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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4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牛津大学大数据研究所研究人

员在绘制人类之间的全部遗传关系图方面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个单一的家谱，可追

溯我们所有人的祖先。该研究 24 日发表

在《科学》杂志上。

这个人类遗传多样性的新家谱网络，以

前所未有的细节揭示了世界各地的个体如何

相互关联。该研究预测了人类共同的祖先，

包括他们大致居住的时间和地点，并分析恢

复了人类进化史上走出非洲等重大事件。研

究的基本方法可能在医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

用，例如识别疾病风险的遗传预测因子。

追踪人类遗传多样性的起源，以生成

世界各地个体如何相互关联的完整图谱，

这一愿景的主要挑战是找到一种方法来组

合来自许多不同数据库的基因组序列，并

开发算法来处理这种规模的数据。牛津大

学大数据研究所研究人员此次发布的新方

法可轻松地组合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并进

行扩展，以适应数百万个基因组序列。

大数据研究所进化遗传学家、论文主要

作者之一黄燕博士解释说：“我们基本上已建

立了一个巨型家谱，这是一个全人类的家谱，

它尽可能准确地模拟了产生所有人类的历

史。我们今天在人类身上发现的遗传变异，

这个家谱使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人的基因序列

是如何沿着基因组的所有点相互关联的。”

由于单个基因组区域仅从父母一方遗

传，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基因组上每个点的

祖先都可被认为是一棵树。这组树被称为

“树序列”或“祖先重组图”，将遗传区域通过

时间与首次出现遗传变异的祖先联系起来。

研究人员称：“从本质上讲，我们正在

重建我们祖先的基因组和使用它们来形成

庞大的关系网络。然后我们可估计这些祖

先生活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方法的强大之

处在于它对基础数据的假设很少，并且还

可包括现代和古代 DNA样本。”

该研究整合了来自 8 个不同数据库的

现代和古代人类基因组数据，包括来自

215 个人群的总共 3609 个个体基因组序

列。古代基因组包括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年

龄从 1000 到 100000 岁不等的样本。算法

预测了进化树中必须存在共同祖先的位

置，以解释遗传变异的模式。由此产生的

网络包含近 2700万个祖先。

在这些样本基因组上添加位置数据

后，研究人员使用该网络来估计预测的共

同祖先居住的地方。结果成功地重现了人

类进化史上的关键事件，包括走出非洲。

研究小组计划通过继续整合可用的遗

传数据，使家谱图更加全面。由于树序列

以高效的方式存储数据，因此数据集可轻

松容纳数百万个额外的基因组。

这是下一代 DNA 测序的基础。随着

现代和古代 DNA 样本基因组序列质量的

提高，树序列正变得更加准确，最终，科学

家能够生成一个单一、统一的图谱，解释我

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人类遗传变异。另一

方面，虽然人类是这项研究的重点，但该方

法对大多数生物都有效——从大猩猩到小

细菌。其在医学遗传学方面也将发挥功

用，将遗传区域和疾病之间的真正关联，从

人类共同的祖先历史中“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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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德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研

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EFI）向德国总理朔尔

茨提交了年度报告。该报告审视了德国在关

键技术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强调德国在数字

技术方面存在落后的危险，并敦促政治家积

极采取行动弥补数字技术差距。

德国数字技术有明显弱点

自 2007 年以来，EFI 每年向德国联邦政

府提交一份评估报告，就完善政府研究与创

新政策并制定行动措施提出科学合理建议。

2022 年，EFI 聚焦关键技术，审查了生产、材

料、生物和生命科学、数字技术四个领域的 13

项技术。EFI 主席、耶拿大学的乌维·坎特纳

教授解释说：“关键技术在一个国家的技术和

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不仅有助

于新的充满活力的市场，而且对其他技术创

新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也至关重要。此外，

紧迫的问题不仅是在当前关键技术上的定

位，还包括哪些技术可能成为未来的关键技

术。”前者的典型例子如芯片，后者则包括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通过对关键技术的科学出版物、专利申

