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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
实验室

□ 本报记者 叶 真

痛哭时会涕泗横流，感动时会流下泪
水，打哈欠时也会不自觉流出眼泪，眼睛里
进了异物也会流出眼泪⋯⋯一般情况下，
人的每只眼睛里含有 7 微升左右的泪水，
相当于一滴水的十分之一。这一点微不足
道的液体，对人类来说却至关重要。本期

“好奇心实验室”，《科技周刊》记者邀请南
医大二附院眼科主任张晓俊，讲述眼泪的
秘密。

在 人 的 眼 眶 外 上 方 额 骨 的 泪 腺 窝
内，藏着分泌眼泪的器官——泪腺。泪
腺由细管状腺和导管组成，分为上下两
个部分：上部为眶部，也叫上泪腺，较大，
形态很像杏仁，大约 12mm×20mm。下
部 为 睑 部 ，也 叫 下 泪 腺 ，较 小 。 泪 腺 有
10-12 条排泄管，泪液产生后，就由这些
排泄管排出。

张晓俊介绍，眼泪是一种弱酸性的透
明的无色液体，其组成中绝大部分是水

（98.2%），并含有少量无机盐、蛋白质、溶
菌酶、免疫球蛋白 A、补体系统等其他物
质。通常眼泪也可以通过鼻泪管进入鼻
腔。“当泪腺分泌眼泪后，我们会感觉到眼

睛更清爽，但我们感觉不到的是，眼泪还有
抗菌的作用，并为眼球表面的细胞和组织
提供营养。”

眼泪和尿液、鼻涕一样，属于人体分泌
物。因为其中含有少量最初存在于血液中
的各种化学物质，眼泪也是可用于检测疾病
的标志物。张晓俊举例说明：“比如，通过眼
泪中的葡萄糖含量可以指示是否患有糖尿

病，眼泪中的一些酶能指示肝脏的隐疾，眼
泪甚至可以用来检测某些病毒抗体。”

作为一种健康指示物，眼泪的应用潜力
并不止步于检测疾病标志物。据国外媒体
报道，近日有研究人员成功开发出了一款智
能隐形眼镜，可用于连续监测葡萄糖和治疗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在不久的将来，该产
品有望投入商业使用。

回到眼泪本身，如果一个人的眼泪过
多或过少，都是不正常的表现。张晓俊告
诉记者，当人的情绪无变化或外界环境正
常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总是“眼泪汪汪”，则
可能预示着某些眼部疾病。比如说见风流
泪或受到寒冷的刺激流泪，往往是由于泪
道阻塞引起的，发生这样的情况时，需要前
往医院治疗。此外，角膜发炎等病症也会
引发眼泪过多。

与泪水过多相对应的是比较常见的干
眼症。张晓俊介绍，内分泌代谢紊乱、佩戴
隐形眼睛时间过长都可能引发干眼症。而
一些刚做过激光手术的人也可能出现干眼
症，此类情况经过治疗可有效缓解。

“不过，对于很多眼睛离不开电子产品
的年轻人来说，也会常常觉得眼睛干，这是
因为集中注意力看电子屏幕可能造成眨眼
睛的次数减少，此时的眼泪也会蒸发，引起
一些不适的症状。”张晓俊特别提醒，在使用
电子产品时，一定要做到劳逸结合，看一段
时间就要休息一会儿。

那么，如果有一天，当人类失去眼泪
会怎么样？张晓俊表示，从目前的医疗手
段来看，这个时候，人的视觉可能就不复
存在了。

7微升的眼泪 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

本报讯 （记者 王拓） 近日，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陈宇岳教授科研团队经多年科研攻关，成功开发了长效抗病毒
抗菌纺织品，并已实现产业化生产。

天然纤维纺织面料的高效且长效抗菌抗病毒一直是业界难
题，陈宇岳教授团队近二十年来持续从事抗菌纺织品的研发，尤
其对纳米银用于纺织品抗菌有着深入研究。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出现后，陈宇岳教授根据纳米银具有高效抗菌功能的启发，
迅速着手将抗菌纺织面料技术应用于民用抗病毒产品的开发。
去年3月疫情期间，陈宇岳教授和张德锁副教授征得学校同意，
进入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抗病毒抗菌纺织品的试验工
作，经两个多月攻关完成小样生产。5月，产品在江苏五龙针织
有限公司成功进行了试生产，目前已顺利实现了高效抗病毒抗
菌纺织品的产业化生产。

