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觉不仅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也是科学领域的重
要研究问题之一。亚里士多德定义的五种感官中，介导嗅觉、
味觉、视觉、触觉的受体基因早已被相继确定，两位美国科学
家也曾因发现气味受体和嗅觉系统的组织方式而获得了
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人类对声音感知的核
心——负责听觉转导的离子通道是由哪个基因编码的，一直
是个谜。

针对这一问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闫致强教授团队
与服部素之教授团队、东京大学教授濡木理团队合作，最终确
认了TCM1/2为位于耳蜗毛细胞中真正的听觉转导离子通道，
解决了已困扰听觉领域近 40年的问题。11月21日，相关研究
成果以《TMC1和 TMC2是成孔的机械力敏感离子通道》为题
在线发表于《神经元》（Neuron）杂志。

另辟蹊径，探秘听觉转导离子通道

科学家探索已久的耳蜗毛细胞中的听觉转导离子通道究
竟是何方神圣？团队用研究结果给出了答案——TMC1/2。

闫致强介绍，正如汽车失灵有缺少燃料、方向盘失灵、轮
胎爆胎等多种可能原因，在听觉转导通道也有众多的候选基
因，都有可能影响听觉转导，这其中就包括TMC1和TMC2基

因。TMC1和 TMC2最早在耳聋患者中被发现，是毛细胞机械
转导电流所必需的蛋白，位于发生机械转导的静纤毛尖端，且
均在毛细胞中表达。早前的研究已经通过遗传学方法阐释了
编码跨膜通道样蛋白的TMC1与TMC2基因对小鼠听力的重
要性。

“通过之前的研究，我们知道了在小鼠中，TMC1突变会改
变其机械敏感电流的特性。但是TMC1和TMC2蛋白是否是离
子通道以及 TMC1 和 TMC2 是否为机械力门控却一直不清
楚。”闫致强解释道：“离子通道是各种无机离子跨膜被动运输
的通路，这个被动运输是顺离子浓度梯度、从高向低流的；而
门控就是像开关门一样，有一个把关的过程。什么时候打开
门？打开门让什么物质进入？这是门控的两个特性。”

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TMC蛋白在培养的细胞中表达
时，难以被运输到细胞膜上，导致其电生理特征难以被正常记
录。为了克服这一技术难题，团队另辟蹊径，将纯化所得的
TMC1和TMC2蛋白质进行脂质体重组，体外探究TMC蛋白质
是否确实作为离子通道发挥功能。

“简单理解，脂质体重组就是我们运用人工的方法制作了
一个‘细胞’，它拥有和细胞同样的双层膜结构，然而又不同于
真正的细胞，因此就称其为脂质体重组。”闫致强说。

为进行体外重建，团队使用正交筛选，通过基于荧光检测
体积排阻色谱的热稳定性检验筛选了来自 21种不同物种的
TMC蛋白。其中，来自绿海龟的 TMC1（CmTMC1）与来自虎皮

鹦鹉的TMC2（MuTMC2）能够在昆虫细胞中高纯度表达。
“基因表达是指将来自基因的遗传信息合成功能性基因

产物的过程，主要包括转录和翻译等环节。”闫致强解释道，这
就好比种麦子，在不同的地里种麦子，有的产量高、有的产量
低，有的甚至都长不出来。“基因表达是类似的道理，也分高表
达、低表达和不表达的情况。做实验时我们希望表达量高、纯
度好，就像种麦子时也希望它产量高。”

在随后的脂质体重组实验中，团队发现TMC蛋白的确具
有离子通道活性，表现为外加电压能够造成蛋白孔道自发打
开，产生电流。通过使用高速压力钳对重组CmTMC1和MuT⁃
MC2通道施加压力，发现二者均可以直接响应机械力，且响应
电流强度与单通道打开概率随所施压力增加而增加。另一方
面，研究基于导致小鼠失聪的Tmc1突变体蛋白构建了数个保
守氨基酸突变的CmTMC1点突变蛋白。体外脂质体重建与功
能性实验表明，这些突变体蛋白或具有离子通道活性缺陷，或
具有机械响应缺陷。

虽然团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CmTMC1和MuTMC2，但其
与小鼠的TMC1和TMC2蛋白具有高度进化的保守性。“也就
是说，基本可以认为在CmTMC1和MuTMC2发现的研究结果
同样适用于小鼠的TMC1和TMC2蛋白。而在这方面，小鼠与
人是非常相似的。这表明在哺乳动物中，TMC1/2很可能也是
离子通道，并且同样能够响应机械力。此外，TCM1/2还与人类
听力损伤密切相关。”闫致强补充。

