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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知识

手机成瘾？
试试把屏幕调灰

体细胞克隆就是将
体细胞培养后，注入去除
遗传物质的卵子内，通过
人工方式激活后再送入受体，最
终发育成个体的一个过程。体细
胞克隆猴，就是利用猴子的体细
胞，复制出相同的个体。

体细胞对应的是胚胎细胞，
胚胎细胞具有发育全能性且数
量有限，发育全能性通俗来讲，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一个受
精卵开始，然后发育成人。早期
的胚胎细胞可以通过分裂胚胎
的方法分出双胎，但这并不是实
际意义上的克隆。体细胞没有细
胞全能性，是执行特殊功能的，
比如红细胞是执行运氧功能的，

免疫细胞是执行免疫防御功能
的，它们不具有发育的特性，但

部分体细胞可以在
体外培养可以实现

无限增殖，因此，我们可以培养
出无数个体细胞用以克隆。

体细胞克隆的过程首先需
要取得体细胞，我们可以在体外
培养过程中进行基因编辑等操
作。体细胞需要借助于卵母细胞
的胞质才能具有全能性。我们将
卵母细胞去核（这在技术上和操
作上是最难的），然后把体细胞
和去核的卵母细胞融合并激活，
重新构建成一个克隆胚胎，将克
隆胚胎移植进受体动物，让它像
早期正常的受精卵一样去发育，
然后经过卵裂、着床，最后变成
克隆后代个体。 据新浪科技

如今体细胞克隆猴技术的突破，意味着“克隆人的技术障碍已经去除”，也就是说原理上、技术上
可行，但科研人员并不会考虑对人类进行相关克隆研究，后续也没有克隆人的计划。

到哪都能停的
变形汽车

流言求证

磁场理疗床
能改善血液循环？

流言：目前，市场上有不
少磁场理疗床在售，相关厂家
声称：“磁场理疗产品可以对
血 液 循 环 起 到 改 善 的 作
用——— 因为血液中的铁元素
会受到磁场的影响改变原来
的运动方向，从而使血液流动
速度加快，起到冲刷血管，降
低血脂等作用。”

求证：铁元素属于微量元
素，人体血液中的铁元素含量
平均数值是 9 . 31nmol/L，这跟
白开水中钠离子的含量差不
多，非常非常微量。大部分理
疗床设计的磁场强度是 1350
高斯（ 10000 高斯等于 1 个特
斯拉）——— 这并不属于强磁
场。一般医院核磁共振使用超
导磁铁，磁场强度可以达到 2
个特斯拉左右，是强磁场。有
人做过在 6000 高斯的磁场下，
溶液中的铁离子的运动分析
实验，结果发现，在 6000 高斯
的磁场下，2 个小时内，铁离子
根本无法受到磁场力而改变
运动方向。因为在血液中有很
多水分子，这些水分子在运动
时会不断地撞击铁离子，而铁
离子受到的这个撞击力远远
大于磁场给它的力，所以铁离
子的运动规律几乎不会受到
磁场的影响。

所以，购买磁场理疗仪改
善血液循环的作用微乎其微，
只是一种类似安慰剂的保健
治疗方式。 据蝌蚪五线谱网

智能手机在给大家带来诸
多便利的同时，也让不少人出
现手机成瘾问题。如何摆脱手
机对你的吸引力？美国谷歌公
司前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
哈里斯在实验中发现，把手机
屏幕调成灰色，就能有效降低
人们使用手机的欲望。他说，手
机程序使用的某些颜色，比如
红色、亮蓝色等，会让人不自觉
地想触碰手机，将彩色屏幕改
为灰色，会让脸书、Instagram等
社交媒体的未读提示变得不那
么引人注目，从而改变人的手
机使用习惯。丹麦哥本哈根“神
经元”公司通过大脑扫描和眼
动追踪技术研究手机程序与使
用者的关联，证实哈里斯的做
法可行，并建议大家最好同时
关掉音效。 据新华社

