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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5月30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开发出一种

用于激发任何荧光传感器的新型光子技术，

其能够显著改善荧光信号。通过这种方法，

研究人员可在组织中植入深达 5.5 厘米的传

感器，并且仍然获得强烈的信号。

科学家使用许多不同类型的荧光传感

器，包括量子点、碳纳米管和荧光蛋白质，来

标记细胞内的分子。这些传感器的荧光可以

通过向它们照射激光来观察。然而，这在厚

而致密的组织或组织深处不起作用，因为组

织本身也会发出一些荧光。这种“自发荧光”

淹没了来自传感器的信号。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研究团队开发了一

种被称为“波长诱导频率滤波（WIFF）”的新

技术，使用三个激光来产生具有振荡波长的

激光束。当这种振荡光束照射到传感器上

时，它会使传感器发出的荧光频率增加一

倍。这使得研究人员很容易将荧光信号与自

发荧光区分开来。使用该系统，研究人员能

够将传感器的信噪比提高 50倍以上。

这种传感器的一种可能应用是监测化疗

药物的有效性。为了证明这一潜力，研究人

员将重点放在胶质母细胞瘤上。这种癌症的

患者通常选择接受手术，尽可能多地切除肿

瘤，然后接受化疗药物替莫唑胺，以消除任何

剩余的癌细胞。

但这种药物可能有严重的副作用，且并非

对所有患者都有效，所以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制

造小型传感器，这样就可以植入肿瘤附近，从

体外验证药物在实际肿瘤环境中的疗效。

当替莫唑胺进入人体后，它会分解成更

小的化合物，其中包括一种被称为 AIC 的化

合物。研究团队设计了可以检测 AIC 的传感

器，并表明他们可以将其植入动物大脑中 5.5

厘米深的地方，甚至能够通过动物的头骨读

取传感器发出的信号。

这种传感器还可以用于检测肿瘤细胞死

亡的分子特征。

除了检测替莫唑胺的活性外，研究人员

还证明可以使用 WIFF 来增强来自各种其他

传感器的信号，包括此前开发的用于检测过

氧化氢、核黄素和抗坏血酸的基于碳纳米管

的传感器。

研究人员说，新技术将使荧光传感器可

跟踪大脑或身体深处其他组织中的特定分

子，用于医疗诊断或监测药物效果。相关研

究论文近日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上。

荧光增强传感器可追踪组织深处分子
有 助 于 癌 症 诊 断 或 监 测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问题，巴西作

为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体，积极制定和实施

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推动

温室气体减排进程取得新进展。

巴西政府认为，减排举措的实施将利于

保护生物群落，控制全球变暖并进一步促进

本国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有助于巴西巩

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经济体，从而强化

巴西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重

要地位。

2021年 10月，在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COP26）举办前夕，巴西政府对外公开

宣布将启动“国家绿色增长计划”，以实现其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该计划拟利用总规模约

4000 亿雷亚尔（约合 800 亿美元）的国内外公

共和私人资本推动实现降低碳排放、保护热

带雨林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三大目标。

政府出台各项减排政策

总统博索纳罗签署法令，成立“气候变化

和绿色增长部际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制

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方针政策，定期召开跨

部门会议，负责推动和监督有关减排计划的

实施落实。

巴西环境部表示，政府在治理碳排放方

面正在取得进展，巴西将把 2030 年减少温室

气体目标从 43%提高到 50%，并承诺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同时还宣布巴西加入《关于

