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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柏林 5月 25日电 （记者李
山）经历了 2020 年的停办和 2021 年的线

上展会之后，2022 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 回 归 线 下 ，并 将 于 5 月 30 日 拉 开 帷

幕 。 尽 管 参 展 商 规 模 较 疫 情 前 缩 水 过

半，预计参展人数也将大幅下滑，但德国

业界仍然期待这一历史悠久的工业技术

贸易展能续写辉煌，引导工业向数字化、

智能化和可持续性发展，并助力能源转

型和气候保护。

在等待了两年之后，来自大约 60 个国

家的 2500 家公司将在汉诺威展览中心展

示他们为未来的工厂和能源系统而进行的

创新。在工业转型的主题下，它们将展示

网络化生产工厂如何更高效地工作和节约

资源，或者能源如何可持续地生产和传

输。值得关注的科技发展趋势包括数字化

和可持续发展技术，用于供应安全和气候

保护的绿色能源和氢，以及借助数字化、自

动化和人工智能来应对气候变化等。

在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大约

150 家初创公司将展示针对各行各业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并与潜在投资者和合作伙

伴讨论他们的计划。在展会的创业中心设

有展览区、演讲者角、配对活动和推介，这

也是企业家、相关网络、孵化器和业务开发

商的聚会场所。主办方认为这可以带来双

赢的结果，老牌参展商可以直接接触年轻

和有创意的公司，而初创公司可在同一个

地方和同一时间接触到全球观众。

此外，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俄乌战事对

以增长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产生了持久的影

响。边界关闭和供应链中断成为新的问

题。展会期间，参展商们将讨论这些局势

在中长期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哪

些技术可用于应对这些挑战。主办方将组

织 600 多场讲座和小组讨论，专家和企业

将展示他们应对挑战的战略和解决方案。

汉诺威工博会时隔两年低调回归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6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如果你考虑将鱼缸中的金鱼

放生，请在将其投入河水之前三思而后

行。这些生物可能看起来美丽且无辜，

其实是一种“迷人的危险”。据近日发表

在《新生物》杂志上的研究，试图放生金

鱼实际上可能会给当地生物多样性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

物种入侵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

要原因之一，而宠物交易占水生入侵物种

的三成原因。为了更好地了解宠物交易中

不同物种带来的生态风险，研究人员关注

了北爱尔兰最常见的两种鱼类：金鱼和白

云山鲦鱼。

研究运用了一种基于可获得性、摄食

率和行为模式的新方法，评估了这两个物

种带来的生态影响和风险。结果发现，金

鱼更“贪吃”，比白云山鲦鱼或本地物种胃

口更大。在行为模式方面，金鱼也更“勇

敢”，更愿意与其他物种竞争。研究还表

明，金鱼可对英国池塘、河流和溪流中的本

地野生动物种群造成严重破坏。

研究人员解释说，尽管北欧的气候通

常是非本地物种的野外生存障碍，但金鱼

能够耐受这种气候，它们吞噬其他物种赖

以生存的资源，或对河流、湖泊的本土生物

多样性构成真正威胁。

金鱼在被释放到英国水道时捕食蝌蚪

和其他小鱼，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在美国，

由于适应能力强，金鱼在一些水道中的长

度已超过 30厘米。

许多宠物主人认为，他们将金鱼放归

野外是人道的行为，但研究人员警告说，这

样做具有破坏性。

宠物还是威胁？

放生金鱼或破坏生物多样性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自然科研旗下《科学报告》26 日发表的一

