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6月15日电（记者刘霞）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在欧

洲血液学协会召开的一次视频会议上，美国

研究人员宣布，他们用CRISPR技术对患者

的骨髓干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后，两名β地中

海贫血患者和一名镰状细胞疾病患者不再

需要输血。这是借助 CRISPR基因编辑技

术治疗遗传疾病的首份试验结果。

美国田纳西州萨拉·坎农研究所的海达

尔·弗朗苟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初步结果……

从本质上证明了CRISPR技术能对β地中海

贫血和镰状细胞疾病患者进行功能性治愈。”

β地中海贫血和镰状细胞疾病是由影

响血红蛋白的突变引起的疾病，血红蛋白

是血红细胞内携带氧气的蛋白质，症状严

重的病患需要定期输血。但有些拥有致病

突变的人从未表现出任何症状，因为他们

在成年后仍会产生胎儿血红蛋白。一般情

况下，胎儿血红蛋白在人出生后不久就会

停止产生，这为科学家和医生提供了灵感：

是否可以通过促进胎儿血红蛋白的产生来

治疗此类遗传疾病。

最新试验由瑞士基因编辑公司“CRIS-

PR疗法”与美国福泰制药公司合作开展。

在试验中，研究人员从病患体内移除

了骨髓干细胞，并借助 CRISPR 技术禁用

了关闭胎儿血红蛋白产生的基因。化疗杀

死了患者剩余的骨髓细胞，研究人员用编

辑过的干细胞取代这些骨髓细胞，以确保

编辑后的干细胞产生新的血细胞。

结果表明，这两名β地中海贫血患者

自 15个月前和 5个月前接受 CRISPR 治疗

以来，都不再需要输血；而镰状细胞疾病患

者也在接受治疗 9个月后不再需要输血。

法国巴黎内克尔-芬德·马拉德斯医

院的玛丽娜·卡瓦扎纳说，最新试验给出的

结果令人兴奋。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 3 名患者确实

因化疗而受到一些不良影响，但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似乎是安全的。不过卡瓦扎

纳强调说，尽管如此，仍需对患者开展终生

监测，确保该技术没有不良后果。

2017 年，基因学家就预言β地中海贫

血极有可能会是下一个被攻克的单基因遗

传病。这一疾病的重症患者，即使保证长

期输血也难以活过 20岁，而且体弱导致其

几乎没有劳动能力。而今的成果，可能是

第一个达到人体阶段测试的、基于 CRIS-

PR的基因编辑疗法，也给了患者及其家庭

一丝治愈的希望。据称相关试验打算继续

招募 45 名患者，但由于疫情不得不暂停，

预计在下半年会报告更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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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5日电 （实习记者

