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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称世界
面临新冠大流行延长风险

据新华社电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
官塞斯·伯克利 12月 1日在给新华社记者发来
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公
问题不能解决，大流行将继续延长。伯克利呼吁
全球共同努力，确保疫苗公平可及。

伯克利在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声明中指
出，虽然目前人类仍需更多了解奥密克戎变异
毒株，“但我们知道，只要世界上大部分人没有
接种疫苗，（新冠病毒）变异就会继续出现，大流
行将继续延长”。

他说，只有在能够保护全球所有人口，而不仅
仅是富人的情况下，才能拦阻（新冠病毒）变异。“现
在全世界需共同努力，确保公平获得疫苗。”

伯克利表示，跨越疫苗鸿沟意味着疫苗制
造商和捐助者为那些需要疫苗的国家提供“能
见度”，以便后者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免
疫计划”，也意味着接受疫苗援助的国家需利用
所有可用资源为需要者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

由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共同领导的“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旨在确保所有参与的国家和经济体都能公
平获得新冠疫苗。其核心目标是到 2021年底提
供 20亿剂疫苗。 （郭爽）

天文学家观测到新双星系统
美国科学家观测到一种新型双星系统。该

系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存在的，但却始终未能
观测到。这一发现最终证实了宇宙中一种罕见
的恒星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相关研究近日发
表于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

哈佛大学博士后 Kareem El-Badry利用加
州利克天文台的沙恩望远镜和若干天文调查
数据发现了这一新的双星系统。“我们已经观
测到过渡双星新群体的第一个物理证据。”

El-Badry说，“这令人兴奋，它是我们一直在寻
找的双星形成模型中缺失的进化环节。”

一种新型恒星

当一颗恒星死亡时，它有 97%的概率会变
成一颗白矮星，后者是一种小而致密的天体，
在燃烧完所有的燃料后会塌缩并变暗。

但在极少数情况下，一颗恒星可以变成极
低质量的白矮星。这些恒星的质量不到太阳的
1/3，但这却带来了一个难题：如果恒星进化的
计算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的极低质量白矮星的
年龄似乎都超过了 138亿年，这比宇宙本身的
年龄还要大，因此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宇宙的年龄还不足以通过正常的演化产

生这些恒星。”El-Badry说。他是哈佛天体物理
中心理论与计算研究所的成员。

多年来，天文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唯一能
形成极低质量白矮星的方法是借助双星。来自
附近伴星的引力可能很快（至少在 138亿年之
内）吞噬一颗恒星，直到它变成一颗极低质量
白矮星。

但证明这一观点的证据并非万无一失。
天文学家已经观察到像太阳这样的正常

大质量恒星会吸积到白矮星上，这种现象被称
为灾难性变量。他们还观察到极低质量白矮星
与正常的白矮星伴生。然而，科学家还没有观
察到进化的过渡阶段，或者在这两者之间的转
变：恒星失去了大部分质量，几乎收缩成一颗
极低质量白矮星。

缺失的进化环节

El-Badry经常把恒星天文学比作 19世纪
的动物学。
“你走进丛林，找到一个有机体。你先描述

它有多大、多重，然后再看看其他的生物，”他
解释道，“你看到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天体，需
要把它们联系起来。”

2020年，El-Badry决定返回“丛林”，寻找
长期以来一直对科学家发出暗示的恒星：极
低质量白矮星的前身（也被称为进化的灾难
性变量）。

利用来自欧洲空间局发射的太空观测站
盖亚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兹威基瞬变设施的新
数据，El-Badry 将 10 亿颗恒星的调查范围缩
小至 50颗潜在候选恒星。

他强调了来自天文观测的公开数据对自

己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兹威基瞬变设施
和盖亚这些代表着成百上千人在幕后进行的
大量工作，这项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

El-Badry随后对其中 21颗恒星进行了密
切观察。

这一选择策略奏效了。“所有候选恒星目
前都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极低质量白矮星的
前身。它们比极低质量恒星还要膨胀，同时也
是卵形的，因为其他恒星的引力扭曲了它们原
本的球体形状。”他说，“我们发现了两类双
星———灾难性变量和极低质量白矮星之间的
进化联系，而且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这类双星。”

