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单位，2019年开始对琉璃河遗址城址区和墓
葬区开展考古工作。3年间，琉璃河遗址陆
续发掘出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
似城外环壕 1 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
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多种文物100
余件。在这些考古挖掘中，考古工作者采用
了先进的科技考古技术和手段，取得了意想
不到的结果。

古DNA探明墓主人性别

古 DNA （脱氧核糖核酸） 研究是一个
新兴领域，从考古的角度告诉人们古代人群
的种族形态、饮食、营养、健康、社会身
份、风俗习惯、古人口统计学，以及遗传学
等方面的信息。

世界上最早的古 DNA 研究是在 1980
年，当时湖南医科大学在马王堆汉墓女尸中
成功提取DNA和RNA（核糖核酸）。

古DNA研究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借
助分子克隆新技术，在宿主菌中增殖后进行
测序；用少量 DNA 模板通过体外扩增方
式，获得大量的目标DNA拷贝，取量耗损
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样本的完整性；目
前采用新的测序方法即高通量测序技术，其
优势是大规模平行测序，对打断的DNA片
段同时分别测序，高效快速，可以较低的成
本获得更多的数据。

2021年，考古工作者对北京考古遗址博
物馆内原址保存的商周墓葬中的IM53号墓
墓主提取不同部位共计5个样本，送至北京
大学生物动态学成像中心进行古 DNA 检
测。颞骨岩部部位古 DNA 信息保存最好，
得到IM53墓主10%全基因序列。从古DNA
信息可以判断，墓主为男性，从母系线粒体
DNA可知其单倍体型为B4型，这种类型的

单倍体在东亚、东南亚和美洲土著群中广泛
分布。

薄荷醇加固提取有机物

按照组成材料理化性能的不同，通常将
文物划分为有机文物、无机文物和复合类文
物。其中有机文物一般包括漆器、纺织品、
纸张、皮革、骨角器等。在商周时期的有机
文物织物残片中，多数是附着于棺椁、青铜
器或其他随葬品之上，虽不乏纹理清楚文
物，但更多的是以腐蚀残留物的形式存在，
较难提取分析。

2021年，在北京琉璃河遗址墓葬发掘区
M1902墓中，3件青铜器表面覆盖着带有纹
饰的遗存织物印痕。针对这类彩绘漆器碎
片、木质遗迹、灰化丝绸、墓葬壁画等脆弱

的文物遗迹，如果不在发掘现场采取安全取
样保护性处理，珍贵的文物将面临损毁的危
险。此时，考古工作者采用了薄荷醇的提取
方式对这批文物进行取样。

薄荷醇是由薄荷的茎叶经过水蒸气蒸馏
提纯得到的一种无色针状结晶，是一种新型
的临时加固剂，广泛用于考古现场脆弱遗迹
的整体加固。薄荷醇在室温下有挥发性，提
取文物和遗迹时具有渗透深度深、提取能力
强、水润湿性好、挥发后基本无残留等优
势，相比环十二烷而言价格低廉，易得且无
毒，是很好的替代新材料。

在涂刷熔融的液体薄荷醇时，考古工作
者采用少量多次的涂刷方法，将文物表面覆
盖纱布，等待固化后即可加固文物。薄荷醇
在文物表面流动后形成中间薄、周边厚的分

布，中间需要进行多次加固才能牢固。待文
物具有一定的牢固性后，考古工作者再将其
安全转移到实验室，将预加固材料去除并进
行有效保护，用纤维形貌特征分析和红外光
谱比对相结合的方法鉴别纤维种类。

破壁发掘法精准挖掘墓穴

琉璃河遗址这次主动、大规模考古发
掘，创新了传统的考古发掘方法，首次采用
了破壁发掘法，就是在自上而下的田野式考
古发掘方法的基础上，与由外向内的发掘相
结合的新方法。

