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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充电宝产业或再“洗牌”

用“缺陷”改进碳纳米管

惊人发现！功能基因竟能从植物转移到动物

立足找油找气二十年磨一剑
地震采集工程软件系统取得新突破

某些基因带来人类“幼态持续”
人的智力当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

除了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仅从生物学的
角度看，迄今关于人的智力的演化有多
种假说，涉及基因、大脑容积、大脑细胞
的种类、神经递质、大脑的皱褶和回路
等因素。

基因决定人类的智力是目前的一
个重要假说，而且有大量的研究结果予
以不同程度的证明。

最新的研究是，英国剑桥医学研究
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玛德琳·兰卡
斯特团队以人类、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干
细胞中生长出来的“大脑类器官”为研
究模型，研究大脑的发育，发现了一种
称为ZEB2的基因导致人类大脑类器官
比大猩猩和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的大
脑类器官长得更大。这也意味着，基因
决定了人与灵长类动物大脑的容量不
同，从而决定了人的智力与灵长类动物
有所不同。

在大脑发育的早期阶段，最初的神
经干细胞呈圆柱形，很容易分裂成形状
相同的子细胞。随着细胞成熟，增殖放
缓、细胞伸长，神经干细胞形成一个像
冰淇淋样的锥状体。

与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神经干
细胞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圆柱形，在这段
时间内，它们分裂较为频繁，因此会产
生更多细胞。这也意味着人类细胞有
更多的时间来增殖和发育，产生的神经
细胞也会更多，大脑容积也相应变大，

而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神经干细胞增殖
的时间相对较短，产生的神经细胞较
少，大脑容积会较小。

这种情况又是由 ZEB2 基因决定
的，该基因在大猩猩大脑类器官中比在
人类大脑类器官中启动得更快。研究
人员延迟大猩猩大脑内ZEB2起作用的
时间，结果减缓了神经干细胞的成熟，使
大猩猩大脑的类器官发育得更像人类。

在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起源、演化
和分离过程中有一种假说称为“幼态持
续”，是指生物后代出生后保留幼年的
状态特征，受其父母的监护和养育，直
至独立谋生或自食其力的成长过程。
由于“幼态持续”时间延长，使得人类发
育过程中的大脑发育有了更长的时间，
因而奠定了人类高于动物智力的基础。

中国研究人员最近的研究也提示，
人类的某种基因决定了大脑发育的时
间比灵长类动物更长，因而使得大脑有
充分的时间发育，造就了人的智力优于
灵长类动物。

过去的研究表明，当MCPH1基因
发生某种突变时，会导致小头畸形（小
头症），因而会影响智力。MCPH1基因
被认为起源于大约110万年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
员宿兵团队对MCPH1基因进行深入研
究，首次发现该基因的蛋白序列出现了
多个位点的人类特有变异。研究团队
构建出携带人类基因MCPH1拷贝的转
基因恒河猴模型。在对这些转基因猴
的大脑发育跟踪过程中发现，转基因猴
所携带的人类基因MCPH1可能是导致
大脑发育延缓的分子基础，如果大脑发
育延迟，则有利于大脑发育更为成熟。

对携带MCPH1基因的转基因猴的
认知能力进行检测，证实了这一推论。
与野生型对照猴相比，转基因猴的工作
记忆能力明显提高，说明大脑发育的延
迟对转基因猴的智力提升有益，类似于
人类大脑发育的“幼态持续”现象，这能
让大脑细胞充分发育并增殖更多的脑
细胞。

“大脑新皮层”造成智力差别
2014年，荷兰遗传学家丹妮耶勒·

波斯杜马团队参与了一项涉及逾15万
人的大规模研究，发现了108个与精神
分裂症有关的基因，这些基因中又有一
些与智力有关。2017年，波斯杜马和
其他专家决定把此前的13项研究的数
据融合起来，组成一个庞大的关于基因
标记物和智力测试分数的数据库。经
过对8万多人的数据库的研究发现，有
52个基因与智力存在确定联系。其中
有12个是在之前的研究中就已经被发
现的，但还有40个是新发现的。

不过研究人员发现，所有这些基因加
在一起，只占智力测试分数变量的一小部
分，每个变量对智商分数的影响还远远不
到1%。这也意味着，基因对智力的影响
或决定因素可能只是很小一部分。

也有研究人员估计，人体中总共约
有 1万个与智力有关的等位基因。基

因与智力的关系又体现在诸多方面，如
基因促使大脑容积增大，或基因导致大
脑中生成的蛋白质有不同等，由此导致
智力的差异。

对人和灵长类动物大脑的研究也
发现，大脑新皮层在演化过程中出现最
晚，却是大脑中最复杂、面积最大的一
种皮层，并且执行和行使许多高级神经
功能，如知觉、做出指令、空间推理、产
生意识，以及学习和使用语言。这意味
着，大脑新皮层的复杂程度造成了人和
其他动物智力的区别。

