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预测未来 4周
其新冠死亡人数可能超 6.2万

据新华社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
月 12日公布的新预测结果显示，未来 4周美
国新增新冠死亡病例将继续增多，可能将有超
过 6.2万人死于新冠。

预测报告显示，截至 2月 5日的一周，美
国单周新增新冠死亡人数可能达 1.04万例至
3.1万例。报告说，该预测也许不能完全反映变
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快速传播以及节假
日期间病例数据报告受影响等因素。

美疾控中心网站公布的疫情模型新数据
显示，截至 1月 8日的一周，全美奥密克戎毒
株感染病例占到其新冠总病例数的 98.3%，此
前两周其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所占比例先后为
71.6%和 92.3%。

近期，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美加速传
播，美国疫情严重反弹，多项疫情指标屡创新
高。美疾控中心网站 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
美 12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85万例，
死亡病例逾 2000例。目前全美单周平均日增
确诊病例超过 78万例，为疫情暴发以来最高
纪录。截至 11日，美国单周平均日增新冠住院
病例超过 2万例，较前一周增加 24.5%，这是美
疾控中心自 2020年 8月 1日统计该项数据以
来的最高纪录。

美国新冠病例激增给医疗系统带来极大
压力，目前全美医护人员极度短缺，多个州的
医院重症病房剩余容量在 15%以下。拜登政府
13日表示，将向纽约州、新泽西州、俄亥俄州、
新墨西哥州、密歇根州、罗得岛州派遣军方医
疗队，以缓解医院压力。 （谭晶晶）

自然要览
（选自 e杂志，2022年 1月 13日出版）

一颗WC/WO星在膨胀星云中爆发

大质量恒星的最终命运，以及它们留下的
致密残留物（黑洞和中子星）的性质，是天体物
理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此，科学家报告了 SN 2019hgp在爆炸
大约一天后开始的观测结果。它短暂的出现时
间和迅速的消逝使它成为迅速进化的瞬变星
群中的一员。光谱学分析显示了一组丰富的发
射线，表明爆炸发生在一个由碳、氧和氖组成
的星云中。

窄吸收特性表明，它的膨胀速度很高（大
于每秒 1500 公里）。科学家的观测结果与大
质量 WC/WO 星的爆炸一致，并表明大质量
沃尔夫—拉叶星可能是一些快速进化的瞬变
现象的先驱。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玻色子体系中的奇异金属态

科学家展示了在一个玻色子体系中的奇
异 金 属 态 。 科 学 家 的 纳 米 网 孔 阵 列

YBa2Cu3O7-啄（YBCO）发现了电阻随温度与磁
场线性变化的奇异金属态。

值得注意的是，低于超导临界温度时，存
在与库珀电子对相关的 h/2e超导量子磁电阻
振荡。同时，体系霍尔电阻随温度的降低而降
低或消失，表明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库珀
电子对而不是单电子。

此外，特征时间尺度τ在没有本征能量
尺度的情况下遵循尺度不变关系：h/τ≈a
（kBT+酌滋BB）。通过将奇异金属现象学扩展到玻
色子系统，结果表明，有一个超越粒子统计的
基本原理控制着它们的传输。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用于内存计算的磁阻存储器件的横条阵列

科学家报告了一种基于 MRAM 的 64 ×
64阵列芯片，它通过使用电阻累加来进行模拟
乘法积累操作的架构，克服了低电阻问题。

该阵列集成了 28纳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
导体技术的读出电子器件。使用这个阵列，一
个两层感知器将 10000个经修改的国家标准和

技术协会数字分类，准确率为 93.23%。
在一个具有测量误差的更深层次的神经

网络的仿真中，分类准确率提高到 98.86%。科
学家还利用该阵列在十层神经网络中实现了
人脸检测，准确率达 93.4%。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弹性电解质应用于高能固态锂电池

科学家报告了一类具有三维相互连接的
塑性晶体相的弹性体固体电解质。

该弹性体电解质具有机械强度、高离子电
导率、低界面电阻和高锂离子转移数等特点。
在铜箔上的位置形成的弹性体电解质可以在
长时间的锂电镀和剥离过程中适应体积变化，
库仑效率为 100.0%。

此外，弹性体电解质能够在有限的锂源、薄
电解质和高负载的 LiNi0.83Mn0.06Co0.11O2阴极的约
束条件下，在 4.5伏的环境温度下稳定运行，并提
供高比能量超过 410瓦时的每公斤电极加电解
质。弹性体电解质系统为高能固态锂电池的稳定
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策略。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美国不同人口和收入群体的空气污染
暴露程度存在差异

