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责任编辑 常丽君 国 际
2021 年 12 月 3 日 星期五

W O R L D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和颜悦“摄”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解决

“蛋白质折叠问题”的方法。这是生物学领域

的一项重大挑战，难倒了几代科学家。但现

在，人工智能（AI）解决了这一问题。据《自

然》杂志 1 日发表的论文，包括美国华盛顿大

学、伦斯勒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内的研究小组描述了一种升级的阿尔法折

叠系统，该系统由深度思维（DeepMind）公司

开发，会“构想”出具有稳定结构的新蛋白质。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 AI 网络在解决生物

学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根据氨基酸序列

确定蛋白质三维（3D）结构方面取得的巨大飞

跃，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的福音，极大地促进了

人们对细胞基本结构的理解，并将推动更快、

更先进的药物制造进程。

蛋白质存在于每个细胞中，是一种线状

分子，会自发折叠成复杂的 3D 形状，其形状

与功能密切相关。例如，抗体蛋白折叠的形

状能使它们精确识别和瞄准特定的异物，就

像一把钥匙插入锁中一样。在细胞发育、

DNA 修复和新陈代谢等几乎所有生物学过

程中，这种折叠非常关键。因此，了解蛋白质

折叠结构对于了解生物体的功能以及最终生

命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

然而，蛋白质根据其氨基酸序列可能折

叠成的不同构型的数量是个天文数字。在阿

尔法折叠出现之前，科学家只知道人体大约 2

万种蛋白质中约 17%的 3D 结构。已知的蛋

白质结构是几十年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

X 射线结晶学和核磁共振等方法煞费苦心计

算出来的，这些方法需要数百万美元的设备

和数月乃至数年的反复试验。近年来，神经

网络和深度学习等 AI 技术使这项工作的准

确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利用阿尔法折叠，科学家获得了几乎所

有（98.5%）人类蛋白质组的 3D 结构。其中

36%的预测准确率非常高，另外 22%的预测准

确率较高。

此次，研究人员向 AI 提供了完全随机的

蛋白质结构的氨基酸序列，并向其中引入一

些突变，直到 AI 神经网络预测到它们能将其

折叠成稳定的结构为止，最终共产生了 2000

种全新的蛋白质序列。

研究论文共同作者、美国华盛顿大学医

学院蛋白质设计研究所贝克实验室的博士后

学者伊万·阿尼先科表示：“任何时候，我们都

没有引导 AI 得出特定结果，这些新的蛋白质

结构完全是计算机‘构想’出来的。”

研究人员表示，AI深度学习网络极大简化了

蛋白质的设计。未来，希望利用AI设计具有功能

的新蛋白质，包括基于蛋白质的药物、酶等。

从 预 测 进 化

AI 能“构想”新蛋白质结构

美国计算机巨头 IBM 近日宣布研制出一

台能运行 127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鹰”，

这是迄今全球最大的超导量子计算机。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此前曾推出 62个量子比特可编

程超导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世界各地的政府

和组织正在源源不断地增加在量子研究和开

发领域的投入。

量子计算机最基本的信息单元是量子比

特。不同于电子计算机的基本信息单元比特

只能是 0 或 1，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 0 和 1，所

以量子计算机性能更强大，且增加量子比特

数可使其性能呈指数级提升，这也是量子计

算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班牙著名物理学家胡安·伊格纳西奥·
西拉克指出，量子计算机领域的进步为金融、

医药等领域的革新提供了一片充满可能性的

蓝海。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为我们列出

了量子计算机改变世界的 4种方式。

促进新药和新材料研发

凭借其极高的处理能力，量子计算机将

能够通过量子模拟同时研究多个分子、蛋白

质和化学物质——标准计算机目前无法做到

这一点，从而使科学家们能比现在更快、更高

效地开发新药。

例如，瑞士制药公司罗氏希望借助量子

模拟来加速药物和疫苗的开发进程，以应对

新冠肺炎、流感、癌症等疾病，甚至有可能治

愈阿尔茨海默病。此外，量子模拟还可以取

代实验室实验，降低研究成本，甚至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人体和动物试验的需求。

此外，2021年初，德国制药公司勃林格殷

格翰宣布与谷歌量子人工智能合作，共同研

究和实施量子计算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特

别是在分子动力学模拟方面。

另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 11 月 16 日报

道，伊格纳西奥·西拉克表示，可以利用量子

计算机研发在今天看来不可能实现的化合

物，如能源密集程度较低的肥料等。如 IBM

等公司正在使用量子计算机塑造新分子，以

“模拟大自然将土壤中的氮转化为富含硝酸

盐肥料的能力，进而减少化肥对环境的影

响”；而谷歌公司正在与大众集团的信息技术

部门合作，利用量子计算机帮助后者研发新

材料，特别是电动汽车用高性能电池。

在金融领域“大显身手”

