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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作为地球上最

古老的脊椎动物，距今有

1.4亿年的历史，其身上保

留着许多生物进化的痕

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被

誉为“水中大熊猫”。

为拯救这一稀有濒危

物种，我国科学家多年来

努力攻关，终于让“水中大

熊猫”得到有效保护

随着透明水池的闸门拉开，一尾尾健
康的中华鲟顺着滑道而下，消失在长江之
中……近日，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农业农村部长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
和宜昌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 年
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在湖北宜昌市
举办——这是中华鲟研究所成立以来连
续实施的第 61 次中华鲟放流活动，共有
700 尾不同年龄的大规格中华鲟放归长
江，“水中大熊猫”得到了有效保护。

野外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中华鲟是鲟鱼的一种。鲟鱼是一种
非常古老的动物，在距今约1.4亿年的中
生代末期就已出现，曾是恐龙的小伙伴。
据文献记载，在周代中国人就把中华鲟称
为“王鲔鱼”。

中华鲟在淡水鱼类中个体最大、寿命
最长——成鱼可以轻松长到两米多长，体
重达250公斤以上；其寿命比普通鱼类长
很多，与人的正常寿命相差无几。中华鲟
出生在长江，在婴儿时期就顺江而下出海
远行，但在十几岁成年后，它又能准确无
误地在茫茫大海中找到长江口，逆江而上
完成种群代代延续。并且，在1年多长达
3000多公里的跋涉中，它粒食不进，表现
出惊人的耐饥、耐劳以及辨别方向的能
力，其中奥秘仍有待解开。

近几年，中华鲟野外生存状况堪忧。
世界自然基金会河流项目经理程琳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全球的27种鲟鱼中，有23
种濒临灭绝，17 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列为极度濒危，代表着以鲟鱼为
旗舰物种的淡水生态系统在衰退。“这也
在我们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指数报告中得
到印证，2018年的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
统的生命力指数下降82%，是所有生态系
统中下降速率最快的。”

而中华鲟当前的生存危机，主要归因
于人类活动加剧。中华鲟研究所研究员
杜合军表示，乱捕滥捞是影响长江水生动
物生存的主要因素。长江的非法捕捞量
远大于鱼类的正常繁殖数量，中华鲟意外
之死的一大主因便是误捕误捞。长江沿
岸经济发展让水运空前繁荣，密集的航船
也对水生生物生存形成巨大挑战。另外，

长江沿岸人口密集、化工布局密集、农业
发达，导致城市污水、化工废水、化肥农药
残留大量进入长江水体，严重影响水生生
物生存。中华鲟出现的严重性别比例失
调现象，很有可能是受到沿江污染中的激
素影响。

建立全周期保护体系

白鱀豚在 2007 年被宣布功能性灭
绝，成为长江生态的一曲悲歌。其中，乱
捕滥捞、污染、栖息地被破坏、航运伤害等
是造成白鱀豚功能性灭绝的人为因素，让
人们非常担心中华鲟也会步白鱀豚后
尘。除了人为因素之外，白鱀豚数量稀
少，繁殖率低，生长较慢，这些也是导致其
有可能功能性灭绝的自身内在因素。

幸运的是，中华鲟与身为哺乳动物的
白鱀豚不同，其与绝大多数鱼类一样，繁
殖策略是以数量取胜。白鱀豚每胎1仔，
偶有双胞胎；中华鲟则1次产卵可达30万
至130万粒，平均为60万粒。这意味着，
在没有天敌的实验室环境下，可以人工繁
育大量中华鲟。

杜合军表示，30多年来，三峡集团中
华鲟研究所通过系列技术攻关，掌握了中
华鲟全人工繁殖、人工种群遗传谱系构
建、早期性别鉴定、单雌核发育、种质资源
保存等中华鲟物种保护核心技术，建立了
覆盖亲鱼培育、催产繁殖、苗种培育、梯队
建设、增殖放流及效果评估、洄游监测、自
然繁殖监测、栖息地保护等全周期的中华
鲟保护体系。

目前，中华鲟研究所建有年龄结构最
为完备的中华鲟人工种群梯队。为避免
近亲繁殖造成中华鲟人工种群退化，实现
中华鲟的优生优育，中华鲟研究所还建立
了反映中华鲟亲缘关系远近的遗传谱系，
用于指导人工繁殖，有效提升人工繁殖中
华鲟的遗传多样性。此次中华鲟放流群
体就包括了5个年份的梯队，对丰富野生
中华鲟年龄梯队、提升野生群体遗传多样
性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鲟达到性成熟的
时间最小为9至12岁，无明显第二性征，
无法通过外观判断性别，这成为中华鲟人
工种群建设中性别配比和梯队筛选的最

大难题。对此，本次放流的中华鲟中，有
30尾是通过早期性别鉴定技术筛选出来
的全雄性中华鲟，这是对自然条件下中华
鲟性别比例失调情况开展的一次有益科
学尝试。科研人员试图通过人工放流的
方式，来调整自然种群的年龄和性别
结构。

