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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官方数据，1

月 20 日，美本土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2 月

29日，美本土首次出现死亡病例。

现在，这两个日期恐怕都要大大提前。

4 月 21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

区圣克拉拉县公共卫生部门发布公告，验尸

官对该县 2020 年 2 月 6 日和 2020 年 2 月 17 日

在家中死亡的两人进行了尸检，并将样本送

交 CDC 检测。结果证实，二人均因感染新冠

病毒死亡。

这表明，在 2 月 6 日，美国已出现新冠肺

炎死亡病例，相比此前结论提前超过三周。

据《纽约时报》报道，圣克拉拉县公共卫生部

门主管萨拉·科迪博士透露，二人没有到过中

国或其他地区的旅行史，应该是通过社区传

播感染的新冠病毒。

哈 佛 大 学 全 球 健 康 研 究 所 所 长 Ashish

K.Jha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一

天”节目中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从感染病毒到死亡至少需要 2到 3个星期。2

月 6日死亡的人，可能在 1月初到中旬就已经

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意味着，加州在 1月中旬

以前就出现了社区传播。

Ashish K. Jha 说，现在我们真的需要回

到过去，检查更多 1月份甚至 12月份的病例，

努力弄清楚在美国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病毒

究竟是什么时候。

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副首席医

务官Colleen Kraft博士认为，这一发现意味着

有更多的人患上了这种疾病，可能是无症状

的，也可能是轻微的，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多。

2月初已经病亡的患者，为何时至今日才

确诊？当地公共卫生部门解释，当时 CDC 规

定的检测范围仅限于“有已知旅行史”和“因

特定症状寻求医疗护理”的人。

2 月 21 日，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称“美国

1.4 万因流感致死的人中部分可能死于新冠

肺炎”。3 月 11 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

特·雷德菲尔德承认，在美国，确实有一些“流

感”死者，实际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圣克

拉拉县补报的这两例死亡病例，是否也曾被

计入因流感死亡的名单中呢？公告及相关报

道并未予以说明。

圣克拉拉县公共卫生部门宣称，将在全

县范围内继续仔细调查死亡情况，预计还将

确诊新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纽约时报》、CNN报道称：

新冠病毒或1月初已在美“社区传播”
本报记者 胡定坤

近日，德国疫情发展逐渐趋缓。传染病

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所长威

勒教授表示，依靠以遏制感染、保护易感染群

体、增加服务资源组成的三大支柱，德国抗疫

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默克尔总理则

谨慎地表示，非常担心新冠肺炎疫情的良好

发展趋势会被逆转。科技日报记者通过数据

为您解读目前的德国抗疫态势。

检测从容显示疫情平稳

新冠病毒检测每周约 35 万人次。“检测，

检测，再检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曾

对各国如此强调新冠病毒检测的重要性。德

国 3月下旬首次实现每周检测 35万人次的目

标，而理论上德国实验室的检测能力最多每周

可以进行约70万次的检测。但最近4周，德国

一直保持着每周约 35 万人次的实际检测量。

到4月12日德国至少进行了172.8万次检测。

检测结果中阳性率约 8%—9%。从结果

看，德国在 3 月份最后一周检测了 36.1 万次，

发现 31391 例阳性，大约 8.7%的阳性率；4 月

份第一周检测了 40.6 万次，发现 36779 例阳

性，即 9.1%的结果为阳性；第二周检测了 36

万次，发现 29302 例阳性，阳性率约为 8.1%。

莱比锡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马库斯·肖尔茨认

为，上述数字说明德国的疫情正在稳定。因为

德国始终根据相同的标准来决定谁能接受检

测，所以可以看到相对稳定的阳性结果比例。

未来将进行更多和更有针对性的检测。

威勒教授强调，要“从战略上更好地”使用新

冠病毒检测手段。未来将在疗养院等重点机

构进行更多检测，以防止老人和护理人员受

到感染。肖尔茨教授则强调，在防控措施放

宽后应该进行更多检测，例如定期检测那些

无法避免与很多人接触的高危人群。检测量

及阳性率等统计数字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

个国家疫情暴发的严重程度，比较而言意大

利前一阶段的阳性率约为 15%。

确诊病例放缓体现管控效果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降至 2000 以

