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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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报北京8月 23日电 （记者刘霞）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韩国 LG 电子株

式会社与欧洲以应用为导向的主要研究机构

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合作，共同开

发了一种新型功率放大器，并借此在户外环

境中，成功将 6G 太赫兹无线通信信号传输了

100米。

5G 网络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得如火

如荼，多家电信公司的工程师已开始努力研

究下一代 6G 通信技术。业内人士认为，相比

5G 技术，6G 技术有望将数据传输速度提高

50 倍，时间延迟减少 10%，而且数据传输更可

靠、更准确。总之，这些提升将推动新一轮

“万物互联”的实现，为用户提供更强的互联

体验。

但科学家们早就认识到，6G 信号传输面

临一个主要问题：这种超宽带频谱的频率覆

盖范围窄，而天线发射和接收过程的功率损

失严重，因此，需要增强型功率放大器来解决

这些问题。

为此，在最新研究中，LG 电子株式会社

与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共同开发了

一种新型功率放大器，其能在 155 吉赫至 175

吉赫频段实现最大输出信号 15分贝毫瓦的稳

定通信。借助这一放大器，他们让信号传输

了 100 米，超过了此前三星公司创下的 15 米

纪录。

该公司表示，其为 6G 太赫兹无线通信演

示开发了自适应波束成型和高增益天线切换

技术，前者允许信道随着接收器位置的改变

而变化，后者则使多个信号组合在一起然后

发送到目标天线。

全球数据通信标准组织将 6G 商业化日

期定为 2025 年。不过，该领域的大多数人认

为，6G 通信将在 2029 年实现商业化，有关标

准化的谈判将于 2025年开始。

韩创下6G数据传输百米新纪录

8 月 18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召开了任内

最后一次“汽车峰会”，与业界代表一起讨论

德国汽车的未来。

作为推动转型和确保就业的重要工具，

联邦政府将在 9 月大选前启动计划中的汽车

行业“未来基金”，提供 10 亿欧元推动汽车行

业的电动和数字化转型。默克尔希望德国汽

车行业能为电动时代做好准备，努力保持其

核心竞争力。

10亿欧元助力汽车行
业顺利转型

7 月，德国政府宣布实现了原本计划在

2020 年达到的 100 万辆电动汽车保有量的目

标。得益于联邦政府大幅提高电动车购置

补贴，今年 1 至 5 月，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电

动汽车市场，新注册电动汽车达 24.8 万辆。

尽管与中国超过 600 万辆的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截 止 到 2021 年 6 月）相 比 还 有 一 定 差

