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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巴黎 3月 12 日电 (记者李宏
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1日表示，在

未来的几天和几周内，新冠肺炎病例数、病亡

人数和受灾国家的数量可能进一步攀升。世

卫组织一直以来对疫情持续评估，对病毒的

扩散和令人震惊的不作为状况深感关切。为

此，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新冠肺炎已具有“大

流行病”（pandemic）特征。

在 1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谭德塞表

示，判断新冠肺炎疫情为大流行病并不改变

世卫组织当前对疫情威胁程度的评估，各国

应继续加强防控工作。他强调，已经有国家

证明，这一病毒带来的疫情是可以被阻遏和

控制的。这是首次由冠状病毒引发的全球大

流行病，同时也是首个可以被人类控制的大

流行病。

谭德塞说，在过去的两周中，中国境外的

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增加了 13 倍，受影响国家

数量增加了两倍。在 114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超过 11.8 万病例，造成 4291 人丧生。但有超

过 90%的病例集中于 4个国家，其中两个国家

（中国和韩国）的流行率显著下降。如果各国

发现、检测、治疗、隔离、追踪并动员全民开展

抗疫行动，那些只有少数病例的国家可以阻

止个别案例转为聚集传染，从而阻断社区传

播。即使是出现社区传播或大型聚集感染的

国家也可以扭转病毒流行。有国家已经证明

该病毒可以被抑制和控制。

谭德塞强调，当前各国面临的不仅是一

场公共卫生危机，所有部门和所有人都必须

投入到这场斗争。各国必须调动全政府、全

社会，围绕防止感染、挽救生命和将降低影响

建立全面战略。谭德塞呼吁所有国家激活并

扩大应急机制，做好民众风险和自我防护宣

传，筛查、隔离、检测和处理每个病例并跟踪

所有密切接触者，筹备医院，保护和培训医护

人员。

世卫组织紧急事务技术主管科霍夫在会

上呼吁各国重视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以

增强政府对本国疫情的了解，通过掌握证据

加深对病毒传播的认识，以便采取针对性的

预防和控制行动。

目前，“大流行病”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

上一致的定义，各国卫生机构对其理解也并

不统一。“大流行病”通常指在全球范围影响

大量人口的流行疾病。世卫组织发言人贾萨

里维奇曾于 2 月 24 日表示，“大流行病”已不

作为世卫组织官方对流行病的分类级别，不

再使用 2009年曾将 H1N1描述为“大流行病”

的六阶段分级体系。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有国家将其应对计

划与世卫组织宣布“大流行病”挂钩。世卫组

织此举旨在促使所有国家立即行动，特别是

那些尚未采取有效措施的国家。此前，世卫

组织一直避免使用这一描述，以防止在全球

范围内引发更多恐慌。

世卫组织：新冠肺炎有“大流行病”特征

科技日报莫斯科3月11日电（记者董映
璧）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 10 日举行的会议

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前俄罗斯国家总防疫

师、俄罗斯国家杜马科教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根纳迪·奥尼琴科在有关新冠病毒疾病的报

告中说，中国政府和医务人员战胜了新冠肺

炎疫情。

奥尼琴科在报告时说，截至 3 月 10 日凌

晨 4点，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的增长率仅

为 0.023%，仅增加了 19 人，其中大多数人在

湖北省；在中国有 74%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

康复。他强调说，这意味着中国战胜了这种

疾病。

奥尼琴科称，目前，疫情传播比较严重

的国家是韩国、意大利和伊朗。他认为，如

果意大利，韩国和日本能够阻止新冠肺炎继

续蔓延，那么，到今年 5 月，我们就可以战胜

这种疾病。

奥尼琴科说，俄罗斯有效地防控了可能

来自中国的输入性感染，但新冠肺炎还是出

乎意料地从意大利来到了俄罗斯。截至 3 月

10 日，在俄罗斯境内已确诊 20 例，且都是从

意大利输入。他说，新冠肺炎已经蔓延到 105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54 个国家和地区的病例

