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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 40 万人
进行研究后发现， 每天喝咖啡的人比
不喝或少喝咖啡的人更长寿。

研究人员称， 喝咖啡的人死于心
脏病、 中风、 感染等疾病的风险比较
低，不过他们也提出，对这个研究结果
应谨慎诠释， 因为仅衡量了被试验者
某段时期饮用咖啡的习惯， 而且还不
清楚咖啡里的什么物质对身体健康有
好处。

研究人员说：“咖啡对大脑有影
响， 这可能是降低死亡风险的因素之
一，另外，它还有可能对人们的骨骼健
康有影响。 ”他们发现，每天喝咖啡多
于 2 杯至 6 杯的男性， 死亡的风险比
不喝咖啡者小 10%，对于女性，该数据
则为 16%。

咖啡对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影响一
直众说纷纭。有研究显示喝咖啡的人罹
患糖尿病的风险较低， 但也有研究指
出，咖啡可能增加患心脏疾病的风险。

研究人员表示， 在有关咖啡的新
研究成果出现之前， 大家不必改变饮
用咖啡的习惯。

（本栏目由胡轩逸编译）

作为全球最大的艾滋病药物生
产商， 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研制了
一款预防艾滋病的药片———“特鲁
瓦达（Truvada）”，从 2012 年美国加
州某科技公司的研究可以看出，“特
鲁瓦达” 作为抑制艾滋病病毒蔓延
的药物， 确实能减少感染艾滋病的
风险： 它能降低健康的男同性恋
44%的患病率，还能降低正常人 73%
的患病风险。 “特鲁瓦达”的出现，
似乎为艾滋病的防治提供了新的希
望。 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药片将为
吉利德科学公司年增收 10 亿美元。

自 1981 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
例以来， 艾滋病已累计致死 2500 万
人 ,每年新增感染病例 3300 万人，新
增患者 260 万人。

现在， 还没有办法 100%预防或
根治艾滋病， 这是因为艾滋病病毒
有两种亚型（HIV-1，HIV-2），同一
亚型的病毒如果出现在不同患者体
内，病毒的毒株也不相同。 针对某一
毒株所开发出的疫苗或抗体， 也不
能适用于所有患者。 此外，艾滋病病
毒包膜外壳具有许多变异度很高且
难以接近的药物靶点， 这增加了设
计预防和治疗药物的难度。 另外，就
细胞免疫而言， 艾滋病病毒感染后
存在很长时间的潜伏期， 在这段时
期，感染病毒的细胞并未大量增殖，
这使得人体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导
致艾滋病病毒可以长期潜伏， 等待
时机引发免疫缺陷并发症。

面对艾滋病惊人的流行性和高
致死率， 最为有效的遏制手段应该
是提前预防，因此，有专家对“特鲁
瓦达”充满了期待，他们甚至认为，
“特鲁瓦达” 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终
结艾滋病已不再是梦想。

美国健康专家小组首次提出用
“特鲁瓦达” 来预防健康人感染艾
滋病毒， 他们还将这种药物推荐给
美国的相关监管机构， 希望能每天
给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服用此
药，用以预防艾滋病。

但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虽然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已经批准将
“特鲁瓦达” 与现有的抗逆转录病
毒药物一起给艾滋病患者使用，但
他们却不同意给健康人服用该药
物，以达到预防艾滋病的目的。 尽管
有支持者认为， 这可能是人类抗击
艾滋病史上新的里程碑， 但这项提
议仍然遭到一些医疗工作者和经常
接触艾滋病感染者的人们的反对。

他们认为， 给健康的人们使用
该药物会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和虚假
的安全感。 也有人担忧 ，“特鲁瓦
达” 成本过高， 通过医疗体系使用
“特鲁瓦达” 每年约需要 5000 美元
到 7000 美元， 私人购买则会花费更
多， 这些钱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承
受能力。 艾滋病保健基金会的专家
坚决反对给健康人使用该药物。 也
有护士认为“特鲁瓦达”需要每天
不间断地服用，这很难做到，也很痛
苦。

尽管有反对者， 但仍有人表示
这是为人类预防艾滋病寻找更好的
方式，他们愿意接受该药物。

为此， 美国抗病毒药物顾问委
员会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建议 ，
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能在患病
风险较大的健康人群中使用该药
物。在进行了 11
个小 时 的 投 票
之后，美国食品
药品监 管 局 仍
然没有 给 出 确
定 的 答 案 ， 据
悉，预计他们将
在今年 6 月 15
日作出 相 应 决
定。

玻璃是我们最熟悉的材料之
一，它虽然普通，但绝不简单———
玻璃包含很多深奥的科学问题，
人们至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很
肤浅———为什么玻璃会形成?玻璃
到底是固体还是液体?玻璃为什么
很脆? 玻璃脆性断裂机理是什么？
液体和熔体变为玻璃的过程称为
玻璃转变， 它是各种玻璃制造中
几乎都涉及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
过程。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Anderson 曾称其是凝聚态物理中
最深、最有趣的问题。

