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任芳言）10亿特斯拉！日前，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科研人员
借助我国首颗 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对 X 射线
吸积脉冲星的一次暴发进行了详细观测，通过 X
射线能谱首次直接测量到迄今为止宇宙中的最强
磁场。相关研究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

宇宙中，中子星具有强磁场，其与伴随恒星可
组成 X射线双星系统，在中子星强引力作用下，恒
星气体会落向中子星并形成吸积盘。磁场较强时，
吸积盘上的等离子体沿磁力线落到中子星表面，发
出强烈的 X射线辐射。随中子星转动，X射线光变
会形成周期性脉冲信号，因此这类天体也被称为 X
射线吸积脉冲星。大量观测发现，部分脉冲星的 X
射线能谱存在“凹陷”结构，因电子在磁场中回旋共

振散射而成，因此该结构被称为回旋吸收线。吸收
线处的能量与磁场强度相对应，研究者据此可直接
测量脉冲星表面附近的磁场。
“慧眼”此次观测的 X 射线吸积脉冲星为

GRO J1008－57，最早发现于 1993年。在新发表的
研究中，该所和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天文学家于
2017年 8月对该脉冲星展开观测，在 X射线能谱
90千电子伏特附近发现了一条回旋吸收线，且观
测置信度高，大于 20倍标准偏差。据计算，该回旋
吸收线对应的脉冲星表面磁场强度高达 10亿特斯
拉。目前，人类在地球实验室可制造出的最高磁场
强度为几十特斯拉，二者相差数千万倍。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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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激光器可实现室温连续激光输出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中国科学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和日本九州大学研究人员组成
的国际合作团队开发了一款钙钛矿的激光
器。该激光器基于新型低成本半导体材料，突
破了以往仅能在低温下连续稳定工作的瓶
颈，率先实现了室温下连续激光输出。相关研
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

在有机半导体器件中，正负电荷结合后，
可先形成激子再释放能量。激子通常分为单重
态激子和三重态激子，其中三重态激子直接发
光效率低。当前的研究已经证实，阻碍有机半
导体获得连续激光输出的因素主要是其固有
的三重态激子特性，但对于准二维钙钛矿激光

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三重态激子的影响。
准二维钙钛矿是一类将相同重复单元的

无机骨架夹在有机层之间的材料。近期，科研
人员发现这种材料中的三重态激子寿命长达
1微秒，进而猜测其可能是导致激光消失的原
因。三重态激子虽然不发光，但能与发光的单
重态激子相互作用，导致它们均以不发光的
形式失去能量。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秦川江说：“如果钙
钛矿中存在长寿命三重态激子，可能需要将
其除去，以免干扰激光。”

基于以上考虑，秦川江课题组联合日本
九州大学教授安达千波矢研究室，在准二维

钙钛矿中引入了具有较低三重态能级的有机
层，使钙钛矿中产生的长寿命激子可自发转
移至有机层，从而减少单重态激子能量损失，
实现光激发下连续激光输出。

科研团队通过将钙钛矿激光器置于空气
中，使三重态激子被氧气淬灭，也可以实现连
续激光输出，进一步证明了三重态激子是造
成激光消失的原因之一。科研团队还发现，激
光器在相对湿度为 55%的空气中连续工作 1
小时后，激光强度基本没有变化，发射光谱也
没有移动。

相关论文信息：

柔性传感系统有望缩短微创手术时间
本报讯 西安交通大学、美国西北大学及

乔治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提出并构
建了柔性多路复用气球集成系统，实现了柔
性器件设计、多功能集成、器件阵列设计（实
现信号面扫描），有望在人体心脏微创手术上
获得重要应用。9月 7日，相关论文刊登于《自
然—生物医学工程》。

心脏微创手术通过小的经皮切口（如大
腿动脉切口）插入先进的诊断和治疗工具，从
而实现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疾病的治疗，与传
统手术相比，恢复时间短且风险低。医用导管
可作为载体递送其他医疗器件或生物材料，

并在微创手术过程中捕获多种信息，以及实
现力、电、热等多种刺激。然而，当前医疗导管
存在机械刚度大或柔顺性不足、器件单一、功
能单一等问题，阻碍了其应用。

该柔性多路复用传感系统由压力传感器
阵列、温度传感器阵列、电极阵列组成。每一
个功能层都可以单独实现信号响应，如压力
传感器阵列能够实现各类接触压力的精确测
量、温度传感器能够实现生物器件和组织温
度的高时空分辨率测量等。该系统能够同时
实现阵列化检测、多功能监测，且能够承受双
向 30%的可拉伸性，具有高的使用寿命及循

