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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扭转双层石墨烯中发现超导现象，激发了人们对
类似扭曲二维晶格电子性能的研究兴趣。将双层石墨
烯的两个晶体网络稍微旋转，就能得到这种扭转结构，
但最后得到的晶格需要在原子水平进行成像，才能理解
它们的性能。在本期《自然》中，Ado Jorio 和他的同事
们用纳米-拉曼光谱中的可见光对重构的扭转双层石墨
烯进行了成像，探索了这种晶格的振动模式。这项技术
揭示了一些振动模式具有定域化特征，并让研究团队得
以探究这对电子性能的影响。团队认为，研究结果朝着
理解声子相关效应迈进了一步，或有助于“扭转电子学”

（twistronics）的发展。
（综合自然官网及“Nature Research 科研服务”

公众号）

扭转双层石墨烯
助“扭转电子学”发展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在诗中写道：“食
土蚓无肠，亦自终夕叫。”吃土，或俗称“土”
的矿物，在常人看来，或是一种怪癖。然而
实际上，传统中药和现代药物中也有许多源
于矿物类的“土”成分。

近日，南京大学与澳门大学的合作团队
发现蒙脱石——一种临床上治疗腹泻的经
典药物，也是一种硅酸盐黏土——可有效促
进乳酸菌在小鼠肠道的定植与富集，引发
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提高抗肿瘤免疫疗
效 。 该 研 究 成 果 在 线 发 表 在《Cell Re-
ports》上。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
杰出青年基金、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的
支持。第一作者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韩
丛薇，通讯作者为南京大学董磊、张峻峰和
澳门大学王春明。

口服益生菌往往成了“过路菌”

健康人的肠道中有数万亿的共生细菌，是
人体细胞的十倍，能帮助身体的消化、生长和
防御。论文通讯作者、南京大学董磊教授对记
者科普道，当生理环境发生变化，打破肠道菌
群的平衡，会加速包括癌症、肠炎、肥胖等多种
疾病的发生发展。而肠道菌群中的益生菌，本
身具有激活宿主免疫的效果，对肿瘤免疫疗法
的重要作用已经被业界所熟知，成为一种具有
潜力的抗肿瘤策略。

董磊说，目前常用到补充益生菌的方法
主要是口服益生菌和粪菌移植。但是口服益
生菌难以在肠道定植，“简单说，就是吃下去
以 后 在 肠 道 滞 留 时 间 很 短 ，成 为 了‘ 过 路
菌’。”而欧美科学家已经开展十年的粪菌移
植，是从捐赠者那里获得新鲜粪便，经过处理
后储存，以用于粪菌移植，但其存在病原菌感
染的风险。

如何能将益生菌牢固地“定植”在肠道
内？董磊告诉记者，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将蒙脱石与自然界微生物放在一起，
发现了乳酸菌聚集的情况，扫描电镜下可
见结构非常完整的生物膜，“乳酸菌从个体
路过变成了群体滞留”，这让研究者感到非
常惊喜。

蒙脱石让益生菌“定居”

蒙脱石和益生菌聚集到底有何联系？在
研究中，团队测试了口服蒙脱石后小鼠肠道
微生物群的变化，发现蒙脱石处理组的小鼠
具有更高的乳酸菌和双歧杆菌比例。

扫描电镜显示，体外培养的蒙脱石与不
同细菌的微球，仅乳杆菌和双歧杆菌能够在
蒙脱石颗粒表面形成生物被膜结构。“这是由
于蒙脱石具有离子交换微观结构，乳酸菌能
产生乳酸阴离子，通过离子交换能‘附着’在
蒙脱石上，在其表面上形成生物膜，为乳酸菌

抵抗不利环境提供保护。”董磊说。
随后，研究者证明了口服蒙脱石能够通

过改变小鼠肠道菌群、发挥抑制肿瘤生长的
作用。并且，考虑到肠道中固有益生菌的数
量较少，研究人员在体外构建了蒙脱石-乳酸
菌微球，并喂食黑色素瘤模型小鼠，显示出了
比单独使用蒙脱石或乳杆菌更显著的抗肿瘤
效果。

