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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科“星”闪耀

5D光学存储可将500TB数据写入单张
光盘

英国科学家利用激光将数据写入玻璃

内，新方法可以将 500太字节（TB）的数据存

储在一张光盘上。最新技术使用了与现有

光学媒体类似的技术，但可以存储比蓝光光

盘多 1万倍的数据。不过，新方法耗时较长，

因此其应用可能受限。

国际聚焦

距地128亿光年星系中发现水
根据位于智利沙漠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

波/亚毫米波阵列（ALMA）最新观测结果，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天文学家

在距离地球近128.8亿光年、早期宇宙中质量

最大的星系 SPT0311-58中发现了水和一氧

化碳。大量检测到这两种分子表明，在早期

形成元素后不久，分子宇宙就变得强大了。

这是迄今为止对早期宇宙中一个星系的分子

气体含量的最详细研究，也是在常规恒星形

成星系中对水分子的最远探测。

基础探索

拦截小行星或有新方式
一颗小行星向地球袭来，可能在几天之

内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到达，人类可以做些什

么来阻止它呢？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天体物理学教授菲利普·鲁宾阐述了人类在

没有太多准备工作的情况下，要如何去保护

地球以免受小行星袭击。鲁宾提出用一个拦

截小行星的装置，其主体思想是用一个阵列

的穿透棒打入小行星内部，棒中装满炸药，从

而把小行星炸成直径不超过15米的小碎片。

“最”案现场

迄今最大且分辨率最高胃癌图谱发布
新加坡科学家借助单细胞测序等尖端技

术，绘制出迄今最大、分辨率最高的胃癌图

谱。该图谱在单细胞水平上，提供了胃癌恶

化及不同患者之间肿瘤差异的新信息，还确

定了促使胃癌恶化并扩散到其他器官的分子

途径，为更好地治疗该疾病提供了重要信息。

技术刷新

DNA分子可变身自组装“接口”材料
美国物理学家发现了 DNA 分子是如何

响应组装指令，从而自组装成粒子间的黏性

“接口”的。该研究结果提供了一项“概念证

明”，可为未来有创新性地生产粒子间具有

明确连接定义的材料铺平道路。

选择性开启人体细胞基因疗法
美国研究人员设计的一种新方法，可选

择性开启靶细胞（包括人类细胞）的基因疗

法。他们的技术可检测细胞中特定的信使

RNA（mRNA）序列，并触发从转基因或人

工基因中产生特定蛋白质。

奇观轶闻

去年发现的“外星文明信号”其实来自
人类

“突破聆听”项目去年发现了一个备受

关注的疑似外星文明候选信号，但近期，两

篇研究论文详尽介绍了发现信号过程和先

进的信号分析手段，最终，科学家们将这个

信号从外星文明候选名单中剔除了。“突破

聆听”项目发起人、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

称：“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寻找地外文明

已进入到成熟严谨的实验科学阶段。”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1月1日—11月7日）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

杂志 11 月 4 日发表一项工程学研究，瑞士科

学家团队报告了一种用阳光和空气生产燃料

的实验系统，且该系统能在日常条件下运

转。这项研究或为生产碳中和的碳氢燃料铺

平道路，但在现阶段，生产流程仍需进行大量

优化和改进。

航空和航运目前约占人为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的 8%。“Drop-in”燃料是一种很有前景

的替代燃料源，这是一种合成版本的石油衍

生液态烃（例如煤油、汽油或柴油都是液态

烃），能在太阳能的帮助下用水和二氧化碳制

成。之前演示过这种太阳能燃料生产过程的

独立步骤，但在真实世界条件下运行完整步

骤和优化后的系统一直很有难度。

此次，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人

员阿尔多·斯坦菲尔德及其同事，描述了一种

安装在实验室屋顶的太阳能燃料系统，该系

统由 3 个关键单元组成：一个是直接空气捕

获装置，能从空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和水；一个

是太阳氧化还原装置，能利用太阳能将二氧

化碳和水转换为一氧化碳和氢的混合物（合

成气）；还有一个气转液装置，能将合成气转

换为液态烃或甲醇。该实验系统能在间歇性

太阳辐射下顺利、稳定地运转，在一天 7 小时

的典型工作时间里能产生 32 毫升的甲醇，验

证了太阳能燃料生产流程的技术可行性。

研究团队评估了他们的系统所需的升级

方案，从而有望满足全球范围内的航空煤油

消耗量（2019 年为 4140 亿升）。据估算，所有

太阳燃料生产厂的总土地足迹大概在 4.5 万

平方公里，相当于撒哈拉沙漠面积的 0.5%左

右。不过，第一代商用太阳能燃料厂生产的

这类燃料将比它们能取代的化石煤油更贵。

这种装置制造的燃料是碳中性的，因为它

们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与制作时提取的二氧

化碳量一样。研究人员认为，考虑到建设太阳

能燃料厂所需的初始投入成本较高，有必要制

定支持政策来推进这些燃料的大规模部署。

空气燃料实验系统“梦想成真”
有 助 为 碳 中 和 生 产 碳 氢 燃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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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21

