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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科技·健康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郭爽)北京
时间 17日凌晨，有关苹果、高通和英特尔的“突
发消息”在技术圈密集刷屏。美股收盘前一小
时，长达两年的苹果、高通诉讼恩怨出人意料地
“戛然而止”。紧接着，英特尔公司当日发表声
明，宣布“退出”在 5G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基
带芯片)领域的角逐。

一夜之间，5G“江湖”突现“变局”。

苹果的“阿喀琉斯之踵”

缺“芯”，堪称苹果在与华为、三星角逐 5G
智能手机市场的“阿喀琉斯之踵”。2019年的世
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安卓系统已秀出多个 5G
商用产品或计划，唯有苹果“按兵不动”。为什
么？与长期以来的芯片供应商高通的争端令苹
果在 5G时代处于被动局面。

在 2016年苹果与高通有关基带芯片的合
作协议到期之前，高通一直是苹果基带芯片的
唯一供应商。2017年 1月，苹果率先对高通提
起法律诉讼，指控后者专利授权方式“垄断”，强
迫客户支付“不公平价格”，而高通则认为，苹果
是“硅谷最大的霸凌者”，忽视了芯片制造商对
智能手机发展的贡献。随后，双方在全球展开超
过 50项司法诉讼。

这场恩怨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挑战
高通最赚钱的商业模式的同时，苹果也面临着
在即将到来的 5G时代“出局”的风险。

为避免“在一棵树上吊死”，苹果试图摆
脱高通，于 2017年开始加大对英特尔基带芯
片的采购力度。不过，新伙伴似乎“不太给
力”，不仅信号质量受到质疑，美国《快公司》
杂志还指出，英特尔如期交付 5G 基带芯片
的能力让苹果“失去信心”。

于是，苹果将目光转向三星，但却遭到
后者婉拒。尽管中国华为近日表示，对苹果
持“开放态度”。但种种原因，双方合作可
能并不大。在近日的华为 2019全球分析师
大会上，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也表示并没有
想把芯片变成独立业务，也没有与苹果做具
体的讨论。其他厂商如联发科，对于苹果产
品的高端定位来说，又有点“跟不上节
奏”。

选择不多，业内人士认为苹果过渡到使
用自研芯片最早也要到 2020年，因此很可能
将付出在 5G第一波浪潮中落伍的代价。

谁是最大赢家？

“你死我活”的博弈，终究不过是为了谈
判桌上更多的筹码。17日两家的联合声明表
示将此前涉及数百亿美元索赔金额的恩怨
“一笔勾销”，根据和解协议，苹果公司将向高
通公司支付一笔款项。此外，两家公司还达成
为期 6年的专利许可协议，自 2019年 4月 1
日起生效，并包括两年的延期选择权。双方还

签订了一份多年芯片供应协议。上述协议涉
及的具体金额并未公布，但业内人士认为光
和解款项一项的金额就不会少。

看上去苹果是“低了头”，但或许“柳暗花
明”。如果再度启用高通基带芯片，苹果可能
早于预期推出 5G手机，好处显而易见。

握手言和消息一出，高通股价随即短
线飙升，创高通 20年来最佳单日表现。次
日，高通股价继续大涨，提振芯片类股票
乃至纳指。大客户回归，不仅让高通成功
化解商业模式是否合法的“致命”质疑，
更有可能让其在基带芯片的优势延续到 5G
时代。

苹果与高通宣布和解几小时后，英特尔
当即宣布“放弃”5G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业
务，将专注于 5G 网络基础设施及数据中心
业务。英特尔在声明中表示，它不预期会在智
能手机领域推出 5G 调制解调器产品，包括
最初计划于 2020年推出的产品。

业内人士认为，英特尔这一决定不失为
明智之举，相较之下，数据中心业务的利润或
许更高。不过，这又是另一片江湖。

新一轮角逐

大浪淘沙，原本“百花齐放”的“朋友圈”
不断变化，如今所剩寥寥。供应商数量锐减，
芯片领域已从曾经的买方市场，演变到如今

的卖方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手机芯片如今主要由高

通、华为海思、三星、紫光展锐、联发科等几家
供应。其中，三星属于自产自销，华为海思也
只供应华为，对其他手机厂商来说，实际上的
供应商其实只有高通、紫光展锐和联发科等
少量几家。

与此前几代通信技术标准要求不同，5G
对数据传输量和传输速率的要求更高，手机
基带芯片技术的研发难度也更为复杂。在
3G、4G时代，高通公司占据大量专利优势，
但 5G 时代来临，其他“玩家”的实力不容小
觑。

今年 1月，华为正式发布首款 7纳米工
艺多模芯片“华为巴龙 5000”，被誉为世界
最快的 5G基带芯片。紧接着，华为又在世界
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了搭载该芯片的 5G折
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在 5G整体商用方面
也获得进展。华为在近日的全球分析师大会
上透露，华为在全球已经签订了 40个 5G商
用合同。

