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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钓捕”助力评估人类健康
首个酶法检测 DNA 中 dU 碱基技术问世
■本报记者 张双虎 ■黄辛
迄今为止，人类还无法从单个碱基分辨
率水平上检测到脱氧尿嘧啶 （dU）。这成为
DNA 序列检测的盲区和瓶颈之一，严重阻
碍了对 dU 功能的认知和对 DNA 遗传密码
的理解。
1 月 17 日，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陈义汉课题组和同济大学研究员马红辉课
题组、复旦大学研究员胡晋川课题组共同在
《美国化学会志》发表文章。研究人员借助一
种特殊的酶分子，发明了灵敏性好、特异性
强和分辨率高的 DNA 检测技术，第一次用
酶法在单碱基分辨率水平上精准检测 DNA
中的 dU，实现了 DNA 中 dU 碱基检测技术
的根本性突破。

突破测序瓶颈
众 所 周 知 ，DNA 是 生 物 体 的 遗 传 密
码。通常认为它们包括腺嘌呤（A）、胸腺嘧
啶（T）、鸟嘌呤（G）和胞嘧啶（C）等 4 个碱
基。后来的研究发现，DNA 中还存在另外
的碱基 dU。这些碱基共同组成了 DNA 的
基本元素。
“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从单细胞生
物 到 人 类 ， 除 A、T、G 和 C 外 ， 它 们 的
DNA 中还包含着比例不等的 dU。但是迄
今为止，人类还难以从单碱基分辨率水平
上检测到 dU，这阻碍了对 dU 功能的认知
和对 DNA 遗传密码的理解。”陈义汉告诉
《中国科学报》。

在艾滋病病毒的 DNA 中，每 20 个碱基
就有一个以上的 dU；在疟原虫的 DNA 中，
dU 占碱基的比例约为十万分之一。dU 既能
通过 C 碱基脱氨产生，又能“冒充”T 碱基掺
入到基因组中。
由于缺乏敏感又特异的单碱基分辨率
dU 测序技术，人们不能像其他碱基（A、T、G
和 C）那样实现 dU 在 DNA 中的精准定位。
“也就是说，现在的 dU 检测技术可以证
实若干碱基中存在 dU 碱基，但不能确定 dU
碱基位于哪些具体的碱基之间。”论文第一
作者、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江柳丹对《中国
科学报》说，
“dU 碱基的生物学意义是什么？
dU 碱基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意义 又是 什
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取得单碱基分辨
率水平上 dU 碱基检测和定位的突破。不能
在单碱基分辨率水平上精准定位碱基，就无
法从 DNA 序列层面推断碱基编码的氨基酸
和蛋白质序列。”

精准“钓捕”化敌为友
—有时是人类健
dU 具有“双面性”——
康的朋友，有时又可能化身为人类健康的
敌人。
“很多报道发现，当机体面对不同抗原
时，免疫细胞需要 dU 作为中间体，产生多种
多样的抗体，帮助抵御诸如新冠病毒之类的
病原体对人类的侵害。”论文共同通讯作者
马红辉说，
“ 而当肿瘤或心血管疾病患者体

内出现 dU 时，则可能导致患者的基因组不
稳定，加速病情发展。”
显然，精准检测 dU 在 DNA 中的分布
情况，将有助于评估人类个体的生理学机能
和疾病的预后。然而，寻找 DNA 中 dU 的精
确位置如同大海捞针。
研究人员经过多年探索，最终发明了优
越的单碱基分辨率的 dU 测序技术。
马红辉介绍说，该测序技术首先要找
— 一类耻垢分枝
到一个合适的“钩子”——
杆菌来源、名为 UdgX 的新型糖苷酶。该糖
苷酶能够将 DNA 的 dU 切除，形成一个缺
口，并同时与对应的核糖形成共价键，最终
将其捕获。
作为“钩子”的糖苷酶“钓”到含 dU 的
DNA 片段后，还需要进一步确定 dU 位置。
接下去，
要发挥 DNA 高保真聚合酶特性。这
个酶如同行驶在 DNA 轨道上的列车，当碰
到被这种糖苷酶标记的 dU 缺口时，就会被
动地原地“停车”。
然后，研究人员结合高通量测序技术，
将“停车”信号放大，最终在单个碱基的水
平 上 精确 地 定位 dU 在 DNA 乃 至 基 因 组
上的位置。

