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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莫斯科6月28日电（记者董映
璧）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研究人员提出

一种新方法，向等离子体处理表面覆盖一层

薄薄的氧化石墨烯镀层，可以改善用来恢复

受损器官的植入片性能。相关研究发表在

《表面与涂层技术》杂志上。

当今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提

高聚合构架材料（如植入片）的性能，在这些

植入构架中“注入”所需的细胞或药品后，将

其植入受损器官区域，尔后逐渐溶解，以自身

机体组织代替。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化学和生物医学技术

研究所科研人员安娜·利波夫卡说，尽管当代

聚合构架拥有良好的机械性能，但其使用仍

受到一个严重问题的限制：聚合构架的生产

材料在与水分子作用时会“湿透”。而疏水性

会使细胞的结合及其压力恶化，并增加机体

聚合构架的分解期限。在现有提高疏水性的

方法中，最有效的是进行等离子体处理，但几

天后，等离子体处理的效果就会变弱，几周后

就完全消失，从而使成活率变差。

为了改善其性能，研究人员决定向等离

子体处理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氧化石墨烯

镀层。氧化石墨烯镀层这种纳米材料亲水

性高，而且亲水性不随时间流逝而退化。

研究人员发现，经过上述方法处理过的

材料保持必要亲水性的时间相当长，从而提

高了用来恢复受损器官的植入片的性能。

这是在研发安全植入材料时取得一项重大

成果，在治疗心血管疾病、肿瘤疾病和系列

其他疾病时，植入材料是当代恢复外科所急

需的。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研究人员还计划与英

国伦敦国王学院科研人员合作，用激光处理

制造导电层，这有助于对机体中的聚合构架

状况进行监测。

氧化石墨烯涂层可改善植入材料亲水性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UB）的一个病毒

学团队于 6月 26日发布消息称，他们在去年

3月采集的巴塞罗那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

病毒。

意大利是欧洲最先暴发大规模疫情的

国家，情况也最为严重。此前，意大利国立

卫生研究院已在意北部城市开展废水监测，

并在去年 12 月收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

冠病毒，比该国首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确诊

时间提前两个多月。

欧洲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于 2020 年 1 月

下旬在法国发现。全球确诊病例至今已突

破一千万大关。

如果这一发现能够得到证实，将表明新冠

病毒最初的传播时间比疫情暴发要早得多。

利用废水追踪隐藏线索

巴塞罗那大学科研人员在其新闻稿中

表示，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新冠肺炎患者

的排泄物中存在大量病毒基因组，并可以排

入废水。由此，考虑到无症状群体的存在，

基于废水的流行病学研究可以成为监测病

毒传播的敏感工具。

作为“哨点监视项目”的一部分，西班牙

研 究 人 员 与 巴 塞 罗 那 市 的 水 务 部 门

（Aigüesde Barcelona）开展合作，自今年 4月

13日开始，每周在巴塞罗那的两家大型水处

理厂中对获得的样品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检测。西班牙病毒学会主席、巴塞罗

那大学生物学院教授阿尔伯特·博什指出，

“废水中检测到的新冠病毒基因组水平与当

地人群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相吻合”。

之后，研究人员分析了此前几个月的冷

冻废水样本，并在 1月 15日的废水中检测到

新冠病毒。该时间较西班牙本土首例确诊

病例时间提前了 41天。同时，废水检测结果

也显示出新冠病毒基因组在今年 1 月初至 3

月初之间的增长趋势。

研究人员称，这些结果表明，对废水进

行监测以预见病例是有效的，特别是考虑到

无症状和轻症携带者在病毒传播中的重要

作用。领导这一研究的博什教授指出：“那

些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可能被误诊为普通流

感，在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之前已经发生社区

传播。”

这些结果鼓励西班牙研究人员继续向

前探索。他们分析了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之间的 9 个冷冻样品，这些时间点在全

球未通报任何新冠肺炎病例之前。该团队

在 2019 年 3 月的样本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

结果：研究人员对 2019年 3月 12日的样本使

用两个不同的靶标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虽然

病毒含量水平较低，但结果显示为阳性。其

他 8个时间点的样品则均为阴性。

博什教授认为，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可能

发生类似的情况，新冠肺炎病例没有引起卫

生部门注意。由于大多数新冠肺炎病例的

症状与流感相似，这些患者可能会被视为无

法确诊的流感。

科学界认为研究“很
有启发性”

