识产权正在
从看不见的无形资产变为企业发展的有形资本。

在国际方面，上半年，中国申请人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交 PCT国际专利申请 2.68万件，同比增
长 20.7%；提交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3875件，
同比增长 36.0%，均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我国市
场主体的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意识不断增强、布局情
况稳步发展。
“这表明，面对疫情冲击带来的形势变化，我国

企业对国外市场前景依然保有信心，坚持以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稳妥有序推动‘走
出去’。”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葛树说。

几种开红花的植
物：（A）马缨花（鸟类传
粉）；（B）郁金香（甲虫
传粉）；（C）密花滇紫草
（蜂类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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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开展科研诚信建设专题培训

本报讯（记者丁佳）7月 9日，为进一步提高中国
科学院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水平，提升中科院科研诚信
专员队伍的案件调查处理能力，中科院以线上会议形
式组织开办了 2020年科研诚信建设专题培训班。

培训班邀请了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
司诚信建设处调研员史昱授课，对国家层面科研
诚信建设的制度规范进行了解读；还邀请了复旦
大学教授唐莉讲授科技论文的撤稿与科研不端
之间的关系。部分中科院院属单位交流了其科研
诚信建设中的做法。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今年该培训班首次采用了
线上培训方式，并对培训内容进行了优化，遴选了

中科院各单位、各位诚信专员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急
需提高业务水平的内容，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主办方希望通过此类培训，切实提高中科院科研诚
信专员队伍的业务水平，以扎实的体系建设不断提
升本单位科研诚信治理能力。

中科院各分院、研究所科研诚信管理部门负
责同志及诚信专员 45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中科院新一届科研道德委
员会成立以来的第五期培训。在过去两年中，中科
院每年都举办两期培训。在经过 2018、2019两年共
4期专题培训后，中科院已实现第一轮院属单位科
研诚信培训全覆盖。

本报讯 线粒体是细胞关键的能量产生结
构。借助一种特殊的细菌酶，研究人员实现了对
线粒体基因组的定向改变。此前，即使是流行的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工具也无法做到这一
点。相关论文 7 月 8 日发表于《自然》。

这项技术建立在一种被称为碱基编辑的超
精准基因编辑技术之上。它可以让研究人员开发
研究新方法，甚至治疗由线粒体基因组突变引起
的疾病。这种疾病通常由母系遗传，会损害细胞
产生能量的能力。与细胞核基因组相比，线粒体
基因组中的基因数量较少，但这些突变仍会损害
神经系统、肌肉，以及心脏。对于遗传了这些突变
的人而言，结果可能是致命的。

据《自然》报道，研究这类疾病一直很困难，
因为科学家无法制作与人类线粒体基因组有同
样突变的动物模型。最新技术标志着研究人员第
一次做出了这种有针对性的改变。“这是一个非
常令人兴奋的进展，有了修改线粒体基因组的能
力，我们就可以解决之前无法弄清的问题。”美国
迈阿密大学线粒体遗传学家 Carlos Moraes说。

CRISPR-Cas9 可以让研究人员在几乎所有
生物体内根据需要调整基因组。该工具使用一段
RNA 将 Cas9 酶引导到目标 DNA 区域，它对细
胞核中的 DNA 很有效，但研究人员无法将 RNA
传送到被膜包围的线粒体中。

2018 年底，博德研究所化学生物学家 David
Liu 收到华盛顿大学微生物学家 Joseph Mougous

的邮件，后者发现了一种奇怪的
酶。它是由伯克霍尔德菌构成的毒
素———当它遇到 DNA 碱基 C 时
会将其变成 U。因为 U 在 DNA中
并不常见，表现得像一个 T，复制
细胞 DNA 的酶会将其复制为 T，
从而有效地将 C 转化为 T。

之前，Liu 也在碱基编辑中利
用了类似的酶，但这些胞苷脱氨酶
通常只作用于单链 DNA，研究人
员必须依靠 Cas9 酶打破人类的双
链 DNA，创造出一个未缠绕的单
链 DNA 区域，让酶发挥作用。而
Mougous 发现的新酶 DddA 能直接
作用于双链 DNA。于是，Liu 和
Mougous 推断，DddA 能到达线粒
体基因组。

但是，要把 DddA 变成一种基
因组编辑工具，研究人员首先需要
“驯服野兽”———修改双链 DNA 的
能力也使这种酶能致命，因为如果
被释放出来，它会改变遇到的每一
个 C。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研
究小组将这种酶分解成两部分，只
有当它们正确结合在一起时，才能
改变 DNA。为了控制这种酶改变
的 DNA 序列，研究小组将 DddA
的每一半与蛋白质连接，这些蛋白
质被设计成与基因组中的特定位
点结合。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距离
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
最初的研究发现很少有脱靶情
况———这是 CRISPR-Cas9 基因编
辑中的一个常见问题，但还需要对
不同细胞类型进行更多研究。

