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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榴莲壳制造的抗菌凝胶绷带
新 加 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学（NTU 

Singapore）的食品科学家以榴莲（一种常
见的热带水果）的外壳为原料，研发出一
种抗菌凝胶绷带。

在东南亚被称作“水果之王”的榴莲
披覆着带尖刺的厚厚外壳，外壳部分通常
被丢弃，但其中包裹着种子的香甜果肉则
是一种美味。

来自 NTU 的科学家从榴莲外壳中提取
出高质量的纤维素，再配合生物柴油厂或
肥皂厂丢弃的甘油，最终开发出一种类似
硅胶片的柔软凝胶，并可以裁剪成尺寸和
形状各异的绷带。他们还将产自面包酵母
的天然酵母酚（一种有机分子）添加到凝
胶中，为绷带赋予抗菌属性。

由 NTU 食 品 科 学 与 技 术 计 划 主 任
William Chen 教授领导的这项研究已发
表 在《ACS 可 持 续 化 学 与 工 程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药房出售的传统水凝胶敷料常用于处
理外科伤口，它有助于清除多余愈合组织
并减少疤痕。普通创可贴和纱布绷带也大
多能够保持伤口湿润。

Chen 表示，商场中出售的传统水凝胶
敷料由复合材料制造，比如聚甲基丙烯酸
酯和聚乙烯吡咯烷酮那样的高分子。部分
具有抗菌性的产品还添加了包括银离子和
铜离子在内的金属离子。这些医用合成材
料的制造成本明显高于由自然废弃物生产
的新型水凝胶。

“具有抗生素耐性的超级细菌带来的
威胁日益加剧，我们需要更多抗感染手段。
抗菌绷带无害且生物相容，是保护开放伤
口的一种有效手段。这对于受到慢性创伤
的糖尿病患者非常重要。”来自化学与生物
医学工程学院食品科技系的客座教授 Chen
教授解释道，“我们将目前被大量丢掉的榴
莲皮和甘油转化为有价值的医疗资源，加
速伤口恢复并降低感染率。”

占榴莲质量 60% 的外皮往往被弃置
并 烧 掉， 也 是 一 个 严 重 的 环 境 问 题。 据
Straits Times 报道，新加坡 2017 年进口
并消耗的榴莲达 14300 吨（约 1000 万只）。

新型有机凝胶绷带无毒并能够自然降
解，比传统合成材料绷带产生更少的生态
足迹。治疗代谢紊乱方面的专家，NTU 李
光前医学院副院长 Andrew Tan 副教授，
在针对该发明的发表的独立评论中指出，
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天然或合成水凝胶，帮
助部分种类伤口愈合中的有效性已得到人
们的认同。

Tan 表示，“水凝胶绷带无毒，并能
够为创口补充水分，促进自溶性清创（人
体内的酶和分泌的粘液软化不良组织并将
其清除的过程）。Chen 工作中的创新性和
独特性在于从榴莲壳中提取纤维素。这的
确非常有趣——榴莲壳上的尖刺容易伤人，
而从榴莲壳中提取的物质却可用于疗伤。”

为什么需要抗菌创口敷料

与慢性疾病相关的创伤可能演变为常
见健康问题，比如较严重的皮肤创伤细菌
感染。发表于《欧洲聚合物杂志》（European 
Polymer Journal） 的 文 章 (A. Gupta et 
al, 2019) 统计，市场上每年消耗的创口敷
料价值约 114 亿美元。

新型水凝胶绷带的临床优势在于，其
中添加的天然酵母酚能够抑制包括革兰氏
阴性大肠杆菌和革兰氏阳性金黄色葡萄球
菌在内的细菌滋生，以及生物被膜（一层
主要由细菌群落构成的、具有抗生素耐性
的膜）的形成。

早期概念验证中，将用作创伤敷料的
抗菌水凝胶在动物皮肤上进行了试验，48
小时内表现出良好的抗菌效果。

在新的概念验证中，水凝胶绷带像目
前商用的硅胶片一样被敷在创口上，后者
是整形外科手术中减少疤痕的不二选择。

水凝胶的其他应用

有机水凝胶还可以在可穿戴、灵活可
拉伸的电子设备中发挥作用，Chen 教授
在 2019 年发表于《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的一篇论文中曾提出这一设想。

可穿戴设备由小的传感器组成，后者
能够检测心率和肢体活动，就像智能腕带
一样。这些设备能够帮助医护工作者监测
偏远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为演示将水凝胶用于可穿戴电子设备
的可行性，研究人员利用从豆渣（豆奶生
产中的副产物）中提取的纤维素制造了一
种能够传导电信号的水凝胶原型。

