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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以微秒脉冲电场基于细胞膜电穿孔原理杀死肿

瘤细胞的做法，纳秒刀是在纳秒脉冲电场依托更高密度外

加电场能量跨膜进入肿瘤细胞核，在细胞内引起压电效应，

使细胞核、核膜和线粒体等细胞器膜依次发生不同的凋亡

效应。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 通讯员赵晖）近日，天津大学医学工程与转

化医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医工院）研发了一种可激发呼吸道黏膜免疫保护

的吸入式纳米喷雾，以阻断病毒通过呼吸道途径侵入机体。实验对比数

据显示，这种可吸入纳米喷雾与肌肉注射相比，能诱导相同水平的免疫球

蛋白（IgG）抗体产生，更加重要的是能特异性激活呼吸道黏膜免疫，产生

更高滴度的分泌型免疫球蛋白（SIgA），使呼吸道黏膜具有更强的保护作

用，有望为预防呼吸道病毒提供新的方法。该研究成果近期刊登在《化学

工程期刊》上。

据了解，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而呼吸道黏膜是防止呼

吸道病毒入侵的第一道屏障，激活黏膜免疫以保护机体免受病毒感染至

关重要。但目前的疫苗均为注射接种式免疫，故必须去专门指定机构由

专业医务人员进行接种，此外还有疼痛和易感染的风险。

医工院研发团队通过构建仿新冠病毒纳米颗粒开发了一种新型纳

米喷雾。该仿病毒颗粒由衣壳、刺突蛋白、和核酸 3 部分组成。其中仿

病毒颗粒的衣壳由仿生肺表面活性脂质体组成，当肺部本身存在的表

面活性蛋白与仿生肺表面活性脂质体结合，仿病毒颗粒可被高效转运

进入肺巨噬细胞中，解决了常规呼吸道接种时疫苗难以进入机体的缺

陷；核酸 Poly（I：C）是一种免疫佐剂，作为免疫激活“帮手”，能够高效活

化 Toll 样受体 3（TLR3）通路，触发多种免疫激活细胞因子的分泌，从而

调动多种免疫细胞来提高疫苗的免疫应答效率；脂质体外层通过催化

共价连接的新冠病毒抗原受体结合域（RBD）蛋白可作为仿病毒纳米颗

粒的刺突蛋白。

该研究论文第一作者、天津大学医工院副教授郑斌表示，这一结构完

全模拟了新冠病毒的尺寸、结构和感染方式，可更加高效的激活机体的呼

吸道黏膜免疫，以获得更好的抗新冠病毒感染效果。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吸入式接种相较于肌肉注射和皮下注射可特

殊的激活呼吸道黏膜免疫，使呼吸道中 T、B 淋巴细胞被有效活化，并在

呼吸道黏膜中产生高滴度的抗 SARS-CoV-2 的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SIgA），以高效中和通过呼吸道侵入的病毒，阻止其进入体内。该喷雾

成分清晰、简单，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普适性。喷雾接种方式也更易于

被受试者接受。

据悉，目前该科研成果已与企业对接，开展合作研究，以期进行临床

试验。

吸入式纳米喷雾

给呼吸道黏膜穿上“防护服”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记者近日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悉，该校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周玉院士团队李保强教授课题组与浙江农林大学孙庆

