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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科体改革 激发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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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一双“争气鞋”。在刚刚公布的福

建省首批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榜单上，

国内运动鞋龙头企业安踏集团提出的 3D 打

印鞋底制造这一重大产业技术需求，由中科

院福建物构所吴立新研究员牵头组建的新材

料领域省级科技特派员团队揭榜，双方正加

快技术攻关有望打破国外行业巨头技术封

锁。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3 月份在福建考察时

强调，要很好总结科技特派员制度经验，继续

加以完善、巩固、坚持。8 月 10 日，福建省科

技厅副厅长游建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年

来，福建充分发挥科特派“机制活”的优势，创

新揭榜挂帅、组团建站等定制服务，从中科

院、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选认一批由

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及其成员组成的科特派

团队，高位嫁接 AI、5G、3D打印等高技术提升

传统优势产业，打造服务产业转型和乡村振

兴的“最强大脑”，促进全省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超越。

企业出题科特派揭
榜，脚踩3D打印高科技

秉承“把一双鞋当成一个科技产品”理

念，30多年间，安踏集团从国际行业巨头的代

工作坊壮大到与其同台竞技，为福建乃至全

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样本。据安踏相

关负责人介绍，其创新转型的核心便是投入

巨资建立了国内首家运动科学实验室，攻克

了双重减震、弹力足弓结构等关键技术，从劳

动密集型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市值位居

全球行业前三。

当前，3D 打印运动鞋底技术成为安踏乃

至国内行业发展新的“拦路虎”。“通过与安踏

研发部门，尤其是外国专家的技术交流，研判

3D 打印制鞋技术将是国际功能鞋材领域竞

争新焦点。”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泉州师范学

院卓东贤教授说，团队协助企业凝练出 3D 打

印运动鞋底制造技术需求，推动进入福建省

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榜单，面向国内外

征集创新团队协同攻关。

“我们的目标是所开发的 3D 打印技术，

可实现运动鞋中底、大底一体化 3D 打印，突

破国外目前只能作为中底使用的局限，并开

发防滑等功能增强技术，其性能有望大大超

越国外企业。”吴立新说。目前，该项目集聚

中科院、安踏、泉州师院、福建师大等国内优

势创新资源，在验证型装备、高强高弹光敏树

脂等方面已取得进展。

引入“院士智囊团”，
让产品聪明更可靠

如同向日葵一般，能根据不同地势、纬

度、季节等，自动调整支架以寻找太阳光的

最佳照射角度，并利用大数据和 AI 功能持续

学习优化，让传统的太阳能支架更“聪明”，

这是安泰新能源科技公司的最新成果。然

而，光有先进的算法还不够，安泰公司同样

重视对材料可靠性方面的研发，这背后有中

南大学钟掘院士领衔的科特派专家们的“一

臂之力”。

（下转第二版）

科特派定制服务 福建产业升级装上“最强大脑”

科技日报合肥 8月 10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郭光

灿院士团队李传锋、韩永建、许金时等人与合

作者研究发现：仲费米子零模编织过程对局

域噪声免疫，并且保持量子互文资源守恒，因

此有望通过编织操作和魔术态萃取等手段进

行普适、容错的量子计算。该成果 8月 9日以

研究长文的形式在线发表在美国物理学会期

刊《PRX量子》上，并被选为编辑推荐文章。

在实现拓扑量子计算的过程中，马约拉

纳零模的实验制备一直是研究热点，但迄今

为止仍然没有实验能明确验证它的存在。除

实验困难外，马约拉纳零模体系还有两个缺

点：一是它们的编织不足以在拓扑保护下实

现通用量子门；二是一种名为准粒子中毒的

机制可能会严重降低其相干时间，从而影响

该体系的量子计算能力。

科研团队在前期关于马约拉纳零模体系

的工作基础上，使用光量子模拟器研究了仲

费米子零模的特性，借助一种非定域的数学

变换，将一条包含两个仲费米子零模的仲费

米子链编码成一个多模式马赫—曾德尔干涉

仪中光子的波函数。利用不同模式间光子的

干涉以及相应激发模式的耗散，研究人员在

光量子模拟器中展现了仲费米子零模的编织

统计和拓扑抗噪性质。编织操作的过程保真

度达到 93.4%。进一步研究发现，仲费米子零

模中的量子互文资源在局域噪声下受到拓扑

保护几乎保持不变，而且在编织操作前后，量

子互文资源也是一个守恒量。因此可以在编

织操作中穿插进行魔术态萃取，从而在仲费

米子零模体系中实现容错的普适量子计算。

该成果为拓扑量子计算的实现提供一种

可行的物理途径。审稿人高度评价：“不仅展

示了全新的物理机制，而且扩展了他们先前

对马约拉纳费米子体系的研究。”