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
公司目前也已拥有一整套 5G 解决方案。据
媒体报道，三星还计划增加 5G 基带芯片的
产量。此外，目前全球第三大移动芯片设计企
业，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紫光展锐也在世界
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了其 5G通信技术平台
和首款 5G基带芯片。

新华社伦敦 4 月 18 日电(记者张家伟)英
国《自然》杂志 17日发表一篇重磅论文说，科研
人员成功在猪脑死亡 4小时后恢复了其脑循环
和部分细胞功能。这项发现为认识大脑乃至治
疗阿尔茨海默病、中风等脑部相关疾病带来了
新希望，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对脑死亡界定等方
面的新问题。

能“起死”但不能“回生”

按照论文的描述，美国耶鲁大学学者领衔
的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 BrainEx的血液循环模
拟系统，在猪死亡 4小时后，将充满氧气、营养
物质和保护性化学制剂的血液替代品通过
BrainEx 系统注入分离出来的猪脑。在 6 个小
时的灌注期内，部分猪脑细胞“恢复”了一些基
本功能，比如吸入氧气并产生二氧化碳。

猪脑部分“复活”，证实了死亡是一个过程，
不是瞬间发生的事件。换言之，人体器官一些细
胞在人死亡后也许还会存活一段时间。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马丁·蒙蒂说，

这项发现意味着在动物死亡一段时间后，也
许能利用恰当的技术恢复分子、细胞乃至微
血管层面的功能，将来这项技术也许能应用
在人类组织上。

需要指出的是，死亡猪脑在最新研究中并
没有恢复与意识和认知相关的活动，BrainEx
系统办不到“重新激活”整个大脑。专家们认
为，“复活”死者依然是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
情节，现在距离将冷冻人体“复活”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英国牛津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多米尼
克·威尔金森说：“这不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把
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会是一种现实前景。”

重重问题与挑战

最新研究带来的一个新问题是，脑死亡
有无必要重新定义？

威尔金森认为，脑死亡指的是意识和意
识能力不可逆转地丧失，所以这项研究对脑
死亡的界定没有任何影响。他说：“如果在未
来，我们有可能在人死后恢复大脑的功能，恢

复一个人的心智和个性，这当然会对死亡的
定义产生重要影响。但现在是不可能的，这项
研究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戴维·梅农则认为，对
脑死亡的界定涉及整个脑全都死亡还是脑作
为一个整体死亡的问题。“科学家和医生需要
诚实地向病患和公众解释这些新概念，并且
要用更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我们开展科研的维
度在不断变化这一事实。”

《自然》配发了两篇评论文章讨论该研
究的意义，其中一篇评论认为，有关人体器
官移植的争论可能激化，因为“随着脑复苏
科学的进步，一些为挽救或恢复人脑所做的
努力可能看起来越来越合理——— 放弃此类
尝试而倾向于获取移植器官则可能显得不
那么合理”。

另一篇评论指出，研究开启的种种可能
性凸显了“当前关于研究用动物的监管规定
所存在的潜在限制”。该评论呼吁制定指南帮
助研究人员应对由这项研究引发的种种伦理
困境。

应用价值

最新研究虽然不能用来“复活”人脑，但为
认识大脑提供了一项新工具，对未来的神经
学、药物实验、疾病发展研究等有着重要意
义。

报告作者之一、耶鲁大学学者斯特凡诺·
达尼埃尔说，“这项新研究首次让我们能从三
维角度去分析大脑，提高我们研究复杂细胞
之间如何相互连接和作用的能力。”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塔拉·斯皮尔斯-
琼斯持类似观点：“更深入分析大脑功能对于
了解人类为什么有别于其他动物以及治疗阿
尔茨海默病等脑部疾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
研究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理学教授戴维·阿
特韦尔指出，该实验实现了部分血管甚至是
毛细血管内的血液重新流动，为治疗中风造
成的血管堵塞以及脑细胞损伤提供了新的研
究方向。

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谭
晶晶)近日，耳念珠菌被美国列
为“紧急威胁”的消息引发公众
极大关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菌株？对健康威胁到底有多大？
有哪些易感人群？能否治愈？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霉菌病科主任汤姆·奇勒 15日
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
的电话采访。他指出，耳念珠菌
对健康人群不构成威胁，无需
恐慌。但医疗机构需加强对这
种真菌的监测，早发现早治疗
是有效应对疾病蔓延的关键。

美国为何列为“紧

急威胁”