再比如在玻璃化转变过程中
涉及到自然界的很多现象 ,让有生
命的与无生命的物质产生许多奇
妙的现象和结果。

某些动物和植物可以在非常
恶劣（高压、低温和干燥）的环境
下生存， 被认为是生命力最强的
动物， 其实它们就是借助玻璃态
的保护作用———当严酷环境来临

时， 这些生物就会进入潜生状
态———自己进入玻璃态， 保护自
身组织不受伤害。 当外界条件改
善后，它们又可以重新恢复活力。

科学家也尝试着用类似的方
法来长期保存生物体、血液、药品
等。 像玻璃一样透明清澈的试管
婴儿冷冻备选胚胎， 就是采用玻
璃转变方法实现“玻璃化”冷冻。
这种方法降温速度快， 对胚胎影
响小。 玻璃化保存胚胎的作用在
于万一患者首次怀孕失败， 可以
将冷冻胚胎解冻后再次进行胚胎
移植， 还可使用保存下来的胚胎
再次生育 。 在零下 196℃的情况
下， 玻璃化冻存的胚胎和卵子的
代谢几乎处于静止状态， 理论上
能保存十年。 而且玻璃化冷冻复
苏概率远高于传统的慢速冷冻胚
胎的复苏率， 胚胎解冻后就能移
植进母体发育生长。

如今，玻璃已经越来越受到科

技界的关注。 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
题为 《玻璃本质仍不清楚》 的文
章， 指出玻璃本质研究的重要性：
“认识玻璃不仅可以解决一个长期
基本 （值得获诺贝尔奖） 的问题，
且能获得更好的玻璃材料， 还可能
对制药有帮助。 因为非晶态的药更
容易被身体吸收， 从而使很多药物
可以避免使用注射方法，
而是直接口服。 玻璃研究
的手段和技术也能促进
其他领域 （如生物、
材料学等）问题的解
决。 ”
（作者为中科院物

理所研究员）

玻璃强度大、透明性好，而且轻便，但

韧性不足，太容易碎；金属的柔韧性好，但

要想有足够的强度，工艺要求很高。 能不

能把这两种材料的优势结合起来呢？ 科学

家们找出了一种新材料———

金属玻璃
□ 汪卫华

玻璃与金属的完美合体
金属玻璃，顾名思义，就是一种

既有金属特性， 也有玻璃特性的新
材料。 上世纪 50 年代，这种材料被
偶然发现， 但却被美国物理学家称
为“愚蠢的合金”。 今天，金属玻璃
因其特性———强度是不锈钢或钛的
两倍， 易塑性堪比塑料———正在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要想了解金属玻璃， 首先还是
从玻璃讲起。

我们生活在充斥着玻璃的世
界， 很多人都以为玻璃的广泛应用
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但事实上，玻璃
是人类使用最古老、 最广泛的材料
之一。

我们的远古祖先———原始人，
很早就在利用天然玻璃黑曜石的断
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玻璃碴”来
宰杀动物、裁制兽皮衣服。玻璃材料
对人类文明史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 正如陶瓷材料贯穿中华文明和
文化一样，自被发现以来，玻璃材料
贯穿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文艺复
兴、欧洲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历史
时期，直至当代。 例如，因为平板玻
璃材料的出现，才有了玻璃窗户，才
让寒冷的北欧适于居住和文明化；
有了玻璃， 我们的前辈才能研究星
体的运动，太阳系的构造，以及微生
物的奥秘。不少学者认为，玻璃在东
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差异、 分歧中扮
演了致关重要的角色。

玻璃材料是人类历史上最偶然
的发明之一。 3000 多年前，一艘腓

尼基人的商船， 满载着晶体矿物
“天然苏打”，航行在地中海沿岸的
贝鲁斯河上。由于海水落潮，商船搁
浅了，于是船员们登上沙滩，把几块
“天然苏打”支起作为大锅，在沙滩
上做起饭来。 他们撤退时发现锅下
面的沙地上有一些晶莹明亮、 闪闪
发光的东西！ 这些闪亮的物体就是
最早的人工玻璃。

金属玻璃的发现也非常偶然。
1959 年 ，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
Duwez 在研究晶体结构和化合价极
其不同的两个元素能否形成固溶体
时，偶然发现了这种新材料。他将高
温金—硅合金熔体喷射到高速旋转
的铜辊上， 以每秒一百万度的冷却
速度快速冷却熔体， 第一次制备了
不透亮的玻璃。 当时的一位物理学
家看到这种材料时， 曾嘲讽地说这
是一种“愚蠢的合金”。

半个世纪以来，金属玻璃已经从
当初“愚蠢的合金”，发展成为今天
航天、 航空等高技术领域和高档手
表、手机等时尚品争相选用的材料。

作为兼有玻璃、金属，固体和液
体特性的新型金属材料， 它是材料
界很多纪录的 “保持者”———金属
玻璃是迄今为止最强的金属材料和
最软的金属材料之一， 最强的钴基
金属玻璃的强度达到创纪录的
6.0GPa， 最软的锶基金属玻璃的强
度低至 300MPa；金属玻璃是迄今为
止发现的最强的穿甲材料， 最容易
加工成型的金属材料， 最耐蚀的金

