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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科技创新合作前景广阔
———访以色列创新局负责人

科学家用“生物护照”追踪世界最大鱼类
对保护濒危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大
的鱼类就像是一个居家型的“宅男”，很少在
远离自己最喜欢的食物的地方徘徊。而这一
发现对保护濒危鲸鲨的努力有着重大的影
响———在过去的 30 年里，它们的数量减少了
一半。

这些庞然大物通常会缓慢地在全世界的
海洋中穿行，它们以浮游生物为食。鲸鲨能够
长到 20 米长，体重达 40 吨。先前的研究表
明，这种鲨鱼 1 年可以游超过 1 万公里，并且
能够下潜到海面下 2000 米的深度。而基因研
究表明，鲸鲨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种群。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鲸鲨种群似乎比之
前认识到的更加独特。为了追踪鲸鲨移动的
距离，科学家们筛选了近 4200 张在西印度
洋和波斯湾的 3 个海域拍摄的约 1200 条鲸
鲨的照片。每条鲨鱼都有独特的标记，从而

可以让研究人员识别出不同的个体，这样他
们就能够摸清这些鲸鲨是否在这 3 个区域
之间迁移。

研究人员在 8 月 9 日出版的 《海洋生态
学进展系列报告》中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还测量了生活在这 3 个海域的
鲸鲨的一小块皮肤上的氮和氧的同位素情
况。这两种同位素在每个海域都拥有各自的
特征比例，而这也反映在生活在那里的植物
和动物身上。因此，研究人员注意到，这些皮
肤斑块本质上变成了一本“生物护照”，记录
了鲨鱼迁移的足迹。

研究人员发现，这两组信息结合在一起
显示出鲸鲨———其中许多是年轻的雄性鲨
鱼———并没有走得很远：大多数的鲸鲨都是
在离它们的觅食地只有几百公里的海域里游
泳。只有两条鲸鲨从莫桑比克海岸的一个海

域游到了坦桑尼亚海岸的另一个海域，完成
了约 2000 公里的旅程。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这些研究结果
强调了保护特定鲨鱼种群的必要性，并且不
要假设来自健康群体的鲨鱼会重新填充失去
的种群。他们还说，鲨鱼保护可能会带来经济
上的好处，因为在许多沿海地区，看到鲸鲨已
经成为了一种巨大的旅游资源。

鲸鲨仅 1 科 1 属 1 种，身体庞大，全长可
达 20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体表散布淡
色斑点与纵横交错的淡色带，有如棋盘。鼻孔
位于上唇的两侧，出现于口内。牙多而细小，
排成多行。鳃裂 5 对，鳃裂基大，几乎达身体
的背缘与腹缘，最后 1 对鳃裂位于胸鳍基部
的前方。鲸鲨属大洋性鱼类。食大量浮游生物
和小型鱼类。主要分布于各热带和温带海区，
中国各海区夏、秋季节都有分布。性情温和。

由于大量捕杀，数量锐减。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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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鼻新用
长途觅食

科学此刻姻 姻

大象的鼻子相当于瑞士军刀的附件：它
被用来呼吸、交流，甚至举起物体。现在，一
项新的研究发现了它的另一种用途———远距
离嗅探食物。

研究人员早就知道，大象和其他食草哺
乳动物会用眼睛寻找晚餐。但在南非贝拉贝
拉附近的大象探险中心工作的科学家想知
道，大象的鼻子能否做同样的事情。因此，他
们收集了 11 种野生非洲象食用的植物，其中
6 种是这些动物所喜爱的，另外 5 种则对它
们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在一项实验中，大象必须利用自己的嗅
觉对藏在黑色塑料箱里的两小份植物样本进
行选择。当另一种选择是不受欢迎的植物时，

大象会倾向于选择它们喜欢的植物；但如果
两种植物都是它们喜欢或不喜欢的食物时，
大象就会出现选择困难症。

在第二项实验中，这些大象被放入一个
Y 形迷宫中，在两个 7 米长的分支两端各有
一株不同的植物。研究人员在近日发表于《动
物行为学》杂志的报告中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总会选择最喜欢的植物而非不喜欢的植
物。它们甚至能够区分出那些在爱恨范围内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植物。

研究人员写道，研究结果表明，非洲象可以
从远处察觉植物的气味，用它们的鼻子进行导
航，并找到享用晚餐的最佳地点。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智利开发断网仍可通信的
“呼救”手机应用

