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首次深海保温保压取样海试成功
本报讯（记者陈欢欢）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谢和平领衔、深圳大学与四川大学团队自主研
制的深海沉积物（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样
装备海试成功。这也是国际上首次获得保温保压
的深海沉积物（天然气水合物）原位保真样本。

近日，在海南省深海技术创新中心组织的
“深海深渊科考与装备海试共享航次”下，深海
沉积物保温保压取样器搭载于我国 4500米级
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在南海 1370米水深
区域完成既定作业任务，获得保持原位压力 13.

8MPa、温度 6.51℃的深海沉积物样品，实现了全
球首次保温保压天然气水合物样品获取。

自 2018年以来，谢和平团队针对深海沉积
物保真取芯技术瓶颈重点攻关，自主研发了具有
独立知识产权的我国首套深海沉积物保温保压
取样、原位保真移位、原位保真测试成套装备，形
成了深海物质资源保真勘探全新原理技术体系，
实现了深海探矿技术装备的国产化与自主化。此
次深海原位保真取样成功，为我国深海资源勘探
开发与海洋科学探索提供了技术装备支撑。 取样器正在深海进行取样作业。 受访者供图

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科技创新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并对中国科学院提出
“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目标要求。研究所是中科院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活动的基本组织单元。研究所能否结合自身特点和实
际，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明确发展定位和努力方向，确定改革创新发展新任务、新举措，直接决定着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主力军改革创新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即日起，《中国科学报》推出“研究所发展大家谈”专栏，邀请中科院研究所所长、专家学者，围绕国家科技创新大局，分享科技创新
与管理经验，畅谈“强基础、抓攻关、聚人才、促改革”，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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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
称上海有机所）以其独具特色的创新环境，吸
引了一批杰出的化学家乃至生物学家，其中
90%以上的学术带头人为海外引进人才。在院
党组支持下，上海有机所针对引进顶尖人才实
施“科研特区”政策，建立了可自主决策的研究
单元。该单元目前已发展至 300人规模，其生物
与化学交叉融合的特点有效促进了科研人员
之间的跨领域合作，短时间内实现了一系列重
要研究突破和重大成果转化。

我认为，引进高端人才要秉持“引进一个
人，开辟一个新方向”的宗旨，绝不是“为引进
而引进”。顶尖人才能否在上海有机所扎根、发
芽、健康成长，摆在第一位的问题就是理顺体
制机制。

上海有机所始终坚持人才强所的理念，近年
来通过体制机制方面的系统设计，创造良好的科
研生态环境，打好“组合拳”，种好“梧桐树”———
让“凤凰”看见了就想来，来了就不想走。

首先是创新研究组织模式，引导科研组织
架构从单一自由探索拓展到“中心”协同攻关
共存的模式。在强化原有“PI（课题组长）制”的
组织模式基础上，发挥领军人才在重大科技攻

关和高水平团队建设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增设
了研究中心模式，发挥建制化优势，聚焦重大
科学问题或“基础—技术—应用”贯通式研究，
推动“中心”定位与目标、组建方案和人才队伍
建设三位一体的论证和实施。研究中心设首席
科学家 1 名，根据中心规划需求招收 1~3 名
Co-PI（副研究员 /研究员），以有效促进学科
交叉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同时，通过增设所聘
非课题组长，丰富了 PI制的组织形式，畅通了
青年人才的发展通道。

其次是转变评价理念，倡导从第一层次的
简单评价转向多层次的综合评价，推动从组织
管理评价逐步向同行和社会评价转变。过去主
要实施以管理为目的的组织评价（第一层次），
以论文、专利、奖项、人才计划等简单指标为导
向，现在正逐步转向以专家认可度等研究水平
先进性为导向的同行评价（第二层次）和以社
会贡献等为导向的社会评价（第三层次）。为
此，对那些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特聘核心岗
位，给予 5年免评；针对青年科学家引进，则建
立预聘 /长聘机制，在执行期只作交流、免考
核，为青年人才留出充足的成长空间和原创课
题的探索时间。

再次是夯实保障体系，营造“安心致研”的科
技创新文化。调整特聘岗位的绩效工资，由原来
研究所和课题组共担转变为全部由研究所承担
的方式，绩效工资不再与科研经费争取直接挂
钩，引导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开展长周期的基础
研究原始创新；调整合作研究组织方式，以特聘
方式实现与中科院兄弟单位的强强联合和互补，
促进交叉学科研究；瞄准“基础研究—变革性技
术—产业化示范”的贯通式 /建制化研究模式，
形成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重要载体。

未来，上海有机所将聚焦主责主业，以“四
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为创新人才引育平台，加强
国家需求牵引，开展突破瓶颈、解决“卡脖子”技
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研究，全力谱写新发
展阶段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

