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柳叶刀》杂志日前发表来自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福院士和冯子健教授

团队的卫生政策文章。文章从中国当前的

应对经验角度出发，描述了中国的新冠肺炎

防控策略与具体措施，表明中国的策略取得

了成功，基本阻断本地传播，其有利于降低

疫情带来的健康和社会经济损失。这一防

控经验和有效防控措施的分享，有助于全球

各地更好的防控疫情大流行。

围堵策略：适用于疫情早期

文章表示，新冠肺炎是由一种有别于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冠状病毒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传染病。中国自疫情初始至今采取了两种

应对策略：围堵策略和压制策略。

这其中，围堵策略适用于疫情早期，此

时病例尚集中于局部地区，采取特定措施可

阻断人际传播及向其他区域扩散。该策略

的核心措施是积极发现并管理病例，对密切

接触者进行追踪并隔离医学观察；必要时限

制局部地区的人员流动。

对中国政府和民众而言，实施围堵策

略也意味着极大挑战，民众的支持至关重

要。非关键行业的人们被要求尽可能待在

家里；所有人均被要求避免聚会，外出时要

戴口罩。自 1 月 23 日至 4 月 8 日，武汉封锁

了所有城际交通和市内公共交通。整个国

家不论是大城市或小乡村，均采取了至少

一个月不同程度的内外部交通限制措施。

许多志愿者参与了社区防控工作。各项工

作都强调落实的及时性，医院须在 2 小时

内报告确诊/疑似病例，实验室须在 12 小

时内报告检测结果，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须在 24 小时内完成病例初步流行病学

调查。

研究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实施围堵措

施，中国新冠肺炎患者数将增加 67倍。

压制策略：成功进行
围堵后立即实施

文章认为，当疫情在多个地区呈不同

程度的暴发，通过围堵策略难以将病毒传

播限制在局部地区时，将采用压制策略。

在成功进行了围堵后应立即实施压制策

略，以防止外来病例输入，避免重新出现社

区传播。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结果显示，根

据疾病监测数据，间断性的实施增加人际距

离的措施，可以允许短时间内暂时放松干预

措施，但是一旦病例数开始反弹，就应再次

启动这些干预措施。

文章表示，至关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社

交距离措施较为松弛的时期，也仍需维持积

极发现、管理病例和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

等关键措施，以避免再次出现社区传播和疫

情反弹。

而在围堵或压制策略中，最紧急和最重

要的措施是扩大检测能力，确保或尽可能对

每个疑似病例和所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

者提供检测。

防控长期目标与实现路径

文章分析了两个问题：中国新冠肺炎防

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是什么？

目前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目

标，是保持不发生本地传播或者使传播维持

在较低水平，直至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

并广泛接种以形成人群免疫屏障。为此中

国要将新冠病毒传播风险降至最低，实现并

维持发病和死亡很低的水平，为开发疫苗和

治疗药物赢得时间。

而形成人群免疫屏障的安全途径，是

使用压制策略代替围堵策略，并根据当地

流行病学风险调整具体措施，采取必要的、

最低限度的人际距离保持措施。此阶段，

依然要做到及早发现病例并迅速处置，将

传播阻断在最小地理区域内，从而将疫情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这是此阶段

的策略重心。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中，疫苗

接种是一项必要手段，其前景可期，但万一

出现疫苗研制未能成功或需要比预计更长

的时间的情况，中国将通过与国际科学界合

作，确定有效药物和治疗策略，以及通过通

信技术创新，识别有被感染风险的密切接触

者等多项举措，以确定最有效、干扰程度最

低且社会经济可接受的防控措施。

《柳叶刀》发表高福、冯子健团队文章认为——

中国举措有助全球更好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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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本报记者 张梦然

日本东北大学、日本制钢所公司和三

菱化学公司合作，开发出了可量产直径 2

英寸以上的氮化镓单晶基板的低压酸性氨

热（LPAAT）法。通过实现低压晶体生长，

能以相对较小的晶体生长炉量产大型晶

体。利用 LPAAT 法在基于 SCAAT 法的氮

化镓籽晶上制作的 2 英寸长氮化镓单晶基

板，具有晶体镶嵌性低（对称面和非对称面

的 X 射线摇摆曲线半值宽度在 28 秒内）、

基板几乎没有曲翘（曲率半径约为 1.5 公

里）的良好晶体结构特性。

利用LPAAT法制作的大口径、低曲翘、高

纯度氮化镓单晶基板如果能普及，可靠性优异

的氮化镓垂直功率晶体管就有望实现实用化。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整编：本报驻日本记者陈超)

