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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和《日本经济新

闻》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

和学术政策研究所 7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科

研领域的大力投资和在研究人员培养方面的

不懈努力促进了中国科研的发展：中国在自

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美国，

跃居世界第一，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科研领

域日益重要的地位。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的报道指出，科学

论文产出数量是显示一国研发活跃程度的最

基本指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此前也曾发

布报告指出，中国的论文数量超过了美国，而

这次的统计数据基于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经过

同行评审的论文的数量。

中国论文数量超美国

在日本发布的报告中，科学技术和学术政

策研究所参考科睿唯安公司的数据，对主要国

家的论文数量进行了分析。由于每一年变动幅

度较大，因此，研究所按3年均值进行了计算。

结果表明，2017年（2016—2018年均值），

中国研究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为 305927

篇，位列世界第一，高于美国的 281487 篇；德

国为 67041 篇，居第三位；日本为 64874 篇，居

第四位。

另外，从论文所占世界份额来看，中国和

美国分别占 19.9%和 18.3%，而第三位德国仅

占 4.4%。

NHK 的报道指出，中国的论文数量逐年

增加。2017 年论文数量是 20 年前（1996—

1998 年均值）的 18 倍，是 10 年前（2006—2008

年均值）的 3.6倍。

中国研究论文的质量也逼近美国：从被

引用次数排名前 10%的论文所占份额来看，

2017 年美国有 37800 篇（占 24.7%），位居世界

第一；中国有 33800篇（占 22%），居第二位；英

国 8800 多篇，居第三位；德国 7400 多篇，居第

四位；日本则以 3800 多篇论文排在第九位。

而从被引用次数排名前 1%的论文所占份额

来看，美国和中国分别占 29.3%和 21.9%。

此外，《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指出，中美擅长

的领域各不相同。中国论文主要集中于材料科

学、化学、工学、计算机和数学方面；而美国论文

则主要集中于临床医学和基础生命科学领域。

投资力度大 研究人员多

NHK 和《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都指出，

中国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更多以及中国拥有更

多科研人员，或是促进中国科学论文数量激

增的两大关键因素。

《日本经济新闻》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

国研发经费（名义值，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约

为 58万亿日元（约合 3.8万亿元人民币），比前

一年增加 10%；美国为 60.7 万亿日元，比前一

年增加 5%，保持了第一位，但中国与美国的

差距日益缩小。

此外，大学是科学论文主要产出机构。

中国对大学的投资显著增加，2018 年的投资

额是 2000 年的 10.2 倍，而美国 2018 年对大学

的投资额仅为 2000年的 1.8倍。

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中国

现有约 187 万名研究人员，超过了美国的 143

万名。此外，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提供的数

据显示，5年前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数量首

次突破 30 万。在 2018/2019 学年，来自中国

的学生人数接近 37万。

此外，中国还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和规

划纲要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保驾护航”。

1982 年，中国将逐步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写

入宪法；1993 年，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促进科技进步；《中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个 五 年 计 划》

（2001—2005 年）规定，将研发投入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从不足 1%提高到 1.5%，此后，

这一比例不断提高，2020 年的计划要求将该

比例提高到 2.5%或更高。

2016—2018年均值统计表明

中国自然科学论文全球第一 数量超美国

本报记者 刘 霞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下令

研制有翼载人航天飞机方案，以替换“联盟

MS”飞船。它将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能

在跑道上着陆的载人飞船。

罗戈津表示：“如果我们需要替换‘联

盟-MS’来维护轨道站，而‘鹰’（为登月载

人飞行而研制的）的使用对于这些目的而言

是昂贵的，因此我们需要制造一种可重复使

用的、具有完全不同配置的飞船——具有

在跑道上着陆能力类似‘暴风雪’型的飞

船。‘能源’火箭航天集团和其他团队目前将

提出此类航天技术方案。”

罗戈津称，研制有翼飞船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联盟-MS”仍然可以使用，它

正在不断升级，但是无休止地升级对航天

技术的发展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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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盟MS”飞船将被有翼航天飞机替代

俄罗斯国立核研究大学使用光动力原

理研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新方法。这是一

种最新的光敏剂治疗方法，在光敏剂的照射

下，患者体内的病毒能被杀死。光动力疗法

非常高效，副作用小，几乎不会引发并发症。

俄罗斯国立核研究大学激光、纳米和

生物技术系代理系主任维克托·洛先诺夫

教授称，这种方法本来是用于肿瘤诊断和

治疗。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能以足够

的强度和能量进行照射而不伤害患者的装

置。现有系统功率为 1.5 瓦，但这不够，需

要增加功率大约 10倍，至少达到 12瓦。

维克托·洛先诺夫表示，他们制造出了

功率12瓦的仪器，制造过程符合严格的医学

安全标准。40多位新冠肺炎患者已经采用

新方法治疗，经过照射后，血氧饱合度立即增

加，肺部疼痛消失，嗅觉恢复。该组患者的康

复过程比那些没有接受照射的患者快得多。

光动力法治疗新冠肺炎恢复更快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0日电 （记者张
梦然)“黎明号”（Dawn）是第一个探测小行

