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7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6 日报道，美国斯

坦福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

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 3D 打印疫苗贴片。

该贴片可直接贴在皮肤上，无需注射就能

完成疫苗接种。动物试验表明，疫苗贴片

产生了显著的 T细胞和抗原特异性抗体反

应，产生的免疫反应是用针注射到手臂肌

肉中的疫苗的 10倍。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其突破在于排列在一

块聚合物贴片上的 3D 打印的微针。该论

文主要作者、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约瑟夫·
德西蒙说：“我们开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

降低疫苗开发的时间、使用的剂量，同时缓

解人们在皮下注射时产生的疼痛感。”

研究人员称，疫苗贴片方便易用而且

有效，为接种疫苗提供了新方法，这种新方

法比针头注射疼痛更轻、侵入性更小，并且

可以自行接种。

研究结果表明，疫苗贴片产生了显著

的 T 细胞和抗原特异性抗体反应，产生的

免疫反应比皮下注射强 10 倍。免疫反应

越强，疫苗所需的剂量越少，因此，使用小

剂量的微针疫苗贴片就可以产生与注射器

注射疫苗相似的免疫反应。

微针贴片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收效

甚微。北卡罗莱纳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和

免疫学系研究员、论文另一主要作者田少

民（音译）解释道，让微针适应不同类型的

疫苗通常是一个挑战。在本研究中，他们

借助 3D 打印技术，让微针可以轻松定制，

以开发各种针对流感、麻疹、肝炎或新冠病

毒的疫苗贴片。

新冠疫情让人们意识到接种疫苗的重

要性，但接种疫苗要去医院，而且需要专业

人士注射；此外，疫苗还需要冷藏。而疫苗

贴片可以运送到世界任何地方，无需特殊

处理，人们可以自己使用，因此可大幅提高

接种率。

研究人员正在继续努力，将 RNA 疫

苗（如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的新冠疫苗）

制成微针贴片，以备未来测试。

德西蒙说：“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得到

的最大教训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可以

决定全球反应的成败，最新研究为我们应

对疫情增添了一柄利器。”

刷短视频时，常能看到打新生儿疫苗

的宝宝，在挨针的那一刻戴上“痛苦面具”，

哇哇大哭。贴贴就能打疫苗，听起来实在

简单得有些不可思议了。它的意义不止在

于减轻痛苦，更可以降低人们对打针的抗

拒和恐慌。它无需冷链，能够让偏远的、经

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方便地得到和使用

疫苗。研发人员说，还要将 RNA 疫苗制

成贴片，以备未来测试。最后一句话说得

很好，科技创新可以决定全球反应的成

败。做好技术储备，若意外再次来临，我们

可以快速找出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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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日报北京9月27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近日，英国肯特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和歌

德大学医学病毒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

当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时，他体内的一种特

定蛋白质——CD47 蛋白决定了他感染病毒

的严重程度。高水平的 CD47 蛋白会阻止有

效的免疫反应，增加与疾病相关的组织和器

官损伤，或导致新冠肺炎严重程度较高。相

关论文发表在《当前分子学问题》杂志上。

CD47蛋白的作用是向免疫系统发出“不

要吃我”的信号，阻止免疫系统的防御意外破

坏健康细胞。

研究人员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细胞会导

致细胞表面一种称为 CD47 的蛋白质水平升

高。受感染细胞表面上的病毒诱导 CD47 蛋

白可能会保护病毒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从

而使大量病毒产生，导致病情加重。

根据这项研究，已知的重症新冠肺炎的

风险因素包括高龄和糖尿病，这些疾病均与

较高的 CD47 蛋白水平有关。高 CD47 水平

也会导致高血压，这是新冠肺炎并发症（如

心脏病、中风和肾脏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

因素。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发现“令人兴奋”。

他们可能已经确定了与严重新冠病毒感染有

关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抗击新冠肺炎相当

重要的一步。

目前，针对上述蛋白质的治疗方法已经

在开发中，他们或可找到减轻大多数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症状的策略，在治疗方法的设计

