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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霞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9月22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据发表在 21日的《科学·机器人》杂志的

论文，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100 到

250 微米大小的太阳能机器人上安装了比蚂

蚁头还小的电子“大脑”，这样它们就可以在

不受外部控制的情况下自主行走。

这项创新为新一代微型设备奠定了基

础，这些设备可以跟踪细菌、嗅出化学物质、

摧毁污染物、进行显微手术并清除动脉中的

斑块。

这种新型机器人的“大脑”是一个互补金

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时钟电路，它包含

1000个晶体管，外加二极管、电阻器和电容器

阵列。集成 CMOS 电路产生一个信号，该信

号产生一系列相移的方波频率，进而设定机

器人的步态。机器人腿是铂基制动器，电路

和支腿都由光伏供电。

新 型 机 器 人 的 大 小 仅 为 搭 载 在 机 载

CMOS 电子设备上的大型机器人的万分之

一，并且可以每秒 10微米以上的速度行走。

研究人员之前已经开发出了可以爬行、

游泳、行走和折叠自己的微型机器人，但总是

有连接在一起的“线”。为了产生运动，这根

电线被用来提供电流，或者必须让激光光束

直接聚焦到机器人身上的特定位置。

“以前，我们必须操纵这些‘线’，才能从

机器人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反应。”康奈尔大

学物理学教授伊泰·科恩说，“现在我们有了

这些大脑，仿佛从提线木偶上解开了绳子，就

像匹诺曹有了意识一样。”

智能微型机器人用电子“大脑”自主行走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近期进行的

一项重要研究显示，迄今为止人类活动导致

全球气温上升 1.1摄氏度，由此引发的气候危

机已经令世界濒临 5个“灾难性”临界点，其中

包括格陵兰岛冰盖融化等。

研究人员指出，触发临界点将给世界带

来巨大影响，为维持地球上的宜居条件并使

社会保持稳定，人们必须竭尽所能防止越过

临界点。通过立即快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人类可以减少跨越临界点的可能性。

五个危险临界点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在《科学》杂志上

刊文称，他们评估了 2008 年以来的 200 多项

研究，这些研究涉及过往临界点、气候观测和

建模，总共发现了 16 个临界点的证据，其中 9

个全球性临界点包括：格陵兰岛冰盖融化、南

极西部冰盖崩塌、南极东部一处冰盖崩塌、南

极东部另一处冰盖崩塌、大西洋经圈翻转环

流（AMOC）局部崩溃、AMOC 全部崩溃、亚

马孙雨林消亡、永久冻土融化，以及北极地区

海冰在冬季流失。

研究显示，世界濒临五个危险的临界点：

格陵兰岛冰盖融化、北大西洋一条关键洋流崩

溃、富含碳的永久冻土突然融化、拉布拉多海

对流的崩溃以及热带珊瑚礁的大规模死亡。

该研究报告称，在气温升高 1.5 摄氏度

（目前预计的最低升温幅度）的情况下，这五

个临界点中的四个会从“有可能达到”变为

“很有可能达到”，另有五个临界点变为“有可

能达到”，包括北方大片森林发生变化和几乎

所有高山冰川消失。达到临界点指的是，越

过一个气温临界值，导致气候系统发生即使

全球变暖结束也无法停止的变化。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的戴维·阿姆斯特朗·麦凯博士表示，“我们可

以看到南极西部和格陵兰冰原部分地区、永

久冻土区、亚马孙雨林以及潜在的大西洋翻

转环流已经出现不稳定迹象”。

英国《卫报》网站在9月8日的报道中指出，

据科学家统计，全球升温幅度至少需要达到2摄

氏度才会触发剩余六个临界点。这些临界点将

在几年到几百年不等的时间里产生影响。

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称：“在全球升温

幅度超过 1摄氏度的情况下，地球已经离开了

一个‘安全的’气候状态。”

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尼可拉斯·伯尔斯

教授说：“这份报告及时更新了地球上潜在临

界点的信息。在气温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

触发临界点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

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升温 2摄氏度的情

况下，触发气候临界点的风险会变得很大。

达到临界点的重要影响

达到临界点将给世界带来重要影响，比

如格陵兰岛冰盖融化最终会导致海平面大幅

上升，北大西洋的关键洋流崩溃则会扰乱数

十亿人获取食物所依赖的降雨。

最近的研究显示，亚马孙雨林出现了不稳

定的迹象。亚马孙雨林的消失将对全球气候

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格陵兰岛冰盖和AMOC产

生深远影响。而且，在评估亚马孙雨林相关临

界点时，研究人员没有将砍伐森林的影响考虑

在内。麦凯说：“气候变暖和砍伐森林的共同

作用可能会大大加速这一进程。”