距。但德国政府和业界普遍对近期的增长

率感到欣慰。

德国联邦政府计划在 9 月大选前启动

计划中的汽车行业“未来基金”，并提供 10

亿欧元。据联邦经济部透露，这些资金中

3.4 亿欧元将用于区域“转型网络”；3.4 亿欧

元用于推进数字解决方案；大约 3.2 亿欧元

用于支持中型公司，其中包括转换电力驱

动和燃料电池的生产，以及员工的进一步

培训等。

汽车是德国的支柱产业，德国每 7个工作

岗位中就有一个与汽车行业有关。德国政府

和业界清醒地看到，成功转型的核心主题是

数字化，政府资助将重点推动汽车行业的数

字化，其中包括用于汽车和自动驾驶功能的

新操作系统。此外，联邦政府也指出，很多小

型供应商，迄今为止一直专注于内燃机技术，

尚未制定明确战略应对汽车的电动化趋势。

因此，德国政府希望与公司、研究机构和职业

介绍所一起成立所谓的“转型机构”，通过政

府资助保证转型的顺利推进和相关就业的基

本稳定。

吸引领先的电池企业
落户德国

德国很早就意识到，强大并且可控的电

池供应链是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的基础。德国

联邦经济部的数据显示，锂离子电池约占电

动汽车创造价值的 40%。而欧洲目前不得不

面对亚洲电池生产商占据全球 80%市场份额

的现实。德国计划到 2030年使电动汽车保有

量达到 700 万至 1000 万辆的目标。为了在电

动汽车整个价值链中占据有利地位，2020年 6

月，德国携手欧盟提出了到 2030 年实现全球

电池需求量三分之一在德国和欧盟境内生产

的战略目标。

随后，德国主导推动欧洲国家和企业组

建“欧洲汽车电池联盟”，希望通过合力来和

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争夺更多的市场主动

权。德国牵头启动了“欧洲共同利益重大项

目”。欧盟向参与项目的成员国提供 32 亿欧

元资助，用以支持欧洲电池的技术研究和项

目创新。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推介称，由

于对参与绿色经济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实行税

收减免，熟练的技术劳动力，以及就近和便利

的配套供应商等因素，众多世界领先的电池

制造商将被吸引到德国来投资生产电池。

德国和欧盟积极的举措已经产生明显的

效果。目前，亚洲电池企业和欧洲本土电池

企业，都在欧洲积极布局建厂抢占市场先

机。例如，蜂巢能源科技投资 20 多亿欧元在

萨尔州建设锂电池工厂，年产量预计将达 24

吉瓦时。欧洲新兴本土电池企业 Northvolt等

也在奋起直追，目标是在 2030 年时获得 25%

的欧洲市场份额。大众集团则希望携手合作

伙伴在欧洲建立 6 座电池工厂。据欧洲动力

电池联盟预计，到本世纪 20年代中期，欧洲制

造的电池市场价值或将达到 2500亿欧元。

积极参与全球汽车数
字化竞争

随着电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汽车的数字

化进程在加快。自动驾驶日益成为重要的发

展领域。德国汽车界正密切关注世界汽车数

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并高度重视相关的发

展趋势。例如汽车自身正成为数字化基础设

施的一部分，智能化出行的解决方案，包括智

能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等的商业

化，将加速数字化服务的生态系统的发展。

汽车融入数字化生态系统将改变汽车行

业的价值链，并给德国汽车业带来严峻的挑

战，因为传统上德国的核心竞争力重点是汽车

工程服务的制造和研发。作为积极改变和应

对的例子，2021 年 7 月，德国大众集团发起了

“新汽车”商业战略，誓言通过更加关注电动汽

车和软件驱动的服务来改善经营状况。大众

将创建共享平台和技术，并重点开发自己的

“操作系统”，以便构建数字化服务生态系统。

在智能化出行领域，由于在华为 5G 问题

上左右摇摆，德国的 5G 网络发展相对滞后，

以 5G 高精度定位为基础的智能网联汽车的

发展受到影响。自动驾驶方面，德国的车企

在努力跟进。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在数

字和信息技术方面有优势的机构也积极参与

研发商用车的无人驾驶技术。近期，德国机

动车监督协会成功在环形试验车道上进行了

时速达 200 公里的无人驾驶测试。但总体来

看，与美国和中国的蓬勃发展相比较，德国在

这个领域的发展仍有待加强。

德国汽车业：全面向电动和数字化转型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自疫情暴发以

来，全世界科研人员都在寻找应对新冠病毒的

方法。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最佳措施，不过在

世界范围内仍呈供不应求趋势。据物理学家

组织网日前报道，鉴于此，美国科学家借助人

工智能技术，筛查出数十种能对付新冠病毒的

药物，其中包括一种乳铁蛋白。

在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的这项新研究中，科学家们用 1400多种美

国国家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药物和化合

物来处理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类细胞系，随后，

他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感染病毒之前和

之后的情况进行了图像分析，发现了 17 种有

潜力的药物，其中 10 种属于最新发现，7 种是

对此前已知能对付新冠病毒的药物进行重新

研究后的再次确认。

论文资深作者、密歇根大学医学助理教

授乔纳森·塞克斯顿博士说：“一般来说药物

开发过程需要耗费 10 年时间，而现在没有时

间进行这 10年的研发。我们发现的治疗方法

适合于开展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因为它们的

安全性已经被证实。”

该团队在几种细胞（包括由干细胞制成

的人类肺细胞）中对这 17 种候选化合物的药

效进行了验证。包括乳铁蛋白在内的 9种，在

合理剂量下表现出抗病毒活性。乳铁蛋白是

一种在母乳中发现的蛋白质，也可以作为膳

食补充剂在药店买到。

塞克斯顿说：“我们发现乳铁蛋白在预防

新冠病毒感染方面具有显著功效，比我们观

察到的任何其他蛋白都更有效。此外，早期

数据表明，这种效力甚至延伸到新冠病毒的

变异毒株，包括传染性极高的德尔塔毒株。

我们将很快启动临床试验，以检测其降低新

冠病毒感染患者病毒载量和炎症的能力。”

这项研究还发现，一类通常用于治疗癌症，

被称为MEK抑制剂的化合物，似乎会加重新冠

病毒感染。塞克斯顿解释说：“由于免疫反应降

低，接受化疗的人本身就处于危险之中。我们

计划接下来使用电子健康记录，看看服用这些

药物的患者是否新冠肺炎症状更严重。”

美 筛 选 出 17 种 新 冠 药 物
乳铁蛋白预防功效显著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墨鱼可

