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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1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0日报道，在对 400

多万个星系和蕴含巨大能量的超亮类星体

进 行 分 析 后 ，国 际 斯 隆 数 字 巡 天 调 查

（SDSS）项目近日发布了迄今最大的宇宙

三维（3D）地图，讲述了宇宙在 110 亿年间

的膨胀故事，填补了人类目前在宇宙史探

索中重大空白。

新结果来自“深场重子声波振荡光谱

巡天（eBOSS）”项目的观测结果，这是有

100 多名天体物理学家参与的国际合作项

目，是 SDSS的组成部分之一。

美国犹他大学的宇宙学家凯尔·道森

说：“我们了解宇宙的古代史，也了解宇宙

最近的膨胀史，但其间 110 亿年宇宙究竟

历经了什么样的变化一直是未解之谜。过

去五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填补这一空

白。”

此前，科学家们通过广泛的理论建模

和对宇宙微波背景（宇宙大爆炸后的“余

晖”）、以及宇宙大爆炸后产生的元素的丰

度进行观测，对大爆炸后形成的新生宇宙

有了较多了解。此外，对星系的研究和测

距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宇宙在数十亿

年里的膨胀。

而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利用

“表明物质在遥远宇宙中分布的天体，即形

成恒星的星系和类星体”来绘制宇宙的历

史图。eBOSS 调查科学家、加拿大安大略

省滑铁卢大学的威尔·珀西瓦尔说：“所有

这些研究结合在一起，讲述了宇宙膨胀的

完整故事。”

研究显示，构成宇宙结构的细丝和空

隙始于宇宙诞生仅 30万年时。此外，宇宙

在大约 60亿年前开始加速膨胀，且此后一

直持续膨胀。这种加速膨胀似乎是由于宇

宙中一个神秘的看不见的成分——“暗能

量”所驱动，这一点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

论一致。

此外，研究人员指出，天体物理学家

们早在多年前就知道宇宙在膨胀，但一直

无法精确测量宇宙膨胀的速度——所谓的

“哈勃常数”。eBOSS 和 SDSS 的调查结果

表明，宇宙目前的膨胀速度和早期由其他

研究得出的膨胀速度不匹配，需要科学家

们开展进一步研究。

又 一 张 宇 宙 三 维 地 图 被 绘 制 出 来

了，这次，比以前的更加全面，讲述的宇

宙膨胀史更为漫长。单说三维地图，或

许很难理解它的概念。其实，若用二维

方式去想象，你能看到，这张宇宙地图的

每一个切片上，都有密密麻麻的点，每一

个点，就是一个星系。地图不仅展示方

位，也展示时间，讲述宇宙约 110 亿年的

成长史。目前人们知道的是，宇宙在膨

胀，而且在加速膨胀。有地图的帮助，能

让人更加精确地测量宇宙膨胀的速度，

并找到膨胀背后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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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20日电（记者刘海
英）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18日在华盛顿接受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中国

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有清晰的时间线，那些有关

中国政府对世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有所

隐瞒、中国审查关于新冠病毒的学术文章等说

法没有事实依据，其中存在很大误解。

崔天凯指出，抗击疫情是一个不断发现和

了解病毒并努力优化应对的过程，目前这个过

程还在继续。在疫情发生初期，人们对这种全

新的病毒、对它的严重程度和传播途径等几乎

一无所知，全世界都对这场新的疫情知之甚

少。实际上从一开始，也就是今年 1月的最初

几天，中国就已经向 WHO报告了当时称之为

“不明原因肺炎”的一些病例，那时人们还不

知道如何定义这种新病毒。几天之后，在对其

了解多了一些，中国就与 WHO和各国分享了

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而早在 1月 4日，中美两

国疾控中心就已经就这一新病毒进行了沟通。

崔天凯表示，抗击疫情也是一个不断加

强全球合作、加深认识、加大各国间协调应对

的过程。在疫情暴发初期，几乎没有人对这

种新病毒有任何了解，中国科学家努力研究

了解它，一有进展就同世界分享信息。《柳叶

刀》等科学刊物早在 1月就刊发了很多中国科

学家和卫生专家的论文，比其他国家都要

早。而在 2 月中旬，WHO 就已派专家赴华。

在今年 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国则

与其他 140 多个国家共同通过了加强疫情应

对全球合作的决议，并宣布将大幅增加对世

卫组织的资助。

崔天凯强调，目前疫情仍在发展，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中国正与 WHO 和各国科学家