上更进一步。

据报道，干细胞生物学和再生医学研究

所的一份报告将 CD47 描述为一种存在于人

体各种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它向循环免疫

细胞，即巨噬细胞发出信号，不要吞噬人体

细胞。

人体使用这种蛋白质来保护需要保护的

细胞，并帮助处理患病或老化的细胞。例如，

红细胞在年轻时其细胞表面有大量的 CD47

蛋白，但随着年龄增长会慢慢失去该蛋白，到

了一定时候，老化的红细胞表面这种蛋白质

的数量就不足以抵御巨噬细胞，然后，这些老

化的细胞被破坏，为全新的红细胞“让路”。

通过这种方式，人体才能不断补充或储备新

鲜的血细胞。

导致重症新冠肺炎的潜在因素确定

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将

推出《欧洲芯片法案》，以保持欧盟的竞争力

并降低对亚洲和美国芯片供应商的依赖。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欧盟仍希望通过“2030

数字罗盘”计划，建立芯片产业联盟，以及推

出《欧洲芯片法案》等举措，在半导体技术主

权的争夺上复制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成

功经验。

打造最先进的芯片生态系统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混乱的局面仍在持

续，致使一系列依靠芯片驱动数据处理的产

品生产放缓。半导体短缺成为欧盟从疫情中

复苏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也凸显了欧盟

高度依赖亚洲和美国芯片供应商的危险。芯

片是任何产业链的战略组成部分。这加剧了

欧盟立法者对欧洲在这方面能力的担忧，使

得半导体问题上升为“技术主权”问题。欧盟

已经意识到，半导体处于强大的地缘战略利

益的中心，也是全球技术竞赛的核心。

基于这样的背景，欧盟计划推出《欧洲芯

片法案》，目标是打造一个“最先进的欧洲芯

片生态系统”，以确保供应安全。冯德莱恩强

调：“我们需要将我们世界一流的研究、设计

和测试能力联合起来。我们需要协调欧盟和

成员国在整个价值链的投资，以共同打造一

个包括生产在内的最先进的欧洲芯片生态系

统。这将确保我们的供应安全，并为开创性

的欧洲技术开辟新的市场。”根据欧盟委员会

提出的路线图，欧盟希望在未来十年成为世

界半导体产量的 20%的来源。

冯德莱恩认为，在芯片制造方面获得更

大的自主权是欧盟总体数字战略的关键组成

部分。欧盟委员会 7500亿欧元的疫后复苏计

划（“下一代欧盟”计划）中数字方面的支出将

高达 1500 亿欧元，也反映出投资于欧洲技术

主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冯德莱恩将提升

欧洲芯片能力的雄心形容为一项“艰巨的任

务”，并用 20 年前欧盟克服各种困难，成功研

发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来做比喻，呼吁欧洲

在半导体领域也具有同样的雄心。

重点扶持芯片研发和
生产能力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随后

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欧洲芯片法案》将提供

一个框架，避免公共补贴的竞争导致单一市

场分裂，并将欧洲牢牢地置于全球地缘政治

格局中。9 月 17 日，德国半导体厂商英飞凌

宣布位于奥地利菲拉赫的 300 毫米晶圆厂正

式运营，布雷顿出席了启动仪式，并强调这是

欧盟振兴半导体工业的重要一步。

根据布雷顿的说法，《欧洲芯片法案》应

该包括 3 个维度：首先是欧洲半导体研究战

略。在现有研究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欧盟应

该联合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法国

原 子 能 委 员 会 电 子 与 信 息 技 术 实 验 室

（CEA-Leti）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等机构，

将欧洲的芯片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其 次 是 一 项 提 升 欧 洲 产 能 的 集 体 计

