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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W O R L D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13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瑞典林雪平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耳朵内毛细胞的功能机制有了新发现，认

为内毛细胞像外毛细胞一样，也与耳朵内

胶质盖膜接触。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通

讯》上的该项研究成果，挑战了数十年来盛

行的听力器官解剖组织和工作方式的现

状，对于促进诸如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的优

化，以及深入了解声音如何刺激毛细胞等

问题非常重要。

为了听到声音，耳朵内毛细胞必须将声

波转化为神经信号，并将其传输到大脑。这

种转换发生在耳蜗的部分。耳蜗导管容纳

听力器官，有许多毛细胞，分为外毛细胞和

内毛细胞。外毛细胞放大声音振动，使我们

能够听到微弱的声音，更好地感知人类语言

中的各种频率。内毛细胞将声音振动转化

为神经信号。人们很早就知道，外毛细胞的

上面有胶质盖膜。外毛细胞有被称为“立体

纤毛”的毛发状突起，当声音引起膜和听力

器官振动时，这些突起会弯曲并激活。

然而，此前观点认为，内毛细胞的立体

纤毛不与胶质盖膜接触，并认为它们通过一

种完全不同的机制而受到声音的刺激，仍不

清楚声音振动是如何刺激内毛细胞产生神

经信号的。新研究挑战的正是这一问题。

研究人员注意到，胶质盖膜可反射绿

光，这使得用显微镜观察盖膜成为可能。林

雪平大学生物医学和临床科学系首席研究

工程师、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皮埃尔·哈基

马纳表示：“我们看不到盖膜和毛细胞之间

有任何缝隙。相比之下，内外毛细胞上的立

体纤毛都完全嵌入了膜中。这反驳了‘只有

外毛细胞才与胶质盖膜接触’的传统观点。”

进一步研究后，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以

前从未见过的钙导管。这些导管跨越了盖

膜，连接着内毛和外毛细胞的静纤毛。此

前研究发现，胶质盖膜能储存钙离子，而钙

离子是毛细胞将声音引起的振动转化为神

经电信号所必需的。新研究发现，钙离子

通过钙导管流向毛细胞，且内外毛细胞上

的纤毛以相似的方式弯曲。

“我们发现的新的听觉机制与 50 多年

来的主流模型并不一致。教科书中关于听

力器官及其功能的经典插图必须更新，用于

研究听力的数学模型也应该更新。”哈基马

纳表示，更深入地了解声音是如何刺激内毛

细胞对于优化人工耳蜗刺激听神经的方式

非常重要，或将有助于人工耳蜗的改进。

人是怎样听到声音的？其实，为了把声

波转化为生物电信号，耳朵内多种角色需要

通力合作，最后由听神经将信号传递给大脑

解析。此次的研究有些开创性的发现，比如

内毛细胞实际上与胶质盖膜接触，盖膜上还

有钙导管，这甚至可以更新主流的听力机制

模型。研究结论也有助于人工耳蜗技术的发

展。人工耳蜗不是声音放大器，而是一种电

子仿生装置，它的进步，仰赖于科研人员对耳

朵研究的深入。知道声音进入耳朵后发生了

什么，人工干预才可以更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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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委托