日开发氮化镓单晶基板量产法

京都大学、滋贺医科大学及苏州大学的研

究小组发现，利用聚甘油（PG）高分子涂覆表面

的纳米粒子具有隐形性，可用于癌症治疗。

将抗癌药物固定在纳米粒子上并传送

到癌症组织中的药物传递系统（DDS）用

于癌症治疗时，研究小组发现涂覆 PG 的

纳米粒子表面吸附的蛋白质的量明显减

少，由此，被肝脏中大量存在的巨噬细胞

（吞噬细胞）捕食的纳米粒子的量也大幅减

少。这表明，纳米粒子避免被捕食的隐形

性显著提高，有望为采用 DDS的癌症治疗

法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中日合作大幅提高癌症治疗效果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0日电 （记者胡
定坤）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6月 9日，美

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发布两党联

合报告，声称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中国联通

美洲公司、信通电话美国公司三家中国电

信公司已在美国运营约 20年，美政府未能

有效应对其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

据统计，今年 4月以来，中国电信运营

商已经被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防

部、国务院、商务部、联邦通信委员会、参议

院共七个机构盯上，意欲将其彻底赶出美

国市场而后快！

参议院报告指出，此前美国联邦通信委

员会（FCC）主要依靠“电信团队”对外国电信

公司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这是一个由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抽调人员组成的非正式

组织。过去十几年间，电信团队仅仅“访问”过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和信通电话美国公司各两

次，从未到访过中国联通美洲公司。

因此，报告呼吁 FCC 对上述三家中国

电信公司进行全面审查，并“建立撤销外国

电信公司在美国运营许可的标准和程序”。

与参议院相比，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运

营商的猜忌似乎更深。2020年4月4日，特朗

普签署13913号行政命令，要求建立“外国参

与美国电信服务评估委员会”，取代电信团

队，强化审查想要进入美国市场的外国电信

公司。4月9日，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

防部、国务院和商务部曾联合施压FCC，要求

取消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运营许可。

4月24日，FCC发布命令，警告或将撤销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信通电话三家中国国

有电信运营商在美国的业务许可，并要求中

国公司“解释为什么不应该撤销他们的授权”。

据报道，上述公司已经回复了 FCC 的

无理要求：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称，FCC 不

应“在没有任何具体不当行为证据的情况

下，完全基于外交政策考虑”撤销其在美国

的经营权。中国联通美洲公司称，其有“遵

守 FCC 监管义务的良好记录”，展示了“与

美国执法机构合作的意愿”。信通电话则

称，中国政府没有要求公司“采取任何会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执法利益’的行动”。

另外，为什么美国担忧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却并不担忧中国移动？原因很简单，

2019 年 5 月，FCC 一致否决了中国移动进

入美国市场的申请。

当我们的企业，依法合规按照市场原则

对外展开经济合作时，理应获得公平公正、

没有歧视的经营环境。至于有些国家，还请

停止把国家安全泛化、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

表演吧。拿一丝疑虑当借口的无理打压，任

谁也看不下去。要知道盲目的排斥虽然可

以打击对手，但也会伤及自身，而且每次一

急了就玩不起了，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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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星是宇宙间最神秘的天体之一，天

文学家目前已了解其如何诞生，但其超致密

内核的结构及其将上演何种剧情，仍是未解

之谜。

今年 6 月初，芬兰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

然·物理学》杂志撰文指出，他们已经找到有

力证据，证明迄今最大中子星内核存在奇异

的夸克物质，将笼罩在中子星头上的“神秘面

纱”又揭开了一层。

无独有偶，去年 12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的“中子星内部成分探测器”（NICER）提

供了一些有关中子星质量和半径迄今最精确

测量结果，包括其磁场的数据。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承民

对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说：“本世纪 20 年代后

将有大批科学前沿装置投入到中子星的研

究，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引力波天文台、中国

‘天眼’FAST、国际 SKA 射电阵列等，将中子

星研究从过去的多波段时代升级到当今的

多信使时代，中子星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已经

到来。”

中子星密度之大超乎想象

据张承民介绍，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演

化到末期，经由引力坍缩发生超新星爆炸后

生成的质量介于白矮星和黑洞之间的星体。

当一颗恒星死亡后形成致密星的质量为太阳

质量 1.35 到 2.1 倍时，常会形成中子星；小于

太阳质量 1.35倍时，很可能形成白矮星；大于

太阳质量 3.2倍时，则会形成黑洞。

张承民说：“中子星是宇宙中最致密的

天体之一，其密度之大超乎想象。地球直径

约为 12756 公里，如果把地球压缩为一颗中

子星，那么其直径仅为 44 米，由此可见其密

度之大。”