我科学家展示实现拓扑量子计算新方法

雁过留声、水过留痕，新冠病毒过处留抗体。

美国国家野生动物研究中心的学者追踪

中和抗体，将新冠病毒在美国野生动物中出

现的时间向前推进到了 2019年！

相关论文指出，在对美国白尾鹿 2019 年

的样本检测中，有一例样本检测到了新冠病

毒抗体。这一结论的发表，再次刷新了人类

对于新冠病毒传播路径的认知。

此前被认为在武汉最早出现的新冠病

毒，却被发现在美国野生动物中更早有了抗

体，这还得了？美国农业部连连摆手，说是

“假阳性”。8 月 9 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

专访了病毒溯源专家，弄清究竟是真是假？

两个“从未”

“这是新冠病毒溯源的一项重大突破。”

受访专家对科技日报记者给出“两个从未”以

解释为什么这项发现非常重大——

从未在野生动物中发现过新冠中和抗

体！从未在野生动物中发现早于人类的新冠

病毒感染！

前一个“从未”很可能为“新冠病毒从自

然宿主到人”的路径补上一块非常重要的“拼

图”。该专家解释，野生动物和人接触的机会

比较小，因此，在 2019年从人类传播给野生动

物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相反野生动物

到人较为可能，这一发现为病毒传播路径找

到了“单向拼图”。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

报告认为，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中间宿

主再过渡到人是多个路径中最有可能的。白

尾鹿这一新出现在人类视野中的“病毒携带

者”会不会是那个过渡物种，非常值得进一步

调查。

后一个“从未”在时间表上把新冠病毒出

现的时间大大推前。病毒溯源就好比追踪罪

犯的“老巢”，而该项研究正是“警察”终于从

监控中找到了更早的作案路径，把溯源工作

往前推进了一大截。

“目前没有任何文献发现在 2019 年有其

它动物被新冠病毒感染过。”专家表示，这项

研究对 2019 年前后都做了调查，2018 年没

有，2020年 3例，2021年 40%感染，这些数据表

明，2019 年正是白尾鹿族群内刚刚引入新冠

病毒的阶段，其间发生了什么，非常值得进一

步研究。

“假阳性”太敷衍

美国农业部在其官网上公告认为，2019

年的样本里只有一个阳性，因此很可能是假

阳性。

细读论文中的研究方法，便能够发现：美

国国家野生动物研究中心学者使用的是特异

性极高的中和抗体检测技术。

该技术模拟了“实战”：通过让中和抗体

和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比赛”，都去结合细

胞表面的受体，看抗体更厉害，还是病毒更厉

害，真正能够阻碍病毒攻击细胞的，就是中和

抗体。

“即便是曾经感染过 SARS的患者体内的

中和抗体，在这样的检测技术中也会显示为

阴 性 。”专 家 说 。（新 冠 病 毒 也 被 称 为

SARS-CoV-2，可见该技术不会认错高度同

源的病毒，只会认识新冠病毒的抗体。）

因此，假阳性的出现概率极低。

更审慎的是，研究人员还利用了两种技

术进行了重复试验，结果得到了相互印证。

论文中这样写道：所有样本均在国家野

生动物研究中心使用替代病毒中和试验进

行测试，我们还在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使用

传染性的新冠病毒进行了高度特异性的病

毒中和试验。

（下转第二版）

论文表明：美国野生动物2019年已有新冠抗体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在 2012 年或 2010

年暴发，那么疫情的故事就会有所不同。”

在 8 月 9 日召开的“美国抗疫真相”主题研

讨会上，英国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
雅克通过线上形式分享了他的看法。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于 2020 年，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那时的中美关

