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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场所的烟雾报警装
置、新房装修后的甲醛检测仪，到
危险工业废气的预警系统，离不
开背后的核心器件——气体传感
器。近日，西交利物浦大学与中
科院苏州纳米研究所合作研发出
一种新型的气体传感器大规模制
备方案，有望突破制约气体传感
器实际应用的瓶颈，如均一性差、
稳定性低等，推动半导体型气体
传感器向批量化、低成本生产更
迈进一步。

“对于气体传感器读出的数
值，我们希望可视化结果是一致
的、真实的。但市面上常见的气
体传感器，在应用之前需要大量的
前期测试以筛选出气敏响应性能
一致的气体传感器，避免在相同测
试环境下传感器之间的测试数据
偏差较大，最终对用户来说结果也
还是不太可信。我们希望通过前
期制备工艺的改进，为解决这一问
题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思路和方
案。”团队负责人之一、西交利物浦
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秦素洁博
士表示。

团队成员刘林博士介绍道，
电阻型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所使用
的敏感材料，是具有气体敏感性
的金属氧化物。“当前主流的工艺
是将粉体的气敏材料，加入有机
黏结剂后混成浆料，涂覆在传感
芯片之上，称为‘涂布法’。这类技
术很难解决敏感材料与衬底之间
的结合力弱、材料均匀性差的问
题。比如，材料涂上去后，会担心
脱落；敏感材料在涂布过程中容
易团聚。”

“我们创新性地将微机电系统
（MEMS）制造技术，与纳米敏感材
料的图案化、低成本‘原位生长’技
术相结合，实现了在传感器芯片阵
列的特定区域制备出形状和尺寸一
致、性质均一的金属氧化物纳米阵
列敏感材料，能够避免敏感材料的
团聚现象，同时敏感材料与芯片衬
底之间的结合力得到了显著改善。”
刘林说。

据了解，原位生长技术是一种
可以通过调控实验的参数如反应温
度、反应时间等制备具有不同形貌、
尺寸、气敏响应性能的敏感材料的
化学方法。刘林解释：“微机电系统
技术是在硅片衬底上‘自上而下’地
一层层做结构，制造微型气体传感
器芯片，每个芯片大小为1.2mm×
1.2mm；而图案化原位生长技术是
用化学的方法，‘自下而上’地让敏
感材料长在传感器的中心区域，慢
慢长成三维阵列。相较于传统的涂
布法，由于材料是原位生长上去的，
因此结合力、附着力会大大提升，提
升了器件的稳定性。同时原位生长
法可以通过改变实验条件，调控材
料的形貌、尺寸，避免材料的团聚，
有利于制备气敏性能均一的气体传
感器。”

为确保传感器性能的均一性，
需要实现材料的图案化生长、保持
每个图案的高度一致性。“我们利用
光刻技术在2寸的传感器芯片晶圆
上（包含1000多个传感器芯片）制
备了感光干膜点阵模板，诱导并组
装一层具有微孔图案的热塑性弹性
体薄膜，微孔直径约为607微米，
在微孔中原位生长敏感材料阵列，
得到一致性的、图案化的材料。”秦
素洁说，该方案简单、成本低，具有
大规模制备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 王 拓

新型微纳气体传感器
空气污染监测有“新方”

在距今4亿年前的海洋中，曾经生
活着一类形似小瓶小罐的微生物——
几丁虫。它们数量巨大，极其微小，只
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但却是科学家
破解地球第一次物种大灭绝等重要生
物、环境事件的关键角色。

在近百年的研究当中，几丁虫具
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地层学意义，可以
协助人们找到石油、矿产等资源。然
而，从1931年被首次报道以来，关于
几丁虫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一直争论
不休，未有定论。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梁艳与国际团队
合作发现，几丁虫是一类独立的原生
生物，而不是某一类生物的卵或者卵
囊，其可以帮助人类找油找矿。该研
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地学期刊
《地质学》上。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丁虫常
与原生动物，如跟足虫、纤毛虫、鞭毛
虫、有孔虫等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
随着1963年一批呈茧状保存标本的
问世，几丁虫逐渐被作为某类具有软
躯体的后生动物的卵或卵囊。但梁艳
表示，几丁虫在地层当中是非常容易
获得的一类生物化石，科研人员却从

