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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成型燃料是以农业废弃物、林业三剩物为原材料，经过粉碎、烘干、成型等工艺，制成粒状、块

状、柱状，具有一定规格和密度，可在生物质能锅炉直接燃烧的新型清洁燃料。
取暖季的燃料采购给生物质成型燃料带来不少订单，但生物质成型燃料面临的诸多问题，不是一个

采暖季就能解决的。

自达尔文时代起，物理作用力
对生物体的影响就被研究者大大低
估。然而，上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一
个物理学、生命科学、工程学等学科
交叉的前沿领域———力学生物学，
正在探究外界的机械刺激对细胞、
组织及个体命运的重要影响，帮助
解开生命的各种谜题。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力学生
物学研究所 （MBI） 的负责人埃里
克·王就最新研究在该大学举行了
学术报告会。

据介绍，力学生物学的基本概
念为：生物细胞可以感知外界的机
械作用力；而力学生物学研究的主
要任务，即是探究外界的机械刺激
如何被生物体感知，并转换为生物
化学信号，继而影响细胞及组织的
增殖、发育等生命活动。

埃里克·王报告中的主角，是一
对名叫 YAP 和 YAZ 的蛋白。YAP
和 YAZ，以及控制它们的 Hippo 通
路，早已被生物学领域熟知。Hippo
是一个庞大的包含多个生物调控因
子的网络，可以调节器官发育的大
小、抑制肿瘤生成，而 YAP/YAZ 作
为 Hippo 通路下游的功能因子，可
以调控细胞增殖、存活与分化，也是
潜在的“促癌因子”。

研究者早已发现，外界的机械
刺激可以影响细胞、组织的发育或
恶化，而近年来的力学生物学研究，
将这一 现象同 YAP/YAZ 和 Hippo
通路联系起来：除了执行传统的生
物化学功能，YAP/YAZ 还具有感受
机械信号，并将其转化为生物化学
信号的独特作用。

反复的拉伸与复原，是生物组织，特别是软组织在
生命活动中经常感受到的机械信号之一。科学家们发
现，外界的拉伸及复原刺激，可以在 YAP 等蛋白的参与
下，加快成纤维细胞的生长速度，并促进应力纤维的形
成，而这种纤维与细胞间黏着、细胞迁移、细胞形态发
生有重要关系。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YAP/YAZ 的活性受到细胞微
环境 （比如细胞附着面的硬度与拓扑结构） 的严格调
控。另外，细胞的骨架重构、形态的拉伸也会激发
YAP/YAZ 调控细胞的发育、分化或恶性化。

YAP/YAZ 的相关研究，让科学家看到了力学生物
学手段与传统生物学手段在解构生命蓝图上的高度互
补作用；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重点关心的干细胞分化阶
段，以及涉及细胞再生的伤口愈合、组织修复等过程
中，机械刺激扮演的角色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科学家还需要弄清楚细胞内的各种生物元件如何
进行团队协作，如何将感受到的机械信号转换为调控
复杂生命功能的生物化学信号；还需要探索机械刺激
在细胞与细胞之间、细胞与基质之间的传导机制，了解
相邻的细胞与基质如何通过“力”来通话。在组织层面，
力学生物学研究可能更有实际意义：正在发育中的胚
胎、受损后等待修复的成体组织，都是生命科学与医学
之“手”难以干预的“黑箱”。 （陶朵朵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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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产品的技术障碍之一是消除
产品的材料和尺寸限制。鉴于目前的电
池技术，可穿戴产品依然没有办法脱离
电池形状来进行更灵活的外形设计。不
过，近日美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灵活
的柔性纺织电池，它不仅可以正常为可
穿戴设备供电，同时还可以像普通的棉
布一样柔韧。

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纳兹穆
尔·卡里姆是这项发明项目的研究者之
一，他表示柔性纺织电池造就了智能布
料的诞生，让可穿戴式电脑成为一种现
实。研究人员称这种柔性电池设备，可
以为可穿戴设备进行供电，这将促成可
穿戴产品屏幕直接使用在衣服布料中，
实现更好的健康监测功能和显示设备

的可穿戴化。
研究人员介绍，柔性纺织电池基于

低成本的石墨烯材料制成，外部采用简
单的丝网印刷技术，电极会因为油墨和
纺织品之间的强烈相互作用而表现得
非常稳定，并具有良好的操作安全性和
很长的循环寿命，电池本身还支持快速
充电，柔性材料允许水洗。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发现可以打
开可穿戴智能电脑和智能布料的大门，
目前他们正在编写这份研究的论文。曼
彻斯特大学目前正投入 6000 万英镑建
设大型石墨烯工厂，该工厂将于明年建
成，并为国际石墨烯研究所提供国际研
究设施。