三个私人公司：蓝色起源、洛克希德·马丁和

通用原子能公司开发用于月球轨道的核裂变

火箭。

据澳大利亚《对话》杂志介绍，如果成功

的话，可能会开启航天新纪元。但这只是火

箭推进技术进展中令人兴奋的方面之一，《对

话》杂志介绍了几种其他的航天器推进技术。

化学火箭

航天器的标准推进方式是使用化学火

箭，主要有两种类型：固体燃料（如航天飞机

上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和液体燃料（如土星 V

号运载火箭）。

这两种情况都是利用化学反应在燃烧室

内产生非常热的高压气体。发动机喷嘴是这

种气体的唯一出口，随后气体从发动机喷嘴

中膨胀出来，从而产生推力。

化学反应需要燃料，如液氢或铝粉，以及

氧化剂如氧气。还有许多其他变量最终也会

决定火箭发动机的效率，科学家和工程师一

直在寻求从给定的设计中获得更大的推力和

燃油效率。

最近，SpaceX 公司在对他们的星舰飞船

原型进行试飞。这款飞船使用的是“全流量

分级燃烧发动机”，它以甲烷为燃料，以氧气

为氧化剂。与传统设计相比，这种发动机的

燃油效率要高得多，推重比也高得多。

核裂变火箭

原子核由称为质子和中子的亚原子粒子

组成。这些决定了元素的质量，质子和中子

越多，它的质量就越重。有些原子核是不稳

定的，当受到中子轰击时会分裂成几个较小

的原子核。这就是核裂变的过程，可释放出

巨大的能量。当原子核衰变时，它们也释放

出更多的中子，这些中子继续分裂更多的原

子，从而产生连锁反应。

在核裂变火箭中，诸如氢推进剂气体，通

过核裂变加热至高温，从而在反应堆室内产

生高压气体。就像化学火箭一样，气体只能

通过火箭喷嘴逸出，从而产生推力。

核裂变火箭预计不会产生将大量有效载

荷从地球表面送入太空所需的推力。然而，

一旦进入太空，它们就比化学火箭效率高得

多。对于给定质量的推进剂，它们可以将航

天器加速到更高的速度。

电力推进火箭

类似“离子引擎”这样激动人心的科幻名

词已经走进了现实。真实的离子驱动器会产

生带电粒子（电离），利用电场对其进行加速，

然后用推进器进行发射。推进剂是如氙气一

样容易带电的气体。

当带电的氙原子加速离开推进器时，它

们会将极少量的动量（质量和速度的乘积）传

递给航天器，从而提供温和的推力。虽然速

度较慢，但离子驱动是所有航天器推进方法

中最省燃料的方法之一，因此可以让火箭的

太空之旅走得更远。离子驱动器通常用于姿

态控制，科学家也已经考虑利用其帮助旧卫

星脱轨。

目前的离子发动机是由太阳能电池供电

的，需要的推进剂非常少。它们已经用于欧

洲航天局的 SMART-1 登月任务和前往水星

的“贝皮可伦坡”号航天器的探测任务。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目前正在

为月球任务开发一种大功率电力推进系统，

该推进器在未来的深空探测中“至关重要”。

太阳帆推进技术

火箭的推进通常需要推进剂，但有一种

更“绿色”的方法，仅依靠来自太阳本身的光

就能前进。

帆依赖于动量守恒的物理性质。在地球

上，我们习惯于把这种动量看作是航行时空

气颗粒吹入船板的动态压力，推动船只前

进。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光子没有质量，但它

们有动量，可以将动量传递到帆上。由于单

个光子的能量非常小，任何明显的加速度都

需尺寸非常大的帆。

速度的增加还取决于离太阳有多远。在

地球上，从太阳光接收的能量约为每平方米

1.3 千瓦。如果我们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帆，

相当于 9.3兆瓦，即使是很轻的物体也能提供

非常低的加速度。

成功飞越金星的日本伊卡洛斯航天器和

目前在地球轨道上的美国行星协会“光帆 2

号”已经证明太阳帆的实力。

提高效率和减小风帆尺寸的一种方法是

使用激光推动航天器前进。激光产生非常强

烈的光子光束，可以直接照射到帆上，从而提

供更高的加速度。

以上的一些技术，如核裂变火箭的发展可

能会引起部分人的担忧。然而，随着私营公司

和国家航天机构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太空探索，

这些替代的推进方式将变得更为主流，并且也

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新兴的太空文明。

深空探索新时代要有什么样的动力

科技日报北京5月13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综合外媒 New Atlas、英国《每日邮报》

近日报道，为了降低沿海城市之间的旅行

成本和减少麻烦，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

丽晶公司开发了一款“海上滑翔机”。利用

翼地效应，这款时速达 290 公里的“巨兽”有

望达到电动飞机航程的两倍，有望为沿海

运输业带来一场新革命。丽晶已获得 4.65

亿美元的预订单，并计划在 2050 年之前将

其投入客运。

这艘名为“海上滑翔机”的全电动飞行器

将飞机的速度、舒适性和导航系统与船只的

方便性、可操作性和可负担性等特点结合在

一起。它从黑暗中以每小时约 72公里的低速

出发，当到达开阔水域起飞时，速度可达每小

时 290公里。

该公司正寻求在主要枢纽（例如波士顿

和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建立特定的航

线，或者在像纽约市到汉普顿市之间的更短

路径，以及连接夏威夷群岛的路线之间建立

特定的航线。

报道称，这种半飞机、半船型的飞行器类

似于气垫船，它在机翼和水之间的加压空气

产生的动态气垫上飞行。

丽晶在一份声明中说，“海上滑翔机”可

在离水面几米高的地方飞行，取代了沿海航

线上的渡轮和短途飞机。“在这种海洋环境

下，我们可以将飞机和 eVTOL（垂直起降飞

行器）长达十年的研发周期缩短一半。”