系已经严重恶化。”马丁·雅克说，因此，美

国就利用疫情，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展开攻

击。

“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被

特朗普政府利用来算计中国、阻碍中国发

展、阻挠中国对世界发展作出贡献。”美国

《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

廉·琼斯也表示。

马丁·雅克分析，从一开始，特朗普就

决定将新冠病毒作为攻击中国的关键。即

使在 2020 年 3 月和 4 月西方国家也发现新

冠感染病例，美国和欧洲深陷抗击疫情的

困境时，他们也从未停止反华行动。“相反，

在许多方面，（西方政府和媒体）向公众掩

盖了中国战胜疫情的成功。为何要掩盖中

国的抗疫成功？”他不禁发问。

在马丁·雅克看来，新冠疫情可能是自

二战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治理考

验，在这个考验面前，美国和西方惨败，而

中国政府则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西方抹黑中国的行动一开始是因为

确信中国已经搞砸了，但很快就变成了如

我所说的通过污名化中国的国际声誉，试

图转移公众对西方国家应对疫情无能的注

意力。”马丁·雅克说，西方的反华行动才刚

刚开始，例如，尽管中国已为全球抗疫作出

巨大贡献，却仍有很多西方国家叫嚣国际

团队应通过病毒溯源向中国追责。但事实

却是，截至目前，中国新冠确诊死亡病例

4636人，而美国现已高达 61.6万人。

马丁·雅克认为，通过对比中美政府在

疫情期间的表现，美国的抗疫表现完全无

法与中国相提并论。拜登大力鼓吹“实验

室泄漏论”，并给美国情报机构 90 天时间

进行调查。

“极其荒谬的是在近期彭博社公布的

‘防疫韧性国家排行榜’中，美国居然赫然

其上，位列榜首。”马丁·雅克强调，这次排

名完全不必当真，这也是他见过的最荒谬

的排行榜。

威廉·琼斯分析，特朗普团队中的一些

人对武汉的疫情有些幸灾乐祸，他们急于

破坏中国的发展轨迹，并阻挠被国际赞誉

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制造“麻烦”。

“特朗普政府声称病毒起源于武汉，但

是这一说法已经被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早于

武汉疫情出现的新冠病毒抗体所推翻。”威

廉·琼斯说。

威廉·琼斯说，2021 年初上任的拜登

政府虽然已经开始努力抗击疫情，但是他

们最终也采取了特朗普式的将病毒政治化

的做法。“面对中国向全球分发数以百万剂

疫苗的局面，拜登政府吹嘘说，美国将打败

中国成为全球疫苗的主要分配者，虽然美

国每天加班加点地想迎头赶上中国，但他

们至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美国政府和西方媒体声称“美国在抗

击疫情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

多”，在威廉·琼斯看来，“这种说辞简直太

可笑了。”

另一方面，中国向全球提供了 7.7亿剂

新冠疫苗和原液。“中国可以有效地提出为

世界提供 20亿剂疫苗的承诺，主要是因为

他有办法在国内控制疫情，但美国没有这

样的能力。”威廉·琼斯说，“忠于特朗普的

保守州强烈反对任何抗击病毒的严厉措

施，这意味着，我们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看

到美国各地暴发大规模疫情。”

马丁·雅克担心，新冠肺炎疫情被美

国赋予了“冷战”论调、“冷战”语言和“冷

战”攻击的政治色彩，而这种情况将会持

续下去。

“不幸的是，美国仍然是问题的一部

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威廉·琼斯

表示，美国把所谓的“疫苗外交”变成了一

个政治足球，跟中国玩“推卸责任”的游戏，

导致世界离战胜疫情的目标越来越远。

“现在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拯救人们的

生命，并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病毒，各国必须

共同努力，而不是相互对立，其他一切都必

须服从于这场斗争。”威廉·琼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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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国科学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依兰县境内发现一个形态奇特的陨石坑——

依兰陨石坑，它是一座月牙形环形山。这是

继岫岩陨石坑之后，我国境内被证实的第二

个陨石坑。

“导致该陨石坑形成的星球撞击事件发

生在约 4.9万年前，基于对现有陨石坑资料的

分析，依兰星球碰撞事件是地球近十万年来

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撞击事件。”8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以下简