这项研究结果已在 medRxiv 网站上发

布，正等待科学界对其进行同行评审。目前

西班牙科学界仍然相当谨慎，普遍强调必须

认真审查研究方法。

西班牙公共卫生和卫生管理学会的乔

斯·拉蒙·比利亚尔比博士认为，根据这一研

究结果判定新冠疫情暴发时间为时尚早。

由于只有一个研究结果，所以需要更多数

据、更多研究、更多样本去证实这个结果，还

需要排除实验错误或方法存在问题等因素；

此外结果还有可能是假阳性。但他不否认

这一研究“很有启发性”。

荷兰 KWR水研究所微生物学家赫尔蒂

安·梅德马自今年 2月开始对废水开展监测，

他建议巴塞罗那大学研究小组对存档样本

再次测试，以证实新冠病毒确实存在。但根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博什团队无法在 2019

年 3 月的阳性样本中重复实验，因为它在第

一次检测中已被消耗掉了。

也有专家对该研究表示出支持。西班

牙高级科学研究委员会（CSIC）研究员格洛

丽亚·桑切斯对此表示：“当我们得知粪便和

尿液中存在新冠病毒时，我们认为废水分析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在过去的 20年中，

卫生专家一直在检查废水处理厂的水中是

否存在脊髓灰质炎等病毒。

法国国家公共卫生委员会公共卫生主

管陈新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该研究成果很

有意义，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地区不是新冠病

毒的“最初发生地”。但他也指出，巴塞罗那

2019 年 3 月检测结果的论证还不足够充分，

原因是样本单一，检测方式和环境都可能对

结果产生影响。废水样本研究需有严格科

学研究方法设计，以避免非科学结论。

废水监测有助尽早发
现疫情反弹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为

严重的国家，三国都已开始将基于废水样本

的流行病学研究作为监测新冠病毒传播的

工具。

陈新介绍，法国苏伊士水务此前已经向

法国卫生部备案公共卫生科研项目，并获得

申请许可。据悉，名为“Reveal”的大型欧洲

废水监测项目已经启动，其最初背景是法国

地区水质发现受到新冠病毒污染。全球第

二大水务集团苏伊士水务考虑到欧洲一体

化原则，研究部分内容涉及其在欧洲范围的

采样。陈新预测，将有更多欧洲国家在废水

中检出病毒。

巴塞罗那大学的研究正是在“Reveal”

项目的资助和支持下开展的，该项目在西

班牙共涉及 5 个大型城市。作为“Reveal”

的子项目，西班牙“哨点监视项目”旨在通

过检测废水中病毒的变化情况以预测可能

暴发的新疫情，借此在短时间内实现对大

量人口的监测。巴塞罗那大学团队已经通

过该项目确认西班牙今年 1 月存在新冠病

毒，博什教授认为，如果提前通过废水检测

到新冠病毒的存在，将有助于提高疫情应对

水平，并“采取立即有效的措施应对可能的

新一波感染。”

与病毒的“战争”还没
有结束

对于未来可能再次暴发的疫情，法国科

学委员会认为，疫情在秋季反弹的可能性极

高。与病毒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在这场

“战争”中，时间是卫生机构的宝贵盟友。法

国当局正在努力建立全国范围的废水监测

网络，计划今年夏天在西南沿海地区进行一

项实验，以尽早发现疫情反弹。

巴黎自来水公司生物学研究实验室负

责人、微生物学家罗朗·穆兰表示：“我们在 3

月初惊讶地发现污水中存在新冠病毒的痕

迹，由于当时整个法兰西岛宣布的病例不到

100 例，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检

测办法。”鉴于存在大量无症状患者，穆兰认

为，检测污水能够将无症状患者纳入观测范

围，可以在疫情发展初期获得预警信号。

意大利国立卫生研究院认为，该研究证

实了将废水样本作为传染病早期检测工具

的“战略作用”，有助于了解病毒在意大利开

始传播的情况。该机构已敦促意卫生部建

立全国性的废水监测网络，协调在下水道和

净化厂入口处定期收集样本，“作为早期检

测和监测不同地区病毒传播的工具”。

废水监测不仅在欧洲受到重视，美国、澳

大利亚等多国也已经开展相关研究和监测。

法国索邦大学病毒学教授文森·玛雷夏尔认

为，废水监测是一项全新工具，能够反映非临

床病毒携带者，对于全球都至关重要。这将

是对已有检测方式的一种补充，也可在未发

现感染病例的地区开展预警性监测。

传染病早期预警或增新工具

西班牙：废水监测发现新冠病毒早期踪迹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9日电 （记者张
梦然）近一段时间里，南极观测到历史最高

