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远程办公需求在年初迎来爆发式
增长。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远程办公市场是否会再现低迷？

对此，国际著名咨询机构埃森哲认为，“低迷的局面不
会出现，但远程办公何去何从却值得深思。本质上，远程办
公是企业的在线协同办公。它的兴起虽是疫情防控下的举
措，但市场其实拥有巨大潜力和可能性”。

据了解，企业协同办公的需求由表及里可分为3个基
本层次：人与人的远程协同、人与业务的远程协同、企业与
企业的远程协同——层级越深，潜在价值越大。然而，目前
95%的中国企业在协同办公软件应用中仍停留在第一层，
即以即时消息、文档协作和在线会议为主；剩余5%的企业
虽将协同办公软件与内部系统打通，也多局限于财务报销
与行政审批领域，尚未与业务流程全方位结合。

“应用数学有一个重要原理：局部最优不等于全局最
优，这同样适用于商业。持续优化的人与人之间协同仅实现
了局部最优，将协同办公与多个业务场景打通，获取更深层
次的价值，才是全局最优。”埃森哲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

呼唤企业深化协同办公不仅由于业务端发展诉求，员
工需求与数字化习惯同样要求企业作出积极改变。在
2018年中国消费者年度调查中，埃森哲发现，超七成用户
会将智能手机用于工作，这在一线城市居民中尤为明显。
而随着用户习惯养成与网络技术提升，移动在线协作这一
趋势在未来两年将有增无减。

“因此，将现有企业办公模式加速向无边界协同、全场
景协作转型，是未来提高工作效能与员工满意度的必由之
路。企业要根据多样化业务场景，打造更丰富的业务应用，
建立统一、灵活、高效的协同办公系统。”上述负责人表示。

埃森哲根据企业需求的3个层次，将协同办公系统规
划分为3个阶段：沟通协同、业务协同、生态协同。企业可
根据自身情况，循序探索协同办公的无限可能。

沟通协同。这是协同办公的初级阶段，以最大限度提
升人与人之间沟通效率为导向，与企业业务没有实质关
联。目前，市场上的协同办公软件多处于这一阶段，通过产
品功能的创新升级及横向拓展来吸引客户。

业务协同。即以业务和运营需求为中心，打造与之紧
密结合的应用场景，并进一步整合移动端，打破员工与企业
信息系统之间的时空限制，推动移动协同办公的实现。这
有望将企业运营效率提升30%至50%。在该阶段，协同办
公软件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化，最终将只剩下5家至7家主
要参与者竞争这个千亿级市场。

生态协同。指突破企业边界，与上下游伙伴在生态系
统中实现信息共享与数据流通，打造企业与企业间的数字
化网络，让协同价值最大化。目前，部分领先企业已向此阶
段迈进。这将是一个万亿级市场，仅有1位至2位“超级玩
家”能够参与竞争，如同手机操作系统仅有Android与iOS
参与竞争。

以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为例，通过协同
办公软件连接上下游供应商与合作伙伴，在同一个移动系
统上，实现人、事、物、资金的协同，提升跨企业协作效率
——而此时的协同办公系统，就成为企业协同的标准，是实
质上的企业移动端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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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为东亚南北方人群寻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喜欢吃面食还是米饭？买菜论斤还是一棵棵买……我国南北方

人群的差异，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我国南北方人群从何而

来，又如何演化？这些我们曾经苦苦追寻的起源问题，如今随着一

篇研究论文的发表有了新进展——大家很可能是南北方“混血儿”。

远程办公仅为“冰山一角”——

协同办公系统
分三阶段演进
本报记者 姚 进

“天琴计划”立新功：测出国内最准地月距离
本报记者 郑 杨 通讯员 卢旖维

国内首创一体化生物安全方舱落地——

科技战“疫”添利器
本报记者 顾 阳

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在
线发表了我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项
研究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付巧妹团队主导、多单位参加，通过针
对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逐步揭
开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史前人群南北格局、迁
徙扩散及遗传混合历史的神秘面纱。

