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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科技日报记者探访中国疾
控中心移动 P3 实验室，近距离接触、感
受，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右图 检验人员在移动 P3 实验室狭
小空间里进行操作。

下图 移动 P3 实验室外形如同集装
箱，面积大约30平方米。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探秘移动

P3实验室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医科院生物所）自主研制的新型冠

状病毒灭活疫苗，6 月 20 日下午在云南省红

河州进入Ⅱ期临床试验。

“在目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

下，我们数月的努力，为全球抗疫再次打了一

剂强心针。”医科院生物所负责人向科技日报

记者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曾成功研制我

国首个 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肠道病

毒 EV71型灭活疫苗的医科院生物所，根据党

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的领导下，义不容辞地承担疫情防控科研攻

关任务，成立应急疫苗研发攻关组，在应急疫

苗研发、动物模型建立、病毒溯源及传播机理

研究等方面开展科研攻关。通过综合多学科

力量加快科研攻关，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

性的基础上加快了疫苗研发进度。

今年 2月初，医科院生物所即已启动病毒

分离选育工作，并在细胞上进行适应传代培

养，完成了疫苗生产毒种的筛选和鉴定，建立

了三级种子库并通过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的检定。利用“国家昆明高等级生物安

全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资源优势，初步建

立了用于疫苗安全性和保护效果评价的恒河

猴动物模型。

3 月，旋即开展了 SARS-CoV-2 感染致

病机制及免疫学研究，为疫苗研发奠定了扎

实基础，确定了疫苗关键生产工艺体系以及

质量控制的标准体系；完成了疫苗在非人灵

长类动物体内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及保护效

果的评价。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5 月 13 日，医科

院生物所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

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批准开展Ⅰ/Ⅱ期

临床试验。5 月 15 日，正式在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启动Ⅰ期临床研究，采用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的设计，根据试验方案逐

步推进。截至目前，已完成近 200 例 18 至

59 岁健康成年人的入组，顺利完成Ⅰ期临

床试验。

6 月 20 日正式启动的Ⅱ期首批人群临床

研究，将对疫苗在健康人群中接种的免疫原

性和安全性开展进一步评价，并确定免疫程

序和免疫剂量。Ⅱ期临床研究由云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疫苗临床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实

施，在云南省弥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云

南省个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两个研究现场

同步启动筛选入组工作。

（下转第四版）

又一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进入Ⅱ期临床试验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苑震生等在

理论上提出并实验实现原子深度冷却新机制

的基础上，在光晶格中首次实现了 1250 对原

子高保真度纠缠态的同步制备，为基于超冷

原子光晶格的规模化量子计算与模拟奠定了

基础。近日，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以“首

发”形式在线发布了该研究成果，审稿人给与

高度评价。

量子纠缠是量子计算的核心资源，量子

计算的能力将随纠缠比特数目的增长呈指数

增长。因此，高品质纠缠粒子对的同步制备

是实现大规模纠缠态的首要条件。但是，受

限于纠缠对的品质和量子逻辑门的操控精

度，目前人们所能制备的最大纠缠态距离实

用化的量子计算和模拟所需的纠缠比特数和

保真度还有很大差距。

光晶格超冷原子比特和超导比特具备良

好的可升扩展性和高精度的量子操控性，是最

有可能率先实现规模化量子纠缠的系统。研

究团队首次提出了使用交错式晶格结构将处

在绝缘态的冷原子浸泡到超流态中的新制冷

机制，通过绝缘态和超流态之间高效率的原子

和熵的交换，使系统中的热量主要以超流态低

能激发的形式存储，再用精确的调控手段将超

流态移除，从而获得低熵的完美填充晶格。该

实验实现了这一制冷过程，制冷后使系统的熵

降低了 65倍，达到了创纪录的低熵，使得晶格

中原子填充率大幅提高到99.9%以上。在此基

础上，他们开发了两原子比特高速纠缠门，获

得了纠缠保真度为99.3%的1250对纠缠原子。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将通过连接多对

纠缠原子的方法，制备几十到上百个原子比

特的纠缠态，用以开展单向量子计算和复杂

强关联多体系统量子模拟研究。同时，该工

作中的新制冷技术将有助于对超冷费米子系

统的深度冷却，使得系统达到模拟高温超导

物理机制的苛刻温区。该研究成果将极大推

动量子计算和模拟领域的发展。

超冷原子量子计算与量子模拟领域获重大突破

早上 6 点多，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

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助理研究员杨晓雯和

同事准备进入移动 P3 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杨晓雯早已习惯了这些工作。从武汉到

牡丹江，再到吉林、北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她和同事们跟随移动 P3 实验室跨越半

