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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22 日电(记者郭爽)
美国航天局 22 日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小组
在距离地球约 40 光年外发现围绕单一恒星
运行的 7 颗系外行星。天文学家认为，这一酷
似太阳系的行星系，堪称迄今寻找外星生命
的最佳地点。

“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寻找第二个地球不
是‘能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美国航
天局副局长托马斯·楚比兴在当天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

借助美国航天局“斯皮策”红外探测太空
望远镜，并通过地面观测等方式，一个国际天
文研究小组发现：在距地球约 40 光年的宝瓶
星座，围绕一颗红色超冷矮星 TRAPPIST-
1，运行有 7 颗与地球大小、温度相似的行星。
它们运转轨道与母星接近，接收到的光照与
太阳系金星、火星或地球相似。这些岩态行星
均可能有液态水存在，其中已有 3 颗行星被
确定位于宜居带，是潜在的生命家园。这简直
如同翻版太阳系。7 颗行星相距不远，如果站
在其中一颗行星的表面，就可以欣赏其他行
星的升起和落下。

美国航天局表示，这是迄今在太阳系外
发现的环绕单一恒星运转、宜居带行星数量
最多的一个系统。天文学家指出，这一系统可
能是寻找外星生命的最佳选择。

由美国、比利时、英国等国科学家联合展

开的这一研究当天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
上。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
授萨拉·西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通过这一
发现，我们向寻找宜居世界和外星生命的目
标有了一个巨大加速的飞跃。”

2016 年，比利时和英国等国的研究人员

利用位于智利的大型天文望远镜观测发现，
超冷矮星 TRAPPIST-1每隔一定时间会变
暗，说明有物体在它面向地球一侧经过。通过
计算和分析，研究人员首先找到 3颗行星。

随后，借助“斯皮策”望远镜等设备，天文
学家将发现的行星数量增加到 7颗。此后，科

研人员测算出了行星大小、质量等。基于行星
密度，天文学家认为这些行星为岩态。

TRAPPIST-1 在恒星中被分类为超冷
矮星，是近年来在天文学领域的“明星”，更是
太阳系外搜寻外星生命的热点地区。与太阳
相比，这颗矮星由于温度较低，因此围绕其近
距离运转的行星可能存有液态水。

恒星的表面温度很高，如太阳的表面
温度为 5770 开尔文(约合 5497 摄氏度)。
超冷矮星则是一种表面温度低于 2700 开
尔文(约合 2427 摄氏度)的天体，常见的褐
矮星就是超冷矮星的一种。这些天体的质
量小，自身引力不足以引发核心处的氢元
素发生核聚变。尽管超冷矮星永远无法走
上像太阳一样正常恒星的演化之路，但超
冷矮星也不是行星，仍可以发出光和热，使
得其周围的一小块区域温度适宜。天文学
家预测，超冷矮星可能拥有比普通恒星更
多的类地行星。

此次研究中的 TRAPPIST-1，质量只
有太阳的 8% ，半径为太阳的 12% 。天文学
家最早发现的 3 颗围绕其运转的行星，距
主星的距离都约为日地距离的十分之一，
但都具有几乎和地球相同的质量。

报告主要作者、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米夏埃
尔·吉隆曾指出，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其他生命，
环绕这类矮星的行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起点。

全世界为 40光年外的 7颗星沸腾
新发现 7 颗行星围绕 1 颗恒星，有 3 颗被确定位于宜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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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刘
诗平)男子饮食导致的肥胖
会遗传使下一代肥胖？能否
找到肿瘤免疫治疗新方法使
更多病人受益？自闭症患者
可能的治疗干预方法在哪
里……一些国际科学界的生
命科学难题，经我国科学
家努力，正在取得越来越
多的突破，获得国内外同
行“点赞”。

科技部近日发布 2016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生命科学占了 6 个。它们
分别是：揭示水稻产量性
状杂种优势的分子遗传机
制，提出基于胆固醇代谢
调控的肿瘤免疫治疗新方
法，揭示核糖核酸 (RNA)

剪接的关键分子机制，发
现精子 RNA 可作为记忆载
体将获得性性状跨代遗传，

构建出世界上首个非人灵长
类自闭症模型，揭示胚胎发
育过程中关键信号通路的表
观遗传调控机理。

父亲饮食肥胖

会遗传使下一代肥

胖？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
示，随着生活环境和饮食
结构的改变，高脂饮食导
致的肥胖等代谢性疾病，