项考古学研究，首次报道了公元 79 年维苏威

火山喷发后在意大利庞贝去世的一名个体的

人类基因组测序结果。在此之前，研究人员

只测序过庞贝人和动物残骸的线粒体 DNA

短片段。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意大利萨兰托大

学的研究人员此次分析了在庞贝“匠人之

家”发现的两名个体的残骸，并提取了他们

的 DNA。根据这些骨骼的形状、构造和长

度判断，一组残骸属于一名死亡时年龄 35

到 40 岁的男性，另一组残骸属于一名 50 岁

以上的女性。虽然作者能提取两名个体的

古 DNA 并进行测序，但他们只能获得男性

残骸的完整基因组，因为女性残骸的序列存

在空白。

研究团队比较了这名男性个体的 DNA

与其他 1030 名古代及 471 名现代西方欧亚个

体的 DNA，发现他的 DNA 与现代中部意大

利人以及罗马帝国时期住在意大利的其他个

体的相似性最大。不过，对这名男性的线粒

体 DNA 和 Y 染色体 DNA 的分析还发现了在

撒丁岛个体中常见的基因群，但在罗马帝国

时期住在意大利的其他个体中没有发现这些

基因群。这说明整个意大利半岛在这一时期

可能有着很高的遗传多样性。

对这名男性个体的骨骼和 DNA 的进一

步分析发现了其中一根椎骨有损伤，以及常

见于分枝杆菌属的 DNA 序列。分枝杆菌属

包括会导致结核的结核分枝杆菌，这说明该

个体可能在死前患有结核。

研究团队推测，之所以能从这名男性

个体的残骸成功恢复古 DNA，可能因为火

山喷发时释放的火山碎屑物提供了保护，

使其免受会降解 DNA 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如大气氧）。他们表示，研究结果证明了

从庞贝人的残骸恢复古 DNA 的可能性，并

对这一人群的遗传学历史和生活提出了更

深见解。

首个庞贝人基因组测序完成

能源是一把双刃剑。它改善了人们的生

活，支撑了大规模经济增长。但由于约 80%

的能源来自碳氢化合物燃料的燃烧，这也导

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

但是，如果可以颠覆能源与排放的关系，

情况会如何？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既能发电

又能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技术。好消息

是，这项技术已经存在。

新西兰政府公布首个减排计划，提出在

未来 4 年内拨出 29 亿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

123.38 亿元）资助农业、建筑、能源、交通等领

域的一系列减排项目。

澳大利亚《对话》杂志近日刊文称，新西

兰正处于“脱碳”的绝佳位置。作者认为，随

着新西兰二氧化碳价格创下每吨 80新西兰元

（约 344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以及海外公司

宣布将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购买碳补偿，

新西兰可以通过跨行业合作成为世界脱碳的

“带头人”。

BECCS 是实现碳中
和目标的技术方向之一

文章作者研究了如何利用林业废物燃

烧发电，同时捕获碳排放并将其封存到地热

田中。

人造碳汇是一种工程系统，可以永久地

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典型的技术之一

是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BECCS），即通

过将燃烧的有机物质，如树木、生物垃圾等

产生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深处永久储存来

实现减排。一个额外的好处是，其燃烧过程

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作碳氢化合物能源的

替代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

最新报告中表示，要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缓解途径必须包括 BECCS

技术。然而，这项技术仍然是一项新技术，目

前世界上只有几家工厂在大规模运营。

成本是一大障碍。新的项目需要昂贵的

管道来运输二氧化碳，并需要深度注水井将

其储存在地下。由于二氧化碳比水更有浮

力，人们也担心储存在地下的任何气体随着

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泄漏出来。

这就是地热田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地

热在新西兰是一种可靠的能源，提供了该国

近 20%的电力。新西兰使用深井来开采地下

的热水水库，然后热水通过管道网络到达产

生电力的蒸汽涡轮机。之后，水被抽回地下，

这就防止了水库的“干涸”。

生物能源和地热能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

比单独的地热能更多的电力。新西兰的地热

系统已经具备了成功的 BECCS 项目所需的

基础设施：管道、注水井和涡轮机。现在，需

要做的是弄清楚如何将这两项可再生技术结

合起来。

当“ 用 树 发 电 ”的
BECCS遇上地热田
《对话》杂志文章建议，通过燃烧林业废

物，可以将地热水增压到更高的温度，从而产

生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然后，生物质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碳可以被溶解到地热水中，再被