（贡晓丽编辑）

可穿戴技术的未来：

印在衣服上的柔性电池

印在衣服上的柔性电池。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近日，即将于 8 月底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
黄金时段首播的《机智过人》各个项目正在紧锣
密鼓的录制之中。这款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电
视台共同打造的人工智能（AI）“现象级节目”，
据信已筛选二十多个可代表 AI 最高水准的项
目，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多个应用场景中通过电
视屏幕上演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机大战”。

在这些项目的比拼中，AI 的对手不仅有世
界围棋冠军柯洁、全美职业篮球联赛巨星林书
豪和羽毛球国手鲍春来，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三
甲医院的专业医生。

阅片机器人是如何炼成的

由中国科技大学、中科曙光、健培科技联手
打造的“医学影像阅片机器人”（又名“医学影像
机器人医生”，下简称“阅片机器人”）将在医疗
影像诊断方面与有着多年阅片经验的影像科医
生同台竞技。他们要比拼的项目是：找出在若干
张 CT 光片中隐匿着的少量病人的 CT 片。

于大量 CT 片中找出病例，是影像科医生职
业所长，而且经验越丰富眼光越老到。但是，冷
冰冰的机器如何练就这项绝技？

“答案是优质医疗大数据 + 高性能计算环
境 + 优化的深度学习方法。”申报并参与该项目
录制的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计
算机系统结构研究室主任安虹在接受 《中国科
学报》 记者专访时说：“三者结合就能构建起不
断进化的自主学习模型。”

大数据、计算力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是 AI 近
年来崛起的基石，医学影像阅片机器人的诞生
也正基于此。

曙光公司智能计算技术总监许涛向 《中国
科学报》记者透露，医疗影像大数据方面，“机器
人医生”已经用一个月的时间恶补了一万多张
高质量的人工标注的 CT 影像；在计算力方面，
中科曙光专门为其量身打造了适用于 AI 的高
性能计算机（HPC）设备；算法方面，有着多年超
算应用大赛经验的中科大的安虹教授团队对用
于影像识别的 3D 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进行了优
化，可快速识别图片中病灶的位置。

“这些工作都是在阅片机器人上台之前的‘操
练’，经过训练后阅片机器人就可以以一个模型的
形态嵌入任何服务器甚至手机上。”许涛说，上台
比拼的阅片机器人不再是复杂的 HPC 系统，而是

“一个类似应用程序的东西”，这种形态使 AI 能够
在社区、乡镇等医疗条件不太好的地方赋予基层
医生“顶级专家看病的本事”。

战胜人已不是问题，问题是……

与李世石、柯洁大战 AlphaGo 一样，与 AI 的
过招实则是一名专业选手与一群专业选手之间
的对抗。同样的，专业医生与阅片机器人的 PK，
结果不言而喻。

事实上，类似的医疗影像甄别“人机大战”的
剧情已在国内上演。今年 4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举办了以“甲状腺结节超声图像的
性质判定”为主题的人机大战。当时代表 AI 出战
的是由北京市计算中心“起宏图”人工智能研发团
队研发的“视诊通—医学图像辅助诊断工具”。在
那场比赛中，AI 以 73%的准确率胜过了 94%的专
业医生 （获得第一名的人类医生的准确率为
76%），并且在用时上远远少于人类选手。

基于此，有理由相信有国家级科研院所、国
内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加持的阅片机器人能有同
样惊艳的表现，与此同时，许涛和安虹在专访中
也表达了尽快 AI 将用于临床的愿望。

这也是临床医生的心声。安虹告诉记者，当
前，医学影像数据占医院医疗大数据的 85%~90%，
影像科医生每天都要与数万张影像图片打交
道。而且随着医学影像设备精度的提高，密度更
大、像素更高的影像在带来更高诊断精确度的
同时，也意味着医生更繁重的阅片工作量。不言
而喻，能与顶尖医生处于同等水平的 AI 更适合
承担这些工作量中“繁重”的那部分。

