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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谷歌在旧金
山发布了一副无线耳机。此
耳机支持 40 种语言实时翻
译。这项技术可以从根本上
改变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沟
通方式。

谷歌 Pixel 耳机是一款
无线耳机，专门用于该公司
新推出的 Pixel2 手机。你只
需轻点右侧的耳机，就能在
Pixel2 上向谷歌助手发出指
令。你可以让它播放音乐，给
你指路，打个电话等。

但是如果你告诉它“帮
我说日语”，然后开始用英语
说你想说的事情，手机的扬
声器会在你说话的时候输出
相应的日语翻译。然后对方
的回答会通过 Pixel Buds 耳
机翻译后进入你的耳朵。正
如谷歌演示片中所展示的那
样，在翻译过程中，几乎没有
延迟的时间。不过，我们必须
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它的性
能受到WiFi、背景噪音和串
音干扰。 据网易科技

谷歌发布可实时
翻译的无线耳机

螃蟹靠注胶增重?
用避孕药喂螃蟹?

流言：一个疑似向青蟹
体内注射不明液体的视频在
网络热传，网民纷纷猜测注
射物为胡萝卜素、蟹黄膏和
尿素精等；也有传言称：“螃
蟹是避孕药和激素喂大的，
多吃螃蟹儿童会性早熟。”引
发了公众广泛讨论。

求真：四川农业大学水产
系教授杜宗君表示，往螃蟹体
内注入液体后，环境渗透压会
产生剧变，会导致螃蟹的迅速
死亡。渔民、商贩不可能为了
增加一点点的重量就把活蟹
变死蟹，做赔本生意。而视频
中用针筒向螃蟹注入橙色液
体极有可能是南方的一种烹
饪方式，在上蒸笼前向螃蟹注
入料酒和佐料，会更入味。而
朋友圈流传一则煮熟的河蟹
疑似有胶状物的视频。水产专
家辟谣，公蟹中乳白色、半透
明并且黏黏的物质其实是蟹
膏，并非注胶。

对于所称的“现在有些
螃蟹吃起来肉质酥松，味道
有点苦，可能是喂了避孕药
和激素。”水产专家认为，螃
蟹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加入
避孕药会破坏水质，导致螃
蟹死亡，得不偿失。螃蟹属于
低等无脊椎动物，激素对大
闸蟹起不了任何作用，且激
素会抑制其性腺发育，反而
会导致大闸蟹的蟹黄和蟹膏
变少。 据科学+公众号

流言求证

这种动物没脑子
也需要睡觉

睡眠这种行为是如何演
化而来的？它对于生物的意义
又是什么？围绕着睡眠的诸多
话题，一直是神经科学领域最
大的未解之谜之一。从不起眼
的果蝇到庞大的蓝鲸，所有的
复杂动物都需要睡觉。然而科
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生
物每天都要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将自己毫无保护地暴
露给掠食者，也无法进食或交
配。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
仙女水母身上首次证明，没有
大脑的生物也能有类似睡眠
的行为。这一发现表明，睡眠
的起源比预想要早很多。

研究者观察到，在夜晚，
仙女水母摆动伞膜的频率降
低了三分之一，同时它们对食
物和环境刺激的反应速度也
大幅降低。如果剥夺它们夜晚
的休息时间，这些水母在第二
天白天会变得更不活跃。

南加州大学的神经科学
家迪翁·迪克曼则评价说：“这
项工作有力地证明了类睡眠
状态在演化史上出现之早。”

据《环球科学》

地球氧气源自苔藓

一直以来，科学家都在追
寻一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
么给了地球足够的氧气使其
能孕育动物和人类。最新研究
发现：所有这一切均始于苔
藓。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月刊刊登的研究报告称，约
4 . 7 亿年前，苔藓类地被植物
在地球上迅速蔓延，成为地球
首个稳定的氧气来源，令智能
生命得以蓬勃发展。

