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3日电 （记者刘霞）
英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医学》杂志上

撰文称，他们分析了 63 位新冠肺炎患者的血

液样本，在患者血液中浓度异常的几种分子

中，发现了可预测患者未来病情严重程度的 3

种分子：IP-10、白介素 10 和白介素，最新研

究有助于对患者进行更好的管理。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0 日报道，来自弗朗

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伦敦国王学院等的研究

人员称，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首次入院时血

液中这些分子的浓度明显较高的新冠肺炎患

者 后 续 病 情 会 加 重 。 与 包 括 C 反 应 蛋 白

（CRP）、D-二聚体或铁蛋白等常用临床指标

相比，这 3个分子是疾病严重程度的严格预测

指标。

此外，他们还发现，测量住院第一天新冠

肺炎患者血液内 IP-10 的浓度是迄今为止最

准确预测患者将住院多长时间的方法。研究

人员目前正在寻找合作者，以帮助开发针对

这些分子的可靠且便捷的检测方法。

项目负责人艾德里安·海迪表示：“新冠

肺炎仍在肆虐，流感也可能快到来，医院将

承受巨大压力。要解决此问题，我们需要为

医生配备工具，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判

断，判断哪些患者可能会好转，哪些患者可

能需要更紧急的护理，从而更好地对患者进

行管理。”

自今年 5月份以来，研究小组将新冠肺炎

患者的免疫特征与 10例罹患非新冠肺炎下呼

吸道感染的同龄患者进行了比较。他们发

现，后者体内未发现高浓度的这 3 种分子，这

表明该特征与其他特征一起，可能形成了新

冠肺炎核心的免疫特征。

三种分子可预测新冠肺炎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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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美国国务院不仅在其官网发布“清洁网

络”声明，后续还号召其他国家效仿，将华为、

中兴等中资企业排除在 5G 建设之外。国外

社交媒体网友纷纷表示：美国政府正试图控

制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

美国《纽约时报》稍早时间刊发评论文

章，讽刺特朗普是“美国 CEO”，经常滥用总

统权力出手“干预市场”或“霸凌企业”。文章

以较大篇幅列举特朗普种种“奇葩”行为，在

本国内，他威胁开利公司（一家暖通空调和冷

冻设备巨头）和通用汽车公司不许关闭工厂，

不断要求波音公司降价，还长期攻击和自己

意见相左的媒体；而在面对跨国企业时，会随

意指责这些公司违反了美国的政策。

文章称，特朗普能在 TikTok 问题上说法

一会儿一变，再次证明了他经常凭着自己的

冲动做出国家安全决策。

国际知名电子媒体《外交学人》则发表了

题为《全球 5G 战争升温》的报道，文章称，美

国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否还符合其宣布的“引

领全球 5G 通信基础设施发展”战略，令人生

疑，而美国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但能

否长期制约中国 5G 技术的发展和出口，尚无

定论”。

美国调查新闻网站 The Intercept，日前发

表了题为《美国“清洁”无中国网络的肮脏虚

伪》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想要阻止其他国家

像美国及其盟友那样将技术武器化。文章称，

美国对所谓“清洁网络”许下一个新愿景，即一

个没有中国的互联网。作为一份政策文件，

“清洁网络”是荒谬的；作为一份道德文件，它

则精致而伪善，因为非常明显，如果说要打造

一个遍布世界的监视国家，非美国莫属。

针对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曾援引《华盛

顿邮报》和德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联合调查指

出，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

德国联邦情报局秘密收购了瑞士一家加密公

司克里普托，利用该公司设备窃听了全球 120

个国家。

The Intercept 文章特别强调，为什么世

界上还有人会认真对待美国这种提议？美

国自己“玩弄”了几十年的互联网，怎么能再

提“清洁”？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话监控项

目直到去年才被关闭，通过该项目，美国电

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等主要电信运营商与

政府合作，提供了涉及数亿的电话短信相关

敏感数据。

今年稍早时候，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就曾

在一次演讲中不加掩饰地说：“毫无疑问，

中国的技术攻势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为年轻人和

子孙后代扩大的经济机会以及国家安全，都

取决于我们持续的技术领导地位”，而“中国

已经在 5G 领域建立了领先地位，占据了全球

基础设施市场的 40%。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美国没有引领下一个科技时代”。

美国“清洁网络”计划荒谬虚伪
外媒：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之心昭然若揭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3日电 （记者刘
霞）德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杂志

