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发现，猕猴大脑皮层下方白质中的许
多轴突具有出乎意料的复杂轨迹，包括与皮层
折叠相关联的急转弯。美国科学院院士、华盛顿
大学教授 David Van Essen认为，这一令人兴奋
的发现可能对理解大脑形态发生和“布线长度
最小化”原则具有深远意义。
“这只是初步的发现，我们相信后续还会发

现灵长类大脑神经环路更精细和更深刻的组织
规律，这对于理解大脑以及未来借鉴生物大脑
结构来构建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更强大的类脑
智能有深远意义。”徐放说。

跨学科合作

在徐放看来，此次成功解析猕猴大脑三维
结构，得益于一支全面的研发团队。
“脑图谱研究需要跨学科、高度多样化的团

队共同完成，样品准备、样品处理、光学成像、图
像处理、数据分析等环节，都需要有相应专业背
景和特点的人才。”徐放说，“中科大和合肥微尺
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给了我们自由开放、多
元包容的科研环境，深圳先进院以及深圳市为我
们提供了产业创新氛围和落地应用的机会。”

他认为，脑图谱解析既是脑科学基础研究
的重要战略制高点，也将为新的脑疾病诊疗方
法乃至未来类脑智能技术提供重要的线索和研
发途径。
“脑图谱解析高度依赖于技术创新，需要不

断进行技术开发和迭代应用，尤其是中小型团
队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
支持，这些投入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整个高
技术产业链的发展。”毕国强说。

在他看来，VISoR技术和灵长类脑图谱绘
制流程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普适性。“该技术产
生的超大规模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将有
望帮助理解人类大脑和身体器官的精细结构及
其在疾病中的变化规律，加速医疗诊断和药物
研发，促进人类健康。”

段树民表示：“期望这一技术在应用层面上进
一步完善，能够规模化推广应用，为灵长类动物乃
至人类大脑图谱绘制和解析作出重要贡献。”

相关论文信息：

英国科研人员
发明超级绝缘体

据新华社电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明了一种材料。研究人员说，这种材料的热
导率几乎是有史以来人类掌握的所有固体材
料中最低的。

这个研究方向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其实
不然———热导率极低的材料是一种超级绝缘体，
像这样的材料可以在全球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人员日前在《科学》周
刊网站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化学
家马特·罗森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发现的
这种材料在所有无机固体中具有最低的热导率，
其热传导性几乎和空气一样差。”

热导率与原子结构有关。尽管气体本身可
能比液体或固体更热，但它们的导热性更差，因
为其原子排列得没那么紧密。原子振动的方式
越多，它们传递热量的方式就越多。这些振动模
式被称为声子；一种材料的声子越多，其导热性
能就越好。

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把目光投向了两种
不同的化合物：一种叫做氯氧化铋（通常用于化
妆品，可以带来珠光效果），另一种叫做硒氧化
铋。两种材料都有在不同方向作用的声子。所
以，通过将它们堆叠在一起，研究人员可以将其
融合成一种材料，这种材料层层传递热量的性
能特别差。

利物浦大学物理学家、研究报告的作者之
一乔恩·阿拉里亚认为，发明像这样的低导热性
材料意义重大，它不仅打破了现有纪录，还能应
用于许多领域。他在声明中说：“这一策略可应
用于磁性、超导等其他许多重要的基础物理性
质，为实现低能耗计算和更高效的电力传输提
供帮助。”

自然要览
（选自 e杂志，2021年 7月 22日出版）

二维拓扑轴子反铁磁体中的层霍尔效应

在拓扑反铁磁体中，内部结构导致了被称为
Berry相的性质可以获得不同的空间纹理。研究
人员研究了反铁磁轴子绝缘体———偶数层、二维
MnBi2Te4中的可能性，其中空间自由度对应于不
同的层。他们观察到“层”霍尔效应，其中来自顶
层和底层的电子自发地向相反方向偏转。
在零电场作用下，偶数层MnBi2Te4没有表