以记住特定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地点，甚至在

它们生命的最后几天，这种记忆依然存在。

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英国皇家

学会会刊 B 辑》上，这是第一个证明动物对特

定事件的记忆力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

的证据。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伍兹霍尔海洋

生物实验室和法国卡昂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24

种常见的墨鱼进行了记忆测试。其中一半是

10—12个月大的，还不太成熟；另一半是 22—

24个月的老年墨鱼，相当于 90多岁的人类。

“墨鱼可以记住它们在何时何地吃了什

么，并利用这一点来指导它们未来的进食决

定。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出现了肌肉功能丧

失和食欲减退等其他衰老迹象，但它们的记

忆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该论文

的第一作者、剑桥大学心理学系的亚历山德

拉·施奈尔博士说。

随着人类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失去了

对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经历的记忆能力，

例如，我们上周二吃了什么晚餐。这种名为

“情节记忆”的记忆力下降被认为是由于大脑

中海马体功能减退所致。

然而，墨鱼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两到三天，

记忆力才会恶化。研究人员称，这是因为墨

鱼大脑中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结构是“垂直

脑叶”，并没有海马体。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墨

鱼的情景式记忆不会受年龄影响。

为了测试墨鱼对何时何地可以获得哪些

食物的记忆力，研究人员首先训练墨鱼接近

鱼缸中标有黑白旗的特定位置。然后，通过

训练，墨鱼知道了它们经常吃的两种食物在

特定的旗帜挥舞处和特定的时间延迟后就可

以得到。其中一个地方为墨鱼提供了国王虾

（这是墨鱼不太喜欢的食物）。另一个地方供

应的是它们更喜欢的活草虾，但每 3个小时才

提供一次。这一过程重复了 4个星期。

此外，两处喂食的位置每天都不一样。

所有的墨鱼无论年龄大小，都会观察每面旗

帜上首次出现的食物，并利用这一点来计算

随后旗帜挥舞时，哪个喂食点的食物是最好

吃的。这表明，与人类不同，墨鱼的情节式记

忆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

许多年长的墨鱼在测试阶段记忆力与年

轻的墨鱼一样好，甚至更出色。研究人员认

为，这种能力可能会帮助野生墨鱼记住它们

曾与谁交配。

墨鱼的寿命很短，大多数为两岁左右，只

有在生命的末期才会繁殖。研究人员认为，

墨鱼通过记住它们何处、何时、和谁交配，有

助于其更广泛地进行繁衍。

墨鱼大脑拥有“永不褪色”的记忆

科技日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张梦
然）人工智能的“遗忘”与人类不同，这也是该

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据《连线》杂志网站近

日消息称，作为计算机科学中的新兴领域，机

器学习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探索在AI中诱发

“选择性失忆”的方法，其目标是在不影响模型

性能的前提下，从机器学习中删除特定人员

或点的敏感数据。如果未来能够实现，那么

这一概念将帮助人们更好地控制数据。

机器学习宗旨是使用计算机作为工具

并致力于真实、实时的模拟人类学习方式，

其可以将现有内容进行知识结构划分，再

广泛应用于解决工程应用和科学领域的复

杂问题。现在，机器学习被视作最具智能

特征的研究领域，但科学家已经提出了新

的问题：机器会学习，但它会遗忘吗？实际

上，它们的学习方式虽然在效仿人类，但

“遗忘”方式却与我们大不一样。

机器学习的“遗忘”，对于有需求的用

户，也就是那些对他们在网上分享的内容

感到后悔的人来说，其实很直观。但从技

术层面来讲，消除特定数据点影响的传统

方法，是“从零开始”重建系统，这是一项代

价可能相当高昂的工作，令企业几乎难以

承受。具体来说，某些地区的用户如果他

们对披露的内容改变了主意，其实是有权

要求公司删除他们的数据的。但彻底抹除

这件事很难实现，因为一旦经过训练，机器

学习系统就不会轻易改变，甚至就连训练

者们自己，也不清楚系统是如何掌握这些

能力的，因为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调

试或训练出的算法。

2019 年有科学家提出可以将机器学

习项目的源数据分成多个部分，以实现对

单个数据点的“遗忘”，但最近已被证明存

在缺陷。如果提交的删除请求以特定的顺

序出现，无论是偶然的还是恶意的，机器学

习系统都会崩溃。因此，要实现“选择性失

忆”这个概念，科学家可能需要在计算机科

学方面做出全新探索。

“当他们（用户）要求删除数据时，我们

能否消除他们数据的所有影响，同时避免

从头开始重新训练的全部成本？”宾夕法尼

亚大学机器学习教授亚伦·罗斯表示，他们

目前进行的研究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些“中

间地带”。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找出一

条既可以控制数据也可以保护由数据产生

