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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举行

本报讯近日，2021年“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暨“人工智
能与水下机器人高峰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大赛由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连市人民政府、鹏城实验室共同主办。

大赛邀请 9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近百名知
名专家学者聚焦探讨海洋强国和蓝色粮仓产业需求。赛事
共吸引 20支队伍参加现场比赛，1200余人参加线上比赛。

最终，大连理工大学 OurEDA队获人机协同抓取组一
等奖；大连海事大学海鹰队、大连理工大学 OurEDA队获自
主抓取组二等奖，受恶劣天气影响，该组别一等奖空缺。

（卜叶）

首届“怀柔论坛”聚焦
生命健康与生物医学成像

本报讯 10月 9日，北京大学联合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举办的首届“怀柔论坛”开幕。论坛主
题为“生命健康与生物医学成像”，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150
余人参加论坛。

与会各方参观了怀柔科学城材料基因组平台，考察了多
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建设现场。随后，各位专家学
者进行了 4场大会学术报告与圆桌讨论，探讨如何依托先进
的生物医学成像研究设施，发现和探索关键核心科学问题，
促进成像技术与基础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尤其是精准医学等
领域的交叉融合，推动后续原创性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以及技
术创新的开展。

据悉，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建设用地 100
亩，预计 2024年竣工。北京大学联合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建设任务。 （崔雪芹）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

找到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原始创新药物靶标

本报讯（见习记者田瑞颖）近日，中科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李静雅课题组与谭敏佳课题组，联合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高鑫 /夏明锋团队，揭示了非酒精性脂
肪肝病（NAFLD）的线粒体稳态失衡新分子机制，为非
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的创新药物研发提供了原始
创新药物靶标以及可能的干预手段。相关成果发表于
《细胞—代谢》。

近年来，NAFLD及 NASH在全球快速蔓延，尚未
有明确靶向与显著疗效的药物上市。

线粒体稳态平衡对于细胞能量代谢及信号通路调
控起决定性作用。多项研究表明，线粒体功能相关基因
如 Drp1、OPA1、Cpt1a等均存在多个剪接子，其活性
差异与剪接型序列相关。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首次揭示了死亡相关凋
亡诱导蛋白激酶 DRAK2通过 RNA剪接因子 SRSF6
通路导致线粒体相关基因（包括 mtDNA 聚合酶
POLγ2）的可变剪接异常，并且充分论证这种线粒体
功能相关基因的可变剪接异常是 NAFLD发生发展的
关键病理分子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简讯

发现·进展

西湖大学

揭示 B细胞在脑膜中
是怎样被筛选的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徐和
平课题组与何丹阳课题组揭示了一条 B淋巴细胞在脑
膜中进行发育和阴性筛选的全新途径。10月 8日，相
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免疫学》。

B细胞是人体或动物体内能够产生抗体的一群细
胞。目前，人类或动物可以通过注射疫苗来抵抗各种传
染病，这主要归功于 B细胞识别出致病微生物后产生
的免疫记忆和其形成的能够分泌抗体的浆细胞。

传统观点认为，免疫系统中的免疫细胞进出中
枢神经系统会受到严格控制，不能轻易进入中枢神
经系统。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作证实在大脑的脑
膜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免疫细胞，包括 B
细胞。
针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异表达而在骨髓中不表达的

蛋白的自身反应性 B细胞，是如何在中枢神经系统中
维持免疫耐受，从而避免自身免疫病发生的呢？

研究团队首先利用小鼠模型分析脑膜中 B细胞的
分子特征，发现除了成熟 B细胞以外，小鼠脑膜中主要
含有处于早期发育阶段的 B细胞。而教科书中的经典
理论认为，这些早期发育 B细胞在成年哺乳动物体内
只稳定存在于骨髓之中。

为明确脑膜发育 B 细胞不是小鼠模型特有的现
象，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猕猴的脑膜 B细胞。研
究结果证实猕猴这一高等灵长类动物脑膜中也存在处
于不同发育时期的 B细胞。经过近两年的研究，研究团
队揭示了脑膜中存在一条保守的早期 B细胞发育途
径；在脑膜中识别了中枢神经系统自身抗原的发育 B
细胞会经过阴性筛选进而被清除，以确保形成一个无
自身反应性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微环境。

上述研究修正了当前教科书中关于 B淋巴细胞发
育与筛选的理论知识，对于 B淋巴细胞发育筛选相关
基础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南海夏季海洋热浪
平均持续时间快速增加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付恬）中科院南海海
洋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在团队首次研究并发现南海夏季
海洋热浪的时空分布、变化及其物理机制。相关研究近
日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学杂志—海洋》。

