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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艺使“可生物降解”塑料真正可用于堆肥新工艺使“可生物降解”塑料真正可用于堆肥

生物可降解塑料常被宣传为一种解决世界
性塑料污染问题的方案。但当下所谓的“可堆肥”
（compostable）塑料袋、器皿和瓶盖都不能够
在常规降解程序下被分解，还会污染其他可回
收塑料，为回收工作人员带来了麻烦。大多数
主要由名为聚乳酸（PLA）的聚酯构成的可堆
肥塑料最终流入填埋场，并会在那里存留上和
永久塑料同样长的时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科学家目前发
明了一种方法，只利用热量和水就能在数周内
轻松降解这些可堆肥塑料。这解决了困扰塑料
产业和环保人士的问题。

“人们已经准备好开始使用生物可降解聚
合物制造一次性塑料制品了，但如果此举带来
的问题甚至超过了收益，相关政策就可能会被
撤销，”UC 伯克利材料科学和工程教授、化学
教授徐婷表示。“我们想要表达的主要是：我
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能够解决一次性
塑料制品不能被生物降解的顽固问题。”徐婷
是该研究的资深作者，研究于 4 月在《自然》
（Nature）发表。

新技术理论上也可以被用于其他类型的
聚酯塑料中。例如，塑料容器目前是由聚乙烯
制造的，这是一种不可降解的聚烯烃，而利用
这项新技术或许能够实现可堆肥塑料容器的生
产。徐婷认为，聚烯烃塑料最好能够被转换为
更高价值的产品，而不是混入堆肥，研究团队
也正在致力于寻找将聚乙烯塑料回收转化、重
新利用的方式。

新的工艺在塑料制作过程中掺入了能够分
解聚酯的酶。这些酶被一种简单聚合物所缠绕，
从而防止酶发生去折叠而失活。当暴露于热量
和水时，酶会摆脱多聚物防护罩，开始将塑料
聚合物切碎为单体。以 PLA为例，它会被分解
为乳酸，可供堆肥中的土壤微生物取食。包裹
酶的聚合物也会降解。

这个过程不会产生微塑料，这是许多化学
降解过程的副产品，本身也是一种污染源。而
利用徐婷团队的技术制造的塑料，高达 98% 都

能被降解为小分子。
本项研究的共同作者之一，博士毕业于加

州伯克利的 Aaron　Hall，设立了一个公司来
进一步开发这些生物可降解塑料。

塑料的设计能够避免它们在正常使用时损
毁，但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在废弃后也无法被自
然分解。大多数耐用塑料都有和晶体相似的分
子结构，聚合物纤维在这种结构中排列得足够
紧密，水分无法渗透，更不必说那些可能能够
分解聚合物有机大分子的微生物了。

徐婷的想法是将纳米级的聚合物分解酶
直接嵌入塑料或其他材料中，并保护它与外界
隔绝，直到条件合适才将它重新释放出来。在
2018 年，她在实践中展示了这种设计如何运
作。当时，她与在 UC 伯克利的团队将在一个
纤维垫中嵌入了一种降解有毒有机磷化合物的
酶，该化合物与杀虫剂和化学武器中的成分相
似。当塑料垫被浸入化合物中时，被嵌入的酶
降解了有机磷。

她的关键性创新在于发明了一种保护酶在
离开其常规环境（如活细胞）后不会分解的方
法。她设计了名为随机异质聚合物（random
　heteropolymers，简称 RHPs）的分子，它
们巧妙地缠绕在酶周围，维系其形态而不影响
其自然灵活性。RHPs 由四种单体亚单元组成，
每一种都被设计为能与特定酶表面的化学基团
产生相互作用。它们会在紫外线下降解，并且

只占整个塑料重量的 1%，如此低的含量能避
免造成问题。

在发表于《自然》的研究中，徐婷与她的
团队利用了相似的技术将酶包裹于RHPs之内，
并将数十亿这样的纳米颗粒嵌入塑料制造进程
中最源头的材料——塑料树脂球中。她将这个
技术与嵌入色素为塑料染色的技术相类比。研
究者们证明，由 RHP 包裹的酶并不会改变塑
料的特性。塑料依然能够像普通的聚酯塑料一
样在 170 摄氏度被融化并被拉伸为纤维。

