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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26日发表的一项干

细胞最新研究成果，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

人员报告一种人类肺培养系统问世，它可

用于模拟肺部感染，包括引起新冠肺炎的

新冠病毒感染。

干细胞是一种具有多分化潜能及自我

复制能力的早期未分化细胞。而肺部干细

胞可以再生肺部组织，因此有潜力能形成

实验室肺培养模型，用于研究肺病、癌症和

感染。

但是，肺部是人体最复杂的器官，肺

脏自近端到远端包括气管、支气管、小支

气管和肺泡等结构，对气体交换和抵御病

原体入侵至关重要，由数十种不同细胞的

协同工作保证了其正常功能的进行。而

正是由于其复杂的结构，不但增加了临床

病症诊断的难度，也让我们对人类肺部干

细胞的了解有限，妨碍了此类模型的开

发，尤其是肺部最末端（换气发生部位）模

型的开发。

此次，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凯文·郭

（音译）及其同事，利用人类肺细胞亚群成

功生成了人类肺部末端培养模型。这些模

型可以帮助他们鉴定出哪些细胞可能是成

熟肺组织的祖细胞。

研究表明，这种肺部模型表达新冠病

毒进入受体 ACE2，并可以感染新冠病毒，

用于研究新冠肺炎相关肺病。这种能够模

拟真实组织应答的肺部，也是研究器官形

成、疾病改变以及药物应答的理想模型。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肺组织培养物

提供了一种研究人类肺病的模型，有望推

动组织工程应用。

干细胞生成的人体相关模型，可以很

好地帮助科学家研究多种流行病的生物学

特性，并促进药物筛选。就在十月末，同样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中国

和美国的科学家团队利用人类多能干细胞

生成了肺和结肠类器官系统，借助这一成

果他们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药物

进行筛选后，鉴定出了三种显示对新冠病

毒具有抗病毒活性的药物。这一研究表

明，肺和结肠类器官也可以作为研究新冠

病毒感染和鉴定潜在的新冠肺炎疗法的模

型，也为肺脏修复和再生研究提供了新的

研究方向及理论基础。

新冠肺炎的流行，让肺部疾病研究再

次成为医学领域的热点。有的科学家通过

冷冻电镜来研究新冠病毒侵入肺部的机

制，并建立了相关模型。在这项研究中，科

学家则通过肺部干细胞来生成实验室肺部

培养模型，以增进对新冠肺炎的了解。其

实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人类应对新冠肺

炎，对于再生医学的发展也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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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首次检测到太阳碳氮氧循环产生
中微子

恒星的能量来自于核聚变，其通过

两个过程发生：质子-质子链反应和碳

氮氧循环，其中后者的研究更具有挑战

性，因为通过这种机制产生的中微子，

每天只比背景信号多几个而已。日前，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格兰萨索国

家实验室博瑞西诺合作组织科学家们，

报告了太阳碳氮氧循环所产生中微子

的首个直接实验证据，证明碳氮氧循环

贡献了 1%左右的太阳能量（符合理论预

测）。测量这些中微子可以为人类了解

太阳结构和太阳核心内的元素丰度提

供重要线索。

本周“明星”