的价值的发展道路。

其实，不只是机器面临“选择性失忆”的

难题，人类同样也还没掌握这项技能。遗

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是被动的。人也

无法精准选择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否则，哪

来那么多“举杯消愁愁更愁”。机器学习模

型的神经网络训练过程，犹如“炼丹”。你很

难知道丹药具体是靠什么炼成的，所以也就

不敢轻易改变火候和进入炉子的元素。可

能，得必须非常了解机器学习的路径，才能

实现数据的精准抽离。总之，这确实是一个

有待解决但靠常规思路又非常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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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和俄罗斯科学

院乌拉尔分院冶金学研究所专家开发出一

种电炉渣和钢包渣联合无废处理技术。使

用这种技术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材料以及生

铁和波特兰水泥熟料，还有助于解决环境

污染问题。相关研究文章发表在俄罗斯

《高校公报·黑色冶金》杂志上。

钢包渣通常是不适于再处理的粉尘颗

粒。研究人员首先将钢包渣稳定在固态，在

其中添加了硼酸盐玻璃。研究人员计算了产

生熟料的必要条件：被处理混合物（炉料）的化

学成分和温度范围。之后，通过轧碎和混合

获得了掺有含硅含铝矿物的炉料。

在实验室条件下，块状炉料在炉中被

加热至完全融化，之后再慢慢冷却。经过

一系列测试可以确定，在 1540—1560℃温

度下加热 10 分钟可以产生由五种炉渣成

分组成的符合标准的熟料。炉料在混合、

还原和熔化的情况下，进入熔炉后产生生

铁和余渣——熟料。之后将熟料与二水石

膏混合，并在炉中燃烧，最终形成了使用最

为广泛的水泥类型——波特兰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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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 开 发 出 冶 金 无 废 处 理 技 术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根据

近日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出版的《卒中》医

学月刊上的一项新研究，60 岁以下的成年

人如果每天都久坐不动（包括玩电脑、看电

视或读书），而且几乎没有体力活动，那么

中风风险比体力活动更多的人要高。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统计数据，美国

成年人平均每天在智能手机、电脑和电视

等设备上花费 10.5小时，其中 50岁至 64岁

的成年人花在这些设备上的时间是所有年

龄段中最长的。

数据表明，在35岁至64岁的人群中，死

于中风的人数似乎在上升。此前研究表明，

成年人久坐的时间越长，他们患包括中风在

内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而近90%的中

风可归因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久坐行为。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卡明医学院临床神

经科学系卒中研究员雷·A·乔迪博士说：“久

坐时间是指坐着或躺着进行清醒活动的持续

时间。休闲久坐时间是指久坐但不工作。”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回顾了 14.3

万名既往没有中风、心脏病或癌症的成年

人的健康状况与生活方式信息，并回顾了

参与者每天花在休闲久坐活动（看电脑、看

电视和阅读）上的时间。他们还将体力活

动分为四等分，其中最低的等级相当于每

天散步 10分钟或更少。

乔迪表示：“年轻人应增加体力活动、

减少久坐时间，同时结合其他健康习惯，以

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几率和中风风险。”

成年人久坐不动增加中风风险

韩将6G信号传输了100米。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俄罗斯科学院库尔纳科夫普通化学和

无机化学研究所开发出一种获取航空和航

天电子产品隔热和电热涂层所需陶瓷材料

的新方法，其中主要使用了氧化铟镓锌。

研究人员表示，通过燃烧凝胶制备氧

化铟镓锌粉末的方法可以将制备温度降低

500℃至 1000℃，并使合成时间缩短近 20

倍。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欧洲陶瓷学会》

杂志上。

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莉加·孔德拉季

耶娃表示，新技术是基于聚乙烯醇和硝酸铟

镓锌形成的凝胶的燃烧反应。这种方法不

仅有助于达到既定目标，还能获得颗粒形状

非同寻常的细粉。事实证明，使用这种粉末

获得的陶瓷材料还拥有独特的层状结构，而

且导热性比同类材料低三分之一。

新方法制备航空航天专用陶瓷材料

8 月 18 日，德国总
理默克尔召开“数字汽车
峰会”，与业界代表一起
探讨德国作为汽车基地
的未来。

图为默克尔在法兰
克福国际车展上试乘大
众 汽 车 公 司 的 电 动 车
ID.3（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逯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