据陈宇岳教授介绍，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抗菌整理技术，
虽然可以有效实现天然纤维的抗菌，但其主体技术主要局限于
对纤维材料表面加工来实现，很难达到功能的长效性，在耐洗牢
度上存在不足。而此次最新的科研成果采用了最先进的纳米银
组装技术，通过银离子向纤维内部的定向渗透，再进行原位还
原，实现了在纤维内部的纳米银组装，从而有效解决了耐洗牢度
这一难题，并实现了高效抗病毒抗菌功能。这项技术适用于棉
质、毛质、真丝、化纤等多种材质纺织品，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口
罩、围巾、内衣及家纺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此次研发的抗病毒抗菌纺织品经国家权威机构测试，产品
对 H1N1、H3N2 等各类病毒的灭活率在 99.7%以上，对白色念
珠球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的抗菌率均达到
99%以上，并且这种新开发生产的全棉针织抗病毒抗菌纺织品
具有持久耐洗性。该纺织品在自然条件下放置 4 个月，再次经
第三方权威测试机构专业标准洗涤50次后，其抗菌效果依旧在
99%以上，充分证明了抗病毒抗菌的显著效果，有效解决了面料
抗病毒抗菌的长效性难题。

苏大教授研发
长效抗病毒纺织品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6G、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

信息通信技术快速迭代，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下一代通

信技术将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智能社会”究竟有多美好？无限想象背后，也留

给了我们一步步接近梦想社会的可能。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前

沿

本报讯 （记者 蔡姝雯） 近日，国际知名科学杂志《自然》子
刊《自然通讯》在线刊文显示，中国科学家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奶
牛研究中心、江苏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等多家单位，成功破译了

“德州驴”基因组，获得国际首个组装到染色体水平的家驴基因
组参考图谱，研究成果为马属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及家驴
基因组育种和遗传改良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驴产业是我国畜牧业中的特色产业，且在世界上具有领先
优势。作为名贵中药材“阿胶”的重要原料供体，驴在我国畜牧
业中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份。

作为中国五大优良驴种之一，德州驴个体大、皮厚、出胶率
高，是熬制阿胶的上等原料，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为挖掘优良品种“德州驴”的遗传资源，进一步提升遗
传资源利用水平，山东省农科院、江苏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
等在 2014 年年底联合发起了“德州驴基因组开发及其产业
化应用”项目，经过 5 年多不懈攻关，采集了四大洲、涵盖世
界上近 1/6 地方驴品种样品；综合应用二代测序、三代测序
和染色体构象捕获技术(Hi-C)，最终成功构建了德州驴染
色体水平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图谱。该参考基因组用到了
二 代 测 序（Hiseq sequencing）、三 代 测 序 (PacBio se-
quencing)和染色体构象捕获技术(Hi-C)，其 Scaffold N50
达到 93.37 Mb，是目前奇蹄目马属动物中连续性最好的参
考 基 因 组 。 该 研 究 成 果 日 前 在 线 发 表 在 世 界 著 名 杂 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为驴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
及基因组育种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据了解，通过系统进化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现代
家驴至少在 6000 年前拥有共同祖先，种群遗传关系分析表明
热带非洲家驴群体与非洲野驴关系更紧密，埃及家驴群体次
之，表明家驴可能最早驯化于热带非洲，随后通过埃及扩散到
欧洲、中亚及东亚。进一步研究发现家驴在驯化早期具有与
非洲野驴相似的种群变化历史，而家驴在从非洲野驴中分离
出来后，不同群体间仍然具有高度相似的种群演化历史，说明
家驴的起源比较单一。

父系和母系遗传物质对于群体演化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
值，对比分析发现驴父系和母系种群演化间存在很大差异，母系
遗传物质中除了索马里野驴成分外还可能存在努比亚野驴成
分，父系遗传物质在驯化过程中可能受到人类喜好的影响只来
自于少数几个雄性个体，显示家驴驯化过程中存在严重性别偏
倚现象。上述成果的取得为我国驴高效繁育体系及高效育种体
系建设奠定了分子基础。