开展科研、科技合作，以追溯病毒的起源，更

好了解其传播途径，研究如何遏制疫情发展、

治病救人以及研发疫苗。

我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CNN采访时强调——

中 国 抗 疫 时 间 线 清 晰

7 月 16 日，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最高法院

欧洲法院做出裁决，欧盟与美国之间的数据

保护协议（简称隐私保护盾）无效。这将使脸

书、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在欧洲市场面对更多

的不确定性。继反垄断调查、开征数字税之

后，数据保护协议被推翻将加剧欧美之间的

数字之争。

法院裁定欧美隐私保
护盾无效

这一裁决的起因是奥地利人马克斯·施

雷姆斯与脸书之间的一场司法诉讼。2015年

底，施雷姆斯向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投诉，

要求暂停脸书公司使用“标准合约条款”，因

为脸书可以在不对美国的监控机制做防护措

施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数据传往美国母公司。

尽管施雷姆斯的诉求在 2016 年已被驳回，但

爱尔兰法官随后将这一棘手的法律问题提交

给欧洲最高法院，请求裁定脸书方面所援引

的“标准合约条款”以及现有的欧盟-美国数

据保护协议是否符合欧盟数据保护法。

现在，欧洲法院认为，鉴于美国政府机关

有可能获取用户信息，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

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此外在发生纠纷的情

况下，当事人也得不到充分的司法保护。因

此，法院裁定欧盟与美国之间的数据保护协

议无效。但是，法院并未裁定欧盟的“标准合

同条款”无效。法院认为使用标准合同条款

需要对第三国是否有足够的可强制执行的权

力和有效的补救措施进行额外的评估。如果

不符合要求，那么即便有标准合同条款，监管

机构仍可以并且必须暂停或禁止相应的数据

传输。

这一裁决意味着大西洋两岸数千家大小

企业将面临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因为欧洲与

美国在数据传输领域必须寻找新的运作框

架。它或许会迫使其中一些公司，包括亚马

逊、脸书、苹果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建设成本

高昂的欧洲数据中心。它不仅影响许多云服

务和社交媒体平台，欧盟的跨国公司也必须

重新考虑其内部数据交换。例如，公司必须

检查哪些数据传输到了第三国，哪些传输对

业务至关重要，并且如果主管部门禁止在短

时间内进行传输，则哪些临时措施可以使

用。如果向美国的数据传输完全基于“隐私

保护盾”，则必须执行替代协议，例如“标准合

约条款”，即使这些条款不能保证永久允许。

寻求符合法律的可持
续解决方案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对这一裁决

深感失望，表示数据流不仅对科技公司至关重

要，对来自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企业也都是如

此。疫情过后，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企业能够

不中断地传输数据是很关键的，而这离不开欧

美“隐私保护盾”协议提供的强大保护。美国

商务部依然将支持该协议。换句话说，像施雷

姆斯等人的想法，“如果美国企业继续想在欧

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话，美国就必须认真更

改其监控法规”，显然不切实际。

事实上，早在 2020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就

已获悉“隐私保护盾”有可能会被推翻。自从

2001 年以来，欧美之间已经在该领域先后签

署过三个数据传输框架协议。斯诺登事件之

后，欧洲法院曾于 2015年做出裁决，认定当时

欧洲企业与美国公司自动交换数据的“安全

港湾”协议无效，理由是美国情报机构对存储

在美国服务器的数据进行监控。但美国随后

通过“新瓶装旧酒”的方式与欧盟委员会达成

了“隐私保护盾”协议。通过该协议，美国互

联网企业可以继续以合法手段将数据从欧盟

转移到美国。现在，“等待的靴子终于落地”，

欧美之间将不得不围绕国际数据传输解决方

案展开新的谈判。

欧洲法院关于“隐私保护盾”的裁决也是

欧美围绕数据主权法律冲突的一部分。一方

