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欧洲心脏》杂志报道，英国埃
克塞特大学科研人员对就寝时间与心
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建
议晚上 10点至 11点之间上床睡觉对
心脏有利。

最新研究特别关注何时是更有利
心血管健康的最佳上床时间。为此，
科研人员分析了88000名参加者的数
据。通过一个戴在手腕上的加速度
计，追踪他们7天内入睡和醒来时间。
科学家们随后在平均 5.7年后对受调
查者进行回访，以确定心血管疾病的

新诊断。发现共有3172人患上心血管
疾病，占受调查者总数的3.6%。

研究发现，与晚上 10 点至 10 点
59分之间睡觉的人相比，在午夜或更
晚时间睡觉的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
几率最高，要高出 25%；晚上 11点到
11 点 59 分上床的人，风险会高出
12%。有意思的是，那些晚上 10点前
就打瞌睡的人，风险则会高出24%。

科研人员同时称，成年女性心脏
病风险增加与入睡时间存在更强的关
联，尽管其背后原因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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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75%基因是垃圾？
“垃圾DNA”吐露人与猩猩差异

大白鲨威胁骤增近海捕食海豹攻击人类

AI正快速向认知智能迈进

（本组稿件均据《北京日报》图片来源：IC Photo）

提到垃圾，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
是无用的东西。而在我们的体内，有
一些DNA，也被称为“垃圾”。那么，这
些被称为“垃圾 DNA”的，真的是我们
体内无用的东西吗？

近期，一项发表于《细胞·干细胞》
的研究发现，之前被我们忽视的部分
DNA，即所谓“垃圾DNA”，导致了人类
与黑猩猩之间的差异。

“有一点可以肯定，‘垃圾DNA’绝
不是垃圾。”武汉科技大学生物医学研
究院教授顾潮江说。

对人类基因的研究存在阶段性，
长期以来，有关“垃圾 DNA”的研究成
果层出不穷，相互之间既有佐证也有
背离，而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解开基
因奥秘的必由之路。

“垃圾DNA”认知与“技”俱进
“ 垃 圾 DNA”一 名 从 英 文“Junk

DNA”直译而来，最初由日本遗传学家
大野乾提出，用来描述基因组中不能
编码蛋白质的DNA序列。

顾潮江介绍，根据早期定义，人类
基因中负责编码蛋白的基因数目仅 4
万个，只占基因组的 2%，其他 98%均
被列为“垃圾DNA”。

伴随科研进步，“垃圾DNA”的定义
也在变化。现在其泛指基因组序列中
没有编码功能，既不生成RNA也不产
生蛋白质的片段。它们在人类基因组
中以重复序列形式广泛存在，结构上分
为散在重复序列、串联重复序列和片段
重复序列，根据重复次数又可以分为中
度重复序列和高度重复序列。

不仅“垃圾 DNA”的定义在变，我
们体内究竟有多少“垃圾 DNA”，科学
家们也莫衷一是。

2003年，ENCODE（The Encyclope⁃
dia of DNA Elements）计划启动，全球
400 多名科学家参与其中。该计划的
目标是在描绘人类基因组图谱基础
上，研究各基因的功能信息，建立生物
功能性基因目录。研究结果显示，人
类基因组中 80%的区域具有一定生化
功能。

但美国休斯顿大学生物和生化教
授丹·格拉乌尔在《基因组生物学与进
化》杂志发表论文称，利用全新模型对
人类基因组中功能性基因进行统计，
发现功能性基因占比最多只有 25%，
其他基因都是所谓的“垃圾DNA”。

顾潮江认为，这个研究“推翻”了
ENCODE 的结论，将引导科研人员重
新聚焦人类基因组研究。

关于“垃圾DNA”的认知与“技”俱
进，那么其到底从何而来？

已有研究表明，部分“垃圾 DNA”
起源于病毒，并能调节人体免疫系
统。转座元件便属于此类，具体来说，
它们是可在基因组中移动的 DNA 片
段，看上去是病毒或细菌等病原体遗
留的产物，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融入人
类基因组。

而 2017年发表在《科学》的一篇文
献认为，“垃圾 DNA”来源于染色体的
不对称分配。该研究显示，两条姐妹
染色体的着丝粒在雌性减数分裂过程
中相互竞争以获得遗传，而着丝粒重
复序列是人类基因组中最丰富的非编
码 DNA，且具有更多重复拷贝和更多
动粒蛋白的“强”着丝粒会被优先遗传
给后代。

