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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宣） 近日，中国古生物学
会在南京发布“中国古生物学2020年度十大进
展”评选结果。本次入选成果由来自中国科学
院、西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山大学
等科研院所和高校领衔完成，其中我省“章氏麒
麟虾”等3项研究成果入选。

“今年是第五次评选年度十大进展，每年度
的评选结果都经由理事会的 72 位理事提名投
票产生。”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詹仁斌表示，
今年的十大进展聚焦于当前国际古生物研究领
域的前沿及热点，展示了中国古生物学界做出
的突出贡献。

成果之一“章氏麒麟虾”由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于去年 11 月宣布发现。它
如同神话中的麒麟一般，身体嵌合了多种动物
的形态特征。“麒麟虾”代表了达尔文进化论预
言的重要过渡化石，给生物进化论增添了一个
强有力的化石证据。

一亿年前的动物怎么“造娃”？中科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贺带领的团队揭开
了一亿年前介形虫有性生殖行为的奥秘。研究
团队在一枚距今约一亿年的琥珀中发现了39只
介形虫，他们利用显微CT精细还原了这些介形
虫的壳体和软躯体的形态特征。通过显微CT，
研究人员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这些一亿年前
的介形虫，拥有巨型精子，长度达到0.2毫米，是
它身长的1/3。“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你可以
想象一下，如果人类的精子也达身高的1/3，是什
么样子。”王贺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动物
精子，将其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本次发布的成果集中反映了我国科技工
作者在古生物学各个分支方向上所取得的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创新研究成果。2017
年至今，“中国古生物学年度十大进展”评选
和发布工作已举办五届，每次评选均受到学
界、社会广泛关注，也极大促进了我国古生物
学的发展。2020 年度“十大进展”的发布，对
于进一步促进学科创新发展，展示我国古生
物学领域取得的重大发现和科研成果，推动
科学研究、科学传播和化石保护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

江苏三项成果入选
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人们对决定北极鸟类迁徙路径的因素所知
甚少。气候变化和基因如何影响了游隼的迁徙
历史？技术进步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新方法。

在本期《自然》中，研究团队研究了游隼
（Falco peregrinus）从北极繁殖地到欧亚大
陆不同越冬地的迁徙路线。

封面所示为一个佩戴GPS定位追踪器的游
隼。研究人员将56只游隼的卫星追踪数据与35
只游隼的基因组分析数据相结合，并利用古气
候数据重建了游隼过去的繁殖地和越冬地分布。

他们发现，游隼的迁徙模式从末次盛冰期
（22000年前）结束以来，主要受到环境变化的影
响。研究团队还确定了一种或对游隼有益的遗
传因素——迁徙距离更长的游隼携带ADCY8优
势等位基因，作者认为该基因可能与长期记忆的
形成有关，从而帮助游隼保留了部分迁徙路线。

（来自“Nature Research 科研服务”公
众号，封面图片：Andrew Dixon）

用GPS研究游隼迁徙

动态

□ 本报记者 蔡姝雯 蒋明睿

《DK宇宙大百科》的前言里曾说：洞察宇宙
的身世，是人类智慧的骄傲。浩瀚的宇宙深邃
又复杂，为了一个基础问题，无数科研工作者苦
苦求索。近日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的研究
中，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袁强和上
海交通大学副教授葛韶锋、教授刘江来、特别研
究员周宁等合作提出暗物质直接探测实验中的
新周日调制效应。什么是暗物质？新周日调制
效应的提出又有何意义？《科技周刊》记者采访
了袁强，请他为我们进行解读。

探测到暗物质粒子，将开启新物理的大门

暗物质是相对于我们常说的普通物质，或
者叫可观测物质来说的，这种物质无法被人类
直接看见或者观测到。它是百余年前天文学家
通过观测星体的运动推测存在的一种不发光的
物质，它们通过引力效应影响天体的运动和宇
宙的演化。

