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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亚洲褐云继续变厚，到 2024 年，美国部分
地区将因此升温 0.4摄氏度。

图 片 来 源 ：Jesse Allen/Earth Observato-
ry/MODIS/NASA

动态

本报讯（记者赵路）美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
研究宣称，作为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之一，亚洲数
不尽的汽车、工厂和家庭每年正在向大气中排
放着超过 200万吨的碳烟灰和其他污染物。这
些污染物不仅对亚洲国家是一个坏消息，并且
它们的影响甚至能够波及到几千公里之外。研
究预测，到 2024年，这些污染物在使其他国家
变冷的同时，还将导致美国升温 0.4摄氏度。

一些污染物———例如从发电厂和火山喷出
的浅色浮质（硫化物）———能够将光反射回太空
中，从而使地球降温。然而深色浮质———例如来
自发电厂和柴油引擎的碳烟灰———却能够吸收
更多的阳光，从而加热周围的空气。这项研究认
为，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以
及那些东南亚国家正是浮质的主要来源地。在
过去几十年里，笼罩这一地区的阴云被人们称
为“亚洲褐云”。

之前的研究显示，尽管被碳浮质污染的大
气层正在变暖，但云层还是些许降低了地表的
温度———据估计减少了 10%到 15%到达地表的
光线数量。褐云同时还减弱了亚洲夏季季风，并

改变了季风降雨的时间和地点。研究表明，在最
近几十年中，亚洲褐云正在变得越来越厚。

为了评估褐云的影响，美国科罗拉多州博
尔德市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气候科学家 Haiyan
Teng和同事，利用一个详细的气候模型评估了
陆地、海洋、大气和海冰之间的相互作用。在 3
个不同的场景中，研究人员提高了从赤道到北
纬 50度，从东经 70度到东经 150 度———该区
域覆盖了印度和大部分的中国及东南亚国
家———的富含碳的深色排放物的浓度。通过将
排放速度增至当前的 6倍到 10倍，这些场景模
拟了如果深色浮质排放在 2005 年至 2024年之
间翻番会产生什么结果。

Teng表示，在 20年的时间里将排放增加至
当前速度的 6倍乃至 10倍看起来有些极端。但
研究小组之所以使用这些数值是因为气候模型
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由深色浮质导致的大气变
暖。

研究人员在即将出版的《地球物理学研究
快报》上报告说，到 2024年，将深色浮质排放增
加 6倍或 10倍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在地表升

高 0.1摄氏度。然而或许更重要的是，增厚的褐
云将引发长期气候模式的重大变化，这将对数
千公里之外的地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些类
似于一种人造厄尔尼诺现象———热带太平洋海
表变暖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温度和降水。

这项研究特别指出，深色浮质排放的大量
增加将导致美国东部的冬季气温升高 0.4摄氏
度，同时美国大部分地区在夏季也将出现类似
的温度变化。与此相反，格陵兰岛、加拿大北部
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极洲的部分地区则将在
夏季和冬季变冷 0.25摄氏度甚至更多。

并未参与此项研究的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大气科学家 Chien Wang指出，尽管科
学家一直在研究污染物对云形成以及其他小规
模现象的影响，并确定它们对其他相距较远地
区的气候影响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然而新
的发现“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但他强调，科学
家的新研究“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试验”，因此
相关结果可能对于捕捉总体的变化模式更为准
确，而不是他们正在评估的某一特定场所变热
或变冷的精确数量。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杂糟蚤藻灶糟藻 晕燥憎

科学家合成
最小“奥运五环”

在 2012年夏季奥运会来临之际，研究人员
成功合成出一种五环状分子结构，酷似著名的
奥林匹克五环标志。

这个结构中包含约 10万个分子，整个结构
的长度大约相当于人类头发的直径，科学家将
其命名为奥林匹克烯。

事实上，这种分子结构早在上世纪 60年代
就已经被发现，上述研究团队的贡献在于，他们
开发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合成这种结构。与以往
的技术相比，这种新方式更加有效，而且附带的
有毒溶剂分子也更少。

奥林匹克烯不仅是世界上最小的五环标
志，它还是一种类石墨物质的大分子结构，只有
一个原子的厚度。在这块极薄的“碳板”中，原子
按照六边形蜂窝状结构紧密排列在一起。

研究人员认为，未来这类分子结构将广泛

应用于各种电子器件的制造，比如，下一代太阳
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等。

该研究小组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在学术期刊
上发表相关论文，文章将对这一分子结构的特