Chen 补充道，“正如我们在论文中展
示的，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带
动了许多交叉学科发展，比如卫生保健、
生物医学和特种化学。”

这支来自 NTU，花费两年时间研究并
发表其研究成果的科研团队正寻求商业合
作，将他们的抗菌凝胶绷带带向市场。

 （张宇哲）

一款商用硅胶片

一款传统水凝胶敷料

芯片同时处理和收发量子信息或将成为可能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

员介绍了一种量子计算架构，它可以
执行低错误的量子计算，同时在处理
器之间快速共享量子信息。这项工作
代表了迈向完整量子计算平台的关键
一步。

在这一发现之前，小型量子处理
器执行任务的速度已经达到经典计算
机的指数级倍数。然而，在处理器的
不同部分之间控制量子信息的通信一
直很困难。在经典计算机的计算过程
中，在处理器中来回传输信息使用的是
有线线路连接 ；然而在量子计算机中，
信息本身是量子力学的，而且很脆弱，
需要全新的策略来同时在芯片上处理
和传输量子信息。

MIT 电 子 工 程 与 计 算 机 科 学 副
教 授、 林 肯 实 验 室（MIT Lincoln 
Laboratory） 研 究 员、 电 子 研 究 实
验 室（Research Laboratory for 
Electronics）副主任 William Oliver
说 ：“规模化量子计算机的主要挑战之
一是，当量子位不在同一地点时，如
何使它们相互作用。例如，最邻近的
量子比特之间可以很容易地相互作用，
但是我要如何建立‘量子互连’，来连
接较远位置的量子比特呢？”

答案在于超越传统的光 - 物质相
互作用。

尽管天然的原子相对于它们相互
作用的光波波长来说很小，可以被视
为点，但在一篇发表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的论文中，研究人员指出，超导
的“人造原子”并非如此。相反，他
们用超导量子比特构建了“巨型原子”，
并以可调协的配置连接到微波传输线

（即波导）上。
这使得研究人员可以调整量子比

特 - 波导相互作用的强度，这样脆弱
的量子比特就可以在执行高保真操作
时免受退相干影响，这是一种自然衰
减，会使量子比特被波导加速。一旦

这些计算完成，量子比特 - 波导耦合
的强度就会被重新调整，量子比特能
够以光子的形式将量子数据释放到波
导中。

MIT 研究生、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Bharath Kannan 说 ：“将量子比特与
波导耦合通常对量子比特操作非常不
利，因为这样做会大大缩短量子比特
的寿命。然而，为了在整个处理器中
释放和传输量子信息，波导是必须的。
本研究中，我们证明了即使量子比特
与波导强耦合，也有可能保持它的相
干性。然后我们就能够决定什么时候

释放存储在量子比特中的信息。我们
已经展示了如何使用巨型原子来开启
和关闭与波导的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说，他们实现的这个系
统展示了一种新的光 - 物质相互作用
机制。与将原子视为比它们所接触光的
波长更小的点状物体的模型不同，超
导量子比特，或者说人造原子，本质
上是大型电路。当与波导耦合时，它
们会产生一种结构，其尺寸与和它们
相互作用的微波光的波长相当。

这个巨型原子以微波光子的形式
在波导的多个位置发射信息，这样光
子就会相互干涉。这个过程可以被调整
成完全的破坏性干涉，这意味着量子
比特中的信息是受保护的。此外，即
使实际上没有光子从巨型原子中释放
出来，沿着波导的多个量子比特仍然
能够相互作用来执行操作。在整个过
程中，量子比特仍然与波导保持强耦
合，但由于这种类型的量子干涉，当
单量子比特和双量子比特操作被高保
真地执行时，量子比特可以不受波导
的影响，从而不受退相干的影响。

Oliver 说 ：“我们利用巨型原子产
生的量子干涉效应来阻止量子比特将
它们的量子信息释放到波导中，直到
我们需要它为止。”

Kannan 说 ：“这让我们能够通过

实验探索一种新的物理机制，而这种
机制很难用天然原子来实现。巨型原
子的作用非常清晰，很容易观察和理
解。”

Kannan 补充说，这项工作似乎有
很大的潜力，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他说：

“我认为令人惊讶的是，超导量子比特

能够相对轻松地进入这个巨型原子区
域。我们使用的技巧相对简单，因此，
可以想象能在没有大量额外开销的情
况下将其用于进一步的应用。”