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李晨阳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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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组合拳”种好“梧桐树”
■唐勇

植
物
细
胞
膜
上
的
﹃
哨
兵
﹄
与
﹃
枪
手
﹄

研
究
首
次
揭
示
细
胞
膜
受
体
蛋
白
双
重
功
能

■
本
报
记
者
李
晨

通
讯
员
俞
佳
宁

植物大战病原菌的“军备竞赛”中，细胞膜识
别受体作为监控病原菌入侵的“前哨”，能够激活
植物体内多层次的防卫系统，产生对病原菌的抗
性。然而，人们对其如何被激活并发挥抗性的作
用机制并不了解。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柴继杰团队和南京农业
大学教授王源超团队合作，解析了细胞膜受体蛋
白 RXEG1识别病原菌核心致病因子 XEG1，从
而激活植物免疫的作用机制，首次揭示了细胞膜
受体蛋白具有“免疫识别受体”和“抑制子”的双
重功能。研究论文发表于《自然》。

审稿人指出，“这是植物免疫领域的一项开
创性工作”。该研究对改良作物广谱、持久抗病性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为开发绿色新型生物农
药奠定核心理论基础。

找到病原菌的“要害”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王源超带领的作物免
疫团队认为，正确识别敌军，是植物大战病原
菌的第一步。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人
头发可以随时剪掉，但鼻子嘴巴的形状是很难
改变的。我们要找的就是病原菌的鼻子嘴巴。”
识别出病原菌关键、稳定的特征因子，即通常
所说的保守因子，才能避免因为“换发型”而认
不出病原菌。

2006年，国际上完成了疫霉菌基因组测序。
王源超意识到，可以从疫霉菌基因组入手，顺藤
摸瓜找到疫霉菌的“鼻子嘴巴”，研究它用什么样
的“武器”向植物展开攻击。

2015年，该团队首次发现大豆疫霉菌在侵
染大豆过程中分泌的糖基水解酶 XEG1，可通过
降解细胞壁破坏植物的抗病性。XEG1正是不同
病原菌中普遍存在的、不易改变的关键因子，即
病原菌的“鼻子嘴巴”。这样一下子抓住了病原菌
的“要害”。

他们随后的研究揭开了 XEG1的神秘面纱。
原来，植物通过分泌抑制子蛋白 GIP1，与 XEG1
结合并抑制其酶活性，从而起到干扰 XEG1的作
用。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疫霉菌在漫长的
进化过程中变异出 XEG1 的酶活丧失突变体
XLP1，并把它作为“分子诱饵”，竞争性地与
GIP1结合，声东击西，从而保护核心致病因子
XEG1免受植物 GIP1的攻击。这一病原菌的致
病新机制被团队称为“诱饵模式”。

大战并没有偃旗息鼓。寄主植物大豆演化出
天冬氨酸蛋白酶 GmAP5 降解 XEG1 的抗病机
制，而疫霉菌通过 N-糖基化修饰来保护 XEG1
免受攻击。“这进一步说明，XEG1是疫霉菌核心
致病因子，病菌需要对其采用多重方式进行保
护。”王源超认为。

发现病原菌入侵的“前哨”

既然 XEG1是病原菌的“要害”，与之共存并
斗争了上万年的寄主植物大豆又怎能没有对策呢？

2018年，王源超团队发现了植物细胞膜上
的识别受体 RXEG1，原来这就是植物发现
XEG1入侵的“前哨”。“当时我们就想得到识别
受体 RXEG1的三维结构，进而搞清楚下游免疫
机制是如何被激活的。”王源超说，要找最好的团
队合作。

当柴继杰团队收到王源超伸来的橄榄枝
时，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此前和国外团队
合作的此类细胞膜受体蛋白结构解析，都没有
太好的进展。

不过这一次，RXEG1 的结构得到了成功解
析。柴继杰认为，受体的“生化特性做得特别靠谱和
扎实”，二者结合的活性非常灵敏，并且两个蛋白足
够大、能够表达出来，是这次成功的关键原因。

合作团队利用晶体衍射和冷冻电子显微镜
技术解析了识别受体 RXEG1的“静息态”、二者

结合的“中间态”和“激活
态”等多种不同状态的结
构。通过多种生化和功能
分析，明确了 XEG1作为
配体结合 RXEG1 胞外
结构域，诱导 RXEG1岛
区发生构象改变。
“XEG1 就像一把钥

