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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技参考

南半球科学家
在发展研究中代表性不足

近日，一项发表于《应用经济学快报》的研究对
近 25000篇论文的分析发现，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
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由发达国家研究人员领导。尽管
许多研究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但几十年来，
这些国家或地区研究人员发表的相关文献一直很
少，代表性不足。

经济学家分析了发展和发展政策研究的期刊文
章、引文和会议报告数据，发现 1990 年至 2019 年
间，在 20种备受关注的发展研究相关期刊上发表
的 24894 篇文章中，只有 16%的文章是由发展中国
家研究人员撰写的。而发达国家研究人员撰写的论
文占比达 73%，双方研究人员合作撰写的论文占比
为 11%。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结构性障碍。”文章合

著者、美国新学院大学经济学家 Grive Chelwa 说，
“一旦你开始以系统的方式量化它，问题的严重性就
真正显现出来了。”

Chelwa团队发现，在 15117篇明确关注某个发
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文章中，62%的文章是由发达国家
研究人员撰写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在文章引用
和主办国际发展会议等方面的代表性也不足。

上述研究结果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呼应。比如，
2016年发表于《欧洲发展研究杂志》的一项研究发
现，2012 年至 2014 年间发表的发展研究相关论文
中，只有 14%的论文作者来自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几年里，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

变化。”南非开普敦大学经济学家 Zaakhir Asmal说。
Chelwa指出，一些国家获得研究资金和研究机

会有限、研究人员从发展中国家迁移至发达国家等，
可能是导致发达国家在发展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部
分原因。
“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与发达国家

研究者同样作出重大贡献是比较普遍的，但他们可
能因为对数据集或其他细节不熟悉，因此只会出现
在致谢信中而不是成为合著者。”巴西米纳斯联邦大
学经济学家 Gustavo Britto说。

Chelwa希望未来能够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研究人员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更多合
作，以及增加发展中国家学者在期刊编辑委员会中
的比例。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许多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研究主要由发达国家
研究人员主持。 图片来源：Andrew Baker

一些昆虫能分泌化学物质击退“敌人”。
人类有时能闻到它们，甚至看到它们，但是很
难想象可以听见这些物质。

近日，研究人员首次提出了一种理解单
一及混合昆虫分泌化学物生物活性的新方
法，即通过一个声化过程将昆虫分泌物的化
学信号建模为听觉信号。换句话说，他们将分
泌物的化学成分转换成了可以听到的声音，
并测量了人类的反应。

9月 23日，相关论文刊登于《模式》。

听见分泌物

叶蜂幼虫能分泌挥发性化学物质击退捕
食者，尤其是蚂蚁。
一直以来，研究人员通过组织猎物和捕

食者评估这些防御措施的有效性，即所谓的
生物测试。但仅使用生物测试很难量化复杂
混合物的生物活性———如昆虫释放的挥发性
防御分泌物，以及单一化合物对混合物驱避
性的影响。
“生物测试本身可能很困难，例如，人们

难以采集到足够的猎物和 /或捕食者。”论文
通讯作者、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研究所昆虫
学家 Jean-Luc Boev佴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
访时说。

2009年 4月，Boev佴首次提出了将挥发性
化学物质转化为声音的想法。
“一些小分子，比如醋中含有的醋酸或一些

蚂蚁释放的刺激性甲酸，非常易挥发，并能迅速
扩散到空气中。”Boev佴说，“所以，我认为有可能
将不同程度的挥发性转化为相应高低的音调，
以及将其他化学特征转化为声音特征。”

实际上，化学物质能通过一种名为声化的
过程转化成声音。每个分子的重要特征，比如
它的分子量和官能团，都可以被映射到声音的
不同参数上，比如音高、持续时间和音色。
“我们选择将化学物质转化为听觉信号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两种信号都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进化的，例如闻到的气味和听到
的声音，这两种感知从开始到结束通常都随
时间而变化。”Boev佴说。
蚂蚁啥感受

Boev佴和布鲁塞尔工业研究所信息工程
师 Rudi Giot 将这些化学信息输入到一个合
成器中，后者会为每个分子制作声音，然后这

些声音会在不同的音量水平上被混合，最终
录下昆虫防御性分泌物的“声音”。
“化学信号介导了昆虫主要的生态相互

作用。为了在不同感知中表征化学数据，我们
在分贝水平上混合了转化后的声音信号，以
反映这些化学物在不同物种的特定分泌物中
的相对浓度。”Giot说。

那么，这些声音能很好地代表分泌物吗？
如何判断？
“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

最初，我们假设听到的声音可以代表挥发物，
这一假设得到了刺激传播时空动态模拟的支
持。”Boev佴说。

之后，研究人员通过生物检测，对比了人
类听众与捕食者（这里是蚂蚁）对这些防御性
挥发物的反应，进而验证了这一假设。统计分
析表明，蚂蚁对挥发物的反应与人类对相应
声音的反应类似。

