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宏策）随着 COV-

ID-19 在欧洲加速传播，除了防控疫病扩散，

如何治疗患者正成为欧洲国家急迫面临的问

题。对此，马赛地中海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迪

迪埃·拉乌尔 2月 25日对媒体表示，根据中国

的临床研究结果，常见的疟疾治疗方法可能

有效。

知 名 传 染 病 专 家 拉 乌 尔 向 法 新 社 证

实，用氯喹这种对付疟疾的常用疗法显示

出 对 COVID-19 有 效 的 迹 象 ，相 关 的 临 床

研究结果已在 2 月 19 日由中国学者刊登在

《生物科学趋势》在线杂志上。拉乌尔称：

“我们已经知道，氯喹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

在体外是有效的，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评估

证实了这一点。”拉乌尔认为，如果该药能

够发挥作用，它将成为最容易和最便宜的

治疗方法。

据中国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张新民介

绍，目前正在北京、广东等十多家医院开展氯

喹治疗的临床研究，累计入组患者超过 100

例。近期，湖南省临床结果初步显示，磷酸氯

喹对新冠肺炎有一定的诊疗效果。

拉乌尔所长强调，“这是一个非凡的消

息，这种药物治疗价格非常便宜，氯喹已经使

用了 70多年，是一种廉价且无害的药物”。他

赞赏中国研究人员在寻找有效药物方面取得

的重要进展，而搜寻“老药新用”是长时间等

待疫苗期间的首要工作。

法国新任卫生部部长奥利维尔·韦朗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日与拉乌尔在多个场合

会面，并已将这一治疗方案提交法国卫生总

局，该局正在进行所有相关分析工作。

截至 25 日，法国共确诊 14 例 COVID-19

患者，其中一名约八十岁的中国公民死亡。

由于意大利北部疫情骤然加剧，令近邻法国

顿感紧张，疫情扩散压力陡增。法国近日已

将拥有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疗机构从原来的 38

家扩充至 70 家，并大幅增加确诊检测化验室

数量，最高可扩大至数万次检测的水平。如

有必要，法国军队将能够在技术和法律的支

持下实现封锁城市感染中心。法国政府还紧

急订购 2 亿个口罩，目前的库存约为 5000 万

至 6000 万。对于严阵以待的欧洲各国，中国

在药物治疗方面的新成果无疑是一个令人鼓

舞的消息。

法专家认为氯喹疗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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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国际合作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东京2月25日电（记者陈超）日本

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出称为

“RADICL-seq”（RNA And DNA Interact-

ing Complexes Ligated And sequence）的方

法，可在整个基因组中全面检测细胞核内 RNA

和基因组 DNA（染色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科学家对很多被称为“长链非编码 RNA

（lncRNA）”在内的RNA功能尚不了解。而了

解RNA功能，必须了解由DNA和组蛋白组成

的染色质区域与RNA的相互作用。

从 DNA 转录的 RNA 分为两种，一种是

具有制造蛋白质信息的信使 RNA（mRNA），

另一种是不具备制造蛋白质信息的非编码

RNA（ncRNA，非 编 码 RNA）。 在 ncRNA

中，长度超过 200 个碱基的 RNA 被称为“长

链非编码 RNA”。ncRNA 的一部分参与体

内的各种过程，包括转录和翻译，以及通过由

DNA 和组蛋白组成的“染色质”的结构变化

调节基因表达（染色质重塑）。

新方法首先用甲醛固定细胞核内存在的

RNA、蛋白质和 DNA，然后通过独特设计的

衔接子序列连接 RNA 和 DNA。之后去除固

定的蛋白质，仅提取结合到衔接子的 RNA 和

DNA。通过下一代基因测序器读取这些基

因，然后将其定位到基因组中。这样可全面

了解附近存在的 DNA和 RNA。

研究小组开发的方法可以同时捕获各种

核 RNA 的信息，包括在调节基因组 DNA 的

基因表达和维持染色质结构中起重要作用的

RNA，以及与它们相互作用的基因组区域。

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数据还可以用于检查染

色质如何组织和调节，并提供 lncRNA功能的

全面评估。今后有望作为研究核内 RNA 的

技术被广泛应用。

研究成果 2月 24日发表在《自然通讯》杂

志上。

新技术可全面检测RNA与染色质相互作用

人工智能“慧眼识珠”，首次独立发现了

一种强大的新型抗生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科学家在最新

一期《细胞》杂志撰文称，他们新研制出的一

种深度学习人工智能（AI），鉴定出一种全新

抗生素。

实验室测试表明，这种抗生素能有效杀

死多种世界上最麻烦的致病细菌，包括一些

对所有已知抗生素耐药的菌株。

在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2月 20日的报道

中，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名为 halicin 的抗生素

是首个由人工智能发现的抗生素。尽管科学

家以前曾使用 AI 辅助发现抗生素，但此次是

AI 首次在没有任何人类假设的情况下，从头

发现全新抗生素。

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生物学家雅各布·
杜兰特评论道，这项研究非常出色，研究团队