研究人员表示，量子比特整合入
巨型原子的相干时间，也就是它们保

持在量子状态的时间，大约为 30 微秒，
与未耦合到波导的量子位元的相干时
间几乎相同，范围在 10 到 100 微秒之
间。

此外，该研究还证明双量子比特
的纠缠操作有 94% 的保真度。这是首
次使用与波导强耦合的量子比特实现

双量子比特的保真度，在这种结构中
使用传统小原子进行此类操作的保真
度通常很低。Kannan 说，通过更多的
校准、操作调整程序和优化的硬件设
计，其保真度可以进一步提高。（页一）

4D打印新突破！让你秒变“神笔马良”
|| 洪艺瑞

神话中的神笔马良，能将笔下的图画变成
现实。而近日，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的研究团队，
用一支“马克笔”做到了这一点。

“神笔马良”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马
良在梦中获得的神笔，能将图画变成现实。近
日，在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中，
科学家利用奇妙的物理化学反应，也创造了一
只“神笔”，能在石头上直接画出立体的花。

这其实是由韩国首尔大学的生物工程学家
研发的 4D 打印技术 ：利用两种特殊染料在 2D
平面上作画，再将图画在过硫酸钾溶液中浸泡
3 分钟，即可将其转变为 3D 物体。

神奇魔力的来源

这项不可思议的新技术，源自科学家发
现的一个有趣现象。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来
自首尔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 Seo 
Woo Song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偶然发
现，把马克笔画出的图像浸泡在水中，图像竟
然可以从纸上脱落，漂在水面上。后来我们才
知道，这个现象其实很常见，甚至是一个非常
流行的儿童趣味实验。”

2017 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学家塞皮
德·胡拉帕拉斯特（Sepideh Khodaparast）
及其团队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们用马克笔
在玻璃上写字后，将玻璃以 1 μm/s 的速度
缓慢地浸入水中，结果发现字迹从玻璃表面
完整地脱落。该团队随后于《物理评论快报》

（Physical Review Letter）上发表论文，对
该现象的物理学机制做出了说明。论文指出，
马克笔的笔迹在风干后会形成一层疏水薄膜。
将笔迹浸入水中时，由于薄膜与玻璃之间的附
着力小于水 - 空气界面的表面张力，水溶液能
够慢慢渗入薄膜和玻璃之间，并最终将薄膜从
玻璃上剥离。研究团队把这种现象称为毛细管
剥离现象（capillary peeling）。

“胡拉帕拉斯特团队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
了该现象，我们则更加关注马克笔颜料的独特
性，”Song 表示，“我们用多种马克笔进行了
实验，发现只有颜料中同时含有聚乙烯醇缩丁
醛（PVB）和表面活性剂的马克笔，才能够出
现毛细管剥离现象 ；如果不含表面活性剂，笔
迹也不能从玻璃上脱离。”

这正是 Song 及其团队提出的 4D 打印技
术的灵感来源。基于以上发现，他们开发出
了红色和黑色两种颜料。这两种颜料都含有
PVB，但不同的是，红色颜料中含有表面活性
剂，因此能够从玻璃等基质上脱离，并漂浮在
水面上 ；而黑色颜料中不含表面活性剂，因此
仍然附着在基质上，起到固定红色颜料的作用。
在用两种颜料进行绘画后，将图像浸泡在水溶
液中，红色颜料就可以漂浮起来，形成立体结
构。“2D 图像的形状以及水位的高低，共同决
定了最终的 3D 结构。通过计算机模拟，我们
能够对物体的最终形状进行预测，这让精准设
计成为可能。”Song 表示。

但仅仅有这两种颜料还不够。研究团队发
现，如果用纯水浸泡马克笔字迹，那么形成的
3D 结构将在离开水溶液后，因失去表面张力

的作用而迅速变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
团队从以往的研究中寻找线索。他们注意到，
亚铁离子和过硫酸根反应生成的自由基，能够
形成水凝胶，进而包裹在聚合树脂和陶瓷等多
种材料上，避免材料变形。

受到启发，研究团队在红色颜料中加入了
少量的亚铁离子，并将水溶液换为质量浓度为
50% 的过硫酸钾溶液。实验结果表明，PVB
薄膜表面形成了一层 300 微米的水凝胶，将
3D 物体的刚度提高至原来的 1000 倍。Song
表示 ：“这层凝胶不仅可以将物体定型，同时
也赋予了物体厚度，让它更加立体。”

除了让石头开花之外，这只“神笔”还可
以在手套上画出展翅的蝴蝶、在树叶上绘制正
欲起跳的青蛙。在论文中，研究人员尝试了在
手套、玻璃、陶瓷、树叶、金属和石头上作画。
在进行 3 分钟的浸泡后，这些图画均可成功实
现 2D 到 3D 的转变。论文写道 ：“笔是我们最
常用的表达工具，同时也是最具有创造力、最
方便和最熟悉的……以笔作为载体的 4D 打印
技术，能让我们在打印基质的选择上，具有更
多的灵活性。”