毛色为家畜重要的生产性状，黑毛色多受大众喜爱。中
医上也素有黑色入肾经的说法，乌鸡白凤丸、黑猪肉、黑驴皮
制作的高档阿胶等均为国人喜爱的药品和食品。和众多驯
化的家畜一样，与野生祖先相比，现代家驴展现出多个毛色
及花纹。我国大型优良驴品种多为深毛色，小型驴品种多为
浅毛色，现存的藏野驴、蒙古野驴及索马里野驴三个野驴主
要为灰褐色、棕褐色，其背后的分子机制对于优良驴品种培
育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毛色驴群体 SNP 单倍型网络对比分
析表明：深毛色驴由浅毛色驴驯化而来，黑毛色可能是二次
驯化的结果。

本研究结果不仅为马属动物的起源驯化研究提供了新观
点，也为优良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家驴遗传改良和基因组选择
育种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未来在国内外率先定向培育出皮厚
肉多黑驴新品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学家破译“德州驴”基因组

家驴祖先或来自非洲

□ 本报记者 葛灵丹
本报见习记者 蒋明睿
通讯员 尤萱

4G、5G、6G⋯⋯
一体化感知网络来了

“4G 之前，通信研究都是移动互联网
的问题，移动过程中依然可以上网、打电
话；5G将移动互联网的场景扩展到万物互
联，同时发展物联网；6G将在5G基础上不
断深化移动互联网、扩展万物网联的范围，
并且最终和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
现万物智联。”2020 年全国通信理论与技
术学术会议暨通信领域创新发展论坛上，
东南大学教授王承祥这样描绘 6G 愿景：
全覆盖、全频谱、全应用、强安全。

王承祥坦言，“应用需求驱动技术需
求，从传输速率的角度，6G可能在5G的基
础上继续提高数十倍，达到 Tbps 的超高
传输速率。为了实现全球深度覆盖，地面
移动通信网络将会和卫星通信网络、无人
机网络、海洋通信网络，甚至是水下通信网
络、光通信网络深度融合。”

深度融合让 6G 信道在典型的频段、
典型的场景呈现出新的特性，这同时也牵
扯到 6G 共性理论技术和系统融合共建，
对信道模型的精确性、普适度、复杂度都提
出更高的要求。

为此，王承祥团队提出基于AI的预测
信道建模。“传统信道测量和建模存在的问
题是，一旦出现新的频段、新的场景和新的
技术，就会有新的特性，我们就要把流程重
走一遍，成本高昂且费时费力。基于AI预
测信道建模，未来可以在构建数据库的前
提下，看是否有可能预测未知频段、未知场
景的信道特性。”

浙江省信息处理和通信网络重点实验
室主任、浙江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系主任
张朝阳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未来网络

要智能协同融合，必须实现高效分布式的
数据融集、群智式的协同学习、云边端一体
化的算法部署，才能实现未来的智慧应
用。“我们要借着 6G 新的发展方向——全
球一体化感知与通信网络，实现泛在智能
感知，把现在的网络升级为感知网络，实现
一体化的感知和通信。”

盲人佩戴指环，
就能“指哪儿读哪儿”

物联网发展潮头已至，我们正大步迈进
万物互联的智能社会时代。据中国通信学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延川介绍，预计到
2025年，全球物联网总人均数超过240亿。
中国电子学会党委书记兼副秘书长张宏图
也表示，伴随着5G商用进程的加快，物联网
已由碎片化应用进入到跨界融合集成创新
的新阶段。新产品、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涌
现，物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核心。

不可否认，物联网已经成为整个社会
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要对此保持清醒的
认识。不久前，2020全国物联网技术与应
用大会在南京开幕，在会上，中国通信学会
物联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通
信分会主任委员朱洪波告诉《科技周刊》记
者，虽然网络发展到现在已经趋于成熟，基
本能满足人们无处不在的信息传输和交互
的需求，但当网络连接到万物的时候，如何
按需互联，还要进一步探索。

盲人如何顺畅阅读呢？佩戴一个指
环，随手指到哪个词就读这个词，甚至还有
翻译功能。这不是一个空想，万物智能互
联时代正在让视频识别成为消费者应用里
的重要场景。

不仅如此，5G推动物联网发展到智联
网，并且跟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无
缝融合，提升了物联网的作用和价值，开拓
了各类新的运用场景。此外，物联网也正在
成为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工业互联网成

