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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8日电 （实习记者

张佳欣）甘氨酸是结构最简单的氨基酸，也是

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荷兰莱顿天文台天体

物理实验室的天体物理学家和天体化学模型

师组成的国际团队表明，甘氨酸的形成可以

早于行星和恒星的形成。研究结果发表于 16

日的《自然·天文学》杂志。

研究发现，本次产生的甘氨酸在实验室

模拟太空化学的恶劣条件下形成，这意味着

其很可能在密集的星际云中形成，然后星际

云才转化为新的恒星和行星。在没有能量的

情况下，甘氨酸可能通过“暗化学”在结冰的

尘埃颗粒表面形成。新的发现为地球上氨基

酸的宇宙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英国伦敦玛丽女

王大学的塞尔吉奥·约波罗博士说：“暗化学

指的是不需要高能辐射的化学。在实验室

里，我们能够模拟黑暗星际云中的条件，在那

里，寒冷的尘埃颗粒被薄薄的冰层覆盖，随后

通过撞击原子进行处理，从而导致前体物质

碎裂，活性中间体重新结合。”

彗星是太阳系中最原始的物质，研究彗

星有助于了解太阳系的原始化学组成与状

态。在 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的彗

发和从“星尘”任务返回地球的样本中检测到

的甘氨酸表明，甘氨酸在恒星形成很久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然而，直到近期，人们还认为

甘氨酸的形成需要能量，这对甘氨酸形成的

环境设置了明确的限制。此前的研究表明，

需要紫外线辐射才能产生这种氨基酸。

科学家们首先证明，在 67P 彗星的彗发

中检测到的甘氨酸前体物质——甲胺，是可

以 形 成 的 ，它 可 以 算 作 是 甘 氨 酸 的“ 原 材

料”。然后，科学家使用超高真空装置、一系

列原子束线和诊断工具确认：甘氨酸也可以

形成，并且水冰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是必不

可少的。

荷兰奈梅亨大学的赫尔玛·库本教授负

责这篇论文中的一些建模研究，他说：“由此

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可以形

成少量但数量可观的甘氨酸。”

“在恒星形成区域的演化中，甘氨酸的形

成如此之早，这意味着这种氨基酸在太空中随

处可形成，并在彗星和星子出现之前保存在冰

中。”约波罗博士总结道，“一旦形成，甘氨酸也

可以成为其他复杂有机分子的前体物质。”按

照同样的机制，其他官能团（决定有机化合物

的化学性质的原子或原子团）可以被添加到甘

氨酸主干上，从而在星际暗云中形成其他氨基

酸，如丙氨酸和丝氨酸。最终，这种丰富的有

机分子可以存在如彗星等的天体中，也可以被

“传送”到我们的地球和许多其他行星上。

甘 氨 酸 可 早 于 天 体 形 成
为地球上氨基酸的宇宙起源提供有力证据

自网络安全首次出现在《全球风险报告》

中以来，不到十年时间，它已成为全球经济中

最重要的系统性问题之一。目前，全球总支

出已达到每年 1450 亿美元，预计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间将超过 1 万亿美元。网络安全事

