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超分辨显微光学核心部件及系统
研制”项目负责人、苏州医工所所长唐玉
国介绍，“与以往的光学显微镜相比，我们
自主研发的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其成像分
辨率从 200 至 300 纳米提高到了 50 纳
米，性能指标可媲美国际主流产品”。这
意味着，我国终于掌握高端光学显微镜核
心技术，将为相关前沿领域的原创性研究
提供重要技术支持。

探秘微观世界的神器

为看清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1665
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虎克制造了第一
台用于科学研究的光学显微镜，用以观察
薄薄的软木塞切片，进而发现了细胞。这
一对未知的探索让人们接触到显微镜下
的一个微观世界，犹如一束光照进黑不见
底的深渊，点燃了科学家们研发光学显微
镜的热情。

借助光学显微镜，科学家们在微观世
界里纵横驰骋，第一次发现了细菌和微生
物，但不久却遭遇冰冷的现实：由于存在
一道无法逾越的“墙”——光学衍射极限，
传统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只能达到 200
纳米（0.2 微米）左右。换句话说，如果物
体小于 0.2 微米，通过光学显微镜将仅能
看到一个模糊的光斑，科学家因而无法从
分子层面研究活细胞。

随着科学家们不断努力，后来诞生了
电子显微镜等微观观测设备，借助它，人
们可以看得更小更清。比如，一粒一粒的
原子。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目前已
将分辨率做到几纳米的电子显微镜也存
有劣势。“由于需要抽出真空，电子显微镜
只能用来观测固体标本，不能用于活体观
测。而对于生物学、医学方面的研究，更
希望在生命体存活的自然状态下观察。
对此，光学显微镜拥有先天优势。”唐玉国
解释。

2014年，3位科学家打破了光学衍射
极限——让光学显微得以窥探纳米世
界。这意味着，在只有约200纳米的全球

最小细菌面前，人类终于借助光学显微镜
看清了他们的生动面目。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因为有了光学显微镜，曾经“雾里看
花”般的微观世界日渐清晰。然而有些尴
尬的是，我国虽是光学显微镜消费大国，却
仅能生产中低端产品。据有关统计，目前
我国使用的高端光学显微镜几乎全部来自
徕卡、蔡司、尼康和奥林巴斯等外国公司。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高端光学显微镜
进口价格动辄两三百万元，部分种类高达
七八百万元。更不利的是，作为生命科学
和材料科学研究的利器，光学显微镜研制
核心技术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相关前沿领
域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

唐玉国说，在当今生物学和基础医学
研究中，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其中，10至 100纳米尺度的超
分辨显微光学成像是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

的重要手段。
在微生物学领域，科学家对微生物

的活体动态观察有望揭示许多重要生命
现象；在细胞生物学领域，科学家可以观
察细胞内特定蛋白质的亚细胞定位，及
其在细胞器组装中的动态变化；还可以
揭示病毒入侵细胞的机制，以及神经元
细胞互联机制等，以便深入研究一些重
大疾病的发生机理。

开展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关键技术研
究时不我待。2014 年，苏州医工所瞄准
国家重大仪器专项——“超分辨显微光
学核心部件及系统研制”发起“进攻”。

历时5年攻关，苏州医工所科研人员
研制出包括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双
光子显微镜、受激发射损耗（STED）超分
辨显微镜、双光子-STED 显微镜等 4 类
高端光学显微镜，突破光学衍射极限，将
分辨率从200纳米逐步做到了50纳米。

“双光子和 STED 两种显微镜并不
鲜见，但将两者有机融合还是首次。因

为两者各有利弊，比如，双光子显微镜能
看到样本中深层结构，但看不了尺度 100
纳米以内的细节结构；而STED显微镜成
像分辨率能达到 50 纳米，但成像深度很
浅。”苏州医工所研究员张运海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在一些脑科学研究中，经常需
要观察一些比较厚的脑切片结构，如果用
两台显微镜分别观察深层结构和 100 纳
米以内的细节结构，需把样品从一台显微
镜挪动到另一台显微镜，如此一来，就找
不 到 原 来 观 察 的 位 置 了 ，很 容 易 产 生
误差。

“有了这台双光子-STED显微镜，科
学家就可以方便地观察深层结构和表层
感兴趣区域的精细结构。”张运海说。

找回失去的“阵地”

大数值孔径物镜，这是让唐玉国心存
自豪的一项重大创新。

“数值孔径是物镜的主要参数，也是
衡量显微镜性能的重要指标，数值孔径越
大，显微镜的分辨力越高。”唐玉国说，物
镜数值孔径一般为0.05至0.95，采用十几
片玻璃镜片叠加校正的方式。对此，苏州
医工所突破了制约我国超分辨光学显微
镜制造的瓶颈技术，研制出我国首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值孔径为1.45的物镜。