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一个称为AR⁃
HGAP11B的基因是人类独有的。德国
的韦兰德·亨特研究团队构建了转基因
ARHGAP11B绒猴模型。结果，该基因
增加了绒猴胚胎大脑容量，并且明显提
高了绒猴大脑皮层皱褶的形成，并呈现
了脑回路结构，而且大脑皮层上层神经
元显著增多。这说明 ARHGAP11B 是
一种人类独有的“聪明基因”，也是人类
在演化上比其他灵长动物类更聪明的
一个重要因素。

脑子聪明不仅仅在于容积大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大脑重量为

400-500克，猿的大脑重量约为850克，
人类的大脑平均重量可达 1350-1400
克。这只是大脑容积的不同，但是随着
研究的发展，研究人员认为，智商的高
低也取决于与大脑容积相关的脑细胞
的数量。人类的大脑神经细胞为 100
亿-140亿个，而黑猩猩的脑容量尽管
只有人大脑容量的 1/3，但其脑细胞的
数量却达到人类大脑细胞的80%，为80
亿-112亿个。显然，大脑细胞的相对
数量也对智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黑猩猩大脑细胞的相对数量较高，
因而黑猩猩的智商是在动物中最接近
人类的。此外，智商的高低也与大脑容
积与身体的比例有关。在脑体比例上，
人并不占优势，最具优势的是猕猴，其
脑体之比数值为26.3235，名列第一；其
次是鼹鼠，为 24.5902；再次才是人，为
21.2903；然后是老鼠，为 17.3913；再以
后才是黑猩猩，为8.4356。

单从脑子大小来看，其他一些动物
也比人有优势，如抹香鲸、大象、海豚大
脑的绝对重量高于人类。但为何还是

人的智商最高呢？
原因可能在于人与动物大脑中神

经细胞的联系方式以及信息传递方式
的不同，例如，是单一的神经传递，还是
通过立体和全方位的神经回路传递。
以磁共振成像观察人的大脑神经回路，
结果表明，人类的神经信息传递是立体
和全方位的，或许这是人的智力高于其
他动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新的研究还发现，组成神经突触的
材料的多少和差异也是造成人的智商
高于其他动物的原因之一。组成人和
动物的器官和组织的材料本质上都是
蛋白质，但是蛋白质的不同则形成了器
官和组织的不同。

英国的塞思·格兰特研究小组发
现，哺乳动物的神经突触由大约600种
蛋白质构成，但是，无脊椎动物的神经
突触只由约300种蛋白质构成，而没有
大脑的单细胞动物的神经系统只由
150种蛋白质构成。多种蛋白质构成
的神经突触变得更结实，结构也更复
杂，动物的智商也更高，行为也更复
杂。神经突触构成的进化就像电脑芯
片升级一样，材料越好，结构越复杂，功
能就越强大，而拥有最强大“芯片”的动
物，智商最高，能力也最强。

现代人脑结构出现在 150 万至
170万年前

据《科学》杂志最新发表的文章，瑞
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断
层扫描技术对100万到200万年前生活
在非洲和亚洲的人属化石的头骨进行分
析，将化石数据与大猩猩和人类的参考
数据进行比较，发现现代人脑结构在150
万至17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人属化石中。

除了大小，人脑与类人猿大脑的不
同，特别体现在单个大脑区域的位置和
组织方面。人类大脑典型的特征主要是
额叶中负责规划和执行复杂的思想和行
动模式的区域，最终也负责语言。由于
这些区域在人脑中明显更大，相邻的大
脑区域向后移动。现代人类大脑演化不
久之后，新的人属种群传播到了东南亚。

（据《北京日报》）

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
物，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类大
脑的特殊结构。人脑中神经
元的数量是黑猩猩和大猩猩
大脑的三倍，人脑也大于其
他类人猿的大脑。英国科学
家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撰
文称首次发现了人类大脑变
得更大的原因——一个关键
的分子开关ZEB2或在其中
发挥关键作用。随着脑科学
的不断发展，人类大脑奥秘
的谜底也不断被揭开。

或许是太久没有热点事件发生，
共享经济作为曾经的“风口”几乎被人
们遗忘。直至 4月 1日晚，怪兽充电正
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成为共享充
电宝第一股。而与此同时，共享充定
头部玩家街电宣布与搜电正式合并，
双方将共同组建全新的集团公司。一
时间，共享充电产业的浓浓“火药味”
令业界为之瞩目。