迄今最小原子存储单元面世
美国科学家研制出了迄今最小的

存储设备，其横截面积仅 1平方纳米，容

量约为 25 兆比特/平方厘米——与目前

的商用闪存设备相比，每层的存储密度

提高了 100 倍。最新研究有助于科学家

研制出更快、更小、更智能、更节能的芯

片，应用于从消费电子到类脑计算机等

多个领域，同时，其结果为开发美国国

防部感兴趣的下一代应用——如超高

密度存储、神经形态计算系统、射频通

信系统等铺平了道路。

基础探索

格陵兰三大冰川冰量损失远超预期
格陵兰冰盖的消融，是近几十年来

造成海平面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已

引起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但此地冰盖

融化范围和速率一直难以量化。据一

项最新气候变化研究报告称，1880 年至

2012 年，仅格陵兰岛三个大冰川，对海

平面上升的贡献就达 8.1 毫米。研究显

示，在目前关于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

的最坏场景下（RCP 8.5）这三个最大冰

川损失的冰量将会远大于此前预期。

基因编辑疗法或使癌细胞永久失活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项研究

证明，CRISPR/Cas9 系统在治疗侵入性

癌症方面非常有效。研究人员开发的

一种基于脂质纳米颗粒的新型递送系

统 CRISPR—LNP，可专门针对癌细胞

并通过基因操作将其破坏。这是世界

上首个证明 CRISPR基因组编辑系统可

用于有效治疗活体动物癌症的研究。

该方法并非化学疗法，无副作用，而且

经此方法治疗的癌细胞将永远不会再

具有活性。

一周之“首”

昆虫生物矿物盔甲首次发现
美国科学家团队报告了在昆虫世

界发现的首个生物矿物身体盔甲。生

物矿物是指动植物体内的无机矿物材

料——骨、牙、软体动物壳、植物维管束

等，这种盔甲此前只在海洋生物中存

在，但现在在一种昆虫——切叶蚁工蚁

身上发现，令科学家们非常惊讶。这一

认知的更新对我们理解生物演化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该发现也拓宽人们对

自然世界利用生物矿物的认知。

技术刷新

新回收工艺有望大量减少塑料废料
多层塑料材料在食品和医疗用品包

装中无处不在，这是因为多层聚合物可赋

予塑料薄膜特殊的性能，如耐热性或水分

控制等，但常规方法很难回收这些多层塑

料材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科学家开创了一种使用溶剂回收多层塑

料中聚合物的新方法，该技术有望大幅减

少塑料废料对地球环境的污染。

本周轶闻

美最大射电望远镜将被迫“退役”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表示，他

们对 3 份工程报告进行评估后认为，阿

雷西博望远镜的两根钢缆遭遇难以修

复的损坏，结构非常危险，面临倒塌风

险，决定予以拆除。阿雷西博是美国最

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为人类监视

着面朝地球而来的小行星，如果被迫关

闭将被认为是“一件憾事”。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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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经注定成为韩系锂电池的多事

之年。

韩系锂电池相关的召回事件已经涉及四

家全球顶级汽车制造商，两家韩国顶级锂电

池企业，以及超过 20万辆电动汽车。

在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动汽车市场，召

回规模不可不谓庞大。韩系锂电池的安全性

再次受到围观和质疑。

电池存隐患，通用汽
车被迫召回

近期，又一条电动汽车召回消息撩拨到

韩国业界敏感神经。

通用汽车日前宣布因起火隐患在全球范

围内召回约 69000辆雪弗莱 Bolt电动汽车，涵

盖 2017至 2019年出厂的车辆。

通用方面表示，起火原因尚未明确，但起

火事故是汽车接近完全充电的状态下发生

的 ，召 回 的 Bolt 车 型 全 部 使 用 了 韩 国 LG

Chem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制造的电

池。在最终解决方案出台前，此次召回将修

改充电控制参数，限制充电量低于最大容量

的 90%。

召回是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宣布调查 Bolt电动汽车起火事件一个月后作

出的。此前共有 5 辆同型号汽车发生锂电池

起火事故，其中一次事故曾令两名乘客吸入

浓烟。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接到的事

故通报中，起火位置都是后座下方。该位置

也是锂电池包的安装位置。此前该局已建议

Bolt 电动汽车用户将汽车停放在户外，远离

房舍，直到起火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多家车企“中招”

