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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创新世界潮

创新连线·俄罗斯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开发出

一种新合金材料，可使电动汽车和消费类

电子产品的散热器和排热系统的重量减

轻 1/3。相关研究发表在《镁合金学报》杂

志上。

降低温度直接影响到延长设备使用寿

命，这对于家用电器、电动汽车、LED 面板

尤为重要。而俄罗斯开发出的高导热性镁

合金材料与同类产品相比，可靠性更高、成

本更低，还可以大大减轻设备的重量。

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铸造技术与材料

艺术加工系副教授维亚切斯拉夫·巴热诺

夫介绍说，传统上用铝来散热，但对于现代

技术来说，它太笨重了，减轻设备重量可以

显著降低运行过程中的能耗，并减少运输

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在今天变得越

来越重要。使用新合金材料可使散热器的

重量减少 1/3，而效率不会降低。镁合金

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之一是易燃性：通过添

加钙和钇元素，可显著提高新材料的燃点，

使其不受限制地应用于各种技术。

维亚切斯拉夫·巴热诺夫称：“我们想

制造一种低成本的合金，所以没有用通常

添加的昂贵元素——钕、镧、钍等。我们得

到了两种不同成分的合金：便宜的镁硅锌

钙镁合金和价格稍贵的镁锌钇锆镁合金，

前者具有高导热性和中等强度，后者具有

高强度和略低的导热性。”

新型合金可使冷却系统减重三分之一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科研人员开

发出一种新型的聚合物基固体电池，可在

几秒钟内完成充电。

该大学电化学系教授奥列格·莱文说：

“根据实验结果对此验证，使用我们的材料

制成的电池可在几秒钟内完成充电，比锂电

池快10倍。不过在现阶段，它的电池容量比

锂电池要少 30%—40%。目前，我们正努力

在保持充放电率的同时提高这一指标。”

奥列格·莱文称，为研制这种电池，研

究人员合成了一种基于镍赛仑络合物的聚

合物，该聚合物的分子结构可同时实现高

功率、电容性和低温特性。他表示，这种新

型电池在需要快速充电和低温工作的情况

下“表现优异”，且使用安全，与当今普遍使

用的钴基电池不同，它没有任何会着火或

爆炸的东西。它所含的对环境可造成危害

的金属也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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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开发出“几秒钟内”完成充电的新式电池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科学》

