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翼冲浪板，又称水翼板，有一根长碳纤

维桅杆，从底部向下延伸到两个水下机翼。

当海浪的速度和动量足够大时，机翼（也是由

碳纤维制成）就会在水中推进，将冲浪板和冲

浪者抬到空中。

现在，许多水翼板的桅杆上内置了电动螺

旋桨，为它们提供额外动力，可在没有波浪的情

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冲浪者不仅可以在平坦的

海面上冲浪，甚至可以在湖泊和河流上冲浪。

虽然水翼技术在划船运动中已经存在了

一个多世纪，但直到 21世纪初，它才开始进入

冲浪运动。2018 年，美国波多黎各的一家名

为 Lift foils 的公司发布了第一款可商用的电

动水翼冲浪板 eFoil。

如今，世界各地有超过 3500 万冲浪者。

为了让用户获得更佳刺激和更安全体验，该

行业正越来越多地进行技术创新。

不去海边也能“浪”：
澳大利亚开发 360 度人工冲
浪湖

人工海浪模拟器可能不算什么新概念，

这类设施自 20世纪 60年代末就已经存在，直

到今天，设计师的目标是生成更加汹涌起伏

的海浪。

澳大利亚冲浪湖（Surf Lakes）公司正准

备推出所谓的“撼动冲浪行业”的产品。据了

解，该产品仍在研发阶段。目前，冲浪湖已经

在昆士兰海岸内陆 20公里处建造了一个大型

测试设施。在一个 3.6公顷的人造冲浪湖中，

一个 1400 吨重的压缩空气钢泵每 6 秒上下一

次。该泵由电力驱动，以每小时 2000 次的速

度产生高达 2.4米的 360度海浪。

冲浪湖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伦·特

雷维斯表示，在新的人工冲浪湖中，随时都有

5 个波浪环，当它们撞击湖中的不同部分时，

形状会有所不同。“所以你可以让冲浪水平不

同的全家人一起冲浪。”

尽管该公司尚未向公众开放新设施，但

公司表示，目前已在澳大利亚、亚洲、欧洲和

美国开发了 20 个项目。理论上，该设施可以

为职业冲浪比赛制造约 4.5 米的海浪。最大

的人工湖将允许 200人同时冲浪。

“真正的市场是世界上 99%从未冲浪的

人。”特雷维斯表示，“未来 10 年，冲浪业的规

模可能是现在的 10倍。”

回收塑料真环保：
法国初创公司3D打印制作冲
浪板

大多数冲浪板仍然是由聚氨酯（一种塑

料）制成的，对于关心环境的冲浪者来说，这

对环境是不友好的。

法国一家名为 WYVE的小型初创公司表

示，解决方案之一是使用由玉米淀粉制成的

生物塑料，通过 3D打印来制作冲浪板。

由西尔万·弗勒里和利奥·布菲尔两年前

联合创立的 WYVE 现有 8 名员工，4 台 3D 打

印机在法国西南部比亚里茨附近的基地昼夜

不停地运转。该公司根据每位冲浪者的身

材、体重和个人需求定制冲浪板，并将其运往

欧洲各地。

未来，该公司还希望在海外建立更多制

造厂。

WYVE 国际业务发展主管利奥·克里尔

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地热门的冲浪

地点附近‘复制’我们的微型工厂模式和 3D

打印板。”

他补充说，目前打印一块冲浪板平均需

要 20—50 个小时。“但 3D 打印技术进步非常

快。现在从订购到送货需要两周的时间，这

与普通的定制冲浪板是一样的。我认为我们

很快就能降低成本。”

出海保命新利器：
美国团队开发驱鲨智能环

尽管世界各地的鲨鱼袭击事件仍然算少

见——全球每年平均发生 72 起，但它们确实

让许多冲浪者感到害怕，内森·加里森就是其

一。他的家乡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

的一位儿时朋友在十几岁时遭到袭击。几年

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邻居被一条大

白鲨杀死。

其实鲨鱼并非没有弱点，据研究，鲨鱼是

电磁感应能力最强的物种。为了帮助冲浪者

防止被鲨鱼攻击，加里森在 2014 年推出了一

款名为 Sharkbanz 的产品。这是冲浪者可以

戴在手腕或脚踝上的一种小型设备。它使用

磁铁产生约 1.8米的电磁场，干扰鲨鱼用来捕

猎和导航的电场感应。

“这有点像太阳光晃人类的眼睛，或者用

强光照射别人的脸。”加里森说，“这会让鲨鱼

感到不适，并想要转身离开。”

