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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防疫农时

两不误
早春时节，各地农民在积极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紧抓农时，开展农业生
产。

右图 2月 15日，河北省滦州市东
安各庄镇前商家林村的果农在管理大
棚葡萄。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下图 2月 16日，在西安市长安区
大兆街办庞留村，播种机在播种土豆
（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17 年前，突如其来的 SARS 病毒与才归

国的国药中生集团总裁、党委书记杨晓明打

了一场“遭遇战”。作为疫苗“老兵”，他深知

条件、平台不足是当时的科研国情，疫苗研发

时间长、以 10年计、是“远水”。

17 年后，迎战新冠病毒，他说，过去十几

年的国家科技支撑，让中国的疫苗研发技术、

平台、体系逐渐和国际接轨，疫苗从研发到生

产是个长链条，我国的制度优势将凝结各方

力量，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缩短

流程。

有数据显示，迎战 SARS，从公布病毒的

基因组到研发出可用于人体试验的疫苗，人

类用时约 20 个月；迎战寨卡病毒这一过程用

了 6个月；而现在，这个时间或许将更短。

“疫苗是接种进健康人的身体里，每一支

疫苗都必须经历科学、严谨、规范的研发；疫

情当前，研发又要与病毒拼速度。”杨晓明打

了个形象的比喻，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就如

同“高速走钢丝”，既要争分夺秒又要以人民

的健康安全为准绳，丝毫不逾越。

1 月 22 日，科技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科技应对”第一批应急攻关项目启

动，快速疫苗研发是重要研发任务之一。国

家成立了科技攻关组，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体

制优势，各种资源综合利用，研发、监管、临

床、生产同步行动，夜以继日，全力以赴，以最

快的时间早日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

多项技术路线同时着
力疫苗研发

为了提高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生

产的成功率，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孙

燕荣在 2 月 4 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我国科技界正在并行推进多个技术进行疫

苗研究，以便能够早日实现疫苗研发的成功。

“传统的方法是灭活疫苗。”杨晓明说，“现

在还有多个新的技术路线，比如亚单位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DNA疫苗或mRNA疫苗等。”

传统的灭活疫苗工艺“原汁原味”，是用被

杀灭的病毒刺激健康人体内的免疫系统，产生

出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达到预防疾病目的。

“灭活疫苗是将新冠病毒培养后，进行灭

活和纯化制备成疫苗。灭活疫苗可由整个病

毒组成，也可由其裂解片段组成。”杨晓明表

示，在面对新发传染病时，灭活疫苗研发的工

艺路线比较成熟，各个质量控制点和评价方

法明确，规模化生产工艺对接容易。

重组蛋白疫苗则更像是用病毒的“人造

蜡像（一部分）”，诱导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重组蛋白疫苗是将新冠病毒的部分功能基

因在细胞或微生物中大量表达，经过纯化后制

备的疫苗。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

景华所在团队负责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研究，

她此前对媒体表示：“团队以前做过MERS（中

东呼吸综合征）疫苗，效果很好，现在是按照这

个模式来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我们正在

以小时为单位向前推进，争分夺秒。”

mRNA 疫苗把蛋白合成的部分交给人

体，效率更高，是用病毒的“人造蜡像”的“设

计图纸”形成免疫记忆。

“mRNA 疫苗是指在体外合成病毒的相

关序列 mRNA，将 mRNA 传递到人体细胞内

形成免疫。”上海斯微负责人李航文表示，

mRNA 疫苗的生产无需依赖细胞扩增的过

程，生产更容易放大。而且先期合成快，一旦

在活体动物中验证能够产生有效抗原将很快

向下推进。 （下转第二版）

疫苗研发正从多条技术路线同时推进
专家：最大限度缩短流程，相信不会成为“马后炮”