酶法检测优势明显
为便于该测序技术的传播和普及，研究
人员将其命名为 Ucaps-seq。从此，一个基于
新型糖苷酶的在单碱基分辨率水平上的 dU

检测技术诞生了。
基于该技术，人们可以像检测 DNA 中
的 A、T、G 和 C 那样，精确检测 DNA 中的
dU。
“Ucaps-seq 测序技术是国际上第一个
酶法检测 DNA 中的 dU 碱基的技术。”陈义
汉说，
“现存的 dU 测序技术均为化学法，酶
法测序技术明显优于化学法测序技术。”
酶法测序技术灵敏性好、特异性强、分
辨率高。此外，该技术还具有实际应用中效
率高、成本低，很少发生假阳性，也很少受到
干扰因素影响的特点。例如，既有的 dU 化学
测序技术需要先利用一种酶切除 dU，使之
成为无嘧啶的位点，而这样的处理较难与
DNA 自身存在的无嘧啶位点区分，不可避
免地导致假阳性发生。
为 进 一 步 验 证 Ucaps-seq 测 序 技 术 的
有效性，研究人员首先在合成的 DNA 探针
模型上验证了该测序技术的原理，然后在
诱变后的癌症细胞和 B 细胞中，验证了
Ucaps-seq 测序技术的单碱基分辨率效能，
最后对基因编辑脱靶进行了评估，发现该
测序技术对基因编辑脱靶具有强大的识别
能力。
“Ucaps-seq 技术的诞生，特别是其检测
试剂盒的应用，将像其他碱基检测一样便捷
高效。”陈义汉说，
“这将大大推进核酸序列
检测、遗传密码破译和人类对核酸的认知。”
相关论文信息：

简讯
我国首部
《黄河生态文明绿皮书》发布
本报讯 近日，
《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报告（2020）》
（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
这是我国首部《黄河生态文明绿皮书》，由北
京林业大学组织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北京林业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创新了
《黄河生态文明绿皮书》品牌。报告是《黄河
生态文明绿皮书》的第一本，主题是“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
，包括总报告和
15 个分报告，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和智力支撑。（温才妃）

湖北恩施发现超千亿方页岩气
本报讯 1 月 18 日，记者从中国石化新闻
办获悉，中国石化江汉油田部署在湖北省恩
施州利川红星地区的页岩气预探井红页
2HF 井已连续试采生产 20 天，日产页岩气
保持稳定。目前，江汉油田已提交该地区首
批页岩气预测储量 1051.03 亿立方米。
利川红星地区存在着页岩埋深大、地应
力复杂等多项难题。2020 年 12 月，江汉油田
攻克技术难关，部署的红页 1HF 井试获日产
气 8.9 万立方米，目前已累产气超 2000 万立
方米；此后，又部署了红页 2HF、3HF 等页岩
气预探井，进一步展现了该地区良好的勘探
开发前景。
（计红梅）

浙江省森林芳香植物
康养功能研究重点实验室成立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森林芳香植物康养
功能研究重点实验室获批成立。实验室依托
浙江农林大学现有的科技力量实施建设。中
科院院士洪德元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农
林大学教授郑炳松任实验室主任。
芳香植物是具有香气和可供提取芳香
油植物的总称。目前，浙江省森林康养行业
年产值超过 2000 亿元，发展趋势看好。该实
验室成立后，将聚焦森林芳香植物评价与种
质创新、康养功能成分挖掘与调控以及康养
林建设提升与康养功能产品研发等开展深
入研究。
（崔雪芹 陈胜伟）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

发现运动促进神经
干细胞移植治疗脑卒中
小鼠实
验表明康复
训练促进移
植神经细胞
的成熟与环
路重建。
潘光锦
团队供图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研究员潘光锦团队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教授胡昔权
团队，以缺血性脑卒中（MCAO）动物为模型，在神经干细胞
移植结合运动训练促进移植神经细胞的体内成熟和动物行
为学功能修复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干
细胞报告》。
脑卒中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成人致死和致残的主要病因
之一。
“以神经干细胞为代表的细胞替代治疗为治愈相关疾
病带来希望。”潘光锦表示。多数研究显示，人神经细胞的体
内成熟需要半年至 1 年以上，这样很容易错失了脑卒中后
康复的最佳时间窗口。
该研究发现，术后及时的运动训练可以显著促进移植
人神经干细胞分化及成熟，并与宿主神经元形成神经环路，
将这一过程缩短至 1~3 个月。细胞移植结合运动训练的实
验组在脑梗死体积、神经元分化成熟以及宿主神经血管再
生等多项指标方面明显优于损伤对照组、单细胞移植和单
运动训练组，同时在运动功能恢复方面表现最佳。
进一步研究表明，该组合介入手段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神
经元存活和再生的脑内微环境：
损伤灶神经营养因子水平显著
增加，
血管生成增强，
同时炎症和氧化应激水平显著下降。另
外，
神经突触和神经可塑性具有活动依赖性的特点，
运动训练
引起相关神经突触活动水平和神经递质水平显著上升，
从而促
进了损伤神经环路的重建和运动功能恢复。
该研究表明，运动训练可以促进移植细胞的成熟和整
合，神经干细胞移植结合运动训练的组合介入有望为相关
神经疾病提供新型治疗方案，对推动神经干细胞的临床转
化应用具有积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等