更为神奇的是，这只“神笔”还能完成一
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例如，“不可能的瓶子”

（impossible bottle），即把一些比瓶口大的
物体装入瓶内，“瓶中船”就是一个例子。在
本研究中，研究人员把写有字母的聚二甲基硅
氧烷薄膜卷起来装入瓶中，然后通过浸泡，让
字母从薄膜上脱落，形成立体结构。

又一个奇思妙想？

这项研究看上去似乎只是科学家的奇思妙
想，但其实它在尝试解决制造业的一个瓶颈问
题。

我们所制造的许多物品都局限在二维平面
中，需要通过机器或人工的方式进行组装。这
样制造出的物品，不仅需要耗费额外的时间与
劳动力，而且在复杂度和精巧度上也有所欠缺。
而 3D 打印技术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其
本质是二维平面的层层堆叠 ：3D 打印机按照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ComputerAidedDesign，
CAD）文件中给出的数字模型，从下至上层层
打印，最终无数个二维平面堆叠为一个三维物
体。通过这一技术，我们能够直接打印出由塑
料、金属粉末或活细胞等多种材质制成的 3D
物品。

尽管如此，制作 CAD 文件较为复杂、3D
打印耗时较长、成本高昂等限制因素，使得
3D 打印技术距大规模使用仍存在一定距离。
科学家希望，能够将 2D 打印的便捷性与 3D

打印的精巧性结合起来——4D 打印技术由此
诞生。

“4D 打印在 3D 打印的基础上，增加了‘时
间’这个维度。在 4D 打印中，平面形状在电
压等外部因素作用下，可以折叠、弯曲从而变
成 3D 结构。利用 4D 打印，我们可以先大规
模地印刷出 2D 图形，再把它们运输到各地，
在当地完成 2D 到 3D 的转变。这将大大减少运

输和储存的成本，”Song 解释道，“但之前的
4D 技术往往依赖于智能材料，比如拥有形状
记忆功能的合金，这使得其成本十分高昂……
而我们的技术只需要一支笔和过硫酸钾溶液。”

为了展示该技术在大规模应用上的潜力，
研究人员不仅展示了如何用机械臂大批量绘
制 2D 图案，同时还搭建了流水线，实现了
2D-3D 转化过程的自动化。在流水线上，首
先由机械臂绘制 2D 图案，然后这些图案被运
到过硫酸钾水槽中浸没 3 分钟，产生 3D 结构
并被定型。研究论文指出 ：“采用这套方法，
我们可以在 30 分钟内，制作 60 个 3D 物品。
尽管目前流水线生产的物品在形状上还存在微
小的差异，但是我们相信这种差异会随着自动
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减小。”

下一步，研究团队将探究如何赋予颜料更
多的功能性。目前，由于颜料中含有亚铁离子，
因此制造的物体具有磁性，能够对磁场产生响
应。Song 表示 ：“这一特征使该技术有望用于
磁力驱动的软体机器人的制造，它能够解决软
体机器人领域难以制造出复杂且灵活的 3D 结
构这一问题。我们目前正在筛选具有不同的力
学性能的材料，以更好地吻合软体机器人在设
计和制造上的需求。”

另一个可能的应用，是将这项技术用于电
子制造领域。哈佛大学的工程学家珍妮弗·刘
易斯（Jennifer Lewis）表示，如果 PVB 薄
膜能够携带电路，“这将会非常强大”。在论文
中，研究人员尝试了向颜料中添加碳纳米管。
结果显示，制造出的 3D 物体具有一定的导电
性。“这仅仅表示我们的技术有潜力应用于电
子领域，”Song 表示，“我们希望能够研发出
更适合的材料，证明这项技术可以投入实际应
用中。”目前，团队正在探究半导体的主要成
分光刻胶（photoresist）是否也能用作颜料。

而在制造业之外，这项技术也可能大放异
彩。正如韩国国立蔚山科学技术院的材料学家
Jiyun Kim 所说 ：“人们对于手绘有种朴素的
热爱。能够看到自己笔下的一切变为现实，将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在其科学价值之外，这项技术也拥有独特的艺
术价值。”或许今后，人人都能成为神笔马良。

含有表面活性剂（左图红色）与不含表
面活性剂（左图黑色）的颜料呈现出不同的
性质。

全自动机械臂正在批量绘制图形。 在多种材料上均可实现2D-3D的转变。

生产出的物体具有磁性。

利用榴莲壳提取物制造的敷料，其大
小可定制——既可以用来处理外科伤口，
也可以用作普通绷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