放流后如何长期监测

为长期科学监测放流的中华鲟，科研
人员不仅需要分辨江里、海里的中华鲟是
野生种群还是人工种群，更需要对人工繁
育的中华鲟进行追踪、监测，评估放流效
果，研究中华鲟活动规律。因此，科研人
员会给放流的中华鲟打上追踪标记，以便
追踪、监测。

目前，中华鲟放流标记追踪技术主要
有4种：PIT标记、声呐标记、T型标记以
及DNA标记。

PIT标记为长期有效的身份标记，是
一个植入鱼身体里的芯片，主要起到误捕
鉴定作用。对于误捕的中华鲟，科研人员
会通过一个像读卡器一样的探头扫描，其
身体芯片里所携带的生物信息、放流信息
等数据就可以显示在屏幕上。声呐标记
则植入在中华鲟腹部，当标记鱼游经接收
器接收范围（约1000 米）时，可以自动记
录接收信号时间，从而推测它的洄游过
程。T 型标记上则印有中华鲟研究所的
联系电话和身份编号，便于渔民误捕后根

据此标记简单直接地判断出这是放流的
标记鱼。而DNA标记采取中华鲟少量鳍
条样本，通过 DNA 分子分析技术来建立
中华鲟亲鱼和子代的亲子鉴定信息库。

有了这些技术护航，以后再与放流的
中华鲟见面，科研人员不但能认得出它
们，还能掌握它们的户籍资料、家谱资料。

数据显示，自 1984 年首次实施中华
鲟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研究所已累计向
长江放流各类规格中华鲟 502 万尾以
上。近年来，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融合
声呐标记监测、互联网以及无线传输等多
方面技术，建立了从宜昌至长江口、覆盖
长江中下游近1800公里的放流中华鲟洄
游监测系统。这是目前国内覆盖范围最
广、最全面的鱼类放流效果实时监测与评
价系统。最新监测研究结果显示，最近几
年，放流中华鲟进入河口水域的比例为
53.7%，对中华鲟自然资源的补充发挥了
重要作用。

除中华鲟保护外，三峡集团在长江上
游和金沙江流域还广泛开展了生态保护
工作。截至目前，中华鲟研究所已掌握了
圆口铜鱼、长鳍吻鮈、齐口裂腹鱼等15种
珍稀特有鱼类的驯养及人工繁殖技术，驯
养各种鱼类近百种。其中，长江珍稀特有
鱼类 25 种，累计在金沙江放流珍稀特有
鱼类超过 170 万尾。他们还连续开展了
流域联合生态调度，成功实施后，长江中
游4大家鱼自然繁殖规模持续增加，生态
效益显著。

700尾中华鲟放归长江——

该如何保护“水中大熊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进入21世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压力持续增大。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
洁净能源，以逐步替代现有化石燃料，减
少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实现零
排放的目的。而氢能以其热值高、无污
染、不产生温室气体等独特优势，逐渐引
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氢能是绝对零污染的二次能源。采
用氢能发电，是通过氢和氧元素之间的电
化学反应转化成电能和水，在这个过程中
不排放二氧化碳和氮化合物，没有任何污
染。由于储运方便，氢能可广泛应用于燃
料电池汽车等储能发电领域，也可以通过
直接燃烧氢气用于推进飞机、汽车等交通
运输工具，甚至用来发射火箭，实现对石
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替代。然而，氢
能是一种二次能源。由于氢的化学性质
非常活泼，自然界没有纯氢存在，必须利
用其他能源才能生产。目前，全球95%以
上的氢能来源于化石能源，在生产氢气的
过程中，难免会对环境带来污染。并且，

化石燃料日趋枯竭，需要寻找一种更洁
净、更可持续的一次能源制造氢气。

而核能是低碳、高效的一次能源，其
使用的铀资源可循环再利用。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发展，人们已经掌握了日益先
进、不断成熟的核能技术，成为当前人类
大规模工业制氢的最佳选择。与其他制
氢技术相比，核能制氢具有无温室气体排
放、高效、可实现大规模制氢等诸多优
势。核能与氢能的结合，将使能源生产和
利用的过程基本实现洁净化。目前，核能
制氢主要有电解水制氢与热化学制氢两
种方式。

电解水制氢是利用核电给电解水装
置供电，让水发生电化学反应，分解成氢
气和氧气。电解水制氢是一种较为方便
的氢气制取方法，但制氢效率偏低，如若
采用美国开发的SPE法可将电解效率提升
至90%。以目前大多数核电站的热电转换
效率仅为35%左右计算，这种方式的核能
制氢总效率约为30%。

热化学制氢是将核反应堆与热化学
循环制氢装置耦合，以核反应堆提供的高
温作为热源，使水在800℃至1000℃下催
化热分解，从而制取氢和氧。目前，国际
上公认最具应用前景的催化热分解方式
是由美国开发的硫碘循环，其中的硫循环
从水中分离出氧气，碘循环分离出氢气。
日本、法国、韩国和中国都在开展硫碘循
环的研究。