现出异常霍尔效应。然而，施加电场会导致出现
一个层极化的异常霍尔效应，大约为 0.5e2/h
（其中 e是电子电荷，h是普朗克常数）。层霍尔
效应揭示了一个不寻常的层锁定 Berry 曲率，
有助于表征轴子绝缘体状态。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层锁定 Berry曲率可
以被由电场和磁场矢量的点积形成的轴子场所
操纵。研究结果为检测和操纵全补偿拓扑反铁
磁体的内部空间结构提供了新途径。

相关论文信息：

柔性原生 32位 Arm微处理器

微处理器现在已经如此深入我们的文化，
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了一项元发明———也就是

说，它是一种工具，可以让其他发明得以实现。
最近，它使新冠疫苗所需的大数据分析能够在
创纪录的时间内解析出来。

研究人员利用金属氧化物薄膜晶体管技术
在一个柔性基底上开发了 32位 Arm（精简指令
集计算 RISC架构）微处理器，称之为 Plasti-
cARM。

与主流半导体行业不同，柔性电子产品通
过超薄的外形、一致性、极低的成本和大规模生
产的潜力，与日常用品无缝集成。PlasticARM
将成为数十亿低成本超薄微处理器集成日常用
品的先驱。

相关论文信息：

金星夜间大气层中的云顶环流

金星虽然是一颗类地行星，但大气环流却
和地球上的大不相同。研究人员利用金星气候
轨道探测器 Akatsuki（拂晓号）拍摄的热红外图
像获得了当地所有时间的天气。

显著的向赤道流动出现在夜间，当纬向平
均时，经向速度为零。热潮汐的速度结构是在不
受哈德利环流影响的情况下确定的。他们发现
半日潮的振幅大到足以维持大气超旋。

平均经向流在云顶较弱，说明在云顶上方
存在哈德利环流极向分支，而在云中存在哈德
利环流赤道向分支。该研究结果将为其他天体
的大气超旋转研究提供启示。

相关论文信息：

丙烯 /丙烷混合物的正交阵列动态筛分

研 究 人 员 报 告 了 一 种 MOF 材 料
（JNU-3a），它具有含有分子口袋的一维通道，在
基本不同的压力下对丙烯（C3H6）和丙烷（C3H8）
开放。JNU-3a暴露于 C3H6或 C3H8中，通过单
晶到单晶的转变揭示了袋口的动力学性质。

突破性的实验表明，JNU-3a 可以从等摩
尔丙烯 /丙烷混合物中在一个单一的吸附—脱
附循环中实现高纯度丙烯（≥99.5%），在大范围
的流速范围内，最高丙烯生产率为 53.5 L/kg。

潜在的分离机制———正交阵列动态分子筛
分，既能实现大的分离容量，又能实现快速的吸
附—脱附动力学。这项工作提出了下一代筛分
材料的设计，有潜力应用于吸附分离。

相关论文信息：

（李言编译）

一群成年和幼年格氏南翼龙飞过早期白垩
纪的阿根廷，这种恐龙有点像火烈鸟。

图片来源：Mark Witton

翼龙宝宝孵出来就能飞
本报讯 根据《科学报告》近日发表的一项

研究，新孵化的翼龙或许能飞，但飞行能力可能
和成年翼龙不同。

翼龙是一类会飞的爬行动物，生活在三叠
纪、侏罗纪、白垩纪时期（约 2.28亿年前到 6600
万年前）。由于翼龙蛋和胚胎化石十分稀少，孵
出的幼体和较小成体之间很难区分，因此新孵
化的翼龙是否能飞一直没有答案。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 Darren Naish和同事
根据之前 4个经鉴定的孵出幼体和胚胎化石的
翼部测量数据模拟了翼龙孵出幼体的飞行能
力，这 4个化石来自两个物种，分别是格氏南翼
龙和董氏中国翼龙。研究人员还将这些翼部测
量数据与同一物种的成年个体进行了比较，并
将 3个孵出幼体的肱骨强度与 22个成年翼龙
的肱骨加以比较。肱骨是翼的组成部分。