划。欧盟将支持芯片供应链监测，以及提高

在设计、生产、包装、设备及供应商（如晶圆

生产商）的弹性。此外，欧盟还将支持欧洲

“大型芯片代工厂”的发展，这些芯片工厂将

能够大批量生产最先进的（接近 2nm 及以

下）半导体。

第三是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框架。布

雷顿强调，欧洲并不想自己生产所有东西。

除了使本地生产更具弹性之外，欧盟还需要

设计一项战略，使供应链多样化，以减少对单

一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欧盟欢迎外国投

资帮助欧洲提高生产能力，尤其是在高端技

术方面。同时要创造适当的条件来保护欧洲

的供应安全。为此，欧洲必须调动整个工具

箱，例如欧洲半导体联盟，以及持续地筹集资

金等。

芯片雄心之路困难重重

不过，欧盟拟议的目标，特别是“有能力

在 2nm 及以下的方向上开发和生产欧洲最现

代化的芯片”，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欧洲业界

似乎对此也信心不足。首先，从企业层面看，

目前欧洲最领先的三家半导体企业英飞凌、

意法半导体和恩智浦半导体在全球芯片市场

中排名约 12 到 16 位。鉴于此前欧洲联合芯

片能力的失败尝试，诸如 Crolles 2联盟等，欧

洲半导体厂商对建立新联盟的计划并不热

衷。企业更愿意围绕着其原有的强势领域继

续发展，而不是冒着巨额投资失败的风险去

实现所谓的技术独立。

其次，从技术上考虑，欧洲虽然能生产最

先进的光刻机，理论上可以建造先进工艺的

芯片厂，但在过去的十年中，欧洲并没有持续

投资和紧跟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目前，

欧洲的芯片制程相对落后，没有一家芯片制

造商能够生产 10nm 以下的芯片。英飞凌在

奥地利的新工厂，预计主要还是供应 65nm—

28nm 的车规芯片。因此，循序渐进的话，欧

洲应该先推进到 22nm—10nm，然后再逐步到

2nm 工艺。但现在欧盟希望在 10年内实现跨

越式发展，无论技术、工艺，还是资金和人才，

欧洲都面临重重困难。

再次，或许是意识到有的瓶颈难以逾越，

欧盟同时在积极寻求拥有先进技术工艺的台

积电、三星以及英特尔来欧洲建厂，并且拟为

此推出高达数十亿欧元的补贴。目前，英特

尔已经率先表态，将在欧洲建设两座芯片工

厂。但是，目前成熟工艺只到 10nm 的英特尔

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欧洲的芯片技术发展还

是未知数。而把巨额补贴给外国芯片供应

商，不仅在业界有争议，也与欧盟技术自主的

理想背道而驰。它意味着欧洲花费高昂的时

间和资金成本之后，技术主权的梦想仍然很

遥远。

最后，从可持续发展上看，欧洲需要的是

像美国和亚洲那样稳定的客户群支持。德国

智库SNV指出，欧盟技术先进的芯片厂之所以

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缺乏有意义的本土芯片设

计市场的需求。就目前高端芯片应用的商业

案例和场景，欧洲本土市场的需求很小，难以

支撑芯片厂的可持续发展。不过，长期来看，

欧盟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强调技

术独立的战略确实有其必然性，欧洲打造芯片

生态系统的努力也终有收获的一天。

欧洲迈向芯片自主的雄心与现实

冯德莱恩表示，这一法案有助于将我们世界级的研究、设计和测试能力联合起来，协调欧
盟和成员国在整个价值链的投资，以共同打造一个包括生产在内的最先进的欧洲芯片生态系
统。 图片来源：autoevolution网站相关报道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

杂志日前同时发表多篇环境科学研究，并建

立了全球水产种类微量和常量元素数据库，

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提高“蓝色食品”产量有

望增加食品消费和改善饮食——“蓝色食品”

是指淡水和海洋环境中的植物、动物和藻

类。该论文被收录在此次“蓝色食品合辑”