报道称，这艘飞行器是全电动、零排放

的。由于能源和维护成本低，因此其定价会

更低，这一点“意义重大”。

此外，它在起飞和着陆阶段提高了舒

适性和效率，因为它在依靠机翼起飞之前

是以水翼船形式在水面前行的。时速约 32

到 72 公里之间时，该飞行器将利用水翼行

驶，从根本上减少水的阻力，并能平稳滑过

海浪顶部。

由于无需储备电力以及飞行效率的提

高，海上滑翔机的航程是电动飞机的两倍。

该公司称，现有电池技术可支持飞行器行驶

约 290公里，仅限于沿海地区之间的旅行。丽

晶预计，未来电池功能将更加强大，一次充电

就能支持飞行器行驶 800多公里。

目前，公司正在研究应对对接区域缺乏

充电站的问题。同时，计划在今年年底试飞

一架四分之一尺寸的原型机，测试其在典型

环境如海浪、恶劣天气中的工作情况。

美国知名投资人马克·库班说：“有了这

样的飞行器，沿海运输的效率将提高 100 倍。

丽晶让旅程变得又快又容易。这将给人们带

来交通方面的巨大进步。”

时速达 290公里！

美国全电动“海上滑翔机”2050年投入运营

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成为主要流行病毒，新冠疫情出现年轻化、重症化、高死亡率倾
向，为此日本政府决定紧急事态宣言延长至5月 31日，并视疫情发展继续延长。东京都
政府决定，紧急事态宣言期间饭馆营业时间至20时为止，不可向消费者提供酒类。同时
要求20时之后关闭商店街区的霓虹灯照明。图为街头餐厅不能向消费者提供酒类。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科技日报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张梦然）
英国《自然》杂志 13日发表的一项微生物学研

