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周刊 科学研究
2017年12月4日 星期一

07主编:储召生 编辑：樊畅 设计：丁京红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531 邮箱:gaojiao5@edumail.com.cn ·

缺少实验设备，缺少材料，
实验室里几乎是空的，甚至连小
白鼠都没有一只⋯⋯在这样的条
件下，他却在科研上获得了丰硕
成果，在美国 《国立癌症研究院
院刊》 上发表论文，主持和参加
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国家 863
计划、国家973计划等多项科研
工作⋯⋯他，就是河南大学药学
院教授杜钢军。

从无到有，十年艰辛科
研路

“我们做科研，其实是从一
无所有开始的。缺少实验器材，
睡过实验台⋯⋯”2008 年杜钢
军从中科院博士毕业后回到河南
大学。谈起自己科研之路最初的
艰难，杜钢军仍然记忆犹新。

因为研究需要，杜钢军经常
与各大医院里的临床医生合作。
很多医生都略带羡慕地问他，

“杜老师，学校肯定给你们提供
了很多科研资源吧”“你们实验
室 的 条 件 肯 定 比 我 们 好 得 多
吧”⋯⋯其实这其中的艰辛酸楚
只有杜钢军自己明白。

为了解决小白鼠问题，他自
费从北京买来一批实验用的小白
鼠，并和学生们一起饲养小白
鼠。直到现在，为了节省资金，
实验室的小白鼠还是学生们自己
饲养的。

为了给学生们提供做实验的
平台，他带领学生们去北京，借
助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平台做实
验。从中科院返回河南大学时，
中科院资助了他 20 万元的科研
经费，他这才购买了第一批实验
器材。回忆起 17 年前的场景，
一切还恍如昨日。“资金有限，
我们就先挑最紧缺的买，缺培养
细胞就先买高压锅自己培养。”

借助这笔资金，实验室才有
了最基础的设备。“受当时条件
的限制，我和学生们还没有办法
开展实验，只能发表一些理论研
究的论文。那时候条件不好，跟
着我的前几届研究生真的很辛
苦。”回忆起当时艰难的岁月，
杜钢军的表情有些凝重。比起自
己的艰辛，他更心疼的是那些跟
着他的研究生。

为了实验室的建设，杜钢军
多方奔走。他主动联系一些企
业，为他们提供技术层面的帮助
来换取实验设备或资金。在企业
和实验室之间往返的日子持续了
好几年，实验室才慢慢起步。

“杜教授面对当时药学院简
陋的实验条件没有任何埋怨，而
是立足于当时的条件勤恳踏实地
做研究，仪器坏了他就亲自拿着
扳手修，用自己的勤奋弥补设备
上的不足。”药学院副院长谢纳
泽说。

数十年的付出终于换来丰硕
成果。“科研起步时的日子确实
艰难，但是看到研制的药物能减
轻病人的痛苦，辛苦远不如欣慰
来得强烈”。杜钢军这样评价这
17年。

甘于奉献，一片丹心不
为名

如果说对肿瘤药理的兴趣促
使他走上科研之路，他的执着则
让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起初
向期刊投论文时，因为理念缺乏
实验支持，又由于不同于学界的
主流观点等诸多因素，团队的论
文屡屡遭拒。杜钢军印象最深的
是有一篇论文投出去才三天就被
退回来。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
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不断尝
试。那时杜钢军常安慰学生们，

“别人不认可咱们，咱们也得继
续潜心钻研下去，等咱们拿出有
说服力的实验数据和成果，自然
就会得到认可。”

靠着这份执着，凭着越来越
多的实验依据，杜钢军的理念逐
渐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得到越来
越多的支持。仅 2016 年，杜钢
军和他的学生们就在 TOP 期刊
上发表了 3 篇论文；美国加州大
学分校和圣地亚哥大学都特意发
邮件咨询杜钢军制造的小鼠“肺
癌模型”。

虽然拥有让人艳羡的诸多荣
誉，杜钢军的眼里却尽是淡然，

“做科研的人，想让别人认可
你，奉献精神一定要大于经济利
益，不能过分追求名利。虽然我
们的经济条件比上不足，但既已
不愁吃穿，就要有甘于寂寞的奉
献精神，拿出先进的研究成果，
让全人类共同受益”。

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杜钢
军从不“藏着掖着”，所有的实
验数据，完整的实验流程他都毫

无保留地写进论文里，即使有时
候他们的科研成果还未来得及申
请专利，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损
失，但他从不在意，“我们发论
文是要引领大家形成对肿瘤的正
确认识，让同行少走一些弯路，
早日弄清楚肿瘤的发病机制”。

