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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中，地球像宇宙飞船一样

在太空中“四处流浪”。而

现实中，与太阳类似的恒

星不仅会在本星系内运

动，甚至会从一个星系“流

浪”到另外一个星系——

这是怎么一回事？经济日

报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日前，国际科学期刊 《自然·天
文》 在线发布我国天文学家主导的一项
重大发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赵刚
研究员领导的中日合作研究团队证实了
银河系内一颗重元素 （包括银、铕、
金、铀等） 含量超高的恒星来自被银河
系瓦解的矮星系。

论文作者、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李海
宁表示，银河系周围约有50多个矮星系，
均受到银河系强大的引力，甚至被银河系

“吞并”，从而在银河系中留下大量星际
“移民”。一旦这些移民恒星久居于银河
系，便很难将它们与银河系的土著恒星区
分开。而此次发现，为银河系并合事件提
供了确切可靠的化学证据，为识别银河系
中的“外来移民”提供了新的线索。

元素：恒星的DNA

自然界的万物，大到宇宙中的恒星，
小到地面上的蚂蚁均由化学元素周期表
中的化学元素所组成。然而，这些元素从
何而来呢？

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化学元素
合成理论是这样描述的：宇宙诞生之初，
大爆炸产生了大量的氢、氦和极其微量的
锂。随后，这波大爆炸物质开始冷却，直到
2亿年后，宇宙中才出现了第一代恒星。

具体而言，恒星的核心就像化学元素
的“炼金炉”，恒星可以在其中逐渐炼成各
种化学元素。其中，比氦重的元素都被天
文学家称为“金属”元素。当这些恒星以
极其壮烈的方式——超新星爆炸结束生
命之时，其制造的金属元素将被播散到星
际之中，为后代恒星的产生提供原料。

宇宙中，比铁重的元素主要是通过原
子核与中子撞击产生。如果被原子核所
捕获的中子速率比中子衰变的速率快，该
过程产生的元素就被称为快中子俘获过
程元素。像人们熟知的贵金属黄金，制造
原子弹所用的铀，在地壳中含量仅有
0.000106%并被称为最稀有元素的铕，都
属于比铁重的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我
们可以简单地把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称
为“重金属”元素。

天文学家发现，恒星很大程度上保留
了它诞生时所处环境的化学成分，因此无
论长大后的恒星何去何从，它们身上携带
的化学成分就像生命密码 DNA 一样，能
够成为天文学家揭秘恒星起源的重要
线索。

然而，星星离我们如此遥远，星光又
如此微弱，天文学家如何获知这些星星的
奥秘呢？

这要感谢19世纪的德国光学仪器师
夫琅和费（J.Fraunhofer）第一次发现了
太阳光谱。利用太阳光谱，可以探测太阳
大气的化学成分、温度、压力、运动、结构
模型以及形形色色活动现象的产生机制
与演变规律，可以认证辐射谱线和确认各
种元素的丰度。

光谱的发现，真正开启了人类探索恒
星内部化学组成的大门。恒星光谱就像
恒星的指纹，天文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恒星
的光谱测量其温度和光度，推断出它的大
小、年龄、化学成分，甚至可以重现这颗恒
星的“星路”历程。

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天文
望远镜是由中国天文学家自主研制的郭
守敬望远镜（LAMOST）。它巡天7年，获
取了 1125 万条光谱。这些星光里的“彩
虹”为天文学家探索银河系的形成与演
化，以及星系物理等前沿科学的种种奥秘
提供了最有力的数据支持。

重元素超高：露出马脚

那么，银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
天文界更倾向的理论认为：宇宙初始

有很多小分子云，这些分子云各自形成很
小的包含恒星和气体的矮星系。所谓矮
星系，就是拥有恒星数量较少，且总体质
量较小的星系。然后，这些矮星系不断碰

撞合并形成更大的星系，也就是银河系的
雏形。最后，这个初始的银河系不断“吞
噬”附近的矮星系，最终形成了现在规模
的银河系。

长久以来，天文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
矮星系被银河系“吞噬”的证据，以获知银
河系中现有恒星到底哪些是原有的“土著
居民”，哪些是来自于近邻矮星系的“外来
移民”，从而推动银河系形成与演化的
研究。

