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开放合作

4 责任编辑 常丽君 国 际
2021 年 6 月 23 日 星期三

W O R L D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6月22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超材料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人造材

料，这些材料在自然界中不存在，有时又被称

为“不可能的材料”。据 21日发表在《自然·电

子学》上的论文介绍，美国塔夫茨大学工程师

利用低成本的喷墨打印技术，用有机聚合物

构建了一种超材料，可应用于大型整合面或

与生物环境有关的接口，并首次展示了该超

材料可用电调节其性能。

电磁超材料及其二维形式——超表面，

是以特殊方式与电磁波相互作用的复合结

构。这些材料由微小结构组成，这些结构比

它们所影响的能量的波长还要小，重复排列，

显示出独特的波相互作用能力，用这种材料

设计出的非传统反射镜、透镜和滤光器，能对

波进行阻挡、增强、反射、透射或弯曲，超越了

传统材料的性能。

本研究中的超材料由薄膜有机聚合物构

建，还可以用于医疗设备通信，因为其具有生

物相容性，在功能上成为一种酶偶联传感器，

而其固有的灵活性可以使设备形成适合在人

体上或体内使用的整合面。

研究人员用导电聚合物作为衬底，再用

喷墨打印特定的电极图案，使其产生微波谐

振，便成为一种超材料。谐振器是通信设备

中的重要组件，可以帮助过滤吸收或传输的

能量频率。打印设备可通过电调谐来调整调

制器过滤的频率范围。

工作在微波频谱中的超材料器件在电信、

GPS、雷达和移动设备中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可以显著提高它们的信号灵敏度和发射功率。

塔夫茨大学工程学院弗兰克·C·多布尔

工程教授、该研究通讯作者菲奥伦佐·奥梅内

托说：“我们展示了在电磁频谱的微波区域运

行时，对超表面和超设备的特性进行电调节

的能力。”

目前的元设备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复杂而昂贵的材料和制造工艺，而新技术则

廉价、可扩展。研究小组开发的调谐策略完

全依赖于薄膜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大规模印

刷或打印在各种衬底上，进行处理和沉积。

通过调整衬底聚合物的电学特性，能在更高

频率（5GHz）范围内操作器件。

目前，纳米级波长的可见光超材料的开

发仍处于早期阶段，而厘米级波长的微波能

量超材料的制造则相对容易。研究人员认

为，他们所使用的喷墨打印和其他沉积制造

方法，可以测试在更高频率下工作的超材料。

喷墨打印构建“不可能的”超材料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2日电 （记者刘霞）
对付新冠病毒“武器库”再添新成员！美国科

学家在 21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撰文称，他们

在老鼠和仓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两种抗

体“强强携手”组成的联合疗法，对多种（但并

非全部）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有效，而且，这种

联合治疗似乎可以防止耐药性出现。

抗体疗法通常用于治疗新冠住院患者

和重症患者，但随着变异新毒株接连出现，

抗体疗法对新毒株是否有效成了亟须回答

的问题。

在最新研究中，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科学

家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老鼠和仓鼠

身上测试了已经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批准紧急使用的由礼来公司、再生元

公司和 Vir生物技术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等

生产的抗体，以及 AbbVie、Vir 和阿斯利康公

司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针对新冠病毒变

异毒株的单一抗体的抗体组合效力。

被测试的变异毒株包括最先在英国发

现的 Alpha 毒株、最先在南非发现的 beta 毒

株、最先在巴西发现的 Gamma 毒株，类似最

先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异毒株的新变体、

来自美国纽约和加州的变种毒株，以及从新

冠病毒携带者身上获得的病毒样本和经过

基因改造的含有关键突变的实验室菌株混

合而成的毒株。

研究人员在老鼠和仓鼠身上评估了这些

抗体和抗体组合。他们先给前一天感染了变

种毒株的实验鼠提供抗体或抗体组合，随后

连续 6 天监测它们的体重，然后测量它们鼻

内、肺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病毒含量。

研究结果表明，由两种抗体制成的抗新

冠病毒药物，即使其中一种抗体已经丧失部

分或全部中和变异毒株的能力，组合抗体（即

使剂量比较低）也能保持治疗变异毒株的效

力。 而且，研究人员对实验鼠的病毒样本进

行了测序，没有发现接受联合治疗后产生耐

药性的证据。

研究论文主要作者米歇尔·戴蒙德博士

说：“体外实验数据表明，有些抗体组合的表现

比我们想象得要好。而且，所有变异对任何组

合都没有产生耐药性。将来可能会有更多变

异出现，我们必须继续监测抗体疗法的有效

性，对付新冠病毒感染可能需要联合疗法。”

