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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刘霞）
据世界经济论坛（WEF）网站21日报道，该机构

近日发布题为《重置未来工作的议程：疫后世界

中的颠覆与更新》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

加快自动化进程，到2025年，“机器人革命”将使

8500万个人工工作岗位被机器取代，管理和数

据处理中的常规或体力劳动最容易受到威胁。

当然，新技术也将创造9700万个工作岗位。

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企业和

消费者对新技术的采用，消费者对云计算和

电子商务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无法在线为

其客户提供服务的公司的生存空间也遭到挤

压。超过五分之二的受调查公司表示，他们

计划通过技术集成来减少人力，行政助理、文

员等受影响最大。

新报告同时指出，自动化的发展也可能在

护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绿色经济等

领域创造出 97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咨询、决

策、推理、沟通、互动和内容制作等对人类技能

有所需求的职位将增多。而且，未来将有越来

越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才会共同协作，“展示

出人类互动在新经济中的持续重要性。”

报告指出，目前，约有三分之二的工作由

人类完成，剩余三分之一由机器处理，但到了

2025 年，机器完成工作的比例将升至二分之

一。因此，很多劳动者可能需要接受新的技

能培训、进入新岗位以应对这种改变。

报告显示，一些岗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

工人可能要进入新的职业领域，94％的被调

查企业希望员工掌握新工作技能，这一数据

较 2018年的 65％有大幅增加。

领英数据科学团队为 WEF 进行的分析

显示，在过去 5 年中，许多进入新经济领域的

专业人员来自与此前完全不同的职业。如，

转到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有一半来

自无关行业。

报告认为，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

仍然是全球知名企业认为在未来 5 年中重要

性日益提高的顶级技能，此外，抗压能力、适

应力和灵活性也非常重要。

报告建议，公司应加大对现有员工进行

再培训的力度。报告预测，在日益自动化的

世界中，将有一半的工人需要学习新技能，才

能有效地完成工作。

8500万个岗位5年内或由机器代劳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 9700万个新职位虚位以待

近日，在追求更小、更节能的计算机方面

科学家取得重要进展。

为了解决电子移动产生的焦耳热限制，

科学家们充分利用波的潜力，开发出一种磁

振子电路，用自旋波来传播和处理信息。

这种磁振子电路采用极简的二维设计，

所需的能量比目前先进的电子芯片少约 10

倍，将来有望在量子计算和类脑的神经网络

计算等领域获得应用。

磁振子，电子的替代品

电子器件中信息的传输和处理是通过对

电子的操控完成的，但是电子移动所产生的

焦耳热限制了电子器件向小型化和低功耗方

向的发展。于是科学家不断寻找电子的替代

品，例如光子或磁振子。

在量子力学的等效波图中，磁振子可以

被看作是量化的自旋波。利用磁振子开发磁

控器件组件，包括逻辑门、晶体管和非布尔计

算单元，已经获得成功。但作为电路组成部

分的磁定向耦合器，由于其毫米尺寸和多模

频谱始终无法实用。

现在，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和奥

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成功开发出一款

亚微米尺寸的磁定向耦合器，并通过波的

非线性效应设计了一个易于加工的基于二

维平面的半加器，实现了用自旋波来传播

和处理信息。

科学家们开发的这个集成磁振子电路尺

寸极小，采用了极简的二维设计，所需的能量

比目前最先进的电子芯片要少约 10倍。相关

成果发表在《自然·电子学》上。

充分利用自旋波的波动性

研究负责人、维也纳大学的安德列·丘马

克教授说：“最初计划的磁振子电路非常复

杂，现在的版本比最初的设计至少好了 100

倍。”他把这归因于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中

国的王棋。

博士毕业于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

目前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王棋介

绍说：“该研究源自我博士期间的一个项目，

从概念提出、理论计算、仿真设计以及实验制

备和测试，整个工作持续了近 4 年时间，光是

仿真设计就重复了几百次，现在这个设计已

经是第四个版本。”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王棋介绍说：

“目前的电子设备，信息都是用电子携带的，

但是电子的定向移动会导致焦耳热，功耗

高。我们现在用自旋波（磁振子）来携带信

息，进行计算，可以大幅降低功耗。而且由于

磁振子是一种波，波的一些特性可用来简化

设计，从而降低器件的尺寸。简单地说，波的

基本量有振幅和相位，我们的研究中主要用

波的振幅来携带信号，即振幅大，信号为 1；振

幅小，信号为 0。”

