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加工食品损害记忆
本报讯一项新研究发现，连续 4 周食用高

度加工食品会导致衰老大鼠大脑中出现强烈
炎症反应，并伴有记忆丧失的行为迹象。研究
人 员还发现， 在加工过 的饮 食 中 添 加
omega-3 脂肪酸 DHA 可以防止记忆问题发
生，并几乎完全降低老年大鼠的炎症影响。在
食用加工食品的年轻大鼠中没有检测到神经
炎症和认知问题。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大
脑、行为和免疫》。

这项饮食研究针对保质期较长的人类即
食食品（如薯片和其他零食）、冷冻主食（如意
大利面和比萨）以及含有防腐剂的熟食开展了
调查，研究发现，高度加工饮食也与肥胖和 2
型糖尿病有关。这表明老年消费者可能需要减
少食用方便食品，并在饮食中添加富含 DHA
的食物（如鲑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
项研究中，高度加工的食物对衰老大脑的损害

仅在 4周内就出现了。
“这么快就看到这些影响，有点令人担

忧。”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行为医学研究所研
究员、论文资深作者 Ruth Barrientos 说，“这些
发现表明，食用加工食品会导致严重而突然的
记忆缺陷，而在老年人中，快速的记忆衰退更
有可能发展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
病。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限制饮食中
的加工食品，增加富含 omega-3 脂肪酸 DHA
的食物摄入，防止或减缓这种记忆衰退。”

DHA，又称二十二碳六烯酸，是一种
omega-3脂肪酸，与二十碳五烯酸（EPA）一起存
在于鱼类和其他海产品中。DHA在大脑中的功
能之一是抵御炎症反应———这是首次研究 DHA
对抗加工饮食引发的脑炎症的能力。

研究小组随机将 3 个月大和 24 个月大的
雄性大鼠分配到正常食物组（卡路里的 32%来自

蛋白质，54%来自小麦基复合碳水化合物，14%来
自脂肪）、高度加工饮食组（卡路里的 19.6%来自
蛋白质，63.3%来自精制碳水化合物———玉米淀
粉、麦芽糊精和蔗糖，17.1%来自脂肪），以及添加
了 DHA的加工食品组。

与任何饮食组的幼鼠和添加了 DHA 的加
工食品组的老年大鼠相比，仅食用加工食品的
老年大鼠的海马和杏仁核中与促炎蛋白和其
他炎症标记物相关的基因活化显著升高。在行
为实验中，食用加工食品的老年大鼠显示出记
忆丧失的迹象，而年轻大鼠则没有这种迹象。

研究结果还表明，在老年大鼠食用的加工
食品中补充 DHA，能有效防止大脑炎症反应增
加以及记忆丧失的行为迹象。

Barrientos警告说，不要将这一研究结果解释
为消费者只要服用 DHA补充剂就可以大吃特吃
加工食品，预防高度精炼食品多重负面影响的一

个更好方法是注重整体饮食的改善。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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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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两名电影工作者
与一名航天员返回地球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 10月
17日发表声明说，近日前往太空拍摄影片的
两名电影工作者与国际空间站一名宇航员当
天返回地球。

声明说，莫斯科时间 17 日 7 时 35 分
（北京时间 17 日 12 时 35 分），载有演员尤
利娅·佩列西尔德、导演克利姆·希彭科以
及宇航员奥列格·诺维茨基的“联盟
MS-18”载人飞船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着陆。
飞船脱离近地轨道与着陆过程均正常，舱
内人员身体状况良好。

佩列西尔德和希彭科在国际空间站上
停留了 12 天。10 月 5 日，他们和一名宇航
员搭乘“联盟 MS-19”飞船从哈萨克斯坦
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前往国际
空间站。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官网转播了发射
全过程。

两名电影工作者的空间站之行是为了
拍摄故事片《挑战》，这是电影史上首次有专
业演员在太空拍片。据报道，这部电影的大概
内容是，一名宇航员需要接受外科手术，但由
于身体状况无法乘飞船返回地球，最后只
能派一名女医生前往太空救治宇航员。

（李奥）

《科学》

细胞毒性 T细胞持续杀伤
离不开线粒体翻译

英国剑桥大学 Gillian M. Griffiths团队研究
发现，细胞毒性 T细胞（CTL）持续杀伤需要线
粒体翻译。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科学》。