双抗体疗法对新冠变异毒株有效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2日电 （记者张
梦然）近 30 年来，有理论曾预测银河系自

转速度在减慢，但并没有实证。而据每日

科技网 21 日报道称，银河系有一个由几

十亿颗恒星组成的棒旋结构，数据和分析

发现，自这个棒旋结构诞生以来，它的自

转速度下降了 1/4。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

测量对银河系“踩刹车”加以证实。天文

学家认为，该结果为暗物质研究提供了新

的认知，很可能正是暗物质使得银河系自

转速度减慢。

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机构研究

人员利用盖亚空间望远镜，对银河系棒旋

结构的一组恒星——赫拉克勒斯星流进行

了数据分析。这组恒星的运动与棒旋结构

产生共振，保持和棒旋结构相同的速度围

绕银河系中心运动。由于赫拉克勒斯星流

处在拉格朗日点，它也被棒旋结构的引力

所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棒状结构的自转

速度下降，这些恒星便会逐渐远离银河系

中心，以此才能和棒旋结构的自转速度相

配合。

研究人员发现，赫拉克勒斯星流所富

含的重元素（天文学所称的“金属”）可以表

明它们正远离银河系中心，由于棒旋结构

不断减速，它们在向外围移动，进一步数据

及推断表明：这个由数十亿颗恒星组成、相

当于数万亿个太阳质量的棒旋结构，自诞

生以来自转速度变慢了至少 24%。

团队认为，减速的原因很可能是暗物

质“踩下了刹车”。马拉德空间科学实验室

科学家称：“天体物理学家长期以来怀疑银

河系棒旋结构的自转速度在不断变慢，现

在终于掌握了相关证据。使棒旋结构自转

减速的原因是暗物质，此前科学家通过测

量星系的引力和可见物质引力的差值，去

推测暗物质的存在，但此次研究则提供了

全新手段——通过质量去了解暗物质。”

暗物质是理论上提出的大量存在于星

系中的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天文学观测中

发现的疑似违反牛顿万有引力的现象，可

以在假设暗物质存在的前提下得到很好的

解释。

该论文合著者亦表示：“我们的发现为

暗物质的性质提供了一个迷人的视角。”相

关研究发表于近期的《皇家天文学月刊》。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不存在某种人类

至今没有探测到的物质，宇宙就不该是现

在这个样子。暗物质很神秘。科研人员相

信它的存在，但却找不到它的影踪。一般

认为，银河系和其他星系一样，被笼罩在一

个巨大的暗物质晕中。科研人员发现，赫

拉克勒斯星流有较多重元素，表明它们是

从银河系中心迁移至外围的。进一步的分

析发现，自诞生以来银河系棒旋结构自转

速度变慢了至少 24%。什么东西能让银河

系减速？或许就是暗物质。这一发现能为

暗物质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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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

