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五 编辑：罗凤琼 美编：闫平 21Knowledge新知

可连皮吃的香蕉
计算机VS人脑，谁更强？

外媒称，在火星的地下发现
了不结冰的水。以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为中心的国际共
同研究组宣布“火星探测机器人
Curiosity发回的资料显示，在火
星地表以下约50cm的位置发现
了液态水。”发现不结冰的水，意
味着有生命体存在的可能性变
大。1965年以后有超过40架宇宙
探索船先后对火星进行过探测，
但发现液态水尚属首次。迄今为
止，在火星的南极和北极只发现
了结冰状态的水，以及液态水流
过的痕迹。

火星上的水只有在夜晚才
会形成。夜晚火星大气冷却，空
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渗入土壤，
成为融有过盐素酸盐的水。然而
到了白天，地表变热，水分蒸发，

只剩下过盐素酸盐结晶。火星赤
道附近的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从
零下60度到零上20度。

研究团队针对低温下液态
水能够存在的原因表示，因为过
盐素酸盐带来了“凝固点降低”
的效果。纯水的凝固点为0度，融
有过盐素酸盐的水凝固点会降
低。带领研究团队的挪威科学技
术大学教授XavierTorres表示：

“就生命体生存来看，算是低温，
但存在水这一事实说明曾经有
生命体存在或者正在生存。”

有分析认为，过盐素酸盐的
存在对火星生命探测来说是令
人振奋的消息，因为在智利的阿
塔卡马地区等严寒环境中，曾发
现过靠过盐素酸盐生存的微生
物。西江大学化学专业的李德焕

（音）教授表示：“即使目前火星
上不存在生命，也可以将地球上
这种微生物带到火星，进行繁
殖，使得火星的环境变得更加适
合生命体生存。”据《参考消息》

近日，日本一款可连皮
吃的香蕉出现在东京的一个
发布会上。这款香蕉由喜爱
香蕉并热衷于香蕉栽培研究
的田中节三经过约40年的尝
试研发而成，含糖量较高，同
时可有效对抗黄叶病等病原
体。田中节三利用特殊溶液，
使香蕉种苗在零下60度冰冻，
再解冻，增强了其耐寒性。此
外，他还利用碳提高了香蕉
的免疫力，使得香蕉也可在
日本这一非热带地区稳定生
长。这种香蕉的皮几乎没有
苦味，田中节三介绍称：“可
以摄取全部营养。”据悉，这
款香蕉已于3月下旬开始出
售，5根香蕉的价格超过4000
日元（约合人民币233元）。

据人民网

隐形窗户发电机

英国科学家最近与挪威
一家公司合作研发出了薄膜
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实际
就是一种贴膜，不过这种贴
膜非同一般，贴膜的主要材
料是一种透明化合物，在化
合物里面，布满了一种直径
10纳米左右的金属粒子。当
然，这些金属纳米粒子在化
合物里的摆放，并不是杂乱
无章的，它们彼此之间，组成
了一个整齐的矩阵。尽管为
了蓄电，这种贴膜必须吸收
射到窗户上的光，但在金属
纳米粒子的缝隙之间，光还
能穿过玻璃，照射进房间里。
当把这种特殊贴膜贴到玻璃
窗或透明屋顶上时，会让人
感觉窗户玻璃变成了有浅淡
色彩的有色玻璃。

实验表明，这种薄膜太
阳能电池要比以往同类产品
的蓄电能力强多了，所以把
它贴到窗户上，窗户就变成
了隐形窗户发电机；贴到大
楼的四周，大楼就变成了隐
形楼房发电机；当然，它还可
以贴在汽车顶棚上，为汽车
电池充电。不过，这种蓄电池
蓄电能量比较有限，它可以用
来维持家庭照明和小家电的
使用。这种神奇的电池还有一
个可贵之处，就是即使大面积
铺设，也比安装传统的太阳能
装置节省许多资金。

