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郭勉愈 编辑：王晨绯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sxzk＠stimes.cn

2018 年 12月 24日 星期一
Tel：（010）62580692 www.sciencenet.cn

周
刊

创新
INNOVATION

本报讯 近日，老挝总后勤部及国防部经
济局、农业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一行七人前往
云南笔架山参观中国块菌（松露）种植科技
试验示范园。在松露犬的引导下，一株菌根
树下收获了 60 枚黑松露子实体，重量达 538
克。12 月 16 日在同一个种植园内 5 棵板栗
菌根树下又采集获得 2260 克黑松露，平均
达 452 克每株；每亩种植 48 株，亩产可达
21696 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松露种植园的
产量。老方总后勤部长表示这是见到过的山
地种植项目最有价值、最生态、最成功的科
研成果。

2008 年，中国块菌（松露）种植科技试验
示范园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等
真菌系统与资源研究组和云南笔架山松露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种植园先后分 5 批
次种植国产块菌（松露）菌根苗共计 110 亩、
5320 株菌根苗。块菌（松露）菌根宿主植物有
华山松、板栗、榛子、椎连栎、滇杨等，其中以
板栗、华山松为主。

“首次种植的菌根苗四年后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产出首批成熟的子实体。此后虽
然产量不稳定，但每年均有或多或少的收
获。”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刘培贵告诉《中国科
学报》。

迄今为止，这个试验示范种植园已建园
整整 10 年，是我国最早的松露种植园。种植园的成功
为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范例。

老挝块菌（松露）观摩团参观完我国松露种植园的
成果后，表示将积极响应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并
就老挝川圹地区 600 公顷荒山荒坡土地利用与深度联
合开发松露等绿色种植发展项目与中方进行了会谈，
双方达成共识，老方表示将全力为引进中方松露种植
项目落地而努力。 （王晨绯）

①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准确
测量野生动物。

②数字三江源空间大数据公共服务
平台上的场景图。

③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和中科院副
院长张亚平共同为“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
家公园研究院”揭牌。

④冰川冻土加速融化，三江源面临较
大的生态风险。

顾名思义，三江源是三条江（黄河、长江、
澜沧江）的源头，长江水量的 25%、黄河水量的
49%、澜沧江水量的 15%都来自这一地区，被誉
为“中华水塔”，是我国淡水资源重要补给地。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
3500 至 4800 米，总面积为 30.25 万平方公里，
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 43%。

历史上，三江源曾是水草丰美、湖泊星罗
棋布、野生动植物种群繁多的高原草甸区，被
称为生态和生命的“净土”。

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天灾人祸等自
然和人为的因素，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面临恶
化，形势日益严峻，三江源也难逃噩运。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三江源的冰川、雪
山逐年萎缩，众多江河、湖泊和湿地缩小、干
涸；沙化、水土流失的面积不断扩大，荒漠化和
草地退化问题日益突出；长期的滥垦乱伐使大

面积的草地和近一半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虫
鼠害肆虐、珍稀野生动物盗猎严重……三江源
在哭泣。

2005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自
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随后三
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正式启动。数
据显示，一期工程实施 10 年来，三江源地区水
资源总量增加 84 亿立方米，湿地面积增加
104 平方公里，林草生态系统水资源涵养量增
加 28.4 亿立方米。2014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二期工程启动。

三江源生态保护已进行了十多年，生态退
化得到初步遏制，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青海
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办公室主任李晓南
指出：“三江源目前仍存在社会保护参与度不
高、牧民增收渠道狭窄，政府各部门权责不清、
职能交叉等问题。”

不遗余力推动“四大计划”

在日前召开的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
究院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傅伯杰指出，我国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不强、
生态系统管理严重滞后，水土流失、草地退化、
土地沙化问题凸显，区域环境保护不平衡性加
大，环境污染的旧账新债叠加共存，绿色发展
任务艰巨。

西北高原所所长、研究院院长张怀刚介
绍研究院基本情况时说，研究院将以生态文
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国家战略需求为目
标，围绕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开展
科学研究，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借鉴与
示范。