余昊原） 据巴西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消息，位

于巴西圣保罗的布坦坦研究所将与北京科

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科兴中维）展开

合作，双方将在巴西共同开展新冠病毒疫苗

Ⅲ期临床试验。

科兴中维研发的疫苗名为克尔来福，是

一款候选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科学》杂

志上发表的一项临床前研究中，证实了这种

疫苗具有安全性，可为试验对象恒河猴提供

保护。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批准科

兴中维在中国国内进行Ⅰ/Ⅱ期人体临床试

验，以评估克尔来福的安全性、耐受性、剂量

和免疫接种计划。

“人体临床试验”是疫苗研发的第二个

阶段，需要依次完成“三个周期”的试验。根

据中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人体临床

试验的三个周期分别是Ⅰ期初步临床药理

学及人体安全性评价试验；Ⅱ期治疗作用初

步评价阶段，其目的是初步评价药物对目标

适应症患者的治疗作用和安全性，也包括为

Ⅲ期临床试验研究设计和给药剂量方案的

确定提供依据；Ⅲ期治疗作用确证阶段，最

终为药物注册申请的审查提供充分依据。

目前，科兴中维已经进行了Ⅰ/Ⅱ期人

体临床试验，初步结果显示该疫苗具有良好

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与此同时，在中国，

它还正在建设一个商业化疫苗生产基地，以

期达到年产 1亿支新冠病毒疫苗的目的。

根据科兴中维和布坦坦研究所的最新

临床开发合作协议，布坦坦研究所已经同意

在巴西赞助该候选疫苗的Ⅲ期试验。双方

未来还可能就技术许可、市场授权和商业化

签署其他协议。

布坦坦研究所临床研究医学主任里卡

多·帕拉西奥斯博士说：“科兴中维的新冠病

毒疫苗研发适合纳入巴西现有的公共卫生

免疫项目。根据当前的疫情状况和布坦坦

研究所在临床开发方面的经验，巴方的优势

将与科兴中维的成果互补，推进研究人员安

全有效地研发免疫接种疫苗。”

巴西官员称，该疫苗的Ⅲ期临床研究于

下月开始，将有 9000名志愿者参加研究。巴

西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利亚在新闻发布会

上指出，布坦坦研究所与科兴中维签署了一

项技术转让协议，如果研究成功，疫苗有望

在明年 6月投入生产使用。

中巴合作开展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6月 14日电 （记者

毛黎）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研究人员日前表

示，他们确认部分免疫显性抗体表位有望用

于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并相信该疫苗

可能阻止疫情再次暴发。相关研究发表在

《MDPI疫苗》杂志上。

巴伊兰大学阿兹列里医学院的癌症基

因组学和复杂疾病生物计算实验室主任、研

究带头人米拉娜·弗兰克尔-摩根斯坦博士

表示，研究人员从新冠病毒的蛋白质组中鉴

定出一组潜在的免疫显性抗原表位，它们有

能力产生抗体和细胞介导免疫反应，可以用

来开发应对新冠病毒的被动式疫苗。

抗原表位也称为抗原决定簇，是抗原的

组成部分，它将特定抗原受体结合到 B 细胞

或 T 细胞表面上，能够促进免疫反应。研究

人员表示，基于特定免疫显性抗原表位的免

疫反应可针对特定病原体产生抗体介导免

疫和细胞介导免疫，促进快速有效地消除病

原体。

弗兰克尔-摩根斯坦说，研究小组利用

基于免疫信息学的广泛计算方法，对新冠病

毒蛋白质组进行了分析，确定了病毒的免疫

显 性 抗 原 表 位 。 他 们 发 现 ，新 冠 病 毒 与

SARS 病毒有 25 个抗原表位完全相同，其中

7 个有望成为有效候选疫苗。分析表明，这

些抗原表位对人体无毒且不会引起过敏反

应，同时产生自身免疫反应的风险非常低。

弗兰克尔-摩根斯坦说，研究团队正在寻

找合作伙伴和公司确定疫苗结构，然后进行

体外试验、动物模型试验以及人体临床试

验。她表示，整个过程至少需要6到12个月。

以利用免疫显性抗体表位开发新冠疫苗

实习记者 卢子建 龙 云 余昊原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5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14 日报道，一个国际天

