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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研制材料使
无燃料宇宙飞船有望成真

本报讯（记者 黄蔚 通讯员 吴军辉）目
前，几乎所有的航空、航天飞行均采用化学驱动，
即通过喷射燃烧的化学物质来获得驱动力， 光直
接驱动飞行是科学界和航空界多年的梦想。 南开
大学化学学院陈永胜教授和物理学院田建国教授
的联合科研团队通过3年的研究，获得了一种特殊
的石墨烯材料。 该材料可在包括太阳光在内的各
种光源照射下驱动飞行， 其获得的驱动力是传统
光压的千倍以上。该研究成果令“光动”飞行成为
可能。

6月15日，介绍这一成果的论文《大规模直接
光驱动石墨烯材料》 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学术刊
物《自然-光学》（Nature� Photonics）上。

空间飞行器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工具，而
动力源问题一直羁绊着人类无法走得更远。“光直
接驱动飞行” 因其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广阔的应用
前景，成为世界各国科学家争相研究的难题。

陈永胜教授团队研制出的这种石墨烯材料，
在其宏观材料特殊形貌结构和石墨烯自身特殊电
子结构的共同作用下， 可以在包括太阳光在内的
各种光源照射下有效驱动飞行。

在南开大学的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研究人员将一个重为4毫克的形似“海绵”的
圆饼状三维石墨烯材料放置到真空管中。 在不同
光源的“推动”下，“海绵”瞬间发生了水平或竖直
方向的位移，最大移动距离可达40厘米。

“这是我们了解到的，迄今为止科学界第一次
用光推动一个宏观物体并实现宏观的驱动。”陈永
胜教授说，通过定量测量，这种石墨烯材料在光照
条件下产生的力是传统光压的千倍以上。“通过计
算，500公斤的负载，如果利用基于这种石墨烯材
料制备的驱动帆板， 理论上获得的驱动力至少能
使其达到0.09米每秒的加速度。”陈永胜说。

最 新 一 期 英 国 著 名 科 普 杂 志《New�
Scientists》（新科学家）为该成果撰写评述。文章
指出该成果“再为石墨烯这种优良材料增添了一
种惊人的性能。”“石墨烯海绵可以替代太阳能帆
板，用以制造光动力推进系统的航天器。”文章中，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aulo� Lozano表示，最好的火
箭是不需要任何燃料， 石墨烯动力飞船是一个非
常有趣的创意。据了解，该成果是在国家科技部、
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支持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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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发现克服肿瘤多药
耐药性新方法

本报讯（通讯员 杨保国）笔者日前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梁高
林教授课题组与生命科学学院张华凤教授课题组
合作，发现一种“智能”克服肿瘤多药耐药的新方
法， 并在小鼠体内验证了其优异的抗多药耐药效
果。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德国应用化学》6月26日在
线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肿瘤的多药耐药性是指肿瘤细胞长期接触某
一化疗药物而产生的对此种化疗药物耐药性，也
可对其他结构和功能不同的多种化疗药物产生交
叉耐药性的现象。 它是导致癌症化疗失败的重要
原因之一，也是临床癌症治疗的最大挑战。多药耐
药现象源于细胞膜多药耐药蛋白的表达增多，该
蛋白具有泵出药物的功能， 导致药物在到达胞内
靶点前即被拦截或排出。 解决该问题的传统做法
是， 通过抑制多药耐药泵出作用或利用纳米载体
负载大量药物， 但这样往往会向生物体内带入不
必要的毒性物质。因此，开发出更安全的抗多药耐
药性药物非常重要。

与上述方法不同， 梁高林教授课题组设计了
一种对药物自身进行“改造”的方法，改造后的药
物可在癌细胞内“智能”自组装成纳米药物，同时
具有靶向富集和药物缓慢释放的功能， 为抗多药
耐药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他们设计的“智能”小
分子药物（2-氰基苯并噻唑-紫杉醇）进入癌细胞
后，可以在细胞内高表达的弗林酶作用下，自组装
生成含紫杉醇的纳米粒子，并富集在癌细胞中。纳
米药物在癌细胞内的酯酶作用下， 缓慢释放出游
离的紫杉醇，从而杀死癌细胞。

