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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9日电 （记者刘霞）
现代宇宙学研究告诉我们，宇宙中构成恒星、

行星和星系的普通物质只占 4.9%，而其中约

40%迄今尚未“现身”，这些普通物质以热气体

的形式隐藏在复杂的宇宙网中。据物理学家

组织网近日报道，法国研究人员日前表示，他

们通过对 20 年来科学家获取的数据进行分

析，很可能首次发现了这些潜藏的普通物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科学

家开展了这项研究，相关论文发表于 11 月 6

日出版的《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

研究人员解释说，星系通过细丝连接，以

复杂节点网络的形式分布于整个宇宙，这些

细丝又被空隙隔开，这就是所谓的宇宙网。

科学家们认为，这些丝线以弥散的热气体的

形式，囊括了宇宙中几乎所有普通物质（重

子）。但这种弥散气体发出的信号非常微弱，

以至于实际上 40%—50%的重子都未被科学

家们探测到。

CNRS 研究员纳比拉·阿加尼姆和博士

后研究员谷村秀树等人，一直希望探测到隐

藏在宇宙网丝状结构中的这些重子。在最新

研究中，他们进行了一项统计分析，首次揭示

了丝线中热重子的 X射线辐射。

该 研 究 基 于 斯 隆 数 字 巡 天（SDSS3）星

系调查中确定的大约 15000 条大型宇宙丝

线产生的 X 射线信号。斯隆数字巡天是有

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天文调查，产生的目录

包含大约 5 亿个来源。研究团队利用丝线

位置的空间相关性及相关 X 射线辐射，提

供了宇宙网中热气体存在的证据，并首次

测量了其温度。

研究人员称，这一最新研究为使用质量

更好的数据开展更详细研究铺平了道路，科

学家们可借此探测这些热气体在宇宙网丝线

结构中如何演化。

宇宙普通物质中40%的潜藏部分或首次发现

俄罗斯前景研究基金会负责化学生物

和医学研究方向的副总经理亚历山大·潘

菲洛夫表示，俄罗斯研发的液体呼吸技术

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

潘菲洛夫说：“开发液体呼吸技术的工

作还在继续。疫情之际，这项技术更具现

实意义，因为在很多威胁生命的情况下，这

种治疗手段无可替代。”

液体呼吸技术最初是为需要快速上升

的失事潜艇的艇员开发的。随着下潜深度

的增加，压力也会增加，空气中的氮会溶解

于体液。如果从 100 多米的深海迅速上

升，原本溶解在体液中的氮气迅速转变为

气泡释放，引起潜水病。但如果潜艇艇员

或深水潜水员使用这种特殊液体呼吸，由

于它不含氮，还可以防止肺泡塌陷，人可以

安全地快速上升到水面。

液体呼吸技术也可以用于治疗热力和

化学物质引起的吸入性肺损伤、早产儿肺

发育不全、阻塞性肺病、肺部感染等状况，

也可配合多种复杂的外科手术使用。

潘菲洛夫说：“目前正在进行技术测

试，调试气液肺通气装置，之后将在模式生

物身上进行试验。”

俄拟用液体呼吸技术治疗新冠肺炎

俄罗斯军工委员会常务会议成员亚

历山大·伊万诺夫表示，俄罗斯航天国家

集团公司已向政府申请 1.5 万亿卢布，用

于建立“球体”（Sfera）多功能卫星系统，以

应对埃隆·马斯克的美国“星链”卫星系统

和英国—印度的“一网”卫星系统。

伊万诺夫说，1.5万亿用于“球体”项目

的金额超过了整个俄罗斯 2016—2025 年

十年期联邦航天计划获得批准的总额。

俄总统普京2018年透露，将建立“球体”