量子计算机可以为金融业带来巨大的潜

在利益——从更深入的分析到实现更快的交

易等等。事实上，许多主要金融机构正在想

方设法借助量子计算促进贸易、交易和数据

传输速度。

比如，IBM 和摩根大通等银行一直在试

验量子技术，希望借此优化交易策略、投资组

合、更好地进行资产定价以及风险分析等。

此外，去年西班牙金融量子计算技术研发商

Multiverse Computing 宣布与美国量子计算

初创公司 IonQ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使金融

服务机构能够使用 IonQ 量子云平台，比之前

更准确、更快速地进行风险估值、投资组合优

化、资产管理、欺诈检测模拟等。

量子计算机在金融领域的另一个潜在应

用是金融建模，对于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来

说，能更好地进行金融建模意味着更低的处

理成本和更快的交易速度，这是一种双赢。

助应对气变“一臂之力”

越来越多专家把注意力转向利用量子计

算机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气

候变化。

首先，量子计算机的整体能耗将低于传

统计算机。例如，D-Wave 的 2000Q 量子计

算机的能耗比 IBM 的“顶点”（Summit）超级

计算机低 4个数量级，后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计算系统之一。同样地，美国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的科学家计算出，量子计算机有可能将

能源使用量降低 100多万千瓦时。

此外，专家预测，量子模拟还有助于各国

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例如，量子计算机可以加速发现新的二

氧化碳催化剂，确保二氧化碳更有效地循环，

同时产生有用的氢气、一氧化碳等气体。同

时，量子模拟也有助于造出更高效的电池、更

好的太阳能电池或风力涡轮机材料，甚至是

用于实现碳捕获技术的、吸收性更强的催化

剂。在农业方面，量子模拟可以显著降低制

造肥料所耗费的电能，而肥料占全球能源耗

费的比例高达 2%。

量子安全应予以重视

《福布斯》杂志网站在报道中指出，尽管

量子计算机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

时也可能会带来风险。

比如在信息安全领域，量子计算机将有

能力突破目前人们保护信息时广泛依赖的公

钥加密，这意味着数据无论现在多么安全，未

来在量子计算机面前可能都不堪一击。对于

任何需要保护敏感信息的组织来说，这是一

场灾难。

尽管各国政府和企业对量子计算机投入

了大量资金，但对量子安全的投入却很少，而

量子安全对于我们迈入量子时代至关重要。

幸 运 的 是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与 技 术 研 究 院

（NIST）目前正在对后量子密码术进行标准

化。据 NIST称，新标准将于今年年底公布。

虽然量子计算机为我们的未来描绘出了

一副美好的蓝图，但伊格纳西奥·西拉克明确

表示，必须摒弃量子计算机投入实用指日可

待的想法。他说：“我们确实已经研制出了第

一批原型机，但其规模仍然非常小，且功能并

不强大，只是跨出了第一步。”

开发新药、涉猎金融、应对气变……

量子技术改变世界的四种方式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沃

伦·安德森在 1973 年首次提出一种新物质状

态——量子自旋液体。其不同性质在高温超

导和量子计算机等量子技术领域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但问题在于，从未有人见过这种

