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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5日电 （记者张
梦然）安全性目前依旧是自动驾驶汽车的

一大主要挑战。而据英国《自然·机器智

能》杂志 14 日公开的一项人工智能研究，

德国科学家团队描述了一种算法，有助于

确保自动驾驶汽车的行驶安全。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人工智能、视觉计

算、雷达、监控装置和定位系统协同合作，

让系统可以在没有人类主动的操作下，自

动安全地操作机动车辆。但自动驾驶系统

的一个不安全“决定”，很可能会危害到人

类生命，同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在，

在自动驾驶汽车呈现出实用化的这一过程

中，有关自动驾驶系统的事故已引起各机

构的关注。

理论上讲，由于自动驾驶汽车不像人

类驾驶员那样容易注意力分散或疲劳，它

们其实具有减少路面交通事故的潜力。不

过，人类在遇到新状况时，无论是反应速度

还是反应能力仍然要好很多。虽然现阶段

我们无法训练自动驾驶汽车熟悉所有可能

的交通状况，但工程师们可以向它们提供

一种能计算“无事故轨迹”的框架，当然，其

前提是其他道路使用者也能合法驾驶。

此次，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研究人员

克里斯蒂安·派克及其同事最新提出了一

种算法，能保证自动驾驶汽车无论使用哪

种轨迹规划都不会导致事故。研究人员假

设其他交通参与者遵守物理和法规限制，

这种算法可以在突发事件中计算出能紧急

求助的安全规划。为了测试这一方法，研

究团队利用在城市环境中记录的真实交通

状况，对这个算法进行回放。他们发现，在

所有情况下，算法都不会给出任何不安全

的路径建议。

只有人们确信自动驾驶汽车比人类驾

驶员行驶更安全时，自动驾驶系统才会被

广泛接受。此次的研究成果同时表明，形

式验证（一种综合性的验证方式，可以设定

一些属性，它会以一种严密的逻辑方式穷

尽所有可能去尝试着证明该设计满足或不

满足这种属性）有助于实现安全的自动驾

驶行为。

自动驾驶迟迟无法大规模开展应用的

一大重要掣肘，就是“安全性”。虽然从理

论上来讲，自动驾驶比人类驾驶更安全，但

是，即使在 99%的情况下自动驾驶都忠诚

可靠，人们也不敢拿 1%的可能性去冒险。

德国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自动驾驶新算

法，能够“确保安全”。不过，对“确保”这两

个字，还是要打个问号。因为，这是一种理

想状况，前提条件是其他交通参与者遵守

规则。自动驾驶要真正上路，一方面，技术

要不断精进；另一方面，也要看社会管理者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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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张佳欣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阿舍·科亨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抗击新冠疫情离不开
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合作对于抗击疫情非常重要。此外，以色列和中国正
不断加强创新合作，希伯来大学期待与中国高校进一步拓展合作。图为在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
列希伯来大学医学院，两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在实验室里工作。 新华社记者 陈文仙摄

科技日报北京9月15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国会山日报》13日报道，此前有美国

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在公开发

布 前 编 辑 和 更 改 疾 病 控 制 和 预 防 中 心

（CDC）关于冠状病毒的科学报告，美国多位

科学家和医生看到这些报道后，对政府官员

审查和修改 CDC报告的行为表示不满。

CDC 的 发 病 率 和 病 亡 率 每 周 报 告

（MMWR）由该部门科学家编写，旨在向医

务人员和公众通报新冠病毒的传播情况并

警示那些最易受到威胁的民众。美国政治

新闻网站“政治”当地时间 11日刊发报道称，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发言人迈克

尔·卡普托及其团队一直在审查 CDC 每周

发布的疫情报告，并对一些报告进行修改。

据《今日美国报》13日报道，美国多名科

学家和医生对政府官员的这一行径表示出

极大的愤怒。

发病率和病亡率周报编辑部的威廉·
沙夫纳博士对《今日美国报》表示，他对报

道中提到的政府试图干预疫情报告的举

动感到“震惊”，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期间，这些报告为正在努力抗疫的医生

和健保人员提供了重要的最新信息。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分子医学教授埃里

克·托波尔博士也对《今日美国报》表示：“我

所看到的是有多位人士参与其中，有些重要

人物正在与特朗普政府的反科学人士同谋。”