文学家团队借助全新方法，对哈勃常数开展

了最新测量，结果 73.9（km/s）/mpc（百万秒差

距），与宇宙学标准模型预测的值有较大差

距，为修改宇宙学标准模型提供了佐证。

1929年，美国科学家埃德温·哈勃成为第

一个发现宇宙膨胀的人，当时他还发现大多数

星系都在远离银河系，且距银河系越远的星

系，其离开银河系的速度也越快。这些星系远

离银河系的速度和星系与银河系的距离的比

值大致恒定，这一比值被称为哈勃常数。哈勃

常数反映的是宇宙膨胀，因此它非常重要。

宇宙学标准模型是描述宇宙基本性质

（如宇宙的组成和演化）的理论，该模型预测

哈勃常数值为 67.4（km/s）/mpc；此前诺贝尔

奖获得者亚当·里斯领导的团队通过 IA 型超

新星与造父变星测出哈勃常数值为 74（km/

s）/mpc；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欧洲普朗

克卫星测出来的值则为 67.8（km/s）/mpc。

此次，科学家借助美国超长基线阵列望远

镜、德国的埃菲尔斯堡望远镜等，对4个不同星

系（距地球1.68亿光年至4.31亿光年不等）开展

了测量，再加上先前对另外两个星系的测量结

果，得到哈勃常数值73.9（km/s）/mpc。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密森

尼天体物理学中心研究员唐·佩斯说：“测试

宇宙学标准模型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需要对哈勃常数进行有史以来最佳测量。哈

勃常数理论预测值与测量值之间存在差异是

整个物理学领域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我们希

望开展多次独立测量，以解决该问题并检验

宇宙学模型，但我们得到的新值与预测值之

间的差异更大。”

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的詹姆斯·布拉

茨领导了该旨在测量哈勃常数的“巨型微

波激射宇宙学项目”。他说：“问题在于模

型本身和测量方法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我

们认为，宇宙学基本模型很可能就是问题

的关键所在。”

新哈勃常数值挑战现有宇宙学标准模型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5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食品》杂志 15日发表的一项最

新技术：瑞士科学家团队报告了一种只有手

掌大小的便携式“查毒”装置，它与智能手机

应用配合起来使用，可以连续、准确地测试酒

精饮料中的甲醇水平，从而有效避免致命性

的甲醇中毒。

酒精饮料有时候会被故意掺杂廉价的

甲醇，目的是增加利润和饮料的劲度。另

外，酿造或蒸馏不当也可能会使甲醇在酒精

饮料中积聚。甲醇有较强的毒性，甲醇中毒

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眼部损害及代谢性酸

中毒为主要特征，对人体伤害极大。调查数

据显示，2017 年至 2019 年，有记录的甲醇中

毒事件达 306 起，影响了约 7104 人，导致了

1888 人死亡，而 90%的甲醇中毒事件发生在

亚洲。

目前，甲醇检测的黄金标准是液相色谱

法——分离并测量某混合物中不同类型的化

学物质。但是，这种传统方法虽然具有灵敏、

选择性好和同时测定多组分的优点，却耗时

且费用高昂。

此次，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科学家

安德里斯·甘特纳、索提力斯·普拉特新尼斯

及他们的同事，开发出了一种便宜且能兼容

智能手机的手持式分析仪，可以快速检测甲

醇和乙醇。

该装置以团队之前设计的一种传感器为

基础，将其置于一个敞口容器上方后，传感器

能吸收酒水的气体样本。由于处理甲醇和乙

醇的速度不一样，可以分先后检测它们。之

后，应用程序会显示甲醇和乙醇水平，并提示

甲醇是否达到潜在的有害水平。

为了测试该装置的准确性，研究人员对

89 种甲醇水平已知的酒精饮料做了测试，发

现该装置可以连续 107天准确地检测甲醇。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系统的问世，让消

费者、酿酒厂、执法和卫生工作人员可以方便

地检查酒精饮料中是否含有致毒量的甲醇，

帮助避免致命性的甲醇中毒。

巴掌大的便携传感器帮助避免甲醇中毒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一个化学

家团队，使用含碘分子来合成异氰酸盐化

合物，找到了一种用于消除异氰酸盐的特

殊气味的办法。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自

然通讯》杂志上。

异氰酸盐常用来制造药物、聚合物和

催化剂，但由于气味特殊，令人难以忍受。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新闻办称，俄化学

家在实验中使用了特殊的通风柜。如果没

有特殊的保护手段，即使是最有忍耐力的

科学家也无法承受这种气味。此外，在美

国，小剂量的异氰酸盐作为非致命化学武

器获得了专利。

使用含碘分子来合成异氰酸盐化合

物，使异氰酸盐的气味在化合物中减弱了

约 50 倍，所以使用这种化合物时不需要

特殊防护手段，不过这并不影响物质的性

质。有关专家认为，非专业实验室的化学

家们也能够进行这种重要而有益物质的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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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氰酸盐特殊气味不再难以忍受