尽管现在 Sharkbanz 每年销量多达 3 万

件，但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的一份报告发现，这

项技术的成功率为 65%，还不到三分之二。

对此，加里森回应称，就像任何安全装置

一样，它永远不会百分之百有效，但至少可以

降低风险。

这个夏天这个夏天 去冲个新技术的浪去冲个新技术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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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实习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刘霞）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和斯克里

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科学家近日宣布，NOAA

莫纳罗亚大气基线观测站今年5月测得大气

中二氧化碳（CO2）浓度达到421ppm（ppm为

百万分之一）的历史峰值，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50%以上，为数百万年以来最高值。

NOAA 在夏威夷大岛山顶天文台测

得的大气中 CO2 平均值为 420.99ppm，比

2021 年增加了 1.8ppm。斯克里普斯海洋

学研究所科学家独立计算出的月平均值为

420.78ppm。

研究人员指出，燃烧化石燃料运输和

发电、制造水泥、毁坏森林等诸多做法都会

导致大气中 CO2浓度增加。CO2与其他温

室气体一起，捕获了地球表面辐射（原本会

逃逸到太空中）的热量，导致地球大气层持

续变暖，从而引发一连串天气事件，包括酷

热、干旱和野火，以及更严重的降水、洪水

和热带风暴活动等。

温室气体对世界海洋的影响包括海面

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以及碳吸收增加，这

会使海水变得酸性更强，导致海洋缺氧，并

使一些海洋生物更难生存。

工业革命前近6000年的人类文明中，大

气中 CO2的浓度一直保持在 280ppm左右。

自工业革命起，人类已产生约 1.5 万亿吨

CO2，其中大部分CO2将在今后数千年内使

大气持续变暖。如今，大气中CO2浓度堪比

410万—450万年前，当时CO2浓度接近或高

于400ppm，那时海平面比今天高出5—25米，

足以淹没世界上许多最大的现代城市。

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50%以上

421ppm！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5月攀新高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张梦然）
根据英国《自然·气候变化》杂志6日发表的一

项模型研究，即使排放立即停止，世界依然有

42%的概率走上比工业革命前升温1.5℃的道

路。然而如果排放至2029年前都未削减，这

一可能性将上升至66%，这凸显出人们需要

立即采取行动，以免惯性到达升温峰值。

温室气体的大气存留时间决定其在排

放终止之后继续发挥影响的持久程度。因

此评估限制全球升温达到《巴黎协定》目标

的可能性，需理解过去排放造成的尚未实

现的升温。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米歇尔·达沃

拉克及其同事，此次利用一个基于排放的气

候模型，在现有及替代性排放减缓路径下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AR6 报告中使用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即 SSP），理解 2021—2080 年之间的惯性升

温（过去排放的温室气体带来的连锁反应）。

研究表明，如果排放立即停止，仍然有

42%的可能性世界将惯性升温超过1.5℃，但

仅有2%的可能会超过2℃。如果等2029年

后才开始削减排放（在SSP2-4.5场景下，其

中碳排放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一直保持高位，

然后开始下降），会将惯性升温1.5℃的可能

增至66%。在所有排放场景下，这一可能性

反映在 2027—2032 年之间的预测中。在

SSP2-4.5的场景中，世界预计将在这些温度

出现之前4—6年即到达惯性升温水平。

这一研究凸显了人们需要采取急迫的

缓解措施，避免未来气候因惯性而达到更

高水平升温。

即使温室气体排放立即停止

世 界 依 然 有 42% 的 可 能“ 惯 性 升 温 ”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张梦
然）超导是由称为库珀对的特殊连接的电子

