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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张佳欣

今日视点

量子计算机、纳米抗体、哲学新逻辑……

从微小到宏大，2021年将带来哪些技术突破？

以下是近期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官网发布的

预测。快来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技术呢？

行为互联网

处理器通常被解释和描述为计算机的计

算大脑。如果现在有数十亿台计算机通过网

络相互连接，人们可能会发现，这样的连接就

像大型的人工神经系统。就像自然的器官系

统一样，它既能够吸收外部发展，又能够吸收

内部变化，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做出反应。

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表示，在当前的行

业发展阶段，它们的专家又推出一个新的概

念：行为互联网。2009年，英国物理学家斯蒂

芬·沃尔夫拉姆提出的“计算知识引擎”对这

一概念的基本技术特征进行了设计；心理学

家格特·尼曼于 2012 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进一步开发了这一技术。苹果和微软在 Siri

和必应（Bing）等应用程序上都以此为基础。

2021年可能是行为互联网之年。该网络

起源于所谓的物联网，即机器之间相互连通的

网络。但如今，大多数人已经无法理解为之设

计的人工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设备完

全自成一体。不仅如此，它们还具备了从不断

变化的环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并根据这些结

论做出（具有开创性的）决策的技术能力。

任何曾经在亚马逊下过几笔订单，并在之

前购买的基础上看过亚马逊算法推荐的人都

知道，这些建议有多么智能。因此，机器可以

通过数据评估来塑造其他机器的行为，进而影

响消费者的行为。而由此衍生出的系统，需要

传统的自然思维者具备强大的神经来应对。

深入太空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成本为5亿美元，

原定于2007年发射。由于各种延误和意外，日

期不得不推迟，目前耗资已超过100亿美元。但

现在似乎可以确定，韦伯望远镜最终将在今年

10月发射。

科学家的期望是巨大的。多年以来，许

多书中都表达了进一步了解太空的愿望，但

似乎只有通过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才能实

现。韦伯望远镜的主镜直径将达到 6.5米，而

哈勃望远镜只有 2.4 米。这意味着高度灵敏

的韦伯望远镜将具有 7 倍的可用面积来收集

电磁辐射。与之前的产品相比，它的工作范

围直至中红外波段，让我们得以触及宇宙中

更加深远的曾遥不可及的角落。从宇宙诞生

后形成的第一批最年轻的星系到外星中生命

存在的线索，韦伯望远镜都将是我们探索宇

宙的唯一希望。

竞速无人机正在普及

今年，无人机的飞行将有所不同：对于雄

心勃勃的业余爱好者来说，竞速无人机将是

可控操控的，也是可以被买到的。不同于以

往电影般的风景视频，这一次，人们可以使用

竞速无人机生动的自由式飞行动作来制作极

其“狂拽炫酷”的视频。这些无人机飞行时可

以更加靠近物体，其速度和加速度都设定了

新的标准，可以在不到两秒的时间内从 0加速

到 100km/h。站在地面上的飞行员可以通过

视频眼镜观看具有第一人称视角（FPV）的竞

速无人机实时显示的视频图像，几乎没有延

迟。他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注视着手机显示

屏，而是可以从无人机的角度体验飞一般的

感觉，就像鸟儿一样。所有这些都已经可以

实现，但仅适用于将无人机、视频眼镜和运动

摄像头组装在一起使用的业余爱好者和专业

人士。这些自组装的无人机一次充电通常只

能飞行几分钟。

现在，技术正在越来越大众化。视频眼