“普通的物质是由夸克和轻子等微观粒子
构成，科学家推测暗物质很可能是一种或多种
超出标准物理模型的新粒子。”袁强告诉记者，
暗物质的物理本质仍然不为我们所知，现有观
测结果表明宇宙中暗物质总质量为构成恒星、
星系等的普通物质质量的 5 倍左右。如此质量
庞大的暗物质通过其巨大的引力塑造着宇宙的

结构。因此，探测暗物质粒子十分有必要，有望
开启新物理的大门。

实际上，对暗物质的直接探测实验已开展
了三十余年，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信号被
探测到。对暗物质的探测为何这样难？袁强介
绍，探测到暗物质粒子指的是通过仪器记录下
其所产生的物理效应，也就是相互作用。但暗
物质和普通物质的相互作用非常微弱，很难在
仪器中留下信号。要想探测到暗物质，需要仪
器的规模很大，精度很高。“更重要的是，每个实
验都有其灵敏范围，暗物质产生的信号只有落
在这个范围内才有可能被探测到，而这恰恰是
目前最没有把握的。”袁强说。

地球自转帮大忙，发现新周日调制效应

基于一些理论推测，科学家提出一般有三
种办法来探测暗物质粒子，包括直接探测、间接
探测和对撞机探测。

直接探测主要是试图通过记录被暗物质碰
撞后的普通物质的运动来探测暗物质。袁强形
象地将其原理比成打台球，“暗物质就像是母
球，虽然不可见，但可以通过观测被母球撞击后
的台球运动来推断母球的性质。”

直接探测也有不足之处，受限于探测器阈
值，通常直接探测实验只能覆盖有限的暗物质
质量区间（一般大于质子质量），对于更低质量
区间的暗物质现有实验难以有效覆盖。近年来

有学者注意到，星系中有大量的宇宙射线粒子，
它们可以通过碰撞将部分暗物质粒子加速到很
高的能量，这样的话哪怕是轻质量暗物质也足
以在探测器中留下可观的信号。袁强及其合作
者对这个图像产生了兴趣并展开进一步的研
究，很快他们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特征，银河系中
心的暗物质和宇宙射线都显著多于其它地方，

“根据此现象，我们推测被加速后的暗物质粒子
应该大量地从银河系中心的方向来，这是不同
于常规暗物质探测实验中各向同性事例分布的
新特征。”

遗憾的是，目前的直接探测实验都不具备
测量方向的能力，没办法知道某个事例是来自
银河系中心还是其它方向，从而无法实现信号
和背景的有效区分。就在这一研究陷入瓶颈的
时候，地球的自转又“帮了一个忙”，他们发现，
随着地球的自转，不同方向的暗物质粒子穿越
地球的厚度会呈现周日（恒星日）变化，导致暗
物质粒子打到探测器上的概率产生周日变化，
形成一个周日调制现象。“简单理解，阴雨天也
许我们看不到太阳的位置，但通过白天和夜晚
的更替我们也可以知道太阳的存在。”

该效应的发现，拓宽暗物质探测参数空间

袁强告诉记者，暗物质探测实验中最难的
两个地方在于提高探测事例率和压低背景，提
高事例率只能通过增大探测器规模或者拓宽探

测器阈值来实现，而压低背景则需要寻找暗物
质信号的独特特征。

新周日调制效应的发现正为探测低质量暗
物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信号特征，可以帮助更
好地区分信号和背景，在不改变探测器配置的
情况下只通过分析方法的改进便可以提高低质
量暗物质的探测灵敏度，拓宽了暗物质探测的
参数空间。

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的数吨级的液氙直
接探测实验将显著地提升暗物质探测灵敏度，
新周日调制效应也将成为这些实验在低质量区
间的重要目标之一。

我国对暗物质探测的实验也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目前在锦屏深地实验室中运行有PandaX
和 CDEX 两个暗物质直接探测实验，也发射了

“悟空”号卫星进行暗物质间接探测。还通过国
际合作利用阿尔法磁谱仪、大型强子对撞机等
实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暗物质探测。