海洋热浪是指发生在海洋中的极端高温事件，定
义为海表温度至少连续 5天超出气候平均态 90百分
位阈值。海洋热浪在时间上可持续数天至数月，面积可
达几平方公里至数千平方公里，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
严重威胁。

该研究表明，南海夏季海洋热浪总天数和平均持
续时间的高值区主要位于南沙群岛和北部湾海域，并
在近 40年中呈快速增加趋势，分别可达近 3天 /10年
和 1天 /次 /10年。机制研究表明，夏季西北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异常增强并西伸，导致南海夏季风减弱，进而
导致越南南部上升流减弱甚至消失。没有上升流及其
匹配的东向流的冷水输送后，南海中、南部海域迅速升
温，从而引发严重海洋热浪事件。
“南海海洋热浪事件导致了 2010年以来南海珊瑚

礁白化现象不断出现，特别在 2020年夏季，我国南海
北部湾、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海域均出现了严重的珊
瑚礁白化事件。”王春在对《中国科学报》表示。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是激发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异常增强并西伸的重要原因，但太平洋、印度洋和大
西洋三大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以影响西北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及对流层低层的反气旋，该反气旋不仅对我国
夏季降水有重要影响，还可以改变南海大气环流和热
力因子，反过来影响海洋热浪。

王春在说，全球变暖背景下，未来三大洋相互作用
的持续研究是预测、预报南海夏季极端海洋热浪事件
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相关论文信息：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揭秘”：

产出一个诺奖需要多少成本
姻本报记者郑金武

10月 4日至 7日，2021年诺贝尔自然科学
奖三大奖项陆续揭晓，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每年的诺贝尔奖成果是如何产出的？中
间有哪些趣事？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在不久前举办的 2021中关村论坛上，美
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 年诺贝
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亲临现场，分析了基础研究之于重大成
果产出的重要性，并分享了获得诺贝尔奖的
一些“小奥秘”。

诺贝尔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
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
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
意料的发现。

他引用神话故事“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
来解释基础科学。斯里兰卡的王子们出海寻
宝，一路上意外发现了很多原本没有去寻求
但很珍贵的东西。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基础
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
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
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否一个国家
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
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
科学？因为我们要教人们如何探索未知，每一
个领域都需要鼓励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
价值所在。”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要积极推
动基础科学的发展。

他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
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
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
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
呢？迈克尔·莱维特以 2015年各国在基础科
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
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产出成本，
在美国是 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
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
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半数获奖者与诺奖得主早有渊源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
奖得主，或者本身就师承诺贝尔奖得主，或者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研究生涯中，认识、共事
于诺贝尔奖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
佩鲁茨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
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
于 1948 年和 1951 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
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
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 DNA 的双螺
旋结构，共同获得 196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

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
特说。2013年，他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
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这也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获得诺贝尔
奖越多的国家 /高校，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
贝尔奖。例如，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凭借充足的
科研资金，吸引顶尖科学家入驻，100多年里
诞生了 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经费支持，一个

团队每年开支大约为 160万美元。我们需要
小的团队———大概 5 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
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选择 20 人的团队规
模。”总结诺贝尔奖的规律时，迈克尔·莱维
特表示。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建议大家找一个

小一点的团队。”他说，“你们应该 2个人组队
或者 3个人组队，最多不超过 5个人组队，做
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
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
做出成果。”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科学研究不能
有太多的官僚作风。“实验室或者任何组
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应该
去除这种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
学。”他表示，“我们做实验申请使用一种化
学试剂时，不会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是否
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只需签上名字就可
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迈克尔·莱维特

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
重要，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持续研究。“所以，高
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
投入。”

“华罗庚星”命名仪式在常州举行

本报讯近日，“华罗庚星”命名仪式在江苏省常州市举
行。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 364875号的小
行星，经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以我国著
名科学家华罗庚院士的名字命名，纪念他为中国现代数学
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据悉，“华罗庚星”是 2008 年 2 月 29 日紫金山天文台
盱眙观测站近地天体望远镜首次发现的，2013 年 6 月获
得国际永久编号，并确认紫金山天文台拥有该天体的发
现命名权。 （沈春蕾）