另外七个临界点将造成严重的区域性影

响，其中两个是：热带珊瑚礁消亡和西非季风

发生变化。科学家仍在研究的其他潜在临界

点包括：海洋氧气流失和印度夏季季风发生

重大变化。

研究人员指出，即使温度停止上升，一旦

冰盖、海洋或雨林超过临界点，它也将继续改

变到一个新的状态。过渡所需的时间取决于

系统，从几十年到数千年不等。如生态系统

和大气环流模式变化很快，而冰盖崩塌速度

较慢，但不可避免地导致海平面上升几米。

作者之一、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研究

员理查德·温克尔曼表示，越过一个临界点通

常很有可能触发其他临界点，进而产生级联

效应。但这种效应仍在研究中，因此并未包

含在这份研究报告中。这意味着，这份报告

展示的可能是最低危险。

尽力防止越过临界点

研究小组成员、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所长约翰·罗克斯特伦教授说：“世界正在走

向全球升温 2到 3摄氏度的未来。”

他还说：“这使得地球未来很可能越过多

个危险临界点，这些临界点对全世界的人们

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为维持地球上的宜居条

件并使社会保持稳定，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防

止越过临界点。”

麦凯说：“这项研究的确证实了为什么《巴

黎协定》设定1.5摄氏度的目标如此重要，且人

们必须为之努力。通过立即快速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人类可以减少跨越临界点的可能性。”

他进一步指出，要想缩减关键气温临界

值的范围，还需开展更多研究，当前的估值仍

不准确。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托马斯·斯托克尔教

授指出：“我们还远未完成涉及临界点的科学

研究，它才刚刚开始。要解答什么样的升温

幅度对哪个临界点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需

要更好的模型。”

格 陵 兰 岛 冰 盖 消 融 永 久 冻 土 突 然 融 化

多个“灾难性”气候临界点值得警惕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刘
霞）澳大利亚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通

讯》杂志上撰文指出，他们强化了基因组编

辑技术 CRISPR 的能力，使其能以前所未

有的准确性复制人类疾病，有望彻底改变

一系列治疗癌症的药物发现过程。

由澳大利亚沃尔特伊丽莎医学研究所

（WEHI）团队开发的这项技术可激活任何

基因，包括那些已经沉默的基因，从而能探

索新的药物靶点和耐药原因。而且，研究

人员首次利用这项独特的技术复制了一种

侵袭性淋巴瘤，并用该技术鉴定出一个基

因，该基因会使目前在澳大利亚使用的一

种新型血癌疗法产生耐药性。

双打击淋巴瘤（DHL）是一种富有侵

袭性的淋巴瘤亚型，影响名为 B 淋巴细胞

的白血细胞。

研究团队增强了称为 CRISPR 激活的

基因组编辑技术，以精确模拟 DHL。项目

负责人马可·赫罗尔德教授表示，其团队专

注于攻克 DHL，因为该疾病很难治疗，部

分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临床前建模，而

CRISPR 激活系统可识别特定的基因位点

并激活下游基因的表达。

赫罗尔德说：“如果没有能力建立疾病

模型，就很难在临床上正确测试哪些药物

对其有效。”

他强调称：“CRISPR 技术改变了科学

界和医学界的游戏规则，因为它允许我们

模拟 DHL等疾病，并首次对其进行适当的

药物治疗测试，未来很多人类疾病都可借

助这一技术更好地建模。”

基因编辑技术可准确复制侵袭性淋巴瘤

科技日报北京9月22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将少量模拟碎火星岩石与钛合金混合，在 3D