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截
至 2 月 28 日，美国共报告了
587 例耳念珠菌感染临床病
例，另有 30例疑似感染临床病
例。其中，最集中的发病地区是
纽约、伊利诺伊州和新泽西州。
耳念珠菌可引发严重的侵入性
感染，包括血流感染、伤口感染
和耳部感染等。

奇勒表示，美国将耳念珠
菌列为“紧急威胁”，主要有三个
原因：一是因为它通常具有多
重耐药性；二是它在医院和其
他医疗机构中传播蔓延，多个
州出现感染病例；三是由于这
种菌株不像真菌而像细菌，传
统的实验室方法难以识别，在
没有特殊技术支持下容易出现
鉴定失误，从而导致处置不当。

奇勒说，耳念珠菌是近年
来人类新发现的一种真菌。上
世纪 90年代末，日本和韩国出
现过两例耳念珠菌感染，当时
并未出现传播。直到 2009年在
日本发现感染病例后，全球陆
续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
耳念珠菌感染病例。也是自
2009年之后，医学专家才给这
种新发现的真菌命名。

耳念珠菌是否凶险

奇勒表示，目前美国感染
耳念珠菌的病例都是已患癌症
或其他重疾、长期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病人，其中使用静
脉导管、呼吸管、喂食管等设备、以及之前接受过抗生素或
抗真菌药物治疗的患者，感染风险最高。

他表示，绝大多数耳念珠菌感染是可以治愈的。在氟康
唑、两性霉素 B 和棘白菌素这三类抗真菌药物中，大多数
感染病例对其中一种或两种产生耐药性，极少病例对三种
药物都产生耐药性。

“这种真菌对健康人群没有威胁，不会轻易传播，无需
担忧，只需加强卫生和防范意识即可。比如，去医疗机构探
视病人后，注意及时洗手。专业医护人员对医疗机构可能出
现的病例要加强警觉，有助于及时鉴别和防控。”奇勒说。

应如何应对

奇勒表示，医疗机构应留意筛查现有病患中是否有耳
念珠菌感染者，及时发现和鉴别这种真菌，以助于对症治疗
以及防控传播。

“目前一种新型 MALDI— TOF质谱仪能有效鉴别耳
念珠菌，中国很多医疗机构有这种仪器，能大大提高这种真
菌的识别率。”奇勒说。

据奇勒介绍，近几年全球共享的真菌数据库不断更新
升级。用患者样本培养的菌落，通过 MALDI-TOF质谱仪
测定，能获得微生物独特的质谱图，通过与数据库里的信息
比对，就能快速有效鉴定耳念珠菌。

耐药性蔓延的警示

近年来，抗生素滥用导致的耐药性感染引发人们担忧。
据美国疾控中心 2015年公布的数据，美国每年至少有 200
万人受耐药菌感染，至少有 2 . 3 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
今年 1月发布的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中，对抗生素等药物的
滥用名列其中。

“滥用、误用和未妥善使用抗生素是导致耐药性蔓延的
一个重要原因。一旦真菌对抗生素不再敏感，我们就失去了
用这种抗生素挽救生命的能力。如果其对所有药物产生耐
药性，到时我们将无药可用。”奇勒说。

奇勒强调，抗生素的使用必须遵循严格的步骤，对症下
药，谨慎用药。为保证抗生素的有效性，使用时应遵循能旧
勿新、能单勿多的原则。此外，还应对抗生素使用加强监管。

死亡猪脑部分“复活”，起死回生不是梦？

苹果、高通和解，英特尔“退出”5G 基带芯片角逐

5G“江湖”突现变数，谁是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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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炎癌转化重要趋化因子

新华社武汉 4 月 18 日电(记者李伟)近
年来研究发现长期或过度炎症状态可导致癌
症，武汉大学科研人员多年研究发现并证实，
人趋化素样因子是炎癌转化过程中的一种重
要趋化因子。

记者 18日从武汉大学获悉，肿瘤学研
究领域国际权威杂志《临床癌症研究》近日
在线发表武大基础医学院朱帆教授课题组关

于肿瘤的炎癌转化机制最新研究成果。
炎症被认为是机体对损伤或感染的一种

局部保护反应，20%以上的癌症是由炎症引发
而来，其中 90%原发性肝细胞癌由慢性肝炎转
化而来。而趋化因子与肿瘤的关系是近年来炎
癌转化机制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朱帆课题组的
多年研究，发现了炎癌转化的重要趋化因子。

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人趋化素样因子在原
发性肝细胞癌组织中明显高表达，并与原发
性肝细胞癌的进程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表
明，这一趋化因子能通过炎癌转化的重要信
号通路，诱导肝癌细胞的恶性转化，最终导致
原发性肝细胞癌的转移。

