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催化多组分自由基
级联交叉偶联通用方法获揭示

过渡金属催化交叉偶联反应是化学合成中
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然而，尽管铁作为一种
潜在的更便宜、更丰富、毒性更小的过渡金属催
化剂具有显著的优势，它在多组分交叉偶联中
的实际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成功。研究人
员展示了 1,2—双（二环己基膦基）乙烷催化的
α—硼基自由基（由硼酸乙烯基选择性自由基
加成生成）与格氏试剂的偶联反应。

然后，研究人员扩展了这些自由基级联的
范围，开发了一个通用和广泛适用的铁催化多
组分环化交叉耦合协议，该协议涉及广泛的 仔—
体系，允许实际合成环氟化合物。机理研究与双
芳基化的 Fe（II）物种负责生成烷基自由基引发
催化一致，而单芳基化的 Fe（II）中心和瞬态烷基
自由基之间进行碳—碳键形成。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细胞壁工程将可模压木材
作为可持续结构材料

木材是一种可持续的结构材料，但它不能
在保持机械性能的同时塑形。

这里，研究人员报告了一种处理策略，利
用细胞壁工程将硬木平面板塑造成通用的三
维结构。

在分解木材的木质素成分并通过蒸发水
关闭导管和纤维后，研究人员在快速水冲击
过程中部分地重新膨胀木材，选择性地打开
导管。这形成了独特的皱纹细胞壁结构，允许
材料折叠并形成所需的形状。

研究人员表示，由此产生的 3D 成型木材
比起始木材强六倍，可与广泛使用的轻质材
料（如铝合金）相媲美。这种方法增加了木材
作为结构材料的潜力，降低了对建筑和交通
应用的环境影响。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原子薄黑磷的宽带电光偏振转换

有源偏振控制在光子系统中是非常理想
的，但主要局限于大体积介质中的离散结构和
基于液晶的可变延迟器。

此次，研究人员报道利用集成在法布里—
珀罗腔中的三层黑磷（TLBP）在范德华层状材
料中通过通信波长（1410到 1575纳米）的电可
重构极化转换。

研究人员表示，TLBP 中双折射的可调谐
性使得光谱宽带偏振控制成为可能。

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光谱调谐，可以在庞
加莱球体的很大一部分产生极化状态，而电调
谐使极化转换的状态跨越了庞加莱球体的近
一半。

研究人员观察了线性到圆形和交叉极化
电压转换，证明了高动态范围的通用性。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李言编译）

科学快讯
（选自 杂志，2021年 10月 22日出版）

《德国应用化学》

氧化还原响应型液晶
沉淀聚合的花状胶体粒子

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 Albert P. H. J.
Schenning 团队报道了氧化还原响应型液晶沉
淀聚合的花状胶体粒子制备方法。相关研究成
果近日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尽管存在大量各向异性无机粒子，但制备
非球形聚合物粒子仍然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具
有角度特征的聚合物粒子。

研究人员报告了通过沉淀聚合由苯甲酸官能
化丙烯酸酯和二硫化物官能化二丙烯酸酯组成的
液晶单体混合物来合成单分散、花状液晶聚合物
粒子。少量二硫键功能化二丙烯酸酯的引入诱导
形成花状。通过提高聚合温度，粒子的形状可以从
花状到圆盘状再到球形。溶剂环境对颗粒大小也
有显著影响。时间分辨 TEM表明，最终的粒子形
态是在聚合的早期阶段形成的，随后的聚合导致
粒子继续生长，而不影响形态。最后，花状颗粒在
还原条件下的降解速度比球形颗粒快得多，这是
因为它们具有更高的表面体积比。该研究工作介
绍了一种简便且可扩展的非球形各向异性有机粒
子的制备方法，在从智能涂层到氧化还原响应载
体系统的领域中可能有潜在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低血糖饮食改变脂质代谢
以影响肿瘤生长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atthew G. Vander
Heiden课题组发现，低血糖饮食改变脂质代谢
来影响肿瘤的生长。近日，《自然》在线发表了这
一成果。