环稳定性。研究人员将新系统与手术工具集
成在一起，实现了人体 /小白兔心脏组织微
创手术过程中的压力、温度和电生理参数等
多功能和多信号响应测试。该系统有望使医
生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手术，并获得丰富的生
理学信息。

专家认为，除心脏微创手术外，新型多路
复用柔性传感系统未来可能应用于生物医学
的其他领域，例如神经工程和可穿戴设备。

（柯讯）
相关论文信息：

9 月 7 日 13 时 57 分，我国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十一号
02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
满成功。

高分十一号 02 星是一颗光
学遥感卫星，地面像元分辨率最
高可达亚米级，主要用于国土普
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
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
域，可为“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
信息保障。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的第 345次飞行。

新华社发（郑逃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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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
了巨大的考验，世界各国的城市成为新冠肺炎
疫情流行的核心区域。

目前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害仍在肆
虐，随之而来的失业、贫困、粮食短缺等问题亟
须解决。但是，我们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学
到的经验和接受的教训，已经在推动全球防范
巨灾风险的一次大变革。

纵观全球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
差异巨大。

首先，各级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治理至
关重要。反应迅速的城市，如中国北京等，通
过迅速限制旅行以及扩大检测、追踪和隔离
等措施，有力避免了重大疫情的暴发。相比之
下，巴西圣保罗和美国纽约等城市应对缓慢
或效率低下，最终导致医院超负荷运转，死亡
人数增加。

其次，及时、可靠、准确和基于科学的信息
至关重要。例如，不准确的疫情信息会引发社
会不安，而多种语言也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

第三，最富裕的城市也缺乏应对流行病的
医疗设施。很少有大医院是为了隔离数百名传
染病患者而设计的。

第四，技术应用是喜忧参半的。社交媒体
能传播相关信息，但它也可能放大错误信息。

第五，生态系统是流行病防疫规划中另一
个被忽视的因素。随着城市扩张，居民也更易
暴露在疾病的面前。新冠肺炎大流行还引发了
人们对大自然本身的担忧。例如，印度迈索尔
的居民们因为担心蝙蝠可能传播新冠病毒而
开始砍伐树木。

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我们需要加
深对城市运作的理解。例如，人们常常将城市
中灾害的高死亡率错误地归结于城市人口的
高密度。以美国纽约和中国香港为例，这两个
城市拥有相似的人口数量（分别为 840 万和
740万），同时也是世界上居住密度最大的城
市。然而，纽约已确诊和死亡的新冠肺炎病例
数远高于香港。这说明城市人口密度本身不能
解释如此巨大的差异。

经验借鉴对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是有益
的。今年 6月，北京吸取了武汉的经验教训：在
第一例病例确诊后立即通报相关信息、追踪接
触者，并在 11天内对数百万相关联人员进行
核酸检测，最终控制住了疫情。

社区和其他机构的介入也有助于疫情防
控。例如，在越南，第一批病例发生后的一个月
内，当地制造商就开始生产价格实惠的新冠疫
情检测包，全国检测站数量也因此从今年 1月
的 3个增加到了 4月底的 112个。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城市之间的联系是
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种力量。我们呼吁各
个城市通过分享和协调灾害风险防范计划、行
动来发展和提高“网络化的城市功能韧性”。相
比单个城市独自运作，城市群、城—乡和其他
多元关系网的相互帮助能获得更强的疫情恢

复力。其运行机制非常明
确，即控制一个中心以防止
疾病传播到其他地方。更强
和更深层次的城市网络还
有助于应对其他灾害，比如
气候变化。当一个城市遭遇
大规模洪水、热浪或干旱
时，其他城市可以迅速通过
不同渠道为其提供帮助。

相关城市应建立联合
灾害和风险预防机制。我们
建议联合国带头促进这种
网络合作。首先分享彼此的
观点、优势和不足，而后改
善在紧急情况下共享资源
的机制。当然，在这过程中
也存在许多挑战，制度和管
理结构的不同将影响这样
的协作。但是，相比国家间
的合作，城市间的合作反应
可能更迅速、更务实。

同时，还要加大风险防
控监控网络平台的开发。需
要开发新技术整合和分享
信息。例如，中国科技机构
开发的各种疫情监控网络
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邻近
城市可以共享这种平台，以
便在疫情期间和之后迅速
恢复旅行和经济互动。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本
身会受到许多因素的交互
影响，研究人员不能局限于
研究某一因素，而需要综合
各因素以消除城市应对风
险的复杂性，比如更多地考
虑城市物理结构、发展进
程、治理能力和功能运营之
间的联系。研究人员应该探
索最佳的管理和制度安排，
以加强城市间合作，其中包
括分配责任和确保问责制的效果，特别是跨国
界问责制。

