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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吗你

与新知科技

鲜事新

与发现探索

解析低能宇宙线为何被“拒之河外”

重塑现代人类史前基因交流史

人类作为地球生命演化中很晚近
才出现的物种，历史十分短暂，但是过
程错综复杂。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现代
人类的祖先在“走出非洲”向全球探索
的征途中，可能与先期抵达的古人类接
触并共存了相当长的时期，期间有过密
切接触并且产生了基因交流。其中比
较有代表性的古人类是目前已知的尼
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虽然这些古
人类作为物种在 3万年前都走向了灭
绝，但他们的基因片段散布在包括我们
自己在内的现存人类的基因组中。

这个有趣的现象吸引了人类学、历
史学、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遗传
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研究者，有趣的甚
至令人惊奇的发现也持续出现。然而，
几个关键的问题亟待解决或缺乏令人
满意的答案：

如何在现代人类基因组中准确地
识别出这些古人类的基因片段？

通过对这些基因片段的研究是否
可以揭示出现代人类与古人类的族群
交融历史？

通过对从古人类遗传交融的分析
视角，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建立的人类演
化模型，是否应该修正或者改变我们对
现代人类演化历史的认知？

与古人类的遗传交融对现代人类
遗传和表型多样性产生哪些影响？特
别是这些古人类基因片段具有什么样
的进化和医学意义？

曾经发生在史前的基因交流，站在
现代人类的立场，可视为远古人类对现
代人类的基因渗入。由于基因渗入事
件发生的时间比较久远（距今3万至10
万年前），古人类的基因片段由于基因
重组往往碎片化为平均长度只有几万
个核苷酸的DNA序列（人的基因组为
30亿核苷酸长度），并且极度分散于现
代人类基因组中。相比之下，近期的族
群遗传融合（如美国黑人、南美拉丁裔
人群）动辄几百万核苷酸大小的祖先片
段，比远古人类渗入的基因片段长了近
百倍。除此之外，经过现代人类基因库
几万年的重组稀释，远古人类基因片段
总体上通常只占现代人全基因组序列
的 1%至 2%。极低的频率，极短的长
度，和远古人类基因组数据的缺失等诸
多因素，都增加了从现代人类基因组序
列中搜寻和鉴定远古人类基因片段的
难度。而基于这 1%至 2%的基因渗入
信息推断史前人类的历史，则是一个更
加富有挑战的问题。这也是长久以来
各种方法的尝试都未取得良好效果的
重要原因。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好奇与研究热
情，我们研究团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
上，专门设计了一种寻找远古人类基因
渗入片段，基于渗入片段长度推断远古
人类基因渗入历史的方法——Archaic⁃
Seeker 2.0。

相比于其他方法，新方法有如下三
个优势：

首先，该方法通过渗入片段搜寻算

法，可以从海量的现代人基因组数据
中，快速鉴定潜在的渗古人类基因序
列，并能精准判定每个片段的大小和确
定边界；

其次，该方法在判定基因渗入片段
的祖源过程中不依赖于是否具备已知
的远古人类基因信息；

第三，基于新方法的历史重构算
法，不依赖于海量计算机模拟，即可有
效地重构极为复杂的基因渗入历史。

新方法的这些独特优势在计算机
模拟数据和实验数据分析中得到了系
统的评估与确证。结果表明，在远古人
类基因片段的判定方面，新方法达到了
超过 90%的准确率，而误判率仅为约
0.14%。在几乎所有的模拟实验中，至
少 80%以上的推断的古人类片段都能
被匹配至正确的祖先上。同时，新方法
在遗传混合事件次数、基因渗入比例和
遗传交融发生的时间估计上也有良好
的表现。

我们研究团队借由该方法分析和
探讨了东亚、南亚、欧洲及大洋洲的现
代人群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之间
基因渐渗、共同演化的历史重构等一系
列重要问题。研究团队进一步将该方
法应用于分析全球人群基因组公共数
据，从现代人类基因组中检测远古人类
的基因序列并在更精细的尺度上重构
史前人类在欧亚大陆的迁徙和基因交
流历史。