卫星系统。该系统计划由542颗卫星组成，

预计在2024—2028年进行部署，项目主要由

财政拨款。但俄航天集团未来项目和“球

体”计划司司长谢尔盖·普罗霍罗夫此前表

示，该项目的私人投资达3500亿卢布。根据

俄航天集团的估算，仅发射所有卫星的火箭

就需要近150枚，造价超过3000亿卢布。

“球体”系统将成为同类外国系统的竞

争对手，包括由大量卫星组成的“一网”系

统和“星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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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将投巨资建“球体”卫星系统

北欧国家丹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水貂生

产国，其产量估计占全世界的 40%。丹麦也

是世界最大的貂皮出口国，目前在 1100多个

农场中养殖着 1500 万—1700 万只水貂。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丹麦约 1/3 的新冠肺炎病

例可以追溯到水貂养殖场。

11 月 5 日，丹麦在水貂养殖场发现一种

可传染给人类的变异新冠病毒，并确认这种

变异可能会对将来的新冠疫苗形成挑战后，

决定扑杀多达 1700万只水貂，并严格封锁相

关的日德兰半岛北部地区。

此事引起全球舆论关注。截至目前，丹

麦、荷兰、西班牙、瑞典、意大利和美国这 6个

国家已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报告了养

殖水貂中发现的新冠病毒。11 月 6 日，世界

卫生组织（WHO）例行发布会及时发声。

发现变异，丹麦宣布
紧急扑杀所有养殖水貂

在 207 个水貂养殖场中，丹麦卫生部门

检测到新冠病毒，并发现至少 12例感染人的

新冠病毒发生了基因突变。丹麦卫生部长

已向欧盟委员会和 WHO报告了这些病例。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援引一份

政府报告说，已经发现变异的病毒对抗体的

敏感性较低，因此存在正在研发的新冠疫苗

无法奏效的风险。丹麦卫生研究院技术总

监考尔·莫尔巴克说，这种变异的病毒并不

比其他已知的新冠病毒变体更危险，但在抗

体作用方面其反应完全不同。

丹麦著名病毒学家安德尔斯·弗姆斯加

德说：“通过基因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证明

该病毒是从人类传播到水貂，在那里迅速变

异，然后又回到人类身上。”问题是，即使只

发现一只动物被感染，实际上整个种群都会

生病。这是巨大的病毒来源。病毒的突变

越多，与新冠大流行作斗争的难度就越大。

弗姆斯加德说：“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的

疫苗作用很小或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已经成

功康复的人仍然没有免疫力。”

鉴于变异的病毒对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构成风险，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 11月 4日