功能已现冰山一角
已经有大量科学家对“垃圾DNA”

进行了研究，而这些研究结果不断地
表明，“垃圾DNA”绝不是我们体内“无
用”的角色，相反，其可能在多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顾潮江介绍，一些“垃圾 DNA”可
被视为基因的分子开关。“垃圾 DNA”
中有大量重复DNA序列，能形成特殊
的DNA高级结构，并以此调节附近基
因的活性。

有美国科学家分析了 11个人类组
织中 330个源于Alu（高度重复序列）基
因组的外显子，鉴别出许多令人感兴
趣的外显子。Alu 是灵长类特异性的
反转录转座子，通过它制造外显子可
能有助于形成灵长类的独特属性。

“垃圾 DNA”可通过合成调节性
RNA发挥功能。它们能被转录为小分

子RNA，控制蛋白质表达，还能激活或
抑制基因的表达，协助非常复杂的细
胞分裂、分化等。顾潮江介绍，若将这
种方法应用于医学，可使癌症基因沉
默，意义重大。

还有研究表明，“垃圾 DNA”有可
能改变基因组装方式。此前，来自美
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一些“垃圾DNA”中的小片段遗传序列
告诉基因如何剪接，或可提高、抑制剪
接过程，从而改变基因组装方式。

“垃圾 DNA”对人类的影响不仅
于此。

德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合作发现，
在化疗之后，骨髓中造血干细胞会利
用“垃圾DNA”转录产生RNA分子增强
活化，产生新鲜细胞，促进血液再生。

研究人员还发现，随着个人基因组
测序人数迅速增加，近来在解读他们基
因组中的突变，尤其是非编码区突变
时，在“垃圾DNA”区域中找到了近百个
乳腺癌与前列腺癌的潜在“导火索”，这
预示“垃圾 DNA”可能是潜在癌症病
源。还有研究已在霍奇金淋巴瘤内证
明了“垃圾DNA”在何种情况下能够保
持活性，从而加快肿瘤生长速度。

而与上述观点不同，有英国巴斯
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位
于基因间的“垃圾DNA”可以转录形成
非编码 RNA，而这一过程可以阻断细
胞癌化。

此外，美国科研人员开发了一种
新的生物信息学方法，用于从测序数
据中识别和确定从头串联重复序列突
变（简称新生 TR突变），并对患有ASD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先证者和未患病
手足中的新生 TR 突变进行全基因组
特征分析。发现在ASD先证者中全基
因组范围内均存在大量新生 TR突变，
在胎儿大脑调节区域更为富集，且预

计在进化上更具危害性。
“垃圾 DNA”还可能影响神经系

统 。 有 研 究 发 现 ，被 认 为 是“ 垃 圾
DNA”的反转录转座子 LINE-1在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中水平很高，且可
以修饰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的表
达情况。因此，研究人员推测其可能
是引发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同
时，将这部分“垃圾 DNA”置于引发精
神分裂症的遗传因子下研究，研究人
员发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LINE-1
可以插入到与突触功能相关的基因
中，使其正常功能被破坏，故而可以认
为，该“垃圾 DNA”或是引发精神分裂
症的罪魁祸首。

顾潮江介绍，国外研究团队在发
育分子机制研究中，发现在发育期间，
来自“垃圾DNA”转录的微RNA在这种
细胞与胚层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悉尼雪梨百年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通过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和复杂的计
算机分析技术，揭示特定的白细胞如
何使用非编码的DNA来调节一系列控
制形状和功能的基因的活性。

“垃圾DNA”甚至可能影响我们的
外貌。有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垃圾
DNA”中有一些序列片段，可以像开关
或放大器一样影响脸部基因。眼睛或
大或小、鼻子是否挺拔、头颅形状等，
可能都与这些被称为增强子的序列片
段密不可分。

拨云见雾更多谜团待解
面对“垃圾DNA”还有哪些疑问亟

待解答？
顾潮江说，随着后基因组时代到

来，测序技术的进步让对“垃圾 DNA”
的解读从中获益。第二、三代测序技
术极大地提高了测序通量，可以一次
性完成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的DNA分子
测序，使得对一个物种的基因组和转
录组深度测序变得方便易行，为“垃圾
DNA”解读提供了技术支撑。