丰教授、李彩彩副教授等人首次将钌（Ru）与富含空位的碳点（CDs）结

合，构建了钌/富空位碳点电催化剂（Ru@CDs），并揭示了强电子结合提

高电催化析氢活性机制。该材料有效地拓宽了碳点的应用范围，为新型

高效析氢电催化剂设计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材料领域重

要学术期刊《小》杂志上。

据李保强介绍，当今世界开发新能源迫在眉睫，氢能是目前公认的清

洁能源。而作为二次能源，氢气的制备依赖于高性能的电催化剂。钌由

于其金属—氢键强度与铂（Pt）相似且成本低廉（价格仅为铂的 5%），被认

为是铂基电催化剂的理想替代品，但钌的电催化活性仍有待提高。此外，

钌自身较高的内聚能易造成团聚，从而导致其电催化活性下降。具有调

节纳米材料的物理化学和电子特性的空位工程为改善电催化剂的催化活

性提供了解决方案。

针对这些问题，该团队通过空位工程的策略，利用富含空位的碳点构

建了高性能的钌/富空位碳点析氢催化剂。该材料在钌复合结构中巧妙

地引入空位，有效地降低了钌纳米颗粒的不稳定性和团聚性，同时能够显

著提高其电催化活性。实验结果表明，Ru@CDs 表现出优异的催化性

能。此外，该研究通过理论计算揭示了空位的存在以及钌与 CDs之间的

电子相互作用协同降低了析氢反应的中间能垒，因此使 Ru@CDs电催化

剂活性最大化。

据介绍，Ru@CDs催化剂可与商业铂碳催化剂以及最近报道的钌基

电催化剂相媲美甚至更优越。该研究不仅成功构筑了高性能的碳点基析

氢电催化剂，还揭示了钌纳米颗粒与 CDs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空位协

同提高催化性能的机理，为开发和设计新型碳点基催化剂提供了新思

路。同时为氢能的生产提供了助力。

新型催化剂

为氢能开发提供新思路

在影像设备引导下，将两根电极针插入肝

脏肿瘤边缘，通过瞬间发射数万伏高压脉冲，

在细胞膜上进行穿孔，跨膜入核，使癌细胞迅

速凋亡……10 月 14 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以下简称郑大一院）超声介入科主任董刚安

全完成了第 105 台纳秒刀手术。

“一年多来，通过多家临床中心的共同努力，

充分证明纳秒刀微创介入毁损癌细胞，对患者身

体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对消除血管神经包绕的

病灶优势尤为明显。”董刚表示。

该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陈新华博士介绍，

原始创新的纳秒脉冲电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首

次实现万伏级高压电场、纳秒级超短脉冲，由此发

明的纳秒刀可对临床消融禁区的高危部位肝癌进

行消融，已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为创新医疗器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0 年全球癌

症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

为 457 万，其中肝癌以 41 万新发病例和 39 万死

亡病例，在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分别位列第

五和第二。

当下，肝癌治疗手段主要分为放疗、化疗、手

术及微创介入消融疗法。以往的消融治疗因其

会损伤病灶周围健康细胞和邻近的组织，以致肝

门、胆囊附近等被视为传统热能消融禁区。其他

治疗方法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

早在 2004 年，陈新华曾作为微创精准外科

专家，受邀赴美参与高功率脉冲技术医用转化研

究，在脉冲电场领域成长为业内权威。

近 10 年间，新兴的脉冲电场技术创新产品

不断问世。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物理参数（脉冲

宽度、电场强度、脉冲频率）的脉冲电场能对组成

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分别产生不同的

细胞生物学影响，从而达到肿瘤消融的效果。

2011 年，陈新华回国后，组建医工信团队，

进军脉冲电场医疗器械这一前沿交叉领域，希望

改进现有消融治疗设备的不足，率先冲进纳秒级

别万伏高压陡脉冲设备的原始创新“无人区”。

区别于以微秒脉冲电场基于细胞膜电穿孔

原理杀死肿瘤细胞的做法，纳秒刀是在纳秒脉

冲电场依托更高密度外加电场能量跨膜进入

肿瘤细胞核，在细胞内引起压电效应，使细胞

核、核膜和线粒体等细胞器膜依次发生不同的

凋亡效应。

陈新华说，联合团队为超高压纳秒脉冲发生

器配置多个电极，精准规划和控制消融区范围，

有效地破坏肿瘤组织。

根据纳秒脉冲肿瘤消融系统的前瞻性、多

中心临床试验，现有数据已证实纳秒脉冲技术

能够实现非热能量毁损，克服微秒脉冲的大电

流造成的肌肉抽搐和心电副作用，突破传统热

能消融禁区。

凭借纳秒脉冲电场 精准打击肿瘤组织

“从设备研发到临床试验，共有 8 个单位参

与纳秒刀原始创新。”陈新华告诉记者。

目前，基于国外微秒脉冲技术的进口设备价

格超千万元，导致一次消融手术价格不菲。打破

进口昂贵设备的垄断地位，降低肝癌消融手术设

备的价格，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也是联合团队

多年攻关的初衷。

临床医生提出需求并参与设计；浙江大学

包家立教授完成电磁环境的安全评估；北京科

技大学宋玉军团队进行“纳秒刀+药”的联合治

疗设计；工信部巫彤宁团队研发导航穿刺系

统；杭州睿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

笛生物）统筹设计改进和投产，2019 年完成纳

秒刀样机送检；2020 年 4 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专注挑战复杂病症 完成临床手术上百例

