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张
梦然）超大质量黑洞的起源目前仍存在很

多难以解释的谜题。而据日本国立天文台

网站近日消息称，科学家借助超级计算机

的模拟，首次在重元素气体云中发现了超

大质量黑洞的“前身”，在这一理论中，超大

质量黑洞的“前身”不仅吞噬了星际气体，

而且还吞噬了较小的恒星。相关研究报告

日前发表于《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

黑洞是宇宙中的庞然大物。一般认

为，在所有星系的中心都存在超大质量黑

洞，而横亘在太阳系中央的超大质量黑洞几

乎比太阳大400万倍。不过，超大质量黑洞

的起源对天文学界来说依然存在很多纷争。

此前一种流行理论是“直接坍塌模

型”——仅含氢、氦两种元素的气体云会迅

速收缩从而形成黑洞。不过该理论仅能解

释部分在早期宇宙中形成的超大质量黑洞

的起源。因为如果还有碳和氧等较重的元

素，就会改变气体动力学，导致坍塌的气体

分裂成许多较小的云团。所以仅靠原始气

体的“直接坍塌论”，依然不能解释为何目

前观测发现的超大质量黑洞数量会多于理

论预测这一实际问题。

科学家也曾经使用大型计算机进行模

拟，试图对相关假说进行验证，但计算机的

性能不足导致一直没有答案出炉。此次，

天文学家利用日本国立天文台的超级计算

机“Aterui Ⅱ”进行了长期 3D 高分辨率模

拟，以测试即使在重元素富集的气体中，也

可以形成超大质量恒星的可能性。

与此前理论预测相同，气体云中心附近

形成了大质量恒星，周围的气体快速分裂形成

了较小的恒星。随后的模拟中，较小的恒星与

气体一同向中心移动，与气体云中心的大质量

恒星发生了冲撞与合并——中心附近形成

的大质量恒星得以高效成长。这些模拟结果

导致了一颗质量比太阳大10000倍的大质量

恒星形成，这也是研究人员第一次在富含重

元素的云层中，形成了这么大的黑洞“前身”。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超大质量恒星将

继续演化进而形成超大质量黑洞。而正是

计算能力的进步，使得新模拟可以更详细

地研究气体云中恒星的形成，让科学家距

离超大质量黑洞的起源更近了一步。

黑洞是宇宙中最大的谜团之一，人类

对其的了解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好在天文

学家正在不断推进对它们的认知，新发现层

出不穷。比如，美国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

台今年4月宣布，与欧洲“处女座”引力波天

文台联合探测到与众不同的引力波信号，它

们来自质量迥异的黑洞发生的碰撞。除了

直接探测引力波，计算机模拟也是研究黑洞

的重要方式——对于目前难以通过直接探

测进行验证的黑洞理论，计算机模拟结果可

以给天文学家提供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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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近日，德国政府出台应对新冠肺炎危机