启动降解过程所需的仅仅是水和一点热
量。在室温下，80% 的改良 PLA 纤维能够在
一周左右彻底分解。降解过程在高温下进行得
更快。在工业堆肥条件下，改良 PLA 能够在
50 摄氏度下于 6 天内降解，另一种聚酯塑料聚
己内酯（PCL）能够在 40摄氏度下在两天内降
解。徐婷将能把 PLA 分解为乳酸分子的蛋白
酶K嵌入了 PLA中，而对 PCL 使用了脂肪酶。
这两种酶都是便宜而且可商业购买的。

“如果你只把酶放在塑料的表面，它侵入
内部的速度就会非常慢，”徐婷表示，“你希望
酶能够在微观尺度上遍布各处，以至于每个酶
只需要消化它周围的聚合物，就能够将整块材
料分解。”

美国市政管理的堆肥通常需要 60 ～ 90 天
降解食物和植物废弃物，这种塑料快速的降解
进程刚好与之匹配。工业堆肥的温度更高而时

间更短，不过改良聚酯在这种温度下也会更快
降解。

徐婷推测更高的温度能让被束缚的酶的活
动范围增加，从而更快找到聚合物链条的末端
并将其分解，进而前往下一个分子链。由 RHP
缠绕的酶也同样倾向于结合聚合物链条的末
端，从而缩短酶与其靶点的距离。

徐婷表示，改良聚酯不会在更低的温度下
或短暂的潮湿中降解。例如，利用这种技术制
造的一件聚酯衬衫能够承受汗液和中等温度的
清洗。在室温下泡在水中三个月也没有使塑料
分解。不过她与她的团队也试验表明，在温水
中浸泡确实会导致降解。

“看来仅考虑堆肥还不够，人们还希望能
够在家中用水堆肥来避免弄脏手，”她表示，“这
也就是我们的目的所在。我们使用了加温自来
水。只要加热到适宜温度，塑料就能在几天之
内消失。”

徐婷正在开发可以降解其他聚酯塑料的由
RHP 缠绕的酶，但她同时也在改进 RHPs，从
而实现在特定阶段终止降解，避免材料被彻底
摧毁。如果要将塑料熔化，合成新的塑料，这
种性能将会派上用场。

徐婷表示，程序性降解可能成为回收许多
物件的关键。她表示，可以想象利用生物可降
解胶水来组装计算机电路，乃至整个手机或电
子器件，这样当设备用完后，溶解掉胶水就可

以将其拆解，各零件就可以重新
利用。

“对千禧一代来说，思考这
种问题并对此进行讨论能够改善
我们与地球交互的方式，”徐婷
表示，“看看我们扔掉的东西：
衣服、鞋、手机和电脑之类的电
子产品。我们从地球中拿取的速
度比我们归还的速度更快。不要
再向地球索取这些材料了，我们
应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把它们
转换成其他的东西。”�

（刘诗宇）

德国宇航中心关注
飞机制造的可持续性
和能源使用效率

据 DLR 网站 4 月 19 日刊文，作为
欧盟“�SUSTAINair”项目的一部分，
德国宇航中心（DLR）的研究人员已经
在制造飞机时着重于可持续性和能源使
用效率。该项目的目标是在循环经济方
法意义上确定并开发解决方案，以提高
飞机的资源使用效率。同时，将在飞机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减少浪费和材料成本。

在经典的飞机结构中，常使用铝制
部件与金属铆钉相连。这种方法是耐用
的，但是会导致飞机有较高的总重量。
新飞机的设计和概念依赖于轻质复合材
料，尤其是纤维增强塑料。这些纤维复
合材料不仅更轻，而且在柔韧性方面也
具有非常好的材料性能。此外，还可以
考虑使用可再生材料。