都是从意大利输入的。

奥尼琴科称，俄罗斯已经组建了新冠病

毒诊断平台，并采取了空前的措施来隔离从

疫情严重地区返回的人群。除此之外，俄防

疫部门还在严控已经确诊的患者，俄罗斯人

没有恐慌的必要。他强调说，以中国为例，我

们看到他们正在成功地应对这一异常困难的

局面。

俄院士：中国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期间，为了确保自己“百毒不侵”，不

少人捂上了口罩，戴起了手套。平时按来按

去的电梯按钮，碰一下感到胆战心惊，司空见

惯的门把手，每天用消毒水擦得锃亮。很多

人不禁要问，新冠病毒在这些常见物品上能

存活多长时间？

日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免疫与

呼吸系统疾病中心、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等国际顶尖科研机构的联合团队

在 Medrxiv发表预印本文章，专门研究了新冠

病毒在气溶胶及材料表面的生存能力。

实验结果显示，在正常的空气湿度及温

度条件下，新冠病毒至少能在铜表面存活 4个

小时，在纸板上存活 24小时，在聚丙烯塑料和

不锈钢表面的存活时间更长，达到 72 小时。

而在湿度更高的气溶胶的环境中，新冠病毒

同样能够存活 3个小时以上。

作为对照，文章还研究了SARS病毒的“生

命力”。结果表明，SARS病毒能够在铜表面和

纸板表面存活 8个小时，在不锈钢表面存活 48

小时，在聚丙烯塑料表面存活72小时。而在气

溶胶中，SARS病毒也能存活3个小时以上。

此外，文章通过对比两种病毒在不同材

料表面及气溶胶中的“半衰期”，发现除了新

冠病毒在纸板上的半衰期明显长于 SARS 病

毒之外，其他的半衰期都比较接近。

因此，文章认为新冠病毒和 SARS病毒在

不同环境中的稳定性非常相似。新冠病毒的

传播性更强不太可能源于其在环境中的生存

能力更强，而是另有其他潜在因素。

美专家：新冠病毒在常见物品上能活多久？
本报记者 胡定坤

科技日报柏林3月 11日电 （记者李山）
11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就新冠疫情召开

新闻发布会，强调德国现在必须争取时间，延

缓疫情的蔓延。当前德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关

键是不让医疗系统超负荷，把医疗资源用于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默克尔表示，只要还未研发出疫苗或找

到其它治疗手段，民众中感染新冠病毒的比

例就会很高。德国现在必须争取时间，延缓

疫情的蔓延。当前德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关键

是“不让医疗系统超负荷”，把医疗资源用于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默克尔呼吁每

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她说，“我

们的团结、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爱心正经受考

验。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考验。”

默克尔指出，病毒必定也会使经济受到

影响，因此，联邦政府已迅速行动，本周内就

将拨出经费，确保企业的支付能力。政府将

拨款 10 亿欧元用于抗击冠状病毒，并拿出

1.45 亿欧元资助国际疫苗研究动议组织——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此外，默克尔

还透露，欧盟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已经达

成共识，在稳定和增长一揽子计划和国家补

贴规定问题上，采取灵活态度。

目前为止，德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

对日益严重的新冠疫情。联邦卫生部部长施潘

已经建议取消参加人数超过 1000人的公共活

动，以减少聚集性感染的机会。此前还下令禁止

包括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及手套等在内的各类

医用防护物资出口，并联合内政部加强入境健康

登记，在南部边界进一步强化监控手段等。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虽然仍维持新冠病

毒对德国人健康威胁的风险评估为中等，但

已经加注了特别受影响的地区为“高风险”。

维勒教授于 9 日要求德国地方政府和医院开

始实施准备好的“危机计划”，采取更多的应

对措施。如医院必须考虑准备更多的适用于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重症监护病房以及呼吸