揭开谜团，解决听觉领域卡脖子问题

“对听觉的理解最终是理解听觉如何转导，即声音如何转导
为电信号，这一直是听觉领域最核心的问题，然而40年来这一问
题都未能得到解决，可以说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闫致强说：“只
有把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解决了，后续的研究才能顺气儿。”

人类对声音的感知始于内耳中的柯蒂氏器。柯蒂氏器中含
有超过16000个毛细胞，而将声音由机械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机
械传导通道即被认为定位于毛细胞上呈阶梯状排列的毛细胞发
束上。约40年前，Corey和Hudspeth记录了听觉毛细胞的听觉转
导电流，然而经过多年的研究，负责听觉转导的分子却一直未能
确定，成为听觉领域研究一个亟待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介导嗅觉、味觉、视觉、触觉的受体基因早已被相继确定，
听觉领域却还未能明确听觉转导的核心问题。抱着探索未知、
揭开谜团的决心，团队于2017年开始了研究工作，创新采用脂
质体重组等方法最终明确听觉转导的离子通道，解开五种感
觉受体的最后一个谜团。

“研究明确了听觉转导的离子通道，医学方面就能进一步
探讨对听觉受损的治疗机制，而治疗案例的累计也能帮助发
现新的突变。实验室和临床是相互促进的。”闫致强表示，在进
行基础科研的同时，团队也将在新生儿听力遗传缺陷的机理
研究，以及其预防、诊断和治疗方向做出努力。

近年来，新兴的二维磁性材料备受瞩目。相比于传
统的三维空间结构，二维层状磁性材料因其原子层间较
弱的范德华尔斯作用力，能够人为操控其层间堆叠方
式，进而有可能影响其磁耦合特性，为新型二维自旋器
件的研制提供新思路。然而，堆叠方式与磁耦合间的关
联机制之前仍不甚明晰，尚未在原子级层面获得实验的
直接观测。

针对这一问题，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高春雷、吴施
伟团队联手协作，创造性地运用了原位化合物分子束外延
生长技术和自旋极化扫描隧道显微镜结合的实验手段，在
原子级层面彻底厘清了双层二维磁性半导体溴化铬
（CrBr3）的层间堆叠和磁耦合间的关联，为二维磁性的调控
指出了新的维度。北京时间11月22日凌晨，相关研究成果
以《范德华尔斯堆叠依赖的层间磁耦合的直接观测》为题
在线发表于《科学》主刊。

近年来发现的二维磁性材料提供了研究堆叠与磁性
的平台，其中三卤化铬家族CrX3（X = Cl，Br，I）引起了研究

者的特别关注。研究表明，CrBr3和CrI3的体材料和单层薄
膜都具有面外易轴的铁磁性，且两者体材料的晶体结构相
似。然而，经由机械剥离而得的CrI3和CrBr3双层膜却呈现
出迥然不同的磁耦合特性，前者在多种测量方式下均表现
出人意料的层间反铁磁耦合，而机械剥离的CrBr3双层膜
仍可保持层间铁磁耦合。这一反常现象是领域内的一大未
解之谜，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兴趣。它的内在物理机制如
何？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层间磁耦合发生从铁磁性到反铁磁
性的巨大转变？

团队基于以上科学问题，决定以CrBr3双层膜作为主
要研究对象和潜在突破口。双层CrBr3间较弱的范德瓦尔
斯力赋予层间发生相对转动和平移的“自由”，从而使堆叠
方式多样化成为可能。确实，在实验中获得的CrBr3双层膜
具有两种不同的转动堆叠结构（H型和R型），分别对应迥
异的结构对称性。其中，R型堆叠结构中，双层膜上下两层
间同向平行排列，且沿晶体镜面方向作一定平移；H型堆
叠结构中，双层膜上下两层之间旋转了 180度，反向平行
交错排列。这两种结构均是在相应的体材料中从未发现过
的全新堆叠结构。

运用自主研制的自旋极化扫描隧道显微镜测量技术，
团队进一步在原子级分辨下获取了样品磁化方向的相对
变化。在H型堆叠的CrBr3双层膜上，实验所得铁磁磁滞回
线呈方形，双层膜的自发磁化方向同向排列，在外磁场的
作用影响下，双层整体在朝上和朝下间变化。结合显微镜
磁性探针本身的磁化方向，展现出 2个平台。而在R型堆
叠的CrBr3双层膜上，实验却测量到了 4个平台。研究团队
很快意识到此种回线形状对应于层间的反铁磁耦合：当外
磁场小于±0.5T时，CrBr3双层膜层与层之间的磁化方向相
反，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层间反铁磁构型，对应了低磁场下
的2个平台。而当外磁场大于±0.5T时，CrBr3双层膜的磁化
方向在外磁场的影响下强制都指向外磁场方向，与大磁场
下的2个平台相对应。