天文学家看见了
黑洞在“打饱嗝”

搜寻外星生命
新配方“出炉”

目前，搜寻外星生命的大
多数研究都将目光对准氧气，
但美国科学家另辟蹊径，梳理
了地球生命的演化历史后发
现，实际上，生命大规模制造氧
气的能力仅出现于地球历史最
近八分之一的时间内。因此，从
更长远的观点出发，他们提出
了一种新方法：如果一颗遥远
行星上存在甲烷和二氧化碳，
且没有一氧化碳，那么其上很
可能存在生命。他们认为，新方
法更有潜力带来新突破。

科学家们分析了一颗行星
产生甲烷的所有方式：小行星
撞击、地球内部排气、岩石和水
反应等，结果发现，如果没有活
体有机物，类地岩石行星很难
产生大量甲烷。二氧化碳和甲
烷代表碳原子相反且极端的氧
化水平，非生物过程很难在不
产生一氧化碳（中间物）的情况
下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一
氧化碳很容易被微生物吸收，
如果某颗行星富含一氧化碳，
那其上可能没有生物存在。

据《科技日报》

近日，由日本著名机械设
计师设计的一款可变形的电
动汽车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在不久的将来，它或许可以有
效的缓解城市停车空间紧张
的难题。

受“变形金刚”的启发，日
本著名机器人动画《高达》的机
械设计师大河原邦男设计出一
款可以变形的电动汽车，名为
Earth-1，这款可变形电动汽车
由日本四轮电动车设计株式会
社生产，车体中央采用折叠式
设计，车厢部位非常像机器人
的驾驶舱。该公司希望该款电
动汽车能够在 2018 年 3 月前
通过审批正式上路。尽管这款
车型的费用为 800 万日元，约
合 7 万美元，但是自从 10 月在
东京车展上发布以来，已经接
受了来自本国、中国、迪拜等
30 多个订单。四轮电动车设计
株式会社称，他们的目标是每
年出售 300 辆电动汽车在机场
周边或旅游景点使用。

据央视财经

哺乳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
所、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中心
研 究 团 队 取 得 最 新 重 大 突
破———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非
人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成
果一经公布即引发强烈关注，国
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
表了相关论文。

接下来要克隆人？

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是：既然与人类相近的非人灵长
类动物猕猴已经克隆出来，是否
意味着下一步就可以克隆人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
说：“这是公众高度关切的，我可
以明确地表示，我们做这项工作
的目的，不是为了克隆人，而是
为提高人类健康、研究脑科学基
本问题服务的。”他说，如今体细
胞克隆猴技术的突破，意味着

“克隆人的技术障碍已经去除”，
也就是说原理上、技术上可行，
但科研人员并不会考虑对人类
进行相关克隆研究，后续也没有
克隆人的计划。

“研究相关问题，并没有必
要进行克隆人的研究，而且社会
的伦理道德也不允许克隆人。”

蒲慕明说。
在 他 看

来 ，任

何科学发现都是双刃剑，既有可
能带来巨大的进步，也有可能造
成一系列危机，核能、基因编辑都
是典型的例子。至于生命科学的
伦理问题，不仅是科学家需要注
意的，更需要政府部门以及整个
社会大众共同参与，通过立法等
方式约束人们的行为，作出正确
的决策。蒲慕明还补充道，“对新
技术，我们要重视，但不要害怕。”

按照他的说法，这次克隆猴
研究的突破，还有望让一些伦理
争议得到某种程度的“化解”。

克隆猴技术能干什么？

蒲慕明表示，克隆非人灵长
类动物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人类健
康——— 体细胞克隆猴的构建成
功，不仅在科学上证实了猕猴可
以用体细胞来克隆，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使猕猴成为“真正有用”的
动物模型，来帮助理解人的大脑，
开发治疗人类疾病的新疗法。

