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8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18日发表一项

跨越人工智能及生物技术的研究，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团队研发的一个机器学习模型，可

用于预测科学文献中已发表研究的未来影响

力。目前，这个模型的打分可用来预测任意

年份发表的“前 5%的论文”，其将能补充当前

依赖论文引用量指标的文献计量分析系统。

现阶段，有许多系统都被用来评估研究

人员的科研产出，包括基于他们所著论文引

用量的指标。随着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的

兴起，科学家们认为可以从研究人员产出的

更多角度去评判他们发表研究的潜在影响

力。

为此，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推出了一

个机器学习模型，该模型能预测以时间为尺

度的网页排名分数——类似于用来给网页重

要性排名的指标，并提议将该模型用于评估

研究人员的产出。

为实现这个想法，科学家詹姆斯·维斯及

约瑟夫·贾科布森建立了一个名为“通过学习

预测高影响实现动态预警”的模型，并用科学

研究图谱加以训练。研究团队使用的数据

集 ，包 含 1980 年 到 2019 年 期 间 发 表 的

1687850篇具有唯一性的论文，从中得到了论

文发表后 1年到 5年与每例论文、作者、期刊、

网络相关的 29个特征。研究团队再用每篇论

文的特征训练一个机器学习模型，让这个模

型给出影响力“预警”分数。

在一次回顾性盲法研究中，这一最新模

型准确识别出了 1980 年到 2014 年间 20 项具

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中的 19项。这个模型

还预测，2018 年在 42 本生物技术领域期刊发

表的 50篇论文可能会跻身未来排名的前 5%，

这一结果将能以数据驱动的方式发现并让经

费流向那些“深藏不露”的好研究。

研究人员表示，在将这类模型应用于其

他研究领域前，仍需开展进一步测试，将该方

法在生物技术以外领域的表现与常规影响力

指数相比较，比如领域归一化的引用分数。

点石成金！AI成功挖掘论文“宝藏”
有助以数据驱动方式合理分配科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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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创新世界潮

科技日报北京5月18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

一种新工艺，可在 220 摄氏度下，一小时内将

90%的塑料转化为喷气燃料和其他有价值的碳

氢化合物产品，并且可通过简单微调反应过程

以生产市场所需的产品。该工艺使塑料的再

利用变得更容易、更具成本效益。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17日的《化学催化》杂志上。

近几十年来，废弃塑料的堆积造成了环

境危机，污染了世界各地的海洋和原始生态

环境。微塑料已经被发现进入了食物链中，

并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

然而，塑料回收一直很棘手。最常见的机

械回收方法是熔化塑料并将其重新塑形，但这

会降低其经济价值，损耗其用于其他产品的质

量。化学回收可将塑料生产成更高质量的产

品，但它需要较高的反应温度和较长的处理时

间，成本昂贵且过程烦琐。由于种种局限性，

美国每年只有9%左右的塑料被回收利用。

聚乙烯是最常用的塑料，从塑料袋、塑料

奶瓶和洗发水瓶到耐腐蚀管道、木塑复合木

材和塑料家具，聚乙烯被应用于各种产品。

在此次研究中，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

人员开发了一种催化过程，可以有效地将聚

乙烯转化为喷气燃料和高价值润滑油。他们

使用了钌碳催化剂和一种常用的溶剂，在 220

摄氏度的温度下，能够在一小时内将大约

90%的塑料转化为喷气燃料组件或其他碳氢

化合物产品，这比通常回收工艺更高效、使用

的温度更低。

研究人员之一、工程和生物工程学院副

教授林红飞表示，“调整工艺具有灵活性。这

种高效工艺的应用可能为从废聚乙烯中选择

性生产高价值产品提供了一种有前途的方

法。”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努力扩大这一工艺

的规模以实现商业化。

废塑料一小时内变身喷气燃料

5月10日至14日，以“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为主题的外国专家国情调研考察活动在江西
革命老区进行，本次活动由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联合组织，来自丹
麦、意大利、叙利亚、俄罗斯的外国专家学者们上井冈、下瑞金、走于都、访赣州，实地考察中国共
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和伟大壮举，亲身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新风貌、新气象。意大利建筑
学家罗杰威教授说：“伟大的国家是由伟大的人民创造的，中国壮观的革命历史和传奇的红色文
化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图为外国专家与当地居民自拍合影。 本报记者 寇勇摄