上撰文称，他们研制的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

LUX连续不断产生电子束的时间首次超过

一整天达到30小时，创下世界纪录，这是通

往未来粒子加速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有望

让基础研究和医学等领域受益。

LUX 由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

（DESY）和汉堡大学共同开发和运营。研

究人员解释称，在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内，

激光或高能粒子束会在微管内产生等离子

波。等离子体是一种气体，其中的气体分子

被剥离了电子。LUX使用氢气作为气体。

研究小组负责人安德烈亚斯·迈尔解

释说：“激光脉冲以狭窄的圆盘形式穿过气

体，在此过程中，将电子从氢分子中剥离，

紧随脉冲后的电子会被位于其前方带正电

的等离子波加速。这使激光等离子加速器

获得的加速强度比现今最强大的机器能提

供的加速强度高 1000 倍，更紧凑、功能更

强大的等离子体加速器有望广泛应用于基

础研究、医学等多个领域。”

在破纪录的不间断运行中，加速器每秒

能加速100000多个电子束。有了这么庞大

的数据集，科学家可以对加速器、激光器和光

束的特性开展更精确地关联和分析。迈尔

说：“例如，我们可以将电子束中意想不到的

变化追溯到激光器中的特定位置，从而确切

知道从哪里开始才能产生更好的粒子束。”

迈耶指出：“该系统可运行更长时间，但

我们在30小时后就停止了运行。最新研究

为这种创新的粒子加速器技术的稳定运行奠

定了坚实基础，将激光等离子体加速技术从

实验室转移到实际应用的时机已经成熟。”

迈耶也强调说，在将这些设备投入实

际使用之前，仍有许多技术挑战需要克服，

“但现在，我们能够操控运行电子束线更长

时间，这使我们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DESY 加速器部门主管威姆·利曼思

总结说：“这项工作表明，激光等离子体加

速器可以产生可控输出，为进一步开发该

技术提供了坚实基础。”

与大型强子对撞机等传统的粒子加速

器相比，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对粒子加速

的方式完全不同。这些年，传统的粒子加

速器不断升级，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也不

断取得新突破。几年前，美国科研团队曾

在 9公分长的等离子体管中对粒子进行加

速，使其获得相当于传统粒子加速器能量

梯度的 1000 倍以上的加速度，刷新了当时

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的纪录。此次新纪录

将进一步推动激光等离子体加速技术走出

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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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所谓“清洁网络”并四处兜售的特朗