这代表着什么？唐玉国打了个比方：
普通的显微镜只能看清细胞这一层面，超
分辨光学显微镜则是火眼金睛，“有了苏
州医工所研发的这双‘慧眼’，科学家们可
以对活体细胞开展分子水平上的研究。
比如，进一步观察细胞内部的精细结构及
其变化、运动状态，并有望将其应用到临
床研究中，观察药物是如何进入并作用于
细胞的，从而助力新药研发。”

时光不负情深。如今，“超分辨光学
显微镜”项目研制的显微镜和关键部件已
有部分成果实现销售，包括双光子显微镜
已销往德国、以色列、美国等的多家国外
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神经科
学研究所等国内科研机构也已使用该
设备。

更重要的是，一些应用已取得了部分
成果。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利用高端
光学显微镜观察发育生物学中的基本现
象，研究潜在调控机制。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应用高端光学显微镜观察药
物胞内靶向定位和输送，加速创新性新药
研发。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
专业实验室利用双光子显微成像技术进
行了信息识别、行为控制等脑科学核心问
题的研究，以及动物在体成像实验，获得
了高分辨实时神经元活动成像数据。

此外，项目成果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特种 LED 光源体系已具备国际竞争
力，支撑了包括新一代投影、光医疗仪器
以及远程照明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共
聚焦显微镜也已完成工程化，将进行产业
化生产和销售。

结合工程化及成果转化创新模式，苏
州医工所实现了科技成果在研发平台、工
程化平台、产业化平台、市场平台的高效
对接。下一步，唐玉国计划通过系列化、
组合化的产品布局，对显微镜系统和核心
部件进行工程化、产业化，力争将失去的

“阵地”一点点找回来。

超分辨光学显微镜——

用“ 慧 眼 ”探 秘 世 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0.1毫米，这是人类肉眼

分辨的极限，如果想看得更

小、更清，就需要借力探微神

器——显微镜。前不久，中

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

技术研究所（简称“苏州医工

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装

备研制项目——“超分辨显

微光学核心部件及系统研

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具

备了研制高端超分辨光学显

微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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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液态
金属机器人吗？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
所触及的任何人，受到攻击后能像液体一
样重新恢复原貌，还可以穿越狭小孔隙到
墙壁另一面重新组合——如今，这个科幻
电影中的酷炫幻想，正在科学家的努力下
试图变成现实。

近日，美国化学学会期刊刊发了清华

大学、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与中国
农业大学联合研究小组的一篇论文，描述
了他们发明的一种全新可实现超大尺度
膨胀变形的液态金属复合材料。

这种材料有哪些特别的神奇之处呢？
“该材料由液态金属与硅胶制成，内

部还包含低沸点工质，是一种多年前就
提出的液态金属硅胶复合材料体系的延

伸，可以被3D打印成任意形状。我们利
用此材料制备了热响应自由变形的软体
章鱼，可以温控定向蠕动的软体动物，
以及可以抓取重物的柔性抓手。”研究小
组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刘静向经济日
报记者介绍，研究小组利用这种液态金
属复合材料实现和展示了一系列新颖独
特的概念型功能物和柔性机器架构，液
态金属由此可以摆脱其它刚体支撑物和
溶液环境得以“站立”起来，并拥有一
系列独特的超大尺度变形和运动功能，
且全部过程可逆。

“通过嵌入可编程的加热系统及特别
设计，采用这种复合材料将可能做出可持
续性变形和运动的非接线机器人，甚至模
拟整个人形/动物形状或其局部脸型变
化。”刘静说。

非接线、人形？看来这是一种可以自
带电源的可变形机器人！它能实现哪些
应用呢？

在一些特殊环境下，如救灾过程中，
需要机器人能够任意改变形状以适应狭
窄的空间环境。但由于材料和驱动方式
所限，传统软体机器人很难实现身体各部
位的自由变形和运动。而液态金属材料
具有液体的流动性和金属的导电导热性，

是制备软体机器人的优良材料。
该研究小组还在液态金属硅胶复合

材料中负载酒精的液滴，通过其相变产生
的体积快速变化，实现了液态金属复合材
料的热驱动大尺度自由变形和恢复——
其膨胀可超过自身原始高度的 11倍。值
得指出的是，这一复合材料体系中，若缺
乏液态金属仅采用传统硅胶材料，则很难
实现如此高效率超大尺度变形。这是由
于液态金属具有良好的导热性和柔性，极
大增强了材料的热响应速度和形变率，使
其每一部分的任意变形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液态金属具有良好的电
学特性，这使得电磁感应或远程激光非接
触式加热驱动成为现实。因此，通过设计
可以实现无线控制这种液态金属复合材
料的变形和运动，极大拓展了它的应用
范围。

“通过理论分析，我们还得出了热驱
动变形的影响因素以及最适宜的材料比
例。这一突破将可编程、可变形液态金属
柔性智能机器人研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
大步。”刘静说。

所以，在不远的将来，“终结者”那样
的机器人将变成现实吗？让我们拭目
以待。

我国科学家发明新型液态金属复合材料——

柔性可变形智能机器人？有戏！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我国科学家发明的新型液态金属复合材料。 （资料图片）