机，单辟收治疑似病例的门诊，并安排固定的

医护人员专门负责这类病人的接诊，以防交

叉感染的情况出现。

著名病毒专家德罗斯滕教授则敦促政府

尽快给予地方卫生当局足够的资金支持，以便

让他们能够更加主动地取消人群聚集的活动。

德国：应对疫情关键是不让医疗系统超负荷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2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医学》杂志 12 日发表

的一项最新研究，美国科学家团队介绍了

一种软体生物传感器贴片，可以贴在重症

婴儿或儿童的皮肤上，全面监测生命体征

和其他方面的信息。而且在当前已有的监

测功能基础上，还能提供额外的健康信息，

有助于及早发现并发症。

对新生儿和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内的儿

童进行监测，通常涉及硬连线装置和导管，

这会给日常护理（如喂食、洗澡和换尿布）

带来不便，也会妨碍他们与父母的肢体接

触。而生物传感器是一种对生物物质敏感

并将其浓度转换为电信号进行检测的仪

器，通过将固定化的生物敏感材料用作识

别元件、配以适当的理化换能器及信号放

大装置，构成了具有接收和转换功能的系

统。而软体生物传感器，更被认为是对重

症监护领域的极大改善。

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安&罗伯特·
H·卢里儿童医院及西贝尔公司（Sibel Inc）

团队成员，过去就曾报告过一种软体生物

传感器贴片，能够监测婴幼儿的体温、心

率、血压和呼吸等生命体征，但其仍存在操

作局限，而且可提供的测量数有限。在最

新的这项研究中，团队成员在其早期研究

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开发出了增强版的贴

片，可以测量婴幼儿其他方面的信息，如心

脏颤动、活动和身体朝向、哭声大小和哭泣

频率，当然还有生命体征。

研究人员表示，能够监测额外的这

些 信 息 ，有 助 于 及 早 发 现 与 产 伤 、脑 损

伤、疼痛或压力相关的并发症。在一项

包括 50 名重症婴幼儿的试验中，研究团

队发现这种生物传感器贴片与标准的临

床监测系统相比，表现出高级别的可靠

性和准确性。

儿童，尤其是婴儿的重症护理，往往令

医生和家属们感到揪心，所以研究者才希

望用柔软的贴片来取代冰冷的线路和导

管。不过，软体传感贴片给人们印象，一直

停留在保健用品中而不是医疗器械，也或

许是因为以往软体贴片存在操作、数量、精

准度方面的不足。现在，能检测健康状态、

生命体征甚至多种身体信息的传感器贴片

问世，无疑为婴幼儿的重症监护，提供了更

为人性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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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2日电 （记者刘
霞）记者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材料科

学中心王健教授团队获悉，他们和美国波

士顿学院汪自强教授等合作，首次在二维

铁基高温超导体中一维原子链缺陷两端发

现了马约拉纳零能模，为最终实现拓扑量

子计算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研制超越经典计算机运算

能力的量子计算机，已成为国际前沿焦

点和各国实现量子超越的核心方向。然

而量子计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存

在退相干效应，量子比特的运算需要更

多比特数来纠错。因此，探索可容错量

子计算——即对环境细节不敏感的拓扑

量子计算，就成为最终实现规模化量子

计算的重要途径。

王健介绍说：“凝聚态物质中马约拉纳

准粒子的零能束缚态被称为马约拉纳零能

模，具备抗局域干扰和高容错的特性，被认

为是实现拓扑量子比特的基础。”

王健指出，目前探测马约拉纳零能

模需要构造工艺复杂的异质结构，且进

行观测需要极低温及外加磁场，这都给

马约拉纳零能模可能的应用带来极大困

难和挑战。

在最新研究中，王健团队通过分子束

外延技术，在钛酸锶衬底上成功制备出大

尺度、高质量的单层 FeTe0.5Se0.5高温超导薄

膜，厚度约为 0.59纳米，其超导转变温度约

为零下 211 摄氏度，远高于块材 Fe（Te,Se）

的零下 258摄氏度。

据王健介绍，利用原位低温扫描隧道

显微镜和扫描隧道谱技术，他们在薄膜表

面发现了一种由最上层 Te/Se原子缺失形

成的一维原子链缺陷，并在缺陷两端同时

观测到了零能束缚态，而且发现该束缚态

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汪自强教授团队则

对此提出了可能的理论解释。

王健说：“这一工作首次揭示了二维高

温超导体 FeTe0.5Se0.5 单层薄膜中的一类拓

扑线缺陷端点处的零能激发，具备单一材

料、较高工作温度和零外加磁场等优势，为

进一步实现可应用的拓扑量子比特提供了

一种可能的方案。”