请、贸易统计和国际标准制定的评估，EFI 认

为，德国在生产技术、生物和生命科学方面具

有优势，但在数字技术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弱

点，整个欧盟也是如此。EFI 的报告强调，这

一评估“非常关键”。因为数字技术对其他关

键技术的溢出效应非常巨大。德国及其欧洲

合作伙伴不仅有可能与一个在经济上变得越

来越重要的技术领域失去联系，而且还会危

及其在生产技术和生命科学等其他关键技术

领域的现有优势。

高度重视数字B2B平台

EFI评估认为，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在所

谓的企业对消费者（B2C）平台上占据了市场

主导地位，而在专注于特定行业或应用的纯

B2B 平台中或许还有德国和欧洲的机会。

EFI副主席、波茨坦大学哈索普拉特纳研究所

的卡塔琳娜· 霍尔兹勒博士说：“B2B 平台也

在改变价值链，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并产生新

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数字 B2B 平台的公司看

到了他们自己的创新活动的许多优势，例如

通过简化数据访问或外部合作伙伴参与创新

过程。”

EFI 认为，通过使用 B2B 平台，特别是通

过在工业领域使用基于数据的平台，创造价

值的潜力很高。B2B 平台的价值创造潜力基

于高水平的行业特定知识以及从德国公司获

取大量生产和机器数据所产生的创新潜力。

据估计，数字 B2B 平台对制造业总增加值的

贡献预计在 2018 年至 2024 年间翻一番。因

此，必须迅速利用这一巨大的创新和价值创

造潜力。

EFI建议，为德国和欧洲经济中 B2B 平台

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有必要调整监管框架并

有针对性地刺激公共部门。除了欧盟范围内

的统一平台监管外，还包括开发高性能、有竞

争力、安全和值得信赖的数据基础设施。这其

中欧洲数据云平台 GAIA-X 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必须坚持不断完善。EFI认为，现在必须迅

速采取行动，以避免德国公司的价值创造外流

到美国和中国的成熟 B2C 平台。这些竞争性

平台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B2B领域。

挖掘健康数据的创新潜力

EFI分析认为，当前的新冠危机清楚地表

明，德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在数字化方面存在

巨大缺陷。在国际比较中，德国在数字化方

面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EFI发现，德国

医疗保健系统的结构是数字化的主要障碍。

坎特纳说：“责任分散的大量参与者是医疗保

健系统数字化的巨大障碍。与其他领域相

比，健康数据一方面在 IT 安全和数据保护之

间存在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在数据使用的潜

力方面存在压力。”迄今为止，服务提供商的

接受程度很低，难以全面使用数字健康应用

程序。

EFI专家委员会成员、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数字经济研究部负责人艾琳·博茲谢克教授

指出，与医疗保健系统数字化相关的创新和

价值创造具有巨大潜力。她说：“科学的分析

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医疗保健质量。此

外，与现代数字分析方法相关的健康数据呈

现出越来越多的可用性，这为更个性化的诊

断和治疗开辟了新的和深远的可能性。”然

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巨大的潜力在德国似乎

被浪费了。个性化医疗领域的创新和医疗保

健的深远改进都十分缓慢。

因此，EFI 对联邦政府的建议包括：迅速

制定和实施数字化战略，将医疗保健系统中

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纳入其中；挖掘健康数

据的创新潜力，为科学家设计符合 GDPR 的

健康数据使用方式，并尽可能降低数据管理

上的工作量；推进远程医疗和数字健康应用，

为服务提供商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以便更

大程度地利用远程医疗的可能性；为数字化

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解决数字基础设施发

展不足和员工缺乏数字技能等问题。

德国需要数字技术的
助推器

2021年，EFI曾建议新一届德国联邦政府

建立一个数字化部，并为其配备能够实现灵

活政治行动的结构和流程。但是，该建议并

未被执政的红绿灯联盟采纳。现在，EFI敦促

称，联邦政府应该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协调各

部门的数字政策措施。除美国外，亚洲国家

越来越多地成为未来重要技术的供应商。特

别是在数字技术方面，德国已经落后了。坎

特纳强调说：“德国政治家在弥补数字技术赤

字方面必须变得更加积极。我们现在需要一

个数字技术的助推器。”