来没找到幼年几丁虫个体，更没有见
到生殖标本。因此这两种结论都没有
确切证据支持。

近年来，梁艳与来自爱沙尼亚、美
国、英国和中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合
作，就几丁虫的生物学属性提出了新的
看法。“我们通过研究331枚保存完好
的几丁虫化石，发现它的形态变化很明
显，都是从矮胖逐渐变成了瘦长。”梁艳
说，这意味着几丁虫是纵向生长的，这
一现象与几丁虫为卵或卵囊的学说相
差甚远。

为了进一步探索几丁虫的身份，科
研团队收集整理了前人发表的57属
378 种几丁虫的最大最小壳长比，以及
6门10纲45种水生无脊椎动物卵的大
小。对比结果显示，几丁虫不是无脊椎动
物的卵。“我们认为，几丁虫是一类独立的
古海洋微体生物。”梁艳说。

梁艳介绍，从1937年开始就有科
学家发现了这类珍贵的标本。但因为
当时缺乏技术手段，再加上标本数量太
少，他们把这些标本当成了畸形的、变
异的标本来处理。“我们的研究有力地
证明了，所谓的特异标本其实就是几丁
虫生殖瞬间的关键材料。”

梁艳团队从大量标本中获得 20
枚精美的特异标本，采用近红外显微
成像、显微CT等技术手段识别出几丁
虫的两种生殖模式：一个母体一次繁
殖一个后代或一次繁殖多个后代。几
丁虫的子代仅在母体的底部“出芽”。
虽然子代的体室以类似“出芽”的方式
呈现在母体的底部，但在母体的体室
内，子代的颈部也几乎在同步进行生
长。而一个几丁虫母体一次繁殖多个
后代的生殖模式是通过子代复制母体
的形态特征来产生新的个体，新个体

一旦发育成熟，脱离母体，就已经是一
个与母体具有高度一致形态特征的完
成体。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就进一步确
定了几丁虫是一类独立的原生生物，
而不是某一类生物的卵或者卵囊，对
后续开展进一步的生物地层学研究，
或者是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梁艳说，几丁虫能够帮
助人类找油找矿，可以作为一个独立
的门类存在于各项研究之中。

本报记者 张 宣

互动小问答>>>
读完本期科普文章，您对几丁虫了

解了吗？小编考考你：几丁虫是卵生动物
还是微生物？请编辑正确答案+姓名+电
话+邮寄地址发送到
邮箱xhrb2018@163.
com，北京时间 9 月
11日12时前小编会
选取发送正确答案的
前三名读者，奖品为
中科院南古所提供的
精美金属书签一套。

南古所专家揭开4亿年前几丁虫身份之谜

几丁虫生殖过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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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技术，从理想到现实

何为无线充电？顾名思义，无线
电能传输技术借助于磁场、电场、微波
等空间无形软介质，实现电能完全意
义上无线柔性传输的新技术，也就是
说，各类需要充电的电子设备甩掉“大
辫子”。

“其实，无线充电技术可以追溯到
19世纪。”中国矿业大学电气与动力
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副主任夏晨阳教
授告诉《科技周刊》记者。1899年，在
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近70年之
后，“无线输电之父”特斯拉构想了一
种无线输电方法——他在纽约建造了
无线电能发射塔，把地球作为内导体、
地球电离层作为外导体，希望通过放
大发射机以径向电磁波振荡模式，在
地球与电离层之间建立大约8Hz的低
频共振，再利用环绕地球的表面电磁
波来传输能量。然而，特斯拉的无线
输电构想并没有得到实现。

直到21世纪，随着技术的发展，
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无线充电开
始在手机行业得到了大规模的应
用。而如今人们熟知的电动汽车公
司特斯拉，也是向多年前这位科技先
驱致敬。