论文第一作者、国家天文台邢千帆博
士介绍说，依托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LAMOST 的光谱数据，研究团队在银晕

（银河系外围由稀疏分布的恒星和星际物
质组成的球状区域叫银晕）中发现了一颗
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含量超高的重金属
恒星。这颗恒星的铕相对于铁的比率是
太阳的 10 倍之多，大大超出了同类恒星
的平均值。它携带了大量包括金元素在
内的重元素，堪称银河系的一个“金库”。

目前，天文学家在银晕中仅发现了30
余颗该类恒星，如此稀有的恒星引起了天
文学家的强烈好奇：这些恒星到底来自哪
里？它们是银河系里的“原始居民”，还是
来自近邻矮星系的“外来移民”？

一系列的问题推动着天文学家继续前
行。而要为恒星寻宗问祖，仍需从星星们
的DNA——化学元素的组成开始研究。

DNA鉴定：揭示真实身份

被银河系吞噬的矮星系与目前幸存

的矮星系具有相近的质量，因此，它们
拥有的成员星也具有相似的化学特征。
通过研究银河系附近矮星系成员星的化
学组成，天文学家便可获知矮星系家族
里恒星的化学特征，从而像做DNA鉴定
一样，把银河系内来自矮星系的恒星筛
选出来。

研究人员发现，在银河系近邻矮星
系的成员星中，α元素（镁、硅、钙和钛
等） 的含量明显低于银晕内恒星的平均
值。基于此，目前“α元素含量低”的特
征就如同一条DNA生命密码，成为筛选
银河系中外来“移民”的有效证据，帮
助天文学家找出银晕中最初来自于矮星
系的恒星。

根据这个线索，邢千帆等人对这位
身份可疑、重金属元素含量超高的恒星
开展了 α 元素含量的 DNA 鉴定。经测
量，这颗恒星的α元素含量异常低，仅
为同类恒星的五分之一——而具有类似
化学成分的恒星在银河系近邻矮星系
中却普遍存在。因此，初步断定这颗银
晕中的恒星是“外来人员”，极可能是银
河系并合矮星系时带来的“移民”。

为进一步证实这颗恒星的真实身份，
我国天文学家借助日本的 8 米光学望远
镜开展了高分辨率光谱观测，确定了该星
更加精细的化学成分，获取了其 24 种元
素的含量，并分别与矮星系恒星和银晕场
星进行了细致比较，对比发现这颗恒星的
化学成分与矮星系恒星高度吻合，明显不
同于银河系的银晕场族恒星。

通过以上的DNA亲子鉴定，这颗奇
特恒星的“身世”和“家族史”终于浮
出水面——它果然是来自于被银河系瓦
解的矮星系。

这让人不禁感叹，宇宙的星空舞台
上，原来也上演过如此精彩的故事：这颗
恒星起初居住的矮星系“国度”实在没办
法与银河系这个强大的“国度”势均力敌，
最终在不断撕扯挣扎中被银河系征服吞
噬，矮星系“王国”携带包括这颗星在内的
恒星成员一起投奔了银河系。于是，才有
了今天天文学家帮它寻宗问祖揭秘身世
的杰作。这颗恒星的发现及其“身世”的
揭秘，也为银河系并合事件提供了确切可
靠的化学证据。

“科学的美妙在于，即便我们当时看
不到它，但人类的智慧却能让我们在千
万年之后预见它、证实它，重现宇宙星
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李海宁说。