物质状态，至少近 50年来一直如此。如今，哈

佛大学领导的一个物理学家团队表示，他们

终于通过实验模拟并分析了这种奇异的物质

状态。相关论文发表在 2日的《科学》杂志上，

这一成果标志着人们对量子自旋液体的神秘

本质有了全新理解，向能够按需创造出这种

难以捉摸的状态迈出了一大步。

量子自旋液体与水等日常液体没有任何

关系，而是与磁铁和其中电子旋转的方式有

关。在普通磁铁中，当温度降到一定温度以

下时，电子就会稳定下来，形成一块具有磁性

的固体物质。在量子自旋液体中，电子在冷

却时不稳定，不会形成固体，并且在不断变化

和波动，如同液体一般。

研究人员表示，从这项研究中学到的知

识有朝一日可能会为设计更好的量子材料和

技术提供帮助。更具体地说，量子自旋液体

的奇异性质可能是创造更稳定的量子比特

（即拓扑量子比特）的关键，这种量子比特有

望抵抗噪音和外部干扰。学习如何创造和使

用这样的拓扑量子比特，意味着向实现可靠

的量子计算机迈出重要一步。

研究小组使用可编程量子模拟器来观察

这种类似液体的物质状态。该模拟器是一种

特殊的量子计算机，允许研究人员创建诸如正

方形、蜂窝状或三角形晶格等可编程形状，从

而设计超冷原子之间不同的相互作用和纠缠。

在传统的磁铁中，电子自旋按照某种规

则向上或向下。例如，在日常使用的冰箱磁

铁中，旋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是因为旋

转通常以棋盘格模式工作，并且可以配对，这

样它们就可以指向相同或相反的方向，保持

一定的顺序。

量子自旋液体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磁性顺

序。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其添加了第三个

旋转，将棋盘格图案转变为三角形图案。虽

然一对电子总是可以稳定在一个或另一个方

向上，但在三角形中，第三个自旋总是奇数，

这就形成了一个阻挫自旋系统，使电子自旋

不能稳定在一个方向上。

研究人员使用模拟器创建了这种阻挫系

统晶格图案，将原子放在相应位置相互作用

和纠缠，在整个结构纠缠在一起后，他们能测

量和分析连接原子的弦——这些弦被称为拓

扑弦。拓扑弦的存在及对其进行的分析表

明，量子自旋液态已经出现。

科学家实验模拟出量子自旋液体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张梦
然）在 2 日发表于英国《自然·遗传学》杂志上

