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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8日电 （记者张
梦然）个性化脑回路疗法时代要来临了

吗？据英国《自然·医学》杂志 18日发表的

一项神经科学最新研究，科学家发现将频

率调谐到控制学习和奖励选择行为的脑网

络活动模式的低频电刺激，将能减少人们

的强迫行为，效果最长达 3 个月。研究结

果表明，无创、个性化的脑回路疗法，具有

治疗个体某些行为和相关症状的潜力。

所谓脑网络，可以理解为宏观或微观

尺度上的人脑脑区、神经元群或神经元之

间的连接。目前在计算机领域，科学家对

脑网络的建模、仿真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超

级计算平台；而在神经科学领域，研究脑网

络的结构、属性，脑功能及功能异常的脑网

络表征，或可以为广泛的神经障碍类疾病

提供解决之道。

以强迫症来说，这是一种反复出现强

迫观念和强迫动作为基础特征的神经强迫

症性障碍，强迫症在一般人群中非常普遍，

患者经常表现得无能为力又非常苦恼，给

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困扰。但目前，可供

强迫症患者选择的有效治疗方式少之又

少。此前研究曾将强迫行为与过度的习惯

学习联系起来，作为强化学习的一个奖励

函数。

美国波士顿大学研究人员罗伯特·雷

恩哈特及其同事，此次利用一种无创方法，

测量了参与一项强化学习任务的 124 名受

试者的脑活动模式。研究团队用低频电流

刺激了研究对象们的眶额皮质内的特定脑

网络，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可以有效调节奖

励引导而非惩罚引导的选择行为。

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5 天的慢性刺

激可以让强迫行为减少持续 3个月，其中，

症状最重的受试者则改善最大。

强迫症患者基本都能充分认识到自己

强迫观念和强迫动作是不必要的，但却无

法以主观意志加以控制，因此通常会有强

烈的求治欲望和自知力。此次这项研究结

果意味着，一种新的个性化脑调节方式，很

快将可为这些受强迫进食、赌博、购物等行

为折磨的患者带来长期获益。

强迫症的终身患病率达 2.3%，常见的

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

当这些“温和”的方法全部无效，就要“上大

招”，对患者的脑活动进行直接干预。此前

用到的方法，常是“深部脑刺激”，即在大脑

基底神经区域植入电极，减轻症状。文中

报道的方案，同样也是进行脑电刺激，但它

是无创的。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脑调节方

式。不过也不能过于乐观。人类对大脑的

了解依然有限，当科学探索之船驶向这迷

雾笼罩的岛礁，我们还无法确切知道前方

有多少激流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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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储蓄银行旗下“Sber”人工智能

实验室开发出一种应用程序，可以根据一

个人的声音、呼吸和咳嗽来确定他感染新

冠病毒的可能性。该应用程序算法得出结

果仅需 60秒，准确性在 80%左右。

“Sber”人工智能实验室介绍说，新冠

病毒通过一定方式影响肺部、声带，当然也

影响呼吸、言语和咳嗽。人类的耳朵有时

能够明显感知这些变化，但往往从外表上

看不出来。那么神经网络就派上了用场。

音频文件转变为显示不同频率声音能量的

光谱图，随后借助神经网络进行分析。软

件编写过程中采用了 1000 多个呼吸和咳

嗽声音样本，这些样本是由志愿者在与俄

罗斯诊所的病人们打交道时采集的。

“Sber”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表

示，这种快速检查方法取代不了医学测试，

也不做诊断，只有医生才负责下诊断。但

它有助于个人更快搞清楚，并作出请医生

出诊的决定。

“Sber”人工智能实验室称：“由于不同

语言各具特点，开发过程中只收集了俄语

数据，因此，我们目前没有在国外投入使用

的计划。”