世纪的世界粮仓”美誉。

巴西的农牧业生产前景广阔，但并非一

直如此。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粮食生产国多

为温带气候国家，当时的技术不适合巴西的

热带气候。巴西大部分种植地区的土壤存在

肥力低和酸度问题，限制了农业生产。此后

的数十年间，巴西政府不断加大技术创新，解

决了土壤、种植技术、作物基因库等等问题，

解放了生产力。

如今，巴西农业不仅种植种类丰富（例如

蔬菜拥有超过 80个品种），而且种植面积和产

量也逐年稳步上升。巴西农业供应公司发布

的本生产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20—2021 年

度，巴西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达 6850万公顷，

与上年度相比增长 3.9%；产量预计达 2.738亿

吨，与上年度同期相比增长6.5%。其中大豆产

量1.355亿吨，同比增长8.6%，创历史新纪录。

圣保罗大学农学院纳尔德奥教授对科技

日报记者表示，过去 30年间，巴西农牧业生产

效率持续上升，为应对全球可持续粮食供应

的挑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三大因素保证了

巴西农业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大力研发推广农业新技术

不断创新农业技术是巴西振兴农业的重

要途径之一。巴农业部下属的“巴西农牧业

研究公司”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农业科

研机构之一，它与“巴西农牧技术推广公司”

具体负责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

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在全国设有约 3000

多个技术推广站，拥有职工 2.3 万名，其中基

层科技人员 1.3万。多年来，该公司向社会推

出科研成果 1万多项。如大豆品种改良、稀树

草原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根瘤菌育种技术、固

氮新技术、生物工程胚胎移植技术等，为推动

巴西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转

变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巴西成功研发

出一系列开发稀树草原和半干旱土壤的新技

术，增加了农业用地面积，增强了农业发展潜

力。

巴西粮食和豆类作物种植面积中，有

28%的面积每年可收获两季。第一季种植的

作物通常是大豆，大豆收获后会种植玉米、小

麦、豆类和花生等作物。在 2018—2019 收获

年度，巴西玉米总产量的 74%以上来自第二

季种植的玉米。两季种植的耕作制度有助于

土地保持肥沃，提升土壤稳定性。

随着农业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巴西政府

加大对精细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研究和生产

投入，逐步改变了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结

构，极大地提高了其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

市场占有率。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巴西政府加大了

对仓储、灌溉网络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对

修建仓储和农村灌溉设施的企业提供政府低

息优惠贷款。

政府还斥资 50 亿美元实施“东北部百万

公顷灌溉计划”，积极引进以色列的农业灌溉

技术，扩大东北干旱地区的水浇地面积，有效

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并在该地区建

起一大批大型农产品出口基地，改善了当地

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条件。

此外，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

联合在东北部半沙漠地区建立了 10个综合开

发基地，并优先发展农村交通，以降低农业生

产和运输成本，为落后地区的农业开发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实施农业保险制度和
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

农业保险由中央银行独家经营，分备耕、

种植、管理、销售四个阶段的投保和“全额保

险”“分段保险”两个险种，保险范围以生产成

本为上限。农业生产者可依据不同年份、生

产条件和农作物，选择相应的保险项目。根

据规定，农业生产者在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

必须与“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签订技术

服务合同，接受技术指导，以确保农业收成，

减少风险。

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由巴生产资助委员

会制定，农业部和国家货币委员会审议，经总

统批准后，在农民播种两个月前以政令形式

颁布。其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农业生产者对农

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农业生产者可根据政

府对不同农产品确定的最低保护价，因地制

宜地自由选择可种植的农作物。市场价格一

旦低于最低保护价格，政府将按最低保护价

格向农民收购所有农产品，以保障农业经营

者的基本收入。

目前，巴西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和畜牧业

大国之一，全球粮食供应占有率仅次于美国，

排名第二。据巴农业部研究报告统计，巴西

目前仍有超过 5亿公顷尚待开发的可耕地。

纳尔德奥教授强调说，农牧业是吸纳劳

动就业的重要领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巴西

未来 10年的外贸平衡仍将取决于农牧产品的

出口。巴西农牧业科研力量雄厚，后备资源

充足，发展前景极为广阔。

（科技日报圣保罗11月7日电）

促进农牧业可持续发展 巴西使出“三大招数”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日前，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导弹防御组织