的刺激经济计划，在总额 1300 亿欧元的投入

中约有 500亿欧元将流向创新、科研和教育等

未来行业。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此举旨在

推进创新，直面气候保护和数字化的挑战，它

将有助于德国“经济重新站稳脚跟，并重新实

现增长”。教研部长卡利切克强调，作为创新

国家，德国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未来计划。

德国政府此次推出的刺激经济计划主要

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通过降税普惠于民。

二是通过援助扶持受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三

是大力投资未来行业，促进创新。默克尔总

理在记者会上强调，500亿欧元的一揽子未来

计划是联邦政府出台政策的中心点。包括提

高研究经费的免税额，提高未来教育质量，改

善卫生医疗和医药疫苗研发水平，推进电动

汽车和氢经济发展，建立全国性 5G 网络，促

进政务服务数字化，加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

术的发展等多个方面。

加强药物和疫苗研发

经济刺激方案中将为卫生系统提供 95亿

欧元，以加强医疗保健并为今后可能的大流

行病疫提供更好的保护。其中，30 亿欧元将

投资于“医院未来计划”，用来改善医护条件，

提高应急能力或创建更好的数字基础设施；

10亿欧元将用于促进重要药物和医疗设备的

生产，使德国在药品和防护设备的生产上变

得更加独立；7.5 亿欧元将用来资助德国和国

际疫苗计划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

此外，德国联邦教研部还计划成立药品创

新机构，未来四年该机构将配套40亿欧元用于

支持研发，在未知疾病暴发时提早启动和协调

研发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制药行业此前

明确拒绝了默克尔总理提出的将新冠病毒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要求。卡利切克特别

谈到，一般情况下新药和疫苗由企业开发，但

很多对于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的药

品在非危机期间并无经济潜力，因此无法将相

关预防和准备工作全部交由经济界，国家负有

保障此类药品和疫苗生产的责任。

扶持电动汽车和氢能

德国明确支持欧盟将 2030年减排目标从

40％提高到 50％至 55％，并且将在 2030 年前

把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至 65%。面

对疫情压力，默克尔强调，德国不会在气候保

护方面节省资金，也不会削减气候保护的力

度。在未来计划中，德国果断地抛开传统汽

车，大力扶持对气候友好的电动汽车发展，例

如未来 2年内给汽车行业 20亿欧元研发扶持

资金；追加 25 亿欧元支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12亿欧元支持商用汽车、公共汽车

和卡车的电动化；总价 4万欧元以下的电动车

可获最高 6000欧元的购置补贴等。

氢经济领域，德国政府将通过刺激经济

计划投入 90 亿欧元，促进氢能的大规模使

用。氢能被视为德国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

分，人们普遍认为可再生能源制氢在降低碳

排放中将发挥关键作用。6 月 10 日，德国政

府推出了《国家氢能战略》，积极利用海上风

电生产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绿色氢气，规划

2030 年绿色氢气将占氢气总供应量的 20%。

为此，德国将进一步资助绿色氢气的研究和

创新，例如投入 6.5亿欧元支持氢能技术，7亿

欧元开发使用燃料电池的供热系统，6亿欧元

用于实验室和地区一级的试点项目，2500 万

欧元用于研究氢气的航运和海运等。

加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

迎接数字化挑战也是德国未来计划的重

要内容之一，德国将投入 30 亿欧元改善政府

机构的电子政务系统，通过门户网站为公民

提供便利的数字化行政服务；投入 50 亿欧元

建设全国性 5G 网络，填补运营商未覆盖的空

白区；投入 20亿欧元，加强数字主权以及公司

的创新实力，改善网络组件的互操作性，引领

未来通信技术的发展。

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领域，德国希

望通过未来计划设定新的标准，并成为全球

领跑者。到 2025 年，计划把人工智能投入从

30 亿欧元增加到 50 亿欧元，建设德国自己的

超级计算机，以满足对计算能力的需求，并实

现系统的数据提供和实时应用，为欧洲的人

工智能竞争力奠定基础。另外，德国还将在

量子技术的关键领域投入 20 亿欧元，建造至

少两台量子计算机，使德国在量子密码等领

域具有世界竞争力。

通过未来计划，德国不仅要走出新冠肺

炎危机，还希望在数字和绿色技术方面取得

飞跃，在国际竞争中重新定位自己。卡利切

克强调，未来计划必须是长期的、数字化的、

对气候友好的，并能加强欧洲的技术主权。

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说，数字化和移动性是

建立现代化强大国家的关键，德国必须利用

好这一计划，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默克尔

总理则强调：“我相信，如果我们要造福子孙

后代，就必须在今天投资未来。”

500亿欧元投向医药、新能源、5G、人工智能等领域

德用科技“未来计划”刺激经济重生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德国联邦财政部发布新闻公告说，德国联邦政府同意通过经济稳定基金向汉莎航空集团提供90
亿欧元救助。这是在德国首都柏林泰格尔机场拍摄的一架汉莎航空客机。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冯卫东）日前加拿大

