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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柏林8月 16日电 （记者李山）
14日，科隆大学发布公告称，其科学家发现迄

今为止运动最快的恒星，以每秒 24000公里的

速度绕着黑洞人马座 A*旋转。相关成果发

表在近日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太阳绕银河系中心公转的速度约为每秒

220 公里，太阳系绕银河公转一圈需要大约

2.5亿年。

而在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的附近有多颗恒星绕黑洞高速运行。由于

这些超快恒星非常靠近黑洞中心，过去很难发

现它们。但是，随着大型望远镜和先进的分析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不寻常恒星被发现。

来自德国科隆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弗洛

里安·佩斯克博士和安德里亚斯·埃卡特教授

领导的科研团队，参与了联合观测银河系中

心的项目，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在智利建造

的大型光学望远镜获得的近红外数据，发现

黑洞人马座 A*附近有多颗高速移动恒星。

此前人们已知名为 S2 的恒星，在黑洞人

马座 A*的附近，距离黑洞约 180 亿公里。它

的公转线速度接近每秒 9000 公里，约为光速

的 3%，15.9 年就可以公转一圈。由于过于接

近黑洞，移动速度又快，因此科学家们在观测

它的时候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2019年，佩斯克博士和他的同事发现一颗

更暗、也更靠近银河系中心的恒星S62。S62比

S2更靠近人马座A*，最近的时候距离这个黑洞

仅 24亿公里，比天王星和太阳的距离还要近。

由于黑洞的强大引力，S62拥有惊人的公转速

度，每秒约20000公里，相当于光速的6.7%。它

只需要9.9年的时间就可以公转一圈。

得益于持之以恒的研究，以及对低通和

高通滤波器的丰富知识和还原数据的能力，

佩斯克博士的团队接连发现了 5 颗恒星比 S2

更接近银河系的正中心，公转速度也更快。

科学家们借用科隆的著名香水 4711的名字来

为 恒 星 命 名 ，5 颗 恒 星 分 别 命 名 为 S4711、

S4712、S4713、S4714和 S4715。

其中 S4711 公转时间最短，只需 7.6 年。

S4714的公转周期约为 12年，但它的偏心率已

达 0.985。这意味着它的轨迹是个特别扁长的

椭圆。在近质心点，也就是最靠近人马座 A*

的位置上，二者之间相距仅19亿公里。根据计

算，在这个位置上时，S4714的公转速度最快，

可以达到每秒24000公里，相当于光速的8%。

围绕着黑洞进行公转的恒星在每次经过

近质心点的时候，潮汐力都会将恒星的一小

部分动能转化为热能。这一方面会让恒星更

加耀眼，另一方面会让恒星的轨道逐渐缩

小。也就是说，一颗恒星只要进入这个轨道，

它就已经行将就木了。佩斯克指出，S4711和

S4714 都面临被黑洞吞噬的命运，S4714 可能

是人类历史上观测到的第一颗这样的恒星。

科学家可以有效地追踪恒星在超大质量黑洞

周围运行的规律，以及被吞噬的过程。

以每秒 24000公里速度围着人马座 A*旋转

绕黑洞公转迄今最快的恒星惊现

当地时间 8 月 14 日，美国总统科技办公

室（OSTP）发布《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科学研

发纲要：2020-2021 财政年度》报告。该报告

指出，人工智能（AI）和量子信息科学（QIS）是

未来的关键产业，将在未来推动经济发展并

加强国家安全。AI和 QIS领域的突破将催生

医疗保健、运输、通信、农业、安全和许多其他

领域取得惊人进步。

报告称，美国政府认识到这些新兴技术

的战略重要性，并已采取果断措施来提高美

国在这两个领域的领导地位，2021 财年拟将

AI 和 QIS 领域的非国防研发支出增加 30％，

总额为 22亿美元。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 14 日报道，

在随同报告一起发布的声明中，白宫首席

技术官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表示：“本届

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将美国在人

工智能和量子领域的领导地位放在首位。

这些技术对我们的经济和国民安全具有至

关 重 要 的 战 略 意 义 。 在 全 球 激 烈 的 竞 争

中，我们始终坚定地致力于人工智能和量

子技术的研发。”