他们还量化了这些声音使人类感到不愉

快的程度———测量受试者与扬声器有多远才
能到达“舒适距离”。他们表示，在大约 50名
参与者中，有一部分人将这些声音描述为不
愉快甚至令人恐惧的声音，可以与恐怖或科
幻电影中的背景音乐片段相媲美。
“声化使我们能够通过听到防御性分泌

物的生物活性得到新认识，并通过测量声音
强度量化这种认识。”Boev佴说。

这项研究还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人脑
处理信息的方式因信息感知器官的不同而
异。Giot说：“通常，声化过程用于检测大数据
集的特定元素。例如地震数据中记录的地震，
或者互联网数据流中的网络黑客行为。”

用声音感知

实际上，为了理解一个复杂现象，声学经
常被用来连接两个不相关的领域。除了昆虫
分泌物，细胞、病毒、辐射、天体甚至“上帝粒

子”等都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声化技术的使用可以追溯到 1908年甚至

更早———德国物理学家盖革当时设计并制成
了一台α粒子计数器。辐射会使计数器中的
气体电离产生电流脉冲，从而发出连续不断
的咔嗒声。该设备至今仍是核物理学和粒子
物理学不可缺少的探测器，是实验室中敏锐
的“眼睛”。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冠病毒刺突蛋白
结构也被转译成音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arkus J. Buehler同样使用声化技术，给每个
氨基酸分配一个独特的音阶音符，从而把整
个蛋白质转换成初步的乐谱。编钟声、拨弦
声、长笛声代表了刺突蛋白质的不同方面。研
究人员认为，这种方法比传统的蛋白质研究
方法（如分子建模）更快、更直观，可以帮助科
学家更容易找到抗体或药物可能结合的蛋白
质位点———只需搜索与这些位点对应的特定
音乐序列。

高能物理学家 Piotr Traczyk 为了纪念欧
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上帝粒子”———希格
斯玻色子，选取了搜索过程中的两张主要数
据图，将其中一张图的数据转化为音符，最终
谱写出一首希格斯玻色子重金属摇滚乐。

另一方面，声音也能“创造”全新蛋白质。
Buehler 团队将蛋白质的复杂结构转化成乐
谱，随后给电脑一个序列，人工智能系统就能
设计出一种在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蛋白质。
相关论文刊登于《APL生物工程》。Buehler表
示，这样一种方法为制造全新的生物材料铺
平了道路。

不过，对于昆虫分泌物研究而言，声化技
术还存在限制。该技术仅限于对利己素的研
究，可能在诸如信息素的研究中没有用处。
“信息素作用于同一种个体之间，利己素作用
于物种之间。信息素在进化过程中被精细地
调节以引出特定行为，例如聚集、示警和繁殖
等。从化学角度来看，信息素通常比异种激素
混合物简单得多———包含的化合物更少。”
Boev佴说。

目前，研究人员正继续研究其他大型化
学物质数据集，以开发挥发性物质声化创新
方法。Boev佴希望新方法能与现有的挥发性物
质测试技术相互补充，特别是在昆虫较少的
季节或难以获取足够分泌物的情况下。

相关论文信息：

通过抬高腹部，昆虫随时准备在受到骚扰时释放防御性挥发物。 图片来源：Jean-Luc Boev佴

《自然》

埃博拉病毒潜伏期可达 5年

几内亚科纳克里大学 Alpha Kabinet Keita 等研究人
员发现，2021年埃博拉病毒在几内亚的重新出现提示了
一种新的疫情模式。该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据研究人员介绍，在几内亚宣布埃博拉病毒病首次

流行 7年后，该国面临了一次新的暴发，在 2月 14日至 6
月 19日期间，出现在前一次流行病的核心地区附近。

研究人员使用二代测序技术，从 12个不同病人身上
获得的样本中生成了完整或接近完整的扎伊尔埃博拉病
毒基因组。这些基因组与上一次暴发的基因组形成了一
个有充分支持的系统发育集群，这表明新的暴发不是来
自动物的新溢出事件。与预期的持续人与人传播相比，
2021年的谱系显示出更低的分化，这表明持续的感染会
出现复制的减少或者有一段潜伏期。在上一次埃博拉病
毒病暴发结束 5年后，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在人类身上重
新出现，这表明需要加强对幸存患者的长期医疗和社会
护理，从而减少重新出现的风险并防止进一步的污名化。

相关论文信息：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研究证实儿童伤寒结合疫苗安全有效

马拉维 Kamuzu 健康科学大学 Melita A. Gordon 团
队研究了马拉维儿童伤寒结合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耐多药 H58伤寒沙门氏菌引起的伤寒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
研究组在马拉维布兰太尔进行了一项临床 3期双盲

