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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知识

用脑电波来找朋友

一项研究表明，朋友们在
观看视频时，彼此大脑的反应
是相似的。人们社交关系越远，
神经反应的相似性越低。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研究人员对279名研究生组成
的社交网络进行了量化研究。
他们让年龄在25岁至32岁之间
的42名学生(12名女生和30名男
生)观看一系列主题和类型不
一样的视频，并在这个过程中
对学生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扫描，测量他们的脑活动。测试
发现，比起关系较疏远的人，互
为朋友的人在观看相同视频
时，参与解读知觉环境和情绪
反应的脑区的活动更为相似。
不仅如此，对于测试中新认识
的两个人，可以通过二人脑活
动的相似性来预测他们的友情
状态和社交距离。

研究者据此提出，互为朋
友的人，感知和响应外界的方
式可能是相似的。

据《经济日报》

导电材料“愚弄”指纹模板

这段视频介绍，先用胶带将
一片黄豆大小的导电材料粘贴
到指纹解锁键上，然后用户自己
在指纹解锁键上按几次。之后，
将贴着导电材料的手机交给任
何人，他们都可以用任何手指随
意解开手机。“躺枪”的既有安卓
手机也有苹果手机。贴着这块导
电材料，有的手机甚至用橘子
皮、卫生纸都能解锁。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臧亚丽介绍，目前手机
指纹解锁的传感器主要有三
种——— 电容式、光学式和超声波
式。其中电容式是目前在手机上
应用最成熟、最广泛的方式。它
主要依靠皮肤的导电性能来采
集指纹的特征，假如你的手机解
锁键上有个金属圈或表面呈平
滑金属色，那通常是电容式了。
其余两种则是近一两年开始在
手机上迅速应用的方式。

在视频中披露这种漏洞的
苏州迈瑞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长、首席技术官李扬渊介绍，用
户在手机上首次录入指纹后，手
机芯片数据库中会保存指纹图
案。用户使用指纹解锁时，手机
会自动对比指纹与录入图案是
否一致。“如果在指纹解锁键贴
上带有纹理的导电材料，并连续
解锁几次，手机指纹解锁键会将
这块纹理图案判断为，这是用户
在录入指纹时遗漏的部分，然后
更新到指纹数据库中。”臧亚丽
说，前提是，手机指纹解锁功能
允许指纹模板自动更新。

一旦指纹模板进行更新，此
后任何人的指纹，甚至橘子皮都

可以解开这部贴有导电材料的
手机。这是因为每次解锁时，指
纹识别键都会识别出导电材料
的图案，接着和指纹模板进行对
比，然后就轻松攻入了。也就是
说，后面的事情只是在匹配导电
材料的图案，至于是谁在解锁、
用什么解锁，都没有关系了。

用户需求造成如此“漏洞”？

“手机指纹解锁功能有两个
特征：只对部分图案进行对比，
而不对比全部；只对图案进行对
比，而不去识别它到底是不是指
纹。”臧亚丽说。

手机的指纹解锁功能可以
分为两部分——— 采集和识别。采
集部分由传感器来完成，这就有
了电容式、光学式、超声波式等
采集方法的不同。识别部分则一
般由本地芯片来完成，主要是运
用算法进行图像识别。

与其他设备的指纹识别不
同，手机由于考虑到美观、小巧

的需要，指纹解锁键非常小，这
意味着它每次只能采集到一部
分指纹。我们在手机上录入指纹
时，需要将手指的上下左右按压
很多次。“每按压一次，手机就会
采集一部分指纹图案，并储存成
一个指纹模板。”臧亚丽告诉记
者，有的手机会将多个指纹模板
拼接成完整指纹，有的则储存着
多个不完整指纹。

在使用过程中，我们每次按
压指纹解锁键时，按压的位置、
面积都不尽相同。如果指纹芯片
每次都要匹配完整指纹，或者要
匹配的指纹面积比较大，则意味
着会频繁出现解锁失败的情况。

“因此，为了保证用户指纹解
锁的成功率，负责指纹解锁的芯
片，只判断指纹的局部是否匹
配。”臧亚丽说。至于为什么指纹
芯片在识别过程中，只管匹配录
入的图案，不管录入的是不是指
纹，这又涉及多种因素。

