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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受自然界蜘蛛网启发，荷兰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研究人员将纳米技术和机器学习相结

合，成功设计出一种可在室温下工作的、极为

精确的微芯片传感器——“蛛网纳米机械谐

振器”。该设备属于迄今世界上最精确的传

感器之一，能在与日常噪声极端隔离的情况

下振动，表现出超过 10亿的机械品质因数，是

量子技术和传感技术结合的典范。这一突破

性成果发表在《先进材料》杂志上，对引力和

暗物质研究以及量子互联网、导航和传感领

域都有重大意义。

当温度在绝对零度（约-273.15℃）以上

时，由于电荷载流子的热运动，所有电阻都具

有噪声，这种噪声称为热噪声。而研究微小

物体振动（如传感器或量子硬件中使用的振

动物体）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防止环境热

噪声与其脆弱状态相互作用。例如，量子硬

件通常保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但使

用这种设备的冰箱每台价格高达 50万欧元。

此次发明的网状微芯片传感器在室温

中与噪音隔绝的情况下，共振效果极好。而

且，这一发明将使建造量子设备的成本大大

降低。

该研究的领导者之一理查德·诺特表示，

蜘蛛网是很好的振动探测器，因为蜘蛛通过

感知网内的振动来捕猎，而非风这样的外部

因素。“何不搭乘数百万年进化之旅的便车，

用蜘蛛网作为超灵敏设备的初始模型呢？”

研究人员利用贝叶斯优化算法研究复杂

的蜘蛛网，并建立了计算机模型。令人惊讶

的是，该算法从 150种不同的蜘蛛网设计中提

炼出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

计算机模型显示，该设备可在室温下工

作，且原子剧烈振动。通过机器学习和优化，

研究人员成功地设计出了在室温环境下具有

超低能量耗散的蛛网纳米机械谐振器。

在这种新设计的基础上，研究论文第一

作者安德里亚·库比蒂诺用超薄、纳米厚的

氮化硅陶瓷材料薄膜建造了一个微芯片传

感器。研究人员使微芯片“网”强力振动，并

测量振动停止所需的时间来测试该模型，结

果打破了室温下与环境热噪声隔离后的振

动效果纪录。这一微芯片网外几乎没有能

量损失，振动都在内部呈圆圈运动，且不接

触外部。

“这有点像推了一下秋千，然后秋千就能

不停地摆动将近一个世纪。”诺特说。

仿生蛛网打造新型室温微芯片传感器

11 月 25 日，南非报告发现新冠病毒突变

毒株 B.1.1.529，26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

为“奥密克戎”。该毒株问世后，全球各国迅

速开启“一级戒备”，美、英等国第一时间向相

关地区发布旅行禁令，以色列甚至进入“封

国”状态，全面禁止外国游客入境。

“奥密克戎”为何如此可怕？其传播速度

有多快？诸多变异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突

破疫苗防护？感染症状是否较轻？科技日报

记者深度调研上述问题，希望找到更直接的证

据，解开被无数传言笼罩的“奥密克戎”之谜。

传播速度有多快？

南非流行病应对与创新中心主任图里

奥·德·奥利维拉称，“奥密克戎”似乎传播得

非常快，两周时间即成为南非的主要流行毒

株，其中疫情最严重的豪登省 90%的病例感

染均为该毒株。根据南非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公布的数据，从 11 月 23 日至 30 日，该国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从 868 人迅速上涨到 4373 人，

增长了 4 倍。传染病专家威兰德根据现有数

据计算称，相比原始新冠毒株，“奥密克戎”的

传染性高出 5倍，而“德尔塔”仅高出 70%。此

外，根据比利时和我国香港地区“奥密克戎”