据新华社电 智利是地震灾害频发的国
家。针对灾害常导致手机断网的情况，智利工
程师最新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软件，可在没有
移动通信网络信号的情况下，通过广播电台使
用的高频无线电信号来通信。

在 8 月 9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智利工
程师、Emercom 公司首席执行官芭芭丽塔·拉
拉展示了其开发的灾后应急手机软件“SIE”。

拉拉说，地震、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常导
致手机通信网络中断，许多人失联，在废墟中孤
立无援。但此时广播无线电信号仍能被使用，关
键时可靠其“救命”，而且现有广播无线电传播
网络成熟，无额外成本。

这名工程师介绍说，开发这款应用是受莫
尔斯码启发。在只有模拟信号的时代，莫尔斯
码被广泛用于广播信号传输领域，接收方对信
号解码即可获取信息。“SIE”软件将模拟传输方
式和数字解码技术结合，通过无线电传输信息，
然后在手机应用内完成解码读取信息。

据介绍，这款应用不依赖公共移动通信网
络，使用成本低，所发文本信息容量大。用户不
仅能通过其接收、发送信息，还能将信息转发给
其他用户。

2010 年 2 月智利发生 8.8 级强震，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灾难使手机通信网络中断，许多灾
民被困废墟。这次经历让拉拉萌生开发一款“救
命应用”的想法。

因设计这款免费应用软件，拉拉成为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今年选出的全球“35
名 35 岁以下创新者”之一。 （王沛党琦）

图片来源：RICHARD DU TOIT/MINDEN PICTURES

动态

“平流层纱罩”对农业发展无益

本报讯 据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的一篇论文
报道称，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的
做法，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可能好坏相抵。

平流层纱罩是一个地球工程概念，指的是通过
人工方式将气溶胶注入平流层，以帮助减少到达地
球的太阳光量，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曾有人提出，
这种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可以减少作物所受的高温压
力，从而增加作物产量，有益于农业发展。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Jonathan Proctor 及
同事研究了两次重大火山爆发事件的后果：1982 年
墨西哥埃尔奇琼火山爆发和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
发。在这两次火山爆发后，相当数量的硫酸盐气溶胶
前体进入平流层，催生了“纱罩”这一概念。

研究人员分析了气溶胶水平、太阳辐射数据
和记录的作物产量，结果发现太阳光向太空散射
增强对 C3 作物和 C4 作物的产量均有负面影响。
C3 作物包括水稻、大豆和小麦，它们在炎热、阳光
充足的气候条件下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
C4 作物包括玉米，它们在凉爽潮湿的气候条件下
光合作用更强。

研究人员还对地球系统进行了建模，表明存在
平流层纱罩的情况下，由于太阳光照减少而造成的
作物产量损失基本上抵消了因为温度冷却而对作物
产量产生的有益影响。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基于平
流层气溶胶的地球工程方案将无法缓解气候变化
对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构成的威胁。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美药管局批准
首款小干扰 RNA 药物

据新华社电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批准
首款小干扰 RNA 药物，用于治疗患有遗传性转甲
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的成年患者。

小干扰 RNA 是一段微小的 RNA 分子，能干扰
RNA 的“信使”功能，导致致病基因“沉默”，相关蛋
白质无法合成。新获批的 Onpattro 是第一款利用这
一机理研制的药物。

遗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是一类罕见
的遗传性疾病，可在周围神经、心脏和其他组织中形
成异常的淀粉样蛋白沉积，患者的症状是四肢感觉
丧失、疼痛或无法移动。

Onpattro 输注剂将小干扰 RNA 包裹在脂质纳
米颗粒中。在治疗中，这种药物被直接送至肝脏，干
扰致病的“转甲状腺素蛋白”的生成过程，从而减少
周围神经中的淀粉样蛋白沉积，帮助患者控制病情。

