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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华中科技大学

新成果有望为量子应用
开辟新前景

本报讯（记者陈彬）近日，《自然—通讯》在线发表了华中科
技大学物理学院引力中心教授李霖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该工作
首次将里德堡单光子源的纯度和全同度同时提升至 99.9%以
上，并利用该单光子源实现了国际上最高保真度的光量子逻辑
门。该研究成果有望为光量子信息处理和分布式光量子系统等
重要量子应用开辟新的前景。

李霖课题组利用里德堡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了超级原
子量子态的高精度激发与操控，并基于此制备了纯度达 99.95%和
全同度达 99.94%的高质量单光子源。课题组还进行了重要的单光
子源应用研究———光量子逻辑门。量子逻辑门是量子计算等重要
应用的核心单元，其保真度直接影响量子系统的可扩展性。

在本研究中，课题组利用高质量的里德堡单光子源展示了近
乎完美的双光子量子干涉，将其应用到基于 KLM方案的光量子
逻辑门实验中，成功将真值表保真度提高到了 99.84%。利用该高
保真度的光量子逻辑门，课题组进一步展示了在两个无关联的单
光子之间建立量子纠缠，并通过量子层析及贝尔不等式等方式进
行了量子纠缠测量，其纠缠门保真度达到了 99.69%。相比于之前
的同类实验结果，本项研究将光量子逻辑门的误差（失真度）降
低了一个数量级以上。

该研究将助力于全光量子信息处理的发展，其中高质量单
光子源及高保真度量子逻辑门可用于制备簇态等重要的多光子
纠缠态，并以此构建具有容错功能的光量子计算系统。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聚集体调控探针实现多种
细胞器动态超分辨成像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丹宁）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徐兆超团队发展了聚集体调控探针，解决了以往蛋白
标签荧光探针在超分辨成像应用中缺乏对多种细胞器通用性标
记的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聚集体》。

纳米尺度下细胞器与亚细胞器动态行为的监测与解析对于
生命进程的解密至关重要。徐兆超团队前期针对溶酶体内酸性
微环境设计合成了溶酶体自闪染料，并借助单分子定位显微镜
（SMLM）实时监测了溶酶体运动并发现 4种溶酶体间相互作用
模式，针对脂滴内部高度疏水环境设计了缓冲脂滴探针，实现了
脂滴的稳定超分辨成像并发现脂滴融合的新模式。该团队构建
的 SNAP蛋白标签探针还克服了传统线粒体探针易受电位波动
而脱靶的问题，实现了对线粒体的稳定标记和动态超分辨成像。

然而，蛋白标签荧光探针依然面临细胞渗透性差的问题，特别
是探针在细胞内局域分布使得单一探针难以具有对多种细胞器广
谱性标记的性能。对此，该团队发展了具有“单体—二聚体—聚集
体”多体系动态调控的 SNAP蛋白标签探针 BGAN-Aze，该探针
在细胞外形成荧光淬灭的纳米聚集体而具有快速穿透细胞膜和在
细胞内广泛分布的能力，在细胞内以单体的形式与目标蛋白共价
连接，并伴随荧光的恢复，最终实现细胞内多种细胞器选择性荧光
识别与细胞器亚结构的动态超分辨成像。

此外，研究发现 BGAN-Aze为不带电荷的中性分子，可保
持高度的细胞渗透性与生物相容性，能够实现纳米尺度下对细
胞膜、线粒体、细胞核等多种细胞器亚结构的长时间追踪。

该探针基于遗传编码技术，实现了细胞内多种细胞器选择
性荧光识别的广谱应用性，并且实现了细胞器亚结构的动态超
分辨成像，进而揭示了多种未见报道的细胞器结构动态变化，为
进一步研究不同细胞器的功能提供工具。

相关论文信息：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干细胞移植治银屑病
安全且部分有效

本报讯（记者王昊昊）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病程最
长且对生存质量影响最大的免疫相关性皮肤病，目前影响全球
约 1.25亿人，尚无治愈方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科研团队的一
项研究发现，同种异体的人脐带来源间充质干细胞（UMSCs）的
移植对银屑病患者安全且部分有效，尤其是对女性银屑病患者；
较低水平的基线 Treg细胞数量预示着更好的治疗反应，可能是
UMSCs有效治疗银屑病的预测因素。日前，该研究成果在线发
表于《自然》子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