行业迎来第一股
北京时间 4月 1日晚，怪兽充电正

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EM”，共发行 1765 万股 ADS，开盘价
报 10美元，市值达 27亿美元。

从 3月 13日递交招股书，到 4月 1
日挂牌上市，怪兽充电不到 20天完成

了上市流程。其实，怪兽充电从创立
到上市也花了不到四年的时间。2017
年 5月，怪兽充电在上海成立，创始团
队来自美团、优步、阿里巴巴、百度等
公司。

艾瑞咨询的报告显示，2020 年中
国共享充电市场规模为 90 亿元人民
币，预计 2028年将增长至 1063亿元人
民币，2020年至 2028年复合年增长率
（CAGR）为 36.2%。

从 行 业 后 来 者 到 跻 身“ 三 电 一
兽”，再到摘得“共享充电第一股”，怪
兽充电改写共享充电行业格局仅用了
四年。招股书显示，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怪兽充电已经构建了包含超过
66.4万POI（点位）的共享充电网络，累

计注册用户超过 2.19 亿，系统实时监
测并处理超过 500万共享充电宝的数
据。

面对庞大的市场，怪兽充电拟将
IPO 募集资金用于进一步的市场扩
张，继续扩大重点商户（KA）网络，提
高运营水平，加强技术能力，强化品
牌，寻求战略联盟和投资机会并探索
新商机等。其探索新商机便是白酒行
业，今年初，怪兽充电内部孵化的新锐
白酒品牌“开欢”面世，目前已在线上
线下同步发售。

行业竞争将加剧
就在共享充电宝第一股诞生的同

时，行业的头部玩家们也出手了。
4 月 1 日晚间，街电公告称，与搜

电正式合并，双方将共同组建全新的
集团公司。“街电”与“搜电”将作为同
一集团公司旗下的两大子品牌，并保
持原有的业务和团队独立运营。原街
电、搜电的管理团队将与投资机构一
起组建新的董事会，并实行联席 CEO
制，共同决策两大品牌未来发展战略。

根据街电和搜电披露的信息，合
并后的集团注册用户将超 3.6亿，日订
单峰值高达 300 万单/天，市场份额成
为行业第一。有业内人士直言，“街电
和搜电的强强联合，是共享充电宝行
业首次重量级的商业合并，必将成为
行业里程碑式的事件，共享充电界的
哥斯拉巨兽由此诞生。”

目前，街电实现了对全国 95%的
城市覆盖，搜电则陆续进驻了 30余个

海外国家及地区；精于直营模式和运
维管理的街电，在一二线城市有着较
高的场景渗透率，而作为代理模式倡
导者的搜电，在三四线城市下沉市场
拥有超 90%的覆盖率；与此同时，搜电
自建工厂探索全产业链布局所带来的
成本和质量控制优势，也将有效传导
至街电一侧，实现“1+1>2”的价值创
造。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
年中国共享充电宝用户份额，街电以
40.5%占比排名行业第一，而小电、怪
兽及来电占比分别为 23.6%、20.9%和
11.7%。此后，随着疫情与行业竞争，
小电与怪兽充电的占比逐渐提升，与
街电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与街电合并的搜电成立于 2015年
9月，以代理模式立足，此前搜电在行
业默默无闻，各大行业报告未见其影，
而从 2020年下半年开始，搜电加大品
牌宣传力度。

日前，弗若斯特沙利文与头豹研
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 年中国共享充
电宝行业白皮书》显示，美团、搜电等
以代理模式为主的企业在疫情后业务
快速增长，意图挑战“三电一兽”的竞
争格局。

伴随 5G技术商用、物联网产业的
崛起，以及跟生活服务领域的深度嫁
接，“共享充电宝+”显现出强劲生命
力，行业蛋糕也随之越做越大，而竞争
也必然将越来越激烈。

（据《科普时报》）

碳基纳米材料特性可以通过
引入某些结构“缺陷”加以改进。
然而，控制这些缺陷的数量和类型
一直是一项挑战。近日，德国海德
堡大学研究人员演示了一种新反
应途径以控制这种缺陷。这会导
致特定的光学活性缺陷，即所谓的
sp3缺陷，从而使碳纳米管进一步
发光并可以发射单光子。近红外
光的有效发射对于远程通信和生
物成像具有重要意义。

通常，缺陷被认为是“坏”东
西，会对材料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在某些纳米材料中，例如碳
纳米管，一些缺陷可以产生“好”作
用，并使新功能成为可能。在这
里，精确的缺陷类型是至关重要
的。碳纳米管由卷起来的六边形
sp2碳原子晶格片组成，这些空心
管直径约为1纳米、长几微米。