今年 6 月，在发生 7 起起火事故之后，福

特在欧洲召回了 20808 万辆翼虎 PHEV。分

析认为起火原因同电池系统过热相关。

翼虎的锂电池供应商是韩国三星 SDI。

现代 KONA 2018年上市以来，起火事故

已经累积到 13起。韩国官方调查认为起火原

因可能是电池问题。10 月初，韩国监管部门

责令现代召回韩国市场上的 KONA，现代汽

车最终决定在全球召回约 7.7万辆 KONA。

KONA的锂电池供应商是 LG Chem。

在此之前，宝马已对旗下 2.67 万辆汽车

进行召回或停售。宝马表示宝马品牌的部分

X、3、5、7系车型以及 Mini品牌的 Countryman

等车型充电时有发生火灾的危险，要求顾客

暂时避免进行充电操作。

截至去年，三星 SDI 是宝马唯一的锂电

池供应商。

目前为止，上述四家整车企业在全球召

回和停售的车辆超过 20 万辆。其中搭载 LG

Chem 锂电池的车辆约 16.5 万辆，搭载三星

SDI锂电池的车辆约 4.77万辆。

LG Chem 也是特斯拉电动汽车的锂电

池供应商。

安全问题没人可以置
身事外

市场分析认为，这些召回事件可能成为

整车企业重新评估锂电池企业和拓展供应渠

道的转折点。

召回涉及到韩国“K 锂电池”三强中两家

头部企业。韩系锂电池的安全性无疑需要加

以关注和重新评估。

在今年的历次召回事件中，各方认为可

能存在的质量问题涉及到锂电池电极和电解

液杂质、隔离膜品质及品管，电芯的一致性，

以及电池包热管理等，几乎涵盖了锂电池质

量控制的全领域。

事实上，由于锂电池工作原理以及锂金

属、电解液、隔离膜等构成部分的特性，锂电

池在追求高能量密度的同时，安全问题也必

然是系统性的。

“K 锂电池”另一家企业 SKI 暂未涉及召

回。但是显然，安全问题最终只能随着科技

进步不断改善。

随着锂电池需求强劲，中韩日锂电池

企业的竞争正在日益激烈。韩国市场调研

机构 SNE Research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8

月，LG Chem 动力电池装机总量 15.9GWh，

以 24.6%的市场占有率居于行业第一。宁

德时代装机 15.5GWh，市场占有率 24%排名

第二。

起火阴影难消 韩系锂电池再成焦点

本报驻韩国记者 邰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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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自然资源丰

富，农产品品种多样，品质优良。圣保罗州是巴

西最大的橙子、土豆和甘蔗生产基地，牛、猪、鸡

等屠宰量占全国第二位，农牧业产值占全国

40%。当前，受新冠疫情冲击，巴西国内经济持

续低迷，圣保罗州经济也面临严峻考验。为应

对挑战，当地政府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努力提

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积极拓宽农业发展之路。

农业科技创新 破解
困局关键环节

圣保罗州科技厅的佩雷拉研究员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当前该州经济正处于“爬坡”期，

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州政府把农业科技创新

作为破解困局的关键环节，把推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作为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全

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佩雷拉介绍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圣保罗

州的农业科技创新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的

体系。目前，这一体系主要由农业科技创新研究

机构、成果与技术推广机构和相关农业科技创新

措施组成。州科技厅围绕农业支柱产业、特色产

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积极搭建农业科技创

新与服务平台，引导当地农民或农场主调整生产

方式，引进和采用农作物优良新品种，从而取得

最佳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不断完善各类科技扶

持政策，推进科技合作与交流，依靠项目促进农

业科技推广应用和生产力水平提高。

州科技厅、农业厅联手，在选择培育优质

高产作物、农业生物技术、作物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开展研究，通过杂交培育或是生物技术

手段，加快品种更新换代，提升农产品的附加

值，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扩大种植面积来提

高产量的生产方式。同时优化全州范围内的

农业科技布局，实施重点农业科技项目，扶持

农业科技创新主体，使研究资金向重点项目、

农产品主产区集中，促进产学研结合，加速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实现农

户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双赢”。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佩雷拉表示，为推广绿色农业，全州建

