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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2日电 （记者刘
霞）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21日

报道，英国官员近日宣布，新冠病毒发生了

变异，新菌株似乎传播能力更强。尽管如

此，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新冠病毒变异的

速度比季节性流感慢，且似乎也没有影响新

冠疫苗的有效性。

季节性流感病毒会频繁变异，因此，科

学家每年都必须定期研发新疫苗，以供相关

人群接种。英国官员对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虽然所有病毒都会自然变异，但并非每种变

异都会加大病毒的传染性或毒性。此外，新

冠疫苗似乎对新菌株同样有效，但仍需开展

更多研究予以证实。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

米纳坦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新冠病毒变异的

速度比流感慢一些。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

已看到新冠病毒发生了一些变化和突变，但

没有一个（病毒或突变）对目前使用的任何疗

法、药物或正在开发的疫苗的有效性产生重

大影响，我们希望这种情况能持续下去。”

英国政府近日公布了出现变异新冠病

毒的情况。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说，这种

变异新冠病毒可能与英格兰东南部病毒传

播加快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情况

项目执行主任迈克·瑞恩博士说，目前尚不

清楚英国病例扩散是由于突变造成还是人

类行为造成。

他说：“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英国，病毒

的基本再生数（一个病人在其平均患病期内

所传染的人数）有所增加，这意味着病毒传

播速度更快，也可能意味着它在寒冷天气传

播能力更强，还有可能意味着人们对遵守公

共卫生条例的态度有所松懈，这其中有多少

与新变种中的特定基因变化有关尚待观察，

我怀疑有一些关联。”

世界卫生组织新兴疾病和人兽共患病

组负责人玛雅·范·科克浩夫说，英国官员估

计，这种突变导致病毒的基本再生数从 1.1

增加到 1.5，这意味着每个感染新变异病毒

的人可能会传染另外 1.5 人，比原始菌株感

染 1.1人多一些。

玛雅补充说，官员们正在调查新变种的

三大要素：它是否更容易传播；它会导致病情

加重还是减轻；以及抗体对感染如何反应。

她和其他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强调说，针对新

变种，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朱利安·希斯科克

斯也表示，冠状病毒会不断发生变异，此次

新冠病毒出现变异并不出人意料。现在最

重要的是调查这种变异病毒是否具有影响

人体健康、相关诊断、疫苗效用的新特性。

世卫组织称新冠病毒变异速度比流感慢
目前疫苗有效性似乎并未受影响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1日报道，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官员

表示，美国正计划开展一项新研究，厘清为什

么少数人在注射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以下简称辉瑞疫

苗）后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NIAID 过敏、哮喘和呼吸道生物学科主

任阿尔基斯·托吉亚斯说，这项研究仍处于

早期计划阶段，将招募数百名有严重过敏反

应史的人。他所在的部门将领导这项研究，

他们希望研究在几周内开始。虽然接种辉

瑞疫苗的人报告了这一过敏反应，但这项研

究可能也会关注莫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

此前有报道称，少数人对辉瑞公司的疫

苗产生过敏反应，上周，阿拉斯加一名临床医

生在注射辉瑞疫苗 10分钟后出现过敏症状，

成为该州第三名对此疫苗产生不良反应的医

护人员。托吉亚斯表示：“我们有点担心，那

些有过敏症的人现在可能不敢接种疫苗。”

美国新冠疫苗项目负责人蒙塞夫·斯劳伊

在周一早些时候举行的“曲速行动”简报会上提

到了这项研究。他说：“我们正在推进一项计

划，在极易过敏受试者身上测试莫德纳公司研

制的疫苗（以下简称莫德纳疫苗）和辉瑞疫苗，

并试图了解这一过敏反应背后的免疫机制。”

医学专家称，疫苗引起的过敏反应很少

见，但有时也会发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FDA）上周四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注射辉