为互联网的新主场，如何推动工业互联网建
设成为众多专家学者关心的议题。

“目前我们国家企业上‘云’的比例并不
高，只有40%左右，而欧洲是70%多，美国则
是80%。这个技术不解决，会影响我们工业
物联网的发展。”刘韵洁院士坦言，目前我国
上“云”的环境尚需优化，不同公司各朵云之
间相互割裂，难以实现数据共享，未来，要探
索多云互连、云网一体。而且我国企业发展
水平差异大，如何根据企业不同水平，定制
化解决问题，仍存在空白。

“很多企业已经能实现完全自动化生
产，但企业的内部网架构却是比较隔离的
网，IT 一个网，OT 一个网，各种网之间都
是隔离的，应用的语义没有统一标准。”刘
韵洁认为，这需要采用新型技术优化现有
生产系统，实现工厂管理控制系统扁平化，
支持柔性灵活调整。例如利用工业无线、
5G等技术建设工厂内部无线网络，实现生
产环节网络全覆盖。支持更灵活的生产线
动态重构。实现 OT 与 IT 的融合，实现工
厂内人员、设备、物料、产品各生产要素的
互联，为工厂实现个性化生产、柔性制造、
协同制造以及安全巡检、设备监测、视频监
控等业务应用提供基础网络支撑。

能感知、能计算，
“万物互联”有多智能？

“目前来看，物联网发展的关键是要将
网络应用覆盖到非智能终端，让它们能够
进行交互，现在很多技术还存在碎片化的
特征，未来要解决系统集成的问题，连接的
系统和环境必须智能化，人工智能、区块
链、边缘计算、工业互联网、5G，都在为未
来的智能化发展提供加速度。”朱洪波说。

中国工程院于全院士总结未来网络发
展：万物互联，千亿万亿量级的终端将会接
入；网络业务模型转向海量传感数据采集
处理；网络结构不再局限于地面网络覆盖，
天空地一体化的异构组网将成为主流。

5G有高带宽、低时延等特点，但是5G
本身的网络安全也需要多重措施来保障。
对多物联网节点的数据时空同步、云边端
计算协同、数据融合与可视化、隐私保护与
数据安全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IP 网的同质化使得网络空间的对抗
手段可以无所不用，严重危及国际政治、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主权及安全。中
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认为：“改变网络发展
范式，也就是方法论的变更是国家网络空
间安全的战略需求，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
要尽快形成双循环战略格局下的网络发展
新范式。”

在邬江兴看来，网络从单一承载结构
向多元承载结构的转变，是网络与垂直行
业应用需求深度融合发展的时代定位要
求。“强烈呼唤满足垂直行业个性化需求的
多元网络融合发展范式，特别是所谓的数
字经济时代。”

如何打造“万物互联”的“智能社会”？
张朝阳表示：“感知、通信、计算协同融合，
是大势所趋。未来网络的核心目标是要提
供智能的服务，提供智能、高效、敏捷、安
全、可靠的端到端一体化的集成服务，比如
说，互联网需要提供一体化的感知、通信服
务；城市大脑提供的是一体化的感知、通信
与计算的服务。未来网络感知、通信、计算
能力是逐步集成在一起的，不管是终端还
是路由，会慢慢把很多能力集成在一起，形
成超级融合的节点。”

张朝阳举例说：“网络不仅是数据管
道，它是数据生产、运输、加工和利用的一
体化机器。我们过去一直把数据当作网络
的原料，但数据更是网络当中流动的血液，
数据本身携带很多的知识，当流经每个节
点的时候，它将会使得这个节点的感知、通
信和计算能力增强和升级，从而促使网络
不断更新和持续演进。”

“现在的网络需要把物理世界和虚
拟世界，甚至是虚拟世界之间联结在一
起。无论是工业互联网，还是物联网等
各种形形色色的网络，这样的网络出来
后，我们都要用可支持的方式。”邬江兴
院士补充道，这种方式将不再有天基地
基、移动固定、动态静态、陆上水下网络
的形态区分，多元化网络的共存共生的
环境方能最大程度释放网络技术体制与
应用服务的创新活力。

“万物互联”的“智能社会”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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