星带并造访矮行星的人造设备，开启了人

类探索太空的新纪元。10 日，英国《自然·
天文学》《自然·地球科学》和《自然·通讯》

期刊同时发表 7 篇论文，美国、德国、意大

利等多国团队报道了“黎明号”任务对谷神

星的第二次延长观测。结果显示：谷神星

是一个海洋世界，在最近一段历史里地质

运动活跃。这些研究为了解矮行星的历史

和形成提供了重要认知。

谷神星是太阳系中唯一位于小行星带

的矮行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黎明号”探测器在 2015—2018年间绕谷神

星飞行，一直到燃料耗尽。在最后绕飞阶

段，探测器距离谷神星表面只有35千米。

在第一项研究中，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团队分析了“黎明号”发回的高分辨率引力

数据和影像。探测器的主要观测点，为已

有 2000 万年历史的奥卡托环形山，探测器

曾在此发现过来自行星内部的卤水沉积的

明亮反光。而此次，“黎明号”发现奥卡托

环形山底深处有一个很大的卤水储层。团

队认为，该储层可能曾受到形成环形山的

力量的作用，发生了运动，致使行星表面出

现了这些明亮的盐沉积。

在另一项研究中，意大利国家天体物

理研究所团队报告称，奥卡托环形山中央

最大的明亮区域的中心，存在水合氯盐。

由于这些盐的脱水速度很快，团队认为卤

水可能还在不断涌出，这意味着谷神星内

部可能依然存在含盐液体。

在其他论文中，加州理工学院团队还

分析了谷神星的地壳构成；德国马克斯·普

朗克太阳系研究所团队则指出，谷神星曾

在约 900 万年前开始了一段冰火山活跃

期，一直到最近才结束；美国佐治亚理工学

院团队研究表明，奥卡托环形山的丘陵可

能是在撞击导致流水结冰时形成的——这

说明不只地球和火星，谷神星在地质学上

的近期也出现过活跃的冰冻水文现象。

另外两项研究中，科学家还发现，谷神

星上富含水和盐的泥浆样撞击熔岩与火星

上的不同，规模也不及火星；而奥卡托环形

山内的各种明亮沉积可能具有不同来源。

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谷神星是个复杂

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过去还积聚有大量液态

水。此次期刊上发表的7篇论文，再次印证

了这一观点。能对谷神星做出这样详尽的研

究，得益于“黎明号”项目。之前，人类只能用

望远镜一探谷神星真容，但实在模糊。探测

器“黎明号”近距离绕谷神星飞行，才让人类

进一步认识了这位“老朋友”。谷神星的身

上，隐藏着太阳系形成与演化的奥秘。现在，

“黎明号”的任务已经完成。利用它传回的大

量数据，各类研究成果也在陆续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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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10日电（实习记者

