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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一周之“首”

气态巨行星“内心”首次发现
在类木行星上，浓厚的氢气和氦气包裹

着一个固体内核，但以前从未有人看见这些

固体内核，而英国天文学家最近发现了一颗

新型天体，正在与一颗遥远的恒星“共舞”，

该天体可能是一颗气态巨行星的内核，让他

们得以首次管窥此类行星的“内心”，从而揭

示其形成演化之谜。

本周焦点

存储器“连存带算”从理论转向实践
以色列理工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展示了他

们利用计算机存储器进行计算的研究成果。

存储器计算是通过存储器单元自身所进行的

数字计算，而非在专门处理单元内执行，同经

典计算机相比，存储器计算有望大幅度提高

计算性能。这代表着开发存储器计算的重要

里程碑，是计算技术方面的突破，将为大数据

所需的更快处理和分析提供解决方案。

本周“明星”

机器学习诞生新型“研究员”
你印象中的“机器人研究员”可能只是

一个简单的辅助型机器人，但现在，一种汽

车装配线上常见的机器人在经过机器学习

改造后，已经可以在化学实验室内和人类一

起工作。在给它一个需要检验的假设之后，

这种与算法相连的“机器人研究员”甚至能

够选择它该开展什么实验，且完成时效远远

高于人类，其不同于此前的自动化系统，可

以扩大在材料研究中的实用性。

前沿探索

四粲夸克组成的新粒子“现身”
夸克通常三两成群，形成名为强子的粒

子，理论学家则预测存在四夸克和五夸克强

子。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机构的大

型强子对撞机底夸克实验（LHCb）合作组，

日前首次观察到一种由 4个粲夸克组成的新

粒子，这一发现将帮助物理学家更好地理解

夸克之间如何紧密“相拥”，形成质子和中子

等复合粒子，并有助发现新物理学。

奇观轶闻

一颗质量比太阳大的恒星悄然消失
在普遍认知中，当一颗大质量恒星到达

生命尽头时，就会发生超新星爆发。然而不

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爱尔兰天文学家

发现，位于约 7500 万光年之外，有一颗比太

阳质量大得多的恒星，没留下任何线索就直

接消失在“人类视野”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

什么。目前猜测，该恒星可能没经历超新星

爆发就塌缩成了黑洞。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7月6日—7月12日）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2日电 （记者刘霞）
据欧盟委员会官网近日消息，欧盟委员会日

前发布了《欧盟氢能战略》和《欧盟能源系统

整合策略》，希望借此为欧盟设置新的清洁能

源投资议程，以达成在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

的目标，同时在相关领域创造就业，进一步刺

激欧盟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

《欧盟能源系统整合策略》将为欧盟向绿

色能源过渡搭建框架，旨在让不同的能源生

产载体、基础设施及消费行业彼此关联，实现

统一规划和运营，以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这一战略包括三大支柱：首先，一个以能

效为核心的更易于“循环”的能源系统，更有

效地利用本地能源，同时最大程度实现当地

工厂、数据中心等排放出的废热以及由生物

废物或废水处理厂产生的能源的再利用。其

次，在终端领域大力推进电气化，打造一个百

万数量级的电动汽车充电桩网络。第三，对

于难以实现电气化的领域，则用可再生氢能、

可持续生物燃料和沼气替代。

该策略提出了38项行动计划，具体措施包

括修订现有立法、财政支持、研究部署新技术

和数字工具、向成员国提供财政措施并逐步淘

汰化石燃料补贴的指导、市场治理改革和基础

设施规划、改善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等。

而专门制定《欧盟氢能战略》，则是为了在

一体化的能源系统中，更好地支持工业、交通、

能源生产等领域的脱碳进程。这一战略的重

点是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生产可再生氢能。

欧盟委员会称，氢能开发分三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2020—2024年），在欧盟境内建