瑞疫苗后发生的过敏反应。

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的核心都是信

使核糖核酸（mRNA），mRNA 由约 2000 个

生化基因组成，它将指令传递给接种者的免

疫系统，以识别并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美国

卫生官员说，这些疫苗比较安全，只有 10%

到 15%的受试者在临床试验中报告说，副作

用“显而易见”。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称，莫德纳疫苗

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疲劳、头痛和肌肉疼痛，

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罕见症状，如恶心、呕吐

及面部肿胀等，这些症状很可能由注射引

发。有些副作用很难消除，但大多数副作用

会在一周内自行消失。

托吉亚斯表示，这项研究可能也会招募

一些没有过敏反应的人，以便进行比较。此

外，研究开始之前，他们还必须提出一个非

常详细的方案，该方案在得到 FDA 批准后，

还需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美计划研究辉瑞疫苗为何会使某些人过敏

科技日报比勒陀利亚12月21日电（记者

杜华斌）南非卫生部部长姆赫兹18日晚发表声

明称，在南非发现的一种严重的冠状病毒变异

是南非第二波病毒迅速传播的“元凶”，该新变

异病毒更易在年轻人群中传播。南非研究人员

识别的该变异新冠病毒称为501.V2变种，南非

政府已将详细信息报告世界卫生组织。

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由南非夸祖鲁纳

塔尔省研究创新和测序平台领导的小组已对

数百种病毒样品进行了测序，他们注意到过去

两个月中，一种特定的变种越来越占主导地

位。统计显示，更多的患者是没有基础病来增

强病毒作用的年轻人群，但这些年轻人群仍然

表现出比之前感染新冠病毒更严重的症状。

姆赫兹因此认为，“这表明我们正在经

历的当前第二波疫情浪潮是由这种病毒新

变种驱动的。”

南非近日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从最低的

每日 1000 人左右重回每日 10000 人左右，18

日报告有 8700多个新发病例。

新冠病毒新变种助推南非第二波疫情

为应对在新冠疫情下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听力障碍者在戴口罩情况下无法唇读等情况，日本
兼松通信公司与三菱电机公司最新联合发布一款应用软件，该软件增加了近距离通信功能，追加
了用户界面功能，采用易读易识别的通用设计字体等，可在政府、医院等服务窗口、听力障碍者以
及与外国人翻译交流等场合应用。图为工作人员演示该应用程序。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张梦
然）根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2 日发表的

一项化学最新研究，科学家团队利用便宜的

铁基催化剂可将二氧化碳气体直接转化为喷

气燃料。这一发现被认为有相当大的产业应

用潜力，且这些二氧化碳直接捕获自空气，并

在飞行的燃烧过程中从喷气燃料中再次释

放，因此具有从整体上实现碳中和的可能性。

科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

行为造成地球气候变化的后果，对石油、煤

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耗用得

越多，导致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也

制造得多，而自然温室气体中的二氧化碳，要

占到所有温室气体的 26%。亦因此，生产碳

中和燃料（指实现净碳足迹为零，即增加的温

室气体量与减少的量相等）和高附加值化学

品，对于减缓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有害影响非

常重要。

不过，将二氧化碳选择性地转化为想要

的化学品非常难，这种转化通常需要使用昂

贵的催化剂或经过多个耗能的反应步骤，这

些最后都被证明效率不高、成本效益比欠

佳。想要超越化石燃料，就要找到一种高效

且经济的燃料生产方式。

此次，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皮特·爱德

华、肖天存、姚本镇及他们的同事，设计了一

种新的铁基催化剂，可作为直接捕获大气中

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烃类喷气燃料的廉价

方式。这种催化剂由地球上丰富的元素组

成，表现出高活性和高选择性，能最大程度减

少高附加值化学品的合成步骤。研究团队在

转化过程中还收集到了石油化工行业的其他

重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目前只能从原油中

获得。

研究团队总结道，这种二氧化碳转化催

化剂的制备，比之前的许多催化剂更简单，因

此其有望成为产业应用的候选对象。

《巴黎协定》通过后，世界并没有立竿

见影变得更好。 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20

年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6 年，全球平

均温度增加了 1.2℃。科技，被认为是应对

全球变暖的有力武器。二氧化碳的转化，

是能源领域常做常新的话题。但是把二氧

化碳转为其他无害甚至是有用的东西，却

没那么简单。本研究提出的铁基催化剂，

简直是二氧化碳“变身神器”，它能直接捕

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转化为喷气燃

料，便宜好用。就是不知道它效率几何，能

不能尽快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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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冯卫
东）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无论阴晴圆缺，