袁强介绍，未来我国的直接探测实验将往
更大规模、更低阈值、更低背景等方向发展。“悟
空”号团队也正在设计研制下一代暗物质探测
卫星“甚大面积伽马射线天文台”。“此外，我国
科学家也提出一些新型暗物质探测实验方案，
例如通过上海激光电子伽马源探测暗光子粒
子，通过精密原子磁测量探测轴子粒子等。可
以说暗物质的奥秘一天没揭开，我们的探索就
不会止息。”

暗物质新周日调制效应被发现——

科学家再刷新暗物质探测灵敏度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蔡姝雯 蒋明睿

开启二维量子材料新世界

二维量子材料，可谓是材料界的一场革命，
也是国际凝聚态物理的前沿热点,其突破将带
动电子、能源等一系列产业颠覆性变革。

什么是二维量子材料？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教授王雷长期从事二维量子材料的电学输运性
质的研究，他告诉记者，量子效应通常发生在尺
寸很小的（几十纳米以下）微观世界，在二维量
子材料中，电子仅可在两个维度上运动,而另一
个维度被限制在单层原子尺度，“简单来说，该
材料具有长和宽，而只有一个原子的‘厚度’。
正因为维度的下降，二维材料会呈现出许多与
传统三维体系不同的新奇物性。”

在二维量子材料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石墨
烯。“2004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
海姆和他的博士后分离出石墨烯，第一次发现
二维材料，并因此获得 2010 年诺贝尔奖。”王雷
告诉记者，到 2010 年左右，人类在实验上可以
获得的二维材料已经从一种扩展到了几十种。
近十年来，这个领域飞速发展，到 2020 年，科学
家们统计实验上可分离出的二维材料数目已经
多达近 2000 种，涵盖了金属、半金属、半导体、
绝缘体、超导体、拓扑材料等。其中过渡金属硫
族化合物(TMD)就是二维材料家族的重要分
支，与石墨烯的零带隙的导体属性不同，部分
TMD二维材料是具有带隙的半导体，理论上是
将来有望打破硅基芯片垄断的候选材料之一，

“相比硅基芯片，TMD 二维材料具有更高的载
流子迁移率，也有更高的开关比，同时其天然的
小尺寸与优越的散热性能，有望让芯片变得更
小更快更节能。”

尽管二维材料越来越多，但从基础科研角
度来讲，材料的维度降低以后，还有很多纳米科
学和表界面科学相关问题待解，这也是二维材
料研究目前面临的难题之一。

“要观察和了解二维材料新颖的物理现象，
首先要做到二维材料的高品质。”2010 年，还在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求学期间，王雷就瞄准了高
质量的二维材料器件，王雷科普道，“由于二维
材料只有一层原子厚，上下两面都暴露在外，缺
陷、杂质在所难免。”

在读博的头三年时间里，王雷没有发一篇
论文，钻研降低缺陷、提高器件品质的方法，最
终发明了二维材料的 pick-up 转移和堆积技
术，“通俗地说，在微观世界里我用一片绝缘的
六方氧化硼（hBN）拿起石墨烯，再放在另一片
hBN 上，实际上将石墨烯‘封装’了起来。”2013
年的这项研究突破性地提高了二维材料的电子
器件质量，所测量的石墨烯电子迁移率首次达
到理论上的预测值，这个值在目前仍然是领域
内的世界纪录，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除了为二维材料电子器件的“高品质”带来

突破，这个研究的后续衍生发展让王雷出乎意
料，此研究中所发明的二维材料 pick-up 转移
和堆积——“搭积木”的技术，开创了“二维材料
异质结”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科学家开始用

“pick-up”的技术将几种不同的二维材料垂直
堆叠起来，形成了许多新奇的异质结构，在这个
领域上国内外多个团队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