德行兼备，严谨科研也
要“节约科研”

杜钢军的科研团队，自始至
终就只有他和他的研究生们。课
题紧、任务重，他最常待的地方
就是实验室，平时与同事们都很
少照面。对他而言，学生们就是
除了家人外最亲近的人。在学生
们的眼中，他是令他们骄傲的

“学术大牛”，是热心肠的“老中
医”，是慈祥贴心的家人，是做
实验时严格到“强迫症”的杜老
师⋯⋯“跟着杜老师念研究生
后 ， 我 们 生 病 都 不 用 去 医 院
啦！”药学院研究生耿胜男语气
里满是自豪。考上研究生之后的
暑假，耿胜男因为吃冷饮导致了
面瘫，又急又怕的她接到了导师
杜钢军的电话，了解了情况的杜
钢军立即为她开了药方，两个多
月后耿胜男痊愈。“当时我还没
有正式入学，跟老师不熟悉，他
那么忙还一直询问我的病情给我
开药，我感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
好。”导师的关怀让耿胜男记忆
犹新。

每次进行动物的基本操作时
姚静静从不敢大意，因为在实验
中杜钢军对学生们要求十分严
格，“从实验方案的设计到实际
操作，每一步老师都要求细致、
完美”。除此之外，杜钢军还要
求学生们勤俭节约地进行科学研
究，“现在药学科研过程中，化
学原料试剂大量浪费使用，不仅
浪费资金还污染环境。老师一直
要求我们勤俭节约地使用化学原
料试剂，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污
染”。

无数个春夏秋冬过去，杜钢
军还在实验室里带领学生一遍遍
地验证他的实验，记录实验数
据。于他而言，这一方实验室里
自有云白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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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汗可能取代查血验尿，成为诊断疾
病的新方式。近日，华中农业大学刘正飞
教授宣布：首次成功分离汗液外泌体并解
析其蛋白表达谱。该研究提供了汗液外泌
体存在的直接证据，为汗液潜在的生理生
化特性、皮肤免疫系统抵御外界病原体侵
害研究和生物标记物开发奠定了基础。

“验汗”可能取代查血验尿，成为诊断疾
病的新方法。

人体汗液外泌体，多年来因分离鉴定

极为困难，其存在证据一直没有被攻克。
刘正飞课题组研究建立了一套无细胞碎
片、细菌和油脂污染的汗液外泌体分离方
法，并通过进一步质谱分析表明，汗液外
泌体含有 1062 种蛋白质，其中 896 种不
同于血液、尿液和唾液外泌体的蛋白标记
物。同时，多种抗菌肽、免疫相关因子也
在汗液外泌体中高丰度表达。

刘正飞团队正与医院合作开展临床
研究运用，让“验汗断病”早日成为现实。

华中农业大学

“验汗”可能取代验血

人类有可能在月球工作和生活吗？由重庆大学牵头设
计，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深空中
心”） 与重庆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生物试验科普载
荷”项目可以看作是人类太空移民的第一步。2018 年年
底，将由我国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送到月球表面。届时，
人类将首次在月球表面开展生物学实验，并有望在月球上
开出第一朵花，该过程将向全球进行直播。

月球上种出第一朵花
——记重庆大学“生物试验科普载荷”项目

通讯员 夏莹

目前已经初步选定马铃薯、拟
南芥、蚕这三位地球“乘客”到月
球，“生物试验科普载荷”总设计
师、深空中心副主任、重庆大学先
进技术研究院院长谢更新教授解释
道 ：“ 这 是 经 过 上 千 次 筛 选 的 结
果。首先从生物自身的条件，选择
的植物和生物要‘个子小’，相对
能耐高温和低温，能抗辐射和抗干
扰，生长周期也不能很长。这次选
择的土豆是特别培育的‘小个子’
品种。拟南芥开花周期短，从发芽
到开花只需 1 个月，是很好的实验
用模式植物，因此把承担在月球开
出第一朵花的任务交给了它。另
外，选择马铃薯也是为人类下一步
的太空生存提供支持，目前国际上
很多国家和研究机构都将马铃薯作
为人类在太空生存的主要食物。而

蚕宝宝比较可爱，生长周期中也有
破茧成蝶这一步骤，有比较好的寓
意，象征着中国在空间探索的进步
创新。”