这并非“Sber”实验室首次试水现代医

疗。2020年12月，他们就启动了人工智能在

线确诊服务。用户仅需在服务时列举症状即

可获得人工智能的医学解答，之后系统将给

出病人身体不舒服的最可能的三种原因。系

统的“记忆”中存储了265种诊断，几乎涵盖

了俄罗斯 95%的诊断案例。根据病因的不

同，识别准确度在75%到91%之间浮动。

现在“Sber”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网站上

也有一份测试调查表，借助人工智能预见

罹患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并对病程给出个

性化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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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一应用程序可依据咳嗽声确定感染新冠的可能性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1月18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科学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疾病

与预防控制中心（CDC）近日发布报告称，该

中心的一项新模型研究表明，首次在英国发

现的一种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B.1.1.7有可能在 3月份成为在美国肆虐的主

要毒株。鉴于此，美国民众应在疫苗接种、

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方面采取更有

效的措施来遏制病毒传播。

CDC 的这份新报告称，去年 12 月首先

在英国发现的 B.1.1.7 毒株包含有一些可能

加速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变异，尽管这些变

异可能并不会加重病情。迄今，研究人员已

经在美国 12 个州的 76 例新冠肺炎病例身上

发现了这种变异毒株。然而，由于专家们只

分析了美国数百万新冠病毒感染者中一小

部分人的基因，因此目前还不清楚 B.1.1.7在

美国的流行程度。专家们估计，这种变异毒

株导致的新冠肺炎病例占美国新冠肺炎病

例总数的比例不到 0.5%。

研究人员在 1 月 15 日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周报》上报告说，虽然 B.1.1.7 现在可能处

于低水平，但它有可能导致美国新冠肺炎病

例数量激增，并在两个月内成为美国最流行

的病毒变异株。

在 这 项 新 研 究 中 ，科 学 家 们 模 拟 了

2021 年 1 月至 4 月间该病毒变异株在美国

的传播情况。他们发现，假设这种变种比

已在美国传播的其他病毒毒株的传播率

高 50%，并 且 约 10%到 30%的 人 对 此 前 的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产 生 免 疫 力 ，那 么 到 3 月

份，B.1.1.7 可能会成为导致美国人感染新

冠肺炎的“罪魁祸首”。

卫生官员说，由于 B.1.1.7可能传播力更

强，因此人们必须更严格地遵守公共卫生准

则，如戴口罩等以遏制其传播。研究人员警

告说：“尽早采取措施，效果会更好。”