性进行更为详尽的描述，同时还会给出合成该
分子结构的改良型配方。
（郭勉愈 译自 www.science.com，5 月 28

日）

“亚洲褐云”将威胁美国
至 2024年导致升温 0.4摄氏度

福岛核事故当月放射物泄漏量
达切尔诺贝利近六分之一

新华社电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宣布，
经估算，去年 猿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仅事故
当月核电站向大气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就达到
怨园万万亿贝克勒尔。这个数值相当于切尔诺
贝利核事故所泄漏放射物的近六分之一。
这是东京电力公司在事故后首次公布放

射性物质泄漏总量。
据东电公布的数据，绝大部分放射性物

质是从因高温而破损的反应堆安全壳内泄漏
出来的，其中 圆号和 猿号机组的泄漏量各占
到总量的约四成。

东京电力公司此次估算的是东日本大地
震引发核事故的翌日，即去年 猿 月 员圆 日至 猿
月 猿员 日放射性物质的泄漏量，是根据核电站
周边监测点测定的辐射量以及文部科学省提
供的土壤污染数据等进行估算的。

在核电站泄漏的 怨园 万万亿贝克勒尔的
放射性物质中，有 员援愿 万万亿贝克勒尔的放
射物在去年 怨月前落入或随着核电站排放的
污水进入海洋。

另外，在福岛县饭馆村等福岛第一核电
站西北地区，由于放射性物质泄漏高峰时恰
逢降雨，导致放射性物质沉淀到地表。

（蓝建中）

雅虎推出
搜索浏览服务 Axis

新华社电 尽管雅虎公司近来负面新闻
不断，但它近日新推出的搜索浏览服务 粤曾蚤泽
却让人颇有“小清新”的感觉，赢得不少积极
评价。
据雅虎的演示视频介绍，粤曾蚤泽 可以让用

户在输入搜索词后，跳过传统的链接列表，
将最接近的搜索结果以一排水平的网页缩
略图显示。虽然缩略图实质上还是搜索结果
列表，但用户界面和体验显得更为简便和直
接。

粤曾蚤泽 目前已作为苹果 蚤孕葬凿 平板电脑和
蚤孕澡燥灶藻手机的应用程序推出，两者之间还可
以做到无缝连接，即在 蚤孕葬凿 上正在浏览的搜
索页面会同步出现在 蚤孕澡燥灶藻上。

对于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用户来说，用
户可以以插件形式在微软 陨耘、谷歌 悦澡则燥皂藻、
苹果 杂葬枣葬则蚤 和谋智网络的火狐浏览器中安装
粤曾蚤泽。安装完成后，浏览器下方会出现一个搜
索框，而且搜索框能在用户键入搜索词时自
动展开。
业内人士指出，雅虎搜索服务使用的是

微软的必应（月蚤灶早）搜索引擎。开发自己的浏
览器需要大量投入，雅虎依靠微软将 粤曾蚤泽 以
浏览器插件的形式推出非常讨巧，有望占据
一定市场份额。
虽然不忘对雅虎现状的揶揄，很多知名

技术媒体仍以“酷”、“有创意”来评价 粤曾蚤泽。
悦晕耘栽 科技新闻网站评论说，粤曾蚤泽 对挣扎中
的雅虎来说是一款“具有攻击性”的产品。技
术博客 郧蚤扎皂燥凿燥 在报道中称：“令人吃惊的
是，粤曾蚤泽还不算差劲，实际上它还挺酷的。”
以爆料雅虎著称的“万物数字化”网站专栏
作家卡拉·斯威舍就此撰写的文章标题是：
“天啊，我竟然又想用雅虎的搜索了。”

（李宓）

美国使用黑客手段
攻击“基地”组织网站

新华社电 根据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的一
份声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美国最近使
用黑客手段攻击了“基地”组织在也门分支机
构的网站。

根据这份声明，希拉里·克林顿日前在
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
部发表演讲时说，几周前“基地”组织也门分
支开始在重要部落的网站上发起广告宣传，
将杀害美国人拿来炫耀，并试图招纳新成
员。

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的一个小组于 源愿
小时内在这些网站上粘贴了修改过的广告，新
的广告上显示了“基地”组织袭击造成的也门
人民伤亡数字。

希拉里·克林顿认为，对这些网站的黑客
攻击是成功的，因为美国监测到极端分子在发
泄挫败感，并且呼吁他们的支持者不要相信网
站上的内容。

这个小组来自于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战
略反恐传播中心。这个跨部门的机构拥有来自
美国情报部门、国防部以及特种作战部队的专
家。