早前研究表明，非洲以外的现代人
类基因组中存在少量尼安德特人、丹尼

索瓦人等远古人类的渗入基因序列。
然而不少关键的问题，如这些基因片段
是何时、何地以及经由哪种远古人类渗
入现代人类基因组，尚有较大争议。

利用 ArchaicSeeker 2.0 方法，研究
团队对东亚、南亚、欧洲、大洋洲以及现
代亚欧人类祖先乌斯特-伊斯姆人与尼
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的混合时间、次
数进行估计。结合考古学证据，研究人
员从时空尺度上重构了现代人类和远
古人类的遗传交融历史。通过新方法
分析，从现存人群（居住在岛屿上的土
著人除外）的基因组数据中能够辨别出
两次疑似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渗入，以及
两次疑似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渗入。

之前关于古人类与现代人类遗传
混合的研究，大多基于现代人类“单次
走出非洲”的模型。然而我们研究团队
发现，“单次走出非洲”模型与大洲人群
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的混合时间
与次数存在矛盾，目前的数据需要至少
两次出非洲迁移事件才能较好地解
释。一次较早的“走出非洲”迁徙发生
在距今约6万至12万年前，而较晚近的
一次发生在距今6万年以后。

早期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类祖先，在
距今约9.4万年到11.9万年前，在中东、
南亚附近，与丹尼索瓦人发生了第一次
接触和基因交流。而后，他们继续向东
前进，一部分留在南亚，一部分向北到
达东亚南部，并分别与本地的丹尼索瓦
人发生遗传交融。还有一支继续向东
南迁徙，在距今 6.2万年至 6.4万年前，
穿过华莱士线到达大洋洲，与已先期到
达的一支丹尼索瓦人融合。

近期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类，距今
4.8万年至5.9万年前，在中东地区与尼
安德特人发生第一次接触和基因交流，
之后，他们分别迁徙至欧洲、南亚、东
亚，与各地尼安德特人发生了第二次族
群融合。随后，南亚对欧洲的迁徙还将
极少量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序列带入
欧洲。

基于 ArchaicSeeker 2.0 对古人类
基因渗入片段精准高效的估计，研究
团队分析了全球近 300个现代人群中
远古人类基因渗入序列功能及其分布
特点，发现它们富集于免疫、体重、心
肺功能、紫外线响应和碳水化合物的
代谢等相关功能基因区域。除去这些
远古人类渗入片段富集区域，研究团
队还检测到了84个完全缺乏古人类基
因片段的“渐渗沙漠”区域。而在这些

“渐渗沙漠”区域中，显著富集了与皮
肤发育和角化功能有关的基因。这些
发现为揭示远古人类基因序列渗入对
现代人类影响提供了线索，并为接下
来进一步研究渗入基因片段的生物学
功能以及远古人类遗传渐渗对现代人
类进化的影响，提供了候选基因和研究
靶标。

如今人类足迹已遍布全球，而人群
迁徙和族群融合贯穿于人类的演化历
史长河中。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族群
的形成和发展是迁移、隔离、再接触、再
融合的过程。通过大量的研究，现在已
经可以初步绘制出史前人类迁徙路线
图。对于科学家绘制的人类迁徙路线
图，人们往往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何
史前的人类能够判断这些如今看来都
是最佳的迁徙路线？或者，有什么神秘
的力量在给人类指引着方向？

实际上，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倚”
现象，即那些探索失败的路线自然缺
乏追随者，因而对现存人类产生的影
响很小，从现代的时间回放呈现出的
当然只有最终成功了的路线。从这个
角度考虑，当科学家在讨论人类“走出
非洲”理论的时候，并未排除有一部分
人可以“走回非洲”。同样的道理，当
探讨人类几次走出非洲时，我们讨论
的是定居非洲以外的现存人类的共同
祖先，到底是几批人在不同时间段迁
移到非洲以外，还是最初一批人的迁
移和定居即可解释现存人类的主体基
因库构成。