可以“记忆”在精子中并
遗传给下一代，导致后代
肥胖。

专家指出，精子介导
的这种获得性遗传机制，
涉及 DNA 序列之外的表
观遗传信息在精子中的存
储和传递。破解这类表观
遗传信息，是这个领域的
一个主要挑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周琪、段恩奎研究组与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翟琦巍合
作，基于高脂肪饮食小鼠
模型，提出精子小核糖核
酸(tsRNAs)是一类新的父
本表观遗传因子，可介导
获得性代谢疾病的跨代遗
传，也即父亲的饮食会实
现获得性代谢紊乱的跨代
遗传。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冰说，这项
研究证实，精子 RNA可作为表观遗传信息的载体介
导了获得性代谢疾病的传递，为研究获得性性状的跨
代遗传现象开拓了全新视角。

这项研究在《科学》杂志发表后获广泛引用，并
引起众多国际媒体关注。

开辟肿瘤免疫治疗新领域

让更多病人受益

专家介绍， T 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治疗，是当
前治疗肿瘤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在临床上已取得巨大
成功，但现有的基于信号转导调控的肿瘤免疫治疗手
段，只对部分病人有效，急需发展新的方法让更多病
人受益。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许
琛琦、李伯良与合作者，从新的角度研究了 T 细胞
的肿瘤免疫应答反应。他们鉴定出胆固醇酯化酶
ACAT1是调控肿瘤免疫应答的代谢检查点，抑制其
活性可以增强 CD8+T细胞的肿瘤杀伤能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徐宁志说，这项

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胆固醇代谢调控的肿瘤免疫治疗
新方法，开辟了肿瘤免疫治疗的一个全新领域。

这项研究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自然》
杂志发表的同行评论称：“这项研究成果可能开发成
抗肿瘤和抗病毒的新药物”。

构建首个非人灵长类自闭症模型

探索自闭症治疗干预方法

自闭症是一类多发于青少年的发育性神经系统疾
病，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治疗及干预方法。
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研究组与

非人灵长类平台孙强团队合作，通过构建携带人类自
闭症基因的转基因猴模型，并对转基因猴进行分子遗
传学与行为学分析，构建了世界上首个非人灵长类自
闭症模型。

北京大学教授王韵表示，近年来，自闭症患病率
逐年升高。作为世界上首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
型，这项成果为深入研究自闭症的病理与探索可能的
治疗干预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界与技术界的巧合预测

本报记者周琳

2月 21日，2017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在中国进行了首
发。这份新鲜出炉的榜单将目标投向了人工
智能领域 3 个，分别为强化学习、自动驾驶汽
车、刷脸支付；医疗领域 3 个，为基因疗法
2 . 0、细胞图谱、治愈瘫痪；消费及安全类 2

个，为 360°自拍和僵尸物联网；以及新材料
领域的太阳能热光伏电池、和下一代实用型
量子计算机。

无 独 有 偶 ，去 年 底 黑 妹 曾 在《自 然
（ Nature）》新闻上看了一篇名为《 2017 年值
得期待的 11 个科学事件》的榜单。更巧的是，
虽然一份来自科学界、一份来自技术界，在 3
个点上却惊人的巧合了。

1 、量子计算：梦想突破平台期，会不会
“嗖”一下到现实

Nature：物理学家希望可以在 2017年看
到量子计算机执行连顶级经典计算机也无法完
成的计算。Google、D-wave和其他一些技术公
司都已加入对量子优势的争夺中，但它们并不
是攀登计算新高峰的唯一选手。微软正在研发
一种雄心勃勃的替代技术——— 拓扑量子计算，
这种技术对材料中类似粒子的物体运动的信息
进行编码，或许比竞争方法更加稳健。微软或许

能在 2017年晚些时候首次成功执行计算。
麻省理工：量子计算机虽然每年都是“十大

突破性技术”的夺标大热门，但每年我们都得
出同样的结论：仍然无法实用。量子比特和量
子计算机多年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纸上谈
兵，存在于论文中，或者在确定其可行的脆弱
的实验中。

