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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8月 8日电 （记者胡
定坤 实习记者于紫月）近日，以色列《耶路撒

冷邮报》报道，由以色列伊齐罗夫医院教授纳

迪尔·阿尔伯团队研制的抗新冠肺炎新药

“EXO-CD24”二期临床实验再次取得积极

成果，超过 90%的参与实验的重症患者在 5天

内治愈出院。

由于此前以色列疫情好转，重症患者数

量较少，二期实验在希腊进行。据报道，在希

腊多所医院内接受 EXO-CD24 治疗的 90 名

患者中，有 93%在 5 天内出院，对未能快速治

愈的患者似乎也有一定的积极效果，无一例

需插管或使用呼吸机治疗，更无一例死亡。

EXO-CD24是 CD24蛋白与外泌体的结

合体。CD24能够降低免疫系统作用，外泌体

则是小的脂质囊泡，主要作为 CD24的运输工

具。该药物通过鼻腔吸入，主要作用于患者肺

部，其原理是通过抑制重症新冠患者常见的

“免疫风暴”，使免疫系统更安全地清除病毒。

2020年9月，以色列卫生部批准EXO-CD24

开启临床试验。首批30名重症患者中有29人

在经过 5天治疗后全部治愈，无一例因药物出

现严重的副作用。阿尔伯表示，当前实验的目

的是验证该药物是否安全，直到目前，在一、二

期实验的患者中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副作用。

此前，阿尔伯曾称，相比使用类固醇激素

类 药 物 遏 制 免 疫 风 暴 的 传 统 治 疗 方 案 ，

EXO-CD24 通过气管直接吸入免疫风暴的

“心脏”——肺部，使用外泌体技术低剂量局

部给药，安全性高，无不良反应且效果显著。

同时，其易于生产、成本较低。此外，该药物

或可用于其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哮喘、过

敏反应、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治疗。

据悉，EXO-CD24 即将开始下一阶段实

验，该阶段将有 155 名重症患者参与，其中三

分之二使用 EXO-CD24治疗，三分之一服用

安慰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结束。

临床二期实验数据显示——

以色列在研新药5天内治愈90%新冠重症者

近日，德国国家氢委员会发布了《德国氢

行动计划 2021—2025》，分析了到 2030年氢经

济增长预期，并为有效实施国家氢战略提出

了包括绿氢获取在内的 80项措施。该计划或

将成为下一任联邦政府有关氢主题的政府计

划的蓝图。2021 年以来，德国围绕氢的研发

和应用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政府资助总额超

过 87 亿欧元，有力支持了德国在整个价值链

上实现氢市场的增长。

巨额资助涵盖整个氢价值链

2021 年 5 月，德国联邦经济部和交通运

输部从氢的生产、运输到工业应用的整个价

值链中选定了 62个大型项目，宣布资助 80亿

欧元，预计将带动超过 200 亿欧元的私人投

资。这 62 个大型氢项目是从 230 多个申请项

目中遴选出来的。德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政

府资助，带动私人投资加强氢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并借此推进气候中和目标的实现。

德国联邦经济部资助其中的 50 个项目，

包括用于生产绿氢的 2 吉瓦的发电站建设和

长度约 1700公里的氢运输管道建设。德国所

有钢铁和化工巨头，如蒂森克虏伯、巴斯夫集

团等都申报了氢项目。通过这些项目每年可

以为钢铁和化工企业减少数百万吨的二氧化

碳排放，这也是德国在实现气候中和道路上

迈出的重要一步。

德国联邦交通部将资助交通领域的 12个

项目，并希望从能源系统、驱动技术和基础设施

等方面重新布局德国未来的交通出行方式。目

前德国的交通超过 95%的能耗依赖于化石燃

料，迫切需要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而绿氢和

燃料电池是纯电池汽车的重要补充。

重点解决氢经济的技术障碍

在《国家氢战略》中德国推出 38项具体措

施，大力支持相关科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方面。2021 年 1 月，德国联邦教研部投资 7

亿欧元启动三个氢先导研究项目“H2Giga”