通过一定的化学反应，晶格中
的 sp2碳原子可以转化为 sp3碳原
子。这改变了碳纳米管的局部电
子结构，并导致了一个光学活性缺
陷。这些缺陷在近红外波段发出
的光更远，总体上比未被功能化的
纳米管更能发光。

由于碳纳米管的几何形状，引入

sp3碳原子的精确位置决定了缺陷的
光学性质。“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
对缺陷形成的控制还非常有限。”海
德堡大学教授Jana Zaumseil说。

该团队展示了一种新的化学反
应途径，能控制缺陷并选择性地产
生一种特定类型的 sp3缺陷。这些
光学活性缺陷比之前引入的任何缺
陷都“好”。Zaumseil解释说，它们
不仅更能发光，而且在室温下还能
发射单光子。在这个过程中，一次
只能发射一个光子，这是量子密码
学和高度安全通信的先决条件。

专家认为，能够制造出大量具
有特定缺陷且缺陷密度可控的纳
米管，为光电器件和电泵单光子源
发展铺平了道路。相关论文近日
刊登于《自然—通讯》。

（据《中国科学报》）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
的迄今唯一“超级害虫”烟粉虱，具
有一种类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本领：其从寄生植物那里获得了
防御性基因。这是现代生物学诞
生 100多年来，首次研究证实植物
和动物之间存在功能性基因水平
转移现象。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细
胞》近日在线发表了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张友军团队
历经 20年追踪研究所得的这一惊
人发现。

“大自然真是太精妙、神奇
了！”团队首席、中国农科院蔬菜花
卉所所长张友军研究员表示，精妙
在于，动物和动物之间、植物和植
物之间存在一些为人所知或不为
人知的互动关系，而现在知道，这
样神奇的互动关系在动物和植物
之间同样存在。

从2001年起，张友军就对烟粉
虱产生兴趣，关注重点为，它为何具
有如此异乎寻常的“极度多食性”
（已知其食物“菜单”包括600种以上
植物），同时又是病毒的超级载体
（已报道它能够传播 300 余种病
毒）？而这正是它极易暴发成灾的
主因。现代生物信息学和分子生物
学以及生物化学、转基因、生物学测
定等方法为研究突破带来可能。

初次转机出现在 2013年 7月，
张友军团队在对烟粉虱作基因组

测序时，发现其体内的植物源基
因。“刚发现时我们也很吃惊。”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农科院蔬菜
花卉所已出站博士后杨泽众表
示。此后，团队运用同源基因进化
分析和异源蛋白表达技术等手段，
证实了它是一种来源于植物的名
为PMaT的基因。

张友军解释，在植物和昆虫的
共进化过程中，植物能够产生有毒
的次级代谢产物（比如最常见的酚
糖）来防御昆虫侵害。但是酚糖在
充当植物“铠甲”的同时，其过量表
达又对植物本身生长发育不利，于
是植物就利用PMaT基因代谢酚糖
来降毒。

烟粉虱“盗用”了植物源PMaT
解毒基因变成自己的 BtPMaT1 基
因（这一基因水平转移事件发生在
距今 3500万年—8600万年间），这
些基因由原子构成的若干组碱基
表达，在被烟粉虱“偷盗”之后，其
结构基本不变，功能大致相当。烟
粉虱由此获得了对大多数植物“免
疫”的本领，这正是巧妙的“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的生物防御策略。

该论文是我国农业害虫研究
领域首篇《细胞》论文。在评审阶
段，3位《细胞》专业审稿人几乎是
以一种“欢呼”的姿态，对该论文作
出了积极评价。

（据《内蒙古日报》）

近日，中国石油东方物探自主
研发的地震采集工程软件系统
KLSeisⅡ研发团队，针对东方物探
阿曼项目技术需求，完成软件升级
功能 35个，现场开发功能 13个，为
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支撑。

地震采集软件是地震采集不可
或缺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也是
地震采集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东方
物探自主研发的地震采集工程软件
系统KLSeis自2000年推出以来，在
国际国内进行销售并广泛应用于全
球诸多地震采集项目，受到业内用
户和国际油公司一致好评。

东方物探 2014年推出新一代
地震采集工程系统KLSeisⅡV1.0，

形成 5大类 13项功能，其中可控震
源配套技术、实时监控软件RTQC
等功能，为用户解决复杂地表和复
杂构造的地震采集难题提供了完
整的技术解决方案。2020年岁末
KLSeisⅡV4.0版本发布，标志着东
方物探地震采集工程软件研发取
得新进展、新突破。

KLSeis 软件系统历经 20 多年
的研发，在地震采集生产中得到广
泛应用，截至目前，该软件系统已
在全球50多个国家、1200多个地震
采集项目中应用，成为国际物探行
业的主流采集软件，为东方物探连
续 17年保持全球陆上物探采集市
场第一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工人日报》）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