件不断增多，但这只是一个新的、日益严重的

问题的冰山一角。

11 月 16 日，世界经济论坛官方网站发布

了《未来系列：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和系统风

险》报告，重点介绍了新兴技术环境中内在隐

患和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

报告称，展望技术的发展趋势，呈现的是一幅

复杂性、速度、规模和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

的图景。新兴技术环境将“压倒”目前部署的

许多风险减缓措施。如果现在不进行干预，

就很难保持对未来全球增长所依赖的新兴技

术的信任度及其完备性。

“安全支离破碎的日子已经过去。如果

我们要在创新上超越攻击者，那么安全性必

须更加主动，更加经得起未来考验。”美国帕

洛阿尔托网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尼

克什·阿罗拉说。

4 大关键技术或压倒
网络安全防线

报告指出，技术将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

关键的解决方案。此外，可以期待科技在公

共卫生、气候保护、为最贫穷国家提供新的经

济机会、发展农业以养活全世界人口以及使

公共和关键基础设施更安全和更高效等领域

取得重大进展。

其中，未来 5—10年，互联设备与网络、人

工智能、量子计算、身份和访问管理方法这 4

种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将极大可能改变全球数

字格局。世界未来的繁荣将越来越依赖这些

技术的变革。对于全世界而言，它们带来的

不仅仅是希望，还有可能压倒全球安全防线。

第一代基于人工智能（AI）的网络攻击工

具已经出现，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攻击

者正在使用 AI。深度伪造已被用来制造新的

网络攻击载体，语音模拟软件已经被用于大

型网络盗窃中。

同时，许多实体对集中支撑基础设施和

一套共享服务（包括云、ISP、硬件、软件和设

备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将会导

致高价值共享资源的攻击面出现，其具有很

高的攻击概率，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系统性

影响。

一台功能足够强大且经过纠错的量子计

算机将解决密码学方法所依赖的一些经典数

学问题。然而，如果恶意使用，它可能会破坏

数字经济所依赖的世界数字基础设施的加密

基础。

此外，随着下一代身份系统的出现，社会

将越来越依赖其在关键应用程序中的使用。

越来越复杂的网络安全威胁者将会利用其中

的漏洞，而高价值的身份生态系统很可能会

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15项干预措施助力集
体应对挑战

报告指出，面对新的系统性风险，网络安

全工具不仅要保护系统安全，还要确保互连

的业务和社会流程的完整性及弹性，需要采

取全新范式和集体行动，致力于克服网络安

全能力短缺、技术和政策方法碎片化、现有的

网络操作安全方面功能和技术的不适用性、

对安全开发新兴技术的支持（知识、指导、研

究投资）和激励（市场力量、监管）投资不足以

及问责制模糊等关键问题。

“了解数字化的动态及其机遇和挑战，尤

其是在网络安全风险方面，是董事会公司治

理责任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共同进行以技术为主导的转型和对网络安

全的投资。”瑞士信贷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罗

纳说。

报告为安全与技术社区、行业和政府领

导以及国际社会提供了 15项干预措施。报告

认为，仅在单个企业层面采取行动已不足以

应对报告提出的一系列复杂的生态系统范围

的挑战。

首先，安全和技术界需要优先考虑一些

干预措施，以改善集体应对措施。这对于网

络安全运营和在企业和关键国家基础设施内

有效控制网络风险至关重要。

其次，行业和政府领导层需要制定一套

政策，鼓励采用安全解决方案，并巩固生态系

统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更大程度的信任和透

明度。这些措施包括：澄清责任问题，减少当

前担保和监管模式中的摩擦，以及促进数据

和数字服务的国际商业和贸易。

最后，国际社会也必须进行干预，确保以

一种包容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从而使新兴

技术更具包容性。需要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

的需求以及为减少跨境网络犯罪而作出集体

努力的必要性。

新兴技术或增加网络安全系统性风险
今日视点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18日发表的一项欧