试验，以评估 Vi多糖伤寒结合疫苗（Vi-TCV）的疗效。招
募 9个月至 12岁的儿童，按 11的比例随机分配，分别
接种单剂量 Vi-TCV或脑膜炎球菌荚膜 A组结合疫苗
（MenA）。主要结局是血液培养证实的伤寒。研究组报告
了 18至 24个月随访后的疫苗疗效和安全性结局。

意向治疗分析共包括 28130名儿童，其中 14069名
接种 Vi-TCV疫苗，14061名接种 MenA疫苗。Vi-TCV
组有 12名儿童经血液培养确诊伤寒，MenA组有 62名儿
童，组间差异显著。总体而言，在意向治疗分析中，
Vi-TCV的疗效为 80.7%，在按方案分析中，Vi-TCV的
疗效为 83.7%。在接种疫苗后的前 6个月内，共发生了
130起严重不良事件，其中 Vi-TCV组 52起，MenA组
78起，包括 6起死亡事件（全部在MenA组）。研究人员认
为未发生与疫苗接种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 9个月至 12岁的马拉维儿童，
与MenA疫苗相比，使用 Vi-TCV可降低血液培养证实
的伤寒发病率。

相关论文信息：

新型量子成像仪
可监测油气开发甲烷泄漏

近日，英国研究与创新机构（UKRI）
发布消息称，布里斯托大学 QLM技术
公司研发出一款新型的量子成像仪，可
以实现对石油和天然气开发过程中甲烷
泄漏的监测，将有效支撑未来油气行业
的生产安全和温室气体排放管控。该研
究是 UKRI投资 224万英镑资助的“单
光子激光雷达碳排放成像”（SPLICE）项
目的重要成果。

随着天然气成为主要的化石燃料，
工业气体泄漏正成为碳排放的主要来
源。甲烷如果被释放到大气中，其温室气
体效应比二氧化碳强 84倍。因而甲烷的
大规模泄漏将引发严重后果。科学家估
计，如果仅 3.2%的甲烷从气井中泄漏而
不被燃烧，那么天然气的环保性比煤炭
更差。因此，必须尽量减少或完全消除甲
烷泄漏。SPLICE项目组建了一个世界领
先的科学和工业联盟，旨在开发基于时
间相关单光子计数的气体（甲烷）成像
仪，这是量子技术的早期应用之一。这项
革命性的技术将实现对工业甲烷泄漏的
低成本精确检测，使全球天然气行业能
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气候变化。
此前基于激光的甲烷检测系统需使用复
杂且昂贵的镜子阵列将光线反射到传统
探测器中。相比之下，QLM技术公司的
产品使用了一个单光子雪崩探测器，它
非常敏感，只需探测几个光子，因此不需
要镜子就能“看到”气体。开发人员指出，
油气行业甲烷排放规模是巨大的，仅在
北美就有 50多万口生产中的气井，全世
界还有数千个海上钻井平台和天然气储
存设施。在英国，有 24个主要管道压缩
机站———其主要为长距离天然气管道提

供能量，以及数百个地面存储装置。该成
像仪可以持续检测、量化和模拟泄漏的
发展，并在气体泄漏时立即通知工厂操
作人员。该技术代表了对当前检测方法
的重大改进。

QLM 技术公司未来将联合英国谢
菲尔德大学、阿斯顿大学和布里斯托大
学，扩大新传感器的气体探测范围，使
之能够用于除甲烷以外的其他温室气
体检测。研究人员表示，该成果也为在
农业等其他领域使用这项技术提供了可
能性。 （刘文浩）

小型卫星助力大气颗粒物评估

近日，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
分校发布研究进展称，由该校地球系统
科学中心研究人员开展的最新研究证
实，小型商业卫星能够在大气颗粒物调
查中发挥作用。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近
期出版的 。

该研究由该国宇航局（NASA）商业小
型卫星数据采集项目资助，是首批使用商
业高分辨率小卫星数据进行空气质量调
查的研究之一，旨在研究如何将 Plan-
etScope传感器数据应用到 Planet公司部
署的 100多颗 Dove小型卫星上，以开展
细颗粒物空气质量评估。Dove卫星结构为
3U配置，即每颗卫星由 3个立方体卫星
组合而成，尺寸为 10×10×30cm。

由于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大型地面空
气质量监测站网络（比如美国环境保护
署的空气质量系统）只提供地面监测点的
特定位置的空气质量信息，所以大气科学
家利用各种卫星数据以填补其监测空白，
并在广阔和连续的空间尺度上监测空气
质量参数。而商业企业一直走在提供高分
辨率卫星图像的前沿。Planet公司是业内

