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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知识

人类一岁会推理

这几天俄罗斯科学家的一
项实验引来不少关注。他们用
激光脉冲模拟核弹爆炸来摧毁
陨石模型，以了解击毁小行星
需要怎样的爆炸力。小行星撞
地球，无疑是让人类思之极恐
的噩梦。好在随着科技发展，人
类在面对天外威胁时不必像恐
龙那样束手待毙，而想出了许
多应对手段，最简单粗暴的就
是用核武器将小行星击毁。

然而光知道爆炸力并不够，
前提是要能准确击中小行星。中
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副总设计
师宋保华表示，人类已具备用导
弹击毁小行星的能力。

据了解，目前全球已建立近
地小行星观测网，寻找并监视一

些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往往能
提前数月甚至数年预判它何时
会接近地球。但宋保华介绍，小
行星进入大气的具体时间、姿态
角度等具体细节，只有提前几个
小时才能算出精确答案。

确定小行星轨道以后，就
要选择合适的拦截点将它击
碎，使它在落地前烧蚀殆尽。宋
保华说，拦截点可以距地面300
公里、200公里高度，100公里是
最晚拦截点，再低难度和风险
就大了。拦截点的距离取决于
选用拦截的火箭，也要考虑对
小行星质量和成分的判断，如
果它密度较小，不是很坚固，可
以等它靠近些再打，有助于提
高打击精度；如果它比较结实，

就尽量远距离拦截，必要时组
织二次或多次打击。

“从导弹射程来说，200、300
公里高度甚至更高都没有问
题。目前人类可以把几吨重的
卫星送到36000公里高的轨道。”
宋保华说，但要精确瞄准小行
星却存在一些困难。他说，对于
金属材料制成的航天器，地面
雷达可以提供有力观测，然而
对小行星，要以光学观测手段
为主。这一方面会受云雾影响，
另一方面不易判断距离，必须
用多台望远镜同时观测，通过
对空间角度进行解算，才能实
现定位。

解决了射程和精度问题，
剩下的就看小行星有多“抗揍”
了。俄罗斯科学家在前述实验
中证实，摧毁小行星模型时，一
连串小型爆炸比单一的大爆炸
更加有效。宋保华赞同这一结
论，表示其中涉及几方面技术。

例如制导技术。试想，小行
星遭受第一次打击后，其速度、
轨迹均可能发生变化，会不会
影响后续打击的精度？“这里涉
及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制导，
意思是主动寻找目标，追着
打。”宋保华说，小行星主要在
外太空飞行，接近地球时与大
气摩擦生热，利用可见光、红外
等探测制导手段都比较合适。
这里涉及的可能是一群导弹打
出去，如何辨别“敌友”，怎么组
团让打击效果最好，这些技术
完全可以解决。

此外，打击小行星当然不能
心慈手软，务求“赶尽杀绝”。如
果飞来的是个庞然大物，我们能
用多少导弹去打它？多大的能量
去杀伤它。宋保华表示，导弹数
量，能量受限于地面的资源保
障，“按照现在的技术，一次同时
发射几十枚导弹打击小行星不
是问题。” 据《科技日报》

导弹打小行星?
完全可行

你是否想过减肥成功后，
失去的脂肪去了哪里？据外媒
报道，澳大利亚新南韦尔斯大
学2名科学家访问了150名医生、
营养师及私人教练，想不到只
有3名受访者（2%）能说出正确
答案：脂肪在减肥过程中会转
化成二氧化碳及水排走。

米尔曼和布朗发现，一众
受访者都对脂肪如何流失存在
谬误，大部分人以为脂肪会转
化为能量，部分人则认为脂肪
变成了肌肉，有些人则认为脂

肪通过大肠流失了。其实，脂肪
在减肥过程中会转化成二氧化
碳和水，然后通过呼吸呼出二
氧化碳，水则融入循环系统中，
再通过尿液或汗水排出体外。

举个例子，如果你成功减
掉10公斤，其中8 . 4公斤经过肺
部排出体外，另外1 . 6公斤则转
化成水。报道指出，事实上，几
乎所有我们吃过的食物最后都
会由肺部排出。