匙，当 RXEG1这把锁被
钥匙打开时，诱导 RX-
EG1的构象发生改变，从
而促进 RXEG1 与共受
体蛋白激酶 BAK1 的异
源二聚化，激活植物免疫
信号。”论文共同第一作
者、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王燕介绍，XEG1 不直接
参与 RXEG1 与共受体
蛋白激酶 BAK1的互作，
而是通过别构效应促使
RXEG1 与 BAK1 互作，
从而激活植物抗性。

这就是细胞膜受体
蛋白 RXEG1发挥“免疫
识别受体”功能的具体机
制。这也是第一次从原子
水平解析了植物免疫类
受体蛋白激活机制，大大
推进了人们对植物免疫
机制的认识。

第二重身份“枪手”

进一步的研究给科
学 家 带 来 了 意 外 惊
喜———RXEG1不仅是吹
响防御号角的“哨兵”，还
打响了阻击病原菌入侵
的“第一枪”。

原来，识别受体RX-
EG1结合在XEG1的酶活
性口袋，并借此抑制了
XEG1的糖基水解酶活性，从而降低疫霉菌的致病
性。RXEG1能发挥作为“抑制子”的第二重功能。
“病原菌侵染过程中分泌的 XEG1通过糖基

水解酶活性破坏植物抗性。RXEG1就像一把大钳
子，把XEG1对植物的破坏力牢牢锁住。”王燕说。
王源超说，XEG1是在细菌、真菌和卵菌等

多种病原菌中广泛存在的一类保守的糖基水解
酶，可被烟草、大豆、番茄等多种植物识别诱导免
疫反应。例如，水稻稻瘟病、小麦赤霉病和锈病
等，其病原菌都可通过 XEG1攻击宿主植物。因
此，该研究对于改良作物广谱、持久抗病性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同时为开发绿色新型生物农药奠
定了核心理论基础。
“这是首次发现受体蛋白具有免疫识别和抑

制子的双重功能。”王源超说，“通过人工智能的
方法与手段，未来在大量化合物中筛选具有靶向
性的 XEG1抑制剂，以及靶向 RXEG1的植物免
疫激活剂，都将成为可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
员周俭民认为，这项工作揭示了植物免疫的新范
式，为更好利用和改造抗病基因、服务绿色农业
铺平了道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说，从鉴定疫霉菌核
心致病因子 XEG1 到挖掘免疫识别受体 RX-
EG1，再到破解类受体蛋白免疫激活机制，这一
系列原创性研究的突破，形成了植物与微生物互
作领域的经典范例，对改良植物的广谱抗病性具
有重要价值。

相关论文信息：

寰球眼

“严重错误”致室温超导论文撤回

本报讯 2020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学
家 Ranga Dias 和同事在《自然》发表了一篇轰
动性的封面文章。他们声称已经发现了一种室
温超导体———这种材料可以在接近室温的高
压条件下实现超导。

尽管它只是在极端压力下锻造的碳、硫
和氢的微粒，但人们希望有一天这种材料会
产生各种变体，为核磁共振成像仪、磁悬浮铁
路、原子加速器和核聚变反应堆等提供无损
电网和廉价磁。

然而，这一希望正在破灭。据《科学》报道，
《自然》于 9月 26日撤回了该研究论文，并称其
他科学家在过去两年提出的数据问题削弱了
Dias团队所声称的超导性两个关键迹象之一的
可信度。

佛罗里达大学实验凝聚态物理学家 James

Hamlin说：“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相关结果有很
多疑问。”长期批评该研究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理论物理学家 Jorge Hirsch则称，撤回论文
还不够。他认为这掩盖了科学不端行为的证据。
“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Hirsch

说，“你不能就这样了事，说‘哦，这是意见分歧’。”
此次撤稿非同寻常，因为《自然》的编辑不

顾这篇论文所有 9名作者的反对，作出了这一
决定。

Dias对此表示：“我们坚持自己的工作，它
已通过实验和理论验证。”资深合作者、内华达
大学物理学家 Ashkan Salamat 称，对《自然》编
辑委员会的决定感到困惑和失望。

2015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实
验物理学家 Mikhail Eremets及同事报告了第一
个超导氢化物———氢和硫的混合物。一些理论物
理学家认为，在混合物中添加第三种元素会带来
一个新的变量，能够接近环境压力或室温。

2020 年，Dias 和同事添加了碳，在金刚石
砧座中粉碎混合物，并用激光加热，以产生一
种新物质。他们在《自然》上宣称在 267GPa、
287K（近 15℃）的条件下实现了碳硫氢体系

超导，但很快受到质疑。
为了回应一些批评，Dias 和 Salamat 于

2021年在预印本服务器 arXiv上发布了一篇论
文，其中包含一些原始的敏感性数据。“它提出
的问题比回答的更多。”康奈尔大学量子材料
物理学家 Brad Ramshaw表示，“从原始数据到
发布数据的过程非常不透明。”
“我认为，（Dias和 Salamat提供的一些公开

