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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张梦
然）由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研究院

（SKOLTECH）和 IBM 公司领导的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创造了一种极其节能的光开关，它

可以取代操纵光子而不是电子的新一代计算

机中的电子晶体管。除了直接省电之外，该

开关不需要冷却，而且速度非常快：每秒 1 万

亿次操作，比当今一流的商用晶体管快 100

到 1000 倍。研究发表于 22 日英国《自然》杂

志上。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安东·扎瑟得特雷

博士评论说：“新器件如此节能的原因在于

它只需要几个光子即可切换。”斯科尔科沃

科学技术研究院混合光子学实验室负责人

帕夫洛斯·拉格达吉斯教授补充道：“在实

验室中，我们在室温下仅用一个光子就实

现了切换。”

由于光子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最小的光粒

子，因此就功耗而言已没有太大的改进空

间。大多数现代电子晶体管需要数十倍的能

量来切换，而除了性能问题，竞争性节能电子

晶体管还往往需要庞大的冷却设备，这反过

来又会消耗功率并影响运营成本。新开关则

可在室温下方便地工作，可以避免所有这些

问题。

除了其类似晶体管的功能外，该开关亦

可以作为一个组件，通过以光信号的形式在

设备之间穿梭数据来进行连接。它还可以用

作放大器，将入射激光束的强度提高多达

23000倍。

研究团队评论道：“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

做，以降低器件的整体功耗，目前主要由保持

开关开启的泵浦激光器主导。实现这一目标

的途径可能是钙钛矿超晶材料。由于它们较

强的光耦合性质，其已被证明是优秀的候选

者，可以超荧光的形式导致强大的集体量子

响应。”

从另一角度来看，研究人员认为新开关

也是他们过去几年组装的全光学组件工具包

中的一个。它包括一个低损耗硅波导，用于

在晶体管之间来回传输光信号。这些组件的

发展使科学家距离操纵光子而不是电子的光

学计算机更近了一步，从而带来极其优越的

性能和更低的功耗。

无需冷却的新型超快光学开关问世
运行速度比目前最先进商用晶体管快千倍

美、英、澳日前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

伴关系，美英将向澳提供核潜艇，导致法澳

2016年签署的潜艇采购“世纪合同”一朝作废。

法国随即于 9 月 17 日做出罕见决定，召

回驻美大使和驻澳大使。18 日，法国外长勒

德里昂接受法国电视 2 台采访，强烈谴责美、

澳“严重失信”。

召回大使 史无前例

勒德里昂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严重”一

词，他将当前法国与三个盟友间的争端定性

为“严重危机”，称该事件在法澳和法美盟友

之间造成“严重失信”，并以此解释召回驻两

国大使的合理性。

勒德里昂表示，法国已经召回大使以了

解事态，并向前伙伴表明强烈不满。这（召回

大使）在法美关系史上是第一次，是严重的政

治行为，表明国家之间危机的严重性，非常具

有象征性。在真正的联盟之间，有彼此交流，

互相尊重。但事实并非如此。

法国外长形容此次“异常严重”的事件中

“有谎言，有口是心非，有严重的信任背离，还

有蔑视”。

美国声称在拜登 15日宣布之前与法国有

过接触，但法国外长否认事先得到警告。勒

德里昂称，“一个小时前，我们对这些谈判一

无所知。不应以如此残酷和不可预测的方式

与法国这样的盟友打交道”。“拜登总统的做

法类似于不发推文的特朗普总统。美国正在

重新聚焦其核心利益”。

此外，法国外长还解释了为何没有召回

英国大使：“没有必要召回我们的驻英大使，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英国政府一直处于机会主

义的逻辑中。”

对于澳大利亚，法国外长表示：“我不明

白这个协议的逻辑。它说明了澳大利亚愿意

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并放弃其主权。”

