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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谢诗涵

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将地球上的热量，以不
消耗任何能源的方式释放到寒冷的外太空？这
很像科幻故事里才会出现的情节，但新技术辐射
制冷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场景。随着世界面临不
断扩大的气候变暖危机，这样一种不耗能、无污
染的辐射制冷技术引起全世界科技工作者的兴
趣。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陈震教授课题组多
年致力于辐射制冷研究，不仅成功实现24小时
昼夜不间断降温，还将太阳能利用与辐射制冷合
二为一，为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新方法。

“辐射制冷技术看似很难以理解，但在生活
中，我们早已感受过自然状态下的辐射冷却。”陈
震告诉《科技周刊》记者，露水的形成其实就是一
种自然的辐射制冷结果。在天气晴朗、无风或微
风的夜晚，贴近地面的空气受地面长波辐射冷却
的影响而降温到露点以下，所含水汽的过饱和部分
在地面或地物表面上凝结而成的水珠，这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露水。然而，由于白天太阳会源源不断给
予大地热量，露水现象一般只在夜晚或清晨出现。
奇妙的自然景观给了科学家们无限想象空间，如何
才能通过工程设计强化这种辐射制冷呢？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学者开始进
行辐射制冷相关研究了。但是由于当时的技术
手段受限，前人学者无法实现白天制冷，此项技
术发展也较为缓慢。”温度高达6000K（开尔文，
温度单位）的太阳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一个
理想热源，而利用太阳能的同时，人类还发现了
另一个大自然的馈赠，即温度低至3K的理想热
沉——外太空。陈震以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
我们可以将包裹着地球的大气层想象成一床巨
大的被子，“被子”里面的地球保持着适合人类居
住的温度，而“被子”之外则无比寒冷，不适合人
类生存。“说得再通俗些，在这床‘被子’之上有一
些大大小小的‘窟窿’。当然，这不是实际意义上
的‘窟窿’，而是在红外波段，大气层对8-13微米
的电磁波是透明的(高透射率)，这个波段也就被
称为红外大气透明窗口。”辐射制冷技术正是透
过这些“窟窿”，把热量释放到外太空去。

借助光子学设计，国内外研究者不断尝试设
计材料，从而更好地找准大气层的这些“窟窿”，
实现辐射制冷。2014年，斯坦福大学范汕洄教
授课题组设计制作多层薄膜材料，首次实现在太
阳直射条件下辐射制冷至环境温度以下5℃的制
冷效果。2016年，陈震又引入传热学设计，与范

汕洄教授一起在人口稠密地区实现了昼夜24小
时不间断的、平均制冷温差37℃的辐射制冷效
果。其中最大制冷温差可达42℃，是迄今为止辐
射制冷的最高纪录。

《科技周刊》记者了解到，实现37℃的降温
效果并没有让科研工作者满足，陈震继续研究
如何完善这项技术，并终于在两年后，实现了利
用同一物理面积同时获取太阳的热和外太空的
冷。“由于太阳能和辐射制冷所使用的波段不
同，因此我们将一种红外透明的太阳能板放置
在一个辐射冷却板上方。太阳能板被加热到高
于环境温度24℃的同时，辐射制冷板可降温至
环境温度以下29℃。”这是人类第一次把这两种
热力学资源结合起来利用，这项研究成果也受
到能源领域重要期刊Joule和美国斯坦福大学
的高度重视。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加入辐
射制冷相关研究中来，大大推进了此项领域的发
展。2017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杨荣贵教授和
殷小波教授团队研制成功柔性薄膜辐射制冷材
料；201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杨远教授团队研制
成功液态的制冷涂层；2019年，马里兰大学团队
又制作了制冷木料。这些不同形态的制冷材料

大多可以实现5℃-10℃的辐射制冷效果。
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清醒意识到这项技术

所存在的不足。“以空调为例，一般来说家用空调
的功率一般是几千瓦，而受到物理学限制，辐射
制冷目前单位面积制冷的最大功率为150瓦左
右。如果想要达到一千多瓦的功率，则需要近10
平方米的辐射制冷装置。功率要求越大，装置面
积也越大，这是此项技术的一个弊端。”陈震补
充，第二个限制条件在于，辐射制冷技术受天气
影响较大，换句话说，如果空气湿度较大，大气透
明窗口便会变小，影响热量的释放，因此，这项技
术更适合应用在一些较为干燥的地方。