伴 随 越 来 越 多 有 功 能 的“ 垃 圾
DNA”被认识和鉴定，实际意义上的

“垃圾DNA”将会越来越少。
顾潮江认为，今后我们或应继续

深度分析“垃圾DNA”在以下 10个方向
中的功能，即DNA复制的调控，转录调
节，为遗传物质的程序性重排标记位
点，影响染色体的正常折叠和维持，控
制染色体与核膜的相互作用，控制
RNA 加工、编辑和剪接，调制翻译，调
节胚胎发育期，DNA 修复和帮助对抗
疾病。

一篇发表在《基因组生物学与进
化》上的论文称，“垃圾DNA”的时代已
经结束。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不
断 发 展 ，人 们 也 逐 渐 意 识 到“ 垃 圾
DNA”不是垃圾。

“随着技术更新和研究深入，‘垃
圾 DNA’中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功能序
列。”顾潮江坚定表示。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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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已经成
为重要基础设施，已具备同各行各业
结合的能力，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
都在进行不同层次的智能化升级。当
然，人工智能本身也在不断迭代升
级。基于多层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
习是目前人工智能最有效的学习算
法，深度学习在识别（感知智能）上已
有突破，但在理解（认知智能）上还有
局限性。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快速推进中，
自然语言识别技术及预训练模型便成
为AI领域中的热门赛道。一时间，超
大规模的预训练模型成为全球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的热点和竞争的焦点。

不过，一直由腾讯、搜狗、华为、阿
里达摩院等巨头轮番霸榜的权威中文
语言识别评测基准（CLUE）榜单，最近
却被一家创业公司的轻量化预训练模

型刷榜。
日前，澜舟科技的孟子轻量化预

训练模型以十亿参数完成了此前百
亿、千亿参数模型刷新的纪录，首战登
顶 中 CLUE 榜 单 。 此 外 ，在 HI⁃
COOL2021 全球创业大赛中，孟子新一
代认知服务引擎项目也从全球 48个国
家和地区的 4018个项目中脱颖而出，
获得人工智能和金融赛道第一名。

澜舟科技创始人兼 CEO 周明表
示，过去的两三年里，预训练模型在自
然语言领域得到非常广泛的重视，各
大公司学校都开展了预训练模型的研
究，趋势就是预训练模型越大越好。

“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模型越大训
练的成本就越高，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也要求客户的机器设备能力也要非常
大，从而导致很多硬件能力低的中小
企业用不起这些重量级预训练模型。”

基于这一痛点，澜舟科技一直在
考虑能不能把模型做得小一点，提
高 训 练 速 度 的 同 时 也 降 低 使 用 成
本，名为孟子的轻量化预训练模型
应运而生。

周明表示，孟子轻量化的预训练模
型是利用大规模的语料库，以无监督的
方式的训练一个大规模的语言模型，这
个语言模型输入一个句子或一个片段，
基本上可以定义出每一个词和每个句

子的语义，可以应用在机器翻译、问答
搜索等场景。“在预训练基础上，澜舟科
技开发了新一代的机器翻译、文本生成
和行业搜索引擎等技术，并通过产业合
作实现了技术落地。”

当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
化转型，也已经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从感知智能推进到认知智能，企业需
要从大数据中获取信息，然后在知识
图谱和和产业规则的基础上进行推
理，最后形成的业务报表并对流程作
出趋势判断等等。这种强烈的需求加
上预训练模型的技术发展，认知智能
赛道必然会迎来一个新的飞跃。

不过周明坦言，虽然预训练模型
充分利用大数据来建立语言模型，但
是在做多轮对话或者需要对趋势作出
判定，或者依赖知识图谱进行推理方
面，认知智能目前还差强人意。“人脑
在处理熟悉的事情时往往依赖数据和
直觉，速度快但缺乏解释性，这类似与
训练模型或深度学习；而在处理不熟
悉事情时往往依赖规则、逻辑和推理，
速度较慢，但是具备可解释性，更像是
符号计算。当下的深度学习可以思
考，如何通过一个模型将二者的优势
结合，也就是数据和知识融合起来寻
找解决思路。”

