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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沿
F R O N T I E R

双层石墨烯和多层

石墨烯的导电性通常优

于单层石墨烯。套叠的

双层或多层石墨烯，可以

通过人工层状原子堆垛

改变层间扭曲角度，从而

改变体系的导电特性，实

现绝缘体—导体—超导体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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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云南的 22株乳业鲜活菌与航天员一同

进入太空 3个月后，即将返回地球。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 2021 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飞向太空，

成功进入天宫空间站。22 株乳业鲜活菌与航天

员一同进入太空，其中 11 株已进行国家菌株专

利登记保藏。益生菌随“神舟”飞天，在普通人

看来是件新鲜事儿，而在专业人士看来，把太空

当作“实验室”，无论从科研角度，还是从乳业发

展角度，都有着重要意义。

益生菌对生存环境要求
极为苛刻

益生菌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对

生命有益”，指可改善宿主（如动物或人类）肠内

微生态的平衡，并对宿主有正面效益的活性微

生物。时至今日，益生菌可以说成为“全民保健

品”，种类繁多，能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人的需

求。科学、适当补充益生菌对人体有益。

据 了 解 ，益 生 菌 对 生 存 环 境 要 求 极 为 苛

刻。如抗过敏益生菌主要以双歧杆菌和乳杆菌

作为主要菌种，其中双歧杆菌属于厌氧菌，对氧

的敏感性较强，最适合生长于 37—41℃的环境

当中，最低生长温度应保持在 25—28℃,pH 值应

保持在 6.5—7.0，高于 8.5 或低于 4.5 均不适宜存

活。乳杆菌属于微厌氧，比较适合在 5%—10%

一氧化碳环境当中生长，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

30—40℃，pH 值应保持在 5.5—6.2，在 pH 值为

3.5左右，仍然可以生长，但活性会严重下降。但

如果温度高于 40℃，益生菌可能就会较快死亡。

华润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益生菌

曾参与长征 5 号 B 火箭相关太空试验，该公司

研发部总经理刘文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益生

菌都是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的，如奶制品、健

康母乳等，分离出来之后保藏再进行鉴定。“分

离出来后的益生菌在低温环境下会处于休眠

状态，冻存在安瓿管中放置于零下 80℃的冰箱

内，长的可以存活 10—20 年，有的则会短些。”

刘文君说。

益生菌“上天”为的是更
快变异

在太空中，菌类会发生变化，如沙门氏菌在

太空微重力环境中会变得更强壮，毒性更强。

“太空中微重力的环境和辐射都会导致益

生菌发生变异，让其富有特定功能。”刘文君说，

益生菌在太空环境里需要一定辐射剂量去诱

变。“飞行的距离和时间都有关系，时间距离越

长，辐射越大，如长征 5 号 B 火箭益生菌试验仓

里的辐射当时已经达到 128rad/si。”刘文君说。

“菌种的变异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地

球环境中几百年才会出现变异，但在太空里或

许几天就能实现，换句话说，借助太空能加快育

种步伐。”乳品专家曹明是认为，益生菌“上天”

是具有科学探索价值的“搭车”试验。

益生菌“上天”后除了会变异还会影响活性

吗？2016 年 4 月，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天龙

号”飞船上开展了益生菌胶囊储藏试验。方法

是将同样的胶囊分成两组：一组“上天”，在国际

空间站上停留一个月；另一组老老实实地在地

面储藏一个月。实验完成后，对两组益生菌胶

囊进行分析。结果证实，国际空间站的胶囊中，

活性益生菌数量与地表胶囊中的益生菌数量相

当，说明太空环境对益生菌没有明显影响。《天

文学报》曾刊登一篇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约翰逊宇宙中心多位科学家研究文章，该研究