杂志网站日前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在未

来几年内为美国的科研机构投入 2500 亿美

元，以重建美国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其

中 1800 亿美元专门用于资助“面向未来的研

发和技术”；另外 700 亿美元用于与研究相关

的领域——从防治流行病到支持农村地区创

新等。

具体而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将获得 500 亿美元。上周美国众议院科学委

员会提出了一项立法，计划未来 5 年为 NSF

拨付 720 亿美元，其中 130 亿美元拨付给名为

“科学与工程解决方案”的新理事会。

大约 400 亿美元将用于升级国家研究设

施，包括联邦实验室和全国大学的实验室。

其中一半捐给少数民族服务机构，包括 100多

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HBCUs）。拜

登还呼吁成立一个新的隶属于 HBCU 的国家

气候研究实验室。

少数民族服务机构还将额外获得 100 亿

美元的研究资金，200 个“卓越中心”将获得

150 亿美元的额外资金。这些中心既是创业

公司的“孵化器”，也是培养学生进行跨学科

训练的基地。

大约 350亿美元将用于开发“解决气候危

机并促使美国成为清洁能源技术和清洁能源工

作全球领导者”的技术。其中约150亿美元用于

气候变化相关的示范项目，从碳捕获到量子计

算，50亿美元专门用于研究。该计划还要求在

能源部内部设一个新机构——高级研究计划气

候署。计划还将投入约300亿美元研发资金，旨

在刺激创新和创造就业，包括在农村地区。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目前每年的

预算为10亿美元，未来一段时间将获得140亿

美元，以推进其使命。该计划要求美国商务部

将这笔资金用于“将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机

构聚集在一起，推进对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的

技术和能力”。拜登还将把目前投资额为 1.5

亿美元的“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的规模扩大4

倍，资助生产高科技产品的中小企业。

重建基础设施 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政府提出 2500亿美元科研投资计划

当前，国际网络空间形势日益严峻，各国

对网络空间的关注和研究与日俱增。

近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官

网发布了《2030年全球网络：发展中经济体和

新兴技术》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

在通信系统使用方面的决策，美中在第三方

市场的技术竞争势必加剧。谁来设计、建设

和运营支撑全球通信、金融和其他日常生活

必不可少的功能系统至关重要。

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博弈中，可以说，谁掌握

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该报告

的作者认为：“下一个十年可能是决定性的。”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称，该报告及其建

议反映了美国在全球通信网络方面日渐强硬

的态度，这或对依赖中国市场的亚洲国家和

公司带来挑战。但评论认为，虽然美国对中

国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表示怀疑，但中国与

世界在知识产权、资本市场、销售网络和其他

体系上的大量重叠和联系难以断开。

发展中经济体将影响
全球网络空间发展

在这份报告中，作者展望了 2030 年的世

界愿景。

报告指出，到 2030年，全球城市化程度得

到提高：世界上 7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其

中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最快。全球网络将

更加智能，“物联网”将涵盖 5000 亿台联网设

备。全球网络的速度也会更快——网络容量

增加 125倍、延迟减少 200倍。

当前，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无法接入互联

网。随着更快的网络、更便宜的传感器和连接

设备的激增，连接对现代经济来说更加重要。

报告认为，快速的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将推

动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国际电信联

盟曾指出：“到 2030年实现全人类宽带互联网

连接的目标，首先面临的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挑

战。”报告分析了未来 10年间发展中经济体将

在全球通信网络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报告认

为，全球网络空间的最大变化可能来自发展中

经济体，其对网络通信系统的使用决策将影响

世界上最大网络提供商的发展轨迹。

新兴通信技术弥合数
字鸿沟

报告称，“中国连接世界的速度和范围让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措手不及”。在当前正在