下。这是疫情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3月

28 日，德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 6294

例，是迄今为止的最高值。其后连续多日维持

高位，如 4 月 1 日（6156 例）、2 日（6174 例）和 3

日（6082例）。随后震荡下降至2082例（4月13

日），又反弹至 3609 例（4 月 18 日）。到 4 月 21

日，当日新增降至1785例。总体上已从高点回

落，形势明显向趋好的方向发展。

基本传染数（R0）连续多日降低至 1 以

下。R0值表示一位病毒感染者在患病期内平

均传染的人数。威勒教授高度重视这一数值

的变化，认为它是评估未来防疫措施的重要参

考数据。默克尔总理也强调，德国的医疗能力

是否够用，取决于每个新冠感染者平均再传染

的人数是否得到有效控制。3月初德国新冠病

毒的R0值约为3，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后逐步

降至1附近，使得疫情“（指数级）动态增长恢复

到线性增长”。4 月 20 日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估算目前德国新冠病毒的R0值为0.9。自4月

15 日以来，该值一直维持在 1 以下，这意味着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被缓慢地遏制。

医疗系统良好确保及时救治

空置病床维持在上万张。据德国重症监

护和急诊医学跨学科协会的数据，截至 4 月

20 日，德国 1138 家医疗机构报告登记 29215

张重症监护病床，其中 16955 张（58％）被占

用，12260张目前空置可用。德国处于重症监

护的新冠肺炎病人为 2793 人，其中使用呼吸

机的为 2009 人（占 72%）。此外，德国还通过

空运等方式收治了意大利和法国等欧盟其他

国家的 229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医护人员感染超过 7000名。截至 4月 20

日，德国已有 7413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感染率为5.2%，其中13名医务人员病亡。而4

月10日时这一数字仅4700名，换句话说，德国

医护人员在 10 天内被感染人数增加了 58%。

优秀的医护人员和足够的重症监护病床是应

对疫情的关键。联邦卫生部长施潘说，德国的

医疗体系“到目前为止从未告急过”。

新冠肺炎患者病亡率升至 3.1%。4 月 21

日，德国累计确诊病例 143457 人，累计病亡

4598例，病亡率升至 3.2%。一方面，随着病毒

不断侵袭老年人群体，预计德国的病亡人数

还将增加。目前德国 70岁以上确诊病例占德

国累计确诊病例总数的约 18%。病亡病例

中，年龄 70岁以上的占 86%，病亡病例的年龄

中位数是 82岁。另一方面，4月 12日以来，德

国新增治愈病例已经超过新增确诊病例。4

月 20日估计有 91500例痊愈，治愈率已从 4月

初的 28%升至 64%。

谨慎回归常态未来挑战艰巨

4月 20日，默克尔总理再次呼吁德国民众

在危机中保持高度谨慎。她说，通过前一阶段

艰苦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人际传播指

数（即 R0）已降到 1.0以下。因此，几天来康复

的人数要多于新感染的人。但即使第一阶段

防控措施产生效果，每个人还都必须清楚，“我

们离越过山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没有人

能预测出放宽限制政策将如何影响疫情，只能

等到14天后才能看到这意味着什么”。

默克尔表示，目前首要的是必须追踪所

有感染链，而这在德国还不能完全实现。为

了加强全德 375 家卫生行政部门的人力资源

配备，以便更好地跟踪感染链，德国政府决

定，每 2万名居民至少应部署一个由 5人组成

的接触者追踪小组。此外，还将组成 105个机

动工作组，负责支援无法完成接触者追踪任

务的卫生部门。联邦国防军也将派人提供支

持。在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还

将建立一个 40人的联络点，每 10个基层公共

卫生服务机构指定一名联系人。

默克尔总理明确表示，她非常担心新冠

肺炎疫情的良好发展趋势会被逆转，因为将

很少有人会遵守接触限制。默克尔的担心不

无道理，据柏林警方 4月 13日的通告，即便严

格管控，柏林疫情最严重的米特区一位女孩

仍然邀请到 31位客人参加其生日聚会。未来

如果感染人数急剧增加，德国可能会被迫采

取比以往更严厉的措施，例如，关闭公园，禁

止人们外出。默克尔强调，她希望在德国最

好不需要采取这样的步骤。

透过数字，看德国谨慎抗疫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4月 21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临时工作组21日专程将南京市政府筹集的一批防疫物资送
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拯救大批中国人生命的德国人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手中。图为在
德国西南部城市海德堡，托马斯·拉贝（左一）与海德堡市政府代表（左二）接受中国捐赠的防疫
物资。 新华社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供图）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医学》杂志 22日公开一项流行