此次嫦娥四号所抵达的月球背
面距地球 38 万公里，月球表面没有
大气层，处于真空状态，白天最高
温度能达到 100 多摄氏度，夜晚能
低到零下 100 多摄氏度，加上太阳
辐射强、高能粒子冲击、微重力
等，给实验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这个实验项目有两大难题，一
是温度控制，不能过高或过低，必
须做足保温措施；二是能源难题，
罐子需要电，在白天电池会通过总
体太阳能电板自身提供，但晚上因
为没有阳光，就需要自身携带的电
池供给晚上的电量需求。”深空中心
设计师、重庆大学博士张元勋介绍

介绍说。
温控方面，研究人员给“生物

试验科普载荷”穿上了保温服并装
了空调。但这个空调不是普通的空
调，是应用重庆大学在建筑温控上
的优势研制出的新型空调。能源方
面，利用嫦娥四号太阳能电池板整
体供电，夜晚通过高能量密度的内
置电池供电，保证微型生态圈以及
照相机等一些耗电器材的工作。

除了前面两大难题，在实验过
程中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固定种子
和蚕卵，使其在发射过程中不会因
为超重等压力而散落。谢更新表
示，在容器的设计和重量上都经过
反复计算，比如由于土壤太重、利
用效率不高而选择了营养液，种子
和蚕宝宝也通过技术实现了超重情
况下的固定。

“小个子”实现“大跨越”

沙子平时静止不动，却又能做成流动
的沙漏，它是固体还是液体？看似简单的
问题，背后蕴含着复杂的道理。近日，上
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揭示了颗粒物质临界
固体本质，这一成果将对包括地震、泥石
流、山体滑坡研究在内的应用学科研究产
生很大的潜在影响。

上海交大物理与天文学院王宇杰教授
团队通过实验发现，颗粒体系具有和传统
液体完全不同的微观动力学，体现了“热

体系”和“摩擦体系”的本质不同。同时
这种动力学也表现出非常强的普适性，可
以被理解为颗粒体系都遵从的一种新的普
适微观动力学。

此项研究揭示了颗粒物质具有多尺度
现象，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颗粒“固体”成
为一种正好处在液固相边界的临界固体，
通常在重力作用下保持固体状态，一旦受
到微小的外部微扰就会出现结构弛豫，表
现出流体的特性。

上海交通大学

揭示颗粒物质临界固体本质

近日，浙江大学首次实现了室温下基
于胶体量子点的电驱动高纯度单光子源，
为研发实用化、集成化的单光子源开辟出
一条新路。

太阳光、电灯等发出的都是“抱团”
的光子，而单光子源在确定的时间内最多
发射一个光子。研究人员介绍，光子“单
行”，才能实现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
等新一代技术实现所必须依赖的量子效
应。设计制造出可集成化、使用方便的理

想的单光子源一直是科学家们追求的目
标。

研究人员将单个的胶体量子点用绝缘
层包裹起来，这个绝缘层放慢了电子的

“步伐”，同时也阻止了电子与空穴的直接
复合而产生“杂光”。在2.6V电压的驱动
下，单个的胶体量子点成功被激发，屏幕
上看到的针尖大小的亮点，正是胶体量子
点发出的一个个“单行”的光子。

（樊畅 整理）

浙江大学

首次实现室温下电驱动单光子源

太空生命科学研究一直是航天
研 究 的 热 门 领 域 。 20 世 纪 40 年
代，美国将玉米种子发射升空并成
功回收。2016 年，美国宇航员在
NASA 空间站培育了一朵百日菊，
被媒体称为在外太空开放的第一朵
花。

但与去年 NASA 空间站开出的
外太空第一朵花不同，“生物试验科
普载荷”实验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
地位。“我们这次的实验位置距离地
球 38 万公里，与离地 300 多公里的
国际空间站相比要远得多。”谢更新
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国家的这次探
索是人类首次月面生物实验，与美
国、俄罗斯等国家相比，都是领先
的。这次探索也将证明，在国际上
众多国家中，我们国家的空间探索

正在由之前的跟随转换为领先、领
跑的阶段。”

为了最终实现这个项目，重庆
大学航空航天学科的实力和投入发
挥了重要作用。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的深空中心是教育部依托大学建
设的组织、协调高校开展深空探测
领域相关科学研究及工程研发的实
体机构。2013 年 7 月，依托建设单
位由湖南大学变更为重庆大学。同
年 12 月，为了适应国家和西南地区
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重庆大
学充分发挥工程学科的优势，以力
学学科为基础正式成立了航空航天
学院。