蒲慕明说，现在研究人类疾
病经常用鼠的模型，但是通过鼠
模型筛选出来的药物，在人体实
验的时候大多没有效果或有副
作用——— 鼠跟人毕竟相差太远。
而灵长类动物跟人类最为接近，
通过体细胞克隆技术，可以在神
经科学、生殖健康、恶性肿瘤等很
多疾病研究中取得新突破。比
如，利用脑疾病模型猴，可以为
脑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
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这项研究的领衔科学家、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孙强说，克隆猴技术突
破之后，首要的工作是通
过提升克隆猴的成功
率，构建出一大批具
有完全相同遗传基
因的猴群，疾病由哪
个基因控制，通过对
比这些猴群就有可
能进行准确分析。

蒲慕明还提
到，体细胞克隆猴

的成功，预示着我国
可以建立以非人灵长类
为 模 型 的“ J a c k s o n
Lab ”——— 这是世界上最
大的模式动物研发基地和

销售公司，自 1929 年成立到现在，
已经为国际生物医学界培养并出
售 7000 多种基因编辑小鼠品系。

他说，等这项技术成熟后，
未来我国也可建立以非人灵长
类为模型的主要研发基地和产
业链。此外，以我国科学家为主
导的灵长类全脑介观神经联结
图谱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实施和
灵长类脑科学的前沿研究，也将
进一步使我国成为世界脑科学
人才的汇聚高地。

中国为何能“领跑”？

1997年英国科学家成功克隆
出体细胞多利羊，人类就此打开
生命科学研究的一扇新窗户。但
此后20多年过去，科学家利用体
细胞技术克隆出了猪、牛、羊、
猫、狗等哺乳动物，却一直没有
与人类接近的非人灵长类动物。

孙强说，一个主要的限制因
素，是供体细胞核在受体卵母细胞
中的不完全重编程，导致胚胎发育
率低，实验很容易失败；此外，非人
灵长类动物胚胎的操作技术不完
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验的
结果。在他看来，体细胞克隆技术
主要分为四个关键节点：胚胎构
建、胚胎激活、核基因启动，以及着
床后发育。这其中，只有最后一个
节点无法控制，前三个都需要人
为干预。以其中的“给卵母细胞去
核”为例，这是胚胎操作的一个必
要步骤。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猴
子的卵母细胞不透明，因此去核
操作非常困难。

此次成果论文的第一作者、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
长类研究平台博士后刘真花了
大量的时间来训练，最终才得以
实现10秒内精准完成体细胞去核
的显微操作。蒲慕明说，“这相当
于奥运赛场上‘体操冠军’的水
平，不是每个实验人员都能‘练’
出来的。”

最终这项研究跑在了全世界
最前面。蒲慕明并不敢放松，他
说，接下来中国团队能否继续保
持领先，就要看我们能否尽快做
出与疾病相关的模型动物，这是
当务之急，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据《中国青年报》图图为为体体细细胞胞克克隆隆猴猴。。

克克隆隆猴猴都都出出来来了了
克克隆隆人人还还远远吗吗

克隆示意图

研究发现，黑洞有和人类
打嗝相似的习惯，天文学家近
日捕获了宇宙最具破坏性的
实体之一——— 黑洞“打嗝”的照
片证据，这个黑洞并不是一次

“打嗝”，而是连续两次“打嗝”。
科学家利用哈勃望远镜和

钱德拉太空望远镜已经在两个
不同的事件中观测到了在遥远
的星系中喷射热气的黑洞，这
个星系距离地球约8亿光年。在
最清晰的照片中，一个巨大的
嗝开始从黑洞左上方射出，而
一个较旧的“嗝”的残余物可
以被发现仍然在下面消散。虽
然这两个事件被认为间隔了
大约十万年，但是当我们谈论
黑洞活动的时候，这实际上是
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研究人员
认为，黑洞之所以“打嗝”，因为
它正在消耗大量的附近物质，
这个黑洞的大肚子正在吮吸
着大量的物质。 据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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