宣布，将紧急扑杀丹麦所有的养殖水貂。尽

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会直接影响约

6000 人的工作，并造成数十亿欧元的损失，

弗雷德里克森强调说：“我们对自己的民众

负有艰巨的责任，但随着现在发现的变异，

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也负有更大责任。”现

在的情况极为严重。

11 月 5 日晚间，丹麦政府宣布对日德兰

半岛北部地区实施严格的封锁，防止这种突

变的新冠病毒传播到丹麦其他地区，甚至世

界其他地方。丹麦政府停止了相关的 7个城

市和地区的公共交通，并敦促约 28万居民留

在自己的城市，外面的人也不要进入。当地

的餐馆、体育馆和健身房等都将关闭。学生

将进行网络授课。受影响社区中的所有公

民都将进行新冠测试。

弗雷德里克森说，“全世界的目光都注

视着我们”。这是“真正的警戒线”，是真正

的封锁地区。

WHO声明，水貂可作
为新冠病毒宿主

11 月 6 日，WHO 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

布会对此事作了回应。针对丹麦称发现变

异新冠病毒“貂传人”病例，WHO 首席科学

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表示，WHO 已对超过

17万个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展开追踪，还没证

据显示此次水貂体内新冠病毒出现的变异

会影响疫苗效力，目前尚不能得出结论。

同日，WHO 官方网站针对此事发布声

明称，自今年 6月以来，丹麦已有 214例人类

感染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 12 例与

11 月 5 日报告的水貂养殖场的新冠病毒变

异有关。这 12 例病毒发现于今年 9 月的丹

麦日德兰半岛北部。这些病例的年龄从 7岁

到 79岁不等，其中 8例与貂皮养殖业有关，4

例来自当地社区。

WHO 称，初步观察表明，感染者的临

床表现、严重程度和传染情况与其他流行

的新冠病毒相似。然而，本次病毒的变体

存在突变或以前未曾观察到的变异组合，

具体是何种变异尚不清楚。初步研究结果

表明，在水貂和 12 例人类病例中发现的这

种特定的水貂相关变异对中和抗体的敏感

性有所降低。

“所有病毒都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发

生变化。”WHO 在声明中称，“水貂与被感

染的人接触后也会被感染。水貂可以作为

新冠病毒的宿主，继而在同类之间传播新

冠病毒，同时构成了病毒从水貂传染到人

类的风险。”

丹麦公共卫生管理局最近报告的关于

在人类中发现新型新冠病毒变异，需要得到

确认并进一步评估。这些调查需要时间，并

且需要不同研究小组之间的紧密合作。

WHO 表示正与丹麦科学家合作，以便

更好地了解当前形势并开展进一步研究工

作，从而了解该病毒对现有的病情诊断、治

疗和疫苗研发所产生的影响。

丹麦新冠病毒变异 世卫组织再发预警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首尔11月8日电（记者邰举）
韩国东亚科学网站日前报道，韩国一项研究