该模型进一步指出，如果每天为 100 万

人接种疫苗，将有助于大幅减少由新变种导

致的病例数量，从而减少住院和死亡人数。

此外，即使 B.1.1.7成为美国的主要新冠

病毒，减少所有新冠病毒的传播，包括其他

变种的传播，也可以进一步降低 B.1.1.7的传

播程度。

在英发现的病毒变异株或很快在美蔓延
接种疫苗与严格遵守卫生准则有助降低传播力

英国曾在去年 12 月 30 日决定，将两次

新冠疫苗注射时间间隔由临床试验中的 3到

4 周延长至 12 周；此前，美国政府预留了一

批疫苗，用于第二剂疫苗的接种，但在严峻

的形势下，当局决定扩大接种人群范围，并

不再保留本用于第二次接种的疫苗。由于

新冠疫苗供应的稀缺，延迟或取消注射第二

支疫苗已成为部分国家的新方案。

全球疫苗剂量不足及更易传播的新冠

病毒变种的现状，引发了科学家之间关于如

何制定和实施疫苗最佳策略以保护人们的

争论。

据《科学》杂志最新消息，美国洛克菲勒

大学病毒学家保罗·比埃尼亚斯等人对此决

定提出质疑，认为延后第二剂疫苗注射时间

或将导致能够躲避疫苗抗体的病毒出现。

他们担心，上百万人等候第二剂疫苗注射期

间，只具有部分免疫能力，而延迟注射策略

可能刺激病毒以有害方式进化。

在《科学新闻》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美

国芝加哥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的病毒学家

拉蒙·洛伦佐—雷东多认为，如果由于延误注

射而导致产生免疫抑制作用的变体，进而传播

到很多人身上，那可能会对疫苗的有效性造成

打击。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出现了突变，阻止

了疫苗诱导的抗体与病毒的结合，或者导致抗

体的结合不紧密，那么与没有突变的变体相

比，该病毒变体可能更容易感染细胞从而引起

疾病。随着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地方

的病例激增，与病例数较少的情况相比，新冠

病毒更有可能积累逃避疫苗的突变。

然而，也有进化生物学家认为，还没有

足够多的证据显示单一突变会导致疫苗有

效性骤然下降。就以往经验来看，除季节性

流感病毒进化速度快、不断对疫苗产生抗性

之外，脊髓灰质炎病毒、麻疹病毒变异之后，

疫苗依然对之有效。

目前，科学家仍在检验疫苗所诱发的抗

体中和不同种类病毒的能力，并根据最新实

验数据在变异病毒出现之前做好预案；同

期，英国一项延长疫苗注射时间间隔的活体

实验也在进行之中。尽管专家尚无法得出

定论，但相信无论日后新冠病毒发生何种变

化，专家都已有所准备去应对。

第二剂疫苗延迟接种可能刺激病毒有害进化
专家担心这种策略会降低疫苗有效性

◎实 习 生 高行健
实习记者 张佳欣

国际战“疫”行动

据国外媒体报道，德国联邦教研部 1 月

13 日发表公报说，该部门将投资约 7 亿欧元

支持 3个氢能重点研究项目，以解决德国发展

氢能经济过程中的技术障碍，落实《国家氢能

源战略》。该战略提出，“绿氢”具有可持续

性，应支持扩大“绿氢”市场。

德国雄心勃勃的“绿氢”战略只是全球合

奏“绿氢”交响曲中浓墨重彩的一个乐章。路

透社在去年 12 月份的报道中指出，2020 年，

“绿氢”成为多国首选的未来绿色燃料，一年

内全球宣布了总额超过 1500亿美元的“绿氢”

项目。

“绿氢”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吗？清华大学

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氢燃料电池实验室

主任王诚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绿氢’要想‘飞入寻常百姓家’，必须改

善和提升相关技术，制定相关标准，而且，也

需要相关政策予以护航。”

“绿氢”引多国“竞折腰”

氢气燃烧的产物是水，因其环境友好性

被誉为“终极能源”，被视为解决能源资源问

题和环境危机的途径之一。

王诚解释称，现在氢主要从天然气或煤

炭中提取，被称为“灰氢”，提取过程每年排放

8.3 亿吨二氧化碳；把二氧化碳通过捕集、埋

存、利用，从而避免大量排放的氢，被称为“蓝

氢”；但最佳方案还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对水进

行电解提取的氢，即“绿氢”。

2020 年全球多国宣布重金投资氢能产

业。过去一年里，全球宣布了总额超过 1500

亿美元的“绿氢”项目。据挪威吕斯塔德能源

公司估计，目前总共有超过 70 吉瓦（1 吉瓦＝

10 亿瓦）的此类项目正在开发之中，到 2040

年可能会需要 2500亿美元的投资。

据王诚介绍，去年 7月，欧盟发布《欧盟氢

能源战略》，将“绿氢”作为欧盟未来发展的重

点。该战略计划到 2030年使氢能成为欧盟能

源体系内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成 40 吉瓦的

电解制“绿氢”产能，将“绿氢”产量提升至

1000 万吨。王诚说：“预计未来 10 年，欧盟各

国的氢能产业投资规模将达到数百亿欧元。”