俄罗斯列舍特涅夫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研发出一种独特的生物吸附剂，该生物吸

附剂是具有高吸收力的聚合物多孔材料，

可清除事故后土壤中的油污。

研究人员介绍称，吸附剂的组成含有能

够分解石油的微生物，石油制品被吸附剂结

合，之后微生物开始活跃繁殖。生物吸附剂的

独特之处在于它不要求收集和回收处理，而是

与石油一起分解，同时恢复了植被。在该吸附

剂作用下，可以防止土壤受侵蚀，促进植物生

长，整体上改善受破坏土地的植物状况。

列舍特涅夫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林业技

术学院院长谢尔盖·韦尔霍维茨称，在北极

和泰梅尔地区，吸附剂的使用可以极大地

减少生态损害，快速去除土壤和水表面的

石油制品，从整体上拯救生态系统。

新材料吸附清除土壤中油污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 6月 14日电 （记

者毛黎）以色列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柔性高分子材料，它在遭受“伤害”

（即刮擦、割伤或扭伤）时能够“自愈”。将

其与传感器相结合，有望获得柔性具有自

我修复能力的电子皮肤，未来可用于机器

人、假肢和可穿戴设备上。

在霍斯山姆·哈伊克教授的指导下，穆

罕默德·卡迪布博士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沃

尔夫逊化学工程学院成功地研发出弹性高

分子材料或弹性体后，目前正在研究将先

进传感器集成到弹性体的电子皮肤上。研

究项目得到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

部分资助，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先进

功能材料》和《先进材料》杂志上。

以色列理工大学表示，经过数百万年

的进化，哺乳动物的皮肤发展成为传感平

台，一方面对环境刺激具有高度敏感性，另

一方面对温度、盐度、拉伸和折叠等外界作

用具有极大的抵抗力。目前，人们在大力

研发类似动物皮肤特性的人造电子材料和

设备，相信它们在柔性机器人和人机界面

等领域拥有巨大应用潜力。

以色列理工大学表示，受人体皮肤生物

修复过程的启发，卡迪布决定研发与人体皮

肤类似的自我修复系统，即自我修复电子皮

肤。他首先研发出弹性体，其被拉伸至原长

度的11倍也不会断裂。此外，弹性体具有的

独特特性包括在自来水、海水或不同酸性溶

液中能够自愈。这让它有望通过改造用来制

作防水的柔性动态电子设备，该设备在水中

遭到机械损伤时能够自我修复并防止漏电。

随后，卡迪布开始利用弹性体开发电

子皮肤，将选择性感应、防水、自我监控和

自我修复等多种功能融入电子皮肤。利用

电子皮肤组成的传感系统能够监控环境变

量，例如压力、温度和酸度。同时，该系统

包含能监视系统电子部件损坏的类神经元

组件，以及让受损部位加速自我修复过程

的其他组件。

柔性电子皮肤可“自愈”

“中国与东盟深化数字经济合作，有利于

双方积累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有着广阔的前

景。”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对未来中国—东

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充满信心。

“媒体该如何牢牢掌握主动权，积极重塑

疫情下的数字经济时代乃至更长远的媒体角

色，这是我们所有媒体人共同的新使命。”科

技日报社有关领导在“中国—东盟媒体智库

云论坛”致辞中强调。

近日，由中国外文局、中国—东盟中心

和科技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东盟媒体

智库云论坛”召开。与会人员就疫情后中国

和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及媒体智库

在数字信息共享方面的助力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

疫情引爆数字经济，
中国—东盟合作需求旺盛

2020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影响计划的开展，此次

线上论坛的召开，恰恰成为数字经济在疫情

期间迅速发展的交流新模式。

除了线上会议，其他 IT 新技术也在疫情

期间各显神通。

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指出，借助电子

商务、移动支付等现有技术，人们的生活在疫

情期间也没有完全停滞。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陈德海举例，疫

情期间，物联网、5G 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在医疗保健、医药用品、教育、物流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杜占元看来，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为各国应对疫情