造一批单个功率达 100 兆瓦的可再生氢电解

设备。2024 年前，全欧的可再生氢制备总功

率达到 6千兆瓦，年产量超过 100万吨。第二

阶段（2025—2030 年），在继续加大可再生氢

制备产能的基础上，建成多个名为“氢谷”

（Hydrogen Valleys）的 地 区 性 制 氢 产 业 中

心。通过规模效应以较低廉的价格为人口聚

集区供氢，这些氢谷也是未来泛欧氢能网络

的骨架。第三阶段（2030—2050 年），重点是

氢能在能源密集产业的大规模应用，典型代

表是钢铁和物流行业。

为实施氢能源战略，欧盟委员会也在 8日

当天宣布成立“欧洲清洁氢联盟”，由相关产

业领导者、民间机构、国家及地区能源官员和

欧洲投资银行共同发起，旨在为氢能源的大

量生产提供投资，满足欧盟国家对清洁氢能

的需求。

实现气候中和 刺激经济复苏

欧盟整合能源体系 推出氢能战略

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氢能战

略》和《欧盟能源系统整合策略》两份相辅相

成的战略文件，计划未来十年向氢能产业投

入数千亿欧元，与“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和

《欧洲绿色协议》紧密结合，为经济提供动力，

目标是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被誉为“未

来能源”的氢已被欧盟视为能源转型的关键，

尽管实现的过程还面临严峻挑战。

宏伟目标 加速能源转型

在气候中和的目标指引下，欧盟决定大

力推动气候友好型氢能的发展。《欧盟氢能战

略》希望在公众的支持下，到 2024年将可再生

能源生产的氢增长到 100 万吨，到 2030 年增

长到 1000 万吨。《欧盟能源系统整合策略》则

提出了欧盟绿色能源过渡的框架，目标是建

立一个更加一体化的能源系统。欧盟委员会

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表示，这两者对于达

成到 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欧洲目标都很重

要。蒂默曼斯强调，氢是清洁能源中的“摇滚

明星”，欧洲必须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

无色的氢气使用时不会产生温室气体，但

电解水生产氢和氧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通

过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被比喻为对气候友好

的“绿氢”；使用石化燃料生产的氢则被称为

“灰氢”；而用天然气生产的氢，如果同时捕获

并存储产生的二氧化碳（CO2），则被称为“蓝

氢”。欧盟预计到 2030年，气候友好型氢气将

变得更具竞争力。欧盟将推动氢能市场从如

今的 20 亿欧元上升至 1400 亿欧元。到 2050

年，绿氢将满足能源需求的 24%。氢能将是欧

洲通往“明天的能源世界”的途径。

系统整合 推动氢能发展

欧盟认为，只有在一个整合的能源系统

中，氢气才可以支持整个欧洲工业、运输、发电

和建筑物的脱碳。其能源系统整合策略就是

要让不同的能源生产载体、基础设施及消费行

业联系起来，实现统一规划和运营，并通过投

资、监管、市场调研和技术创新等方法，将氢能

的潜力转化为现实。为此，欧盟提出了绿色能

源过渡框架，重点是开发风能和太阳能生产的

绿氢。但在短期和中期，还需要其他形式的低

碳氢以快速减少排放并支持经济的发展。

为打造一个更统一的能源系统，欧盟委

员会除了提出了 38 项行动计划，还致力于完

善能源金融体系。欧盟委员会表示，到 2030

年，建造电解工厂将花费 240—420 亿欧元。

为了建造 80—120 千兆瓦的太阳能和风能发

电站，还需要 2200—3400 亿欧元。所需资金

一部分将来自欧盟国家目前正在谈判的数千

亿欧元的新冠重建计划，另一部分则来自于

乐观的私人投资。

欧盟委员会与各方共同发起成立的“欧

洲清洁氢联盟”，本意在扩大氢生产规模的投

资渠道。此举却引来了环保组织的批评：“该

联盟将成为氢能市场的有力参与者，不仅将

充当顾问，而且还将确定并实施欧盟资助的

项目。政治和工业的这种融合有可能以损害

气候保护为代价。”