与电解水制氢相比，热化学制氢效率
较高，高温热化学制氢的总效率预计可达
50%以上，如将热化学制氢与发电相结合,
还能将效率提高到60%。根据热化学制氢
对工作温度的要求，目前全球正在积极研
发的第四代核能系统的高温气冷堆，适于
为热化学制氢过程供热。高温气冷堆被国
际核能界公认为是一种具有良好安全特
性的堆型，堆芯出口温度为 850℃至
1000℃，具有核能制氢的商业应用前景。

目前，我国在高温气冷堆技术领域已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家“863”计划支

持下，我国于2001年建成了10兆瓦高温
气冷实验反应堆，并在2003年达到满功率
运行。而200兆瓦高温气冷堆商业示范电
站建设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预计将于2020年建成投产，将具备核能制
氢条件。

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将
发展氢能产业提升到国家能源战略高
度。有预测表明，2025年全球能源需求
中，可再生能源比重会提升至36%，其中氢
能占11%；205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会提
升至69%，其中氢能占34%。核能制氢最
终实现商业应用将为“氢能时代”的到来
开辟道路。

总之，核能制氢是实现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有效途径，通过核能制氢，有利
于推动我国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为百姓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
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作者石磊系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
研究院工程师，张明系副研究员）

核 能 制 氢 是 怎 么 回 事
石 磊 张 明

等待放流的中华鲟。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中华鲟放流现场。 （资料图片）

“采用松力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制成的可再生
人工韧带，突破了传统生物材料机械强度不足的瓶颈，
完全降解、生理性再生，实现腱骨愈合，已获得科技部

‘十三五’国家重点专项资金支持。”上海松力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莉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上
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生活中，各种意外导致的软组织损伤林林总总，
均需要用材料修补。然而，目前市场上一般采用的
自体材料、异体材料均不理想。自体材料虽然修复
效果好，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也造成了人
体其他部位新的创伤，如果损伤面积过大，取材也是
一大问题。而异体材料包括同种异体、异种材料。
前者来源很紧缺，后者主要是取自动物的相应组织，
生产工艺复杂，难以满足临床需求。最常用的是人
工合成的聚丙烯材料，由于不可降解，植入人体后将
作为异物终身残留体内。

针对这些材料在应用中存在的“痛点”，松力生物
公司历时多年研发，突破性研制出软组织诱导性生物
材料——即无生命的材料，不加任何生长因子，能够诱
导再生有生命的组织器官，可修复机体各部位的软组
织缺损。据了解，这一材料是以纤维蛋白原和聚乳
酸—聚己内酯两种原料共混后，通过静电纺技术，制成
的纤维直径为纳米级的三维网状支架结构材料，可以
仿生人体细胞外基质。该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并于近期获得美国专利授权。

国产生物材料研究获突破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获悉，他
们在业内首次提出虚拟“数字人”创新理念，并与百度、
中国移动联手正式启动“数字人”合作计划。

什么是虚拟“数字人”？浦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虚拟“数字人”是基于 HUI 的新服务模式开发而
成，预计在今年10月份诞生。得益于人工智能、感知
技术、数据驱动等技术创新，他们将着力打造具有智能
感知、智能交互、智能分析等能力的“数字人”，为金融
服务注入新动能。

“数字人”将从声音、外形、语气、语调、表情、动作
等方面进行刻画，用户可自定义交互方式、服务场景，
真正实现金融服务的“千人千面”。具体来看，“数字
人”具备3个特点：一是情感感知。通过人脸表情识别
技术，实时感知用户情绪变化，让交互沟通更自然。二
是拥有海量信息为用户决策提供丰富的资讯依据。基
于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结合金融知识库和
数据训练，帮助用户实现精细化管理个人资产。三是
深度学习。“数字人”通过实施服务，积累服务经验，为
客户规划未来提供支持。该“数字人”将应用于浦发银
行APP、网银以及各类移动终端，还能融入智能家居。

这一 HUI 人性化服务界面是浦发银行继去年推
出API Bank无界开放银行之后，运用智能技术为金
融服务赋予的智能化、人性化新内涵。浦发银行副行
长潘卫东表示：“以客户为中心是银行的服务宗旨，基
于 HUI 加载的新型金融服务将更崇尚自然、主张个
性、追求精准。我们将紧跟智能社会生态发展步伐，与
智能交通、智慧家居、智能医疗等行业加强跨界合作，
增强用户金融服务的获得感。”

据悉，浦发银行已于2018年先后与百度、中国移
动联合成立深度学习和5G金融创新实验室，共同致力
于人工智能与5G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研究。目前，
在智能语音服务、客服人员服务质量调查等方面已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三方将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能力升
级、服务模式创新、服务场景拓展。

比如，浦发银行创新推出的智能语音银行，是业内
首款不需要键盘输入交互的APP，能辨“声”识人，准
确率可达 90%。这得益于采用安全级别更高的声纹
识别技术：一是准确率高，实测验证的误识率仅为
0.1%；二是防伪性强，系统能自动识别本人声音和录
音；三是兼容性好，声纹技术可以与动态密码、人脸识
别等结合使用。

银行“数字人”年内问世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最新研究显示——

结直肠癌患者近亲患癌风险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