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王璐丹 视觉编辑：喻萍12 新知
奇妙科技

社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总编室：0311—67563100 广告发布编号：13010020170004 河北日报广告业务部：0311—67563302 67563303 2021年度定价：536元 印刷：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超“钢”蜘蛛丝
做成纳米机器人

近期，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陶虎团队与
上海交通大学夏小霞、钱志刚合作，用基因重组的蜘蛛丝蛋白3D
打印出纳米机器人，加工精度达到14纳米，这一技术有望用于智
能仿生感知、药物递送纳米机器人等领域。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
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

人们生活中毫不起眼的蜘蛛丝，其实是自然界中的一种高
强度纤维，它的硬度和韧性甚至要比同尺寸的钢丝强上一倍，但
缺点是产量小且非标准化。为了批量获得“升级版”蜘蛛丝蛋
白，研究人员从天然蜘蛛丝中提取出一段强度表现好且重复性
好的基因序列，转入大肠杆菌中培养，进而生成 3D 打印所需的
蜘蛛丝蛋白。

用电子束进行三维光刻可以进一步提高加工精度，但此前由
于各类材料强度不够，电子束三维光刻容易坍塌。因为经常与蚕
丝、蜘蛛丝打交道，陶虎想到了蜘蛛丝蛋白。“太不可思议了！蜘蛛
丝蛋白天然抗菌，力度好，可降解，成功实现三维光刻，并将3D打
印的加工精度从百纳米级提升到了14纳米。”陶虎说，“14纳米相
当于蜘蛛丝蛋白单个分子的尺寸，已经迫近了精度极限。”

因为要在血液等环境中游动，纳米机器人被设计成了鱼的形
状，“小鱼”身上最精细的部位是它的须子，只有50纳米粗细，约为
头发丝直径的千分之一。

有趣的是，这样3D打印出来的“小鱼”虽然没有动力系统，但
却可以在人体血液中自由游动。研究人员从基因层面对蜘蛛丝蛋
白做功能化修饰，使“小鱼”可以将人体内普遍存在的葡萄糖作为
生物燃料，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氧气，一个个包裹着氧气的小气泡围
绕在“小鱼”周围，当气泡破裂便可驱动“小鱼”向特定方向游动。

国际小行星中心近日最新发布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刚发现
的一颗新彗星C/2021 S4（Tsuchinshan）（Tsuchinshan为“紫金山”
的威妥玛式拼法）。这是该台发现的第7颗彗星，也是第5颗以“紫
金山”命名的彗星。

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介绍，9月29日晚，中科
院紫金山天文台盱眙观测站开展了整夜巡天观测。北京时间9月
30日2时31分15秒，一颗新的天体进入了近地天体望远镜的视
场。当时该目标的亮度为20.5星等，视运动速度为0.0767352度/
天，视运动速度与典型的主带小行星有很大差异。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其确定为重要目标，启动了后随跟踪
观测，并向国际上共享了数据，发起了国际后随跟踪观测需求。意
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天文工作者相继开展了观
测。10月8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公布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
一颗新彗星。

彗星是太阳系中的重要天体，其“体内”封存了太阳系形成初
期的大量原始信息，对研究太阳系的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赵海
斌表示，此次新发现的C/2021 S4 （Tsuchinshan）是一颗运行在
外层太阳系的远距离彗星，到太阳的最近距离超过10亿公里。它
的轨道是个非常扁的椭圆，偏心率达到0.938，轨道周期超过1000
年，是一颗非常典型的封存了太阳系早期信息的天体。目前该彗
星正朝着接近太阳的方向运动，再过2年多时间将会来到近日点，
届时是公众一睹其“芳容”的好机会。

一支以我国科学家为主的国际联合科研团队通过实验发
现一种新的声子激元“幽灵”模式，革新了极化激元领域的教科
书定义。

极化激元是一种存在于材料表界面上的电磁模式，具有“半光
子—半声子”的属性，能将光场压缩聚焦至很小尺度，因而可用作
集成光子芯片中信息的载体，实现在纳米尺度上的光信息传输和
处理。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戴庆介绍，不同
种类的极化激元通常被归纳为两类传播模式，即沿着材料界面传
播的表面模式和在材料内部传播的体模式。此次研究突破了固有
认识，证明在方解石晶体中存在第三种极化激元模式——“幽灵”
双曲极化激元。“新模式具有易激发、高限域的特点，这为极化激元
的激发提供了新途径，也将为新型红外光子器件的设计带来便
利。”戴庆说。

研究团队通过理论预测及计算，发现当方解石晶体的光轴和
晶体界面存在一定夹角时，就可存在“幽灵”双曲极化激元。同时，
团队证明了能够通过改变双折射晶体的光轴朝向，来调节极化激
元模式分布。团队预测，除方解石晶体以外，石英、氧化铝等常见
的双折射晶体中可能也存在“幽灵”极化激元。