赵新全介绍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的
任务、进展和愿景。他指出，西北高原所将和

参建单位紧密合作，不遗余力地推动四大计
划：数字江河源计划、高原物种基因组计划、全
球气候变化与三江源生态系统管理研究计划、
服务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的国家公园科普计
划，并重点补齐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人
才”和“科技”支撑两大短板。

“我们的野外考察不再只是依赖人工，遥
感等手段的应用也让我们能够获得更精准的
数据。”赵新全记得，2017 年在五道梁无人区
观察藏羚羊时，就是通过系留气球携带热红外
相机，发现了藏羚羊在夜间的觅食、饮水、交配
等行为特征。

赵新全表示，研究院而正谋划和实施的数
字国家公园计划，将通过天—空—地监测体
系，掌握动物本底数据，形成多学科融合、大数
据驱动的科学平台。

50 年深厚的科研积累

2018 年 9 月 14 日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
园研究院挂牌成立。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
研究院由中科院、青海省政府依托中科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北高原所）共
同建设，机构办公地点设在西北高原所，实行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体化运行”。
李晓南希望，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

究院能够为三江源的保护和生态畜牧业的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西北高原所自 1962 年成立以来，主要从

事高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及综合利用、青藏
高原草地资源调查及合理利用、高原动植物生
理等方面的研究。科研人员先后研究了三江源
草地退化的机理与恢复途径，建立了以提高草
地生产力、碳固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提升
为目标的区域生态保护和恢复技术体系、提供

进展

建一座国家公园的示范样本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本报讯 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
刚课题组和美国普渡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了整个北半
球风能资源的变化以及全球气候模式对其的预测能
力。研究揭示了北半球风能资源在近些年来普遍减少。
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能源》期刊。

相比传统的化石燃料，使用可再生能源可以显著
地减少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截至 2016 年，可再
生能源已经超过人类总能源消耗的 19%。在所有的可
再生能源中，风能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仅次于水电，发
电量位居世界第二。

风能是一种相当不稳定的自然资源。以往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对风能资源储量的评估，而对于风能资源
如何随时间演变，很少有研究涉及。因此，对风能变化
和预测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研究使用了全球地面观测资料，发现自 1979 年以
来，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分别有 30%、50%和 80%的站点
损失超过 30%的风能资源。该研究揭示了全球气候模式
无法模拟出风能资源的长期变化趋势，表明利用全球气
候模式进行风能资源预估时需要慎重考察其模拟能力。

“我们的研究首次对整个北半球的地面观测和全
球气候模式中的风速变化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我
们发现风能资源减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有可能
是一个全球现象。此外，我们发现气候模式对风能的模
拟有明显的缺陷，这一点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论
文第一作者田群如是评价。 （王晨绯）

相关论文信息：

大气物理所隗
研究提示北半球风能资源减少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
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自 2016
年 4 月启动试点以来，三江源国
家公园的建设依靠科技的力量，
在探索、创新中稳步前进。

2018 年 8月，中科院与青海
省在北京签署了“中国科学院三
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共建协
议。“有科技支撑，我们保护好三
江源就有底气。”青海省委书记
王建军有感而发。

近日，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
园研究院举行了第一届专家咨
询委员会，多位院士专家为中国
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支招”，希望
建一座国家公园的示范样本。
“我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基础资
料，为国家公园研究院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科学院三
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学术院长
赵新全告诉《中国科学报》。

三江源保护初见成效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赫荣
乔研究了蚓激酶同工酶（LKI）在抗乙型肝炎方面的作
用时，观察到其中一个同工酶，针对乙型肝炎核心抗原

（HBeAg）具有较高的活性。研究人员称该同工酶为乙
肝核心抗原蛋白酶（以下简称 HBeAgase），其降解位点
在 HBeAg 分子与 T 淋巴细胞相互作用的线性表位上，
同时也能够降低肝癌 HepG2.2.15 细胞分泌的 HBeAg。
该工作发表在《中国生命科学》上。

蚯蚓属于环节动物，生活栖息在土壤里，它们是土
壤的天然耕作者。由于独特的生物学性质，蚯蚓被广泛
应用于生物化学、药物学、环境科学、毒理学、食品科
学、农业科技等领域的研究。