EFI 强调，对于德国来说，中国现在是数

字技术以及生产和材料技术最重要的供应

商。不过，十分遗憾的是专家没有看到在数

字领域与中国深入合作的巨大商机。EFI 成

员、帕绍大学的卡洛琳·豪斯勒教授表示，国

际分工和外贸从根本上是有利的，并不是每

个国民经济都必须自己生产一切。但是，鉴

于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系统性竞

争关系，未来无法可靠地获取重要技术的风

险越来越大。因此，“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将

关键技术和技术主权的议题摆在政治议程的

前列。”

怕落伍 德智库敦促政府弥补数字技术差距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4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人类行为》杂志近日发表的一

项数学生物学研究发现，保持社交距离政策

或能防止新冠病毒演化出抗疫苗的变异株。

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人们开始关注新

冠疫苗在全球的接种，并希望社会经济活动

以及相关社交距离措施的放松会随着疫苗的

普及重新恢复。但是，对疫苗具有部分抗性

的新冠变异株（如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接连出

现，造成了感染大暴发。

此次，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使用六个

国家（以色列、美国、英国、巴西、法国和德国）

的疫苗接种和感染数据，研究了新冠病毒在不

同疫苗接种率和社交距离措施下的演化。科

学家发现，当疫苗接种率较低时，即使保持封

锁政策，抗疫苗的变异株也有可能出现。

不过，该研究预测，当疫苗接种速度很快

时——如在以色列看到的情况，如果能在大

部分人接种完毕前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就能

避免产生这种对疫苗的抗性。因此，在大规

模疫苗接种计划推行期间减少人际接触，通

过这种方式控制新增感染病例数对于防止新

冠病毒演化出抗疫苗变异株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结果指出，想要避免新冠病毒演化

出抗疫苗变异株，就必须在达到群体免疫前

保持社交距离。科学家建议决策者在快速推

进大规模疫苗接种的同时，鼓励民众保持社

交距离或减少接触，比如实施封锁措施或引

导员工在家办公。

保持社交距离能防新冠演化出抗疫苗变异株

科技日报北京2月24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据近日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的研