为考察这一发现的应用潜力，研究者将
蒙脱石-乳酸菌微球与化疗或免疫治疗联合
使用。在小鼠模型中，与单独使用蒙脱石-乳
酸菌微球、阿霉素或 PD-1 抑制剂相比，蒙脱
石-乳酸菌微球联合阿霉素或抗小鼠 PD-1
抗体均表现出更好的抗肿瘤效果。

这一研究，基于意外发现的蒙脱石对乳杆
菌形成生物膜的特殊支持作用，开发出一种促
进益生菌在肠道定植并进一步激活树突状细胞
的新策略，并初步证明了其应用于肿瘤免疫治
疗的良好效果。

南大新成果登《Cell Reports》

吃“土”，能提高抗肿瘤免疫疗效

记者 20 日从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获悉，当天上午
11 时许，“远望 3”号船悄然解缆，缓缓驶离码头，开启年
度新征程，奔赴预定海域执行海上测控任务。

“远望3”号船是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二代航天
测控船，20 多年来远涉重洋 50 余次，主要担负对火箭、
高中低轨卫星、飞船及空间站等目标的海上测控通信任
务，圆满完成以神舟、嫦娥、北斗为代表的90余次海上测
控任务，测控成功率达100%。

“远望3”号船船长曹志宜告诉记者：“本航次是我们
‘远望 3’号船今年的第一次远征，出航前面临高难度任
务和高要求疫情防控的双重考验。目前，我船已按计划
完成物资补给、放行审定、技术状态核查等各项准备工
作，为圆满完成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远望3”号船起航
开启年度新征程

19 日，中国慧眼卫星团队在京宣布，慧眼卫星发现
首个跟神秘的快速射电暴相关联的 X 射线暴，确认其来
自银河系内的磁星 SGR J1935+2154，并在国际上首先
证认该X射线暴包含的两个X射线脉冲是快速射电暴的
高能对应体。这一发现，与国际上其它望远镜的观测一
起，证明快速射电暴可以起源于磁星爆发，破解了快速射
电暴的起源之谜，并为理解快速射电暴的辐射机制和磁
星的爆发机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数据。该成果于北京时
间2月19日在线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天文学》。

慧眼卫星是我国第一颗空间 X 射线天文卫星，由高
能所李惕碚、吴枚等在 1993 年提出。自 2017 年 6 月 15
日发射升空以来，慧眼卫星已在轨稳定运行超过3年半，
并在黑洞、中子星等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慧眼卫星首次确认
快速射电暴来自磁星

2021年
2月18日

《自然》封面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22日在2021年世
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展期间发布《2021中国移动经济发
展报告》（下称《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5G连接数超过
2 亿，占全球 5G 连接数的 87%，2025 年中国 5G 连接数
有望达到 8.22 亿；2020-2025 年运营商资本支出或达
2100亿美元，其中90%用于5G建设与发展。

《报告》指出，5G 独立组网已经启航，截至 2021 年 1
月，全球 57 个国家已有 144 个 5G 商用网络，5G 连接数
达到 2.35 亿左右。其中，中国 5G 的迅速过渡意味着 4G
应用已经达到顶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4G渗透率
首次出现下滑，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向日益普及的
5G服务，未来几年4G将保持下降之势，到2025年4G将
占中国总连接数的53%，而5G则占47%。

（本栏目综合中新网、人民日报客户端、经济参考报）

中国5G连接数超2亿
占全球87%

□ 本报记者 蔡姝雯

对AI寄予厚望的同时，
也要“驯服”AI

2020 年，由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
支撑，许多行业重启向上而生的螺旋。2021
年，各大研究机构在科技预测中都对 AI 寄予
了更高期望。