第一家在同一网络中为地球观测的特定
目的发射众多小型卫星的公司，同时还有
许多其他公司已经拥有或正在计划构建
不同用途的小型卫星网络。Planet公司能
够提供每日覆盖大部分地球陆地的高分
辨率监测数据，这是大多数其他商用卫星
所无法做到的，它们的任务是根据用户的
要求专注于地球的特定区域。研究人员指
出，尽管政府卫星也在提供空气质量信
息，但其空间分辨率远不及商业卫星，例
如 NASA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辐射计只
能提供精度低至 250米的各种空气质量
参数，但 PlanetScope的精度可达 3米。因
此，在政府资助研发的卫星具有竞争力之
前，商业卫星数据将在非常广泛的科学应
用中受到高度追捧。

虽然商业卫星优势明显，但研究人
员也发现了使用小型卫星进行大气颗粒
物研究的一些缺点。研究人员称，研究是
对使用商业高分辨率立方体卫星数据的
可行性的初步调查，虽然这些数据显示
了其在空气质量评估应用方面的良好前
景，但如何确保数据一致性是需要考虑
的主要问题，因为数据是由 130多个独
立传感器数据合并而成的。此外，小型卫
星观测地球的波段数量有限，目前商用
卫星传感器仅有 3～4个波段，通常只覆
盖光谱的近红外可见部分。这对于需要
更多电磁波谱覆盖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
个缺点。

研究人员称，目前的工作首先是基
于校准概念确定数据质量，然后则是评
估地理位置的准确性。该研究为上述工
作提供了框架和方法。未来还将进一步
改进利用商业卫星的相关技术并继续
评估数据质量。 （张树良）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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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国生物科技发展到了一个

新阶段，与国际接轨的渠道已经完全打
通。当下，一位科学家想成立一家生物科
技公司，如果只是瞄准国内市场，只怕机
会不大，因为你能做的事情大家都会做，
所以一定要去追求更大、更艰巨的目标。
我希望看到更多创业者瞄准国际市场，
这将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转变，也是一个
值得奋斗的新阶段、新目标。

《中国科学报》：能否从您的自身经
历出发，谈谈科学家创业需要克服哪些
惯性思维。此外，还有哪些建议？

王晓东：创业和科研有很大不同。科
学家发文章就像射箭一样，箭射到哪里，
就在哪儿画一个靶子。而创业是要先有
一个靶子，然后努力把箭射向靶心。二者
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一旦箭已离弦，
科学家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就很少了。

从科学家角度来讲，如何摆正自己

的位置、摈弃对成果转化不切实际的期
待，如何与企业家形成良性互动，都是很
重要的课题。

我第一次创业就失败了。那时我单
纯地觉得自己的发现有应用价值，却不
了解企业的运行规律。那次失败对我来
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当我创建
百济神州时，就建立了一个非常扎实、明
确的目标，每个阶段都能拿出具有时效
性的成果。这样企业就一步步做起来了。

王晓东：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他告诉记者，在实验室里，规模还比较小，平
均 1 小时能合成出的淀粉只有几克，但是按照目
前的技术参数，在能量供给充足的条件下，1 立方
米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 5 亩土地玉米
种植的淀粉平均年产量，这为淀粉生产的车间制
造提供了可能。
“如果人工合成淀粉示范可以达到理论能量转

换效率的 80%，那么 10度电大约可以合成 1千克淀
粉。”马延和说。

同时，蔡韬也直言，产业化应用还有很大挑
战。一方面，在工程生物学基础理论和工程设计方
面还有问题要解决；另一方面，就经济性而言，从
控制过程成本初步计算，只有二氧化碳到淀粉合
成的电能利用效率再提高数倍，淀粉合成的碳素
转化速率再提高数十倍，才能与农业种植竞争。因
此，实现工业化生产，还需解决诸多的科技难题。

五问：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我们做的是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目前取得
的只是阶段性进展，后面还面临着很多难题。”蔡
韬表示，科研团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即从理解细
胞的基础代谢原理到设计细胞外生物化学反应途
径。接下来，他们还要建立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可
控网络和生态系统，并尝试在细胞内实现淀粉的
人工合成。

产业化也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计划在未来
5至 10年内，建立工业示范，以工业尾气为原料，利
用光伏等可再生电源分解水提供氢气，在化学反应
器中进行二氧化碳高效还原，在生物反应装置中合
成淀粉。”马延和说。

此外，蔡韬表示，目前研究团队规模尚小，希望
与相关研究所、大学和企业等创新力量加强合作，推
进人工合成淀粉工程化进程。
“中国科学院将集成相关科技力量，一如既往

地支持该项研究深入推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表示，后续研究团队还需要
尽快实现从“0 到 1”到“1 到 10”的突破和“10 到
100”的突破，最终真正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
问题。

凭“空”造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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