（IMDO）开始测试新型浮空器导弹预警系统。

所谓浮空器导弹预警系统是在大型浮空器

（如飞艇或气球）上安装雷达等导弹探测设备，

利用浮空器站得高、视野好、可长期在高空驻留

的性能优势，将探测设备由地面搬到空中，大幅

提升其对来袭导弹的发现距离和探测精度。

以色列此次测试的浮空器导弹预警系统

历经多年开发和制造，其主要包括一个高可

用性浮空器系统（HAAS）和一个先进雷达系

统。其中 HAAS 由美国 TCOM 公司研制，以

国防部称其为全球最大浮空器之一；雷达系

统则在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和美国导弹防御

局的联合支持下，主要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

业集团（IAI）下属的 ELTA公司研制。

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负责人摩西∙帕特

尔称，浮空器导弹预警系统将在高空巡航，提

供针对“高级威胁”的卓越的多方向探测能

力。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乔恩·希尔表示，该

系统将进一步增强以色列对高级威胁的探测

能力，以保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

作为浮空器导弹预警系统的“主要用

户”，以色列空军司令阿米卡姆·诺金认为，该

系统将成为我们加强对各种威胁防御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使我们能够构建更准确、更广

泛的空中监视图。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集团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Boaz Levy则说，浮空器导

弹预警系统为在威胁早期精确探测提供了显

著的技术和操作优势，提高了空中监视图像

及针对一系列目标的探测效率。

目前，以色列已经构建起由可拦截巡航

导弹和无人机的“铁穹”系统、可在大气层外

拦截远程弹道导弹的“箭”系统及可拦截战术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大卫投石索”系统构

成的多层导弹防御体系，新型浮空器导弹预

警系统将进一步增强其反导技术能力。

以 色 列 测 试 浮 空 器 导 弹 预 警 系 统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胡定坤

太阳能燃料系统。该装置位于苏黎世联
邦理工学院机器实验室大楼楼顶。

图片来源：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以色列测试浮空器导弹预警系统。
图片来源：以色列国防部

科技日报北京11月7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近日，研究新冠肺炎的美国罗格斯大

学研究人员使用一种类似于古代拔火罐的抽

吸技术，发明了将 DNA分子送入皮肤细胞

的新方法。该方法为基于核酸的疗法和疫苗

的实验室和临床应用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

成本效益高和高度可扩展的平台。相关论文

发表在5日的《科学进展》杂志网站上。

在对啮齿动物的实验中，研究小组使

用吸入法递送了 DNA新冠疫苗，产生了强

烈的免疫反应，比单独注射疫苗强约 100

倍。根据研究结果，这项研究的资助者，生

物制药公司 GeneOne Life Science 已经授

权该技术用于新冠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

由于该技术具有高度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目前，一项人体临床试验已经进入Ⅱ期。

“这种基于抽吸的技术是通过注射

DNA后，以一种完全非侵入性的方式在皮

肤上施加适度的负压来实现的。”该研究资

深作者、罗格斯-新不伦瑞克大学机械与

航空航天工程系教授林浩（音译）表示。

拔火罐是一种传统疗法，将加热的杯

子放在皮肤上以产生负压，增加该部位的

血液循环以促进痊愈。核酸医学是使用

DNA、RNA 和其他控制遗传信息的生物

分子的下一代技术。最近为应对新冠疫

情，已经设计、制造并大规模分发了几种基

于核酸的疫苗。

接种疫苗后，合成核酸进入宿主细胞，利

用细胞机制引导产生编码蛋白，从而引发免疫

反应。该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转染，即通

过细胞膜屏障将纯化的核酸运送到宿主细胞

的细胞质（RNA）和细胞核（DNA）中。

但 DNA和 RNA分子不会自动进入宿

主细胞，反而会迅速降解。以往的做法是包

裹脂质纳米颗粒并施加电场，但这种方法通

常会产生炎症、疼痛和组织损伤等不良影响。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在注射纯化

DNA后直接对皮肤部位施加吸力，在皮肤

顶部产生负压。吸力在皮肤各层产生张力

和松弛，触发皮肤细胞吸收 DNA分子。研

究人员表示，这种新方法简单、无痛，没有

已知的副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老祖宗的智慧神奇地和

抗击新冠疫情这一当今全世界都需面对的课

题结合了起来。拔罐，国人耳熟能详的方式，

可以排毒祛湿，调理身体。但是，疫苗和拔罐

有关系吗？科研人员表示，大有关系。注射

纯化DNA后，给皮肤拔个罐，也就是施加负

压，皮肤细胞就会吸收注射DNA分子，完成

核酸药物起作用的关键一步——转染，即让

核酸进入到宿主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这

种方法成本低，使用门槛也低，效果还挺好，

为全球抗疫带来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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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4日电 （记者刘
霞）不少新冠病毒确诊患者会遭受严重的