不仅确定了候选抗生素，还在动物实验中验

证了有潜力的分子。此外，该方法还可用于

发现治疗癌症、神经衰退性等疾病的药物。

无需假设

自发现青霉素以来，抗生素已成为现代医

学的基石，但在全球范围内，细菌对抗生素的耐

药性正急剧上升。《自然》杂志的报道称，研究人

员预测，如果不尽快研发新药，预计到2050年，

每年将有一千万人因耐药菌感染而丧生。

但在过去几十年，新诞生的抗生素寥寥无

几，且结构上与过去已有抗生素大同小异。此

外，当前用于筛选新抗生素的方法成本高昂，

且耗费大量时间。最新研究负责人、MIT合成

生物学家吉姆·柯林斯说：“人们不断发现相同

的分子，我们需要具有新颖作用机理的新型化

学物质。我们希望开发一个平台，能借助人工

智能的力量，开创抗生素药物发现新时代。”

为寻找新型抗生素，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

个神经网络模型，这是一种受大脑结构启发的

AI算法，可逐个原子学习分子的结构特性。

据 MIT网站 2月 20日报道，在研究中，柯

林斯团队使用约 2500个分子来训练他们的神

经网络模型，以发现能抑制大肠杆菌生长的

分子。这些分子包括约 1700种已获批的药物

（其中 300 种获批抗生素）以及 800 种来自植

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天然物质。

最新研究联合负责人、MIT 计算机科学

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教

授雷吉娜·巴兹莱表示，该算法不需要任何药

物工作原理方面的假设，也无需对化学基团

进行标记，就可以预测分子功能，“因此，该模

型可以学到人类专家未知的新模式”。

该模型训练完毕后，研究人员用它筛选

一个名为“药物再利用中心”的分子库，该分

子库包含约 6000 种科学家正在研究、用于治

疗人类疾病的分子。他们让该模型预测哪种

分子能有效抑制大肠杆菌，并仅向他们展示

看起来与常规抗生素不同的分子。

从得到的结果中，研究团队选择了约 100

个分子开展物理测试，其中一种是正研究用于

治疗糖尿病的分子。结果表明，它是一种具有

很强抗菌活性的抗生素，且化学结构与任何现

有抗生素不同。研究人员为致敬经典科幻片

《2001太空漫游》，将该分子命名为“halicin”（电

影里的人工智能系统名为HAL 9000）。此外，

研究人员还借助使用其他机器学习模型发现，

该分子可能对人体细胞具有较低毒性。

实验室测试表明，除铜绿假单胞菌（一种

难以治疗的肺病原体）外，halicin 对包括艰难

梭菌、结核分枝杆菌和鲍曼不动杆菌等在内

的多种病原体具有活性。

为测试 halicin 在活体动物身上的功效，

研究人员用其治疗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的小

鼠。鲍曼不动杆菌具有“超级耐药性”，能耐

受已知所有抗生素，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定

为最需要优先处理新抗生素的病原体之一，

人类迫切需要新抗生素来对付它。

研究表明，在感染了鲍曼不动杆菌的小鼠

身上，halicin再次显现出神奇效果：含有halicin

的软膏在24小时内，就彻底清除了感染。

特立独行

抗生素通过多种机制起作用，如阻断细

胞壁生物合成、DNA 修复或蛋白质合成中涉

及的酶。但 halicin 并不按常理出牌：它破坏

质子在细胞膜上的流动。

MIT 的报道指出，初步研究表明，halicin

通过破坏细菌在细胞膜上维持电化学梯度的

能力来杀死细菌。此化学梯度对于产生 ATP

（细胞用来存储能量的分子）不可或缺，因此，

如果梯度破裂，细胞将凋亡。研究人员说，这

种杀伤机制可能会使细菌难以产生抗药性。

柯林斯说：“实验表明，针对抗生素环丙

沙星，大肠杆菌会在 1到 3天内对其表现出抗

药性，但即使 30天后，大肠杆菌仍未对 halicin

产生任何抗药性。”

走进新时代

发现 halicin 后，研究小组利用该模型，对

ZINC15 数据库内的 1 亿多种分子展开了筛

查。ZINC15 是一个在线数据库，包含 15 亿

种化合物的信息。

仅三天时间，该模型就筛查出 23 种与现

有抗生素结构不同且可能对人细胞无毒的候

选分子。细菌测试表明，其中 8种分子拥有抗

菌活性，且 2种功能强大。研究人员现在计划

进一步测试这些分子，并继续筛查 ZINC15

数据库。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生物学家鲍勃·墨菲

说：“使用计算方法发现和预测潜在药物特性这

一领域方兴未艾，最新研究是一个绝佳实例。”