至此，团队率先在原子级尺度阐明了CrBr3堆叠结构
与层间铁磁、反铁磁耦合的直接关联，为理解三卤化铬家
族CrX3中不同成员的迥异磁耦合提供了指导。依据这一特
性，有望为新型二维自旋器件提供全新的研制思路，应用
前景广阔。更小身材、更高效率的磁性传感器、非易失随机
存储器、自旋电子学器件，或均将成为现实。

为二维材料磁性的调控指出新的维度为二维材料磁性的调控指出新的维度

11月24日，由上海市科协主办的“2019解读科学类诺
贝尔”活动在上海科学会堂拉开帷幕，首场活动聚焦今年
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今年10月7日，美国癌症学家威廉·卡埃琳、英国科学
家彼得·拉特克利夫、美国医学家格雷格·塞门扎三位科学
家因为“在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供氧环境变化”方面的决
定性研究成果和巨大贡献，获得了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他们开创性地解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氧气适应过
程中的机制，为我们了解氧气水平如何影响细胞代谢和生
理功能奠定了基础，也为抗击贫血、癌症和许多其他疾病
的新策略铺平了道路。

本场解读活动邀请了神经生物学家、生理学家、中科院
院士杨雄里作为解读主持人。上海交大附属仁济医院血液
科行政副主任王婷曾经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
师从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格雷格·塞门扎教
授。此次解读会上，她作为主讲嘉宾，以《机体如何感知和适
应氧的变化》为题，用生动的语言为公众讲述了这一重大成
果背后的故事，揭示了其对医学领域的价值和意义。

这涉及到一个古老的生命进化模式

“生命体适应氧气、使用氧气的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
的，我们的地球一直在演变，在地球初生时，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浓度曾经达到98%，后来生命体慢慢地适应氧气增多
的大气变化，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王婷告诉台下
的听众，“在我们人体中，氧气是通过红细胞来运输进入人
体的各个器官中，它们参与葡萄糖的氧化，为细胞正常新
陈代谢提供能量。我们到了高原地带，会出现头晕、心跳加
速、肌肉酸痛等不适的情况，就是身处低氧环境引起的，我
们体内得不到充分的氧气，此时，一个神奇的变化就出现
了，我们的人体会产生更多的红细胞来运输氧气，把较多
的氧气输送到组织中。”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30年代，科学家们就发现了机体
氧气利用氧化反应。德国生理生物化学学家和医生奥托·
海因里希·瓦尔堡因发现呼吸酶的性质及作用方式在1931
年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38年比利时科学家海
曼斯因为发现呼吸调节中颈动脉窦和主动脉的机理而获
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科学的发展就是那么曲折，
一直到2001年，威廉·卡埃琳、彼得·拉特克利夫、格雷格·

塞门扎三位科学家的团队才完成了拼图，揭开了缺氧环境
下红细胞增多背后的秘密。”王婷说。

这是一段奇妙而精准的通路

当人体缺氧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科学家们
发现，我们的身体会合成一种称为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的物质，它会刺激人体骨髓生产出更多的红细胞。那么人体
是怎么知道缺氧？怎么会产生EPO的呢？王婷的老师格雷
格·塞门扎发现了人体合成这一物质的“传令官”，这个物质
的名字叫作缺氧诱导因子（HIF）。这个HIF也不简单，它并
不是一个独立的蛋白，而是由两个小蛋白组成的复合体，他
给这两个小蛋白分别命名为HIF-1α和HIF-1β。王婷介绍
说，前者受到氧调控，在所有组织都存在，后者不受氧调控。
同时还存在一个HIF-2α的小蛋白，它们仅在肺部出现。

神奇的是，当氧气水平很高的时候，细胞内不含有
HIF-1α物质，只有当氧气水平较低时，HIF-1α物质才会
大量出现。这是因为当氧气的量充足时，一种叫作蛋白酶
体的物质会和HIF-1α结合，使其羟基化，让其自然降解。
而与这种蛋白酶物质有关的是一种VHL基因，如果它发

生变异时，蛋白酶就不会结合HIF-1α，HIF-1α的降解就
要出现问题，体内的红细胞就会莫名其妙增多，会刺激血
管形成和重塑代谢，实现癌细胞的增多。此次获奖科学家
威廉·卡埃琳的科研团队就发现遗传性VHL基因突变的
家庭罹患某些癌症的风险会比较高。

未来很多领域都会因此受益

这一通路的发现使很多疾病得到治疗的希望。王婷介
绍说，我们可以通过操控HIF的功能，来治疗一些疾病，比
如刺激HIF增多，来提高体内红细胞的含量，治疗各种贫
血的疾病。特别是因为EPO减少，很多慢性肾脏衰竭病人
很容易产生严重贫血。而抑制HIF减少，会使得肿瘤细胞
凋亡，促进肿瘤疾病的治疗。