尽管 CTL 在获得效应子功能时表现出对
糖酵解的依赖性增加，但研究人员发现线粒体
在杀死靶细胞时必不可少。线粒体中 USP30（泛
素羧基末端水解酶 30）的急性耗竭会导致 CTL
杀伤能力显著降低，尽管运动性、信号传导和分
泌相关功能都完好无损。

CTL杀伤与线粒体翻译有关，抑制线粒体
翻译会损害 CTL杀伤。受损的线粒体翻译导致
细胞质翻译减弱，阻碍分泌性杀伤效应物的补充，
并降低CTL进行持续杀伤的能力。因此，线粒体
作为一种以前未被重视的蛋白质翻译稳态调节器
出现，这是CTL发挥连续杀伤功能所需的。

据介绍，新生 CD8+ T淋巴细胞的 T细胞
受体激活促进其分化为效应细胞毒性 T淋巴细
胞，它具有杀死癌症和病毒感染的细胞的能力。

相关论文信息：

生物电信号与机械力
控制心肌细胞特性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Julien Vermot研究
组发现了生物电信号与机械力对心肌细胞特性
的控制。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

通过在体内操纵机械力，研究表明剪切应
力对于促进瓣膜发生是必要和充分的。他们发
现瓣膜形成与细胞外三磷酸腺苷（ATP）依赖性
嘌呤能受体通路的激活有关，特别是触发钙离
子（Ca2+）脉冲和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1（Nfatc1）
的激活。因此，机械力通过 ATP-Ca2+-Nfatc1—
机械敏感途径转化为离散的生物电信号，以产
生位置信息和形成控制阀门。

据介绍，发展中的心血管系统使用机械力
来形成，但无处不在的血流力如何指示局部心
肌细胞的特性仍不清楚。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

研究揭示胰腺癌
空间局限性亚肿瘤微环境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Rama Khokha 等研究
人员，研究揭示了胰腺癌的空间局限性亚肿瘤
微环境。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通过大规模整合组织学指导下的
区域性多器官功能障碍临床数据和患者衍生的
临床前模型，解读了人类胰腺肿瘤微环境
（TME）。研究人员发现了“亚 TME”，即以成纤
维细胞可塑性为基础的、在组织学上可定义的
组织状态，与肿瘤免疫、亚型、分化和治疗反应
有区域关系。富含复杂但功能协调的成纤维细
胞群的反应型“亚 TME”是热免疫的，并由侵略
性的肿瘤细胞表型驻扎。

富含基质的被遗弃的“亚 TME”包含较少
的活化成纤维细胞和肿瘤抑制特征，但具有明
显的化疗保护作用，并在化疗时富集。“亚
TME”起源于成纤维细胞的分化轨迹，在单细胞
转录组学和原位都有明显的过渡性状态。“亚
TME”的瘤内共存产生了病人特有的表型和计
算上可预测的异质性，与恶性生物学紧密相连。
因此，丰富的、臭名昭著的胰腺 TME内异质性
不是随机的，而是标志着基本的组织单位。

据悉，肿瘤内异质性是了解 TME如何推动
恶性肿瘤进展的一个关键前沿问题。

相关论文信息：

焦糖香气
从何而来

谁能不喜欢焦糖味，但对这种感觉起决定
性作用的嗅觉感受器一直是未知的。德国研究
人员近日揭开了该感受器的神秘面纱，并确定
了“焦糖受体”。这项发表于《农业与食品化学杂
志》的新研究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理解食物风
味的分子编码。

呋喃醇是一种天然香味剂，它能给许多水
果，如草莓，以及咖啡或面包带来焦糖般的香
味。长期以来，这种物质在食品生产中作为调
味剂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人们还不知道人
体约 400种嗅觉受体中的哪一种可以感知这种
气味。

这并非个例。在科学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
人们仍然只能分辨出约 20%的人类嗅觉受体。为
了扩大认知范围，慕尼黑工业大学的 Dietmar
Krautwurst领导的研究小组使用了所有人类嗅
觉受体基因及其最常见的遗传变异集合，并利
用一个测试细胞系统破译它们的功能。
“我们开发的测试系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

