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

研究揭示海马多重功能间联系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Mayank
R. Mehta、Jason J. Moore等研究人员合作揭示
海马多重功能之间的联系。这一研究成果近日
在线发表于《自然》。

通过大鼠只使用远端视觉线索进行虚拟
导航任务（类似于空间记忆的标准水迷宫测
试）时，研究人员揭示了背侧 CA1 神经元的
多重选择性。神经反应主要是编码距离起点
的路径和大鼠的头部角度，具有类似于灵长
类动物弱分配中心的空间成分，但大大弱于
现实世界中的啮齿动物。

通常情况下，相同的细胞在一个序列中
对路径距离、角度和分配中心位置进行复用
和编码，从而对一个旅程的特定情节进行编
码。神经活动和调谐的强度与表现密切相
关，其时间关系表明神经反应影响着行为，
反之亦然。

与关联和因果 Hebbian 学习的计算模型
一致，神经反应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聚类，并
成为行为相关变量的更好预测者，平均神经
计量曲线超过并趋向于心理计量曲线。因
此，海马神经元复用并表现出高度的可塑
性、任务和经验依赖性，对以路径为中心和
以分配为中心的变量进行调谐，从而形成支
持导航的情景序列。

相关论文信息：

周欣：国产设备研发，
坚持最重要

气候变化对地球上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生
命网络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研究人员表示，人
们或许可以从几盎司的微生物汤中窥见未来。

每一滴池塘水和一茶匙的土壤都充满了成
千上万被称为原生生物的微小单细胞生物。它
们数量众多，据估计，其重量是地球上所有动物
体重之和的两倍。

20 多万种已知的原生生物经常被忽视。但
杜克大学生物学助理教授 Jean Philippe Gibert
说，随着气温变暖，它们可以在缓冲气候变化
的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因为它们会吞噬细菌，
并在呼吸时将二氧化碳释放到空气中，就像人
类呼气时一样。但是，由于细菌占地球生物量的
比例超过了除植物以外的任何其他生物，因此
它们是二氧化碳的最大自然排放者之一，而二
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

在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
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创造一个微型生态系

统，测试了气候变暖对以细菌为食的原生生物
的影响———每个玻璃烧瓶里装着 10个不同种类
的原生生物。

烧瓶被保存在从 60华氏度到 95华氏度的
5种温度下。两周后，研究人员观察了在每种温
度下存活的物种，并测量了它们在呼吸过程中
释放的二氧化碳量。

研究人员发现，每个物种对温度的反应都
可以通过对其大小、形状和细胞内容物的一些
简单测量来预测。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整个群
落的呼吸速率。

他们还发现，通过测量细胞的大小和形状，
并将它们插入一个数学模型，可以非常接近其
微型生态系统在现实中的运行状态。

研究人员说 :“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所知
的特性和温度反应之间的关系，将其扩展到整
个生态系统层面。”这项工作很重要，因为它阐
明了“气候变化将如何改变微生物群落，以及
这将如何反向影响气候变化的速度”。

（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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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生生物细胞大小和形状的一些简单测量可以预测它们对全球变暖做出的响应。
图片来源：Dan Wieczynski.

原生生物
缓解气候变化

电子烟不能帮吸烟者戒烟
本报讯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无

法戒烟的吸烟者如果完全改用电子烟，并且能
够避免再次吸烟，那么他们可能会从改变中获
益。然而，关于烟民是否能够过渡到电子烟而不
会再次吸烟的研究却很少。

电子烟是一种用电池驱动的设备，它会加
热由尼古丁、调味品和其他化学物质组成的液
体，并使其变成气雾剂。用户最终将后者吸入
肺部。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公共卫生与人类
长寿科学学院和穆尔斯癌症中心日前进行的一
项分析显示，使用电子烟———即使每天使
用———不能帮助吸烟者远离香烟。相关研究发
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彻底戒烟的人相

比，远离香烟后转吸电子烟或其他烟草产品的
人第二年复吸的可能性增加了 8.5%。”论文第一
作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 John P. Pierce

说，“戒烟是吸烟者改善健康所能做的最重要的
事，但有证据表明，改用电子烟会降低而不是提
高戒烟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使用了具有全美代表性的烟草与
健康人口评估（PATH）纵向研究的数据。该团队
在 2013年至 2015年间选取了 13604名吸烟者，
并对他们进行了两次连续的年度调查，以探索
12种烟草产品的使用变化。

