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柏林8月9日电（记者李山）
近日，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科学家领导的国

际合作团队成功研发一种新型原子传感

器。它基于氮化硼二维晶格中人工产生的

自旋缺陷（量子位元），可以在没有任何电接

触的情况下，测量温度、压力和磁场等环境

变化。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氮化硼六方晶相具有二维平面石墨烯

状结构和原子级薄度，与其他二维晶体结

构高度兼容。近年来，氮化硼的结构和电

子性能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德国维

尔茨堡大学的弗拉基米尔·迪亚科诺夫教

授领导的国际团队先是成功地在氮化硼的

层状晶体中创造了自旋缺陷，并通过实验

识别了它们；随后又成功实现了室温下六

方氮化硼中硼空位中心集合体的相干控

制，为具有全新特性的人造异质结构或在

其上构建电子设备铺平了道路。

现在，这个包括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

学和加拿大特伦特大学的科学家在内的国

际团队取得了新的进展，成功研发基于氮

化硼二维晶体自旋缺陷的新型原子传感

器。该传感器的核心是氮化硼制成的晶格

中人工产生的具有角动量（自旋）的硼缺

陷。缺陷对其原子环境非常敏感，例如与

其他原子或原子层的距离。迪亚科诺夫解

释说，这意味着可以用它来测量局部磁场、

温度甚至压力。测量可以完全通过激光进

行，传感器不需要任何电接触。

氮化硼自旋缺陷的一个新特征是它位

于二维晶格中。这开辟了全新的应用可能

性。迪亚科诺夫说：“使用只有一个原子层

的氮化硼层的想法特别有趣，这样传感器

就直接位于要检查的组件的表面，这将实

现与环境的直接交互。”氮化硼目前是封装

新型 2D 组件（如纳米尺寸晶体管）的标准

材料。科学家可以在经常使用的氮化硼材

料中人工嵌入原子传感器，使得传感器可

以直接测量各种组件上的温度、压力和磁

场等影响。

论文第一作者，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物

理学博士生安德烈亚斯·戈特绍尔解释说：

“通过巧妙地打开和关闭不同频率的微波，

可以操纵自旋缺陷，从而可以得出不同的外

部影响，如温度、压力和磁场。”目前为止，研

究人员已经展示了传感器如何处理数百万

个自旋缺陷的大型集合。接下来，他们将研

究单个自旋缺陷如何作为传感器工作。

与现有的由金刚石或碳化硅制成的传

感器相比，新型原子传感器不仅适用于温

度和磁场的局部测量，还可以更加灵敏地

对外部压力变化做出反应。其可能的应用

领域包括医学、导航，需要电磁场非接触式

测量的地方或信息技术中的成像。长远来

看，它还可以用作商业传感器，并可能会彻

底改变医学成像。

基于氮化硼的新型原子传感器研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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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颜悦“摄”

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实习记者 张佳欣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0日电 （记者张
梦然）根据环境实时变化的“人造伪装”一

直很难实现，但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10 日发表的一篇机器人最新研究，韩国

科学家团队报告了一个以变色龙为灵感

的软体机器人，该机器人能根据背景实时

变色。这项研究标志着可穿戴伪装技术

的巨大飞跃，同时对下一代技术具有启示

意义。

“人造伪装”的原理是模仿生存环境中

的天然伪装。人们已经在许多物种中发现

了这种天然伪装，比如变色龙。此前瑞士

科学家研究认为，变色龙之所以能够迅速

的改变体色，原因在于其真皮细胞的表面

有一层虹细胞，通过改变这一细胞层内部

的鸟嘌呤纳米晶体的排列结构，变色龙就

可以实现颜色（结构色）的变化。

不过，“人造伪装”装置想要模仿这一

天然能力，一个前提条件是能表达大量颜

色，并能按需控制和改变这些颜色。但这

一直很难实现，因为这对系统的要求非常

复杂，而且装置模拟生存环境需要很高的

空间频率。

此次，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研究团队使

用了一种开发人造变色龙的新策略，他们

将热致变色液晶层与纵向堆叠、有图案的

银纳米线网络进行集成，再结合颜色传感

器和反馈控制系统，制造出了“人造变色龙

皮肤”。研究人员将其应用于一个软体机

器人上。他们的演示表明，该机器人能探

测局部背景颜色，并根据周围环境进行实

时变色。

科学家们表示，今后仍需开展进一

步研究，实现对高分辨率表面纹理的快

速识别和表达，他们认为这或许会通过

信号处理和数据驱动领域的技术进步得

以实现。

大自然之奇妙，以人类现有认知手段

还远远不能参透。有多少在自然界里稀松

平常的东西，在仿生学领域却要集成最高

精尖的技术——蛛丝是这样，变色龙皮肤

也是这样。甚至于说变色龙为什么会变

色，也是经历了一番争论才有了主流意

见。不过，将伟大的生命现象加以研究、比

较、解释、模仿，在这一过程中，所收获的不

仅仅是一项发明，而是无数技术思想与工

程原理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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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气候