但今年，科学家们正在将以前的理论设
计变成现实。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已经研制出
了能完全编程的 5 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以
及包括 10 到 20 个量子比特的测试系统。来
自谷歌的研究团队表示，他们正在冲击建造
49 个量子比特的系统，希望在一年内制造出
来。研究者预计，在 50 个量子比特级别，量子
计算机就能达到“量子霸权”(quantum suprem-
acy)。更大胆的预测是，十年之内，科学家们或
许就会研制出拥有 100万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
算系统！

2 、基因和免疫疗法：起伏间受控的“上帝
之手”

Nature：CAR-T，一种史无前例的癌症免
疫疗法似乎已蓄势待发，将要打入市场。两家制
药公司——— 风筝制药和诺华制药正在加紧申请
这一疗法的许可。CAR-T 疗法需要对患者免
疫系统中的 T细胞进行基因改造，并用它们来
抗击癌症。尽管在一些公司的研究中，这一疗法
的毒性问题导致了病人死亡，但 CAR-T 作为
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的最后手段，仍然有
望在 2017年获批。

麻省理工：美国即将批准首个基因治疗技
术，更多基因疗法正在开发与批准的进程中。

1999年，一名 18岁的肝病患者杰西·基辛格
(Jesse Gelsinger)在一场基因治疗实验中死
亡，从此整个基因疗法领域的发展就开始停
滞不前。但现在，一些关键的难题已经解
决，基因治疗也将迎来曙光。研究人员使用
了更高效的病毒将新的功能基因转运到细
胞中。

在美国，Spark Therapeutics 有望成
为第一家迈入市场的基因疗法新创公司，
该公司开发出针对渐进式失明的基因治疗
方法。还有很多其他正在研究的基因疗法，
正将目光投向血友病的治疗，以及一种称
为表皮溶解水皰症的遗传性皮肤失能症。

3 、太阳能电池：走出实验室、走向产品
化？

Nature：2017 年下半年，价格低、厚
度薄的太阳能电池将拉开市场化进程的帷
幕，开始走出实验室。自 2009 年以来，钙钛
矿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一直在显著提升，
但直到最近，研究者才在克服这一材料的
一些严重缺陷(包括稳定性和毒性)上取得
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推动着电
池生产成本的下降。随着投资 12亿欧元的欧
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在德国汉堡上
线，材料科学领域也会受到提振：这一设备让
研究者得以研究瞬间的化学反应，以及原子
尺度细节下的生物和物理过程。

麻省理工：太阳能电池板覆盖了越来越
多的屋顶，但这些硅片组成的电池组件仍然
笨重、昂贵而且低效。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
一个科学家团队已经制造了一种全新类型的

太阳能设备，利用工程创新和最新的材料科
学进步来捕获更多的太阳能。

该技术的秘诀在于先将太阳光变成热
能，然后将其重新变成光，而且聚集在太阳能
电池可以使用的光谱范围内。虽然许多研究
人员已经在这项被称为是太阳能热光伏的技
术上研发了多年，但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装
置是第一个可以比只使用光伏电池吸收更多
能量的装置，表明该方法可以显着提高效率。

以下为“一颗赛艇”（ exciting）新闻时间：
“比尔·盖茨称人工智能应依法纳税，而

税收将用来培训失业者”：我就想知道一个本
科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的理想薪水是多少，
你们这些资本家给它钱了吗？

“百度或将牵头筹建深度学习技术及应
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同时作为共建单位共同
参与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只要
不送外卖，干什么都好。

“荷兰公司 PAL-V 的飞行汽车 Liberty
正式开放预订”：希望别再是一个遛粉的家
伙。

以下为彩蛋：上述自然文章的其他事件
分别为：气候叵测(如果特朗普承诺的那样从
气候协议中退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
国中国便可能会承担起缓解气候变化的领
导职责)、政治余波(换人后的科研项目如
何布置)、回归(嫦娥五号回归)、内在世界
(人类微生物组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照亮
黑洞(四月的黑洞观测)、蓝色冰洋(全球最
大的海洋保护区将会在 2017 年 12 月进入
保护期)以及第九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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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版太阳系”增加寻找外星生命机会
7 颗与地球类似的行星，环绕在约 40 光年

