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责任编辑 左常睿 国 际
202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四

W O R L D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董映璧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9日电 （记者刘霞）
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电子

学》杂志上撰文指出，他们首次展示了如何利

用电场，在芯片上控制和调制声波，朝最终研

制出声学集成电路又近了一步。

研究人员指出，尽管声波比相同频率的

电磁波慢，但也有其自身的优势：短声波很容

易被限制在纳米级结构中，彼此之间不容易

“交谈”，并且与限制它的系统有很强的相互

作用，这使得它们可广泛应用于经典计算系

统和量子计算系统。

最新研究资深作者、哈佛大学工程与应

用科学学院（SEAS）电气工程教授马尔科·隆

卡解释称：“声波很有希望成为量子和经典信

息处理芯片上的信息载体，但科学家们一直

无法以低损耗、可扩展的方式控制声波，阻碍

了声波集成电路的发展。在最新研究中，我

们证明了可以在集成铌酸锂平台上控制声

波，使我们朝声学集成电路又近了一步。”

隆卡及其团队利用铌酸锂的独特特性构

建了一种芯片上的电声调制器，以控制声波

在片上波导中的传播。研究表明，通过施加

电场，调制器可以控制芯片上声波的相位、振

幅和频率。

论文第一作者、前SEAS博士后邵林博说：

“这项工作促进了利用声波进行量子和经典计

算的进展，以前的声学设备都是被动的，但现

在我们利用电场来主动调谐声学设备，为可用

于下一代微波信号处理的基于声波的高性能

设备和电路，以及连接不同类型量子系统（包

括固态原子系统和超导量子比特）的片上量子

网络和接口铺平了道路。”