干细胞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在当今生命科学研究中备受
瞩目，本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完成采用 UMSCs 治疗银屑病的
1/2a期单臂临床研究，评估了人 UMSCs治疗银屑病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并初步探讨了可能的机制。
“人脐带来源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银屑病”的临床研究是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与湖南光琇高新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
报的全国范围内干细胞治疗银屑病三个临床研究项目之一，
2019年 3月实施第一例受试者治疗，是湖南省开展的首个干细
胞治疗疾病临床研究。本项临床研究证实了人脐带来源间充质
干细胞在银屑病治疗中的有效性、安全性，并探讨了其可能的作
用机制，为未来的银屑病治疗开辟了崭新的医疗新技术。
相关论文信息：

光量子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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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突发山洪 多名游客死伤

专家警告“汛期雨季不进山”
■本报记者张晴丹

8月 13日下午，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
龙漕沟区域突发山洪。截至目前，山洪已致
7人死亡。
当谢洪刷到此事的视频时，满是叹息。因

为他知道，人一旦被冲走，生还可能性很小。
作为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

境研究所研究员，谢洪是一名专门研究山地
灾害的科研人员。近 40年的从业生涯，让他
见到太多悲剧，而“这些悲剧本可以避免”。

当前，大家对防范突发性灾害的安全意
识仍然欠缺。关于山洪背后，还有许多不可
不知的事。

改变观念：汛期雨季不进山

每到炎热夏季，很多人会选择到山中避
暑。近几年，全国多地开始流行到河道里戏
水纳凉。但这背后，危险随时可能来袭。此
次龙漕沟区域突发的山洪灾害正是这样。
“下雨天不进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许多前来避暑的游客正是看到当天无雨，认
为进山不会有危险。殊不知，山里往往一步
晴天、一步阵雨。
“山区气候条件非常复杂，经常出现山

上下雨、山下无雨的情况。有时候山上已经
暴发了山洪或泥石流，而山下的人还根本不
知情。”谢洪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是时候改变观念了———并非

“下雨天不进山”，而是整个雨季都要尽可能
避免进入山区。一旦下雨，山体坡面容易不
稳定，除山洪泥石流外，滚石、滑坡、崩塌这
一类灾害时有发生。

虽然相关科普文章年年都发，但每到夏
季，进山的游客仍络绎不绝。

亲近大自然是好事，但选择的时机不
对。谢洪指出，我国属于季风气候，7、8 月
份是最热的时候，也是暴雨频发的月份，
同样还是突发性山地灾害集中发生的时
间段。

例如，2013 年 7 月 10 日，四川省都江
堰市中兴镇五显岗发生山地灾害，一次滑
坡型泥石流埋了好多农家乐，死亡失踪
100 多人。2019 年 8 月 20 日，受暴雨影
响，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水
磨镇等地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数万
名避暑游客被困。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但天气一热，好像

大家又把这些事儿给忘了。还有人觉得这
种倒霉事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谢洪无
奈地说。

“一旦倒下，生还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龙漕沟区域山洪的视频中，河道内撤
离的人群里仍有一些不慌不忙的身影。有的
游客慌着去拿财物，更有甚者在听到有人喊

“山上涨水了”时，还放不下手中的麻将。
一些人本可以有机会逃生，甚至可以避

免伤亡。但是，他们都忽视了“水火不留情”。
此次龙漕沟区域发生的山洪是突发性

山地灾害。这种灾害发生突然，过程一般很
短，山洪肆虐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但就
是这么短时间的破坏力，也不能被小瞧。

在河里嬉戏过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水位
刚到小腿，都有较大的牵引力，想在这样的
水里快步行走实属不易。而当山洪暴发时，
水的冲击力会陡然增加好多倍，加上沟底凹
凸不平、石头大小不一，人体根本难以走动
或站稳。
“一旦倒下，生还的可能性非常小。”谢

洪说。在湍急山洪强大的推力下，被冲走的
人根本无法控制方向，只能任由身体与河道
里的石头不停地发生撞击。

谢洪表示，泥石流的冲击力度难以想
象，夹杂着大石头的泥石流，连桥墩都能
冲断。山沟里的山洪并非只是纯粹的河
水，里面还夹杂着大量石头、泥沙等，冲击
力惊人。

龙漕沟区域山洪发生后，网上出现各种
“逃生秘籍”，其中有一条提到“当水开始变
浑时赶紧跑”。对此，谢洪认为，山洪席卷而
来时往往仅有几秒或几十秒，等发现水浑浊
后再逃，为时已晚。所以，当有人通知撤离，
或当看见洪水已在远处的河面奔流而来时，