从百度研究院的预测来看，AI 将更加深
入各产业，并成为提升效率的重要技术，同时，
AI 对大众生活的影响也更为具体。远程办
公、在线教育、在线问诊等模式将会延续，成为
未来的新常态；数字人、虚拟人将大批量出现，
并在服务行业大放异彩；生命科学成为 AI 应
用新领地，生物计算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阿里巴巴达摩院则认为，AI 应用于汽车、
消费电子、服装、钢铁、化工等信息化基础良好
的行业，将实现供应链、生产、资产、物流、销售
等各环节的全局智能。AI与药物、疫苗研发结
合是大势所趋，新型AI算法的迭代及算力突破
将解决药物分子靶点确证、药物可成药性等难
题，脑机接口在医疗领域也极具研究价值。

“抓住前沿科技先机就是抓住未来发展先
机。”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区域创新研

究中心主任韩子睿说，与预测的趋势方向相
同，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一些有条件的省
份正在加紧部署相关前沿科技领域。

他分析道，美国 2020 年 10 月发布《关键
技术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重点加大人工智
能、量子通信等 20 个关键新兴技术领域投入；
上海 2021 年 1 月发布“十四五”规划，提出持
续推进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纳米科学与变
革性材料、合成科学与生命创制等领域研究，
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取得突破性
进展；浙江聚力发展数字经济，2021 年 2 月召
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加快布局“产业大脑+
未来工厂”“城市大脑+未来社区”等一批核心
应用场景。“我们江苏 2021 年及‘十四五’发展
也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要结合自身产业自
主可控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分析研判重大前沿
方向，把握颠覆性技术变轨和产业重构机遇，
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和持续技术积累，以科技创
新的主动赢得区域发展的主动。”

不过，对 AI 寄予厚望的同时也要想办法
“驯服”AI。高德纳（Gartner）的研究提醒，人
工智能项目的扩展难度很大，只有53%的项目
能够从人工智能（AI）原型转化为生产。高德
纳指出，人工智能工程（AI Engineering）将
有望解决这一问题。立足于三大核心支柱“数
据运维”“模型运维”“开发运维”的人工智能工
程，汇集了各种学科来驯服AI，在实施多种AI
技术的组合时将提供更清晰的价值途径，从而
实现人工智能投资的价值。

此外，社会对构建负责任的 AI 的需求也
在不断上升。以人为本、公正包容、可解释性、
透明性与可追溯、隐私安全等原则，已成为国
际社会 AI 伦理和治理的基本共识。谷歌在最
新预测中就强调要构建更通用、人性化且负责
任的 AI，例如在谷歌翻译中减少性别偏见，用
TCAV 技术帮助非专业人员解释机器学习结
果等。

科技改变生活的同时，
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然》杂志预测 2021 年最值得关注的科
学事件，第一个就跟生态有关，认为 2021 年是
应对气候变化进入关键性的一年。

“一方面，我们研究科学技术，使人类的生
活更加先进、更加便捷；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
通过科学研究让地球可持续发展下去，让人类
的生活更加健康。所以资源环境的研究现在
也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科研方向。”苏科创新战
略研究院理事长、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研究员陈雯说。

“种子资源”已成为重点需要突破的“卡
脖子”问题，“十四五”关于农业的重点研发项
目，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各类农作物的种子
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
如果我们的本地种都被杂交，或者种子资源
被国外垄断的话，对我们的整个生物多样性
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陈雯
举例道，有一些外来物种原来在水肥条件比
较差的地方就能生长，到了江南水肥非常丰
富的地方就会生长得更加迅速，把原生种的
植物给排挤没了，导致整个生物链发生一些
变化，比如说有些专食性昆虫的食物会严重
匮乏，以蜜蜂、蝶类为代表的授粉昆虫种群将
大幅萎缩，植物的结籽率显著下降，整个食物
链可能就会出现问题，长此以往农业和生态
环境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虽然现在的生态环境有些被破坏得比较
严重，但有一些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还是有一些原生种会保留下来。所以当务之
急是要通过调查把这些原生种保护起来，同
时进行培育和发展。”陈雯告诉记者，国外有
的自然农法专家认为，如果让一些现在的种
子在具有本土微生物的自然农法田地里生长
出来，然后收集种子再不断地去培育，可能
3—4 年后它就会回到原生种；而英国也有专
家在研究，能不能从沉积物里去找出 50 年前、
100 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的孢子，再培育出当
年的原生种的植物。“这些都可能是未来非常
重要的科学方向。”