中，该合辑收集了《自然》《自然·食品》《自然·
通讯》发表的研究论文、评论和观点文章，就

水产食品对未来粮食系统的贡献以及实现这

些贡献需要克服的挑战提供了洞见。

水产食品或具有改善人体营养、提高粮

食生产可持续性的潜力，但在对粮食系统的

营养和环境评估中往往代表性不足。最新的

“蓝色食品评估”研究了水产食品在构建健

康、可持续、公平的粮食系统方面的作用。

包括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科学家在内的团队，此次在《自然》上描述了

一个包含 3753个水产食品种类（包括鱼、甲壳

类、海藻）微量和常量元素组成的全球数据

库。通过将其与陆地来源的食品进行比较，

分析显示，营养含量最丰富的前 7种动物源食

品全部都是水产食品，包括大洋鱼类（如金枪

鱼和鲱鱼）、贝类和鲑科鱼（包括鲑鱼和鳟

鱼）。团队模拟了全球“蓝色食品”产量到

2030 年增加约 8%的影响，并预计这或让相关

食品价格降低 26%，有望改善最多 1.66 亿人

的微量元素摄入。

研究发现，从各种营养素（omega-3、维

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钙、碘、铁、锌）的平均值

来看，部分种类的水产食品比牛肉、羔羊肉、

山羊肉、鸡肉或猪肉更有营养。模型显示即

使产量只是少量增加，水产食品或能提供更

多的钙（增加 8%；取各国中位数）、铁（+4%）、

omega-3 脂肪酸 DHA 和 EPA（+186%）、锌（+

4%）、维生素 B12（+13%），但维生素 A估计会下

降 1%。该研究还显示，水产食品消费的增加

对女性的好处几乎是男性的 3倍，或为实现营

养公平指明了一条可能途径。

在另一篇论文中，美利坚大学团队评估了

“蓝色食品”产量对环境的影响。他们分析了

23个水产食品种类，这些种类占到全球产量的

近 3/4，分析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氮磷污染、淡

水及土地利用都取标准估值。分析发现，养殖

的双壳类（如蛤和牡蛎）和海藻的表现最好，比

它们的捕捞同类产生的排放更低。研究结果

有助于减轻环境影响、推动缺乏数据的环境评

估，为实现可持续饮食提供了指导。

“蓝色食品”有助构建健康、可持续、公平的粮食系统
《自然》发布水产食品研究合辑并分析未来潜力

巴西幅员辽阔、土地肥沃、降水丰沛, 自

然条件优越、农业资源丰富, 是全球少数适

宜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国家之一, 也

是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 享有“21

世纪的世界粮仓”的美誉。

经过数十年发展, 巴西已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体系, 通过农业专业化

与规模化发展, 农业获得飞速发展, 国际竞

争力显著提升。

科技和创新是巴西农业发展的重要经

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巴西的农业科技创

新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的体系。目前，

这一体系主要由农业科技创新研究机构、成

果与技术推广机构和相关农业科技创新支撑

措施组成。

在巴西的整个农业创新体系中，政府占据

主导地位，主要的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是巴西

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

农牧业研究公司是巴西国内规模最大的

农业科研单位，这里拥有高级农业科研人员

近千人，在全国有 40多个研究中心，负责对全

国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地、气候、水源、

市场等进行考察研究，最终确定适宜在不同

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农业主管部门则据

此制定出区域规划，采取相应的鼓励措施或

制定推广政策，引导当地农民或农场主调整

生产方式，引进和采用农作物优良新品种，从

而取得最佳农业生产效益。成立至今，该公

司已向社会推出科研成果 8000 多项，投资回

收率高达 43%。

巴西实现包括大豆在内的谷物产量大幅

增长的关键，是利用科技对其进行“热带化”

改良。巴西大部分国土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土壤酸性较强，肥力偏低，高温潮湿易引