滑铁卢大学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免疫反应机

理，可利用特种药物大大增强人体免疫系统

的防御与抗病毒作用，对治疗新冠肺炎和艾

滋病等病毒类疾病以及其他疾病（例如癌

症）发挥关键作用。

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一个研究热点是

药物再利用研究，但是现有药物的治疗效果

有限且具有明显的副作用，并且新冠肺炎的

病理也未真正了解，因此，很难找到一种成

功用于临床的特效药。

滑铁卢大学首席研究教授卢庆彬博士

系 统 研 究 了 活 性 氧（ROS），活 性 卤 素

（RHS）和活性氮（RNS）的几个关键生物过

程。这些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生理作用，

包括为什么避免细胞代谢中产生活性氧诱

导损伤需要超氧化物歧化酶（催化 H2O2 形

成的酶——SOD），为什么临床使用的电离

辐射剂量产生的 ROS/RNS 的量要比正常

细胞代谢中产生的内源性 ROS/RNS 的量

低 约 1000 倍 ，以 及 为 什 么 少 量 的 内 源 性

RHS 可以在吞噬作用中起到免疫防御的关

键作用。

卢庆彬提出了一种在免疫防御中极为

可能的扩增机制：类同导致破坏臭氧层的活

性卤素循环反应增强了 RHS 免疫防御效

应，产生上述的三种重要生理功能。这些功

能是由 H2O2信号分子激活，而由 NO 信号分

子失活。

卢庆彬提出的抵抗病原体的免疫防御系

统由三部分组成：H2O2信号传导通路是“触发

器”，活性卤素反应循环是“放大器”，而 NO

信号传导通路是“终止器”。H2O2和NO信号

通路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产生所需免疫作

用，使多细胞生物具有足够的生物防御能力

来抵抗病毒或其他外来生物的入侵，同时具

有足够的耐受性以避免过敏和自身免疫性疾

病。有了这个新的免疫反应机理，卢庆彬认

为基于此再发现的药物可以更安全（无副作

用），更有效地促进免疫系统与病毒作斗争。

研究结果表明，活性卤素的反应循环可

在体内免疫反应中重复数千次，从而在吞噬

作用中将 RHS 杀灭病原体（防御）作用放大

了十万倍。这很类似于在大气层中形成巨

大臭氧洞的 RHS循环反应。

卢庆彬说：“有了这些新知识，我们可以

利用新的高效化合物替代有严重副作用的

药物，大大地提高免疫系统的功效，帮助其

抵抗侵略性病毒和治疗其产生的疾病，以及

治疗其它疾病，例如衰老和癌症。”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2020 年 6 月版的

《细胞》杂志。

免疫反应新机理有助抑制新冠病毒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欧盟委员会

官网 18日报道，由欧盟资助的 Exscalate4CoV

联盟借助欧洲超级计算平台得出结论称，已

经注册的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雷洛昔

芬或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Exscalate4CoV 联盟使用的超级计算机

平台是世界上功能最强大的平台之一，用于

检验已知分子对冠状病毒基因组结构的潜

在影响，是欧盟研究与创新计划“地平线

2020”汇集欧洲最顶尖研究人员、制药公司、

技术和研究基础设施携手战胜新冠病毒的

众多努力之一。

该联盟使用超级计算机测试了 40 万个

分子，预选出了 7000 个分子，并在培养皿中

开展了进一步测试。研究表明，雷洛昔芬是

一种很有潜力的分子，它可以有效阻止病毒

在细胞内的复制，从而阻止病情恶化，它的

优点还包括高患者耐受性、安全性以及确定

的毒理学特征。

该联盟计划与欧洲药品管理局讨论如

何开展临床试验，以评估雷洛昔芬新的潜在

用途。如果成功的话，该药物可以迅速以低

成本大量获得。

Exscalate4CoV 将高性能计算能力和 AI

与生物处理技术完美结合，让 18个合作伙伴

和 15个相关成员单位共同协作，其中包括位

于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超级计算中心、

欧洲内部的大型研究中心，以及制药公司和

生物研究所。该平台可以研究分子的行为，

从而鉴定出针对冠状病毒的有效疗法。

欧洲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表

示：“Exscalate4Cov 项目为欧洲乃至全球的

药物研发带来了创新。通过整合欧洲在生

物医学和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最佳能力，它展

示了真正泛欧合作的价值。”