虽然热量限制（CR）和生酮饮食（KD）通常
被认为是通过降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来限制肿
瘤的发展，但研究人员发现只有 CR能抑制小
鼠体内特定肿瘤移植体的生长，这表明其他机
制有助于抑制肿瘤的生长。CR中观察到的营
养供应变化是血浆和肿瘤中的脂质水平降低。
合成单不饱和脂肪酸的硬脂酰—CoA去饱和酶
（SCD）的上调是癌细胞在脂质耗尽的环境中增
殖所必需的，CR也会损害肿瘤 SCD的活性，导
致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之间的不平衡，
从而减缓肿瘤的生长。通过较高脂肪的 CR饮
食，强制癌细胞 SCD的表达或提高循环脂质水
平，使其对 CR的影响产生抵抗。

相比之下，尽管 KD也损害了肿瘤 SCD的
活性，但 KD驱动的脂质供应增加维持了肿瘤
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并且改变 KD脂肪组
成来提高肿瘤饱和脂肪酸水平能够与降低肿瘤
SCD的活性共同来减缓肿瘤生长速度。这些数
据表明，饮食引起的肿瘤脂肪酸去饱和化活性
和特定脂肪酸种类可用性之间的不匹配决定了
低血糖饮食是否会损害肿瘤生长。

相关论文信息：

随着深秋的到来，人们纷纷拿出舒适的毛
衣和电热毯，或者囤积的小手炉取暖。但是毛衣
和毯子都很笨重，而且一些保暖制品的持续时
间有限。

现在，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
与界面》中展示了一种导电、耐用的轻质可穿戴
加热器纱线。它可重复使用，并提供恒定、便携
的热量。

在织物中嵌入加热元件的轻便可穿戴加热
器可以帮助人们保暖，但之前的尝试导致热硬
电线或线无法安全清洗。最近，研究人员用聚 3,
4—乙二氧噻吩和聚 4—苯乙烯磺酸处理织物和
纱线。这种柔软的涂层使材料升温，并在清洗后
保持原位。然而，这种聚合物的导电性不足以给
人体加热，而添加一些化合物使其导电性更强
后，可能会刺激皮肤。

因此，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的 Rawat Jaisutti和

同事想要在纱线上改进两种聚合物涂层应用，
这样当它被缝进织物后，就可以在安全的工作
电压下散发热量。

作为第一步，研究人员将涂有聚合物的棉
纱浸入乙二醇中，后者对人体皮肤没有刺激性。
当他们对材料施加电压后，它会升温，与之前报
道的一些柔性加热器相比，更低的电压就能使
其达到较高的温度。然后，研究小组用清水或洗
涤剂反复清洗处理过的纱线。

他们发现，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轻微

的导电性损失，但损失明显小于没有乙二醇的
版本。

最后，研究人员将多段纱线缝在一块带有额外
衬底的织物上，形成一个“TU”图案。当加热器通上
一个 3伏的电源并连接到一个人的手腕上后，热腕
带会来回弯曲，从而实现稳定的热量分布。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腕带还可以通过外部
电路由电池供电，从而更便于携带。 （鲁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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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腕带
加热器来了

人们将导电耐用的纱线缝在织物上，当施加安全电压时，它便成为可穿戴加热器。
图片来源：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与界面》

遥感技术揭示中美洲古迹布局
本报讯 近日, 一项新研究利用遥感技术揭

示了在 2000年的时间跨度里建造的近 500个古
代中美洲古迹的建筑形式。10月 25日，相关论
文刊登于《自然—人类行为》。

此前有研究显示，被称为奥尔梅克文明和
玛雅文明的中美洲文明在公元前 1400 年到公
元 1000 年间覆盖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一大
片地区。已知这些地区的城市设计参考了宇宙
的分布模式。然而，由于缺乏对大面积遗址的
系统性研究，研究人员一直很难对这些城市的
空间形制进行评估，从而进一步理解该地区的
早期文明。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 Takeshi Inomata和同

事利用一种名为机载激光测绘的遥感技术，对
463 个中美洲古迹———覆盖墨西哥南部 84516

平方公里区域的建筑和遗址布局进行了可视化
分析。该分析还揭示了浓密丛林区域的古建筑
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建于数千年前的奥尔梅克
文明的主要中心圣洛伦佐，其设计特征遵循了
古代中美洲历法。这些特征还被发现存在于其
他更晚的古迹中，提示圣洛伦佐在该地区拥有
持续的影响力。

