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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林捷）11
月 16日，“类器官前沿技术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在广州国际生物岛举行。会上，由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晔光领衔的广州华医再生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医再生）分别与
广州生物岛实验室、广东省人民医院和广
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一系列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以建设世界
一流的活体类器官大数据样本库，加速生
物医药领域前沿技术在中国的转化应用。

据介绍，类器官是一种在体外环境下

培育而成的具备三维结构的微器官，它取
自于体内器官组织，在体外通过特殊的培
养技术实现与真实组织器官的高度相似
性，并能部分模拟真实器官的生理功能，更
能准确地模拟肿瘤内部环境以及对于药物
的真实反应，是体外研究肿瘤及试药的最
佳模型。

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饶子和、陈晔光、
施蕴渝、孟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等
出席签约活动。
“此次合作让类器官技术在广州落地，

将成为广州在生物医药领域的优势名片。”
裴钢表示，国内类器官技术在干细胞、再生
生物学领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研究
水平在国际上位列第二，但是，在成果转化
市场应用方面，还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需
要补足这个短板，要建立产学研结合的机
制，瞄准市场需求。

目前，华医再生已实现了从各类癌症
活体组织或冻存的组织中培养出三维类器
官，并且探索研发了相关关键核心技术，成
功搭建了类器官高通量药物筛选系统。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量化残遗种对长白山
喷发后森林恢复影响

本报讯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吴
苗苗通过研究，量化了残遗种对长白山火山喷发后森林景观
恢复的影响。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景观生态学》上。

火山喷发后森林景观恢复的速度和轨迹主要取决于种源和
种子传播。因而未受火山影响的邻近森林的基带种源以及在火
山干扰区域内幸存下来的残遗种，在森林景观的恢复中起着重
要作用。早期研究关注基带种源对森林恢复的影响，目前越来越
多的研究已意识到残遗种在森林景观恢复中的重要地位，但是
量化其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

长白山曾发生过一次火山喷发，对周围的植被产生较大
破坏。经过多年的森林演替，目前在北坡已形成温带森林典型
的垂直植被带，为量化种源对该区域火山喷发后森林景观恢
复影响的重要性提供研究平台。

研究人员通过森林景观模型 LANDIS PRO，重建长白山
火山喷发后的历史森林景观，并设计因子分析实验量化基带
种源和残遗种的重要性。研究表明，在森林恢复的早期，残遗
种对森林景观恢复的影响较小，但其重要性随着森林恢复而
逐渐增加。此外，残遗种在森林恢复后期主导晚期演替树种的
恢复，进而影响树种组成，加快森林的演替。 （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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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刘如楠）量子信
息技术最初发展时备受质疑，甚至被打
上“伪科学”标签。近年来，随着其在理
论和实验上取得的突破，质疑的声音逐
渐减少。针对这一现象，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日前
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论
坛”上表示，量子信息技术的未来会越
来越好。

潘建伟认为，早期大家的质疑和攻
击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质疑的人可
能对量子力学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我
相信，如果大家能坐在一起讨论，对量
子力学有深刻了解后，还是可以达成共
识的；另一种质疑在于，大家觉得我们
是做物理学研究的，怎么就到信息领域
了？况且我们对信息科学的名词都不
是很清楚。其实，我们是可以用物理学
的语言去解释量子信息的。”

他表示，随着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大
家逐渐看到，量子信息还是能够提供一
些有用的东西的。“目前，有一些做计算
机理论、密码理论的学者，甚至是数学领
域的学者，渐渐加入了量子信息技术研
究的队伍，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对于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潘
建伟表示，在量子通信方面，希望能够
构建完整的天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
络技术体系，从而推动量子技术在国
防、政务、金融和能源等领域率先广泛
应用，实现量子通信网络和经典通信网
络的无缝衔接；结合我国未来的登月计
划，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量子纠缠分
发，对爱因斯坦的“信念”是否正确进行
一个终极的检验。