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完全可

以利用指纹的纹理
等特征，来判断某
种图案是否属于指
纹，成功率可以达
到 90% 以上。甚至

还可以利用皮肤的弹性等特征判
断，是否属于人造假指纹。“但大
多数手机指纹解锁功能并没有
加入这种算法。”臧亚丽分析，这
是因为计算某个纹路与天然指
纹的相似度和计算纹路图案与
模板是否匹配，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步骤。从用户需求的角度来
讲，纹路是否匹配才是解锁手机
所必须的功能。

专门在指纹芯片中加入算
法，去识别某种纹路是否属于天
然指纹，这意味着什么？对手机
厂商来说，这意味着会增加成
本。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延
长解锁时间。

总之，无论是提高指纹解锁
的匹配面积，还是精确识别某种
纹路是不是天然指纹，手机厂商
都可以通过算法更新实现。但从
市场的角度来看，这都有点吃力
不讨好。

安全与便捷，没有绝对

“这则新闻说明不了什么问
题。”在通信行业专家项立刚看
来，实现橘子皮解锁手机的条件
比较特殊，在正常情况下很难实
现。用橘子皮解锁手机的前提
是，对方要在你手机指纹解锁键
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贴一块特殊
导电材料，然后需要你在这块导
电材料上连续多次解锁手机，然
后对方再把手机拿走使用。实际
操作起来并非听起来那么容易。

项立刚认为，对手机而言，
不存在绝对安全或绝对便捷的
保护方式。这与密码设置越长，
越不容易被破解，但用户自己用
起来也越麻烦是一个道理。

据《科技日报》

橘子皮咋成了解锁利器

植物生病了不能像人那样
去医院看病，不过植物也有它们
的“医生”，而且会用特殊的方法
邀请医生来看病。日本京都大学
生态学研究中心教授高林纯示
等人发现，植物叶子被虫子咬伤
后会散发出特殊的香味，吸引来
植物“医生”——— 害虫的天敌。

研究人员发现，植物普遍拥
有产生清香的酶。植物叶片在受
到害虫的咬食之后，害虫的口腔
内分泌的唾液同时流到植物的

受伤部位。受伤部位流出一些绿
色的汁液，其中的清香酶在害虫
唾液的刺激下，散发出特殊的香
味，其中含有一些挥发性信息化
合物，可引诱害虫的天敌前来清
除害虫。例如，卷心菜叶片受到
菜粉蝶幼虫的取食后，释放出的
特殊香 味 可 吸 引 远 处 的“ 医
生”——— 菜粉蝶的天敌粉蝶盘绒
茧蜂。这种寄生蜂在卷心菜叶片
受到菜粉蝶幼虫咬食1小时后，
有50%飞向遭受虫咬的植株，只

有 5% 飞向没遭受虫咬的植株。
这个研究可以帮助那些不

能散发挥发性信息化合物的植
物来防虫。比如，十字花科的拟
南芥就不能吸引植物“医生”。研
究人员利用转基因方法，将青椒
合成香味酶的基因导入拟南芥
中。拟南芥经转基因操作后，一
旦被菜粉蝶的幼虫啃食叶片，它
散发的清香便会增强。这种清香
会传播得很远，吸引来菜粉蝶的
天敌粉蝶盘绒茧蜂。这种寄生蜂
把卵产到菜粉蝶幼虫身上，在菜
粉蝶幼虫形成蛹之前就可以把
幼虫吃个精光。 据《科技快讯》

极寒地区都能用的
神奇锂电池

锂电池在零下 20 度时会
损失 50% 的性能，到了零下 40
度会损失 88%，这也是冬天或
者寒冷地区手机会变慢或者
意外关机的原因。而中国科学
家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可在零
下 70 摄氏度极寒条件下使用
的锂电池，在地球极寒地区甚
至外太空都能用。