其中 13颗恒星显示出其质量仍在输送给
伴星的迹象，而其中 8颗恒星似乎不再失去质
量。它们每一个的温度都比之前观察到的灾难
性变量要高。

El-Badry 计划继续研究极低质量白矮星
的前身，并可能研究他之前发现的其他 29颗
候选恒星。

就像填补人类进化空白的现代人类学家
一样，他对从简单过程中产生的恒星的丰富多
样性感到惊讶。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发现老年痴呆潜在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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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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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观察到，在扭曲的晶体中，原子的振动会产生缠绕的高能波，从而控制热量的传
输，这一发现有助于新材料更好地管理热量。 图片来源：Jill Hemman/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联大主席呼吁全力抗击
艾滋病病毒和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电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
卜杜拉·沙希德在 11 月 30 日举行的纪念世
界艾滋病日大会上表示，抗击艾滋病病毒和
新冠病毒需要全球更加紧密团结。

12月 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
“终结不平等，终结艾滋病，终结大流行”。沙希
德表示，新冠病毒和艾滋病病毒不仅影响个人
的健康，而且“影响家庭、社区以及国家的发展
和经济增长”。

他说：“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团结起来
共同抗击艾滋病病毒和新冠病毒，共同应对涉
及人类公共卫生的相关问题。”

沙希德说，今年距离 1981 年全球报告首
个艾滋病病例已经过去整整 40年。在艾滋病
流行的最初几年，感染者或高危人群“充满了
困惑和恐惧，受到孤立和歧视”。

他指出，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至关
重要。这些教训包括因害怕被污名化而隐瞒
诊断结果、社会中充斥关于预防或治疗艾滋
病的错误信息以及决策者拖延采取行动等。

关于新冠疫情，沙希德说，虽然国际社会
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开发并提供了新冠疫苗，但
随着更多变异病毒出现，国际社会必须快速行
动起来，确保疫苗公平可及，缩小免疫鸿沟。

（王建刚）

《自然—遗传学》

深度学习使人类胸腔主动脉
遗传分析成为可能

美国 Broad研究所 Patrick T. Ellinor小组通
过深度学习实现人类胸腔主动脉的遗传分
析。11 月 26 日，《自然—遗传学》杂志在线发
表了这项成果。

研究人员训练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来评
估来自英国生物库的 460 万张心脏磁共振图
像中升主动脉和降主动脉的尺寸。然后，研究
人员对 39688 名个体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研
究，确定了 82个与升主动脉直径相关的位点
和 47个与降主动脉直径相关的位点，其中有
14个位点重叠。
全转录组分析、罕见变异负担测试和人类

主动脉单核 RNA测序对包括 SVIL在内的基因
进行了优先排序，后者与降主动脉直径密切相
关。在 385621名英国生物库参与者中，升主动
脉直径的多基因评分与胸主动脉瘤相关（风险
率 =1.43/s.d.，置信区间 1.32~1.54，P=3.3×
10-20）。这些结果说明了用深度学习快速定义定
量性状的潜力，这种方法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生
物医学图像。

据悉，主动脉的扩大或动脉瘤容易导致夹
层，这是导致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生物技术》

光声和超分辨成像遗传编码
光切换分子传感器问世

德国亥姆霍兹慕尼黑中心 Andre C. Stiel团
队开发出用于光声和超分辨成像的遗传编码光
切换分子传感器。11月 29日，《自然—生物技
术》杂志在线发表了这项成果。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基于 GCaMP5G 的光

切换 Ca2+传感器原型，可以用 405/488nm 的
光进行切换，并在结构层面上描述了其分子
机制，包括荧光蛋白的核心桶状结构与 Ca2+

受体分子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展
示了培养细胞中 Ca2+ 浓度的超分辨率成像，
以及在控制 Ca2+条件下小鼠体内植入肿瘤细
胞的光声 Ca2+成像。最后，研究人员通过构建
基于外周结合蛋白和 G—蛋白偶联受体的光切
换麦芽糖和多巴胺传感器的例子，展示了这一
概念的普遍性。

据介绍，可逆光切换的蛋白质对于许多超
分辨率荧光显微镜和光声成像方法是必不可
少的。然而，它们还没有被用作测量特定分析
物在纳米尺度或活体动物组织中分布的传感
器。