极化激元是目前凝聚态物理、微纳光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交
叉的前沿科学领域，也是我国传统优势研究方向之一。

一段录音显示，澳大利亚一只麝鸭能够模仿人类说话，是目前
已知第一只“会说话”的鸭子。

据法新社报道，在荷兰生物学家卡雷尔·滕卡特公布的一段录
音中，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只名叫“开膛手”的麝鸭能说出英语
短语“你这该死的傻瓜”。一名叫彼得·富拉格的研究人员1987年
录下这只雄性麝鸭的“口技”，但直到被滕卡特发现才公开。录音
中，当年4岁的“开膛手”会一遍遍重复这个短语，但不能发出英文

“傻瓜”(fool)中最后一个字母L的音。
滕卡特撰写的研究报告说，“开膛手”往往在交配期说这个短

语。求偶时，雄性麝鸭通常重复发出声音并配合以脚踢击退竞争
者。“开膛手”会做出同样动作，但似乎以这句骂人的话取代了寻常
的鸭子叫声。当年为了录到“开膛手”说话的声音，富拉格会在接
近笼子时故意激怒它。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英国杂志《皇家
学会生物学分会学报·哲学汇刊》。

富拉格当年还录下“开膛手”发出的类似关纱门声。“开膛手”
还是只小鸭子时被养在一个水槽里，水槽边有一扇纱门。

先前已知只有几种动物会模仿人类说话或其他声音，包括少
数鸣禽、海豚和大象等，但不包括鸭子。

（本组稿件/河北日报记者王璐丹综合新华社电）

“开箱”天舟三号

货运飞船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运输、存
贮货物，运输、补加推进剂，并将废弃物收
集、存放，带回大气层销毁，天舟三号此行也
不例外。

天舟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
建造阶段的第二次货物运输应用性飞行，货运
飞船为满载状态，运载了可支持3名航天员6
个月的在轨驻留物资、空间站备份设备、空间
科学载荷等货物。此外，天舟三号还携带了补
加推进剂等上行物资，在停靠期间还具备并网
供电能力，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供电支持。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总指挥冯永在公开报道中介绍，天舟三号携
带的货物主要包括航天员生活物资、航天饮
水、气体补给、卫生用品、应急储备物资、出
舱消耗品、维修备件和实验载荷等，与天舟
二号基本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天舟三号随身携带的大
多数货物都是用标准化、型谱化的货包装载
的。这些货包不仅具有良好的力学承载性
能，还有抗菌、防霉、阻碍燃烧、无有害气体
挥发等多个优点，有趣的是，这种货包材料
的研发灵感竟是源于螃蟹壳。

“经过大量探索和试验，研制人员从‘横
行将军’螃蟹的壳里提取了一种特有成分，
经过特殊工艺、特殊制作，研发出性能优异
的天舟货包材料。”谈到货物，有关专家表
示，这次天舟三号带的货特别“贵”！具体而
言可以用三个“贵”概括。

一是珍贵。太空是一个接近真空的环
境，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生存需要适宜的大气
环境，所以“大礼包”中有一样特殊而珍贵的
货物，就是气瓶。它是用特种复合材料制
成，可以充至300倍大气压力，充1瓶氧气就
能供航天员使用很长时间。

二是宝贵。航天员长期在空间站驻留
生活，除了空气之外，更离不开宝贵的水资
源。天舟三号带了多组水箱，这些水箱均采
用了轻质、柔软材料制成的“水囊”包装，不
仅可以保证饮水安全，还可以在饮水用尽后
更好地收纳。

三是金贵。天舟三号带的货物里最“金
贵”的要数舱外航天服，其主要功能是为航天
员提供太空中生存所需的供氧、调温、辐射防
护等。这套装备重达90多公斤，价格也相当
可观，据信超过8位数。货运飞船系统为了
上行运输这套“装备”，专门设计了舱外服支
架，保证其运输过程中不会损坏“一针一线”。

专家介绍，在充分继承天舟二号货运飞
船研制和飞行成果基础上，天舟三号货运飞
船整体开展了系统优化设计，简化了平台配
置，提高了运输效率，元器件也更加自主可
控。最明显的是，天舟三号在货物装载方面
进行了持续优化和改进。“相比天舟二号，天
舟三号货物装载的密度更大了，货物在发射

场安装的效率更高了。而且，为了满足航天
员6个月的需求，天舟三号的整船装载能力
更高，装载的货包数量比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装载的数量增加了25%。经过优化设计，货
格的‘外墙面’会更加舒适、美观。”