谋求AI竞争优势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4 日报道，非盈利

机构数据创新中心 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中国正在以比美国和欧盟更快的速度采

用人工智能。一些商业领袖表示，美国需要

投入更多资金，以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

争优势。

报告指出，2019 年 2 月，特朗普总统签署

了 13859 号行政命令：《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于随后启动了《美国 AI

倡议》，这是美国谋求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

的国家战略，包括五大支柱：投资研发、设定

AI治理标准、释放联邦数据资源、促进劳动力

发展以及与国际盟友合作。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今年 2 月，白

宫提出了一项计划，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

每年将用于 AI的资金增加至 20亿美元以上，

在此期间，用于量子信息科学的资金将增加

到 8.6亿美元。

OSTP 的新报告指出，2021 财年 AI 领域

非国防研发预算资金主要通过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NSF）、美国能源部、美国商务部下属

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农业部和

国立卫生研究院拨付。

其中，NSF 拨付给 AI 研发和跨学科研究

机构的支出超过 8.3亿美元，相较 2020财年预

算要求增加了 70％。农业部在 AI 研究领域

的投资为 1.12 亿美元，比 2020 财年预算要求

高 400 万美元。NIST 的 AI 研发投资增加了

一倍以上，达 5300万美元。

报告还指出，除了联邦政府的投入，由于

工业界、学术界和非营利组织进行了大量投

资，美国 AI 研发的版图不断扩大。而且，美

国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领先全

球，2019年投资近 400亿美元。

加强量子互联网研究

近年来，美国也不断加大对 QIS 的重视

和投资力度。

2018 年 9 月，OSTP 和美国国家科学技术

委员会 QIS 小组委员会发布了《国家量子信

息科学战略概述》，概述了美国政府将促进美

国在 QIS 领域领导地位置于优先事项。具体

实现方法包括专注发展基础科学，发展劳动

力，扩大与工业界的伙伴关系以及与国际伙

伴合作。

2018 年 12 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国家

量子倡议法案》，以加强美国在 QIS 领域的领

导地位并加速这一前沿领域的研发进度。该

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在 5年内投入 12亿美元用

于 QIS 的研发，建立了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

并呼吁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 QIS 研究机构和

组织。

此外，OSTP和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还发

布了《美国量子网络战略远景》 ，为 QIS 研究

机构提供了针对量子互联网研发活动的具体

建议。量子互联网使用量子力学原理来实现

更安全的数据传输。

美国 2020财年预算草案要求为 QIS的研

发拨款为 4.35 亿美元，实际上 2020 财年拨付

的预算为 5.79 亿美元，2021 财年预算草案要

求拨付 6.99 亿美元。这些投资将主要通过

NSF、能源部和 NIST进行。

其中，NSF 对 QIS 研发的投资将翻一番，

达到 2.26 亿美元，比 2020 财年增加 1.2 亿美

元。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在 QIS 研发上的

支出将增加到 2.37 亿美元。此外，能源部科

学技术办公室将获得 2500 万美元的拨款，用

于进行早期阶段的量子互联网的研究。

报告称，在基础 QIS 研发方面进行重大

而持久的努力将使美国的大学、行业和政府

研究人员探索量子技术前沿领域、促进基于

QIS的技术取得革命性发展。

据美国高性能计算领域最著名的网络媒

体之一 HPCWire14 日报道，白宫负责政策协

调的副参谋长克里斯·里德尔说：“今天的报

告将促进美国在未来行业中的领导地位，人

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将继续成为美国的头

等技术优先事项。”