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于 8 月 9 日发布。

这份报告是 2013 年以来对全球变暖的首次

全球评估。

报告称，现代社会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

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正在以过去 2000年来前所

未有的速度使全球变暖，其带来的影响已经很

明显：创纪录的干旱、野火和洪水摧毁着世界

各地。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下去，情况可能

会变得更糟。报告明确表示，地球的未来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今天做出的选择。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情况将变得非常

糟糕”，该报告主要协作者之一、加拿大环境

部气候学家张学斌说。

全球升温或在未来20
年达到1.5℃临界值

根据 2015 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国际

社会同意将本世纪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

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2.0℃以内，并努力将

气 温 上 升 限 制 在 1.5℃ 以 内 。 如 果 这 一 临

界值被打破，北极海冰消失、珊瑚礁大规模

灭绝以及富含甲烷的永久冻土融化等现象

将更有可能出现，地球生态系统将发生永

久性转变。

该报告对未来几十年全球变暖水平的可

能性进行了新的估计。报告称，2011—2020

年的十年间，全球地表温度比 1850—1900 年

间高 1.09℃，这是自 12.5 万年前冰河时代以

来从未见过的水平，过去 5 年也是自 1850 年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

从未来 20 年的平均水平来看，科学家们

预计，到本世纪 30年代中期，气温上升将达到

或超过 1.5℃。

该报告预测，未来几十年，所有地区的气

候变化都将加剧。全球变暖 1.5℃，热浪会越

来越强，暖季会更长，冷季会更短。报告显

示，在全球变暖 2.0℃时，极端高温更容易达

到农业和健康的容忍阈值。

水循环加剧、海平面上
升……多地变化各不相同

报告称，气候变化正在给不同地区带来

多种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将随着全球变

暖的进一步加剧而加剧。这些变化包括湿润

和干燥、风、雪和冰、沿海地区和海洋的变化。

报告称，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水循环。这

带来了更强的降雨和洪水，也有许多地区面

临更严重的干旱。气候变化正在影响降雨模

式。预计在高纬度地区，降水量增加，而亚热

带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减少。预计季风降水

的变化会因地而异。

在整个 21 世纪，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将继

续上升。即使升温保持在 1.5℃范围内，预计

未来 2000 年世界各地海平面仍将上升 2—3

米；若升温 2℃，海平面将上升高达 6 米。这

将导致低洼地区发生更频繁、更严重的沿海

洪灾和海岸侵蚀。到本世纪末，以前百年一

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可能每年都会发生。

海洋的变化，包括变暖、更频繁的海洋热

浪、海洋酸化和含氧量降低。这些变化既影

响海洋生态系统，也影响依赖海洋生态系统

的人们，而且至少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这

些变化将持续下去。

进一步变暖还将加剧永久冻土融化、季

节性积雪减少、冰川和冰盖的融化，以及夏季

北极海冰的消失。

此外，对于城市来说，气候变化的某些方

面可能会被放大，包括高温（因为城市地区通

常比周围地区更温暖）、强降水事件引发的洪

水，以及沿海城市的海平面上升。

变化不可逆转 行动
为时不晚

报告警告说，不能排除气候变暖的一些

最严重的影响，如冰盖坍塌、大规模森林消失

或海洋环流的突然变化，特别是在接近本世

纪末出现高排放和显著变暖的情况下。

新报告还明确指出，迄今为止，我们所经

历的变暖已经改变了许多地球生命支持系

统，这些变化在几个世纪到几千年的时间范

围内是不可逆转的。

但报告指出，所有气候变化预测中最大

的不确定性是人类将如何行动。如果现在采

取积极行动，气候变化的许多最可怕的影响

仍然可以避免。

尽管 IPCC30 年来一直在警告全球变暖

的危险，但各国政府还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

来过渡到清洁能源并停止温室气体排放。

该报告的主要协作者、智利大学气候与

恢复力研究中心主任麦莎·罗哈斯说，“除非

立即、迅速和大规模地减少所有温室气体，否

则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是遥不可及的”。

第六次评估报告首次从区域角度对气候