外国专家红色考察之旅

科技日报北京5月 18日电 （记者刘霞）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

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撰文称，他们基

于公民科学观察和详细算法，估计了包括鸸

鹋和企鹅等不会飞的鸟类在内 9700种不同鸟

类的数量，这项新大数据研究表明，世界上约

有 500亿只鸟，这是科学家首次对其他物种进

行全面统计。

研究小组汇聚 eBird 上近 10 亿次鸟类目

击记录得出了上述数字。eBird是一个记录公

民科学家观察鸟类的在线数据库。2010年至

2019年间，60多万名公民科学家将自己的发现

贡献给 eBird数据集，运行 eBird网站的康奈尔

鸟类学实验室免费提供了这些数据。利用这

些数据和详细的案例研究，研究人员开发出了

一种算法来估计每种鸟类的实际数量。

研究发现，只有四种鸟类跻身研究人员

所说的“十亿俱乐部”：家麻雀有 16 亿只、欧

洲椋鸟有 13 亿只、环嘴鸥有 12 亿只、谷仓燕

子有 11 亿只。此外，许多鸟类的数量以百万

计，如彩虹鹦鹉有 1900万只、硫冠凤头鹦鹉有

1000 万只、笑翠鸟有 340 万只。但有些鸟类

的数量很少。据估计，参与这项研究的鸟类

中，约 12%的鸟剩下不到 5000只，包括中国凤

头燕鸥、噪薮鸟和华氏秧鸡；而罕见的黑胸纽

扣尾仅剩约 100只。

最新研究主要作者科里·卡拉汉博士说：

“虽然这项研究的重点是鸟类，但我们的大规

模数据整合方法可以用于计算其他物种的数

量。量化某个物种的丰富度是保护这种物种

关键的第一步。通过正确计算物种现有的数

量，我们可以了解哪些物种可能是脆弱的，并

且可以跟踪其数量随时间如何变化。”

该研究另一作者威尔·康威尔副教授说：

“我们将在五年或十年内通过重复这项研究

来判断这些物种的生存状况。如果它们的数

量下降，这可能是我们生态系统出现问题的

真正警钟。”

该研究数据集包括几乎所有（92%）现存

鸟类的记录。不过，研究人员表示，剩下 8%

不太可能对总体估计产生太大影响。

康威尔说：“eBird 等大型全球公民科学

数据库，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研究宏观生态学

的能力，这类数据在十年前根本无法获得。”

大数据发现全球有500亿只鸟
家麻雀等 4种跻身“十亿俱乐部”

伦敦金融城与中英工商
界联合举办的“中英携手，爱
心传递”公益活动以“共同战

‘疫’，命运与共”为主题，彰显
中英携手共同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信心。

图为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
学生们演唱《黎明的编钟声》。
这首歌由比利时、中国和英国
艺术家共同创作（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韩岩摄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8日电 （记者刘
霞）据瑞士苏黎世大学官网 17 日消息，该

