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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记者 刘 霞

国际聚焦

首个集成在铌酸锂芯片上的激光器
面世

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了首个集

成在铌酸锂芯片上的激光器，将薄膜铌酸

锂器件与高功率激光器相结合，是朝着大

规模、低成本、高性能发射阵列和光网络方

向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高功率通信

系统、全集成光谱仪、光学遥感，以及量子

网络的高效变频等应用铺平了道路。

科“星”闪耀

“血癌细胞之吻”让免疫细胞沉睡
加拿大渥太华医院和渥太华大学的

研究人员发现，细胞之间的一种“亲吻”

（细胞吞噬作用），在免疫系统和血癌细

胞之间的战斗中起着关键作用，即当自

然杀伤细胞（NK）从血癌细胞中窃取细

胞膜时，一种名为 PD-1 的蛋白质会随

之而来，让 NK 细胞进入睡眠状态，从而

关闭它们的抗癌活性。

“最”案现场

哈勃望远镜确认有史以来最大彗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哈勃空间望

远镜发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彗星。据

估计，这颗名为 C/2014 UN271 的巨大

彗星的彗核直径超过 129 公里。仅仅是

彗核就比其他彗星大 50 倍，其质量约

500 万 亿 吨 ，是 典 型 彗 星 质 量 的 10 万

倍。这颗彗星正从太阳系边缘以每小时

35000 公里的速度向地球飞来，但对地

球不会构成威胁。

蓦然回“首”

人类造血干细胞发育首份“路线图”
创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家

创建了首份“路线图”，使跟踪人类胚

胎中造血干细胞发育的每一步成为可

能，为科学家提供了在实验室生产全

功能造血干细胞的蓝图。发表在《自

然》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或有助于扩大

白血病等血癌和镰状细胞病等遗传性

血液疾病的治疗选择。

技术刷新

新凝胶激活免疫细胞持续攻击肿瘤
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师开发出一

种 递 送 方 法 ，可 增 强 CAR-T 细 胞 的

“攻击力”。研究人员将 CAR-T 细胞

和专门的信号蛋白添加到水凝胶中，

然后将这种物质注射到肿瘤旁边。这

种凝胶在体内提供一个临时环境，免

疫细胞可在其中繁殖并激活以准备对

抗癌细胞。

基础探索

暗物质或是来自其他维度的“宇宙
难民”

