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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9月21日电（记者张梦然）
英国《自然》杂志21日发表的一篇工程学论文，

英国科学家团队展示了一组受动物启发的飞

行机器人，可以在飞行中建造 3D 打印结构。

未来的飞行机器人可以在偏远或难以抵达的

地点提供房屋或重要基础设施的建造支持。

人们已开发出地面机器人用于现场建

造，因为它们比人类建筑人员更安全、生产力

更高。但这些机器人受限于可操作的最大高

度，而且大型系统需要插入电源，这降低了这

类机器人的机动性。相反，自然中的建筑师，

比如黄蜂、白蚁和家燕则高度灵活，可以在飞

行中建造巢穴。

受这些自然建筑师启发，英国帝国理工学

院设计了一种新型制造方法，使用一组无系留

空中机器人，在人类监管下集群自行建造 3D

结构。他们分别开发了“建造无人机”用于放

置材料，“扫描无人机”则用于评估结构质量。

为了测试这个概念，研究人员同时还开发了四

种定制的水泥混合物供无人机建造。

这些空中机器人使用泡沫和水泥样材料

建造了概念验证的圆柱体，分别高 2.05 米和

0.18米。这些结构的建造精度很高，达到 5毫

米，这在英国建筑要求中是可接受的。无人

机可以依照蓝图展开协同工作，期间随时调

整技术，飞行时它们是完全自主的，但由人工

控制员监控。

研究人员认为，该技术已经在实验室进

行了测试，随着进一步开发，未来的空中机器

人可以帮助在难以抵达的区域建造结构，例

如危险地区、极高处或有自然灾害风险的偏

远地区。

仿生无人机实现空中建造3D“楼阁”

9 月 20 日，第六届中德汽车大会在柏林

召开。中德两国 400 多名代表参会。中国驻

德国大使吴恳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希望中德

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沟通对话，携手共创中德

汽车产业合作的美好未来。

吴恳表示，中德建交 50年来，经贸合作历

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超越社会制度和

发展水平差异，犹如汽车齿轮一样紧密咬合。

两国贸易额由建交之初全年不到3亿美元增至

2021 年的约 2351 亿美元。截至 2021 年，中德

双向投资总额超过 530亿美元，5000多家德国

企业在华投资，约 2000家中国企业在德经营。

这其中，汽车产业合作是中德双边关系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中国开放的市场环境，为德国车

企提供了获益丰厚、持续发展的沃土。与此同

时，成长起来的中国车企，也在持续深化与德

合作，助力德国汽车业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蔚来、比亚迪、长城等中资新能源汽车品牌相

继登陆德国。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与

宝马、大众等德企不断扩大合作。

吴恳谈到，然而，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潮

流、新冠疫情延宕，令当前中德关系面临诸多挑

战。特别是近期德国一些党派、官员和媒体炒作

对华依赖论，甚至脱钩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和保护主义色彩。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德两

国紧密的经贸关系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利及各

方。合作的意义在于各取所需，互利共赢，互相

成就。如果非要用“依赖”这个词来描述中德经

贸联系，那么这种依赖绝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

互的，即德国对中国依赖有多深，中国对德国依

赖同样有多深。除了汽车，在化工医药、机械设

备、电子电气等众多领域，中德早已形成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的格局，合作与协作程度很高。如

果人为设置障碍，鼓噪降低依赖甚至脱钩，势必

给两国，甚至中欧乃至全球的正常贸易与投资造

成巨大困扰，后果不堪设想。

吴恳强调说，今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同

朔尔茨总理视频会晤时指出，中德关系保持

高水平运行，关键是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这一宝贵经验和重要原则要始终如一坚

持下去。站在中德建交 50周年这一新的历史

起点，面对疫后经济复苏的共同任务和实现

碳中和的共同愿景，中德更应立足共同利益，

把握合作主基调。中国将坚持扩大对外开

放，加强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我们也期待

德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秉持务实态度和

长远眼光，保持中德合作持续互利健康稳定

发展，共同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踩油门，而

非刹车。展望下一个 50 年，我们将迎来新一

轮产业革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全球经济结

构加快重塑。我们应把握时代机遇，立足已

有根基，凝聚发展共识，深入沟通对话，携手

共创中德汽车产业合作的美好未来。

中国驻德大使在第六届中德汽车大会倡议——

共 创 汽 车 产 业 合 作 美 好 未 来

身处能源危机和气候目标的夹缝之中，

包括日本、德国、比利时等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重新燃起了对核电的兴趣，纷纷积极调整核