这项技术可能补充现有的预
防或治疗线粒体疾病的方法。英国剑桥大学线粒
体遗传学家 Michal Minczuk 表示，最新的编辑方
法能使研究人员在线粒体缺乏足够的正常基因
拷贝的情况下纠正突变。尽管离医学应用还很遥
远，但这项技术极大地加快了研究进程，这是一
个惊人的进步。 （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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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蓝色）是产生能量的细胞器。
图片来源：CNRI

生物人工肝为肝衰竭治疗提供新方案
本报讯（记者黄辛）7月 9日凌晨，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鄢和新、翟博、俞
卫锋教授团队等与上海赛立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在《科学—转化医学》上发表最新
研究成果。该研究突破了生物人工肝的关键
技术瓶颈，为肝衰竭治疗提供了全新治疗方
法和解决方案。

肝脏疾病是世界性难题，全球每年约有
4%的人口死于肝病。而我国是世界上肝病最
严重的国家，有接近 4亿的肝病患者，每年新
增肝衰竭患者 30万至 50万，且患病人数不
断增多。

然而，长期以来，肝衰竭的治疗方式有
限。该论文通讯作者之一鄢和新向《中国科学
报》介绍，“以往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肝移
植，但我国每年肝移植手术仅 6000余例，供

需数量悬殊。近年来，也有物理人工肝的应
用，其和肾脏透析的原理类似，但肝肾工作原
理并不相同，因此治疗效果有限。”
“生物人工肝（BAL）的基本原理是将患者

血浆通过体外循环与生物反应器中的人肝细
胞进行物质交换，短时间替代肝脏工作，并促
进受损肝脏再生修复，可帮助部分肝衰竭患
者恢复肝功能而不再需要肝移植。”鄢和新
说，“对于等待肝移植的严重肝衰竭患者而
言，可以帮助其维持生命，以此作为肝移植过
渡的桥梁。”

肝细胞和反应器是 BAL 的两大核心要
素。研究团队利用小分子重新编程技术将人
原代肝细胞转化为可以快速增殖的肝前体样
细胞（HepLPCs），不仅解决了原代肝细胞在体
外无法长期扩增的瓶颈问题，而且其蛋白合

成功能、尿素生成、氨清除和促肝再生因子分
泌功能较传统人工肝细胞也有显著提高，由
此建立了全新的、可持续扩增的功能性人肝
细胞株。

翟博介绍，该团队将人肝细胞与反应器模
块创新组合，设计出气液交互式新型生物人工
肝支持系统（Ali-BAL），克服了以往反应器交换
效率低、培养成本高、周期长、细胞无法形成 3D
结构等缺点，使得 BAL性能大幅提升。

据悉，将 Ali-BAL 系统应用于药物诱导
的 18头肝衰竭小猪模型的治疗，证明了该
系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病理结果显示，
Ali-BAL具有促进肝脏再生和肝功能自体恢
复的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水稻基因靶向敲入效率增高方便育种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研究员朱健康团队采用修饰后的 DNA
片段作为供体，在水稻上建立了一种高效的片
段靶向敲入和替换技术，高达近 50%的靶向敲
入效率将极大地方便植物的研究和育种。相关
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生物技术》。

此前，CRISPR/Cas介导的植物基因组定
点敲除技术只能在基因组特定位点产生随机插
入和删除，精准的片段插入和替换的效率一直
很低，极大地限制了其在植物研究和育种上的
应用。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更高效的植物基因组
片段插入和替换技术体系。

朱健康研究组通过尝试，发现将供体片段

同时进行硫代修饰和磷酸化修饰后，能极大地
增强 CRISPR/Cas9引导的靶向敲入效率。研
究团队先后在 14个基因位点上成功靶向敲入
了各类调控元件，包括翻译增强子、转录调控元
件，甚至整个启动子，供体片段最长达 2049bp。
通过对 1393株各类 T0代基因编辑水稻植株的
分析发现，该方法的敲入效率可高达 47.3%，平
均效率为 25%。如此高的敲入效率甚至可以同
时在四个位点上实现多基因靶向敲入。

研究人员预计，该技术的建立将使靶向
敲入成为一项和靶向敲除一样的常规实验，
被各个植物研究和育种单位广泛应用。

同时，研究人员又巧妙地设计了一种片段

精准替换的策略，称之为重复片段介导的同源
重组（TR-HDR）方法。常规的HDR频率极其
低下，但他们在前期的实验中发现，基因组上串
联重复片段间的HDR 频率非常高。他们利用
这一现象，通过将修饰的片段靶向敲入目标位
点，人为制造这种串联重复结构，诱导
TR-HDR去实现片段替换。采用该技术，他
们在五个基因位点上实现了片段替换和原位
的 Flag标签蛋白的精准融合，效率最高达到了
11.4%。这一技术突破将有助于植物学研究，并
促进农作物定向遗传改良的进程。 （岳阳）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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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广立）7月 9
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员彭承
志等创办的“科大国盾量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
量子）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科
创板“量子通信第一股”。上市
后，国盾量子也成为国内外首个
独立上市的量子通信科技公司。