暗物质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物质，占

宇宙质量的大部分，它可能由被称为引

力子的质量粒子组成，这种粒子在大爆

炸后的第一个瞬间首次出现。最近一项

新的理论表明，这些假想的粒子可能是

来自其他维度的“宇宙难民”。

奇观轶闻

“重编程”让皮肤细胞“返老还童”
英国巴布拉汉研究所科学家开发出

一种名为“成熟期瞬时重编程”的新方

法，可在不丧失人类皮肤细胞特殊功能

的情况下逆转“衰老时钟”，让这些皮肤

细胞“返老还童”30 年。尽管这个课题

仍处于探索初期阶段，但它可能会彻底

改变再生医学领域。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4月11日—4月17日）

科技日报北京4月17日电（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研

究，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和麻省理工

学院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没有运动部件的热

机。演示表明，它以超过40%的效率将热能

转化为电能，这一性能优于传统蒸汽轮机。

热机是一种热光伏（TPV）电池，类似

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光伏电池。研究人员计

划将 TPV 电池整合到电网规模的热电池

中。该系统将从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中吸

收多余的能量，并将这些能量储存在高度

绝缘的热石墨库中。当需要能量时，例如

在阴天，TPV 电池会将热量转化为电能，

并将能量分配给电网。

“TPV 电池是证明热电池成为可行概

念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麻省理工学院机

械工程系教授阿塞根·亨利说，这是在推广

可再生能源和实现完全脱碳电网的道路上

至关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固态能

量转换器。科学家认为，固态能量转换器

的一个优点是它们可在更高温度下以更低

的维护成本运行，因为它们没有运动部件。

TPV 电池为固态热机提供了一条探

索途径。就像太阳能电池一样，TPV 电池

可由具有特定带隙的半导体材料制成。但

迄今为止，大多数 TPV 电池的效率仅达到

20%左右，最高的也仅为 32%。

在新的 TPV 设计中，亨利及其同事希

望从更高温度的热源中捕获更高能量的光

子，从而更有效地转换能量。与现有的

TPV 设计相比，该团队的新电池采用更高

的带隙材料和多个结或材料层。

该电池由三个主要区域制成：高带隙合

金位于带隙稍低的合金之上，其下方是镜面

状的金层。第一层捕获热源的最高能量光

子并将它们转换为电能，而穿过第一层的低

能量光子被第二层捕获并转换以增加产生

的电压。任何穿过第二层的光子都会被镜

子反射，回到热源，而不是作为废热被吸收。

研究团队将电池暴露在高温灯下，并

将光集中在电池上。然后，他们改变了灯

泡的强度或温度，并观察了电池的功率效

率如何随温度变化。在 1900℃至 2400℃

的温度范围内，新型 TPV 电池的效率保持

在 40%左右。

实验电池约为一平方厘米。对于电网

规模的热电池系统，研究人员设想 TPV 电

池必须扩大到约 900平方米。

亨利表示，该技术在其生命周期内是

安全的、对环境无害的，并且可对减少电力

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产生巨大影响。

电是清洁绿色的吗？这得取决于它由

什么能源转化而来。因为电是一种二次能

源，需要通过一次能源转化获得。比如，我

们开纯电动汽车，虽然车不产生尾气了，但

如果给车充的电能来源于化石能源，还不

能说它是完全绿色清洁的。推进电网的绿

色低碳转型也是这个道理，用越来越先进

的技术，让越来越清洁的能源接入电网，走

进千家万户，这是人们实现绿色低碳生活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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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政府网站正式公布新的能源

安全战略，旨在“促进长期能源独立、安全和

繁荣”，为实现这一目标，英国计划生产更多

“清洁”和“负担得起”的能源。

根据这份《英国能源安全战略》，未来英

国将在核能、海上风电、氢能等可再生能源领

域加大投资，力争到 2030年，英国 95%的电力

将来源于低碳能源，此前英国政府设定的目

标是在 2035年之前使该领域“脱碳”。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近日

报道，英国政府称其最新的能源安全战略“雄

心勃勃”，但由于该战略也包含石油和天然

气，引发了一些人的批评。

着力发展核能

根据该新能源战略，到 2050年，英国的核

能发电量将从现在的 7吉瓦（1吉瓦=10亿瓦）

增加到 24吉瓦，满足英国四分之一电力需求。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为实现上述目标，英

国政府将设立名为“大英核能”的新机构，以

推动核能开发。此外，英国计划从明年起到

2030 年间每年批准建设一座、总计 8 座核反

应堆，包括大型和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小型

模块化反应堆即比传统核反应堆更小的核裂

变反应堆，但尚未被证明能够大规模商业化

运作。英国政府还将启动其 1.2亿英镑的“未

来核能扶持基金”支持核能的发展。

由于新建核电站成本高昂、建设周期长

（大型核电站可能需要 10 年才能建成），近年

来，英国核能开发推进困难。批评者表示，不

管目的是降低碳排放还是能源价格，建设核

电站都难以及时满足。英国牛津大学环境变

化研究所副教授莎拉·达比博士表示：“任何

核项目都很昂贵，建造时间长，且经常超出预

算，还会留下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核

废物。”