对引起的。到目前为止，库珀对的出现已被

宏观地间接测量，但芬兰阿尔托大学和美国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开发的一项新

技术能以原子精度检测它们的出现。相关

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纳米快报》杂志上。

电子可通过量子隧道穿越能垒，以经

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方式通过空间，从一

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例如，如果一个

电子在金属和超导体相遇的点与另一个电

子配对，它可形成进入超导体的库珀对，同

时在一个称为安德烈夫的过程中将另一种

粒子“反冲”到金属中反射。

研究人员通过寻找这些安德烈夫反射

来检测库珀对。为此，他们测量了原子级

尖锐金属尖端和超导体之间的电流，以及

电流与尖端和超导体之间分离的关系。这

使他们能检测返回到超导体的安德烈夫反

射量，同时保持与单个原子相当的成像分

辨率。实验结果完全符合理论模型。

这种在原子尺度上对库珀对的实验检

测，为理解量子材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

法。研究人员第一次可独特地确定库珀对

的波函数如何在原子尺度上重建，以及它

们如何与原子尺度的杂质和其他障碍物相

互作用。

这将使研究人员能解决量子材料中的

各种开放问题。其中，“非常规超导体”是

量子计算机的潜在基础构件，可提供在室

温下实现超导的平台，而库珀对在“非常规

超导体”中具有独特的内部结构。

新发现允许研究人员直接探测“非常

规超导体”中库珀对的状态。它代表对量

子材料的理解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并有助

于推动量子技术的开发。

库珀，安德烈夫，奇特的物理现象，陌

生的人名，让这研究对普通人来说更多了

点理解障碍。还好，超导体，我们并不陌

生。它电阻接近零，但通常需要在极低温

度下展现这种特性。库珀对是描述低温下

一对电子（或其他费米子）以某种方式束缚

在一起的理论。迄今为止，库珀对的出现

是通过宏观方式间接测量的，本文介绍的

方法，能以原子级的精度检测它们的出

现。这一发现使研究人员能够直接探测非

常规超导体中库珀对的状态，大大增进科

学界对量子材料的理解。

超
导
中
库
珀
对
实
现
原
子
级
精
度
测
量

为
探
索
新
量
子
材
料
铺
平
道
路

科技日报柏林6月6日电（记者李山）近

日，德国弗劳恩霍夫硅酸盐研究所成功使用

不同的传感器来监控电池的内部状态。借助

这些数据，研究人员改进了电池管理系统，优

化了充电和放电过程以及电池模块中单个电

池的负载，从而显著加快充电速度，并延长了

电池的使用寿命。

频繁的充放电和老化过程会损害电池的

性能，缩短其使用寿命。深入研究这一过程，

对提高电池性能和延长使用寿命意义重大。

最近，弗劳恩霍夫硅酸盐研究所的科学家与

合作伙伴一起，使用声学、机械和热传感器，

以及电化学阻抗谱来监控和测量电池。其

中，超声波传感器发出的脉冲可以穿过不同

的电池层，产生电池单元的声波图。如果电

池在充电过程中膨胀或电极出现缺陷，就会

影响信号的传播。压敏传感器可以记录某些

组件在充放电期间如何改变其体积。热传感

器则用来测量温度变化。电化学阻抗谱用于

分析电极过程动力学、双电层和扩散等。

所有传感器数据都传输到电池管理系统

并进行评估。借助这些数据，并将真实数据

与电池数据模型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能够对

真实电池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并在电池进行

放电和充电时更加优化地控制电流。一方

面，可以获得尽可能大的功率；另一方面，温

和的过程可以使得相关的功能层（电池的阳

极、阴极等）不会受到过大的压力，这样可以

减少约 20%的充电时间，延长电池的寿命。

通过监控电池并在运行期间主动控制电

流，看似简单的能量储存器就可以变成一个

智能电池，这对安装了数百甚至上千个独立

电池的电动汽车电池组而言是非常值得的。

此外，研究人员开发的多功能传感器阵

列还可以更好地了解电池中复杂的电化学

过程，并相应地调整电池管理。使用过程中

的机械应力和自然老化过程会在电池敏感

的内部留下痕迹。特别是石墨层破裂或电

极产生枝晶等现象。它们不仅会削弱性能，

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在电池中产生短路，从

而导致电池起火。未来，该技术不仅会覆盖

电池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还将被用于各种

类型的电池，如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或锂

硫电池等。

传感器阵列可监测优化电池性能

科技日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刘霞）美

国科学家近日宣布，核糖核酸（RNA）可能是

地球上最早出现的遗传物质，它们可以在玄

武岩熔岩玻璃上自然形成。43.5 亿年前，地

球上遍布这种玻璃，今天的火星上也存在类

似物质。这一最新研究在线发表于最近的

《天体生物学》杂志上。

研究论文合著者史蒂文·班纳表示：“近

年来，关于生命起源，科学界出现不少分歧。

有科学家专注于探索各种复杂的化学反应，

但由于这些化学进程极端复杂，很难解释地

球上生命如何起源。”

