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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张梦然）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环境学研究

发现，大量温带湖泊含氧量出现了大范围、长

期的下降。这是一项针对近 400 个湖泊在 80

年时间里的变化研究，团队计算得出的这一

趋势，被认为和气候变暖以及水体透明度下

降有关，而这种下降趋势亦可能会威胁到至

关重要的湖泊生态系统。

地球水体系统的溶解氧浓度会影响养分

平衡、生物多样性、饮用水质量和温室气体排

放。2019 年底一项包括 17 个国家科学家参

与的研究表明，地球上海洋的氧气含量在过

去 50年间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自 20世纪中期

至今，地球海水含氧量下降了 1%—2%；而据

预测，到 2100 年将再减 1%—2%，发生氧气流

失的是大多数生物所在的海洋上层，恐对整

个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危害。

虽然海洋的氧流失已经得到证明，但科

学界一直以来对湖泊溶解氧浓度的变化还不

够了解，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长期、大规

模的研究。

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伦斯勒理工大学

研究人员凯文·罗斯及其团队此次编制了

1941 年至 2017 年间由政府、大学、非营利组

织采集的 393 个温带湖泊（全球范围，大部分

位于欧美）的温度和溶解氧测量数据。这些

淡水环境减少的溶解氧是海洋中观测到的 2

倍到 9倍左右。

此前研究认为，全球变暖是造成海洋含

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在本次的湖泊研

究中，研究人员也指出：水温上升与表层水

氧浓度下降有关，而深层水氧含量下降则与

更强的热分层（不同深度形成不同的温跃

层）以及水体透明度降低有关。团队同时还

指出了这些趋势的一些例外，比如大量湖泊

（87 个）的水温和溶解氧浓度都出现了上升。

不过，这种反常现象或许是由水华导致的，水

华可能会让表层的氧浓度升高、深层的氧溶

解度降低。

当氧气量的减少出现在海洋中，已经意

味着栖息地与生态多样性的流失；而湖泊含

氧量的大范围变化，也暗示了水体能量与生

物化学循环承受的压力以及生态系统面临的

威胁。

全球近400个湖泊生态系统发生变化
据判断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相关

科技日报北京6月 7日电 （实习记者张
佳欣）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高级科学

研究中心神经科学倡议团队的一项新研究发

现，一种名为 TET1的分子是髓鞘修复的必要

组成部分。这项 7 日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

研究表明，TET1可以修改成人大脑中特定胶

质细胞的 DNA，能够形成新的髓鞘来应对髓

鞘损伤。

最近的研究表明，由于受伤、体育锻炼和

精神刺激，人体每天都会形成新的脑细胞。

胶质细胞，特别是那些被称为少突胶质祖细

胞的细胞，对外界信号和损伤高度敏感。它

们可以检测神经系统的变化，形成新的髓鞘。

髓鞘是包裹在神经细胞轴突外面的一层

膜，提供新陈代谢支持和准确的电信号传

输。然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响应外部信

号而形成的髓鞘越来越少，这种渐进性的下

降与普通人群中发现的老年人与年龄相关的

认知和运动障碍有关。据报道，患有神经退

行性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或阿尔茨海默氏

症）的老年人中也存在髓鞘形成受损的情况，

并被确定为其临床进展性恶化的原因之一。

“我们设计了实验来识别可能影响大脑恢

复活力的分子。”研究主要作者、该团队助理教

授萨拉·莫伊恩博士说，“我们发现，老年小鼠

的 TET1水平逐渐下降，这样，DNA 就不能再

被适当修饰，以保证功能性髓鞘的形成。”

结合全基因组测序生物信息学，作者表

明，TET1 在幼年小鼠体内诱导的 DNA 修饰

对于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细胞之间的健康对话

和保证正常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研究人员表示，新发现的 TET1与年龄相

关的下降可能解释了老年人无法形成新髓鞘

的原因。而研究正常情况下胶质细胞老化对

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影响，最终将有助于科

学家设计更好的治疗策略，以减缓多发性硬化

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破坏性疾病的进展。

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也可能对健康个

体衰老大脑的分子再生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旨在提高老年小鼠 TET1水平的研究正在

进行，以确定该分子是否可以有助新的髓鞘

形成，并促进适当的神经胶质细胞通讯。该

研究小组的长期目标是促进老年人和神经退

行性疾病患者的认知和运动功能的恢复。

大脑功能恢复相关重要分子确定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刘霞）
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物理学评论快报》杂

