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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巴西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可再

生能源装机总量位居南美洲国家第一位。其

中，水电约占巴西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的

76.8%。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巴西化石

能源供给日趋紧张，煤炭和天然气均需大量进

口。为降低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培育本国可

再生能源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巴西政府计划

到 2030年前，使水电装机占比降至 56%，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占比分别增加至11.6%和3.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佩

雷拉称，中国与巴西的可再生能源合作本身

是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中国风电、光伏产业装机容量都位居世界首

位，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和完整的产业链，而

巴西水能、太阳能和风能资源相对比较丰

富。巴西政府强调清洁、高效、可再生能源在

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鼓励中巴两国政

府、学术界和企业界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

两国在水电项目等方
面合作密切

佩雷拉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说，中国与

巴西同为水电大国，多年来，双方在水电技

术、项目开发与运营、水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

等方面开展了深入、密切的交流与合作。目

前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电装备公司、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等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参与

了巴西多个水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

2014 年 2 月，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

司所属巴西控股公司与巴西国家电力公司以

51∶49的股比组成联营体，中标巴西美丽山水

电特高压直流送出一期项目。2019 年 3 月，

美丽山二期特高压输电项目实现全线贯通。

美丽山水电站始于巴西北部帕拉州，止于

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州，全长 2084公里，是巴

西第二大、世界第三大水电站。该项目是中国

国家电网公司在海外中标的首个特高压直流

输电项目，目前已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可以满

足巴西东南部地区约2200万人年用电需求。

国家电网公司除参与巴西水电工程建设

外，还通过股权收购控股或参股了巴西数个

输电或可再生能源企业，目前已经成为巴西

第三大输电运营商。除国家电网公司外，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标巴西圣保罗州电力

公司下属的朱比亚和伊利亚两座水电站的特

许经营项目。

佩雷拉表示，水电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

能源，开发技术成熟，对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

化等作用显著。“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巴西水

电市场投资，广泛参与巴西国内水电项目建设

运营。秉承绿色发展理念，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使水电开发的成果惠及更多的巴西民众。”

绿色清洁能源带来环
境和经济双重收益

佩雷拉称，巴西还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

主要分布在东北、东南和南部地区。优越的

自然条件使得巴西成为拉美最大的风能市

场，风电装机容量在全球排名第八。

中巴风电合作发展较早，早在 2013年，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即通过下属中国三峡巴西公

司收购葡萄牙电力集团、巴西国家电力集团

所属的 11 个风电项目开始进入巴西风电市

场。2018 年 9 月，国家电网国际发展公司下

属的巴西 CPFL 新能源公司中标巴西加美莱

拉风电项目，该项目位于巴西北大河州，总投

资 4.7 亿雷亚尔，装机容量 7.97 万千瓦，计划

于 2024年开始交付电力。

此外，中国企业也开始尝试参与巴西生

物质能发电合作项目。2018 年，三峰环境下

属三峰卡万塔公司签订巴西圣保罗州巴路里

市垃圾发电项目焚烧炉及余热锅炉设备供货

合同。该垃圾发电项目是巴西第一个固废转

能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垃圾问

题，同时还能产生绿色清洁能源，为当地居民

带来环境和经济双重收益。

最后，佩雷拉强调说，发挥中国企业在资

金、装备制造方面的优势，与巴方实现优势互

补。“双方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有很多的合作机

会，实现各自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并为各自减

排努力作出贡献。”