而在杨雄里院士看来，这项研究成果未来还可以引申
出后续的研究，比如长期生活在高原缺氧地带的人们是否
因为体内HIF-1α物质长期存在，导致红细胞数量偏多，会
不会也产生了基因变化？他们来到平原地带会有什么样的
变化，多氧环境会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变化？这些
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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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怡）11 月 21 日出版的《自
然》增刊“自然指数-科研合作和大科学”显示，国
际科研合作在地缘政治担忧下展现出一定的韧
性。增刊还关注了大科学项目中的科研合作。

2012年以来，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覆盖
的期刊中，涉及国际合作的文章数量增幅为 21%
（物理）到 48%（化学）之间。自然指数追踪的中国
与美国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论文数量由 2015年
的 3413 篇增至 2018年的 4631篇，而英国与欧盟
科研人员的合作论文数量自 2016年以来就已停
滞不前。

2012年到2018年，中美机构间科研合作关系
的数量及强度没有放缓迹象，中国已是仅次于欧
盟的美国第二大科研合作伙伴。2018年，在高质
量科研产出最多的 10组中美机构合作中，有7组
涉及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最多的美国
研究机构包括佐治亚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增刊还报道了美国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的神经
科学家曾红葵及其团队与华中科技大学在破解小
鼠神经元组的细微结构差异方面进行的密切合
作，这体现了中美科研机构在逆风中仍保持强劲
合作的态势。

此外，增刊指出，在涉及大科学项目的研究
领域，如高能物理、遗传学、肿瘤学等，论文涉及
数千位作者的情况日益普遍。基于自然指数数
据，增刊提供了全球研究机构多作者研究论文的
排名，即涉及 10个或以上不同的主要合作机构
的论文。

在物理和天文学领域多作者论文前 50强机
构中，位居前五位的是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
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德国马普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华大基因是
对遗传学领域多作者论文贡献最多的中国机构。
华大基因的 25家最主要合作机构中有 13家位于
中国。这似乎表明尽管大科学是一项国际事业，但
最主要的科研合作者还是来自本土。

通讯员 肖暖暖 本报记者 吴苡婷

解开五种感觉受体的最后一个谜团解开五种感觉受体的最后一个谜团

本版责任编辑 刘禹

通讯员 杨泽璇 本报记者 吴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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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物理学团队解密二维磁性材料堆叠与磁耦合间关联秘密

中国第一块人造培养肉诞生

复旦团队合作研究确认听觉首要机械力门控离子通道

揭 开 氧 气 滋 养 生 命 的 面 纱揭 开 氧 气 滋 养 生 命 的 面 纱
据国家肉品中心微信公众号消息，11月18日上午，中国第一块

人造培养肉在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肉品质量安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诞生。

该消息称，南京农业大学周光宏教授带领团队使用第六代的猪肌
肉干细胞培养20天，生产得到重达5克的培养肉。这是国内首例由动
物干细胞扩增培养而成的人造肉，是该领域内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据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官网显示，周光宏为南京农
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肉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从该网站上的简
历来看，周光宏于 2011年 7月至 2019年 3月任南京农业大学校长，
2017年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肉禽鱼蛋及其制品”委员会主
席，2018年当选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IAFoST Fellow）和美国食品工
程院院士（IFT Fellow）。其长期从事肉品学研究与教学，是国家肉品
质量安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和首席科学家。

此外，他在肉与肉制品的品质形成机理、关键加工技术、标准与质
量安全控制等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主持完成的“冷却肉品质控制关键
技术”“传统肉制品品质形成机理及现代化生产”和“低温肉制品质量
控制关键技术”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农学会副会长和中国食品科技学会副会长。

摘自“澎湃新闻”

全球超算500强榜单更新，中国228台上榜
11月 18日，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强榜单面世，美国超级

计算机“顶点”蝉联冠军，中国则继续扩大数量上的领先优势，在总算
力上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新一期榜单的前十位排名较上次未发生变化。美国超级计算机
“顶点”以每秒14.86亿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再次登顶，第二位是美国
超算“山脊”，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分列三、四位。

在上榜数量上，中国境内有 228台超算上榜，蝉联上榜数量第
一，比半年前的榜单增加 9台；美国以 117台位列第二。从总算力上
看，美国超算占比为37.1%，中国超算占比为32.3%。

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排名始于 1993 年，由国际组织
“TOP500”编制，每半年发布一次，是给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排
座次的知名榜单。中美两国在超算领域你追我赶的态势已持续数年。
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曾多次夺得冠军，美国“顶点”在2018年6月
首次登顶后已连续四次夺冠。

摘自“央视新闻”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解读活动在沪举行

本报记者 吴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