镜、相机、遥控器和无人机可以一站式购买。

尽管新型 FPV 无人机比传统无人机速度更

快，其电池续航时间也可以超过 20 分钟。今

年，还将出现一些新的遥控器，这些遥控器不

再是与操纵杆一起使用，而是可以手动操

作。使用视频眼镜时，还需要一个“观察者”，

即在飞行过程中观察无人机并用 FPV 眼镜警

告飞行员存在危险的人。还有一点：如果用

于虚拟现实的视频眼镜还未流行开来，那么

现在，人们可以使用新型 FPV 无人机体验虚

拟现实眼镜的“第二春”。

对抗病毒的纳米抗体

如果在 mRNA 疫苗取得历史性的成功

之后，且最终能够实现人们所期望的治疗上

的突破，那么人们最终将如何看待对抗新冠

病毒的痛苦斗争呢？

理想的做法是量身定做一种廉价的针对

病毒的药物，这种药物可以作为鼻腔喷雾剂或

糖衣药丸，就像精确武器一样，瞄准病原体最

脆弱的区域。如今，这个制药奇迹不再是一个

空想，而是一个真实的选项。今年，在全世界

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它就是“纳米抗体”。

新冠肺炎的研究中，经典的所谓单克隆

抗体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其生产成

本昂贵，而且在动物细胞中繁殖的抗体产量

很低。相比之下，纳米抗体是人类抗体的一

种迷你瘦身版本——更稳定、更普遍、更易分

配。此外，它们可以在酵母或细菌生物反应

器中大量生成。

上世纪 80 年代末，人们在羊驼和骆驼的

血清中发现了第一种微型抗体。同时，它们

也可以人工合成，甚至可以用在洗发水中（以

防皮肤问题）。它们的成效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都不尽如人意。随着新冠药物研究的大规

模升级，生物技术纳米抗体已经被开发出来，

在疫情大流行的人类临床试验中，它可能很

快被证明是一种全新的抗病毒物质类别。

哲学的新逻辑

如今，从世界贸易到新冠病毒感染人数

的记录和分析，无论什么情况、出现什么样的

严重问题，数学总是及时且有效的。相反，哲

学则负责一些思想学科，这些学科应该可以

帮助我们判断当事情在某处变得严重时到底

意味着什么：伦理学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认

识论、意识形态。

遗憾的是，如今大学里有关数学的哲学

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 100多年前的

数理逻辑水平。这令英国数学哲学家戴维·
科菲尔德感到非常担忧，于是他借助最新的

数学基础之一，即所谓的同伦类型论，着手开

发了“哲学的新逻辑”。这种逻辑希望确保日

益计算机化的数学实践，例如，在创造证据

时，既能与机器兼容，又能为人们所理解。

经过几年的准备工作，到 2020 年，戴维·
科菲尔德的《模态同伦类型理论——哲学新

逻辑的前景》一书出版。但出乎意料的是，由

于疫情，围绕该书内容的讨论主要在网上进

行，但疫情并没有减慢这一讨论的步伐，反而

加速了这一讨论。

今年，这一讨论还会继续并朝着一种逻

辑的方向发展，这种逻辑可能不会是纯粹自

动的，也不是人类常用的方式。当我们不再

只是思考、设计和讨论，而是使用和体验它们

时，才可能会找到合适的词语。

争夺量子位

除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被认为是 IT

领域的下一次革命。因为它是根据量子物理

学的规则计算的，所以这台机器应该能够以闪

电般的速度搜索大型数据库，以极快的速度处

理海量数据，并破解任何以前被认为是安全的

代码。因此，争夺最强大的量子计算机的竞赛

仍在继续，这将使任何超级计算机黯然失色。

谷歌、IBM、微软等公司在这方面投入了

大量资金，欧洲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也获得了

大量资金来制造量子计算机。害怕掉队的担

心可以理解。毕竟，2019 年美国谷歌公司推

出的 53个“悬铃木”量子计算机和前不久问世

的中国“九章”量子计算机已经证明，它们解

决特殊数学问题的速度比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还要快。当计算机制造商 IBM 宣布将在 2021