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技术

美国：紧盯关键产业 谋求竞争优势

本报记者 刘 霞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新闻处消

息，该校科研人员制定了借助超声波无

损检测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焊接接头的

计划。

俄罗斯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主

要系统研发和供应设备。反应堆中的等

离子体参数系列诊断装置是由俄罗斯科

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德克尔核物理研究

所完成的。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德克

尔核物理研究所经理处顾问、实验室主任

亚历山大·布尔达科夫介绍说，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要求必须百分之百检测零件

上的所有焊缝，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正好解

决了这一重要的科技任务——借助超声

波检测焊缝。

超声波的能力有助于应用在大型设施

上。超声波能够透过设施，与设施内部结

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数据反映在反馈

波上。专家们根据这些数字可以判断焊缝

上是否存在隐藏的缺陷及其性质。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无损检测工程学

院院长德米特里·谢德涅夫表示，此前该

院制造了超声切面诊断仪，以检测反应

堆首壁的零件，这种零件在俄罗斯和世

界上没有同类产品。他称，前述项目向

国际专家们证明，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所

推出的检测仪器和方法对国际热核聚变

实验堆来说是可行的，能够确保必要的

检测质量水平。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超声波无损检测实验堆零件焊缝

俄罗斯科学院结构宏观力学和材料学

研究所改进了用碳化硅制造陶瓷零件的技

术，使用这种新材料可大大提高汽车、飞机

和其他设备发动机的性能。相关研究报告

发表在《国际陶瓷》杂志上。

碳化硅广泛应用于各个工业领域的半

导体、结构材料和磨料中。由长石和石英

砂制成的碳化硅陶瓷可以承受巨大的压缩

力，但它对结构缺陷非常敏感，因此它的拉

伸强度和弯曲强度都低，抗裂性也不好，从

而限制了其用途。

该研究所自传播高温合成科研中心科

研人员斯捷潘·沃罗德洛表示：“碳化硅陶

瓷或可替代稀缺的含钴、镍和铬的合金，可

用于制造涡轮机叶片和内燃机零件，提高

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功率、牵引力、有效系

数和生态性。”

斯捷潘·沃罗德洛表示，已经能够通过

形成增强纳米纤维来改善碳化硅陶瓷材料

的性能。他称，由于混合添加了钽和聚四

氟乙烯，已成功地以碳化硅为基质，用增强

的碳化硅纳米纤维合成了一种新材料。它

们激活了陶瓷的烧结并提高了材料的强

度，因为它们可阻止裂纹的扩展。另外，由

于形成纳米纤维，显著地降低了陶瓷在真

空炉中的温度和保持时间。

新陶瓷材料可提高发动机性能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7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芬兰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黑硅光电探测器，其外

部量子效率达 130％，这是光伏器件这一

效率首次超过 100％的理论极限，有望大

大提高光电探测设备的效率，而这些设备

广泛应用于汽车、手机、智能手表和医疗

设备内。

光电探测器是可以感测光或其他电

磁能量的感测器，可将光子转换成电流，

被吸收的光子形成电子-空穴对。光电

探 测 器 包 括 光 电 二 极 管 和 光 电 晶 体 管

等。量子效率是用来定义光电探测器等

设备将其受光表面接收到的光子转换为

电子-空穴对的百分比，即量子效率等于

光生电子除以入射光子数。

当一个入射光子向外部电路产生一

个电子时，设备的外部量子效率为 100％

（此前被认为是理论极限）。在最新研究

中，黑硅光电探测器的效率高达 130％，

这意味着一个入射光子产生大约 1.3 个

电子。

阿尔托大学研究人员表示，这一重大

突破背后的秘密武器是黑硅光电探测器

独特的纳米结构内出现的电荷载流子倍

增过程，该过程由高能光子触发。此前，

由于电和光损耗的存在减少了所收集电

子的数量，因此科学家未能在实际设备中

观察到该现象。研究负责人赫拉·赛文教

授解释说：“我们的纳米结构器件没有重

组和反射损失，因此我们可以收集到所有

倍增的电荷载流子。”

德国国家计量学会物理技术研究所

（PTB）已对这一效率予以验证，PTB 是欧

洲最准确、最可靠的测量服务机构。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创纪录的效率意

味着科学家可以大大提高光电探测设备

的性能。

阿尔托大学校属公司 Elfys Inc 首席

执行官米科·君图纳博士说：“我们的探测

器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和

工业过程监控领域。”据悉，他们已开始制

造这种探测器用于商业领域。

基于光电效应，光电探测器能把光信

号转换为电信号。不过，这个研究成果显

得有些突破常识。入射一个光子，怎么会

产生 1.3 个电子呢？秘密藏在光伏材料的

物理性质中。某些情况下，一个高能光子

可以碰撞出两个电子。于是，在最少的电

光损耗下，研究中的黑硅光电探测器收集

到了所有倍增的电荷载流子，让设备效率

突破了 100%。那么，只要能应用上纳米结

构黑硅，理论上来说，各种光电探测器的性

能都能得到改善，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市场。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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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触发纳米结构内的电子倍增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7日电 （记者刘霞）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热