（科技日报圣保罗6月5日电）

水 能 、风 能 、太 阳 能 ……

中巴可再生能源合作空间广阔

科技日报柏林6月5日电（记者李山）近

日，奥地利科学技术研究所（IST）领导的欧洲

科学团队成功构建了空穴自旋量子位。在弱

磁场环境下，该量子位可高速操作并保持较

长时间，将来有望造出结合半导体和超导体

的新型量子计算机。

自旋量子位被认为是构建量子处理器的

最有希望的候选者之一，但仍需克服巨大的

挑战。其中的关键是构建稳定的量子位，它

是量子计算机的基本单元。

最近，该研究所的卡萨罗斯小组在意大

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团队成员帮助下，通过一

项实验展示了他们如何控制固体中一个空穴

自旋量子位，进而找到一种新的、有前途的量

子位系统。相关成果发表在近日的《自然·材

料》杂志上。

研究人员是在所谓空穴自旋的帮助下构

建的量子位。电子空穴指的是在原子或原子

晶格中，电子在可能存在的位置上出现空

缺。由于周围电子可以填补这个空穴，同时

在原位置产生一个新的空穴，所以看起来就

像是空穴在移动一样。

论文第一作者、该研究所的达尼尔·吉

罗维茨解释说，我们意大利的同事将不同的

硅和锗层叠在一起，厚度仅为几纳米。这使

我们能够锁定中间含锗层的空穴。在表面

层，我们放置了称为门的细电线，通过施加

电压来控制空穴的运动。带正电的空穴对

电压起反应，并且可以在锗层内极其精确地

移动。

通过这种纳米尺度的控制，研究人员使

两个空穴彼此靠近，以便从它们相互作用的

自旋中产生一个量子位。为此他们创新了方

法，将整个实验置于磁场中。吉罗维茨和同

事不仅可以移动空穴，还可以改变它们的属

性。在不到 10 毫特斯拉的磁场强度下，从两

个相互作用的空穴自旋中创建了量子位。与

其他类似的量子位相比，这是一个很弱的磁

场，后者一般需要至少强十倍的磁场。

这些空穴自旋量子位很有前景，高达每

秒 1亿次的处理速度和长达 150微秒的寿命，

使它们特别适合量子计算。通常研究人员必

须在这些特性之间做出妥协，但现在这种新

的设计将这两种优势结合在一起。吉罗维茨

说：“通过使用锗层，可以降低所需的磁场强

度，允许我们将量子位与通常受到强磁场抑

制的超导体结合。”这使研究人员能够构建结

合半导体和超导体的新型量子计算机。

弱磁场下空穴自旋量子位构建成功
有望造出结合半导体和超导体的新型量子计算机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新冠肺炎

大流行已经并仍将继续对人们生活造成深

远影响。英国《自然·人类行为》杂志 4 日

发表的一项社会学全球分析发现，因为新

冠肺炎大流行而在全球实施的居家政策，

与 23 个国家的 27 个城市中平均犯罪率下

降 37%有关。

世界各国政府因为新冠肺炎大流行而

实施了封城，这对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显现出来。不过，在

全球范围内，社会学家们想尝试分析这些

政策会如何影响城市犯罪状况。

鉴于此，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研究人员

艾米·尼芙缇及其同事，此次分析了美国、

欧洲、中东和亚洲 23个国家共 27个城市的

每日犯罪案例。通过与每个城市此前的犯

罪水平做比较，这些数据被用于评估封城

对 6 类犯罪（袭击、偷窃、入室盗窃、抢劫、

车辆盗窃和故意杀人）的影响。尽管各个

城市、不同犯罪类型间存在差异，总体来

说，居家政策与犯罪率下降 37%有关。平

均下降幅度最小的是故意杀人（14%），最

大的是抢劫（46%）和偷盗（47%），入室盗窃

（28%）、偷车（37%）和袭击（35%）亦有所下

降。对公共空间的行动施加更严格的限

制，预计犯罪率下降更多。

研究团队说，一些因素可以解释为何

故意杀人类型犯罪下降有限。在许多国

家，相当比例的故意杀人都发生在家庭环

境下，因此不太受居家规定的影响。另一

方面，还有许多故意杀人与有组织犯罪、帮

派冲突或贩毒有关，这些群体的行动可能

较少受到那些不参与有组织犯罪的人的日

常生活影响。

研究人员提出，进一步研究应深挖城

市犯罪更长期的动态机制，使用全球更多城

市收集的数据，还需要评估封城措施对特定

地区（如犯罪热点地区）犯罪模式的影响。

新冠疫情或致城市犯罪率显著下降
23个国家的 27个城市平均犯罪率下降 37%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人们

普遍认为，加拿大伯吉斯页岩遗址化石揭

示了寒武纪生命突然暴发，然而最近的发

现或推翻这一认知。在英国朴次茅斯大学

的两名科学家的带领下，研究团队首次模

拟了伯吉斯页岩保存完好的化石是如何被

泥石流移动的。他们认为，泥石流可将来

自不同区域的化石聚集在一起。相关研究

发表在近日的《自然》旗下期刊《通讯-地

球与环境》上。

加拿大伯吉斯页岩遗址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化石遗址之一，收集了超过 6.5万件伯