研究人员发现，孵出幼体的肱骨比许多成
年翼龙的肱骨更强壮，提示它们的强度足以支
持飞行。他们还发现，虽然孵出幼体拥有适合长
途飞行的细长双翼，但它们的双翼比成年翼龙
的更短、更宽，翼部面积相对孵出幼体的体重和
身形都偏大。翼的大小或导致孵出幼体的远距
离飞行效率不如成年翼龙，但可以让它们飞起
来更矫健，随时调整方向和速度。

研究人员推测，翼龙孵出幼体的矫健飞行
姿态或能帮助它们快速躲避捕食者，并使其比
成年翼龙更适合追捕灵活的猎物、飞过茂密的
植被。作者认为，这或许表明，翼龙幼体在孵出
时曾定居在致密的环境，到了成年后又换到了
开放的环境。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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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科学此刻姻 姻

实现温控目标
带来 800万岗位

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包括全球数十个国家
工作岗位“足迹”的数据集，并使用模型调查了实
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目标———将升温保
持在 2摄氏度以内，会如何影响能源行业就业。
他们发现，相关行动将在 2050年前增加约 800
万个就业岗位，这主要得益于太阳能和风能行业
的发展。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一个地球》。
“目前，估计有 1800万人在能源行业就职。

如果我们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这个数字很可能
会增加 50%以上。”论文通讯作者、RFF-CMCC
欧洲经济与环境研究所环境经济学家 Johannes
Emmerling说，“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设备安装
可能会占到这些工作岗位总数的 1/3，而且具
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Emmerling 和同事首次基于 50 多个国家
的综合数据集，包括主要的化石燃料生产经济
体，进行了研究。他们将该数据集与一个综合评

估模型结合起来加以预测。该模型有助于了解
人类发展和社会选择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此前
几乎所有的分析都依赖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的就业数据，并使用倍增法将结果推广到
世界其他地区。
“而我们收集和应用了多个国家的大型数

据集和可用于其他领域的技术，弥补了上述差
距。”Emmerling说。

研究模型显示，到 205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
的就业岗位将占 84%，化石燃料领域占 11%，核能
领域占 5%。化石燃料开采工作岗位（占目前化石
燃料领域的 80%）将迅速减少，而太阳能和风能领

域工作岗位的增加将弥补前述岗位的减少。
论文第一作者 Sandeep Pai说：“开采部门的

工作更容易受脱碳的影响，所以需要有适当的过
渡政策。例如，在脱碳较普遍的地区，制造业的迁
移是有用的。而且，化石燃料行业工人通常具有
政治影响力，因此，当我们转向低碳时，制定一个
能被普遍接受的气候政策是很重要的。”

下一步，Pai计划探索在实现《巴黎协定》气
候目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能水平、教育要求
和工资的变化。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pixabay.com

《免疫》

微球蛋白激活肿瘤
巨噬细胞炎症体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Heiko Bruns研究
团队发现，β2—微球蛋白（β2m）引发肿瘤相关巨
噬细胞中NLRP3炎症体的激活，进而促进多发性
骨髓瘤的进展。相关论文近日在线发表于《免疫》。

研究人员发现β2m是启动骨髓瘤相关巨噬细
胞（MAM）炎症的驱动因素。吞噬β2m的溶酶体积
累促进了β2m淀粉样蛋白在MAM中的聚集，导
致溶酶体破裂，最终产生活性白细胞介素—1β
（IL-1β）和 IL-18。这一过程取决于β2m聚集后
NLRP3炎症体的激活，因为NLRP3缺陷的小鼠的
巨噬细胞缺乏有效的β2m诱导 IL-1β生产。此
外，在一个小鼠多发性骨髓瘤（MM）模型中，MM细
胞中β2m的耗竭或沉默能废除炎症体的激活。