“想想如果没有这毫不起
眼的苔藓，就不会有我们所有
人的今天，这真是令人激动。”
报告合著者、英国埃克塞特大
学教授蒂姆·伦顿说。

伦顿说：“我们的研究表
明，地球上最早出现的陆生植物
出人意料地多产，它们大大提升
了地球大气中的氧气含量。”

报道称，地球大气中出现
氧气是在距今24亿年前，被称
作大氧化事件。

不过直到4亿年前，地球大
气中的氧气含量才达到今天
的水平。

为了窥见过去的地球，研
究人员采用了电脑模拟的方
法进行估算，在约 4 . 45 亿年
前，地球上的地衣和苔藓所产
生的氧气占总氧气量的 30%。
苔藓的蔓延增加了沉积岩中
的有机碳含量，空气中的氧气
含量也随之提高。

研究称，氧气含量的增加
“使得地球上演化出了包括人
类在内的大型、可移动的智慧
生物”。 据《参考消息》

冷冷冻冻电电镜镜
凭凭什什么么获获诺诺奖奖？？

冷冻电镜是个啥？

冷冻电镜它首先是一个电
子显微镜。

光学显微镜利用可见光作
为探针来观测微观物体，比如光
学显微镜可以观察细胞。但是，
对于细胞内的蛋白质分子，光学
显微镜就看不见它了。

原因很简单，光学显微镜利
用的是光子的波动性，而光子的
波长大概在 500 纳米左右。蛋白
质分子大小在 1-100 纳米之间，
所以光子的波长比蛋白质分子
还要大，因此光波能绕过蛋白质
分子，也就看不到蛋白质了。

电子的波长是光子波长的
十万分之一左右，理论上它打在
蛋白质分子这类生物大分子身
上能被反射，这些反射的电子就
能产生一张照片，这就是电子显
微镜的基本原理。

然而，电子显微镜也只是在
理论上可以看到蛋白质分子。

因为电子显微镜一般只能用
来观测一些无机样品，比如它可
以看石墨的表面，也可以看陶瓷
的表面。但一旦让电子显微镜的
电子去轰击蛋白质分子这类生物
大分子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真空问题，电
子显微镜的电子只能在真空中飞
行的时候才能保持稳定的动能。
而蛋白质这类生物大分子一般处
于溶液中，在真空环境下，溶液会
挥发出来，污染电子显微镜。

第二个问题是电子打在蛋

白质这类生物大分子上容易把
蛋白质打坏了，因为电子的能量
比较高，而生物大分子一般依靠
氢键来形成它的空间结构，氢键
的能量很低，电子打上去以后，
氢键就被打断了。

第三个问题则更加严重，因
为蛋白质分子这类生物大分子
是有活性的，它们是运动的，电
子打上去反射回来的方向会因
为分子的运动而变得杂乱无章。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所以传
统的电子显微镜是看不了蛋白
质分子有活性的生物大分子的。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冷冻电
镜技术应运而生。

为什么要冷冻？

冷冻电镜并不是这两年才
建立的。在蛋白质 X 射线晶体
学诞生大约 10 多年以后的 1968

年，作为里程碑式的电镜三维重
构方法，同样在剑桥 MRC 分子
生物学实验室诞生，艾朗·克卢
格教授因此获得了 1982 年的诺
贝尔化学奖。另一些突破性的技
术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
叶诞生，主要是冷冻成像和蛋白
快速冷冻技术。

快速冷冻可以使蛋白质和
所在的水溶液环境迅速从溶液
态转变为玻璃态，玻璃态能使蛋
白质结构保持其天然结构状态，
如果以缓慢温和的方式冷冻，这
个过程会形成晶体冰，生物分子
的结构将被晶格力彻底损坏。

他们用液态的乙烷等快速
冷冻含有水分的生物样品，这样
就可以制备出很薄的水膜。冷冻
完成以后，就可以用电镜来观测
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空间结
构了。低剂量冷冻成像能够保存
样品的高分辨率结构信息，确保
了从电镜图形中解析蛋白质结
构的可能性。