进行的通信领域的竞争中，作为领先的下一

代网络供应商，华为的崛起给美国人敲响了

警钟。

报告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最近才开始

将通信领域作为一个战略性行业看待，如果其

早些且更认真地对待该领域发展的重要影响，

那么今天美国的通信领域格局将截然不同。

美国必须从今天开始，规划网络世界的未来，

同时要考虑到建设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所需的成本以及技术和政策方面的复杂性。

报告提到了 5种值得关注的、可驱动未来

网络发展的新兴通信技术。例如，开放式无

线接入网（Open RAN），其软件和关键组件

让运营商可以混合使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设

备；低地球轨道（LEO）卫星可协助国家向农

村提供高速度、低延迟的宽带接入；“智慧城

市”系统可改善交通、公共服务和安全；光子

学的进步可造出速度成倍增长、容量更大、能

效更高的网络；高空平台可填补偏远崎岖的

网络连接空白。

对美国应对竞争提出
4点建议

报告还为美国开发部署有前景的技术，

应对未来竞争提出了 4点建议。

首先，美国应阐明其 2030 年全球连通愿

景，如何惠及美国中产阶级、与国家合作并吸

引发展中国家。

其次，还应当通过国内投资、创建联合的

“加速器”基金、与特定区域市场合作等方式

发展上述新兴技术。

此外，也可通过扩大对发展中经济体的

市场融资，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调集更多资

源，或增强对合作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

助；同时通过推广高标准“智慧城市”模式等

方式扩展新市场。

报告还指出，以上行动侧重于关注新兴

通信技术和发展中经济体，然而这只是开始，

之后应当逐渐延展到建立国家数据隐私框

架、减少跨境数据流动障碍、鼓励移民等。

美智库发表报告指出

发展中国家新兴技术应用影响未来网络竞争格局

科技日报北京4月 5日电 （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官网近日消息，7 国

集团（G7，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

本、英国、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 3 份联合声

明，呼吁各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包括开发净

零排放技术、改进国际卫生紧急情况数据共

享以及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趋势。

声明一《以科学技术建立零排放的气候

友好型未来》中表示，如果要将全球变暖控制

在低于工业化前水平的 2℃（最好是 1.5℃），

必须更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声明建议应加

快行动，召集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和行为

学家共同制定技术路线图；推动公司部门增

加关键研发投资；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

以在 205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碳排放。

声明二《国际卫生紧急情况数据：治理、运

营和技能》中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

G7国家应支持将健康数据作为一种全球公共

产品的事业，帮助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国际卫

生突发事件数据系统。声明建议，7国集团和

其他国家应共同努力，采用基于原则的卫生数

据治理机制；建立和实施运营系统、基础设施

和技术；培养具有数据管理、分析和决策技能

的多层次人才；成立推动该项协议的委员会。

声明三《阻止生物多样性流失——采取

紧急行动的理由》中强调，今天，地球正在以

6600万年前白垩纪末期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

丧失着生物多样性。现有数据表明，地球正

处于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的边缘。因此声明

建议，7 国应与广泛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开

发评估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方法，减少与

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经济、社会和健康等

方面的影响；还应支持建立全球监测网络，协

助进行全球和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评估，保护

规划的实施。

报道称，这份声明旨在为将于 6月在英国

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的议题讨论以及正在进

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人类在地球上的共同未来有赖于在这

些关键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协作和倡议。”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玛西娅·麦克纳特表示，

“在科学的指引下，7 国集团国家能够并应该

帮助引领我们所有人走向一个更具弹性、更

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七国集团科学院呼吁采取行动

以科学促进净零排放与卫生数据全球共享

科“星”闪耀

人造细胞可像天然的那样生长分裂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在实验室制造的

人造细胞可像大多数天然细菌的细胞一

样 ，生 长 并 分 裂 成 形 状 和 大 小 均 匀 的 细

胞。这种“迷你”细胞很好地模拟了地球上

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之一，对其开展基础

性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现象的原理以

及生命的进化史，同时也有望促进生物医

学等领域的发展。

国际聚焦

欧核中心首次用激光冷却反物质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 ALPHA

合作组首次用激光冷却技术成功冷却了反

氢原子，为更精确测量反氢内部结构及其在

引力作用下的行为奠定了基础。研究者表

示，将这些测量结果与氢原子比较，可以揭

示物质原子和反物质原子之间的差异。这

种差异如果存在的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宇

宙只由物质组成——所谓的物质—反物质

不对称。此外，能用激光冷却反氢原子将改

变光谱学和引力测量领域的游戏规则，为反

物质研究带来新视角，比如制造出反物质分

子等。

蓦然回“首”