飞机中不同材料（尤其是塑料和金
属）的安全和长久连接问题是一个挑战。
完工的飞机需在以后数十年内安全地载
运乘客，并且始终会受到振动和其他机械
负载以及极端温差的影响。为此，DLR
材料研究所的科学家正在开发和测试不
同连接技术的组合。金属组件（钛和铝
合金）的表面被激光在纳米级进行粗糙
化处理，以达到与纤维增强塑料的最佳
粘合。此外，借助增材制造工艺（3D打印）
可以制造宏观结构，来确保两种材料之
间的额外机械连接，比如金属板上的小
销钉，从而起到双保险的作用。通过继
续研究这种连接技术的强度，可以在将
来更精确地定义安全裕度，从而有助于
进一步减轻重量。

在航空航天业中重要性迅速增长
的另一种制造技术是“选择性激光熔化
（LPBF）”，即众所周知的金属部件 3D 激
光打印。这是一种附加工艺，其中将金
属合金以粉末形式涂覆在平板中，然后
以精确的精度用激光焊接成层。这样可
以用来生产拥有非常复杂几何形状的部
件，例如涡轮压缩机的叶片。另一个优
点是该技术还可以经济地单个或小批量
生产零件。相比之下，像从金属块中铣
削零件之类的常规制造过程会产生大量
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很难或者根本无法
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3D 打印的钛粉通常用于高强度结
构，基本上可以重新加工和再利用。然而，
在加工过程中，必须注意颗粒结构的均
匀性，并且必须避免钛由于氧化而变脆。
避免粉末材料氧化的关键在于激光打印
机中的防潮和气密性。根据当前规范，
用于航空航天应用的钛粉必须是全新的。

（杨佳会）

FAST望远镜首次探测到
脉冲星三维速度
和自转轴共线

5 月 6 日，基于中国 FAST
望远镜的观测，国家天文台李菂、
朱炜玮团组的姚菊枚博士首次找
到了脉冲星三维速度与自转轴共
线的证据。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
死亡时的超新星爆炸催生的中子
星。当前的超新星模拟不能产生
速度和自转轴共线的中子星，显
示了人类对于中子星起源这一复
杂过程所包含的物理机制、例如
中微子辐射还需加深认识。这一
重要发现标志了 FAST 深度研究
脉冲星的开始。相关论文于北京
时间 2021 年 5 月 6 日发表在国际
学术期刊《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杂志。

相对前身星（OB 星），年轻
脉冲星具有更高的运动速度和更
快的自转。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科
学家们发现一些年轻脉冲星的速
度和自转轴普遍存在共线的关系。
但由于年轻脉冲星径向速度测量
非常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脉
冲星速度和自转轴方向的比较停
留在垂直于视线方向的二维平面
上。基于 FAST 对处于超新星遗
迹 S147 中 脉 冲 星 J0538+2817

的观测，姚菊枚博士等人首次通
过闪烁分析的方法获得脉冲星
J0538+2817 在超新星遗迹 S147
中径向位置和速度，结合已有切
向速度测量获得了三维速度。同
时，高精度偏振数据分析给出了
三维自转轴的朝向。图 1 给出了
三维速度和自转轴矢量在单位球
面上的分布，在 68% 的致信区间
内这两个矢量的夹角小于 23 度。

FAST 是目前世界上灵敏度
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此项
工作是综合和全面分析 FAST 脉
冲星数据的代表性成果。在科学
委员会、时间分配委员会和 FAST
运行中心的支持下，这一方向的
系统测量正在逐步展开，有望深
度揭示中子自旋的起源。

本 工 作 得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天 文 大 科 学 研 究 中 心 FAST�
FELLOWSHIP 的支持，主要合作
单位包括新疆天文台、澳大利亚
科学与工业组织、美国加州大学、
德国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及美国奥伯林大学。

（逸文）

来自深海的巨大能量
新研究表明，海洋深处的火山喷

发能够释放出非常强大的能量，其能
量释放率足以为整个美国供能。

在我们生存的这颗星球上，仍然
有一大片不为人知的领域，那就是海
洋底部。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我
们对海底的成像细节，甚至还不如对
火星、月球和金星表面的成像细节来
的清晰。假如把海洋中的水都抽干，
我们的眼前将出现大片几乎不为人知
的地貌。