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新卫星可使用雷达在地

球任何地方产生高分辨率图像，并且其强大

功能足以穿透建筑物的墙壁。

由凯佩拉空间公司设计的这颗名为“凯

佩拉—2”的间谍卫星，使用了美国航空航天

局（NASA）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使用

的合成孔径雷达技术，无论空气能见度、云

层覆盖或一天中的任何时间，它都可以观测

地球。

合成孔径雷达会发射强大的无线电信

号“照亮”一个兴趣点，并收集反射回来的

脉冲回波数据，对其进行解析以创建详细

的图像。

凯佩拉—2 卫星具有 50 厘米×50 厘米

分辨率的成像能力，其最新的“聚光灯”模

式，可在感兴趣的区域进行长达 60 秒的长

时间曝光，从而获得“水晶般清晰”的图像。

50 厘米×50 厘米是美国法规允许的目前商

业市场上可获得的最高的合成孔径雷达成

像分辨率。

由于功能太过强大，人们质疑该卫星可

用于对建筑物内的人员进行成像。不过，凯

佩拉公司坚持说，该技术不能用于监视建筑

物内的人员，尽管雷达波可以穿透墙壁，但其

无法对室内任何物体成像。

在凯佩拉—2 卫星拍摄的日本东京千

代田市的照片中，摩天大楼的图像看起来

像 是 透 明 的 ，这 种 中 空 效 应 是 由 于“图 像

失真使建筑物呈现出幽灵般的外观”引起

的。凯佩拉公司称，看起来像是黑白的光

学 卫 星 图 像 ，实 际 上 是 雷 达 数 据（无 线 电

波对地球表面和人造物体的反射）的视觉

表达。

普通商业卫星的相机无法在夜间穿透云

层或拍摄出精细的目标图像，但使用合成孔

径雷达技术的凯佩拉—2 卫星在捕获图像

时，可不受天气或光照条件的影响。

凯佩拉公司表示，正在努力创建一个由

36 个设备组成的卫星群，这些设备组合起来

可以全天候监测世界任何地方。凯佩拉公司

目前已与美国国家侦察局和美国空军签订了

合同。

间谍卫星可穿透云层拍出“水晶般清晰”的照片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22 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银河系中心球面成分（又称凸起）

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仍不清楚，凸起中是否存

在年轻恒星一度引发争议。近日，国际天体

物理学家小组在银河系中心周围尘埃云中发

现了从未见过的原始气体和恒星团。他们将

这类新的由大量原始物体“遗迹”组成的恒星

系统命名为“凸起的化石碎片”，这些原始物

体在 120亿年前诞生了银河系。研究结果发

表于 14日的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

研究人员在分析利勒 1号时发现了这一

新系统。利勒 1号是一个银河系凸起中的恒

星系统，40 多年来一直被归类为“球状星

团”，即由数百万颗同龄恒星组成的系统（银

河系至少有 150个球状星团）。然而，通过仔

细观察，研究人员发现利勒 1 号的真实身份

实际上比目前所认为的更复杂，也更令人着

迷：它是一个巨大星团的化石碎片，大约 120

亿年前，这些星团合并形成了银河系中心的

凸起。

“这是一个恒星遗迹，一个包含银河系形

成历史的化石发现。”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弗

朗西斯科·费拉罗教授说。

利 勒 1 号 伪 装 成 球 状 星 团 ，但 组 成 它

们的恒星的年龄揭示了它们身份的与众不

同。通过南双子座望远镜观察，结果令人

“大吃一惊”，研究人员发现利勒 1 号至少

有两个年龄截然不同的恒星种群，最古老

的形成于大约 120 亿年前，也就是银河系

形成的同一时间；第二个要年轻得多，形成

于 10 亿—20 亿年前。“一方面，表明这些恒

星系统出现在银河系形成的早期阶段；另

一方面，表明它们能够产生多个恒星生成

事件。”

几年前，研究人员发现了泰山 5号，它的

实际特征也与我们所认为的球状星团特征不

一致。它与利勒 1 号具备共同特征，同样拥

有一个与银河系一样古老的恒星种群和一个

年轻得多的恒星种群（形成于 45 亿年前）。

这表明，这两个系统都是在银河系的同一时

间形成的。

这项研究的合著者、意大利 INAF 空间

科学天文台研究员伊曼纽尔·达莱桑德罗补

充道：“利勒 1 号和泰山 5 号拥有非常相似的

特征，这使得我们能够识别出一类新的恒星

系统，这些系统起源于一些足够大的祖先，足

以保留超新星喷出的气体。我们观察到的只

是这些巨大结构的一些碎片。”

“银河系的历史写在这些化石遗骸中。

后者是宇宙非常年轻，只有 10亿年历史的象

征。”费拉罗教授总结道，“多亏了这些化石遗

骸的发现，我们才能开始阅读银河系的历史，

或许这还能帮助重新定义我们对银河系凸起

形成的认识。”

隐藏银河系历史的化石碎片惊现

圣诞节临近，英国部分地区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加快，疫情令人担忧。英国政府正在调查
这一状况是否与一种变异的新冠病毒有关，并将首都伦敦、英格兰东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
新冠疫情防控级别从第三级提升至新增加的第四级。 新华社记者 韩岩摄

近 期 ，英 国 变 异 新 冠 病 毒 引 起 极 大

关注。

这 种 新 冠 病 毒 新 的 变 种 被 称 为

VUI-202012/01 或 B.1.1.7，这 是 2020 年 12

月在英国的第一个“正在调查的变种”。尽

管科学家们在寻找有关该变种的更多信息，

但已经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巨大影响。从发

现病毒新变种到如今，短短两周已在英国和

欧洲多国引发不同响应。

19 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了

更严格的封锁措施，称这种变异新冠病毒似

乎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新菌株导致感

染人数呈螺旋式上升。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以及包括加拿大

在内的其他一些大陆国家，正在限制从英国

来的航班，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在英国首次发

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具有强大传染力。那么，

这个新的变异病毒究竟是个什么“来头”？

它是怎么变异的，是否更致命呢？本文综合

多家外媒报道，并结合记者对南开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副教授高山的采访，对英国新冠病