科学家开发了一个数据平台，将人口数
据和美国各地的 PM2.5数据联系起来。科学
家分析了 2000 年至 2016 年期间美国人口普
查数据。

科学家发现，白人和印第安人人口高于
平均水平的地区，PM2.5 的平均水平一直低
于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或拉美裔人口高于
平均水平的地区。此外，2004—2016 年，低收
入人群地区的 PM2.5 平均水平一直高于高
收入人群地区。此外，与美国环境保护署和世
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安全标准相比，差异越来
越大。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必要更有针
对性地减少 PM2.5 含量，以便为所有人提供
相似程度的环境危害保护。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李言编译）

根据对一颗火星陨石的分析，在火星上随
处可见的有机化合物是由水与火山岩相互作
用产生的。这些化合物对生命很重要，弄清楚
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火星
生命。

生命体有可能产生这些有机物，但这些化
合物也可以通过非生物化学过程产生。因此，
它们是如何在火星上形成的仍然存在争议。

美国卡内基科学研究所 Andrew Steele 团
队检测了一块含有有机物的火星陨石。这块岩
石是在一次碰撞中从火星表面抛射出来的，最
终落到了地球上。科学家发现，该陨石中的有
机物是经岩石中的微小裂缝和孔隙过滤的水，
与那里的矿物质相互作用后形成的。相关研究
结果发表于 1月 13日出版的《科学》。

研究小组对一块极薄的岩石进行了研究，
这块岩石名为艾伦山 84001陨石。然后，他们
使用精密显微镜详细检查了岩石薄片，其中的

许多特征甚至比单个细菌还要小。
研究人员发现了两种地质作用的迹象，即

碳化作用和蛇纹石作用，每一个过程都发生在
水与岩石相互作用时。岩石溶解后留下氢和二
氧化碳，然后发生反应生成有机分子。Steele指
出，生命并不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然而，尽管火星岩石中的有机物似乎是非
生物产生的，但这些化合物对于在火星上寻找

生命仍然很重要。
“了解火星上的碳循环对于确定生命的基

线非常重要。”Steele表示，非生物化学提供了
一个背景，生命可以从中挑选它需要的东西，
并把它们浓缩起来。所以为了找到生命，你需
要寻找那些更高浓度的非生物背景。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火星有机化合物
并非由生命形成

本报讯在叙利亚的一座公元前 3000年的
古城中，一群奇怪的像驴一样的动物与王室成
员埋葬在一起。

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动物是“kunga”———一种
罕见的驴。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精英们非常
珍视它们。然而，其生物学特征仍然是个谜。

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对
这些骨骼的基因进行了分析，发现这种神秘的
动物是雌性家驴和雄性野驴杂交的后代，这使
它成为考古记录中第一种由人工杂交的动物。

公元前 3000年，几种驴和相关动物在近东
与中东地区游荡，其中就包括叙利亚野驴和家
驴。直到之后的 1000年，马才在该地区被广泛
使用。因此，在那之前，作为其近亲，驴在古老
叙利亚王国的农业、运输和战争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那个时代的楔形石板记录了这种罕见的
驴———强壮结实的 kunga，它们是该地区富人
和权贵的最爱。

这些石板描述了人们当时致力于利用两
种不同的马科动物繁殖 kunga的复杂的畜牧业

尝试，但其中并未详细说明该物种是什么，以
及由此产生的后代是否不育。

2006年，当考古学家在阿勒颇以东的遗址
挖掘 4500年前的皇家墓葬群时，其中一组出土
的驴骨显得极为特殊———它们看起来并不像
目前已知的物种。

根据墓穴的位置和驴骨出土的位置，考古
学家认为这些生物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kunga。
与其他被简单扔掉的动物遗骸不同，它们被妥
善地单独埋葬，这在考古记录中很罕见。

于是，考古学家把这些遗骸带给了法国雅
克莫诺研究所遗传学家 Eva-Maria Geigl 和她
的合作者，希望他们能对其进行辨认。

经过数千年的烘烤，骨骼中的遗传物质在
叙利亚的沙漠中保存得很差。“这些骨头就像
粉笔一样。”Geigl说。

因此，研究小组使用了高度灵敏的测序方
法分析了遗骸中的 DNA，同时也研究了其母
系和父系的相关遗传谱系。他们将可能的
kunga DNA与现代马、家驴和已灭绝的叙利亚
野驴等的基因组进行了比较。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骨骼特征并非来自
单一种类的马科动物。相反，这种动物是雌性
家驴和雄性叙利亚野驴杂交后诞下的第一批
后代。