不过英国核工业协会对这一新能源战略

表示欢迎，称这一计划可以助力英国最终实

现减排目标并创造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

英国皇家学会副主席、牛津大学化学家

彼得·布鲁斯教授则建议英国可以用一种“更

聪明”的方式使用核能。目前产生的核能中，

有 65%作为废热而白白损失，可以利用其生

产“绿氢”等。所谓“绿氢”指的是利用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再用这些电来电

解水生成氢，整个过程不产生二氧化碳，因此

被视为实现碳中和的最佳方式。

海上风电受关注

英国媒体报道称，除核能，英国政府的新

能源计划还包括增加海上风电、氢能和太阳

能生产。

其中海上风电是新战略中的重点。根据

该计划，到 2030年，英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

从目前的 40 吉瓦提高到 50 吉瓦。英国政府

在其新闻稿中称，这将“足以为英国每家每户

提供电力”。

这 50吉瓦中，英国政府希望“其中 5吉瓦

以上来自漂浮式风电场”。目前，世界上首座

漂浮式风电场位于苏格兰，已于 2017 年正式

向苏格兰电网供电，足够为 2万户家庭提供电

力。相比传统海上风电场，运用浮动的方法

可允许涡轮机安装在更深的水域。位于苏格

兰的风力发电场最深水深达 129米，而传统的

固定在海底的风力发电场一般深度为 50米。

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政府计划为海上

风电建立“一条符合质量标准的快速审批途

径”，将新的海上风电场的审批时间从 4 年缩

短至 1年。

非政府间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的能源活动

人士丹尼·格罗斯指出，虽然加速开发海上风

电“很受欢迎”，但英国必须“更进一步，充分

利用英国巨大的陆上风电资源”。

英国政府还希望，到 2030 年“低碳”氢能

发电装机容量能达到 10 吉瓦，其中至少一半

来自于“绿氢”。此外，到 2035年，太阳能装机

容量将从目前的 14 吉瓦增加到 70 吉瓦。英

国太阳能产业协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如果

实现这一目标，届时英国太阳能行业可容纳 6

万个就业岗位。

支持石油引批评

英国新能源战略在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

的同时，也不忘拥抱传统能源。英国政府表

示，其战略将“在近期内支持国内石油和天然

气的生产”，将授权能源企业进一步开发北海

石油和天然气田，以便在“较短期内平抑价

格”，许可证的发放工作将于今年秋天启动。

英国商业和能源大臣夸西·夸滕说：“一

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在国内生产的能源越

便宜、越清洁，我们就越不容易受到我们无法

控制的全球市场设定的化石燃料价格的影

响。扩大廉价可再生能源和新核能的规模，

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北海石油和天然气的产

量，是确保我们未来几年实现能源独立的最

佳和唯一途径。”

尽管夸滕对该新战略及其前景持乐观态

度，但该计划也引发了一些批评。

格罗斯说：“这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因为

它没有做最明显的事情来减少能源需求，保

护家庭免受价格上涨的影响。深入挖掘英国

的可再生能源宝藏而不是化石燃料，是满足

能源需求的最可靠途径。”

气候变化智库 E3G 的项目负责人丽莎·
菲舍尔认为，北海的未来在于可再生能源，而

不是石油和天然气。她说：“推动海上风电很

好，但同时拥抱石油和天然气将拖慢英国向

可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迈进的步伐。”

在《英国能源安全战略》发布的同时，联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

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IPCC 还在一份新闻

稿中表示：“限制全球变暖需要能源部门进行

重大转型。这将涉及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使

用、广泛地电气化、提高能源效率，以及使用

替代燃料（如氢能等）。”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2022 年世界

能源转型展望》认为，如果要将全球变暖控制

在 1.5℃以下，则 2030 年前全球每年需新增

800吉瓦可再生能源。

国际能源机构今年 3月发布报告称，2021

年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了

6%，达到了 363亿吨的历史最高纪录。

着力发展核能 加强海上风电

雄心勃勃！英国发布新能源战略

根据英国最新发布
的能源战略，2030 年，
英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将从目前的 40 吉瓦提
高到50吉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7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世

界卫生组织 13 日表示，尽管近期全球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数持续下降，全球新增新冠病亡

例数创下自新冠大流行早期阶段以来最低纪

录，但新冠大流行仍属“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各国应随时做好应对准备。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新冠疫情周报

显示，4 月 4 日至 10 日这一周，全球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数和病亡例数均连续第三周下降。

截至 4 月 10 日，各国向世卫组织报告的新增

确诊病例为 730 万例，与前一周相比下降了

24%；新增病亡超过 22000 例，是自新冠大流

行早期阶段以来的最低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新冠病

亡人数下降是个好消息，但一些国家仍出现

了严重的病例激增，这给医院带来不小压力。

在日内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谭德塞强

调说：“现在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而是更加努

力拯救生命的时候。具体来说，应对新冠大流

行意味着要加大投资，使检测、诊断等工具被

公平分配，同时我们也应加强卫生系统。”

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对至少5%

的新冠病毒样本进行测序，以跟踪病毒变异情

况。此外，该组织也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确保本

国在今年年中之前为7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

据该组织称，截至3月，有75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

不足40%；21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不足10%。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大流行突发事件委员

会发布了其最新建议。该委员会认为新冠大

流行继续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并建议如果因新冠疫情导致住院人数、

重症监护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增加，并影响到

卫生系统的处置能力，各国应继续采取戴口

罩、居家隔离、勤洗手等措施，并随时准备根

据情况强化相关措施。

委员会主席迪迪埃·霍辛博士表示，该委

员会目前正在制定相关标准，包括流行病学

数据和控制新冠病毒的国际援助水平，以确

定世界卫生组织何时可以宣布这一“全球突

发公共事件”结束。

尽 管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数 持 续 下 降

世卫组织：新冠大流行仍属“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人类肠

道中的细菌与多种疾病有关，但有哪些细菌

是健康的，哪些是由疾病或药物造成的？科

学家迄今尚不十分清楚。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傅静远教授团队与合作者在 4 月 13 日的《自