作为一项绿色科技创新技术，辐射制冷技术
既不消耗能源，也不会排放温室气体，甚至可以
帮助收集可再生能源，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
及未来能源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辐射制冷技术
未来的前景十分广阔，值得更多科研工作者不断
开拓探索。”陈震表示，将地球作为热端，外太空
作为冷端，我们可以驱动热机做功，例如利用热
电模块发电。此外，陈震教授团队正朝着最大化
产水量的角度设计表面材料，尝试在比较干燥的
地方收集可饮用水，这对于沙漠行军等极端情况
下生存的人来说将会是一大福音。

将地球上的热量释放到外太空
“辐射制冷”为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新方法

本报讯（记者 蔡姝雯）近日，《2020
全球城市基础前沿研究监测指数》报告在
北京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的基础前沿研
究监测指数全球排名第二，北京、上海、南
京和合肥入选全球TOP20城市。

该报告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院和
北京市科委共同发起，已经连续发布两年。
报告从研究前沿热度指数、突破性成果、高被
引科学家等三个方面构建基础前沿研究监测
指数的逻辑模型，并进行监测分析。

2020年度报告显示，全球主要城市
中，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合肥分别排名
第三、第七、第九和第十六。实际上，在上
一年发布的《2019全球城市基础前沿研究
监测指数》中，南京已位列全球第十四位。
此次排名，南京上升了5位，显示出南京在
基础前沿研究领域进展迅速。

根据该报告，在具体学科领域，南京在
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排名第六，物理学领
域和农业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等两
个领域均排名第九，生态与环境科学领域
排名第十。

近两年，南京接连诞生大批重大突破
成果。2020年6月，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
山实验室发布全球首个确定性广域网创新
试验、长三角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B5G
智能通信等多个重磅成果，引发国内外高
度关注；10月又发布全球首创内生安全云
平台“莲花哪吒”；12月与东南大学联合发
布“5G/B5G 基带电路自动生成软件系
统”，助力5G垂直行业应用定制化发展。

2020年初，《国家科学评论》在线发表
了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祝世宁团队
的最新研究成果，团队在量子信息研究领
域取得新突破，首次基于无人机移动平台
实现了量子纠缠分发。今年1月19日，祝
世宁团队将两架无人机编组，通过光学中
继，在相距1千米的两个地面站之间实现
了纠缠光子分发，显示出多节点移动量子
组网的可行性，标志着量子网络向实用化
迈出关键一步。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面对种源“卡脖子”
问题进行科研攻关，全院近50%科技力量
聚焦种源创新、品种创制和绿色生产技术
联合研发，目前保存5.33万份种质资源，稻
麦品种全省生产占比达80%以上，甘蓝、樱
桃番茄、草莓等品种实现了进口替代。

但报告也反映出我国城市在基础前沿
研究中的一些短板，如高端人才储备不足，
科学领域发展不平衡等。高被引科学家南
京只有24位，而北京有167位，上海有46
位，合肥有27位，美国波士顿一个城市就
有高被引科学家448位。

全球基础前沿研究哪里强？

南京连续两年上榜TOP20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重建生命历史，
石头“天书”为何难读？

生命起源与演化是世界十大科学之谜，也
是《科学》杂志列出的125个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要回溯并重建远古生命的历史，必须要依
靠一本本“石头书”。

沈树忠院士科普道：“当走进科罗拉多大峡
谷，你会看到厚厚的地层，那就像一本硕大无比
的‘石头大书’，岩石中各种各样的化石包含地
质信息，就像是书里的文字。生命演化的真谛
保存在各种地层记录之中，化石记录是唯一开
启地球生命历史进程的窗口。”

但是这本“天书”并不易读。一方面，化石
的“文字”就像遗失的古代书简，已经残缺不全，

“如今，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生物中99%以上已
经灭绝，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保存为化石。”而
另一方面，现有的化石记录散落在各地，数量不
多且非常零碎。