墨菲指出，以前已有科学家开发 AI 方法

来挖掘庞大的基因和代谢物数据库，以识别

可能包括新抗生素的分子类型。

但柯林斯团队表示，他们的方法与众不同。

新模型不是在搜索特定的结构或分子类别，而是

在训练神经网络寻找具有特定活性的分子。

该团队希望与其他团队或公司合作，将

halicin用于临床试验，也计划使用他们的模型

设计新抗生素并优化现有分子，例如，使特定

抗生素仅杀死特定细菌，防止其杀死患者消

化道中的有益细菌。

巴兹莱说：“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在计算机上

探索大型化学空间，而传统实验室方法要做到

这一点会非常昂贵。”最新研究既提高了化合物

鉴定的准确性，又降低了筛选工作的成本。

以色列理工学院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教

授罗伊·基肖尼表示：“这项开创性研究标志着

抗生素发现乃至更普遍的药物发现发生了范

式转变，深度学习技术或可应用于抗生素开发

的所有阶段——从发现抗生素到通过药物修

饰和药物化学改善抗生素的功效和毒性。”

慧眼识珠！AI独立发现超强抗生素
药 物 研 发 有 望 迎 来 新 时 代

本报记者 刘 霞

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中呈绿色的大肠杆菌 图片来源：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2月26日电（记者刘霞）几十

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对原子和离子进行激光冷

却实验，但迄今无人观察到两者在极低温度下的

混合物。据物理学家组织网25日报道，荷兰科学

家将镱离子置于预先冷却至绝对零度附近的锂

原子云中，首次观察到了原子、离子在极低温度

下的混合物，有望促进量子技术的发展。

在最新研究中，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雷内·
格里特斯玛博士及其同事首先使用激光冷却

技术冷却单个镱离子，此外，他们还单独制备

出由约 10000个锂原子组成的原子气团，并将

其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随后，他们借助一组

工具，让离子与原子云重叠，并监视离子能级，

最终确定了离子与原子云间碰撞产生的能量。

格里特斯玛表示：“冷原子和离子有望帮

助我们进一步理解量子多体现象，也可用于

原子钟乃至量子计算机中，但迄今还没有人

在如此超冷的温度下制造出原子和离子的混

合物，我们最先实现了这一目标。”

她解释说：“我们的实验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让离子一直被限制在气体内，为此，我们施加了

电场。但此前的研究表明，电场会对原子—离

子碰撞产生负面影响，使其发热，我们通过使用

重离子镱和轻原子锂减轻了热效应。”

观测结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物理

学》杂志，揭示出一些可能对新量子技术研发

产生影响的效应。

格里特斯玛说：“我们首次观察到，在中

性原子气体内的离子被冷却到量子效应变得

重要的状态，该系统可用于在单粒子尺度研

究量子化学，或在相互作用的原子和离子的

量子多体物理学领域找到用武之地，甚至可

用于量子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该研究小组还发现了一些指向离子与原

子间碰撞内发生的量子现象的证据，这些新

发现可能会对未来的研究产生影响。

绝对零度附近，离子和原子混合物首次“现形”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根据英国《自然》杂志 26日在线发表

的一项生物力学研究，美、日、英等国联合

团队首次揭开人类双足演化形成特有的足

弓使人类得以行走和奔跑的关键机制，这

一发现加深了对人类双足演化的认识，将

直接有助于改进机械足设计，进而为“物理

灵活性”机器人铺平道路。

在实现优雅自然地行走这方面，机械

足和机器人的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步态

运动的协调性和机械足的灵巧度，也一直

是业界难题。但这对人类来说却轻而易

举，人类演化形成了坚硬足弓，对于有效的

直立行走至关重要，不过奇怪的是，黑猩

猩、大猩猩和猕猴等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脚

则相对灵活、扁平。生物力学研究人员一

直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双足的构造，究

竟如何令足部坚硬。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

从脚后跟到脚掌的内侧纵弓（MLA），而未

考虑足横弓（TTA）的作用。

为了研究 TTA 是否会让双足坚硬，研

究团队对人类双足进行了弯曲测试。结果

表明，足部硬度 40％以上源自 TTA。从中

间折一张纸，会使其纵向变硬，TTA 对足

部的作用与之类似。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多种灵长类动物的

TTA的演化，包括已灭绝的古人类，进而发现：

只有人属才充分演化形成了MLA和TTA。

这些发现表明，这两个相邻足弓共同

作用，使足部纵向产生了硬度。此外，人类

足部经过了多个阶段的演化，才得以让人

类高效地行走和奔跑。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人员格兰·
里奇特沃克和卢克·凯利在论文随附的新