卢子建）近日，英国伯明翰大学和美国马里

兰大学的科学家联合发表研究成果称，阿尔

法波，一种特别常见的大脑活动模式，与人

体对疼痛的敏感性或恢复力有很大关系。

阿尔法波是大脑中不断进行的电波活

动中的一种。对大多数人来说，其阿尔法波

的振荡频率为8—14赫兹之间，峰值频率因

人而异。研究组此前曾做过研究，发现阿尔

法波振荡频率较高的人对疼痛的恢复力更

强，而振荡频率较低的人更易受疼痛影响。

在此次实验中，该研究组希望发现是

否可以在疼痛测试前，通过测量受试者的

阿尔法波来预测他们对疼痛的反应。

研究人员选取了61位年龄在21—42岁

之间的健康受试者，先用脑电图测量每位受试

者的阿尔法波，然后分两步进行实验：先将含

有辣椒素的乳膏涂抹于受试者的皮肤，使其敏

感，然后使涂抹辣椒素乳膏形成的敏感皮肤反

复受热。8周后，对受试者进行重复实验。

结果表明，测量阿尔法波确实能可靠地

表明一个人对疼痛的敏感性或恢复力。这些

结果在初步评估和8周回访中都得到了印证。

马里兰大学牙科学院的大卫·斯米诺

威茨博士称，在决定是否进行择期手术或

制定术后康复计划时，了解患者的疼痛敏

感性非常重要。手术前也可以使用止痛药

或正念冥想等方法来最大程度减少患者的

疼痛。

伯明翰大学的阿里·马扎合力博士表

示，手术后的剧烈疼痛通常也是患者是否

发展为慢性疼痛的良好指标，而了解一个

人出现这些症状的可能性，将有助于临床

医生和患者更好地确定最佳治疗方案。

谁是疼痛敏感体质？脑电波告诉你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科研人员

争分夺秒地对其展开调查分析与科学研究。

除了研究如何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患者之外，

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问题集中在新型冠状病

毒是如何产生的，它于何时何地首次出现，何

时开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该病毒是否来自于

蝙蝠，在传染给人类之前有没有中间宿主，以

及新冠病毒为何能如此快速地在人与人之间

传播等问题。至今半年多过去了，科学界对上

述问题尚无共识。近期，俄罗斯科学家对其中

一些问题的研究或许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信息传输问题研究所生物

学家亚历山大·潘钦，在分析了大量新冠病毒

基因组的突变后得出一重要结论：新冠病毒

起源于自然界。

亚历山大·潘钦将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美国《同行评议科学杂志》（PeerJ）上。俄罗斯

塔斯社（以下简称俄塔社）和《消息报》等媒体

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俄塔社报道说，亚历山大·潘钦比较了新

冠病毒、非典病毒（SARS）和普通感冒病毒基

因组中点突变的积累情况，研究了这些病毒

感染人类后基因相对突变的概率等问题。在

比较了超过 1000 个新冠病毒基因组、200 多

个 SARS 病毒和 40 多个普通感冒病毒基因

组，以及一些相似的动物冠状病毒的基因后，

研究人员发现，所有人类感染的新冠病毒基

因组中存在着 1000—2000 点基因突变，这意

味着基因突变基本是在人被病毒感染后才出

现的。

科研人员对这些突变基因进一步研究发

现，新冠病毒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而这

种特征在其它冠状病毒中不存在。新冠病毒

的基因组中存在许多异常的突变，它们导致

基因中的鸟嘌呤（G）分子被尿嘧啶（U）取代，

而鸟嘌呤是组成 RNA 和 DNA 链的 4 个“字

母”之一。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中发生突变的

比例接近 15%，这几乎是新冠病毒在感染人

之前的基因突变的 10倍。

亚历山大·潘钦指出：“我们发现，新冠病

毒基因组中鸟嘌呤突变成尿嘧啶的比例在病

毒传播给人类后几乎增加了 10 倍，而这一特

征在 SARS 病毒病原体的基因组中几乎没有

显现出来，感冒病毒基因组也不具备这样的

特征。”

亚历山大·潘钦说，研究还发现，其他类

似冠状病毒感染人类之前和之后的鸟嘌呤被

尿嘧啶取代的数量基本上一致。他称，新冠

病毒的这一独有特征在美国、中国等国家的

病毒基因中同样存在。

依据新冠病毒的这一特性，亚历山大·潘

钦提出，很早以前，新冠病毒感染了蝙蝠，但

蝙蝠的细胞很好地保护了自己，这种病毒在

蝙蝠体内突变较少，蝙蝠细胞和新冠病毒共

生了；而当新冠病毒感染了人之后，人体组织

不具备应对这种病毒的保护特征，人体可能

发生高水平的氧化应激反应，从而导致基因

中许多鸟嘌呤被破坏，变异基因开始积累，积

累到一定程度性质就改变了，病毒变得具有

攻击性了。

亚历山大·潘钦认为，上述研究成果表

明，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1900 万例，累计病

亡人数超过 70 万，疫情仍在全球迅速蔓延。

世界各国提高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的能力迫

在眉睫，面对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全球科学

家依然任重而道远。

（科技日报莫斯科8月10日电）

感染人类后，基因突变才剧增

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界又有新证据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董映璧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0日电 （记者刘霞）
韩国科学家在近日出版的《美国医学学会·内