在挖掘M1902号墓时，考古工作者在墓
穴上面横向搭起垫板，人趴在墓的上方进行
清理。清理到靠近墓框边时因为视觉和角度
的原因，棺椁里的结构不好判断，这样就给
清理工作带来很多盲点，考古工作者经过多
次请教专家和参考其他墓葬的发掘方案，创
新地提出破壁发掘法。

北京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
晶说，破壁发掘法就像切蛋糕一样，我们将
墓穴一分为二，沿着中轴线破开墓室外东侧
二分之一部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这样
墓葬就呈现出一个清晰明显的剖面，就能从
侧面清楚地看到棺椁榫卯结构和木头断层，
直观展示墓葬的结构，精准还原器物的空间
位置。

随后，考古工作者对墓穴一些重点出土
的器物进行了部分清理，重点痕迹剖面被预
留，方便了精细化操作与精准发掘，辅以最
新的科技考古测绘手段和信息记录，有利于
还原和研究下葬过程和西周丧葬礼制。

这次采用的破壁发掘法清理并收集了琉
璃河遗址几十年考古发掘中未曾发现的多处
漆器、织物和木质遗存，如西周早期带纹饰
的丝织品、木质箭杆、席纹等。

（作者系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员）

假如全球大停电，不是一
时半刻、三五日、个把月，而
是不知道多久，你会怎么做？
这个情节就是日本影片《生存
家族》开篇所呈现的。

故事开始于某一天，整个
东京的电力设备突然失效，人
们以为只是一场简单的停电事
故，无需多时就能恢复。然而
事情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持
续性断电后，超市水粮售空，
交通瘫痪，整个东京生活全线
停摆。

生活在东京的铃木一家，
日常生活就此被打乱，这个普
通的一家人该何去何从？

事实上，以电力为基础的
现代社会，始于近两个世纪。
1752年7月，美国科学家本杰
明·富兰克林通过雷电实验，
证明了自然界电的存在，开启
了电学新时代。1800年，伏特
研制出化学电池，把电创造并
储存起来，这是电学历史上第
二个伟大瞬间。1855年，麦克
斯韦用数学公理化的方法将安
培、法拉第和亨利等人的电磁
学理论系统化，把电、磁和光
用一组方程式即麦克斯韦方程
组统一起来。电学方面的理论
大厦建成，人们开启了动手改
造和利用电的历程，这是电学
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电学成就
的第四个高光时刻，就是它的
普及和应用。这是由德国和美
国一批来自工业界的发明家完
成的。他们认识到电是一种能
量，并将它和产业革命联系起
来。1866年，德国的西门子受
到法拉第研究工作启发，发明
了交流发电机，随后由他自己
的公司制造使用，从此人类又
能够利用一种新的能量——电
能，并由此进入电力时代。

影片中，在大停电的背景
下，生活在大都市的一家四口
不得不开启“逃亡”之路，从
现代之都一路逃往农耕之地。
但这段逃亡与我们以往在好莱
坞大片中常见的场面恢宏的末
日大逃亡系列远远不同。在

《生存家族》 的逃亡之旅中，
不仅呈现出都市人群缺衣少
食、交通不便所带来的困难，
还有在水族馆饿到极点的人们
分食观赏鱼类的荒诞画面，甚
至富豪拿着劳力士、玛莎拉蒂
等奢侈品换不来一斗米的现实
情形，逃亡中人们被迫重归最
原始的“以物易物”，食物和
水源成为最宝贵的资源。

经历了重重磨难，一家人
终于来到海边的鹿儿岛和外公
喜相逢。在这里，一家人过上了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靠双手春种秋收，夏忙冬
藏，自给自足，其乐融融，回归农耕社会，
生活变得简单而幸福，而在返璞归真的生活
中，他们发现食物的珍贵，重拾刻骨铭心的
亲情。

人生中，总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正如席卷全球两年有余的新冠肺炎疫情，至
今仍无完全消散的迹象，疫情对人们的生产
生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但也让我们的
生活慢了下来，开始学着回归本心、回归真
实，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更加懂
得珍惜生活，关爱彼此。