最后，研究人员证明，破坏 NLRP3 或 IL-18
会减少肿瘤生长和溶骨性骨质破坏，而这通常是
由β2m诱导的炎症体信号所促进的。这些结果
为β2m在 MM发病过程中作为 NLRP3炎症体
激活剂的作用提供了机制上的证据。此外，抑制
NLRP3代表了MM的一种潜在治疗方法。

据介绍，作为 MM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促炎性巨噬细胞已成为疾病进展、骨质破坏和免
疫损伤的关键推动者。

相关论文信息：

《英国医学杂志》

癌症化疗期间实时远程症状监测
可有效减轻患者负担

英国斯凯莱德大学 Roma Maguire 团队研究
了癌症化疗期间实时远程症状监测的效果。相关
论文近日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

为了评估通过先进症状管理系统（ASyMS）远
程监测辅助化疗相关副作用对症状负担、生活质
量、支持性护理需求、焦虑、自我效能感和工作局限
性的影响，研究组在奥地利、希腊、挪威、爱尔兰共
和国和英国的 12家癌症中心进行了一项多中心、
重复测量、平行组、评估者盲、分层随机对照试验。

研究共招募了 829例非转移性乳腺癌、结直
肠癌、霍奇金病或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5年来首
次接受一线辅助化疗或化疗。将其随机分为两组，
其中 415例接受 ASyMS治疗（干预组），414例接
受标准治疗（对照组），均接受 6个化疗周期以上。

干预组的症状负担维持在化疗前水平，而对
照组从第 1周期开始出现增加，组间差异显著。对
症状负担（记忆性症状评估量表；MSAS）子域的分
析表明，两组间总体症状困扰指数、心理症状、躯
体症状的差异均显著。

研究结果表明，症状负担的显著减轻支持在
癌症护理中使用 ASyMS进行远程症状监测。“中
等”的科恩效应值为 0.5，表明 ASyMS对患者的症
状体验具有相当大的、积极的临床效应。

相关论文信息：

“好胆固醇”能护肝
肠道高密度脂蛋白可预防肝脏炎症

本报讯美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一
种高密度脂蛋白（HDL）在保护肝脏免受伤害
方面具有以前未知的作用。这种 HDL通过阻
断普通肠道细菌产生的炎症信号来保护肝脏。
相关研究结果 7月 23日发表于《科学》。

HDL 的主要功能是清除体内胆固醇并
将其送到肝脏处理。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发
现了一种特殊的 HDL———HDL3，当它由肠
道产生后，会阻断引发肝脏炎症的肠道细菌
信号。后者如果不被阻断，就会从肠道传播到
肝脏，激活免疫细胞，进而触发炎症，导致肝
脏损伤。

研究通讯作者之一、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免疫学教授 Gwendalyn J.Randolph 表示，该
研究表明，提高这种特定类型 HDL 的水平，
特别是其在肠道中的含量，可能会保护肝脏。
他们摘除了小鼠的一部分小肠，并研究由此
产生的肝纤维化。Randolph表示，有迹象表

明，HDL 可能会干扰免疫细胞对脂多糖的探
测，而脂多糖受体可能与肠道手术后的肝脏
疾病有关。
“然而，没有人预料到 HDL 能从肠道直

接移动到肝脏，这要求 HDL进入门静脉。”
她说，“在其他组织中，HDL 通过淋巴管传播
出去，这种淋巴管在肠道中不与肝脏相连。我
们通过实验工具追踪来自该器官的 HDL，看
看 HDL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如
何证明 HDL3 只通过门静脉直接进入肝脏的
方式。”

当 HDL3沿着门静脉进行“短途旅行”时，
它与一种叫做 LBP的脂多糖结合蛋白结合。而
当有害的脂多糖与这种复合物结合后，便无法
激活被称为 Kupffer细胞的免疫细胞。这些巨噬
细胞驻留在肝脏中，一旦被脂多糖激活，就会引
发肝脏炎症。