普政府，不断刷新着国家形象的下限。然而

看似凶煞的背后，遮掩着美方出于心虚而隐

瞒，但我们必须揭示的事实。

这就是，中国用互联网做了什么，又怎样

改变了这个世界。

人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信息交流

方式的进化史。信息之所以是最具价值的生

产资料，就在于其能帮助人们化解不确定性，

有效提升规划与行为的成功率。日积月累，

从小成功走向大发展，从蒙昧走向开化，一步

步创造了今日璀璨的现代文明。

信息价值的兑现程度，有赖于载体的更

新换代：从结绳记事、烽火相连，到活字印刷、

电报电话，再至今天的网络社会。而在所有

的信息载体中，互联网的效率及其带来的影

响超越了过往所有媒介总和。它让人们首次

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够即时掌握现实和虚拟

世界的变动，并在第一时间做出决策。对比

祖先，我们堪称“超人”。

而这一价值，在中国得到了足以载入史

册的发挥。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 26 年以

来，本土互联网一步步随国情而创新成长，即

时通信、电商、电子支付、社交媒体、短视频、

人工智能……如星星之火，在中国庞大人口

与市场规模的沃土上，燃起了效率与增长的

大变革，深刻改变了一个大国的面貌。

今天，地处偏远村镇的年轻人也可以对

国际讯息了如指掌；大山深处的农户能通过

直播将土产卖给千里之外的消费者；沿海工

厂的企业主们随时关注政策信息，尽快完成

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的时代转型……结合交

通基础设施的飞跃，整个中国高速抹平着东

西差距、城乡差距，将人才、资金等资源均匀

输向全国，为提升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生

活水平，开辟了机遇路径，让整个国家散发着

无穷活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愿将互联网的福祉

与更多人分享。如果说过去 40 年，我们用物

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支撑起西方社会的闲

适，那么今天，从非洲到中亚再到南美，中国

带来的市场需求、跨境电商、网络基建等，正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改变命运的发展

机遇，并且这种机遇的背后，只有善意平等，

从无威逼讹诈。

事实胜于雄辩，那些因自身无力摆脱困

境而花招频出的嫁祸栽赃，苍白可笑。一个

国家的发展进步，最终依靠的是做好自己，而

非拉扯他人的裤脚。

中国对互联网的贡献有目共睹
张梦然

本周焦点

人胰岛样类器官动物试验成功
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一项类器官研究：

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团队报道了功能性

人胰岛样类器官（HILOs）的生成，将其移植

到糖尿病小鼠体内后，可以恢复小鼠葡萄糖

稳态，且不会出现免疫排斥。这项成果有望

为糖尿病患者带来不需要依赖免疫抑制的

胰岛，进而极大改善相关疗法。

“最”案现场

绕黑洞公转迄今最快的恒星惊现
科隆大学科学家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

在智利建造的大型光学望远镜获得的近红

外数据，发现黑洞人马座 A*附近有多颗高

速移动恒星。他们发现迄今为止运动最快

的恒星，以每秒 24000 公里的速度绕着黑洞

人马座 A*旋转。而我们太阳绕银河系中心

公转的速度约为每秒 220公里。

技术刷新

光电探测器量子效率突破理论极限
芬兰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黑硅光电探测

器，其外部量子效率达130％，这是光伏器件这

一效率首次超过100％的理论极限，有望大大

提高光电探测设备的效率，而这些设备广泛应

用于汽车、手机、智能手表和医疗设备内。

“欺骗”系统后给其余噪音“消声”
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分子工程学院的科

学家用一种简单的方法，使量子系统保持运

转（相干）的时间比以前延长了 1万倍。尽管

他们只在固态量子比特系统上测试了这一技

术，但该技术应适用于其他多种量子系统，有

望彻底改变量子通信、计算和传感等领域。

基础探索

大西洋塑料垃圾数量远超预计
英国国家海洋中心报告称：大西洋上层

200 米 约 有 1200 万 到 2100 万 吨 微 塑 料 垃

圾。仅对其中三种最多的塑料进行定量分

析，显示整个大西洋中的塑料数量，远远高

于以前所有能确定的数量。

奇观轶闻

格陵兰岛融冰已过“临界点”
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格陵兰岛冰

盖融化程度已超过“临界点”，现已不可逆

转，即使全球现在停止变暖，降雪也不再能

够弥补流失的冰。而这些融化的冰会流入

大西洋，最终流入世界上所有的海洋。

本周“明星”