研究人员表示，虽然他们目前只是展示

了一个芯片上的设备，但他们正在努力构建

更复杂、大规模的声波电路，并与其他量子系

统（如钻石色心）互连。钻石色心指金刚石中

的氮—空位色心，是一种在金刚石晶体结构

中最常见的点缺陷，也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

量子体系。

向声学集成电路迈出关键一步

声波首次在芯片上实现控制与调制

俄罗斯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既能生产

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也能开采丰富的煤

炭。煤炭生产中首要的是安全问题，为了在

煤炭开采中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事故，俄煤

炭行业不仅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产规则，而

且还依靠科技进步和新技术解决安全生产问

题，形成了一整套煤炭安全生产体系，其中主

要包括人员的科学培训、智能安全监控和新

型煤炭脱气技术。

科学培训煤矿工作人员

由于煤炭的开采具有工艺流程复杂、

故障风险较高、资本设备密集、生产条件多

变、井下作业复杂多样且具有不可预测性

等特征，俄罗斯以立法方式规定所有在煤

矿工作的人员都要经过专业的安全培训，

依据法规和行业标准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

和安全规则。

这些规则主要包括员工熟悉和适应煤矿

工作环境，明确岗前培训职责，熟练掌握煤矿

工作必备的安全知识和技能，定期检查工作

人员的安全知识和技能。其中包括要特别注

意监督对他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专职

工作人员的技能和工作状态，包括煤矿调度

员、电力机车操作员、升降机操作员等。在培

训工作中特别强调，安全系统监测不仅针对

设备和空气，而且还要监测专业人员的行为

规范。

运用智能安全监控系统

按照《俄罗斯煤矿安全规则》，所有煤矿

企业都必须安装多功能安全系统。因此，建

立防火和预警系统是首要任务。该系统需要

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递给矿井内每一个

人，并确保能有效和迅速地开展救援行动。

其次是运用基于电子编程技术（EEPS）的

安全监控系统。该系统贯穿在煤矿开采的所

有过程中，包括员工培训、技术设备的使用和

研发、人员和车辆等环节的监控和定位。比

如，利用该系统中的目标跟踪软件监控员工

在矿井的位置，以及紧急情况下用于组织救

援行动和快速反应。同时，利用该技术可以

预防事故发生。因为目标跟踪软件能够从各

种传感器收集和传输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可

分析井内空气成分、温度、压力和其他参数，

以及被救人员的自我感觉，该技术的定位精

度可达 1米。

第三是广泛使用能够将爆炸、火灾、故障

预警、人员搜索、地下通信故障就地处理的自

动系统。该自动系统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仍

能够长时间工作，不受电磁和机械的影响，并

且可以透过岩层使用无线数据传输技术传递

信号。例如，将一个单独的搜索信号集成到

员工的照明灯中，救援人员据此不仅可以找

到人，还能绘制接近被救者的最佳途径，这种

系统的工作时间在 2昼夜左右。

使用等离子脉冲技术脱气

瓦斯是吸附于煤体及周围岩层中的有害

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易燃易爆，加之煤层

透气性低，不易在开采前抽放，采掘时极易发

生瓦斯突出现象，而瓦斯突出是煤矿发生爆

炸的主因。

为此，首先要在开采前对煤层进行脱气。

该过程包括用真空泵将瓦斯从煤层中抽出并

送到表面；在矿井内组织通风系统，将有害、爆

炸和有毒气体输送到地面，或者吸入新鲜空气

降低矿井内有害气体的浓度；使用气体分析仪

和预警、保护系统监测矿井内空气的状态。一

旦监测到甲烷浓度超过了危险值，预警系统自

动启动，工作人员应该紧急撤离。

目前，全球很多煤炭开采国仍采用专为

油气领域开发的技术进行煤层脱气，但这种

技术并不能有效解决瓦斯突出等问题，这是

煤矿事故多发、高发的重要原因。而俄罗斯

煤炭企业广泛使用等离子脉冲技术为煤层脱

气，进一步提高了安全生产水平，同时大大减

少了耗费在煤矿安全措施上的资金和时间。

等离子脉冲技术脱气的原理是根据不同

地质条件下煤层的固有频率，导爆索两极在

高压电源下瞬间气化，在煤层中形成低温致

密等离子体冲击波，冲击波产生的压力传递

到煤层基质引起挤压应力和拉伸力，周期性

的挤压和拉伸作用与煤层固有频率发生共

振，从而为煤层脱气提供有利条件。

用科学规则和新技术守住生命线
——俄罗斯煤矿安全生产注重科技支撑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9日电 （记者刘霞）
德国和比利时的研究人员携手研制出一款新

型钙钛矿/铜铟二硒化物（CIS）串联太阳能电

池，其光电转化效率达到 25%，为迄今同类产

品最高值。这款太阳能电池柔韧轻便，用途

广泛，有望应用于车辆、便携式设备和可折叠

设备内。最新研究刊发于美国化学学会下属

《ACS·能源快报》杂志。

钙钛矿是一种拥有特殊晶体结构的新型

材料。过去 10 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进展迅

速，其光电转化效率可与久负盛名的硅太阳

能电池相媲美。

两个或多个电池堆叠使用可提高太阳能

电池的效率。如果堆叠的每个太阳能电池能

有效吸收来自太阳光谱不同部分的光，则可

以减少固有损耗并提高整个电池的光电转化

效率。由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多才多艺”，

已经成为堆叠太阳能电池领域的“翘楚”。使

用钙钛矿和硅的串联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

效率最高达到 29%以上，大大高于单独使用

钙钛矿（25.7%）或硅（26.7%）制成的电池。

在最新研究中，由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的马科·普雷西亚多博士领导的国际研究团

队成功生产了钙钛矿/CIS 串联太阳能电池，

光电转化效率最高为 24.9%，为此类技术迄今

最高光电转化效率。

研究人员称，将钙钛矿与铜铟二硒化物

或铜铟镓二硒化物等其他材料结合，有望催

生柔韧而轻便的串联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

不仅可以被安装在建筑物上，还可以安装在

车辆和便携式设备上，甚至可以折叠或卷起

储存，并在需要时延伸，例如安装在百叶窗或

遮阳篷上，遮阳的同时也可发电。

研究人员表示：“最新研究证明了钙钛

矿/CIS 串联太阳能电池的潜力，为未来可能

将效率提高到 30%以上铺平了道路。”

新型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达25%
有 望 应 用 于 车 辆 和 可 折 叠 设 备

科技日报北京6月29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静电纺丝技术是一种从聚合物基材制

备具有可调性能的纳米纤维的技术。根据美

国物理联合会出版的《APL生物工程》杂志 28

日最新论文，美国塔夫茨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使用该技术开发可穿戴电子设备和系统方面