历史上，从战争到饥荒，城市经历了无数
的灾难。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城市间必须
共同学习、适应风险、协同共赢，提升绿色发展
和综合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系国家减灾委员会科技委副主任、青

海师范大学校长，本报记者崔雪芹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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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晨阳）9 月 6
日，2020 未来科学大奖在京揭晓。
其中“生命科学奖”颁发给了两位
耄耋老人：88岁高龄的哈尔滨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亭栋和
96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
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教授王振义。

20世纪 70~80年代，王振义和
张亭栋等人分别证实全反式维甲
酸和砒霜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APL）有治疗作用，这些工作在
国际上得到了验证和推广，拯救了
众多患者的生命。

王振义在谈获奖感言时表示，
作为一个受奖者当然非常高兴，但
是也非常忧愁，“就觉得这个奖为
什么颁给年纪大的人？”

未来科学大奖监督委员会主
席高西庆向他解释，未来科学大奖

也曾授予“70后”“80后”科学家，大
奖“鼓励各方面有国际声誉的科学
家”。王振义对此表示理解，但仍表
达了对年轻科技人才成长的担忧。
“我忧愁的、不开心的地方，就是

觉得年纪轻的人跟上来的不够。我们
的标准是看论文，不看他的实际工作
能力。年轻的人才为了论文而工作，
发表了高级别的论文就认为自己了
不起，这样是做不出工作来的。”王振
义坦言。

王振义表示，当年自己的第一篇
论文就是发表在中等杂志上，而非最
高级的杂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国
家考虑，判断一个青年人怎么样，就
看他有没有创新性、钻研性，有没有
刻苦地做好工作，有没有耐得住寂寞
的态度。”他说，“因为成功不是一天
两天的事情。”

制药路漫漫 吾自当求索
———走进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详细报道见第 4版）

基因剪帮你“剪”掉脂肪

本报讯 利用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人们
能将白色脂肪细胞转化为可燃烧能量的棕色脂
肪细胞。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工程细胞已经帮助
小鼠在高脂肪饮食时避免体重增加和发生糖尿
病，并且最终可能被用于治疗与肥胖相关的疾
病。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科学—转化医学》。

成年人有大量的白色脂肪细胞，这些充满脂
肪的细胞构成了脂肪沉积。相比之下，棕色脂肪
细胞储备要少得多，而这种细胞既燃烧能量又储
存能量。通常，随着年龄增长或体重增加，人体内
的棕色脂肪细胞会减少，但目前还没有办法能帮
助积累棕色脂肪细胞。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想出了一个变通办
法。他们使用 CRISPR基因编辑工具使人类白色
脂肪细胞具有棕色脂肪细胞的特性。

该团队利用 CRISPR 定位了 UCP1 蛋白质
的基因，这种蛋白质在棕色脂肪细胞中有独特
的表达。它的基本功能是把化学能转化为热能。
由此产生的细胞更像棕色脂肪细胞———它们表
达的 UCP1 几乎和典型的棕色脂肪细胞一样
多，而且有比白色脂肪细胞更多的线粒体。研究
人员称它们为人体类棕色脂肪细胞，或 HUM-
BLE 细胞。

在第二部分实验中，研究人员将白色脂肪细
胞、棕色脂肪细胞或 HUMBLE细胞移植到一部
分免疫系统较弱、不会排斥人体组织的小鼠体
内。所有的小鼠都被喂食高脂肪食物。

在 12周里，注射了白色脂肪细胞的小鼠体
重增加，如果它们是普通的健康鼠，可能已经显
示出糖尿病的迹象。但是，移植了棕色脂肪细胞
或 HUMBLE细胞的小鼠，体重增加明显少一些。

未参与该研究的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
Mark Christian说，这些小鼠对胰岛素更敏感，这
表明人工细胞可能对糖尿病有预防作用。

研究人员认为，未来这项技术可能被用于治
疗肥胖和代谢紊乱。方法或许很简单：将人体内
少量的白色脂肪细胞切下，改造成棕色脂肪细

胞，再植入体内。这可能是那些仅靠节食和锻炼
无法减肥的人的一种选择，但在进行人体研究之
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Christian认为，该研究也增加了采用其他方
法减肥和预防糖尿病的可能性。上述研究小组发
现，被移植的 HUMBLE细胞似乎向小鼠现有的
棕色脂肪细胞发送了一种化学信号，刺激它们燃
烧更多的能量。模仿这种信号从而激活自身的棕
色脂肪细胞，可以提供一种更简单的治疗方法。

（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寰球眼

棕色脂肪细胞三维图 图片来源：Victor Jo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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