温度的新闻频频出现。然而这次，不仅是

南极大范围地区的观测——新西兰科学家

一项最新报告指出：在过去 30 年中，南极

更偏远的极地的变暖程度是全球平均水平

的 3 倍多。研究认为，这一增暖期主要是

由自然热带气候变率驱动的，并可能随着

温室气体的增加而加剧。相关报告 29 日

发表于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

2020 年以来，南极升温的话题引起世

界广泛关注：2月7日，世界气象组织公布在

南极半岛阿根廷科考站埃斯佩兰萨观测到

18.3℃；在此之前的纪录，是 2015 年 3 月观

测到的 17.5℃；仅两天后，巴西科学家在南

极北端西摩岛又测得 20.75℃，再一次刷新

了南极大陆气象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科学家认为，南极气候表现出地球上

一些规模最大的区域气温趋势——西南极

和南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 20 世纪后期

出现了暖化和冰盖变薄的现象，并持续至

今。但相比之下，位于更偏远的高纬度大

陆内部的南极极地，一直到 20世纪 80年代

都保持寒冷，在那之后才开始大幅变暖。

这些趋势受到自然和人为气候变化的影

响，不过科学家们对每个因素的单独作用

效果，一直未能透彻理解。

鉴于此，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研究人员凯勒·克莱姆及其同事通过分析气

象站数据、格点化观测和气候模型，考察了

南极极地的增温趋势。研究团队发现，增温

主要是由热带驱动的。热带太平洋西部的

温暖气候，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负位相有

关，这增加了暖空气向南极极地的输送。而

南极周围较强的风，是由南半球环状模变为

正位相导致，这进一步加强了增暖趋势。研

究人员认为，沿南极洲海岸的这些大气变化

是驱动其内陆发生气候异常的重要机制。

研究团队表示，目前来看这些增暖趋

势不太可能是自然气候变化单独作用的结

果，这也体现出人为变暖和大规模热带气

候变率对南极气候的作用。

过去 30年不断升温

南极极地变暖程度达全球平均水平3倍多

科技日报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张梦
然）通过组织工程学方法，一个美国研究团

队利用可降解生物工程支架和兔子自身的

细胞，修复了10只兔子的受损器官，其中的

4 只最终正常妊娠并活产。该研究中描述

的方法未来有望转化用于人类。相关论文

29日发表于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

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生物工程学方法

可以修复啮齿动物的轻微器官缺陷，其中就

包括子宫缺陷，但一直以来，科学家未能在啮

齿动物或更大动物中实现子宫修复后活产。

此次，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研究人

员安东尼·阿特拉及其同事，向78只兔子的

受损子宫内植入了可降解聚合物支架，其中

一部分支架，在基质内种植了兔子自身的子

宫细胞，即“种植生物工程细胞支架”，而另一

些则植入了“未种植支架”。随后，团队对这

些兔的子宫修复水平进行了详细检查，时间

点分别为植入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

研究人员观察到，植入后第 3个月时，

支架已经降解了；待到植入后第 6个月时，

工程化组织与自然组织之间已经没有明显

差异。最终，在植入了“种植生物工程细胞

支架”的 10只兔子中，4只能正常妊娠至足

月；而植入了未种植支架的 10 只兔子，无

一可以妊娠至足月。

研究人员表示，在人类中，接受不孕症

治疗的女性大约有 6%存在子宫功能障碍，

而移植来自活体或死亡供体的子宫，曾在

人类中成功实现了活产，但供体器官稀缺，

且需要免疫抑制治疗来支持移植后的子

宫，限制了这一方法的实际应用。而此次

的新方法，将对未来受不孕症影响的女性

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利用类似的组织工程

支架，已经成功修复过人类的其他管状组

织，如尿道和膀胱等，而该研究中描述的方

法，也有望转化用于人类。

最后研究团队强调，并非所有动物都

实现了成功妊娠，在人类中测试该方法前，

仍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动物研究。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大部分组织或

者器官受损都是件不可逆的事情。对病人

来说，要么接受现实，要么等待移植。但新

的研究显示，器官可以用自己的细胞修补

好。研究人员将生物工程支架移入兔子体

内，这些支架上生长的细胞，修复了一些兔

子的子宫。对存在子宫功能障碍的人类女

性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希望，她们或许无

需再苦苦等待移植，或者再忍受移植后的

免疫排斥反应。不过，从兔子的实验结果

来看，成功率还不算高，生物工程支架技术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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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科技日报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在特朗普总

统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一

个月后，德国和法国近日宣布向该机构“加

注”——增加资金资助和政治支持，支持该

机构继续与冠状病毒大流行作斗争。

上个月，特朗普总统称美国将永久对

WHO“断供”并退出该组织，此番言行和举动

一出，很快遭到欧洲国家的反对，后者敦促特

朗普总统重新考虑对WHO“断供”等事宜。

此后，德国和法国与 WHO 开展了对话

与磋商。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卫生部长延

斯·斯潘表示，德国将向 WHO 追加资金和

医疗设备，使德国向 WHO 的捐款总额达到

5亿欧元（约 5.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斯潘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需要一个强大、高效、透明和负责任