目前，我们使用的手机等无线充
电设备一般使用的是磁耦合无线电能
传输技术，它基于磁场耦合原理，实现
电能从电源端到用电设备端的无电气
连接传输。夏晨阳解释：“磁耦合无线
电能传输技术的工作原理与变压器原
理类似。在充电板和手机中各有一个
线圈，分别为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
输入电能经过电能变换环节后变为高
频交变电压（或电流），在磁耦合机构
的发射线圈中形成高频交变电流，从
而在该线圈附近激发出高频交变磁
场；高频交变磁场使得一定空间范围
内的接收线圈产生同频的交变电流，
相应电能通过谐振电路后经电能变换
电路输出给负载。”

未来已来，无线充电悄然改变生活

近年来，小米、华为、三星、苹果也
已经相继推出无线充电手机。与此同
时，无线充电电动汽车也已经逐渐从

“试验田”走向市场。
“目前电动汽车领域的无线充电

分为定点无线充电技术和在线无线供
电技术。”夏晨阳介绍，定点无线充电
技术指为电动汽车在停车位置上提供
无需任何导线插拔的充电方式，而在
线动态无线供电技术则为电动汽车在
行驶过程中提供持续的电力供应。“简
单来说，一种需要停车充电，一种可以
边开边充电。在江苏，就可以体验到
这两种无线充电方式。”

南通市北高新区，是江苏有感科
技无线充电产品制造中心的所在地。
这个由5名清华大学博士和近百名汽
车电子行业及电源行业资深技术人士
组成研发团队已深耕无线充电领域多
年。江苏有感科技副总经理吴锐芳告
诉记者，目前公司产品已经搭载在80
多款热销车型上。“当新能源汽车停靠
在固定位置后，即可进行充电。既不需
要连接线缆，也不需要插入充电枪，和
手机的无线充电一样便利。”

在距离南通100多公里之外的苏
州，2018年，一条总长约500米、宽
3.5米的“三合一”电子公路在同里新
能源小镇正式亮相。这也是世界上首
次实现路面光伏发电、动态无线充电
以及无人驾驶三项技术融合应用的电
子公路。

在这条电子公路上开车将是怎样
的体验呢？国网苏州供电公司科技互
联网部专职工程师姚晓君这样向《科
技周刊》记者描述：“电子公路的承压
和耐磨能力不低于二级公路水平。开
车时，不知不觉中正在充电，能量转换
悄然进行。”

原来，这条公路引入了目前国际
最高级别的Level-4级无人驾驶车辆，
经改装具备无线充电功能，且动态充
电效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不仅如
此，“三合一”电子公路的动态无线充
电采用无缝切换技术，电磁辐射量远
低于国际标准限值。且道路同时集成
智能路侧设施、LED路面标识、电子斑
马线等元素，体现了智慧交通理念。

“这种全新的公路创造了能源即时生
产和消费的新模式，开启了光伏发电、
电动汽车、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产业
转型发展的新方向，为新技术研发、新
材料研制、新标准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是未来建设新能源利用综合体和新型
智慧城市的有益探索，也为现代生活
带来了更安全、便利、舒适的新体验。”
姚晓君表示。

无线连通时代，智能化将大步迈进

“和传统有线充电方式相比，无线
充电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
当摆脱电线的束缚，电子产品将有无
限可能。可以适当想象，未来的无线
充电会像无线通信领域一样，从1G到
5G……不断发展。”夏晨阳表示。

在手机、电动汽车、轨道交通领

域，无线充电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
大变化。而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无线
连通将让智能化迈进一大步。夏晨
阳介绍，当智能化设备在不停机状态
无线充电时，就意味着其续航时间
长、作业效率得到显著提高，真正做
到24小时“永动”；“一边工作一边充
电”，也意味着设备的电池体积和容
量的减少。“值得关注的是，无线充电
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克服裸露导体
造成用电安全问题，能够避免潮湿、
水下、易燃易爆等工作环境下，因接
触式供电引起的触电、爆炸、火灾等
事故。”

行业未来可期，现阶段还有很多
的技术难点需要攻克。江苏智行未
来汽车研究院院长华国栋表示，目
前来看，传输效率是无线充电面临
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对于电动汽车
这样充电功率更大的“电器”来说，
电能首先转换为电磁能，之后再转
换成电能，两次转换都会损失不少
的能量。此外，电磁兼容也是无线
充电需要解决的技术瓶颈之一。电
磁能很容易产生泄漏，当大功率的车
用无线充电设备运行时，也会对周围
的生物和电子设备产生影响，甚至会
危害人体健康。