科技是战胜疫病最强有力的武器。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大科研攻关力

度，为疫情防控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科技界越要

弘扬优良学风。

为进一步激励和引导广大科研人员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争做重大科研成果的

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

品格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科

技部等六部门共同提出“五倡导”，弘扬老

一代科学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学风。

科技报国，严谨求实，潜心钻研，理性

质疑，学术民主，这 5个方面是科学家精神

的进一步阐述，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在长

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六部

门在疫情防控工作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提出

“五倡导”，意义重大深远。

科技界在防控新冠肺炎中的表现有目

共睹。确认病原体、完成基因组测序、研发

检测试剂盒、筛选药物、疫苗研发等及时有

效的工作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

撑，也赢得国内外一致赞誉。但同时也应

注意到成绩背后的一些问题，如推出尚不

成熟的成果、发布不够严谨的结论等。这

些事件虽是极少数，但也引起一些不必要

的争议，有损科技界的公信力，不利于抗疫

大局。

究其原因，不乏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对

科研人员的话断章取义或刻意曲解误读，

但同时，这些问题也反映出部分科研人员

科学家精神的缺位。倘若坚持科技报国，

将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就不会太

计较个人得失；倘若坚持严谨求实和潜心

钻研，就会对研究结果谨慎再谨慎，不会急

于发表所谓的“重磅”成果；倘若坚持理性

质疑和学术民主，就能做到相互尊重，不会

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随意质疑同行。

从病毒溯源到疫苗研发，从流行病学

研究到药物筛选，党和人民都在期待来自

科技界的好消息。重任在肩，使命光荣，于

非常之时，成非常之功，科技界更需科学家

精神的滋养。

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

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已经

给科技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不久前科技

部发出通知，更是要求“把研究精力全部

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

疫情中”。六部门的“五倡导”及时且有针

对性，应成为科技工作者的行为准则。什

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话该说，什

么话不该说，当对照“五倡导”看一看，想

一想。

这次疫情是对科技支撑能力的一次大

考。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

挥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凝心

聚力，团结协作，大力弘扬优良学风，加大

科研攻关力度，就一定能打赢科技抗疫攻

坚战，为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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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全国科技部门和大量科研工作

者投入抗“疫”一线，参与疫情防控特别是药

物和疫苗等方面的科研攻关。截至目前，开

展了哪些工作，进展如何？2 月 15 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就药物研发科研攻关最新进展

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你关心的内容，在这里

都有回应。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
瞄准五大主攻方向
“疫情发生以来，科技部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的指示精神，及时

梳理‘新药创制’‘传染病防治’‘生物安全’

等科技专项已有的科技成果。根据新冠肺

炎应急需求，围绕‘可溯、可诊、可治、可防’