在量子计算方面，希望能够利用量
子模拟揭示新材料设计、新能源开发等
重大问题的机制，搭建具备基本功能的
通用量子计算原型机，探索密码分析、
大数据分析等的应用。

简讯

读懂微生物的“语言”
新研究重构微生物群体感应系统
■本报记者王方

微生物制造是具有全球战略性的新兴
产业，在食品、医药、农业等重要领域有着
广泛应用，有望成为未来食品的重要制造
方式。传统微生物制造过程中，目标产物合
成途径与宿主自身途径存在细胞资源竞争
的问题，使得细胞资源难以最大程度地“抵
达目的地”。“跑偏了”的结果是影响最终产
品得率。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副教授吴俊
俊研究团队结合合成生物学与仿生生物学，解
码、模拟并重构建微生物群体感应系统，同时
结合序列特异性的内切核糖核酸酶，使得细胞
资源最大程度地流向目标产品。近日，研究成
果在《自然—通讯》上在线发表。

传统微生物制造待改进

与传统生物分子制造方法相比，微生物
制造拥有成本低、环境友好、制造效率高、可
持续性高等优点。吴俊俊向《中国科学报》介
绍，目前微生物制造主要用于大宗需求品、
附加值高的药物和保健品等，如维生素 C、
胰岛素、有机酸等。

不过，基于传统工业微生物大肠杆菌的
微生物制造离不开诱导剂，诱导剂会在微生
物细胞生产得率最高时诱导生产开始。
“诱导剂让微生物‘未成年’时不生产，

降低了微生物的代谢压力，但大多数诱导剂
成本较高，并且具有一定毒性，给后续纯化
带来困难。”吴俊俊表示，“此外，在传统微生

物制造中，微生物宿主自身合成途径与目标
产物合成途径相互竞争，部分细胞资源还会
流向杂蛋白，最终得率不高。”

为改善微生物制造中的不足，吴俊俊团
队创新性地融合合成生物学、仿生生物学等
多种学科知识，解码、模拟并重构建微生物
群体感应系统，首次获得能在单个细胞中独
立运行的两套不同的低渗漏式群体感应系
统，使得微生物能够互不干扰地自发执行两
条不同的基因电路。
“所谓群体感应系统，,类似人类世界的

语言。微生物通过这套系统进行交流，从而
自发地控制各自的行为。”吴俊俊解释道。

两套系统“各行其道”

利用生物仿生学原理，团队首先解析了
费舍尔弧菌的微生物群体感应系统中决定
系统渗漏和正反馈控制的调控区域，并且首
次在工业微生物大肠杆菌中构建出粪肠球
菌的群体感应系统，其基因表达调控能力为
目前已知群体感应系统中效率最高的。
“费舍尔弧菌和粪肠球菌的群体感应系

统就像是人类语言中的汉语和英语，为两种
完全不同的语言，因此这两套群体感应系统
在运行的时候相互之间不会产生干扰现
象。”吴俊俊说。

团队构建的基于微生物群体感应系统的
自发诱导表达系统，有望替代目前传统的人工
诱导系统，进一步降低微生物制造成本。

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一方面不可避免
地会有很多资源流向自身途径的合成，另一
方面对异源目标产物合成会有一定的排斥。
由此形成了两个合成途径的“竞争”，导致产
品得率不高。

在这项研究中，团队同时结合序列特异
性的内切核糖核酸酶，在细胞全局范围内自发
降解非目标合成途径，保留目标合成途径，使
得细胞资源最大程度地流向目标产品。

通过两套群体感应系统，细胞间自主性
地交流——— 一套系统切割不需要的途径，
另一套系统保护和调控产物的制造途径。团
队成员周琳以绿色荧光蛋白报告基因和中
链脂肪酸生产为例介绍，改造后的微生物生
产强度提高了 30倍，同时显著降低了发酵
副产物的浓度。

团队构建的全自动式细胞资源分配系
统也将在微生物制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团队
成员彭虎解释说，微生物在生长初期，细胞
资源分配系统会将资源流向微生物生长，提
高基础的菌体生长量；在到达合适生长量
后，系统自动将资源转向目标产物合成。

发展精确、智能、高效的生物制造系统

在吴俊俊看来，大自然是一个巨大宝
库，人类通过模仿大自然创造出多种精妙发
明。“因此，团队一直致力于通过合成生物学
与仿生生物学相结合，将自然界中的精妙生
物系统用于传统生物制造。”他说。

据了解，吴俊俊团队应用合成生物学及
现代工业生物技术等研究方法改造工业微
生物，使得微生物以廉价、可再生的碳水化
合物为原料，高效低碳地生成多种高值食品
原料，如中链脂肪酸、黄酮以及高值蛋白，缓
解目前依赖植物提取或化学合成所造成的
环境污染、与粮争地等问题。