2021 年 1 月，由浙江省科技厅认证，浙江

省脉冲电场医学转化重点实验室在睿笛生物

挂牌。

“这是国内首个脉冲电场医学应用领域的专

精特新研发平台，浙江省科技厅为促进纳秒脉冲

医学领域的科技资源共享，通过省级重点实验室

平台实现对该领域工作的强力赋能。”陈新华告

诉记者。

“近十年积累换来的近百项原创发明专利，

是纳秒脉冲技术的底气所在。”陈新华认为，山

寨国外产品的道路走不长。坚持自主创新，才能

做到“一窍通，百窍通”。

令人期待的是，基于前期关于纳秒脉冲技术

的积累，睿笛生物已研发了心脏房颤脉冲电场消

融系统，即将和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

波院士团队启动临床合作。

此 外 ，睿 笛 生 物 联 合 浙 大 一 院 超 声 科 蒋

天安团队、深圳先进研究院龚小竞团队研制

的 声 光 内 镜 引 导 的 胰 腺 癌 脉 冲 电 场 消 融 系

统，也于去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

器项目支持。

“运用脉冲电场的前沿技术触类旁通，公司

多个产品线内，有 8 台新设备已经下线，即将被

派发到合作试验单位。”陈新华表示，实现纳秒脉

冲关键核心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后，团队将依托

省重点实验室，从底层机理机制助力国产微创消

融医疗器械研发设计，致力成为我国国产脉冲电

场医疗器械创新发展的“拓荒牛”。

潜心夯实底层技术 产品活力厚积薄发

万伏高压电瞬击癌细胞万伏高压电瞬击癌细胞
国产纳秒刀突破消融治疗禁区国产纳秒刀突破消融治疗禁区

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超声科医师

蒋天安主任完成首台纳秒刀临床手术，2020 年

5 月，树兰（杭州）医院超声科黄志良团队和新

疆医科大学一附院吐尔干艾力团队也开展纳秒

刀临床试验，治疗肿瘤患者……“医疗器械的原

创研发，既是一场马拉松，也是一场接力赛。”

陈新华感慨道，前期做好技术沉淀，近两年方

显步履铿锵。

梳理纳秒刀研发转化流程，不难看出，始终

由临床引领。

“研发之初，我们就要求纳秒脉冲肿瘤消融

系统适用于全身实体肿瘤的消融，尤其要适用于

邻近血管、胆管、输尿管、神经等高危部位的实体

肝癌肿瘤。”陈新华说，临床试验期间，也是按此

要求筛选参与患者。

“去年 5 月，病灶位置邻近胆囊的冯大伯成

了我院纳秒刀临床首位入组患者，术后 6 个月，

超声造影显示他原来的消融区和正常肝组织并

无二致。”郑大一院感染科任志刚教授说，临床

发现，纳秒脉冲技术还能极大限度地保留肿瘤细

胞的抗原组织，激活人体特异性免疫机制，造福

更多肿瘤患者。

记者了解到，联合团队在进行纳秒刀全国

多中心临床试验实施过程中，因新冠肺炎疫情

等原因造成病人随访艰难的问题时有发生。

即便如此，一年多来，团队已完成逾百例大血

管旁肿瘤消融手术，证实了纳秒刀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

记者 10 月 18 日从包头稀土高新区获悉，北

方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创业）自主

研制的 70 吨级电加热型沥青罐车已出样车，各

方面性能优于既有火管加热沥青罐车。

“目前，电加热技术在我国铁路货车上的应

用尚属空白，研发 70 吨级电加热型沥青罐车是

我们团队开拓性的创新，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结合电加热关键技术研究成果，申报了电加