发现，诱发新冠肺炎患者细胞因子风暴的是

一种参与脂质合成的蛋白质。失控的细胞

因子风暴导致患者肺损伤。

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日前发表了这一成

果。该院老龄化人工干预专门研究组高级研

究员徐英教（音译）带领的研究团队与韩国岭

南大学和韩国庆北大学的研究团队经过共同

研究发现，人体内控制脂质合成的关键转录

因子——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SREBP）参

与了诱发新肺炎冠患者的细胞因子风暴。

该团队对新冠肺炎患者血液中该转录

因子的活性水平进行了研究，明确了这一机

理。将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作为靶标，有

望找到新冠肺炎患者诊断及治疗的新方向。

临床数据显示，新冠肺炎患者中大约

15%—20%可能发展为重症肺炎，其中约5%的

患者病情可能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而呼吸

衰竭是导致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的首要因素。

此前的研究已经证实，炎性细胞因子风

暴响应与新冠肺炎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患者

死亡率高度相关。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多因

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Cytokine storm syn-

drome, CSS）引发了失控的炎症反应，导致

休克、器官损伤甚至器官衰竭。找到新冠肺

炎患者细胞因子风暴反应的深层机制，被认

为是治疗新冠肺炎的关键一步。

韩国：揭示新冠肺炎患者肺损伤机理

科技日报讯（记者毛黎）据当地媒体日

前 报 道 ，以 色 列 雷 德 希 尔 生 物 药 物 公 司

（RedHill Biopharma）正与欧洲和加拿大的

两家制药厂合作，加快生产针对新冠肺炎重

症患者的候选药物欧帕甘尼布（Opaganib）。

公司表示，欧帕甘尼布为口服药物，具

有消炎和抗病毒的能力。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该药物可能成为紧

急用药，满足病人潜在的需求。

在同情用药项目中，以色列有医院给新冠

肺炎患者使用了欧帕甘尼布药物，结果这些患

者无需插管和机械供氧便病愈出院，而对照组

中有1/3患者则需要插管和机械供氧。公司在

报告中说，欧帕甘尼布在试验中表现出了有效

抗新冠病毒的活性，在人肺支气管组织的体外

模型研究中完全抑制了新冠病毒的复制。

目前，全球多家医院正在对欧帕甘尼布

进行随机、双盲、平行实验及安慰剂对照Ⅱ/

Ⅲ期研究，针对的是新冠肺炎严重且需要供

氧的患者。在美国，8 个试验点Ⅱ阶段研究

的志愿者招募工作即将完成，预计相关研究

的初步结果将很快出来。在 2020 年底，6 个

国家的 15 个研究地点将对 270 名病人志愿

者进行药物的Ⅱ/Ⅲ期研究。

公司现在正与美国多家政府机构讨论面

向潜在紧急使用而快速提高药物生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欧帕甘尼布的潜在靶向

还包括多种肿瘤、病毒、炎症和胃肠道病

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将其列

在用于治疗胆管癌的罕见药物中，并且正在

分别对其治疗晚期胆管癌的Ⅱa期和前列腺

癌的Ⅱ期研究工作进行评估。

以色列：拟加快新冠肺炎候选药物生产

本周焦点

首次确定快速射电暴在银河系内的起源
快速射电暴从十年前第一次被发现以来，

就一直令天文学家困惑不解。而据英国《自然》

杂志4日同时公开发表的3篇论文，科学家首次

确定了一个快速射电暴在银河系内的起源。多

个卫星及地面望远镜探测到的这些无线电波的

明亮脉冲显示，它们来自银河系内的一颗磁

星。这一发现得益于加拿大和美国团队对快速

射电暴的持续关注，以及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FAST）对这一天空区域的监测结果。

本周“明星”

“豪猪”分子标记系统可追踪微小物体
美国科学家团队研发出一个利用 DNA

序列来超快速标记物体的系统，并将其命名

为“豪猪”。“豪猪”分子标记系统可用于追踪

物体，即使是在射频识别（RFID）标签或二

维码不适用的很小的物体上也可以用，其还

可利用基本的实验室设备生成大量的唯一

标签——约 42亿个，同时，它的标签可以通过

便携式设备在几秒钟内进行解码。

技术刷新

小如米粒便携式太赫兹激光器问世
苏黎世理工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

米粒大小的便携式太赫兹激光器，其工作温

度为 250K（-23℃），可用于饼干大小的插入

式冷却器。这项研究将推动太赫兹激光器在

医学成像、通信、质量控制、安全和生物化学

等诸多领域“大显身手”。

中俄开发出可视化辐射光学材料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与长春科技大

学合作，研制出一种可将辐射显示在屏幕上的

氧化无机玻璃光学材料。这种可视化辐射光

学材料可广泛应用于光通信学、光电子学及医

学计算机等领域，新技术的使用也将大大降低

诸如医学计算机断层扫描等设备的成本。

基础探索

土卫六大气层发现独特环状碳氢分子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家在

土卫六（泰坦）上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环状碳氢

分子，而此前从未在其他行星或卫星上发现

过。该分子名为环丙烯亚基（cyclopropenyli-

dene），由 3 个碳原子和 2 个氢原子组成。研

究人员认为，这些圆环状分子可能是生命的

组成部分，有望进一步揭示生命诞生的奥秘。

人类早期迁移改变免疫力相关基因
南非生物学家的一项新研究称，非洲

大陆早期人类迁移改变了 DNA 并保护了

非 洲 人 免 受 疾 病 和 病 毒 的 侵 害 。 研 究 表

明，病毒感染可以通过改变基因频率来帮

助改变人与群体之间的基因组差异，从而

影响个人的疾病易感性。

“最”案现场

科学家发现迄今最小“流浪行星”
“流浪行星”在银河系普遍存在，但很

难发现。而美国和波兰天文学家借助微引

力透镜，可能发现了迄今已知最小的“流浪

行星”，其“体重”约为地球的 10%，不受任

何恒星约束，在银河系内自由游荡。如获

证实，这一发现将有助科学家更好地认识

“流浪行星”。

本周轶闻

美国成塑料垃圾头号生产国
《科学进展》杂志上的一篇最新研究论

文，利用世界银行报告的关于 217个国家或地

区垃圾产生情况的数据表明：美国是塑料垃

圾的头号生产国，同时，在造成海洋塑料污染

方面，美国排名全球第三。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1月2日—11月8日）

丹麦决定紧急扑杀所有养殖水貂。 图片来源：网络（nz.news.yahoo.com）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9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 9日报告了