取得新进展。

在最新研究中，他们展示了静电纺丝材

料的诸多优势。它们的高表面积与体积比使

其具有更高的孔隙率和透气性，这对长期穿

戴非常重要。此外，通过适当的聚合物混合，

它们可实现卓越的生物兼容性。导电静电纺

丝纳米纤维提供高表面积电极，实现灵活性

和性能改进，包括快速充电和高储能能力。

论文作者萨米尔·桑库塞说：“它们的纳米

级特征意味着其可很好地附着在皮肤上，而无

需化学黏合剂，如果你对测量生物电势感兴

趣，比如使用心电图法测量心脏活动或使用脑

电图法测量大脑活动，这一点很重要。”

在实现具有优异电子传输的纳米级晶体

管形态方面，静电纺丝比光刻技术要便宜得

多，而且对用户更友好。

近年来，可穿戴技术呈现出爆炸性发展

趋势。在柔性传感器、晶体管、能量存储和采

集设备进步的推动下，可穿戴设备包括直接

佩戴在人体皮肤上的微型电子设备，用于传

感一系列生物物理和生化信号，或与智能手

表一样，提供方便的人机界面。

在不影响其机械、电气和化学特性的可调节

性情况下，设计可穿戴设备以实现最佳的皮肤顺

应性、透气性和生物兼容性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静电纺丝出现是该领域的一项令人兴奋的进展。

桑库塞表示，他们已经将静电纺丝技术

应用于身体活动监测、运动跟踪、测量生物

势、化学和生物传感等。

研究人员相信，在未来几年，静电纺丝技

术将成为一种多功能、可行和廉价的可穿戴设

备制造关键技术。他们指出，还有一些需要改

进的地方，包括扩大材料的选择范围，提高与

人体生理学结合的便利性。研究人员建议，可

以通过将可穿戴设备设计得更小，或者加入透

明材料来改善其美感，使其“几乎看不见”。

静电纺丝将成可穿戴设备制造关键技术

图为可以控制和调制声波的芯片。
图片来源：邵林博/哈佛大学

钙钛矿/CIS串联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未来
有望进一步提高。

图片来源：马科·普雷西亚多/卡尔斯鲁
厄理工学院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在可穿戴设备的开发
方面比传统材料具有更多优势。

图片来源：萨米尔·桑库塞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9日电 （记者张
梦然）西班牙纳瓦拉公立大学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使用声学操作就可组装物体而无

需物理接触的系统“LeviPrint”。该系统产

生的声场可捕获小颗粒、胶滴甚至细长的

棒状零件，在它们悬浮时对其进行操纵和

重新定向。简而言之，它是一个使用非接

触式操作制造 3D结构的全功能系统。

西班牙纳瓦拉公立大学智能城市研究

所首席研究员阿西尔·马佐表示，与零件和

机器直接接触的常规装配和制造技术不

同，所谓声学操纵，用于在装配过程中保持

“零物理接触”，同时定位和定向零件。

研究人员称，系统可操作小的、易碎

的零件以及液体或粉末，从而使工艺更

加通用。机械手不接触材料也使交叉污

染更少。此外，它使利用传统 3D 打印无

法实现的制造技术成为可能，例如在现

有零件上添加元素或从外部实现封闭容

器的内部制造。

研究人员之前已实现了小颗粒和液滴

的悬浮，但从未成功对细长物体定位和定

向。新成果允许使用段、棒或梁来快速、非

接触式地制造坚固、轻质和复杂的结构。

此次使用的技术包括一种用紫外线固

化的胶水，系统使用声学悬浮器来捕获由

注射器分配的胶水滴，液滴悬浮至需添加

的下一部分位置。系统拾取一个片段或颗

粒，将其放置在与胶水接触的先前片段的

旁边，并使用紫外线干燥胶水，以便将新部

件连接到结构上。

超声波场也可穿过织物、网眼和其他

材料。研究人员通过一个小开口从外部悬

浮材料，进而在瓶子内建造了一艘船。研

究人员指出，如果系统能够在水性介质中

运行，那它就可在细胞培养基甚至生物体

内组装复杂的结构。

在演示中你可以看到，那些微小的零

件就像被施了哈利·波特的悬浮咒，“四面

不沾”地飘浮在空气中等待被一点点加

工。实际上，它们置身于一个超声波场中，

研究团队设计的机械臂和液体分配器相结

合的悬浮器，能够以非接触方式对小零件

进行操作。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次定

位和定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确，这个悬

浮器能制造出相当复杂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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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9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近日发表的