热装置及罐车相关专利 4 项。”北方创业研发中

心项目主管屠剑告诉记者。

传统火焰加热方式污染严重

北方创业副总经理高志雄给记者讲解了沥

青的运输常识。沥青铁路运输方式为高温液态

装车，罐内沥青随着运输时间的增加温度逐渐下

降，由于沥青介质自身特性，导致其黏度增大、流

动性变差，甚至凝结成固态，运输车辆到站后无

法直接进行卸载作业，需要再将沥青加热到一定

温度才行。

目前，国内铁路沥青罐车加热方式均为火焰

加热，罐体内置火管，燃烧器中产生的高温烟气

经由火管对罐内沥青进行加热。

“这种明火加热方式设备简单、操作容易，但

存在加热效率低、沥青受热不均匀、加温套管烧

损严重、火管易阻塞、火焰温度不可控、操作危险

性高等问题，特别是加热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烟气

严重污染了环境。”高志雄说。

据屠剑介绍，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苏联、

日本和欧美等国家便开始着手研究电加热方法

和设备，并于 60 年代逐渐推广应用于粘油罐车

等粘油设备。美国的相关企业都已对沥青储罐

进行电加热技术革新，采用的电加热技术主要为

辐射管式，辐射管内布线圈或电加热管。

“在欧洲、日本等公路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和

地区，沥青搅拌站使用电加热成为标准配置。”屠

剑说道。

由于我国环境保护、安全管理的力度越来越

大，既有沥青罐车燃油火焰加热所产生的废气、

排放废物等在大部分卸货点已经开始受到严格

的控制，迫于环保的压力，急需对铁路沥青罐车

加热系统进行改进，以满足环保要求，更好地服

务于沥青运输市场。

为此，北方创业开展了 70 吨级电加热型沥

青罐车研制。“铁路沥青罐车采用智能电加热方

式替代火管加热方式，进一步满足了用户使用需

求，提升了车辆装备技术水平，顺应了国家环境

保护发展方向。”高志雄说道。

电加热兼顾运输需求和环保

据屠剑介绍，他们需要综合考虑沥青铁路运

输需要和环保要求，要解决选用电能作为加热的

能源，实现加热过程烟气零排放、环境零污染；解

决沥青受热不均匀的问题，加热过程需可控制温

度，保证沥青产品质量；要做到电加热系统操作

安全、简单，方便检修维护等。

屠剑坦言，团队开展 70 吨级沥青罐车电加

热关键技术，主要涉及沥青介质的传热特性研

究、电加热装置部组件设计研究、电加热系统与

铁路沥青罐车的匹配性研究、电加热智能控制技

术研究等，掌握电加热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铁路

沥青罐车电加热技术瓶颈，提高车辆加热卸料环

保性能和安全可靠性。

“研发过程并不简单，我们首先完成了沥青介

质相变特性、导热系数、热阻、粘温关系和热滞效应

等物理特性研究，获得沥青介质物性参数。”屠剑

说，在试验模型的设计中，罐体长度和直径与整车

罐体的比例尺为1∶3，整车罐体加热与试验罐体加

热时的换热机理以及流动场理论上相同，满足换热

及流动特征数相似的条件。通过相似试验研究了

罐体内部沥青介质自然对流传热流动机理，掌握了

沥青介质的温度变化及温度场分布，进一步验证了

在沥青罐车采用电加热技术的可行性。

70吨级电加热型沥青罐车在国内既有 GL70

型沥青罐车基础上创新采用电加热方式取代火

管加热方式，以电能为驱动能源，实现了沥青介

质加热卸料过程的绿色、环保。

高志雄表示：“该车与既有 GL70 型沥青罐

车主体结构、技术参数相同，沿罐体纵向对称布

置 6根加热套管，采用总功率为 140kW 的电加热

器，加热温度不超过 550℃。”通过加热性能试验

验证，70 吨级电加热型沥青罐车与 GL70 型沥青

罐车相比，加热速度提高 30%，平均加热成本降

低 60%以上。

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戴焕云介绍，70

吨级电加热型沥青罐车研制严格按照产品设计

开发流程，先后通过了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组织的设计方案评审和样车技术评审，样车进

行了车体静强度试验、车辆冲击试验、电加热器

模态测试、装卸料及加热性能试验等，试验结果

均满足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保证了产品质量满

足设计要求，70 吨级电加热型沥青罐车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

今年 9月，中石化炼销公司与北方创业签订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国家目标承诺，提升

轨道装备技术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在铁路沥青运输领域开展深层次合

作，利用各自企业品牌与资源优势，进行 70吨级

电加热型沥青罐车推广。

电加热技术让沥青运输实现“绿色”转型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李志强 马晓娟 常国敬 记者朱彤）10月 20日，

来自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以下简称独山子石化公司）的消息称，继

今年 3 月成功工业化试生产后，独山子石化公司稀土顺丁橡胶高端产品

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稀土顺丁橡胶产品研发是独山子石化公司立项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年来，研发团队通过实验室研究、中试试验论证，克服研发过程中的重

重困难，解决了催化剂组分筛选、配方优化、聚合工艺控制、产品性能改善

等多个难题，形成了从催化剂制备到稀土顺丁橡胶合成，再到产品应用的

全方位知识产权成果，实现了“技术自主化”“国际同水平”。

稀土顺丁橡胶黏性、耐磨性强，在生产制造过程中，还具有节能、环

保、成本低等诸多优点。用稀土顺丁橡胶材料制造的轮胎具有抗湿滑

性好、滚动阻力小、生热低、耐磨性能优异等特点，是制造当前世界上最

为流行的子午线轮胎的理想胶料。此次工业化生产稀土顺丁橡胶所用

催化剂由独山子石化研究院自主研发配方，全部在橡胶中试装置制备

完成。

稀土顺丁橡胶

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成 果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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