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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液态金属技术
可使人体内的医疗
植入物被溶解而非移除

目前，小型金属植入物在医疗
实践中一旦不再需要就必须通过手
术从体内取出，或者无限期地留在
体内——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并
发症。然而，现在，科学家们已经
设计出一种使用液态金属就地分解
的方法。

在乔瓦尼·特拉弗罗助理教授
和博士后研究员维维安·费格的领
导下，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借
鉴了一种被称为液态金属脆化的方
式。

在这种现象中，坚硬的金属如
锌或不锈钢与某些类型的液态金属
接触后会解体。这发生在液态金属
穿透固体金属的晶界时，晶界是它
所组成的微小晶体之间的边界。

最初，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
利用这一过程，以分解植入胃肠道的
设备。他们知道一种叫作镓的软金属
对硬铝有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们用一
种镓合金——共晶镓铟（EGaIn）——
和一个部分铝制的药物输送装置进
行了实验。

Y 形的原型装置由充满药物的
聚合物臂组成，通过铝连接管连接
到一个聚合物枢纽。研究人员的想
法是，一旦它被插入病人的消化道，
它将无害地停留在原地并逐渐释放
其药物载荷，直到它解体并随粪便
排出。

在动物研究中，当该装置被放
置在胃肠道中后，口服含有 EGaIn
的溶液。当液体经过该装置时，它
导致铝接头分解，使该装置崩解并
被排出。重要的是，啮齿类动物的
研究表明，EGaIn 是无毒的，并且
具有生物相容性，尽管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它对人类的影响。

在药物输送装置取得成功后，
科学家们还能够分解植入食道组织
的铝制支架。在消化道之外，他们
还尝试在用于固定伤口的铝制手术
钉上涂抹 EGaIn，因为用传统方法
去除普通手术钉，有时实际上会损
害已经愈合的组织。

结果发现，液态金属使铝质手
术钉在几分钟内就解体了。此外，
如果在现实世界中使用这些订书针，
由此产生的铝碎片不会对身体造成
损伤。

“对于未来的手术钉，我们的
设计是这样的 ：组织被固定在一起，
因为有一座桥支撑着两个对立的腿 ；
如果桥被溶解，钉书针的腿可以很
容易地被移除，”费格说，“另外，
如果有碎片留在组织内，我们观察
到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被排出。”

这项研究在最近发表于《先进
材料》杂志。� （杭科）

新研发的“人工光合作用”系统可以以10倍的效率生产甲烷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类一直

依赖化石燃料作为集中的能源。我们
的社会一直在利用这些方便的、能量
密集的物质，这些物质是由数亿年的
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然而，这种供应
是有限的，而且化石燃料的消耗对地
球的气候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芝加哥大学化学家林文彬说：“许
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最大挑战是，即使
是大自然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使用的
能源量。他说。“甚至光合作用也没
有那么好。我们将不得不做得比大自
然更好，这很可怕。”

“人工光合作用”是科学家正在
探索的一个可能的选择。这需要对植
物的系统进行重新加工，以制造我们
自己的各种燃料。然而，一片叶子中
的化学设备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那
么容易转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

现在，芝加哥大学的六位化学家
在 11 月 10 日发表在《自然·催化》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创新
的人工光合作用新系统，其产量比以

前的人工系统高一个数量级。与普通
光合作用从二氧化碳和水产生碳水化
合物不同，人工光合作用可以生产乙
醇、甲烷或其他燃料。

尽管在成为为汽车提供燃料的
方式之前，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这种方法给了科学家一个新的探索方
向。此外，从短期来看，它可能对其
他化学品的生产有帮助。

林文彬说 ：“这是对现有系统的
巨大改进，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能
够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个人工系统在分
子水平上是如何工作的，这在以前是
没有过的。”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化学
教授和这项研究的高级作者。