一项建模研究显示，大气主要由氢气与氦

气组成的岩质系外行星，能在其表面维持

温带条件和液态水长达几十亿年。以上结

果表明，即使是大气与地球相去甚远的行

星，也可能在其历史上是长期宜居的。

人类一直想要揭开“地球是否唯一”

“地球为何成为生命摇篮”等关乎自身命

运的重大科学问题，而探索太阳系外宜

居行星正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必要途径，

这也让寻找宜居星球成为天文学的研究

前沿之一。

由于年轻恒星周围的行星形成物质盘

中本来就有氢气和氦气，因此所有行星吸

积的大气主要由这两个元素组成。在太阳

系的岩质行星中，这种原始大气被替换成

了更重的元素，如地球上的氧和氮。不过，

距离其恒星有一定距离的大型岩质系外行

星或能保留以氢和氦为主的大气。

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这类

行星的演化。该团队利用一个数值模型预

测了液态水能在富含氢氦的系外行星表面

存在多长时间。科学家发现，根据这类行

星的质量以及它与恒星的距离，只要大气

足够厚（是地球大气厚度的 100 倍至 1000

倍），其维持温带表面环境的时间最长达

80亿年。

研究团队指出，虽然仍需开展进一步

研究以解答许多遗留问题，如这类行星形

成的可能性以及液态水是如何出现的，但

以上结果表明，它们的宜居条件可能与地

球上的条件很不一样。他们指出，在研究

其他行星的宜居性时应保持开放的思想。

研究认为富含氢氦的系外行星长期宜居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29日电 （记者刘
霞）以色列和加拿大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撰文指出，他们利用

人工智能算法，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人类

用火的遗址之一，人类在此处用火的行为

可以追溯到至少 80 万年前。最新技术有

助于进一步揭示人类起源的秘密。

古人类对火的控制使用，据推测至少

可以追溯到 100 万年前。火的使用是智人

进化的一个关键因素，火不仅可以让人感

到温暖，还可用于创造更复杂的工具，让食

物变得更安全，从而有助于大脑的发育。

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内

仅发现了 5 个可追溯到 50 万年前人类用

火证据的遗址：位于南非的“奇迹洞穴”

和斯瓦特克朗、肯尼亚的契索旺加、以色

列的格舍尔-贝诺特-雅科夫、西班牙的

阿尔塔米拉洞。最新研究负责人之一、

魏茨曼植物与环境科学部的菲利佩·纳

塔利奥博士说：“我们可能刚刚找到了第

六个地点。”

传统考古方法对于早期古人类遗址使

用火源的识别，主要依赖于对蚀变沉积物、

岩屑和骨骼的视觉评估，如土壤变红、变

色、开裂、收缩、变暗等，但这可能会低估当

时人类用火的普遍程度。

而在新研究中，纳塔利奥等人开发

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光谱“温度

计”，并借此揭示，以色列最古老的遗址

之一——埃夫隆采石场存在被火烧过的

动物和岩屑残存，其年代介于 100 万至 80

万年前之间。

研究人员指出，通过将材料的化学成

分精确定位到分子水平，人工智能可以评

估石器被加热到的温度，最终提供有关过

去人类行为的信息。他们评估了该遗址发

现的 26件燧石工具的热暴露情况，结果显

示，有些工具被加热到超过 600 摄氏度。

此外，他们使用不同光谱技术分析了 87具

动物遗骸，发现一头已灭绝大象的象牙因

加热导致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

研究团队表示，他们开发的方法可以

应用于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可以帮助

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的用火行为是如何进化

的，从而进一步揭示更多与人类历史有关

的秘密。

AI 发现至少 80 万年前人类用火遗址

煤矿安全系
统中使用关键技
术的目标是最大
限度地减少事故
后果和快速救援
行动。图为俄罗
斯西伯利亚煤炭
能源公司运营的
博罗金斯基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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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12分段创建立方体。
图片来源：西班牙纳瓦拉公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