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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截至 4月 7日，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接近 37 万，病亡超过万人。特朗普等政府

高层纷纷发声：未来两周，将是美国疫情的严

峻时刻。

近日，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CSIS）下属全球卫生研究政策中心主任斯

蒂芬·莫里森等研究人员发文《我们会选择

COVID-19（新冠肺炎）的哪种未来？》，列举

了美国疫情发展的 3 种结果，称赞中国的防

控措施非常有效，建议政府立即采取强力疫

情防控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决定疫情走向有三大
驱动因素

莫里森等认为，病毒特性、政府行为和技

术发展是决定疫情走向的三大驱动因素。

病毒特性中的免疫时间，也就是患者感

染治愈后保持免疫力的时间至关重要。当前

的研究对此知之甚少，但免疫时间越长，疫情

越容易得到控制，反之则可能出现“二次感

染”。同时，病毒的“季节性”也非常关键，但

目前尚不清楚新冠病毒传播性是否会在夏天

减弱。如果足够幸运，新冠病毒确实存在季

节性，政府需要利用这一时间窗口存储医疗

物资、提高检测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新一波疫情。

此外，病毒突变也很重要。突变可能使

新冠病毒对现有治疗方案更具抵抗力、也可

能缩短人类的免疫时间，导致疫情更加持久

和严重。

莫里森等指出，政府实施非药物干预措

施（NPI），如学校停课，远程办公、禁止团体聚

会等社会隔离举措，是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

唯一现有机制。中国实施了“最大程度”的社

会隔离，大大阻断、减缓了病毒传播，为医疗

机构加强准备赢得时间，有效改善了治疗效

果、降低病死率。这需要“前所未有”的治理

水平。美国联邦政府仍未进行全国性封锁，

各地政策各异。

检测则是政府的第二套工具。新加坡、

韩国等国正式通过积极的检测、接触者追踪

和隔离控制新冠疫情。美国雅培实验室的即

时检测技术能在 5 分钟内确定患者是否感染

新冠病毒。但是，扩大的检测能力需要建设

“国家数字疾病监测系统”，以跟踪家庭及公

共场所中人们的监测数据。这在美国实施面

临习惯和法律上的挑战。

最后，技术发展也必然影响疫情防控，特

别是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和疫苗。安全有效的

疗法或在未来 6 个月内问世，疫苗所需时间

则要长的多，甚至可能需要三五年。

政治选择对疫情结果
有决定性意义

莫里森等根据传染病模型研究了美国疫

情发展趋势，给出了上、中、下三种可能结果。

最佳情况在未来两三个月内，美国采取

“极度积极进取”的社会隔离措施，并在全国

范 围 内 协 调 将 医 疗 物 资 运 往 纽 约 等 重 灾

区。之后，在全国各地实行更具针对性的防

控措施，逐步缓解高强度的社会隔离，保证

国内主要城市不再暴发疫情。同时，新冠病

毒的季节性带来夏季“缓和期”，卫生系统进

一步做好应对疫情冲击准备，推出针对性的

治疗方案。该情况下，美国疫情能够得到快

速控制。

中间情况是联邦政府 6 周内依旧应对零

散、混乱，国家不对关键医疗物品统筹协调，

不建立国家监测系统，导致芝加哥、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等其他中心城市暴发严重疫情。

更严重的是，有效的疗法和疫苗可能无法按

时推出。一旦过早放松社会隔离措施，疫情

可能出现反复，进入走走停停的“过山车”模

式。此时，政府需要实施长达数月而非几周

的社会隔离才能重新控制疫情。

最坏情况是各地政府无法实施有效的社

会隔离措施，国家没有部署检测和接触者追

踪系统，无法协调向重灾区运送关键医疗物

资。随着防护装备短缺，医护人员大量感染，

卫生系统严重受损，导致国家应对行动瘫

痪。该情况下，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或将完全

失控，导致经济危机甚至社会混乱，国家面临

空前衰落与灾难。

文章介绍，当前，美国新冠病毒的基本传

染数（R0）约为 2.5，即每个感染者平均感染

2.5 人。莫里森等提到，为了扼制传播，必须

通过积极的社会疏离、检测、接触者跟踪、隔

离等措施将 R0降到 1以下。

莫里森等强调，政治选择对疫情结果有

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

行动，实施 4—8 周的“尽可能普遍的”社会隔

离，确保各州重要医疗物资供应，建立国家新

冠肺炎监视系统，扩展检测范围并追踪接触

者，大力支持疗法及疫苗研制。

模拟疫情发展趋势，美知名智库建议政府——

借鉴中国策略 立即采取强力防控措施

英国《自然》杂志官方网站日前发表社论

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入侵地球上大部分国

家，来自全球各国、各地的科学家已经集结起

来，正采取各种办法携手抗疫。由全球科学

家网络推动的知识共享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他们开展跨国、跨洲合作，将自己的时间、