2014 年至 2018 年间，欧盟在“地平线

2020”和“欧洲连接设施”框架下，为高性能

计算机投资了 6 亿多欧元。2018 年，“欧洲

高性能计算机联合备忘录”发布，这是欧盟

与 32 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起的一项 10 亿欧元

的倡议，旨在在欧洲创立世界一流的超级计

算生态系统。

5 月 4 日，欧盟委员会在“冠状病毒全球

响应”认捐活动中共认捐 14 亿欧元，其中 10

亿欧元来自“地平线 2020”，旨在开发疫苗、

新疗法和诊断工具以阻止冠状病毒传播。

自 2020年 1月以来，“地平线 2020”已经拨付

5.47亿欧元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雷洛昔芬或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海英）新冠肺炎疫

情给美国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

负担。全球知名调查公司盖洛普公司18日公

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九成美国

人担心制药行业利用疫情提高药品价格，从

而进一步增加其医疗负担。

该项调查由盖洛普公司和非盈利机构西

部健康研究所联合完成。两家机构在 5月 11

日至22日对1016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

以评估美国民众对医疗保健成本的看法。调

查结果显示，88%的受访者担心制药行业利用

疫情提高药品价格，其中 55%的受访者表示

“非常”担心，33%的受访者表示“有些”担心。

而除药价上涨外，受访者也对保险和总体医

疗费用的上涨表示了担忧。79%的受访者表

示非常或某种程度地担心自己的健康保险费

用上涨，84%的受访者表示或多或少地担心总

体医疗费用上涨。而为了遏制药价上涨，88%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政府直接与制药商就新