开发面源污染径流
实时在线监测新方法

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
中长期路径研究通过评审
本报讯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咨
询研 究 重点 项 目——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能 源
转型中长期路径研究”项目结题评审会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中科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召开。评审专家一致同意通过项目
结题评审。
项目组分电力、工业、交通和建筑四个
部门，对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愿景实现
所需要的技术路径和政策举措、投资回报
开展了量化分析，评估了推进能源转型对
经 济—社 会—环 境—健 康 产 生 的 影 响 ，提
出了粤港澳大湾区 9+2 城市的差异化发展
战略定位及珠三角和港澳能源协同发展的
重点任务，并就能源转型和碳达峰行动提
供了咨询建议。
（朱汉斌 郑望舒）

发现·进展

1 月 18 日，北京熊猫时代展上的大熊猫（左）和棕熊（右）骨骼系统的塑化标本。
—揭秘大熊猫的前世今生”展览开展。本次展
当日，
由北京自然博物馆与重庆自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
“熊猫时代——
览围绕
“大熊猫演化”
主题策展，
共展出大熊猫、
小熊猫、元谋始熊猫右上颌骨等近 90 件珍稀精美的化石标本，
并配备 7
台媒体设备，全面介绍大熊猫演化与保护等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系统讲述大熊猫与人类同行 800 万年的演化故事。
同时，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阐释大熊猫与人类的关系，
并介绍最新大熊猫保护成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1 十大“科学”
流言，
你中招了吗？
■本报记者 倪思洁
每天喝点红酒可以软化血管？冬奥期
间天然降雪越多越好？近日，由北京市科学
技术协会、北京市委网信办主办的“智止流
言 探求真知——
—2021 年度‘科学’流言求
真榜”揭晓。榜单列出全年最具代表性的十
条流言，并根据流言性质及传播规律将其
分为混淆概念、成见效应、不当联想、主观
推断以及惯性思维五大类别。
其中，混淆概念式流言有接种新冠疫
苗将导致病毒“免疫逃逸”；口罩消毒残留
物会致癌，用前要抖一抖。成见效应式流言
包括核能供暖的热水带有核辐射；隔空充
电有辐射危险。不当联想式流言包括每天
喝点红酒可软化血管；
“三高”人群不能吃
蛋黄。主观推断式流言包括航天员一到空
间站就吃胖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会频繁
掉线。惯性思维式流言包括冬奥期间天然
降雪越多越好；大象北迁是因为西双版纳
生态破坏严重。
混淆概念式流言用一些看起来很专业
或高深的科学词汇、看似“高大上”的伪科
学概念加以炮制，将原本正确的科学理念
进行混淆。
典型流言：口罩消毒残留物“环氧乙
烷”是一类致癌物质，打开包装后要把口罩
在空气中甩一甩，让环氧乙烷数值大幅下
降，否则会致癌。
真相：医用外科口罩、N95 口罩大部分
会通过环氧乙烷蒸气熏蒸消毒，厂家会等
环氧乙烷挥发后进行包装。此外，厂家还会
进行环氧乙烷检测，确保出厂口罩符合国
家标准，也就是小于 10μg/g。环氧乙烷易
挥发，当口罩经多道流程到达消费者手中
时，基本上不会带有造成影响的残留物质。
成见效应式流言利用了公众“先入为
主”以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
理，实则贩卖社会焦虑。
典型流言：核能供暖的热水都带有核

王方摄
辐射，如果暖气管道发生泄漏，后果不堪
设想。
真相：核电站产生的热量会通过厂内
换热站、厂外供热企业换热站进行“多级换
热”，最后经市政供热管网传递至最终用
户。整个过程中，只有“蒸汽加热水”和“水
加热水”两种模式，核电站与供暖用户间有
多道回路隔离，每个回路间只有热量的传
递，没有水的交换，也就不会有任何放射性
物质进入用户暖气管道。
不当联想式流言是公众在面对自身关
切的信息时，进行错误或过度联想，使信息
在口耳相传中“变味”。
典型流言：经常饮用红酒的人心血管
疾病发病率会降低，这是因为红酒中的白
藜芦醇可以软化血管。
真相：靠喝红酒来软化血管的方法并
不靠谱。红酒中白藜芦醇含量非常低，即使
每天喝 20 瓶红酒也起不到软化血管的作
用。相反，红酒中大约含有 15%的酒精，会
对心血管功能造成负面影响。多项研究已
经证实，无论摄入多少酒精，对人体都是有
害的。酒精与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
都有直接关联。