想法、专业知识、设备和金钱源源不断地投入

到紧急公共卫生工作中。

科学家们纷纷提供病毒测试工具、捐赠

个人防护装备、设计和制造呼吸机及其他呼

吸设备。一些大学实验室，如麻省理工学院

和哈佛大学联合博德研究所、哥伦比亚国立

大学的实验室等，正开展新冠肺炎研究工作。

此外，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全球战“疫”

行动也催生和孵化出新型合作关系。例如，

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

生与一级方程式赛车工程师跨界合作，在一

周时间内，设法对一种设备开展了逆向工程，

该设备可以帮助严重肺部感染患者更轻松地

呼吸。这种呼吸辅助装置利用持续正压气道

通气方法，可为呼吸困难病患持续提供相对

少量的空气，有望减少医院中需要呼吸机的

病人数量。

针对新冠肺炎的研究工作也获得了可喜进

展。全球各地有无数科学家“变身”志愿者，加

入到抗疫疗法研究大军，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

究人员为这些科学家搭建了一个在线平台，名

为“同仇敌忾 应对新冠（Crowdfight COV-

ID-19）”，可让志愿者与有特定任务或需求的

研究人员对接。这些任务或需求从转录数据到

搜索文献，再到提供特定专业知识等，无所不

包。目前，该平台已吸引 35000 多名志愿者。

这些合作和努力至关重要，因为世界各国都需

要看到战胜新冠肺炎的国际合作正蓬勃发展。

《自然》称，与科学界万众一心抗疫相比，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护本国民众方面，大