个中国，驰援各地、护佑众生。

移动 P3 实验室究竟长啥样？工作人员

在里面是如何操作的？很多人都充满了好

奇。6 月 20 日，科技日报记者现场探访了中

国疾控中心移动 P3 实验室，近距离接触、感

受，为您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负压状态的实验室不
让污染物外泄

移动 P3 实验室从外表看是白色的，个头

很大，外形就如同集装箱。

“车长 12.67 米，宽 2.5 米，面积大约有 30

平方米，就像一个小一居，分为缓冲区和核心

操作区。”中国疾控中心移动 P3 实验室检测

队副队长赵宏群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

车内配备了实验过程需要的各类先进仪

器，如生物安全柜、核酸提取仪、封膜仪、小型

离心机等。“所以留给工作人员操作的空间非

常小，12 平方米，一次可供 4 人操作。它最大

的优势是可以移动，机动、灵活性强，哪里需

要就可以开到哪里。”赵宏群说。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

长、移动 P3 实验室检测队队长阚飙介绍，P3

实验室是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的简称，

整个实验室完全密封，室内处于负压状态，从

而使内部气体不会泄漏到外面造成污染。“我

们通常用‘三流’来概括它，即人流、物流、气

流单向流动，确保里面的污染物不会泄漏到

外面造成污染，最大程度保证核心区操作人

员的安全。”阚飙说。

进出一次实验室更换衣
物及防护用品就需约一小时

杨晓雯和同事们先来到缓冲区，缓冲区分

为两道。第一道缓冲区在一进车门的右侧，大

约一平方米左右。在这里，她们要更换实验用

内胆服和白大衣，更换实验用鞋，佩戴医用防护

帽子和N95口罩，然后，进入负压的移动实验检

测车缓冲间（第二道缓冲区），穿上生物安全Ⅲ

级实验用连体防护服，佩戴双层手套、防护鞋

套、一次性隔离衣、护目镜或防护面屏，互相检

查无误后进入移动实验室核心区进行实验。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20—30 分钟，也就是

说，做一次实验，她们进出更换实验衣物及防

护用品就需要大约一个小时。

紧张的核酸检测工作就要开始了。

首先，样本接收工作人员将送至检测车

的样本登记、检查后，将感染性样本转运箱送

至传递窗。“值得一提的是，传递窗的门是互

锁装置，它有不能同时打开的双重门，保证传

递样本时带进去的空气被隔离在双重门中，

使实验室外的环境不受污染。”杨晓雯解释。

然后，核心区工作人员将样本转运箱表

面消毒后在核心操作区开箱，取出生物安全

运输罐。将生物安全运输罐表面消毒后置于

生物安全柜，在生物安全柜内把罐打开，表面

消毒后将样本采样管取出，按照实验样本编

号排序。取适量样本加入病毒核酸提取试剂

盒中，利用核酸提取仪提取样本核酸。

（下转第四版）

记 者 现 场 探 访 ——

移动P3实验室里如何进行核酸检测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矫
阳）记者从中国中车获悉，21 日，由中车四

方股份公司承担研制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

磁浮试验样车在上海同济大学磁浮试验线

上成功试跑。这标志着我国高速磁浮研发

取得重要新突破。

研制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是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

交通”重点专项课题。该项目由中国中车

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技术负责，汇集国

内高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联合 30 余家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攻关，目的是攻

克高速磁浮核心技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系

统，形成我国高速磁浮产业化能力。

自 2016 年 7 月项目启动以来，历经近

4 年的科技攻关，项目团队突破高速磁浮

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研制了试验样车，

经过地面调试和静态试验，此次车辆进入

线路动态运行试验，首次试跑。

据高速磁浮课题负责人、中车四方股

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介绍，高速磁浮

是包含车辆、牵引供电、运控通信、线路轨

道四大系统在内的强耦合系统，通过样车

线路试验，可以初步验证动态条件下高速

磁浮各系统间的接口关系和耦合特性，为

系统及核心部件关键性能的验证与优化提

供支撑。

“在多工况试验条件下，车辆悬浮导向

稳定，运行状态良好，各项关键技术指标符

合设计要求，达到设计预期。”丁叁叁表示。

此次试验样车成功试跑，实现了从静

态到动态运行的突破，获取了大量关键数

据，高速磁浮系统及核心部件的关键性能

得到了初步验证，为后续高速磁浮工程样

车的研制优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据介绍，目前高速磁浮项目研发进展

顺利，在试验样车成功试跑的同时，5 辆编

组工程样车的研制也在稳步推进中。按照

计划，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样机系

统预计在 2020 年底下线，将形成高速磁浮

全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未来，通过高速

磁浮示范工程建设，进行时速 600 公里线

路运行等相关工作，可以推动该技术的持

续创新和产业化落地，拉动我国高端装备

制造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作为一种新兴高速交通模式，高速磁

浮具有高速快捷、安全可靠、运输力强、舒

适准点、绿色环保、维护成本低等优点。它

既可用于长途运输，又适用于中短途客运。

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填补了高铁和

航空运输间的速度空白，可满足不同人群

出行需求。

2019 年，高速磁浮作为前沿关键科技

被列入国家《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研制，将成

为我国高速交通的重要补充，对实现我国

轨道交通技术的持续领跑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时
速
六
百
公
里
高
速
磁
浮
试
验
样
车
成
功
试
跑