变化进行了更详细的评估，包括重点关注有

用的信息，从而为风险评估、适应和其他决策

提供依据，并关注搭建新框架，以有助于将气

候的自然变化（热、冷、雨、旱、雪、风、沿海洪

水等）信息进行转化，以使其对社会和生态系

统具有意义。

报告反映了归因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

即了解气候变化在加剧特定天气气候事件

（如极端热浪和强降雨事件）中的作用。报告

还显示，人类的行动有可能决定未来的气候

走向。有证据清楚地表明，虽然其他温室气

体和空气污染物也能影响气候，但二氧化碳

仍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稳定气候需要大力、快速和持续地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并达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

放。减少其他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

特别是甲烷，对健康和气候都有益处。”IPCC

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说。

IPCC气候报告重磅发布

地球温度12万年来最高 降温行动刻不容缓

IPCC 第一工作组第六
次 评 估 报 告《气 候 变 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涉及
对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
最新理解，汇集了气候科学
的最新进展，并结合了来自
古气候、观测、过程理解的
多种证据，以及全球和区域
气候模拟。图为气候变化
加剧海冰融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0日电 （记者刘霞）
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9日报道，由卡塔尔科

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称，与感染新冠病

毒其他变异毒株相比，感染贝塔变异毒株的

人更可能罹患重症甚至死亡。

贝塔变异也被称为 B.1.351，于 2020 年底

在南非首次发现，它在该地引发第二波新冠

疫情后扩散到全球。

一些证据表明，在由贝塔变异毒株驱动

的第二波疫情中，病患的重症率比第一波更

高。为确定贝塔变异毒株是否与重症增加有

关，卡塔尔维勒康奈尔医学院的传染病流行

病学家莱斯·贾马尔·阿布-拉达德对 2021 年

年初卡塔尔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了研究，

当时有两种变异毒株在卡塔尔传播：贝塔和

阿尔法，阿尔法变异毒株也被称为 B.1.1.7，

2020年最先在英国出现。

阿布-拉达德说，研究表明，贝塔变异毒

株感染者比阿尔法毒株感染者罹患重症的可

能性高 25%，需要重症监护的可能性高 50%左

右，死亡的可能性高 57%。这些结果与当时

的观测数据相吻合：随着贝塔变异毒株在卡

塔尔不断肆虐，当地急诊入院人数翻了一番，

ICU 入院人数和死亡人数翻了四倍。阿布-

拉达德指出：“很显然，我们讨论的是一种更

严重的变异。”不过，这一研究结果尚未经过

同行评审。

南非约翰内斯堡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公

共卫生医学专家瓦斯拉·加塞特说，这项研究

规模不大，但很重要，因为它的结论来自于对

年龄和性别等特征相似的人的仔细比较。

瓦斯拉领导的一项研究今年 7 月公布结

果称，该研究发现，与第一波疫情相比，在南

非第二波疫情期间（贝塔变异毒株占据主导

地位），人们住院后死亡的可能性增加了约

30%。瓦斯拉补充道，确定贝塔变异毒株所导

致疾病的严重程度将有助于研究人员预测其

对医疗系统的影响。

目前，传播能力更强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

异毒株正在全球肆虐，在包括南非和卡塔尔等

在内的很多地方，贝塔变异毒株的主导地位正

在消退。但阿布-拉达德指出，贝塔病毒似乎

比其他变种（包括德尔塔病毒）对疫苗和先前

感染产生的免疫力更具抵抗力，它可能再次造

成严重破坏，“我们决不能低估这种病毒”。

新冠贝塔变异毒株致死率可能更高

从业人员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是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机器人拖拉机是解决这
一问题的新选项。日本洋马农业公司的机器人拖拉机是通过传感器、人工智能、高速通信
系统的组合，可自我判断周围环境并行驶的新型农业机械。机器人拖拉机接受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位置信息，掌握厘米级的农用地形，通过远程监视，根据农地地形可自动作业。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机器人拖拉机

科技日报北京8月10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美国梅奥诊所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