面，美国在多项立法支持下拥有更广泛的数

据收集和使用权力。2018 年 3 月，美国国会

通过的《云法案》，允许美国当局在必要情况

下获得更多的数据权限，其中包括存储在美

国，仅属于欧洲客户的数据和信息。另一方

面，欧盟 2018 年 5 月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对数据处理的性质和范围设定了严格

的规则，违者将被处与高额罚款。夹在中间

的跨国互联网企业则呼吁大西洋两岸政策制

定者出台一个“符合欧盟法律”的可持续解决

方案，以确保支撑跨大西洋经济的数据流继

续下去。

数字之争进入新阶段

2020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数

据战略》，概述了数据方面的政策措施。欧盟

委员会认为应当找到适于欧洲的方式，平衡

数据的流动和广泛使用，同时保持高度的隐

私、安全和道德标准。欧盟的目标是“创建一

个单一的欧洲数据空间，一个真正的单一数

据市场”。为此，欧盟将结合立法和政策，以

确保数据的可用性，并对标准制定、工具研发

和基础设施保护提供投资。欧盟委员会认

为，“少数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着世界大部分数

据。这是包括欧洲在内的当今数据驱动型企

业出现、成长和创新的一个主要弱点，但巨大

的机遇仍在前面。”

失去“隐私保护盾”之后，更多的企业可

能会考虑把数据留存在欧盟境内，因此在数

据基础设施领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变得更

为迫切。2020 年 6 月，德法两国确定了拟议

近一年的欧洲云（Gaia-X）的路线图和蓝皮

书。欧洲各国 300 多家企业加入了 Gaia-X，

并着手制定具体的技术标准。德国经济部

长阿尔特迈尔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将利用

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推进数字

主权和数据政策议题”。欧洲对于数据安全

的重视，以及欧洲中小企业居多的商业环境

将 为 Gaia-X 提 供 成 长 的 空 间 。 德 国 认 为

Gaia-X 是“性能强大、具备竞争力、安全且

值得信赖、基于欧洲价值观的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此举意味着欧盟将直面美国科技巨

头在数据领域的强大优势，顽强地与对手展

开竞争。

欧美数字主权之争将伴随未来发展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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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莫斯科7月 20日电 （记者董
映璧）20 日，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学

院发表研究报告称，该院科研人员与其他俄

罗斯科研机构合作，通过基因组流行病学研

究发现，在俄境内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源

头并非来自于中国，而是从欧洲输入的。

该学院研究报告称：“对照俄罗斯境内

传播的病毒基因数据与人口迁移信息，科

研人员得出结论，在今年 2 月下旬至 3 月

初，至少有 67 个独立的新冠病毒被输入到

俄罗斯许多城市。根据这些数据可知，流

行于俄境内的新冠病毒并非来自于中国，

而是主要来自欧洲。”

研究报告还表示：“俄罗斯很多早期新

冠病毒输入病例并未导致疫情暴发。但目

前在俄罗斯境内至少有 9种不同病毒的变种

在传播，而这些病毒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现。”

主持该项基因组流行病学研究的斯科

尔科沃科学技术学院格奥尔吉·巴济金教

授称，参与该项科研工作的还有俄罗斯高

等经济学院、俄罗斯卫生部斯莫罗金采夫

流感研究所、俄罗斯哈里科维奇信息传播

问题研究所。他认为，基因组流行病学研

究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发现新冠病毒是

如何在俄罗斯出现的，而且可以使科研人

员预判，今后如果俄罗斯开放边境，出现新

的输入病例后会发生什么？是否还会再次

导致新冠病毒流行？

俄研究称境内新冠病毒主要来自欧洲

科技日报华盛顿7月20日电（记者刘海
英）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20 日刊发一篇