在整个地球历史上，可能存在过的物种也
许在40亿种之多，要恢复生命演化的全部历史，
首先要把那些已经消失的物种尽可能多地都统
计在内。

沈树忠介绍，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
始，就有人着手将化石记录收集起来。美国芝
加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杰克·塞科斯基（Jack
Sepkoski）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收集北美、欧
洲等地的化石记录，构建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
古生物数据库，“地球的历史太长了，它的时间
单位只能做到以千万年计算，也就是统计每千
万年里的海洋生物科的数目。”

1982年，杰克·塞科斯基和大卫·骆普（Da-
vid Raup）建立了第一条自6亿年前以来地球
生物的多样性曲线，人们获知，自6亿年前到4
亿多年前之间，生物多样性快速增加，其后发生
了五次生物大灭绝，分别发生在约4.46亿年前
的奥陶纪末、3.64亿年前的泥盆纪晚期、2.52亿
年前的二叠纪末期、2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和
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最近的这一次生物
大灭绝造成了恐龙在地球上消失。

1998年，在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
持下，一批美国与欧洲的古生物学家联合，发起
了一个大型的古生物数据库项目，2008年，这些
科学家重新计算了过去6亿年的地球生物多样性
曲线，尽管数据库远比之前的复杂，但由于时间
尺度仍然是以千万年计，会直接影响对古生物多
样性的估算，导致无法准确评估生物多样性的变

化速率和模式，“换句话说，低于这个1000万年
以下的大的突发性重大生物事件，将无法识别，
漫长生命史中短时间的剧烈波动也可能遗漏。”

在此次研究中，团队收集了大量的地层剖
面和化石记录，从中遴选了3112个地层剖面、
11268个海洋化石物种的26万个化石数据。“这
些化石占中国化石总量的80%，分布在不同地
区各个角落，如何由零星的点，串起完整的故事
曲线？”沈树忠表示，像这样通过不完整的化石
记录重建地球历史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规律是一
个重大科学难题。

超算融合比对，
刻录历史更精确

如何在更精确的时间尺度上，重建生命演
化的历史？樊隽轩教授告诉记者，在拥有了海
量化石记录之后，研究还需要实现两个方面的
突破，“针对这些古生物大数据的全新算法进行
计算，同时我们还需要强大的算力。”

樊隽轩告诉记者，由于化石中携带了大量信
息需要甄别，因此传统的方法已经不再适合使
用。“化石存在保存和采样的强度的差别，不是所
有的动物死后都能变成化石，也不是所有的化石
都能被发现，所以我们找到的各个化石出现和消
失的时间往往不完整，只会是化石真实寿命的一
个‘子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化石的出
现或消失的先后顺序可能会不准确。”

樊隽轩打了个比方，比如在不同史书当中，
李白和杜甫的出生时间记录可能不同，拿一本书
单独看可能会发生误差，我们可以将每个化石挖
掘点找到的化石记录，看成是一本化石编年史，
每本编年史都是不完整的，“有的记录了李白出
生更早，有的则是杜甫更早，我们需要融合起来
进行比对，再选择其中概率最大的一种可能性。”

为什么计算机需要庞大的算力呢？因为如
果是拿两个物种的化石对比，它们相互之间的
关系有6种，当3种物种对比，相互关系就有90
种可能性……“当统计的物种数量上升到1万个
时，传统计算机运算需要17年！”樊隽轩说，要获
得这样的时间分辨率，必须使用超级计算机。

2015年开始，团队在超级计算机上开发新
的算法，“天河二号”上部署的这一超算版本，也
是首次在超级计算机上运行的地层学程序。“这
一技术革新，让过去17年才能完成的计算提高
到两三天就能完成。”樊隽轩说。

樊隽轩表示，研究团队费时两三年，结合模
拟退火算法和遗传算法，自主开发了一套针对
生命演化分析的算法。他们自主开发了基于并
行计算的约束最优化方法——CONOP.SAGA，

最终获得了全新的寒武纪-早三叠世海洋无脊
椎动物的复合多样性曲线，将生物多样性的分
辨率从1000多万年精细到2.6万年，较国际同
类研究的精度提高了400倍左右，新建立的多
样性变化曲线更加准确地重现了地质历史中最
大的三次生物灭绝事件和两次重大生物辐射事
件的精细过程。