一项行星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实验室模拟结果显示，

欧罗巴（木卫二）的背面可能会发出明显

光。根据这项研究的计算结果，NASA 的

“欧罗巴快帆”任务（定于 2020 年代中期发

射）将会观察到这一现象。

木卫二被认为拥有一个被厚冰壳覆盖

的地下海洋，冰壳主要由水冰构成，而木卫

二的外表面受到来自木星的高水平辐射。

鉴于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NASA 喷气推

进实验室慕希·谷迪帕提及其同事，在实验

室将盐渍冰暴露在高能电子下，模拟了这

种辐射与木卫二表面的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被辐射的冰通过一种

叫做电子激发发光的过程，发出了绿光，而

发光的强度取决于冰的具体成分。

研究团队认为，“欧罗巴快帆”航天器

进行低空飞越时，可以通过测量在不同的

波长区域看到多少冰辉，来确定和绘制木

卫二背面表面的化学成分。这种观测也许

还可以确定地下海洋的特征，例如缩小其

盐度范围，因为经过地表剧烈作用的冰的

产物和海洋物质会在地质时间尺度上进行

交换。

科学家们认为，木卫二应是典型的“海

洋世界”，其几千米厚的冰层下蕴含着一个

温暖的流动海洋——这是人类探寻地外生

命的首选目标。不过，笼罩木卫二的高强

辐射，能把任何表面生物体赶尽杀绝。因

此，从地球发射的探测器需要穿透宽达数

米的坚实冰壳，才可能取到可辨认的有机

样本，而现阶段的人类技术尚无法达到这

一水平。

而 按 此 前 公 布 的 计 划 ，NASA 将 在

2020 年之后启动“欧罗巴快帆”项目近距

离观察木卫二，并派出登陆器重点研究；而

欧洲空间局的“木星冰月探测器”（JUICE）

也将于本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抵达

木星。

木卫二，因为其很有可能存在的流动海

洋，被视作人类探寻地外生命的重要目的

地。但是海洋并非裸露在外，即使人类登陆

器来到木卫二，它也很难取到冰壳之下的样

本。所以，得有一种间接性观测方式，让人

类即使接触不到木卫二表面，也能分析出其

大概的物质构成。这次，研究人员认为，木

卫二背面会发光，航天器飞过木卫二时，能

捕捉到这些光。分析不同波长区域看到的

冰辉，就能确定地表的化学成分。期待“欧

罗巴快帆”的出发，看它能带回怎样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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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杭州 11月 9日电 （记者李
钊）8 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

会会长张建国在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

目合作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 2019 年“魅

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

中国城市”主题活动结果。

活动评选出十强城市为：上海、北京、

深圳、杭州、广州、合肥、南京、成都、青

岛、苏州（即榜单第 1—10 名）；最具潜力

城市为：西安、宁波、天津、厦门、济南、长

春 、东 莞 、长 沙 、大 连 、昆 明（即 榜 单 第

11—20 名）。

2020 年 2 月至 6 月，针对 39 个候选城

市，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

专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入选专家等外籍

专家评委和在华外籍人才通过线上数据库

进行签字投票，共收到资深外籍专家评委

签字选票 99 份，普通外籍人才签字选票

5822 份。根据两类投票结果进行加权算

分，得出 39个城市的得分排序。

来自瑞士日内瓦的鸿志远在杭州从事

互联网创业已有 8 年时间，他还担任了杭

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鸿志远对

科技日报记者说：“近几年，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制度和外国人才签证制度的实施，

极大促进了中国各城市在政务、政策、工

作、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改善，让我们外国人

在中国工作、生活得更加舒适便利。我们

外国人在中国‘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

得动’。”

2019年“魅力中国”主题活动结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