属材料，最理想的微、纳米加工材料
之一；金属玻璃还具有遗传、记忆、
软磁、大磁熵等独特性能。

金属玻璃不但是性能独特的新
材料， 同时也是研究材料科学和凝
聚态物理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模型体
系。 近十几年来，金属玻璃材料的发
展和应用，把玻璃结构、物理性能及
相关的物理问题的研究推向凝聚态
物理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前沿。

含有金属元素不同，金属玻璃也
有不同的特性。含有铁元素的金属玻
璃可以作磁性材料或作催化剂，含有
钴元素的金属玻璃可以作为磁敏感
材料，含有钛、锆元素的金属玻璃具
有高弹性和高强度，而含有稀土元素
的金属玻璃则有很多独特的功能。

为什么金属玻璃会有这么多独
特的性质呢？ 简单地说，这是由材料
的原子排列结构决定的。玻璃内部的
原子或分子的排列，呈现杂乱无章的
高度无序分布状态；而钢铁等晶态固
体的原子排序则很整齐。 打个比方，
钢铁等晶态固体的原子排序好比列
队整齐的阅兵式，玻璃的原子排序就
像是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我们
熟悉的几种材料中，窗户玻璃一般是
硅与氧等元素合成的，塑料则是高分
子玻璃。金属玻璃是由不同金属元素
原子组成的非晶态合金，结构上具有
玻璃的特性，但因为其金属元素的加
入，就具有了金属的特性。

金属玻璃由于具有很多不同于传
统玻璃材料的物理、力学、化学性能，
在很多领域已经得到应用， 或者说有
很大的应用潜力。航天方面，现在卫星
收集太阳能维持运转的伸展机构大多
使用的是高分子有机材料， 存在易挥
发和易老化的问题， 会给整个系统运
转造成障碍。因此，耐腐蚀、抗撞击、耐
冷热的金属玻璃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理
想的候选材料。 金属玻璃还被用来收
集太阳风，研究太阳的起源。

军事方面，由于其优异的力学性
能， 金属玻璃可用来制造动能破甲、
穿甲弹。金属玻璃和钨复合制成的穿
甲弹头，密度高、强度大、穿甲性能
好，具有自锐效应，也具有贫铀弹头
的高绝热剪切敏感性，有望取代对环
境造成严重危害的贫铀弹。铁基金属
玻璃可用于舰艇防腐、防磁。

工业方面，电压变压器芯体要求
材料具有软磁性，软磁性越高，在芯
体上损失的能量越少。现在变压器普
遍使用的是硅钢片，而具有较高软磁
性的金属玻璃可以使变压器重量减
轻 1/3，能量耗损减少 1/3。

日常生活中，高强度的金属玻璃已
被应用于滑雪、网球、高尔夫球拍、自行
车、潜水装置等体育装备上；磁敏感的
金属玻璃也用于书、 光盘的防盗标签。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其制备工艺
和研究进展， 我们将可以看到金属玻
璃制成的手表表壳、高档手机、手提电
脑外壳， 以及在汽车重要
部件上的应用。

神秘的玻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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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健康 新发现

多喝咖啡
能否较长命

健康生活
可减少患癌

美国科学家说，如果人们养成健
康的生活习惯，就能避免患癌。

根据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显示，美
国今年预计会有多达 57.7 万人死于
癌症，这个数字仅次于心脏疾病。 不
过，若人们经常运动、拥有良好的饮
食习惯且不吸烟，因癌症死亡的人数
可能会减半。

报告称， 美国的癌症病例中，有
1/3 是因为经常吸烟， 另有 1/5 是过
度肥胖造成。 报告说，如果人们不吸
烟，美国肺癌病例或许能减少 3/4。

研究人员指出，整体而言，健康
生活才是避免罹患癌症的最佳途径。

不过，研究人员认为，要说服人
们过健康生活，并不容易。 环境污染、
犯罪、公共交通服务差、没有足够的
公园供人们玩乐或做运动、临近的超
市不能提供新鲜食品等，这些都可能
导致人们无法过健康的生活。

预防艾滋病新药
惹争议

□ 牛梦笛 编译

CFP

阿奇霉素
增加死亡风险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常用来治疗
支气管炎、肺炎、耳部感染和性病的
抗生素———阿奇霉素，会增加死亡风
险。 这份刊登在美国权威医药期刊
《新英格兰医药杂志》上的研究报告
称， 他们选择了 8000 名服过阿奇霉
素的患者，数百万名服用阿莫西林的
患者和不服用任何抗生素的患者，进
行对比后研究人员发现，服用阿奇霉
素的患者死亡几率比较高。 他们进一
步证实，病人在服用阿奇霉素的最初
5 天时间里， 死于心脏疾病的风险是
不服用该药物患者的 2.5 倍。

CFP

“愚蠢合金”
大放异彩B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