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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冯
卫东）据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大学领导的国际团队在一项对

全球小麦生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10+基因组计划中，对代表全球育种计划

的 15 个小麦品种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

这将使科学家和育种人员能够更快地识别

出具有影响力的基因，从而提高小麦产量、

害虫抗性和其他重要的农作物性状。

小麦是世界上种植最多的谷类作物之

一，在全球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约

占全球人类热量摄入的 20%。据估计，到

2050年，小麦产量必须增长 50%以上，才能

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

研究人员称，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小麦基

因组序列图集的问世，将帮助解决庞大的小

麦泛基因组这一巨大难题，并为小麦发现和

育种开辟一个新时代。预计全球小麦界的

科学团体将使用新资源来鉴定与需求性状

相关的基因，这将使人们能够更精确地控制

育种，提高小麦改良的速度，从而使农民和

消费者受益，并满足未来的粮食需求。

新研究将小麦基因组序列的解码数量

增加了 10倍以上，使科学家能够通过对比

使每个品种独一无二的遗传差异的全部细

节，鉴定出小麦品系之间的遗传差异。

10+基因组计划是一项由全球 10个国

家 95名科学家组成的小麦联合研究计划，

目标是破译小麦的数千个基因组序列，包

括从小麦野生亲缘种带来的遗传物质。这

些小麦野生亲缘种已被育种人员用来改善

小麦的抗病性和抗逆性。

研 究 发 现 的 一 个 小 麦 野 生 亲 缘 种

DNA片段，含有抗病基因且能提供针对多

种真菌疾病的保护。试验证明，该片段可

将小麦产量提高 10%之多。研究人员称，

了解这样的致病基因可以改变育种的游戏

规则，例如只需通过简单的 DNA试验而不

是人工田间试验就能更有效地选择出抗虫

性品种。

人们对小麦最熟悉不过。然而相较于

其他作物，小麦却是唯一一个尚未完成全

基因组测序的物种，其原因主要是小麦基

因组体量太庞大了——是人类基因组的 5

倍、水稻基因组的 40 倍。其实，小麦就是

典型的异源多倍体基因组，由 3 套很像却

又不同的基因组整合，形成了一个极为复

杂的 6倍体基因组，重复序列程度之高，分

析工作之繁复，都是其他作物不能比的。

而今的成果，无疑将加快小麦育种研究的

步伐，而高产、抗旱、抗病虫的小麦新品种，

也将为全球气候变化及人口膨胀所带来的

食品短缺问题提供一项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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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3日电（记者张梦然）
根据英国《自然》杂志3日发表的一项计算机科