感染病例的 PCR 检测结果，探测到病毒遗传

物质所需的循环数较少，说明患者体内病毒

载量很高，传染性较强。

诸多变异意味着什么？

根据基因测序结果，“奥密克戎”毒株刺

突蛋白出现 32 处突变，“德尔塔”毒株该区域

突变仅有 9 处。英国维康桑格研究所新冠病

毒基因组学计划负责人杰弗里·巴雷特表示，

32个突变中仅有 1个可明确为无害突变，有 9

个曾在“德尔塔”等其他毒株中出现过，是明

显的不良突变,可能提高病毒传染性或影响

疫苗效果，还有 11个新出现的突变，可能具有

功能性但作用暂不明确。美国布鲁姆实验室

研究认为，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的 15 处

突变中，有多处位于抗体逃逸的“峰值位点”，

其中 4 处严重影响抗体作用，4 处中等影响抗

体作用。而已经席卷全球的“德尔塔”的“受

体结合域”上，一共仅有 3处突变。

能否突破疫苗防护？

根据各国公开的病例显示，突破性感

染是广泛存在的。博茨瓦纳最先发现的 4

名“奥密克戎”感染者全部完整地接种了疫

苗（未披露疫苗种类）；香港发现的 3 名感染

者全部完整接种了 mRNA 疫苗，其中两人

在 5—6 月间接种了“复必泰”疫苗，1 人在

10 月份刚刚完成“莫德纳”疫苗接种。11 月

30 日 ，以 色 列 两 名 医 生 确 诊 感 染“ 奥 密 克

戎”毒株，两人全部接种了辉瑞疫苗，且均

接种了加强针。

目前，辉瑞、莫德纳等企业均在评估疫

苗对新毒株的保护作用，莫德纳公司首席

执行官斯蒂芬·班塞尔 30 日称，现有疫苗对

“奥密克戎”的作用可能不像对“德尔塔”那

样有效。

症状真的较轻？

日前，有报道引用南非医生安吉丽可·库切

的观点称，“奥密克戎”感染者症状轻微。事实

上，这一说法为“断章取义”。记者专门查阅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库切的报道原文，她在

采访中称其治疗的病人是年轻人和一名6岁的

儿童，总数为“两打”左右，她说这些病人症状轻

微，但其担心未接种疫苗的老年患者感染新变

种后可能出现严重症状。美国传染病专家埃里

克·费格尔·丁认为，南非“疫情中心”豪登省因

新冠导致的每周新增住院人数在两周时间内翻

了5倍，由136人飙升到647人，根据这一指标，

不能低估感染“奥密克戎”的病情严重程度。

“奥密克戎”为何让全球“一级戒备”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胡定坤

科技日报柏林11月30日电（记者李山）
近日，在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VLT）

的帮助下，天文学家发现了迄今为止距离地

球最近的一对超大质量黑洞。相关成果 30日

在线发表于《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上。

这对新发现的超大质量黑洞位于宝瓶座

星系 NGC 7727中，距离地球约 8900万光年，

是迄今为止距离地球最近的一对黑洞。此

前，天文学家已经怀疑该星系是这两个黑洞

的所在地，但尚未确认它们的存在，因为没有

看到来自它们附近的大量高能辐射。

此次，法国斯特拉斯堡天文台的天文学

家卡琳娜·沃格尔博士及其团队，通过研究黑

洞的引力如何影响它们周围恒星的运动，不

仅确认了黑洞的存在，还计算出了两个黑洞

的质量。智利帕拉纳尔天文台的合作团队使

用欧洲南方天文台 VLT的多单元光谱探测器

（MUSE）进行了详细观测。

利用MUSE的观测数据以及来自哈勃太空

望远镜的数据，该团队确认NGC 7727中的物体

确实是超大质量黑洞。较大的黑洞位于NGC

7727的中心，其质量相当于太阳的1.54亿倍，而

相伴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630万倍。而且这

对黑洞之间的距离仅1600光年，也打破了两个超

大质量黑洞之间最近距离的纪录。

超大质量黑洞潜伏在大质量星系的中

心。当两个这样的星系合并时，黑洞就会发

生碰撞。论文共同作者、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的霍尔格·鲍姆加特教授说：“两个黑洞之

间的短距离和速度表明它们可能会在未来

2.5 亿年内合并成一个巨大的黑洞。”像这样

的黑洞合并可以解释宇宙中最大质量的黑洞

是如何形成的。

沃格尔博士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两

个如此接近的超大质量黑洞，它们之间的距

离不到之前纪录的一半。我们的发现还表

明，可能有更多这样的星系合并遗迹仍在等

待发现，它们可能包含许多隐藏的大质量黑

洞。这或许会使本地宇宙中已知的超大质量

黑洞总数增加 30%。”

距地球最近一对超大质量黑洞现身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全球每年有 6 亿人因食用被细菌、病毒、毒素