在第一次年度随访中，9.4%的吸烟者成功远
离香烟。现在，这些“前烟民”中有 62.9%的人依
旧不吸烟，但有 37.1%的人已经转向使用其他形
式的烟草。后者中，22.8%的人使用电子烟———其
中 17.6%的人每天使用电子烟。

改吸电子烟的烟民更有可能是非西班牙裔
白人，他们的收入更高，烟草依赖评分更高，认
为电子烟比传统香烟的危害更小。
“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评估最近改吸电子烟

或其他烟草产品的前吸烟者，是否比那些坚持

不吸烟的人更不容易再次吸烟。”论文资深作者
Karen Messer说。

在第二次年度随访中，研究人员发现，与戒
掉所有烟草的前烟民相比，转用任何其他形式
烟草（包括电子烟）的人复吸香烟的可能性高出
8.5%。

第二次随访中，50%戒掉所有烟草的前烟民
戒烟 12个月或更久，并被认为已成功戒烟；相
比之下，在改用其他形式烟草的前烟民中，这一
数字为 41.5%。

虽然转向其他形式烟草的人更有可能再次
吸烟，但他们也更有可能再次尝试戒烟，并在第
二次随访中戒烟至少 3个月。研究人员说，需要
进一步的跟踪调查确定这是否为一种慢性戒烟
和复吸的证据，以及是否为成功戒烟进程的一
部分。
“如果转向电子烟是一种可行的戒烟方式，

那么这些人应该有更低的吸烟率。然而，我们没

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Pierce说。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unsplash

碳回收政策有助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本报讯 如果全球对碳密集型能源和产品
的需求不能迅速减少，在本世纪中叶之前，要
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每年将需要捕获和
永久储存数十亿吨二氧化碳。然而，10 月 26
日，刊登于《焦耳》的一篇文章显示，对绝对减
排和更廉价、临时的碳储存形式的关注，意味
着永久性二氧化碳处理领域仍然缺乏投资。目
前，相关部门只捕获了全球能源和工业过程
（EIP）碳排放的约 0.1%。

但研究人员表示，捕获和永久存储的二氧
化碳必须达到 100%，才能阻止 EIP排放导致的
进一步全球变暖。

研究人员表示，通过实行“碳回收义务”
（CTBO），强制增加碳储存比例，可以使相关国
家实现成本效益的转变。

借助综合评估模型（IAM），并对永久碳储

存的成本作出保守假设，研究人员发现，CTBO
政策的预期整体经济成本与采用全球碳价格的
IAM中实现相关气候目标的成本相当，甚至可
能更低。

与全球碳价相比，CTBO 上游具有治理简
单、速度快、可控性强的优点。研究人员认为，通
过确保相关部署与化石燃料的持续使用同步，
降低惩罚性碳价格的风险，或者采取更严厉的
措施减少排放，CTBO 的等效碳价格能得到有
效限制。

作者认为，如果结合近期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的措施，CTBO 可以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
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将升温控制在 1.5毅C 的净
零排放。 （鲁亦）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环球科技参考

美研究显示暴露在极端高温下的
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了 2倍

近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文章，通
过估算 1983—2016年 13000多个城市社区中每
天暴露在极端高温（湿球温度超过 30 ℃）下的
人口数量，发现城市居民暴露在极端高温和潮
湿环境中的数量增加了 2倍。

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科研人员领
导的研究团体，利用红外卫星图像和现场读数
确定了 1983—2016 年的天气状况，获取了
13115个城市的日最高温度和湿度数据，并结合
城市人口统计数据测算了全球、区域、国家和直
辖市水平上暴露量的平均年增长率，即极端高
温天数乘以每个城市的人口总数。

研究结果显示，全球暴露量在 34年内增加
了 2倍，从 1983年的 400亿人—天增加到 2016
年的 1190亿人—天。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城
市聚集在低纬度地区，约有 20 多个人口超过
100万的城市社区每年的极端高温天数增加了
1.5天以上。研究指出，人口增长和城市总体变
暖分别对暴露量的年均增长率贡献了 66%和
34%，也就是说，与人口增长相比，城市总体变暖