学最新突破，加拿大科学家团队报告：完全由人

工智能控制的气球，成功实现自主导航，在平流

层一连数周待在原地。这一成果标志着深度强

化学习向现实应用迈出了重要且非常难得的一

步，同时提高了人类全自动环境监测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正在爆发式

增长，并且呈现出由传统的机器学习向深度学

习发展的趋势。通常，填充氦气的超压气球常

被用于高层大气实验，如气象监测，但如果被

风吹偏了航道，它们必须要返回原驻点，而

深度强化学习可以训练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决

策——对于超压气球来说，这些主动决策就包

括采取哪些行动来保持它们的位置不变。

此次，加拿大谷歌研究院科学家马克·贝

尔麦尔及其同事，训练了一种人工智能控制

器，能根据风的历史记录、预报、局地风观测

和其他因素（如氦气损失和电池疲劳），决定

是否要移动气球。

研究团队利用一种数据增强算法来解释

数据中的空白。他们将这一新成果——名为

“StationSeeker”的技术应用到分布在全球各地

的“Loon气球”上，包括一项在太平洋上空进行

的为期 39 天的受控实验。“Loon 气球”原本是

一个互联网项目，团队将高空超压气球发放至

平流层，组成空中的无线网络。而贝尔麦尔的

实验证明，受到“StationSeeker”控制的气球能

成功实现自主导航，一旦被吹偏航道，它们能

比传统控制器控制的气球更快地回到原驻点。

深度强化学习的应用此前已在受控环

境——如电脑游戏中得到了演示，但在受控

环境中，拥有完整的数据集和明确定义的参

数。而在现实世界中，可预测性变得更差，比

如关于环境中风的数据就不完整，因此很难

采取最优调整而让气球保持在原位。

在一篇同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斯科特·奥斯佩尔表示，

正是由于这一理由，此次最新成果可以说代表

了增强学习在现实世界应用的一次巨大进步。

全人工智能控制气球实现自主导航
能在平流层一连数周待在原地

在 11 月 29 日举办的 2020 年世界一级方

程式（F1）巴林大奖赛上，正赛开始第一圈便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

当时，第 19位发车、位于队尾欲超越前方

对手的哈斯车队车手罗曼·格罗斯让，因与红

牛二队车手丹尼尔·科维亚特的赛车发生碰

撞，赛车在 3 号弯失控，随即高速撞破赛道的

钢材质隔离护栏后断成两截，喷洒而出的燃

油顿时冒出巨大火花。

不过，就在全球赛车迷发出惊呼，并为格

罗斯让的安危祈祷时，格罗斯让神奇地在不

到半分钟的时间里顺利从熊熊燃烧的赛车残

骸中跳脱出来。赛会医疗车迅速将他送往就

近的医院进行检查，经过了一系列的全身检

查后，除了双手被轻微灼伤以外，格罗斯让并

无大碍。

最具奇迹般色彩的事故

格罗斯让的事故是 F1 赛车场上最惊人、

最恐怖也最具奇迹般色彩的事故。

他的赛车当时在时速 220 公里的高速状

态下径直撞向了赛道边的护栏，据赛后分析，

赛车当时的最高撞击力度达到 53G。此时，

他所坐的碳纤维安全驾驶舱第一时刻救了他

的命。如果没有 1981 年引入的安全装置，车

手腿部和躯干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由于安

全驾驶舱发挥了作用，格罗斯让的腿没有受

伤，这使他完全可以自己跳下车。

随着防撞栏开始围住安全舱，减速逐渐

加快，此时另一种救生技术投入了行动——