有另外一些科学家则将编辑重要科学

报告的行为描述为“对信任的根本破坏”。

全球卫生研究员谢里·布彻博士在推特

上写道：“MMWR 一直是最可靠、最坚实的

科学资源之一，其拥有毫无疑问的准确性、

无可挑剔的数据/分析质量，现在这些都随

着某些人试图对其编辑而烟消云散。”

“政治”网站针对上述事实质询 HHS 为

何要求对简报内容进行修改时，卡普托表示：

“我们审查 CDC 的报告，目的是通过确保证

据、基于科学的数据来驱动政策。”

据悉，此前有报道称，卡普托在发给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和其他高级

官员的一些电子邮件中多次公开抱怨，称

该机构的报告将破坏特朗普对疫情的乐观

看法。

美政府干预新冠疫情报告失信科学界

科技日报北京9月15日电（记者张梦然）
一项案例研究对10名健康受试者进行了35年

监测，调查了人体对其他四种类似新冠病毒的

冠状病毒的免疫力，提示对新冠病毒的保护性

免疫力的持续时间可能是短暂的。相关结果

日前发表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研究结

果显示在初次感染一年后，同一种季节性冠状

病毒频繁发生再感染，这表明在依靠长期免疫

政策的同时，仍需对病毒保持警惕。

虽然有关暴露于新冠病毒后发生再感

染的证据有限，但一般认为确实存在冠状病

毒再感染的情况。为了对未来的新冠病毒

疫情暴发做好准备，了解对再感染能保持多

长时间的免疫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团队研

究了四种会引起呼吸道感染的人类季节性

冠状病毒——HCoV-NL63、HCoV-229E、

HCoV-OC43 和 HCoV-HKU1。 他 们 假

定，这些冠状病毒所共有的特征可能代表包

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所有人类冠状病毒。

为了了解季节性冠状病毒感染的发生

频率，团队检查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

阿姆斯特丹的 10 名健康成年男性体内定期

收集的总共 513 份血清样本，并测量了每一

种季节性冠状病毒的核衣壳蛋白（一种丰富

的冠状病毒蛋白）抗体的增加（抗体的增加

被认为是一次新的感染）。他们观察到每个

患者有 3到 17次冠状病毒感染，再感染时间

在 6 到 105 个月之间。在初次感染 12 个月

后，经常观察到再感染。

团队还发现，6 月、7 月、8 月和 9 月在荷

兰采集的血液样本中，四种季节性冠状病毒

的感染率最低，这表明温带国家冬季感染频

率较高。他们认为，新冠病毒在大流行后可

能会出现同样的模式。

虽然还需要利用更大的队列开展进一

步的研究，但目前的结论是，所有四种季节

性冠状病毒都会频繁发生再感染，这表明它

可能是所有人类冠状病毒的共同特征，包括

新冠病毒。

警惕！四种季节性冠状病毒会发生再感染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9月 14日电 （记者

毛黎）面对全国上周有时每天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人数超过 4000例的新情况，以色列政府