志撰文指出，他们开发了一种新方法，合成出

了一种拥有六边形结构的新型晶型硅，这种

晶型硅有可能被用于制造新一代电子和能源

器件，这些新设备的性能将超过现有“普通”

立方形结构硅制成的相关设备的性能。

硅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

是地壳中含量第二丰富的元素。像所有元素

一样，硅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晶体形式——同

素异形体。硅常被用于制造计算机和太阳

能电池板等。尽管普通形式的硅无处不

在，但并不适合制造高性能晶体管和一些

光伏器件等设备。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很多硅的同素异

形体拥有更好的物理性能，但由于缺乏合

成途径，因此，很难发挥硅的最大潜力。

卡内基大学的托马斯·希尔和蒂莫西·
斯特罗贝尔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此前曾合

成出了一种新型硅——Si24。在最新研究

中，他们使用 Si24作为合成起始点，合成出

了一种新型晶体硅——4H-硅，其拥有 4

层重复的六边形结构。

斯特罗贝尔解释说：“人们对六边形硅

的兴趣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60年代，因为其

电子特性可以调谐，由此可获得超越立方

体结构的性能。”

以前曾有其他科学家合成出六边形

硅，但最新以 Si24途径合成出的六边形硅是

科学家首次合成出高质量的此类大块晶

体，可以用作未来研究活动的基础。

希尔说：“我们的新研究除了可以更好

地以可控的方式合成出新结构外，大块

4H-硅晶体的发现为通过应变工程和元素

替代来调节元素的光学和电子性质打开了

大门。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制造出

种子晶体，让其生长出大量性能有望超过

金刚石硅的 4H-硅。”

作为一种半导体材料，硅“兢兢业业”服

务了60多年，为人类电子产业发展立下汗马

功劳。但是，技术在进步，人们对芯片的要求

在提高，硅的“成长”遇到了瓶颈。科学家一直

在想办法，要么找到新的材料去替代它，要么

对硅来一场改造，来升级它。此文中的研究

者还是在硅上面做文章。他们此前合成出了

一种新型硅，它非常接近直接带隙材料。现

在，研究者又在新型硅的基础上，合成出了新

型晶体硅，其电子特性可以调节，或可为实现

新一代电子设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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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格

洛纳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定位精度将在

2030年后提高到 10厘米以内。

报道说，作为格洛纳斯的长期发展前

景，预计在 2050 年前，俄将建成以创新型

导航卫星为基础的格洛纳斯系统卫星星

座。在此之前，应当继“格洛纳斯-K2”之

后建造下一代卫星“格洛纳斯-KM”或其

改进版，以及可能的新型导航卫星，并将其

用于格洛纳斯系统的卫星星座。2030 年

之后的格洛纳斯卫星星座，可能包括改进

型 的 大 椭 圆 卫 星“VKK-M”、小 型 卫 星

“MNKA-M”（其中包括补充性的 DKA 卫

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GSO-M”，以及

中地球轨道卫星“格洛纳斯-KM”。

报道称，为确保2030年后格洛纳斯系统

导航精度、可用性和完整性水平的要求，格洛

纳斯系统精度将在2030年后提高到10厘米。

格洛纳斯系统的卫星星座目前包括

27 颗卫星，其中“格洛纳斯-M”24 颗，“格

洛纳斯-K”3 颗。计划到 2021 年底发射第

一颗“格洛纳斯-K2”卫星，2026 年发射第

一颗大椭圆轨道卫星“格洛纳斯-VKK”。

此外，还在考虑建造小型导航卫星。

格洛纳斯系统精度2030年后将达10厘米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通过创建喷

淋过程的完整数学描述来改进工业用喷淋

技术，这有助于改进灭火技术以及石化工

业中的许多流程。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粉体技术》期刊上。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