“没有自然光合作用，我们就不
会在这里。它制造了我们在地球上呼
吸的氧气，它制造了我们吃的食物，”
林说，“但是它永远不会高效到为我
们提供燃料来驾驶汽车，所以我们将
需要别的东西。”

问题是，光合作用是为了创造碳
水化合物，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燃

料，但不能用于我们的汽车，它需要
更集中的能量。因此，希望创造化石
燃料替代品的研究人员必须重新设计
这一过程，以创造能量密度更大的燃
料，如乙醇或甲烷。

在自然界中，光合作用是由几
种非常复杂的蛋白质和色素共同进行
的。它们吸收水和二氧化碳，将分子
分解，并重新排列原子以制造碳水化
合物——一长串的氢氧碳化合物。然
而，科学家们需要重新设计反应，以
产生一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只有氢围
绕着一个多枝的碳核心 -CH4，也被
称为甲烷。

这种重新设计比听起来要棘手得
多 ；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修补它，试
图接近大自然的效率。林和他的实验
室团队认为，他们可以尝试添加一些
迄今为止人工光合作用系统还没有包
括的东西 ：氨基酸。

该团队从一种叫作金属有机框架
或 MOF 的材料开始，这是一类由金
属离子通过有机连接分子固定在一起

的化合物。然后，他们将 MOF 设计
成单层，以便为化学反应提供最大的
表面积，并将所有东西浸没在包括钴
化合物在内的溶液中以运送电子。最
后，他们在 MOF 中加入了氨基酸，
并进行了实验，以判断哪种方法效果
最好。

现在，他们能够对反应的两个方
面进行改进 ：分解水的过程和向二氧
化碳添加电子和质子的过程。在这两
种情况下，氨基酸帮助反应更有效地
进行。

然而，即使性能有了明显的提高，
人工光合作用在生产足够的燃料以达
到广泛使用的目的之前，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林说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
位置，它将需要扩大许多数量级，以
制造足够数量的甲烷供我们消费。”

这一突破也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其
他化学反应，如制造药物和尼龙的起
始材料等，可能非常有用。� （逸文）

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利用量子点技术
开发出低成本的太赫兹相机

太赫兹辐射，也被称为亚毫米辐
射，其波长位于微波和可见光之间。
它可以穿透许多非金属材料并探测某
些分子的特征。这些便利的特性可以
使其得到广泛的应用，包括工业质量
控制检测、机场安全扫描、材料的无
损表征、天体物理观测以及比目前手
机频段带宽更高的无线通信。

然而，设计检测和制作太赫兹波
图像的设备一直是个挑战。因此，大
多数现有的太赫兹设备是昂贵的，缓
慢的，笨重的，并需要真空系统和极
低的温度。

现在，麻省理工学院、明尼苏达
大学和三星公司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
出一种新的相机，它可以快速检测太
赫兹脉冲，具有高灵敏度，并且在室
温和压力下。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同
时实时捕捉到关于波的方向，或“偏
振”的信息，而现有的设备无法做到。
这种信息可以用来描述具有不对称分
子的材料，或确定材料的表面细节。

这个新系统使用被称为量子点
的粒子。这些粒子最近被发现在受到
太赫兹波的刺激时有能力发射出可见
光。然后，这些可见光可以被一个类
似于标准电子相机探测器的装置记录
下来，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到。11 月 3
日发表在《自然 - 纳米技术》杂志上
的一篇论文描述了这一装置，作者是
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史娇健、化学
教授 Keith�Nelson 和其他 12 人。

该团队制造了两种不同的装置，
可以在室温下运行。一个是利用量子
点将太赫兹脉冲转换为可见光的能
力，使该装置能够产生材料的图像 ；
另一个是产生显示太赫兹波偏振状态
的图像。

新的“照相机”由几层组成，采
用像用于微芯片的标准制造技术制

成。基板上有一排纳米级的平行金线，
用窄缝隔开 ；上面是一层发光的量子
点材料 ；上面是一个用于形成图像的
CMOS 芯片。偏振检测器使用类似的
结构，但有纳米级的环形狭缝，这使
得它能够检测到进入的光束的偏振。