他们与张华凤教授课题组合作，在构建有多药
耐药模型的癌细胞及活体肿瘤小鼠实验中显示，与
已有的药物紫杉醇相比，2-氰基苯并噻唑-紫杉醇
的抗耐药指数在癌细胞和模型肿瘤小鼠中分别提
高了4.5倍及1.5倍，并且没有对小鼠产生毒性。

梁高林表示， 这种新型的抗多药耐药策略将
在癌症的临床治疗上有着极大的应用前景。

创造力与精神疾病有关？

■黄森 编译

古 罗 马 哲 学 家 塞 涅 卡
（Seneca）在《沉思录》中写道：“凡
伟大天才，必与疯狂相随”。一直以
来，苦恼的艺术家形象普遍存在。而
创造力是艺术家在最黑暗的时期，
与恶魔斗争时所获得。 许多科学家
认为这种说法属于无稽之谈。不过，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这两者之前可能
真的存在联系， 而这种联系就存在
于我们基因扭曲的细胞中。

冰岛人类遗传学研究与分析公
司“解码基因”（deCODE� Genetics）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凯里·斯蒂芬
森（Kari� Stefansson）进行了一项研
究， 对冰岛8.6万人的基因进行解析，
找出能够增加人患精神分裂症和躁
郁症风险的基因变异体。随后研究人
员又解析了该国1000名视觉艺术
家、作家、演员、舞蹈家和音乐家基因
组中的基因变异体。

研究人员发现， 其中一些基因
变异体可能会使人患精神分裂的平
均风险翻倍， 或将患躁郁症的几率
提高1/3。研究发现，具有健康心理
的艺术行业从业人员基因组中出现
精神疾病的基因变异体的可能性，
比从事其他行业的人高17%。随后，
研究人员又对3.5万荷兰和瑞典人
的基因进行解析， 证实创造力和精
神疾病之间确有内在联系。 这些人
包括视觉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
作家和戏曲家以及农民、 体力劳动

者和销售人员。研究表明，创造性行
业从业者比其他行业的人携带精神
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体的几率要高
25%。据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创
造性与精神疾病有着一些相同的基
因根源。

2013年《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 称从事创造性工
作的人患躁郁症的几率很高， 而作
家更有可能会患精神病。 该研究表
明， 引起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基
因更多地出现在从事创造性职业的
人身上。研究称，思维方式与他人不
一样， 这在科研工作中被认为是富
有创造力的标志， 这就是历史上将
天才普遍形容为“疯狂”的原因，例
如艺术家文森特·凡高和数学家约
翰·纳什。

凯里·斯蒂芬森指出，研究结果
表明了精神疾病和创造力在生物学
上的相似之处，他说：“要有创造力，
就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同时，当
我们与众不同时， 我们就会被贴上
怪异、 疯狂甚至是神经病的标签。”
斯蒂芬森认为许多基因都能够增加
精神分裂和躁郁症的患病风险，但
对大部分人来说不会有很大危害。
然而对于1%的人口来说，在遗传因
素、 生活经历以及其他因素的累积
影响下会导致精神疾病。

纽约勒诺克斯山医院的临床心
理医生曼妮维兹表示： 这项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创造力和精神病
之间具有关联。 目前尚不清楚在研

究中发现的关联基因是否存在于那些
自认为很有创意的人身上， 还是仅仅
存在于那些实际上从事高质量创造性
工作的人身上。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家
族中有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 此人携
带的基因变异体可能是“稀释”形式的
精神病， 如果症状足够轻微并且不会
干扰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话， 可能更
利于创造力的发挥。

通常情况下， 当人们创造新事物
时， 他们会凌驾于理智和疯狂之间。斯
蒂芬森说，“我认为这些结果支持了‘天
才就是疯子’的观念。创造力让我们有
了莫扎特、巴赫和凡高。对社会来说，创
造力非常重要；但对个人来说却存在风
险，因为1%的人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不过，在他们的创作旅途中，大多
数艺术家的创造性天赋受不同的基因
或生活经历等因素影响。 斯蒂芬森也

承认， 这项研究得出的精神疾病和创
造力之间的基因联系很小。 不过在他
看来， 即使两者的生物特征只有一小
部分关联，这个结果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意味着， 通过创造力获得许多
美好东西的同时，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一切皆有利弊。