目前，科学家们正忙着
改进这种电池，以便让它的
蓄电能力再提高20%或更高。
科学家预计，这种造福大众
的新产品可望在5年后走进
寻常百姓家。 据《大科技》

涨知识

首个太阳探测器
将在7月发射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正在为“帕克太阳探测器”做最
后的修正准备，这款特殊的空
间探测器将于7月从NASA肯
尼迪航天中心启航，它将飞到
足够接近太阳的位置，位于距
离太阳表面590万公里的轨道
上，88天绕太阳一圈，飞行速度
达到200公里/秒，成为世界上
最快速度的人造物体。为了防
高温，工程师们给帕克太阳探
测器设计了专门的热保护系
统，包括一个厚度接近12厘米
的碳防护罩，好像一把厚实的
遮阳伞，把探测器的主要仪器
都遮蔽在阴影中。同时，工程师
在探测器上加装了冷却泵等装
置，像空调一样给仪器降温，以
解决“热”的问题。 据环球网

蒙娜丽莎笑没笑
科学家有新解读

《蒙娜丽莎》是意大利文
艺复兴巨匠莱奥纳多·达芬奇
的传世之作。几百年来，人们
对画中女子的神秘微笑莫衷
一是，甚至有人认为她并没有
笑。美国一项最新研究认为，
自身情绪会改变人们对中性
面部表情的判断，当人们下意
识处于快乐情绪中去看一些
中性表情时，会把中性表情解
读为快乐。这或许有助于解释
蒙娜丽莎的微笑之谜。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
分校研究人员认为，蒙娜丽莎
的表情中具有一定中性特征。
他们设计视觉感知和神经学
实验，来了解人们对中性表情
的感知。结果发现，人潜意识
中的情绪会对感知外部世界，
尤其是中性事物产生影响。

据新华社

天旱的亚马逊森林
为啥更绿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
林，亚马逊森林对全球有着及
其重要的影响。但对亚马逊森
林的两次观测结果，国际上存
在一个长达 10 多年的争论：干
旱期间森林变绿和树木死亡率
上升为何会同时存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毅
教授利用其团队研发的基于
微波卫星观测的植被数据，并
结合来自不同卫星的多种生
态水文观测资料，对亚马逊地
区的水文、气象和植被状况做
了系统的分析。分析发现，随
着干旱的进一步加剧，土壤中
的水分不断减少，同时森林冠
层温度急剧增加。缺水和高温
的共同作用下，导致森林叶子
枯萎变黄和树木死亡率增加。
所以，在 2005 年和 2010 年干
旱期间，亚马逊森林经历了一
个“先变绿然后变黄”的过程，
而不是单一的只变绿或者只
变黄的过程。 据《科技日报》

火星发现不结冰的水 或曾有生命存在

这种大规模并行策略是
可能实现的，因为每个神经
元收集输入信息，并向外发
送信息至其它神经元，对于
哺乳类动物神经元，输入和
输出信息的神经元平均有
1000个。相比之下，计算机每
个晶体管仅有3个节点用于
数据输入和输出。

人类大脑非常复杂，包含着
1000多亿个神经元，大约形成100
多万亿个神经元连接。人类大脑
经常与另一个能解决处理运算的
复杂系统进行对比，这个复杂系
统是数字计算机。大脑和计算机
都包含着大量基本单元，分别是
神经元和晶体管，它们被连接到
复杂的电路中，处理相关信息，然
后通过电子信号进行传输。从整
体层面上讲，人类大脑和计算机
的架构存在类似之处，包含着独
立电路，可用于信息输入、输出、
中央信息处理，以及记忆存储。

人脑更胜一筹

哪个更具强大的问题解决能
力——— 大脑还是计算机？最新研
究显示，人类大脑更高效，在现实
生活中比计算机系统更优秀，能
够处理大量复杂任务，从拥挤城
市街道上识别一辆自行车或者一
位特殊行人，甚至人们伸手去拿
一杯茶，将它平稳地放在嘴唇上
饮用，此外，人类大脑的概念化和
创造力比机器人更胜一筹。