看清真相 预防跑偏

虽然法国怒不可遏，但美国似乎仍将其

视为“双边贸易事务”。法国《世界报》指出，

华盛顿完全忽略了法国对与澳大利亚结盟的

重视，也不相信这次对法国的“背后一击”真

的会影响到两国的长期信任和盟友关系。

但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三个重要盟友的

背叛，是失去印太的重要支点，关系到未来的

长期战略，直接影响法国在北约和欧盟中发

挥什么样的作用。

勒德里昂在采访中没有提及退出北约的

任何情况，反而指出，法国将在北约新的战略

定位中发挥作用。“应马克龙总统的要求，北

约已着手对其基本原则进行思考。下一次在

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形成新的战略理

念。显然，这将与刚刚发生的事情有关”。

马克龙在今年 6 月 10 日的北约峰会上曾

明确表态：“在我看来，中国不属于大西洋地

区，还是说我的地图有什么问题？”“北大西洋

公约并不是南太平洋公约。”法国外长的表态

进一步说明，法国不想让北约国家被美国带

跑偏。但也有分析指出，法、德等欧洲国家在

北约中并未完全配合美国，也是美、英、澳组

建“印太安全联盟”的原因之一。

战略自主 提上日程

在欧盟层面，法国将在 2022 年上半年担

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在采访中法国外长再次

提出加强欧洲战略自主，称“欧洲必须建立自

己的战略指南”，“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捍

卫自己的利益”。

法国外长的呼声得到了欧盟的响应。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

说：“（美英澳）这种性质的协议不可能是前天

才出炉，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却从

没得到任何知会。这又一次迫使我们思考将

欧洲战略自主提上日程的必要性”。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也呼吁推动设立欧洲

防卫联盟，称欧盟需要具备在没有美国领导

的北约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的“政治

意愿”。

在澳大利亚宣布终止军购合同的第二

天，法国驻美大使菲利普·艾蒂安在推特上写

道，“有趣的是，整整 240 年前，法国海军在切

萨皮克湾击败了英国海军，为约克镇的胜利

和美国独立铺平了道路”。

240 年后，美英携手抢走法国“世纪大

单”，印证了那句盎格鲁撒克逊名言，“没有永

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有“美国优先”

这样的盟友要万分小心，说不准哪天遭到“背

后捅刀”。这次是法国，下一次会是谁？

法国外长：拜登的做法就像不发推文的特朗普

科技日报巴黎 9月 21日电 （记者李宏
策）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报告称，在老挝北部发现迄今为止和新冠病

毒最为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具

有共同关键特征，可能与新冠病毒存在进化

关系。这项研究为新冠病毒溯源提供了线

索，也让科学家们更接近于确定新冠病毒的

起源。相关研究于 9月 18日发表在《自然》杂

志的预印本平台“研究广场”。

研究人员高度关注新冠病毒表面的刺突

蛋白序列，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RBD）通

过 与 人 类 细 胞 受 体“ 血 管 紧 张 素 转 化 酶 2

（ACE2）”结合来侵入人体。

此前的研究中，在中国发现的 RaTG13

蝙蝠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最为接近，两种病

毒基因组的同源性为 96.2%。RaTG13 病毒

具有 RBD，但其基因序列与新冠病毒的 RBD

基因序列几乎没有相似性。RaTG613冠状病

毒 RBD 的 17 个氨基酸中，只有 11 个与新冠

病 毒 相 同 。 RaTG13 病 毒 的 RBD 与 人 类

ACE2受体结合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因此，在新冠病毒的溯源研究中有一个

关键问题需要解决，即是否有一种蝙蝠冠状

病毒在其刺突蛋白上具有与新冠病毒相似的

RBD 基因序列，并能够以高亲和力与人类

ACE2受体结合。

报告指出，在老挝的蝙蝠中发现了这种

冠状病毒，其 RBD 与新冠病毒的 RBD 仅相

差一两个氨基酸，且能够与人类 ACE2受体强

烈结合并感染人类细胞。

在这项新研究中，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

老挝大学的研究人员于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1 月间在老挝北部石灰岩“岩溶地带”捕获了