年推出其量子计算机王牌——一台拥有 127

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但这只是初步阶段，

2023 年，该公司的工程师们想要制造出 1000

量子位的计算机。其他公司也将进一步升级

他们的量子计算机。毕竟，系统的计算能力

随着量子位数的增加而呈指数型增长。

然而，尽管取得了各种进展，但到 2021

年，可能仍然不会有通用的容错量子计算机，

即像传统计算机那样可自由编程的量子计算

机。量子系统将继续完成其最初的构想：作为

复杂的物理和化学过程的有效模拟器，这些困

难的物理或化学过程很难以传统方式实现。

少样本学习

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成功的一个基本

秘诀是不断增加资金的投入：更强的计算能

力、更多的员工和更多的数据。计算机学会

了如何识别对象、如何将单词和句子从一种

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者智能地回答问

题。人工神经网络的工作效率之所以如此之

高，是因为它们可以被广泛训练。

现在，人们正试图开发人工智能中一个

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即让机器从少量样本

中就可以快速学习，用“小数据”代替了“大数

据”，即“少样本学习”。例如，在德国，图宾根

人工智能科学家马蒂亚斯·贝特格就在从事

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这方面的进步使计算机的技能进一步接近

人脑成为可能。人脑的学习技能被反复用作机

器学习的参考，因为人们通常无需从海量例子

中学习东西，所以小孩子不需要看成千上万张

老虎或大象的图片，就能在其他图片上或在动

物园里独立地识别大象是什么、老虎是什么。

但这并不是这个领域令人兴奋的唯一原

因。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存在像

互联网上的购买行为或搜索行为那样多的海

量数据。许多行业的人工智能是否会取得突

破将取决于程序能否在更少的学习样本基础

上变得与人脑一样有能力。

踏上新征程！德媒预测今年七大科技趋势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小组确立了

利用人 iPS 细胞培养具有黏液素分泌功能

的功能性结膜上皮的新方法。

眼球表面主要由结膜上皮和角膜上皮

组成，角膜覆盖在黑眼球部分，结膜覆盖在

眼睑内侧和眼球表面至黑眼球周围的部

分。这些部分必须相互配合工作才能有良

好的视力。结膜上皮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向

泪液中分泌黏液素来保护眼球表面。如果疾

病或炎症等导致结膜的黏液素分泌功能减

弱，眼球表面会变得干涩，从而发生干眼症。

研究成果通过iPS细胞诱导分化此前难

以获得的人结膜细胞，可作为分析结膜和角

膜等眼表上皮的功能和明确其发育过程的研

究工具使用。此外，还有望用来研究靶向结

膜细胞治疗干眼症等眼部疾病的新药。

利用 iPS 细胞成功培养眼结膜上皮

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了将

电极佩戴到头部测量脑电波，并再现听到或

想到的声音的方法。在一个简单的实验中，

AI以约80％的精度复原了受试者的声音。

大脑会随着神经细胞的活动产生电和

磁，脑血管的血流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利用脑电波仪和磁共振成像装置捕捉这种

变化，调查活跃的大脑区域等研究正在进

行中。

此次，研究小组开发出了被认为难以

准确再现的听觉相关的解读技术。可以利

用 AI分析脑电波仪取得的数据，读取并复

原听到的声音或想到的声音。

在实验中，研究团队向 10 位受试者播

放了频率成分振幅相等的“白噪声”，让其

从音源中辨认“a”和“i”两种元音。通过佩

戴在头皮上的 32 个电极读取了听的过程

以及之后回忆时的大脑活动。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整编 本报驻日本记者陈超）

AI 将大脑听到或想到的声音传给对方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7日电 （记者刘
霞）自 2012年首次“现形”以来，希格斯玻色

子便令无数科学家趋之若鹜去研究其特

性。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16日报道，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近日发现了希格斯

玻色子衰变为两个轻子（带相反电荷的电

子或μ子对）和一个光子——“达利兹衰

变”的首个证据，这是研究人员在大型强子

对撞机（LHC）上发现的最罕见的希格斯玻

色子衰变之一，有助科学家发现新物理学。

希格斯玻色子寿命不长，会很快衰变

为质量较小的粒子。借助粒子物理学标准

模型（以下简称标准模型），科学家能预测

希格斯玻色子可以衰变成哪些不同的基本

粒子，“常见”的是衰变为两个光子。他们

还可以估计希格斯玻色子衰变为不同粒子

组合的频率——衰变为一个光子和两个轻

子的情况极为罕见。在最新研究中，超环

面仪器实验（ATLAS）和紧凑缪子线圈实

验团队正是发现了上述罕见衰变的证据。

ATLAS团队粒子物理学家詹姆斯·比查

姆解释称，在这一衰变中，希格斯玻色子很

快会变成一个光子和一个“虚拟光子”，“虚拟

光子”随后会立即变成两个轻子。“虚拟光子”

的质量非常小，普通光子则完全无质量。

比查姆补充道：“这两个轻子‘几乎手

牵手撞到我们的量热仪上’”，LHC 的量热

仪是阻止粒子碰撞产生粒子的工具。当这

些粒子被量热仪阻挡或“吸收”时，科学家

可以发现并研究它们。虽然科学家此前预

测，希格斯玻色子存在这种衰变，但新发现

是“此类衰变首个证据”。

他随后补充说，“高亮度LHC”拟于2022

年3月“王者归来”，届时，预计将会产生大量

新数据，研究人员有望直接观察到这种罕见

的衰变，详细研究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质，从

而对标准模型进行更严格的测试。

研究人员称，通过研究这种罕见的衰

变，他们可以探索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学的可能性。比查姆说，标准模型解释了

很多有关物理宇宙的现象，但无法解释引

力和暗物质。

这是整个亚原子界最闻名遐迩的小东

西，长期以来占据着整个粒子物理学界的研

究最中心，这一点，无论希格斯玻色子被发现

之前还是之后皆如此。“希格斯粒子的发现

不是粒子物理的终结，而是新物理的开端”，

今天的这项研究，就很好的验证了这句话。

尽管从现在的实验我们还无法捕捉到这背后

的新物理是什么，不过已然可看到一个华丽

精致的理论通过实验加以证实，再衍生出了

新的理论和技术，最终，其还将再次走出实验

室，帮助科学家去开启更雄心勃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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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莫斯科2月17日电（记者董
映璧）莫斯科国立心理与教育大学在世界