研 究 第 一 作 者 、 韩 国 江 原 大 学 的

Yong-Hyun Han表示，作为一种蛋白质和脂肪
的复合物，HDL3利用它与 LBP的结合从而绑
定在脂多糖上。当 LBP是 HDL3复合物的一部
分时，它可以阻止有害细菌分子激活肝脏
Kupffer细胞并诱导炎症。
“我们认为，只有 LBP与 HDL3结合，才会

在体内形成阻碍，造成脂多糖不能激活免疫细
胞。如果没有 HDL3，LBP将引发更强的炎症。”
Han说。

研究人员发现，当肠道中的 HDL3 减少
时，肝脏损伤会更严重，例如手术切除了部分肠
道。Randolph认为，手术似乎造成了两个问题。
较短的肠道意味着它会产生较少的 HDL3，而
手术本身也会导致肠道损伤，从而使更多的脂
多糖溢出到门静脉血液中。

Randolph说：“我们发现，当手术切除了肠
道中制造 HDL3最多的部分时，肝脏的结果会
非常糟糕，HDL3基因敲除小鼠的肝脏炎症也

会更严重。我们还想看看这种动态是否存在于
其他形式的肠道损伤中，因此我们研究了高脂
肪饮食和酒精性肝病的小鼠模型。”

在所有这些肠道损伤模型中，研究人员
发现 HDL3 均具有保护作用，与损伤肠道释
放的额外脂多糖结合，并阻断其在肝脏导致
炎症。

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人类血液中也存在
相同的保护性分子复合物，这表明人类存在类
似的机制。他们还使用一种药物化合物来增加
小鼠肠道中的 HDL3，并发现它对不同类型的
肝损伤都具有保护作用。

虽然这种药物仅用于动物研究，但该研
究揭示了治疗或预防肝病新的可能性。
Randolph 表示，希望 HDL3 可以作为未来肝
病治疗的靶点。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仅用 100小时！
高清猕猴大脑三维地图绘就

为了祖国的声学事业，
他们坚守在天南海北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海上试验中，无论是炎
炎烈日的暴晒，还是暴风骤雨的洗礼，都有党员
同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由于获取数据质量高、成果突出，此次南海
春季航次任务在中期考核中被专家组评估为
“优秀”。

在新安江，冲锋在前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5 月 28 日，疫
情余波犹在，中科院噪声与振动重点实验室试验
团队 12位成员拾起行囊，走进国内中科院唯一湖
上水声试验基地———新安江实验场，投入到紧张
的湖试工作中。

在这里，试验团队成立了临时党小组，一干
就是 8 个多月，创下了实验场连续试验时间最
长的新纪录，也见证了新安江的季节变换。夏季
75摄氏度的甲板，汗水湿透衣衫，毫不影响数据
采集；秋季雨水泛滥，前一秒繁星似锦，后一秒
狂风暴雨，大家迎着强风、披着雨披调试设备；
潮湿阴冷的冬季，给这支北方团队带来了新的
考验，大家不畏严寒不间断下湖作业测试、处理
数据……

在美丽的新安江，他们无暇观赏风景。为了降
低环境噪声、达到最好的实验效果，科研团队每日
凌晨下水作业直至天亮，白天分析数据、更换工
装、调试设备。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高质量的宝
贵数据最终一一得到证实，给团队的每一位实验
人员打上了强心剂，也为科研任务后续推进奠定
了坚实基础。

8 个多月来，声学所所长李风华，党委书记
倪宏，副所长李明庚、杨军以及党委副书记李浩
然，都亲临试验基地慰问和指导，为大家提供精
神动力。

倪宏表示，堡垒无言，却能凝聚强大力量；旗
帜无声，更将鼓舞昂扬斗志。声学所各级党组织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提出的“四个
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牢记自己是
“国家队”“国家人”，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
责”，秉承声学所“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
亲自动手”的所训，持续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使广大共产党员在科技攻关中当先锋作表率，
让党旗在科研一线始终高高飘扬！

（上接第 1版）（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