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项新技术，使人体

能在需要治疗的确切位置按需产生治疗药

物。这项创新可以减少癌症治疗所带来的

副作用，也有望更好地将药物递送到肺部，

为治疗新冠肺炎提供解决方案。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修改了名为

腺病毒的常见呼吸道病毒，使其能像特洛

伊木马一样，将治疗癌症的基因直接递送

到肿瘤细胞中。与化疗或放疗不同，这种方

法对健康细胞没有伤害。而且，一旦打入肿

瘤细胞内部，这些被递送的基因就“化身”为

治疗性抗体、细胞因子和其他信号物质的模

板，引导癌细胞自身产生上述治疗物质，从

内到外清除肿瘤。正如最新研究负责人谢

娜·史密斯所指出的：“我们通过肿瘤自身

产生抗癌药物来诱使其自行消除”。

研究人员称这一技术为“屏蔽、重定位

腺病毒”（SHREAD），它建立在这项研究另

一负责人、该校生物化学系教授安德瑞斯·
普吕克通团队设计的关键技术的基础上，这

些关键技术包括将腺病毒引导到身体特定

部位，使其不被免疫系统发现等。

实验结果表明，利用 SHREAD 系统，

科学家使肿瘤在小鼠乳腺中产生了一种临

床认可的乳腺癌抗体——曲妥珠单抗。而

且他们发现，几天后，SHREAD 在肿瘤中

产生的抗体比直接注射药物的多。此外，

SHREAD 在血液和其他可能发生副作用

的组织中的浓度明显较低。

此外，他们还使用一种复杂的高分辨率

三维成像方法，将身体组织呈现为完全透

明，以展示体内产生的治疗性抗体如何在肿

瘤血管中形成孔隙并破坏肿瘤细胞。

研究人员称，SHREAD 不仅适用于防

治乳腺癌，也适用于递送各种所谓的生物制

剂——强大的蛋白质基药物。他们正将这

一技术应用于一个治疗新冠肺炎的项目中。

他们解释称，腺病毒载体已经被用于数

种新冠疫苗中，“通过吸入气雾剂给病人开

展 SHREAD 疗法，可以在最需要的肺细胞

中有针对性地产生新病毒抗体治疗，这将降

低成本、增加新冠肺炎疗法的可及性”。

相信关注新冠疫苗的朋友对腺病毒这

个名词已经不陌生。腺病毒载体疫苗，插入

了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基因，被重新组装的病

毒进入人体后，就会复制这一蛋白，让免疫

系统启动免疫应答，并记住新冠病毒的样

子。这次研究人员开发的新技术，可以让腺

病毒躲过免疫系统侦查，悄悄进入身体特定

部位，在该部位招兵买马，产生抗体，还能诱导

癌细胞“叛变”，自己治疗自己。小鼠实验和三

维成像都显示，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它能

治疗癌症，还有望更好地治疗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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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莫斯科 5月 17日电 （记者

董映璧）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和俄罗斯科

学院远东分院自动化过程控制研究所科研

人员开发出一种激光打印硅纳米颗粒的技

术。该技术的优势在于速度快、制造成本

低，能够用颗粒覆盖大面积的区域。这将

使虚拟现实（VR）眼镜和其他电子产品变

得更小，制造成本更低。

硅纳米颗粒是生产微型光电开关、超

薄计算机芯片、微生物传感器和遮蔽涂层

以及“超表面”的构建基础。借助激光印刷

的硅“纳米块”可以控制入射到其上的光波

的振幅、光谱和传播方向等主要特性。由

此，可以通过实现光波的聚焦来获得图像，

从而完全抑制光波在所需方向上的传播。

通过激光在基板上印刷的硅纳米颗粒

阵列形成的“超表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景。这些领域包括光子计算机芯片、传感

器和大量基于光学元件的设备，如 VR 眼

镜等。建立在仅一层硅纳米颗粒“超表面”

上的电子元器件会更薄、更轻、更便宜。

俄远东联邦大学研究生、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分院自动化过程控制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谢尔盖·休巴耶夫称，利用激光打印可

获得厚度只有一个粒子的平面光学元件，

例如微型透镜或衍射光栅，而这些是用于

太阳镜偏振透镜、空气质量评估或者恒星

研究中的主要元件。他说，得益于先进的

技术，打印中硅半球可以快速廉价地覆盖

大面积的基板。此外，在表面上的每个点，

可以通过主动使用激光束的直径和被动使

用原始硅膜的厚度两种方式控制纳米粒子

的大小和性质。

俄远东联邦大学太平洋量子中心高级

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自动化过程

控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库奇米扎

克说，硅是一种廉价材料，具有最佳的折射

率和光学损耗比，以及对环境条件的化学稳

定性，是可见光区工作的纳米光子学构件的

理想材料，包括可穿戴设备和VR装备的光

学元件。他指出，寻求从硅获得纳米结构的

经济高效且灵活的技术是一种全球研究趋

势，其背后是纳米光子学发展的新前景，硅

超表面的激光印刷是此项技术之一。

俄开发激光打印硅纳米颗粒技术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8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 17 日发