科学声明称，美国有近 60%的青少年心肺功

能不佳，他们的心肺适应能力（CRF）指标低，

未来健康风险大。研究人员呼吁美国社会，

尤其是中小学要重视这一问题，采取措施改

善这一现状。

CRF是一项关于身体在运动期间向肌肉

提供氧气能力的指标。有研究表明，CRF 指

标较低的孩子，在较年轻的年龄段罹患早发

性心脏病、Ⅱ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较高，

成年后因心脏病和中风而过早死亡的风险也

较高；而 CRF 指标高的孩子，不仅身体会更

健康，思路也会更清晰，心理会更健康，自我

价值感和生活满意度也更高。因此，科学家

认为，测量 CRF 不仅可以帮助了解少年儿童

的身体健康状况，还可以帮助了解他们的认

知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但自上世纪 80年代

以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青

少年的 CRF水平都呈下降趋势。

在最新声明中，研究人员指出，造成青少

年 CRF 低下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他们缺乏体

育锻炼。现在的孩子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

玩电子游戏，去网上冲浪，久坐不动。而最近

一项结合多项研究结果的分析发现，久坐时

间增加与儿童 CRF 水平降低有关。研究人

员称，要改善少年儿童的 CRF 水平，需要他

们动起来并进行定期的体育锻炼，例如进行

高强度间歇训练，如短跑，或一些剧烈的体育

运动，如篮球、足球等。

该科学声明撰写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大

学儿科学教授吉萨·拉胡维尔指出，心肺功能

对于儿童及其成年后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CRF则是一项能够显示儿童心肺和血液循环

状况的一个指标，比体重、血压、胆固醇和血

糖水平等指标更能反映他们的整体健康状

况。希望该科学声明能够提高人们对青少年

心肺功能问题的重视，激发人们研究更有效、

更低成本的测试手段，并共享研究结果，通过

有效干预措施改善美国青少年的 CRF水平。

美近六成青少年心肺功能不佳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1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1 日发表的

一项行星科学最新研究，日本天文学家团

队确认，在大约 8 亿年前，月球遭遇了流

星体（较小的小行星）的轰击。而通过陨

石坑标度律和碰撞概率的研究表明，一颗

超过 4 亿亿千克的小行星与地球发生了

碰撞。

地球上的侵蚀和表面更新过程，使科

学家们研究古代流星体撞击以及确定其日

期变得有难度。不过，还可以通过另一种

方法来了解这些撞击，那就是研究月球上

的陨石坑，因为在月球上，风化和侵蚀的影

响大大减少。

日本大阪大学天文学家寺田健太郎

及其同事，此次利用来自日本宇航探索局

的月球探测器“月女神”的数据，估算了月

球表面直径大于 20 公里的 59 个陨石坑的

形成时间。“月女神”探测器于 2007 年发

射，其成功帮助日本在登月之路上迈出了

第一步。“月女神”搭载的观测仪器达 15

种之多，可分析月球化学成分构成、矿产

分布、地表特征等等，而其所采集到的数

据，均用于研究月球起源并帮助推断地球

演化过程。

此次研究团队根据探测器的数据发

现，在大于 20 公里的 59 个陨石坑中，有 8

个陨石坑是同时形成的，包括哥白尼陨石

坑。根据对哥白尼陨石坑释放物质的放射

性测年结果，以及从一些阿波罗任务的撞

击玻璃球粒（陨石撞击形成的玻璃珠）中获

得的数据，他们得出结论：月球在大约 8亿

年前经历了一次小行星雨。

根据碰撞概率，研究团队分析表明这

些流星体的总质量约为成冰期（约 7.2亿至

6.35 亿年前）之前造成希克苏鲁伯撞击事

件的陨石的 30至 60倍。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作出推测，既然月

球上发生了小行星雨，那么地球上肯定也

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他们利用陨石坑标度

律和碰撞概率表明，一颗质量为 4亿亿至 5

亿亿千克的小行星与地球发生了碰撞。

8亿年前月球遭遇流星体轰击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1日电 （记者张
梦然）在一项癌症最新研究中美国科学家

