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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今日视点

俄罗斯研究人员首先发现，基质金属

蛋白酶（MMP-9）基因的多态性变异与幽

门螺杆菌感染患者十二指肠溃疡的发展有

关。此外，他们确定了与在俄罗斯中部人

口中这种疾病发展的风险上升相关的特定

遗传标记。

由幽门螺杆菌引起的感染对十二指肠

消化性溃疡发展的影响尤其强烈。感染会

引起的胃酸增多和肠道壁黏液屏障的破

坏，在酸性环境中黏膜受损区域的持续发

炎导致溃疡形成。

医学实践表明，部分患者的这一过程

进展迅速且对肠道有深切影响，而在其他

患者中，即使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疾病也

不会发展。别尔哥罗德国立大学与沙特费

萨尔国王大学成功证明遗传因素在疾病的

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研究人员称，他们所获得的数据现在即

可用于实际的胃肠病学、医学遗传学和胃肠

病学的教学中。这项研究中确定的科学事

实，极大地扩展了对基质金属蛋白酶基因在

十二指肠溃疡形成中所起作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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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发现导致肠溃疡的基因

俄罗斯研究人员发现并研究了石墨烯

纳米粒子在流动液体中的自组织现象，这

为石墨烯材料应用于石油开采、太阳能等

领域提供了新机会。

纳米流体是蒸馏水和石墨烯的混合

物，其关键参数是黏度。

秋明国立大学科研人员发现了石墨烯

在流动液体中的自组织现象，并提出了一

种设计纳米流体的新方法。他们设计的一

个特殊的装置，能观察纳米颗粒在石油流

中的表现。

秋明国立大学应用与技术物理系研究

员法丽特·沙比耶夫介绍说：“石墨烯纳米

粒子沿着液体流排成一个平面，让冲力较

快的石油分子与冲力较慢的隔离开来，液

体分子似乎在从石墨烯薄片表面滑过。”

研究人员指出，获得的数据能更好地

利用纳米流体控制钻井内石油的性状，他

们已找到了基础液体与石墨烯混合的最佳

比例，能将液态烃黏度降低 17%。

新方法能控制钻井中石油性状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8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水沸腾的过程会消耗能量。据

近日发表于《先进材料》杂志的一项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

颖的表面处理方式，能够使水更容易达到

沸点，因此需要更少的能量。该处理改善

了决定沸腾过程的两个关键参数：传热系

数（HTC）和临界热通量（CHF）。

在材料设计中，HTC 和 CHF 通常会

存在权衡——其中任何一个参数的改进都

会使另一个变得更糟。但两者对于烧水系

统的效率都至关重要。现在，研究人员找

到了可以同时改善这两种特性的方法。

由于热表面和水之间的任何蒸汽膜都

会产生阻力，从而降低传热效率和 CHF

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设计了

3种不同的表面改性方法。

首先，研究人员添加了一系列微米级的

空腔管。这种10微米宽的阵列，间隔约2毫

米，控制气泡的形成，并将气泡固定在空腔

管上。这种分离会阻止蒸汽膜的形成。

研究人员还引入了一种更小的次级处

理作为第二种改造，在空腔管的表面增加

了只有纳米大小的凸起纹理。这增加了可

用表面积，提高了蒸发率。

最后，空腔管被安置在材料表面的一

系列柱体的中心。这些柱体通过增加更多

的表面积来加速液体从底部向其顶部的芯

吸过程。

结合起来，表面纹理的三个层级——

空腔管分离、纳米级纹理和柱体，大大提高

了沸腾过程的效率。

由于纳米结构还促进了气泡下的蒸

发，柱体保持了对气泡底座的稳定的液体

供应，因此可在沸腾表面和气泡之间保持

一层水，从而提高最大热通量。

三重设计大幅提高水沸腾效率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8日电 （记者张
梦然）据 18 日《自然·机器智能》杂志报