很显然，人类祖先最初“走出非洲”
之后有更多机会可以不断走出非洲，直
到现今其实反而有更大量的人口流
动。所以讨论的焦点在于最初为各地
现存人群基因库奠定基础的那些早期
迁移事件。即便如此，如今所呈现出的
现代人类多样性格局如何形成仍是一
个尚未得到完全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这有赖于人类学、遗传学、考古学、地质
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合作，更依赖于研究
方法和技术上的创新甚至研究范式上
的突破。

（据《北京日报》）

《自然·通讯》杂志日前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及复旦大学徐书华团队关于人类族群演化中的混血历史的研究论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
方法，能更有效地检测和量化近缘种的基因交流，并在更精细的尺度上重构复杂的基因交流历史。该方法也适用于非人类物种的遗传数据分
析。

研究团队应用新方法分析公共数据库中的人群基因组数据，重塑了欧亚大陆以及大洋洲现代人类史前与远古人类的基因交流模型，重构
了现代人类的史前演化历史。请徐书华教授向读者介绍他们的新发现。

现代人类多样性的形成仍然未解3

新方法有效重构古人类基因渗入1

现代人类或至少两次“走出非洲”2

现代人类史前迁徙路线及其与远古人类的基因交流模式示意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
通过模拟光合作用，即植物用来生
产糖分的光驱动过程，设计了一种
可以吸收光并用光来驱动各种化
学反应的新型光催化剂。该研究
成果15日发表在《化学》杂志上。

这种新型催化剂被称为生物
混合光催化剂，其含有一种采光蛋
白，可吸收光并将能量转移到含金
属的催化剂上。然后，这种催化剂
利用能量进行反应，这些反应可用
于合成药物或将废物转化为生物
燃料及其他有用的化合物。

研究资深作者、麻省理工学
院化学副教授加布里埃拉·施劳-
科恩表示，光催化可使药物、农用
化学品和燃料合成更加高效和环
保。研究表明，新型光催化剂可
显著提高他们尝试的化学反应的
产量，且与现有的光催化剂不同，
新催化剂可吸收所有波长的光。

在之前进行的关于光催化剂
的工作中，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分
子来进行光吸收和催化。该方法
有局限性，因为大多数使用的催
化剂只能吸收某些波长的光。为
了创建新催化剂，研究人员模拟
光合作用并将两种不同的元素结
合起来：一种用于采集光，另一种
用于催化化学反应。对于光采集
部分，他们使用了一种在红藻中
发现的被称为 R-植物红素的蛋

白质。他们将这种蛋白质连接到
含钌催化剂上，该催化剂以前曾
被单独用于光催化。

联合展开研究的普林斯顿大
学团队测试了催化剂在两种不同
类型的化学反应中的性能。一种
是硫醇—烯偶联，将硫醇和烯烃连
接起来形成硫醚，另一种是肽偶联
后用甲基取代剩余的硫醇基团。

普林斯顿团队的研究表明，
与单独的钌光催化剂相比，新的
生物混合催化剂可将这些反应产
量提高十倍。他们还发现，这些
反应可在红光照射下发生，这是
现有光催化剂难以实现的，其对
组织的破坏更小，因此有可能用
于生物系统。

研究人员说，这种改进的光
催化剂可被纳入上述两种反应的
化学过程中。硫醇—烯偶联可用
于创建蛋白质成像、传感、药物输
送和生物分子稳定性所需的化合
物。例如，它可用于合成脂肽，使
新设计的抗原疫苗更容易被吸
收。研究人员测试的另一种反应
是西苯脱硫，它在肽合成中有许
多应用，包括可用于生产艾滋病
治疗药物恩夫韦地。

这种类型的光催化剂还可用
于驱动一种被称为木质素解聚的
反应，有助于从木材或其他难以分
解的植物材料中产生生物燃料。

英国《自然·机器智能》杂志
15 日发表一项计算生物学突破，
包括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
内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种自动化、
生成式的机器学习方法，可以仅利
用质谱就确定未知的新型精神药
物（又称人造毒品）的化学结构，了
解这些结构能帮助法医实验室更
快识别出疑似的人造毒品。