报告称，一种非侵入性的血检作为一种潜

在的工具，或能在常规诊断前 4 年，对 5 种

常见的癌症——胃癌、食道癌、结直肠癌、

肺癌和肝癌做出早期检测。相关报告 21

日发表于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癌症是

全球第二大死因，从全球情况看，近六分之

一的死亡由癌症造成。癌症可能影响到每

个人，这一“恶魔”的出现对患者、家庭和社

会都会造成巨大负担，而临床表现出现较

晚以及无法获得诊断和治疗情况至今较为

常见。

因此，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在早期发现

癌症，医生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肿瘤或使用

适当的药物进行治疗，癌症患者的生存率

就会大大提高。但是，截止到目前，只有少

数几种癌症有数量有限的筛查检测。

此次，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

人员描述了一种基于血液的癌症筛查测试

方法，被命名为“PanSeer”。它可以检查血

液中的癌症特异性甲基化标记。研究团队

对从 605 名无症状个体体内获得的血浆样

本进行了分析，其中 191 人后来被诊断为

癌症。

他们还对另外 223 名癌症确诊患者的

血浆样本以及 200 份原发性肿瘤和正常组

织样本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证明，在诊

断后患者以及常规诊断前 4年的无症状个

体中，他们的检测方法有可能以高特异性

检测出胃癌、食道癌、结直肠癌、肺癌和肝

癌这五种常见癌症。

研究团队强调，“PanSeer”检测法并不

是去预测以后会发展成癌症的患者。相

反，它最有可能识别已经有癌变，但是在目

前的检测方法下表现为无症状的患者。他

们总结表示，需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纵

向研究，以确认该检测方法在诊断前个体

中实现癌症早期检测的潜力。

5种常见癌症有望在更早期发现

科技日报伦敦7月 21日电 （记者田学
科）医学专业期刊《柳叶刀》7 月 20 日介绍了

牛津大学新冠疫苗研究进展情况，从临床

Ⅰ /Ⅱ期试验结果来看，疫苗没有出现早期

安全隐患，并在免疫系统的两个部分均引起

了较强的免疫反应。

临床研究期间，疫苗在接种后 14天内引

起 T 细胞反应（可攻击感染新冠病毒细胞的

白细胞），并在 28天内引起抗体反应，即抗体

能够中和病毒，使病毒在最初的感染阶段不

能感染健康细胞。同时，接种疫苗的参与者

身上有可检测到的中和抗体，并且其中 10人

在加强剂量后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免疫反应，

均产生了对冠状病毒的中和反应。研究人

员认为中和反应的出现对防疫保护很重要，

下一步是确认该疫苗是否能够有效预防新

冠病毒感染。

牛津疫苗小组负责人 A·波拉德教授

说，临床Ⅰ/Ⅱ期数据表明，疫苗不会导致任

何意外反应，并且与之前此类疫苗具有相似

的安全性。接种疫苗后观察到的免疫反应

与先前的动物试验结果一致，这些反应能产

生对新冠病毒的防护。

牛津大学疫苗研究团队2020年1月开始

致力于开发新冠疫苗，被称为牛津新冠疫苗

的临床Ⅰ/Ⅱ期试验于今年 4 月下旬在英国

本地展开。在临床Ⅰ/Ⅱ期试验期间，通过随

机对照试验，研究团队对 1000多名年龄在 18

至 55 岁之间的健康成人志愿者进行了试验

评估。在 4 月 23 日至 5 月 21 日之间，共有

1077名志愿者接种了牛津新冠疫苗或安慰剂

MenACWY，其中有10人两次接种疫苗。

牛津新冠疫苗临床Ⅲ期试验已于 6 月

下旬分别在南非和巴西展开，目前正在美

国招募志愿者，并准备在美国开展Ⅲ期临

床试验。

牛津大学新冠疫苗临床Ⅰ/Ⅱ期试验产生较强免疫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