电政策：或延长现有核反应堆的使用时间，或

更早地建设新反应堆。

但专家指出，发展核电也面临灾难性事

故的风险以及尚未解决的核废料难题，同时，

核电站建设周期长，存在“远水无法解近渴”

的问题。

日本或建新核电站

外媒在报道中指出，在严重阻碍核能发

展的福岛灾难过去 11 年后，关于核能的风向

正在日本发生转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日本政府

正在考虑未来建设“配备新安全机制的新一

代反应堆”，这既是为了实现碳中和，也是为

了应对俄乌冲突以来一直影响日本的电力和

天然气价格飞涨。日本现在设定了到 2030年

核能发电量占其总发电量 20%—22%的目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正考虑重

启一些核电站并延长其使用寿命，如果经过

相关升级并通过监管机构的安全检查，一些

核电厂或许能够在其 40年运行寿命的基础上

再发电 20年。

日本政府的最新举措对于一个去年只有

不到 4%的电力来自核能的国家来说是在走回

头路，因为在 2011年以前，54个反应堆提供了

日本30%的电力。2011年，一场大地震引发的

海啸导致海水冲入福岛第一核电站，引发了自

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

核灾难，自此以后日本一直在减少使用核能。

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7 月 26 日，日本有 7 座核反应堆运行，

另有 3座在维修。

欧洲多国调整核能政策

能源危机及俄乌冲突当前，英国、法国、比

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

也开始积极调整核电政策，或延长现有核反应

堆的使用时间，或更早地建设新反应堆。

比如，原本正在放弃核能的比利时和德

国调整了相关政策。

据法国 24 电视台报道，比利时首相亚历

山大·德克罗发表声明称，比利时决定将退出

核电的时间延后 10 年。另据“德国之声”报

道，早在 2011 年，比利时曾计划于 2025 年全

面退出核电。比利时目前有两座核电站，共 7

座核反应堆。

此外，本该在今年底关闭最后 3个核电站

的德国也打破禁忌，因为其经济和气候保护

部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早在 2 月就认为，在俄

乌冲突的背景下，推迟关闭可能是“合情合理

的”。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多个核电站

2023年仍然可能会并网发电。

荷兰计划新建两座核电站。2021 年 12

月，荷兰发布 2025年前新联合政府计划称，本

届政府将新建两座核电站，现有博尔塞勒核

电厂核电站也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运行更

长时间。荷兰政府 2025年前将为新核电站建

设提供 5亿欧元财政支持。

英国政府提出到 2050年将核能发电装机

容量从现在的7吉瓦增加到24吉瓦，满足国内

25%的电力需求，并计划增加多达8个反应堆，

还将设立一个1.2亿英镑的核能启用基金。

法国则计划 2050 年新增 25 吉瓦核电装

机。根据马克龙的竞选计划，法国将坚持核

能的开发与利用，包括到 2050 年建成至少 6

座第三代核反应堆，首座新反应堆计划于

2028 年开工，于 2035 年投运，法国还将就建

造另外 8座核反应堆进行研究。此外，在保证

安全的基础上，符合条件的现有核电站使用

期限将延长至 50 年以上，预计到 2050 年，法

国将新增 25吉瓦核电装机容量。

仍受几大因素制约

目前，全球 32 个国家所发核电占全球电

力 10%。2021年 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自福岛

事故以来首次调高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下，到

205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将翻一番。

尽管如此，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

组科学家们承认，“未来核能的部署可能会受

到社会偏好的制约”，发生灾难性事故的风

险，以及尚未解决的核废料问题仍将导致民

众意见出现分歧。

此外，核电项目存在建设周期长、审批复杂、

建造技术难度大的特点，发展核电意味着巨大的

研发、投建和维护成本，因此各国目前已公布的

核电规划最终能否落地，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有关专家指出，“人们现在谈的是中期解

决办法，核电站建设周期长，远水解不了近

渴，无法解决目前及中期市场紧张的问题”。

能 源 危 机 促 核 电 重 新“ 受 宠 ”