多数国家似乎仍在各自为政。《自然》强调说，

随着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持续上升，世

界各国必须加强行动携手应对，这只是时间

问题，他们别无选择。

《自然》社论：全球科学家万众一心合作抗疫

目前，巴西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破

万，且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持续增加，防疫工作

面临空前压力。严峻疫情形势下，巴西国内旅

游业、大宗商品出口等经济支柱领域受到严重

冲击，众多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日趋恶劣。

巴西圣保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里德斯

对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为了解与评估新冠肺炎

疫情对中小企业带来的影响，圣保罗州工业联

合会近日通过随机抽样，对该州中小企业展开

问卷调查，涉及近 700 家中小企业，覆盖零售

业、制造业、餐饮、文化创意、互联网等行业。

调查结果显示，疫情给中小企业造成了较

大冲击。在现阶段疫情严重时期，商场、电影

院、餐馆酒吧等服务业纷纷停业，数十万相关

员工实际上已经处于待业或者失业状态。由

于疫情在全球扩散加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

取消航班、限制人员往来，甚至有的还关闭了

国境，外部需求和物流成本飙升，大量出口型

的中小企业到了生死边缘。依靠自有资金，大

部分中小企业难以维持超过两个月运营。如

果疫情影响持续，近半数企业将濒临破产。

对此，罗格里德斯强调，政府出台的政策

核心就是要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确保他们不会

出现大问题。这不仅因为中小企业解决了大

部分的就业，是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基础保证，

同时作为经济体系中的“毛细血管”，如果出了

问题，必然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

罗格里德斯称，巴西政府目前正努力通过扶

助中小企业的方式来缓解疫情影响，避免企业破

产造成大量失业。巴西经济部日前已出台了系列

措施，着力点是扶持贫困弱势群体和支持就业，其

中834亿雷亚尔（约合163亿美元）将用于支持贫

困人口及老年人，另有594亿雷亚尔（约合116亿

美元）用于保障就业。同时将向中小企业提供为

期两个月、共400亿雷亚尔（约合78亿美元）的救

助贷款，用于支付企业员工薪水，参与企业在两个

月内不得辞退员工。据预计，该计划将使140万家

企业和1220万人受益。巴西议会也通过一项提

案，为每位未被正式雇佣的低收入劳动者提供每

月600雷亚尔（约合117美元）的补助。

巴西央行也明确要求各商业银行加大对

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在企业经营困难时，增

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降低综合融资成

本。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不

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保证现金流不会中断，

确保中小企业有生存下去的基础。

罗格里德斯介绍，圣保罗州政府也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免中小企业税费、减

免企业房屋租金、减轻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

成本、提高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贴、扶持中小

企业创业园等。他认为，疫情给巴西经济带

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但随着各项扶持政策

陆续到位，期盼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逐渐

消散，中小企业能顺利渡过难关、恢复生产。

缓解疫情冲击 巴西政府加大扶持中小企业

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流

行病学中心科学研究所研制出新型高灵敏度

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该检测盒成功通过了

临床试验，并于3月25日完成了国家注册。

新型检测试剂盒符合所有有关灵敏度和特

殊性的现代化标准，不仅可在一次检测中鉴定

新冠病毒，还能将之与其他SARS-CoV同源病

毒甚至是MERS-Cov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区分开，不会发生检测假阳性现象。

该试剂检测新冠病毒RNA的灵敏度达到每毫

升 1—103 个 RNA 拷贝数，相当于 5—10 个

DNA拷贝数，反应时间为2.5小时，大大简化了

反应过程。这种试剂盒近日已开始在莫斯科和

莫斯科州使用，专业人员可以上门检测。

高灵敏冠状病毒试剂盒投入使用

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医学部负责人

弗拉基米尔·切霍宁院士称，该院正在参与研发

俄罗斯最有前景的3种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切霍宁称：“我们正在莫斯科大学生物

系研究疫苗原型，项目由米哈伊尔·基尔皮

奇尼科夫院士领导。该项研究属于抗新型

冠状病毒多价疫苗原型，也就是那种能够对

广泛的冠状病毒生效的疫苗，不仅限于当前

的新冠病毒。”

由俄罗斯科学院舍米亚金和奥夫钦尼

科夫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亚历山大·哈比博

夫院士领导的研究小组，也在以类病毒分子

为基础，利用蛋白重组合片段研发现代高科

技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此外，还有瓦维洛夫普通遗传学研究所

DNA 疫苗专家科兹洛夫教授主持的研究小

组，正在研发的疫苗表面带有 3 个冠状病毒

蛋白，也能够得到多价产品。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俄科学院在研三种抗新冠病毒疫苗

本报记者 胡定坤

本报记者 刘 霞

多学科科学家携手促进对新冠肺炎疗法的临床研究。 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科技日报北京4月7日电 （记者张梦
然）根据英国《自然·微生物学》杂志 6日发

表的一项研究，欧洲科学家发现一组土壤

细菌会释放独特的气味吸引动物，以帮助

它们在周围环境中传播。

细菌产生的许多挥发性化合物可以被较

大型的动物感知，包括人类。链霉菌是一组常

见于土壤中的细菌，它们会产生土臭素——这

种有机化合物具有独特的“土”味，在雨后会产

生典型的泥土气息。但是，链霉菌之所以产生

土臭素的原因一直不为人知。

瑞典隆德大学卡拉斯·富拉德、农业科

学大学保罗·贝赫及其同事，此次采用田野

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土

臭素的气味是否可能吸引生活在土壤中的

动物，尤其是节肢动物。研究团队以链霉

菌为饵在野外设置了一个陷阱网，发现弹

尾虫（一种小型无翅、与昆虫关系紧密的节

肢动物）被吸引过来。

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团队观察到弹

尾虫可以通过触须直接感知土臭素。他们

还表示，由于弹尾虫以链霉菌为食，细菌孢

子会粘附在弹尾虫的身体上。之后，弹尾

虫通过身体表面和排泄已摄入的孢子的方

式，将细菌孢子扩散到周围环境中。

研究团队认为，以上观察表明细菌源气味

在吸引动物方面发挥了生态作用，被吸引的动

物之后可以将细菌扩散至更广阔的环境中。

释放气味吸引动物

小细菌用大“智慧”扩散更广

科技日报北京4月7日电 （记者刘霞）据欧盟委员会官网 6 日消息，中国向欧盟捐赠的新

冠肺炎防护物资和装备现已抵达意大利罗马。

欧盟委员会危机管理专员雅奈兹·莱纳契奇说：“我们感谢中国的支持，正如冯德莱恩主席

所说，环球同此凉热，我们现在需要彼此守望相助。自新冠肺炎暴发以来，欧盟和中国一直在合

作。今年 2月，欧盟也向中国交付了防护设备。”