希拉里·克林顿还指出，目前一个精通技
术，会流利使用乌尔都语、阿拉伯语和索马里
语的美国专家小组已经在互联网上进行巡逻，
并且正在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工具破坏“基
地”组织的宣传努力。 （冉维易爱军）

日研究不怕消磁的材料

新华社电 日本理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在 5
月 圆愿 日的美国《物理评论通讯》杂志网络版上
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一种人工合成的镉锇氧
化物在特定温度下由导体变为非磁性半导体
的原因。这种特性使其能够成为不怕消磁的存
储新材料。

根据理化研究所日前发表的新闻公报，多
数物质在不同温度下其导电性能并不会发生
变化，而有些种类的金属氧化物在温度变化时
导电性能会发生改变。一种人工合成的镉锇氧
化物在室温下拥有良好的导电性能，而被冷却
到零下 缘圆 摄氏度时，它会从导体转变成非磁
性半导体。

来自理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神户大学等
机构的研究人员尝试利用大型同步辐射加速
器 杂孕则蚤灶早原愿 发出的 载 射线，观察这种镉锇氧
化物中锇原子电子自旋的排列，发现这种氧化
物转变为半导体的同时，电子自旋排列出现了
两种方向。这种特殊的排列使氧化物整体的磁
性消失，而两种自旋方向则可分别代表数据存
储所必需的 园和 员两种状态。

公报指出，迄今的磁存储介质一旦靠近强
磁场，存储的数据有被消除的危险。而这种镉
锇氧化物由于没有磁性，因而不怕消磁，有望
成为新的存储材料。不过，若实际应用还需解
决诸多课题，比如如何使这种物质在室温下就
能出现电子自旋排列改变，镉和锇的毒性处理
等等。

空间站宇航员首次入“龙腹”

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日前宣布，国际空间
站两名宇航员当天打开对接舱门，进入了有史
以来与空间站首次对接的商业飞船———“龙”
飞船。

此次入舱行动由空间站指令长奥列格·科诺
年科和宇航员唐纳德·佩蒂完成。美国东部时间
5月 26日 缘时 缘猿分（北京时间 员苑时 圆猿分），两
位宇航员缓缓打开了连接空间站“和谐”号节点
舱和“龙”飞船的舱门，然后飘入体积约有 员园立
方米的“龙腹”内。当时，空间站和“龙”飞船正运
行在新西兰西部上空。

作为惯例，宇航员首次打开刚与空间站对接
的飞船的舱门时，都要佩戴防护面具和护目镜，
科诺年科和佩蒂也不例外。不过，一旦空间站和
“龙”飞船内的空气自然混合后，两位宇航员就急
不可待地去掉“累赘”，开始全身心地体会在“龙
腹”内的感觉。

佩蒂在入舱行动完成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龙腹”内没有漂浮太空垃圾的迹象，但
“闻起来有一股新车的味道”。包括佩蒂在内的空
间站宇航员都是通过俄罗斯“联盟”飞船升空的，
他认为，“‘龙’比‘联盟’要宽敞”，有足够空间运
送宇航员往返太空。

随着舱门打开，空间站宇航员今后 源天内增
添了额外工作———“龙”飞船此行携带 缘园园多公
斤货物，宇航员需要利用 远园园多公斤空间站物资
“腾笼换鸟”。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龙”飞船 圆圆
日升空，圆缘日与空间站成功对接。它将与空间站
对接约一周，随后于 猿员日落入太平洋海域并被
回收。

根据设计，“龙”经改装后还可运送宇航员。
自航天飞机去年退役后，美国向空间站运送人员
和货物均需要“仰仗”俄罗斯。为改变这种状况，
美国航天局鼓励私营企业开发往返空间站的“太
空巴士”，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 源家企业在竞争
这一项目。 （任海军）

斯里兰卡将于 2015年
发射首颗通信卫星

新华社电斯里兰卡一家科技公司负责人日
前透露，斯里兰卡将于 2015年发射该国第一颗
通信卫星。

斯里兰卡 杂哉孕砸耘酝耘杂粤栽公司董事长马尼
旺南在一项新闻公报中说，该公司已经与斯里兰
卡投资委员会达成协议，斥资 圆园园园万美元研发
斯里兰卡第一颗通信卫星，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
将独家负责卫星的设计、制造和发射。

马尼旺南说，这颗卫星将为本国提供各类通
信服务，包括宽带网络、广播、电信运营等。

（黄海敏）

科学家合成世界上最小的“五环”状分子结构。
图片来源：IBM Zurich/U. of Warwick/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本报讯（记者唐凤）堆起一些订书钉，然后观察这堆书钉多长时间后会崩
塌———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办公室实验。但是，它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科
学意义。