人类进食后，食物中的营
养会被血液和器官吸收，消化

过后的碳水化合物及几乎所有
脂肪、蛋白质都会转化成二氧
化碳和水，小部分蛋白质会变
成尿素及其他固体，只有膳食
纤维才会未经消化及完好无缺
地到达大肠。

那么，是否增加呼吸次数
就可以减肥呢？其实不然，如果
呼吸次数超过本身所需，即所
谓“过度换气”，可能会出现头
晕甚至昏倒。

其中一种有效增加二氧化
碳排放的方法就是肌肉活动，就
算简单的活动如穿衣服或站起
来，都可令新陈代谢加快一倍。

据中国新闻网

有的人贪睡，有的人则睡
眠很少。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通常每天要睡11小时，但英国前
首相撒切尔夫人，每晚只需睡4
小时就够了。所以贪睡不能说
明一个人懒惰，就像我们不说
爱因斯坦是懒虫一样。那么，为
什么有些人会贪睡呢？早些时
候，科学家就发现，人们的睡眠
时间与年龄、居住地纬度、季节
和生理节律有关，但这些因素
都不能揭示贪睡之谜。不过，一
些人猜测，这很可能与人的基
因有关，因为有资料显示，同一
个家庭的成员，睡觉时间的长

短都倾向一致。
但人身上真有“贪睡基因”

吗？对此，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
国慕尼黑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欧
洲人的睡眠情况进行了大范围
的调查。来自英国、克罗地亚、
荷兰、意大利、爱沙尼亚和德国
的 1 万余位民众成为了调查对
象，他们每人都向研究人员报告
了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间，并提供
了自己的血液样本，以便研究人
员进行 DNA 分析。研究人员在
对这些人的基因进行分析对比
后发现，含有一种名为 ABCC9
基因的人，平均每夜要比没有

这种基因的人多睡 30 分钟，而
且睡眠时间都要超过 8 小时。

随后研究人员对体内也有
这种基因的果蝇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有ABCC9基因的果
蝇要比没有这种基因的果蝇睡
眠时间明显长很多。这表明，这
种基因确实是对人类睡眠有影
响的“贪睡基因”，说明贪睡与
人的惰性没有因果关系。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
开启了一门新的睡眠研究学
科，未来的研究有可能精确地
确定出不同的基因是如何调节
人们的睡觉时长的，以及对健
康具有哪些具体的影响等等。

据《大科技》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人机
界面与控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
正在研制开发利用脑电波来操
控无人机的导航界面，力图通过
这个系统来操纵无人机。

目前，无人机运行主要是依
靠操纵杆或者手机来进行操控，
而且一名操作员只能够操作一
架无人机。这项研究的最终目的
是破解人类大脑感知多代理系
统信息的密钥，从中提取与所期
望的集体行为相关的信息，使人
与无人机间通过脑电波来进行
传输信号，并从中获取控制命
令，这是普通的人工控制系统无
法比拟的。据研究人员介绍，这
种“集群控制”的行动模式的创
意是从自然界的鸟类和鱼类群
体行为中获得灵感的。如果这项
计划研制成功，将会实现一名操
控员可以同时操控多架无人机
形成编队，也可以让多架无人机
在不同的航线上执行不同的任
务。这项计划将大大提升无人机
的工作效率，尤其是在无人机执
行搜索和救援任务时，更有效地
实施大面积的覆盖。

该项研究应用广泛，特别是
在巡视搜索、火灾搜救、集会监
控上有着明显优势，同时在军事
上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据《科普时报》