以上主要说了冷冻电镜的
硬件原理。当然，为了正在解析
出拍摄到的很多二维照片与生
物大分子的三维空间结构之间
的关系，还需要一套很好的计算
机软件算法。

冷冻电镜主要是促进了结
构生物学的蓬勃发展。所以，这
一次诺贝尔化学奖又成了名副
其实的“理科综合奖”，因为它奖
励给了物理学家，而被用到了生
物学研究领域。

据《知识就是力量》

三位科学家因冷冻电
镜技术分享2017年诺贝尔
化学奖。冷冻电镜曾成就
无数科学家，2015年8月21
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院长施一公带领的研究
团队发表了两篇研究长
文，揭示了剪接体结构及
其工作机理。这一成果的
发表可谓突破了世界性难
题，而成果背后离不开“冷
冻电镜”仪器的帮忙，它是
一种怎样的“神器”？冷冻
电镜是个什么技术？

人工智能可以猜你的密码?
近日，有消息说美国史蒂文

斯理工学院开发出的人工智能
可猜对25%的密码。

AI已经学会猜密码了？如果
真是这样，你还敢用“6个0”“6个
8”这样简单的密码吗？网络还有
安全可言吗？

破解的是口令不是密码

“先纠正一个概念，”中国科
学院软件研究所可信计算与信
息保障实验室主任张振峰说，

“这则消息里说的密码，更准确
地说是口令，而不是学术上密码
学中研究的密码。”

它们最直观的区别是“字符
串长度”，口令一般十几个字符，
字符组成的所有可能可以被“穷
举”（根据条件确定的范围，对所
有可能的情况逐一验证），而一
代RSA密码算法就有1024位，

“穷举”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打
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攻破口令要
踹开的是一扇门，而攻破密码是
要征服一座迷宫。

“现在还没有研究表明AI能
破解密码算法。”张振峰说，“密
码”被业界认为是互联网的基础

设施，一个国际标准的商用密码
是非常复杂的，里面包含复杂的
密码算法，凝结了研究人员多年
的智慧，很难通过学习基础数据
倒推其中规律，进而破解。

AI 破解口令的方法是什么？

破解口令，目前大致有暴力
攻击、启发式攻击、概率猜测等
方式。

暴力攻击是最原始的方法，
把所有的可能都试一遍，计算机
的计算能力越强大，破解越快；
启发式攻击，也叫字典攻击，是
根据泄露的口令进行分析，把规
律“编写”成“字典”，并结合矫正
规则进行猜测，用于攻击的“字
典”不同，攻击的方式就不同，同
等硬件条件下，字典越好，越快
破解；概率猜测基于人们设置密
码时，有着和自然语言类似的分
布特征，通过数据集计算其概率
分布，有些字符组合用的频率
高，猜测就准。

AI破解口令是深度学习的
一种应用，“它属于一种启发式
方法，基于数据集来猜测口令，”
张振峰说。

那么，AI 是如何进行口令
猜测的呢？

AI神经网络由大量“感知
机”相互连接构成。感知机类似
于生物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它
并非生来就具备强大的功能，而
且需要训练才能掌握技能。

原消息中提到，团队让一个
人工智能程序利用数千万个泄露
的密码来学习如何生成新密码。

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已
知的用户数据泄露有40亿之多。
2017年，这个数据可能更多。“猛
增有可能是以前的存量，因为很
多服务器的数据泄露，自己并不
知情，”张振峰说，“或者即便知
道，自己也不愿意主动公布。”

无论何种情况，值得担忧的
是，人工智能能用来学习的基础
数据越来越多。

神经网络读取数据样本后，
感知机们会先根据现有模型参
数进行计算，然后把输出的值与
真实值进行比较，再将两者的差
距反馈回去，以调整参数。经过
反复多次“计算—比对—反馈—
调整”的循环后，AI 就能判断个
八九不离十了。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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