表明，益生菌至少一种菌株可在太空微重力环

境下表现出的功能与在地球上一样，可维持肠

道内菌群平衡。

菌种返回后会接受针对
性筛选

将益生菌送上太空做实验，这是为何？事

实上，由于国内乳酸菌产业相对起步较晚，目前

国内乳品企业生产酸奶大多使用进口品牌的乳

酸菌菌种，菌种采集、培育、分离技术都是由外

国企业垄断。

据了解，此次“上天”的菌种来自皇氏来思

尔乳业。在培育“民族芯”菌种之后，该企业并

没有停止对于菌种的探索，现已从云南本土采

集多样性微生物 1008 个样本中筛选出 10400 株

本土原生代菌株，已对 8040 株菌种经 16srRNA

测序鉴定，有 50多株具备开发潜质，通过科技创

新自主选育了 9 株乳酸菌菌株并进行技术转换

应用于生产。

“菌种进行空间育种返回后，我们会对菌株

进行发酵特性、风味特性、具有益生功能的代谢

产物及遗传稳定性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筛选，

以获得更优质的乳酸菌菌种。与此同时，通过

研究具有不同特性的菌株间的共培养发酵系

统，开发出更具特色化的、适合中国人体质的产

品。”云南省乳制品发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马万平介绍。

马万平说，本次参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

展太空育种科研项目，就是为了利用太空特殊

的环境诱变作用，使菌种产生变异，再返回地面

培育微生物新菌种，促使我国益生菌菌种选育

取得一些突破。

旅居空间站的益生菌即将“回家”
它们和地球上的“兄弟”还一样吗

◎本报记者 魏依晨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庹炼 康雷）芥菜是我国重要的

经济作物之一，是常见的油料、蔬菜和调味品。尽管常见，芥菜起源至

今仍是未解之谜。9 月 7 日，记者从湖南农业大学获悉，该校刘忠松教

授团队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华玮研究员团队完成的一

项研究成果，有效回答了芥菜起源和驯化方面长期存在的科学问题，揭

示了芥菜多样性变异遗传基础，为芥菜种质资源利用和基因组选择育

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自然—遗

传学》。

团队通过对我国特有的芥菜型黄籽地方品种“四川黄籽”开展全基因

组测序，构建了我国第一个黄籽油菜高质量基因组。同时，为阐明芥菜遗

传变异，团队对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480 份芥菜种质进行了基因组重

测序，通过系统进化、群体结构和主成分分析，将芥菜分为三大类和六个

遗传类群，并通过综合核基因组和胞质基因组系统进化分析、考古发掘和

历史文献以及种群动态分析，重建了芥菜的起源和驯化历史。

根据研究结果，芥菜于 8000—14000年前在西亚（中东）地区起源，由

西向东沿三条独立路径传播，通过基因突变和渐渗杂交演化出六个不同

的类群。

六大类群演变具体为，约 2500—5120 年前，根芥从野生芥菜中演化

出，在蒙古和中国东北被驯化。野生芥菜驯化出的第三群籽芥，从阿富汗

北部沿草原路线向东传播，经河西走廊传入西藏。传播过程中，因基因突

变和人工选择，演化出了第二群黄籽芥菜。同时，籽芥从阿富汗南部传播

到印度次大陆，被驯化为第六群印度芥菜。印度芥菜向东扩散，形成大叶

芥菜，向东传入中国西南地区，演化出不同类型的第五群叶用芥菜，并于

十八世纪在四川盆地由叶用芥菜驯化出茎用芥菜。第四群油用芥菜由第

二群与第五群杂交、驯化而来，继承了黄色种子颜色和早熟特性。

除了溯源，高质量黄籽芥菜参考基因组和重测序鉴定的不同类型芥

菜的基因组变异，也为芥菜基因组学研究建立了平台，为寻找新的基因提

供了线索。研究中鉴定出的新基因、单倍型，有望为不同用途芥菜的基因

组选择育种提供基因资源和科学依据，有助提高育种效率、加速芥菜育种

进程。

芥菜14000年前起源于西亚

沿三条独立路径传播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包海霞）科技日报记者 9 月 7 日从

常州大学获悉，该校生物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邓林红教授团

队，成功设计并制备了一种高灵敏性的微弦力学传感器。这标志着我国

在对超软细胞微组织生物力学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新突破。

邓林红介绍，机械力在生物组织形态发生和重塑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这些力由效应细胞、细胞外基质和组织的力学边界条件共同决定。尽管

