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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能预测外貌？

涨知识

人体自带“体重秤”
吃多少大脑很有数

通过DNA就可以判断一个
人长什么样，这到底可不可能？
据美联社近日报道，凭借一种新
技术手段，一桩2016年发生在美
国德克萨斯州的杀人案，宣告破
案。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
一家名叫“帕拉班纳米实验室”
的机构，凭借犯罪现场留下的
DNA信息，绘制出犯罪嫌疑人的
模拟头像画。

报道称，这项通过DNA绘制
犯罪嫌疑人画像的技术称为显型
技术。通过这一技术，工作人员可
根据犯罪现场采集的DNA，“预
测”出嫌疑人的年龄、人种等信
息，以及其脸形、眼睛颜色、发色、
肤色等特征。“DNA携带着决定
个人身体特征的遗传指令，可翻
译成一个人的外貌画像。”帕拉班
纳米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现有技术还没那么神

据了解，显型技术也就是分
子表型刻画，是近年来法医学的
新兴领域，其目的是通过对检材
DNA的深度挖掘，刻画出犯罪嫌
疑人的外貌特征，从而为侦查提
供线索，缩小查找范围。

这种技术真的能推测出人
的相貌吗？“目前，我们已经可以
根据犯罪现场的DNA，来准确地
预测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

其准确率已经达到实际应用的
标准。但是用来预测人的相貌，
现在的技术还不可以。显型技术
通过找到遗传因子和人类脸型
特征的关联性来实现‘预测’，目
前的准确性还是较低的。”中国
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
员刘凡告诉记者。

刘凡指出，近年来在法医领
域，分子表型刻画飞速发展，通
过DNA来推断黄种人、白种人和
黑种人等不同种族，现在已经很
成熟了。显型技术能够把不同种
族人的平均脸型刻画出来，进而
依据DNA变异信息进行脸型的
微调，但DNA刻画的脸型和真实
脸型的相似度离严格意义的法
医学应用还有些距离。

关键在

基因点位与形态的对应

凭借 DNA 推测相貌的具体
实施过程并不复杂，最关键的是
找到不同基因点位与不同形态
的对应关系。首先，专家们会收
集人脸三维照片里有关色素和
形态的所有信息；接着通过DNA
来与这些信息建立关联，也就是
哪个DNA、哪个位点或哪个突变
对应哪一个形态学上的改变。

做预测的时候，可以把一个
人群分为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

别，先求出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
别的平均脸，比如30岁左右的男
性长什么样；建立这种关联以
后，当有一个新的样本需要进行
预测时，就可以先推测出这个样
本的平均脸，然后在平均脸上进
行微调。比如某个基因点位和大
鼻子相关，同时，样本DNA在该
点位上正好是大鼻子，那就可以
在平均脸上把鼻子增大。

“实际上，如果只有一个种
族，比如只有白种人的样本，要
想推测出不同的脸型，还是挺困
难的。”刘凡说。

只是一种调查工具

美联社称，对于执法官员来
说，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调查工
具，或能为悬案提供新的线索，或
可以帮助缩小嫌犯的调查范围。
刘凡则表示，目前该技术还只能
是辅助手段，上不了法庭，当不了
证据，但可以帮助警方在侦查时
缩小范围。帕拉班纳米实验室首
席执行官斯蒂夫也宣称，这种新
技术只是一种调查工具，并非想
替代现有法院检测手段。该实验
室生物信息部门主任也强调，他
们绘制的画像“并非与 DNA 拥
有者一模一样，只是与执法部门
合作，为他们提供嫌疑犯的大致
外貌特征。” 据《科技日报》

一条狗可以在水中下潜到
一公里深，这段犹如科幻电影般
的情节近期走入了现实。俄罗斯
媒体近期公布了几段“水下呼
吸”实验的视频显示，以含氧量
高的特殊液体填入动物的肺部，
可以使其达到在水下呼吸的目
的。尽管有动物保护主义者批评
该实验太残忍，但俄罗斯副总理
罗戈津表示，这项技术将来有可
能挽救更多生命。