道，为了解动物如何学会走路和从绊倒中

学习，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

所（MPI-IS）研究人员建造了一个四足机

器狗“莫蒂”，它仅仅用了一小时就学会了

走路。

莫蒂充分利用了复杂的腿部力学，

通过贝叶斯优化算法指导学习：其足部

传感器信息与机器狗中运行的建模虚拟

脊髓的目标数据相匹配。机器狗通过不

断比较发送的和预期的传感器信息、运

行反射循环以及调整其电机控制模式来

学习行走。

在人类和动物中，中央模式发生器

（CPG）是脊髓中的神经元网络，可在没有

大脑输入的情况下产生周期性的肌肉收

缩。其有助于生成有节奏的任务，例如步

行、眨眼或消化。机器狗莫蒂在大约一小

时内比动物更快地优化其运动模式。

在机器狗平稳行走期间，来自其脚部

的传感器数据不断与机器狗 CPG 预测的

预期着陆进行比较。如果机器狗绊倒，学

习算法会改变腿来回摆动的距离、腿摆动

的速度以及腿在地面上的长度。调整后

的运动也会影响机器狗利用其腿部力学

的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CPG 发送经过调整的

电机信号，以便机器狗从此减少绊倒并优

化其行走。

论文第一作者、MPI-IS动态运动研究

小组的前博士生菲利克斯·鲁珀特表示：

“我们的机器狗实际上是‘天生’的，CPG

类似于大自然提供的内置自动行走智能，

我们已将其转移给机器狗。当数据从传感

器流回虚拟脊髓，与 CPG 数据进行比较，

如果传感器数据与预期数据不匹配，则学

习算法会改变行走方式，直到机器狗行走

良好且不会绊倒。”

中枢模式发生器是产生动物节律运动

行为的生物神经环路，是神经振荡器与多

重反射回路系统集成在一起组成的一个复

杂的分布式神经网络。近些年来，基于

CPG 的机器人运动控制成为仿生机器人

领域新的研究热点。科研人员让四足机器

人在极短时间内学会了走路，简单理解，就

是边走边学。它的 CPG 在不断进行模拟，

学习算法也不断根据传感器传来的数据和

模拟数据的差异进行调整。人工规划的机

器人步态太僵硬，而这种生物步态则能让

四足机器人更好适应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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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7月 18日电 （记者刘霞）
来自 IBM 欧洲研究院、西班牙圣地亚哥·德·
孔波斯特拉大学和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研究

人员首次改变了单个分子内原子之间的键，

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键。相关研究刊发于

最新一期《科学》杂志，有助科学家进一步理

解氧化还原反应并创造出新分子。

研究人员指出，目前制造复杂分子或分

子装置的方法通常相当具有挑战性，就好比

将一盒乐高玩具扔进洗衣机，并希望在其之

间建立一些有用的联系。但在最新研究中，

他们使用扫描隧道显微镜（STM）打破了分子

内的原子键，然后创建新键来定制分子，从而

大大简化了这项工作。

研究人员解释说，他们首先将样品材料放

入扫描隧道显微镜内，然后再破坏特定的键。更

具体而言，他们首先从四环化合物的核心提取四

个氯原子作为起始分子，随后将扫描隧道显微镜

的尖端移到一个碳（C）—氯（Cl）键上，用电破坏

原子键。对其他碳—氯键和碳—碳键这样做会

形成一个双自由基，留下6个自由电子，这些自

由电子可形成新键。

在一项创造新分子的测试中，该团队使用自

由电子（和一定量的高电压）形成对角碳—碳键，

从而得到了弯曲的炔烃。而在另一项测试中，他

们施加一定量的低电压，创造出了环丁二烯环。

研究团队强调，最新研究借助 IBM 欧洲

实验室开发的超高精度隧道技术才得以实

现，有助于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氧化还原反

应，并创造出新的分子种类。

科学家首次改变单分子内原子键
有助揭示化学反应过程并创造新分子

科技日报北京7月18日电（实习记者张佳
欣）通过模仿生命系统的特征，自组织激光有望

带来用于传感、计算、光源和显示器的新材料。

据近日《自然·物理》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英国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

展示了第一个自发自组织激光设备，它可以在

条件变化时重新配置。这项创新将有助于开发

能更好地模仿生物特性的智能光子材料，如响

应性、适应性、自我修复和集体行为。

虽然许多人造材料具有先进的性能，但

要将生物材料的多功能性结合起来以适应各

种情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人体的骨

骼和肌肉会不断重组其结构和组成，以更好

地维持不断变化的体重和运动水平。

该研究论文合著者、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

的里卡多·萨皮恩扎教授表示，新激光器大部分

是由晶体材料设计的，具有精确和静态的特性，

它能够融合结构和功能、自我重组并像生物材料

一样进行协作，这在模拟生物材料典型结构和功

能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激光是放大光以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光