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将

非法砍伐森林归零的目标达成时间从 2030年

提前到 2028 年，重新造林 1200 万公顷及将可

再生能源在全国全部所使用能源的比例提升

至 45%，以遏制亚马孙雨林非法砍伐状况。

新承诺已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生效。

巴西农业、畜牧业和供应部宣布了《适应

气候变化和低碳排放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部门

计划（2020—2030）》，旨在通过减缓温室气体

排放来促进巴西农业可持续发展，重点推广

包括节约型灌溉系统、集约化牲畜饲养在内

的农业科技手段，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农牧

业减少 11亿吨碳当量的排放目标。

巴西能源部发布的《生物燃料法案》称，

到 2030 年，巴西能源结构中的生物燃料消费

将从现在的 300 亿升左右提高到 500 亿升，这

将使巴西在未来 10 年中减少 6.7 亿吨二氧化

碳排放，在此期间，巴西交通系统的碳排放强

度将减少 11%。

巴西交通部则出台指导性法规，推动巴

西零碳汽车市场的发展，目标是提高电动汽

车在巴西市场的份额，从目前全国汽车总销

量的 2%增至 10%，并在巴西建设 1 万个公共

充电站。2021年，巴西市场的电动汽车（包括

混合动力车）共计 8万辆左右，其中约 2.5万辆

为纯电动汽车。

企业纷纷加入脱碳行列

在巴西国内，众多企业已启动“脱碳战

略”课题研究，重点研究制订公司碳减排路线

图和“碳中和”目标方案，确保减碳进程与转

型升级同步实施，进一步提高行业绿色发展

标准。

作为全球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

水河谷公司承诺将在未来 10 年内至少投资

20 亿美元，力争到 2030 年，公司的绝对排放

量在 2017 年的基础上减少 33%，2050 年转为

净零排放。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是世界最大的 120 座

级以下商用喷气飞机制造商，也是全球第一

家获得 ISO14001 环境认证的飞机制造商。

公司计划到 2035年推出由氢燃料电池提供动

力的 19 座客机，预计将于 2026 年推出“零排

放”电动垂直起降飞机。

绿色金融助力减排

在碳中和目标下，巴西国内绿色金融产

业得到快速发展。2021年，名为“Vitreo Car-

bono”的巴西首个碳信用投资基金正式进入

金融交易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碳信用投资基金的

推出，正是为了响应碳中和目标要求。该基

金的入市进一步拓宽了绿色环保企业的融

资渠道，通过市场机制，以资金配置引导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鼓励机

构投资者提高绿色债券认购占比，创新绿色

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

体系。

政企协同 巴西出台减排新举措

科技日报北京5月29日电（记者刘霞）
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撰

文指出，此前感染新冠病毒或罹患儿童多系

统炎症综合征（MIS-C）并不能帮助儿童抵

抗奥密克戎变体，但接种疫苗的确能提供保

护作用。

最新研究负责人之一、美国波士顿儿童

医院医学博士阿德里安·兰多夫说：“儿童此

前感染新冠病毒产生的抗体不能中和奥密

克戎变体，这意味着未接种疫苗的儿童仍对

奥密克戎敏感。”

研究人员从 62 名新冠病毒重症住院儿

童和青少年、65 名罹患 MIS-C 的住院儿童

和青少年，以及 50名新冠病毒轻微症状恢复

儿童体内采集了血样，所有样本采集于 2020

年和 2021年初，即奥密克戎变体出现之前。

兰多夫团队将血液样本暴露于一种伪

病毒（源于新冠病毒，但去除了其毒力），并

测量样本中的抗体中和 5种不同的新冠病毒

变体——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和奥密

克戎的能力。

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样本中的抗体中

和上述5种新冠病毒变体的能力都有一定程度

的下降，但中和奥密克戎的能力下降最明显。

兰多夫解释道，奥密克戎变体与以前的变

体非常不同，它的刺突蛋白上有许多突变，这一

最新研究证实了它能够逃避抗体反应，“针对奥

密克戎，未接种疫苗的儿童仍然易感。”