罗戈津说，“可以告诉大家一
个秘密，我们的一条试验狗承受
住了 1004 米深的水下考验，这绝
对是纪录。它在水下正常呼吸并
且浮到水面，现在健康地活着，还

跑来跑去的。前景研究基金会的
科学家积极看待这些试验狗，它
们实际上是我们的员工。”

罗戈津认为，这些实验将在
未来挽救众多生命。“这项技术
对潜水艇内的人员来说很重要，
对应当被放置在类似子宫环境
相近的早产儿来说很重要，以及
那些长期忍受严重烫伤的人也
很重要”，罗戈津补充说。

罗戈津曾向到访的塞尔维
亚总统武契奇等人介绍该国研
发的多项最新科技，其中就包括

“液态呼吸”技术。在实验中，工
作人员将一只腊肠狗放入装有
特殊液体的容器，几分钟后这只

狗学会了如何在那种液体中正
常呼吸。武契奇表示自己对此印
象深刻。不过，罗戈津也表示，他
知道社会很难对此类实验的重
要性产生共鸣。事实上，在媒体
公布实验视频后，有动物保护主
义者批评此项实验近乎残忍。

对此，罗戈津在社交网络推
特上表示，“我们勇敢的动物朋友
拯救了人类的生命，这也是从事
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们应当受到理
解和支持的原因。”观看了该实验
的武契奇称，经历了几秒的恐慌，
实验狗逐渐习惯了水下呼吸的状
态，在实验中存活下来。

据澎湃新闻

水下呼吸技术：狗潜水千米仍能存活

口水电池

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了一款
可以通过唾液驱动的电池。据
报道，这种“口水电池”的正确
名称是微生物燃料电池，它以
特殊的细菌来驱动电流，口水
是启动细菌的介质。细菌动力
电池以一种名为奥奈达湖杆菌
的厌氧菌为动力。这款电池外
表薄如纸张，由硝酸银制成阴
极，导电聚合物作为阳极，中间
则是冷冻干燥细菌的储存器。
奥奈达湖杆菌能够以葡萄糖类
有机质为食，所以干燥的细菌
遇到口水后就会被唤醒，开始
进行呼吸作用（分解养料）。在
这个过程中，就会释放电子与
质子，硝酸银的阴极会捕捉这
些电子产生电流。

据《知识就是力量》

狗狗粪便供电
城市里不时可见的狗屎实

在影响市容。英国发明家布雷
恩·哈珀研制出使用狗狗粪便
给路灯供电的装置，变废为宝。
这种装置安在路灯灯杆下部，
形似洗衣机。遛狗人士只需把
狗狗粪便收集后倒入它的入
口，转动手柄，装置内部就会自
动给粪便加热、搅拌，释放出甲
烷气体，气体被储存在灯杆内
部的储气盒中，每到日落时分
的预设时间，沼气就会转换成
电能，给路灯供电。首批安装这
种装置的路灯已实测成功。

据新华社

微型天线

从便携角度考虑，东西总
是越小越好，比如手机，又比如
植入人体的各种医用设备等。
近年来，此类设备的体积确实
在不断缩小，但是其中一个关
键部件——— 天线的体积却不见
减小。最近，美国科学家在这一
领域做出了突破。

天线利用电磁波共振来接
收信息，为了产生共振，传统天
线的长度必须和它要接收的电
磁波的波长相匹配。电磁波的
传播速度为光速，其波长一般
较长，这就限制了天线的体积。
而微型天线采取了一种截然不
同的思路：天线由两部分组成，
外层材料能够将电磁波转化为
同频率的声波共振，内层材料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声波天线。
由于声音的传播速度远小于光
速，因此其波长大为减小，这样
整个天线的体积也得以大幅度
减小。实验表明，这种新式天线
的效率并不弱于传统天线。