近年来该领域成为国际研究热点，但对于胚胎发育等重要生理病理过程

中超软组织大幅度收缩的生物力学行为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则一直进

展非常缓慢，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力检测装置在测量过程中对细胞产生

不可忽略的反馈力，干扰了组织的自然收缩。

邓林红团队针对相关关键技术难题进行系统研究，成功设计并制备

了一种高灵敏性的微弦力学传感器，其微弦结构具有低弹性系数和大可

变挠度的优点，能够通过在一对微弦上培养三维细胞微组织，实现实时跟

踪观察微组织的收缩以及嵌入其中的微弦的相应变形，进而根据两微弦

间距的变化非常灵敏地测量到微组织收缩过程中所产生的力。

“我们研究不仅发现细胞微组织在不同力学边界条件下的力学响应

差异非常巨大，还证实细胞的力学响应受到基质硬度和外界力学边界条

件的共同影响，更首次揭示了超软组织收缩过程中细胞收缩力与基质张

力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邓林红说。

目前，利用这一独创的测量技术能够在不妨碍微组织大规模收缩的

情况下检测其收缩力，同时还发现在一定力学边界条件范围内微组织收

缩过程中维持其应变所需收缩力的差异可以达到 17倍以上。此外，还证

实微组织的收缩力主要由细胞收缩力和胶原基质张力构成。

邓林红告诉记者，该项研究成果今后可广泛应用于超软细胞微组织

力学行为的研究，包括胚胎发育、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相关药物的筛选

和研发等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高灵敏性微弦力学传感器问世

可无干扰检测微组织收缩力

新华社讯 （记者郝亚琳 刘诗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

日前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说，雌性考拉更容易将考拉

逆转录病毒传染给幼崽。这一发现为今后改进考拉种群保护措施提供

了思路。

据研究人员介绍，考拉逆转录病毒会破坏考拉的免疫系统，增加其感

染衣原体的风险，而且随着免疫力下降，考拉也更难应对气候变化、栖息

地丧失等问题，种群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但是，这种病毒的传播途径一直

没有明确。

昆士兰大学副教授基思·查普尔告诉记者，研究人员对 109只已经感

染逆转录病毒的考拉进行了病毒基因测序。他们发现，从雌性考拉身上

感染这种病毒的幼崽数量是从雄性考拉身上感染的 3 倍，这很可能是因

为雌性考拉和幼崽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幼崽会接触母亲的乳汁等可能具

有传染性的体液。而且，与衣原体等其他影响考拉健康的病原体不同，这

种病毒不会通过性行为传播。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改进对考拉种群的保护措施，如对

携带考拉逆转录病毒量较低的雌性考拉开展有针对性的圈养繁殖，或是

在繁殖季节对雌性考拉开展抗病毒治疗等。

雌性考拉更易

将考拉逆转录病毒传染给幼崽

9 月初，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An-

drea F.Young 课题组连续在《自然》杂志背靠背

发表两篇论文，报道了他们在菱面三层石墨烯发

现超导的最新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两篇论文的

第一作者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留学

生周昊欣。

2018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誉为

“天才少年”的曹原，在魔角扭曲的双层石墨烯中

首先发现新的电子态，一举打开了非常规超导体

研究的大门。

“在此次报道的两篇论文的第一篇中，研

究团队在菱面三层石墨烯中发现超导性，在亚

开 尔 文 温 度 下 表 现 为 低 电 阻 率 或 消 失 电 阻

率。第二篇论文中，研究团队在菱面三层石墨

烯中发现‘半金属’和‘四分之一金属’。”合肥

工业大学微电子学院电子科学系副主任于永

强副教授表示，此次晶体菱面三层石墨烯超导

现象的发现，为石墨烯超导的研究带来更多的

可能性。

超导体早已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它们是核磁共振成像仪器和磁悬浮列车中

的必要组件；还可用于制造传输和储存能量长达

数百万年的电力线路及装置等。

石墨烯是由一层碳原子组成六边形结构的

二维原子晶体。由于石墨烯优异的光学、电学、

力学特性，其在材料学、微纳加工、能源、生物医

学和药物传递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被认

为是一种革命性的材料。

而超导石墨烯的出现为其应用开辟了更多

的可能性。例如，它可以用于超高速计算机中的

新型超导量子设备。

“石墨烯是具有极高载流子迁移率的零带隙

半导体，并具有完美的狄拉克锥形能带结构，它

的导带和价带具有重合的狄拉克点。”于永强告

诉记者，科学家可以通过叠套方法和较弱的范德

瓦尔斯力将石墨烯层与层套叠在一起。

“在叠套过程中，可将层间扭曲一定角度。

通过改变层间扭曲角度，可以改变套叠石墨烯体

系的微观电子结构，从而改变体系的物理性能。”

于永强表示，石墨烯本身不具有超导特性，但石

墨烯独特的能带结构、高载流子迁移率以及可通

过人工层状原子堆垛方法，实现扭曲角度而调控

套叠石墨烯体系的微观电子结构等特性，使其具

备实现超导的潜能。

于永强告诉记者，由于石墨烯是零带隙高

迁移率半导体，单层石墨烯具有高的导电性、

良好的光学特性以及量子霍尔效应等物理特

性。“双层石墨烯和多层石墨烯的导电性通常

优于单层石墨烯。”于永强表示，套叠的双层或

多层石墨烯，可以通过人工层状原子堆垛改变

层间扭曲角度，从而改变体系的导电特性，实

现绝缘体—导体—超导体的转变。

石墨烯独特属性使其具有超导潜力

2018 年 3 月 5 日，顶级期刊《自然》连发两篇

文章，报道了石墨烯领域的重大发现：当两层平

行石墨烯堆成约 1.1°的微妙角度时，就会产生

神奇的超导效应，这为超导体的实际应用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曾经困扰物理学家多年的高温超导难题，因