王棋说：“起初我们的思路是模仿电子设

备，通过构造 14磁振子晶体管实现半加器，后

来发现结构太复杂而且不容易实现。我们意

识到还没有充分利用自旋波的波动性。因

此，在最新的设计中我们利用了波的干涉，使

用了自旋波导之间偶极作用与自旋波能量相

关这个非线性效应来实现了半加器的设计。

不过出于成本的考虑，整个半加器是在一个

二维平面上加工的。目前这个设计只是功耗

更低，速度还没有电子芯片快。”

自旋波研究有重要意义

王棋表示，这种磁振子电路的特殊之处

在于，其信息由自旋波携带，信息的传播和

处理过程中没有电子的参与，因此没有焦耳

热，极大地降低了能量损耗。另一方面，通

过利用波的干涉、衍射和非线性效应，又极

大地简化了器件的设计。王棋说：“典型的

半加器在电子芯片中需要 14 个晶体管，而我

们的设计中只需要 3 根彼此靠近的纳米线。”

王棋说：“目前的计算机都是建立在布尔

体系（逻辑运算）之下的，我们的研究让人们

看到了波的波动性的潜力，对于非布尔体系

的计算，波比电子有很大的优势。目前的研

究思路还是在和布尔体系下的电子计算机相

比，这种情况下波的优势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将来我们要跳出布尔体系。”

丘马克教授认为，磁振子电路在量子

计算和类脑的神经网络计算等方面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自旋波无热耗散、容易实现

室温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等宏观量子效

应的优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

自旋波的信息传输、逻辑计算有可能成为

后摩尔时代信息传输、处理的重要方式之

一。因此，自旋波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和应用潜力。

首个二维集成磁振子电路研发成功

从电子到磁振子，自旋波计算开启新篇章

二维集成磁振子电路中自旋波定向耦合器示例模型
图片来源：Niels Paul Bethe, SYNC audiovisual design

科技日报柏林 10月 21日电 （记者李
山）据德国联邦疾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RKI）统计数据，10 月 21 日，德国日新增

确诊病例从 20日的 7595例暴涨到 11287例，

与 6 月时每日新增约 300 例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联邦卫生部部长施潘确诊感染，局部

地区已被迫采取更严厉的防疫措施，总理默

克尔与 16 个州举办的新冠峰会未达成更多

共识，德国面临席卷欧洲的第二波新冠疫情

的严峻考验。

9 月 28 日，默克尔曾警告说，如果不采

取措施，德国可能到 12月就会出现单日新增

19200以上病例的情况。最近一周的数据表

明，这一危险的情形甚至会提前在 11月就出

现。

从新增病例的分布上来看，德国各地

都出现了新冠疫情的热点，人口密集地区

疫情呈现出集中暴发的态势。据 RKI 的信

息，由于新增病例太多，工作人员已经超负

荷，德国至少 9 个县市，无法完整执行新冠

感染防护措施（例如对确诊病例密切接触

者的追踪）。

尽管形势严峻，德国联邦卫生部部长施

潘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实行全国停摆的政

策。因为在相关领域所掌握的情况要比三

月份好得多，风险是可控的。但他随即确诊

被感染。

据德国重症和急诊医学跨学科协会的

数据，截至 10 月 21 日，德国共有 21417 张重

症监护床位，其中 8478 张仍空置，随时可供

使用。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德国一些地方

政府相继推出各自的抗疫措施。例如北

威州宣布，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必须在课堂

上戴口罩。勃兰登堡州宣布，感染人数高

的地区将对私人庆祝活动实行更严格的

限制。柏林市宣布，戴口罩义务适用于周

末露天市场、购物街等，主要是人与人无

法 保 证 1.5 米 最 小 距 离 的 地 方 。 10 月 20

日，巴伐利亚州率先对疫情特别严重的贝

希特斯加登纳地区实行为期 14 天的严格

出行限制，学校和日托中心关闭，酒店停

止正常接待，各种休闲设施和餐厅也不再

开放。

不过，围绕是否再次实施“禁足”等严

格的抗疫措施，德国各界仍在激烈辩论。

经济界普遍担忧再度封锁将严重损害德

国经济的复苏。因为情况很严重，感染增

加迅猛，德国城市乡村联合会主席兰德斯

伯格表示，不排除出现大城市实行“禁足”