血管损伤，出现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等症状，

新冠病毒包含的哪些蛋白是“罪魁祸首”

呢？这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据物理学家组

织网 3日报道，最近，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的一个专家小组首次在新冠病毒包含的

29种蛋白中识别出 5种蛋白，他们认为这 5

种蛋白是造成血管损伤的原因，希望这些

发现有助于科学家们开发出针对新冠病毒

的靶向药物，以减少血管损伤。

这项研究由特拉维夫大学生物医学工

程系和萨戈尔神经科学学院的本·毛兹博

士等人领导，发表于《电子生活》杂志。

毛兹解释说：“我们发现，新冠病毒感

染患者血管疾病和凝血的发病率非常高，

不少患者出现了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等症

状。我们倾向于认为新冠病毒感染主要是

一种呼吸道疾病，但事实是，病毒感染者发

生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高出 3 倍。

所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严重损害血管或

血管内皮细胞，我们想知道在病毒中，哪些

蛋白质是造成这种损伤的‘罪魁祸首’。”

新冠病毒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病毒，总

共包含 29 种不同的蛋白质。在最新研究

中，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了新冠

病毒蛋白的每种 RNA，在实验室检查了将

不同 RNA 序列插入人类血管细胞时发生

的反应，最终识别出了 5 种破坏血管的新

冠病毒蛋白质。

毛兹说：“我们彻底检查了病毒表达的

29 种蛋白中每一种的作用，并成功地确定

了对内皮细胞损伤最大的 5 种特定蛋白

质。此外，我们使用了计算模型，以评估和

确定哪些新冠病毒蛋白对其他组织的影响

最大。”

毛兹称，鉴定出这些蛋白可能会对人

们抗击新冠病毒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的研

究可能有助于找到一种药物靶点，阻止病

毒的活动，或至少将病毒对血管的损害降

至最低。”

冠状病毒中损伤血管的蛋白首次确定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英国《新科

学家》网站4日报道，美国科学家在最新《十

年调查》中建议投资 110亿美元，建造一台

旗舰望远镜，为类地系外行星直接拍照。

每隔 10 年，美国科学机构都会要求国

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制订一份《十年

调查》报告，确定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界未来十年的首要研究重点。127 名专家

基于 900份白皮书，历时 2年讨论出最新报

告，并于 11月 4日发布。

最新报告题为《21世纪 20年代天文学

和天体物理学发现之路》，列出了美国科学

界在 2022 年至 2032 年要研究和实现的目

标，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耗资110亿美元建

造一台太空望远镜，用于研究太阳系外的类

地行星。它将接棒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JWST）——2001 年发布的《十年调查》的

最高优先任务。在经历了多次延误和预算

问题后，JWST拟于今年12月发射。

有 JWST 一直因预算问题而不断延期

的前车之鉴，报告建议通过持续投资开发

大型望远镜所需技术来建造此类望远镜，

如此一来，在最终任务概念化时，所需技术

基本上已准备就绪，使科学家更容易准确

估算成本和时间节点。

该报告还确定了天体物理学研究领域

另外三大优先事项：寻找宜居天体、了解

黑洞和中子星以及了解星系如何形成和

演化——上述拟议的大型旗舰望远镜对实

现这三大优先事项至关重要。

该报告还建议开发其他几项任务，包

括研制 X射线太空望远镜和远红外太空望

远镜，帮助人们了解星系生长早期阶段的

情况以及其他重要天体如何形成。

除这些主要的天基观测站外，该《十年

调查》还建议投资一些成本较低的地基设

施，特别是那些属于美国超大望远镜计划

的设施；还建议升级位于华盛顿州和路易

斯安那州的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以及

位于新墨西哥州的超大阵列望远镜；为观

测宇宙微波背景和中微子的新设施提供资

金等。

最新《十年调查》确定未来太空探索重点

美欲投百亿美元新建旗舰望远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