的装置。该团队实验中的自组织激光是由分

散在液体中的微粒组成的，这种液体具有放

大光的能力。一旦足够多的微粒聚集在一

起，它们就可以利用外部能量产生激光。

研究人员用外部激光来加热一个 Janus

粒子（一侧涂有吸光材料的粒子），微粒聚集

在该粒子周围。这些微粒簇产生的激光可以

通过改变外部激光的强度来开启和关闭，这

反过来又控制了激光簇的大小和密度。

该团队还展示了如何通过加热不同的

Janus粒子，在空中转移激光集群，展示了该系

统的适应性。Janus 粒子还可以协作，例如改

变它们的形状和提高它们的激光功率。

论文合著者、伦敦大学学院化学系的乔

治奥·沃尔普博士说：“如今，激光在医学、电

信以及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这

种‘栩栩如生’的激光器有助于开发用于传感

应用、非常规计算、新型光源和显示器的坚

固、自主和耐用的下一代材料和设备。”

接下来，该团队将研究如何改善激光器

的自主行为，使其更加鲜活灵动。这项技术

的第一个应用可能是用于智能显示器的下一

代电子墨水。

首个可重配置自组织激光器问世
可 用 于 下 一 代 电 子 墨 水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可以提供先进的电

脑和软件，配备随时答疑的教练，让青少年自

由地学习从编程和机器人技术到音乐制作、

动画、摄影和平面设计的数字技术，而且还是

全部免费的，你会相信吗？近日，科技日报记

者就走访了这样一个免费为青少年提供数字

技术学习的机构——柏林 TUMO 青少年数

字学习中心。

未来的学习是什么样子

数字革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根本上改

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面对数字

化的挑战，重要的是让青少年在很小的时候

就学会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在时任总理默克

尔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大力支持下，2021

年 8月正式开始运营的柏林 TUMO 青少年数

字学习中心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源自亚

美尼亚的创新理念，TUMO 旨在免费为 12—

18岁的青少年提供数字学习机会。

“在 TUMO，年轻人可以在先进的环境

中免费学习如何使用各种数字技术。”柏林

TUMO 中心的工作人员利亚姆·布奇卡先生

对记者说。柏林的 TUMO 中心位于繁华的

威尔默斯多夫步行街一栋 5层的建筑中，在大

约 2000 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心布置着充满未

来感的电脑桌，100 台一体式台式电脑和 50

台笔记本电脑，还有专业的录音室和休闲的

豆袋沙发，足以同时容纳 150名学员。

布奇卡介绍说：“年轻人可以随时申请成

为 TUMO 的成员。我们只在课余时间开放，

学员需要选择固定的学习时间，每周两次，每

次两小时。目前我们可以提供 10个主题的学

习，包括编程、平面设计、机器人技术、动画制

作、游戏开发、电影制作、3D 建模、音乐制作、

摄影和绘画。每个主题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

级 3个阶段。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同时

选择1—3个主题，并自主决定学习进度。但是

只能在前一个阶段的学习，包括研讨会项目完

成之后，系统才会开放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未来的学习会是什么样子？”默克尔在

2021年11月参观柏林TUMO中心时特别谈到

了这个问题。按照TUMO创意技术中心（亚美

尼亚）首席开发官佩戈尔·帕帕齐安的说法，

TUMO没有入学要求，没有考试，没有成绩，没

有班级，没有学年，没有认证，也没有老师。因

为TUMO的教练是行业专业人士，而不是职业

教育者。TUMO的学习是在教练帮助下的引

导式自学和研讨会模式的创造性学习之间交替

进行。此外，学生们还可以参与由世界各地的

知名专家领导的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数字技术学习可以很欢乐

除了“免费、自主和创新”之外，“快乐”或

许才是孩子们喜欢 TUMO 最重要的原因。

13岁的提姆告诉记者，尽管家里有电脑，他还

是愿意到 TUMO 来学习。不仅仅是因为速

度很快的苹果电脑和舒适的酷炫座椅，更主

要的是在这里学习没有任何压力，有问题可

以马上获得帮助，学习间隙还可以玩益智游

戏。提姆说：“我在这里感到很快乐！”

16岁的弗朗茨在 TUMO 学习了半年，正

在设计自己的小游艇 3D 模型，他告诉记者：

“人们当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在家自学数字

技术，但 TUMO 有各种设计好的学习内容，

还提供各种应用软件，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教

练，学习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与教练

探讨。”另外，几个与他玩得很好的伙伴也在

TUMO 学习，他们一起参加研讨会，共同做

一个项目，这很有意思。唯一不足之处，弗朗

茨笑着说：“每周 4 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对我来

说略微有点少。”