德国高度重视“绿氢”能源，将其视为德

国能源转型成功的关键能源载体。《国家氢能

战略》提出 38项具体措施，涵盖氢的生产制造

和应用等多个方面。据德国每日新闻网 1 月

14日报道，在上述战略框架下，德国此次推出

的 这 三 个 项 目 名 为“H2Giga”“H2Mare”和

“TransHyDE”，分别探索解决电解槽批量生

产、海上风能制氢和氢气安全运输问题，预计

未来 4年将有 200多个合作伙伴参与其中。

在亚洲，日本、韩国已加快氢能布局规

划。日本于 2017 年 12 月公布了《基本氢能战

略》，该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走向无二氧化碳排

放制氢，特别是通过可再生能源制氢，形成整

个生命周期的零碳排放，实现氢能与其他燃

料的成本平价。

王诚说：“我国也在‘绿氢’这一未来能源

赛道上不断发力。2020年 12月 21日，我国发

布了《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提出

加速发展‘绿氢’制、储、用等氢能产业链技术

装备，促进氢能燃料电池技术链、氢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链发展。支持能源各环节多场景储

能应用，着力推进储能与可再生能源互补发

展。”

技术单一、产能小、成
本高是“拦路虎”

“目前，化石燃料制取的‘灰氢’仍占全球

氢气产量的 90%以上，‘绿氢’制取还存在技

术单一、产能小、成本高等瓶颈问题。”王诚一

针见血地指出。

王诚说，“绿氢”的主要制取方法有结合

可再生能源的电解水制氢、光催化分解制氢、

热化学法制氢、生物制氢等。电解水制氢技

术相对较成熟，主要包括碱性电解槽、固体聚

合物电解质（SPE）电解槽和固态氧化物电解

池（SOEC）三种电解装置，其中碱性电解槽是

目前能运用于大容量系统的有效技术，但产

能低，且电解槽的耐久性、可靠性仍有很大改

善空间。此外，在成本方面，制取一公斤氢气

约需 60 度电，“绿氢”的价格主要与可再生电

力成本相关，可再生电力度电成本必须降到

0.2元以下才与“灰氢”成本相当。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制约“绿氢”发展

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氢的远距离运输。液化

氢必须冷却到-253℃才能装运，为解决这一

问题，日本川崎重工业公司将在 2021 年初建

成全球首艘液化氢运输船。而运输以液态氨

形式储存的化合氢要容易得多，只需将它冷

却到-33℃。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大型氢出口

项目都在考虑运输绿氨。

对此，王诚表示：“作为‘绿氢’的化合储

存介质，绿氨的运输十分便利，但考虑‘绿氢’

的能源利用效率，应提升氢—氨—氢的转换

效率，并发展氨分解制氢的大容量装备、纯化

技术以及与终端产品的系统集成技术，逐步

使绿氨储氢环节融入氢能大产业链。”

技术创新、标准制定
和政策支持缺一不可

王诚指出，为进一步促进“绿氢”的发展

和应用，应在改善相关技术、制定标准和政策

等方面发力。

王诚认为：“在技术方面，应推进碱性电

解槽规模化制氢示范应用，进一步提升其实

用性，研发 SPE/SOEC 等新型电解水制氢技

术，攻关电解水制氢系统柔性耦合间歇、波动

可再生能源的工程技术难题，并大力开发光

催化分解制氢、热化学法制氢、生物制氢、核

能制氢等制氢新技术。”

在制定相关标准和评价体系方面，王诚

强调说：“化石能源制氢、电解水制氢、工业

副产氢等不同工艺生产氢的碳排放量不同，

如何在能源国际贸易大背景下确定不同工

艺碳排放标准，建立国际化的‘绿氢’量化标

准及评价体系迫在眉睫，这有利于引导高碳

排放制氢工艺向绿色制氢工艺转变，并促进

‘绿氢’跨国贸易。”

在政策方面，王诚建议我国应对“绿氢”