“这项成果对于探索中国史前人群的迁
徙历史、遗传格局及内部融合过程，对于明确
现今主要生活在中国台湾及太平洋岛屿等地
的南岛语系人群的祖先来源，具有重大科学
价值和社会意义。”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评
价称。

探源华夏族群与文化

近年来，与东亚毗邻的东南亚、西伯利亚
等地的古代人类遗传演化研究已取得很多成
果。然而迄今为止，关于东亚尤其是中国南
北方史前人类基因组的相关信息所知甚少。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为回答这一困扰
人类演化的“千古谜题”，寻根东亚南北方人
群，8年前，付巧妹将目光对准了古人类化石
——这一目前研究人类起源最直接也最具说
服力的证据。

研究的“工具”找到了，但如何获得古人
类化石的内源古DNA，一直困扰着众多考古
学家及古人类遗传学家：那些距今几千年甚
至几十万年前的骨骼，一般来说含有非常高
（99.97%）的微生物DNA，将含量仅占0.03%
的人类核DNA从中成功辨识提纯出来，好
比大海里捞针，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南方大陆炎热潮湿的气候非常不
利于化石保存，因而南方的样本材料不仅稀
少，而且微生物DNA污染严重，其中的人类
DNA被高度甚至完全降解。”付巧妹说，原本
要从年代久远的人类骨骼遗骸中提取到内源
DNA已是不易，而南方样本更是让相关实验
和研究难上加难。

向着梦想努力奔跑，付巧妹带领团队，从
2014年起全力专注于南方样本的采集和古
DNA实验。然而，困难接踵而至：有时团队
因古DNA样品难获得而吃“闭门羹”；深入
南方30多个遗址采集257例古代人类样本，
却常遇到样本完全不含古DNA，或是保存条
件太差导致无法提取……

面对不期而遇的“麻烦”，付巧妹愈挫愈
勇，最终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古DNA捕

获技术，实现从大量土壤微生物DNA里“钓
取”极其微量的内源古DNA，成功捕获测序
了中国北方山东、内蒙古及南方福建等地11
个遗址的26个个体基因组。其中，25个来自
9500年至4200年前，1个来自3000年前。

“这为大时空框架下研究东亚古人群，尤
其是现代人迁徙与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遗传
学依据，同时也是首次针对中国南北方人群
开展的时间跨度最大的系统性古基因组研
究。”付巧妹表示。

南北方人群9500年前已分化

有了这个具有关键作用的古DNA捕获
技术，付巧妹的“寻根”之旅变得轻松许多。

通过研究这些人群的基因组通过研究这些人群的基因组，，研究人员研究人员
发现发现：：在沿着黄河流域沿岸在沿着黄河流域沿岸，，直至西伯利亚东直至西伯利亚东
部草原的人群部草原的人群，，至少从至少从95009500年前起携有一种年前起携有一种
以新石器时代山东个体为代表的古北方人群以新石器时代山东个体为代表的古北方人群
成分成分，，而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峡岛屿人群而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峡岛屿人群
至少从至少从84008400年前起就携有一种以新石器时年前起就携有一种以新石器时
代福建及其毗邻岛屿个体为代表的古南方人代福建及其毗邻岛屿个体为代表的古南方人
群成分群成分，，且这两种成分截然不同且这两种成分截然不同。。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一句话一句话：：早在早在95009500年年
前前，，中国南北方人群就已经分化了中国南北方人群就已经分化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东亚大陆南北方人
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与分化程度却逐渐缩
小。研究团队在8300年至7700年山东人群
中发现了古南方人群成分，在约8300年前亮
岛1号人中发现有少量古北方人群的影响。

“这种变化暗示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
方之间已经有了频繁的人群迁移与混合。”付
巧妹解释。