（据《科普时报》）

图片来源：IC Photo

近期，美国科德角海岸发生了大
白鲨暴力攻击事件，一只大白鲨在水
面撕咬猎物，船上的目击者拍摄到这
一幕。美国马萨诸塞州沿海鲨鱼旺季
通常在8月至10月，但今年11月大白
鲨仍在近海继续捕猎。

由于大部分攻击发生在水面之
下，很难确切地看到大白鲨吞食的猎
物是什么，但大西洋大白鲨保护协会
工作人员描述此次攻击是“捕食海
豹”。据悉，科德角最常见的是港海豹

和灰海豹，这两个物种是大白鲨的主
要捕食对象。近几十年来，保护鲨鱼
和海豹的工作初见成效，这些物种数
量激增，同时，也陆续出现距离海岸3
米就有大白鲨活动迹象。

之前研究报告指出，大白鲨袭击
人类不是因为它们喜欢吃人肉，而是
它们误将人类认成了海豹，此类攻击
较为罕见，但2020年发生了57例大白
鲨主动攻击游泳者的事件，数量明显
上升。

22时至23时就寝可降低患心脏病风险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天文
学家最近发现了 366 颗新的系外行
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种新
开发的算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由一颗恒星和至少两颗气态巨行
星组成的行星系统，其中每一颗行星
的大小均与土星大致相当，而且彼此
距离非常近。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

《天文学杂志》。
“系外行星”被用来描述太阳系以

外的行星。天文学家已经确认的系外
行星总数不到5000颗，所以确认数百
颗新的系外行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研究如此多的新天体有助科学家更好
地理解行星如何形成及其轨道如何演
化，并可以提供关于太阳系有多么不
同寻常的新见解。

“发现数百颗新的系外行星本身就
是一项重大成就，这项工作的与众不同
之处在于，它将阐明系外行星的整体特
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天文学教授、
该研究共同作者Erik Petigura说。

该论文第一作者 Jon Zink是该校
的一名博士后。他和Petigura以及一
个名为攀登K2项目的国际天文学家
团队，利用美国宇航局（NASA）开普
勒太空望远镜的K2任务数据确定了
这些系外行星。

这一发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Zink开发了一种新的行星探测算法。

识别新行星的一个挑战是，恒星
亮度的降低可能是因为仪器或模拟行
星特征的另一种天体物理源。区分这
些现象需要额外的分析，这通常非常
耗时，只能通过视觉检查来完成。
Zink的算法能够区分出哪些信号表明
有行星，哪些只是噪声。

“Jon设计的目录和行星检测算法
是了解行星数量的一个重大突破。”Pe⁃
tigura说，“毫无疑问，这将加深人们对
行星形成和进化的物理过程的理解。”

开普勒最初的任务在 2013年出

人意料地结束了——当时由于机械故
障，该望远镜无法准确指向它曾观测
了多年的天空。

天文学家将其重新用于一项名为
K2的新任务，其目标是识别遥远恒星
附近的系外行星。K2的数据帮助科
学家了解恒星在星系中的位置如何影
响其周围形成的行星。不幸的是，最
初用来识别潜在行星的开普勒任务所
使用的软件无法应对K2任务的复杂
性，包括确定行星的大小及其相对于
恒星的位置。

Zink与合作者在之前的工作中为
K2引入了第一个完全自动化的通道，
通过软件在处理过的数据中识别可能
的行星。

在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新的
软件分析了来自K2的全部数据集——
约500万亿字节的数据，包括8亿多张
恒星图像。他们创建了一个“目录”，并
纳入了NASA的系外行星档案。

除了研究人员此次发现的366颗
新行星外，该目录还列出了 381颗之
前已经发现的行星。Zink说，这些发
现是帮助天文学家了解哪类恒星最有
可能有行星围绕的重要一步，暗示了
成功形成行星所需的基本要素。

“我们需要观察大范围的恒星——
而不仅仅是像太阳那样的恒星，才能
理解这一点。”Zink说。

此次发现的有两颗气态巨行星的
行星系统也很重要，因为在太阳系中，
很难找到像土星这样离恒星如此近的
气态巨行星。研究人员还不能解释为
什么它会在那里，但 Zink说，这使得
该发现特别有用，因为它有助科学家
对行星和行星系统如何发展的参数形
成更准确的理解。

“每个新世界的发现都提供了一
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得以一窥在行
星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物理现
象。”Zink说。 （据《中国科学报》）

天文学家新发现366颗系外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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