太赫兹辐射的光子具有极低的能
量，这使得它们很难被检测到。因此，
这个设备正在做的是将那小小的光子
能量转化为易于用普通相机检测的可
见物。在该团队的实验中，该设备能
够在低强度水平上检测太赫兹脉冲，
超过了今天大型和昂贵系统的能力。

研究人员通过拍摄他们设备中使
用的一些结构的太赫兹照明照片来证
明该探测器的能力，例如纳米间隔的
金线和用于偏振探测器的环形狭缝，
证明了该系统的灵敏度和分辨率。

开发一个实用的太赫兹相机需要
一个产生太赫兹波以照亮一个物体的
部件，以及另一个检测它们的部件。
在后一点上，目前的太赫兹探测器要
么非常慢，因为它们依赖于检测波冲
击材料所产生的热量，而热量传播缓
慢，要么它们使用相对较快的光电探
测器，但灵敏度非常低。此外，直到
现在，大多数方法都需要整个太赫兹
探测器阵列，每个探测器产生一个像
素的图像。问题在于每一个都相当昂
贵，一旦它们开始被用来制造相机，
探测器的成本就会开始迅速扩大。

虽然研究人员说他们已经通过新
的工作破解了太赫兹脉冲检测问题，
但缺乏良好的源的问题仍然存在——
而且世界各地的许多研究小组正在努
力解决。Nelson 说，新研究中使用
的太赫兹源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激光
器和光学设备阵列，不容易被扩展到
实际应用中，但基于微电子技术的新
源正在顺利开发中。

论文的共同作者、明尼苏达大
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麦克奈特教授
Sang-Hyun�Oh 补充说，虽然目前
的太赫兹相机版本要花费数万美元，
但该系统使用的 CMOS 相机的廉价
特性使其“向建立实用的太赫兹相机

迈进了一大步”。商业化的潜力促使
制造 CMOS 相机芯片和量子点设备
的三星公司合作开展这项研究。

Nelson 说，这种波长的传统探
测器在液氦温度（-268 华氏度）下
工作，这对于从背景噪声中挑出能量
极低的太赫兹光子是必要的。这种新
设备能够在室温下用传统的可见光相
机检测并产生这些波长的图像，这一
点出乎了从事太赫兹领域工作的人的
意料。

研究人员说，有许多途径可以进
一步提高这种新相机的灵敏度，包括
组件的进一步小型化和保护量子点的
方法。他们说，即使在目前的检测水
平上，该设备也可以有一些潜在的应
用。

在新设备的商业化潜力方面，
Nelson 说，量子点现在价格低廉，
而且容易获得，目前被用于消费产品，

如电视屏幕。相机设备的实际制造更
加复杂，但也是基于现有的微电子技
术。事实上，与现有的太赫兹探测器
不同，整个太赫兹照相机芯片可以用
今天的标准微芯片生产系统来制造，
这意味着最终大规模生产这些设备应

该是可能的，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目前，尽管该相机系统离商业化

还很远，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在需要快速检测太赫兹辐射时已经在
使用这种新的实验室设备。“我们没
有那些昂贵的相机”，Nelson 说，“但
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小设备。人们只
需将其中一个插入光束中，用眼睛看
一下可见光的发射，这样他们就知
道太赫兹光束何时开启，这真的很方
便。”

虽然太赫兹波原则上可以用来探
测一些天体物理现象，但这些来源将
是极其微弱的，而且新设备无法捕捉
这种微弱的信号，该团队正在努力提
高其灵敏度。下一代的研究工作在于
把所有东西都做得更小，它的灵敏度
也会更高。� （逸文）