毒新变种的最新情况做了梳理。

变异新冠病毒传播性
或增加，但不会更致命

据《纽约时报》21日最新消息，英国的变

异新冠病毒不是一种新的超级病毒，它只是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出

现的众多变种之一。

英国公共卫生部表示，新冠病毒刺突蛋

白（病毒附着在宿主细胞上的部分）的突变

可能会增加病毒的传播性。英国各地的科

学家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研究。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

斯爵士表示最早是在 9 月 20 日首次分离出

该变异毒株，受该毒株感染的患者约占 11月

中旬病例的 26%。“从 12 月 9 日开始的那一

周，这些数字要高得多。”他说，“在伦敦，超

过 60%的病例是新毒株的感染病例。”

鲍里斯·约翰逊补充说，大量的突变可

能使病毒的传播性增加了 70%。

据英国政府官网 20日最新报道：来自全

基因组测序、流行病学和建模的数据表明，

新变种比其他变种更容易传播。但目前没

有证据表明这种变异会导致严重疾病或更

高的死亡率。科学家将在接下来几周持续

监控和研究。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1 日

最新消息，英国英格兰首席医学官克里斯·
惠蒂教授称，没有证据表明新的变种到目前

为止更致命。对于某些病毒来说，通常随着

毒力和死亡率的降低，其传播力也会增强。

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变异的致命性较低，但目

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美国《科学》杂志也表示，当前判断病毒

的传播力为时过早，仍存在很多未知数。

新毒株刺突蛋白出
现17种突变，其中两种令
人忧

据《金融时报》中文网 21日最新报道，科

学家表示，新毒株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

其发生的突变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二是该变

种在英格兰东南部取代新冠病毒其他毒株

的速度。

美国《科学》杂志 20 日发文称，B.1.1.7

的刺突蛋白同时出现 17 种突变，这种突变

前所未有。科学家们也正努力试图搞清楚

变异新冠病毒是否真的更善于在人与人之

间传播。

英国爱丁堡大学分子进化生物学家安

德鲁·兰巴特说，在这 17个突变中，有 8个突

变发生在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上，其中两个

突变尤其令人担忧。一种名为 N501Y 的蛋

白突变此前已被证明可以增加蛋白质与

ACE2 受体的结合程度，而 ACE2 受体是进

入人体细胞的入口点。另一种被命名为

69-70del，它导致刺突蛋白中两个氨基酸的

缺失，并且在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中发

现了逃避免疫反应的病毒。

“目前来看，该变种应该还是小规模的

点突变。”高山称，“尚未见该变种如流感病

毒那样可以适应更多的宿主。”

至于该病毒新变种为何变异如此迅速，

据 CNN 报道，这种新的变种可能因为超级

传播者事件而被放大，这意味着目前病例的

激增也可能是由人类行为造成的。

高山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大部分公共卫生专家分析认为变异

新冠病毒依然是点突变，该毒株到目前为止

尚未公开基因组数据，仅仅是少数所谓专家

在分析结果，即在西方社会引起媒体集中报

道，而后引发恐慌。根据我们 3 月份在预印

本文章，新冠所在的类群病毒的传播模式基

本都是，首先通过重组导致暴发，而后通过

减毒换取大规模传播，因此不断出现新的变

异株，而后大范围传播是很正常的。根据我

们的分析，新冠不断‘优化’后，会最终锁定

一个固定的宿主。”因此，在疫苗开发又尚未

宣布成功之际，期间任何不利的消息都可能

引起恐慌。

未见影响疫苗开发的
证据，无需对新变种过度
恐慌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毒力

（临床严重程度）的任何增加或刺突蛋白的

任何重大变化，若有，或将降低疫苗的有效

性。”英国莱斯特大学临床病毒学家朱利

安·唐表示。

高山也表示，根据公开数据，当前疫苗

产生抗体的特异性不是特别强，具备多靶点

（抗原表位）的特性。如果当前病毒变异只

存在于其中个别“点”，不会使全部抗原表位

丢失，因此对疫苗的效果影响不大。

据英国路透社 21日最新消息，世界卫生

组织指出，不要对英国出现的一种新的、高

度传染性的冠状病毒变种感到过于恐慌，这

是疫情大流行演变的正常现象。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甚至对新毒株的发

现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称这些新毒株的发现

促使许多国家对英国和南非实施了旅行限

制，追踪病毒的新工具正在发挥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事务负责人迈克·瑞

安在一次在线吹风会上表示：“保持透明度

非常重要，告诉公众事情的真相非常重要，

但让公众明白，这是病毒进化的正常部分也

十分重要。”

专家解读在英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未见对疫苗影响 无须对变种恐慌
实习记者 张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