洲空气质量分析首次向人们指出，降低颗

粒物浓度的缓解策略不一定能降低这类污

染物的氧化潜势，这种氧化潜势被认为会

对健康造成危害。研究表明，欧洲的颗粒

物质量来源和氧化潜势的来源并不相同。

颗粒物是空气污染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高水平的颗粒物相关的空气质量差，被认

为是全球五大健康风险之一，而空气中的颗

粒物也被发现与全球数百万起早死相关。

目前，预估这些颗粒物对健康造成的

风险一般基于它们的浓度，但颗粒大小和构

成也被认为发挥了作用。其中，大气颗粒物

的氧化潜势就被用于表征颗粒物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颗粒物的氧化潜势是指它们增

加细胞内分子氧化的能力，其可能导致细胞

损伤——因为氧化潜势是颗粒物影响健康

的众多方式之一。但是，研究人员一直无法

确定可以控制氧化活性的颗粒物的来源。

此次，瑞士保罗·谢尔研究所科学家卡

斯帕尔·德伦布彻及其同事，在瑞士多地进

行了空气污染采样，并评估了它们的氧化

潜势。随后，研究团队将测量结果与空气

质量模型相结合，量化了整个欧洲的颗粒

物和氧化潜势的来源。

研究团队发现，颗粒物质量浓度主要

受到矿尘、植被排放间接产生的二次有机气

溶胶，以及人为排放间接产生的二次无机气

溶胶（如铵盐、硝酸盐、硫酸盐）的控制。

而相比之下，氧化潜势的主要来源是

人为排放，包括车辆非尾气管排放（如刹车

导致的排放）产生的金属和主要来自居民

生物质（如木头）燃烧的二次有机气溶胶。

根据美国健康效应研究所《2019 全球

空气状况》报告中的数据，2017 年全球因

长期室外和室内空气污染而死于中风、心

脏病、肺癌、糖尿病和慢性肺病的人数达到

近 500 万。因此在全球所有健康风险因素

中，空气污染已“跻身”前五，它前面就是

“赫赫有名”的饮食风险、高血压、吸烟和高

血糖。而今欧洲的这项研究表明，空气中

颗粒物质量来源，并不能等同于影响人类

健康的构成物的来源，而这两者之间的细

微差别，或为人们更有效的治理空气、降低

颗粒物对健康的威胁带来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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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刘霞）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柳叶刀·精神

病学》杂志上撰文称，他们分析了 7000万美国

人的电子健康档案，其中包括今年 1 月 20 日

至 4 月 1 日确诊的 6.2 万多名新冠肺炎病人。

结果显示，在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后的 3个月

内，有五分之一幸存者首次确诊有焦虑和失

眠等精神健康问题。

研究参与者、牛津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保

罗·哈里森说：“人们一直担心新冠肺炎幸存

者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增大。我们的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这是有可能的。”

哈里森说，全世界的医生和科学家都急

需调查新冠肺炎患者出现精神疾病的原因，

并找出新治疗方法。

在最新研究中，为了解新冠肺炎患者与

其他疾病患者相比有何特别之处，研究团队

将上述数据与同一时期其他六种情况（包括

流感和骨折）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新冠肺

炎病患首次被诊断出罹患精神健康问题的可

能性是其他情况下的两倍，焦虑、失眠是最常

见的病情，而且，这一人群罹患痴呆症（一种

脑部受损疾病）风险大大增加。

此外，研究还发现，此前就有精神疾病，

特别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双相情感障碍、

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人确诊新冠肺炎的可

能性比没有精神疾病的人高 65%。

据英国路透社近日报道，没有直接参与

这项研究的精神健康专家说，越来越多证据

表明，新冠肺炎会影响脑部，增加罹患一系

列精神疾病的风险，上述研究成果就是证据

之一。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教授西蒙·

韦斯利说，关于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患上新冠

肺炎可能性较大的研究成果与以前数场传染

病疫情期间的研究成果相互映照。

他解释说：“新冠肺炎会影响中枢神经，

因此可能会直接增加此后患病的可能性。但

这项研究证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这种风

险会因以前健康状况不佳而增加。”

伦敦国王学院心理学与系统科学副院长

提尔·威克斯未参与这一研究。他指出，我们

应该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心理健康问题做

准备，“这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我们需要开发

尽可能多的心理健康支持形式。”