的一项研究中，安进 (Amgen)制药属下 de-

CODE 基因公司的科学家们展示了通过结合

序列多样性和 RNA 表达的数据，测量出迄今

最大规模血浆中大量蛋白质的水平，以深入

了解人类疾病和其他表型。

deCODE 基因公司的科学家们使用了

血浆中的 5000 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以群体

规模的多重平台为目标，以解开它们的遗传

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与人类疾病和其他特征

的关系。

利用技术平台“SOMAscan”的蛋白质组

学测定法测量的血浆蛋白质水平，deCODE

基因公司的科学家们测试了 2700万个序列变

异与 35559 名冰岛人血浆中 4719 种蛋白质水

平的关联。他们发现了 18084 个序列变异与

蛋白质水平之间的关联，其中 19%与通过全

基因组测序确定的罕见变异相关。总体而

言，93%的关联是新颖的。此外，他们分别基

于“SOMAscan”方法和基于抗体的 OLINK 精

准蛋白质组学分析，从现有最大的血浆蛋白

质组学研究中重复了 83%和 64%的报告关联。

科学家们测试了血浆中蛋白质水平与

373 种 疾 病 和 其 他 特 征 的 关 联 ，并 产 生 了

257490个这样的关联。他们整合了序列变异

与蛋白质水平、疾病和其他特征的关联，发现

已报告的与疾病和其他特征相关的大约 5 万

个变异中的 12%，也与蛋白质水平相关。

deCODE 基因公司首席执行官、该论文

的资深作者之一凯瑞·斯蒂凡森表示，蛋白质

组学可以帮助解决遗传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难

题：确定哪个基因负责序列变异对疾病的影

响。此外，蛋白质组还提供了一些时间相关

的测量方法，因为血液中的蛋白质水平会随

着事件发生和发生的时间而上升和下降。

史上最大的血浆蛋白质组研究发布
有 助 建 立 基 因 组 与 疾 病 之 间 的 关 联

科技日报柏林 12月 1日电 （记者李
山）随着第四波疫情日趋严重，德国政界打

算就接种疫苗义务尽快达成一致。即将成

为总理的朔尔茨在联邦和各州首脑会议上

表示，他支持实施新冠疫苗普遍接种义

务。经过相关立法程序后，强制疫苗接种

可能在明年 2月后实施。

一直以来，德国对于新冠疫苗都坚持

自愿免费接种的原则。由于部分民众对疫

苗持保留态度，德国仍有上千万成年人迟

迟未接种疫苗，各界已经围绕普遍的疫苗

接种要求进行过激烈辩论。现在，越来越

多的迹象表明，德国新政府有意打破这一

禁忌，希望通过立法程序将接种新冠疫苗

变为一般义务。

即将成为总理的朔尔茨表示，普遍强

制接种疫苗将对个人自由产生深远的影

响。但它保护生命，并最终保护社会自

由。他支持实施新冠疫苗普遍接种义务。

朔尔茨表示，新冠疫苗接种义务将在每个

人都有机会获得两剂疫苗接种后实施，这

应当可以在 2月初办到。德国联邦议院可

以很快对此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此外，德国新政府还将组建新的抗疫

危机指挥部，由一名德军将领负责。为了

加快接种疫苗的速度，德国将开放药店和

牙医诊所进行疫苗接种，计划圣诞节前完

成 3000 万剂疫苗的接种。大型活动如足

球赛等将受到进一步限制。有高感染数据

的俱乐部等场所将停止营业。零售商店预

计将于 12 月中旬开始实施严格的 2G 规

则，即只允许接种过疫苗或感染新冠后康

复的客户进店购物。

在接种疫苗的问题上，围绕个人自由

是否优先于公众自由的辩论仍将持续。各

界虽有一些共识，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尽

管接种新冠疫苗的一般义务越来越近，但

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例如，一般的疫

苗接种义务是否也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

是否有医学或宗教的例外，以及是否通过

罚款等措施来确保执行等。

德拟强推疫苗接种应对疫情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英国《自然》杂志 2 日发表的一项

研究，科学家用人多能干细胞建立了一个

模型，可用来研究人类胚胎植入子宫的过

程。人胚状体（blastoid）是模拟早期人类胚

胎的结构，在研究中能准确再现人类胚胎

早期发育的关键阶段，包括黏附在体外子

宫细胞上。该模型或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人

类发育早期阶段的认识，以及开发不孕不

育的治疗方法或避孕药。

在受精后的一周内，人类胚胎会形成

名为胚泡的细胞团，胚泡会植入子宫壁。

准确模拟这一发育阶段的模型能支持对胚

胎植入和早期发育的研究。利用干细胞构

建胚泡的类似物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方法，

但此前的尝试遇到了瓶颈，比如会形成与

胚泡不匹配的细胞。

此次，奥地利科学院分子生物技术研

究所研究人员尼古拉斯·利弗隆及其同事，

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构建了人胚泡样结构

（胚状体）。研究团队鉴定出 3 个信号通

路，抑制它们就能得到有效模拟正常胚泡

发育（成功率>70%）和能形成正确细胞（成

功率>97%）的胚状体。

研究报告称，这种人胚状体能在体外

特异性地黏附受激素刺激的子宫内膜细

胞，让团队能重现直到第 13天的围植入期

发育过程。

由于该模型效率高、可扩展潜力大。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方法能为人类胚胎植

入和发育研究提供重要帮助。

干细胞可揭示器官的形成机理，但此

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难以帮助我们更深

入理解发育胚胎。通常来说，科学家试图

培养本身没有干细胞的类器官时，都会用

到多能干细胞这种更基本的干细胞类型。

科学家既可以从人体胚胎中获得多能干细

胞，也可将皮肤细胞或血细胞进行重编程

进而培养出干细胞，然后诱导它们模仿特

定器官的形成。

不过，这些结构或者说微型器官，通常

只复制了真实器官的某些结构和功能而非

全部。

这项技术突破，有望为我们研究人体

发育早期阶段以及理解发育障碍、不育症

和遗传疾病等问题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甚至提高试管婴儿成功率。但在另一方

面，当人类通过它准确模拟人体发育过程

的时候，也需谨慎地处理与此项技术进步

相关的伦理学问题。换句话说——由干细

胞培育而来的“模型胚胎”与使用体外受精

技术得到的真实人类胚胎，之间应存在一

道边界，而“模型胚胎”研究同样也会引发

类似 20 多年前克隆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

所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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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陈超）日前，日本山

梨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旅日京剧艺术家

刘东风先生和刘妍女士，在山梨学院小学

及山梨学院高中举办了中国传统艺术“变

脸”表演鉴赏会。

“变脸”是川剧的表现手法之一，2006

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演出利用的是学生课间休息时间。两

位变脸师突然现身在正在体育馆嬉戏的学

生们中间，随着音乐的伴奏，近距离瞬间做

出各种变脸，令学生们欢呼雀跃。变脸师

的敏捷动作使孩子们既惊喜又赞叹。变脸

表演让日本学生们近距离接触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

艺术的兴趣。

图为日本师生争相观看中国传统艺术
“变脸”表演。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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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变脸变脸””走进日本校园走进日本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