作为药物，蚯蚓在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日趋得到
广泛的应用。已有研究报道，蚯蚓能够合成一组蛋白酶
分子，可以用来治疗某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肾病、肝
硬化等疾病的干预和治疗。

目前，对于蚯蚓蛋白酶抗血栓形成和抑制器官纤
维化的药理机制研究相对较多。在抗血栓形成方面，蚯
蚓蛋白酶具有降解纤维蛋白原和纤维蛋白的活性，也
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蚯蚓蛋白酶同时具有组织
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的活性，因此被日本科学家称
为蚓激酶（LK）。LKI 在干预脑血栓以及心肌梗死方面
得到了研究和应用。在抑制器官纤维化方面，LKI 具有
降低纤维连接蛋白、胶原蛋白、层粘连蛋白等分子的作
用。因此，在肺纤维化、肾脏纤维化、肝脏纤维化方面，
LKI 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蚯蚓蛋白酶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是基于
它们具有相对宽泛的底物特异性。并且，这些蛋白酶分
子可以通过底物的诱导，使其活性部位构象发生变化，
从而提高对底物的选择性。”赫荣乔介绍。

他认为，蚯蚓承受着环境和遗传的双重压力，这种压
力使得蚯蚓产生的酶分子具有较广的底物特异性，以适
应其生存环境变化。近日发表的研究结果将为 LKI 在乙
型肝炎防治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王晨绯）

相关论文信息：

生物物理所隗
蚯蚓蛋白酶有望用于乙肝防治

了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双赢的系统解决方案，
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技术
支撑和创新模式。

这些年来，三江源留下了无数中科院人的
足迹，科研人员在三江源这块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地开展了深入的科学考察和研究。

2017 年，西北高原所、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光电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等 7
家科研单位的 30 余位科研人员对三江源国
家公园进行科学考察，以进一步摸清三江源
地区的自然本底情况，对生态、环境承载力
进行科学评价。

“这次科考是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中面临的科技问题开展的。”赵新全说，“我
们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三江源国家
公园的自然本底进行调查，二是对三江源国
家公园的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估，三是为三江
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划分提供科学依据。”

赵新全表示，通过对三江源地区开展长
期、系统的生态监测和研究，让更多的科学
家以项目的形式参与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的
研究中。“只有把三江源地区的情况了解清
楚，才能更好地进行规划、建设和持续管
理。”

我国是全球糖尿病第一大国，但对糖尿病
人的营养学干预却缺乏操作性强的手段。尽管
人们都知道控制饮食是最好的方法，七分饱是
最常见的饮食建议，但是几乎没有人能一天不
落地坚持下来。因此，近年来有人提出了间歇
性热量限制的概念，即只在一段时间内限制热
量，然后恢复正常进食。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研究
员陈雁课题组对间歇性热量限制是否能有效
干预糖尿病进行了系列研究，得到一些有意思
的结果。部分研究成果近日分别发表在《营养
和代谢》《科学报告》等国际期刊上。

少吃，也得人性化点儿

“从营养学角度来看二十多万年的智人
进化史，在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以前，早期
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那时的生活方式很
有可能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并且相对饥饿
的采集与狩猎后短暂的‘暴饮暴食’相互交
替。”这种人类远古时期的生活方式给了陈
雁一些科研灵感。

陈雁介绍，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Valter
Longo 提出了模拟禁食（FMD）方法，设计如
下：每个月连续 5 天只吃规定营养素的配方食
品，第一天总热量 1100 卡，第二到五天每天
750 卡，其他时间则可自由饮食。

“我受这两点启发，去年开始设计了一系
列试验。”陈雁告诉《中国科学报》。

陈雁课题组博士生韦思颖等利用 2 型糖尿

病小鼠模型分析了间歇性热量限制对糖尿病的
干预功效。他们利用 FMD 对小鼠进行了间歇性
热量限制，所用的配方食品是一种富含多种植物
成分的低碳水化合物、低蛋白、高纤维的食物，由
北京珍百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小鼠按照模
拟禁食（FMD）方式进食一周，其热量为对照组
的 30%，然后恢复一周的自由进食。