注入到地下。

冰岛和法国的经验表明，在地热水中溶

解二氧化碳比直接注入二氧化碳要好。液态

二氧化碳的压缩价格昂贵，而新技术降低了

新基础设施的成本，并意味着为正常的地热

系统工程而建造的回注井（将流体置于地下

的系统）可以被继续使用。

与密度低于水且容易上升的纯二氧化碳

不同，重新注入的碳化水会下沉。只要生产

并重新注入等量的地热水，二氧化碳就会安

全地溶解，在那里它将慢慢变成石头并永久

被“困住”。

初步模型显示，地热 BECCS 可能会产

生负排放，每千瓦时约为-200 至-700 克二

氧化碳。与天然气发电厂每千瓦时约 400

克的正排放相比，这是能源与排放的“戏剧

性逆转”。

预计一个 160 兆瓦的地热 BECCS 系统

每年可以锁定 100 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减

少 20 万辆汽车上路。这些可以通过碳排放

交易计划进行交易，为农业或水泥等脱碳进

展缓慢的行业争取宝贵的时间，使其降至净

零排放。

此外，新西兰的大部分地热田都位于大

片森林附近。据估计，每年的林业废弃物产

生量约为 300万立方米。作者表示，与其让它

们腐烂，不如将其转化为地热 BECCS 和脱碳

的宝贵资源。

地热 BECCS 的成功将开启新西兰地热

发电机、制造商和林业部门之间的新伙伴关

系。林业所有者可以帮助将木材废料转化为

宝贵的资源并降低门槛成本。最重要的是，

地热运营商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回注井永久锁

定大气中的碳。

随着新西兰政府收紧排放预算并在气候

紧急响应基金中加大投资，现在正是让地热

BECCS成为减排好“帮手”的最佳时机。

减排好帮手：林业废弃物遇上地热

科技日报北京5月26日电（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杂志 25日发表的一项研究

演示了在一个三节点量子网络中，两个非相

邻节点之间的量子信息隐形传态。这一结

果是朝着量子互联网迈出的重要一步。

量子隐形传态能将量子信息从一个位

置传送到另一个位置，在安全通信、量子计

算、下一代互联网开发方面具有潜在应用

价值。迄今报道的关于这一效应的实验演

示一直局限于两个相连节点之间。而非相

邻节点间的隐形传态对于量子网络（如量

子互联网）的构建至关重要。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研究团队此次

操作的量子网络，有3个用光纤连成一排的

节点——爱丽丝、鲍勃和查理，爱丽丝和鲍

勃之间以及鲍勃和查理之间有直接连接，但

爱丽丝和查理之间没有。实现隐形传态首

先要让相邻节点共享量子纠缠态，然后在中

间节点鲍勃这里进行量子交换，从而在爱丽

丝和查理之间形成纠缠，让量子信息能在它

们之间直接隐形传送。在保存脆弱量子信

息的同时完成流程的每一步，要求对这种量

子态的制备、操纵和读取都做出改进。

研究团队指出，研究中演示的非相邻

节点间的信息共享，或许代表了朝着构建

能通过量子信息隐形传态进行通信的量子

网络又近了一步。

不过，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家在一篇同时发

表的新闻与观点文章中写道，实现量子网

络周围无处不在的隐形传态技术仍有几步

之遥。科学家总结道，后续还需对该系统

的多个特征进行改进，才能支持多次隐形

传态，以及构建大规模量子网络。

甲地某一粒子的未知量子态，要在乙

地的另一粒子上还原出来，正是这样奇异

的量子纠缠，为量子计算机提供了巨大的

计算能力，也是未来量子互联网上共享信

息的基础资源。现在，科学家们实现了量

子网络中远程、非相邻节点之间的量子隐

形传态，证明了一旦成功准备好传送器，任

意量子比特状态，都可以以高于经典界限

的保真度进行传送。它听起来很难理解，

但却是未来量子网络的硬件、软件、各种传

输协议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当这一网络逐

渐铺就而成时，它也会为相应的应用程序

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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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 26日电 （记者刘霞）
英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团队发现，当二维电子

系统暴露于太赫兹波中时，会产生一种新物

理效应——“平面内光电效应”。这一最新发

现有望催生出更灵敏的太赫兹探测器，可广

泛应用于安全、医学、通信等领域。相关研究

近日发表于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研究负责人、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

验室半导体物理组负责人大卫·里奇教授解

释道：“太赫兹波是介于微波和红外辐射之间

的一种电磁辐射，但我们目前缺乏廉价、高

效、易用的太赫兹辐射源和探测器，阻碍了太

赫兹技术的广泛应用。”

里奇表示，如果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太赫

兹辐射将在安全、材料科学、通信和医学领域

“大显身手”。如太赫兹波可对肉眼看不到的

癌组织成像，也可用于新一代安全快速的机

场扫描仪，并实现超越最先进水平的更快无

线通信等。

20 多年来，里奇团队一直在研究开发功

能性太赫兹器件。在最新研究中，他们在测

量一款新型太赫兹探测器的性能时，发现它

显示的信号比理论上预期的强得多。

研究人员解释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在于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方式。在高频率