影片的最后，星光闪耀的渔村在两年后
的某一天，路灯突然亮了、广播响了，一家
人又回到东京。城市依旧灯火璀璨，车水马
龙，苦难终究会被淡忘，但那些历经艰难得
到的美好，却永远留在心底。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普影视中心副主
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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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家族

钐，元素周期表第62号元素。
在莫桑德发现了镨钕混合物后，各国

化学家特别注意从已发现的稀土元素中分
离新的元素。1879年，法国化学家布瓦博
德朗利用光谱分析，在一些未知和已知稀
土元素的混合物中分离出当时未知的一种
新元素钐。1900年，法国的一家制药公司
在巴黎世界展览会上展示了一组从独居石
中制成的独一无二的稀土元素化合物，其
中就有氧化钐样品，纯度高达97.6%。

由于对氧族元素的结合力非常强，钐元
素可在冶金过程中作净化剂，将合金中的氧
元素和硫元素因反应而去除。钐在空气中表
面被氧化后生成三氧化二钐，有非常明显的
晶体结构，也被称为金属树突。钐能溶于盐
酸，生成黄色的氯化钐。氯化钐能在紫外线
的照射下发出微弱橘红色的光，并能吸收微
量的紫外线，于是人们将氯化钐添加到玻璃
中，用于吸收多余的紫外和红外辐射。

1969年初，第一代稀土永磁材料钐钴
磁体被成功研制出来。它是由钐、钴和其
他金属稀土材料按一定比例经特殊工艺熔
炼而成的合金，价格昂贵，易受钴市场价
影响而波动。它具有很强的抗腐蚀和抗氧
化性，是现今第二强磁性的磁铁，磁性仅
次于钕铁永磁体。这种磁体的磁饱和力和
磁感应强度都高于铁氧磁体，而且因其具
有很宽的使用温度区间，特别是在工作温
度180℃以上时，温度的稳定性和化学稳
定性都好过钕铁硼永磁体，因而被广泛应
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通信等领域中
的磁性传动装置、传感器、磁处理器、磁
力起重机等部件。

1969年，搭乘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登
陆月球的宇航员，就是使用含有钐钴磁体
的仪器进行定位和导航的，因为只有钐钴
磁体能够在月球极低的温度下完成这项工
作。这项应用也被世人看作是稀土用于尖
端技术的典范。在雷达探测系统、雷达磁
管控系统中，都有钐钴永磁的身影。民用
工业也能看到用钐钴磁体陀螺仪代替铁氧
磁体，制造小型定子磁场和微型马达等部
件，多用于汽车和自动仪表，可使电极效
率更高、力矩更大、重量和体积都更小。

钐-153放射性同位素药物能杀死癌细胞，同时对人体
的放射性危害比较低，可用于治疗癌症肿瘤的药物。而
钐-149则是一种很强的中子吸收剂，在核燃料衰变过程中生
成的钐-149会吸收慢中子，从而影响反应堆的正常运行。
钐-149是反应器设计和操作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当然也
能利用它添加到核反应堆控制棒中控制核反应的速度。

钐还能制作压电陶瓷。压电陶瓷是一种能将机械能
与电能相互转化的功能性材料，在机械应力的作用下能
使材料两端表面出现符号相反的束缚电荷，从而引起材
料内部正负电荷中心的位移，像电池一样出现正负极。
氧化钐就是其中一种制作压电陶瓷常用的陶瓷添加剂，
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陶瓷的烧结性、致密性，使陶瓷产
生合适的压电效应。

（作者系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化学教师、武汉市科学家
科普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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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十年发展成绩
单公布：从 2012 年到 2021 年，制造业增加
值从 16.98 万亿元增加到 31.4 万亿元，占全
球的比重从20%左右提高到近30%……一项
项亮眼的数据和提气的成就，标志着我国迎
来了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
性跨越。

关键设备的核心零部件通常必须具备质
量轻、强度高、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等
性能，而传统材料无法满足要求。随着科技
的发展，钛合金、镍合金、高性能陶瓷、陶
瓷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等新材料不断涌现。这些材料虽然能满足核
心零部件的性能要求，但加工极其困难成为