科技日报北京9月21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美国杜克大学工程师已开发出一种可

伸缩的柔软表面，其可不断地自我重塑，以模

拟自然界中的物体。依靠电磁驱动、机械建

模和机器学习形成新的构型，该人造表面甚

至可学习适应破碎的元件、意外的约束或变

化的环境等障碍，未来或可应用于柔性机器

人、增强现实、仿生材料和特定主题的可穿戴

设备。这项研究发表在 21日的《自然》杂志在

线版上。

研究人员表示，此次的表面是可编程的，

配备了设计好的活性元件的柔软表面可在几

个形状之间变换形状，就像一张折纸，对光、

热或其他刺激的触发作出反应。

为了创造这样的表面，研究人员首先布置

了一个横梁网格，由一层薄薄的金层制成，包

裹着一层薄聚合物。单个梁只有 8微米厚，大

约是棉纤维的厚度，宽度不到 1毫米。它们十

分轻盈，磁力可很容易、快速地使其变形。

为了产生局部力，该表面被置于一个低

水平的静态磁场中。电压变化沿着金色网格

产生复杂但易于预测的电流，从而驱动网格

的平面外移。

研究人员称，这是第一个速度足够快的

人造软表面，可准确地模拟自然界中连续的

变形过程。一个关键的进步是结构设计，它

实现了电输入和所产生的形状之间不寻常的

线性关系，从而很容易弄清楚如何施加电压

来实现各种各样的目标形状。

新的“超构表面”展示了一系列变形和模

仿技能。它创造的凸起在表面上上升和移动，

就像毯子下的猫试图找到出路一样。有了监

控变形表面的摄像头，超构表面也可自己学习

重新创造形状和图案。通过缓慢地调整施加

的电压，学习算法接受3D成像反馈，并计算出

不同的输入对变形表面的形状有什么影响。

由于表面能通过试错来自学，它也能适

应损坏、意外的物理限制或环境变化。在一

次实验中，它很快学会了模仿鼓起的土堆，尽

管它的一根横梁被切断了。另一次实验中，

尽管网格的一个节点上被施加了重量，但它

还是设法模仿出类似目标的形状。

展望未来，研究人员希望创建具有集成

形状感知功能的机器人超曲面，以执行对自

然界复杂、动态表面的实时形状模拟，如水

波、鱼鳍或人脸。该实验室还考虑在原型中

嵌入更多组件，如车载电源、传感器、计算资

源或无线通信功能。

人造软表面可自主模仿自然形状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1日电 （记者张
梦然）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神经形

态工程中心研究团队宣布开发出一种能进

行高度可靠神经形态计算的人工突触半导

体器件，解决了神经形态半导体器件忆阻

器长期存在的模拟突触特性、可塑性和信

息保存方面的局限。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

《自然·通讯》杂志上。

模仿人脑的神经拟态计算系统技术应

运而生，克服了现有冯诺依曼计算方法功

耗过大的局限。实现使用大脑信息传输方

法的半导体器件需要一种能表达各种突触

连接强度的高性能模拟人工突触装置。当

神经元产生尖峰信号时，这种方法使用神

经元之间传输的信号。

KIST 团队微调了活性电极离子的氧

化还原特性，以解决阻碍现有神经形态半

导体器件性能的小突触可塑性。研究团队

在突触装置中掺杂和使用各种过渡金属，

以控制活性电极离子的还原概率。研究发

现，离子的高还原概率是开发高性能人工

突触装置的关键变量。

因此，研究团队将具有高离子还原概

率的钛过渡金属引入现有的人工突触装置

中。这保持了突触的模拟特性和生物大脑

突触处的设备可塑性，大约是高电阻和低

电阻之间差异的 5 倍。此外，他们开发了

一种高性能的神经形态半导体，其效率大

约提高了 50倍。

此外，由于掺杂钛过渡金属的高合金形

成反应性，与现有的人工突触装置相比，信

息保留率提高了63倍。此外，包括长期增强

和长期抑郁的大脑功能可更精确地模拟。

该团队使用开发的人工突触设备实现

了人工神经网络学习模式，并尝试了人工智

能图像识别学习。结果，与现有的人工突触

装置相比，错误率降低了60%以上；此外，手

写图像模式识别准确率提高了69%以上。研

究团队通过这种改进的人工突触装置证实

了高性能神经形态计算系统的可行性。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极大地改善

了突触的运动范围和信息保存，这是现有

突触模拟的最大技术障碍。新开发的人工

突触装置表达突触各种连接强度的模拟运

算区域得到了最大化，因此基于大脑模拟

的人工智能计算的性能将得到提升。

人脑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来自近千亿

个神经元与突触互连的复杂网络。受大脑

认知的启发，神经形态计算应运而生，并以

效仿生物的神经网络为目标。在本研究

中，改进的人工突触显示出类脑人工智能

的基本要素，且具有优于冯诺依曼架构性

能的潜力。但最终，它还需兼具高可扩展

性和成本效益，才可以真正为开发有高级

认知功能的神经形态智能计算机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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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1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