的 WHO，德国将尽其所能向 WHO 提供所

需的政治、财务和技术支持。”

美国每年向 WHO 捐款 4亿美元，WHO

网站显示，该机构的资金来自各国分摊的会

费和自愿捐赠。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是承担美国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的联邦

政府机构，该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

美国分摊的会费为 1.2 亿美元，占 WHO 当

年核心预算的 22%。2018 年，美国的自愿捐

款为 2.2亿美元。

此外，法国也宣布向位于里昂、隶属于

WHO 的一家研究中心捐资 9000 万欧元，并

追加捐款 5000万欧元。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耶·韦朗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我坚信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一个多边组织，我相信各国都不能摆

脱合作伙伴。针对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我

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答案，只有世界卫生组织

才能提供这个答案。”

WHO 总干事谭德塞赞扬了德国和法国

捐赠行动，并称 WHO 与欧洲国家的谈判

“成果丰富”。他说：“WHO 在政治上和财务

上都获得了我们需要的所有支持。”

德法宣布对世卫组织追加资金支持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6月 28日电 （记者

毛黎）源于以色列的美国加州大角星（Arc-

turus）公司近日表示，研究人员开发的新冠

病毒疫苗已完成动物试验，有望最早在今年

8月开始进行人体测试。

目前，首批疫苗已运抵新加坡杜克-国大

医学院，准备进行第Ⅰ和第Ⅱ期人体临床试

验，目的是测试疫苗的安全性、副作用和最佳

剂量。预计志愿者为 108 人，其中包括老年

人。公司相信，如果临床试验能按预期进度

进行，那么其疫苗将是同类疫苗的领先者。

疫苗的研发由该公司与杜克-国大医学

院的研究小组共同完成。公司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约瑟夫·佩恩表示，疫苗名为 Lu-

nar-COV19，它是采用公司自己的信使核糖

核酸（mRNA）自转录和复制（STARR）技术

及 Lunar 脂质介导载体所产生的小剂量疫

苗，并有望成为单次注射疫苗。

该 疫 苗 的 基 本 原 理 是 利 用 遗 传 物 质

mRNA 在体内表达出能触发免疫反应的抗

原。一旦 mRNA 进入体内，便可促使体内

生产出针对实际病毒的蛋白，当病毒来袭时

身体便能识别并抵抗它。

佩恩说，公司曾成功地将其技术应用于

多种不同的病毒，在小鼠、大鼠、兔子和猪这

些动物身上的试验成功率达 100%，这表明

mRNA 疫苗能有效地激活适应性免疫反应

的两种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体液（抗体）免

疫和细胞（T细胞）免疫。

佩恩表示，该疫苗具有复制效应，因此

人体只需单次注射就可达到免疫能力，这也

是与其他机构正在研发的疫苗的最大差

别。大多数开发中的疫苗需要两次剂量，分

别为初始注射和加强注射。

大角星公司于 2017年与以色列 Alcoba-

ra 有限公司合并。公司 Lunar-COV19 疫苗

的高级项目经理罗德里戈·耶林为回归以色

列的犹太人，曾在希伯来大学学习。

假如疫苗在 2020年底完成开发，还存在

生产量和生产速度的问题，以及新加坡以外

的哪些国家会批准使用。佩恩表示，如果疫

苗获得成功，公司有意将以色列作为疫苗优

先供应对象。不过，他首先希望疫苗获得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

美单次注射mRNA疫苗有望进入临床试验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网络网络（（nationalgeographic.comnationalgeographic.com））

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对西班牙大型废水处理厂开展新冠病毒监测。
图片来源：网络（retema.es）

创新连线·俄罗斯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新闻处发布消息

称，滨海边疆区科学家从海星中分离出了新

的具有生物活性的甾族化合物。这种化合

物对乳腺癌和大肠癌细胞具有抗肿瘤活性。

通过俄罗斯“奥帕林院士”科考船对千

岛群岛的探险，远东联邦大学、俄科学院远

东分院太平洋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日尔

蒙斯基国家海洋生物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

共同做出了这一发现。

海星中天然的甾族化合物被视为神经

退行性疾病的阻滞剂，例如阿尔茨海默氏

病。但现在科学家查出，新发现的物质分

子还阻止了肿瘤细胞的分裂。下一步，他

们计划在甾族化合物的基础上研发具有改

善药物特性的分子。

海星中分离出新型抗肿瘤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