通过激烈辩论后批准了在即将到来的为期 3

周的犹太节日期间实行全国性“封城”，以图

遏制从 6 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复发后不断发

展的势头。

内塔尼亚胡总理在 13 日晚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根据此次出台的限令，从本周

五（18日）下午 2点开始，连续 3周，人们除购

买食物和药品等基本需求外，离家距离不得

超过 500米。同时，学校将从周五开始关闭，

企业和公共部门的雇主将面临严格限制措

施。不过，超市、药房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商

业允许工作并且可以送货上门。

按照犹太年历，此次封城数小时后便是

犹太新年伊始，随后是赎罪日和住棚节，3个

节日将持续到 10 月 9 日。封城措施遭到不

少注重传统节日民众的反对，许多生产部门

也深表不满，同时在野党认为封城是现政府

失败的证明。

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财政部估计此次

封城将给国家经济造成 65亿新谢克尔（相当

于 18亿美元）的损失。而三月和四月的封城

让以色列经济陷入衰退。

内塔尼亚胡承认，封城措施将给公众和

经济带来痛苦，但他同时表示政府别无选

择。他再次恳请以色列民众戴上口罩，遵守

保持社交距离的准则。并表示，如果这样

做，以色列将战胜新冠病毒。

因与感染者接触而在家中接受隔离的

卫生部部长优利·爱德斯坦表示，如果以色

列人不遵守规定，那么所有这些措施都将

是徒劳的。但是如果遵守这些规则，隧道

尽头会光明再现。以色列疫情负责人罗

尼·加姆祖说，以色列新冠病毒阳性试验的

高比率表明该病毒正在广泛传播。他认

为，仅靠政府是不会打败病毒的，只有以色

列广大民众齐心才能做到。因此他敦促每

个人遵守规则。

截止到当地时间 14日傍晚，以色列全国

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达 159290例，康复者

118547 例，死亡 1136 例。现有中度患者 215

例，重病患者 524例，上呼吸机者 142例。

新冠疫情反弹 以色列再度全国封城

科技日报莫斯科9月14日电（记者董映
璧）俄罗斯国立核能研究大学“莫斯科工程物

理学院”近日运用中微子相干弹性散射效应

进行了一系列监控核反应堆运行状况的试

验，有望将核反应堆远程控制的精确度提高

近 1000 倍。该项研究得到了俄罗斯国家原

子能集团公司的资助。

监控核反应堆运行的方法之一是分析中

微子辐射，这有助于防止可用于制造非法核

武器的核燃料失窃。通常情况下对中微子辐

射的分析是远程进行的，以避免人们妨碍受

到怀疑的核电站的运行。

中微子是在核反应中大量形成的实验

粒子，它们可以轻易穿越核电站的保护层。

因此，为了阻止核反应堆中的中微子外泄，

需要厚度足够的“铅墙”。通过分析中微子

辐射，科研人员可以掌握核反应产生的同位

素成分，以及反应堆活性区域中心内所发生

的现象。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试验核物理跨教

研室实验室主任亚历山大·博洛兹德尼亚介绍

说，在核反应堆运行时形成了所谓的武器钚，

而中微子辐射探测器在记录反应堆活性区域

同位素成分的变化时有助于发现这种物质。

俄罗斯科研人员运用中微子相干弹性散

射效应研发出全新的双相发射探测器，完善

了中微子探测法，有助于把核反应堆远程控

制的精确度提高近 1000倍。

亚历山大·博洛兹德尼亚称，目前，研究

人员已完成了对利用中微子相干弹性散射效

应所获得数据的分析，大幅修正了理论模

型。他表示，在这次试验中使用了相对轻的

氩核作为中微子靶。氩的性质接近于试验性

探测器中所采用的氙，价格却仅相当于氙的

几分之一。

亚历山大·博洛兹德尼亚称，他们研发的

新探测器技术有助于使核能变得安全和透

明，因此吸引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关注。同

时，该项新技术还可以用于分析太阳或超新

星的中微子辐射，以了解它们内部所发生的

过程。研究团队计划明年在俄罗斯加里宁格

勒核电站开展首批试验。

新中微子探测法可大大提高核电站安全性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 9月 14日电 （记