立了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测检验体系，重

点加强对农药、肥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

监管。州农业厅不断推进无公害产品行动

计划，积极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

有机食品生产供应。州科技厅则重点对生

物 技 术 、新 型 农 药 、兽 药 、肥 料 等 开 展 研

究。圣保罗州政府每年向社会发布农业贷

款项目目录，明确绿色低碳项目可以优先

获得贷款。通过提供长期低息信贷，鼓励

农业生产者减少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的用

量，采用农作物轮作、生物固氮等先进生产

方式来减少碳排放，从而推动全州农业可

持续发展。

在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的大

背景下，圣保罗州注重农业技术创新，让科

技成为粮食丰收、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

佩雷拉看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要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走高产、优质、高效的绿色

农业之路。

经济低迷 圣保罗以科技创新破题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刘霞）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5 日报道，瑞士

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指出，地球年轻时，其表

面可能被岩浆海洋覆盖，而从沸腾的海水中

升起的气体构造的大气层可能与如今金星上

的大气层一样有毒。

研究指出，在地球诞生初期，被一颗火星

大小的天体“撞了一下腰”，产生了这些岩浆

海洋。此外，撞击产生的热量也将年轻行星

的不少地方融化并创造了月球。此后，随着

岩浆海洋逐步冷却，一些化合物从熔融混合

物中凝结出来，形成大气层。

为弄清楚地球初期的大气层究竟是什么

样子，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保罗·罗西及其

同事使用了一种名为空气悬浮的技术，让一

小块岩石漂浮在气体喷射流上，同时用激光

将其加热到大约 1900摄氏度融化它。

罗西说：“这种漂浮于大约 2000摄氏度左

右的融化大理石有点像处于熔融状态的微型

地球，大理石周围流动的气体就像‘迷你’版

大气层。”

然后，研究人员通过添加和去除不同的

化合物来改变气体喷流的成分，重复了上述

实验，以试图厘清年轻地球大气层的可能组

成。熔融样品中的氧气含量根据气体成分的

不同而发生变化。他们将这些融化大理石与

地幔中的岩石样品进行了比较，以确定哪种

大气层与我们的地质记录最匹配。

他们发现，一个充满二氧化碳且氮含量

相对较低的密集大气层与我们的地质记录最

匹配，这有点类似现在金星的大气层。

研究人员解释称，地球比金星凉，这使

液态水得以保留在地球表面，从大气中提

取二氧化碳，并阻止地球经历失控的温室效

应——金星正是经历了这一温室效应而变成

了现在炎热的地狱。

地球早期大气或像金星的一样有毒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冯卫
东）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近日报道，英国