的防控需求，明确了临床救治方案的优化和

药物筛选、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

流行病学、疫苗研发、动物模型构建这 5 个主

攻方向。”发布会上，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司长吴远彬说。

吴远彬介绍，当前，科研五大主攻方向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在病毒病原和流行病

学方面，初步排除新冠肺炎的来源与已知家

禽家畜的关系，提出蝙蝠是最有可能携带新

冠病毒的源头；在动物模型方面，已经成功

构建新冠肺炎感染的小鼠、猴子等动物模

型，为开展药物和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评

价提供了基础条件；在检测诊断方面，在已

有 7 个诊断检测试剂获批上市的基础上，正

在加快推进现场快速检测产品的研发和应

用；在药物研发和临床救治方面，有些药品

筛选和治疗方案已取得积极进展，正在推进

临床试验，部分临床救治建议已经纳入诊疗

方案；在疫苗研发方面，并行开展了灭活疫

苗、核酸疫苗、重组疫苗等多条技术路线的

研发。

磷酸氯喹等药物初步
显示良好临床疗效

研发有效的临床救治药物，努力提高治

愈率，降低病死率，是当前应急攻关的重中

之重。

“在多轮筛选的基础上，科研攻关组聚焦

到少数几个药品，磷酸氯喹、伦地西韦、法匹

拉韦等一批药物先后开展临床试验，目前部

分药物已初步显示出良好的临床疗效。”科技

部生物中心主任张新民说。

张新民介绍，磷酸氯喹是一种上市多年

的抗疟药物，体外实验显示对新冠病毒有良

好的抑制作用。目前正在北京、广东等 10 多

家医院开展临床研究，累计入组患者超过 100

例。临床结果初步显示，磷酸氯喹对新冠肺

炎有一定的诊疗效果。

法匹拉韦是治疗流感的境外上市药物，

目前在深圳开展临床试验，入组患者达 70例，

包括对照组，初步显示了较明显的疗效和较

低的不良反应。 （下转第二版）

科技抗疫五大主攻方向取得阶段性进展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近日，中科院

大连化学物理所黄家辉研究员团队和乔波涛

研究员团队与燕山大学孙科举教授团队合

作，在金催化研究方面发展了一种兼具高活

性以及高稳定性的纳米金催化剂合成新策

略，为新型高稳定高活性纳米金催化剂的开

发提供了新思路。该成果在《自然·通讯》上

发表。

纳米金催化剂是指以纳米金为催化活性

组分的催化剂，其催化反应活性跟金颗粒的

尺寸密切相关。当金颗粒尺寸小于 5 纳米

时，纳米金催化剂能够展现出优异的催化反

应活性。纳米金催化剂被认为是一种极具工

业应用前景的催化剂，已经在一氧化碳氧化、

丙烯环氧化、醇醛的选择性氧化等众多反应

中展示出独特的催化反应性能，但是纳米金

颗粒在高温焙烧或者催化反应、甚至是低温

催化反应过程中容易烧结或聚集，导致其稳

定性较差，极大地限制了纳米金催化剂的工

业应用进程。因此，开发高稳定性的纳米金

催化剂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

目前，通过金属载体强相互作用、氧化物

包裹、分子筛孔道限制等多种方式，可以极大

改善纳米金催化剂的稳定性，但是这些方法

通常以牺牲部分活性位点为代价，因此得到

的纳米催化剂的催化反应活性往往较差。

研究团队选择氯金酸作为金源、正硅酸

乙酯作为硅源，即金和硅的前驱体。在碱性

条件下，通过共同沉淀的方式将金和硅前驱

体一步沉积到氧化钛载体表面，通过高温焙

烧，得到氧化硅修饰的纳米金催化剂。

该方法在制备上实现了金和氧化硅的原

子级混合，并通过焙烧，形成了氧化硅薄膜包

裹的纳米金催化剂，并具有非常高的抗烧结

性能，同时还具有非常高的反应活性，一氧化

碳在 0℃就可以完全被氧化。

我合成新型高活性高稳定性纳米金催化剂

值此疫情防控攻坚阶段，大国重器走上

战疫主战场，自主创新技术派上大用场。

国产运-20大飞机和雄鹰直8

2 月 13 日凌晨，空军出动包括中国自主

研制的 6架运-20在内的 3型 11架运输机，分

别从乌鲁木齐、沈阳、西宁、天津、张家口、成

都、重庆等 7 地机场起飞，向武汉空运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物资。上午 9 时 30 分

许，11架运输机全部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据悉，这是我国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

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也是空军首次成体系大规

模出动现役大中型运输机执行紧急大空运任务。

运-20 绰号“鲲鹏”，被网民亲切地称为

“胖妞”，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发制造

的首款 200吨级大型多用途军用运输机，2013

年 1月首飞成功，2017年 7月列装部队。

此前的2月12日，应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请求，中部战区紧急调派由航空工业研制生