然而， 哈佛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阿
尔伯特·罗滕伯格却不赞同这项研究
的结果。 他认为并没有足够证据来说
明心理疾病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例
如凡高， 他只是恰好患有精神疾病且
充满创造力。罗滕伯格说，我的观点是
反过来的， 有创造力的人可能大部分
并没有精神问题， 只是他们能够利用
与众不同的思维。 而凡高自己似乎并
没有看到疾病与天赋的关联。 凡高本
人大半生都在与精神疾病做抗争，他
曾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此的极度

失望：“如果没有这该死的病， 我将会
有更伟大的成就”。

2014年，罗滕伯格出版了《奇迹
飞行：对科学创造力的调查》一书。在
书中，他采访了45名获得诺贝尔奖的
科学家。罗滕伯格发现，这些人中没有
一人有精神疾病， 因此他对这项最新
研究表示怀疑。 他表示，“拥有创造力
的标准并不是具有创新性。 在某个艺
术团体工作，或从事艺术、文学工作，
并不能说明此人具有一定的创造力。
虽然很多患精神疾病的人都想从事艺
术或文学等相关工作， 但这不是因为
他们擅长艺术或文学， 而是因为被这
两个领域所吸引。这也有数据支撑，几
乎所有的精神病院都使用艺术疗法治
疗精神病， 病人出院后就自然而然地
被艺术所吸引。”

（“科学媒介中心”供稿）

通常情况下， 人们创造新事物时， 会凌驾于理智和疯
狂之间。 斯蒂芬森说： “我认为这些结果支持了‘天才就
是疯子’ 的观念。 创造力让我们有了莫扎特、 巴赫和凡
高。 对社会来说， 创造力非常重要； 但对个人来说却存在
风险， 因为1%的人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十年粉尘爆炸数据曝光，识别身边的爆炸源！
■刘彦

6月27日， 中国台湾新北市八
仙水上乐园发生悲惨的粉尘爆燃事
故， 伤情“比想象中严重”。 彩色
粉末为何会爆炸？ 从安全生活的角
度该如何防范？ 一起来听听专家是
如何解读这场彩色意外……

公开数据显示， 十年来被报道
的粉尘爆炸事件共计有39次， 平
均每年发生3至4次， 共计有5个年
份发生了5次或5次以上， 分别是
2005年 （5次）、 2007年、 2011年
（均为6次） 和2014年 （已发生7
次）。

公开数据来看， 开工两小时左
右， 是粉尘爆炸事故发生的高危时
间段。 上午10时左右发生粉尘爆
炸事故较为多见， 另外下午4时左
右也是粉尘多发的时间段。

近十年来粉尘爆炸事件多发生
在浙江、 江苏、 广东等地。 由图可

见， 大部分发生过粉尘爆炸的地区
在近十年来都仅发生过一次， 而经
济发达地区则成了粉尘爆炸的高发
地段。

对引发粉尘爆炸的各种粉尘分
析发现， 在已知引发爆炸的各类粉
尘中， 铝粉尘、 煤尘、 木屑及金属
粉尘是高危种类。 其中， 金属粉尘
属高危尘种， 浙江的7起爆炸中有
5种是源于铝粉尘爆炸， 而江苏的
6起爆炸中有3起确定为金属粉尘、
1起确定为铝粉尘爆炸。 近十年来，
共有13起粉尘爆炸事件由金属粉
尘引发， 达总爆炸事故的1/3。

除了粉尘， 明火也是粉尘爆炸
事故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促发因素，
对已公布的明火起因也进行了统计
分析， 由数据可见， 违规操作、 电
路故障火花和静电影响是引发明火
的最主要原因， 这“三大杀手” 占
已公布明火起因的近七成。

这次粉尘爆炸似乎与这些数据又
有所不同， 听专家来为你解析真相。

1.彩色粉末是这次事件的首因
吗？ 哪些粉尘具有爆炸性？

专家解答： 彩色粉末是这次粉尘
爆炸的直接原因。 出事的粉末， 据说
是玉米粉制成的； 不论是玉米粉也
好， 面粉淀粉也罢， 集中喷撒到空
中， 就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 在空气
中， 高密度的粉尘与火源相结合， 导
致了燃烧弹一般的结果。 粉尘爆炸本
质上是粉尘与空气混合物 （即粉尘
云） 的爆炸。 粉尘是呈细粉状态的固
体物质的总称， 可燃和易爆的粉尘被
称为可燃性粉尘。 金属粉尘、 粮食粉
尘、 木粉、 糖粉、 颜料粉末、 煤粉、
涂料粉、 亚麻粉尘、 炸药粉等等， 微
米级可燃颗粒悬浮均具有爆炸性。