同时，团队构建出多种高效的生物制造
策略，如模块化改造策略、利用微生物实现
变废为油、辅因子偶联改造策略、低能耗微
氧系统等。

以辅因子改造为例，中链脂肪酸因消化
吸收快、不易引起肥胖等特征受到广泛关
注。逆向脂肪酸氧化循环是目前合成中链脂
肪酸最为有效的方式。然而目前缺少关于逆
向脂肪酸氧化循环有效运行所需辅因子条
件的研究。

团队通过辅因子工程技术改造有益菌
大肠杆菌 K12，得到目前最为高效的中链脂
肪酸合成效率，其产量由起始的 1.2g/L增
加到 4.7g/L。研究提出的优化策略可以应用
到其他乙酰辅酶 A的衍生物以及其他有多
辅因子需求的合成产物中。

未来，团队将进一步进行跨学科整合，
发展更为精确、智能、高效的生物制造系统。
“改良后的微生物制造可以减少传统制造所
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真正实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吴俊俊说。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11 月 17 日，2020 年
琼州海峡火车轮渡海上应
急救助综合演练在海口秀
英港举行，本次演练课目
包括人员救助、海上大规
模人员转移、船舶应急消
防等。

图为“海洋石油 631”
和“海洋石油 632”在演练
中灭火。

新华社记者张丽芸摄

国内首个柔性电子学会
在陕西成立

本报讯 11月 16日，陕西省柔性电子学
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陕西
西安召开。这标志着全国首个以柔性电子为
主题的学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陕西
省柔性电子学会第一任理事会，西北工业大
学讲座教授刘小钢当选首任理事长。

陕西省柔性电子学会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西北工业大学柔性电子前沿科学中心首
席科学家黄维等 16位学者共同发起筹备创
建，将致力于汇聚创新资源，为相关领域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群体建立合作交流平台，为
柔性电子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和技术指导，对推动陕西产业结构调整和
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行勇）

第十三届全国表面工程大会
在广州举办

本报讯第十三届全国表面工程大会暨
第十二届全国青年表面工程论坛日前在广
州举行。

大会聚焦新时代科技引领创新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发展趋势，交流我国表
面工程融合发展中形成的新技术、新成果及
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探索学科的未来
发展方向。

会议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表面工程分
会主办。 （朱汉斌）

直线超导加速器液氦低温系统
通过验收

本报讯日前，由中科富海公司研制开发
的直线超导加速器液氦低温系统———液氦制
冷机系统设备项目通过用户验收，设计指标
400W@4.5K，实测制冷量 459W@4.5K，即
可在 4.5K温度时达到 459瓦的制冷量。此
前，该项目还通过了专家评审测试。

本次验收主要包括系统整体制冷能力、
真空系统真空度、气体管理系统吸气压力和
滤油系统出口氦气油含量测试等。与会专家
与用户代表审核通过了测试方案和测试仪
器选型，认定最终测试结果达到并高于验收
指标要求，圆满完成项目任务，并将应用于
直线超导加速器试验中。 （郑金武）

粤港澳大湾区
空间科技新高地论坛举行

本报讯日前，2020年岭南科学论坛系列
活动之“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科技新高地论坛”
在广州举行。本次论坛主要围绕“空间科技”，
探讨多元化发展我国空间大产业的思路。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奉思、王赤
先后作了主题报告。魏奉思介绍了数字空间
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应用，阐述了建设“数
字空间”、打造国之重器的战略意义。王赤主
要介绍了我国空间科学卫星计划的进展和
展望。 （朱汉斌）

构建科研人员做科普的新生态
■胡俊平

前不久，在第 27 届全国科普理论研
讨会上，周忠和院士谈及科研人员做科
普存在的困惑，其中提到了常说的“四
不”窘态，即科研人员“不愿、不屑、不敢
和不擅长”做科普。他明确表示，前面三
个“不”是认识问题，而最后一个“不”是
能力问题。笔者认为，只有打破这些来自
认识和能力的桎梏，着力构建科研人员
做科普的新生态，才能有效推动科技创
新与科学普及的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
了“四个面向”，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断向
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相应的，科普工
作的内容主题、传播效果也要再上新台阶。
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是科技知识的创造者，被
称为科学普及的“第一发球员”。无论从公众
需求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都有让科研人员
更大程度融入科普工作的强烈期盼。因此，
构建科研人员做科普的新生态迫在眉睫。

