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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投资7.4亿欧元推进
量子计算领域创新与应用研究

近日，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向德
国宇航中心（DLR）投资 7.4 亿欧元，以支持
DLR 在未来数年内，整合利用德国在量子技
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建立工业基地。该专项
投资的一项主要目标任务是在未来四年内，由
DLR、工业合作伙伴、其他研究机构组成团队，
建成多种体系架构的德国原型量子计算机。联
合团队将共同推动量子计算机硬件、软件和应
用程序的发展，满足 DLR 始终追求的应对未
来科学、经济和安全挑战的中心任务需求。

从投资金额分配来看，总投资金额中的约
80% 资金将分配给工业合作伙伴，帮助业界建
成量子技术创新中心，剩余 20% 的资金将用
于 DLR 自身研发工作。DLR 开发的技术成果
将向所有应用领域 / 经济领域交流 / 转化，有
助于激励 / 推动工商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
初创企业）在新的创新和业务领域进行拓展。
中小型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参与对于技术发展至
关重要。因为，这类公司始终聚焦有形产品、
应用中技术实现，其工程化实践过程为创新提
供了重要动力。

DLR 表示，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
选定 DLR 作为联合团队的主导，主要是因为

DLR 在量子技术领域具备突出的技术能力 ；同
时，在管理方面也具有挑战性的大型项目方面
的管理经验。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DLR 能够
充分调用必要的学术和工业网络。由 DLR 领
导的量子计算机开发 / 创新中心计划将汉堡作
为项目的创新中心，并将乌尔姆作为项目的主
要枢纽，实现德国各地的工业合作伙伴和研究
机构的庞大赋能网络。

DLR 主要通过在乌尔姆和汉诺威新成立的
两家研究所开展量子计算领域研发工作。DLR
将重点研究 / 实现各种基于不同概念的量子计
算架构（如离子阱、金刚石基、量子点和里德
堡原子等）。另外，该量子计算创新计划还将
解决混合系统的实施问题，实现传统计算机与
量子计算机系统互补。比如将量子计算机和模
拟计算机组件组合形成高性能计算机，实现更
高效的任务适配性和系统性能。据 DLR 计划，
该创新计划相关研究成果将在德国申请专利，
确保提升德国民族产业、相关产品和初创企业
整体水平，最终使德国在量子计算领域成为探
索应用的领跑者，使德国在航空、运输、能源
等多个领域获得量子赋能的最大收益。

（石峰）

清华大学激光制备蜂窝状石墨烯材料清华大学激光制备蜂窝状石墨烯材料
可高屏蔽电磁波 ，低成本生产可高屏蔽电磁波 ，低成本生产

蜂窝，又叫蜂巢，是蜂群活动和繁殖的
地方，也常引申为蜂窝状的多孔物体，如蜂
窝电话、蜂窝结构等。

蜂巢由很多房孔组成，每个都是正六角
形，每两个房孔之间会有一堵蜡制的墙，所
有房孔的底都是尖的，这个底由三个完全一
样的菱形组成。

据测量菱形的两个锐角都是 70°，两个
钝角则都是 109°，并且全世界所有蜂窝均
按照上述规则建造。

这样的结构，让蜂窝可同时具备高强度
和低重量，并且还能隔音和隔热。借助这一
大自然的奇妙法则，很多人造卫星、宇宙飞船、
航天飞机都采用蜂窝结构。

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诞生
电磁屏蔽材料迎来新成员

受蜂窝结构启发，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
院任天令教授制备出一种蜂窝状多孔石墨烯
（HPG）材料，主要利用的原材料为聚酰亚
胺薄膜，并主要采用了激光刻划技术。

相关论文以《受蜂窝启发的多功能石墨
烯微结构用于超高性能电磁干扰屏蔽与可穿
戴应用》为题发表在 ACSNano 上。其中，
任天令和该校杨轶副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深
圳国际研究生院张盛副教授，为共同通讯作
者。

当前，对于自动驾驶、5G 电信传输、国
防军工、航空航天、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应用
场景的稳定运行来说，电磁屏蔽扮演着“扛
把子”角色。

