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磺酸由弗里德里希·蒂德曼和利奥波德·格梅林最先从牛的胆
汁中提取出来并命名，是胆汁酸的组成成分之一。牛磺酸又称2-氨
基乙磺酸，是带有氨基的磺酸，广泛分布于动物组织细胞内，海生动
物含量尤为丰富。哺乳类动物组织细胞内亦含有牛磺酸，特别是在
神经、肌肉和腺体内含量较高，是机体内含量最丰富的自由氨基酸。

人体中牛磺酸含量约占体重的0.1%，可以从膳食中摄取或自身
合成。动物性食品是膳食牛磺酸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海生动物。一
般人正常饮食，平均每日的牛磺酸摄入量约为 58 毫克（9～372 毫
克），而严格的素食主义者的饮食摄入会更低或可忽略。

牛磺酸对脑神经细胞发育有重要作用，它能明显促进神经系统
的生长发育和细胞增殖、分化，加速神经元的增生，亦有利于细胞在
脑内移动及神经轴突的增长。牛磺酸能维持细胞膜的电位平衡，帮
助电解质如钾、钠、钙和镁等离子进出细胞膜，从而加强大脑皮层的
功能，提高脑活力。牛磺酸与婴幼儿的中枢神经及视网膜等的发育
有密切关系，如果婴幼儿时期牛磺酸补充不足，将会使其生长发育缓
慢、智力发育迟缓。长期单纯的牛奶喂养，易造成牛磺酸的缺乏，所
以牛磺酸常常作为营养物质被添加到婴幼儿奶粉中。

牛磺酸有抑制神经的作用，能抗痉挛及减少焦虑。在大脑中，高
浓度的谷氨酸会使神经元因过度刺激而死亡，而牛磺酸可以降低脑
内谷氨酸的浓度，对脑部神经起到保护作用。此外，牛磺酸还具有抗
氧化的能力，因此它亦能保护脑部免受氧化物的伤害。由于从饮料
中摄取牛磺酸会比从食物获得更迅速、更便捷，所以目前在世界各地
流行的功能性饮料主要是以补充牛磺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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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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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海洋物
种营造生态家园

中国鲎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堪称动物界的“活化石”，生存极
其依赖海岸环境。近年来，填（围）海造地、违规用海导致中国鲎失
去了大部分产卵场和幼体孵育场，逐渐珍稀濒危。2019年，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正式将中国鲎列为“濒危生存状态”。

为加强对中国鲎在福建境内的保护，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一方
面打击渔业违法违规行为，严查疑似违法用海行为；一方面广泛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

2021年，福建省首个中国鲎保护科普宣教点揭牌。福建省淡水
水产研究所开展的中国鲎人工育苗试验，历经 10 年，取得初步成
功。10年来，该所共培育出二龄幼鲎近 200万只，为福建省乃至中
国鲎种质资源保护贡献了应有之力。

除了中国鲎，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在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
华白海豚的保护上也下足了功夫。

福建厦门是全国唯一在城区就能看见中华白海豚的城市，多种
海洋珍稀生物在此休养生息。为给可爱的“蓝精灵”营造一个洁净
蔚蓝的生态家园，福建省多年来始终不懈努力。

2017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牵头起草《九龙江—厦门湾污染
物排海总量控制试点工作方案（2017~2020）》，确定了流域、海域污
染防治的10项主要任务和7项保障措施。

经过共同努力，2020年，厦门海域8个岸段19.08公里海漂垃圾
密度为福建省沿海7地市最低，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从2016
年的56.7%提高到82.4%。海洋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中华
白海豚频繁出现在厦门、宁德等地，“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
谐”的美丽海湾景象逐步呈现。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湾水域是我国南海最北端唯一一处
珊瑚保护区，总面积3680公顷，主要保护以造礁石珊瑚群落为主的
珊瑚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珊瑚及其栖息地。区内有各类珊瑚
39种，其中 6种造礁石珊瑚列入世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保护物种。

为守护好海底珊瑚，恢复海底精灵的蓝色家园，福建省海洋与
渔业执法总队以“蓝剑”执法行动为依托，实行海域网格化管理，落
实属地监管职责，加强加密相关海域执法巡航，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2021 年，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开展了多部门联合执法巡查行
动，对非法采捕珊瑚，采挖、破坏珊瑚保护区周边海域生态系统及破
坏岸线资源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共查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
34起。随着福建省深入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东山县珊瑚自然
保护区海洋资源得到补偿，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效果明显。

禁渔与增殖放流双管齐下，养护海洋
渔业资源

近年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共投入资金4000多万元进行增殖
放流，养护渔业资源，有效改善海域生态环境，提高海洋生物多样
性，拓展渔业功能。

福建省13个重要海湾，放流鲷科鱼类、大黄鱼、西施舌、日本对
虾、长毛对虾等共计 48.80亿尾（粒）；其中，通过增殖放流等人工育
苗方式，西施舌的种群数量有了明显提升。