在一项 225 名患者参加的临床试验中，148 人
连续 18 个月每三周接受一次该药物治疗；对照组的
77 人则接受安慰剂治疗。

结果显示，第一组患者在肌肉力量、感觉、反射
及血压、心率等自主神经测量指标方面表现更佳，他
们的行走、营养状态和日常活动能力也比对照组更
强。 （周舟）

科学家研制基于半导体器件的智能服装
本报讯 一种新型制造方法可以将发光二

极管和传感器直接织入纺织级聚合物纤维中。
该工艺或可用于开发能够实现光通信和健康监
测的新型可穿戴技术。

能够发射或探测光的半导体二极管是通信
和传感器技术的基本构件。如果能将它们融入
织物中，则有望创造出新型可穿戴电子设备。然
而事实证明，要将半导体器件的功能与基于纤
维的纺织品的可扩展性结合起来，实属一件棘
手的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Yoel Fink 及同事从一
块较大的聚合物预制件着手，将半导体器件嵌入
预制件的中空通道。然后，一边将导线穿进中空
通道，一边加热并拉伸该预制件，从而形成延展
的纤维束。这样一来，电连接的光发射或光探测
二极管在纤维束内轴向均匀分布开来。该工艺具

有内在可扩展性，可以制造出数百米长的功能性
纤维。一旦经过拉伸处理，这些纤维就可以很容
易地织进织物中。

研究人员将这些二极管纤维放进标准的家
用洗衣机中旋转，发现其性能没有受损，证明了
它们的耐用性。在 8 月 9 日发表于《自然》的文
章中，研究人员还表示，可以在包含光探测和发
光纤维的两种纺织品之间建立起双向光通信连
接。不仅如此，这种智能纺织品也可用于测量穿
戴者的心率。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型制造工艺使人们
能够制造出具备更多先进功能的纺织品。智能
纺织品和可穿戴技术或将遵照自身的“摩尔定
律”，变得日益精密。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以色列创新局相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一致表示，以色列和中国都致力
于在科技创新领域走在世界前沿，双方在该领
域合作前景乐观而广阔，以色列期待与中国进
一步加强合作。

以色列被誉为“初创国度”，在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大数据、水处理、精细农业等领域处于
全球领先地位，在研发创新上具有显著核心竞
争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巨
大市场前景，近年来更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发展
迅速。

以色列创新局首席执行官阿哈龙·阿哈龙
对记者表示，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与中国深
入开展合作对于双方而言都非常有利”，在很大
程度上，双方有着很强互补性，“必将营造更加
广泛的双赢合作局面”。

阿哈龙说，他几乎每周都会接待来自中国
的考察团，中国对以色列的科技创新非常感兴
趣，而且涉及诸多领域。同样，越来越多的以色
列科技公司也前往中国，寻求投资和合作伙伴。

以色列和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有着很多相似之
处，“都有着强大的创业精神，有着渴望创新并
取得成功的精神，这也正是双方能够进一步推
动合作的重要前提”。

数据显示，2017 年，中以双边贸易额超过
130 亿美元，中国对以投资规模超过 65 亿美元
且仍在不断增长，中国目前已成为以色列在亚
洲第一、世界第三大贸易伙伴。

以色列创新局亚太运营部总监阿维·卢夫
顿对记者表示，中国的优势很多，既有巨大市
场潜力，又有强大技术能力，以色列与中国在科
技创新领域开展合作，“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
巨大的市场，更因为中国可以成为以色列的重
要激励和动力”。

为了促进中以双方技术合作，早在 2014
年，中以两国就建立了创新合作联委会机制。
去年 3 月，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
期间，中以正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以色列是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也被称为
“中东硅谷”。目前，以色列高科技领域的初创

公司数量超过 6000 家，跨国公司在以色列投资
成立的研发中心超过 350 个。华为、联想、小米
等一批中国领军企业也已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
中心。

卢夫顿说，目前中国在以色列设立的分公
司和研发中心等只有几十家，希望未来有更多
中国公司在以色列设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尤
其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希望中国能够加强与以
色列的合作，既推动该领域技术更快发展，也
推动以色列在生命科学领域创造更多产值。

在采访中，阿哈龙也表示，以色列科技产业
发展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产业过于集
中在信息和通信等技术上，也面临工程师短缺
的局面。他相信，通过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
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这种局面的转变。

以色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国家。对
此，阿哈龙和卢夫顿一致表示，从长远来看，中以
合作是以色列推动技术创新的一大关键因素，期
待双方不断扩大合作，优势互补，从“双赢”合作
中获益。 （新华社记者陈文仙杜震）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郭春雷是在《光》还没有影
响因子时就接受了编委的职位。“它具有成功的基本条
件，科学直觉告诉我，这份期刊很有潜力，很快将成为
光学界贡献最大的期刊之一，我愿意帮助他们做些事
情。”郭春雷说。后来，他自己也曾两次在该刊发文。