任天令介绍，随着物联网、自动驾驶、
可穿戴设备的发展，电路越来越复杂，无
论是汽车的中控集成式系统、高性能音响
系统，还是体积越来越小的 5G 通信设备
（手机及基站），或是要求精度越来越高的
仪器仪表，要保证这些电子设备的正常运
行，电磁干扰屏蔽至关重要。

而电子设备工作时，既不希望被外界
电磁波干扰，又不希望自身辐射出电磁波
干扰外界设备及危害人体健康，所以需要
阻断电磁波的传播路径，因此自身产生的
电磁波需要被吸收，而外界入射的电磁波
需要被反射或吸收，这就使得不同屏蔽机
制的电磁干扰屏蔽材料可用于不同的应用
场景。

传统的金属如铜和铝等是常用的电磁
屏蔽材料，但它们易被腐蚀、密度过高，
并且以反射电磁波为主，这会造成二次污
染，因此其应用场景受到限制。因此在便
携式可穿戴设备和航空航天材料中，具备优
异力学性能和超低密度的电磁屏蔽材料，才
是真正的刚需。

基 于 此， 任 天 令 等 人 使 用 石 墨 烯、
MXenes（过渡金属碳化物、氮化物和碳氮
化物）和金属纳米线，探索具备超低密度、
超高电磁屏蔽性能和优异力学性能的复合物。

该石墨烯材料内部模仿蜂窝结构，由微
孔结构和丰富的石墨烯边缘和界面组成，能
使得入射电磁波被多次反射和吸收，适合用
于超高性能电磁屏蔽应用。

据悉，通过激光功率密度调控，单
片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的厚度可达
25~50μm，而一片厚度为 48.3μm 的多孔
石 墨 烯 的 SSE 为 1160dB·cm3/g，SSE/
t 为 240123dB·cm2/g， 比 常 见 的 碳 基、
MXene、以及金属材料等高出许多倍，而密
度仅有 0.0388g/cm3。

把银纳米线（AgNWs）旋涂到石墨烯
蜂窝孔表面，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和银纳
米线便可组成一种复合膜，该团队发现在 X
波段，该复合膜的电磁屏蔽效能，可从蜂窝
状多孔石墨烯材料的 41.2dB 增加到 61dB，
随着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层数的增加，复
合膜的屏蔽效能也会增加到 110dB。

通过测试证明银纳米线的加入可显著
提高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对于电磁波的反
射能力。因为，加入银纳米线之后，蜂窝状

多孔石墨烯材料的电导率提高至 2605.4S/
m，相比之下旋涂 MXene 后，电导率只有
398S/m。

制备步骤一共有四步 ：首先，搭建一个
带有激光头的直写系统 ；其次，将商用的聚
酰亚胺薄膜放置于激光头的下方一定位置处；
然后，设计一个想要得到的图案，并将图片
导入计算机内控制激光直写系统的软件 ；最
后，设置软件的特定参数后，即可启动软件
控制激光头按照所导入的图案进行划刻。待
一定时间划刻完成后，即可在聚酰亚胺表面
得到蜂窝状石墨烯。

谈及研究中使用的激光刻划技术，任天
令说 ：“这指的是使用计算机精确操控激光头

的划刻路径，在激光头划刻材料的表面后，
由于高能激光的局部光热效应，使得材料内
部的化学键断裂，从而在其表面原位生成另
一种材料。”

研究中，该团队分别采用功率密度为
16、80、85、90 和 95mW/cm2 的激光，在
薄膜上制备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

他们发现，功率的增加、也会让蜂窝状
多孔石墨烯材料的蜂窝孔直径出现增加，这
是因为功率越大，在特定时间内碳化形成的
气体就越多，蜂窝孔直径就会跟着增大。

SEM 扫描电镜图显示，蜂窝状多孔石
墨烯材料的内部结构，是一种蜂窝三维网络，
这能降低材料密度，并增强电磁屏蔽性能。

而且，只需在计算机中输入想要的图案，
就能订制出想要的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
甚至可以做出刺绣图案。