使全球暴露年增长率提高了 52%。在城市人口增
长较慢的区域，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城市
总体变暖对暴露轨迹增加的贡献较大。但随着
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
市总体变暖的贡献减弱，如西亚、南亚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针对不同城市，单一
的驱动因素（人口增长和城市总体变暖）对暴
露量平均年增长率的贡献也存在差异，比如人
口增长对德里暴露量平均年增长率的贡献接
近 75%，而对加尔各答的贡献为 48%。因此，解
决方案的制定需要决策者进行精细的时空分
析和全球可比分析，为每个城市量身定制。

（秦冰雪）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能源转型委员会确定将全球升温
限制在 1.5℃以内的六大行动

近日，能源转型委员会发布题为《保持 1.5
℃的活力：在 21世纪 20年代缩小差距》的报告，
确定了为实现《巴黎协定》并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以内，在 21世纪 20年代可以采取的成本
最低的 6类行动。
第一，甲烷排放量显著快速减少。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显
示，过去全球变暖约 40%来自甲烷排放，减少甲
烷排放是尽快限制全球变暖的最有力手段。然
而，许多国家自主贡献（NDC）对甲烷的关注不
够。到 2030年，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可通过
低成本的行动（如开采前脱气和风排瓦斯氧化）
减少 60%，农业和废物管理相关的甲烷排放可以
减少 30%。
第二，停止砍伐森林并开始重新造林。到

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开始重新造林以及改善
土地利用实践可以每年减少 6.5 Gt 二氧化碳
（1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现这一目标需
要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并优先使用承诺的
气候资金。

第三，电力部门脱碳并加速淘汰煤炭。燃煤
发电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单一来源，但与可
再生能源相比，燃煤发电正变得越来越不经济。
立即禁止新建燃煤电厂，并逐步淘汰现有的燃
煤电厂，到 2030年每年可额外减少 3.5 Gt二氧
化碳排放量。所有发达国家都应承诺到 2030年

完全淘汰煤炭，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气候融资应
支持发展中国家逐步淘汰煤炭。

第四，加快道路交通电气化。向电动汽车
的转变有望为消费者节省燃料成本与维护费
用，同时消除交通带来的空气污染。计划于
2035 年颁布的有关内燃机轻型车辆的销售禁
令将支持这一转变。主要汽车运营商承诺更早
实现车辆全面电气化，这将成为推动变革的强
大动力。到 2030年，此类行动将每年额外减少
2.3Gt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五，加速建筑、重工业和重型运输的供
应脱碳。这些部门的显著减排将延续到 2030
年以后。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将使减排速度比
目前大多数 NDC假设的更快。通过加速电力
供热，钢铁、水泥、航运、航空领域领先的公司
和国家承诺每年可额外减少 1Gt 二氧化碳排
放量。

第六，重振能源与资源效率。尽管通过提
高能源与资源效率，能赢得实现低成本减排的
巨大机遇，但近期进展十分缓慢。通过《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的行
动将加快进展，以现有举措为基础，提高建筑
和设备等领域的效率。 （刘燕飞）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日本成功发射一颗导航卫星

据新华社电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 10月
26日上午成功发射了一枚 H2A火箭，将一
颗日本导航卫星送入太空。

三菱重工网络直播画面显示，当地时间
26日 11时 19分（北京时间 10时 19分），一
枚 H2A火箭搭载一颗“引路”系列导航卫星
从位于日本南部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
发射升空。

这颗卫星是 2010年发射的“引路”1号
导航卫星的后继卫星，“引路”1 号已经超出
了使用年限。

日本“引路”系列卫星被称为日本版全球
卫星定位系统（GPS）。“引路”1号于 2010年
发射升空后，日本又于 2017年陆续发射了 3
颗同系列卫星，初步构建了一个拥有 4颗卫
星的导航系统，作为美国 GPS的辅助应用。
日本计划到 2023年拥有 7颗导航卫星，从而
达到不依赖美国 GPS 系统也能实现高精度
定位的目标。

此次发射卫星的这枚 H2A火箭长约 53
米，发射时重约 290吨。H2A火箭于 2001年
首次发射，这是第 44次发射。 （华义）

印度首都今年登革热病例
已超千例

据新华社电据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部门
10月 2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市登
革热病例总数已超过 1000例，其中死亡 1例。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23日，仅 10
月份新德里市就报告了 665例登革热确诊病
例，今年以来，全市共有 1006例登革热病例，
是 2018年以来同期最高值。

登革热是一种蚊媒传染病，主要在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典型症状包括持续发热、
头痛、肌肉痛、关节痛等，严重时可致死。