吉斯动物群的化石标本。到目前为止，这

里完好保存了 120 余种海洋生物的化石。

这些化石的年代大约为 5.05 亿年前，相当

于寒武纪中期。

科学家认为，寒武纪生命大暴发预示

着生物多样性正式出现。伯吉斯页岩的化

石记录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烈的生物暴

发。伯吉斯页岩中的成千种化石保存完

好，此前人们认为这些生物生活在一起，其

化石未经过远距离运输。

此次，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考察来确定

泥石流的行迹，并通过水槽实验模拟泥石

流，确信某些生物的身体可以毫发无损地

移动到几十公里之外。

“研究表明，化石沉积物的一般性流动

不会对化石造成进一步损害。在沉积物层

发现的化石，实际上其代表的动物群落生

活的地方可能相距很远。”研究人员之一、

朴次茅斯大学的明特博士说，“这一发现可

能会让科学家更谨慎地解释 5亿年前早期

海洋生态系统。”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并不知道这些流

动是在什么时期发生的，但每一次流动都产

生了一个今天所见的、叠加在一起的“活动

床”，这让我们产生一种这是来自单一群落

的化石的错觉，事实上可能是多个动物群落

被泥石流从多个地方带走，然后堆积在一

起，形成一个看起来更复杂的动物群落。

生物化石或由泥石流搬运而来

寒武纪生物多样性暴发有新解

美丽山水电站二期
项目是中国国家电网公
司首个在海外独立投资、
建设和运营的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也是“特高
压＋清洁能源”在拉美的
示范工程。

图为 2018 年 8 月 7
日，在巴西东南部米纳斯
吉拉斯州阿科斯市附近，
美丽山特高压输电工程
二期第九标段项目施工
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明摄

科技日报北京6月6日电 （实习记者

张佳欣）近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

研究显示，来自英国剑桥医学研究理事会

（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科学家带头，

开发出新的人造细菌，可以完全抵抗病毒

感染。这项研究可能会促进新聚合物的开

发，例如蛋白质、塑料和包括抗生素在内的

许多药物，并使利用细菌制造药物变得更

容易可靠。

蛋白质是一种聚合物，由氨基酸连在

一起构成。遗传密码指导细胞如何制造蛋

白质。科学家们的目标是利用细胞天然的

蛋白质制造过程来制造人造聚合物。

DNA 中的遗传密码由 4 个碱基组成，

分别由字母 A、T、C 和 G 表示。这 4 个字

母以 3个字母为一组密码子，例如“TCG”。

2019 年，该研究团队从头开始合成了

大肠杆菌的第一个完整基因组，并利用这

个机会简化了它的基因组。例如，他们替

换了基因组中的一些密码子：用 AGC 和

AGT 替换了 TCG 和 TCA，还用 TAA 取代

了 TAG。这样，转基因细菌的基因组中不

再有 TCG、TCA 和 TAG 密码子，但它们仍

然可以正常地制造蛋白质，并存活和生长。

在此次的最新研究中，该团队进一步

改造了细菌，去除了识别 TCG 和 TCA 密

码子的 tRNA 分子。这意味着，即使遗传

密码中有 TCG 或 TCA 密码子，细胞也不

再有能够读取这些密码子的分子。

领导这项研究的 MRC 分子生物学实

验室的杰森·金教授说：“这个系统允许我

们编写一种基因，对其密码子进行编码，用

人工的密码子来制造聚合物。”

病毒通过将其基因组注入细胞，劫持

“细胞工厂”从而实现复制。而病毒基因组中

仍含有大量 TCG、TCA等密码子。经过修

改后的细菌缺少读取这些密码子的tRNA，

因此会阻止任何试图感染细胞的病毒。

研究人员试验用一种混合病毒感染了

该细菌，结果发现，未经改造的正常大肠杆

菌可被病毒杀死，但经过改造的大肠杆菌

能抵抗感染，并存活下来。

研究人员称，这项技术将使细菌对病

毒具有抗性，或许还能使利用细菌制造药

物（如胰岛素等）更可靠、更便宜。

人类一直在改造细菌为自己所用。和

公众通常的认知不同，细菌不仅致病，还能

治病。研究人员增删细菌的基因，改变它的

习性，让它对致病菌具有抗性，或者干脆改

造人体内原有的菌群……这次，研究人员的

方法是替换细菌基因中的密码子，让这种

“缺胳膊少腿”的细菌抵御试图偷袭的病毒，

结果，还真成功了。在改造过的细菌里，病

毒找不到能和自己基因组对接的识别密码

子。人类在改造、在合成、在创造，在微生物

的世界里，人类已经有点造物主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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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LHC揭秘宇宙诞生瞬间“第一种物质”
欧洲科学家团队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揭示了宇宙大爆炸第一个 0.000001