近日，胜利海上油田埕北斜 394井引起不

小的轰动。

因为一瓶类似矿泉水的透明石油，人们的

目光被吸引到了渤海湾南岸的山东海域。

埕北斜 394井获得的不是一般的黑乎乎、

黏糊糊的石油，而是无色、清澈、透明、含水为

0的高纯度凝析油，业内一般称“白色石油”。

凝析油是从凝析气田或者油田伴生天然

气凝析出来的液相组分，又称“天然汽油”，可

直接用作燃料，也是炼油工业的优质原料，通

常为黄褐色。这种无色透明凝析油是中国石

化胜利海上油田首次采出。

前期勘探开发实践证实，埕北斜 394 井

所在埕岛东斜坡东营组油藏是一个富油条

带，属于常规油藏，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

千万吨。

为进一步扩大该地区东营组的含油气范

围，技术人员在此处部署了勘探开发一体化

井埕北斜 394 井。部署勘探开发一体化井是

为了实现勘探开发效益最大化，利用临近现

有的采油平台剩余井槽实施探井，一旦钻探

成功，钻遇好的油层，不需要经过弃井作业，

也不需要再钻一口开发井，可由探井一步迈

入生产井。这样既节约了勘探开发成本，又

缩短了建产周期，加快储量发现向产能的快

速转化。

埕北斜 394井在东营组层位进行测试，日

产天然气高达 22.5 万立方米，发现了凝析油

气藏，给勘探技术人员带来了巨大惊喜。该

井 6月 11日自喷投产，日产油 42吨，日产天然

气 3.5万立方米，采出的凝析油无色、透明、清

澈如水。

这口井的勘探开发成功，进一步证实了

埕岛油田东斜坡东营组油藏具有较大的勘探

开发潜力，但是凝析油气藏的油气来源还需

进一步验证。目前，井区带南、北方向正在加

快产能建设方案部署研究，以力求取得更大

勘探开发新发现。

清澈如水，山东海域打出透明石油

“日环食”天文景观于 6 月 21 日“夏
至日”下午在天宇上演。

上图 在西藏阿里拍摄的日环食。
新华社发（戴建峰摄）

左图 在四川省布拖县城拍摄的日环
食（多重曝光）。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下图 天文爱好者在天津科技馆通
过专业设备观测日环食。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摄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徐永国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科技日报北京6月21日电（记者付毅飞）
记者 21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2 所获

悉，该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小功率霍尔电推

进系统，近日在银河航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首发星上在轨点火成功，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

小功率霍尔电推进系统的在轨应用。

银河航天首发星于今年1月16日发射，其

配备的小功率霍尔电推进系统，额定功率 215

瓦，额定推力 10毫牛。6月 15日 21时 44分 37

秒，该系统首次在轨点火成功，截至 6月 17日

共计在轨点火 8 次，累积点火时长超过 10000

秒。该系统直接面向小卫星应用，具备体积

小、重量轻、应用灵活等特点，符合当前国际航

天领域应用趋势。这也是国内电推进系统在

商业卫星上的首次成功在轨应用。

据 502所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该电推进系

统的研制攻克了高度集成化设计、轻质化高

比冲霍尔电推进，轻量化高电压电源、高精度

微型化推进剂贮供等多项关键技术，仅用不

到一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产品从模样到飞行件

的集成交付。其间，该所还通过理念创新和

流程优化，打破了推进系统原有研制模式，包

括推进系统集成与整星总装并行开展、出厂

前完成氙气工质加注等，优化了发射场工作

流程，缩短了研制周期，为小功率霍尔电推进

系统的批量化生产探索了新途径。

据了解，电推进系统可实现入轨调整、大

范围轨道转移、长期轨道保持等功能，未来还

将用于寿命末期的卫星主动离轨，避免产生

太空垃圾。

小功率霍尔电推进系统具有广阔商业

前景，国内外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项目均选

用该种推进技术，低轨导航及低轨遥感等卫

星任务也可利用该技术。此次成功在轨应

用，将为我国低轨卫星星座快速部署奠定动

力基础。

我首套小功率霍尔电推进系统完成在轨测试

聚焦科技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周维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