中子星身上迷雾重重

天文学家认为，在引力挤压下，中子星内

部的质子和电子会交融形成中子，这也是中

子星得名的缘由，但这并非最终结论。

张承民解释道，天文学家从来没有近距

离透视过中子星，地球试验室也无法制造出

接近其密度的物质，因而，中子星身上迷雾

重重。

首先，中子星内部结构一直是物理学领

域的重大未解之谜。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

子星内核中心位置由中子霸占，但其他人则

表示，巨大的压力会将内核物质挤压成更奇

特的颗粒（胶子和夸克）。

其次，对于中子星内部上演的剧情，科学

家给出了不少剧本：夸克和胶子在其间自由

游弋；或者，极端能量导致名为“超子”的粒子

产生，超子也由三个夸克组成，除上下夸克，

至少还包含一个奇夸克；中子星中央是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态，在这种物质状态中，所有亚

原子粒子的“行为”都像单个量子力学实体等

等。但以上诸多情节都未曾获得证实。

张承民解释道：“中子星头上还蒙着不少

‘神秘面纱’，例如，中子星的磁场是如何形成

和演化的，观测发现毫秒脉冲星的磁场比常

规脉冲星的磁场低约 10000倍，其演化细节是

打开中子星磁场工作的奥秘；中子星的最小

磁场和最大磁场由什么条件决定？观测看到

最快毫秒脉冲星的转动周期仅 1.39 毫秒，那

么，宇宙间是否存在更快的转动？其速度如

何形成？更重要的是，迄今还没有人发现脉

冲星与黑洞的‘双星之舞’，它们在宇宙深处

存在的比率是多少？这些也是目前中国‘天

眼’FAST关注的重要科学目标之一。”

张承民指出：“中子星‘性格’独特，研究

它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子星高度致密，其引力场强度比

地球高约亿倍，超越了牛顿引力理论范围，需

要借助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来验证；其次，中

子星的超强磁场也是等离子体理论在极端环

境的应用场所；再次，中子星的核心致密核物

质是检验各种核物理理论的天然实验室；另

外，脉冲星精准测量可用于自主导航，还可以

验证爱因斯坦的引力波预言，等等。

张承民强调说：“脉冲星作为转动中子

星，可进行多波段观测实验，可大力提升大科

学装置的精密程度，也能为宇宙新发现提供

载体。所以，脉冲星和中子星一直是各国天

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积极关注的热点。”

NICER欲管窥中子星

据张承民介绍，为揭示中子星的秘密，科

学家发射了 NICER 空间探测器，主要目标是

收集脉冲星（旋转中子星）发出的 X射线。

《自然》杂志的报道指出，NICER 观测结

果和其他观测结果使天体物理学家能确定中

子星的质量和半径，而这两个属性可以帮助

确定中子星内核正在上演什么故事。

NICER 的 首 个 目 标 是 编 号 J0030 +

0451 的脉冲星，初步观测结果表明，这颗“孤

独”脉冲星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 1.3或 1.4倍，

半径约为 13 公里。NICER 将继续对其展开

观测，进一步提高测量其半径的精度。

NICER 团 队 希 望 未 来 两 三 年 能 使 用

NICER 计算出另外六个目标的质量和半径，

并将其半径的精度限制在 0.5 公里以内。在

此精度下，研究人员可以验证所谓的中子星

物质状态方程，该方程描述了中子星的质量

与半径（或内部压力与密度）的关系。

此外，他们还计划未来至少研究几颗大

质量脉冲星，包括目前最大质量中子星记录

保持者——一个为太阳质量 2.14 倍的中子

星，这将使他们探究出中子星的质量上限，即

中子星坍塌成黑洞的临界点。

多管齐下拓宽对中子星认知

尽管在观测中子星方面，NICER 目前一

马当先，但它并非唯一内部深入探究脉冲星

“内心”的设备。

2017 年，美国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

（LIGO）与欧洲的“室女座”（Virgo）探测器携

手，观测到两颗彼此并合的中子星产生的引

力波，其中包含有关中子星大小和结构的信

息。无独有偶，2019 年 4 月，LIGO 观测到第

二次中子星并和事件。但当前设备无法观测

到并和最后一刻的情况，那时两颗中子星的

扭曲最大，相关数据能清楚揭示中子星的内

部情况。

《自然》杂志称，日本的“神冈”引力波探

测器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投入使用；印度的引

力波观测天文台也将于 2024 年启动，这些设

施与 LIGO 和 Virgo 强强联手，将提高观测灵

敏度，并有可能捕获中子星并和最后时刻的

细节。

据张承民介绍，放眼未来，一些仪器设

备已列入计划，它们或许可以开展 NICER

和目前的引力波观测站无法进行的观测活

动。例如，中国和欧洲预计将于 2027 年发射

“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卫

星，研究单独中子星及双星中子星，帮助确

定它们的状态方程。另外，“宽带能量 X 射

线光谱时间分辨天文台”将使用 NICER 的

热点技术，以更高精度确定至少 20 个中子星

的质量和半径，这一天文台拟于本世纪 30 年

代发射。

张承民说：“过去科学家在光子的视线

下观察中子星，以后将在各种宇宙视线下

查看中子星的全景，并且探测精度也伴随

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大数据不

断升级，开拓出精细与精准的中子星认知

时代。”