闽江、九龙江、汀江等主要内陆水域干支流，放流鲢、鳙等净化
水质鱼类，黑脊倒刺鲃等重要经济鱼类共 3538.5万尾；放流中国鲎
等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共71.28万尾。

除了增殖放流，福建省还通过一年一度的禁渔期，给鱼类繁衍
和幼鱼成长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使得渔业资源得到明显的恢复
性增长。

2017年，闽江流域实行禁渔制度，在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重要
流域水域首次实行统一的禁渔期制度。每年 3月 1日起，闽江水域
开始为期 4个月的禁渔。5月 1日起，福建省海域也转入伏季休渔
期。

为保障海洋伏季休渔期管理工作顺利进行，休渔前，福建省海
洋与渔业执法总队及沿海各地渔业执法机构会同各相关部门联合
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帮助渔民做好生产安排。

在海洋伏季休渔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持续保持海上
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组织开展海洋“蓝剑”联合执法行动；各级执
法机构则加强日常性监管，结合执法行动，联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
各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违规行为。

2022年闽江禁渔专项执法行动还首次启用了无人机配合渔政
执法船艇、执法车辆开展沿江执法巡查，开启了闽江水域“水陆空”
立体执法监管新模式。

作为空间站组合体迎来的首个科
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搭载了生命生
态实验柜、生物技术实验柜等科学实
验柜，将利用空间环境开展更多、更复
杂、更精密的科学实验。

随着“国家太空实验室”的建设，
中国空间站将具备开展大规模、多学
科领域的空间科学研究及应用的能
力，并为在轨科学实验提供丰富的资
源条件和独特空间环境条件。目前，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对问天实验舱
搭载的科学实验柜进行了设置、加电、
安装等工作。

本次问天实验舱搭载了空间应用
系统的生命生态实验柜、生物技术实
验柜、科学手套箱与低温存储柜、变重
力科学实验柜。问天实验舱为这些机
柜以及舱外暴露试验装置等科学实验
设施配置了应用共用支持设备，对实
验舱内/外科学实验设施进行气、液、
电、信息等资源集中调度和高效管理。

生命生态实验柜
生命生态实验柜的主要目的是开

展以生物个体（包括植物、动物等）为
对象的微重力效应和空间辐射效应研
究，以及空间生态生命支持系统基础
研究，揭示微重力对生物个体生长、发
育与衰老的影响，探索空间辐射生物
学和生命起源机理，研究受控生命生
态支持系统的基础问题，发展小型模
式生物个体为对象的复杂空间培养实

验和技术。
生命生态实验柜能够为植物、水

生生物、小型模式动物和小型哺乳动
物等多类别生物样品提供相应的培
养环境与生命保障，对培养环境的温
度、湿度、液体及气体组分等实施动
态控制，具备实验过程实时动态观察
能力。

生物技术实验柜
生物技术实验柜支持的研究主题

有：开展以生物组织、细胞和生化分子
等不同层次多类别生物样品为对象的
细胞培养和组织构建，以及分子生物
制造技术、空间蛋白质结晶和分析等
空间生物技术及应用研究，并给蛋白
与核酸共起源、空间生物力学等提供
接口，在创新的生物材料、药物和医疗
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性发现、获取全
新的认知，对指导和促进地面农业、医
药、环境生物技术研究和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

生物技术实验柜能够为生物样品
生长提供稳定的营养供给条件，对培
养环境的温度、湿度、液体及气体组分
等实施动态控制。具有明场、相差、荧
光及激光共聚焦的显微观察以及分光
光度检测能力，能够对生物样品进行
精细观察、原位检测和代谢产物动态
分析，对实验过程实施动态监测。

科学手套箱与低温存储柜
科学手套箱的应用范围包括了空

间基础生物学研究、空间生命科学的
前沿和交叉研究、空间生物技术和应
用研究、空间辐射生物学研究及空间
生态生命支持系统基础性研究等。

它能够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密闭
洁净的操作空间；温度、湿度、光照、风
速可控的环境系统；特别配置的灵巧
机械臂系统，以及能够进行显微细胞
操作的微操作系统，可协助航天员在
轨实现精细操作或重复操作科学实验
（如基因注射、细胞核提取、染色体切
割、灵巧作业等）；同时配置了多类可
扩展的标准接口，为将来在轨科学实
验的需求更新，提供强大支撑。也是
目前包括国际空间站在内，拥有最强
大的环境控制能力（温度、湿度、光照、
风）、最高操作精度（优于 5μm） 以及
自洁净能力的科学实验载荷。科学手
套箱的成功研制，必将为我国的空间
科学实验提供强大的基础科研支撑能
力。

低温存储装置设计了三种典型低
温存储温区（-80℃、-20℃、+4℃），容
积分别为 25L、15L 和 15L。满足样品
不同低温存储要求；可以满足生物、试
剂、材料等样品不同低温存储条件，为
开展长期空间实验提供保障。各低温
区内的样品应可分隔放置，并具有样
品限位措施。低温存储环境是开展空
间生物科学实验的必要条件。可为我
国空间站提供长期持久的低温生物样