纳米表面声子首次实现三维成像
在纳米系统中，表面声子——原子晶格

的时间畸变，对物理和热力学性质起着决定

性作用。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物理研究

所联合法国南巴黎大学固体物理实验室，首

次成功地对纳米表面声子进行了三维成像，

有望促进新的更有效的纳米技术的发展。

技术刷新

俄开发出可以假乱真的人形机器人
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内最大

的自动服务机器人制造商 Promobot 为人形

机器人研制出了“活生生”的眼睛、柔软的皮

肤和头发，使得人形机器人拥有了逼真的外

观，可以假乱真。

基础探索

2I/鲍里索夫或是太阳系“原始”彗星
科学家认为，星际彗星 2I/鲍里索夫（2I/

Borisov）比人类在太阳系中观测到的所有其

他彗星更“原始”，同时，其周围尘埃的特征

与太阳系彗星很不一样。这两项新研究支

持了 2I/鲍里索夫的星际起源，亦表明其或

是目前观测到的首个“真正原始”的彗星。

宇宙初期爆发的光畸变揭示稀有黑洞
中等质量黑洞（IMBH）一直以来都是理

论中的黑洞，而此次，天文学家团队在数千

个γ射线暴中寻找“引力透镜”，最终利用宇

宙早期的一次爆发所产生的光畸变揭示了

一个中等质量黑洞存在。该结果将为理解

黑洞的形成以及小质量黑洞如何成为超大

质量黑洞带来关键性启示。

奇观轶闻

揭开人脑较类人猿大脑更大的秘密
人脑大于其他类人猿的大脑，这不是一

个明显的事实吗？但科学家决定分析一下为

何人脑中神经元的数量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大

脑的三倍。英国科学家称他们首次发现了人

类大脑变得更大的原因——一个关键的分子

开关ZEB2或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3月29日—4月4日）

科技日报北京4月5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干

细胞研究，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研究团队

揭示了激素会通过调控毛囊干细胞的方式

抑制毛发生长，首次阐明了小鼠身上这一

现象的背后机制，并提出了逆转该现象的

可能方法。

毛囊的生长期和休止期会不断切换。

啮齿动物和人类研究显示，压力可能会影

响毛发生长——无论是人们的经验，还是

医学界的研究共识，精神压力确实是导致

脱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可惜一直以来，

人们并不清楚这两者间的确切关系。

为了确定压力对毛发生长的影响，此

次，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中国西湖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研究人员在内的团队，详细分析

了皮质酮（小鼠在长期慢性压力下释放的

一种激素）如何调节小鼠毛囊的活动。小

鼠实验显示，当皮质酮水平升高时，毛囊的

休止期会延长，无法再生；反过来，如果皮

质酮水平降低，毛囊干细胞会被激活，开始

生长新的毛发。根据研究团队的报告，皮

质酮会通过抑制一种名为 GAS6 的蛋白的

产生，抑制毛囊干细胞的激活；而在没有皮

质酮的情况下，GAS6 蛋白被证明能促进

毛囊干细胞的增殖。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恢复 GAS6 蛋白

的表达或能逆转压力诱导的对毛囊干细胞

的抑制，有望促进毛发再生。

在一篇同时发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

中，美国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科学家

认为，“这项令人激动的研究成果为开发

治疗长期压力导致脱发的新方法，奠定了

基础”。

但这篇观点文章也指出，在研究结果

转化用于人类之前，还有很多问题要解

答。比如，啮齿动物的皮质酮被认为对应

人类的皮质醇，但科学家并不清楚人体内

的皮质醇是否也能产生这里观察到的作

用。此外，小鼠和人类的毛发生长期不太

一样，这或许会影响对应激性毛发干细胞

抑制进行逆转的有效性。

脱发治疗，在当今社会大有市场。凭

本事掉的头发，一般很难凭本事长回来，这

可真是人类的新烦恼。有研究表明，压力

是导致脱发的原因之一。但是，压力如何

导致脱发，掉了的头发又怎么长回来呢？

为了帮助回答这些问题，实验动物小白鼠

再次登场，证实 GAS6 蛋白能促进毛囊干

细胞的增殖。看似弄明白了“压力秃”的挽

救方式，可喜可贺。但是，从小鼠实验到用

于临床的漫长岁月中，人类还是得尽量多

保住一些头发。比如，少给自己一点压力，

多给毛囊一些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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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日 本 株 式 会 社
ZMP开发的一款自动驾
驶代步机器人“RakuRo”
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开
始在东京的佃和月岛街
区运行。这款机器人利
用手机软件预约并输入
目的地，即可完全通过
自动驾驶方式，把使用
者送达目的地。

图为“RakuRo”在人
行道上载人列队自动行
驶。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人行道上的自动行驶机器人“Rak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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