发病虫害。而大豆是温带气候作物，对温度

变化敏感，全球主要产区大多分布在温带地

区。鉴于此，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其他国

内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在温室试验田模拟

巴西中西部的热带气候条件，对大豆进行杂

交育种，培育出适应热带条件生长，并足以抵

抗病虫害的新品种。经过不断的改良，新品

种大豆能够适应巴西中西部地区的酸性土壤

环境，生长周期缩短了 8—12 周，产量也得到

提高。如今，巴西境内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种

植大豆，种植区域已延伸至赤道附近，全国大

豆年产量从 1970 年的不足 200 万吨，增长到

现在的 1.2亿吨，稳居全球第一。

“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将大大

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益，加快未来

农业进程。基因编辑、生物经济学、农业集约

化以及数字农业等领域将是巴西农业创新的

重点。”圣保罗州农业厅农学专家罗伯特指

出，重点加强有机农业发展，强制性限制和减

少农药、化肥的使用，促进农业可持续转型。

同时，重视生物经济发展，利用可再生资源和

先进技术实现低碳经济增长。加强农业网络

平台建设,推进种植业信息化，加快建设农业

病虫害测报监测网络和数字植保防御体系，

推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技术与装

备在大田种植和设施园艺上的集成应用，建

立信息抓取、多维度分析、智能评价模型，开

展涵盖科研、生产、经营等种业全链条的智能

数据挖掘和分析平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资

源利用效率和农业持续创新能力。

“当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迅

猛发展，带动并加快了农业科技创新的进

程。农业发展的未来取决于科技的不断发

展，巴西将持续推进农业科技研究。”罗伯特

强调说。 （科技日报圣保罗9月27日电）

科技创新提升巴西农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最近，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提出了一

种详细评估城市气候和空气质量的体系，

有助于在不设大型气象中心的小城市组织

环境质量监测。相关论文发表在《环境科

学与政策》杂志上。

当空气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和灰尘

时，会危害环境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空气

检测经典统计监测模型不能很好发挥作

用，需要扩展性的、一体化的方法和模型。

秋明国立大学的科研人员制订出一种扩展

方法，可用于更详细地评估城市环境质量。

这种评估体系的关键特点之一是“按

需工作”。在大城市可能配备有空气质量

连续监测和预报体系，但在问题同样严重

的小城市可能没有。根据科学家的说法，

当需要详细分析小城市环境质量时，通常

方法的缺点也变得尤为明显。

研究人员提出的方法原理与天气预报

模型相同，能更详细地计算空气流动。研

究人员在俄罗斯北部小城阿帕季特进行了

一项计算机试验：一个具有高分辨率的模

型显示，污染羽流覆盖了整个城市，与此同

时，传统模型却显示污染将被风吹往偏离

城市的方向。

“秋明国立大学参与这个方向的研究工

作，为在全新水平上研究秋明北部的社会生

态问题并测试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机会。

我们目前在分析纳德姆市的环境状况。这项

研究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一些关键生态

因素，确保生活在俄罗斯北部严酷自然气候

条件下的人们的生活质量。”秋明国立大学低

温学和冷冻学国际中心冷冻学术系高级研究

员罗曼·费奥多罗夫介绍说。

研究人员还指出，空气质量监测是联

合国可持续人类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为实

现这些目标，世界气象组织正在积极发展

创建扩展性整体一体化方法，以开展详细

环境评估。

新评估体系详细监测小城市空气质量

俄罗斯顿河国立技术大学与德国罗斯

托克大学的科研人员合作，开发出一种独

特的防寒复合材料。据研究人员称，用这

种新材料生产的衣服能够充分积蓄来自环

境和人体的热量。相关论文发表在《应用

科学》杂志上。

在服装生产或建筑中，具有相变特性

的物质被用来提高材料的热效率。它们能

够积蓄热量，并通过改变其相态迅速释放

热量。通常，这些物质以微胶囊的形式施

加到待改进材料的结构中。研究人员认

为，在开发耐热服装时，必须计算出活性成

分施入纺织材料和聚合物材料中的最佳结

构和方法。

顿河技术大学企业与服务学院结构设

计、技术与艺术设计系研究生叶卡捷琳娜·
卢科亚诺娃称，我们的材料同时具有优良

的隔热性能和较小的比容。这能使生产的

防寒服在不降低使用性能的情况下减少厚

度。这种多组分材料具有复杂的结构和热

物理性能，需要进行复杂的研究。这种新

型复合材料是三维聚酯纤维基质，其结构

内施加了具有相变特性胶囊的聚酯绒毛组

分。基于合成纤维的材料不仅具有良好的

耐磨性，而且具有高孔隙率，有助于保持衣

服内的热量。

该大学同院系教授伊琳娜·切鲁诺娃

表示，我们研制的新材料属于蓄热型复合

纤维材料，能够保持热量，并在冷却时将

热量释放给人体。这种复合材料作为生

产冬季外衣的主要三维隔热组件尚未被

使用。早期微胶囊化的纺织材料通常用

于相对较薄的织物，适合于生产内衣或衣

服的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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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材料或带来新一代防冻服

创新连线·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