时间晶体相互作用首次发现
时间晶体是一种物质态，不同于标准晶

体。近日一个国际科研团队首次观察到了时

间晶体的相互作用——两个时间晶体交换组

成颗粒，粒子从一个时间晶体流向另一种时

间晶体，然后又返回。这一最新研究有望促

进量子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改善当前的原

子钟技术，提高陀螺仪以及依赖原子钟的系

统（如GPS）的性能。（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8月17日-8月23日）

科技日报讯 （记者董映璧）俄罗斯远

东联邦大学开发出由改型果胶制成的凝胶

修复神经组织的技术。利用该技术创建的

人工细胞外环境可用于修复神经组织，培

育组织和器官，这对于切除恶性肿瘤和神

经退行性疾病后大脑的恢复非常重要。相

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神经生物学

评论》期刊上。

远东联邦大学生物医学开发中心瓦季

穆·库明科说：“我们研发的几种细胞外水

凝胶基质能够抑制神经胶质瘤（一种恶性

脑肿瘤）中的细胞增殖，同时，这些水凝胶

基质的化学改变可用于保留正常神经干细

胞的活力，将其‘保持’在未分化状态，从而

保留其生存力和未来潜力。这对于再生医

学中细胞生物技术的发展很重要。”他补充

说，涉及使用果胶细胞外基质的生物工程

解决方案需要进行彻底测试，但科研人员

希望可以将水凝胶植入脑肿瘤切除区域，

以杀死手术后残留的肿瘤细胞，同时保持

健康细胞进一步康复的潜力。

瓦季穆·库明科称，在人体中，细胞外

空间是一个复杂的分子网络，是一个主要

由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矩阵。神经

系统的基质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其物理化

学特性类似于“果酱”。这与具有更大弹性

和刚性的基质不同，后者主要成分是蛋白

质，这是结缔组织的特征，而细胞不可能沿

着碳水化合物基质移动。他说，这是自然

界形成的，因此在成年生物中，脑细胞不容

易迁移到新区域，也不会太快地形成新的

电连接。

瓦季穆·库明科表示，肿瘤细胞通过向

其添加蛋白质成分来控制其周围细胞外空

间的硬度。它们为自己“铺设”一条逃跑路

径，以便在身体其他部位转移并形成新的肿

瘤。在去除肿瘤后植入的主要成分为碳水

化合物基质，不仅会抑制细胞的生长和增

殖，而且还非常适合作为高毒性药物的输送

材料。这些药物会逐渐从中释放出来，对整

个身体的伤害较小，并杀死了其余的肿瘤细

胞。下一步，为了刺激神经细胞再生和生

长，可以通过注射更坚硬的基质（包括大量

蛋白质）将其植入手术区域。他称，今后计

划研究果胶基质的组成如何影响药物的释

放速率，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成分的哪种组

合将有助于神经组织的恢复而不会留下疤

痕以及肿瘤组织过度致密的特征。

俄用新型水凝胶修复神经组织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国际科技

巴西拥有超过 7000 公里的海岸线，大

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光照充沛，非常适合椰

树生长。据统计，巴西 2018 年椰子产量近

234万吨，是世界十大椰子生产国之一。

巴西农牧研究院研究员罗纳多对科技

日报记者介绍说，椰子的综合利用率很高，

综合开发潜力很大。椰肉含脂肪 60%到

70%，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椰子整体出

油率超过 60%，其中的活性成分如月桂酸

等具有显著的抗菌、抗氧化等作用，被广泛

用于医药及保健食品加工。

椰壳活性炭是椰子加工的一个重要产

品。椰壳活性炭是以优质椰子壳为原料，

经系列生产工艺精加工而成，具有耐磨强

度好、吸附性能高、经济耐用等优点，价格

高于常规木质活性炭，广泛应用于食品、医

疗、矿山、冶金、石化、炼钢、精细化工等行

业。罗纳多介绍说，在巴西东北部的巴伊

亚州，当地已建立了专门生产椰壳活性炭

的工厂。由于椰壳破碎和炭化工艺比较先

进，产品的固定炭含量可以超过 73%，质量

稳定，市场前景相当乐观。

椰壳纤维是椰子综合开发利用的另一

个重要产品。罗纳多说，椰壳纤维具有可

降解性，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危害。一般

来说，未成熟的绿色椰壳产出的是白色椰

壳纤维，适合加工成床垫、坐垫、地毯等。

成熟的棕色椰壳产出的是棕色椰壳纤维，

主要用于家具填料和垫子的填充物，也用

来制作刷子、绳索和麻线。

东北部城市福塔莱萨的巴西椰壳综合

加工厂是一家大规模收集和处理椰子壳的

工厂，主要产品有三种：一是椰壳粉，用作

花卉和蔬菜的养料；二是椰壳纤维，用作手

工艺品的原料；三是由椰壳纤维制成的特

殊网布，铺在荒漠化或半荒漠化区域的地

表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

罗纳多对记者表示，巴西沿海地区种

植着大量的椰树，由于椰子壳体积大，自然

分解缓慢，如果不加处理随意丢弃，会对环

境造成破坏。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椰子壳

就可以变废为宝，成为椰农的摇钱树。

巴西综合开发椰子产业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3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 20 日发布一项可持续粮

食生产报告，报告指出，到 2050 年，全球海洋

食物年产量或增加 2100 万吨至 4400 万吨，将

占到本世纪中期喂养 98亿人口所需肉类总增

幅的 12%至 25%。在可持续粮食生产中实现

这一增长，将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政策改

革、技术创新和未来需求。

随着全球粮食需求不断增加，是否能在

不牺牲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的前提下提高供

给，一直有待进一步明确，尤其是考虑到用

地扩张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产生的潜

在影响。野生渔场和养殖渔场（海水养殖）

供应的海洋食物，只占当前全世界食用肉产

量的 17%，但却对全球粮食与营养安全具有

重要作用。

鉴于此，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研究人员克里斯托弗·科斯特罗及其同事，此

次利用 4702个野生渔场的数据模拟了未来产

量，并预估了全球的海水养殖潜力。

他们利用结合了经济管理和饲养约束

等因素的生物经济模型，计算了三个最大

海洋食物领域（野生渔业、有鳍鱼类养殖和

双壳贝类养殖）在 2050 年的全球食物供应

量，通过将这些供给预测与需求情景相对

比，研究团队还计算了今后海洋食物的可

能产量。研究结果显示，这三个领域，尤其

是两个海水养殖领域，都能可持续地生产

比今天多得多的食物。在纳入政策改革和

技 术 进 步 的 情 景 中 ，海 产 品 产 量 有 望 在

2050 年可满足预计全球人口所需肉类增幅

的 1/4。

该研究还表明，未来的海产品构成可能

会发生巨大变化：虽然野生渔场在今天占据

主导地位，但到 2050年，高达 44%的海洋食物

可能都将来自海水养殖。

可持续粮食生产报告称

2050年全球海洋食物年产量将巨幅增加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