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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试验中出现的新物质
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准晶体——一种具

有不寻常的、不重复的结构，被称为“不可能”
存在的材料。如今，他们在世界上首个核试
验的遗址中发现一种全新的准晶体。

这种从未被人所知的物质结构由铁、硅、
铜和钙组成，或许是由沙漠中的沙砾和铜缆
融合而成。对于类似的材料，我们可以在实
验室中合成，也能在陨石中发现。但这一次，

《美国科学院院刊》的最新论文所描述的，是
首个由上述元素混合形成的准晶体。

不可能的对称性

准晶体由原子构成，但与普通晶体不同
的是，其中的原子并不会像砖块堆叠那样的
形成密铺的结构。普通晶体以某些特定的角
度旋转时，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但准晶体
拥有的则是被认为不可能存在于晶体中的对
称 性， 例 如， 五 边 形 对 称 性（pentagonal 
symmetry）。如果整个准晶体旋转五分之一
周，那么它看起来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1982 年，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的材料学
家丹尼尔·谢希特曼（Daniel Shechtman）
首次在一种合金中发现了这种“不可能”的
对称性，它沿着每个方向旋转时都具有五边
形对称性。如果它是由正二十面体组成的，
就会拥有这种性质。很多研究者立刻质疑了
谢希特曼的发现，因为只用正二十面体填充
整个空间，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但最终，
谢希特曼因为这个发现获得了 2011 年的诺贝
尔化学奖。

大 约 在 同 一 时 间，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的 理 论 物 理 学
家 保 罗· 斯 坦 哈 特（Paul 
Steinhardt）和同事开始从理
论上说明非重复三维结构的可
能性。这种结构和正二十面体
拥有相同的对称性，但由几种
不同的“砖”构成，而它们永
远不会以相同的样式重复。这
解释了为何对称晶体的数学理
论没有包含这种结构。牛津大
学的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
斯（Roger Penrose） 和 其 他
研究者先前已经在二维空间中
发现了类似的样式，并将其命

名为彭罗斯密铺（Penrose tilings）。
斯坦哈特回忆起他 1982 年第一次看到谢

希特曼的实验数据，并和他的理论比较的场
景。“我从桌子旁站起来，看着我们的图案，
找不到任何不同，”他说，“所以，这是一个
令人震惊的时刻。”

随后的几年中，材料学家陆续合成了几
种不同的准晶体，找到了更多在晶体结构中
被禁止的对称性。后来，斯坦哈特和他的同
事在东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的一块陨石碎片
中，首次发现了自然产生的正二十面体。斯
坦哈特表示，这种准晶体可能是在太阳系早
期由两颗小行星相撞形成的。一些实验室制
造的准晶体也通过材料的高速撞击产生，因
此斯坦哈特和他的团队想知道核爆炸的冲击
波是否也能产生准晶体。

切片和切块

1945 年 7 月 16 日，第一次核爆炸在美
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试验场实施。之
后，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大片由沙漠
液化成的棕绿色玻璃材料。他们称
这为玻璃石（Trinitite）。

钚装药的原子弹被放置在一个
30 米高的塔顶上，上面装满了传
感器及其线缆。研究人员发现，一
些玻璃石有红色的内含物。斯坦
哈特说 ：“这是自然材料和输电线
路中的铜融合的结果。”准晶体经

常由不会自然结合的元素形成，所以斯坦哈
特和同事认为红色玻璃石样本是个寻找准晶
体的好地方。

“在十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切片，
寻找各种矿物，”斯坦哈特说，“最终，我们
发现了一小粒。”这些准晶体和谢希特曼最初
发现的相同，拥有五边形对称性。

盐湖城犹他大学的理论化学家瓦莱里
娅·莫利内罗（Valeria Molinero）说 ：“硅
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非常明显。然而，在实
验室中合成了许多准晶体后，我发现真正耐
人寻味的是，它们在自然界中非常稀缺。”斯
坦哈特说，这可能是因为准晶体的形成涉及
到“不常见的元素混合和不常见的排列”。

与大多数一致的准晶体一样，玻璃石结构
似乎是一种合金——一种由浸泡在电子海洋
中的正离子组成的金属材料。普林斯顿的地球
科学家林肯·霍利斯特（Lincoln Hollister）
表示，这对硅来说很罕见。硅元素通常以氧
化形式出现在岩石中，想要去除其中的氧元

素需要极端条件，例如冲
击波造成的高温

高压环境。

斯坦哈特认为，准晶体可以应
用于核取证科学，因为它们可能会
揭示秘密核试验发生的地点。准晶
体也可能在其他极端条件下在其他
材料中产生，比如闪电熔岩，这是
闪电击中岩石、沙子和其他沉积物
时产生的材料。“准晶体的传奇将
会继续下去！”霍利斯特说。