尽管人类在驯化动物时，必须将驯养动物
与其野生近亲进行多次杂交，但这是第一个记
录在案的半野生半驯化动物。作为马和驴的杂
交种———骡子直到后来才出现，可追溯到公元
前 1000年左右，也就是 kunga被埋葬的 1000
多年后。

研究人员表示，上述结果体现了青铜时代
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技术能力。捕捉野驴并让其
与家驴杂交繁殖后代是很复杂的（叙利亚驴是
出了名的暴躁），尤其是要做到楔形文字中所
描述的如此大规模的繁育。

与 Geigl共同领导这项研究的雅克莫诺研
究所遗传学家 Thierry Grange说，家驴在养育
后代的过程中更容易被圈养，因此，叙利亚繁
育者选择家驴作为母本，表明其交配计划的复
杂性。

有专家指出，在此前发掘过的其他遗址中，

kunga的骨头很可能被误认为是普通驴或其他相
关动物的骨头，现在研究人员终于知道它是什么
了，并将对其展开基因测试。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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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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叙利亚阿勒颇郊外一个有 4500年历史
的墓中发现了罕见的驴骨。

图片来源：GLENN SCH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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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山 84001陨石 图片来源：NASA/JSC/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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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已知最早人工杂交动物

“电疗”植入物有助治疗关节炎

本报讯 能够产生微弱电流的膝关节植入
物可以刺激软骨再生，从而作为关节炎的一种
治疗方法。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
转化医学》。

研究人员在兔子身上测试后发现，植入这
种装置的兔子在运动时可以通过机械力产生
电能。在软骨损伤后，植入这种装置比服用安
慰剂产生了更多愈合过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关节炎是膝关节疼痛
的常见原因，它包括软骨的磨损和撕裂。软骨
是覆盖在骨头末端的一层类似橡胶的物质，能
够防止骨头摩擦。

目前，科学家正在开发一些实验性的治疗
方法，如新药和干细胞植入，后者是一种未成
熟的细胞，具有发展成任何细胞类型的能力。
一些研究表明，温和的电流可以促进膝盖软骨
细胞的增殖，进而修复损伤。

为了避免将电池放入体内，美国康涅狄格
大学的 Thanh Nguyen和同事开发出一种约半
毫米厚的生物可降解膜，当它被压缩和拉伸时
就能发电。这种材料有一个类似支架的结构，
可以刺激细胞迁移到其中。

为了测试其功能，Nguyen 团队在兔子膝

盖软骨上打了个洞，然后用这种材料对其进行
了修补。经过一个月的休息后，研究人员将兔
子放在缓慢移动的跑步机上，迫使它们每天跳
20分钟，以锻炼其腿部并产生电流。

两个月后，研究小组从兔子的关节中提取
了组织样本，并在显微镜下对其完整性和健康
程度进行了评估。研究小组发现，软骨细胞已
经转移到这些补丁中，并且关节看起来更加完
整。“来自骨髓的干细胞被吸收到支架中。”
Nguyen说。
这些兔子的软骨平均得分为 15分，满分

为 18分，而另一组被给予类似但不发电材料
治疗的兔子的软骨得分约为 5分。
“如果用在人身上，用来制造植入物的材

料将在大约两个月后降解，当然可以进行一些
调整，使其持续时间更长。”Nguyen说。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

线粒体通过脱落其外膜
应对感染引起的压力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衰老生物学研究所 Lena
F. Pernas研究小组近期取得一项新突破。他们揭
示了线粒体通过脱落其外膜以应对感染引起的
压力机制。相关论文 1 月 14 日在线发表于《科
学》杂志。
研究人员发现哺乳动物细胞在弓形虫感染期

间出现了大型“SPOTs”结构。SPOTs介导了OMM
蛋白MFN1和MFN2的消耗，从而限制了寄生虫
的生长。SPOTs 的形成依赖于寄生虫效应因子
TgMAF1和宿主线粒体输入受体 TOM70。TOM70
使 TgMAF1能够与宿主 OMM 易位酶 SAM50 相
互作用。

在没有病原体感染的情况下，SAM50 的缺失
或 OMM靶向蛋白的过表达也能够促进 OMM结
构重塑。因此，弓形虫感染促进了 SPOTs的形成，
这是一种对 OMM应激的细胞反应，以保护线粒
体功能促进细胞的生长。
据悉，外线粒体膜（OMM）对细胞内环境的稳

态至关重要。然而，人们对 OMM在自然压力下的
重塑机制知之甚少。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人脑淀粉样蛋白—茁42纤维的
cryo-EM结构