共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科研机构一直想尽
办法解决的难题。

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创新性技术，超
高速加工被制造业寄予厚望。所谓超高速
加工技术，是指通过提高加工速度来改变
材料的可加工性，提高材料去除率、加工
精度和加工质量的全新加工技术。超高速
加工速度比传统加工快 10 倍以上，在超
高速加工过程中材料来不及变形就被去
除。南方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研究发现，当
加工速度达到每小时 700 公里时，材料的

“难加工”特性消失，材料加工“转难为
易”。

钛合金就是典型的“难加工材料”，被

喻为材料中的“口香糖”，在加工过程中会
像口香糖粘牙似的“粘刀”，形成“切屑
瘤”。但当加工速度升高到临界值之后，钛
合金不再“粘刀”，更不会出现“工件烧
伤”等传统加工中常见的问题。此外，加工
损伤也会随着加工速度的升高得到抑制，形
成“损伤趋肤”的效应。

超高速加工技术不仅能提高加工效率，
更能提高加工质量与精度。基于“材料脆
化”与“损伤趋肤”等超高速加工理论，只
要达到临界加工速度，材料的难加工特性就
会消失，材料加工就会如“庖丁解牛”一样
容易。

目前，超高速加工技术的巨大应用潜力

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国际生产工程院将超高
速加工技术作为 21 世纪的核心研究方向，
日本先端技术研究会也将超高速加工技术列
为五大现代制造技术之一。

目前新材料不断涌现，超高速加工技术
有望彻底解决加工难题，给“难加工材料”
的高质高效加工带来一场革命，而被誉为

“工业母机”的超高速机床，则有望成为突
破“难加工材料”加工困境的利器。未来许
多行业生态也将因此发生变化，出现若干快
速增长的新领域，从而改变现有的商业模
式，促进制造业升级换代。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工学院副院长、
机械系讲席教授）

超高速加工：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的利器
□□ 张 璧

高科技高科技““神器神器””助力琉璃河遗址考古助力琉璃河遗址考古
□□ 董 瑜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桐）施普林格·自然
旗下学术期刊《自然·通讯》日前发表的一项
研究显示，雌性韦德尔氏海豹会将肝中的铁
转移至乳汁中，以此提升后代的潜水能力，
这个过程会牺牲雌性海豹自己的潜水能力，
导致它们的潜水深度和潜水时长有所减少。

韦德尔氏海豹因潜水能力而闻名，已被
记录到最长潜水时间为96分钟，这种能力离
不开它们血液和肌肉中大量存在的含铁蛋白。

和其他海豹科成员相比，韦德尔氏海豹
的哺乳期较长，为6—7周。哺乳期间，雌性
海豹主要依靠之前储存在体内的能量和营
养，体重可能会减少到100—150千克。雌性
韦德尔氏海豹不会每年繁殖，这可以让科研

人员比较繁殖期雌性海豹与非繁殖期雌性海
豹在不同季节的差异。

论文作者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对繁殖
期雌性韦德尔氏海豹与非繁殖期雌性海豹进
行监测，以此研究哺乳对后代的益处以及给哺
乳海豹带来的相关影响。论文作者分析了这些
雌性韦德尔氏海豹的血液和乳汁成分，以及潜
水行为的相应变化后发现，有幼崽的雌性韦德
尔氏海豹在哺乳期的铁转移指数会升高，而非
繁殖期雌性海豹就没有这种变化。

论文作者发现，繁殖后的雌性韦德尔氏
海豹会把铁从肝中转移至血液中，再到乳汁
中，这会减少它们自己的铁储备，这个过程产
生的乳汁的含铁量最高能达到陆栖哺乳动物的
100倍。论文作者认为，与非繁殖期雌性韦德
尔氏海豹相比，这种铁转移不仅会使雌性韦
德尔氏海豹断奶后铁储备减少，还会令它们
的平均潜水时长缩短约5分钟。