课题组的研究还发现，这一趋化因子能
通过信号通路抑制经典抗癌药物对肝癌细胞
的杀伤作用，影响治疗效果。这项研究揭示了
趋化因子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原发性肝癌中炎
癌转化的机制，为原发性肝癌的靶向治疗及
耐药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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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 4 月 17 日电(记者王珏玢)记者从中科
院苏州医工所获悉，该所科研人员与上海长征医院合作，运
用大数据分析，新近研发出一种可以比较精确地预测肺癌
淋巴结转移的评估模型。在 300多例癌症患者身上的试验
显示，该评估模型的预测精度甚至高于临床医生。

此次，研究人员将大数据技术与医学影像结合，从影像
中提取信息进行深层分析。合作组选取了占肺癌患者数量
80%以上的非小细胞肺癌为研究对象，总计对 366名癌症
患者的 CT影像资料进行分析。

参与此次研究的苏州医工所研究员高欣介绍，传统的
肿瘤影像评估大多只关注肿瘤区域，而新模型最大的创新
之处，是把肿瘤周边的影像特征也纳入其中。肿瘤周围环境
分泌大量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诱导缺氧和血管生成，在肿
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综合肿瘤和瘤周影
像特征，能进一步提高预测的准确度和科学性。

研究组介绍，针对 366名肺癌患者进行的试验显示，肿
瘤周边区域的影像特征可以用来预测早期肺癌的淋巴结转
移。综合肿瘤和肿瘤周边区域影像特征建立的新模型，预测
准确率达到 82 . 5%。将大数据评估与医生的判断相结合构
建“人机结合”模型，预测准确率又进一步提升至 85%以上。

“这项研究不仅可以用来预测非小细胞肺癌的淋巴结
转移，还可以应用到多种其他类型癌症上。大数据与医生诊
断结合得到的预测准确率高，也说明‘人机结合’很可能是未
来临床工作发展的新趋势。”高欣说。

我国科研人员运用大数据

预 测 肺 癌 淋 巴 结 转 移

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周舟)美国和中
国科研人员近期合作设计出一种以 DNA
(脱氧核糖核酸)为材料构成的类生命“软
机器人”，可通过自身新陈代谢为驱动实
现自主运动，未来有望用于开发生物芯片
等。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
志上的研究显示，在这一系统中，DNA 分
子被合成组装为一种层级结构，在可提供能
量的液体中按指令、自动地进行生长与降
解。

研究显示，这种“软机器人”从只有 55个
核苷酸碱基的 DNA 分子增殖数千万倍，形
成几毫米长的 DNA水凝胶。在反应液中，胶
体首端生长、尾端降解，从而获得动力，可以
像黏液菌一样逆流运动。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和

环境工程学教授罗丹对新华社记者说，正如
人需要在有氧的空气环境中进行新陈代谢，
这种“类生命材料”需要从微流系统中获得
“营养”，实现人工“新陈代谢”从而进行自主运
动。

罗丹说，数十亿年前，生命也是从几种分
子进化而来的。“虽然我们并未制造一个活
物，但这比以往的材料更像生命，且未来具有
自我进化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还让不同“软机器人”展开“赛
跑”，由于环境的随机性，其中一个会最终
胜出。他们还在开发能对外界特定刺激(比
如光或食物等)做出特定反应的类生命材
料。

未来这种“类生命系统”有望用来开发生
物芯片进行基因检测，还可用于无细胞体系
来生产活性蛋白质。

研究用 DNA 组装类生命“软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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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4 月 18 日电日本科研团队
18日报告说，他们在 2017年为 5名眼疾患者
移植了异体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培育
出的视网膜细胞，目前已可确认这一临床研
究的安全性，受试者没有发生明显的排异反
应和副作用。

iPS细胞是通过对成熟体细胞“重新编
程”而培育出的干细胞，拥有与胚胎干细胞相

似的分化潜力。与利用患者本人 iPS细胞相
比，用异体 iPS细胞培育成组织细胞后再移
植，所需费用和时间会大幅减少，因此相关
研究在医学界备受关注。

据日媒报道，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移植
项目负责人高桥政代 18日在日本眼科学会
总会上报告了这一成果。研究小组于 2017
年 3月至 9月开展了世界首个 iPS细胞“异
体移植”手术研究项目，为 5名老年黄斑变性
患者进行了单眼视网膜细胞移植，这些移植
的视网膜细胞由他人 iPS细胞培养而来。

高桥政代在当天的报告中说，这 5例手
术中移植的视网膜细胞都存活了下来，帮助
患者避免了进一步的视力衰退，不过也并未
大幅改善视力。移植病例都没有发现细胞癌
变情况，也没有明显的排异反应，其中有一
人曾出现轻微的排异反应但得到控制。

研究人员称，这项临床研究的目的已经达
成，使用异体 iPS细胞的安全性得到了确认，
今后还将进行新的临床研究以提高移植效果。

研究确认 iPS 细胞“异体移植”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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