“在基础研究领域，一个技术难题的攻克，往
往会带来一系列的科学上的突破。”王雷表示，后
面自己很多研究也因此而“水到渠成”，包括实验
观测到霍夫施塔特蝴蝶能谱、随外电场可调控的
分数量子霍尔态、量子分形体系中的反常分数量
子霍尔态、单层原子上的随应力可调控的极化电
荷、石墨烯超快表面等离激元、双层石墨烯上的
随外电场可调控激子等。就在去年，王雷教授课
题组与来自德国马普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研究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研究小组合作，在双
层转角过渡金属硫化物（WSe2）中发现电子关联
绝缘态。目前王雷在二维量子材料的电输运、电
子关联体系等物理性质上作出的一系列一流科
研成果，其中有9篇分别发表在《科学》《自然》正
刊上，13篇在《自然》子刊上。

在王雷看来，二维量子材料有巨大的潜力
等待科学家们去发掘，尽管在取代硅基芯片方
面，二维半导体材料还有瓶颈：“要应用在规模
化高端器件上，目前二维量子单晶材料还很难
在生产线上高质量、大规模、大面积、低成本地
制备。”王雷表示，二维材料是否会引领未来芯
片的发展仍是未知，但二维材料的新世界已经
开启，包括石墨烯在内的二维材料还有更多的
物理特性等待科学家们去发掘。

探究微纳材料的物理力学本质

21 世纪，机械系统进入了微米和纳米尺度
的时代，微纳尺度材料的特异物理、化学、力学
性能为各领域所瞩目，探索微纳尺度材料的物
理力学本质，通过力学作用调控材料的性质，是
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教授郭宇锋介
绍，在微纳尺度的物理力学，与宏观世界成熟的
力学规律不一样，原子、分子间在微纳尺度有复
杂的相互作用,其力学性质比如弹性模量、抗压
强度等本身就与宏观尺度的材料不同，“我们不

仅要发现它的机理，还要通过力学的作用来调
控它的物理化学性质。”

作为国际热门研究方向，我国在微纳尺度
的物理力学研究上，与国外齐头并进，各有特
色。在郭宇锋看来，这是一个充满未知和奇特
现象的领域，“比如有些低维度材料，本身导电
性不太好，但微纳尺度下的某种固体和液体表面
发生一个摩擦时，却发生了显著的电荷转移。摩
擦大小和发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郭宇锋
说，这背后的原理和机制，让人充满了好奇。

“从长远来说，我们类似这样，通过力学作
用调控微纳尺度低维材料的各种性能，为新型
功能器件和微纳机电系统提供基本原理和机
制。但基础研究的特点在于不可知，在于充满
无限可能。”郭宇锋认为，对于基础科研而言，首
要的是发现新奇的现象，解释清楚现象背后的
机理，发现用途后再设法在技术上实现，那就是
应用研究的开始。科学理论的探索和工程问题
的解决，总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我们有的
基础科研是面向未来的工程需求，有的也是直
接解决目前重大工程中的卡脖子问题。”

当代基础研究的显著特征，是不同学科间
的交叉、渗透、融合的趋势日益增强。郭宇锋告
诉记者，微纳尺度的物理力学属于交叉学科，包
括力学、物理、化学以及材料多学科的知识，“对
低维度材料施加力，会产生应变梯度，从而让原
子上的电荷产生极化，电极化强度与应变梯度
之间又会产生力电耦合，需要用多学科的知识
来解释微纳世界里的物理力学现象。”

近年来，郭宇锋针对低维材料的界面作用
与力学性能、力电耦合与器件原理等重要科学
问题开展了深入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揭示了表
面功能化改变低维材料界面相互作用和摩擦行
为的原理和机制、石墨烯水伏发电器件中基底
电负性和含离子水的协同效应、低维材料的挠
曲电效应和摩擦压电性以及缺陷影响低维介电
材料电磁吸收能力的机理，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研究成果被SCI他引1170余次。

抢占世界光通信核心位置

“十四五”规划中提到，要坚定不移建设制
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面对
数字化浪潮，包括云计算、大数据、AI 及 5G 在