品保存功能。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支持的研究主

题有：支持与重力相关的多类科学实
验，包括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
重力流体和燃烧科学等实验的不同重
力效应和响应机制研究。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具有 2个直径
为 900mm离心机，可为科学实验提供
0.01g至2g高精度模拟重力环境，支持
开展不同重力水平下的以流体物理为
主的科学研究。离心机具有自动平衡
调节能力，可提供实验期间的模拟重
力水平参数。

地面科学家团队开展的项目研
究和地基实验等工作，验证了在轨
科学实验方案合理性，保障了在轨
科学实验的顺利开展，从而能够充
分发挥空间站效益，及早产出科学
成果。

未来，空间应用系统将按照飞行
程序安排开展初始状态设置和在轨测
试。而后，航天员与地面科学家团队
会按计划开展规划的各项科学实验。
在空间站转入运营阶段后，将开展较
大规模空间科学实验。

空间站组合体迎来首个实验舱
段，在轨科学实验工作再谱新篇，中国
载人航天永不止步！前方是星辰大
海，让我们共同启程！

来源:中国载人航天

含银化合物应用范围广泛
银，元素周期表第47号元素，是我们很熟悉的贵金属，仅次于金。它

的开采、炼制和使用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曾被制作成饰品和器具用于交
易。我国考古学者从春秋时代的青铜器中就发现有镶嵌在器具表面的

“金银错”（一种用金、银丝镶嵌的图案）。同时，银也被用作充当商品交换
的媒介——货币，例如我国古代的银锭、银元。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不
仅仅是贵金属那么简单了。

传统上，我们总认为银是“第二重要”的金属，把银牌授予比赛的第二
名。其实，在某些方面银是超过金的。例如，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导电导热
材料，是标准情况下最亮的金属。在初中的化学课上用铜放入硝酸银置
换出的单质银，雪白色如绽开的花，让人联想到“火树银花”。

银有杀菌防毒的特性。早在公元前 300 多年，马其顿王国东征
时，由于受到热带痢疾的感染，大多数士兵生病死亡，但是皇帝和军
官们由于使用银制餐具而幸免于难。公元 659 年，我国出现了最早使
用的银膏修复牙齿的记录。银币投入许愿池中也有给水除菌的作
用。现代科技让人们逐步认识到，银能在水中分解出微量的银离
子。这种银离子在低浓度下能吸附水中的微生物，使微生物赖以呼
吸的酶失去作用，从而杀死微生物，而且十亿分之几毫克的银就能净
化 1 千克水，杀菌能力十分惊人。现代医学将银和含银合金制作成各
种人体组织，例如牙齿、外科手术用织物材料、长期导管等，可防止细
菌侵入减少感染。

我国古代法医还懂得用“银针验尸法”来测定死者是否因中毒而死，
或者食物中是否有毒，但只能检验出由于砒霜造成的毒。因为银可以与
砒霜中的氧化砷反应生成氧化银黑色沉淀从而试毒，对于其他种类的毒
物，银针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现代工艺将银制作成各种形式，纳米银就是其中的一种。纳米是一
种长度单位，纳米银指的是粒子直径在1~100纳米的银颗粒。它能用作某
些有色玻璃的着色剂，在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纺织工程、水处理，以及一
些消费品，比如洗衣机、冰箱中作抗菌剂。

现代化学研究出了很多含银化合物的应用：向硝酸银溶液中加入碱，
可得到氧化银沉淀，生成的氧化银可以做银锌纽扣电池的正极；氯化银往
往是沉淀法检验氯离子的生成物，向硝酸银中加入氯化物即可生成，在工
业上用于制造检测pH值和测量电位的玻璃电极，可以提供更加精确的数
据；如果向硝酸银溶液中加入溴盐，则会沉淀出溴化银，如今仍依赖于用
明胶基质稳定的光敏卤化银制成感光胶片，其中就有光敏性更好的溴化
银；向硝酸银溶液中加入碘盐，则会沉淀出碘化银，撒入云层可以进行人
工降雨；用葡萄糖与银氨溶液反应能还原出金属银，可用于制造镜子的镀
层以及玻璃圣诞饰品的内表面。 宋丹

为海洋生物
营造生态家园
——福建省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纪实

□李文平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境内河流水系发达，沿海滩涂宽广，是我
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

境内最大的河流闽江是温水性鱼类栖息、生长、繁衍的良好场所，也
是水生野生动物生长和产卵的洄游场所。

3752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还栖息着香鱼、杂色鲍、双线血蛤等福
建独有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物种。也因此，福建成为中国水生野生动物
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

近年来，为全力保护境内的海洋生物和物种，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下实功出实招，不断向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危及海洋生物生存的行
为亮剑，中华白海豚、中国鲎、珊瑚等一批珍稀海洋生物和物种
得到有效保护。

新一批科学实验柜
入驻“太空之家”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正在设置科学实验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