然》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系统地揭示了环境

和遗传因素与人类肠道微生物组之间的关

联，这将促进微生物组靶向治疗的未来发展。

人体肠道的细菌整体构成了肠道微生物

组，遗传、环境暴露、生活方式和饮食等多方

面因素共同塑造了人们的肠道微生物组。

研究团队调查了荷兰 2756个家庭的三代

人共 8208 名个体，对他们的肠道微生物组中

的细菌组成、功能、抗生素耐药性和毒力因子

进行了分析，并将这些与 241个人体和环境因

素相关联。他们鉴别出了 1253个微生物分类

单元、564 条代谢通路、约 600 个菌种、9 个核

心菌种以及基石特征（28个菌种、53条通路），

确定了微生物组特征与饮食、社会经济地位、

童年生活环境、目前环境暴露等因素之间的

关联。

研究人员发现，肠道微生物组主要是由

环境和共同居住塑造的。只有约 6.6%的类群

是可遗传的，而约 48.6%的类群可以通过共同

居住来解释。

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系统医学教授傅

静远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说，共同居住在一

起的家人其肠道菌相似度比较高，而分居（如

孩子长大离开家）时间越长，相似度越低。环

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影

响也体现在人们的体内菌群中，如环境中二

氧化氮和其他污染物的作用。这也为人体和

菌群对环境适应作出的协同进化提供了进一

步研究的依据。

此外，通过研究微生物组与健康之间的

关联，研究人员还发现，看似无关的疾病具有

共同的微生物组特征。傅静远说：“我们发现

不同疾病中的菌群变化有很高的相似性，其

菌群变化的相似性远高于疾症的共病率。这

支持了菌群具有多效性的观点。”

傅静远还指出，目前肠道菌群的靶向

研究还不成熟，一些通过饮食、益生菌和菌

群移植的方式还不能确保其特异性和精准

性。未来需要更精准的方式，比如现在纳

米技术在菌群靶向治疗的应用中已经开始

引起关注。另外，菌群靶向治疗不能忽略

菌群整个生态的协调作用，既要考虑点也

要关注面。

环境和生活方式塑造肠道微生物组
有 助 促 进 靶 向 治 疗 未 来 发 展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沈欢 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加拿大《温哥华商业周刊》近日报道，

加拿大北温哥华造船公司 Seaspan 将 3D 沉浸

式虚拟现实系统（VR）引入船舶设计，使设计

师可在 VR 中实时浏览他们的设计。VR 在

船舶设计中的应用，为未来船舶 VR设计进行

了尝试并引领了发展方向。

名为 HoloShip 的该平台是可视化公司

Virtalis 为 Seaspan 公 司 专 门 定 制 开 发 的 ，于

2021 年底安装在 Seaspan 公司总部。该平台

有一面 5.6米的“活动墙”，多名船舶设计人员

戴上 3D 眼镜，可沉浸在同一个 3D 环境中，同

时场外合作伙伴也可远程参与。该平台集合

了剧院和投影仪系统，以及位于巨大屏幕后

面的系统计算机硬件等。

Seaspan 公司创新部经理詹妮弗·布斯勒

表示，该技术可使船舶设计师测试将组件如

何装配在一起，并在任何钢材切割前，就能够

对特定功能的运行有更详细的了解。

布斯勒介绍说：“组装一艘船，有很多影

响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例如，对基

准线的评估、船舶无障碍区域和设备布置等

问题，特别是要对一些数字化设计提前进行

测试等。还有一些特定的通道设计是否足够

宽，或者驾驶台上的船员在停靠或航行在结

冰水域时是否能看清身边的设备。在 VR 设

计平台上，我们能够事先通过数字空间进行

评估，这样可减少代价高昂的错误并避免返

工。同时，在船舶建成后，该平台还可用于指

导培训、维修和维护工作。”

布斯勒称，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可视化系

统的反映是积极的，尤其是那些有过丰富游

戏经验的员工，他们了解在虚拟环境中的运

作规则，进入虚拟环境感到很适应。即使对

那些不太擅长 VR 的人来说，在虚拟船上行

走，也会让他们感到比仅仅阅读报告或查阅

工程材料更有意思。

虽然使用 3D 可视化技术对许多行业，尤

其是在制造业并不新鲜，但在造船工业中使

用还是比较罕见。目前，Seaspan 公司正在为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设计建造一艘海洋测量

船，在 HoloShip 平台上对该船的设计进行微

调和修改。此外，该平台还将用于极地破冰

船和一系列多用途船只的设计。

3D 沉浸式虚拟现实系统引入船舶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