带来的经济冲击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和手段。

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角度来讲，陈德海

认为，双方已建立起良好的政策沟通和平台

合作机制，数字经济产业合作需求旺盛，将带

动双方务实合作不断创新发展。

后疫情时代，中国—东
盟数字经济合作如何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后，我们将何去何从？是试

图回到过去的世界还是重新设计一个未来？

正如东盟记者联合会主席德柴·勇所说，

“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

数字经济的发展已是势不可当，中国与

东盟在该领域的合作也势必要更进一步。那

什么样的合作才更符合预期和想象？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提出，中国—

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可以从技术合

作、创新合作和产业合作 3个方面开展。他认

为，双方可以在相应领域进行互补性研发合

作和创新合作，共同推进技术进步与技术迭

代，分享相应的成果。同时，中国与东盟诸国

可以数字产业为突破口，搭建产业合作平台，

让更多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参与进来，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数字经济的持续爆

发性增长。

从政策协调的角度，中国贸促会发展研

究部副部长刘正富指出，双方应该促进和加

深“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

划 2025》之间的协同作用，共同建设数字丝绸

之路。同时，应该探索一种机制，以确保就数

字经济的政策、战略、标准和法规进行流畅和

定期的沟通。

新加坡联合早报副总裁、早报网主编韩

咏红以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为例，提出可以从小规模开始，建立自下而上

的共识。例如，两个国家或两个主要公司专

注于合作，并将其影响力推向整个区域。

除了对政策层面的思考，也有与会者就

具体某一数字经济领域提供了建议。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

教授顾清扬着重强调了智慧城市的重要性。

他认为，智慧城市应成为中国—东盟数字经

济合作的重中之重，因为城市中心一直是经

济增长和技术革命的核心。新冠肺炎疫情的

暴发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更好的城市解决方

案，而智慧城市可能是正确的答案。

媒体和智库可以做些什么

在数字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媒体人和

智库人也在思考如何助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展。印尼安塔拉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伊乐

凡和泰中“一带一路”合作研究中心主任苏拉

西上将均表示，媒体和智库在促进双边合作

中大有可为。

杜占元认为，媒体和智库需要进一步发

挥自身优势，对双边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

产业政策加强推介和研究，为充分发挥数字

经济对地区发展的赋能作用提供更多智力支

持。科技日报社有关领导表示，在疫情下的

数字经济时代，科技日报社将充分发挥科技

信息的整合功能和“和平使者”的桥梁作用，

并进一步发挥“国际科技传播联盟”的国际化

传播作用。

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中国报道社社长

陈实认为，媒体在拓展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

合作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她表示，媒体要

发挥好传播优势、平台优势和人才培养优势，

并充分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契机，为拓

展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汇聚资源、分享智慧。

作为智库的代表，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

院副院长杨平指出，智库为数字信息共享提

供智力和思想支撑。这次在全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实践中，智库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

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思想产品，探讨应对举

措、分享解决方案，促进了高质量抗疫防疫信

息的传播。

杨平表示，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愿加

强合作，助力中国—东盟数字信息共享；发挥

多语种优势，面向东盟国家推出更多说明中

国的数字化思想的产品；借助数字化信息平

台建设，推动研究成果的数据化应用，促进中

国—东盟人文云交流；加强与东盟智库的数

字信息合作，共享智慧与思想成果。

主动作为 助力数字经济大合作大发展
——来自中国—东盟媒体智库云论坛的对话与共识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