全球变冷时，
地球生命最辉煌？

生物多样性的曲线精确到令人惊叹，但其
背后的意义，与人类本身相关。

“了解地球上生命的演化历程，是人类了解
自身由来以及未来演化的重要手段。”沈树忠表
示，“我们必须回答生命演化中三个基本问题：
现今复杂生态系统是如何形成的？生命如何从
一种形式演化到另一种形式？深时生物圈中是
否存在灾变和多样化事件？这些都需要进一步
探索过去的生物多样性。”

此外，地质历史中生物多样性的重大变化，
通常也伴随着环境的剧烈波动。在地球历史
中，曾经发生过重大的生态系统和环境的突变，
导致了多次生物大灭绝事件。

沈树忠介绍，利用古生物数据库重建地质
历史全球生物多样性模式，揭示地球生命的演
化历史，以及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了
解当前的地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提供重要启示。

“我们将碳、氧、锶同位素、沉积物质总量、
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等一些与气候密切相关的环
境指标参数与我们的多样性曲线进行了初步的
比较，发现生命的兴衰与大气二氧化碳的变化
存在同步的现象。”樊隽轩说，从新建立的古生
代海洋生物多样性演变曲线可见，2.52亿年前
发生了人类迄今为止识别出的最大规模的生物
灭绝事件，导致约81%的海洋生物在数万年内
迅速灭亡，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全球气候的
快速升温密切相关。

而代表“地球生命辉煌阶段”的重要生物辐
射事件，两次分别发生在4.9亿-4.7亿年前和
3.4亿-3亿年前，并均与当时全球气候的逐渐变
冷同步。沈树忠表示，有数据指出目前地球正
经历前所未有的生物大灭绝事件，当今地球是
否处于一次生物大灭绝之中？如果是，如何阻
止？“全球变暖是当今地球生态系统恶化的主因
吗？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建立高时间分辨率的环
境因素曲线，与生物多样性曲线进行更加准确、
可靠的对比分析。”根据化石记录重建的生物多
样性变化与环境演变历史是能给我们答案的唯
一途径。

南大研究成果入选南大研究成果入选““2020202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大大数据和超算数据和超算，，
揭秘古生代海洋生物多样性演化揭秘古生代海洋生物多样性演化
生命的史诗与生物演化共舞生命的史诗与生物演化共舞。。如何再现远古生命的恢弘史诗如何再现远古生命的恢弘史诗？？11月月2020日日，，由中国科学院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评选而出的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评选而出的““20202020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揭晓揭晓，，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樊隽轩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樊隽轩教授、、沈树忠院士团队的成果入选沈树忠院士团队的成果入选。。

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团队在团队在““天河二号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支持下超级计算机支持下，，让大数据和超算等新科技与古老化石碰撞让大数据和超算等新科技与古老化石碰撞，，绘制出全球第一条高精度的古生代绘制出全球第一条高精度的古生代

海洋生物多样性变化曲线海洋生物多样性变化曲线，，较国际同类研究的精度提高了较国际同类研究的精度提高了400400倍左右倍左右。。该成果于去年该成果于去年11月月1717日在日在《《科学科学》》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

2021年1月21日《自然》封面

封面的艺术再现图描绘了从国际空间
站看到的蓝色喷流（blue jet）。蓝色喷流
是闪电的一种形式，它能从雷暴云顶部向
上进入平流层。这些喷流的持续时间不到
一秒钟，尚未得到充分表征，关于它们的形
成过程也仍有争议。在本期《自然》中，
Torsten Neubert和同事报道了国际空间
站上一设备对蓝色喷流的观测结果。研究
人员利用该设备对这类事件的无遮挡观
测，发现了一个从一道云顶明亮蓝色闪光
开始的蓝色喷流，其持续时间约10微秒。
根据研究团队的分析，这道闪光可能与启
动云内闪电的无线电波的负窄双极性脉冲
是光学等效的。

（综合《自然》官网及“自然科研服务”
公众号）

从国际空间站看到蓝色喷流▲ 多样的海底生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