研究人员发现了飞蛾翅膀的精确构造，正是

这种构造使该物种能够逃脱 6500 万年前的

“进化军备竞赛”中最麻烦的捕食者。

布里斯托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的研究小组

使用包括机载横截面成像、声学力学和折光

仪在内的一系列分析技术，发现蛾翼上非常

薄的鳞片层已经演化出非凡的超声吸收特

性，从而为躲避蝙蝠的回声探测提供了隐形

的声学伪装。

更加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研究人员确定

了首个已知的天然发生的声学超材料。传统

上，超材料被描述为一种人造复合材料，该材

料经过工程设计以显示出超过自然界中可用

的物理性能。天然存在的超材料非常稀少，

在声学领域从未有过描述。

今年早些时候，行为声学和感官生态学

专家马克·霍尔德里德博士及其合作研究人

员报告说，聋蛾在身体上可发展出超声波吸

收鳞片，从而使它们能够吸收蝙蝠用来检测

它们的传入声能的 85％。

生存的需要意味着飞蛾会进化出 1.5 毫

米深的鳞片防护屏障，该屏障可用作多孔吸

声材料。但是，这种保护性屏障不能在蛾翼

上起作用，因为蛾翼的厚度增加会阻碍飞蛾

的飞行能力。声学超材料的一个关键特征

是，它们要比作用于其上的声音的波长小得

多，从而使其比传统构造的吸声器薄得多。

通过检查使用超声波断层摄影术捕获的

声音的复杂横截面图像，布里斯托大学的最

新研究发现，飞蛾进一步迈出了挽救生命的

一步，创造出了一种共振吸收器，其厚度要比

吸收的声音波长薄 100倍，从而使昆虫在保持

轻盈的同时，减少蝙蝠探测到其飞行中翅膀

回声的可能性。

最令人惊讶的是，蛾翼还通过添加另一

个惊人的功能，发展出一种使共振吸收器吸

收所有蝙蝠频率的方法——它们将许多单独

调谐到不同频率的共振器组装成一系列吸收

器，从而共同创建出可作为声学超材料的宽

带吸收器。这是自然界中第一种已知的声学

超材料。

蛾翼超薄结构所获得的宽带吸收性能很

难实现，其出色性在于远远超出了目前用于

办公室环境吸收声音的传统多孔吸收器所能

达到的极限。由此带来的愿景是，科学家或

可据此设计出用于家庭和办公室的超薄吸声

器“墙纸”，以替代目前使用的笨重的吸声器

面板。

能躲避蝙蝠回声探测

飞蛾翅膀竟是天然隐形声学超材料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冯卫
东）美国塞雷布拉斯系统公司基于有史以来

最大芯片制造的专用人工智能（AI）计算机

CS—1，在一场具有 5 亿个变量的模拟计算

中，击败了世界排名第 69 的超级计算机。这

项研究成果近日在世界超级计算大会 SC20

上进行了展示。

研究表明，CS—1 在解决燃煤电厂的燃

烧问题时，其速度要比其模拟的真实火焰更

快。塞雷布拉斯及其合作伙伴美国国家能源

技术中心称，CS—1 的完成速度要快于当今

任何基于 CPU或 GPU的超级计算机。

塞雷布拉斯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费尔德

曼表示，天气预报、飞机机翼设计、核电站温

度预测以及许多其他复杂的问题，都可以通

过模拟“流体在空间中的运动随时间的推

移”来解决。模拟计算将世界划分为一组多

维数据集，对这些多维数据集中的流体运动

进行建模，并确定多维数据集之间的交互作

用。这些多维数据集可以有 100 万个甚至更

多，可能需要 50 万个变量来描述正在发生的

事情。

此类模拟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计算机系

统具有许多处理器内核、非常接近内核的大

量内存、连接内核和内存的巨大带宽，以及连

接内核的带宽负载。同样地，这也是神经网

络训练计算机所需要的。CS—1 包含一块单

芯片，其拥有 40 万个内核，18GB 内存，每秒

9PB的内存带宽和每秒 100PB的内核间带宽。

美国国家能源技术中心的科学家使用

CS-1 和世界排名第 69 的超级计算机“焦耳”

对燃煤电厂中的燃烧问题进行了模拟。“焦

耳”超算具有 84000 个 CPU 内核，耗电量为

450千瓦。相比之下，CS—1的功率约为 20千

瓦。模拟显示，“焦耳”在 2.1毫秒内完成了计

算，而 CS-1 用时仅为 6 微秒，将速度提高了

200倍以上。

费尔德曼认为这一速度具有两重含义。

其一，在此类流体力学问题的大型模拟计算

上，当今没有 CPU 甚或 GPU 的组合可以击败

CS—1。其二，由于模拟完成的速度比模拟的

真实燃烧事件快，因此 CS—1 现在可以承担

一项新任务，即在复杂机器的控制系统中发

挥作用。

第一代 CS—1 使用台积电的 16 纳米工

艺，目前正在研制的下一代 CS—1将使用 7纳

米工艺，其内存为 40GB，AI 处理器内核数量

将达 85万个。

AI大型模拟计算比超算快200倍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