有趣的是研究还观察到，现今的东亚人
群，不管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都同时混合有
古北方人群成分，即以黄河沿岸的山东人群
为代表，以及古南方人群成分，即以福建与台
湾海峡岛屿人群为代表，但古北方人群成分
影响更为广泛。

让付巧妹更意外的是，中国人群与欧洲
人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演化历程差异较
大。在约9000年前农业出现以来，欧洲人群
不断遭遇外来群体“大换血”，人群遗传信息
被重构。在中国，南北方人群虽早在9500年
前已分化，但南北方同期人群的演化基本是
连续的，没有受到明显外来人群影响，迁徙互
动主要发生在东亚区域内各人群间。

付巧妹分析，这可能与中国是稻作与粟

作农业的独立起源中心有关。“农业对人口扩
增影响巨大。农业不是在欧洲本土起源的，
外来人群带来了农业，就可能很快在当地扩
张起来；而中国人有自己的农业，能自给自
足，何不‘自得其乐’呢？”

南岛语系人群祖先来源找到

关于东亚与东南亚的祖先人群，学术界
曾有个“两层假说”：距今5000年及以前的中
国福建奇和洞人，以及台湾海峡亮岛人等古
南方人群，属于“第一层”人群，也就是以狩猎
采集经济和屈肢葬为特点的狩猎采集人群；
他们与从事农业经济的“第二层”农业人群，
也就是现代东亚人截然不同。

然而，付巧妹团队研究发现，此前因为头
骨特征被归入“第一层”的以奇和洞人与亮岛
人为代表的古南方人群，实质上并没有明显
属于“第一层”人群的遗传信息，反而与现今
东亚人群、南岛语系人群有着直接而延续的
遗传关系。

通过进一步研究，付巧妹团队证明：现今
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与太平洋西南
部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与新石器时代的中
国南方沿海人群有着非常密切的遗传联系。

“这表明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
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且首次明确将时间

追溯到8400年前。这是第一次通过古基因
组数据明确中国8000多年前的古南方人群
是南岛语系人群的祖先来源。”付巧妹表示。

该研究还发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所有
沿海人群之间很少存在遗传隔离的情况。数
据显示，大部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南亚人
群均混合有当地古老的和平文化人群与中国
古南方人群相关遗传成分。其中，来自越南
4000多年前的人群尤其显示出与新石器时
代晚期中国沿海的福建人群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这些研究表明，沿海区域不但未对相
关人群造成隔离，反而促进了人群之间的互
动和基因交流，即沿海地带是亚洲人群交流
的重要通道。这一研究结果亦为探索东北亚
祖先人群的构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遗传
学线索。

“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基因组数据，其
代表的时间和区域是前所未有而又必不可少
的。”审稿专家如是评价。

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揭开
了人类演化史的冰山一角，同时也提出更多、
更深层的追问——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南北方
人群有着怎样的互动与交流？新石器时代的
北方沿海人群与内陆人群是否存在较大差
异？中国南北方人群的迁移与农业技术的传
播与扩散有何关联……对于这些追问，让我
们期待着新一轮中国史前人群研究带来新的
解答。

一个口径1.2米的反射式望远镜、一个工
作温度在零下200多摄氏度的多通道超导单
光子探测器、一个高重频短脉冲固体激光器、
一个激光测距光学平台——5月25日，经济
日报记者在位于广东珠海凤凰山顶的天琴计
划激光测距台站内，看到了由上述部件组成
可以测出地月距离的科技“利器”。

“中山大学天琴计划激光测距台站成功
测得了月球表面上5组反射镜的回波信号，
测出国内最准的地月距离，且精度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攻克了地月
激光测距技术，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成功测得全部5个反射镜的国家。”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

“天琴计划”首席科学家罗俊接受采访时说。
2014年3月，“天琴计划”由罗俊院士提

出“天琴”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旨在通过引
力波探测进行天文学、宇宙学及基础物理前
沿研究。“天琴计划”的基本方案是：于2035
年前后，在约10万公里高的地球轨道上，部