事实上，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火山
活动都发生在洋中脊和海底山，海底
的岩浆活动占全球火山热通量的 80%
以上，深海火山活动驱动着地壳和海
洋之间最剧烈的热量和质量传递。然
而，与陆地火山不同的是，探测海底
火山的爆发是极具挑战性的，因此对
于海底火山活动及其在海洋环境中所
起的作用，仍有很多未知的问题。

在陆地上，火山通常以爆炸性的
方式产生壮观的喷发，并将火山灰散
布到周围环境中。与之相比，科学家
对与深海火山活动有关的能量释放的
主要来源和强度则知之甚少。现在，
一篇发表在《自然 - 通讯》杂志上的
新研究表明，海洋深处的火山喷发能
够释放出非常强大的能量，其能量释
放率足以为整个美国供能。

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通过分析
由远程操作的潜艇所收集的数据，科学
家发现海底普遍存在着火山灰沉积物。
有的海洋微生物甚至会利用这些火山
灰来搭建它们的窝。在陆地上，蒸汽
是爆发性火山喷发的主要原因 ；科学
家认为，海底的火山喷发不会是由蒸
汽驱动的，而应该是由不断膨胀的二
氧化碳气泡驱动的，因为蒸汽在高压
下无法形成。他们认为由于海水的压
力，深海的火山喷发只产生缓慢移动
的熔岩流。

科学家普遍相信，海底的岩浆活动
与一种被称为巨热流柱（megaplume）
的神秘现象有关，这种热流柱是一些
富含化学物质的热液，且体积巨大——
可超过 100 立方千米（相当于 4000 万
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然而，对于这种
巨热流柱的具体起源，仍然不够明确。

在新研究中，英国利兹大学的
应用数学家 Sam�Pegler 和地质学家
David�Ferguson 通过利用过去研究中
对太平洋东北部的火山灰沉积的详细
测量数据，发现这些火山灰可以从喷
发点蔓延到几千米之外的地方。而且
他们意识到，这种扩散并不能简单地
用潮汐或其他洋流来解释。

他们建立了一个用于描述火山灰
在海底扩散的数学模型。通过计算，

他们发现输送这些火山灰，需要火山
喷发以大约1~2太瓦（1太瓦�=�1012瓦）
的巨大功率释放能量，并在数小时内
就形成与观测到的巨热流柱特征相符
的热液羽状流，这些热液羽状流就像
陆地火山的大气羽流一样——先是向
上升腾，然后向水平方向扩散。这为
证明巨热流柱与活跃的深海火山喷发
有关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那么，到底是什么产生了如此强
烈的热量和化学物质，并最终形成了
巨热流柱呢？

一 个 最 显 而 易 见 的 候 选 答 案
是——最新喷发的熔岩。乍一看，新
结果似乎支持这种说法，它们表明巨
热流柱的形成与熔岩和火山喷发同时
发生。但是，当研究人员计算了这一
过程所需的熔岩量时，发现得到的数
据高到不合理——是大多数情况下海
底熔岩流的十倍。

也就是说，只有火山过程所释放
的能量，很难驱动一个巨热流柱，它
很可能需要额外的热量输入。研究人
员猜测，它们很可能是由在海洋地壳
中的热液的快速排出造成的。当岩浆
向上喷发时，很可能会带动这些温度
高于 300℃的流体。

我们早已知道在地表下的岩石中
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在海底的
热泉喷口附近，科学家还发现过一些
“极端微生物”（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
微生物），这样的发现进一步推动了我
们对于生命的定义的思考。新的研究
表明，巨热流柱来自地壳，这一结果
与在某些巨热流柱中检测到了这些细
菌是一致的——与巨热流柱的形成有
关的热液的快速排出，有可能是将这
些微生物从地下分散出去的主要机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深海火山活动
就是影响了极端微生物群落的地理分
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些科学家认为，与海底热液系
统有关的不寻常的物理和化学条件，
可能为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提供了适宜
的环境。因此，巨热流柱可能参与了
生命在海洋中的传播。由巨热流柱喷
发的火山灰沉积物在深海火山中很常
见，这意味着或许通过巨热流柱的喷
发，生物得以广泛繁衍。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太可能直接观
测深海火山喷发，但科学家正在努力
收集海底火山活动的数据。希望在不
久的未来，我们将揭示出更多关于海
洋的火山特征。� （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