“H2Mare”和“TransHyDE”，分别探索水电解

器批量生产、海上风能制氢和氢气安全运输

问题，重点解决氢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障碍，特

别是降低大量生产和运输氢的成本。

2021 年 2 月，德国联邦教研部发布了新

的科研资助指南，即“绿氢国际未来试验室”，

希望吸引该领域国际顶尖人才来德国工作。

教研部长卡里切克表示，要让德国成为创新

理念和国际绿氢经济发展的起搏器，并促进

整个氢价值链中基础主题的研究。

2021年3月，联邦教研部又推出“绿氢国际

研究合作”框架，资助1500万欧元推动德国在绿

氢研发领域的国际合作。首批项目的合作伙伴

是新西兰，重点是绿氢不同的生产、供应和运输

方法。后续与韩国、乌克兰、南高加索和中亚国

家以及伊朗的研究合作也在陆续启动。

着力推动氢的国际合作网络

在绿氢来源问题上，由于德国生产的绿氢

价格比较高，德国将目光投向了世界水、风能和

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马克斯普朗克化学能

量转换研究所认为，到2050年德国需要进口约

4500万吨绿氢。德国联邦教研部为此推出了“绿

色氢潜能地图”项目，在于利希研究中心的主持

下，对非洲地区（西非和南非）30多个国家在绿

氢生产和出口方面的潜力进行了分析评估，旨

在探明哪些国家最适合与德国开展相关合作。

初步研究表明，西非的绿氢生产潜力是

德国《国家氢战略》预设 2030年目标氢需求量

的 1500 倍，而西非风电的成本仅为德国可比

成本的一半。估算西非绿氢的生产单价每公

斤不到 2.50 欧元，而德国目前绿氢的价格约

为每公斤 7到 10欧元。为了深化与西非在绿

氢经济领域的合作，德国已经开始有的放矢

地培养西非的绿氢人才，并计划 2021 年内在

多哥举行一次绿氢问题首脑会议。

在氢的应用领域，德国提出了欧洲联合

氢项目倡议，计划与 22 个欧洲伙伴国家共同

推动欧洲氢经济发展，各国的氢项目将相互

联网。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以德

国为主的欧洲氢经济市场。德国联邦经济部

长彼得·阿尔特迈尔表示，德国将力争成为世

界第一的氢技术拥有者，并确保德国和欧洲

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

德 国 稳 步 推 进 国 家 氢 战 略

科技日报柏林8月8日电（记者李山）近

日，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科学家设计并制

造了一种可有效应用后量子密码的计算机芯

片，并且通过人工智能程序来重构芯片功能，

以测试芯片内植木马的可验证性。

量子计算技术的出现将危及当前许多密

码算法，尤其是广泛用于保护数字信息的公

钥密码算法。为此，世界各地的安全专家正

忙于制定“后量子密码学”的技术标准，分析

从公钥密码基础设施向后量子密码迁移的诸

多挑战。其中之一是后量子加密方法的高计

算要求。现在，由慕尼黑工业大学信息安全

教授乔治·西格尔领导的团队设计并制造了

一种可以有效地应用后量子密码的芯片。

该芯片是所谓的专用集成电路，通常这类

芯片是根据用户要求和特定电子系统的需求

设 计 和 制 造 的 。 西 格 尔 的 团 队 基 于 开 源

RISC-V标准修改了开源芯片设计，并应用了

硬件和软件协同设计的方法，通过修改计算内

核和加速必要计算操作的特殊指令，以及扩展

设计了一个专门的硬件加速器，使得新的芯片

可以实现较好的后量子加密性能。

新的芯片不仅能够使用最有前途的后量

子密码候选算法 Kyber，也可以与另一种需要

更多计算能力的替代算法 SIKE 配合使用。

与完全基于软件解决方案的芯片相比，该芯

片使用 Kyber 加密的速度大约能提高 10 倍，

消耗的能量减少大约 8倍。而使用 SIKE加密

的速度，将比只使用软件解决方案的芯片快

21 倍。由于 SIKE 被视为一种很有前途的替

代方案。在长时间使用芯片的地方，这样的

预防措施是有意义的。

研究人员认为，对于后量子密码学而言，

所谓的硬件木马带来的威胁也在增加。如果

攻击者在芯片制造之前或制造期间成功地将

木马电路植入到芯片设计中，这可能会产生

严重的后果。西格尔解释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真正的攻击者如何使用硬件木马知之

甚少。为了制定保护措施，我们将自己置于

攻击者的角度，自己开发和隐藏木马。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构建了 4个木马程序，然后将它

们植入到我们的后量子芯片中，它们的工作

方式非常不同。”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西格尔和他的团队

将集中测试芯片的加密功能以及硬件木马的

功能和可验证性。西格尔开发了一套新的人

工智能程序，即使没有可用的文档，也可以通

过逆向工程来重建芯片的确切功能。通过一

个复杂的过程，芯片内导体轨道被一层一层地

打磨，每一层都被拍照。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程

序来重建芯片的确切功能。西格尔说：“这种

重建可以帮助识别功能与其实际任务无关，并

且可能被植入到其中的芯片组件。这种程序

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对大宗芯片订单进行抽查

的标准。与有效的后量子加密技术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使工厂和汽车中的硬件更加安全。”