为该研究发现而迎刃而解。这一发现，轰动了当

时的国内外学术界，同时也开辟了凝聚态物理的

扭动“魔角”让石墨烯实现超导

今年年初，已经成为博士后的曹原再次以共

同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上发布论文，指出在三

层石墨烯组成的“三明治”中观察到超导性。在新

的三层结构中，中间一层石墨烯相对于外层，以新

的角度扭转，其超导性比双层结构更稳定。

在发现扭转双层石墨烯可能产生超导性之

后不久，就有理论物理学家提出，在三层或更多

层石墨烯中也可能看到相同的现象，而衍生出其

他科学研究。

2021 年 9 月 1 日，这种菱面体三层石墨烯在

短短 7个月的时间后，再次在《自然》上背靠背连

发两篇文章。这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正是曹原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师弟周昊欣。

“此次报道提出的晶体菱面三层石墨烯，中

间一层石墨烯相对于外层石墨烯的魔角大约是

1.57°，在温度为 0.1K 时，实现超导特性。”于永

强告诉记者，超导特性与每个莫尔单元中的对称

性破缺相有关，超导相被抑制和限制在部分包围

对称破缺相。“相对于魔角扭曲石墨烯，晶体菱面

三层石墨烯具有更好的电子结构的可调控性和

超导特性。”于永强说。

“铁磁性在过渡金属化合物中最常见，其中

电子占据高度局部化的 d轨道。然而，铁磁有序

也可能出现在低密度二维体系电子系统。”于永

强告诉记者，此次论文中研究者展示了菱面体三

层石墨烯中的门调谐范霍夫奇点，将电子系统的

自发铁磁极化驱动为一种或多种自旋（Spin）电

子和谷（Valley）电子特征。

于永强告诉记者，使用电容和电子迁移测

量，研究者观察到相之间的一系列密度和电子位

移场调谐跃迁，其中量子振荡具有四倍、两倍或

一倍的简并性，分别与自旋和谷简并正常金属，

自旋极化的“半金属”，以及自旋和谷极化的“四

分之一金属”相关。

通常认为，半金属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处于

金属向非金属过渡的位置，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也介于金属和非金属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现同位旋顺序只是

微弱的扰动，每当在半或四分之一超晶格带填充

出现流动的半或四分之一金属态时，莫尔势能催

化拓扑非平凡带隙态的形成。”于永强表示，论文

的研究结果表明，菱形石墨烯是控制良好的多体

理论测试的理想平台，并揭示了莫尔材料中的磁

性本质上是流动的。

“简单来说，魔角扭曲石墨烯可以简单实

现绝缘体到超导体的转变，而菱面三层石墨烯

中发现了‘半金属’和‘四分之一金属’。”于永

强进一步解释说，这是由于电子在磁场下会转

换成量子态，材料的电阻率发生振荡，当量子

振荡具有四倍、两倍或一倍的简并性时，就分

别对应着正常金属、“半金属”，以及“四分之

一金属”。

晶体菱面三层石墨烯超导性更强

石墨烯超导可控性不强石墨烯超导可控性不强？？
试试换个角度多试试换个角度多““叠叠””几层几层

一块全新领域，为研究电子与电子之间的关联效

应，提供了全新的、开辟性的理论基础。这就是

魔角石墨烯。

而这两篇《自然》论文的第一作者，就是来自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曹原。曹原也因

此登上了 2018年《自然》杂志的年度十大科学人

物，并位列榜首。

“魔角扭曲石墨烯是将第一层石墨烯放置

在第二层石墨烯上，然后将第一层石墨烯旋转

大约 1.1°。简单来说，就是把一块石墨烯断成

两块，把其中一块相对于另一块转一个角度，

然后再把两块叠起来。”于永强告诉记者，魔角

扭曲石墨烯可以在原子尺度获得莫尔超晶格，

这种物理结构会产生能量状态，阻止电子分

开，迫使它们相互作用。基于当前的超导理

论，超导行为被认为是源自电子之间的强相互

作用。

“存在超晶格的魔角扭曲石墨烯，在门电压

的调控下，可连续调控其载流子浓度，同时在更

低的温度时（约为 1.7K），达到超导特性的电子

临界浓度，电子间将出现强相互作用，获得超导

特性。”于永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