者毛黎）据以色列当地媒体近日报道，基于

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米哈尔·施瓦茨教授 20

年的研究成果，ImmunoBrain Checkpoint

公司研发出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新型疗

法，目前准备进行新疗法Ⅰ期临床试验。

如果获得试验最终成功并推广应用，它将

改变该疾病的发病进程并阻止其进展。

施 瓦 茨 目 前 担 任 公 司 的 首 席 科 学

家，她被认为是以色列最著名的科学家

之一，是以色列埃梅特艺术、科学和文化

奖的获得者。她的研究揭示了免疫系统

在维持大脑健康和帮助缓解大脑功能障

碍方面的作用，为大脑研究作出了革命

性的贡献。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传统观点始终认

为免疫细胞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进入大脑，

如果进入大脑，则是病理的迹象。但是，施

瓦茨领导的团队对此观点提出了挑战，并

最终发现，如果免疫系统受损，大脑的认知

能力就会受影响。此外，在阿尔茨海默病

和痴呆症患者中，免疫系统的功能会影响

疾病发作的时间和疾病的进展方式，增强

免疫系统可以改变疾病的进展。

施瓦茨表示，通过对基本机制的逐步

了解，她们提出并开发出一种免疫疗法，该

疗法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帮助大脑

对抗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症和其他疾病。

在 了 解 施 瓦 茨 的 研 究 后 ，ImmunoBrain

Checkpoint公司与她取得联系并获得她的

技术许可，将技术从实验室带入公司。

即将开始的Ⅰ期试验将测试公司研

发的专有抗体 IBC-Ab002，其作用是增强

免疫系统并诱导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

产生修复过程。9 月初，公司获得了阿尔

茨海默病协会的 100 万美元资金，以便开

展试验。

施瓦茨说，试验为第一阶段的研究，它

既要证明疗法的安全性，也应证明治疗机

理的可行性。据悉，第Ⅰ 期试验将耗资

1600 万美元，施瓦茨表示，到目前为止，她

们已经筹集了 400万美元。

以色列将开展阿尔茨海默病新疗法首期试验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自然科研

旗下《科学数据》近日在线发布一份生态学

报告，其呈现的一份数据集，首度发布了生

物入侵对全球造成的经济成本，迄今为止，

这一可更新的数据集中囊括了 1945 年至

2017 年与 90 个国家的 343 个物种有关的

2419项估算成本。

生物入侵是指原生生境以外物种的

引入和传播。入侵者会造成生物多样性

丧失和疾病传播，引起作物损害、基础设

施退化、人类健康支出，以及与防控入侵

相关的管理成本，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不久的将来预计还会发生更多的

生物入侵，充分认识到这类事件的经济

影响或有利于说服决策者更加关注这一

问题。

此次，包括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科

学家克里斯托弗·戴格纳在内的研究团队，

详细介绍了最新的标准化综合全球性数据

集“InvaCost”，并描述了与入侵物种有关

的估算经济成本。这是与全球生物入侵相

关的最新、最全面、兼具协调与整合的估

算，也是一种系统的、标准化的方法，其支

持可靠信息的收集，同时确保数据的有效

性和方法的可重复性。

研究团队做的所有估算成本，都从 20

种当地货币换算成经过通货膨胀校正的单

一货币（2017 年美元价值）。这份数据集

也可以按照分类组别、地理区域、受影响领

域或成本类型进行搜索。

生物入侵对全球造成巨大影响，其中

包括巨额经济损失和管理支出。研究人员

表示，有效缓解这一全球变化的主要驱动

力，就是公众对其社会生态系统影响以及

相关政策的认识。有助于实现这一总体目

标的最佳选择就是向人们介绍与之相关的

经济成本。

团队认为，人类对于入侵者影响的科

学理解不断加深，但对这类入侵的管理，至

今仍有许多不当之处，他们希望“Inva-

Cost”数据库最新提供的明确数据，将能缩

小这之间的差距。

生物入侵经济成本全球数据集发布

9 月 11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科学

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及更

长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听取意见。各国媒

体和国外专家对此高度关注，对这一事件进

行了多角度报道。

发展科技培养人才获
认同

巴基斯坦《技术时报》9 月 12 日消息强

调了中国将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报道客观

传达了中方的展望，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

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

深度进军。

报道同时关注了中方在科学家座谈会有

关科技人才培养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广大科

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

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

创独有上下功夫”以及“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

培养要从娃娃抓起”这一论断。

新加坡《联合早报》9 月 13 日消息则关注

中国在当前形势下的科技发展目标，即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

升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

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

突破。

报道也关注了中国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

养，并再次强调了中国未来要面向世界汇聚

一流人才，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为海外科学家

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

境条件。

据马来西亚《星报》9 月 14 日报道，科学

家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上周五关于中国科

技发展的讲话内容精辟、鼓舞人心、富有启迪

性。中国科学界将努力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培养高素质人才，创造适应国家需要的原创

性突破和创新。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众
望所归

国际科技合作是大势所趋，而一批外国

专家对中国科技发展与进步早有切身体会，

并表达了未来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的热忱

期待。

此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著名生

物学家、诺奖得主保罗·纳斯爵士认为，“科学

有共同的语言，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对科技发

展非常重要，是促进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

重要手段。”

欧盟驻华代表团科技参赞魏立国曾在本

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中国在科技创新各个

领域正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他期待欧盟

未来与中国在“欧洲地平线”框架计划内，开

展更多科技创新合作。

据欧盟委员会官网日前消息称，欧盟委

员会执行副主席韦斯塔格在中欧数字领域高

层对话上表示，欧盟和中国都将在定义全球

技术发展方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科教领域负责人亚历

山大·吉特科夫表示，两国高校开展的合作项

目将不断增多，也将“带来越来越多的共同利

益和互惠互利”。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以色列著名医学专家莫瑞斯·托帕兹表示：

“医学领域具有独特的多样性，对中以两国同

行来说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提升原创能力 推进国际合作
——国外媒体和专家关注中国开放创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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