究，美国科学家团队通过对保存完好的古细菌

样本分析显示，人类肠道微生物组在过去2000

年中，曾发生过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工

业化前饮食和现代饮食之间的差异，以及抗生

素耐药基因的增加，该结果将有助于解释肠道

微生物组构成与慢性病之间的关系。

人体肠道正常的微生物，其中超过99%都

是细菌。这些微生物也被称为是人体“隐形器

官”，其群落特别的丰富且多样化，并且对宿主

的发育、营养吸收和免疫功能都有巨大影响。

此前对工业化和非工业化现今人群之间

的比较显示，工业化生活方式与肠道微生物

组多样性下降、慢性病（如肥胖和自身免疫疾

病）发病率上升有关。然而，由于很难获得保

存完好的 DNA，工业化前人类肠道微生物数

据十分匮乏，限制了科学家们对肠道微生物

组随时间演化的认识。

不过在最新的研究中，包括美国佳斯林

糖尿病中心研究人员在内的团队，对美国西

南部和墨西哥的岩石洞发现的 8 例保存完

好、经过验证的人类消化物样本进行了详细

的遗传学分析，这些样本距今 1000 年至 2000

年左右，研究结果为微生物组研究提供了全

新的洞见。

从这些样本中，研究人员重建出 498个微

生物基因组，其中 181个基因组显示出来自古

代人类肠道的有力证据。研究人员发现，有61

个基因组此前未有描述，说明其中存在与现代

人群不同的微生物物种。研究人员将这些基

因组与工业化和非工业化现今人群的样本进

行了比较，发现这些古老、工业化前的基因组

更像非工业化人群的肠道微生物组。

这些古老、非工业化的样本含有大量与

淀粉代谢有关的基因，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摄

入的复合碳水化合物比现今工业化人群更

多。相比这些古代样本，工业化和非工业化

现今样本含有更多的抗生素耐药基因。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结果阐释了人类微

生物组的演化历史，其将增进人们对微生物

如何促进健康和疾病的理解。

人类肠道微生物组曾发生显著变化
工业化、抗生素耐药基因增加等或是主因

从古细菌中进行从头开始的基因组重
建，揭示了人类肠道微生物组信息变化。

图片来源：《自然》在线版

1967年，核火箭发动机被运送到内华达
州杰克斯普拉茨的试验台。

图片来源：《对话》杂志网站截图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深空1号的离子推
进器。

图片来源：《对话》杂志网站截图

成功飞越金星的日本伊卡洛斯航天器太
阳帆。

图片来源：《对话》杂志网站截图

科技日报柏林5月 12日电 （记者李山）
近日，德国多个研究机构组成的联合研究团

队成功利用智能手机的植物识别程序来记录

和分析德国生态系统的变化，并通过与联邦

自然保护局（BfN）多年积累的数据库进行比

较分析，证实了该方法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环

境研究具有巨大潜力。

随手给植物拍张照，然后用智能手机的

应用程序识别一下植物的种类和名称，让很

多人乐此不疲的小应用，却可以为快速记录

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开辟新的途径。用于植物

识别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不仅可以识别植

物种类，而且还可以记录大规模的生态模

式。尽管受到应用程序用户行为的强烈影

响，但它们与德国植物区系的长期观测结果

非常吻合。这是德国一个联合研究团队的新

成果，发表在近日的生态学核心期刊《描述生

态学》上。

该研究团队分析了德国一个名为 Flora

Incognita 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收集的数据。该程序可以快速识别

4800多种植物物种。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使 用 Flora Incognita 应

用程序在短短两年内获得的数据可用于推

导德国的生态模型。通过与德国联邦自然

保护局的数据库进行比较，研究人员发现，

新的数据集可以反映各种环境因素对不同

植物物种分布的影响，甚至可以与德国植物

区系的长期观测结果相媲美。BfN 的数据

库是 70 多年来在 5000 多名专家的支持下创

建的。

另一方面，对这两个数据集的直接比较

还显示，在人口密度较低的情况下，例如农村

地区，来自应用程序的数据集与常规长期观

测的数据集还是有出入。作为研究的通讯作

者和应用程序 Flora Incognita的共同开发者，

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亚娜·
维尔德西博士说：“在某个地区，使用某个应

用收集的数据量当然取决于那里有多少智能

手机用户。”

此外，用户的兴趣也对所记录的植物种

类有影响。与稀有和不显眼的物种相比，常

见并且显眼的物种被识别的频率更高。维

尔德西说：“通过该应用程序收集的植物观

察结果反映了用户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东西

以及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尽管有这些特殊

性，但收集到的约 90 万个植物观察数据仍然

有助于构建生物地理数据模型。研究人员

认为，自动物种识别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研

究的潜力巨大，随着此类应用程序用户的增

加，未来将可以实时记录和分析全球生态系

统的变化。

德利用植物识别程序分析生态变化

“海上滑翔
机”行驶模拟图

图片来源：
英国《每日邮报》
网站

日紧急事态宣言延至5月底

科技日报莫斯科 5月 12日电 （记者

董映璧）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研人

员将低熔点麦麸与添加剂混合获得了高质

量燃料。该技术不仅能够降低温室气体排

放和减少垃圾填埋场的数量，而且可以优

化生物质燃料原料混合物的组成，进而提

高生物质能源的利用。相关研究结果近日

刊登在《燃料》杂志上。

近年来，农业废弃物等各种生物质已

被越来越多地用作燃料。比如面粉加工厂

的麦麸。科学研究发现，麦麸是一种低熔点

的燃料，其矿物部分在高于 675℃的温度下

烧结，远低于锅炉内的温度。在燃烧过程中

生物质形成“玻璃沉积物”，将其清除可能会

损坏加热表面，并且削弱锅炉的热传递、可

靠性和运行效率。麦麸中含有大量钾，正是

它对生物质的熔点和“玻璃沉积物”的形成

起很大作用。为了进一步研究麦麸的矿物

部分，科研人员用沉降法（在重力场或离心

力的作用下将液体或气体中的颗粒沉降）将

它们分成不同密度的组粒，其中两种在燃烧

后会形成松散的物质。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布塔科夫科教中心

工程师卡尼帕·伊布拉耶娃表示，在研究组

粒的矿物成分后发现，影响麦麸灰结块的

关键因素是钙与钾的比例。为证实这一

点，科研人员在麦麸中添加碳酸钙进行实

验，结果得到松散和粉末状的炉灰。这表

明，混合物燃烧后，可以很容易地清洁加热

表面。她解释说，很难找到化学成分高效

而成本低廉的添加剂，而燃烧低熔点生物

质时添加碳酸钙将会降低运营成本。

研究人员介绍说，利用各种生物质做

燃料不仅可减少燃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

放和减少垃圾填埋场的数量，还可以处理

工业废物。目前，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研

究生物质中矿物部分和轻灰化合物对电力

设备金属表面腐蚀速率的影响。

麦麸与添加剂混合可获高质量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