内的种种趋势都在促成新一轮的网络重构。工
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
加快，对新基建主力军——光通信行业提出更
高的要求。

从 T 比特到百 T 比特，再到如今正在研发
中的 P 比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院长刘博及其团队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
升级，研究项目也不断升级。2019 年，他的团
队承担了 P 比特级光传输系统与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目前正在火热研发阶段。

“现有的光纤通信系统几乎都是 T 比特量
级，而一个 P 等于 1000 个 T，做 P 比特级光传输
系统就相当于把目前的容量提升1000倍。”刘博
告诉记者，随着各类应用不断升级，物联网会发
展到何种程度无法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光
纤架构难以支撑不断发展的需求。“如果把现有
的光纤比作绿皮火车，未来的则是高铁，两者的
轨道不能适配，重新设计系统也就势在必行。”

从百 T 比特量级到 P 比特并不只是扩容那
么简单，而是一个涉及多环节的系统性工程。耦
合器、信号放大器、前后端信号的调制、解调、探
测、接收、处理等都要重新制定标准，光纤也将由
单模单芯变为少模多芯。“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
基于少模多芯的专利并不多。在无人区里竞赛，
要尽早拿出成果才能抢占核心位置。”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从光纤本身到器
件都需要自主研发。对我们国家来说有机会在
这一领域实现弯道超车，领先世界一个身位。但
同时，光通信系统的研发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刘博介绍，单以光纤为例，从结构的设计到
制作工艺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难度。光纤是一种
非线性的介质，信号受到的损伤是不定的，少模
多芯初步设计的 19 芯 4 个模式结构，意味着信
号从单车道变为“76车道”并行。如何保证信号
正确接收而不串扰？在制作环节，如何同时对
19 个预制棒加热，拉制头发丝粗细的光纤？一
个个问题都有待探索。

做应用基础研究好比上台阶，既是新的突
破，也源自以往的积累。“技术是有传承的。”光
纤设备落地应用中遇到的站点距离不等、特殊
场景下因天气因素可能影响信号等诸多问题，
都会回归到实验室中变成理论突破的关键点，
再投入应用解决实际问题，循环往复直到有能
力支撑大规模商用落地。遵循“十年周期法
则”，光通信系统的研究也是着眼未来，具有战
略性、先导性和引领性。“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
提早布局，敢做能‘捅破天’的事情。”

作为“追光者”，对光通信系统的研究不会
止步于此。刘博团队在做好光信号大容量长距
离传输系统研发的同时，还在光网络物理层安
全方面做一些前期论证，期待能在保证大容量
的前提下，保障骨干通信网中的安全问题。“光
纤除了可以做通信，也是很好的感知器件，未来
的系统更应该是感传一体的。这些方面都亟待
我们去探索。” 供图：视觉中国

瞄准国际前沿瞄准国际前沿，，紧扣国家战略紧扣国家战略 ——

青年科学家勇闯基础研究青年科学家勇闯基础研究““无人区无人区””
编者按编者按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要更加鼓励青年科要更加鼓励青年科

技人员投身基础研究技人员投身基础研究。。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科技部也表示科技部也表示，，国家科技计划国家科技计划

在在““十四五十四五””期间期间，，要全面推行青年科学家项目要全面推行青年科学家项目。。

挑战最难科学问题挑战最难科学问题，，在基础研究的在基础研究的““无人区无人区””里竞赛里竞赛，，江苏一批优秀青年科江苏一批优秀青年科

研人员正在挑起大梁研人员正在挑起大梁。。二维量子材料二维量子材料、、微纳尺度材料微纳尺度材料、、光通信关键技术⋯⋯他光通信关键技术⋯⋯他

们紧扣国家战略们紧扣国家战略，，瞄准国际前沿科学方向瞄准国际前沿科学方向，，自由探索自由探索、、大胆创新大胆创新。。在他们看来在他们看来，，

基础研究领域充满未知和奇特现象基础研究领域充满未知和奇特现象，，也充满无限可能和机遇也充满无限可能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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