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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1日电 （记者张梦
然）一项进行了数十年的大规模国际合作研

究，近日结果出炉——来自 6个国家的科学家

共同宣布，涵盖过去的 6600 万年的一个气候

变化记录项目已经完成，这是人类第一次建

立了一个详细、连续的时间表用以记录全球

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在美国《科

学》杂志上。

这一大型合作项目是根据国际海洋钻

探项目的数据进行的，迄今已开展了 50 年。

科学家们详细研究了海底沉积物中保存的

微小浮游生物的外壳，通过这些贝壳的碳酸

盐物质中氧和碳的同位素关系，推算出主要

的古气候参数——温度以及二氧化碳在大

气中的含量。然后，他们将这些数据与地球

轨道上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即“米兰科维奇

周期”。

在将数据进行联合数学分析之后，研究

人员建立了一条曲线，该曲线显示了地球过

去 6600 万年来的平均温度、冰量和碳循环的

详细信息。此前的同类研究中数据都不足

够，而此次，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的深海核心研

究数据，将时间线前所未有的延长，且比以往

任何一次都详尽得多。

团队领导者、德国不来梅大学海洋环境

科学中心科学家托马斯·韦斯特霍尔德表示，

这一项目目标是在过去 6600万年里建立一个

气候参考模型，不仅包括分辨率最高的数据，

还包括更精确的日期。

研究团队表示，收集如此长的气候记录

片段是一个极其繁琐的过程，此次成果体现

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巨大努力。

该成果被纳入由全球 21家实验室合作完

成的 CENOGRID（新生代全球参考底栖有孔

虫碳氧同位素数据集）气候标准曲线。中国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该项

研究。CENOGRID 气候标准曲线成为过去

6600 万年气候的新参照标准，可让人们更准

确地知道地球上何时变暖或变冷，对气候变

化的深层机制也有了更好的理解。

同济大学参与的大型国际合作研究成果出炉——

地球6600万年详细气候变化首次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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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医护人员为一名志愿者接种疫苗。据俄新社消息，俄罗斯申请
参加“卫星V”疫苗3期临床研究的部分志愿者9日开始接种疫苗。俄罗斯目前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超过100万例。 新华社发（亚历山大摄）

科技日报北京9月 21日电 （记者刘霞）
据欧盟委员会官网近日报道，欧盟委员会

对“ 欧 洲 高 性 能 计 算 共 同 计 划 ”进 行 了 升

级，拟投资 80 亿欧元，发展下一代超级计算

技术——主要是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以及量

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以加强欧洲数字主权，

维持欧洲在超级计算以及量子计算领域的主

导地位，让欧洲多领域受益，从而促进欧洲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计划将在两方面推动欧洲在下一个超

级计算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建造每秒能执行

百亿亿次（10 的 18 次方）浮点运算的超级计

算机；研制出高性能的量子计算机以及结合

了量子计算和经典计算的混合计算机，从而

执行当前超级计算机无法执行的操作。“地平

线欧洲”计划、“数字欧洲”计划和“连接欧洲

设施”计划都将为其提供支持。

新方案已获欧盟理事会通过，于 2021 年

开始，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欧盟已挑选出

20 个项目来开发创新的高性能计算应用和

服务。

欧盟委员会称，超级计算目前已被确定

为欧洲的战略投资重点，它将支撑从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到云技术和网络安全在内的

整个数字战略的构建和发展。此外，在同时

通过的一项建议书中，欧盟委员会呼吁会员

国加快建立超高速网络连接，并携手推进 5G

技术。

欧洲数字时代组织执行副总裁玛格莉

特·维斯塔格表示：“高性能计算是欧洲必

不 可 少 的 数 字 能 力 。 在 应 对 新 冠 肺 炎 期

间，超级计算机在协助寻找疗法、识别和预

测感染传播以及制定抑制病毒的决策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结合，也能在探测生态

系统模式、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大显身手，促

进欧洲实现‘绿色欧洲协议’。新投资还有

助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增强工业竞争力

并促进科学发展。”