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了一篇物理学研

究，科学家用博弈论与数据驱动，对城市用

户使用共享出行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表明，适度提高财务激励或能较大地

影响人们对共享出行服务的使用。

共享出行或“拼车”已经成为全球许多

城市用户的重要出行方式。其通常意义是

指人们无需拥有车辆所有权，以共享和合

乘方式与其他人共享车辆，按照自己的出

行要求付出相应的使用费的一种新兴交通

方式。从宏观角度来看，其最大的优点就

是可以将多次出行合并为一次，极大地提

高了城市运行的效率。

科学家此前针对城市用户使用共享出

行进行的分析和建模，已经证明了这一系

统的技术效率、算法可行性，以及对发展交

通基础设施的潜在积极影响。但在实际情

况中，交通繁忙地区的共享出行水平通常

较低。为此，有必要了解人们在怎样的条

件下才愿意使用共享出行。

鉴于此，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科学

家戴维·斯托奇、马克·提麦等人，研究了交

通拥挤城市的共享出行情景。他们将博弈

论与数据驱动的方法相结合，考虑了用户

使用共享出行的各种动机。对 2019 年纽

约市和芝加哥市 3.6 亿余次叫车情况的分

析支持他们的理论研究结果。

研究团队发现，城市中的共享出行同

时存在两种机制：一种是共享出行的使用

量随着整体出行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另一

种是使用量保持不变。他们还揭示了会导

致这两种场景突然切换的情景。研究结果

表明，目前对共享出行的财务激励已经逼

近高水平共享出行的边界，小幅提高财务

激励或能大幅增加共享出行的使用。

博弈论与数据驱动分析表明

小幅财务激励可大增共享出行使用量

科技日报东京 6月 21日电 （记者陈
超）最近，日本国内正在加快新冠疫苗开发

的步伐，已有4家生物制药企业进入了临床

试验，但尚没有完成临床试验并申请许可

的疫苗上市。

位于大阪的生物风险企业安捷思开发的

“DNA疫苗”已进行了 500人规模的临床试

验；同样位于大阪的盐野义制药公司5月公

布，其“重组蛋白疫苗”在大规模临床试验的实

施方法和审批方法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年

内可以开始提供疫苗；第一三共公司今年3月

公布，其开发的“mRNA”疫苗开始了以152人

为对象的临床试验；位于熊本市的KM Bio-

logics也于今年 3月公布，其开发的“灭活疫

苗”开始了210人为对象的临床试验。按目前

的审批方法，最早将于2023年获得许可。

日 本 新 冠 疫 苗 研 发 加 速

图为在东京
车站的出口处，
工作人员在等待
完成预约的高龄
老人乘坐巴士去
疫苗接种中心。

本报驻日本

记者 陈超摄

围绕新形势下的中德科创合作，科技日

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科技

处公使衔参赞尹军。尹军认为，中德两国领

导人的远见卓识有力推动了双方的科创合

作。中国加强自主创新，将有利于推动和深

化国际科技合作。只要坦诚以待，加强交

流，中德两国可以不断深化互利共赢的科创

合作。

高层引领中德科创合作

作为中德科技合作的亲历者，尹军介

绍说，中德两国于 1978 年 10 月首次签订政

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其后逐步在航天、海

洋、环境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科技合

作。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

近平主席和默克尔总理的引领和全力支持

下，中德两国科创合作更趋深入，在半导体

照明技术、“清洁水”“未来城市”等多个领域

搭建起新的合作平台；在智能制造、电动汽

车、生物医药、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

深化；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

硕果累累。中德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

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局面。

新冠疫情发生后，习近平主席和默克尔

总理多次通话，两次举行中德欧领导人会

晤，加强战略互信与沟通，推动国际合作，共

同应对全球挑战。中德双方坚持了对话合

作的主导面和互利共赢的主基调，并有望深

化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应该

说，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有力推动了中德双方

包括科技在内的各领域的合作。

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主基调

尹军说，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越来越重要，国际科创合作可以更好地

促进发展，也越来越受各国的重视。在全球

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在不同领域的

发展是层次不齐的，需要相互学习借鉴，取

长补短或优势互补，各国之间存在开展科创

合作的必然需求。

科 技 合 作 实 际 上 包 含 科 学 合 作 与 技

术合作两个层面。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

比较基础，离现实利益相对远一些。而技

术合作更实用，与经济利益相关性更强。

国际合作终归是双向的，重在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从各国

的实际利益出发，科技领域的合作不应该

受到阻碍。

尹军强调，中德科创合作是互利共赢

的。以抗击新冠疫情为例，德国疾控机构罗

伯特·科赫研究所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建立了密切联系，双方在信息交流、联合研

究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此外，德

国传染病研究中心、亥姆霍茨感染研究中

心、保罗·埃利希研究所等机构也希望与中

国同行联合进行抗疫研究，共提出了 18个项

目设想，内容涵盖药物和疫苗研发、流行病

学监测、疫情信息化管理等众多领域。经过

双方的共同努力，目前已经有 7 个合作意向

成功对接。

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这实际上对国际

科创合作来说应该是好事，因为中国可以提

供更多的资金，有更多的科技人才参与，可以

在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与世界各国开展科创

合作。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排除那些与科技

无关的因素的干扰。各国都应该多鼓励合作

交流，多便利合作交流，多促进合作交流，创