迎接挑战 面向绿色未来

在欢呼欧盟氢能战略带来千亿欧元投资

盛宴之时，必须意识到欧洲面临的挑战也是

巨大的。首先是快速扩大氢能规模面临压

力。成本是氢能扩张的决定性障碍。绿氢价

格昂贵，据国际能源署估算，目前约为 3.5—5

欧元/公斤，远高于灰氢（1.5 欧元/公斤），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市场竞争力，必须依

靠长期投资扶持，这也是欧盟支持蓝氢扮演

过渡角色的原因。未来无论从国外大量进口

绿氢，还是新建可再生能源电厂制氢，欧盟都

需要长期大规模投资。绿氢的成本短期内很

难下降，整个氢能产业要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可谓困难重重。

其次是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和碳边境调节

税争议巨大。为了使能源税适应欧盟的环境

和气候政策，并协调氢的生产和储存税，欧盟

将修订能源税指令。能源行业的 CO2价格信

号将变得更加明确。欧盟委员会计划 2021年

6月前提出扩大排放权交易的建议，此外还要

求各国努力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并从国家

援助法的角度做到这一点。而这些都将给转

型中的企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企业带来巨大

压力。欧盟的战略能否奏效，将主要取决于是

否大规模使用昂贵的氢气，同时又保持国际竞

争力。而这或将促使欧盟实际引入仍有争议

的“碳边境调节税”，乃至引发国际贸易争端。

最后是必须吸引足够的私人投资。欧盟

这一战略所需的庞大资金还没有真正落实。

欧盟委员会乐观地认为，私人投资者会对此充

满热情。而在新冠危机背景下，欧盟必须不断

提出政策和监管措施，确保投资者的确定性，

才能促进氢能的推广。欧洲清洁氢能联盟理

事，西门子能源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

赫对此并不乐观：“为了经济地生产和分配绿

氢，必须首先改变基本条件：电必须便宜，CO2

排放必须更昂贵，投资成本必须降低。”他强

调，“我们需要融资概念来开始快速扩展”。

氢能战略被视为欧盟未来能源领域重要

蓝图之一，也是欧盟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刺激

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如果能顺利实现，未来

似乎很美好：2050年达到全欧盟碳中和，氢能

满足全欧盟 24%的能源需求，创造至少 540万

个就业岗位。考虑到欧盟巨大的投资，企业

对该战略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德

国工业联合会表示，“通过欧洲氢战略，欧盟

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表明它已经认

识到了这种关键能源对气候中立的欧洲的重

要性”。但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在肯定

“未来属于可再生能源的绿色氢气”的同时却

表示，“从根本上讲，作为能源，氢气并不是灵

丹妙药，只有在没有其他更便宜、更有效的气

候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才应使用绿色氢气”。

成本过高 能源税存疑 私人投资不定

氢能产业能否实现“下一代欧盟”计划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柏林火车东站旁的加氢站，价格为9.26欧元/公斤，而1公斤的氢大约可以让氢燃料电池汽
车行驶 100公里。目前德国共有 84个加氢站，计划到 2020年底增加到 100个。不过，2020年 6
月这些加氢站当月合计销量仅为8.8吨。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山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海英）海洋矿产资源