喷淋含水多组分混合物及随后蒸发是石化

工业领域许多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目前这些系统效率低下，影响到产品的成

本。例如，在分离副产物的热处理室，大水

滴来不及在一个工作周期内蒸发，大大降

低了效率并增加了所耗费的时间。据研究

人员介绍，借助于特殊的液体喷淋条件，可

以优化能源和资源消耗。在这种情况下，

将不可能形成大液滴。研究人员确定了这

一过程的准确数学参数。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科学与教育中心教

授、物理和数学博士帕维尔·斯特里扎克介

绍说，粉碎液滴、乳剂、溶液和悬浮液可以使

蒸发表面成倍增加，这种效果可以通过改变

喷雾器的设计和位置来实现，利用该效果可

以提高许多系统的效率，从消防到利用水蒸

气热能。他称，获得的数据有助于显著提高

内燃机和锅炉炉膛的热功率，并使热交换系

统中的热吸收提高到原来的 3至 5倍，使燃

烧室、热质交换装置以及整个热电系统其他

组件的尺寸优化成为可能。

研究人员认为，上述研究结果在环保

能源领域也将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正

在积极引入一个系统，该系统可以利用水

和蒸汽捕获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有害物

质，防止其释放到大气中。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托木斯克理工大学

客座研究员伊万·沃伊特科夫说，已经确定了

在空气动力作用下液滴的变形和破裂时间，

并且首次考虑到毛细现象以及奥内佐格数和

拉普拉斯数，找到了临界韦伯准数和临界雷

诺准数的准确值，这使得可以用数学方法描

述液滴的整个破碎过程，并对现有的喷淋方

法进行调整。他还说，新的实验数据非常准

确，因为液滴的破碎首次在真实气流的动力

作用下进行，为此使用了高达每秒100000帧

的频率拍摄。除了水以外，研究人员还分析

了工业中使用的含水多组分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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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喷淋方法可改进石油加工及消防技术

研究发现，人类活
动和气候变暖预计将导
致湖泊溶解氧的进一步
流失，必须采取持续、严
格的湖泊系统管理措施
以应对这些影响。

图片来源：伦斯勒
理工大学/《自然》

4H-硅的可视化图片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在经历多年的间歇性兴奋和预期破灭

后，环境领域的投资不再只是小众市场。美

国《华尔街日报》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世界

上一些最大的公司和财力雄厚的投资者正集

结数万亿美元，为整个世界从化石燃料转向

绿色能源提供资金。

尽管如此，专家强调称，要想实现《巴黎

协定》的目标，将升温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

低 1.5摄氏度的范围内，仍需要进一步加大在

环境领域的投资。

私营企业加大投入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绿色金融

现在已经演变成一种可持续的淘金热潮，受

特斯拉等电动汽车企业和电池生产初创公司

估值不断飙升驱动，银行和投资者在淘汰化

石能源转型绿色能源领域的赌注与日俱增。

挪威咨询企业吕斯塔德能源公司称，

2014年全球各地的能源公司在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方面投入了 7350 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

下降了一半多，而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的投资

则从 6 年前的 1350 亿美元升至近 2200 亿美

元。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未来几年，可再生能

源领域的投资将超过石油和天然气领域。

跟踪绿色投资的彭博新能源财经也报道

称，去年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其他

环保项目的投资总额超过 5200 亿美元，创下

历史纪录。此外，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

球“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基金的资产

规模达到近 2 万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两倍多，

投资者每天向此类基金投入 30亿美元。国际

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企业和政府发行了近 3150亿美元的绿色和可

持续发展债券，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而且

每天有超过 50 亿美元的债券和贷款发行，以

资助绿色能源计划。

多年来一直是化石燃料领域“金主”的美

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也改弦易辙，承诺未来十年

向气候领域提供4万亿美元的融资，今年4月，

摩根大通承诺在未来十年内为环境和社会事

业提供 2.5万亿美元融资，包括直接资助风能

和太阳能项目，以及为清洁能源公司筹集资金

提供援助。美国银行则表示，希望到2030年在

该行业筹集和部署1.5万亿美元资金。

赚得盆满钵满

除私营企业外，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

也在增加环境方面的支出，并制定新规定管

控导致气候变化的碳排放。比如，拜登政府

提议斥资数百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能源研究中

心助理研究科学家瑞安·汉纳等人近日对物

理学家组织网表示：“越来越多政府正在以远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部署清洁技术。比

如，中国在电动公共汽车和新核能方面一马

当先；挪威和美国加州青睐电动汽车；爱尔兰

看好风力发电等。”