（Davide Castelvecchi）

新的摩擦定律
让机器人具备更精细的触觉

从工厂的装配线到医药领域，机器人设
备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处。尽管如此，工程
师们依旧很难计算机器人在抓取物体时产生
的摩擦，对于在潮湿的环境中发生的抓取行
为尤其如此。现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
的物理定律，可用于解释并分析这种摩擦，
这将进一步推动机器人技术在各领域的发展。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化学与生物分
子工程学助理教授，及这项研究论文的通讯
作者 Lilian Hsiao 说 ：“这项工作为开发更可
靠，功能更强大的触摸和机器人设
备打开了大门，这些设备将应用于
遥控外科手术和制造业等领域中。”

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弹性流
体动力润滑（elastohydrodynamic 
lubrication，EHL）摩擦，这个摩
擦主要发生在两个固体表面间存在
一层薄薄的流体，并相互接触时。
当你将两个指尖相互摩擦，由于两
指尖的皮肤上自然存在一层薄薄的
油脂，这时的摩擦就是 EHL。此
外，当机械爪举起涂有油的物体时，
或是外科手术装置在人体内部工作
时，这种摩擦都会发生。

这种摩擦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稳稳地抓住东西不会
掉下来。

Hsiao 说 ：“对人类来说，理解这种摩擦
是个很直观的过程，我们清洗沾满肥皂泡的
盘子时就能感受得到。但是在开发控制机器

人抓握能力所需的材料时，要理解分析 EHL
摩擦是极其困难的。”

想要开发能控制 EHL 摩擦的材料，工程
师们需要一个能够广泛应用于各种模式、材
料和动态操作情况下的框架。而这正是研究
者们所发现的。

Hsiao 说 ：“只要物体的表面存在纹理，
该定律就可以用来解释 EHL 摩擦，并且可以
应用于许多不同的软系统中。”

这里所说的表面纹理可以是任意的，不
管是手指尖上的略微凸起，或是机器人工具
表面上的凹槽。

这项新的物理原理是由 Hsiao 和她的研
究生 Yunhu Peng 共同提出的，Peng 也是论
文的第一作者。他们用了四个方程来分析这
一物理过程中所有的力，并以此来理解 EHL
摩擦。论文中，研究团队在人的手指、仿生
机器人指尖，以及用来测量摩擦力的摩擦流
变仪这三个系统中证明了该定律。

Hsiao 说 ：“研究结果对于有精密控制要
求的机械手非常有用，这可以使它们更可靠

地应用于制造业。在遥控外科领域中这一发
现也有显著的作用，比如让外科医师可以远
程控制机器人设备来执行外科手术。我们认
为这是在人造系统中理解触摸和控制触摸的
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顾晨月）

可快速降解的塑料可快速降解的塑料
如何处理塑料污染，已经成为环境

治理的头号难题。原本为了稳定而设计
出的塑料，却构成了“不腐”的污染。
最近，《自然》的一项新研究展示了一
种可超快降解的新型塑料，在合适条件
下，两天即可实现完全降解。

截至 2018 年，全世界生产了约 63
亿吨塑料，其中只有 9% 会被回收，另
有 12% 会被焚化。剩下的数量庞大的
塑料很难被降解，只能通过掩埋、焚烧
等方式逐渐进入生态循环，在污染土地、
水体的同时，也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
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想要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一种有潜
力的方法是发展生物可降解塑料。可是
生物降解性并不等于堆肥性。所谓堆肥
性，是指物品在经过发酵腐熟、微生物
分解等堆肥工艺处理后，具备了有机肥
料的性质。因此，要把一种塑料称作“可
堆肥”塑料，除了要求其可通过微生物
降解外，还必须符合降解的时间要求，
即塑料在工业化堆肥环境中（60℃，微
生物环境），残留物存在时间不长于 12
周，最终产物可维系植物的生命。

目前市面上的可生物降解塑料通常
是由聚乳酸（PLA）和聚己内酯（PCL）
等制成，然而，这些传统的可降解塑料
在堆肥工艺中并不能完全、快速地分解，
还可能会污染其他可回收的塑料，因此
它们的命运往往是和普通塑料一样被填
埋，而不是被回收。更糟糕的是，这些
可降解塑料在经历了几个月甚至几年，
终于在自然环境中被分解之后，它们还
是会由于分解不完全而形成微塑料（小
于 5nm 的塑料颗粒），这些微塑料最终
将出现在海洋和动物的身体中，甚至是
我们自己的体内，可能造成危害。

多年来，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
的方案，致力于研制出一种真正的可降
解塑料，来抵抗难以根除的“白色污染”。
近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徐婷教授
及其团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发明了

一种新型可降解塑料，只需要简单地在
水中加热，即可在最快两天内完成降解。
相关成果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

用酶“吃”掉塑料

塑料是一类高分子聚合物，它的设
计初衷是在使用过程中稳定而不分解。
但谁都没有想到，它有点过于“顽强”
了，即使是被丢弃多年后它仍然无法被
分解。最耐用的塑料拥有近乎晶体的分
子结构，聚合物纤维排列十分紧密，甚
至是水都无法穿透它们，更不用说被微
生物分解了。

虽然 PLA、PCL 等生物可降解塑
料能够一定程度地被分解，但它们的降
解时间仍然较长，且容易分解不完全而
形成微塑料。针对这些缺陷，科学家在
传统可降解塑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改性，
生产出了更易降解的新型塑料。