我国科学家揭示星系合并演化新证据——

首颗银河系“外来移民”现真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长江鲟的全人工繁殖获得成功”。
日前，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传出喜
讯。这是三峡集团继2009年首次实现中
华鲟全人工繁殖成功后，在长江珍稀鱼
类保护进程中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长江鲟又名沙腊子、达氏鲟，主要
分布于长江上游干流及其各大支流中，
为我国特有的淡水定居型鱼类，是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人类活动影
响，从20世纪后期开始，长江鲟自然种

群资源规模急剧缩小，至2000年左右自
然繁殖活动停止，自然种群已无法自我
维持，面临野外绝迹风险。2010年，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其升级为极
危级（GR）保护物种。

当前，长江鲟已成为长江鱼类资源
保护的旗舰物种之一，其物种保护工作
已成为长江生态系统修复、共抓长江大
保护的重要工作。2018 年5月份，农业
农村部印发了 《长江鲟 （达氏鲟） 拯救
行动计划 （2018-2035)》，指导开展长
江鲟资源恢复和自然种群重建工作。而
实现大规模的长江鲟人工繁殖和增殖放
流被认为是恢复野生资源数量、实现自
然种群重建的主要手段。

自2011年起，三峡集团开始启动长
江鲟全人工繁殖技术研究，组织人员进

行重点技术攻关，成功建立了长江鲟的
人工养殖模式，并通过建立营养强化和
温度刺激为主的生殖调控体系，促使其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性腺发育成熟。2019
年 4 月份，中华鲟研究所在宜昌黄柏河
基地分 3 批次利用人工技术收获受精卵
33 万余粒，成功孵化长江鲟仔鱼 5 万
余尾。

目前，长江水系中有 3 种鱼类被列
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除白鲟
因多年未发现野生资源而无法开展保护
研究外，三峡集团在中华鲟和长江鲟的
人工繁殖上均取得成功。长江鲟全人工
繁殖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迁地保护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对长江珍稀濒危鱼类的
保护具有技术借鉴和示范作用，对濒危
鱼类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珍稀鱼类保护再获重大突破

长 江 鲟 实 现 全 人 工 繁 殖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何 英

人类与肿瘤的抗争史已逾百年。面对无比“狡猾”
的对手，陷入苦战的人类仅取得过两次阶段性突破
——化疗放疗与靶向治疗。其中，化疗放疗是针对肿
瘤分化分裂；而靶向治疗针对的是基因突变。如今，随
着“抑制负面免疫调节的癌症疗法”问世，肿瘤免疫治
疗时代正在到来。

“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希望，但谈到‘攻克肿瘤’还为
时尚早。”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研究
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生导师马瑜婷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CAR-T疗法（嵌合抗原受体T细
胞免疫疗法）用于血液肿瘤治疗取得了可喜进展，却对
大多数实体肿瘤束手无策。以PD-1单抗为代表的免
疫检查点疗法取得了概念性突破，但缺乏精准廉价的
伴随诊断指标。此外，如何应对免疫治疗的毒副作用，
也是我们面临的全新挑战。”

目前，肿瘤免疫治疗尚存在3大瓶颈：肿瘤免疫原
性（能引起免疫应答的性能）低下，难以被免疫系统识
别和清除；不同肿瘤类型、患者个体、癌细胞克隆间存
在高度异质性，难以寻找共同靶点以实现异病同治；极
其复杂的肿瘤微环境。

为此，马瑜婷另辟蹊径，选择以“应激”为突破口，
探索攻克肿瘤免疫治疗瓶颈问题的新靶点和策略，发
现有助于精准医疗的生物标志物和伴随诊断指标。她
系统研究了“细胞应激”对肿瘤免疫原性的调控机制，
探寻具有较好普适性的免疫治疗新靶点。所谓“细胞
应激”，是指利用放疗化疗对肿瘤实施“突袭”后，平时
伪装得“岁月静好”的癌细胞会释放“危险信号”从而