基于这些结果，研究人员归纳了 6类不同
的建筑和古迹布局，或对应的不同时期。他们认
为，今后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对此进行验证，并
分析这些建筑特征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对应关
系。 （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图为玛雅遗址。 图片来源：chensiyuan

镭核大小影响同位素能级

本报讯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首次测量了镭
核大小如何改变含有不同镭同位素的分子结
构。这项研究使用了欧洲核子组织放射性离子
束设施———上线同位素质量分离器的激光和
离子阱组合。科学家研究了一氟化镭（RaF）分
子的量子结构。

量子结构决定了能级以及这些能级在不同条
件下如何变化。美国、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联合
研究团队预测，RaF分子对于研究自然界中某些
基本对称破坏是有用的。当一个镭原子核被另一
种同位素取代后，研究小组测量了电子能级的变
化，证明了这些分子对近距离电子和原子核的相
互作用的极端敏感性。

精确测量能级和修改分子原子核中中子数量
的能力为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宇宙大爆炸应该创
造出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基本对称的违背可以
解释为什么宇宙中的物质比反物质多。含有重元
素同位素（如镭）的放射性分子是研究这些基本对
称破坏的理想材料。

科学家相信，该实验进展可以用于研究在
超新星和其他恒星爆发中产生的放射性分子。
但有限的观测工具阻碍了他们的识别工作。因
此，放射性分子的实验室研究将有助于指导未
来的天体物理观测。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澳研发新型显微镜载玻片
快速识别癌细胞

据新华社电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研究人员
近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他们借助
纳米技术对传统显微镜载玻片进行改造，研发
出一种新型显微镜载玻片，可以更加快速精准
地识别出癌变细胞。

论文第一作者、乐卓博大学教授布赖恩·阿
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传统显微镜载
玻片只是简单的细胞载体，检测时还需要给细
胞染色或做标记，但由于癌症早期时癌细胞数
量很少，常规方法使病理学家很难在大量健康
细胞中精确分辨出哪些细胞已经出现癌变，因
此容易出现误诊，延误治疗。研究团队借助纳米
技术，对载玻片的表面进行了纳米尺度的改造，
使研究人员可以操控光线与细胞组织的相互作
用，癌变细胞会直接呈现出与健康细胞不同的
颜色，检测效率和精确度都大大提高。

目前，研究团队正与彼得·麦卡勒姆癌症中
心合作，对这种新型载玻片进行测试，用它辅助
诊断早期乳腺癌。研究人员希望这一技术能够
成为现有组织成像方法的有益补充，并应用到
更多癌症的早期检测上。 （刘诗月）

木星在两个月内连遭撞击

据新华社电近日，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刊登
报道《木星连续两月“被打”》。报道写道，身为太
阳系最大行星是一份苦差。这个秋天，木星被打
了。

近日，日本的天象观测人士看到木星北半球
大气层有一道闪光，很可能是小行星撞击木星而
发出的。在一个月前，巴西的一名观测人士也看
到了类似现象。

一名用星特朗 C6望远镜拍摄到这道闪光
的推特用户对美国太空新闻网说：“我感觉这道
闪光好像亮了很久。”

日本京都大学天文学家有松亘领导的一个
团队确认了这一观测结果。有松亘参与了名为
“意外事件调查自动测距仪组织”的项目。根据该
项目发布的一条推特，此次观测到的现象包含两
种不同的光，即可见光和红外光，它们使木星发
出诡异的粉光。

由于自身质量大而产生强大的引力，木星经
常遭遇这类撞击。较小的物体，如散落在太阳系
中的小行星，很容易被吸入木星厚厚的、极不稳
定的大气层中。

一些研究表明，平均每过数月就会有直径
45米以上的物体撞击木星一次。不过，人类观测
能力上的限制意味着，即使最完备的观测项目每
年或许也只能观测到一次撞击。

美国《天空与望远镜》月刊称，10月 15日的
这道闪光出现于木星的北热带区，靠近北温带南
部边缘。

按“最佳时段”睡觉避免认知能力下降
本报讯近日，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

即使将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考虑在内，睡
眠时间短的人和睡眠时间长的人，其认知能力
下降都比中等睡眠的人更严重。相关研究结果
发表于《大脑》。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人认知能力下
降的主要原因，约 70%的痴呆症病例都与此有
关。睡眠不足是这种疾病的一个常见症状，也是
加速疾病发展的一个驱动力。研究表明，自我报
告睡眠时间短的人和睡眠时间长的人都更有可
能在认知测试中表现不佳，但这类睡眠研究通
常不包括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评估。