TUMO 强调一种特殊的培训理念，位于

技术与设计的交汇处。年轻人在 TUMO 学

习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

想这样做。他们独立地塑造自己的发展道

路，并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TUMO 为孩子

们提供充分发挥潜力所需的工具和知识。值

得一提的是，TUMO 不提供证书或文凭。但

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个人在线作品集。该作品

集会自动更新并收录学生的作品，无论是软

件应用程序、动画电影、3D 模型还是视频游

戏。这种“活证书”是未来的雇主、大学招生

部门和家长更愿意看到的成果。

可持续问题尚待解决

不过，在感慨 TUMO 对青少年完全“免

费”的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对于提供这一服

务的机构而言，TUMO 中心的建设和运营费

用着实不菲。除了场地和设备，有报道称类

似的学习中心仅运营费用每年大约需要 250

万欧元。就像特许经营一样，世界各地的

TUMO 中心都要向位于亚美尼亚的 TUMO

总部支付许可费。各种应用软件和教练的

培训也需要付费。因此，仅靠私人捐助或政

府资助，无法支撑 TUMO 中心的大面积推

广。2011 年启动至今，TUMO 在全球只合

作建立了 7 个学习中心，而德国只有柏林这

一个。

由 于 柏 林 TUMO 中 心 最 多 只 能 提 供

1000 多个学习名额，人们不得不反思优质资

源的普惠性问题。柏林市 12—17 岁的青少

年有大约 18 万人，整个德国则超过 500 万

人，如何改善他们的数字教育环境？仅靠

TUMO 显然不够。有鉴于此，德国联邦教研

部近日投入 4500 万欧元，开始实施新的数

学、计算机、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MINT）行

动计划。相关项目将覆盖完整的教育链。诸

如“小研究员之家”倡议、青少年研究大赛、

MINT 集群、MINT 网络服务中心等项目，重

点是整合社会资源，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数字

学习机会。 （科技日报柏林7月17日电）

让 孩 子 快 乐 学 习 数 字 技 术
——访柏林 TUMO 青少年数字学习中心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8日电 （记者刘霞）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的科学

家将机器人技术与生物学相结合，为大肠杆

菌配备人工组件，构建出生物混合机器人，未

来有望执行抗癌任务。相关研究刊发于最新

一期《科学进展》杂志。

大肠杆菌是多才多艺的“游泳健将”，可

在高黏性液体中游弋，且具有极强的传感能

力。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进

一步增强大肠杆菌“超能力”的方法，为其配

备各式“武器”。

为构建出这款机器人，研究小组将几个

纳米脂质体连接到每个大肠杆菌上，这些球

形脂质体外层包裹着吲哚菁绿（ICG，绿色颗

粒），当受到近红外光照射时，ICG 会融化。

脂质体的水性核心内则包裹着水溶性化疗药

物分子（DOX）。研究人员还在细菌上附着

了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当暴露在磁场中时，

这种磁性颗粒可以作为微生物高速运动的助

推器。连接脂质体和磁性颗粒与细菌的“绳

索”则是一种非常稳定且难以破坏的链霉亲

和素和生物素复合物。

研究人员解释说，一旦这种生物微型机

器人集结在肿瘤所在之处，近红外激光会产

生温度达到 55℃的光线，触发脂质体的熔化

过程并释放出其内部封闭的药物。此外，低

pH 值或酸性环境也会导致纳米脂质体破裂，

因此药物会自动释放到肿瘤附近。

研究第一作者伯居尔·阿库勒珀格鲁说：

“具有医疗功能的基于细菌的生物混合微型

机器人未来或能更有效地与癌症作斗争。想

象一下，我们将这种基于细菌的微型机器人

注射到癌症患者体内，磁铁可精确地将粒子

导向肿瘤。一旦有足够多的微型机器人围绕

肿瘤，我们就用激光照射，触发药物释放。对

患者来说，这种给药方式是微创无痛、毒性最

小的，药物会在需要的地方，而非整个身体内

发挥作用。”

细菌混合微型机器人可在体内递送药物
未 来 有 望 执 行 抗 癌 任 务

在扫描探针显微镜尖端施加电压脉冲，可
以选择性地、可逆地将中间的分子结构转变为
右侧或左侧的结构。

图片来源：里奥·格罗斯/IBM

柏林的孩子们在TUMO青少年数字学习中心学习。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山摄

携带纳米脂质体和磁性纳米粒子的细菌混合机器人。图片来源：阿库勒珀格鲁/《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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