研究人员指出，相比之下，接种过两剂

新冠疫苗的儿童对包括奥密克戎在内的 5种

变体表现出更高的中和抗体滴度，家长应该

为儿童和青少年接种疫苗。

儿童感染原始株无助抵抗奥密克戎
但接种疫苗确能提供保护作用

科技日报北京5月 30日电 （记者张梦
然）根据英国《自然·医学》杂志近日发表的

一项以美国 1300 多万退伍军人为对象的研

究，在接种疫苗后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在确

诊后仍可能出现与“长期新冠”相关的症状，

但这些风险及病亡风险都要低于未接种疫

苗的感染者。这项研究发现，需要持续优化

预防感染的策略，开发新冠长期症状的照护

途径。

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的长期症状已有

记录，然而它们与突破性感染（完成疫苗接

种超过 14 天后接种者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BTI）关联至今尚不明确。

此次，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团队利

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国家健康数据，

调查了接种人群（共 33940 人，定义为完成

一 剂 杨 森 疫 苗 、两 剂 莫 德 纳 或 两 剂 辉

瑞-BioNTech 疫苗的全程接种）与 BTI 相

关的长期和短期风险，并与几个对照组（共

13335133 人）相比较。

研究估计，发生 BTI的接种人群在诊断

6 个 月 后 ，有 风 险 出 现 病 亡（每 千 人 额 外

13.36 例死亡）和长期新冠相关症状，如肺部

和心血管疾病（每千人额外 122.22 人出现至

少一种症状）。这是与那些从未被记录过新

冠病毒测试阳性的人群作比较。

但研究人员同时发现，在发生 BTI继而

确诊新冠肺炎的最初 30天里，比起未接种疫

苗的感染者（113474人），接种人群每千人病

亡少 10.99 人、出现至少一种症状的人每千

人少 43.38人。

他们总结说，这些结果可用于帮助改

进 策 略 ，既 预 防 BTI，也 优 化 对 感 染 者 的

照护。

接种疫苗后，新冠病亡风险和长期症状较低

突 破 性 感
染的病亡风险
和长期症状研
究。

图片来源：
《自然·医学》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30日电 （记者张
梦然）《通讯·工程学》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

可持续性研究称，能将回收利用的汽车废

塑料变成石墨烯，并通过一种节能技术将

其用于制造新的汽车部件。研究结果为全

球在用的 14 亿辆乘用车产生的这种需填

埋的垃圾，提供了一个潜在处理办法。

报废汽车产生的废塑料，在全部需填

埋塑料垃圾中占了 10亿吨，平均每辆车有

200-350 公斤塑料。出于各种原因，这类

材料很难被再利用。比如，这些材料中有

很多都是工程改造塑料，现有技术无法回

收，而且传统回收方式需要将不同类型的

塑料进行分离，回收成本高昂。

近期研究显示，将废塑料变成石墨烯是

可行的，石墨烯是一种宝贵的材料（每吨价值

6万—20万美元），具有高导电性和较高的热

稳定性、化学稳定性等实用特性。这一研究

或许是将汽车塑料回收变成石墨烯的可行手

段，而且，石墨烯有时也会作为部分汽车塑料

的添加剂，提高强度和噪音吸收率。

此次，美国莱斯大学研究团队演示了

利用名为“焦耳热闪蒸”的节能技术，将二

手车塑料转换成高质量石墨烯。该技术使

用电流加热碳，将其变成石墨烯，只需使用

低成本设施，且无需对塑料进行分离或分

类，也无需溶剂、熔炉或水。

研究人员将福特 F-150 皮卡的保险

杠、垫片、地毯、垫子、座椅、门框压条一起

粉碎，并演示了这个过程的一般步骤。他

们又用回收得到的石墨烯增强了新的车用

塑料，发现其性能与福特新投产的含石墨

烯的塑料复合材料的性能相当。

团队随后又对这种从废物中回收的石

墨烯/塑料复合材料再次使用焦耳热闪蒸

技术加热，产生了更多的石墨烯。此外，他

们还发现相比传统的石墨烯生产方式，焦

耳热闪蒸技术在能源需求、全球变暖作用、

耗水量方面都更低。

2020 年，美国莱斯大学的课题组发表

了一种获取石墨烯的方法——通过焦耳热

闪蒸方式，把含碳的廉价物体比如混合塑

料废弃物转换成石墨烯。这种方法一箭双

雕，既能降低制备石墨烯的成本，还能解决

废塑料回收利用问题。焦耳热闪蒸技术可

在极短时间内将不起眼的材料变成更有价

值的石墨烯。沿着他们开创的这条的道

路，莱斯大学又找到了富有前景的应用领

域——汽车废塑料回收。用废塑料制备的

石墨烯，还能用回到车辆生产当中。如果

这项技术被大型车企采用，确实商机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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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5月 30日电 （记者刘
霞）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向一个研究