46 种共计 645 只蝙蝠，收集了 247 份血液样

本、608份唾液样本、539份肛拭子/粪便和 157

份尿液拭子。研究人员就这些蝙蝠携带的冠

状病毒是否与新冠病毒相似展开采样研究。

最终，在样本中发现了 3 种与新冠病毒 RBD

高度相似的蝙蝠冠状病毒。

研究人员指出，代号为 BANAL-52、BA-

NAL-103 和 BANAL-236 的病毒是“迄今已

知的与新冠病毒最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

其中 BANAL-236 病毒具有与新冠病毒几乎

相同的 RBD，相差仅两个残基；BANAL-52、

BANAL-103 病毒 RBD 的 17 个氨基酸中，有

16 个与新冠病毒相同；BANAL-52 的基因组

与新冠病毒则具有 96.85%的同源性。

论文作者之一、巴斯德研究所病原体探索

领域的负责人马克·埃洛伊特说，这3种蝙蝠冠

状病毒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可能构成直

接传播给人类的实质风险，新发现的冠状病毒

似乎与新冠病毒早期毒株具有同等感染人类的

能力，并能够被中和新冠病毒的抗体所抑制。

研究人员同时明确表示，他们的分析表

明，新冠病毒的进化史比预期的要复杂，在中

国发现的 RaTG13 病毒现在不能被认为是新

冠病毒的最近祖先。

研究者认为，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可能是由不

同种类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多次重组的结果。

研究者猜测，最初的新冠病毒暴发地可能出现在

湄公河附近的某个地区。文章作者指出，马蹄蝠

群生活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等地。

这项研究再次为新冠大流行是由蝙蝠携

带的冠状病毒通过溢出效应后开始传播给人

类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证据。

老挝发现迄今和新冠病毒最接近冠状病毒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向火星

运送一块砖的费用可能超过 100 万英镑——

这使得未来在火星上建造家园的成本高得令

人望而却步。据《今日材料 Bio》杂志近日发

表的研究，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们现

已开发出一种可能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创

造一种类似混凝土的材料，这种材料由外星

尘埃以及宇航员的血液、汗水和泪水组成。

在这项研究中，来自人类血液的一种蛋

白质与尿液、汗液或泪水中的一种化合物相

结合，可以将模拟的月球或火星土壤黏合在

一起，生产出一种比普通混凝土更坚固的材

料，非常适合在外星环境中进行建筑工程。

这种方法早已有之，被称为原位资源利

用，通常侧重于对松散岩石、火星土壤（称为

风化层）和稀疏的水沉积物的使用。然而，还

有一种被忽视的资源，那就是宇航员本身。

科学家们此次证明了血浆中的一种常见

蛋白质——人血清白蛋白可以作为模拟月球

或火星尘埃的黏合剂，从而制造出一种类似

混凝土的材料。由此产生的新材料，被称为

“宇宙混凝土”，抗压强度高达 25兆帕，与普通

混凝土中所见的 20—32兆帕的抗压强度大致

相同。

科学家们进一步发现，加入尿素可以将

抗压强度进一步提高，性能最好的材料的抗

压强度几乎达到 40 兆帕，大大超过普通混凝

土的抗压强度。

科学家们计算出，以 6名宇航员在火星表

面执行为期两年的任务来计算，期间可以生

产出 500 多公斤的高强度“宇宙混凝土”。如

果将其用作沙袋或热熔风化层砖的砂浆，每

个宇航员都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宇宙混凝土”

来扩大栖息地，使每次连续任务的可用住房

增加一倍，可支持额外的宇航员。

历史上，动物血也被用作砂浆黏合剂。

科学家们研究了潜在的结合机制，发现血液

蛋白变性或“凝结”可形成一种具有相互作用

的扩展结构，这种被称为“β-折叠”的相互作

用，可将材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参与该项目的曼彻斯特大学的阿莱德·
罗伯茨博士表示，令人兴奋的是，太空时代的

一个重大挑战可能是在中世纪技术的启发下

找到了解决方案。而“这个概念简直令人毛

骨悚然。”

来自外太空的经济适用房要来了吗？

用太空尘埃和人类体液可开发“宇宙混凝土”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刘
霞）储备池计算是一种模仿人脑工作方式

的计算方法。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

然·通信》杂志上撰文称，他们找到了一种

新方法，将储备池计算的速度提高 33 到

100 万倍，而所需的计算资源和数据输入

却大大减少，新一代储备池计算有助于解

决一些最困难的信息处理问题，比如预测

流体的动态等。

事实上，在一次测试中，研究人员在台

式计算机上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解决了

一个复杂的计算问题。研究主要作者、美

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丹尼尔·高

蒂尔说，同样的问题需要超级计算机来解

决，而且需要更长时间。

高蒂尔解释称，储备池计算是 21 世纪

初出现的一种机器学习算法，用于解决“最

难”的计算问题，如预测动力系统（比如天

气）随时间的演化情况。以前的研究表明，

储备池计算非常适合学习动力系统并准确

预测它们未来的行为。

它使用类似人脑的人工神经网络实

现这一点。科学家将动态网络上的数据

输入网络中随机连接的人工神经元组成

的储备池内。网络产生有用的输出，科

学家可对其进行解释并输入网络中，从

而对系统未来的发展作出越来越准确的

预测。系统越大、越复杂，科学家们希望

预测得越准确，为此人工神经元网络就

必须越大，完成任务所需的计算资源和

时间也就越多。

在最新研究中，高蒂尔及其同事对整

个储备池计算系统进行了简化，从而显著

减少了所需的计算资源并节省大量计算时

间。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测试中，新系统比

当前系统可以快 33 到 100 万倍。而且，与

当前一代模型需要 4000 个神经元相比，新

一代计算仅需 28 个神经元就达到了同样

的精度。

高蒂尔进一步指出：“科学家目前必须

输入 1000或 10000个数据点或更多数据点

对储备池计算机进行预热——对需要输入

储备池计算机的数据进行训练，但新系统

只需要输入两三个数据点。”在测试中，他

们用 400个数据点获得了与现在使用 5000

或更多数据点相同的结果。

储备池计算被认为是神经网络的一种

拓展框架，或者说，一种新的神经网络训练

方法。有意思的是，我们一直以为计算系

统中的人工神经元是越多越好，但实际上，

越多的神经元当然能解决越复杂的问题，

但同样会带来对庞大资源的消耗，如果能

“缩减开支”——以更少的神经元解决同样

精度的问题，则是一个非常值得努力的方

向。现在储备池计算的新成果，就让人们

看到了这样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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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开发出可以