上首次发现了与大脑听觉皮层工作有关的

自闭症患者言语障碍的原因。这些发现正

在深刻改变对自闭症障碍机理的理解，并

可能成为新的康复方法的基础。相关研究

结果近日发表在Molecular Autism杂志上。

莫斯科国立心理与教育大学研究人员

指出，自闭症患者言语迟缓的主要原因被

认为是与成年人沟通的障碍。然而，他们

的最新研究首次揭示了阻碍言语发展的重

要神经生理因素——大脑左半球听觉皮层

的反应迟缓。

医学研究发现，左半球听觉皮层对复

杂声音刺激的处理方式与右半球不同，可

以提供较高的信号分析速度，因此在处理

语音时，左半球占主导地位。莫斯科国立

心理与教育大学脑磁图描记术中心的首席

研究员叶列娜·奥列霍娃说：“视觉信息是

静态的，而语音会不断变化，因此信息的听

觉通道需要极高的处理速度。为了使听到

的单词被大脑识别，听觉皮层必须有时间

在听到单词的每个声学元素时对其进行处

理。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用耳朵感知熟

悉的但不是母语的语言。”

但研究人员解释说，不可能通过评估

对言语的反应来测试听觉皮层的反应速

度：大脑对语音信号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技能和注意力，而患有自闭症儿童

的技能和注意力明显低于普通儿童。因

此，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只选择了可听语音

的声学特性之一——声音的频率，即短时

间内的可重复性。

叶列娜·奥列霍娃说，左半球、右半球听

觉皮层对周期性信号的处理方式不同，并且

只有左半球的处理方式对言语的感知和学习

很重要。通过向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和正常的

儿童提供尽可能中性的周期性声音——定

期的咔嚓声，我们能够评估两个半球听觉皮

层的反应速度。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儿

童相比，患自闭症儿童的左半球听觉皮层的

神经反应迟缓，而右半球的神经反应与正常

儿童没有差异。她称，这项发现首次表明，

自闭症障碍会影响低水平的语音处理。

俄首次找到自闭症患者言语障碍原因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宏策）近日发表在

《欧洲流行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冠

病毒自 2019 年 11 月已在欧洲出现，并开始

在法国传播。

法国国家卫生医学研究所、凡尔赛圣昆

汀-伊夫林大学、索邦大学和发展研究院联

合开展一项名为“SEROCO”的大规模回溯

研究，针对来自法国 12 个地区的 9144 份志

愿者血清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并在 2019

年 11月采集的样本中检测出痕量抗体。

此次检测的 9144 份血清样本都来自法

国最大的流行病学生物库“康斯坦茨”，收集

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之

间。“康斯坦茨”项目于 2012 年启动，收集全

法多达 21万名志愿者的医疗数据，用以监控

法国流行病传播情况。

这些血清样品被送往马赛新兴病毒科

进行分析，在 3.9%的样本（353 份血清）中检

测到新冠病毒痕量抗体，证明其身体当时已

在抗击新冠病毒。其中，2019 年 11 月采集

的血清中有 1.9％抗体检测为阳性，12 月为

1.3％，2020年 1月增加到 5％，2月为 5.2％，3

月则达到 6.7％。

参与研究的传染病学专家玛丽·赞对此

表示：“研究团队先从 2020年 1月至 2月期间

采集的样本开始分析，发现了比预期多得多

的阳性案例，因此决定从 2019年秋季样本分

析。”

作为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皮埃尔-路易

斯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法布里

斯·卡哈教授表示：“这些阳性案例显示，新

冠病毒于 2019年 11月至 12月在法国的感染

率已达到千分之一。这些病例并非聚集在

某些地区，而是零星散布在法国各地。”