距离应用有多远

要使阅片机器人做到这一点，安虹认为，AI
算法和计算力的“平民化”正为这一切打开通
路。

“算法的平民化让 AI 得到普及，计算力的
平民化将让 AI 应用变得普及。”安虹对记者说，
说到高性能计算，“太湖之光”许多人用不起，但
中科大与曙光一起搭建的定制化系统“谁都用
得起”。通过软硬件系统的设计和优化，可以让
AI 应用的系统变得平民化。

许涛向记者介绍说，与通用 HPC 不同，曙
光针对阅片机器人专门打造了适用于 AI 医疗
影像识别应用的专用 HPC。在人工智能专用
HPC 中，图像处理单元（GPU）不再只是“加速单
元”这样的小角色，而是上升到主角地位，CPU 反
而只剩下“计算调度”这样的角色。“定制化会让
HPC 系统的能效比、性价比大增。”他还透露，曙
光目前也在 AI 专用芯片方面布局，未来适用于 AI
计算的系统将进一步轻简化、专用化。

“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准备好，让我们
在医疗大数据领域做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应
用。做的人越多、产学研用各方合作得越好，就
可以让这种技术落地，解决许多医疗难题。”对
于参与此次节目申报和拍摄，安虹坦言深有感
触，“发现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安徽省立医院一位肿瘤科医生就提
出，希望 AI 机器人不仅可用于医疗影像识别，
还可以用于更为棘手的病理分析方面。“医院需
要立足病理分析决定医疗方案，但国内病理医
生比影像科医生更稀缺，许多医院不得不跨医
院、跨地区向更专业的医疗团队求助。”安虹对
记者说。

技术上已准备好，但一些非技术因素还有
待破解。比如要获得藏身于各大医院的高质量
的权威医学影像数据，并不是一件易事；此外要
让 AI 介入临床，还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证明 AI
辅助诊断的有效性；同时，AI 介入医疗的相关政
策监管、法律规范等还未见踪影。

“有政策性的问题在里面，这个事情是不是
国家层面做更合适？”安虹反问道。同时她表示，
参与这次节目的影响让她始料未及，不过她看
到的是积极的一面：“（AI 阅片机器人）会引发很
多思考，包括研究层面、产学研结合层面甚至政
策层面的问题。这会引起讨论，会有很多话题，
有了这些话题，大家就会想着怎么去做。”

医学影像机器人“机智过人”的背后
姻本报记者 赵广立

取暖季的燃料采购给生物质成型燃料带来不少订单。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生物质成型燃料，取暖季前“广积粮”
本报记者贡晓丽

“现在很多地区的贸易商（东北地区、山
东、江苏）已经开始囤积生物质成型燃料了。”
某全国性生物质成型燃料交易平台的运营方
近日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根据该行业历
年运行情况以及源于平台上下游客户交流反
馈的信息及数据，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将在
10 月份进入取暖季及成型燃料需求旺季，而
现在正是商家大量储备燃料的时期，以期在
整个冬季卖个好价钱。“仅以木屑颗粒为例，
目前出厂均价在 800 元 / 吨左右，到旺季出
厂均价达到 900 元 / 吨左右，甚至更高。”

生物质成型燃料是以农业废弃物、林业
三剩物为原材料，经过粉碎、烘干、成型等工
艺，制成粒状、块状、柱状，具有一定规格和密
度，可在生物质能锅炉直接燃烧的新型清洁
燃料。“由于成型燃料含硫量和含氮量低，配
套专用锅炉可以达到很高的清洁燃烧水平，
一般只需要适当除尘即可达到天然气的锅炉
排放标准，是国际公认的可再生清洁能源。”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质工程中心常务副主任朱
万斌告诉记者。

取暖季的燃料采购确实给生物质成型燃
料带来不少订单，但在朱万斌看来，生物质成
型燃料面临的诸多问题，不是一个采暖季就
能解决的。

生物质燃料年利用难达标

据上述运营方介绍，随着国家环保节能
方面需求的不断提高，生物质燃料的使用面
已经逐步扩大，全国各地不同规模的生物质
发电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上市企业和民
营企业都已开始使用。

“成型燃料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发
电、供热取暖、烧锅炉、做饭，单位、家庭都适
用。生物质成型燃料可用于纺织、印染、造纸、
食品、橡胶、塑料、化工、医药等工业产品加工
工艺过程所需高温热水，并可用于企业、机
关、宾馆、学校、餐饮、服务性行业的取暖、洗
浴、空调与生活日用所需热水。”该运营方说。