该研究发表于 9 日的《自然·物理》在

线版，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

心、中科院卓越创新中心、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和美国能源部基础能源科学基金

的支持。

一维原子链缺陷两端零能束缚态首次“现身”
专家称为实现拓扑量子计算奠定重要基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3 月 11 日

说，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程度和严重性令人

深感担忧，“因此我们评估认为，新冠肺炎疫

情从特征上可以称为大流行病”。“我们以前

从未见过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病，我们以

前也从未见过得到控制的大流行病。”他再次

呼吁各国采取紧急而积极的行动。

那么，全球该如何应对“大流行病”呢？

一些专家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各国采取措

施，加强合作，快速高效抗击疫情。

遏制和缓解并行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9 年出版的《大流行

性流感的防范和应对》中指出，如果一种流行

病到了大流行阶段，WHO 和各国政府应采取

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各国卫生机构和国

际组织加强合作，共享信息；对医疗资源不足

的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加快疫苗研发和

抗病毒药物审批；各国采取措施减少或暂停

引起公众聚集的活动；各国根据情况发出旅

游警告等。

据美国《科学新闻》网站 11 日报道，谭德

塞 9日曾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

播并不均衡，不同国家受疫情影响不同，需要

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现在要做的不是

在遏制和缓解疫情传播中二选一，而是需要

遏制和缓解同时进行。

遏制致力于阻止病毒的快速传播，如划

定“污染区”、取消大型集会等措施；缓解重在

应对疫情可能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
瑞安说，与季节性流感相反，人类可以延缓甚

至阻止新冠疫情蔓延。意大利采取的限制人

员从疫情严重的地区外流的措施，与此前中

国集中精力应对武汉市和湖北省的疫情所采

取的成功措施殊途同归。

据美国《科学新闻》网站 11 日报道，谭德

塞指出：“各国必须采取动员整个政府和整个

社会的综合战略方针，控制感染、挽救生命并

将疫情的影响最小化。我有 4点关键建议：做

好充分的应对准备；检测、防护与诊疗；减少

病毒传播；创新学习。”

全人类同心协力

随着多国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持续攀

升，全球抗疫进入关键时刻，“全球一盘棋、各

国共进退”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多位专

家也表示，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因

此，需要全人类同心协力，同仇敌忾。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彼得·哈里斯 3月 9日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

刊发表文章称，新冠病毒疫情突出了国际社

会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

两个国家，美国与中国必须带头合作，解决全

球问题。此外，世界各国政府不应限制国际

贸易，应加强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领域的合作。

研究人员应该加强研发方面的合作。哈

佛大学此前发布官方公告，正式确认正与钟

南山院士牵头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展开合作，

共同致力于寻求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更好诊

断和治疗方案，而整个科研攻坚的 1.15 亿美

元（约 8 亿元人民币）科研经费由中国公司提

供。此外，马云公益基金会已向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澳大利亚 Peter Doherty 感染与免疫