究，英国科学家在苏格兰斯凯岛上发现了一

个1.7亿年前的翼龙化石，这是世界上保存最

完好的史前有翼爬行动物骨骼。这表明翼龙

的存在时间比以前知道的要早数千万年。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表示，此次发现的

这种名为 Dearc Sgiathanach 的翼龙是侏罗

纪时期的最大翼龙，也是当时居住在地球

上的最大飞行生物。它在亚热带地区的泻

湖上空翱翔，捕食鱼类，牙齿纵横交错，非

常适合捕捉滑溜溜的猎物。

在 Dearc 被发现之前，翼龙的体型一

般不大，很多都只有海鸥大小。而这只翼

龙翼展估计超过 2.5 米，类似于信天翁大

小。对其骨骼的法医分析表明，该翼龙尚

未完全长大，成年后可能有约 3米的翼展。

该研究论文主要作者、爱丁堡大学古

生物学博士生娜塔莉亚·雅格尔斯卡表示，

由于其中空、轻质的骨骼和纤细的结构，

Dearc 的重量非常轻，可能不到 10 公斤。

它有一个细长的头骨和一条又长又硬的尾

巴。当它咬住猎物时，一堆锋利的牙齿就

像笼子一样将猎物困住。

翼龙与恐龙的生存时代相同，但它并

不是恐龙，而是大约 2.3亿年前出现的 3个

脊椎动物群体中第一个实现动力飞行的物

种，比鸟类早了大约 5000万年。

以前科学家们认为翼龙在侏罗纪时期

体型要小得多。他们的普遍看法是，翼龙

直 到 大 约 2500 万 年 后 的 白 垩 纪 才 达 到

Dearc 的大小。但 Dearc 的发现表明，翼龙

甚至在第一只鸟类进化之前就已经达到了

今天最大鸟类的体型。

苏格兰发现侏罗纪时期最大翼龙化石

科技日报莫斯科 2月 23日电 （记者

董映璧）俄 罗 斯 国 立 研 究 型 技 术 大 学

MISIS 开发了一种制备氧化锌纳米棒的技

术，利用该技术制成的新材料具有独特的

抗菌和抗癌特性，在生物医学领域有着良

好的应用前景。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

《材料化学与物理》杂志上。

为了制备这种新材料，研究人员使用

了从热带森林中发现的山榄科植物铁线子

叶子中的提取物。铁线子是一种大型常绿

或落叶乔木，有乳汁，有些为灌木，总共大

约有 70种。

MISIS 功能纳米系统和高温材料系工

程师科列斯尼科夫介绍说，为了制备这种

提取物，研究人员在印度安达曼和尼科巴

群岛的热带森林中采集了铁线子的嫩叶，

然后将叶子洗净、干燥、研磨，在 80℃下制

备提取物。之后，在合成氧化锌纳米棒时

使用这种提取物作为稳定剂（这种稳定剂

在醋酸盐分解过程中充当氧化剂或还原

剂），从而成功地开发一种替代方法来获得

抗癌和抗菌药物。

针对新材料的特性，科列斯尼科夫表

示，研究人员测试了新材料对各种病菌的

活性，如革兰氏阳性葡萄球菌。研究人员

还研究了合成纳米棒的抗癌活性，使用比

色试验来评估细胞的代谢活动。所有实验

表明，这种抗癌材料的独特之处是无毒，且

具有很高的光催化活性和抗氧化性能。

科列斯尼科夫称，合成此类纳米材料

的大多数方法都很昂贵，有些涉及到使用

对人类和环境有危害的有毒材料，而俄科

研人员则使用了廉价且环保的材料进行绿

色合成。

俄 从 热 带 植 物 中 提 取 抗 癌 材 料

2021年11月，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会议期间，巴西环境部部

长里卡多表示，巴西政府将在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框架内，力争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

为实现这一目标，巴西政府承诺到 2030

年全面禁止非法毁林，重新造林 1200 万公顷

及将可再生能源在全国所使用能源的比例提

升至 45%。

在巴西国内，众多企业已启动“脱碳战略”

课题研究，重点研究制订公司碳减排路线图和

“碳中和”目标方案，确保减碳进程与转型升级

同步实施，进一步提高行业绿色发展标准。

作为全球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

河谷公司承诺将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资20亿美

元，力争到2030年，公司的绝对排放量在2017年

的基础上减少33%，2050年转为净零排放。

该公司将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信息化手段，推动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全面采集各生产环节的能源数据。依托