徐婷说 ：“在野外，酶是大自然用
来分解各种东西的有力工具，那我们为
什么不尝试用酶来分解塑料呢？”

巧用酶的分解能力这个想法，最早
起源于研究团队 2018 年的一项实验。
他们当时将一种能够降解有机磷等化学
物质的酶嵌入了纤维垫中。当垫子浸泡
进含有这些化学物质的液体中时，嵌入
的酶就会像“杀虫剂”一样发挥功效。
之后，研究小组用类似的方法，尝试在
普通可降解塑料的制造过程中嵌入一种
可食用酶。当暴露在高温和水下时，这
种酶能够抓住塑料分子链的末端，就像
吃面条一样，逐个切断链节。这样一来，
塑料的分解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
时，由于每一个链节都被打断，塑料分
解率高达 98%，从而彻底遏制了微塑料
的产生。

当然，在保证快速降解的同时，仍
然需要确保该塑料能够正常使用。这就
要求酶能够有效地被保护起来，不至于
在自然环境中轻易地失活，也不会随随
便便就跑出来把尚在使用中的塑料“吃”

个精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团队
为酶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他们
设计了一种称为随机异源聚合物（RHP）
的分子，能够将酶牢牢包裹起来，且不
会限制其灵活性。这种 RHP 分子由四
个不同类型的单体亚基组成，每个亚基
具有不同的化学性质，它们被分别设计，
以用于与特定酶表面的化学基团相互作
用。

RHP- 酶的包裹体可以像塑料着
色剂一样被简单地添加到原料中，而并
不改变塑料的特性，这些改性的塑料在
170℃下，可以像普通聚酯塑料一样熔
化并挤出成型。而 RHP 分子的加入并
不会影响可降解性能，因为这些分子暴
露在紫外线下一段时间后即可被降解。

同时，新型塑料中嵌入酶的数量也
很少，只占塑料重量的 0.02%。所添加
的酶往往也是价廉易得的种类，这都使
得该工艺能够与传统产线相兼容，很好
地控制了该塑料的生产成本。

穿上“铠甲”的新型塑料终于兼顾
了耐用性和可降解性。研究人员对其性
能进行了实际测试，他们在 PLA 中植
入了蛋白酶 K 进行改性，室温下，80%
的改性 PLA 纤维能够在一周内完全降
解。如果是处于工业堆肥条件（50℃）下，
改性 PLA 在六天以内即可完全分解。

同时，他们还通过添加脂肪酶对
PCL 进行了改性，这使得 PCL 能够在
40℃的堆肥条件下，两天以内被完全降
解。此外，在平时的使用中，这种工艺
制成的高分子聚合物在较低温度和短暂
的潮湿环境中并不会降解，显示出较好
的稳定性，经测试，该塑料至少能够在
室温的水中浸泡三个月而不被降解。

可高效回收

理论上来讲，徐婷团队提出的这种
工艺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聚酯塑料的生
产改性。目前他们正在进行更深入的实
验，以得到更多种类的可降解塑料，能

够同时满足堆肥性和耐用性的标准，并
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技术应用范围。

比如他们希望能够在聚烯烃中嵌
入酶。这是一种普遍用于制造玩具和电
子零件的塑料，市面上大部分的塑料容
器也是由此制成。这一类塑料并不易降
解，如果能够在这类塑料中嵌入酶，那
么就可以更大地丰富可降解塑料的使用
场景。

事实上，研究人员认为堆肥并非是
可降解塑料最好的终点，将这些塑料回
收并转化为更高价值的材料是一个更好
的选择。他们想到的办法是进一步修改
RHP，使得降解过程可以在指定的点停
止，而不是完全破坏塑料，之后再将其
重新组装，即可得到新的塑料。这种程
序化的降解模式可能是未来回收塑料制
品的关键技术。

试想一下，如果用可生物降解的聚
合物来组装电脑、手机或者其他电子产
品，在使用结束后，只需要简单地在水
中加热即可使整个设备散开，那么所有
的部件都可以有效地重复利用。这对于
制造业来说，将是一项巨大的进步。

该研究团队现已为这项技术提出了
专利申请，并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尝试
将其商业化，以进一步开发这些新型可
降解塑料。目前，他们决定先着眼于开
发价格低廉且易于堆肥的塑料袋，并尝
试推广到每一家杂货店。他们相信，真
正的可堆肥塑料袋很快就将会上架，之
后更多的新型塑料制品也将会进入我们
的生活中。

徐婷说 ：“我们这一代应该积极思
考，去尝试改变一下与地球的‘相处模
式’了。我们现在丢弃了太多的废物，
就像衣服、鞋子、手机和电脑等等。我
们从地球上取走资源的速度比归还的速
度快得多，我们不应该再继续盲目地、
无休止地开采资源了，而应该先去考虑
如何将资源有效地回收利用。”

（周郅璨）

加入了酶的 PSA 在堆肥条件下一周就能降解。

新型可降解塑料最快两天即可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