头颈支撑装置（HANS）。HANS 装置的凯夫

拉绳将驾驶员的头盔固定在头枕上，以防止

甩动。在格罗斯让的 53G 冲击中，头部的剧

烈甩动很容易致命，因为在如此快速的减速

过程中颈部过度伸展会导致颅骨骨折和脖子

折断。

大约十分之一秒后，格罗斯让的生命第

三次被拯救。这次是一项刚在 2018年引入的

Halo系统——能承受数十倍车辆本身质量的

静态载荷，保护驾驶员头部免受飞行杂物或

撞击物伤害的钛合金装备。格罗斯让发生事

故时，他与科维亚特的撞车使他的赛车高速

驶入障碍道，导致他的汽车首先以很高的速

度撞到防护栏。这导致防护栏破裂，一个大

金属片在鼻子上方滑向格罗斯让的头部。此

时 Halo 按照设计开始工作，在格罗斯让和他

的赛车继续冲向防护栏时，将这块巨大的金

属偏转到了格罗斯让头盔的顶部。不到一秒

钟后，撞车事故的最严重部分开始了。

当格罗斯让的赛车前半部嵌入防护栏并

迅速减速时，赛车的后端仍试图以超过每小

时 160 公里的速度向防护栏前进。这场拉锯

战最后由赛车的后半部获胜，紧挨着安全舱

的后半部被撕成两半。不幸的是，燃油箱处

于被撕成两半的部位。巨大的火球顿时照亮

了全球数百万个电视屏幕，格罗斯让的第四

个生命计时器开始计时，这个计时器就是他

的 Nomex赛车服。

Nomex 是耐热耐火比赛服的著名品牌。

Nomex复合纤维赛车服要保证赛车手的贴身

防护装备能抵抗 700℃高温至少 12 秒，包括

手套、头盔内衬都不能放过。格罗斯让的撞

车事故发生在赛事的第一圈，医疗车也仅在

11秒内就出现在了现场。但是没人能看到格

罗斯让在这个巨大的地狱中的位置，没有人

能够接近他，帮其解开安全带并将他从车上

拖下来。他需要在 30秒内自己逃出来。

生命中最重要的28秒

格罗斯让被迫穿过两块扭曲的金属护

栏，并进入火球内部。由于有安全舱的庇护，

他的双腿没有被打断；得益于 HANS，他的脖

子也没有折断；多亏了 Halo，他没有失去知

觉。在数百万观众的震惊、恐惧和惊奇中，在

撞击发生后的 20 秒内，人们看到了火球内部

有了活动的身影。手臂、躯干、头盔……格罗

斯让在其赛车撞到护栏 28 秒后，从火焰中冒

出来了，现场的急救人员急忙将他拖到防护

栏的顶部。

他上了一辆正在等待的医疗车，一双脚

上少了一只阻燃鞋。电视画面看到他坐在医

疗车后面，微笑着。此后不久，他哭了。大约

10小时后，格罗斯让被诊断为肋骨开裂、手脚

被烫伤。

11 月 30 日凌晨，格罗斯让通过个人社交

媒体向外界更新了近况，他说道：“大家好，我

只是向大家报个平安，感谢大家对我的关

心。我之前不是 Halo 系统的支持者，但如今

我对它感激不尽，如果没有 Halo系统，我可能

就没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说话了。感谢所有

赛道工作人员、医疗人员的付出，希望我能尽

快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信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 年前，格罗斯让是

反对引入 Halo 的车手之一。格罗斯让有 3 个

孩子，孩子们将和他们的父亲度过最令人难

忘的一个圣诞节。多亏了钛、碳纤维、芳纶和

Nomex，才让格罗斯让经历了生命中最重要

的这 28秒。

惊魂28秒！高科技装备先后4次护卫F1车手
本报记者 冯卫东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 12月 2日电 （记