每年有大量新型精神药物出
现在非法市场上，这些药物会造
成与已知非法药物相近的精神效
果，但其合成方式使其在化学上
与已知非法药物有所不同，这些
药物规避了现有的毒品法规，甚
至难以被侦测。法医实验室使用
质谱分析法在查封药片或粉末中
识别已知人造毒品。但是，要弄
清一种全新人造毒品的结构，通
常需要化学专家工作数周或数
月 ，并 且 需 要 用 到 多 种 实 验 技
术。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人员迈克尔·斯金奈德及其同
事，此次使用全球各地法医实验室
众包的保密数据，训练了一个机器
学习模型。他们所使用的算法也被
称为深度神经网络，其灵感来自于
人脑的结构和功能。机器学习产生
了结构和性质都类似于近期人造毒
品的分子。该模型随后产生了一个

数据库，包含十亿种潜在新型精神
药物的结构。用模型训练结束后新
收集的数据测试该模型，发现这一
方法可以仅用质谱就确定未知人造
毒品。在准确结构难以精准确定的
实例中，该模型建议的结构，与未知
人造毒品非常相似。

研究人员发现，该模型还可
帮助人们了解到哪些分子更有可
能 出 现 在 市 场 上 ，哪 些 不 太 可
能。研究人员总结说，用其他数
据集训练的类似的生成方法，也
可以帮助识别其他特定领域未知
分子的结构，例如识别新型兴奋
剂或者环境污染物。

研究资深作者、阿尔伯塔大
学计算科学教授戴维·维斯哈特
表 示 ，这 一 模 型 意 义 有 点 类 似
2002 年 的 科 幻 电 影《少 数 派 报
告》，其可以对即将发生的犯罪活
动有所预知，从而帮助显著减少
犯罪，“从本质上讲，这一新成果
为执法机构和公共卫生计划提供
了一个所谓‘先机’，让他们知道
需注意什么。”

斯金奈德表示，该模型仅仅
通过精确的质谱测量就阐明整个
化学结构，而将数十亿个结构的
列表缩小到 10 个候选结构，大大
加快了化学家识别新药物的速
度。

模拟光合作用的光动力催化剂问世
可提高用于产生药物的化合物反应产量

宇宙线是在极端天体环境中产
生的高能带电粒子。近期，中科院紫
金山天文台（以下简称紫金山天文
台）研究员黄晓渊、袁强和范一中利
用费米卫星的伽马射线数据，研究了
银河系的中心（以下简称银心）附近
区域的宇宙线分布。相关研究成果
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由于银心包含有超大质量黑洞、
林林总总的天体以及预期存在的大
量暗物质等，人们对银心的研究兴趣
经久不衰。

2016 年，H.E.S.S.（高能立体系
统，位于纳米比亚的切伦科夫望远镜
阵列）通过观测银心附近的弥散伽马
射线辐射，发现银心存在持续的宇宙
线加速现象，且可以将宇宙线加速到
PeV（1PeV=1000 万亿电子伏特）能
量，该加速源很可能和银心的超大质
量黑洞的活动有关。最近，紫金山天
文台的研究团队在较低的能段认证
了H.E.S.S.等发现的 PeV加速源的低
能对应体。

研究显示，在能谱分布上，费米

卫星的测量结果与H.E.S.S和MAGIC
的甚高能观测结果自然衔接为一个
幂律谱；在空间分布上，费米数据给
出 的 幂 率 分 布 指 数 与 H.E.S.S 和
MAGIC在较高能段中测得的幂指数
一致。这些一致的特征支持了银心
宇宙线源的存在，也说明该宇宙线源
可以有效加速横跨多个能量段的高
能粒子。

此外，研究团队还发现在银心附
近的中心分子云区域的宇宙线能量
密度比分子云外的宇宙线“海”的能
量密度更低。这意味着中心分子云
扮演着一个壁垒的角色，有效阻止了
宇宙线“海”中的高能粒子穿入该区
域。