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科积极与
学校其他雄厚实力的学科如机械、
材料、动力、电气、电子、土木、

资源环境、生物工程等进行交叉融
合，同时也注重与国内其他知名高
校和企业的密切合作。在“生物试
验科普载荷”项目历时两年多的实
验中，除了牵头的重庆大学外，湖
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等高校和企业也参与
其中，涉及机械、控制、环境、生
物、光学、能源等多学科交叉的多
个研发团队。团队核心的工作人员
有20多个。

谢更新自豪地表示，“生物试验
科普载荷”完全由中国自己设计，
是自己的技术。这个成果是人类的
成果，实验的数据和成果也将向全
世界公开。如果实验成功，它将为
人类开展外星球生存提供技术保障
和奠定基础。

“月面第一朵花”领跑全球

给机器人穿上具备良好柔韧性、高灵
敏度的“电子皮肤”，使机器人像人一样
敏感获知环境信息，并做出相应反应。目
前，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王华涛副教授课题组宣布，“基
于复合材料的高柔性、高灵敏度、可穿戴
的‘电子皮肤’”已具备工业化大量生产
的条件。

柔性电子材料具有高灵敏度、可弯折
等优点。课题组把石墨纳米片加入到弹性

高分子体系里，形成“电子皮肤”，厚度
仅为 40 微米，接近一根头发丝粗细。这
种新型柔性电子皮肤在不同的应力应变条
件下均有良好的响应，在可穿戴电子领域
里将会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为假肢制造、
机器人设计、可穿戴设备等领域搭起了桥
梁。与以往仅局限于实验室研究的电子皮
肤相比，该研究还提供了一种可以大量生
产的工艺，这对于柔性电子器件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灵敏度“电子皮肤”可以量产

科学人物

科研探索

“生物试验科普载荷”
是一个由特殊铝合金材料制
成的类似奶粉罐的“圆桶”，
这个仅重 3 公斤的“圆桶”汇
集了机械、控制、环境、生物、
材料、能源、光学、通信等多
学科的交叉智慧，里面将放
置马铃薯种子、拟南芥种子、
蚕卵、营养液、水、空气以及
照相机和信息传输系统等科
研设备。这项实验极具突破
性，对人类未来在外星球生
存具有重大意义。它的成果
可以为今后建立月球生态基
地积累技术和经验。并将激
发我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
爱国热情，提高环境保护意
识和探索宇宙的热情，并大
大提升我国在深空探测的影
响力。

“生物试验科普载荷”
项目，最初的构想是怎么来
的呢？

在外星球上种植生物是
很多国家都在研究的领域。
中国之前的探索已经实现了
在月球落地，这次试验算是
探索过程的另一个创新。

这个项目真正的源起，
可以追溯到 2015 年。当时
由国防科工局、教育部、中
国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
一个“我心向月”月球探测
载荷创意设计征集活动，首
次面向全国大、中学生和科
技爱好者征集创意设计，突
破性地开放工程资源。活动
评审出的优秀创意将在工程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交给有

资质的企业研制，并由嫦娥
四号及后续月球探测任务搭
载到月面工作。

2016 年 3 月，国防科
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一
行来到重庆大学进行了以

“激发探索热情，鼓励大众
创新”为主题的月球探测载
荷创意设计征集活动，极大
激发了重大师生的探索热
情。由深空中心组织、重庆
大学牵头设计的“生物试验
科普载荷”项目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凭借科普意义突
出、创意新颖、工程可实现
度高等优点，在众多项目中
脱颖而出。

一直以来，人类孜孜不
倦地对月球进行探索。“月
球有很多人类可以利用的资
源，例如矿产资源。但月球
没有大气层，昼夜温差极
大，从零上100多度到零下
100 多度，此外，所有物体
处于微重力状态。”重庆大
学副校长刘汉龙介绍说。

“生物试验科普载荷”
在登陆月球后，将在真空、微
重力、强辐射、极端温差的外
界条件下，使载荷内保持 1
到30摄氏度，以及适当的湿
度，并通过“桶盖”的光导管
导入月球表面自然光线，进
行植物的光合作用，释放出
氧气和碳水化合物。同时，
昆虫卵在孵化发育过程中会
产生植物需要的二氧化碳和
粪便等，以此实现“桶内”
的微型生态循环。

揭开“月面种花”的神秘面纱

显微镜下的蚕卵。 受访者 供图

生 命 科 学 学
院 任 茂 智 教 授

（左） 和项目主任
设计师张元勋在
进行“生物试验
科普载荷”的选
培育。

何晞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