外的一颗恒星周围，其中 3 颗行星还位于适宜生
命存在的宜居带。这就是美国航天局等机构研究
人员刚刚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被全球媒体
竞相报道的一个大新闻。那这项发现的意义究竟
如何？

“这个‘葫芦娃’行星系的发现，增加了寻找外
星生命的机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行星
科学专家郑永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尽管它有不小的科学意义，美国航天局大张旗
鼓宣传，还是看中了其公众传播价值”。

此外，这一发现在中国天文学家这边则有别
的想象。郑永春说，这可真是应了那首歌“一根藤
上七个瓜”，也许可以戏称它们为“葫芦娃”行星系
统。他说：“此前发现的系外行星大多在一颗恒星
周围发现一颗行星，特别是体积较大的类木行
星，这次在一颗恒星周围发现了多颗类似地球大
小的行星，观测技术上比较难。”

宜居星球会更多

郑永春认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 7 颗行星
中有 3颗居于宜居带。“太阳系里位于宜居带的行星
只有地球和火星，在这个行星系中则有 3 颗行星位
于宜居带，说明太阳系外的宜居行星可能会比之前
预计多，这也增加了寻找外星生命的机会”。

这个行星系中的恒星 TRAPPIST-1 是一
颗红矮星。红矮星是一类质量小、表面温度低、

颜色发红的恒星，质量通常不足太阳的三分之
一。TRAPPIST-1 也被称为超冷矮星。与太
阳这样的恒星相比，它表面的温度更低。因
此，虽然“葫芦娃”行星离它很近，但接受的光
和热比较适中。研究人员估计，这 7 颗行星上
都可能有水，而其中 3 颗行星因处于位置更合
适的宜居带，有水的可能性更高，也因此更有可
能存在生命。

此前，科学界寻找可能存在生命的太阳系
外行星时，通常把目光投向与太阳相似的恒星
及其周围行星。但实际上，红矮星数量更多，它
们占据银河系中恒星数量的约 75%。此次在一
颗红矮星周围找到这么多宜居行星，说明星空
中还有很多地方在过去被忽略了。

美国航天局副局长托马斯·楚比兴显然受到
极大鼓舞。他说：“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寻找第二

个地球不是‘能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

公众传播价值高

不过，熟悉美国航天局的人们都知道，这
个机构科技水平高，搞大新闻的能力也很强。

以寻找类地行星为例，美国航天局最近两年
就多次吊起公众的胃口，比如在 2015 年 7
月宣布发现“开普勒-452b”并以地球“大
表哥”相称 ；在 2016 年 5 月搞起“星海战
术”——— 一次宣布 1 2 8 4 颗行星的存在 ，
其中近 550 颗或是类似地球的岩态行星，
而 9 颗位于宜居带。

凭借发现一个又一个类地行星，美国
航天局一次又一次“上头条”，这是为什么
呢？郑永春认为，这是因为公众关心类地行
星和外星生命的话题，这类成果的公众传播
价值高。“像这次的发现，我觉得科学意义并
非特别重大。因为根据目前的观测，只能证明
这 3 颗行星位于宜居带，不能证明有液态水存
在，更不能推断出有生命”。

“但是一些科学意义非常重大的成果，可
能并不能引起公众的兴趣。有些研究成果虽然
科学价值不高，但公众非常感兴趣，这些话题
有利于科普”。郑永春认为，“美国航天局这种营造
热点事件以推动科普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国内科学
界学习”。

（记者黄堃）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这张美国航天局 2 月 22 日发布的概念图显示的是 7 颗围绕超冷矮星 TRAPPIST-1
运转的行星。 新华社/美联

美国航天局宣布 40 光年外“翻版太阳系”的发现

令整个天文学界为之沸腾。而全球网友也瞬间“嗨”了起

来，有人甚至号召捐助制造飞船。今天的人类无从知晓，

那个尚未被命名的星系是否也有游鱼飞鸟、快乐的山歌

和多情的姑娘。这一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麻省理工学

院行星科学与物理教授萨拉·西格说：“对我们这一代人

来说，那里或许意味着永远的遥不可及。然而，我们仍会

放眼星空，因为存在各种可能的那个世界不仅承载着我

们这一代的无限想象，更将激发年青一代的探索热情。

而他们，终将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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