丰富，随着相关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对深海矿

藏的兴趣越来越大。但一国际研究团队最近

警告称，深海采矿不仅对采矿区海底环境构成

风险，还会严重威胁矿区之上深海中层水域的

生态环境。他们建议，深海采矿应谨慎行事，

在更全面地评估相关风险后再采取行动。

在过去 10年中，各国对海底硫化物、多金

属结核以及富钴结壳的兴趣大增。负责管理

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国际组织——国际

海底管理局已经颁发了 30 个勘探合同，覆盖

海域面积高达 150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一

些国家在自己的水域中进行矿藏勘探。然

而，大多数相关勘探的环评研究集中在采矿

对海底环境的影响上，海洋深中层水域生态

环境所受到的影响则被忽略了。

此次，由美国夏威夷大学研究人员领导

的国际研究团队，对深海采矿对海洋深中层

水域生态环境所构成的潜在威胁进行了初步

研究。他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论文指出，深海采矿过程中不仅会释放出大

量泥浆和溶解的化学物质，形成沉积物羽流，

还会产生很大的噪音向上层水域扩散，这些

都可能会对位于水下 200—5000 米处的深中

层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研究人员指出，深中层水域蕴含着丰富

的生物资源，其鱼类生物量是全球每年捕获

鱼量的 100 倍。该水域连接着浅海和深海生

态系统，在气候调节、海洋养分循环中都发挥

着关键作用。深海采矿很可能会影响这些生

态系统功能的发挥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管

理局要确保海洋环境免受与采矿有关的活动

的有害影响，但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采矿对

深中层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科学证据。研

究人员建议，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深海采矿

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应慎重行事，在开采之前

就研究相关影响，并采取预防性管理措施。

国际研究团队警告称——

深海采矿对海洋环境和生态影响不容忽视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科学

家提出一项新计划，希望借助未来的“时空

遗产调查”（LSST）望远镜找到所谓的“行

星九”，并一劳永逸地证实或证伪其是否为

一颗原初黑洞。

LSST 将著名的“行星九”作为首要探

测目标。“行星九”指太阳系第九颗大行

星。大多数理论认为，“行星九”是一颗仍

未被发现的行星，但也可能是一颗行星质

量黑洞。

哈佛大学“黑洞计划”创始人艾维·劳埃

伯以及研究生埃米尔·希拉杰等人携手进行

的研究表明，LSST能够通过观察由小奥尔特

云天体撞击产生的吸积耀斑来发现黑洞。

“在黑洞附近，接近黑洞的小天体会由

于星际介质的气体被黑洞吸积加热而融

化。一旦融化，该小天体会受到黑洞产生

的潮汐力的干扰和破坏，然后被吸积到黑

洞上。由于黑洞本质上是暗的，所以，物质

在到达黑洞入口途中发出的辐射，是照亮

这个黑暗环境的唯一方法。”希拉杰说，“我

们的新方法能为将来寻找原初黑洞提供信

息，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或排除被困在奥尔

特云边缘的行星质量黑洞，也可能会对原

初黑洞内所含暗物质的比例作出新限制。”

LSST 预计将具有探测吸积耀斑所需

的灵敏度，而目前的技术在没有指导的情

况下无法做到这一点。劳埃伯说：“LSST

视野广阔，能多次地覆盖整个天空，并寻找

瞬时耀斑。其他望远镜擅长对准已知目

标，但我们并不确定去哪儿寻找‘行星九’，

只知道它可能在广阔区域。而 LSST 可以

每周探测两次天空，此外，它拥有无与伦比

的探测能力，使人们可以探测到由相对较

小的天体撞击产生的耀斑。”

劳埃伯认为：“‘行星九’的存在可以为

我们在海王星轨道外观测到的某些天体星

团聚集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通

过直接电磁搜索确认其存在，这将是 200

年来首次在太阳系中发现新行星。如果没

有探测到来自‘行星九’的光，那么黑洞模

型就变得更耐人寻味了。现有理论认为，

‘行星九’可能是一颗柚子大小的黑洞，质

量是地球的 5—10倍。”

研究人员称，如果太阳系确实有“行星

九”，就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将引起人们

进一步思考并开启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它

是否塑造了太阳系历史？太阳系还有更多

类似的原始黑洞吗？

几年前，科学家提出“行星九”来解释

一簇跨海王星天体异常的高椭圆形轨道。

但是“行星九”到底存不存在？它是一颗行

星还是一颗黑洞？迄今都没有直接的天文

观测依据。这也使“行星九”成为天文领域

令人着迷的话题。如果新提出的探测计划

真的可以找到关于“行星九”的蛛丝马迹，

无论它是否存在、到底是什么，都将填补人

类知识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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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毛黎）据当地媒体