者毛黎）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初创公司

Remilk 开发出一种新技术，能够生成在化

学上与牛乳和奶制品中的蛋白相同的乳蛋

白，有望成为世界上首家无需母牛而生产

真奶制品的公司。

Remilk 公司由艾维夫·沃尔夫和研究

人员奥里·科哈维于 2019 年合伙成立。他

们精准地绘出牛奶的化学成分，掌握了牛

奶液体中的脂肪、乳糖和糖，确定生物途径

生成牛奶的关键成分是蛋白质。于是，他

们利用生物技术提取编码蛋白质的基因，

将其置入单细胞微生物中来再生蛋白质，

并通过基因操作让蛋白质“以一种有效且

可扩展的方式”进行表达。最后，借助微生

物发酵过程增加蛋白质的数量并将它们干

燥成粉末乳蛋白。

艾维夫表示，他们生成的乳蛋白制品

无异于正常牛奶制品，两者具有相同的口

味、质地、延展性、溶解性，但前者没有胆固

醇和乳糖。在利用生物技术生产乳蛋白的

过程中，他们基本上是将牛奶生成的整个

自然机制移植到了单细胞微生物中，不需

要“牛的其余部分”，当然也无需将母牛饲

养到 900公斤的花费。

谈到生物技术生成奶制品的优势，艾

维夫认为，这种食物生产模式的土地效率

将比现有的乳制品系统提高 100 倍，原料

效率提高 25 倍，时间效率提高 20 倍，节水

效率提高 10倍。他还表示，将生成的乳蛋

白粉与水、椰子油或葵花籽油等植物性油

以及植物性糖混合后，可以生产出特性、口

感和结构完全相同的牛奶及其衍生物。乳

品公司可以给乳蛋白粉添加水和脂肪，加

工出各种奶酪、酸奶和冰淇淋。

由于编码蛋白质基因可以完全通过合

成的方式获得，艾维夫表示，在他们的乳蛋

白生成过程中没有任何动物成分，哪怕是

一个细胞都没有。虽然他们生成的乳蛋白

实际上是一种牛奶蛋白质，即从实验室的

角度讲，它与来自母牛的蛋白质完全相同，

但从技术上讲，该产品是非乳制品。

艾维夫说，目前公司尚未让观察员品

尝其奶产品。不过出于研究和开发目的，

公司已经让独立受众进行了双盲品尝，他

们无法区分传统奶酪和替代乳酪产品。

现在，公司的产品从技术上已经准备

就绪，但商业化尚未成熟，公司正努力降低

乳蛋白的生产成本。艾维夫说，由于全球

牛奶价格普遍较低，公司初期无法与普通

奶业竞争，因此公司将首先专注于奶酪产

品的生产。

无需母牛 人工也能造出乳蛋白

科技日报莫斯科 12月 2日电 （记者

董映璧）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研究

所和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合作，开发出一

种对复杂材料进行机械测试的新技术，能

够确定材料微米级变形集中区域，从而提

前发现裂纹产生的部位，同时提出防止材

料破坏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更好地控制材

料状态。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聚合物》杂

志上。

为了控制含油岩石、航空复合材料、发动

机耐热合金和其他具有分层结构的材料的状

态，必须确切了解材料的变形是如何传播的。

目前还没有一种简单通用的方法来分析材料

的微米级变形，使科研人员能够进一步研究

和改善其内部结构。为此，俄罗斯科研人员

提出了机械测试技术方法。该方法包括观察

电子显微镜真空腔内材料的逐步变形和以微

米级分辨率同步成像两个步骤。

在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首先将国立研

究型技术大学开发的多孔聚乙烯样品与微

型机械测试机一起放入扫描电子显微镜的

真空腔内，通过特殊软件可以从这一过程中

获得数百张照片；然后使用数字图像法进一

步建立材料微应变分布的详细图像。这些

图像反映了材料不同区域应力集中的变

化。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图像，发现材料压缩

过程中的变形不是均匀发生的，而是逐渐扩

展并蔓延到材料薄膜条带而形成的。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物理化学

系副教授阿列克谢· 萨利蒙表示，通过对

聚乙烯的测试，可以在复杂的多孔材料加

载过程中建立变形的实时图像，对这些微

变形的分析能够确定样品测试期间以及产

品使用期间变形集中的区域。而以前，这

种狭窄的区域只是理论上的假设。他还指

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多孔材料被广泛应

用于医学领域，如替代骨和软骨碎片，在细

胞技术中作为细胞基质等，上述方法简单

又通用，可以迅速推广到配备了高分辨率

数字成像设备的实验室。

俄罗斯新技术可提前发现材料裂纹部位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3日电 （记者刘霞）
氢是宇宙中最常见、最基础的元素，但其质子