闻与观点文章中表示，这一机制的阐明，未

来将可以直接用于机械足、仿人脚的假肢

以及有腿机器人的设计。

有趣的是，在物理世界中，一些看似很

小的障碍反而会让强大的机械陷入困境，

不可避免地遭遇真实世界带来的难题，而

这些障碍几乎不能用数学模型提前假设。

过去几十年来，工程师也会不断尝试通过

基于预测性数学模型软件去引导机械和机

器人的肢体活动。然而，这个方法在用于

机器人肢体执行行走这类极为简单的任务

时，被证明无效。因此，只有更好地理解人

类在肢体动作中如鱼得水的真正原因，才

有望实现更为流畅自如的机械运动，或许，

机械的“生命”，就是从仿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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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骨骼的足弓和典型承重方式的示
意图。 图片来源：《自然》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6日电 （记者张
梦然）就像人类小孩一样，一颗恒星的“脾

气”也无法以体积去衡量。据美国太空网

25日消息，一颗质量不到太阳 1/10的小恒

星，释放出了强度十倍于太阳最强耀斑的

“超级耀斑”，这是首次明确检测到的此类

爆发。欧洲空间局科学家对这一情况表示

无法理解，而计算机模型目前也无法解释

其原因。

耀斑是发生在恒星大气局部区域一种

最剧烈的爆发现象——在短时间内释放大

量能量，引起局部瞬时加热，向外发射各种

电磁辐射，同时粒子辐射也会突然增强。

而这颗被称为 J0331-27 的 L 型矮星，

质量为太阳质量的 8%，表面温度只有 1830

摄氏度，是太阳表面温度的三分之一。但

它却释放出了比太阳耀斑更强大的“超级

耀斑”。

耀斑发生的时间，是在 2008 年 7 月 5

日，不过天文学家直到最近才注意到。研

究人员表示，此类的恒星质量只能“勉勉强

强”产生核聚变。因此，研究 L型矮星的天

文学家们并不知道它如此强烈的耀斑是如

何产生的，计算机模型也认为它没有足够

的能量产生耀斑的磁场。

欧空局的“XMM-牛顿”X 射线天文

望远镜观察了这颗恒星 40天，只看到一次

耀斑，天文学家推断，它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酝酿积累能量产生一次大爆发。

欧洲空间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人类

此前已经看到许多类似的恒星在光谱的光

学部分发出超级耀斑，但这是首次明确检

测到这种在 X射线波长处的喷发。而该波

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发出信号，表明了

这样的“超级耀斑”来自大气层（恒星的最

外层区域，位置在核心、辐射层和对流层之

上）的哪一部分：光学光来自恒星大气层深

处，而 X射线则来自大气层较高的地方。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

物理学》杂志上。

无法解释！超小恒星释放“超级耀斑”

科技日报伦敦 2月 25日电 （记者田
学科）英国著名金融品牌公司（Brand Fi-

nance Plc，简称 BF）25 日 发 布 了 其 对 世

界 最 强 60 个 国 家 软 实 力 的 最 新 研 究 报

告——《全球软实力排名 2020》，美国、德

国、英国、日本和中国位列前 5。

近年来，软实力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承认和重视，但世界各国政要、学

者、企业家等对软实力的具体内涵和定义

存在不同的理解。BF对软实力的定义是，

一个国家通过吸引或说服而不是采取强制

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影响不同行为体（如

国家、公司、社会和公众等）的选择倾向和

行为的能力。BF将商务与贸易、治理体系、

国际关系、文化与遗传、媒体与传播、教育

与科学、民族与价值观等指标作为支撑软

实力的 7大关键支柱；把知名度、影响力和

国际信誉等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最为重要

的评判指标；收集和整理分析了来自100多

个国家55000多份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

BF 首席执行官大卫·黑格说，该公司

在每年开展《国家品牌》报告研究的经验

基础上，今年首次出版了《全球软实力排

名 2020》。他认为，通过多年研究发现，

许多国家，如英国等，在过去几十年的发

展中一直受益于对软实力的增强和保持。

马德里 IE 商学院教授、全球思想领袖

彼得·菲斯克说，尽管目前中国在软实力的

综合排名中仅居第 5位，但上升很快，且目

前的影响力指标仅次于美国。他认为，在

未来 10年中，中国的软实力全球排名有极

大可能跃居第二或第一位。

受益匪浅！软实力促进英国发展

2月 26日，在韩国首尔，工作人员在国会主楼一侧搭建疑似症状人员的临时隔离棚。因疫
情被暂时关闭24小时的韩国国会主楼和议员会馆于当地时间26日上午9时重新开放。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26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5日16时至26日 9时，韩国
新增169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计确诊病例数增至114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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