图 片 显 示 太 赫

兹照明（右上角的黄

色曲线）进入新的相

机系统，它刺激纳米

级孔内的量子点（显

示为照明环）发出可

见光，然后使用基于

CMOS 的芯片（左下角）

检测，就像数码相机

中的那些。

IBM发布量子计算芯片　支持433个量子比特计算
11 月 9 日，IBM 宣布了在量子

硬件和软件研发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
并阐述了公司以量子为中心的超级计
算机系统的未来愿景。

最值得关注的是，IBM公司具有优
质配置的量子计算机“鱼鹰”（Osprey），
内含的“鱼鹰”芯片（Ospreychip）
支持 433 量子比特位。

据悉，Osprey 计算机量子比特数
量是去年发布的 Eagle 计算机量子比
特数量的 3 倍。

433 量子比特的Osprey 计算机

新的Osprey 计算机可以进行复杂
的量子计算。在配置方面，与去年发
布的 Eagle 一样，Osprey 之中的线路
分布具有多层次。这种线路布局增强
了信号传输和设备安装的灵活性。

同时，Osprey 凭借特殊的集成
滤波功能可以降噪并且使设备运行起
来更稳定。另外，Osprey 的导线密度
相较于以往计算机提升了百分之七十，
大大降低了相关成本。

为 解 决 Osprey 中 的 纠 错
问 题，IBM 还 同 时 发 布 了 配 套

QiskitRuntime软件的更新版本。更新
后的软件允许用户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API，Application�Programming�
Interface）中的一个简单选项减少错
误计数。

此外，Osprey 运用柔性带状电缆
替代了之前 Eagle 中使用的微波电缆。
柔性带状电缆既可以在低温条件下使
用，也不会因为过多的热量输出使不
同的量子比特之间发生干扰。

其次，Osprey 具有最新的控制
电路，可以与量子计算机的相关设备
匹配，输出精确的信号、频率与功率。
另外，Osprey 可使同一台设备同时控
制 400 多个量子比特。

具体来讲，Osprey 计算机含有可
在低温下运行的纳米芯片。该芯片可
以在 -269.15℃的低温下发挥作用，并
将电路进行了集成，借此降低设备体
积与使用过程中的能量损耗。

计划推出QuantumSystem2

IBM 计 划 在 完 成 研 发 1000 个
量子比特计算机的既定目标之后，重
点推出能够与之相匹配的量子系统
QuantumSystem2。该系统拥有模块
化和灵活的量子计算架构，能将多个
处理器结合到具有同一个通信链路的
单一系统中。

具体来讲，系统能够在合理的运
行时间内计算出“具有 100 个量子比
特和 100 个门操作的电路”的无偏可
观测值，并能够借助 Heron 处理器降

低错误率，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
运行一个 100×100 的电路，产生无偏
倚的结果。该系统预计在 2023 年底前
推出，将为打造以量子为核心的超级
计算机奠定基础。

IBM 在官网上也发表声明称 ：“该
计算机系统将在明年年底前正式投入
使用，能够通过连接其他三个量子系
统构建出多达 16632 个量子比特计算
系统。”

量子计算技术在发展的同时也伴
随着安全问题。随着量子计算机变得
越来越强大，技术提供商必须采取相

关措施，保护系统中的信息免受量子
计算机的危害。而 IBM 同样能够提供
相关技术和服务。

为证明 IBM 具有保障量子计算机
安全性的技术优势，IBM 和沃达丰公
司还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共同寻找
在沃达丰的基础设施中应用 IBM 量子
安全密码学的解决方案。

综合来看，IBM 新推出的 Osprey
芯片不仅在量子比特方面具有优势，
还在制冷、电子控制设备和布线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随着 IBM 量子
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有望达到
更多量子比特的既定目标。

IBM 量子计算机的研究员兼副总
裁杰伊·甘贝塔（Jay�Gambetta）在
官网上说 ：“我们在量子比特方面的突
破重新定义了量子计算机未来的发展
趋势。我们也称之为以量子为中心的
超级计算方式。在此过程中系统的模
块化、通信方式的升级和中间件的更
新将有助于提升可变化的计算能力。”

（麻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