相比之下，班纳及应用分子进化基金会

的科学家采用了更简单的方法。他们的研究

表明，核苷三磷酸盐经由玄武岩玻璃的过滤，

就会形成长度为 100—200 个核苷酸的 RNA

长分子。RNA 是一种比 DNA 更简单原始的

单链遗传物质。

研究人员解释说，在月球形成后的数亿

年内，陨石频繁地与年轻的地球相撞，再加上

火山活动异常活跃，地球上形成了许多玄武

岩玻璃。撞击同时导致水蒸发，形成相对干

燥的陆地，为 RNA 的形成提供了含水层。此

外，陨石撞击带来的镍，能够催化核苷酸和活

性磷酸盐合成核苷三磷酸盐；玄武岩中的硼

酸盐则控制着三磷酸盐的形成。而拥有铁镍

金属核的陨石，还使当时地球大气浓度短暂

下降，为 RNA 碱基序列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环

境。

研究人员称，这一模型极其简洁，“可以

在高中课堂上进行验证”，将所需的有机物混

合在一起，等几天，就可以测 RNA了。

他们解释道，该研究的意义在于贯通了

早期地球小有机分子转变成 RNA 的整个过

程，表明一两个含碳分子即便只经历单一地

质学过程，也能够形成足够长的 RNA，并拥

有进一步演化的可能。不过，还有几个谜尚

未揭开。比如为什么所有 RNA 基本构件的

形态大体相似？为什么核苷酸之间的连接多

种多样等？

远古时期的火星拥有与地球相似的矿

物、玻璃以及陨石撞击，但火星并未经历地球

的大陆漂移和板块运动，因此也没有像地球

那样，把 40亿年前的岩层深埋于地下，所以许

多古老岩层至今仍存于火星表面。班纳说：

“假如生命能够在地球上通过这种简明的方

式自然产生，那么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在火

星上发生。”

生命遗传物质在玄武岩玻璃上自然形成
为在火星上寻找生命提供重要参考

科技日报北京6月 7日电 （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日媒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称，科学

家在小行星探测器“隼鸟 2 号”采集的样本中

检测到 20多种氨基酸。这是首个在地球外存

在氨基酸的证据，对理解这些至关重要的有

机分子如何到达地球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 12 月，由探测器“隼鸟 2 号”搭载

的为期 6 年的回收舱从 3 亿多公里外的小行

星“龙宫”（Ryugu）返回地球，并带回约 5.4 克

行星表面样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等团队分析了样本后，从中检测到 20

多种氨基酸。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天体生物学名誉教授

小林宪正表示，在地球以外天体上发现多种

氨基酸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可能暗示地球

以外存在生命，“证明氨基酸存在于小行星的

地下，增加了这些化合物从太空到达地球的

可能性”。这也意味着氨基酸可能存在于其

他行星和天然卫星上，暗示“生命可能诞生在

宇宙中比以前认为的更多的地方”。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是形成生

命不可或缺的有机分子。虽然还不知道氨基

酸是如何到达古代地球的，但有一种理论认

为，46 亿年前地球形成时氨基酸就已大量存

在，但在地球被岩浆覆盖变得极其炎热后便

不复存在，但随后又被流星从外太空重新引

入。也有理论认为，氨基酸本身就存在于地

球表面。

此次，“隼鸟 2号”采集样本来自不受阳光

或宇宙射线侵蚀的小行星地下物质，对其分

析是在没有将其暴露于地球空气中的情况下

进行的，这意味着研究人员首次证实了外层

空间中也存在生命的组成部分。

随着对来自“龙宫”样本数据的更多分

析，科学家将获得关于这颗小行星的组成

和如何形成的更多信息。通过将“龙宫”样

本物质的结果与从小行星“本努”（Bennu）

收集的样本进行比较，科学家将更好地了

解宇宙中的各种化学混合物，以及生命是

如何产生的。

地球外存在“生命之源”首次确认

超导体和尖锐金属尖端原子之间的
安德烈夫反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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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宇宙航空
研究开发机构的小
行星探测器“隼鸟 2
号”接近其目标小行
星“龙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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