计算机在基本操作速度方
面比人类大脑更具优势，个人计
算机可以执行基本的操作运算，
例如加法运算，速度是每秒100亿
次。而大脑每秒最多能执行大约1
千次基本运算，也就是比计算机
运算速度慢10万倍。在基本操作
精度方面，计算机比大脑有更多
的优势，人类大脑神经系统的精
确度仅是计算机百万分之一。

然而，大脑所进行的计算速
度并不慢，例如：一个职业网球手
能观察分析网球的运行轨迹，网
球最高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160英
里，他们根据网球运行位置，快速
移动至球场最佳位置，摆动手臂，
甩动球拍将网球击打至对方的场
地，击打动作在几百毫秒之内完
成。此外，大脑完成所有任务（在
身体控制帮助下）消耗的能量仅
是个人计算机的十分之一。

神经元和晶体管

人类大脑可以进行并行信息
处理，在处理大量神经元和每个
神经元建立连接方面占据优势，
例如：网球快速移动将激活视网
膜细胞——— 感光器，其工作是将
光线转换成电子信号。这些信号

之后并行传输至视网膜上不同
类型的神经元。当源自感光器细
胞的信号通过两至三个突触连
接时，关于网球位置、方向和速
度的信息，将被并行神经元电路
所提取，之后并行传输至大脑。
同样的，运动皮层（负责运动意
识控制的大脑皮层部分）会发出
指令控制腿部、躯干、手臂和手
腕的肌肉收缩，身体和手臂能够
充分协调，调整身体最佳位置击
打网球。

这种大规模并行策略是可
能实现的，因为每个神经元收集
输入信息，并向外发送信息至其
它神经元，对于哺乳类动物神经
元，输入和输出信息的神经元平
均有1000个。相比之下，计算机每
个晶体管仅有3个节点用于数据
输入和输出。来自单个神经元的
信息可以传递至许多并行下游
路径，与此同时，许多处理相同
信息的神经元，可以将它们的输
入信息集中到相同的下游神经
元。下游神经元对于提高信息处
理精确度非常有用，例如：由单
个神经元所代表的信息可能是

“嘈杂”的（精确度为百分之一），
普通下游伴侣神经元能够更加
精确地表达信息（精确度为千分
之一）。

同时，计算机和人类大脑在
基本单位信号模式中存在共性

和差异，晶体管使用数字信号，
它使用离散值（0和1）来表示信
息。神经元轴突的峰值也是一个
数字信号，因为神经元在任何时
间处于要么激活或不激活峰值
状态，当神经元被激活时，所有
峰值都差不多具有相同大小和
外形，这一特性将有助于实现可
靠远距离峰值传播。

然而，神经元也利用模拟信
号，它使用连续数值表示信息。一
些神经元（像视网膜上的大多数
神经元）是非峰值状态，它们的输
出是通过分级电信号传输的，这
不同于峰值信号，它们的大小可
以不断变化，比峰值信号传输更
多的信息。神经元的接收末端（通
常发生在树突）也使用模拟信号
整合数以千计的输入信息，使树
突能够执行复杂的计算处理。

人脑是改进计算机设计

的灵感来源

大脑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可
表现在网球运动中接发球动作，
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强度，可在
响应活跃性和体验过程中进行
修改，这一过程被神经系统科学
家普遍认为是学习和记忆的基
础。重复训练可使神经回路更好
地配置完成任务，从而大幅提高
速度和精确度。

工程师从人类大脑结构中
获得灵感来增强改进计算机设
计。并行处理和连接强度的功能
依赖性修改的原理，都被并入
现代计算机应用中。例如：计算
机增强并行性处理能力，在一
台计算机上使用多个处理器，
这是计算机设计的当前趋势。
另一个例子是计算机“深度学
习”能力，这是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的一个重要能力，近年来计算
机“深度学习”能力取得较大的
成功，这得益于计算机和移动设
备的目标和语音识别的快速发
展，它受到哺乳类动物视觉系统
的灵感启发。就像哺乳动物的
视觉系统一样，深度学习能力
使用多层次来代表日益增多的
抽象特征（例如：视觉对象或者
语言），同时，衡量不同层次之
间的连接是通过学习而不是由
工程师设计的。

据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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