“总的来说，车辆无线充电是电动
汽车的重要发展方向。开发大功率、
高效率、强侧移适应能力、低电磁辐
射、成本适中的动态无线供电系统，已
成为国内外各大研究机构当前的主要
研究热点。”华国栋认为。

那么，终有一天，无线充电会完全
替代有线充电吗？夏晨阳表示，无线
充电技术的定位是导线接触式供电技
术的重要补充。无线供电在电动汽
车、智能化无人装备等领域有着有线
充电不可比拟的优势，该技术非常适
合在“不可、不宜”等场合实现电能的
灵活传输与转换。但在一些特定场
合，有线充电依旧拥有优势。

本报记者 叶 真

新能源汽车边开边充电新能源汽车边开边充电、、手机自动搜索无线充电电手机自动搜索无线充电电源源——

无线充电无线充电有无限可能有无限可能
行车路上，新能源汽车边开边充电，不需要再去寻

找最近的充电桩。拿着手机发现电量低时，可像搜索

WIFI信号一样寻找无线充电设备“接上电源”。家里不

再因为插头的摆放、电线缠绕而烦恼……这样的生活场

景令人向往。当无线充电普及，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未来
城

公告
南京理工速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7000万元。
南京理工速必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日

遗失 宁东湖5818营运证，证书编号：
苏 SJ（2018）01002841，所有人：魏红
兵。经营人：南京东湖航运有限公司，发
证日期：2018年04月29日。声明作废。
遗失 宜兴市宜杨运输有限公司，苏无锡
货01255营运证书，水路运输证号：苏SJ
（2014）02000231。声明作废。

遗失 苏兴达货8589，船舶营业运输证
编号:苏 SJ（2017）08004897，声明作
废。
遗失 苏兴达货8036，船舶营业运输证
编号:苏 SJ（2017）08006664，声明作
废。
遗失 苏兴达货5818，船舶营业运输证
编号:苏 SJ（2018）08007325，声明作
废。
遗失 苏兴达货8378，船舶营业运输证
编号:苏 SJ（2017）08004882，声明作
废。
遗失 苏兴达货8002，船舶营业运输证
编号:苏 SJ（2017）08004919，声明作
废。
遗失 苏兴达货8758，船舶营业运输证
编号:苏 SJ（2017）08004710，声明作
废。
遗失 苏淮货9219，船舶营业运输证编
号:苏SJ（2017）08004702，声明作废。
遗失 苏淮货9898，船舶营业运输证编

号:苏SJ（2017）08004928，声明作废。
遗失 苏淮货5346，船舶营业运输证编
号:苏SJ（2017）08004850，声明作废。
遗失 苏淮货9209，船舶营业运输证编
号:苏SJ（2017）08004719，声明作废。
遗失 张小凡2020年8月30日南京中
医药大学研究生证，证号：20163077。
声明作废。
遗失 苏淮货6300、苏金湖货0068船
舶营运证，自愿退出营运市场，声明作
废。
遗失 江苏苏标认证咨询中心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3200001103102），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公章一枚，财务印鉴
章一套，财务相关资料，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友德酒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201051501263），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公章一枚，财务印鉴章一套，财务相
关资料，声明作废。

公告启事

遗失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无锡市
舜天线缆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
年 8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7202.85 万元，本金为
4494.71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无锡市
宜兴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
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
系。联系人：张睿、高峣，联系电话：025-52680845、025-
52680929， 电 子 邮 件 ： zhangrui6@cinda.com.cn、
gaoyao@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
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南京金粤

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1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
年 8月 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80014.34万元，本金为
58194.26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江苏常州、无锡、
南京、盐城、宿迁、镇江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
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5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5个
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
联系。联系人：吕越、陈啸飞，联系电话：025-52680919、
025- 52680853，电 子 邮 件 ： lvyue1@cinda.com.cn、
chenxiaofei@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
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