最强“快递”抵达背后的河北力量

上天无小事，安全可靠是第一要务。
本次任务，网络通信研究院（54所）的测

控通信系统再次实力担当，为天舟三号货运
飞船成功发射提供坚实保障。

筑牢“安全锁”——
地面安全遥控系统是火箭发射的必要

条件，也是最低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安控
系统出现故障，那么火箭就不能发射。网
络通信研究院有关专家表示，安遥系统用
于发射任务的主动段，通过对火箭发射过
程中的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监控，来分析判
断火箭的状态。技术人员称它为火箭发射
的“安全锁”。

编织“测控网”——
网络通信研究院研制的多型号统一测

控系统、遥测系统编织成疏而不漏的“测控
网”，在火箭发射和天舟三号飞行全过程，通
过接收和发送指令，精确测量火箭和飞行器
的速度、距离、飞行姿态和角度，为火箭发射
和天舟三号成功入轨提供精确数据，控制飞
行器按照预定轨迹飞行。

“在本次任务中，数十套地面、船载测控
通信设备构成了高效可靠的‘空-地信息高
速公路网’，共同完成发射、对接、运行及后
续遥测和数据通信任务。”网络通信研究院
测控系统总师李志骞介绍。

随着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网络通信研
究院的测控技术也在不断提升。测控系统具
备数传解调、上行话音、遥控、遥测、测速距等
功能，能够实现星地间的语音通信、图像传输
等关键功能，还具备逃逸指令本地发送功能，
为发射阶段的安全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天舟三号和核心舱的对接中，测控通
信系统也大显身手。据介绍，具有双点频双
目标跟踪能力的测控通信系统，能够同时跟
踪不同频点的两个目标，是实现航天器对接
的关键系统，能精准地控制飞行器进入预定
轨道，也为监视对接后的航天器工作状态创
造了有利条件。

架起“千里眼”——
网络通信研究院研制的卫星通信装备

负责将各测控站点的话音、图像、测控数据
发送至中心，为指挥决策提供支持。

“它就是指挥中心的眼睛、耳朵，为了让
画面和语音更加连续、清晰，传输更快，我们
在不断提升技术水平，进行升级改造。”网络
通信研究院卫星通信系统总师李晓芳说。

据介绍，网络通信研究院为国内多个站
点新建了固定卫通站和车载卫通站，并对海
外多个站点现有的卫星通信设备进行升级

改造。在新建和升级后的系统中，研究院自
主研制生产的大功率功放和高速调制解调
器全面代替进口设备，升级后的系统采用高
阶调制、高效编码等技术，固定卫通站和车
载卫通站传输能力大幅提升，增强了任务数
据传输的保障。

新任“太空人”十月接力上天

9月16日上午，神舟十二号完成了撤离
后与空间站组合体的绕飞及径向交会试验，
成功验证了“径向交会”技术。

专家介绍，所谓“径向交会”，就是指航
天器从空间站组合体的下方垂直向上对
接。此前，我国在太空进行的航天器交会对
接，都是水平方向的，包括前进方向交会和
后方交会。

以往飞船前向和后向对接是处于一个
追赶的状态，而到了径向对接的时候，空间
站保持平飞状态，需要飞船竖立飞行或者
俯仰飞行，比平飞状态要更复杂。在中国
空间站的建造计划中，将来会有两艘载人
飞船同时停靠，这一次神舟十二号飞船停
靠的是前向对接口。而如果增加一艘载人
飞船，就要停靠在节点舱下方，面向地球的
径向对接口。

据介绍，“径向交会”技术的验证就是在
为神舟十三号“铺路”。目前，神舟十三号已
经做好了发射准备工作，预计将在 10 月择
机发射升空，神舟十三号将以这种方式与天
和核心舱对接。

神舟十二号才刚回来不久，为啥神舟十
三号就这样“急吼吼”发射呢？

有专家表示，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有能力
确保、支撑这样密集频繁的发射工作。另一
方面，考虑到空间站寿命有限——大约 10
年左右，需要尽快完成空间站前期的组装和
装修工作。

不少网友好奇，“天宫”空间站里是不是
只有“三个床位”，所以需要前三人先“回地
球”，后续的三名航天员才能继续上去？

其实并非如此。
据报道，除了核心舱的三个床位，空间站

在实验舱还有三个床位，而且空间更大、更舒
服。“这有点类似凌晨头一班高铁需要空车运
行测试线路状态，空间站在前期也需要这样
必要的‘空车’。”专家解释道，“空间站目前还
处在试运行阶段，这个阶段，各方面的设备功
能还没有完全运转起来，等到后期进入常态
化工作，才有可能进入满员状态。”

纵观我国航天历程，不难发现，中国航
天的特点就是“稳扎稳打”。

“航天工程很难实现弯道赶超，我们一
定是先到月球，充分验证测控着陆技术，做
好技术保障之后，才能去火星。我们不盲目
追求高大上的目标，就按自己的步子走，所
以才能看到神十三接着神十二这样密集的
排兵布阵。”专家说。