据《知识就是力量》

瑞典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或许人体有个“体内体重秤”。
哥德堡大学研究人员用肥胖老
鼠做实验，给它们人为“附加”
一些重量，结果发现，实验鼠减
掉了几乎相当于附加重量的体
重，而且，这些“附加”体重的实
验鼠体脂含量更低、血糖水平
更低。研究人员表示，上述情况
表明，人为“附加”了体重的实
验鼠知道自己体重超标，减少
了食物摄入量。

研究人员认为，虽然实验
使用的是老鼠，但人类同样有
类似“体内体重秤”的机制。人
站立时，大脑记录下体重，当记
录到体重有所增加时，人体会
下意识地向大脑发出“少吃点”
的信号指令。但是，“体内体重
秤”在人久坐时不运行，会导致
久坐者多吃、长胖。

据新华网

30年后吃不到
巧克力了？

一项最新研究恐怕要让
巧克力爱好者紧张了。据报
道，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制
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树可能
在2050年前绝迹。

可可树对湿度和温度要
求很高，只能在南北纬 20 度之
间的雨林地带生长。目前，全
世界逾半数可可豆产于科特
迪瓦和加纳两个西非国家。不
过这些地区在未来数十年内
很可能不适合可可树生长了。
美国气象和海洋部门研究显
示，全球变暖或将导致未来 30
年间升温 2 . 1 摄氏度。气温上
升将迫使可可树种植区上移
至较高的山区。但由于多数山
区为保护生态限制开发，届时
可可树将面临无处种植的窘
境，而巧克力也将随之消失。

据《环球时报》

蜜蜂也会
“打高尔夫”

蜜蜂不仅仅是勤劳的代
名词，其实它们还非常聪明。
近期一项“高尔夫”搬运实验
证明了它们非凡的智慧。研究
人员在一个放置了许多小球
的圆形场地中间凿了一个小
洞，蜜蜂成功将小球运到小洞
里即可获得糖水奖励。实验人
员用一只固定在小棍末端的
塑料蜜蜂向其他蜜蜂示范如
何将球推入洞中。真蜜蜂不仅
从塑料蜜蜂身上快速学会了
这项技能，而且在一次次的练
习中不断优化路线，选取最接
近小洞的球，以最近的路线完
成“高尔夫”的进球任务。

这种模仿动作并自我优
化的学习能力非常惊人。而且
像灵长类动物和乌鸦等十分
智慧的动物一样，小小蜜蜂也
具有使用工具的能力。在另一
项任务实验中，蜜蜂学会了拉
动细线以获得食物，能够使用
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没有见过
的工具出色完成任务。

据《大科技》

太阳系可能诞生于“气泡”中
太阳系是如何诞生的？这仍

然是谜。美国一项新研究认为，太
阳系形成于一类巨大的恒星沃尔
夫-拉耶星周围的气泡中。

目前的主流理论是太阳系几
十亿年前诞生于超新星附近。但
早期太阳系留下的陨石显示存在
大量的同位素铝-26，而同位素铁
-60较少。这与超新星理论相悖，
因为超新星同时产生上述两种同
位素，不大可能一种同位素带到
太阳系，而另一种却没有。

美国科学家提出一种新假
设，沃尔夫-拉耶星能释放大量同
位素铝-26，但没有同位素铁-60，
太阳系的诞生可能与沃尔夫-拉
耶星有关。沃尔夫-拉耶星是一类
巨大恒星，尺寸是太阳的40到50
倍。它燃烧温度极高，燃烧过程中
会产生强烈的恒星风，表面飞溅
起大量物质。随着沃尔夫-拉耶星
的质量不断减少，恒星风吹过它
周围的物质，逐渐形成了一个有
厚重外壳的气泡状结构。

研究人员认为，这样一个外
壳是产生恒星的有利条件，尘埃
和气体可以在气泡内部聚集，逐
渐浓缩而形成新的恒星。具体来
说，沃尔夫-拉耶星释放大量同
位素铝-26，被其周围的尘埃颗
粒携带着往外移动。这些尘埃颗
粒大多数在冲破外壳的过程中
被摧毁了，而铝-26被留在壳内。
最终，一部分外壳在引力作用下
向内坍缩，从而形成了太阳系。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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