样本检测后，研究团队继续调查阳性案

例的临床细节（包括血清捐赠者及其亲属）

和可能的接触史（包括旅行史）。目前有 11

人参与了进一步调查，其血清采集于 2019年

11 月 5 日至 2020 年 1 月 30 日。其中，6 人报

告没有症状，但 5 人在抽血前几周有疲劳、

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出现无法解释的肺

炎。另有 8 人报告其密切接触者中有相关

症状，因而有潜在的感染风险。其中，一名

30 岁左右的女性表示，她的工作搭档曾在

2019 年 10 月有很严重的咳嗽；一名血清捐

赠者曾于 2019 年 11 月前往西班牙，其间接

触一名于 10月至 12月患上不明原因肺炎的

家庭成员；还有一名捐赠者为医生，其接触

感染者的可能性较高。

此次研究并未涉及 2019 年 11 月之前的

血清样本。玛丽·赞表示：“现在的问题是，

法国是否在 2019年 9月甚至 8月就已出现新

冠病毒。”

目前法国确认的首例核酸检测阳性病

例于 2019 年 12 月底在巴黎北郊塞纳-圣丹

尼住院。此外，法国阿尔贝·施韦泽医院医

学影像部门曾于 2020 年 5月发表公告，该院

通过重新分析 2019 年 11 月以来入院病人的

数百张胸片底片，发现最早一例 11 月 16 日

入院患者呈现新冠肺炎病变特征，并判断其

当时感染新冠病毒的结论相对可信。截至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证实新冠病毒自 2019年

11月已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传播，最新报告为

此提供了更为直接和有力的证据。

《欧洲流行病学杂志》研究报告表明：

新冠病毒 2019年 11月已在法国传播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7日电 （记者张梦
然）先进的基因测序技术，在此次人类针对

新冠病毒的生物学研究和进化方面提供了

非常宝贵的信息。英国《柳叶刀》期刊近日

发表社论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各国在基

因组测序水平的巨大差异，威胁着所有国家

监测和应对疫情的能力。而全球基因组实

时监测，必须是公共卫生措施资源库中的关

键工具，并成为卫生对策基础。

文章称，一些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等

人士，此前从未对一种病毒的近 30000 个核

苷酸进行过如此密切的研究。充分了解新

冠病毒的 RNA 序列是鉴定的关键，及早地

共享其基因数据不但有助于诊断技术的快

速研发，也是疫苗能快速生产的“功臣”。

而将测序与流行病学数据相结合，则可

提供有关新变异毒株的实时信息——譬如

近期发现的三种变异，引起全世界人们的高

度关注，其动态变化的进程依然令人担心，

其中一些变异似乎更容易传播；此外，科学

家还发现了一些突变，其会使人群对几种单

克隆中和抗体产生抗药性，并降低恢复期血

浆的有效性。这些意味着，公共卫生响应必

须适应这种发展，及时地发现突变，以保持

医疗对策的有效性。

疫情中的测序工作仍在不断进展中。

英国“COVID-19基因组学联盟”表示，到今

年 3 月，该机构将把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的

工作量增加到每周 2 万次；世界卫生组织则

呼吁非洲国家“建立并加强”基因组监测，并

要求各国通过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网络，每

月至少向测序实验室运送 20 个样本；在美

国，总统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亦承诺

将扩大基因组监测的规模。

但社论文章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对新

冠病毒基因组的监测工作仍然参差不齐。

数据显示，以每千例病例的病毒基因组为单

位，许多高收入国家（如冰岛、卢森堡和日

本）进行的测序工作最多，而像伊拉克和委

内瑞拉等国家的测序工作最少，一些非洲国

家根本没有测序数据。

另一方面，冈比亚、赤道几内亚和塞拉

利昂的测序率，会高于法国、意大利或美国，

这也表明经济实力并不是影响测序能力的

唯一因素。非洲疾病防控中心表示，非洲已

经能够利用从其他传染病暴发中获得的技

术知识，去迅速适应新冠疫情。

《柳叶刀》最后给出了一个基因组监测系

统的理想状态：首先，其无需对每位患者的病

毒基因组进行测序，但测序水平应当能够充

分检测并跟踪突变及其影响，这是卫生系统

的核心能力，无论是对现在的新冠病毒，还是

对未来的新发疾病；其次，需要了解变化对病

毒生物学的影响，并将研究结果与临床数据

相联系，以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最后，

新冠病毒不分国界，因此，有效的病毒基因组

监测需要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在任何疫情

暴发时，都必须将测序工作广泛落实。

《柳叶刀》社论：

疫情之下 基因测序水平应是卫生系统核心能力

自 2019 年 4 月开
始，卢森堡综合生物银
行为法国“康斯坦茨”生
物库存储了来自 9500
名志愿者的近 25 万管
尿液和血液样本。计划
到 2021 年 7 月将储存
来自85000名志愿者的
220万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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