或化学物质污染的食品而患病，1100 万人因

不健康的饮食而死亡，还有 42 万人因食用不

安全的食物而死亡。从宏观角度来看，若无

法保障安全食品，会阻碍人类发展。食品安

全需要每个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重视，也是

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多主体共同参与监督

巴西既是农业大国，也是食品出口大

国。随着全球各国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巴

西近些年来对出口食品的质量以及国内食品

安全状况也越来越重视。

在食品安全概念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巴

西政府建立了更为完善的食品安全基本保障

体系，更加重视食品安全环境建设，并形成多

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体系，包括卫生部所属

的国家卫生监督局以及农业部、司法部等部

委的下辖机构。此外，民间还有消费者维权

基金会、消费者保护研究院、食物保护协会等

机构。

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要求在所

有屠宰厂全职派驻一名官方兽医监督员，于

屠宰前和屠宰后开展检查。这种监督对于

保 证 出 口 和 内 销 的 肉 类 产 品 安 全 至 关 重

要。巴西遵循世贸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协

议》的规定，采取区域化及生物安全隔离区

划原则。

在食品检查方面，巴西有关部门经常到

生产厂家、市场等各个环节抽取样品，然后

进行实验室分析，不合格的企业将被吊销生

产许可证。比如奶制品由巴西农业部下属

的奶制品监察局负责抽查。生产未达标产

品的企业将受到停产、没收不合格产品、收

回已投放市场产品等一系列处罚。如再犯，

案件将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企业法人将以食

品造假罪被起诉。

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巴西食品生产政策的支持对象包括中小

生产者及当地食品企业等，如家庭农业、土地

改革移民、土著人口、森林采摘工人等都包含

在内。因此，巴西政府从土地改革、信贷、技

术援助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

策，为食品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保证

了食品生产环节的安全性。

巴西有关食品安全的法案很多，也很具

体。比如食品的包装和标签必须明晰，食品

的原材料和添加剂都要有具体说明。此后又

要求进口食品标签中必须标明产品的注册号

码、有效期，以及产品使用和储藏的葡萄牙文

说明书。

从 2005 年开始，巴西又强制执行食品营

养成分标签规定，要求食品标签必须包括热

量值、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纤维含量、

钠含量等信息，以保障公众健康。

实施口蹄疫根除计划

自 1992 年起，巴西开始坚持实施一项有

力的国家卫生项目——口蹄疫根除计划。该

项目由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协调，由

27个州级兽医服务机构及企业共同完成。口

蹄疫根除计划旨在创造和保持可持续的条

件，以确保无口蹄疫状态能得以维持。经过

近 30年的坚持，在 2018年 2月，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科学委员会向 180 个成员国建议将巴西

认可为免疫无口蹄疫地区。同年 5月，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正式公布巴西为无口蹄疫国家。

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兽医体系效能报

告，巴西拥有全球公认的高标准兽医服务体

系。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监测的多种疾病，如

非洲马瘟、非洲猪瘟、禽流感等在巴西境内均

不存在。正是由于巴西在动物卫生方面的不

懈努力，巴西畜牧类、禽类产品的产品品质得

到进口商的高度认可。

（科技日报圣保罗11月30日电）

确保食品安全 巴西政府动真格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

的冷却块，有望改变食物的冷藏和运输方

式，不需要依赖冰或传统的冷却包。这项

应用可通过控制微生物污染，潜在地减少

食品供应链中的用水量、食品浪费和环境

污染。研究论文发表在近日的美国化学学

会期刊《可持续化学与工程》上。

“当冰融化后，就无法再重复使用了。”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物与农业工程系教

授孙刚（音译）说，“我们希望制造出一种所

谓的固体冰作为冷却介质，并且可以被重

复使用。”

这种新的不含塑料的“果冻冰块”不会

融化，是可堆肥和抗微生物的，能防止交叉

污染。冷却块含有 90%以上的水和其他成

分，能保持稳定结构。它们摸起来很软，就

像明胶做的小熊软糖一样，颜色还会随着

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可被设计或切割成任

何所需的形状或大小。

研究人员表示，它可冷却物品达 13 个

小时，随后将其收集起来，用水或稀释的漂

白剂快速清洗，放入冰箱再次冷冻以备下

次使用。冷却块最多可被重复使用十几

次，用完后将其扔进垃圾桶即可。早期测

试表明，这些冷却块可承受高达 10公斤的

重量而不会变形。

研究人员注意到，鱼类加工厂使用的冰

量巨大，融化的冰水中含有的微生物可能在

产品之间传播，或流入排水沟形成交叉污染。

他们还在保存午餐盒使用的塑料冰袋中发现

了霉菌，而这些塑料冰袋也经常出现在运输

包裹中。研究人员希望最终使用可回收的农

业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冷却剂材料。

这种“果冻冰块”可作为传统冰块的替

代品，有望减少用水量和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它们温度稳定，能减少食品变质，对于

需要冷藏物品的餐饮公司、航运企业和食

品生产商来说将是理想的选择。

不会融化变质的“果冻冰块”研制成功
有望改变食物冷藏和运输方式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1 日发表了一项古