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他们的最新研究表

明，无论是否有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鼻

子、喉咙和肺部携带的病毒物质一样多，这是

无症状携带者可传播新冠病毒的重要生物学

证据。

在该研究中，顺天乡大学医学院李承

才（音译）小组在 3 月 6 日—26 日，对一个隔

离点采集的 303 名隔离者的拭子样本进行

了分析。这组人的年龄从 22—36 岁不等，

三分之二为女性。所有人中，有症状者 193

人，无症状者 110 人，其中 89 人一直未曾出

现任何症状。

在隔离 8天后，研究人员每隔固定时间对

这些人采样检测，发现他们上下呼吸道样本

中都含有相当多的病毒遗传物质。研究人员

共进行了 1886次检测，结果发现，那些在测试

时没有任何症状，包括后来也从未出现症状

者的鼻子、喉咙和肺部携带的病原体物质与

有症状者同样多。

而且，研究人员通过对无症状者进行定

期检测后还发现，尽管无症状者清除病毒的

速度快于有症状者，但新冠病毒仍会在他们

体内持续一段时间。不过，无症状患者转为

阴性的中位时间略低于有症状患者，分别为

17天和 19.5天。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本身有望帮助

人们了解哪些感染者是真正无症状，而不是

处于“症状前”状态。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研究无法“确定无

症状患者在传播新冠病毒中发挥多大作用”。

因为从理论上讲，两者鼻子和喉咙中含

有相同数量的病毒，意味着可以传播相同的

病毒，但无症状者不太可能有剧烈咳嗽，而这

种咳嗽会将病毒飞沫散播到空气中。

英国雷丁大学细胞微生物学家西蒙·克

拉克博士指出，虽然无症状者有传播病毒的

风险，但出现“咳嗽并喷出病毒”症状的人传

播病毒的风险更高。巴斯大学感染生物学家

安德鲁·普雷斯顿博士则表示，从任何人身上

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

被感染者呼吸的深度和速度，与传播者之间

的距离、是否处于封闭环境中等。

感染者无论有无症状 携带病毒量一样多

图片来源：网络（www3.nhk.or.jp）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仍呈蔓延之

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消息，过去 3个月

内，全球病例数量增长到之前的 5 倍多，病亡

数量是之前的 3倍多。

巴西正值冬季，防控
形势十分严峻

在巴西，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自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巴西全国共确诊新冠肺

炎病例已高达 300余万例，累计病亡人数超过

10万，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美国。

巴西圣保罗市爱因斯坦医院传染病学专

家卡洛斯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新冠肺炎疫情

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其影响将会

持续数年。目前巴西正值冬季，特别是南部

有些地区的气温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病毒

会更活跃，人们更易染上呼吸系统疾病，防控

形势十分严峻。如果巴西目前的新冠肺炎蔓

延趋势继续下去，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全国

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将会达到 20万。圣保罗

州依然是巴西疫情最严峻的州，累计确诊病

例数超过 60万，病亡数超 2.4万。

投资千万雷亚尔，提
升病毒检测能力

卡洛斯指出，继续实施有效的隔离措施，

研发新冠肺炎快速检测技术是当前的两大工

作重点。在疫情暴发初期，圣保罗州平均每

天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仅为 900次左右，而现

在的检测能力达到了每天 1.8万次，是疫情初

期的 20 倍。目前，全州已进行了超过 178 万

次的病毒检测。

下一阶段，圣保罗州还将提升对新冠病毒

的检测能力。卡洛斯介绍，圣保罗州研究支持

基金会将投入 1000 万雷亚尔（约合 188 万美

元），资助快速检测试剂盒、呼吸机等产品生产。

该州主要负责病毒检测的阿道夫·卢兹研究所

将从日均检测量850份提高到1800份，预计在

一周内，该州的日均检测量可达到3万次。

全球协同作战，研发
生产测试疫苗

卡洛斯指出，当前，公共卫生安全已成为

非传统安全领域一个重要议题，除了强化各国

预防、控制和响应机制以外，加强公共卫生国

际合作也势在必行。事实上，人类历史从一定

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做斗争的历

史。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传染病跨越国界的

几率和速度大大增加，任何国际社会成员都不

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国家间“集体一致行动”，

在全球层面上协同作战，才能抵御公共卫生危

机。从SARS病毒到禽流感，再到埃博拉等，历

次战“疫”无一不是在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下，最

终控制住了疫情。

控制疫情的关键主要还是靠疫苗，疫苗

研发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只要国际社会

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克服当前的危机。”卡

洛斯强调说。

卡洛斯说，本月 6 日，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已签署临时法令，紧急拨款 19亿雷亚尔（约合

3.6 亿美元）用于生产 1 亿支英国牛津大学研

发的新冠疫苗。目前该种疫苗已在里约热内

卢州、圣保罗州等地展开临床试验。圣保罗

州政府也与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对其研制的新冠疫苗

在巴西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这项研究在巴

西 6 个州 12 个研究中心开展，计划招募近

9000 名志愿者，全部为尚未患病且未与新冠

肺炎患者接触的卫生专业人员。疫苗被证明

有效后，将在巴西进行产品注册，并授权巴西

国内的生物医学研究所在本地生产，用于巴

西及拉美疫情防控。

“任何国际社会成员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巴西传染病专家卡洛斯谈疫情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巴西正值冬季，疫情防
控形势仍旧严峻。

图为市民戴着口罩在
首都巴西利亚出行。

新华社发
（卢西奥·塔沃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