关于这一功能，他表示，这是利用计算
机中的控制激光头 X-Y 轴移动的软件来实
现的，将需要定制的图案（如刺绣图案）导
入该软件内，软件通过识别图案的灰度，在
激光头沿 X-Y 轴移动的过程中，在有图案

的地方打开激光，而没有图案的地方关闭激
光，从而可以获得一个定制化图案的蜂窝状
石墨烯。

扛得住 1000 次弯曲循环
电性能“毫发未伤”

另据悉，将石墨烯做蜂窝状结构的好处
在于，材料在面对弯曲、拉伸、扭转等时，
蜂窝结构可使得应力分散，从而避免应力集
中导致材料疲劳损伤的情况发生。

因此，即便给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做
了 1000 次弯曲循环试验，其电性能也丝毫
未损。任天令解释称，蜂窝结构有助于分散
材料的应力，避免材料在受力过程中由于应
力集中导致材料的疲劳断裂或损坏。此外，
蜂窝结构带来了超高的电磁屏蔽性能。高密
度缺陷和多界面的三维蜂窝状网络结构中含
有丰富的石墨烯边缘和无序结构，因此，进
入材料表面的电磁波会被蜂窝结构的石墨烯
多次反射和吸收，最后以热能的形式耗散。

与此同时，蜂窝结构大大降低了材料的
密度，使得材料能以超低密度实现超高电磁
屏蔽性能，从而实现轻量化的电磁屏蔽应用，
如航空航天和可穿戴电子。

具体来说，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具备
出色的电磁屏蔽性能，并可通过激光功率密
度进行调控 ：

当激光功率处于 80mW/cm2 时，其电
磁屏蔽性能可达 20dB，并能衰减 99% 的电
磁干扰，满足消费电子产品的要求完全不在
话下 ；当功率小于 80mW/cm2 时，蜂窝状
多孔石墨烯材料的电磁屏蔽，多以吸收为主；
当功率超过 80mW/cm2 时，蜂窝状多孔石
墨烯材料以反射屏蔽机制为主。

对于上述屏蔽机制，任天令分析称，通
过调控激光功率密度，可以获得不同电磁屏
蔽性能的蜂窝状石墨烯。传统金属作为电磁
干扰屏蔽材料，其表面电导率高，趋肤深度小，
因此其主要是通过表面对电磁波的大量反射
来实现电磁干扰屏蔽的，这很容易造成电磁
波的二次污染。

而以吸收为主的电磁屏蔽材料可以避免
电磁波的二次污染，并将电磁波吸收以热量
的形式耗散。

此外，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的厚度，
也会影响电磁屏蔽性能 ：单片 48.3μm 的
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在 10GHz 时的
电磁屏蔽性能大约是 40dB，这时它能屏蔽
99.99% 的入射电磁波 ；当把该材料堆叠到 6
层后，电磁屏蔽性能可达 80dB，并能衰减
99.999999% 的入射电磁波。

成本价便宜几倍
工艺简单适合大规模制备

同时，该材料成本较低。蜂窝状多孔石
墨烯材料的原材料为商用聚酰亚胺，尺寸为

50cm×100cm 的商用聚酰亚
胺薄膜的价格约为 100 元人民
币（不同厚度上下有浮动）。

而市面上由化学气相沉积
法（CVD）生长的铜基底多层
石墨烯尺寸 5cm×5cm 的价格
约为 2000 元（不同质量不同
厂家有上下浮动）。相比之下，
蜂窝状多孔石墨烯材料的优势
可见一斑。

而且与石墨烯的 CVD 生
长技术相比，该技术工艺简单、
条件温和可控，制造过程效率
高，因此很适合大规模制备。
不过任天令也坦言，不同技术
制备的石墨烯各有优缺点和用
处，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在可穿戴应用上，则可用
于监测人体呼吸、脉搏、和喉

部运动等微弱生理信号。使用时，不需要将
其搭载在其他产品上，其本身就是一个感应
传感器，可直接将其贴敷于人体相应检测部
位（如手腕、喉部等）以实现生理信号监测。
� （麻省）