近日报道，以色列舍巴医学中心决定在全

球首次采用“逆向个性化药物”（RPM）治

疗癌症患者的试验。这种疗法是通过先消

除癌症细胞抵抗人体免疫系统的机制，再

借助免疫系统和药物来对付癌症。

目前，免疫药物疗法是比较理想的癌

症治疗手段，但是实践中免疫药物只对大

约 1/3的癌症有疗效，其余 2/3几乎没有作

用，这是因为癌细胞本身具有天然的抵抗

人体免疫系统的机制。

癌细胞分泌的诱饵蛋白（或诱饵受体）

能在患者血液中循环，阻碍人体免疫系统

杀灭癌细胞。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免疫

药物也无法充分杀灭癌细胞，免疫疗法的

有效性受到限制。

面对上述情况，舍巴医学中心艾拉勒

莫巴乌姆免疫肿瘤学研究所所长贾勒·马

克尔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决定尝试新颖的

治疗理念，即与其让药物与患者匹配，不如

“修改”患者让其适合免疫药物。

研究人员所指的“修改”患者，实际上

是通过人工方式去掉血液中由癌细胞分泌

的诱饵蛋白。马克尔说，中和诱饵蛋白的

唯一方法是将其清除或从血液中过滤掉，

从而消除它们的作用，然后让免疫系统和

现有药物共同发挥抗癌作用。

为去掉患者血液中的诱饵蛋白，研究人

员将使用美国圣地亚哥免疫公司（Immuni-

com）开发的LW-02血浆过滤装置。该装置

内表面涂有专门绑定诱饵蛋白的高选择性化

合物，当血浆流过后，部分诱饵蛋白被清除，

随后血浆在闭合回路中流回患者体内。

多次循环过滤后，当人体血液中诱饵

蛋白浓度降低到其无法帮助癌细胞抑制免

疫系统和药物的作用时，便有医治好癌症

的希望。

据悉，马克尔设计和领导的“逆向个性

化药物”癌症治疗临床研究共有40位患者参

加，他们的病症包括转移性黑素瘤、三阴性乳

腺癌、肾细胞癌和非小细胞肺癌。试验得到

美国免疫公司等机构的资助，将由舍巴医学

中心免疫理论部联合创始人兼护理主任哈吉

特·哈拉迪执行。预计需要两年半的时间。

清除癌细胞的“诱饵”

“逆向个性化药物”率先在以用于临床研究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海英）美国地球

物理联合会期刊《地球物理研究杂志：海

洋》线上版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全

球变暖会导致北冰洋海浪气候发生巨大变

化，未来该地区可能会频繁地出现巨浪，严

重影响沿海地区居民及基础设施的安全。

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员用 5 个气候模

型 对 1975—2005 年 和 在 RCP 8.5 情 景

（到 2100 年 升 温 5℃ 的 情 景）下 2081—

2100 年两段时期，北冰洋的海浪气候与

海洋风和海冰浓度的关系进行了模拟。

他们发现，未来北冰洋区域几乎每个地方

的海浪高度都会有所增加，预计本世纪末

阶段有些地区每年近海的最大浪高可能

会 增 加 6 米 ，比 20 世 纪 末 期 高 出 2—3

倍。此外，沿海地区的极端海浪事件也会

变得更加频繁，由过去每 20 年发生一次

变 为 每 2—5 年 就 会 发 生 一 次 。 换 句 话

说，到本世纪末，北极地区沿海洪水的发

生频率可能会增加 4—10 倍。

论文通讯作者，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

化科学技术局气候研究部的梅尔塞·卡萨

斯-普拉特指出，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变

化研究的热点地区，其中有些地方气候变

暖的程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 3倍。但这些

变化会对该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相关

信息并不多。此次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

信息，表明气候变化会对北冰洋的海浪气

候产生巨大影响，而海洋条件的恶化将直

接影响沿海社区、能源基础设施、航运甚至

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的安全，对此应予

以高度关注。

未来北冰洋或因气候变化掀巨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