国盾量子技术起源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
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的量子信息
研究团队。在安徽省政府和合肥
市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
政策之下，国盾量子于 2009年 5
月成立，是国内最早一批探索量
子信息技术产业化的公司。

作为国际上量子信息和量
子通信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
一，国盾量子创始人之一潘建
伟是该领域拥有重要国际影响
力的科学家。其在 29 岁时与同
事在《自然》发表的有关实现量
子隐形传态的研究，曾与爱因
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
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
志选为“百年物理学 21 篇经典
论文”。

国盾量子方面确认，此次科
创板上市融资将用于投建量子
通信网络设备项目、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等，包括高性能量子密钥
分发（QKD）技术、实用化星地量
子通信系统研究和量子通信芯
片化技术等。

目前，有着中国科学院“血
统”的上市公司已涉及人工智

能、超导、大数据等多个领域。国盾量子的出
现，将中国科学院系上市公司的领域范围扩
张至量子信息技术领域。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研究发现红花“色号”分布规律
姻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

为实现传粉、繁殖，植物进化出各种色彩的
花来吸引传粉者。其中，自然界红色花的“色号”
之多令人称奇。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通过定量的色彩研究发现，自然界红花的“色
号”表现出一定的生态和地理规律。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于《植物学年报》。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牛洋表示，对于传粉而言，有意义的往
往并不是花的颜色本身，而是它与背景的反差是
否醒目。研究发现，鸟媒花的“红色”既能够有效
将信息传递给合适的传粉者，又能够回避低效访
问者及取食者。

不同的红花“色号”

很早之前，有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自然现
象，鸟媒花多为红色，而红色的花也多为鸟媒

花。目前，主要有两种假说解释红色在鸟媒花中
的作用：吸引鸟类和回避蜂类。

牛洋表示，吸引假说认为红色在鸟类看来更
加醒目，可以更好地吸引鸟类传粉者。而对鸟媒
花而言，蜂类的传粉效率通常很低，而且蜂类的
盗蜜、盗粉行为会降低植物的繁殖成效，所以回
避假说认为红色是为了回避蜂类。

其实，从视觉的角度分析，这两种假说都合
理。鸟类为四色色觉动物，除紫外光 /蓝紫光、蓝
光和绿光受体外，还具备红光受体，这让它们能
轻松地找到红色目标。而蜂类为三色色觉动物，
仅有紫外光、蓝光和绿光受体，缺乏对红光敏感
的受体，因此处理红色信号的能力较差。特别是
在自然环境中，蜂类要从绿叶背景中找出红色目
标很困难。

事实上，红色花包含着丰富的“色号”，其
中一些人类无法用肉眼区分。论文第一作者、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生陈哲告诉
记者，这些红花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纯
红色”，反射仅出现在长波段；另一类可称为
“非纯红色”，除长波反射外，还在短波段有一
个较弱的副反射峰。这些短波反射可能会刺激
到蜂类的紫外光、蓝光受体，帮助它们找到这
些“红色”目标。虽然这些目标被称之为“红
色”，但在蜂和鸟等对紫外敏感的动物眼中，这
类色彩其实已经不是“红色”了。
“并非所有红花都由鸟类传粉，也有蝴蝶、

甲虫甚至蜂类传粉的红色花。这些类群的花
色特征可以为理解红花的进化提供线索。”陈

哲说。
自然界中蜂媒的红花非常少见。研究人员推

测，为了便于让蜂类传粉者定位，这些蜂媒红花
的副反射峰会更显著，而鸟媒红花则不一定具有
此类特征，这也恰恰能够证实蜂媒和鸟媒红花的
“色号”可能存在差异。

此外，牛洋等人还发现新、旧世界传粉鸟类
的色觉系统是有差异的，旧世界（亚、非、欧及澳
洲）的主要传粉鸟类太阳鸟比新世界（美洲）的主
要传粉鸟类蜂鸟对紫外光更敏感。他们推测，这
有可能导致新、旧世界鸟媒红色花的“色号”发生
分化。 （下转第 2版）

7月 6日一早，生态摄影师何海燕等
人来到位于德宏州盈江县的云南铜壁关
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中，观测到双角犀
鸟雏鸟开始从树洞里的巢穴中探出头来。

据盈江观鸟协会介绍，目前德宏州境
内已有双角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冠斑犀
鸟的孵育观测记录，观测到的犀鸟数量约
为 200只。

图为双角犀鸟成鸟给巢穴内的雏鸟
喂食。 新华社发（朱边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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