睡眠质量差和阿尔茨海默病都与认知能力
下降有关，将两者的影响区分开来此前被证明
具有挑战性。通过多年追踪一些老年人的认知
功能，并分析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蛋白质的水平
和睡眠期间的大脑活动，研究人员生成了有助
于解开睡眠、阿尔茨海默病和认知功能之间复
杂关系的关键数据。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帮助

人们在衰老过程中保持头脑敏锐。
研究第一作者、美国华盛顿大学睡眠医学

中心神经学副教授 Brendan Lucey表示，该研究
表明，总睡眠时间有一个中间范围，在这个范围
内，认知表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保持稳定。
“睡眠时间短和长与认知表现较差有关，这

可能是由于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导致的。”
Lucey认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果可以
通过干预来改善睡眠，比如将睡眠时间短的人
的睡眠时间增加 1小时左右，这会对他们的认
知表现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使其不再出现认
知能力下降吗？我们需要更多的纵向数据来回
答这个问题。”

研究人员调查了 100名参与者的睡眠和阿
尔茨海默病数据，其中 88人没有认知障碍，1人
有轻度认知障碍，另 11 人的认知障碍非常轻
微，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75岁。

结果表明，睡眠与认知能力下降之间存在
U型关系。总体而言，根据脑电图的测量数据，

每晚睡眠时间少于 4.5 小时或超过 6.5 小时的
人，其认知分数会下降。而睡眠处于中间范围的
人，其认知分数保持稳定。

Lucey说，脑电图估计的睡眠时间往往比自
我报告的睡眠时间短大约 1小时，所以结果相
当于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 5.5到 7.5小时。
“特别有趣的是，不仅是睡眠时间短的人，

睡眠时间长的人的认知能力也有更大下降。”研
究合著者、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Knight阿尔茨海
默病研究中心神经病学教授 David Holtzman认
为，这表明睡眠质量可能是关键，而不是简单的
睡眠时间。

Lucey 表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是独特
的，那些醒来后感觉睡眠时间很短或很长的
人不应该被迫改变他们的习惯。但是那些睡
眠不好的人应该意识到睡眠问题通常是可以
治疗的。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睡眠时间影响认知能力。
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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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华认为，在医疗技术上，这种手术并不

难，而为何 2~3年后才得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伦理学障碍以及知情同意前提下的
标准试验的寻找和征集。

在美国，脑死亡是终止治疗的法定标准。而
我国脑死亡临床判定虽已有了自己的医学标准
及规范，但普及性应用仍然缺乏相应的政策、法
规、法律支撑。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张迪告
诉《中国科学报》，异种器官移植的安全性问
题还需考虑跨物种感染对个体和人群健康的
影响。

比如，有研究显示，有些动物携带的病
毒、细菌病原体在携带者体内不发病，但对人
类也许是致命的，也可能与人体病毒基因重
组产生新的病毒导致疫病的产生和流行。而
这不仅会影响受者个体健康，还可能会威胁
人群健康。

此外，跨物种移植还涉及人类尊严、人格同
一性、技术可及性和动物福利等问题。“异种移
植的受者可能认为，自己不再是人类、不再是以
前的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或物种。”张迪说。

“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实验室”

当然，器官移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
供体短缺问题，还有高昂费用、急性排斥反应、
免疫抑制剂使用的副作用以及免疫抑制剂使用
后的感染问题。
“有的患者器官移植后长期效果满意，但也

有患者会出现原发疾病复发问题。此外，移植后
患者的长期管理随访也不容忽视。”修典荣说，
任何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都
会产生新的问题，虽然还不能预测动物器官最
终应用到临床会产生哪些问题，但应该提前做
好相关科学研究，并讨论技术所引发的伦理、法
律和社会问题。比如，动物器官植入人体后的长
期反应如何、动物基因对人体的长期影响到什
么程度。
“但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实验室，总要迈

出一步。”陈忠华表示，科技的每一次重大进步
必然会对伦理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伦理道
德的高标准又指引科学技术朝着正确方向迈
进，但最终目的都为人类健康服务。

世界首例异种移植
尚需谨慎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