近些年，家长对孩子身高的期望值不断
增加，孩子的身高越来越成为许多父母心中
的大事。“增高针”逐渐进入家长们的视野，
有的家长甚至为此一年花费十几万元。那
么打“增高针”真的管用吗？有没有副作
用？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增高针”是一种生长激素

“市面上所谓的‘增高针’其实是一种生
长激素。”河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刘
丽君介绍，这种生长激素是重组人生长激素
的简称，和人体自然分泌的生长激素结构十
分相似。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是治疗儿童
身材矮小的药物。”刘丽君介绍，人工合成的
重组生长激素是通过基因重组大肠杆菌分
泌型表达技术生产的，在氨基酸含量和蛋白

质结构上与人脑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一致。
一提到激素，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它

会不会令身体发胖、骨质疏松……？
对此，刘丽君解释，人体内已知的激素

种类有1000 多种，人们通常所说的激素一
般是指糖皮质激素，长期使用它确实会产生
许多副作用，如肥胖、骨质疏松、抑制儿童生
长等，这类激素不适宜长期给孩子使用。

而生长激素是人体脑垂体前叶分泌的
一种肽类激素，由191个氨基酸组成，可促
进骨骼生长，促进机体合成代谢和蛋白质合
成，促进脂肪分解，是儿童身高增长不可缺
少的一种激素。

“由此可见，生长激素虽然也叫激素，但
无论从来源、化学结构，还是从生理、药理作
用上来说，都与糖皮质激素完全不同，也不
会产生上述副作用。”刘丽君说。

既然生长激素可以促进生长、副作用
小、安全性高，是不是就可以给孩子使用了？

“对于符合适应症的身材矮小儿童，重
组人生长激素能起到促进身高增长、改善成

年身高的作用。”刘丽君表示，其有效性和安
全性有赖于儿童矮身材的病因、治疗时的年
龄、骨龄、遗传靶身高以及整体的身体健康
水平，在治疗过程中还需要严密监测，不断
调整剂量，才能保证有效性和安全性。

“增高针”不能想打就打

虽然生长激素是儿童身高增长不可缺
少的一种激素，但刘丽君也表示，生长激素
的促身高作用只对骨骺未闭合的儿童有效，
当骨骺基本闭合时，即便注射生长激素也无
济于事。

“从原理上来讲，若骨骺线未闭合，注射
生长激素是可以再长高的。”刘丽君表示，不
过判断哪些人需要注射该类生长激素，是一
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绝非想打就能打。

儿童的身高增长受很多因素影响。有
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营养因素等。医学上，
对于判定身材矮小与否有严格的定义，并非
是“比邻居家孩子矮半头”那么简单。此外，

在评估身高时，还要看生长速率，3岁以下
儿童每年身高增长不到7厘米、3岁到青春
期前儿童每年身高增长不到5厘米、青春期
儿童每年身高增长不到6厘米，才属于生长
迟缓。

刘丽君介绍，儿童身材矮小的原因很
多，需要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如果有全身慢性疾病，就要治疗原发
病；甲状腺功能减低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
缺乏某种营养素，如铁、锌或维生素D、钙，
需要补充这些营养素。

而生长激素缺乏症，需要生长激素治
疗；如果是小于胎龄儿没有出现追赶生
长，或特纳氏综合征，也可以用生长激素
治疗；对于特发性矮小，什么疾病都没有，
所有的检查都正常，同样可以使用生长激
素治疗。

记者了解到，生长激素治疗可能出现的
副作用包括亚临床型甲状腺功能减低，表现
为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同时，使用生长
激素治疗时，还要注意对血糖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激素有可能会造成胰
岛素水平的改变，尤其是肥胖和青春期的孩
子、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孩子，更要特别关注
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但刘丽君也表示，这些
副作用都是可逆的，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或者
药物治疗可以控制，停药后都能自行恢复，
不会发展为糖尿病。

打“增高针”真的管用吗？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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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空
间站引起全球关
注。神舟十二号飞
船刚刚携带3名航
天员返回地球，神
舟十三号便已准备
就绪，近期将再次
搭载三名航天员抵
达空间站。

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9 月 20
日，距天舟二号货
运飞船发射3个多
月后，满载货物的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先一步驶入太空，
成功对接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后向端
口，这是我国向空
间站送去的第二批
太空“包裹”。作为
“宇宙级网红快
递”，天舟系列货运
飞船的主要作用是
为中国空间站在轨
运行期间提供补给
支持……这一系列
“飞天”行动，彰显
我国航天事业腾空
而起的蓬勃力量。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带了哪些货？我省
科研单位作了哪些
贡献？载人飞船的
发射又为何如此
频繁？

我国新发现一颗彗星

科学家发现极化激元新模式

澳大利亚一只鸭子
会学人说话

热点释疑

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
船与天和核
心舱完成自
主快速交会
对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