太阳帆的团队提供了 200 万美元的资助，

以促进彩虹色太阳帆的研发工作。该团队

正在开发可以利用帆上的衍射光脊朝任何

方向移动的太阳帆。

太阳帆通过反射太阳光来工作：太阳光

照射在帆上，从薄而有光泽的帆上反射的每

个光子（光粒子）都会给飞船增加少量动量，

推进飞船遨游太空。但现有的太阳帆存在

一个很大的局限：如果想让其朝其他而非远

离太阳的方向移动，就必须旋转整个帆，如

此限制了飞船的灵活性。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

实验室艾梅伯·杜比尔及其团队正在研究

一种由衍射材料制成的太阳帆，这种帆可

在不旋转的情况下在不同方向反射光线。

杜比尔解释称，该太阳帆通过材料内微

小脊状物来实现这一点，在帆上运行的电流

可改变脊状物的方向。最终，因为帆上的脊

状物能像棱镜一样反射各种颜色的太阳光，

太阳帆因此也拥有了一个彩虹波纹的外

观。此外，当光线从侧面反弹时，它会将整

个飞船推向一侧，而非径直向前，而这个方

向很难或不可能通过物理旋转来实现。

据悉，杜比尔团队也提出了一项使用新

太阳帆的任务。该航天器将使用太阳帆到

达围绕太阳的极轨，并观察太阳的顶部和底

部。研究人员计划测试各种材料在太阳帆

上和在太空中的工作情况，同时也为太阳探

测任务开发各种设备。如果一切顺利，两年

后当该项目结束时，他们打算派遣一支彩虹

色的航天器“舰队”环绕太阳飞行。

NASA推进衍射式太阳帆项目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国立研究大学研制出

一种抗急性中耳炎新药。该药成分具有独特

的复合效果，能对付对抗生素有耐药性的病

原体，还可避免对耳膜的损伤和听力受损。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每年有超过 70 万

人死于病原体对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的感

染。为解决这个问题，别尔哥罗德大学科

学家小组研发出一种新型高效药物。

该大学药学、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制药

技术系主任叶莲娜·日里亚科娃称，新药品

成分会减缓病原体抗药性的发展，可靠地防

止鼓膜损坏，产生综合治疗效果，同时，该药

能减轻炎症，抑制微生物、真菌和病毒。

日里亚科娃表示，新药包括抗菌消炎

药剂、一种阳离子消毒剂化合物和延长药

物作用的增稠剂。活性成分的输送将使用

一种 3D打印的特殊耳塞进行，在耳塞中会

放入适当剂量的药物。这种方法将使治疗

效果更持久、更平均，并且还能使活性物质

的消耗降到最低。

新药有助挽救急性中耳炎患者听力

俄罗斯联邦生物医学署署长斯克沃尔

佐娃表示，专家研制一款可用于治疗癌症的

疫苗，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存活率提升80%。

癌症疫苗是治疗性制剂，它基于对抗原，

即特定肿瘤、特定患者的特定蛋白质的研究

而制成。疫苗一直具有个体性和特异性。

斯克沃尔佐娃指出，动物试验表明，疫

苗可将动物存活率提升 80%。她表示，如

果 99.9%的肿瘤被手术切除，那么剩下的

单个细胞就会开始扩散，而疫苗会非常有

效地缩小肿瘤，甚至完全清除。目前他们

正在为获得临床试验许可开展工作。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俄癌症疫苗可将患者存活率提高八成

废旧汽车塑料升级为石墨烯的过程。
图片来源：福特汽车公司和莱斯大学

图 为 巴 西 首
架电力载人飞机
在当地机场进行
试飞。飞机的机
身 由 碳 纤 维 制
成。飞机可搭载
两人，时速达 190
公里每小时（资料
照片）。

图片来源：视
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