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科技合作的环境。

辩证看待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

近年来中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出现了很

多变化，中国同时也在强调自主创新。对

此，尹军公参指出，开展国际合作与自主创

新是辩证的关系。首先，坚持自主创新是搞

好国际科创合作的前提。从目前的国际环

境看，中国的关键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习

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我们要走好自主创新的

自力更生之路。简单地说，只有中国自己的

科学技术发展好了，其他国家才会有兴趣和

需求与你合作。

其次，做好自己的事就不怕别人不合

作。合作重在提高效率，只能是锦上添花，

不能完全依赖合作方。做好自己的事，当别

人不愿意或不想再与我们合作时，我们也不

怕。习近平主席曾经讲过，实践反复告诉我

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单向的给予式的合作不可能长久，更不

能指望合作方雪中送炭。

最后，搞好自主创新，可以更好地推进

国际科创合作。国际科创合作不仅仅要有

意愿，还要有能力和条件。例如参与合作

的人和资金等，各种条件都具备才能顺利

推进。实际合作中，不仅要着力解决提高

效率的问题，还需要面对研究内容、专利权

益或标准等的碰撞与磨合。搞好自主创

新，有了足够顶尖的人才和研究基础，才能

为中国开展好国际科创合作提供更好的能

力和条件。

期待中德坦诚以待深入合作

尹军公参表示，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提

升，中国正从跟踪发展模式向部分领域开始

领跑转变，这也逐渐反映在中外科创合作

中。理论上讲，中德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和

范围可以不断扩大和深化。只要坦诚以待，

中德双方可以在很多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

合作。合作的内容可以不断优化和调整，关

键是要减少阻碍合作顺畅发展的东西。我

们积极支持和期待中德双方继续深化科创

合作。

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德双方就可

以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无论是政策

还是科技，双方都有相向而行的意愿，关键

是要找到相互契合的合作点，或者具体合作

的项目。科创合作立足于人的沟通与交

流。中德双方应该围绕这些方面多讨论、多

提议、多沟通。希望未来双方大力加强科研

人员之间的交流，这可能是目前首要的事。

只要我们认真去交流，相信一定会找到双方

都满意的合作切入点。

高层远见卓识 推动中德科创合作共赢
——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赞尹军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德两国科技部门

克服困难，积极开展疫苗、药物及检测等领

域的交流合作。近日，就抗疫过程中坚持推

进国际科技合作一事，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科技外交官陈南。

中德高层频繁对话为双方抗疫合作创

造了良好基础。陈南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之后，习近平主席和默克尔总理多次通话，

两次共同举行中德欧领导人会晤，加强战略

互信与沟通，双方均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加

强国际合作，携手抗击疫情，共同应对全球

挑战。中德两国主管部门通过高层信函往

来及互通电话等方式密切政治对话，增进相

互理解，支持对方抗疫工作，协调抗疫和全

球疫苗公平分配策略，推进疫苗接种国际互

认，确保国际抗疫物资供应链稳定，共同支

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中发挥领导作用。

此外，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也通过拜会及通

话等方式表达了中方对德方抗疫的坚定支

持，并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支持双方科研人员

在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等领域开展合作

的意愿。

谈到疫情期间如何克服困难推动合作

项目落地，陈南表示，根据科技部国际司的

整体工作安排，驻德使馆科技处专门建立了

中德抗疫合作的工作团队，对接国内外抗疫

需求和合作意向。科技处的同志们克服疫

情带来的各种困难，走访了德国联邦卫生

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基尔大学等单位，并

与德国传染病研究中心、亥姆霍茨感染研究

中心、CureVac 生物技术公司、保罗·埃尔利

希研究所以及收治德国首例新冠患者的慕

尼黑施瓦宾医学院等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德

国抗疫研究的第一手信息以及与我合作意

向。在科技处的推动下，中国疾控中心与罗

伯特科赫研究所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信息交

流、联合研究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

陈南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2月6

日在中德对话论坛双方主席共同倡议下举办

的中德高级病毒学家视频研讨会。在德国国

家科学院的通力协作下，双方克服了时间紧、

防治任务重等困难，成功组织了由两国疾控

部门负责人、病毒学家和医学专家参加的视

频研讨会，就疫情形势、抗病毒药物研制、疫

苗研发和临床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这场

活动不仅为双方专家搭建了交流平台，为中

德两国的抗疫实践以及德国学界的抗疫政策

咨询起到了积极作用，还为疫情期间的中外

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中德抗疫合作 科技外交官在行动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2019 年 9 月，中国科学
院与德国国立科学院联合举
办第一届双边研讨会。两国
科学院联合发布了《北京宣
言》，共同倡议加强基础研
究，并提出建立青年科学家
高层次交流平台，承诺进一
步加强两国科学院的互信、
共识与合作。

图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
长白春礼（前右）、德国国立
科学院院长约尔格·哈克（前
左）代表两国科学院共同签
署并发布《北京宣言》。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