“欧洲高性能计算共同计划”于 2018年成

立，旨在投资 10亿欧元，建立一个由世界级高

性能计算和数据基础设施支撑的欧洲高性能

计算以及大数据系统，该计划将从 2019 年至

2026 年实施。自该计划启动以来，已经大幅

增加了对高性能计算的投资，仅 2019—2020

年期间，该项目的公共投资就将达到约 11 亿

欧元。

欧盟计划借助这笔资金，到 2021 年初研

制出 3台十亿亿级系统，届时其将跻身全球前

五名。这些新机器会将欧洲现有的计算能力

提升 8倍，也将扩大欧盟中公私用户对高性能

计算的使用。

欧盟拟投80亿欧元发展下一代超级计算技术
加速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工作

巴西圣保罗市是圣保罗州的首府、巴西

最大的城市，也是南美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人口超过 1200万。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

程不断加快，内地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

负荷日趋增大，能源消耗不断加剧，环境污染

日益突出，犯罪案件频发。面对发展带来的

诸多问题，圣保罗市政府努力通过数字城市

的建设来寻求解决之道。

“数字城市”建设有了
长足发展

近年来，圣保罗市数字城市建设有了长足

发展，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注入了新的活

力。圣保罗市政府数字发展规划办公室协调

员内维斯对科技日报记者介绍，“数字城市”可

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数字化管理运营——

政府通过互联网平台，提升政府服务效率，推

动城市治理创新；其次是数字产业发展——通

过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创新商业模式，拉动

经济，带动就业，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城市供水管网数字化

内维斯举例说，巴西是世界上水资源最

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管

理，每年都有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用水被白白

浪费掉。据统计，由于泄漏、盗窃和测量错误

等原因，巴西每年有 30%的饮用水被浪费。

像圣保罗市这样的超大城市，城市公共供水

（自来水）管网系统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管理

工作更加艰难。

内维斯介绍说，自 2017年起，圣保罗市开

始推进城市供水管网数字化管理工程，建立

起城市地理空间信息优化分析系统。该系统

的数据库管理功能可以对城市供水管网的海

量信息进行及时分析与处理，并做出相应的

处理结果辅助决策管理，以更加精细和动态

的方式服务于供水系统的整个生产、管理流

程，从而达到“智慧”的状态，使城市供水管理

工作更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

整合现有资源 提供
更好服务

自 2014 年起，圣保罗市政府开始打造基

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社交

网络的数字城市形态，当地市民生活逐渐变

得智能便捷。圣保罗市政府推出了数字版

“市民卡”，它不仅具备公共缴费、电子身份识

别、存储居民健康档案等功能，还融入“二维

码”应用，通过扫描实现网上订购和物流配送

等。“‘市民卡’可以打折乘坐公交车，网络购

物还有折扣，它已经融入并改变了很多圣保

罗市民的生活。”内维斯说。

内维斯称，面对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

冲击，圣保罗市政府正努力发展互联网数字

经济，大力推动移动电子商务和智能物流开

放平台，提升电子商务在交通出行、远程办

公、在线教育、餐饮消费、网络娱乐等领域的

推广和应用。“我们在建设数字城市的时候，

要及时跟踪社会需求。‘数字城市’成功的关

键性因素是灵活性，根据需要不断增加服务

功能，整合优化现有资源，提供更好服务，保

证城市可持续发展。”内维斯说。

巴西圣保罗市寻求“数字化”智慧生活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1日电 （记者刘
霞）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

（PNNL）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科学》杂

志撰文指出，他们首次对超冷水进行测量

后发现，在零下 80 摄氏度的极低温度下，

水以液态形式存在，且由两种液体混合而

成。最新研究增加了我们对水的深层了

解，也可以帮助科学家解释液态水为何能

在木星、土星等冰冻星球上存在。

研究人员指出，有关处于最极端温度

之下液态水的行为，科学家迄今已提出了

诸多假设。比如，有科学家想知道，在零下

83.15摄氏度的极低温度下，水是否能以液

体形式存在。厘清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因

为水覆盖地球 71％的面积，深入了解水对

于我们洞悉其如何调节环境、我们的身体

乃至生命本身都至关重要。

PNNL 化学物理学家格雷格·金梅尔

说：“我们的研究证明，在极冷温度下，液态水

不仅相对稳定，而且由两种结构混合而成。”