首个林业领域长三角区域标准发布

本报讯 近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
所牵头编制的长三角区域标准《沿海防护林生态效益监
测与评估技术规程》（DB33/T 310010-2021）颁布并正式
实施。这是长三角一体化标准化工作开展以来首个发布
的林业领域标准。

该标准由浙江省林业局、江苏省林业局、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共同提出，适用于长三角沿海 100千米区域内
防护林生态效益的监测与评估。 （李晨）

13大领域 100项数字化转型需求
在中关村集中发布

本报讯日前，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大会———工业赋能
专场在北京中关村举行。工业赋能专场活动聚焦数字孪生
工厂、智慧能源、智慧物流、工业质检、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等
数字转型应用场景，围绕工业数字化趋势、国有企业数字化
典型案例介绍等议题展开研讨与对接。

会上，《百项数字化转型需求榜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
IOMM标准体系》发布。榜单涵盖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
物流等 13大领域，包含 100项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需求。标
准体系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点，帮助转型者定位自
身数字化水平，明确转型目标和未来方向。
“中关村数字化转型创新联合体平台”在会上正式成立，该

平台是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供需有效对接、供应链互通的数
字化转型对接平台。 （郑金武）

山西为何遭遇异常秋汛
姻本报见习记者辛雨

近期，山西大部地区遭遇了历史罕
见的极端强降水天气侵袭，连续降雨引
发了洪涝地质灾害，多地水库河流超汛
限。那么，山西这场雨究竟下了多少？暴
雨从何而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
山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洪霞。

降雨有何特点

本次山西降雨过程从 10月 2日 23
时开始，降水持续 4天，至 6日 23时结
束，最强降水时段出现在 4日到 5日，
山西中部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暴雨。
“近期的山西降雨属于一次异常的

极端性强降水过程。”王洪霞介绍。
据统计，山西省降水主要出现在每

年的 6月至 9月，10月全省月平均降水
量仅为 31.1毫米。本次降水过程全省
平均降水量达 119.5毫米，是 10月常年
月平均降水量的 3倍以上。本次强降水
过程中，山西全省有 59个国家气象观
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建站以来同期历史

极值，63个国家气象观测站过程累计降
水量超过同期历史极值。

此次降水过程全省有 18个县（市、
区）降水超过 200毫米，有 51个县（市、
区）降水在 100~200 毫米之间，累计降
水量最大为 285.2毫米。

王洪霞总结，此次天气过程具有累
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极端性突出等
特点，过程前期降水伴有雷电和强对流
天气、后期气温剧烈下降并持续走低，
影响大、范围广。

暴雨形成有何条件

王洪霞解释此次山西降雨过程的
形成条件时表示，一是大气环流形势稳
定。异常偏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先
西伸北抬后稳定维持在黄淮地区，与西
风带低值系统在山西形成稳定的东高
西低的环流形势，有利于山西出现长时
间降水天气。

二是水汽条件充沛。副热带高压西

侧的偏南气流和低层西南急流将南海和
孟加拉湾的水汽向北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山西中南部地区，为山西持续降水提供
了充沛的水汽来源。

三是低层抬升条件长时间维持。在稳
定的天气形势下，低层切变线辐合系统长
时间维持和降水回波反复经过山西中部，
叠加山西吕梁山、太行山复杂地形对偏东
气流降水增幅作用，导致山西省中部及临
汾北部地区极端强降水的出现。

王洪霞说，今年入汛以来，山西整
体降水量分布南多北少。截至目前，全
省平均累计降水量为 581.8毫米，较常
年同期（342.6毫米）偏多七成。其中，北
部地区平均累计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
南部地区平均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
偏多 1倍以上。

此外，近期山西强降水引发的次
生灾害较大，主要为山洪和地质灾害
以及房屋倒塌，灾害较分散。河流方面
出现局部险情，防汛压力较大，需重点
防范相关联灾害。

10月 11日，观众在昆明滇池
国际会展中心观看云南生物多样
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

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
成果展是本次《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唯一
线下展，布展面积约 2300平方米。
展览以“共存、共生、共进”为主题，
设置了 278 幅图文展板，通过
LED屏矩阵、流水屏、互动魔墙等
多媒体传播方式，展示了云南坚持
生态优先、持续利用的实践与成
效，呈现了云南动物王国、植物王
国、世界花园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王之康摄影报道

①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等单位的参观者在种子墙前拍照、探讨。

②观众在 3D打印复原的禄丰恐龙化石模型
下驻足观看。

③观众在体验找贝母的小游戏。
④具有香味的云南草木样本摆满了整面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