表的一项建模研究显示，一些珊瑚会将组

织内共生的藻类更换成更耐高温的种类，

这一行为的目的，应是帮助它们自身在温

和的全球气候变化情景下存活。研究结果

对于珊瑚礁种群退化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气候变化造成的海洋热浪越来越频

繁，对世界上的珊瑚礁构成了严重威胁。

气候变暖会使珊瑚将生活在其组织内提供

营养的共生藻类排出，这将导致珊瑚白化，

使珊瑚更容易受到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影

响。这已经是海洋暖化的一个公认影响。

不过，珊瑚耐热阈值极易受到共生藻类型

的影响，而共生藻本身具有很高的遗传多

样性和适应潜力，提示了它们在提高珊瑚

适应性方面的潜在作用。

此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研究

团队开发了一个模拟珊瑚对升温和海洋酸

化反应的全球生态与演化模型，并用该模

型模拟了 1925 个珊瑚礁在四种气候情景

下的反应。模型纳入了两种互为竞争的珊

瑚物种，这两个物种会通过共生藻更换机

制（用耐受力更好的共生藻类型取代现有

类型）或通过共生藻演化机制，来应对未来

海洋暖化和酸化给自身所带来的影响。

模型显示，更换机制比演化机制更有

效，对珊瑚礁退化影响最大的是海洋暖化，

而不是酸化。不过，全球模式最终将取决

于升温的影响和具体的适应机制。

虽然该模型只是对珊瑚生态及演化的

简化表示，但研究结果增进了人们对珊瑚

适应性的理解，这将帮助指导珊瑚礁保育

工作，提示未来的研究方向。

去年 12 月份发表的一项同类研究表

明，珊瑚与共生藻类的关系，其实可以帮助

白化珊瑚在持续温暖的水域中恢复过来，

但只有在当地没有强烈的人类干扰的情况

下才可以实现。这意味着，珊瑚可能有多

种途径在长期热浪中生存下来，它们有可

能抵御白化或从白化中恢复过来，这些途

径受其共生关系的影响。而以上两项研究

都可能对管理珊瑚和预测它们对未来气候

变化的反应产生影响。

珊瑚为适应气候变化更换共生藻类

近年来，中英两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

不断稳步发展。

2018 年，于伦敦召开的中英科技创新合

作联委会第 9次会议上，双方就中英联合科学

创新基金（英方称“牛顿基金”）、中英旗舰挑

战计划、中英创新创业与人员交流合作等达

成多项共识。

今年 5 月 12 日，中英科技创新合作联委

会第 10次会议如期而至。

当前，在全球面临疫情、气候变化、人类健

康、粮食安全等重大挑战的特殊背景下，中英两

国如何共同作出更多贡献，是中英科技合作领

域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了

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科研创新副部长

阿曼达·索洛维，探求两国科创合作新机遇和新

空间。

旗舰挑战计划取得长
足进步

索洛维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旗舰挑战

计划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农业技术和

健康老龄化方面。这是中英两国科学、技术

与创新联合战略的一部分。

第一个旗舰挑战是在农业技术领域。索

洛维表示，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智慧农场项

目试点的一系列技术已经帮助中英两国最大

限度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今年年初，英国还

通过中英智慧农业项目启动了 8 个联合研究

项目，旨在帮助农业减少对环境影响的同时

实现经济增长。

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

果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

势。英国也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压

力。而中英合作的第二个旗舰挑战主题正是

人口老龄化。

索洛维说：“在联合计划下，我们正在开

发创新的解决方案，帮助解决两国人口老龄

化的现实问题，从而让老龄化的人口在更长

时间内保持其积极、独立的社会成员地位。”

产学研、疫情合作硕
果累累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科研人才交流合

作，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中英

两国也在进一步探索支持两国科研人员开展

产学研合作，为科研人员和创新创业者交流、

培训、合作搭建有利平台。

据索洛维介绍，通过与中国领先的资助机

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

中国处促进了与中国的联合研发项目，总投资

额为3.6亿英镑，涉及350多家合作机构和企业。

谈到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表

现，索洛维称：“中国一直是英国应对新冠肺

炎的重要医疗物资来源地。两国的抗疫合作

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索洛维表示，牛津大学与广东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合作分析了来自广东的新冠病

毒基因组序列，这有助于揭示病毒传播模

式。此外，两国企业加强了联系与合作。英

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已与康泰生物签署了牛

津—阿斯利康疫苗的生产协议。

“正如约翰逊首相和习近平主席所说的

那样，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疫情，这

其中包括疫苗的开发和分销。”索洛维说。

科技创新是两国携手
应对全球问题的关键

展望未来中英两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发

展，索洛维表示，如果我们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更好地重建全球社区，并解决疫情大流行的防

范、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科学、技术

和创新将至关重要，它也是两国合作的重点。

“我感到高兴的是，在今年的中英科技创

新合作联委会第 10 次会议上，两国承诺共同

努力，通过大健康项目应对疫情大流行。”索

洛维说。

此外，索洛维表示，中英两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合作也源远流长。“我们将在 2021

年英国主办第 26届气候变化大会和中国主办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的特殊机遇下进行合作，共同作出有意义

的全球承诺，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

索洛维还提到，中英两国都提出了相应

的碳中和目标，她表示：“我很期待在这一重

要议程上看到两国的进一步合作。”

中英科创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大有可为
——专访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科研创新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