病学研究，意大利科学家报告的一个最新模

型，可利用本次疫情数据预测新冠病毒肺炎

在意大利的走向。

结束新冠病毒肺炎的全球流行需要采取

多种人口层面的策略，但这些策略的有效性

和它们“压平曲线”的能力依然未知。鉴于

此，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吉利拉·乔丹诺及其同

事描述了一个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的流行病

学新模型，名为“SIDARTHE”，可以区分已确

诊（已诊断）病例和未确诊（未诊断）病例，还

能按严重程度划分不同病例。

研究人员将人口分为 8 个疾病阶段：疑

似（未感染）；已感染（无症状或少症状感染，

未检测）；已诊断（无症状感染，已检测）；患病

（有感染症状，未检测）；已确诊（有感染症状，

已检测）；病危（有危及生命的感染症状，已检

测）；痊愈（已康复）；去世（已死亡）。他们利

用 意 大 利 从 2020 年 2 月 20 日（第 一 天）至

2020 年 4 月 5 日（第 46 天）的数据，分析了逐

步的限制措施（包括最近一次从 2020年 3月 9

日开始的封城）如何影响疫情在意大利的传

播。团队还模拟了不同应对策略效果的长期

可能场景，包括社交疏远、接触者追踪和全民

检测。据模型预测，同时感染人数达峰在第

50 天左右，有 0.19%的人口受到感染；但同时

确诊人数达峰要等到约一周之后。

研究结果证实了一种假说，即诊断行动可

以降低感染峰值，有助于更快结束疫情。该模

型并未考虑由于医疗系统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转

而导致的医疗资源紧张，但团队指出，这类分析

可以间接进行，比如当重症患者较多时，病死率

就会因重症监护室（ICU）数量不足而上升。

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只采取部分封城的

举措，虽会让同时感染人数和ICU收治患者的

高峰延迟，但总的感染和ICU收治人数只会出

现轻微下降；相反，实行非常严格的“社交疏

远”策略可以同时让感染人数和ICU收治患者

的峰值出现可预期的降低，总的感染和ICU收

治人数会出现显著下降。他们估计，较宽松的

封城措施会在第一年出现 7万例死亡病例，而

较严格的封城措施则对应2.5万例死亡病例。

意大利：新模型可预测新冠肺炎传播动态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科学报告》杂志 23日发表的一

项环境学研究，英国人工智能团队报告了

一种能检测海洋环境中大塑料（大于 5 毫

米）漂浮垃圾带的新方法。研究人员利用

欧洲空间局“哨兵 2”号卫星数据，训练机

器学习算法将塑料从其他材料中区分出

来，平均准确率达 86%，局部区域最高达到

了 100%。

人类活动与垃圾排放，让大量塑料涌

入海洋，如何将塑料从其它漂浮物中准确

高效鉴别出来成为难题。鉴于漂浮物吸收

和反射的可见光与红外光波长各有所异，

英国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研究人员劳伦·
比尔曼及其同事利用这种光谱特征，在“哨