从多波段到多信使

中子星物理学研究进入黄金时代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0日电 （记者刘
霞）据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JAXA）网站

8 日报道，日本、欧洲和美国携手合作的下

一代太阳观测卫星 Solar-C_EUVST 于近

日被遴选为日本的下一颗太阳探测器，将

于本世纪 20年代中期发射，该卫星旨在研

究太阳大气中的物质和能量传输机制，进

一步揭示太阳的奥秘。

地球和太阳系其他天体都在从太阳延

伸出来的高温等离子体中运行，并不断受

到太阳风暴、电磁辐射和高能粒子的影

响。国际太阳物理界众多学者认为，在开

展下一代太阳探测任务时，应将高分辨率

和高灵敏度的光谱观测作为最高优先级，

以高分辨率对整个太阳外层大气中的等离

子体开展详细研究。鉴于此，来自日本、美

国和欧洲的科学家，向 JAXA 提出了“太阳

观测卫星 C_极紫外高灵敏度光谱望远镜

（Solar-C_EUVST）”任务概念。

Solar-C_EUVST将通过观测太阳的极

紫外光谱，揭示高温日冕的形成机理，太阳

爆发何时以及如何产生，以及太阳如何影响

地球和其他行星等。它将回答太阳物理的

基本问题，如等离子体物理过程如何影响太

阳大气和太阳风的形成，驱动太阳耀斑和日

冕物质抛射的能量如何释放。卫星上搭载

的EUVST望远镜是带有狭缝成像系统的极

紫外光谱仪，可首次以好于1个角秒的高空

间分辨率和极高的灵敏度，观测包括太阳过

渡区和日冕在内的太阳外层大气。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中

科院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主任田晖对科技日

报记者表示：“Solar-C的立项说明极紫外光

谱探测继续成为太阳探测的核心方式之一；

今年3月恒星极紫外线望远镜（ESCAPE）被

美国遴选为下一颗天文卫星候选项目也预示

着极紫外天文探测的春天即将来临。此外，

极紫外光谱对巨行星探测也具有重要意义。”

田晖强调称：“我国从未开展过针对天

体的极紫外光谱探测，相关技术基础极其

薄弱，强烈呼吁国内开启空间极紫外光谱

探测，通过持续的支持突破相关技术，从简

单的光谱仪做起，为建设航天强国和推进

深空探测夯实基础。”

日美欧携手启动下一代太阳探测卫星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近日应邀前往秘鲁利马比利亚·埃尔萨尔瓦多医院实地查看院感防
控流程。中国专家全面梳理了该院新冠阳性重症及阳性手术区、妇产区、新生儿区等相关流
程方案，并协助制定了场地及流程改造方案。他们还针对重症患者的诊疗详细解答了该院
ICU医生提出的问题。中国专家组还向医院赠送了部分防护物资。

新华社发（中国医疗专家组供图）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 6月 9日电 （记者

毛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表示，该

公司导弹和卫星数据专家受武器飞行状态

预测系统启发，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研发出

高精度人工智能系统，它能及时告知医生

新冠病毒患者病情何时出现恶化，准确率

达 80%。

该公司首席创新官艾伊娜特·克莱因

告诉当地媒体，新的人工智能系统利用患

者现有的所有数据来预测患者未来的病

情。根据患者验血结果参数、心脏功能情

况和其他生理数据，人工智能系统便可判

断出患者未来病情将是改善、恶化还是保

持不变。

以色列医院报告称，新冠病毒患者病情

突然出现恶化是医生治疗患者所面临的主

要挑战之一，如果能提前预警病情恶化，将

有助于医生挽救患者的生命。

新冠病毒患者病情预测系统的创新之

处是将人工智能工具集成到医院计算机系

统中。该系统的研发人员为 IAI公司防务系

统的数据处理专家，他们平日工作是开发导

弹和卫星（如观测卫星、纳米卫星和通信卫

星）系统的软件，还有以色列探月器的相关

数据处理软件。

克莱因认为，研发新冠病毒患者病情

预测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试图从大量的数

据中了解相关性。她说，本质上就是如何

处理大数据，如何从所有信息中找到“钻

石”，并知道哪些是缺失但又必需的数据，

总之就是要从繁多的数据中找到自己寻求

的东西。

以研发出新冠患者病情预测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