25年来，金梅尔和同事布鲁斯·凯一直

在研究水的古怪行为。他们提出了各种模

型来解释水的异常特性。在最新研究中，他

们使用红外光谱技术，成功观察到了用激光

摧毁一层薄冰时水分子的定格运动，制造出

了持续时间仅几纳秒的超冷液态水。

他们使用超冷水的定格“快照”获得的

新数据表明，超冷水可以凝结成致密的类

似液体的结构。这种较高密度的结构与较

低 密 度 的 结 构 共 存 。 随 着 温 度 从 零 下

28.15 摄氏度降至零下 83.15 摄氏度，高密

度液体的比例迅速下降，表明零下 83.15摄

氏度的水由两种结构混合而成。

金梅尔表示，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

霰是如何形成的。在冷天暴风雪发生前，有

时会有小小的白色蓬松颗粒从天而降，这种

现象被称为霰。他们的研究表明，霰由雪花

与大气上层的超冷液态水相互作用形成。

这些研究还可能有助于了解液态水如

何在太阳系内的冰冻星球——木星、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上存在；此外，超冷的水蒸

气还形成了彗星身后引人注目的彗尾。

研究人员称，新研究可以揭示液态水

在密闭环境中的行为，未来他们也可以借

助这项研究中用到的技术，追踪各种化学

反应背后分子如何重新排列。

水，似乎一眼就能被看穿，但深究起来

就会发现，它可真不简单。一个 H两个 O，

这么平淡无奇的构成也能玩出各种花样。

它神秘，又奇特。比如，纯水很难在刚好低

于冰点的温度结冰，而且在液相转化为固

相时，水的体积不是缩小，而是增大。人们

一直很想知道，低温状态下的水分子究竟

如何行动。新研究显示，超低温下的水由

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混合而成。水太重

要，它被认为是生命的起源。那么，在寒冷

星球上，是不是也有以千奇百怪方式存在

的液态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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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NNL官网

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未来计划和

科研项目执行总监亚历山大·布洛申科表

示，该公司在考虑将木星的卫星木卫四作

为一个可能的人类居住地。他指出：“木卫

四是太阳系第三大卫星。科学界认为，木

卫四是继月球和火星之后最适宜建造人类

居住地的星球。”

近年来，谈到在地球之外建造人类居

住地，人们往往会想到月球和火星。而俄

罗斯专家提出了上述第三种方案。

布洛申科强调，木卫四的魅力在于该

星球存在大量的水冰，下面是不结冰的海

洋。此外，可在木卫四建造人类居住地的

另一个论据是，该星球可能存在炽热的中

心核，星球上发生地震活动的记录可以证

明这一点。

早前已有人提出选择木卫四为基地，

可以更有效地研究木星这颗气态巨行星。

除地表下存在海洋外，其优势还包括卫星

周围的背景辐射水平低，且大小适宜。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表示，可能在 2040

年左右组织木卫四载人飞行任务。

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日前宣布签

署一项有关研发核动力空间拖船的合同。

空间拖船的最终目的地应是木星，任务执

行日期或为 2030年。

俄考虑在木卫四建人类居住地

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研究院开

发出用于第六代通信系统（6G）组件的新

设备，为俄罗斯开发 6G系统组件开辟了新

的前景，特别是从太赫兹到光波段的信号

转换器。新设备可允许模拟波长为 1.5 微

米的光辐射，频率为 10 千兆赫兹（GHz）的

电信号。

俄罗斯“国家技术倡议”无线通讯技术

与物联网能力中心负责人德米特里·拉孔

采夫称，蜂窝通信的未来在于光纤传输部

分与紧凑型无线电模块的完全集成。毫不

夸张地说，这些研究对于俄罗斯 6G基础设

施和终端设备的进一步和完整的本地化至

关重要。

俄罗斯第六代领域的研究是在“国家

技术倡议”无线通讯技术与物联网能力中

心活动框架内进行的。该院在研发过程中

依靠的是先进的科学和实验室设施以及与

俄罗斯领先公司的生产联系。

据悉，该院未来计划将研究频率范围

扩大到数百 GHz，并增加制造元件的范

围。此外，正在考虑扩大此类设备在第六

代网络光纤基础设施生产中应用范围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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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开发6G系统组件新设备