生物学研究，重新分析了坦桑尼亚北部来

托利的化石足迹，发现在距今约 360 万年

前，有不止一个人种曾用双足行走。有一

组足印此前被认为属于现代人早期亲属，

但该研究认为有另一组痕迹属于一个未确

定的人种。这些发现对直立行走的起源提

供了新见解。

20世纪 70年代，科学家在来托利发现

了 5 个连续足印，为人类直立行走提供了

最早的确定证据。这些足迹被认为是阿法

南方古猿留下的（与著名的“露西”骨骼同

一人种）。但其他于同一时期发现并随后

被掩盖的足迹，引发了诸多争议。有人认

为这些足迹是熊用后腿走路留下的；也有

人认为它们来自不同的人种。

2019 年，美国俄亥俄大学骨科医学院

科学家埃利松·玛克努特及其同事，重新发

掘了这些形状异常的足印。研究团队将之

与熊、黑猩猩和人类的足印进行比较，发现

它们更接近人类而不是熊留下的痕迹。对

野生美洲黑熊行为的视频分析表明，它们

几乎不用后足行走。

研究团队还指出，尽管来托利已发现了

上千块动物化石，但其中没有熊。他们总结

说，这些足印来自一个尚未确定的人种，拥

有一种交叉步伐的奇异步态——每个脚步

都超过身体中线，在另一只脚的前方触地。

这些发现是日渐增加的证据的一部

分，表明这一时期的人种多样性尚未得到

充分认识。

谁走的？走出了一种交叉的奇异步伐

尚未确定的古代人种足迹发现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1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1 日发表了一个机

器学习框架，能帮助数学家发现新的猜想

和定理。该框架由深度思维（DeepMind）

开发，已经帮助发现了纯数学领域的两个

新猜想。这项研究展示了机器学习可以整

合进目前的工作流中，支持数学研究。这

也是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首次使用人工

智能（AI）来帮助证明或提出纽结理论和

表示论等复杂数学领域的新定理。

纯数学研究工作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发

现数学对象间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联系形

成猜想：怀疑为真但尚未得到严格证明的

叙述。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数学家开始

使用计算机帮助发现规律和提出猜想，但

人工智能系统尚未普遍应用于理论数学研

究领域。

此次，深度思维团队和数学家一起建

立了一个机器学习框架，用于协助数学研

究。他们的算法会搜索数学对象间潜在的

规律和联系，尝试寻找意义。其后由数学

家接手，利用这些观察来引导他们对潜在

猜想的直觉。

人工智能专家艾利克斯·戴维斯及其

同事报告说，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两个纯数

学领域，他们发现了拓扑学（对几何形状性

质的研究）的一个新定理和一个表示论（代

数系统研究）的新猜想。

这其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数学研究

所所长乔迪·威廉森教授使用该 AI，接近

证明了一个关于卡兹丹—卢斯提格多项式

的古老猜想，这个猜想已经有 40年没有解

决了，其涉及高维代数中的深度对称性。

论文合著者、英国牛津大学马克·拉克

比和安德拉斯·尤哈斯将这一过程向前推

进了一步，他们发现了拓扑学纽结的代数

和几何不变量之间的惊人联系，从而在数

学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定理。

纽结理论可帮助数学家理解纽结的特

性以及它与其他数学分支的关系，在生物、

物理学科中也有无数应用，如理解 DNA

链、流体动力学等。

深度思维团队总结说，他们的框架能鼓

励未来数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数学家们的工作很纯粹——提出猜想

并证明这些猜想，从而得出定理。但这些猜

想从何而来？科学家已经证明，在数学直觉

的指导下，机器学习可以提供一个强大的框

架，在有大量数据可用或对象太“难搞定”而

无法用经典方法研究的领域中，发现许许多

多有趣且可证明的猜想。从另一角度看，AI

这种“非凡的工具”已经相当先进，其帮助人

们找到人类思维不容易发现的联系，从而对

加速多种学科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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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图片来源：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官网

为防范新冠变异病
毒“奥密克戎”毒株传
播，多国近日对南非等
非洲国家的航班和旅客
实施入境限制，并升级
防控措施。

图为 11 月 29 日，
旅客在南非开普敦国际
机场等待接受新冠病毒
检测。
新华社发（弗克摄）

天文学家发现
迄今观测到的距地
球最近的一对超大
质量黑洞，它们之
间的距离很近，最
终将合并成一个巨
大的黑洞。

图片来源：欧
洲南方天文台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