带医学与卫生杂志》上撰文称，仅仅今年前三

个月，全世界就至少有 800人死于与新冠病毒

有关的虚假信息，他们呼吁国际机构、政府和

社交媒体平台对这些虚假信息进行反击。

研究作者指出，有些人死于喝含有甲醇

或酒精成分的清洁产品，因为他们错误地认

为这些产品可以治愈新冠肺炎。此外，这项

研究还估计，由于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虚假信

息，约有 5800人被送进了医院。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曾表示，围绕新冠肺

炎的“信息疫情”的传播速度与病毒本身一样

快，并且阴谋论、谣言和文化污名化都助长了

人命伤亡。

研究作者指出，许多“信息疫情”的受害

者都遵循了看似可靠的医学建议，例如食用

大量大蒜或摄入大量维生素可以防止感染

等，有些人甚至喝牛尿，这些行为都会对其健

康产生“潜在的严重影响”。

该论文得出结论称，国际机构、政府和社

交媒体平台有责任对此种“信息疫情”进行反

击。不过在英国，制定和出台规范网络伤害

的法律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

无独有偶，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在 12

日的报道中指出，他们自己开展的调查发现，

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虚假信息引发了袭击、纵

火和死亡事件。

骗子也利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社交

媒体上行骗，比如出售声称可以抵御病毒的

徽章，并哄骗追随者付钱以换取“矿物质奇迹

补品”——实际上是稀释的漂白剂。

此外，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的谣言也甚嚣

尘上。例如，尽管社交媒体公司删除或标记

了有关疫苗的误导性信息，但最近在美国进

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28％的美国人认为比

尔·盖茨想用疫苗将微芯片植入人体内。有

不少医生对 BBC反虚假信息团队称，“信息疫

情”可能会破坏有效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

英 一 项 研 究 称

新冠肺炎虚假信息已致数百人死亡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12日发表的一篇时评文章中，澳大利亚塔斯马尼

亚大学科学家戴维·布朗及其同事反思了澳洲林

火，并指出：澳大利亚需要一个专门的全国性林

火监测机构，以具有成本效益和循证的方式提供

必要的明确信息，用于管理和缓解火灾。

2019 年至 2020 年，澳大利亚的林火摧毁

了成千上万的房屋和数百万公顷的植被，被

称为是澳大利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性

林火”。高温天气和干旱是林火肆虐的主要

原因，从澳大利亚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

新州和维州所在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到塔斯

马尼亚、西澳州和北领地区，几乎每个州都有

林火在燃烧。7 月 28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发布一份报告，显示 2019 年到 2020

年发生的澳大利亚丛林大火，造成了近 30 亿

只动物死亡或流离失所。

这场危机暴露了该国火灾监测系统的不当

之处。研究人员认为，在需要有关烧毁面积和

火灾强度的精确实时信息的时候却无法获得。

目前，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对林火的记

录方式不一样，这就造成了数据上的差距和

不一致，导致难以准确评估火灾的规模和环

境影响。通过分析与火灾有关的卫星数据，

并结合历史火灾记录，研究团队发现被火灾

吞噬的面积比从政府火灾记录中编制的估算

值小 24%。即使如此，他们认为自 19 世纪中

叶以来，还没有出现过类似当前这些林火的

情况。为使各机构和社区做好准备而设计的

最坏场景，与这些火灾相比也黯然失色。

“我们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在未知的

领域航行。”戴维·布朗这样写道。“2019 年至

2020 年的火灾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

口。如此严重的全国性危机很可能会再次发

生，这就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解决方案。”评论

文章总结道。

《自然》发文反思澳洲灾难性林火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7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近日发表

的材料学最新研究，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日

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发出一

种新型咸水淡化技术，可以利用特殊材料快

速将海水等咸水转化成饮用水，并在阳光照

射后重复使用相关材料。

从海水中取得淡水的过程，即所谓海水

淡化。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超百个科研机

构，都在进行着海水淡化相关研究，有数百种

不同结构和不同容量的海水淡化设施在工

作，一般所用的海水淡化方法有海水冻结法、

电渗析法、蒸馏法、反渗透法以及碳酸铵离子

交换法等等。

此次，研究人员将聚螺吡喃丙烯酸酯加

入一种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孔隙中，获得一

种名为“PSP-MIL-53”的材料。据介绍，这种

材料可以在 30 分钟内，将海水等咸水中的盐

分及有害颗粒吸附出来，并使水质达到世界

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水安全标准。

随后，只要经过阳光照射，材料就会很快

释放出吸附的盐分等颗粒，从而可以重复使

用。每公斤这种材料每天可以过滤出 139.5

升饮用水，且耗能远低于现有咸水淡化技术。

研究主导人员、莫纳什大学化学工程系

教授王焕庭表示，世界范围内解决饮用水短

缺危机的方法之一，就是对海水等咸水进行

淡化。不过目前常用技术存在高耗能、需要

加入额外化学物质等缺点，而这种新型技术

可以利用阳光实现可持续的咸水淡化，为发

展低耗能、具有可持续性的咸水淡化技术开

辟出一条全新道路。

新技术能快速将海水变成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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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