连续八周后，实验组的小鼠空腹血糖得到
了显著降低，葡萄糖耐受和胰岛素敏感性得以
改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 β 细胞数量增加，同
时 β 细胞的“干细胞”标记物 Ngn3 的表达也
得以提升。

“这些结果提示，通过 FMD 的间歇性热量
限制能够有效地干预 2 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而我们的研究也发现间歇性使用 FMD 后，小
鼠的肠道菌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部分改变与
糖尿病的干预功效相关。”陈雁的第一个思路
得到了验证。

他的第二个思路是，改变饮食结构中的氨
基酸含量。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韦思颖等提
出了另一种新的间歇性节食方案。

“我们间歇性给予小鼠缺乏亮氨酸的饮
食，隔日给予正常饮食，共重复八周。”韦思颖
发现间歇性使用缺乏亮氨酸的膳食也具有干
预 2 型糖尿病的功效。2 型糖尿病小鼠的空腹
血糖显著降低，胰岛 β 细胞数量有所增加，同
时肠道菌群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陈雁认为这是一个开拓性的设想：氨基酸
的缺乏使得人体产生某种未知因子，这种因子
也许是逆转糖尿病的关键。

探寻背后原理

既然 2 型糖尿病小鼠能够通过热量限制
进行有效干预，那么 1 型糖尿病呢？众所周知，
1 型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完全失去了产生胰岛
素的功能，在体内胰岛素绝对缺乏的情况下，
引起血糖水平持续升高，导致糖尿病。

陈雁课题组博士生韩若眉等分析了 FMD
对于 1 型糖尿病的干预功效。他们通过在小鼠
身上注射一种药物破坏胰岛 β 细胞，建立 1
型糖尿病小鼠模型。通过间歇性使用 FMD，1
型糖尿病的小鼠空腹血糖显著降低，胰岛 β
细胞的数量也有显著增加。

“当我看到这些小鼠的胰岛细胞切片
时，我很吃惊。这也就意味着间歇性热量限
制对不同种类的糖尿病具有干预功能。”陈
雁欣喜地看到，间歇性使用 FMD 展现出良
好的改善代谢的效果，它甚至能促进 1 型和
2 型糖尿病小鼠的胰腺 β- 细胞再生，从而
逆转糖尿病。

肠道菌群是关键

他们继续追踪干预起效的原因———肠道菌
群，因为进食的改变对肠道菌群影响非常大。

博士生王烁等研究了肠道菌群在热量限
制降低肥胖和改善代谢中的作用。他们构建了
一种用抗生素清除肠道菌群的小鼠模型，发现
清除肠道菌群后，小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
由热量限制造成的体重下降，同时空腹血糖有

所增加。这就意味着热量限制导致的代谢改善
作用部分是通过肠道菌群介导的。

此后，通过对小鼠菌群基因测序分析发
现，热量限制可以使菌群中主要的益生菌如双
歧杆菌属和乳酸杆菌属水平升高，并抑制某些
特定的潜在有害菌。

为进一步探究热量限制引起的菌群变化
直接介导代谢表型的证据，他们还将热量限制
后的小鼠肠道菌群移植给饮食诱导肥胖模型
小鼠，肥胖小鼠的体重、体脂和肝脏脂肪积累
均得到减轻。这一发现更加揭示了肠道菌群介
导热量限制改善代谢的关键作用。

“总而言之，这一系列工作提示了热量限
制特别是间歇性热量限制或间歇性氨基酸限
制不失为有效的糖尿病营养干预方案，而肠道
菌群部分介导了热量限制对机体代谢功能的
改善作用。”陈雁说。

这一系列研究结果让陈雁也开始尝试改
变饮食习惯，结果是他的体检指标得到了显著
改善。

间歇性使用 FMD 这样既科学又符合人性
的禁食方法，试试又何妨呢？不过陈雁也特别提
醒了一句：目前的研究结果都是在小鼠中进行
的，对糖尿病病人进行类似的营养干预还需要进
一步验证，但间歇性的饮食限制方式不失为一种
非常有前景的代谢性疾病干预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间歇性饮食：糖尿病人营养干预新方法
姻本报记者王晨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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