此次中国飞机向意大利运送了 200万个手术口罩、20万个 N95口罩和 5万个检测盒。这些

中国直接捐赠给欧盟的物资，经由欧盟紧急反应协调中心分拨给了意大利。

中国捐赠欧盟防护物资中国捐赠欧盟防护物资

分拨到意大利分拨到意大利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4月7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杂志发表一

项最新研究，科学家综合了计算机视觉以

及机器学习算法，报告了一套可以加装在

标准马桶上的软硬件，通过它们可以追踪

使用者尿液和粪便中的健康与疾病生物标

志物。这种“智能马桶”自动运行，让使用

者可以监测自己的健康数据，为疾病筛查、

诊断和患者监控研究提供支持。

伴随医疗设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以

及应用层面越来越广泛，医疗市场也产生了

对非侵入检测设备的高要求——准确、及时

且按需实现患者监测。因此，如果一项技术

真能够以非侵入的方式反复测量个体的健

康状态，且成本不高，那么将有助于预防和

预测疾病，提高诊疗决策的精准性。

但可惜的是，大部分用于监测个体健

康的技术通常都无法产出具有可操作性的

数据，并且与临床工作流程集成不佳，这严

重影响了监测设备的实用性。

此次，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萨姆·盖

姆海尔及其及同事，设计了一种模块化马桶系

统，其包括：压力及运动传感器；用于分析尿流

及其基本生物化学组分的测试条和视频摄像

头；用于根据形状和硬度的临床标准来划分粪

便类型的计算机视觉及机器学习算法；用于生

物特征识别的指纹扫描仪（嵌在冲水按钮上）。

研究人员表示，现阶段这个马桶系统的

潜在健康益处还需要通过大规模的临床研

究加以评估，系统本身也需要根据人类群体

的排泄物基线数据进行优化。虽然这个概

念验证的“智能马桶”其部分模块是仅针对

坐便和站立使用的男性受试者而构建和测

试的，但是研究团队认为，未来它还能扩大

应用范围，将人类排泄物的其他临床相关生

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检测包括在内。

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

“智能马桶”可监测用户健康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7 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太空网近日报道，美国天文学家

首次探测到由两颗独立的白矮星组成的双

星系统，该系统名为 J2322+0509，轨道周期

短至 1201 秒，目前正产生引力波，是科学

家确认的首个此类引力波源。这一最新发

现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此类双星系统和引力

波源的理解。

白矮星是类似太阳的恒星燃料耗尽后留

下的核心。多年来，研究人员预测，应该存在

由两颗白矮星组成的双星系统。广义相对论

指出，两个彼此环绕的天体会以引力波形式

释放出能量。引力波就像是时空中的涟漪。

现在，科学家的预测终于成真！在一

项新研究中，哈佛大学天体物理中心（CFA）

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J2322+0509这一由两

颗白矮星组成的双星系统，而且通过理论

计算发现，它是极强的引力波来源。

这项研究主要作者、CFA 天文学家沃

伦·布朗说：“理论预测称，存在许多氦核双

白矮星系统，最新研究为这些模型及未来

实验提供了一个锚点，我们可借此发现更

多此类恒星并确定其真实数量。”

布朗解释说，这个双星系统没有光变

曲线，因此无法探测到光度信号，所以他们

没有使用光度研究，而是使用光谱研究，观

察物质与电磁辐射（如可见光）之间的相互

作用，确定了恒星的轨道运动。

布朗强调说：“尽管这个系统很难被找

到，但我们通过理论计算发现，这种双星系

统是极强的引力波来源。”

研究人员称，最新研究不仅能增进我

们对这些双星系统和引力波源的理解，也

有望帮助科学家验证“激光干涉空间天线”

（LISA）的效率。LISA将于 2034年发射，届

时，它可以对 J2322+0509 进行基本观测，

毕竟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存在。

研究人员最后指出，由于这个双星系

统在释放引力波，所以其能量也在不断丧

失，六七百万年后，它们将合并成一颗更大

的白矮星，科学家希望能发现其释放出的

引力波。

星空中有各种奇特的成员尚待发现。

双星系统就有不少类：恒星与恒星、恒星与

黑洞的搭配，白矮星与白矮星的组合又挑

战了我们的想象力。宇宙深处应该还有很

多“只觉其重，不见闪光”的天体，之前我们

只能通过微弱的间接光学信号来捕捉它

们。现在有了 LIGO 等一系列新建的引力

波探测装置，或许将来会发现，星系比我们

所猜测的更稠密，更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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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获证实双
白矮星引力波源（艺
术图）。

图片来源：美国
太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