打印过程中制成一种更坚固、更高性能的材

料，可用于制造探索这颗红色星球的工具和

火箭部件。这一突破可以使未来的太空旅行

更便宜、更实用。

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人员对火星岩尘

（风化层）进行了测试。这是一种黑色粉状物

质，用于模拟在火星表面发现的岩石材料，其

通过火星探测器的机械臂收集。研究人员使

用基于粉末的 3D 打印机将模拟的火星岩尘

与钛合金混合。钛合金因其耐热性和强度而

常用于太空探索。

研究人员用高功率激光器将材料加热到

超过 2000 摄氏度使它们熔化。接着，将熔化

的混合物倒在一个移动的平台上，研究人员

可创造出不同的尺寸和形状。材料冷却后，

研究人员对其强度和耐用性进行了测试。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在打印中使用

了比例从 5%到 100%不等的火星风化层。仅

添加 5%的火星风化层制成的零件没有任何

裂缝或气泡，比单独使用钛合金的性能更好、

更加坚固。这意味着它可以用来制造重量更

轻的零件，并仍然能承受重载。而 100%由风

化层制成的物体更容易破裂并且缺乏强度，

尽管如此，该材料仍可用于制造涂料以保护

设备免受生锈或辐射损坏。

这项创新可以使直接在火星上制造零件成

为可能。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阿米特·班迪奥帕

迪称，载人飞船任务很难将所有东西都带到太

空，而且如果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忘记了一个工

具，也无法立即返回地球去取。此外，仅将1公

斤材料送入地球轨道就需要花费约 54000 美

元。因此，任何可以直接在太空或火星上制造的

东西都可以节省航天飞机的耗资和重量。

班迪奥帕迪表示，该研究仍处于早期阶

段，该团队希望通过使用不同的金属或 3D 打

印技术获得更好的结果。

火星尘埃能 3D 打印成火箭部件

科技日报北京9月22日电（记者张梦
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纳

米工程师已开发出抗肺炎微型机器人，它可

在肺部四处游动，提供药物并用于清除危及

生命的细菌性肺炎感染。在小鼠试验中，微

型机器人安全地消除了引起肺炎的细菌，小

鼠存活率达100%，相比之下，未经治疗的小

鼠在感染后 3天内全部死亡。研究结果 22

日发表在《自然·材料》上。

微型机器人由藻类细胞制成，其表面

点缀着抗生素填充的纳米颗粒。藻类提供

运动能力，使微型机器人能够四处游动，并

将抗生素直接输送到肺部的更多细菌中。

含有抗生素的纳米颗粒由微小的可生物降

解聚合物球体制成，这些球体上覆盖着嗜

中性粒细胞的细胞膜，嗜中性粒细胞是一

种白细胞。这些细胞膜的特别之处在于它

们吸收、中和细菌和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

炎症分子。这使微型机器人能够减少有害

炎症，从而使它们更有效地对抗肺部感染。

该团队使用微型机器人治疗患有由铜

绿假单胞菌引起的急性且可能致命的肺炎

的小鼠。这种肺炎通常会影响在重症监护

室接受插管的患者。研究人员通过插入气

管的管子将微型机器人施用于小鼠的肺

部。一周后感染完全清除，所有用微型机

器人治疗的小鼠都存活了 30天，而未治疗

的小鼠在 3天内死亡。

使用微型机器人进行治疗比静脉注射

抗生素更有效。后者需要使用比微型机器

人高出 3000 倍的抗生素剂量才能达到相

同的效果。相比之下，微型机器人每次给

每只小鼠提供 500 纳克抗生素，而静脉注

射提供 1.644毫克抗生素。

该团队的方法非常有效，因为它将药物

运输到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扩散到身体其他

部位。结果表明，靶向药物递送与微藻的主

动运动相结合可提高治疗效果，这是一种安

全、简单、生物相容和持久的方式。

通过静脉注射，有时只有很小一部分

抗生素会进入肺部。这就是为什么目前许

多针对肺炎的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导致

病情严重的患者死亡率居高。在此次的新

研究中，小鼠试验数据显示微型机器人能

提高抗生素的渗透性，杀死细菌病原体，从

而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同时，它的另一

项重要意义是向人们证明了将藻类细胞放

入肺部是安全的，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可

以有效地消化藻类及任何剩余的纳米颗

粒，换句话说，有毒物质“零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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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2日电 （记者张
梦然）你是“早鸟”还是“夜猫子”？人类的