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Michel Goedert、Sjors H. W. Scheres、Benjamin
Ryskeldi-Falcon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Bernardi-
no Ghetti研究团队合作取得一项新突破。他们揭示
人脑淀粉样蛋白—茁42 丝的冷冻电镜（cryo-EM）
结构。1月 14日，《科学》发表了这一成果。

他们报告了来自人脑的残基 42（A茁42）细丝
的冷冻电镜结构。两个结构相关的 S 形原丝折叠
产生两种类型的纤维。I 型纤维主要存在于散发
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而 II 型纤维则
存在于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疾病患者的
大脑中。来自大脑的 A茁42 纤维的结构与体外组
装的纤维不同。
相比之下，在 AppNL-F 敲入小鼠中，A茁42

沉积物由 II 型纤维构成。 对人脑 A茁42 纤维结
构的了解可能会导致组装抑制剂和改进成像剂
的开发。
据介绍，在 A茁42处结束的淀粉样蛋白—茁 肽

的纤维组装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事件。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细胞》

科学家完成单个 HIV-1前病毒
转录、整合和序列的平行分析

美国 MGH 拉贡研究所 Mathias Lichterfeld 小
组完成单个 HIV-1 前病毒转录、整合和序列的
平行分析。相关论文 1 月 12 日在线发表于《细
胞》杂志。
研究人员应用一种方法来分析了单个前病毒

的转录活性和染色体位置，描述了转录活跃和沉默
的前病毒种类的全局基因组和表观遗传图谱，并评
估了接受抑制性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患者的纵向演
化。利用全基因组的表观遗传学参考数据，结果表
明，前病毒的转录活性与整合位点线性附近及其染
色体间和染色体内接触区的激活表观遗传学特征
有关。转录活跃的前病毒在长期的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中被正向选择，然而，这种模式被大型的病毒感
染细胞克隆所违反，这些细胞可能通过提高内在的
增殖活性而超过了负向选择。这项结果表明，在宿
主因素的选择压力下，转录活跃的前病毒正在动态
地演化。

据悉，尽管有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ART，但持续
存在的 HIV-1感染细胞经常被认为是“转录沉默
的”，但活跃的病毒基因表达可能发生在一些细胞
中，这对病毒潜伏期的概念是个挑战。

相关论文信息：

空间蛋白质基因组学揭示
肝巨噬细胞微环境

近日，比利时根特大学 Charlotte L. Scott、
Martin Guilliams等研究人员合作揭示不同的和进
化上保守的肝巨噬细胞微环境。相关论文 1月 11
日在线发表于《细胞》杂志。

研究人员报道了健康和肥胖的人类以及小
鼠肝脏的空间蛋白质组图谱，并结合了单细胞
CITE-seq、单核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空间蛋白
质组学。通过整合这些多组学数据集，研究人员
提供了经过验证的策略来可靠地区分和定位所
有肝细胞，包括胆管中的脂质相关巨噬细胞
（LAM）群。然后，研究人员将这个图谱在七个物
种中比对，从而揭示出真正的库普弗细胞和
LAM 的保守程序。
研究人员还揭示了这些巨噬细胞各自的空间

分辨细胞微环境和驱动其独特转录组特性的微环
境回路。研究人员证明 LAM是由局部脂质暴露诱
导的，导致它们在小鼠和人类肝脏的脂肪变性区域
中被诱导，而库普弗细胞的发育关键取决于它们通
过进化上保守的 ALK1-BMP9/10 轴与肝星状细
胞的相互作用。

据了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体器官，但对其
特征仍然不完全了解。

相关论文信息：

汤加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
再次喷发

据新华社电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洪阿哈
阿帕伊岛 1月 14日再次发生火山喷发。

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首都努库阿洛法
以北约 65 公里处的洪阿哈阿帕伊岛 14 日
上午开始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气体与水
蒸气形成巨大云团，汤加全境空气质量受严
重影响。

汤加首席地质学家库拉认为，相较这座火
山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的最近一次喷发，此
次喷发释放的能量约为上一次的 7倍，而且还
在持续增加。

汤加国家海啸预警中心当天发布了海啸
预警，呼吁民众远离海滩及低洼地带，并戴上
口罩，防止吸入受火山灰污染的空气。

汤加政府部门当天下午全部关闭，地质部
门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保护好蓄水装置。汤加
警方也在首都的海滩加强巡逻，同时要求民众
转移到地势较高处。

洪阿哈阿帕伊岛是高度活跃的汤加—克
马德克群岛火山弧的一部分。 （张永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