陈雯近期的重点工作，就是带团队在太
湖金庭（西山)岛，即太湖生态岛做一个整体
的调查和规划。“我一直想研究和解决一个问
题，即什么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因此团队里
有各方面的科学家，做水生态环境的、做水资
源的、做微生物的、做沉积物的、做植物的、做
动物的，我们一起去研究怎样重构一个比较
健康的生态系统，怎样做好真正的‘零碳村’
或者生态乡村。”

大自然还有很多内在的关系，需要科学家
不断去探索和发现。她和团队希望通过一个
一个的案例去分析水、气、环境跟生物之间的
关系，以及跟人的活动的关系，“如果能把这样
的一个关系揭示出来，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提供
一些警示和参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础研究。”此外，她认为，江苏在资源环境领
域有南京大学、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中科院土壤所、水科院、环科院、江苏省农
科院等优势科研力量，应集聚这些力量集中突
破和攻关，为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
展贡献江苏力量。

参与前沿科技竞争，
加强“国字号”力量储备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际竞争与合作不
可避免。韩子睿认为，深度参与前沿科技竞争
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未来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的
重大机遇。

有观点认为，2020 年为后“量子霸权”元
年，世界对量子计算的投入持续上涨，技术和生
态蓬勃发展，这一潮流将在2021年继续涌动。

“量子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被社
会各界广泛认可，这将进一步推动量子计算相
关软硬件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百度研究院认
为，2021 年，伴随着量子生态雏形逐渐形成，
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科技公司
将开启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战略谋划和系统布
局，以便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量子计算时代。
达摩院则提醒，量子计算还属于科学和工程并
重的研究阶段，各个地区的科学家需要继续开
放性研究，相濡以沫，携手合作。

材料是一切科技发展的基础，新材料能突
破传统材料物理极限，但我国在新材料的研发
上仍有一些“卡脖子”技术亟待攻克。达摩院
预测，未来几年，以氮化镓和碳化硅为代表的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将实现突破，并应用于
5G 基站、新能源汽车、特高压、数据中心等新
基建场景，大幅降低整体能耗。同时，碳基材
料将走出实验室并制备可随意伸缩、弯曲的柔
性电子设备。

“江苏应参与前沿科技竞争，以科技创新
的主动赢得区域发展的主动，这需要我们加强
前沿应用基础研究‘国字号’力量储备。”韩子
睿建议，围绕国家战略实施和江苏产业需求，
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区块链、新
材料等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
务，取得更多“从 0 到 1”的应用基础研究成
果。目前，江苏正以国家实验室标准，加快建
设紫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室、太湖实验室等
标志性科技创新平台。

此外，还应培育集成创新能力强的“高能
级”领军企业。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和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我省龙
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高校、科研
院所资源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新兴技术。出台
支持创新型平台型企业发展扶持政策，促进各
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产业链上中下
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打造人才与资本密集的‘硅谷式’创新
生态也很重要。”韩子睿说，如实行国际通行、
符合创新规律的人才汇聚机制，建立有全球
竞争力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体系，打造世
界级科创人才高地。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
系，在南京大学、中科院麒麟基地等新兴技术
策源集聚区布局发展类似硅谷“沙丘路”的

“风险投资一条街”，引导投资机构从“商贸
圈”向“大学城”“科学城”集聚。

供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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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未来发展先机紧抓未来发展先机

2021年开年，各大研究机构
纷纷发布科技“春消息”，阿里巴巴
达 摩 院 、百 度 研 究 院 、高 德 纳
（Gartner）以及《自然》杂志等相继
作出最新科技趋势预测，其中，人工
智能、量子计算、生态环境、生物医
疗等领域被重点提及。

人勤春来早，奋力正当时。如
何把握科技“春消息”，紧抓未来发
展先机？《科技周刊》记者邀请江苏
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和苏科创新
战略研究院的专家进行解读，开启
科技创新的新一年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