二的。我们对测试细胞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它们

能像小型生物传感器一样感知气味。在此过程
中，我们明确了它们在细胞表面呈现的气味受
体的类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不
同受体对不同气味的反应有多强烈。”Krautwurst
解释说。目前，研究人员共检查了 391种人类气
味受体类型和 225种最常见的气味。
“研究结果显示，呋喃醇只激活 OR5M3气

味受体。每升千分之一克的这种气味就足以产
生信号。”该研究第一作者 Franziska Haag说。研
究小组还研究了这种受体是否对其他气味有反
应。他们研究了 186种关键气味物质，这些物质
对形成食物的香味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这些
物质中，只有同型呋喃醇能显著激活受体。

这种气味剂在结构上与呋喃醇密切相关。
之前的相关研究表明，它能给榴莲等水果带来

焦糖般的香气。“假设我们识别的受体 OR5M3
对闻起来像焦糖的食物成分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识别范围，那么未来，这些知识可以被用于开发
新的生物技术，以及沿着整个价值链快速简便
地检查食品的感官质量。”Krautwurst说，尽管理
解大约 230种与食物相关的气味和人类嗅觉受
体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莱布尼茨研究所所长 Veronika Somoza 补
充说：“未来，我们将继续利用研究收集的大
量气味和受体帮助阐明人类嗅觉感知的分子
基础。这极大影响了我们的食物选择，从而影
响我们的健康。”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呋喃醇能让草莓和其他食物散发出焦糖般的香味。 图片来源：慕尼黑工业大学

新技术让碎裂手机屏自修复
本报讯很多手机用户都有过屏幕碎裂的经

历。这个恼人的问题让人难以忍受，而且修复成
本也很高。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研究者寻找到
一种手机“自我修复”的方法。相关研究近日发表
于《纳米》。
“这类研究的主要困难之一是保持机械性

能和自愈合性能之间的平衡。”该研究第一作
者 Twinkal Patel 解释说，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
从类似的研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关注的是
温度。
“我们的目标是不损害网络的韧性，同时增

加损伤和划痕自修复的动态能力。我们专注于在
室温下实现划痕的完全愈合。这使我们的研究与
众不同。”Patel说，该团队通过非常简单的合成
路线创造了自愈聚合物网络，其开发的材料在室

温下表现出良好的性能。
“由于自愈合机制，这些材料可以快速修复

损伤。”论文共同作者 Pothana Gandhi Nellepalli
说，“它们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和金钱，同时也延
长了材料的使用寿命，减少了环境负担。”

Patel补充道，“在未来，我们想使用自愈聚
合物网络提高摩擦电纳米发电机的电池寿命。”
他说，这种技术能让一种设备储存能量，并在重
复运动时将其转化为电能，比如当一个人经过时
被激活的 LED灯。
“同样的技术也可以用来延长手机电池的

寿命。将来，我们可以通过走路给它们充电。”
Patel 说。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Public Domain

昼夜不对称云层阻碍金星早期海洋出现

地球上的海洋有近 40亿年历史；火星在 38
亿 ~35亿年前曾有湖泊和河流。然而，水是否曾
经在金星表面凝结过仍然是未知的，因为这颗
现在已经完全干涸的行星经历了全球表面重塑
事件，掩盖其大部分历史。

最初水在太阳系类地行星表面凝结所需的
条件高度不确定，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只使用一
维数值气候模型对其进行了研究，而这些模型
无法解释大气环流和云层对水汽凝结的影响。

研究人员使用可显示早期金星和地球三维
全球气候的模型模拟水云，发现由于强烈的地
下水汽吸收，优先在夜间形成的水云具有强
烈的净变暖效应，即使在适度的日照下，也会
抑制地表水凝结。这表明水从来没有在金星
表面凝结过，因此，金星表面从来没有形成过
海洋。

此外，研究表明地球海洋的形成需要比现

在程度低得多的日照。这也意味着现在的地球
存在着另一种稳定状态———“蒸汽地球”，即所
有的水从海洋蒸发到大气中。

相关论文信息：

全球能源消耗中的社会碳成本

对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害进行
估计，可以为气候政策制定提供信息。

一项新研究指出，根据贴现率的不同，如今
每排放 1吨二氧化碳预计将使未来可使用的总
能源支出减少约 1到 3美元之间。该研究结果是
基于一个整合了全球数据、计量经济学和气候
科学以估计全球各地的局部损害的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预计热带地区的新兴
经济体将因气候变暖致使电力消耗大幅增加，
需要关键的基础设施规划。然而，气温较冷国家
的供暖减少抵消了全球的这一增长。