新电池使用的材料很充
足，成本不高还环保，但研究
人员也承认，要想将其商业
化，主要问题是新电池的能量
密度太低，还比不上现在的锂
电池。 据新华社

气候变暖导致
鬃狮蜥变蠢

全球气温升高，影响着地
球上的生物，这种影响有积极
的也有消极的，而对于鬃狮
蜥，很不幸，气候变暖会让它
们变蠢。

原本鬃狮蜥可不笨，它们
有着很强的学习模仿能力。如
果一只鬃狮蜥学习打开滑动
门来获得食物，它很快就能学
会。研究者将同一窝的13颗蜥
蜴蛋分为两组，一组7颗，放在
30℃的环境下孵化，另一组6
颗，放在27℃的环境下孵化，除
温度外，两组蜥蜴所处环境其
它因素完全相同。将它们培养1
年后接受开滑门取食物测试，
每只蜥蜴有10次机会。结果发
现，温度较低的一组很快就能
学会这个动作，而较高温度的
一组频频失败，就算偶尔有成
功的，动作也比另一组的缓慢
得多。很明显，温度较高环境
下孵化出来的鬃狮蜥变蠢了。

据《大科技》

近日，一篇论文对当今世
界多数物理学家提出的理论
发起了挑战，认为人类掉进有
些黑洞是可以存活的，而且黑
洞会抹掉你的过去，带你进入
一个平行宇宙，让你的未来会
有无数种可能。

决定论认为你的过去决定
了你的未来，是所有物理定律
的关键。换句话说，当过去一定
时，宇宙的物理法则只允许存
在一种可能的未来。如果一位
科学家知道宇宙是怎样开始
的，理论上他就能计算出未来
会发生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博士后彼得·欣茨用一个
电荷对特定类型的黑洞进行数
据分析后发现，决定论并不适
用于“Reissner-Nordstrm-de
Sitter”这类黑洞。

如果太空旅行者能够冒
险进入一个相对温和的黑洞，
他们很有可能存活下来。他们
将从我们的确定性世界进入
一个非确定性黑洞，如果能够
避开黑洞中极其密集的奇点，
他们可能就会出现在黑洞的
另一端，进入另一个宇宙。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未知的，
因为在非确定性宇宙中，因果
关系不再存在。任何事物的一
切结果可能会同时存在。

据环球网

地球是球形的，但人们对于一

个平坦地球的想象却从未停止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

地球观测站的博客解释了如果地

球是平坦的，将会发生什么。

首先，一个平坦的星球可能
没有重力。认为地球是平坦的人
想象着重力可以直接表现出来，
但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个观点。
人们对引力的认识表明，重力将
会把物体向形成这个平坦地球
圆盘的中心吸引。随着离圆盘中
心的距离越来越远，重力吸引物
体的方向也会变得越来越水平。
这将导致某些奇怪的现象发生，
比如所有的水都将汇聚至世界

的中心，树木和植物也会倾斜生
长，因为植物只会朝着引力的相
反方向生长。

然后是太阳。在科学支撑的
太阳系模型中，地球围绕着太阳
旋转，因为太阳体积更大并且引
力更强。然而，地球由于在轨道
上运行，所以不会撞向太阳。换
句话说，太阳的引力并不是单方
面起作用。行星也会在恒星引力
的垂直方向运转；如果有可能消
除引力的话，地球将沿着直线快
速远离，并最终脱离太阳系。

平坦地球模型将地球置于
宇宙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太阳
会围绕着地球运转。相反，太阳

会像旋转木马一
样在地球上方旋
转，如同书房的台

灯，朝着地面发光放热。该地球
观测站地球物理学家戴维斯说，
如果地球是平坦的，无法想象什
么样的力量能避免太阳和月球
向地球靠近。

同样，在一个平坦世界中，
或许也不存在人造卫星。

如果太阳和月球只是简单
地围绕着平坦地球的一边旋转，
也可能出现昼夜交替的现象。但
这将无法解释四季、日食、月食
以及其他诸多现象。而且原则上
太阳也应当比地球更小，以避免
撞向地球或月球。然而，人们知
道太阳的直径是地球直径的 100
多倍。 据《参考消息》

掉进黑洞将
抹掉过去？ 植物“生病”去找谁？

如果地球真是平的会怎样

近日，一段用橘子皮解锁手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手机指纹识
别键经过简单处理后，不但任何人都可以解锁你的手机，连橘子皮
都能轻松实现“芝麻开门”。


	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