“暴露身份”，招致免疫细胞的系统性追捕。
此外，她还特别关注“精神情绪应激”对免疫系统

的重要影响，试图解析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的
交互作用，深入探索精神压力调控抗肿瘤免疫的机制，
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新的可能。

“临床诊断出的肿瘤多数处于中晚期或转移阶段，
单凭免疫治疗可能势单力薄。但如果运用放疗化疗、
靶向治疗等手段协同发力，在减轻肿瘤负荷的同时诱
导肿瘤细胞应激，就能提升免疫治疗的胜算。”马瑜婷
表示，免疫联合疗法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为尽快给癌症患者送上新的福音，她每天都会观
测实验鼠的肿瘤变化以及免疫治疗的效果。“癌症是可
以实现临床治愈的，即使有些肿瘤不能根除，但经过有
效治疗，有望达到‘携癌长期生存’的状态，让患者的生
存质量不断提高。”谈及未来，马瑜婷满怀信心。

“激活”免疫抗癌新思路
本报记者 陈 颐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近日，国家超级计算深圳
中心（简称“深圳超算”）与云天励飞联合发布并启动全
球领先的一站式人工智能赋能平台——AI OS，对数
据管理、数据标注、算法训练以及算法应用进行全流程
管理，打造无门槛AI研发框架，推动人工智能在多产
业的快速落地和规模发展。

深圳超算中心主任冯圣中表示，传统算法研发涉
及数据整合、数据标注和算法部署等重要环节，每个环
节对技术、资金和人力都有着较高要求。而AI OS把
包括数据管理、数据标注、算法训练以及算法应用在内
的算法研发系统进行全流程、一站式管理，将促进算法
在各行业快速、广泛应用。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基石，直接关系到
其场景的应用落地。过去，受算法研发非标准化、研发
周期长以及升级成本高等因素限制，企业对AI只能远
望。如今，AI OS平台可服务于各类有数据、有AI算
法升级需求但缺乏研发能力的用户，如中小创新型企
业、传统工业制造企业以及高校等，将成为深圳乃至全
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冯圣中说。

“我们可以把 AI OS 理解为一个算法工厂，用户
只要提供原料（即数据），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根据自
己所需，打造出相应的产品（即算法），再进行落地应
用。AI OS 将算法的整套研发流程融合到一套应用
系统中，通过AI算法流程标准化，简化算法训练过程
等，让不懂算法的用户也可以较为容易地自主完成算
法研发。”云天励飞首席科学家王孝宇表示，AI OS的
优势是去门槛化，具备数据仓库、数据预标注、模型可
视化、私有部署、闭环训练等特点，流程中的每一步都
为了达到简单、易用、高效率等目的。“例如，作为AI产
业的基础，数据标注目前大多依赖人工识别，耗费大量
人力和时间。而AI OS支持物体跟踪、图像清洗、图
片分类、人脸验证等多种主流标注类型的AI算法预标
注，在此基础上，人工仅需审核和调整部分标注，标注
效率提升10倍以上。”王孝宇表示，系统还支持团队协
作标注和复核，以及标注进度、复核进度、标注速率、合
格率等数据的可视化。

在谈到 AI OS 如何赋能产业时，王孝宇表示，制
造行业面临着大量不同场景、不同配件或产品的缺陷
等困境，使用AI OS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算法的快速迭
代。如果需要新场景的算法，仅需更换数据即可。

5 月起，AI OS 系统已对外开始接受试用申请。
目前，系统已实现试用。据以往常规方式，整个算法研
发周期大概需要2个月时间，而该系统试用显示，这一
研发周期可降至1周。

人工智能赋能平台AI OS发布

AI OS平台发布现场。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新发现的这颗银河系“外来移民”示意图。 （中国国家天文绘制）

郭守敬望远镜上空的银河拱桥。 （资料图片）

正在孵化的长江鲟鱼卵。管 敏摄工作人员在人工催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