从固体废物（木屑、煤粉、煤泥、旧轮胎）中

获取高含氢量（20%—40%）合成气体的技

术。此项技术是以蒸汽热转换法为基础。

原始产品在高温（500—1200℃）下受蒸汽

影响，具体取决于材料种类。

“我们在此次研究及其他研究中追求

的全球目标是找出真正有效的方法，用无

人需要的、在能源方面无论如何都无法使

用的废物制造出高边际利润产品，同时最

大限度地做到环保。我们的目标不是废物

的处理而是再加工。”托木斯克理工大学能

源工程学院负责发展事务的副主任弗拉基

米尔古宾说，“我们在研究木屑、旧轮胎以

及煤炭工业废物，即炉渣、煤泥和煤粉。实

验表明，从煤炭工业废物中获得的合成气

体含氢量最高。”

在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研发的装置中，压

实形态的原始材料被水蒸气破坏，无论有氧

或无氧，取决于材料本身。过程中只有材料

的有机部分被破坏。古宾解释称：“最终，我

们在不同阶段获得了3种产品。在固态阶段

获得炭屑，可用于路面或作为过滤物质用于

进一步清洁。如果原始材料是松木屑，经加

工可获得优质生物质炭，用于食品制造。在

液态阶段，可以获得液态烃燃料，可作加热

之用。在气态阶段可获得合成气体，由氢气

以及最低比例的二氧化碳和氮化合物组

成。合成气体可以很好地燃烧，因此也可用

来供热、重返技术循环以及从中提取氢气。”

下一步研究人员计划找到最有效的方

法来分离氢气，减少二氧化碳含量或对其

进行环保处理。古宾说：“热转化是从固体

材料中获取合成气体的主要方法。目前美

国和中国在积极发展这种技术，在使用规

模上俄罗斯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但我们的

基础研究水平远超外国，这给我们带来了

实际优势：我们得到更多有用的产品。”

俄研发出从固体废物中制氢新技术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科研人员

成功地改进了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基本医

用材料性能。研究成果将大大减轻外科医

生的工作，并提高治疗质量。该研究发表

在《聚合物》杂志上。

聚交酯是一种聚合物，用于外科手术

中的缝合线固定和其他辅助任务。它的特

点是具有高生物相容性和完全的生物降解

性，因为它是由乳酸分子组成的，而乳酸分

子在新陈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由廉

价的高糖植物材料制成。聚交酯具有明显

的形状记忆效应：变形后迅速恢复到原始

形状。这使得该聚合物成为开发自对准植

入物的最佳选择。它被用于治疗非支撑性

的骨骼缺损。

科学家解释说，使用这种植入物可以避

免对受伤区域进行费力的调整，这将大大方

便外科医生的工作并减少手术时间。所需

形状的产品可以缩小到方便的尺寸，将其放

置在缺损的位置后，进行加热，由于形状记

忆效应，植入物自己将占据所需的位置。

科学家称，聚交酯只有一个明显的缺

点，即形状记忆效应（SME）被激活的温度

（55—65℃）对人体来说过高。专家们基于

聚交酯开发了一种新的聚合物复合材料，

它在 45℃时会恢复到变形前的形状，在短

时间作用于身体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接受

的。“自对准植入物的研究主要是在惰性聚

合物上进行的，通过聚合物的化学交联和

其他成分的引入，实现了 SME 活化所需的

温度。我们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只

使用了生物相容的可降解聚合物，通过简

单的物理机制实现了温度的降低。不仅降

低了温度，还降低了活化能。”研究项目的

工程师波利娜·茹科娃解释说。

新材料是一种聚交酯基质，其中包含

另一种聚合物聚己内酯的球形内含物。该

材料通过挤压获得，即在热室中通过机械

搅拌获得。研究人员描述了新复合材料的

SME参数、热和机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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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改进具有形状记忆效应医用材料性能

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制造“宇宙混凝土”。
图片来源：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在欧盟视频峰会上与
会领导人再次强调欧洲加
强战略自主能力和自身承
担 更 多 防 务 责 任 的 重 要
性。图为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左）和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在比利时布
鲁塞尔共同出席欧盟领导
人视频峰会第二日会议（资
料图片）。

新华社发（欧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