秒内发生的新细节，即第一个微秒内一种特

殊的等离子体发生了什么，这种等离子体不

但是宇宙有史以来的“第一种物质”，其相关

细节还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宇宙演变提供了

一块重要“拼图”。

国际聚焦

史上最强三维“人脑地图”问世
通过对人类大脑皮层进行成像和重建，科

学家发布了迄今最大的“人脑地图”。这是谷

歌人工智能的“H01”人脑成像数据集，覆盖大

约一立方毫米的皮质组织，包括数万个神经

元、部分神经重建元片段、1.3亿个带注释的突

触、104个校对细胞以及许多其他亚细胞注释

和结构。“H01”也是第一个大规模研究人类大

脑皮层的突触连接的样本。

科“星”闪耀

相隔十米的两个量子存储器间首次实
现纠缠

西 班 牙 巴 塞 罗 那 光 子 科 学 研 究 所

（ICFO）的研究人员首次在相隔 10米的两个

多模固态量子存储器之间实现了量子纠缠，

将一个单光子存储在这两个存储器中，时间

最长达到 25微秒。研究人员认为，这是量子

通信的重要里程碑，有助于开发出用于未来

量子互联网的量子中继器。

“最”案现场

迄今最全面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
20年前，科学家宣布读取了一个人的全

部脱氧核糖核酸（DNA），其实，他们漏掉了

少许。现在，由于读取 DNA 方法的改进，科

学家终于可以从头到尾读取人类的全部基

因组了！美国“端粒到端粒”（T2T）联盟科

学家对全部人类基因组 30.55 亿个碱基对进

行了测序，与此前结果相比，新结果增加了 2

亿个碱基对以及 2000多个基因。

宇宙组成与变迁获最精确测量
发表 29篇新论文、绘出有史以来最大的

星系图、延伸 70亿光年的探索……会得出一

个和以往认知不同的宇宙吗？国际暗能量

巡天（DES）项目组发表了一系列天文学重

要成果，其中一项是，他们利用一片巨大天

空区域中有史以来最大的星系样本，对宇宙

的组成和变化进行了迄今最为精确的测

量。这一研究既给出了当前宇宙大尺度结

构的“快照”，亦提供了过去 70亿年中结构演

变的“电影”。

技术刷新

无创荧光显微技术能为大脑深度成像
来自瑞士苏黎世大学和苏黎世理工大

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称为漫反射光学

定位成像（DOLI）的新技术，利用它可以高

分辨率、无创观察活体小鼠大脑深部的微血

管。该技术具有卓越的分辨率，可看到深层

组织，为观察大脑功能提供了强大的光学工

具，在研究神经活动、微循环、神经血管耦合

和神经退化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5 月 31 日 — 6 月 6 日）

科技日报柏林6月 5日电 （记者李山）6

月 5日，德国著名病毒学家德罗斯滕教授驳斥

了新冠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他强调称，研究事故的想法不符合科学常理，

是“极不可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一个有

信誉的学术机构。

柏林夏里特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克里

斯蒂安·德罗斯滕教授是 2003 年萨斯病毒的

共同发现者之一。2020 年，他首批发布新冠

病毒的诊断测试方法，并被世卫组织作为新

冠测试的样本。他通过科普播客将新冠病毒

和疫情防范的正确信息介绍给数百万听众，

荣获了德国总统颁发的联邦贡献奖章。2021

年 6 月 5 日，在接受瑞士网络媒体《Republik》

采访时，德罗斯滕教授再次驳斥了新冠病毒

可能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德罗斯滕教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如果

只看基因组，实验室假设或许是有可能的。但

我可以说：我非常了解人们用来改造病毒的技

术。如果有人以这种方式开发了新冠病毒，我

会认为这不合常理，根本没有必要弄得这么

难。如果想改变某些性能，比如增加弗林蛋白

酶切割位点，让病毒更好地进入人体细胞，一

般会在萨斯病毒的 DNA 克隆中添加和更改，

但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整个病毒的主干是

不同的：新冠病毒与萨斯病毒完全不同。”

德罗斯滕教授解释说：“要检查调整是否

使病毒更具传染性，人们会采用现有系统，添

加和更改，然后将其与旧系统进行比较。举

例来说，如果我想知道新的汽车收音机是否

能改善声音，我会选择一辆现有的汽车并更

换收音机，然后进行比较。我不会为此建造

一辆全新的汽车。但这正是新冠病毒的情

况：整辆车都不同。”德罗斯滕教授强调说：

“这种研究事故的想法对我来说是极不可能

的，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常理。”

德罗斯滕教授认为，尽管目前还没有证

据证明，但从同种类的萨斯病毒的溯源研究

来看，新冠病毒经过动物宿主过渡，然后感染

人类的理论可能更合理。在实验室中人们可

以证明蝙蝠体内的类似萨斯的冠状病毒并不

容易从蝙蝠转移到人类身上。而介于两者之

间的是人工饲养的动物。因此，德罗斯滕教

授建议更加重视针对潜在过渡宿主的研究，

例如野生或人工养殖的貂。

德著名病毒学家驳斥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说
并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个有信誉的学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