据了解，其物理原因可能是因为
分子云中的磁场强度更高，将宇宙线
粒子屏蔽在分子云外。类似的磁屏
蔽效应在太阳系中其实早已观测到，
即宇宙线的太阳调制效应。银河系
整体也类似于这样一个壁垒，将河外
的低能宇宙线“拒之门外”。

（据《中国科学报》）

生成包含十亿种潜在精神药物数据库

机器学习可预测未上市新型人造毒品

矿物是自然界中的化学元素在一
定的物理、化学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特定
化学成分和内部结晶结构的均匀固体，
是构成岩石的基础。其化学成分一定
并可用化学式表达，例如石盐的化学成
分为氯化钠，化学式为NaCl。

地壳中的矿物是通过各种地质作
用形成的。实验室已经能够制造出某
些矿物晶体，如人工水晶、人工钻石
等，但这些人工制造出来的不属于矿
物。自然界已知的矿物约有 3300 多
种，近年来随着对月岩、陨石以及地幔
岩中矿物的研究，不断有新的矿物被
发现。

天然矿物绝大多数是晶体，组成它
们的物质质点（原子、离子、离子团或分
子等）在空间都是按格子构造的规律来
分布的。每一个能代表整个结构规律
的最小单位称之为晶胞。晶体就是内
部质点在三维空间呈周期性重复排列
的固体，也就是说，晶体是具有格子状

构造的固体。
那么，晶体是如何形成的呢？
晶体的形成要从晶核的形成说

起。在一定的介质条件下，当介质达到
过饱和、过冷却状态，体系内各处会出
现瞬时的微细结晶粒子。由于温度或
浓度的局部变化，体系内出现局部过饱
和度、过冷却度较高的区域，从而形成
小的晶核，过饱和度、过冷却度越高，成
核速度越大。晶核形成后，晶体便以它
为中心继续生长。

固态矿物在适宜的条件下生长
时，均能自发地形成规则多面体的外
形。晶体的形态主要由晶体的化学成
分和内部结构决定，例如石盐的晶体
结构属氯化钠型，等轴晶系，单晶体呈
立方体形。另外，晶体的形态还受晶
体结晶时形成条件的影响，但对于成
分和结构相同的所有晶体，不论它们
的形状和大小如何，一个晶体上的晶
面夹角与另一些晶体上相对应的晶面

夹角恒等。
一切晶体都是对称的，这是由晶体

的格子构造所决定的。这种对称性不
仅体现在外部形态上，同时还体现在晶
体的物理性质上。晶体的这些特性都
是鉴定矿物的主要依据。

在矿物结晶时，结构中的某种质点
的位置通常被性质相似的质点所占
据。例如，锆石在结晶的时候，通常会
有少量的铀占据锆的位置进入锆石的
晶格。铀是半衰期较长的放射性同位
素，根据同位素测年原理，可精确地测
定锆石结晶时的年龄。地质学家利用
锆石的这一特点，对地球上的不同地质
体，乃至月球样品及陨石样品进行了精
确的定年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地球科学
与行星科学研究的发展。

科学家们根据化学组成的基本类
型，将矿物分为五个大类，即自然元素、
硫化物及其类似化合物、卤素化合物、
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含氧盐；大类以下，

根据阴离子（或络阴离子）的种类分为
类以及亚类；类以及亚类以下，根据晶
体结构类型又分为不同的族；族（或亚
族）以下一般即为种。矿物种是对矿物
进行具体阐述的基本单位，例如，石盐
属于卤素化合物大类下的氯化物矿物
类中的石盐族。

矿物材料属于结晶学、矿物学与岩
石学和材料科学等学科相结合的交叉
学科，是目前最活跃且最具生命力的新
兴学科之一，如纳米矿物材料、航空航
天技术矿物材料、信息技术矿物材料、
能源技术矿物材料、生物技术矿物材
料、环境协调型矿物材料等的合成与应
用。

矿物和矿物原料是发展国民经
济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同时矿物材
料开发应用及深加工水平则是一个
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先进性的标志之
一。

（据《科普时报》）

自然界中的矿物是如何形成的

（本组稿件均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