高铁已经成为铁路春运的绝对主力。2018 年底，
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超 2.9万公里——越来越多高
铁线路投入到猪年春运这场“硬仗”中，让更多旅客享
受到出行的舒适与便捷。但在欣赏窗外疾驰而过的风
景时，很多旅客难免心存疑问：为什么我国高铁大多建
在桥上？对此，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铁路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桥梁院总工程师苏伟。

目前，我国平原区的大多数高铁线路都以桥梁工
程为主，山区的高铁除了隧道外，也几乎都是桥梁。在
我国第一条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线路中，桥梁占比达
88%；京沪高速铁路中，桥梁占比达 86.5%。苏伟表
示，高铁桥梁可以为列车提供安全、高平顺、稳定的线
路，因此成为高铁设计的关键。

桥梁工程作为铁路的基本工程形式之一，其最初
功能是让铁路能够顺利跨越江河湖海、山川峡谷，这也
是广义上桥梁的基本属性。譬如，我国著名的武汉长
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都为让铁路跨越长江而修建。

而进入高铁时代后，桥梁工程的更多优势逐渐凸
显。“由于自身结构优势，桥梁占地要比路基工程少，因
此在平原区高铁设计中，我们大量采用桥梁代替了普
速铁路中常见的路基工程。”苏伟介绍，节约用地是我
国的基本国策，特别是对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高铁
沿线地区，桥梁有着特殊意义。据统计，“以桥代路”每
公里可节约占地43亩。

同时，由于列车高速运行对线路条件要求较高，通
常需要较大的曲线半径，这就需要与一些地下无法绕
避的障碍物进行交叉——而桥梁能够实现对这些障碍
物的跨越，并可减少对城市空间的分割。

其实，在高速铁路中架设桥梁，最主要是出于技术
上的考虑。高速铁路对线路的平顺性要求非常高，线
路沉降需控制在毫米级。而桥梁的桩基础深达几十
米，甚至上百米，可以让桥墩稳稳地“扎根”在地下，更
利于控制沉降量，对不同地质条件的适应性也更好。
同时，由于高铁桥梁大量采用混凝土结构，材料性能稳
定，也减少了后期的养护维修工作量。

“而且，如今高铁桥梁大多在工厂标准化预制，然
后运到现场架设施工，在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可控的同
时，大幅缩短了建设工期。”苏伟说。

中国高铁为何大多架在桥上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京广高铁郑州黄河公铁两用桥。 王轶辰摄

全球最大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最新调研显示，有
77%的受访中国消费者使用智能语音助手，为全球最
高（全球平均比例为50%）。同时，中国用户对于独立
智能语音助手的满意度达到了 97%，因而期待更多的
家用设备能与之实现集成，并保证更高的信息透明度。

埃森哲此次的《重塑关联度》报告面向全球 21 个
国家的 2.2 万余名消费者开展在线调研。研究发现，
智能语音助手正在颠覆消费者技术和服务生态系统
——93%的全球受访者希望智能电视或电脑等设备能
够轻松实现与独立智能语音助手的集成。

埃森哲大中华区电子及高科技行业董事总经理余
鸿彪表示，“语音助手技术发展蒸蒸日上，消费者满意
度不断提高，便捷的产品与合理的定价推动了此类设
备的广泛应用。然而，为维系消费者忠诚度，需要企业
与时俱进，不断了解用户需求，建立并保持与消费者良
好的信任关系”。

随着语音助手与人们生活的关联度日益提高，消
费者的行为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有56%的中国受访者
表示，由于有了独立语音助手设备，他们在智能手机上
使用诸如语音通话、设置提醒、播放音乐、浏览新闻等
功能的频率有所减少。此外，消费者还希望语音助手
能够完成更加高级的任务，在家庭安全管理、家居互联
自动化、账单支付以及支付提醒，甚至在预订餐馆和虚
拟医疗咨询等领域有所作为。

尽管如此，信任问题可能成为阻碍智能语音助手
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从中国受访者来看，安全顾虑

（45%）、设备未能理解用户需求（42%）以及隐私问题
（40%）是三大最主要的担忧。此外，有 34%的中国消
费者表示，他们不知道哪些个人数据为智能语音助手
所用，透明度有待提高。

余鸿彪表示，“消费者希望智能语音助手既能够处
理复杂事务，又能够与其他产品集成。因此，那些能提
供高级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将脱颖而出。为吸
引更多消费者，这些企业还必须在存储、使用和共享数
据等方面更加透明——与消费者达成一致的信任标准
至关重要”。

中国智能语音助手使用率最高
用户关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本报记者 姚 进

京津城际铁路路桥。 王轶辰摄

上图 苏州医工

所科研人员在实验室

开展研究。

左图 科研人员

展示自主研制的大数

值孔径物镜。

下图 科研人员

在用自主研制的双光

子－STED 显微镜观

察亚细胞结构。

沈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