研究人员估计，2099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
（GMST）每升高 1摄氏度，全球年耗电量就增加
约 4.5 艾焦耳（当前全球耗电量的 7%）。而
GMST每增加 1摄氏度其他燃料的直接消耗就
减少约 11.3艾焦耳。

该研究中关于净节余的发现与之前的研究
相矛盾，因为全球数据表明，在 21世纪的大部分
时间里，许多人口仍极度贫困，无法大幅增加能
源消耗以应对气候变暖。如果给予贫困人口更
大的权重，损失估计将会有所不同。

相关论文信息：

重复快速无线电突发源的爆发能量分布

重复快速射电爆发（FRB）的事件率、能量分
布和时域行为包含了有关其物理性质和中心引
擎的基本信息，而这些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作为第一个精确定位的震源，FRB 121102

已被广泛观测到，并显示出随时间变化的非泊
松爆发群和幂律能量分布。然而，朝向较暗端的
能量分布范围尚不清楚。

研究人员报告了检测到的 1652次爆发，峰
值突发率为 122 h-1，横跨 47天，总计 59.5小时。
在 1.25 GHz处，各向同性等效能量分布出现一
个峰值，峰值约为 4.8×1037 erg，低于该峰值时，
爆发检测受到抑制。

爆炸能量的分布是双峰的，它是对数正态
函数和广义柯西函数的组合。一小时内的大量
爆发允许在 1毫秒到 1000秒之间进行敏感的周
期性搜索。不检测任何周期或准周期对涉及单
个旋转紧凑物体的模型提出了挑战。

高爆发率还意味着 FRBs 必须以高辐射效
率产生，不利于具有大能量需求或人为触发条
件的发射机制。

相关论文信息：

（李言编译）

新冠病毒传播迅速
拉脱维亚拟封城防疫

据新华社电 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 10 月
18日对媒体宣布，鉴于新冠病毒在该国传播
迅速，自本月 21日起至 11月 15日全国将实
行封城政策。

上述决定由拉脱维亚危机管理委员会在
当天举行的特别会议上作出，需待内阁 20日
最终批准。卡林斯说，作出封城决定是因为拉
脱维亚新冠疫苗接种率过低，“疫苗接种工作
不力”。

这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该国实行的最
严格防疫措施。
封城期间，每日 20 时至次日凌晨 5 时

实行宵禁；日常只有生活必需品商店可继
续营业，除最基本的服务外，大多数服务将
暂停；学校转入远程教学，所有娱乐、体育
和文化活动将被取消；除生产企业工作人
员外，其他所有人都应居家办公。
拉脱维亚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8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17日的一周，该国每
10万人新冠感染病例数破千，几乎是先前最
高峰时期的两倍。

这一周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比前一周上升
了 48.8%，住院人数增加 56%，其中重症占
62.8%。这一周内新增确诊病例中未完成疫苗
接种者占比 79%。

截至 18日，拉脱维亚累计确诊新冠病例
186869例，累计死亡 2897例。该国已于本月
11日宣布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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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储备

在专家们看来，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取得，3
项先进技术的助力至关重要。第一项为“离子
探针超高空间分辨率定年”。“从 2006 年起，
研究所提前布局开展了 14 年的研发，我们逐
渐将其空间分辨率从 20 微米发展到 10 微
米、5 微米，去年实现了 3 微米左右的高精度
定年。”李献华说。

第二项为“纳米离子探针超低本底氢同位
素和水含量分析”。为避免地球上水的干扰，研
究团队自 2013年起在现有仪器设备条件下不
断改进，实现了水本底的大幅度降低，此次才得
以实现对月球样品中极低含量的“水”的探测。

第三项为“激光—ICP 质谱超高分辨率
锶—钕同位素技术”。研究人员改进了仪器参数
和条件，将仪器设备灵敏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同时改进策略提高分析准确度。

据了解，此次研究所采用的超高空间分辨
率的定年和同位素分析技术目前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为珍贵地外样品年代学等研究提供了新
的技术方法。

相关论文信息：

20亿年前玄武岩
刷新月球三大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