“以中国在运行项目核算，生物质成型燃
料锅炉供热与煤炭、重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以及电能相比，单位热量费用比值分别约为
10.81.61.43，成型燃料比煤炭供热贵
约 1/4，但比重油和天然气明显便宜，尤其是
远比电便宜。”朱万斌表示，如果煤炭供热达
到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同等的清洁水

平，要增加除尘、脱硫、脱硝等措施，成本将显
著超过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因此，生物
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是经济的清洁可再生能
源供热方式。

去年 12 月发布的《生物质能发展“十三
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大型先进低排放生物
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项目建设。发挥成型燃
料含硫量低的特点，在工业园区大力推进 20
蒸吨 / 小时以上低排放成型燃料锅炉供热项
目建设。

3 月底，国家环保部公布的《高污染燃料
目录》将成型燃料从高污染燃料中除名。行业
发展的春天似乎来临。

但实际上，根据《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
规划》，到 2020 年，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
用目标为 3000 万吨。截至 2015 年，生物质成
型燃料年利用量只有约 800 万吨，据专家估
算，当前我国成型燃料的年利用量刚刚达到

“十二五”设定的 1000 万吨目标。
虽然生物质成型燃料正逐渐被市场接

受，但部分城市（如深圳、张家口）仍限制使用
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锅炉没有统一的质量
体系、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政策不明确，这些

困扰生物质成型燃料的问题仍然存在。
据了解，我国于 2014 年发布并推行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生物质颗粒燃料
合同能源管理运营模式示范项目》，目前看
来，结果也不尽人意。

加快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

“目前来看，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产业规模
化、产品标准化程度仍然很低，这也是制约行
业发展的原因。”上述运营方说。他建议，应尽
快完善相应行业标准，使产品标准化，同时发
展相应的配套设备，如提供部件统一的燃烧
炉，以供标准化的成型生物质燃料得以高效
率的燃烧。

推动生物质成型燃料推广应用的重要因
素，是对生物质成型燃料燃烧的理论研究和
技术研究。目前我国对成型燃料燃烧所进行
的理论研究仍有待加强，包括对生物质成型
燃烧的点火理论、燃烧机理、动力学特性、空
气动力场、结渣特性及确定燃烧设备主要设
计参数的研究等。

不同原料的成型燃料对锅炉具有不同的

要求，在题为《生物质成型燃料研究现状及进
展》的研究文章中，吉林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
苏俊林提到，在未弄清生物质成型燃料燃烧
理论及设计参数的情况下，就把原有的燃烧
设备改为生物质成型燃料燃烧设备不可取，
改造后的燃烧设备仍存在着空气流动场分
布、炉膛温度场分布、浓度场分布、过量空气
系数大小、受热面布置等不合理现象，严重影
响了生物质成型燃料燃烧正常速度与工作状
况，致使改造后的燃烧设备存在着热效率低、
排烟中的污染物含量高、易结渣等问题。

苏俊林提到，为了使生物质成型燃料能
稳定、充分燃烧，根据生物质成型燃料燃烧理
论、规律及主要设计参数重新设计与研究生
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燃烧设备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紧迫的。

采用适当设备和技术，生物质成型燃料的
烟尘、二氧化硫都能经济地达到天然气锅炉排
放水平，而氮氧化物排放虽然优于燃煤锅炉，但
与天然气比偏高。朱万斌正在做的就是探索新
的技术途径，进一步降低生物质成型燃料燃烧
氮氧化物排量，目前已经取得重要突破。“将来
一定会形成行业规范，指导行业发展。”

统一认识、坚定发展是关键

生物质成型燃料一直发展路径不畅，除
了上述自身发展原因，更重要的，在于各政府
部门对生物质成型燃料“廉价的清洁燃料”这
一根本属性的认识不足。

“国务院、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环保部此
前曾有多个文件明确成型燃料是‘清洁能
源’，但还是差点戴上‘高污染燃料’的帽子。
这急需相关部委建立协调机制，共同推进。当
务之急，是要抓住‘压煤’的机遇，给予使用成
型燃料与‘煤改气’同等的政策待遇，提倡‘煤
改生物质’行动，并尽快建立国家级科技支撑
平台。”朱万斌说。

朱万斌认为，生物质能源天然姓绿、天然
姓农，所以国家会越来越重视、政策也会越来
越到位。“我们站在国家的发展角度来看，要
想取得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诸多问题，包括
三农的问题、废弃物利用的问题、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问题。生物质能源提供了应对这些
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坚信生
物质能源迎来了一个更大的发展机遇，明年
的春天将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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