数据）是捏造的。”Hirsch说。他同时指出，其与
2009年《物理评论快报》一篇论文中的数据存
在可疑的相似之处。该研究与这次《自然》论文
的一位作者相同，但由于磁化率数据不准确，
已于去年被撤回。

Eremets认为，Dias团队不愿意透露更多的
研究细节，并称自己至少尝试重复了 6次实验，
但都失败了。Salamat则表示，欢迎来他们的实
验室观察，“我们是开放的”。

Dias表示，该团队计划在没有任何背景删减
的情况下，将论文重新提交给《自然》。同时他们
没有放慢脚步，Dias和 Salamat共同创建了一家
开发商业室温超导体的公司。“我们正处于高温
超导新时代的悬崖上。”Salamat说。 （王方）

近日，湖南岳阳东洞庭湖迎来今年冬季首批候鸟白琵鹭，约 30余只。作
为过冬候鸟的“先头部队”，它们中的一部分会继续南下，剩下的将留在洞庭
湖区越冬。受晴热高温天气影响，洞庭湖水位持续下降，滞留在浅水区的鱼
虾成了白琵鹭的美味佳肴。

白琵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
人员加强巡护力度，加大对越冬候鸟的保护，确保候鸟顺利过境和栖息。

本报记者王昊昊 通讯员周建梅报道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24位中科院院士
担任香港学校科学教育荣誉讲师
据新华社电 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 9月 26

日在香港培侨中学启动“科创大讲堂”2022年度
活动，邀请 2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香港学校
科学教育荣誉讲师，为香港学校一对一提供科创
教育发展建议。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当日在启动仪式
上致辞指出，此举对学校建立学习科学和创新科
技氛围有积极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将大力推动
创科发展，将香港建设为国际创科中心，并着重
培育人才，迎接创科时代的无限机遇。同时，特区
政府将通过持续更新课程、加强教师培训等策
略，帮助学生从小培养对学习科学及创新科技的
兴趣和能力。

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会长任咏华在仪式

上介绍，该联盟在 2019年开始举办“科创大讲
堂”活动，在中科院支持下，邀请内地顶尖科学家
团队向香港中小学生进行科普讲座。今年邀请中
科院院士担任香港学校科学教育荣誉讲师，这是
“科创大讲堂”推出以来首次设立此计划。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通过视频致辞时
表示，希望“科创大讲堂”活动能激发香港青少年
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促进香港年轻人对祖国
科技创新事业的了解。今年担任香港学校科学教
育荣誉讲师的院士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带来一
系列科普报告和科学教育教材，为内地科学家与
香港师生深入交流搭建桥梁。

启动仪式在北京和香港同步连线举行。
（张雅诗）

研究揭示太空跨尺度能量传输新机制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近日，北京大学地球

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宗秋刚团队研究提出，在
空间和天体等离子体中，跨尺度波动—粒子相
互作用，可导致能量从宏观尺度到微观尺度的
快速输运。这一机制有助于解释空间和天体系
统中的能量耗散问题以及等离子体的加热加
速问题。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近期，宗秋刚团队通过分析观测资料证实，
跨尺度波动—粒子相互作用是一种可能的跨尺
度能量输运机制。这类似于大气中充斥着声波，
空间和天体等离子体中也充斥着各种等离子体
波动。但是由于构成等离子体的组分（通常为质

子和电子）的质量相差悬殊，等离子体波动具有
多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

等离子体波动可根据尺度粗略划分为三大
类：流体尺度波动、离子尺度波动和电子尺度波
动。研究团队通过详细分析美国宇航局的磁层多
尺度探测（MMS）任务获得的数据，发现空间中的
离子可以同时和宏观尺度的超低频波、微观尺度
的电磁离子回旋波相互作用。通过这一相互作用，
能量首先从超低频波先传递到离子，然后从离子
传递到电磁离子回旋波，最后通过电磁离子回旋
波—离子回旋共振而耗散。与传统湍流串级模型
不同，在这一跨尺度波动—粒子相互作用中，能量

可直接从宏观尺度传递到微观尺度，无须经过中
间尺度的介导。对观测数据的定量分析表明，跨尺
度波动—粒子相互作用的时间尺度约为 1分钟，
远小于各种空间和天体能量过程的时间尺度，证
明其是一种有效的跨尺度输运能量的机制。

研究还发现，跨尺度波动—粒子相互作用
可导致不同尺度的动态过程相互耦合，以及空
间等离子体加热和加速。这些发现为进一步理
解极光、地磁脉动以及空间高能粒子的产生提
供了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