兵 2”号数据中识别出了漂浮物带。研究

团队随后训练了一种机器学习算法，能根

据不同塑料和天然材料的特定光谱特征，

为组成这些漂浮带的个体材料进行分类。

机器学习算法利用到的这些特征，是

来自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冲到南非德班港

的塑料垃圾的卫星数据，以及研究团队

2018 年和 2019 年在米蒂利尼海岸（希腊）

部署的漂浮塑料的卫星数据。他们还利用

了之前获得的、可能会与海洋塑料同时发

现的海藻、木质物、泡沫和火山岩等天然材

料的卫星数据。

研究团队利用四个不同地区沿岸海域

的“哨兵 2”号数据测试了这种方法：阿克

拉（加纳）、圣胡安岛（加拿大）、岘港（越南）

和苏格兰东部（英国）。该方法能以 86%的

平均准确率成功将四个地方的塑料从其他

漂浮材料或海水中区分出来，在圣胡安岛

的准确率更是达到了 100%。

该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在四个不

同的海岸带都取得了成功。研究人员希望

这种方法可以与无人机或高分辨率卫星联

用，提高对海洋塑料垃圾的全球监测。

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需求，才使得塑

料产量呈指数级翻倍。想要这些塑料消失

很容易——流入大海，很快就可以淡出人

们的视野。但实际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

会一直存在，幽灵一般以各种方式与我们

捆绑在一起。时至今日，人类已然意识到

海洋塑料污染的深度和广度远超预期，但

想要追踪它们的具体分布情况，技术上一

直有待提升。如今研究者们利用 AI 与卫

星数据的双重“追击”，远比以往更为精确、

全面地从空间和生态层面评估了问题的严

重性，进而帮助我们采取更大规模的清理

和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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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2 日报道，美国科

学家今天发布了迄今首份月球地质综合

图。他们表示，这份综合图有望帮助我们

进一步了解离我们最近的太空邻居 45 亿

年的沧桑历史，也能为未来的人类探月和

登月任务提供参考。

来自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月球行星研究

所的科学家携手合作，首次完整绘制出了

这份整个月球表面的地质图并进行了统一

分类。新月球图名为“月球统一地质图”，

以 1∶5000000 的比例显示了月球的地质情

况，是迄今月球表面地质情况的最终蓝图。

为绘制出这份新数字地图，科学家使用

了六张阿波罗时代的区域地图中的信息，以

及近期的卫星探月任务提供的最新信息。

此外，他们也重新绘制了现有的月球历史地

图，使其与现代数据集一致。除合并新旧数

据外，USGS 研究人员还对月球地层（岩石

层）进行了统一描述，解决了以前地图中岩

石名称、描述和年龄有时不一致的问题。

此外，月球赤道区域高程数据来自于

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领导的“地球科学

与工程探索者”（SELENE）卫星上的“地形

相机”收集到的立体观测数据；月球北极和

南极地形数据则由 NASA 的“月球轨道器

激光测高仪”提供的数据补充。

USGS 地质学家、新地图主要作者科

里·佛特佐说：“这张地图是一项历时十年

项目的结晶！将使月球特定地点及月球表

面其他地方的探索数据关联起来，可以为

人类未来的探月和登月任务提供帮助，对

国际科学界、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公众而言

也非常重要。”

USGS 现任局长兼 NASA 前宇航员吉

姆·赖利说：“人们一直对月球着迷不已，而

且也很好奇我们何时重返月球，这份地图可

以为NASA的未来任务提供信息资源。”

公众现在可以在“月球统一地质图”网

站查阅并下载这份地图。

首份月球地质综合图“出炉”

新鲜“出炉”的“月球统一地质图”。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科技日报柏林4月22日电（记者李山）4

月 22 日，德国主管疫苗和生物医学的保罗·
埃尔利希研究所公告称，已批准生物科技公

司 BioNTech 在德国进行潜在新冠病毒疫苗

的首次临床试验。

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表示，提供经过批准

的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关

键。最初的临床试验旨在确定候选疫苗的总体

耐受性及其产生针对病原体的特异性免疫反应

的能力。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该研究所

始终以最高的优先级支持新冠病毒疫苗的开

发。得益于BioNTech公司的密切配合，保罗·
埃尔利希研究所在四天内就完成潜在新冠病毒

疫苗首次临床试验的评估和批准过程。

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总部位于德国

美因茨，其推出的候选疫苗是一种核糖核酸

（RNA）疫 苗 ，其 中 包 含 用 于 构 建 所 谓 的

CoV-2 刺突蛋白或部分 RNA 形式的遗传信

息。在获得批准的临床试验的第一部分，将

为 200 名 18 至 55 岁的健康志愿者接种几种

经过轻微修饰的疫苗变体之一。提交疫苗接

种结果后，才能进入试验的第二部分，对相同

年龄范围的其他受试者进行接种。第二部分

试验中，将把感染风险增加或已被新冠病毒

感染的受试者纳入研究范围。

在批准的临床试验中，RNA 疫苗候选物

的不同变体将被测试，包括不同的 RNA类型

以及不同长度和修饰的刺突蛋白。除了安全

性和耐受性，还将检查使用不同剂量的疫苗

后产生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的能力，以

及第二次疫苗接种的影响等。

根据已知信息，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希望

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开展潜在新冠病毒疫苗

的临床试验。不过，该研究所表示，年底前不太

可能有疫苗会获批上市。继中美之后，德国成为

世界上第三个批准潜在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

试验的国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尽快

开发出有效且安全的新冠病毒疫苗，并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将是世界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德国：批准一款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