相关论文信息：

《德国应用化学》

用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
协同结合的轮基金属有机框架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Sihai Yang团队开发了
用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协同结合的{Ni12}-
轮基金属有机框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11月
29日出版的《德国应用化学》。

SO2 和 NO2 造成的空气污染对环境和人
类健康造成了重大危害。了解捕获材料中活
性位点的机制对于开发新的清理技术至关重
要。

该文中，研究人员报道了 SO2和 NO2在金
属有机骨架（NKU-100）中开放 Ni（II）位点上
可逆配位结合的晶体学观察，该骨架结合了前
所未有的{Ni 12}- 轮，在去溶剂化过程中显
示了六个开放 Ni（II）位点。固定气体分子通过
氢键、π··π 相互作用和偶极相互作用组成
的主—客体相互作用进一步稳定。在 298K和
1.0bar 下，NKU-100 对 SO2 和 NO2 的吸附量
分别为 6.21和 5.80mmol g-1。动态突破实验证实
了在干燥条件下，在低浓度下选择性保留 SO2

和 NO2。
研究工作将为未来设计捕获 SO2和 NO的

高效吸附剂提供启发。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实现卟啉复合物
多嵌段共低聚物表面合成

日本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 Shigeki Kawai等
研究人员实现卟啉复合物多嵌段共低聚物的表
面合成。11月 26日，《德国应用化学》在线发表
了这一成果。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从三氟甲基（CF 3）
取代的卟啉金属复合物的多嵌段共低聚物的
表面合成。结合键分辨扫描探针显微镜和密
度泛函理论（DFT）计算，研究人员证明了金
（111）上的低聚物。即使在单个单元的第一次
低聚后，低聚体的末端仍保持 CF 3 基团，它
可以作为反应物按顺序进一步耦合。因此，卟
啉低聚物的铜、钴和钯复合物按照设计的顺
序相互连接。
据介绍，表面化学反应已经成为一种非常

强大的技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小分子
连接起来合成纳米结构。鉴于大多数反应物
在一定温度下同时被激活，以可控的方式进
行顺序反应仍然具有挑战性。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目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大脑中的斑
块会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近日，美国科学家
的一项新研究指出，细胞自我清洁能力减弱可
能是导致不健康的大脑沉积过程的原因。相关
研究结果发表于《蛋白质组研究杂志》。

除了痴呆的症状外，如果医生在患者大脑
中发现淀粉样斑块和神经纤维缠结，就可以做
出明确的阿尔茨海默氏症诊断。斑块是淀粉样
肽的堆积，而缠结主要是由一种叫做 tau的蛋
白质构成。
“大约 20%的人有斑块，但没有痴呆的迹

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化学教授 Ryan Julian
认为，这使得斑块本身似乎并不是导致阿尔茨
海默氏症的原因。

基于这个判断，Julian团队调查了 tau蛋白
的一些未被研究的方面。他们想通过对 tau蛋
白的仔细检查揭示出更多关于斑块和缠结背

后的机制。
研究人员专注于单个分子的不同形式，即

异构体。“同分异构体是同一分子，但其三维构
象与原分子不同。”Julian解释说，“一个常见的
例子就是手，双手是彼此的异构体，是镜像，但
不是完全复制。同分异构体可以有旋向性。”

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既可以是右旋异构体，
也可以是左旋异构体。Julian表示，正常情况下，
生物中的蛋白质都是由左旋氨基酸组成的。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扫描了捐献的大脑
样本中所有的蛋白质，结果发现那些有大脑堆
积但没有痴呆的人有正常的 tau蛋白。而在那
些有斑块或缠结并且痴呆的人身上，研究人员
发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 tau蛋白。

人体内大多数蛋白质的半衰期小于 48小
时。如果蛋白质停留的时间过长，某些氨基酸
就会转化成另一种手性异构体。

如果你试图把一只右手的手套戴在左手
上，它肯定会不好用。在生物学中也有类似的
问题。Julian说：“分子在一段时间后就不会按照
它们应该的样子工作了，就像一只左手手套转
化成了一只不适合的右手手套。”

一般来说，在 65岁以上人群中，清除细胞
中废蛋白或缺陷蛋白的过程（即自噬）会减慢，
但目前还不清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Julian的
实验室正计划对此进行研究。