千万别耽搁、别犹豫，奋力往岸上跑。此刻
逃命重于一切。

网红打卡地，既不安全也不美丽

今年，火爆的露营风催生了一批沉浸式
溪流野餐体验群体。一些自媒体平台的网
红们，为了吸引流量和关注，更是推出许多
“网红打卡地”。

此次事发地点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这
个地方已经发生过两次山洪。当地政府多次
发文劝阻游客不要前往打卡，龙漕沟沿途也
一直用铁丝网围着。附近禁止下河的警示牌
上还贴有两张河道灾前灾后的对比照片，但
这些仍然没能劝返不断慕名而来的游客。

近年来，“网红打卡”行为泛滥成灾，谢
洪认为“是时候该管管了”。网红们并非专
业人士，不清楚所推荐的野游地隐藏的各种
未知危险。而他们带来的流量效应，可能会
对许多人产生误导，促使悲剧的发生。

他建议，国家加强对山地灾害方面的科
普，尤其是在中学、小学做相应的科普。“我
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劝诫身边的人，汛期、雨
季最好不进山。如果非要带孩子戏水纳凉，
可以去一些政府允许开放的景区、水上项目
等，因为这些地方通常有专家做过评估论
证，而且相应地会有一些防护和救援措施。
像网红推荐的野游地就别去了。”谢洪说。

最大规模亚洲癌症人群基因组全面分析显示：

64%中国癌症患者可通过基因检测对症用药
姻本报记者张思玮 实习生吕静

近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王铭辉
教授团队联合多家医院及至本医疗，在《自
然—通讯》刊发了一项针对亚洲癌症人群基
因组特征的研究成果。该成果从基因层面
将中国人群与西方人群突变特征的异同进
行了系统分析和全面对比，全面阐述了东西
方癌症患者的不同临床基因组特征，是截至
目前最大规模的亚洲癌症人群基因组全面
分析。

研究共报告了超过 1万例中国患者泛
实体肿瘤体细胞突变情况，包含了 25个癌
种和 100多个肿瘤亚型，首次发现 64%的中
国癌症患者具有临床上可用药的潜在基因
突变。这对选择患者进行分子靶向治疗的
临床试验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帮助制药企
业快速筛选药靶，明确临床适应症，制定新
药研发策略，加速新药上市。

填补亚洲癌症人群临床基因组数据

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是全球
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挑战。国家癌症中心
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发癌症人群超过
400 万人，死亡人数超过 200 万人。近年
来，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癌症正在向基
因组学、精准肿瘤学、个体化诊疗等方向
快速发展。

癌症的发生发展受基因、年龄、环境、
习惯、地域等多因素影响。西方人群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发现了
一系列在癌症发生发展中发挥驱动作用
的相关基因。

亚洲癌症人群有着自己的“特色”，但遗
憾的是，国内一直缺乏大规模系统性的临床
基因组数据。

鉴于此，研究团队收集了超过万例亚
洲癌症患者的样本，覆盖 100 多种癌症亚
型，通过二代测序（NGS）技术对这些肿瘤
样本进行全面测序和对比分析，并与已发
表的最大的癌症基因组研究———美国纪
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的队列进
行了比较。
“我们从基因层面将中国人群与西方人

群突变特征的异同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全面
对比，全面阐述了东西方癌症患者的不同基
因组特征，研究填补了亚洲癌症人群大规模
癌症基因组学对比研究的空白。”王铭辉表
示，该研究为中国精准治疗的国际实时接轨
提供了重要基础证据。

为保证测序结果的一致性，论文作者之
一、至本医疗生物信息部负责人陈惠表示，
所有二代测序均由至本医疗负责，尽可能排
除流程不一致造成的分析偏差，从而提供高
质量的数据分析基础。

为接轨国际精准治疗提供证据

据了解，该研究共包含了 31个民族的
癌症患者样本，包含了 25个癌种和 100多
个肿瘤亚型。主要肿瘤类型是非小细胞肺
癌、结直肠癌、肝细胞癌、胃癌、食管癌、软组
织肉瘤、肝内胆管癌、胰腺癌、肝外胆管癌和
乳腺癌。
“我们对癌症基因组与中国癌症患者