的情况。例如柏林-新克伦恩区，如果实

行“禁足”，行政执行成本肯定很高，但仍

然是可控的。

10 月 14 日，默克尔与 16 个联邦州的州

长举行了新冠峰会，目标是在对抗新冠大流

行斗争中采取一致的共同措施。但会议持

续 8 个多小时，仅达成部分协议。默克尔在

会后坦承了不满并警告称，只要最终没能中

止德国新冠患者人数的增加，协商结果都是

无法令人满意的。

德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破万
正 面 临 第 二 波 疫 情 严 峻 考 验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 22日发表一项传染性疾

病相关研究，科学家团队报告一种利用少量

检测对大量人口进行新冠病毒感染筛查的

数学方法。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于大规模监

测感染情况，与此同时，其有助于降低大规

模检测费用，在无法负担大量检测的低收入

国家可能特别有益。

快速识别和隔离新冠病毒感染者是控

制该病毒传播的重要策略。检测病毒 RNA

的 PCR 检测非常准确，但每次检测费用约

为 30 美元至 50 美元。对于低收入国家来

说，这些费用尤其具有挑战性。

合并（或集中）样本一起检测，可以提高

分析效率，降低成本。当某疾病在人群中的

发病率较低，且大多数检测结果为阴性时，

这种方法尤其有效。标准的分组检测程序

是在检测前将样本合并成一定规模的小

组。如果一组检测结果为阳性，则对该组中

的样本逐一进行检测，以确定阳性个体。

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科学家维

尔弗雷德·恩迪冯、尼尔·塔洛克及他们的同

事，此次提出了一种数学算法，通过使用合

并的平行 PCR 检测来优化新冠病毒感染的

筛查。该方法的基础是将一组样本分成多

个子样本，并将它们重新组合，使其仿佛处

于一个高维立方体中一样。如果有一个样

本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那么立方体上对应

阳性池的坐标就会立即把它识别出来。否

则，随着使用算法对子样本进行重新排列，

可能需要进行额外的检测。子样本组的大

小可以优化；随着流行率的降低，子组可以

变大，以确保通常只需要的两轮检测。

该方法要求在组内合并子样本时，仍可

有效检测稀释样本中的新冠病毒。科学家

团队利用在卢旺达新冠肺炎监测期间收集

的样本，证明了当一个阳性样本与 99个阴性

样本混合时，仍然可以将新冠病毒检测出

来。他们总结说，该算法有望使早期识别感

染者的费用比单独检测便宜 20倍。

新算法检测合并样本 即可大规模筛查
早期识别新冠肺炎患者费用比单独检测便宜 20倍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刘
霞）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20日报道，荷兰科

学家意外在人体喉咙上部深处发现了一组

秘密的唾液腺。他们表示，这个新器官对

于癌症治疗中减少副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新器官位于鼻子后面，平均长约 1.5英

寸（3.9厘米），由于它们位于一块被称为咽

鼓管隆凸的软骨之上，因此研究人员将其

称为咽鼓管唾液腺。他们表示，这些唾液

腺很可能是人体用来润滑和湿润位于鼻和

口腔后面的上咽喉部的。

研究人员在借助新技术研究前列腺癌

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类唾液腺！研究共

同作者、荷兰癌症研究所放射肿瘤学家沃特·
福格尔在一项声明中说，此前人类已知有三

个大唾液腺：分别位于舌头下方、下颚下方以

及脸颊后部、下颚后方。此外，咽喉和口腔

黏膜组织内可能散布着上千个极小的唾液

腺。而最新发现的咽鼓管唾液腺成为人类

器官家族的新成员，这让他们惊讶不已。

为证实这一最新发现，福格尔团队对100

名患者（由于是研究前列腺癌，其中99人为男

性）进行了扫描，发现所有人都有新发现的这

一腺体。他们还对捐赠的两具尸体的鼻咽部

进行了解剖，发现新发现的这一身体部位由

黏膜腺组织和流入鼻咽部的导管构成。

福格尔称，这一发现对于癌症治疗非

常重要。在头部和脖子部位使用放射性疗

法治疗癌症的医生可以设法避免照射这一

唾液腺，因为破坏这些腺体可能会影响到

患者的生活质量，“患者进食、吞咽或说话

可能会遇到麻烦。”