幸运的是，研究人员正在测试一些候选药
物，包括已批准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
病的现有药物，用来改善自噬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自噬可以通过禁食来诱
导。当一个人的饮食中缺乏蛋白质时，细胞会
通过回收已经存在于细胞中的蛋白质来填补
空缺。此外，锻炼也会增加自噬作用。
“这些措施以及药物疗法最终可能有助于

预防阿尔茨海默氏症。”Julian表示，如果自噬速
度减慢是造成该疾病的根本原因，那么增加自
噬作用应该具有有益的效果。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新材料
让啤酒更凉

美国科学家的一项发现或许有助于设计
能够更好控制热量的材料。相关研究近日发表
于《今日材料物理》。

准粒子物理学奠定了人们对材料微观动
力学行为的理解，这些微观动力学行为控制着
大量的物质属性，包括结构稳定性、激发态和
相互作用、动态结构因素以及电子和声子电导
率。因此，理解能带结构和准粒子相互作用是
研究凝聚态物质的基础。

在这项新研究中，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提出了非同构手性和非手
性材料中准粒子（包括声子和布洛赫电子）的
“扭曲”动力学描述。这类材料通常具有结构复
杂、耐热性强和高效的热电性能，可用于废热
捕捉和清洁制冷技术。

文章通讯作者、该实验室研究员 Raphael

Hermann与合作者观察到，在扭曲的晶体中振
动的原子驱动着携带热量的高能波，就像开瓶
器驱动着瓶塞一样。
“结构螺旋使海浪旋转。”Hermann说，他

与合作者利用中子散射观察了扭曲晶体中的
波行为。

接下来，该实验室的 Lucas Lindsay 将波的
行为，即角动量守恒，写进了一个模型中。随
后，该实验室的 Rinkle Juneja将这个模型应用

于十几种材料。
“对扭曲系统的新理解有助于人们确定热

量是如何在其中移动的。”Lindsay说，“利用这
一知识，我们正在寻找能更好地在微电子学中
携带热量或阻隔热量的材料，比如在保温瓶
中，让咖啡保持热度或让啤酒保持低温。”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据新华社电近期发生的武装冲突显示，无
人机正在快速挤占传统飞机的地位。不过，大
多数现代军用无人机是航程较短的战术无人
机，因此无人机指挥所通常需要部署在距离作
战行动区域不远的地方。只要摧毁这些指挥
所，就能瓦解无人机的作战能力。

美国五角大楼从 2014年开始尝试解决这
个问题，采取的办法包括研发“小妖精”项
目——— 一种价格低廉且拥有半自动控制系统
的中型无人机。

按照研发人员设想，“小妖精”应在完成作
战任务后与 C-130A运输机以缆索拖曳的对
接装置对接，然后 C-130A再将对接装置连同
无人机一同收回机舱。但此前进行的全部 9次
空中回收测试都未成功，原因是与对接装置对

接后的无人机在空中摇晃得过于剧烈。现在，
测试人员终于成功消除了这种晃动。
“小妖精”无人机长度为 4.2米，翼展约 3.5

米，起飞重量 680千克（包括 66千克有效载
荷），航程 560公里。“小妖精”项目主管蒂姆·
基特说：“如果（该项目）取得成功……我们将
能在敌方防空火力范围边界附近释放无人机。
载机将留在（敌方防空武器的）杀伤范围之外，
而由其释放的无人机群将负责在可能对飞行
员造成危险的区域收集信息、确认目标并完成
其他任务。”

基特表示，下一步是测试同时释放 4架无
人机。载机将在放出无人机后的半小时内将它
们全部回收。

发展这种技术的并非只有美国。俄罗斯的

喀琅施塔得公司也在研发基于人工智能的无
人机群应用系统。

俄《祖国军火库》杂志主编维克托·穆拉霍
夫斯基说：“‘小妖精’可以充当自杀无人机。如
果它们未发现足够有价值的目标，还能返回载
机。”但穆拉霍夫斯基表示，这种技术也有不少
弱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载机容易受到攻击。

他指出：“要想击沉航母，必须突破由其
护卫舰艇构筑的防空和反导保护圈。而击落
无人机载机只需一枚防空导弹……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可摧毁 400 公里范围内
的目标。”

因此，这位专家认为，这套战术只适合
用于对付恐怖分子等不具备先进防空系统
的对手。

美测试无人机空中收放 俄专家戳其软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