冠肺炎治疗药品的价格进行谈判。

此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对

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不满。在要求对政府

与医疗保健费用相关的疫情应对措施进行

评分时，34%的受访者给了“差评”，23%的受

访者表示“还过得去”，只有 9%的受访者给

出了“优评”。

医疗保健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的重大

问题，也是本届政府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

难题。高昂的医疗费用成为美国许多低收

入家庭的沉重负担，而疫情更使其困境雪上

加霜。不久前就有一则关于美国西雅图一

名新冠肺炎病愈患者收到超百万美元医疗

费用账单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而此前

盖洛普公司和西部健康研究所的一项调查

显示，由于护理费用高昂，美国有 14%的新

冠肺炎患者不愿意寻求治疗。

近九成美国人担心疫情导致药价上涨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英国剑桥大

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分

析癌症患者血液以检测癌症情况的新方法，

其灵敏度比现有方法提高 10 倍多。未来几

年，这种方法以及其他类似方法可能会催生

更精确的测试，更准确地确定患者治疗后是

否会复发，也为开发居家血检铺平了道路。

研究人员解释称，该技术利用针对患者肿

瘤的个性化基因测试，从血液样本中搜索循环

肿瘤 DNA（ctDNA）中数百种不同的基因突

变。ctDNA是癌细胞释放的进入血液的DNA。

检测血液样本中的 ctDNA 即所谓的“液

体活检”。它使医生无需开展侵入性手术就可

以发现患者癌症的更多信息。该技术对于监

视癌症患者的康复情况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

指示治疗是否成功以及癌症是否可能复发。

该方法的灵敏度取决于从血液中获得相

对较多的 DNA突变片段，因为当 ctDNA数量

很少时，即使患者体内残留的癌症可能导致

复发，检测结果也会呈阴性。科学家借助现

有方法，在血液中只能搜索到大约 10—20个，

最多 100个突变。

但在最新研究中，团队借助新方法分析该

数据以消除背景“噪音”并增强信号，将搜索灵

敏度显著提高：能在每个血液样本中找到数百

个，甚至数千个突变，灵敏度提高了10倍多。

团队研究了 105位癌症患者的样本，并利

用罹患五种不同癌症的患者的血液测试了该

方法。结果表明，该技术能在晚期乳腺癌和

黑色素瘤癌症患者以及成胶质细胞瘤患者中

高灵敏度检测出 ctDNA；还能检测出早期癌

症患者（肺癌、乳腺癌等）血液中的 ctDNA，这

些病患血液中 ctDNA的浓度很低，很难发现。

研究负责人尼赞·罗森菲尔德博士说：“这

一血检方法目前正接受临床测试，尽管距离临

床使用可能还有数年时间，但最新研究表明，

我们可以显著提高检测ctDNA的灵敏度。”

新方法检测癌症灵敏度提高10倍

本周焦点

历经百年 新液晶相终获证实
100多年前，科学家提出一种新液晶

相——铁电向列液晶相，但尽管历经一

个世纪的追寻，这一物质相一直未被证

实。现在，美国科学家终于发现并证实

了这一物质相——RM734的这一反常相

对电场的响应程度比普通向列液晶高

100到1000倍，表明组成液晶的分子表现

出强极性序，这证实了它是铁电向列液

晶。该发现有望催生一系列新材料。

本周“明星”

SpaceX拟建海上平台“浮动太空港”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计

划开始建造“浮动太空港”，可为其超重

型运载火箭提供发射场进行发射和回

收，并与其星舰飞船配套使用，未来可以

支持星舰向月球和火星的发射，更可以

进行超音速地球旅行，而这将使人类长

途飞行的时间缩短至几个小时。

一周之首

“太阳轨道飞行器”完成首次掠日飞行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

局（ESA）联合研制的“太阳轨道飞行器”

到达其观测任务的第一个重要地点。航

天器于6月15日首次飞掠太阳（或开展近

日点飞行），届时它大概将位于地球和太

阳中间的位置，距太阳约7700万公里。

观点论场

LHC或首次造出顶夸克“四胞胎”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或许已经

首次制造出顶夸克“四胞胎”，物理学家

公 布 了 在 ATLAS 和 CMS 实 验 2015—

2018 年间采集的数据中搜寻“四胞胎”

的结果，ATLAS 团队宣布他们观察到

“四胞胎”“诞生”的置信度为 4.3西格玛；

CMS 团队则称观察到“四胞胎”“诞生”

的置信度仅为 2.6 西格玛。不过在粒子

物理学中，宣布一项研究为“新发现”的

黄金标准是置信度达到或超过 5 西格

玛，这两个团队得到的结果尚不足以被

称为新发现。

技术刷新

基因编辑技术治愈三名遗传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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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探索

暗物质探测数据分析指向太阳轴子
旨在搜寻暗物质踪迹的 XENON

合作组在一个在线研讨会上报告，他们

对 XENON1T 暗物质探测器此前收集

的数据开展分析，发现了几十个奇特的

事件，分析发现这些信号最有可能是太

阳发出的“轴子”的“蛛丝马迹”，尽管此

结论不足以宣称为一项“发现”，但仍值

得重视。

英重估移植肝以扩大供肝资源
英国科学家团队正对供肝功能进行

重新评估——对常温机械灌注期间作为

供肝能标记的乳酸清除进行测量，或许

可以鉴别出原本依据现行临床实践会被

判为不适合移植、但是实际上适合移植

的肝脏。评估结果或许可以扩大可供移

植的供肝资源。

奇观轶闻

新估算称银河系或有 60亿颗类地
行星

与其他类型的行星相比，类地行星

更容易成为系外行星搜索任务的“漏网

之鱼”，因为它们太小且距恒星较远，而

据加拿大科学家计算表明，银河系约有

60 亿颗类似地球的行星。研究人员强

调说，估计不同恒星周围出现不同行星

的几率，可以对行星的形成和演化理论

提供重要限定，并有助于优化未来将开

展的旨在寻找行星的任务。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际要闻回顾
（6月15日—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