两成美新冠患者确诊三个月内罹患精神健康疾病

科技日报讯 （记者董映璧）俄罗斯托

木斯克理工大学与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开发

出了评估食品、生物活性食品添加剂和药

酒的抗氧化活性方法，一个基于常规有机

玻璃的简单紧凑的颜色传感器可以有效替

代实验室分析方法。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发

表在《光谱化学学报 A部分：分子与生物分

子光谱学》杂志上。

俄托木斯克理工大学自然资源工程学

院化学工程系教授米哈伊尔·加夫里连科

介绍说：“我们开发了一种微型家用传感

器：一分钱大小的透明聚合物，当与抗氧化

剂液体接触时会变色，它可以帮助任何人

确定食品的抗氧化剂用途。此外，该传感

器还与现代分析设备相容，日用测量结果

可以在实验室中多次复查。”

米哈伊尔·加夫里连科表示，研究人员

选择了放置在透明聚合物基质中的新铜环

素为显示系统。在与抗氧化剂相互作用时，

系统中会发生还原反应，在与新铜绿素一起

使传感器呈黄色。所获得的数据可用于建

立一般抗氧化剂活性与样品中酚类物质存

在之间关系的模型。

托木斯克大学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在

于聚合物的结构，该聚合物除了具有固态

之外，还具有液体的所有特性。以普通的

有机玻璃（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基础，科

学家改变了它的结构，使其在与预定物质

接触时会变色。

米哈伊尔·加夫里连科说，就像数以百

万计的化学反应能够在水中进行一样，聚合

物中的“固体水”几乎可以与任何给定的物

质发生“有色”化学反应。类似传感器已经

广泛应用在水文学、环境监测、油田评估、食

品质量控制中。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出用于

肉、奶类中的抗生素日常监测试验传感器。

俄罗斯：微型传感器可评估抗氧化活性

科技日报首尔11月 17日电（记者邰
举）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清洁能源研究中心