下，物质以单粒子光子的形式吸收光，这一点

首先由爱因斯坦提出，形成了量子力学的基

础，并解释了光电效应。此前众所周知的光

电效应涉及入射光子从导电材料（金属或半

导体）释放电子。在三维材料内，电子可在紫

外线或 X 射线范围内被光子射入真空，或在

中红外到可见光范围内释放到电介质中。

但这项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科学家们

在高导电的二维电子气体内，发现了太赫兹

范围内，类似于光电效应的量子光激发过程，

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平面内光电效应”。

研究负责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瓦迪斯

拉夫·米查洛博士表示，由“平面内光电效应”

入射的太赫兹辐射产生的光响应幅度远远高

于迄今已知会产生太赫兹光响应的其他机

制，因此，这种效应将使制造具有更高灵敏度

的太赫兹探测器成为可能。

二维导电系统内新效应“浮出水面”
使制造更灵敏太赫兹探测器成为可能

米查洛展示其团队研
制出的一款太赫兹探测器。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
织网

科技创新世界潮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爱丽丝，隐形传态量子信息的接收
者。在黑色铝制圆筒内，钻石样品被冷却
到-270℃，以减少来自环境的噪音并实现
量子控制。 图片来源：《自然》在线版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在《自然》杂志的一篇新论文中，美国科

学家揭示了一种研究恐龙新陈代谢率的新

方法，该方法利用恐龙骨骼中的线索表明个

体 动 物 在 其 生 命 的 最 后 一 个 小 时 内 呼 吸

量。研究以此证实，大多数恐龙都是温血动

物。

几十年来，古生物学家一直在争论恐龙

是像现代哺乳动物和鸟类一样是温血动物，

还是像现代爬行动物一样是冷血动物，但一

直没有定论。

科学家们试图从恐龙骨骼的化学和骨

组织学分析中收集恐龙的代谢率。新方法

没有考虑骨骼中的矿物质或恐龙的生长速

度。相反，他们着眼于新陈代谢的最基本标

志之一：氧气的使用。当动物呼吸时，会形

成与蛋白质、糖和脂质反应的副产物，留下

分子“废物”。这种废物非常稳定且不溶于

水，因此在石化过程中得以保存。它留下了

恐龙吸入多少氧气的记录，从而记录了它的

新陈代谢率。

研究人员在深色股骨化石中寻找这些分

子废物，因为这些深色表明大量有机物被保

存下来。他们使用拉曼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检查了这些化石。

团队分析了 55 种不同动物的股骨，包括

恐龙，它们的飞行表亲翼龙，它们更远的海洋

近亲蛇颈龙，以及现代鸟类、哺乳动物和蜥

蜴。他们将与呼吸相关的分子副产物的数量

与已知活体动物的代谢率进行了比较，并使

用这些数据来推断已灭绝动物的代谢率。

研究发现，恐龙的新陈代谢率普遍很

高。蜥臀恐龙，如三角龙和剑龙，其代谢率与

现代冷血动物相当。鸟臀恐龙，包括迅猛龙

和霸王龙等兽脚类动物和蜥脚类动物，以及

腕龙等巨大的长颈食草动物是温血的，甚至

是热血的。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些

恐龙不仅是温血动物，它们的新陈代谢率与

现代鸟类相当，远高于哺乳动物。

研究人员说，这些发现可让人们从根本

上了解恐龙的生活。重建已灭绝动物的生物

学和生理学是古生物学中最难做的事情之

一。这项新研究可通过同位素推断体温，通

过骨组织学推断生长策略，通过化学物质推

断代谢率。

研究人员表示，了解现代和灭绝的动物

如何在生理上对以前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扰动

作出反应很重要，这样就可以为现在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供信息，并为人类未来的行动

提供信息。

热血的是霸王龙 冷血的是剑龙

化学线索揭示恐龙新陈代谢率高低

新西兰怀拉基地热发电站及其现有管道、水井和蒸汽轮机。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对话》杂志网站

地热BECCS系统展示了木材和水如何转化为电能和二氧化碳的负排放。除了（3）之外，所
有的基础设施都已经具备。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对话》杂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