产、在驻鄂空降兵某空中突击旅直升机团服役

的两架国产直8大型运输直升机，由武汉市向襄

阳、宜昌地区转运口罩、防护服、手套、药品等

600件共计4吨防疫医疗急需药品和紧缺物资。

当天上午 9时 20分许，直 8运输机从驻地

起飞前往武汉市光谷大道国药控股湖北分公司

仓库装载物资后，飞往襄阳和宜昌两地投送。

为尽可能多装载物资，起飞前机组人员就已经

将机舱内座椅全部拆除，机组克服武汉地区浓

雾、能见度差等不利因素影响，圆满完成4吨防疫

医疗急需药品和紧缺物资转运任务。后续直8

还将根据防疫需要每周出动2次，每次出动2架

次，持续提供支援，直至武汉市交通管制结束。

“无人机战疫平台”和
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

2 月 10 日，由兵工集团和阿里巴巴共同

发起成立的千寻位置公司正式发起“飞翼行

动”，搭建无人机战疫平台，驰援抗疫一线。

无人机能够对需要的区域进行喷药消毒、巡

检喊话等防疫作业。

2 月 13 日，千寻位置宣布“无人机战疫平

台”向全国提供服务，帮助无人机防疫作业供

需双方提高匹配效率。在“无人机战疫平台”

上，需求方填写信息，准备防护用品、消毒液

等；供给方填写服务信息、服务区域等。一旦

平台匹配成功，双方确认作业时间与区域，符

合作业标准后，即可开始作业。

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也助力此次战疫。

此前，全国上万架无人机已经接入千寻位置

提供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按照系统生成

的航点以及飞行路径，能够执行厘米级精度

的飞行，实现精准喷洒。

2 月 12 日上午，首架“疫情区应急作业”

无人机降落到武汉金银潭医院，将急需的医

疗和防疫物资送到医护人员手中。当日，无

人机共运输紧急医疗物资近 20 架次，总载重

70千克。中国电科联合顺丰速运顺利完成首

次无人化应急运输投送任务。

该无人机接入了中国电科研发的智能无

人运投管控系统，实现了无人化运力的统一

调度指挥。截至 2 月 10 日，中国电科已在全

国范围内集结了 10 千克至 1.5 吨载重无人机

上百架，根据需求就近调配运力资源，快速投

入应急物资运输保障。

“移动医院”和5G技术

2 月 3 日晚，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移动医院”装备的主要研制生产商，航天科

工旗下航天江南苏州江南公司迅速调集 9 台

套“移动医院”装备，随同有关省份的紧急医

学救援队一起，驰援武汉 15处“方舱医院”。

“移动医院”装备共涉及手术车、医技车、

通讯指挥车、水电油保障车、生活车、宿营车

等近 10 种特种车辆，展开后就相当于一所二

级甲等综合医院，机动性好、模块化组合、展

开部署快速、救治功能范围广等，能够完成手

术、急诊、急救任务，同时可以保障救援人员

的基本生活所需。 （下转第二版）

战 疫 关 键 期 大 国 重 器 走 上 主 战 场

2 月 16 日，北
京一家书店展示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防护科普读物。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刘 垠

本报记者 瞿 剑

据新华社“雪龙2”号2月16日电（记

者刘诗平）记者 16日从中国南极中山站获

悉，经过 67 天南极内陆的艰苦作业，中国

第 36 次南极考察泰山站队队员已顺利完

成各项科考与工程建设任务，于日前安全

回到中山站。

据泰山站队队长姚旭介绍，本次科考

涉及气象、天文、空间物理、遥感和冰川等

多个学科。科考队员在距离中山站 300 公

里和400公里处的南极冰盖上，各架设了一

套自动气象观测站，以获取南极地区温度、

相对湿度、风向和风速等资料，进而不断完

善极地气象服务，增进对南极气象的了解。

在泰山站，科考队员维护和安装了 3

台空间碎片监测望远镜和 1台云量极光监

测仪，架设了自动气象站和大气视宁度测

量仪等天文台址监测设备。

科考队员完成了泰山站2台5千瓦风力

发电机的安装调试和 30千瓦光伏组件的安

装调试。新能源微电网设备经调试运行正

常，可更好地为泰山站主体建筑提供清洁能

源，做到泰山站夏季全部依靠清洁能源运行。

由控制舱和发电舱组成的泰山站无人

值守系统调试运行顺利，国内远程控制中

心能成功遥控、监测并持续记录系统运行

状态与报警信息，定期获取监控图像。该

系统将在泰山站冬季无人值守情况下给科

考设备供电。

中国南极考察队完成泰山站内陆科考任务

科技战疫进行时
本报记者 张佳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