人员开发出一种生物相容性“胶水”，这种糊

状的黏性膏体可密封受伤的组织或器官，并

在凝血之前 15 秒内止血。相关研究发表在 9

日的《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杂志上。

发明这种胶水的灵感来自藤壶。藤壶是

一种附着在岩石、船底和大型鱼类上的海洋

动物。它们可以释放出一种能清洁表面并排

斥水分的油基质，并用一种蛋白质将其与表

面的分子交联，从而能够在潮湿的条件和多

变的表面下保持原地不动。

研究小组决定尝试通过改进他们之前开

发的一种黏合剂来模仿藤壶的“胶水”。这种

黏性材料由一种名为聚丙烯酸的聚合物和一

种名为 NHS酯的有机化合物（提供黏附性）和

壳聚糖（一种增强材料吸附性能的糖）组成。

研究人员将这种材料的薄片冷冻，将其研磨成

微粒，然后将这些微粒悬浮在医用级硅油中。

将产生的糊状物涂抹在湿润的表面（如

布满血液的组织）时，油会排斥血液和其他可

能存在的物质，从而使黏性微粒交联，并紧密

地密封伤口。研究人员在大鼠身上试验显

示，在涂抹胶水后的 15 到 30 秒内，轻轻施加

压力，胶水就会凝固并止血。

研究表明，胶水的“密封条”可承受高动

脉压，数周都保持完好，并让组织有足够的自

我愈合时间。而且这种胶水引起的炎症很

轻，类似于目前使用的止血剂产生的炎症。

此外，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这种胶水会在体内

慢慢被吸收，如果外科医生需要在初次应用

后对伤口内部进行修复，也可以通过使用溶

解它的溶液，提前将其去除。

研究人员还表示，与其在 2019 年设计的

双面胶带相比，这种新材料的一个优势是可

以被模制以适应不规则的伤口，而双面胶带

可能更适合密封手术切口或将医疗器械连接

到组织上。

现在，研究人员将测试这种胶水是否能

治疗大面积创伤，以及是否能应用于外科手

术。另一个可能的应用是帮助患者减少医疗

中导管可能导致的出血。例如严重心肺衰竭

患者在接受体外膜氧合治疗后，导管插入部

位的出血或导致感染，该胶水或可帮助止血。

来自藤壶的灵感

新生物相容性胶水可在15秒内止血

科技日报莫斯科 8月 10日电 （记者董
映璧）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心理与教育大学科

研人员通过测量大脑电磁伽马振荡开发出

诊断脑部疾病的技术，有望改善对精神分裂

症、阿尔茨海默病、癫痫等许多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方法。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刊登在《科

学报告》上。

兴奋性神经元和抑制性神经元是人类大

脑中两种主要类型的神经细胞。在患精神分

裂症、癫痫、阿尔茨海默病、偏头痛等精神和

神经疾病时，兴奋性神经元和抑制性神经元

的活性被破坏。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疾病最

早的症状出现之前。寻找能够判断神经元兴

奋和抑制失衡的迹象（生物标志物）是诊断和

治疗这些疾病的重要方向。然而，目前获取

这些数据的唯一可靠方法是将电极直接插入

大脑，但这种侵入性方法对大脑有很大的伤

害性。

莫斯科国立心理与教育大学的科研人员

发现，大脑的高频和低振幅电磁波（所谓的伽

马振荡）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非侵入性生物

标志物。为了可靠地记录伽马振荡，科研人

员使用了脑磁图技术。

莫斯科国立心理与教育大学脑磁图中心

首席研究员叶列娜·奥列霍娃称，脑磁图技术

能提供关于兴奋和抑制平衡的大量数据，同

时避免对大脑的有害影响，与广泛使用的脑

电图技术记录的电场不同，大脑的磁场可以

自由穿过头骨和皮肤，从而提供有关其工作

的更可靠信息。

科学研究表明，最强的伽马振动可以在

视觉皮层中观察到，在那里它们由某些类型

的视觉刺激引起。例如，当刺激的移动速度

发生变化时，伽马响应的强度就会发生变化，

但这在不同人的身上表现不同。

叶列娜·奥列霍娃称，科研人员在之前的

研究中发现，根据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男

性和健康男性伽马响应的变化，可以推测对

强光、响亮的声音或刺鼻的气味等感官刺激

的敏感程度。她补充说，为了扩大样本和使

结论更加准确，科研人员邀请健康的莫斯科

人作试验对象并做了重复试验。

结果表明，女性与男性一样，伽马响应的

强度与感官敏感度相对应。有关专家指出，

上述研究数据大大增加了将大脑伽马响应视

为早期诊断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有效生物标志

物的可能性，有望改善对精神分裂症等许多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俄开发出诊疗脑部疾病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