研究所分别提供约 1500 万人民币、1470 万人

民币的资金支持，用于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和

疫苗的研发。阿里巴巴的云计算部门也已向

全球科研机构免费提供平台，帮助他们加速

推进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基因排序工作，这可

能也有助科学家加速研制出疫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此前也在

联合声明中表示，目前国际机构和各国正在

加强合作，关注疫情对卫生系统薄弱的贫穷

国家产生的影响。IMF 和世界银行承诺尽可

能利用现有工具，帮助各国加强对疫情的监

控和控制，并称加强国际合作对应对疫情至

关重要。

防患于未然

生态健康联盟主席、美国疾病生态学家

彼得·达萨克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称，

在应对“大流行病”时，预防至关重要。

达萨克指出，首要目标应该是扩大应对

潜在大范围流行病的“武器库”，下一场大规

模流行病很可能由另一种病原体导致，比如

一种跟 SARS 很接近但又无法用同一种疫苗

应对的病原体，因此，我们目前只为已知病原

体开发疫苗和药物是不够的。

据科学家估计，人类生活的世界里存在

167万种未知病毒，发现它们并进行测序就成

为首当其冲的事。达萨克说，SARS 疫情过

后，对源自蝙蝠的冠状病毒研究发现了 50 多

种相关病毒，其中一些可能会感染人类，科学

家可借助这些信息测试疫苗和药物。“全球病

毒组项目”则建议，将这一努力扩大到所有病

毒家族。

此外，达萨克建议，我们还需要对疾病检

测、疫苗和药物的设计方式进行根本性调整，

把目标对准病原体群体，而非单个病原体。

据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过

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团队正在开发一种通用

流感疫苗，这款疫苗已于去年 4月进入一期临

床试验，研究团队希望该疫苗将来能帮助人体

获得针对多种亚型流感病毒的持久免疫力。

达萨克指出，我们还需要通用的冠状病

毒疫苗、埃博拉病毒疫苗和其他疫苗。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也在 5 日的报道

中指出，AI 也有望在预测下一次“大流行病”

方面大显身手。

“大流行病”就像电影中的大反派，自有

文明记载以来不断来袭，包括 14 世纪的黑死

病、19 世纪末的天花、1918 年西班牙流感等，

人类也在一次次地战“疫”过程中积累经验，

增长智慧。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确定所有可

能的来源，并在下一次大范围流行病来临之

前消除这些来源。

加强国际合作 快速阻击疫情
本报记者 刘 霞

图片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2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11日发表的一项天

文学研究称，科学家在超高温系外行星的

大气中，发现了其可能会下“铁雨”的信

号。对铁谱线和行星昼夜交替的观测表

明，这颗系外行星的背阳面会出现“凝铁成

雨”的极端景象。

一般认为，行星诞生于恒星形成初期

的原行星盘，而原行星盘和它们的主星是

在同一片气体星云中诞生的，因此应当具

有相似的化学组成。对于系外行星来讲，

天文学家虽然不能像研究太阳系内的行星

那样着陆和采样分析成分，但是可以追踪

主星的光在行星大气中穿过时留下的“指

纹”，从而判断行星中存在的化学元素和化

学特征。

超高温系外巨行星是非常特殊的一类

星体，它们接收的太阳辐射可以是地球的

好几千倍，因此可能出现非常极端的环

境。不过，这些行星上超过 2000 开尔文的

高温，也为研究系外行星的极端气候和化

学特征创造了理想环境。

此次，瑞士日内瓦大学天文台研究

人员戴维·埃伦赖希及其同事，在超高温

系外行星 WASP-76b 昼夜交替时，发现

了一条铁谱线，但在夜昼交替时却没有

检测到这条谱线。埃伦赖希和同事首先

发现，WASP-76b 的大气化学特征具有不

对称性，接着研究团队利用高色散光谱

和大面积光收集区域近距离观测了这种

特征。

研究人员在行星从向阳面至背阳面过

渡时，检测到这种铁吸收信号，但在背阳面

至向阳面过渡时，却未发现这个信号，说明

铁在那个位置不吸收光。研究人员认为，

铁必定在该行星的背阳面凝结，且成云的

可能性较大，而云在夜间或以液滴的形式

落下。

在我们太阳系内，绝大多数铁元素以

固体的形式“封存”在行星的核心，而先前

已发现的大多超高温系外巨行星的环境也

不足以令铁变为“铁雨”。

行星环境远比你想象的更极端

超高温系外行星上会下“铁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