科技日报北京4月23日电（记者刘霞）一个

国际科研团队23日在《细胞》杂志刊文指出，他们

在人体肺部、鼻腔和肠道中，发现了最有可能被

新冠病毒攻击的三种细胞类型，还发现冠状病毒

可能利用宿主细胞的天然防御能力，劫持一些蛋

白供自己使用。他们表示，尽快共享这些数据和

发现，将有助于集中力量阐明新冠病毒如何攻击

人体，更好地测试现有抗病毒疗法，并帮助科学

家研制出应对新冠肺炎的新疗法。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22日报道，研究人

员称，新冠病毒入侵细胞需要两大关键“帮手”：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和TMPRSS2蛋白

酶。ACE2是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受体，新冠病

毒的刺突蛋白通过劫持ACE2入侵人体；TM-

PRSS2会激活刺突蛋白帮助病毒入侵人体。但

哪些细胞会表达这两类蛋白一直是未解之谜。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仁一起，利用现有的在

不同类型细胞中发现的 RNA 相关数据，搜索

出了表达这两种特定蛋白的细胞，结果发现，

鼻腔里分泌鼻涕的杯状分泌细胞、肺泡内负

责维持肺泡功能的Ⅱ型肺泡细胞、肠道内负

责营养物质吸收的吸收性肠上皮细胞比其他

细胞更能表达这两种蛋白质的 RNA。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

现象：ACE2基因的表达似乎与已知被干扰素打

开的基因的激活相关。干扰素是机体受病毒感

染产生的一种蛋白质，通过干扰病毒复制并激

活免疫细胞来抵抗感染，这是科学家首次发现

ACE2与干扰素反应相关，表明冠状病毒可能利

用宿主细胞的天然防御能力，劫持一些蛋白供

自己使用。这也表明，干扰素在对抗新冠肺炎

中的作用可能很复杂：一方面，它可以刺激基因

抵抗感染或帮助细胞抵抗损伤；但另一方面，它

可以提供额外的靶标，帮助病毒感染更多细胞。

最易被新冠病毒攻击的3种细胞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张
梦然）欧洲科学家团队报告在南极洲发现

首个现存蛙类的化石，这一发现提供了进

一步证据，证明了南极半岛在与南部超大

陆（冈瓦纳大陆）分离之前拥有暖温带气

候。新发现的化石属于“头盔蛙”科，这一

化石的出现为人们带来了对古代南极的全

新认识。相关研究报告 23 日发表在英国

《科学报告》杂志上。

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托马

斯·摩尔斯及其同事，在 2011 年至 2013 年

期间前往南极半岛西摩岛探险，期间发现

了一个髋骨和有纹饰颅骨的化石残骸。

这些化石样本大概有 4000 万年的历史，

来自始新世，全都属于智利蟾科，也被称

为“头盔蛙”。此前，人类尚未在南极洲发

现过属于现存科的冷血两栖动物或爬行动

物的痕迹。

既往证据显示，在南部冈瓦纳超大陆

最终裂解成今天的南半球（包括南美洲和

南极洲）之前，整个南极半岛都有冰盖形

成。但此次新发现可以表明，南极半岛在

中始新世晚期的气候条件，可能与今天南

美洲雨林的潮湿温带气候差不多，后者是

迄今仍能发现“头盔蛙”全部五个现生种的

唯一地点。

现在的南极洲无疑是一片冰封的大

陆，但在很久以前，那里或也曾经是一片温

暖之地。研究人员表示，南美洲雨林可能

是南极洲气候在南大陆即将发生冰川作用

前的“现代类似物”，时至今日，南美洲雨林

可能也演变成了最初遍布南极洲半岛物种

的栖息地。

南极洲发现首个现存蛙类化石

在南极洲发现首个现存蛙类的化石。
图片来源：《科学报告》在线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