临床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和大规模研
究，主要集中在多个临床特征（年龄、性
别、肿瘤分期、吸烟史、治疗和样本类型）
的关联上。”王铭辉说，总的来讲，临床特
征相关的基因组差异分布在结直肠癌和
肺癌中。

比如，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女性非吸烟
者 EGFR突变较多，而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的男性吸烟者 TP53、CDKN2A、PIK3CA和
KRAS突变较多。

而东西方人群泛癌种的肿瘤组织体细
胞基因组在各癌种中的发生率具有极大的
相似性，只有少数几个具有显著差异。比
如，在肺腺癌群体中，中国肺腺癌患者的
EGFR和 TP53突变频率比西方人群高，而
KEAP1突变频率比西方患者低。
“这个结果说明癌症基因组特征无国

界，种族之间差异很小，但在个别癌种上，中

西方癌症人群的基因突变有显著差异。这
为中国癌症精准治疗与先进的国际诊疗技
术实时接轨提供了重要依据。”陈惠说。

期待更多患者得到个体化精准诊疗

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首次发现，64%
的中国癌症患者具有临床上可用药的基因
突变。

按照中国每年 400万新增癌症人群计
算，这意味着，每年有超过 250万的中国癌
症患者可以通过基因检测对症用药，选择适
合的靶向 /免疫药物，延长生存期，获得更
高的生活质量。

这还是第一次开展大规模泛癌种肿瘤
突变负荷（TMB）分析，揭示了 TMB在泛癌
种人群中的分布，表明中国肺癌患者有很高
比例可以从免疫治疗中获益。
“该研究为癌症医学提供了高度可靠的

数据集和资源。而精准数据是个体化诊疗的
基石，比如不同的性别、年龄结构、生活习惯、
发病部位、分子结构。我们把这些信息串联在
一起，就可以找到最适合中国患者的个体化
精准诊疗方案，提高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
率。”至本医疗数据中心负责人王傲迪说。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世界最大水生昆虫现身北京
本报讯近日，北京农学院智慧农业

研究院昆虫多样性调查团队在北京市房
山区蒲洼自然保护区发现东方巨齿蛉。

据北京农学院教授徐践介绍，东
方巨齿蛉是世界最大的水生昆虫———
巨齿蛉的一种。巨齿蛉对环境要求非
常高，对水源格外依赖，加之其幼虫生

命十分脆弱，当水体发生污染或酸碱
度突然改变时就无法适应，并迅速在
这一水域消失，因此数量稀少。巨齿蛉
作为判断水质好坏的“水质指标昆
虫”，它的存在与否，直接反映当地水
质的好坏。

蒲洼自然保护区地处北京市房山

区西南部的蒲洼乡境内,属森林生态系
统类型,保护区内有大量珍稀野生动植
物种及适宜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20
年来保护区一直保持着原有的状态，
这也是此次能发现巨齿蛉这类对水质
要求高的昆虫的重要原因。

（温才妃张丽萍）

▲巨齿蛉。
诱捕现场。 北京农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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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3 日，第十
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
元暨中国科技馆特效电影展
映开幕式及首映活动在中国
科技馆举行。本次电影节展映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8 月 28
日，中国科技馆特效影院将集
中上映来自中国、德国、韩国、
日本、法国、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加拿大等 9个国家的 34
部优秀影片。

活动围绕“光影科技，同
心笃行”主题，通过电影展映、
佳作评选、电影微展、特色活
动、协作交流等多项活动，聚
焦科技电影对科学传播的推
动和促进作用，向公众展现全
球科技电影成果，为公众带来
震撼的科技电影体验和广阔
的科学视野。

本届电影节，《水上之翼》
《地平线：可见宇宙边沿之外》
获最佳科学传播影片；《暴力
星球》获最佳特效设计影片；
《皮皮火星梦》《玩偶骑兵之童
心拯救》获最佳国产影片；《章
鱼：蓝色星球 II》获最佳观众

推荐影片。
据悉，《科学偶像》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动画

微电影将在全国科普场馆特效影院巡映，《1921》
《诗与真》《星河一叶》等红色经典大片和科学家精
神电影也将面向公众免费展映，科学影迷亲子沙
龙、球幕特色天文课等教育活动也会在活动期间
陆续举办。 （高雅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