在各国科学家紧锣密鼓的研发中，在万

众期待下，新冠疫苗或不久就能问世。面对

疫情大流行，每天不断地有包括医护工作者、

老年人和病患人群在内的数百万人处于危险

之中。尽管制造商扩大生产，但新冠疫苗仍

然供不应求。

那么，哪类群体应最先被列入疫苗接种

计划？如何分配才更加公平？

世卫组织提出初步指导方案

英国《自然》杂志官网近日消息称，上周，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战略咨询小组就全球疫

苗分配发布了初步指导方案，提出疫苗分配

应该优先考虑特定群体。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16 日消息，该指导方

案反对所谓的“疫苗民族主义”，即每个国家优

先考虑本国公民。相反，世卫组织呼吁，世界

各地最脆弱的人群应优先接种疫苗。该方案

希望所有国家在新冠疫苗上市后都能获得。

此外，指导方案中也确保穷国在分配的

最早阶段能够提出获得疫苗的解决路径。

接下来，世卫组织的战略咨询小组将继

续更新其对于疫苗分配的指导方案。虽然世

卫组织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该指南，但这些

国家都无需强制执行。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世卫组织的方

案不包括某些人群接受疫苗的顺序，但该方

案的确强调了某些弱势群体是全球疫情影响

关注点的重中之重，并表示每个国家可以因

地制宜灵活变通疫苗接种计划。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安

格斯·道森说，世卫组织的方案并未明确各

国如何处理在国内和国际分配疫苗之间的

紧张关系。

美国《对话》杂志 18日最新文章中采访了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哲学教授妮可·
哈桑，他表示自己会优先考虑让老年人接种

疫苗：“如果必须让我决定如何分配疫苗，我

会尽量挽救大多数人的生命。一个真正合乎

道德的分配方案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个生命”。

美国列出疫苗分配计划草案

此前，世卫组织的建议被纳入了由美国

国家科学院、工程和医学研究院（NASEM）发

布的计划草案。

NASEM 表示，影响新冠疫苗分配的不

确定因素有很多，例如可用疫苗剂量的数量

和时间，可用疫苗类型的数量，疫苗效力和

安全性，疫苗摄入以及疫苗分配和给药。讨

论草案还包括该框架在各种情况下的应用

摘要，例如，有的疫苗需要两剂而非一剂，或

者某些健康保险公司不能支付全部疫苗管

理费用等等。

根据 NASEM 官网显示的计划草案，疫苗

公平分配的标准有四个，包括被感染的风险、

严重发病和面临死亡的风险、产生负面社会

影响的风险以及将疾病传播给他人的风险。

根据分配优先级排序，第一级是卫生保

健工作者和急救人员。第二级是医疗服务中

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包括生活在人满为患的

环境中的老年人和已经患有多种疾病的人，

如严重的心脏病或糖尿病，这些因素将使他

们面临更高的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分配计划的第三级考虑到了公共交通等

具有高风险暴露行业的工人，因为这样的工

作性质会导致他们与更多人接触。同样，生

活在某些拥挤环境中的人，例如处于收容所

的无家可归者和监狱中的人们也被列入优先

接种疫苗名单。在分配计划的第四级是年轻

人、儿童和普通风险暴露人群。最后则是其

他所有公民。

另外，NASEM 委员会定于 10 月份发布

最终计划。美国疾控中心预计将于今年晚些

时候制定疫苗分配计划，并将在制定疫苗分

配计划时考虑这些建议和其他建议。如果疫

苗是安全的，并且人们愿意接种，那么这将成

为美国各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医生和药房在

分发疫苗时应遵循的标准。

新冠疫苗接种 哪类人群可优先？
影 响 分 配 的 不 确 定 因 素 有 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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