海豹用乳汁提升后代潜水能力

（视觉中国供图）

考古工作者采用薄荷醇对丝织品进行临时加固。 （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智能汽车时代，车路协同自动驾
驶凭借技术创新能力和智能优势，有望
成为新能源汽车之后我国汽车交通产业
下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而路侧端操作
系统的构建，将有利于掌握产业的主动
权和话语权。”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
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8月1
日在智路 OS （操作系统） 上线仪式上
表示，作为全球首个开源开放的智能网
联路侧单元操作系统，智路 OS 是自动
驾驶、单车智能+网联赋能技术路线的
重要基石，也是加速推动网联汽车走向
规模、商业化落地的关键环节。

随着汽车智能化进入深水区，车路
协同已成为关注的焦点，产业界纷纷寄
望于路侧OS能让高级别智能驾驶变得更
加完善。此次开源开放的智路OS就是一
套完整的软件和服务开放系统，能为智
能网联、高级别自动驾驶和交通数字化
管理等全场景应用，提供统一的车路协
同开发环境。产业界人士认为，智路OS
彻底开源，有望进一步促进智能网联产
业应用的多样化和规模化发展。

完善智能网联中国方案

“车辆智能化、网联化与车路云一体
化协同发展，行业跨度大，涉及领域
多，需要管理协调的问题也比较多。”工
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总工程
师刘法旺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
构龙头企业优势力量，依托北京经济开

发区着力打破孤岛效应，积极推进智能
网联汽车相关政策法规研究及管理实践
探索，加快推进汽车行业大数据平台
建设。

全球智能网联产业目前正处于从示
范走向广泛复制的窗口期，智路OS以高
等级自动驾驶技术为牵引，沉淀车路云
一体化软件架构，带动从底层芯片、架
构、操作系统到算法的全方位技术发
展，是具备全球竞争优势自主可控的核
心系统。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
主任孔磊认为，路侧边缘计算操作系统作
为连接车—云的关键一环，优先推进路侧

边缘计算操作系统开源开放，兼容标准化
的硬件设备，支撑各类应用开发，构建自
主可控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智路OS不仅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
域单纯的技术推进，还是对技术标准化、
协同化、生态化的推进。”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教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克强认为，在秉持车
路云一体化中国方案理念的框架下，智路
OS作为云控基础平台边缘云的边缘计算
节点，提供的统一底层软件，坚持走开
源、开放、多种类路侧设备与计算芯片兼
容研发之路，可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
案的技术生态更加完善，并逐步走向生态
与标准的和谐统一。

助力智能交通弹性建设

软件赋能网联生态，是智能网联和智
慧交通的灵魂。前端路侧智能化基础设施
完成部署后，软件建设能加速车路云一体
化建设，赋能交管高效管理，真正实现传
统交通到智能交通的转变。基于智路OS，
城市管理者可以适度超前部署前端基础设
施，保障基建结构的稳定性和前瞻性。

张亚勤认为，智路OS有望加快形成
以“车用OS+AI云+路侧OS”为核心的
全栈自主可控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体系，
为自动驾驶与智能交通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支撑构建更加安全、
便捷、绿色、高效的智慧城市生态。

“智路OS从第一行代码起就服务于
最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其‘高智能、高
精度、高实时、高并发’的性能满足了
最高标准的应用需求。”百度集团智能驾
驶事业群组总经理李震宇认为，智路OS
进一步向行业开放，可充分满足各类应
用场景的服务需求，将助力生态伙伴实
现数字化、网联化、自动化的建设与升
级，共筑高效、创新、共赢的开源环境。

当前的网联产业地域分散、管理分
散、数据分散，导致应用需要逐地适
配、逐地部署，成本高、效率低、多样
化、规模化的软件应用生态发展不起
来。智路OS统一的车路协同开发环境和
分发渠道，将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让网联应用走进大众生活。

我 国 智 能 网 联 生 态 筑 牢 “ 基 础 底 座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未来无人驾驶汽车应用场景未来无人驾驶汽车应用场景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