碳排放监测监控平台，实现核心用能设备的

智能化控制，大幅提升能源的精细化管理水

平和利用效率。

该公司还将加大支持绿色低碳新技术的

研发，全面推动绿色低碳技术产业化和模式

创新，开展矿产行业前瞻性、突破性技术研

究，支持研发和推广减排效果明显、安全可控

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公司正在不断提高产

品组合的绿色含量，支持动力电池金属回收

等循环项目，延长金属产品生命周期，开发全

新的 100%电动调车机车以及不断提高绿色

能源在采矿运营中的使用率。

在亚马孙热带雨林地区，淡水河谷公司

与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巴西

环境和可再生资源协会共同开展绿色环保合

作项目，保护了约 8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其碳

储量达到约 4.9亿吨当量。此外，淡水河谷还

通过与钢铁行业的客户等开展合作，共同开

发低碳技术以进一步推动减少整个产业链的

碳排放。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是世界最大的120座级

以下商用喷气飞机制造商，也是全球第一家获

得 ISO14001 环境认证的飞机制造商。2004

年，巴航工业 EMB-203伊帕内玛成为世界上

第一架可使用再生能源——乙醇燃料并通过

认证且系列生产的飞机。

自 2011 年起，巴航工业就与合作伙伴共

同研发生物航空燃料。2012 年 6 月，在“里

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由巴航工

业生产的 EMBRAER 195完成了可再生燃料

的示范飞行，使用的生物燃料提取自巴西本

土出产的生物质甘蔗。

巴航工业纯电动演示飞机目前已成功完

成了首次飞行，预计将于 2026 年推出“零排

放”电动垂直起降飞机。公司还计划到 2035

年推出由氢燃料电池提供动力的 19座直线客

机。一款 70—100 座大型涡桨飞机的研发工

作也正在进行中。与喷气发动机相比，涡桨

飞机在排放上具有优势。

农业领域，巴西政府出台了《低碳排放农

业计划》，通过提供长期低息信贷，鼓励农业

生产者采用农作物轮作、免耕直播、生物固氮

以及农林牧一体化生产等先进生产方式来减

少碳排放。

在肉类加工领域，作为巴西最大肉类和

动物蛋白生产商的 JBS公司承诺，在尽量减少

气候和环境足迹的条件下进行肉类生产，在

未来十年投资 10亿美元用于减少业务中的碳

排放，目标是到 204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到零排放。

巴西：绿色生产之火开始燎原

高 清 同 步 课 堂 、
远程医疗、5G 远程驾
驶 ……通过与教育、
医疗、工业制造、智慧
城市等行业的深度融
合，5G 技术正促进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发展，创造出更
多新应用、新业态、新
价值。

图为在德国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上，参观
者经过“5G Arena”展
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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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 月 24 日电 （记 者刘
霞）据 物 理 学 家 组 织 网 22 日 报 道 ，美 国 科

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上撰文

称，他们发现了一种被称为“反铁磁激子绝

缘体”的物质的磁态。从广义上来说，这是

一种新型磁铁，鉴于磁材料是现在很多技

术的核心，这种新型磁铁有望应用于通信

等诸多领域。

最新研究负责人之一、布鲁克海文国家

实验室物理学家马克·迪恩指出，这种新磁态

涉及层状材料内电子之间的强磁吸引，这种

吸引使电子的磁矩（自旋）排列成规则的上、

下“反铁磁性”模式。20 世纪 60 年代，科学家

首次预测这种反铁磁性可能由绝缘材料内的

电子耦合形成。这种反铁磁性材料可以在不

同状态之间快速切换，还能保护信息不会由

于外部磁场干扰而丢失，因此对现代通信技

术具有吸引力。

迪恩进一步解释说：“绝缘体是一种不

导电的材料，材料中的电子通常处于低能状

态。电子被卡在适当位置，不能四处移动。

如果电子能四处移动并相互强烈作用形成

束缚态，就会产生激子。为让电子移动，必

须给它们一个足够大的能量，以克服基态和

更高能级之间的能隙。而在非常特殊的情

况下，磁性的电子-空穴（电子跃迁到材料

中不同能级时留下的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

产生的能量增益可以超过电子跨越能隙所

需的能量。”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物理学家可以探

索这些特殊情况，了解反铁磁激子绝缘体态

是如何出现的。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研究了名为氧

化锶铱的材料，这种材料在高温下几乎没有

绝缘性。该小组在高温下开始调查，并逐渐

冷却材料。随着冷却，材料内的能隙逐渐缩

小。在 12 摄氏度时，电子开始在材料的磁性

层之间跃迁，但立即与它们留下的空穴形成

束缚对，同时触发相邻电子自旋的反铁磁排

列。科学家利用预测的反铁磁激子绝缘体的

概念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很好地解

释实验结果。

研究人员称，未来了解这种材料内自旋

和电荷之间的联系有望催生新技术。

历经60年追寻！物质新磁态或终“现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