署3颗全同卫星，构成边长约为17万公里的
等边三角形编队，建成空间引力波探测天文
台，开展空间基础科学前沿研究。

考虑到我国现有技术水平距离空间引力
波探测实际需要，以及与国际前沿仍有较大
差距，“天琴计划”提出“0123”技术路线图，以
此来稳步推动所需核心关键技术走向成熟。

其中，第“0”步是开展地月激光测距实
验，为天琴卫星的高精度定轨提供技术支撑；
第“1”步发射单颗卫星，建立高精度空间惯
性基准；第“2”步是发射两颗卫星，对长距离
星间激光干涉测量技术开展在轨验证；第

“3”步是发射3颗卫星构成三角形编队，为
“天琴”开展引力波的空间探测。

天琴中心副主任、该项技术负责人叶贤
基教授介绍，地月距离在38万公里左右，地
月激光测距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远距离的激
光测距实验，也是目前地月距离测量精度最
高的技术手段。

天琴中心工程师韩西达介绍，地月激光
测距技术将为未来发射的天琴卫星提供厘米
级精确定位，使之能够精准进入指定轨道。
基于太阳轨道的空间引力波探测方案，则因
其卫星距离地球超过5000万公里，基本不太

可能利用激光定位。
地月激光测距技术是一项综合技术，它

涵盖多个学科领域。通过与中国科学院云南
天文台合作，升级昆明的卫星激光测距系统
于2018年1月22日首次测出地月距离。这
是中国人首次成功利用激光精确地测量地球
距月球的距离，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
实现地月激光精确测量的国家。

随后，“天琴”团队启动珠海测距台站建
设项目，于2019年6月首次测得地月距离，
在随后几个月里，团队测到了月面上所有的
5面反射镜，地月激光测距的技术稳定性和
成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

罗俊院士表示，地月激光测距技术是天
琴计划“沿途下蛋”的成果之一。它对月球基
础科学研究、我国太空安全、空间碎片和深空
目标探测、太空科学实验等多领域均具有重
大应用价值。“比如，长期地月距离观测资料
对于地月系统动力学等基础研究具有重要价
值。在太空安全方面，地星激光测距技术可
以‘毫厘不差’锁定空间碎片于深空目标，大
幅提升空间安全。又比如，在空间科学方面，
地星激光测距技术有助于打造‘太空实验
室’，推进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罗俊院士说。

日前，国内首创口岸移动式一体化生物安全方舱在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正式启用。作为全国首创，该方舱已申请
专利，并作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立项。

广州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方舱可有效解决口岸及
医疗机构在高风险作业环节中遇到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不
足、难以“随到随检”等实际困难，有助于更好地防范新冠肺
炎等境外疫情输入风险，进一步优化提升海关卫生检疫排
查工作。

该生物安全方舱为箱式结构，内部设计紧密贴合口岸
卫生检疫工作流程，整体达到生物安全二级（P2）以上防护
标准，可实现保护工作人员、保护旅客及保护环境的“三保
护”功能。海关关员可在方舱里按区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样本采集、快速检测等检疫工作。方舱内各功能区均设置
独立的送、排风系统，3分钟内即完成换气，并实现整舱终
末消毒。根据需要，方舱可搬移，落地后即可投入使用，实
现了“随采随消、循环作业”。该方舱投入使用后，有效缩短
了白云国际机场入境旅客通关等待时间，人均采样时间约
3分钟，并提升了旅客通关体验。

据了解，该方舱不但可适用于各种陆、港、空口岸，还能
广泛应用于医疗机构、隔离观察点等，成为科技战“疫”的又
一新利器。

移动式一体化生物安全方舱吊装现场。 陈 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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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巧妹带领的古DNA实验室团队成员在超净实验室工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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