称地化所）研究员陈鸣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近日国际期刊《陨石学与行星科

学》封面文章发表了依兰陨石坑发现的论

文。论文由地化所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科

学家联合撰写，陈鸣为第一作者。

从陨石坑探寻星球演
化过程

我国境内第一个和第二个陨石坑的发

现，均出自陈鸣之手。

陨石坑是小行星、彗星、流星体等小天体

撞击固体星球表面形成的环形凹坑。“星球之

间的碰撞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自然现象，过去

没有中断，将来还可能再次发生。”陈鸣说，通

过研究陨石坑，探寻星球间的撞击情况，可为

研究太阳系星球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提供宝贵

资料。

实际上，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潜在风险并

非不存在。2013 年 2 月，一颗陨星在俄罗斯

车里雅宾斯克上空爆炸，冲击波震碎了无数

玻璃，上千人因此受伤。之后，联合国批准由

几名宇航员提出的小行星防御计划方案。其

他国家对此也有所行动。今年 4 月，在 2021

中国航天日开幕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局

长张克俭透露，中国航天未来将论证建设近

地小行星防御系统。

“大规模星球撞击产生的灾难实在太大

了。如果能从撞击所留下的痕迹——陨石坑

中，充分了解过去地球因为这种撞击而引起

的重大环境变迁和灾变事件，以及人类活动

所受到的影响，可为小行星防御体系提供相

关科学依据。”陈鸣说。

此次发现的依兰陨石坑，其形成与一颗

直径大约 100 米的小行星的超高速撞击地表

有关。

星球撞击事件距今4.9万年前

依兰陨石坑的形态特征十分罕见，展现

为一座月牙形环形山。这个碗形陨石撞击坑

坐落在花岗岩体上，直径 1850米，坑缘高出地

表 150 米。陨石坑的大部分坑缘保存状态良

好，但占总长度约三分之一的南部坑缘缺失。

“研究揭示，该陨石坑的真实深度达到

579 米，坑底下部充填有厚层的花岗岩碎片，

坑底上部覆盖着厚层的湖泊相沉积物。导致

该陨石坑形成的星球撞击事件发生在距今

4.9 万年前。”陈鸣介绍，这是一次极高强度的

撞击事件。这颗直径大约 100 米的小行星超

高速撞击地表，星球碰撞释放出来的能量超

过一千万吨 TNT 炸药的爆炸当量，引发了一

次威力巨大的爆炸。 （下转第二版）

我国发现罕见月牙形陨石坑 系近十万年来最大规模碰撞所致
◎本报记者 叶 青

随着暑期的到来，北京各大博物馆迎
来观展高峰。受近期疫情影响，北京市内
各博物馆严格落实测温、扫码、佩戴口罩、
预约限流等防疫管控措施，确保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及健康安全。

右图 观众佩戴口罩在国家博物馆内
观看红色经典展品。

下图 观众在国家博物馆内与国徽合
影留念。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严密防控

安心观展

科技日报包头 8月 10日电 （记者张
景阳 通讯员李宝乐）记者 10 日从包头稀

土高新区获悉，由包头稀土研究院与黑龙

江大学联合研发的稀土超分子感光变色

镜片试制成功。研发团队充分利用轻稀

土在稀土元素中较大的金属半径、易变价

和化学性质稳定等优点研发出新型感光

变色材料，该类新材料由于稀土元素镧、

铈、钇的引入使镜片具有更好的呈色速率

（小于 3s）及褪色速率（小于 60s），抗疲劳

性强且稳定性好，从而可以延长镜片使用

周期，打破我国高端变色镜片市场被进口

镜片垄断的局面。

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紫外线是

伤害眼睛的一大“黑手”。人眼在短时间接

触大量紫外线会造成电光性眼炎，长期接

触则会造成白内障、黄斑病变、眼睑皮肤癌

等。想要在强光随处可见的环境中呵护好

眼睛，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感光变

色镜片。

包头稀土研究院稀土功能材料研究所

传感材料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李静雅告诉记

者：“我们首次将稀土通过无机和有机杂化

的方式引入智能感光变色材料中，充分发

挥稀土离子在超分子结构构筑，实现空间

限域效应、重原子效应和抗氧化性等方面

的优势。”

据介绍，稀土超分子感光变色镜片

采用自主研发的稀土超分子感光变色材

料（可解决低端材料褪变色速率慢，寿命

短和底色残留量多的问题），同时结合成

熟的基层变色技术制备而成，可以智能

调节光线的透过率，有效阻挡 100%的紫

外光和 30%—80%的可见光，从而减少强

光对眼睛的伤害，达到保护眼睛和减少

视疲劳的目的。

稀土的特点使稀土超分子感光变色镜

片在性能上相比于传统感光变色镜片在使

用寿命、褪变色速率、底色残留量和提高镜

片折射率方面均有明显改善。

稀土超分子感光变色镜片试制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