2.玉米粉属于可燃性粉尘吗？ 安
不安全？

专家解答： 由玉米淀粉加上色素
加工而成的“彩色粉”， 是娱乐和运
动中用来提升现场气氛的“神器”。
但是玉米粉属于典型可燃性粉尘， 都
属于可燃性粉尘。 在密闭空间发生爆
燃会导致压力上升， 造成设备破坏或
建筑损毁， 这种现象就是粉尘爆炸。
粉尘浓度处于一定的范围以内时， 粉
尘云才可以爆炸。 浓度过低时， 粉尘

燃烧放出的热量不足以维持火焰传
播； 浓度过高时， 热量被粉尘吸收也
不能维持火焰传播。 在开放空间发生
的爆燃， 其主要伤害是高温形成的呼
吸道灼伤和表皮灼伤。 粉尘爆炸的风
险包括粉尘爆炸发生的可能性和爆炸
事故造成后果的严重性。

3.粉尘爆炸的特点是什么， 彩色
粉末为何会发生“粉尘爆炸”？

专家解答： 粉尘爆炸是由粉尘粒
子表面与氧发生反应所引起的， 不同
于气体爆炸， 而是凝固的可燃物与空
气中的氧化剂进行的反应。 易发生多
次爆炸是粉尘爆炸的最大特点。 初始
爆炸将沉积粉尘扬起， 在新的空间中
形成更多的爆炸性混合物而发生多次
爆炸。 与气体爆炸相比， 粉尘爆炸的
威力更大、 作用时间更长、 爆炸温度
更高。 可燃性粉尘与空气会形成混合
物， 当粉尘的浓度处于爆炸浓度极限
范围内， 遇有局部高温 （点火源） 则
会发生爆炸。 粉尘爆炸是粉尘颗粒悬
浮在空气中快速燃烧导致火焰传播，
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发生压力上升的爆
炸现象。

4.为什么说台湾这次粉尘爆炸比
瓦斯气爆炸更可怕？

专家解答： 与瓦斯爆炸相比， 粉
尘爆炸威力大 （能量高）、 作用时间

长 （冲量大）、 爆炸温度高， 易发生
多次爆炸。 粉尘爆炸本身具有极强的
破坏性， 并且爆炸涉及的范围很广，
更容易产生多次爆炸， 初始的爆炸气
浪扬起沉积在设备或地面上的粉尘，
短时间内在爆炸中心区形成负压， 周
围氧化剂参与进来与粉尘混合， 在初
始爆炸的余火引燃下引起灾害更大的
后续爆炸。 粉尘爆炸会产生一氧化碳
等有毒气体， 往往会造成大量人畜中
毒伤亡。 在开放空间发生的粉尘爆
燃， 对人体造成的主要伤害是高温形
成的呼吸道灼伤和表皮灼伤。

5.现在彩色粉这么流行， 如何预
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专家解答： 预防粉尘爆炸的主要
对策首先应该是控制粉尘浓度， 避免
点火源。 然而， 即使采取了爆炸预防
措施， 也不是绝对远离了粉尘爆炸。
还应采取降低爆炸危害的保护措施，
还应采取爆炸隔离措施。 除尘、 排风
等设备须定期检查和清扫； 在人员密
集场所应尽量禁止喷撒彩色淀粉， 以
防止粉尘沉积而发生事故。 同时， 更
应该加大科普宣传， 让群众自动远离
粉尘这种非常危险的爆源， 推广爆炸
隔离、 爆炸抑制等先进防爆技术。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此
稿来自“科普中国微平台”。 相关数
据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提供)

引导无人机精确投送，突破智能物流技术障碍

“最后十米”的创新
■见习记者 陈少远

“无人机物流技术正在成为一
种极具潜力的新型物流方式， 亚马
逊、 顺丰、 圆通等纷纷加入对此的
研发测试中， 希望在空管相关政策
全面放开前完成技术积累。 但是不
解决最后十米的技术难题， 无人机
在中国的推广始终受到阻碍。” 北
京交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 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周彦钊一边
演示着他的项目团队开发的无人机
物流投送精确引导系统， 一边解释
其中的光学和机电原理。 这个不起
眼的导航系统貌不惊人， 形似电脑
主机箱， 却蕴藏着改写智能物流行
业布局的重大可能。