日前表示，该中心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化工

学院的联合研究团队进一步明确了二氧化碳

还原为乙烯的化学反应机理。这一研究成果

将为新一代碳资源化技术的研发提供帮助。

研究团队使用红外线分光分析方法，

以纳米铜作为催化剂，考察了纳米铜催化

剂表面发生的二氧化碳电催化还原乙烯的

反应过程。研究发现，过程中生成一氧化

碳、乙烯中间体以及甲烷中间体的速度有

很大差别，一氧化碳和乙烯中间体在大体

相同的时间内较快速生成，而甲烷中间体

生成速率相对缓慢。

根据这一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开发了

新的催化剂材料铜氧化物纳米线，有效提

高了二氧化碳转化成乙烯的反应速度。新

的催化剂表面存在多量吸附一氧化碳的位

置，吸附在特定位置的一氧化碳可快速反

应生成类似乙烯中间体的碳-碳结合中间

体，表现出实际应用潜力。

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采用电

化学技术将二氧化碳还原成乙烯能够缓解

温室效应，获得高附加值的乙烯产品，是近

年来的研究热点。铜基催化剂是目前发现

的高选择性生产乙烯的有效电极材料。

韩国：明确二氧化碳还原乙烯机理

科技日报讯（记者毛黎）以色列本古

里安大学研究人员近日表示，在对蟑螂和蜥

蜴运动进行研究之后，他们研发出一种可应

对复杂地理环境、新型手掌大小的高速两栖

机器人，能游泳、水上跑步以及地面爬行。

本古里安大学机械工程系仿生设计和医

学机器人实验室从事动物运动研究，并将成果

用于仿生机器人开发。实验室主任大卫·扎洛

克说，新型机器人的运动受蟑螂借助展臂（伸

开肢体）行走的机制启发而来，通过设计，它还

能像蛇怪蜥蜴那样在水上快速行走。扎洛克

表示，该机器人可用于农业、搜救以及挖掘。

在日前召开的国际智能机器人和系统

国际会议上，扎洛克和研究生阿维·科恩介

绍了名为 AmphiSTAR 机器人的机械设计

及其控制系统。在展示的相关视频中，机

器人可模仿蟑螂动作在地面（包括草地、泥

地、碎石地等）急促爬行。遇到水时，它可

以低速游泳和水上奔跑，20 厘米深的水坑

也阻挡不了其继续前行。

AmphiSTAR 机器人为实验室开发的

STAR 机器人家族中的一员，是一种轮式

机器人，其下方装有 4个螺旋桨，桨轴通过

展臂机构调整倾斜角度。机器人在地面行

走时，螺旋桨充当轮子；在水中游动时，如

同鱼鳍。此外，机器人安装有两个气罐，确

保其能够漂浮在水面上，并在低速游泳和

快速水上奔跑之间平稳转换。

试验性的 AmphiSTAR 机器人在各种

质地的地面上爬行时，速度可达到每秒 3.6

米。扎洛克说，他们未来的研究重点是机

器人的扩展性和水下行进能力。

以色列：仿生两栖机器人仅巴掌大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国际战“疫”行动

（上接第一版）
“在国际上，有不少研究人员用超冷原

子、囚禁离子等体系对规范场模型的基本单

元进行了初步的量子模拟研究。但是，这些

实验要么体系太小，不具备局域规范不变性，

要么无法同时产生规范场和物质场，更不能

研究这两种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中国

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

伟说，因此，此前的研究都无法观测规范场理

论最基本的特性——局域规范不变性。

为此，研究人员开发了 71 个格点的超冷

原子量子模拟器，模拟一维格点体系的施温

格模型，从实验上观测到了局域规范不变量，

首次使用微观量子调控手段在量子多体系统

中验证了描述电荷与电场关系的高斯定理，

在使用规模化的量子模拟器求解复杂物理问

题的道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自然》杂志审稿人对该工作给予了高度

评价。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量子模拟方法研

究晶格规范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迈出了

模拟晶格规范场理论的真正一步：从实现量子

模拟器的模块到对特定模型的完全模拟”。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苑震生表示，未来研

究团队将进一步使用量子模拟的方法研究具

有其他群对称性的、更高空间维度的规范场

模型，并可推广到远离平衡态的规范场系统，

研究真空衰变、与拓扑角度相关的动力学过

程等重要物理难题。

71个格点的量子模拟器成功求解量子电动力学方程

（上接第一版）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

障人民权益。“法官不能就案办案，要坚持司

法为民的理念，秉持客观公正的职业态度，正

确理解法律及其背后的原则精神，依法正确

处理各类矛盾纠纷。”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

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陈洪说。

陈洪 30 余年的审判工作生涯，见证了法

治进步。她说：“随着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日

益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日益增加且多

元化，这给法官带来了更大更新的挑战。我

们既要‘往前多走一步’，也要‘往后多迈一步

’，在纠纷进入法院前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就地化解；在案

件审理结束后，要注重审判职能的延伸，适时

采取司法救助、心理疏导等方式，切实解决群

众的司法需求。”

湖北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

处长王莉莉对“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一体建设”感触颇深。王莉莉说，建设

法治政府要推行好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三项制度”，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

矩、划界限，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法治和德治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河南

省新密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王晓龙说，

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

更好地发挥它们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所

产生的合力，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

“过去村里发生矛盾，只要没打起来就不

归派出所管。现在通过警调对接、警法联调，

可以提前化解矛盾纠纷，辖区发案率持续下

降。”王晓龙说。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法规要靠人来推

动和执行。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

任钟勇对“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感同身受。他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司法机关建设德才兼备

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指明了方向。

“下一步，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抓住‘人’这个主要因素，

做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理论

武装，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

格，锻造‘四个铁一般’检察铁军。”钟勇说。

“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只

有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上去了，自觉为

全社会作出表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

顺利实现。”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马福胜说，政法干部作为法治建设

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必须认真学

习法律、带头遵守法律，自觉做全社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记者刘奕湛 王博 岳德亮 高楠 双瑞
陈国洲 田中全）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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