首次破译了一种使皮肤癌转移到大脑的机

制，并利用现有的治疗方法成功地抑制了

60%到 80%的扩散。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

一期科学期刊《JCI洞察》上。

研究人员发现，在脑转移的黑色素瘤

患者中，癌细胞会招募被称为星形细胞的

细胞，星形细胞存在于脊髓和大脑中，负责

大脑的动态平衡或维持稳定状态。

研究人员称，在中风或创伤时，星形

胶质细胞首先会纠正这种情况，而癌细胞

正是与它们相互作用、交换分子并破坏它

们的细胞。此外，癌细胞会招募星形胶质

细胞，它们不会抑制转移灶的扩散，因此，

它们在黑色素瘤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相

互作用区产生局部炎症，增加通过血脑屏

障的渗透性，以及癌细胞的分裂和迁移。

它们之间的沟通反映在星形胶质细胞开

始分泌一种名为 MCP-1 的促进炎症的蛋

白质，作为回应，癌细胞开始表达其受体

CCR2 和 CCR4，研究人员怀疑这两种受

体对与星形胶质细胞的破坏性交流负有

责任。

为了验证该假设，研究团队试图在基

因工程实验室模型以及原发黑色素瘤和脑

转移的 3D 模型中抑制蛋白质及其受体的

表达。为此，他们同时使用了一种抗体和

一种小分子，旨在阻断 MCP-1 蛋白。他

们还利用 CRISPR技术对癌细胞进行了基

因 编 辑 ，并 切 除 了 表 达 两 种 相 关 受 体

CCR2和 CCR4的两个基因。每种方法研

究人员都能够延缓转移灶的扩散。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治疗方法成功地

延缓了癌细胞向大脑的渗透以及随后在整

个大脑中的扩散。

皮肤癌转移到大脑机制首次破译
实验中将肿瘤扩散抑制 80%

科技日报北京9月21日电（记者刘霞）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行星防御任务即将执

行。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20日报道，

执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双小行

星重定向测试”（DART）任务的航天器将于9

月26日撞击小行星“迪莫弗斯”，以尝试改变

其运行轨道。

DART 飞船重 500 公斤，于去年 11 月

24 日发射升空，预计将于 9 月 26 日抵达其

目的地，即 780米宽的小行星“迪迪莫斯”，

随后撞上 160 米宽的“迪莫弗斯”，并试图

改变其运行的轨道。

在西班牙格拉纳达举行的欧洲行星科

学大会上，DART 任务科学家、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的安迪·里夫金表示，“迪迪莫

斯”和“迪莫弗斯”都不会对 1100 万公里外

的地球造成任何威胁，但他的团队希望此

次试验获得的结果，为他们未来应对潜在

致命的太空岩石提供重要参考。

如果 DART 以每秒 6.6 公里左右的速

度撞击“迪莫弗斯”，会改变其运行轨道持

续至少 73 秒，大约改变 10%。不过研究人

员认为，如果能改变其轨道持续 10 分钟，

才会被认为试验取得了成功。

尽管DART上有一个摄像头，但在飞船

撞击小行星时会被摧毁，因此无法看到撞击

结果，研究团队将依靠9月11日从DART上

分离的“意大利轻型立方体卫星成像”开展

详细观测。在距离撞击陨石坑55公里的地

方，该装置将使用两台摄像机拍摄撞击的图

像记录数据，并测量撞击对“迪莫弗斯”的动

力学影响，以及撞击现场产生的任何羽流。

此外，包括哈勃望远镜和詹姆斯·韦布

在内的多个地面望远镜和空间观测站也将

提供支持，它们将测量“迪迪莫斯”的运转

周期，并将其与过去的观测结果进行比

较。里夫金说：“当‘迪莫弗斯’移动到‘迪

迪莫斯’前面时，会导致‘迪迪莫斯’亮度下

降，通过测量亮度变化，可以获得‘迪莫弗

斯’环绕‘迪迪莫斯’的运行周期。”

里夫金认为，任务是否成功需要数周

甚至数月时间才能揭晓。欧洲航天局计划

2024 年发射“赫拉”航天器，以更详细地记

录撞击的后果。

首个行星防御任务即将执行
NASA拟用航天器把小行星撞离轨道

荷兰政府认为，
核能可以补充太阳
能、风能和地热能，
也 可 用 于 氢 气 生
产。通过核电站建
设，荷兰将减少天然
气进口依赖。

图为荷兰目前
唯一运转中的核电
厂博尔塞勒核电厂。

图片来源：能源
监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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