由于在城市内30分钟可送达、
每单成本不足6元并能深入交通不
便地区， 无人机物流技术正凭借其
时效性、 灵活性和低成本成为现代
化“智能物流” 的技术前沿。 “目
前无人机的技术瓶颈主要是全球定
位系统精度问题， 美国住房空地
大， 无人机物流可以轻松完成投
递， 但是中国国情不同， 塔楼密
集， 无人机投送存在困难。 北京交
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戴
胜华指出， 在无人机物流派送的起
飞、 飞抵、 投送、 返航四个步骤
中， 除投送外的三个环节均可利用
全球定位系统引导自动完成。 但在
投送环节， 因为精度欠佳以及下降
至低空后信号受到建筑物遮挡等原

因， 全球定位系统引导物流投递的可
靠性受到很大掣肘。

“除了全球定位系统外， 现有无
人机物流方案中的货物投送还有人工
遥控和机载视觉定位的方式。 然而由
于光照条件复杂、 图像传输延时、 飞
控计算性能受限等因素， 现有方案在
效率、 精度、 可靠性上仍然存在诸多
弊端。” 周彦钊指出， 当前的无人机
因为需要加装摄像头、 大功率图像传
输模块等原因， 造成续航受限以及引
导效率低、 硬件成本高等诸多弊端。
基于对此的观察， 他在大学期间对无
人机物流技术的“阿喀琉斯之踵” 开
始了研究， 最终开发了目前这套以主
动激光探测、 高速随动跟踪、 自动飞
行引导为特征的精确引导系统。

2013年， 当时大三的周彦钊自
主立项并负责了一项名为机器人训练
平台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为
了训练搜索迷宫的轮式机器人， 他设
计了一个基于单目视觉的定位系统，
通过摄像头检测机器人在迷宫中的平
面坐标。 但由于这个系统只能平面定
位， 算法计算量较大、 实时性较低，
且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光照的干扰， 机
器人训练一度陷入僵局。 受此启发，
他开发了一个激光空间跟踪系统。

在改进系统以使其探测更快、 更
稳定， 并实现空间定位的过程中， 他
关注到亚马逊等公司在无人机物流技
术上的研发， 考虑到现有方案在投送
阶段精度不足的问题， 决定将开发的
这个系统与无人机结合。

无人机上只需安装一个极轻的无
源靶球即可工作， 无需做其他硬件改
动， 地面自动引导系统产生标准无人
机控制信号， 可兼容不同厂家无人
机， 易于推广应用。 他的发明在无人
机上安装一个由特殊材料制作的无源
靶球， 当无人机在全球定位系统引导
下到达物流接收点附近， 地面引导系
统即可自动扫描视场中的跟踪标志
球， 一旦完成捕获， 即可启动连续高
速跟踪测量。 通过实时获得的无人机
空间坐标， 发出精确控制指令， 引导
无人机精确投放货物。

目前， 已有多个风投以及物流企
业向这个项目投来关注， 高速随动机
构、 激光复合模块等创新点也已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进行保护。

笙笙冷冷眼眼观观潮潮

新研究发现亲近大自然
可助降低抑郁风险

据新华社讯 （记者 马丹） 美国一项新研究
发现， 漫步大自然明显有利于精神健康， 可帮助
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 这一发现为缓解城市化对
人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提供了一个途径。

随着城市化发展， 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疾
病患病率明显增长。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
《国家科学院学报》 上报告说， 他们进行的这项
新研究旨在探明接触大自然与精神疾病患病风险
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员让两组健康的研究对象散步一个半
小时， 一组是在长有橡树和灌木的草地上， 另一
组是在交通繁忙的城市道路上。 在散步前后， 研
究人员测量了他们的心率和呼吸频率， 并扫描了
他们的大脑。

研究发现， 自然环境下散步后大脑前额皮质
区的神经活动减少了， 而城市环境下的散步则没
有这种效果。 前额皮质区是抑郁性沉思时大脑最
活跃的部位， 这一区域的神经活动被认为与精神
疾病患病风险有关。

近日， 英国
布里斯托举办真
实人脑展览。 此
次展览是在得到
匿名捐赠者和人
体组织管理局的
许可后举办的。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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