这些举措为私营部门押注绿色能源提供

了动力，而且他们可以通过支持这种转型赚

得盆满钵满，这种良性循环进一步加快了能

源转型的速度。

基金追踪机构晨星公司的数据显示，自

2019 年初以来，流入以环保为部分目标的股

票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资金净额达

到 4730 亿美元。与此同时，流入其他所有股

票基金的资金净额为 1030 亿美元。数据显

示，投资公司去年新设了 579只环保基金。

据晨星统计，在所有资产类别中，70%以

上基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实践进行投资

的基金，今年前四个月的回报率超过了那些

没有这些目标的基金。近年来，电动汽车公

司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商一直是市场上表现最

好的投资之一。

此外，即使投资者和政府不幸遭受损失，

源源不断流入的资金仍可能在电池等领域催

生创新——要想大幅减少碳排放，电池不可

或缺。

步伐仍需迈得更大

尽管如此，一些绿色能源倡导者表示，投

资步伐仍需大幅加快。

国际能源署最近表示，要在本世纪中叶

实现净排放归零的目标，到 2030年，全球在能

源项目的投资需要在目前的水平上翻一番，

达到每年 5万亿美元。该机构说，这笔开支中

的很大一部分需用于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绿色

项目。

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估计，如果想在

2050 年实现《巴黎气候协议》设置的目标，减

少化石燃料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需

要 50 万亿美元的投资。这些目标包括：全球

在未来 30 年里实现净零排放，并将全球平均

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通过建立模

型估计了满足温度目标所需的风能、太阳能、

蓄电池等项目的数量，得出了上述投资数额。

该公司表示，上述资金中有约一半需要

投资在风能、太阳能和蓄电池等领域。另外

还需要花 18 万亿美元实现电网的现代化，这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向太阳能、风能等清洁

能源过渡。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

计，如果没有这些投资，今后几十年里，与天

气有关的灾难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

升所造成的损失将达到数十万亿美元。

数万亿美元正涌入世界能源转型事业

绿 色 金 融 掀 起 新 的 淘 金 热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受咆哮西风带和海峡地形
影响，四季多风且风力强
劲，有“风都”之称。

这是从飞机上航拍
的新西兰惠灵顿西海岸
的“风车山”。作为风都，
利用风力发电提供绿色
能源是惠灵顿的一大特
色（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郭磊摄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刘霞）据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6 日报道，自 2000 年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伽利略”宇宙飞

船飞掠木卫三以来，没有一个探测器拜访过

这颗木星最大的卫星。但现在，这种情况将

发生变化，美国东部时间 7 日下午 1 时 35 分

（北京时间 8 日凌晨 1 时 35 分），NASA 的“朱

诺”号探测器在距离木卫三 1038 公里的范围

内飞行，在这次迄今“最亲密接触”中，“朱诺”

号将收集大量观测数据。

“朱诺”号首席研究员斯科特·博尔顿说：

“‘朱诺’号携带一套灵敏仪器，能够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观察木卫三。”

木卫三让科学家们着迷不已。尽管它是

一颗卫星，但它的直径为 5262公里，比水星这

颗行星和矮行星冥王星还大，且是太阳系中

最大的一颗卫星，也是唯一一颗拥有自己磁

场的卫星。到目前为止，仅 NASA 于 1979 年

发射的“旅行者”号双探测器和“伽利略”探测

器对木卫三开展过观测行动。

欧洲航天局的“木星冰月探测”任务将于

明年发射，拟于 2029年抵达木星系统，它的主

要观测对象就包括木卫三这颗巨大的卫星，

但这要等很长时间。

2011 年 8 月发射的“朱诺”号搭载了比

“旅行者”号和“伽利略”号更强大的技术，可

对木卫三开展详细的观测。届时，“朱诺”号

上搭载的三种不同的相机、无线电仪器、紫外

线光谱仪、木星红外极光测绘仪和微波辐射

计将观测木卫三。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朱诺”号任务经

理马特·约翰逊表示，“朱诺”号将以 19 公里/

秒的速度飞掠木卫三，飞越将为科学家提供

一些令人惊叹的图像，并对木卫三的组成、电

离层、磁层和冰壳有深入的了解。

其中，微波辐射计将首次对木卫三上冰

的组成和结构如何随深度变化而变化进行深

入调查，从而更好地理解冰壳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冰重新浮出水面的持

续过程。而紫外线光谱仪和木星红外极光测

绘仪以及微波辐射计将携手探测木卫三的水

冰外壳，获取其成分和温度的数据。

“朱诺”与木卫三进行迄今最亲密接触
最 近 距 离 仅 1038 公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