主观推断式流言是由于对前沿科技缺
乏系统了解，通过主观想象得出结论，从而
滋生谣言。
典型流言：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一到空间站后就吃胖了。
真相：在失重状态下，航天员的血液将
涌向大脑和上身，血液的黏稠度也会发生
变化，从而导致面部浮肿，甚至是头部发胀
的情况。而伙食、运动等因素不会迅速造成
这类变化。因此，航天员脸变圆润不是因为
发胖了，而是特定环境下体内血液再分布
的正常现象。
惯性思维式流言是因为思维定式会影
响人们科学理性地探求真知，尤其对于那
些广受关注的现象级热点，仅仅基于常识
思考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
典型流言：
冬奥会离不开雪，
所以比赛期
间天然雪越多越好，
人造雪只是备用方案。
真相：对于高规格的冬奥赛事，人造雪
不是备用方案，而是主要方案。在常年有
雪、降雪量极为充沛的地区，冬季项目的赛
道依然采用人工造雪，自然降雪反而是种
“负担”。
人造雪的优点是雪质更具可控性。其
形成时间短、生长快，雪花的形状基本一
致。尤其是优质的“冰状雪”，硬度大、不易
被破坏，在运动员高速转弯的情况下能保
证雪道表面不变形。选手不论第几个出场，
雪道状态都是一样完美。此外，根据不同赛
事、场地的需求，人造雪可以自由“定制”，
调整雪花的粒径、含水量和硬度。
相比之下，自然降雪较为松软，运动
员的雪板非常容易陷入雪中，造成侧翻、
急停等事故。因此，赛事期间如果遇上下
雪天气，松软的天然雪会导致“光滑如
镜”的赛道功亏一篑。这时，工作人员会
立即使用压雪机重新压实雪道，并对赛
道进行紧急整饰。

本报讯（见习记者荆淮侨）近期，中科院精密测量科学
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杜耘课题组联合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的科研人员，在径流
总氮（TN）实时在线监测技术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发
表于《水研究》。
研究团队重点面向面源污染径流水体，基于指标之间的
生物、物理和化学关联，解析传感器可测的水量水质常规指
标（如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
pH 值、温度、氨氮、硝氮等）与
TN 浓度之间的定量关系；通过判定系数、准确度、平均相对
误差以及对缺失数据的容忍度等多项指标进行算法优选，确
定极端决策树（ETR）为 TN 反演最佳算法；在此基础上开发
了基于多源传感器及智能算法的 TN 高频监测技术。
结果表明，新方法可实现径流 TN 分钟级 （小于 5 分
钟）监测；在田间出口、沟渠等相似背景环境下，反演精度
高；结合均值填补算法，实现部分变量缺失条件下的 TN 反
演，弥补了野外传感器损坏导致的数据异常等问题，提高了
技术适应性。
科研人员介绍，TN 实时高频监测技术将传感器“快速
检测”和智能算法“数据处理”的优势相结合，数据获取稳
定、监测频率高、精度高，不受云雨、夜间天况限制，且适用
于沟塘等小微水体，可为面源污染的应急预警和精准溯源
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团队依托上述成果自主研制了可调
式、下沉式多参数地表径流监测装备，并在江西、河南、湖北
等地推广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西安交通大学等

认为我国越早开展
乙肝全民筛查越好
本报讯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中澳传染病联合研究中心与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医学院合作，
开
展全国成年人群最具成本效果的乙肝病毒（HBV）筛查策略研
究，
可帮助有关决策部门合理分配用于预防和治疗慢性乙型肝
炎的预算。相关成果发表于《柳叶刀—全球健康》。
中国目前具有全球最高的乙肝疾病负担，然而仅有 19%
的感染者诊断出肝炎，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2030 年诊断
率达到 90%的目标差距甚远。绝大多数感染均集中在 18 岁
以上的成年人。因此，在中国开展针对成年人的大规模乙肝
筛查可能有助于提高这些高危人群的 HBV 诊断率，对达到
世界卫生组织上述目标有积极作用。
该研究证实，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对 18~70 岁人群通过
乙肝两对半筛查方式进行乙肝筛查为最佳策略。根据中国
不同地区的预算水平，政府可选择低成本的策略；因为无论
哪种策略较中国当前现实状况都具有成本效果，越早开展
全民筛查收益越大。
论文通讯作者、中澳传染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张磊介
绍，该研究采用详尽的场景设置，能较好地为决策部门提供
依据，给出乙肝干预诊疗新思路，降低乙肝给中国带来的沉
重健康负担。
（张行勇）
论文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