但由于没有人知道存在这一咽鼓管唾

液腺，所以，没有人试图去避免照射这一部

位。研究人员研究了在格罗宁根大学医学

中心接受治疗的 700 多名癌症患者的医疗

档案后发现，患者这一腺体部位受到的辐

射越多，他们在治疗中报告的副作用越多。

福格尔说：“我们接下来将研究如何更

好地保留这些新腺体，如果我们能做到这

一点，患者可能会面临较少的副作用，这将

有益于提供他们治疗后的整体生活质量。”

看这篇文章时，相信你也会情不自禁

构想鼻子后面这个“新鲜”腺体的样貌。它

一直存在，又一直被人忽略。实际上，人体

内有很多腺体，有些我们已经熟悉，比如甲

状腺、泪腺和消化腺，但还有我们未曾注意

或者命名的腺体。现在，新器官的发现可

以让我们在治疗病症时更加精确和小心。

如此看来，人类对自身的探索，其实还有很

长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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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科学家发现人体新器官：咽鼓管
唾液腺！ 图片来源：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 通讯员李子）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铁建国际）于不久前在

莫斯科与俄罗斯国家公路公司签约莫斯科-

喀山高速公路项目第五标段，合同额为582.6

亿卢布，约合人民币52亿元。这是中国企业

首次签约俄罗斯国家级重点高速公路项目。

资料显示，作为“欧洲-中国西部”国

际交通走廊俄罗斯段组成部分，莫喀高速

公路将进一步完善俄罗斯公路网。“欧洲-

中国西部”国际交通走廊是贯穿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中国的大规模综合投资项目，通

车后将极大缩短中国至中亚和欧洲的陆上

运输时间，带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的经济发展，已被列入俄罗斯联邦交通干

线基础设施全面扩建计划。

莫喀高速公路项目将连通俄罗斯首都

莫斯科和第六大城市喀山，途径莫斯科州、

弗拉基米尔州和下诺夫哥罗德州。建成后

莫斯科至喀山的公路行程将由 12 小时缩

短为 6.5 小时。铁建国际此次签约的第五

标段全长 107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为勘察

设计、路基路面、沿线涵洞、桥梁等结构的

施工以及收费站、加油站等配套服务区建

设等，预计 2024年完工。

中企首签俄国家重点高速公路项目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张
梦然）自然科研旗下《科学报告》22 日发表

的一项数据调查报告为孕期用药敲响警

钟。该研究显示：服用抗癫痫药物丙戊酸

钠的孕妇生下的孩子，在童年早期患上神

经发育疾病的风险可能是原来四到五倍。

在 991 名曾暴露在丙戊酸钠的法国儿童

中，50 名儿童（5%）在 0 岁到 5 岁期间被诊

断患有神经发育疾病；而在从未有过任何

抗癫痫药物暴露的 1710441 名儿童中，只

有 15270 名儿童（0.89%）在此阶段被诊断

出神经发育疾病。

法国国家药品和健康产品安全局的研

究团队，利用 2011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期

间在法国出生的 1721990 名儿童的匿名病

例档案，调查了神经发育疾病在幼童中的

发病率。11549 名母亲曾在孕期服用过多

种常见抗癫痫药物的其中一种，15458 名

（0.9%）儿童在 2016 年底前被诊断患有神

经发育疾病。

整体上看，相比从未暴露在抗癫痫药

物中的儿童，出生前暴露在丙戊酸钠中的

儿童在童年期间患上神经发育疾病的风险

更高，包括智力残疾风险是前者的 5.1 倍，

语言、学习、运动疾病风险是前者的 4.7倍，

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风险是前者的 4.6

倍。只在孕早期（前三个月）暴露在丙戊酸

钠中的儿童未发现这些风险的增加；相比

暴露剂量更高的儿童，暴露剂量越低，儿童

面对的风险也越低。

服用抗癫痫药物拉莫三嗪、卡马西平、

普瑞巴林的孕妇生下的孩子患神经发育疾

病的风险分别为原来的 1.6 倍、1.9 倍、1.5

倍。而服用抗癫痫药物氯硝西泮、加巴喷

丁、左乙拉西坦或奥卡西平的孕妇生下的

孩子中，没有观察到神经发育疾病风险增

加的情况。

这项研究报告表明，暴露在丙戊酸钠中，

尤其是在孕早期之后的暴露，与童年早期的

神经发育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研究人员同时

发现，和丙戊酸钠相比，与其他抗癫痫药物暴

露相关的神经发育疾病风险要低得多。

孕期使用抗癫痫药值得警惕
智力残疾、神经发育疾病风险可高达五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