德研发后量子芯片及硬件木马检测技术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女性更

年期年龄与生育能力和健康老龄化相关，但

生殖衰老一直是科学家难以研究的问题。现

在，科学家已经确定了近 300种影响女性生殖

寿命的基因变异。此外，在老鼠身上，他们已

经成功地操纵了与这些变异相关的几个关键

基因，以延长它们的生殖寿命。研究论文发

表在近日的《自然》杂志上，大大增进了我们

对生殖衰老过程的了解，并有助于我们预测

哪些女性可能比其他人更早进入更年期。

虽然人类预期寿命在过去 150 年里显著

增加，但大多数女性的自然绝经年龄一直保

持在 50岁左右。女性与生俱来的所有卵子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失。一旦大部分卵

子消失，更年期就会发生，然而实际自然生育

能力下降的时间要比更年期早得多。

此次研究确定了人类与生殖寿命相关的

新的基因突变，数量从之前的 56 个增加至

290 个。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包括英国生物

库和基因测序公司 23andMe在内的多项研究

中数十万名女性的数据集。虽然绝大多数是

来自欧洲血统的女性，但他们也研究了近 8万

名东亚血统女性的数据，发现结果大致相同。

研究小组发现，许多涉及生殖寿命的基

因都与 DNA 修复过程有关。他们还发现，这

些基因中的许多基因在出生前，即形成卵巢

之前就已经处于活跃状态了，而且在整个生

命过程中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细胞周期检查点通

路基因——CHEK1 和 CHEK2，调控着各种

各样的 DNA 修复过程。敲除一种 CHEK2基

因使其不再起作用，或者过度表达 CHEK1基

因以增强其活性，都能使小鼠的生殖寿命延

长约 25%。

这项研究也观察了天生缺乏活性CHEK2

基因的女性，发现她们进入更年期的时间比具

有正常活性基因的女性平均晚3.5年。

研究发现，CHEK1 基因含量较高的雌性

小鼠出生时产卵较多，自然耗尽的时间较长，

生殖寿命长。然而，虽然 CHEK2具有类似的

作用，可以让卵子存活更长时间，但敲除该基

因或导致成年小鼠的卵子死亡。因此，过度表

达CHEK1基因是延长生殖寿命的更佳选择。

这项研究已经表明，科学家能够开始预

测哪些女性可能更早进入更年期，从而难以

自然怀孕。同时，由于人生来就有基因变异，

所以此研究还可以给年轻女性提供生育相关

建议。

延长女性生育寿命的新基因找到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张佳欣）世界卫生

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近日发布了一份报

告，称每年有超过800万人因为吸烟和暴露于烟

雾环境中而死亡。世卫组织表示，令人不安的

是，电子烟仍在作为健康产品进行销售。世卫

组织呼吁对电子烟的营销制定更严格的法规。

世卫组织烟草控制项目负责人维纳亚

克·普拉萨德指出，电子烟有超过 15000 种不

同的口味，烟草业的时尚营销正在吸引年轻

人使用电子烟，这可能导致烟草成瘾。“只有

42%的国家限制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使

用电子烟的孩子成为‘经常吸烟’群体的可能

性会提高一倍。这很危险。它有可能使社会

中的烟草重新正常化。”普拉萨德说。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电子烟正

在“被积极宣传为‘更安全’或‘无烟’的香烟

替代品”，并且烟草及相关行业正在使用“同

样的旧营销策略来推广新产品”，诱使儿童吸

食尼古丁，绕过烟草法规。谭德塞称，尼古丁

非常容易让人上瘾。电子烟是有害的，必须

加强监管。

“虽然电子烟的毒性可能比传统香烟低，

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无害。”世卫组织发言人克

里斯蒂安·林德迈尔说，“这会对不吸烟者、未

成年人、孕妇等所有不吸电子烟的人构成健

康威胁。”