与“不愿、不屑”相对，构建科研人员做科
普的新生态要不断激发他们的“热情”。科研
人员做科普的热情，一方面源于自身的积极
主动性。那些在科普方面极具示范意义的科

学家们应得到更好宣传和鼓励。另一方面，
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政策制度保障是
“催化剂”，能助力激发科研人员做科普的
热情。教育部、自然资源部等部委的一些重
大科研项目增加对科学普及工作的考核，
科学共同体内部对科普的成见逐步消解。
今年 5月，韩启德、饶毅、王立铭等发起科
学和医学公共传播基石奖，其目的就是通
过奖励来肯定科普的价值，让科研人员拥
有促进科学传播和践行科学家社会责任的
更好环境。这些都是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做
科普热情的外部因素。

针对“不擅长”，构建科研人员做科普的
新生态要培养他们的“才情”。成功的科学传
播一般都有策划和设计，也需要科学家和科
研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的科学传播能力。
“科普中国”品牌下的“我是科学家”项目组
曾介绍说，为了让科学家在讲台上面向公众
讲好 18分钟，台下的交流和沟通常常需要
几个小时。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具有很强的
学习能力，向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科学传播
指南类图书，以及具体的科学传播优秀案
例，能使其在理论认识方面得到很大程度的

提高。之后，还应给科学家提供一些具有较
好社会影响力的科普实践平台，让他们实现
从理论认知到实践运用的转化，从而潜移默
化地提升自身的能力。

至于“不敢”，笔者认为，处理好上述两个
问题之后，“不敢”就迎刃而解了。科研人员做
科普既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自身又具备
了科学传播能力，内因和外因都非常有利，自
然挺直了腰杆，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了。

还有一个方面不容忽视，即实现科研
人员、媒体从业者与广大公众之间的“共
情”。媒体工作者在开展科学报道时，应少
一些断章取义、博人眼球的内容，尊重科研
人员的工作风格，维护风清气正的公共网
络空间；科研人员在介绍自己工作时，也应
多一些媒体人的视角，把重点内容通俗易
懂地讲述出来，并将容易误解的内容提前
主动阐释清楚。科学家做科普前先了解与
之对话的公众的知识结构和信息诉求，公
众也将更充分地了解科研人员工作的重要
意义。只有三者实现“共情”，整个社会才会
变得越来越科学理性。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产学研合作类器官技术落户广州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等

测量出代表性矿质
气溶胶吸湿性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邓土连）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
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地化所）博士生陈兰夏迪在导师唐明金
研究员的指导下，与厦门大学副教授简星、广州地化所研究员
朱建喜和王新明等人合作，对 21种矿质气溶胶的吸湿性进行
测量，从而定量阐明矿质气溶胶的吸湿性。相关研究日前发表
于《大气化学与物理》。

矿质气溶胶作为对流层中最重要的气溶胶之一，显著影
响全球大气污染、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吸湿性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矿质气溶胶对大气化学和气候的影响。但
是由于矿质气溶胶形貌不规则、吸湿性普遍较弱，现有技术很
难准确测定矿质气溶胶的吸湿性。

研究人员使用蒸汽吸附分析仪测量了 21种矿质气溶胶
的质量随相对湿度（0~90%）的变化。研究发现，这 21种矿质气
溶胶的吸湿性普遍较弱，其中黏土矿物和实际沙尘样品的吸
湿性强于其他矿质气溶胶。当相对湿度为 90%时，吸附水与干
燥状态下颗粒物的质量比为 0.0011（石灰石）至 0.3080（蒙脱
石），所对应的水分子表面覆盖层数为 1.26（白云石）至 8.63
（吐鲁番降尘）。

据介绍，这 21种矿质气溶胶包括 14种常见矿物（如石
英、长石、石灰石和伊利石等）以及 7种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
实际沙尘。研究人员表示，较大 BET比表面积的矿质气溶胶
通常具有更强的吸湿性能力，且 FHH吸附等温线可以较好地
描述水分子在矿质气溶胶表面的吸附量随相对湿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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