2015 年，《光》的影响因子上升到 14.603，随后四
年维持在 13 以上，并连续 4 年排在国际光学领域前
三位。凭借着良好的口碑，《光》建立了优质的稿源渠
道，发表的论文来自 29 个国家和地区，最新拒稿率
已经达到 82%。成为中国期刊界的一则“神话”。

崔天宏认为，这是中国科研实力整体发展的必
然结果。

超越影响因子

跟“自然”合作以后，白雨虹每年会去英国参加“自
然”的编辑闭门会。她感慨：“他们之所以成为百年老
店，最大的原因就是审时度势、从不墨守成规。”这主要
表现在“自然”近几年越来越向应用型成果靠拢。

澳大利亚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顾敏
亦表示，每份期刊都要有自己的使命。“光学是一门
桥梁科学，一头接着基础一头接着应用。《光》不要过
分重视影响因子，而是作为桥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中科院院士卢嘉锡曾说，科技期刊是科学研究
的龙头和龙尾。如今，白雨虹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理
解———科技期刊可以和科学研究相辅相成。

过去由于有许多国防项目，长春光机所同外界
交流较少。《光》的诞生使得该所获益匪浅，2013 年
还成立了国际合作处，王卉晋升为国际合作处副处
长，以加强国际合作和对外交流。如所长贾平所说，

《光》成为了研究所打开国际合作的捷径。目前，以
《光》为平台，长春光机所与多位海外专家开展了合
作项目或组建了联合实验室，起到了促进国际科技
合作与人才引进的作用。

对于这些合作，贾平表示：“我们为这些科学家
提供了最适合他们的平台，让他们专心做科研，在最
短的时间内作出成绩。”

“现在东北人才流失严重，但是长春光机所这几
年却是逆流而动的，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了之后愿意
留下来？归根结底还是这里有事业发展的机会和条
件。如果这样的单位多起来，东北就会大不一样。”曹
健林认为。

（上接第 1版）

（上接第 1 版）
2011 年 9 月，LAMOST 开始先导巡天任

务。“最初熟悉 LAMOST 观测运行的人，两只
手就可以数得过来。”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LAMOST 运行与发展中心主任赵刚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起初科学团队的资深成员不
过十几个人。

于是，培养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他们设立
LAMOST 冠名博士后项目、高端用户项目、用
户培训会，培育出一批掌握世界最新数字巡
天观测技术的优秀青年人才。

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恒星与恒星系统团
组研究员刘超的印象中，最初利用 LAMOST
数据发表文章的作者，他基本都认识，而如
今，国内外使用 LAMOST 数据的人越来越
多，论文里的新面孔也多了起来。

“LAMOST 如今取得的成绩得益于中国
几代天文学家的共同努力。”褚耀泉笑言。

“走出一条从无到有的路”

自 2012 年 9 月起，LAMOST 开始了为期
五年的一期巡天任务。时至今日，LAMOST 共
发布近千万条天体光谱，光谱数远超过世界上
其他巡天项目发布光谱数的总和，比国际同类
望远镜发布的光谱数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赵刚介绍，一期巡天以来，国内外天文学
家利用 LAMOST 数据在银河系形成、结构和
演化、多波段天体交叉证认和星系物理等方
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今年 LAMOST 还将
开展二期巡天。

“大科学装置的技术都需要不断完善和
更新。”崔向群说，“我们正在考虑根据新的科
学需要，对 LAMOST 进行技术升级，同时也
在想有没有可能为 LAMOST 换一个新的台
址，以获得更好的观测条件。”

回忆 LAMOST 走过的路，赵刚感慨：“这
是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研制的首台天文大科
学装置，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但也蹚出了一条
从无到有的路。”

2001 年，结合大科学工程研制的特殊性，
LAMOST 工程指挥部出台了一套工程质量控
制规范。LAMOST 转入巡天观测模式之后，
项目重心从地面望远镜设备研制转变成数据
服务。不仅如此，LAMOST 还明确了岗位责
任制，保证 LAMOST 的整体运行效率。

在这些前无古人的路上，LAMOST 不仅
为我国新一代天文光学红外观测设施积累了
技术力量和人才队伍，也为新生的天文大科
学装置贡献着宝贵的运行管理经验。

星空下的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