世卫组织表示，应该开始就电子烟对健

康的影响进行长期研究。应该禁止向不吸烟

者、孕妇和青少年推广电子烟；应采取措施将

这些设备对使用者和其他人的潜在风险降至

最低，并应禁止烟草业使用未经证实的健康

声明来销售电子烟产品。

世卫呼吁对电子烟制定更严法规

俄罗斯科学院海洋学研究所莫斯科

工程物理学院学生组成的科考队周五乘

坐“约费院士”号科考船启程前往北极，

研究气候变暖原因，并开展一系列其他

研究。

据悉，将有 7 支不同研究方向的队伍

在船上开展工作，分别为水文物理学、水

生化学、水生生物学、塑料污染、气象学以

及风浪和遥感。此次科考旨在解决俄罗

斯北极地区物理、生物和地球化学过程存

在的各种紧迫科学问题：研究西伯利亚鄂

毕河和叶尼塞河径流分布和变化及其对

海洋碳酸盐系统的影响；研究可能对北极

气候变暖有影响的大西洋温热海水流入

北喀拉海的情况；分析塑料污染在北极的

蔓延情况。

科考工作将主要在喀拉海开展，并涉

及鄂毕河、叶尼塞河和皮亚西纳河的三角

洲和河口地带以及喀拉海峡、维利基茨基

海峡、圣安娜海槽和沃罗宁海槽。此次科

考任务有来自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莫斯

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及其他大型教

育机构的 30 多名各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

参加。

此项目是在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

部以及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捐赠资本基

金的支持下开展，在俄罗斯 2021 年宣布

的科技年框架下进行，是俄罗斯担任北极

理事会 2021-2023 年主席国期间活动计

划的一部分。

俄大学生前往北极研究气候变化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科学中心开发出一款高透明度、

成本低于同类产品的电磁辐射屏蔽膜，制

作工艺中用到了鸡蛋蛋清。

如何保护电子设备上的数据、屏蔽电

磁干扰，这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是极为现

实的任务。目前大部分屏蔽膜的外观都是

金属箔或者粗网，无法用于覆盖设备显示

屏或者窗户。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科学中心、西伯利亚联邦大

学、西伯利亚国立列舍特涅夫科技大学的

科学家们开发出一款基于铜和镍的透明

高效屏蔽膜。研究人员将鸡蛋蛋清涂到

聚合物托板表面，风干后形成的裂纹结构

被用作模板，然后在模板上覆盖涂层得到

膜材。

研究人员指出，与同类透明导电膜材

相比，新膜材的屏蔽效果更好、造价更低。

该屏蔽膜透明度超过 80%，还具有良好的

柔韧性。此类膜材不仅能用于保护电子设

备中的数据，也能被用于制造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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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透明度电磁辐射屏蔽膜制成

科技日报北京8月8日电 （记者张梦
然）在正常条件下，纯水几乎是完美的绝缘

体，水只有在极端压力下才会产生金属特

性，譬如说在某些行星的深处。但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近日消息称，一项国际合作研

究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生产了“金属水”。

这是科学家们“绕过”高压首次在实验室里

让原本绝缘的纯水转变成金属。该研究现

已发表在近期《自然》杂志上。

只要有足够大的压力条件，很多物质，

包括水在内，都可以转化成导体，从而呈现

特殊的金属性质。这是因为在高压下，原

子或分子被挤压并共用电子，这些自由移

动的电子，就让绝缘材料拥有了导电性。

当然，这一条件意味着非常高的压力，对于

纯水而言，需在 4800 万个大气压下才有可

能转化为导体，这种极端压力往往仅存在

于大质量行星的内部。

现在，来自世界各地11个研究机构组成

的国际团队，“绕开”了高压条件，在德国柏林

名为“BESSY Ⅱ”的实验设施中完成了这项

工作。研究团队突破的关键是将水与碱金

属配对。碱金属其实很容易从其原子的外

壳中释放电子，不过，碱金属和水之间的化

学反应非常之剧烈。因此在实验中，研究人

员颠倒了惯例混合方式，改为将一小点水滴

在一滴碱金属上，在一个真空室内，室温下

以液体形式存在的钠钾合金从一个喷嘴滴

下，然后水蒸气再通过管道进入真空室，在

金属液滴的外部形成一个极薄的外层。最

后，电子和金属阳离子从钠钾合金中流入水

中，形成导电的“金属水”。

这项研究成果避开了极端压力的条件

限制，使在地球上的实验室内制备“金属

水”成为可能，突破了人类对水的认知。

研究人员罗伯特·塞德尔表示，他们甚

至可以用肉眼看到“金属水”的相变——

“银色的钠钾液滴覆盖着金色的光芒”，令

人“印象深刻”。研究人员帕弗尔·朱威尔

斯则表示，观察到“金属水”是他学术生涯

的高光时刻。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群国际团队，利

用德国柏林的实验设施，一步一步操作，环

环相扣，过程也必须严丝合缝。一切就像一

场严谨又华丽的魔术。然后，电子和金属阳

离子流入水中。金色的光芒，覆盖着银色的

钠钾液，这是人类制造出的美景——金属

水。这次，他们没有走“高压”路线，用精巧

的设计，避免了爆炸，让纯水具备了金属特

性——水中的带电粒子的行为就像金属块

中的自由电子一样。制备出金属水，就像

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物质，这种美丽令人振

奋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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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一滴纯钠钾合金，随后从金属中
释放出的电子溶解在水层中，使其呈现出金色
的金属光泽。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德国联邦交通部不仅
大力支持燃料电池汽车，还
积极鼓励氢在航运和空运
领域的发展，并推动全国性
和跨境联网的加氢基础设
施建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