活动模式和睡眠周期或会影响患糖尿病和

心脏病的风险。发表在《实验生理学》上的

新研究发现，唤醒/睡眠周期会导致代谢差

异并改变人体对能量的偏好。那些熬夜的

人利用脂肪获取能量的能力降低，这意味

着脂肪可能会在体内积聚并增加患Ⅱ型糖

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代谢差异与人们使用胰岛素促进细胞

吸收葡萄糖的能力有关。与“夜猫子”相

比，“早鸟”更多地依赖脂肪作为能量来源，

并且在白天更活跃，有氧健身水平效果也

更好。另一方面，“夜猫子”在休息和运动

时消耗较少的脂肪来获取能量。

美国罗格斯大学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

的“时间型”（在不同时间寻求活动和睡眠

的自然倾向）将参与者分为两组（早期和晚

期）。他们使用先进的成像技术来评估体

重和身体成分，以及胰岛素敏感性和呼吸

样本来测量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代谢。

研究发现，与“夜猫子”相比，“早鸟”在

休息和运动时消耗更多的脂肪作为能量，

“早鸟”对胰岛素也更敏感。另一方面，“夜

猫子”具有胰岛素抵抗性，这意味着他们的

身体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

他们也更喜欢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来源而

不是脂肪。这种代谢发生差异的原因尚需

进一步调查。

研究人员表示，“早鸟”和“夜猫子”之

间脂肪代谢的差异表明，人体的昼夜节律

或会影响使用胰岛素的方式，从而对人体

健康有重大影响。这一观察加深了对身体

昼夜节律如何影响健康的理解。

研究还发现，与全天久坐不动的“夜猫

子”相比，“早鸟”会更为活跃。

“夜猫子”患Ⅱ型糖尿病和心脏病风险更大

科技日报北京9月22日电（记者刘霞）据

美国太空网 20日报道，26日左右，太阳系中最

大的行星木星将与地球进行59年来“最亲密接

触”，从地球上看，届时这颗气态巨行星将位于

太阳的另一侧，这就是所谓的木星对冲。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马歇尔太

空飞行中心的天体物理学家亚当·科贝尔斯

基解释称，木星对冲很常见，每 13个月发生一

次，但对冲很少发生在木星最接近地球的地

方——近地点。不过今年，木星将在 25 日最

接近地球，26日发生对冲，届时其在天空中将

异常明亮和巨大，为人们观察其特征提供了

独特的机会。

NASA 的声明称，下周木星在与地球“亲

密接触”时，与地球的距离最近为 5.9亿公里，

最远为 9.6 亿公里。上一次木星与地球如此

接近发生于 1963 年 10 月，那次也是天文观测

者最近一次能在天空中看到如此巨大和明亮

的木星。

科贝尔斯基说：“木星和地球之间‘亲密

接触’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地球上看到木星一

些最迷人的特征。如果使用好的双筒望远

镜，至少可以看到三四颗伽利略卫星。”

迄今已知木星有79颗卫星，伽利略卫星是

其中最大的四颗。这些卫星被命名为木卫一、

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其中冰冷的木卫二

“欧罗巴”下面隐藏着一片广阔的海洋，成为研

究太阳系其他地方是否存在生命的主要目

标。欧洲航天局的“欧罗巴快帆”将探测这颗

卫星，其发射计划不早于 2024年。此外，欧洲

航天局还将发射“木星冰月”航天器，探索三颗

伽利略卫星，发射时间暂定为2023年4月。

木星将与地球进行59年来“最亲密接触”

迄今为止人类活
动导致全球气温上升
1.1 摄氏度，由此引
发的气候危机已经令
世界濒临五个“灾难
性”临界点，分别是格
陵兰岛冰盖融化、北
大西洋一条关键洋流
崩溃、富含碳的永久
冻土突然融化、拉布
拉多海对流的崩溃以
及热带珊瑚礁的大规
模死亡。图为全球临
界点图谱。

图片来源：波茨
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利用火星尘埃进行
3D打印工具和部件的方法。

图片来源：华盛顿州立大学

抗肺炎微型机器人的彩色 SEM 图像，
该微型机器人由覆盖有可生物降解聚合物
纳米颗粒（棕色）的藻类细胞（绿色）制成。

图片来源：《自然·材料》（A）蚂 蚁 旁 边 的
微型机器人。(B)机器
人的放大视图。(C)机
器人的一条腿 ,由刚
性面板、活动铰链组
成。(D)带有标记的主
要 电 路 块 的 电 路 的
CAD 布局图像。(E)微
型机器人控制电路的
光学显微镜图像。

图片来源：《科学·
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