研究人员对待这项研究十分严肃，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解释“纠缠总效果”如何
惠及动物界。该研究小组将书钉倒入一个约为浓缩咖啡杯大小的圆筒中，使其聚成
高堆。

研究人员随后将该圆筒小心地移走，并将书钉堆放在一个功率为 30赫兹的振
荡装置上，观察这堆书钉崩塌所需要的时间。

研究人员进行了重复试验，并测量了相同宽度但焊脚尺寸不同的书钉崩塌所需
要的时间。结果发现，那些长和宽的比例在 0.4左右的书钉———比我们日常办公室
使用的书钉更加粗短———能保持更长的堆积时间，该研究结果被刊登在《物理评论
快报》上。

研究人员表示，之所以能保持更长的堆积时间，是因为这一比例平衡了纠缠物
的数目，并且相邻书钉间能够保持合适的密度，因此这种书钉堆更加稳固。研究结果
还显示，诸如火蚁等一些物种的四肢和颌能够互锁来创造出“浮桥”或“庇护所”，同
时，这些动物的四肢和颌也具有最佳的长宽比例。

书钉堆崩塌有了科学解释

图片来源：Nick Gravish/佐治亚理工学院

《自然—纳米技术》

量子点所含重金属
大部分会残留在动物体内

量子点通常用于生物医药研究中的成像和
传感，但由于其中一些组分含有重金属，量子点
的毒性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据日前出版的《自
然—纳米技术》上的一项初步研究显示，在科学
家将含有重金属的量子点注入一些非人灵长类
动物的体内后，实验动物虽未出现急性中毒反
应，但是化学分析显示，注射后经过 90天，动物
体内肝、脾和肾中仍有大部分注射剂量残留。而
要想了解这些重金属的最终结果如何以及它们
在灵长类体内的持续周期和影响，仍然需要进
行更长周期的研究。
以往的研究显示，关于含有重金属的量子点

的细胞毒性的信息存在冲突之处：在细胞培养中，
其毒性已被证实，而在小型动物体内，这种毒性的
影响却是变化的。Paras N. Prasad等人往 6只恒河
猴的体内注射含有硒镉、镉硫、锌硫重金属量子点
的磷脂胶粒，浓度为量子点用于成像时所需浓度。

由于在实验过程中，血液和生化标记物一
直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且注射完成 90天后主要

器官的组织未显示出异常，这意味着量子点在
活体内的急性中毒反应可能很微小。更进一步
的结果还需延长研究周期才能获得。

《自然—免疫学》
干扰素的产生会抑制抗菌应答

在病毒感染过程中，产生干扰素（抗病毒应
答的一种主要介体）所需要的相关免疫通路的
激活会抑制一种对抵抗细菌感染有重要作用的
细胞因子 IL-12的产生，这是日前出版的《自
然—免疫学》上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

一些受体可针对入侵的病原体激活相应的
免疫介体。由这些受体激活的信号通路可通过
数种方式相互作用，包括协作、互补、代偿等。
Tadatsugu Taniguchi 等人观察到在抗病毒应答
过程中，一种经过诱导生成的产生干扰素所必
需的转录因子 IRF3，能直接抑制编码 IL-12的
基因的转录。除此之外，他们还注意到，就算小
鼠体内的细菌数并未达到致死量，病毒感染仍
然会通过减弱小鼠的抗菌应答而导致小鼠死亡
率上升。这种干扰作用可能有利于保护宿主在
抗病毒应答中不产生过多炎症，却会在由多种

病菌造成的多重感染中产生消极作用。

《自然—化学生物学》
科学家发现合成植物角质素所需酶

科学家在日前出版的《自然—化学生物学》上
撰文称，他们发现了合成角质素所需要的酶，角质
素是一种存在于植物表皮中的聚合物。这项发现
将给植物研究带来影响并为农业提供帮助。

植物的角质层，或称为表皮，有保持植物自
身水分的作用，同时也能保护植物不受外界侵
袭。角质层的主要成分就是角质素，但是人们一
直都不了解角质素是如何生成的。先前推测认
为，GDSLs这一酶家族可能与角质素合成有关，
但 GDSLs酶家族的作用功能众多，要想从中鉴
定出特定的酶也变得具有挑战性。

Jocelyn Rose等人利用西红柿中具有角质素
合成缺陷的一种突变种类来找寻这种神秘的酶，
最终发现该酶其实属于 GDSLs酶家族中的一种。
缺少这种酶会导致底物的积累，实验结果也显示
这种酶可合成带有预期功能的短链酯分子。
（张笑 / 编译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a-

turechina.com/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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