脑控无人机

目前，3D打印房屋还处于概
念阶段，但美国一家名为Icon的
初创公司已与投资国际住房的非
营利组织New Story合作，并计划
在未来18个月内在中美洲国家萨
尔瓦多兴建约100所新住房，逐渐
推广到全球。Icon公司使用Vulcan
打印机来打印住房，它可以打印
出占地面积75平方米的住房，相
当于纽约和伦敦一居室的大小。
要打印这样的一幢房屋仅需要24
小时，花费也仅为1万美元，而且
在真正的投入建设时，成本可能
会降至4000美元。

Icon公司近期展示了他们利
用3D打印技术建造的一幢约60平
方米的房屋。这款住宅模型包括
起居室、浴室、卧室和弧形门廊，
屋顶是唯一没有使用3D打印的
部分。目前Icon的工作人员计划
将其用作办公室，他们将根据在
该空间长时间使用的经验，对设
计进行调整。一旦设计测试完成，
Icon将会开始新的建设工作。该
流程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动力
成本和废料。 据环球网

3D打印住房

美国约一项研究显示，一
岁孩子有推理能力。研究人员
说，视线移动或延长注视时间
能反映内心活动，可以经由观
察视线了解还没有学会说话的
婴儿的想法。他们把144名还没
有学会说话的婴儿分成两组，
其中一半年龄大约12个月，另
一半19个月。研究人员让宝宝
们分别看两个顶部相同、底部
不同的物体，然后遮盖住底部，
再先后揭开两个物体的遮盖
物，让宝宝看。结果显示，如果
在揭开遮盖物的过程中，把第
二个物体替换为与第一个物体
相同的物体，孩子会露出困惑
表情，注视物体的时间延长、瞳
孔放大。

研究人员依据这一实验得
出结论：孩子学会说话前就会
逻辑推理，知道“如果A或B其中
之一是对的，那么如果A错，B就
肯定对”。出现不符合这一逻辑
的结果时，他们会感到困惑。

据新华社

我们知道动物一般都需要
睡眠，但如果缺少睡眠会如何？

科学家拿蜜蜂做了实验，
他们给一部分蜜蜂贴上钢片，
夜晚的时候，拿着磁铁在蜂巢
外晃动，以干扰蜜蜂的睡眠。然
后第二天看蜜蜂的行为表现，
那些被干扰难以入眠的可怜小
蜜蜂们表现上与其他蜜蜂明显
不同，它们行动迟缓，连最擅长
的跳舞舞步都忘了一些。看来
小动物们也不能熬夜。蜜蜂们
熬夜一般会发生在天敌入侵，
天气聚变或长距离迁徙时，由
上面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蜜
蜂熬夜之后也是无法正常工作
的，它们也需要休息好。

据《大科技》

恋爱使人发胖

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
表明，处于稳定的恋爱关系会
使人变胖。科学家表示，尽管
情侣和夫妻拥有更健康的生
活方式，但人们处于稳定关系
之后，就无需要再用身材吸引
异性了，于是对自己的体重就
不再关注。同时，有了孩子之
后情况会更加糟糕，因为父母
会倾向于吃剩菜或零食。

值得一提的是，情侣和夫
妻更易发胖，并非来自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他们反而有更好
的生活习惯并会吃更多的水
果和蔬菜，以及较少的快餐、
饮酒以及香烟。其背后的原因
可能是“情侣共同使用更多的
食物类型”。研究发现，许多婚
姻中的社会行为都是围绕着
吃饭而发生的，比如家庭聚
餐。此外，情侣常会选择宅在
家里，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
和一起喝酒。所有这些都可导
致体重增加。 据搜狐科技

蜜蜂也怕熬夜

小行星主要在外太空飞行，接近地球时与大气摩擦生热，利
用可见光、红外等探测制导手段都比较合适。这里涉及的可能是
一群导弹打出去，如何辨别“敌友”，怎么组团让打击效果最好，
这些技术完全可以解决。

减肥后，脂肪去哪了？

贪睡不是因为懒


	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