2015年新德里曾暴发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全年共报告 1.6万例病例，造成 60人死亡。

（胡晓明）

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
互认疫苗接种证书协议

据新华社电以色列卫生部 10月 24日宣
布，该国与阿联酋签署新冠疫苗接种证书互
认协议。

以色列卫生部长霍罗威茨 24 日在推特
上说，当天与阿联酋签署关于设立“绿色通
道”的协议。根据协议，两国互相承认接种证
书和“绿色通行证”，两国之间可以自由通行，
不需要进行隔离和其他手续。

霍罗威茨与阿联酋卫生部长阿卜杜勒·
拉赫曼当天举行视频会议，双方高度评价两
国在包括卫生等各领域的合作关系。

据以卫生部 25日公布的数据，以色列 930
万人口中，约有 572万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390万人完成三剂疫苗接种。 （吕迎旭尚昊）

（上接第 1版）
“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水，水分子中每个质

子都有自旋，就像一个个微观的‘陀螺’。顺时
针旋转的‘陀螺’，其自旋朝上；逆时针旋转的
‘陀螺’，其自旋朝下。一个向上和一个向下的
自旋相互抵消了磁矩。一般在约 100 万个质
子自旋中，只有一个自旋真正贡献了磁信号，
所以通常状态下质子磁信号十分微弱。”周欣
独辟蹊径开发出超极化气体磁共振技术，让
微观世界原子核自旋的“陀螺”朝一个方向旋
转，从而极大增强了气体磁信号，让肺部气体
“可视”成为可能。

同时，周欣团队还将磁共振发射和接收
频率扩展至多种元素的原子核，实现了多核
磁共振成像。此外，通过结合人工智能及压缩
感知欠采样技术，他们设计出用于人体肺部
成像的自适应的高倍欠采样模式，将信号的
动态采样速度在原有基础上提高至最大 10
倍，实现世界上最快的高分辨率人体肺部气
体动态采样。

从 1 个人到 70 人的团队，从“6 块地板
砖”到专门的实验室，周欣带领团队不负众
望，实现了我国肺部气体磁共振技术从无到
有的突破，有效解决了肺部结构和功能的无
损、定量、可视化检测背后的科学难题，打破
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核心技术指标国际领先。

坚持钻研 强国“有我”

周欣表示，医学仪器能够研制成功并为
民所用，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个性化
的项目指导是分不开的。仪器项目涉及物理、
化学、生物、医学等多专业的学科交叉研究，
医学科学部每年度都会组织交流会，邀请不
同领域的专家到会进行现场指导和研讨交
流，并有针对性地邀请全国知名影像学专家
和临床医生百余人到仪器研发测试现场指
导，共同优化仪器的性能指标。

近百年的科学发展历程表明，重大科学
创新和研究领域的开辟，往往以科学仪器和
技术手段上的突破为先导。“现代科技的重大
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科学仪器，谁掌握
了最先进的科学仪器研发技术，谁就掌握了
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周欣说。

上世纪 90 年代，周欣还是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精密院的前身）的研究
生时，就意识到科学仪器的重要性。当时，由
于进口仪器价格昂贵，他们用的是老旧的磁
共振仪器，仪器“罢工”是“家常便饭”，而请
国外专家修理价格贵、等待时间长，于是周欣
和所里的工程师就拿着说明书自己动手。
“攻读博士学位的 5 年间，我基本都在修

仪器和改造仪器功能。”周欣说，在这个过程
中，他学会了很多的技术和知识，对每个部件
的功能、如何优化及仪器运行原理等有了深
入理解。

为了修复一台 80MHz 的旧磁共振波谱
仪，周欣曾连续三天三夜没睡觉，修复过程
达整整一年。他付出的“代价”不止于此，到
距离毕业答辩前两个月，周欣还没有发表一
篇论文，而其他同学早在第 3 年、第 4 年就
有了论文。

令人意外的是，答辩前一个月，他连续 3
篇基于研发仪器的高水平论文刊发出来。“可
能发不了文章，但我当时坚信，能够学到一门
技能保底。这些经历告诉我坚持最重要，一旦
突破了瓶颈，科学研究是肯定会出成果的。”

如今，周欣常告诉学生们，做科研要将个
人兴趣和重大科学问题相结合，要面向国家
和社会的重大需求，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来回
馈社会，在国家进步的潮流中最大化地发挥
个人价值，真正实现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中
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