的生产销售进行补贴或奖励，提高“绿氢”供

给侧的积极性。而且，随着“绿氢”规模的增

长，“绿氢”将成为碳排放市场中重要的交易

内容，生产“绿氢”的企业还可以对碳排放配

额进行交易。这样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鼓励

下，“绿氢”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绿氢”迎来春天？三大问题仍待解决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记者 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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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余昊原）聚焦“科

技赋能，促进中马数字经济合作”主题，1月 15

日，由中国外文局、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

科技日报社联合主办，中国报道杂志社承办

的中马智媒合作论坛在线上召开。

中马两国的媒体、智库和科技企业的代

表，围绕“科技赋能未来——5G 时代智媒数

字化合作新前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中国报道杂志社社

长陈实在致辞中指出，以 5G 等数字技术为代

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解决和应对全球性的

发展难题和挑战提供了新的路径。当前国际

科技合作是大势所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传

播形势，中马双方智库和媒体数字化合作的前

景也是大有可为，双方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在开放合作中推动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马中友好协会会长拿督马吉德致辞表示，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马来西亚正加速产业的新

兴技术革新、推进数字化转型。5G 等技术是

中马双边合作的新兴领域，中马两国相互提供

合作支持，共同缓解疫情影响。他认为，未来

10年内，5G 技术将改变媒体和娱乐领域的整

体格局，中国在电子商务、短视频、直播销售、

网络游戏等新技术应用方面的先进经验对马

来西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期待中马两国媒体

和智库加强5G时代下的数字化合作。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表示，中马双

方探讨“5G 时代智媒数字化合作前景”具有

重大意义。他认为 5G 是一个划时代的信息

传输技术和连接技术，给整个传媒业发展带

来巨大冲击。在智媒时代，5G 技术将加速媒

体数据化驱动、智能化连接和智库化，推动了

媒体完成场景化沉浸、泛中心化和生态性建

设，为媒体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赋能，促

成万物皆媒的多方面再造。中马双方应抢占

先机，共同探索智媒合作的新前景。

中马智媒论坛聚焦5G时代数字经济合作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8日电 （记者冯
卫东）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当地时间

1月 16日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公布了新的

白宫科学领导团队成员。拜登表示，“科学

永远是我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他正在将

科学顾问职位提升到内阁级别，这将开创

白宫历史上的先例。

拜登说，他的科学团队将专注于五个

关键领域：冠状病毒大流行、经济、气候危

机、行业技术进步以及美国科学技术的长

期健康。

提名的白宫科学团队成员，包括科学

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总统科

学顾问埃里克·兰德；OSTP 副主任阿隆德

拉·纳尔逊；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联合

主席弗朗西·阿诺德和玛丽亚·祖伯。

埃里克·兰德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

大学医学院生物学教授、博德研究所（以其

在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方面的工

作而闻名）的创始人之一，是人类基因组图

谱绘制的主导者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在科

学文献中被引用过将近 500 万次。他曾赢

得诸多科学奖项，包括麦克阿瑟“天才”奖

学金和突破奖。兰德曾担任奥巴马政府总

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外部联席主席。

阿隆德拉·纳尔逊是一位美国作家和

学者，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她是

一位屡获殊荣的研究员，曾任哥伦比亚大

学社会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系首任院长，关

注科学、技术和社会不平等的交汇问题，最

近出版了新著《DNA 的社会生活：基因组

之后的种族、赔偿与和解》。

弗朗西·阿诺德是加州理工学院罗森

生物工程中心主任，专业领域为化学工程、

生物工程学、生物化学。她的关于使“酶进

行定向进化”的研究于 2018 年获得诺贝尔

化学奖，是该奖第 5 位女性得主。她的研

究促成了该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生物燃

料、制药等化工、生物工程领域。

玛丽亚·祖伯是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委员兼麻省理工学院负责研究的副校长，

曾参与超过六项 NASA 行星任务，这些任

务旨在绘制月球、火星、水星和小行星的

地图。

拜登宣布白宫科学领导团队新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