电荷半径大小仍是未解之谜。德国科学家在

最新一期《科学》杂志撰文指出，他们利用高

精度频梳技术，在高分辨率氢光谱中激发氢

原子，首次将量子动力学的测试精确到小数

点后 13 位，在此过程中测得质子电荷半径为

0.8482（38）飞米（1 飞米为 10-15米），精度是此

前所有测量结果的 2倍。

无处不在的质子，位于每个原子的核心，

已成为许多研究和实验的主题，但质子电荷

半径究竟有多大，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十多

年前，科学家借助光谱学法与散射法给出了

基本一致的测量结果：0.88 飞米。然而 2010

年，科学家用μ介子—氢原子光谱法测得的

质子电荷半径却是 0.84 飞米，质子“变小”了

4%！因此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努力研究这

个不同寻常的“质子电荷半径之谜”。

为解开这个谜，在最新研究中，MPQ 团

队借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互补方法来测量氢原

子轨道上电子能级之间的跃迁。他们利用一

种双光子频梳谱仪，得出质子电荷半径为

0.8482（38）飞米，精度为之前所有针对氢开展

的测量值的 2 倍，而且，该研究首次将量子动

力学的测试精确到小数点后 13位。

最新研究也是频梳光谱学领域的里程

碑。研究人员解释说，迄今他们对氢和其他

原子、分子进行精确光谱分析，用的几乎全是

连续波激光，而频梳由脉冲激光产生，此类激

光器使科学家有可能进入极短波长的紫外线

范围，而连续波激光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

科学家们一直无法用激光精确地研究氦离子

等他们感兴趣的离子，最新研究朝改进这一

状况迈出了重要一步。研究人员表示，希望

这些紫外频梳能用于直接冷却氢和碳等重要

的生物化学元素，以便更精确地研究它们。

迄今最精确质子电荷半径测出

全球医学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

研发新冠疫苗，各国政府也对疫苗面世和投

入使用抱以极大期待。近来，全球几款在研

疫苗的捷报频传。

上个月，几款知名疫苗先后宣布了Ⅲ期

临床试验有效性结果；12 月 2 日，英国政府批

准使用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研发的新冠疫苗；美国莫德纳公司也宣布，将

在儿童身上试验新冠疫苗……

尽管如此，《自然》网站在报道中指出，这

并不意味着疫苗很快就可以全面接种。在此

之前，解决疫苗犹豫、供应物流、分发、定价和

支付等问题，将有助于扫清障碍。

多款疫苗宣布有效性较好

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11 月 9 日发布公

告称，该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

发的新冠疫苗在Ⅲ期临床试验中的有效性超

过 90%。

英国《独立报》在 11 月 26 日报道，美国药

企莫德纳宣布他们研发的候选新冠疫苗的有

效性也超过了 90%。

此外，英国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公司也

声称，其开发的一种候选新冠疫苗的平均疗

效为 70.4%。

早期研究表明，这些候选疫苗可以刺激

免疫反应。最新试验则证明，这种免疫反应

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

12 月 2 日，英国政府宣布，该国药品和保

健品管理局（MHRA）批准使用辉瑞公司和德

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将从下

周开始在全英推出，这一紧急授权为英国的

疫苗部署扫清了道路！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美国莫德纳公司向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申请紧急使用

其候选疫苗，称其疫苗有效，在试验过程中没

有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

另据美国《国会山日报》2日报道，莫德纳

公司称，将招募 3000 名 12—17 岁的青少年试

验新冠疫苗，以评估单剂量疫苗的安全性，预

计结果将于 2022年公布。

必须考虑“疫苗犹豫”困境

尽管候选疫苗使用“箭在弦上”，但《自

然》杂志提醒，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仍有大量

准备工作要做。首先，他们需要确定疫苗在

新冠病毒高风险人群（包括老年人、肥胖症患

者和糖尿病患者）中的效果；其次，尚不清楚

某些疫苗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防护效果如

何；第三，也不清楚疫苗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

接种疫苗的人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同时，为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研究

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与候

选疫苗本身无关的挑战，比如“疫苗犹豫”。

世界卫生组织（WHO）免疫策略咨询专

家工作组将“疫苗犹豫”定义为：一种受到多

种因素影响接种疫苗的行为，即从完全接受

者到完全拒绝者之间的一组人群。这些“犹

豫”个体可能会拒绝接种一些疫苗，但也可能

会接受其他一些疫苗或延迟接种，或接受疫

苗但不确定是否去接种。从相关机构的民意

调查看，在欧美国家，质疑或反对接种新冠疫

苗的人——疫苗犹豫者仍占一定比例。

对此，《自然》杂志在报道中指出，为树立

广大民众接种疫苗的信心，政府、监管机构、

公司及研究合作伙伴必须信守承诺，确保透

明度、真实发布数据并进行公开讨论。而且，

媒体也要多发声，帮助民众消除对新冠疫苗

的疑惑或恐惧。

例如，FDA 已承诺今年 12 月初举办一次

有外部顾问参与的公开会议，讨论相关数据，

然后再颁发紧急使用授权以分发疫苗。此

外，各国的监管机构之间也应共享其数据和

分析，加快全球疫苗的审批速度。监管机构

和疫苗生产商还必须谨记，如果人们由于疫

苗犹豫而拒绝接种疫苗，疫苗的效果就会大

打折扣。

《自然》杂志在报道中还强调称，各国政

府不能放松当前的公共卫生措施。圣诞假期

即将来临，有人可能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望

远在他乡的亲友，这有可能导致疫情扩散，因

此各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疫苗分发、定价和支
付有待统筹

疫苗如何分发、如何定价、由谁支付等也

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牛津大学和剑

桥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携手开发的

疫苗可以储存在普通冰箱中；而辉瑞公司与

德国生物科技公司开发的疫苗尽管声称有效

性更高，但需要在-70℃存储，加大了这一疫

苗的分发难度。

此外，据《自然》杂志报道，阿斯利康和牛

津大学承诺在大流行期间以成本价出售疫

苗，并在大流行后以同样价格出售给中低收

入国家，但辉瑞公司和莫纳德公司都没有承

诺新冠疫情结束后降低疫苗的售价。

目前，许多国家（大多数是富裕国家）已

经预购了近 40 亿剂疫苗，因此有些人担心发

展中国家可能迟迟拿不到新冠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是

一个全球联盟，旨在确保中低收入国家获得

充足的疫苗供应，目前其仅能为大约 2.5亿人

提供疫苗，远远低于所需数量。一旦疫苗价

格开始上涨，最贫穷国家的支付能力将下

降。如果这些最贫穷国家不能获得疫苗，也

会重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

正如传染病研究人员经常说的那样：一

处有疫情，那可能处处有疫情。

新冠疫苗全面接种前，要扫清哪些障碍

本报记者 刘 霞

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携手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携手
研制的新冠疫苗研制的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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