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发“智能泡沫”
材料以实现更好的人机交互
	| 陈济桁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
设备和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智能，
但是，它们仍然缺乏像人类一样
能够触摸和感知微妙而复杂环境
的能力。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研究人员已经发明了一种
智能泡沫，具有人类一样的感官
能力。

这种新型材料被称为“人工
神经支配泡沫”，简称 AiFoam，
具有柔软的外观，触感如海绵一般，不仅可以
模拟人类的触觉，还可以通过非实际接触方式
感应到周围环境和物体。此外，AiFoam 还可
以在材料受损时完成自修复。与其他传统材料
相比，AiFoam 是世界上首个能同时实现上述
功能的智能泡沫材料，它有望使机器人变得更
加智能化，交互能力更强。这种突破性的材料
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助理教
授本杰明·泰（Benjamin�Tee）和健康创新与
技术研究所（iHealthtech）领导的研究团队
历时 2 年共同开发完成。

Tee 教授表示，设计研发 AiFoam 是希望
证明机器人也能够实现人类感官能力，这将创
造人与机器之间新的交互模式。

这项研究成果的详细内容已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中。

为机器人配备人类的感官能力

触感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能力，它的存
在使得人类能够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准确掌握物
体，并执行有效操作。当与人互动的机器也具
备这种感官能力时，机器人的行动和决策可以
更加平稳、安全和可预测。

以清洁机器人和机器人服务员等为例，如
果这类机器人能够在非接触时，从远处检测到
人类存在并使用识别和学习的相关信息推断出
人类的意图，那么机器人就可以更快地提前预
测人类行动并做出反应，避免与人发生碰撞，
特别是在拥挤、狭窄的区域。

尽管一些先进的电子皮肤材料在直接与物
体接触时可以通过电信号感知压力，但无法感
知接触物体的运动方向，因为这需要更复杂的
感知能力。NUS 研究团队决定据此开展研究工
作，找到该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AiFoam：帮助机器人更好地感知和响应
周围环境

AiFoam 是一种高弹性聚合物，是通过将
类似于聚四氟乙烯的氟聚合物与可降低表面张
力的表面活性剂混合制成。最终形成了一种材
料，当这种材料被分割成几部分时，它又能够

很容易的融合成一个整体。随后，研究小组在
材料中注入微小的金属颗粒，使得这种智能泡
沫材料能够感应类似于人手指等电容性物体的
存在。

NUS 团队之所以决定开发一种智能泡沫材
料，是因为与传统薄片材料相比，泡沫类材料
可以变得更加敏感。也可以通过改变空气与材
料的比例更好地控制泡沫柔软度。与其他常用
的电子皮肤材料（如有机硅）相比，泡沫材料
能够更好地感知人的存在。实际上，AiFoam
能够在非接触的情况下，在几厘米远的地方即
可检测到人类手指的存在。AiFoam 独特的
配方使其能够更有效地检测人或周围物体的存
在，这与其他通常利用光和反射原理的传感器
不同，后者往往可能导致更高错误率。

Tee 表示，通过使用特殊配方的泡沫，可
以轻松地感测压力和物体的临近程度。

为了模拟人类皮肤中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研究人员在泡沫表面下方嵌入细小的圆柱状电
极。它们不仅仅能检测到力的大小，还能检测
施加力的方向。这将使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人的
意图，或者提前感知接触的物体即将滑落，从
而可以更快，更恰当地做出反应。

泡沫中的表面活性剂即使在被破坏后也能
自愈，非常适合在机械假肢等应用中使用。泡
沫被拉伸至其长度的 2 倍以上（230%）也不
会发生破裂。为了让材料自愈合，研究人员在
4 天时间内将其加热到 70℃。使得材料最终自
修复了约 70%，并且仍可以继续被拉伸至其长
度的几乎 2 倍（180%）。

未来的应用

NUS 团队正探索与机器人公司合作的可能
性，并希望将 AiFoam 的使用范围扩展到机器
人和医用假肢等领域，实现人机之间更加无缝
的交互。

AiFoam 的自修复特性以及对接触力的敏
感性，可以使机器人更好地判断人类的意图，
并打造出新一代能够对环境变化做出快速有效
反应的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