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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手机谣言
你信了多少

流言求证

2 0 1 6 年 ，一 名 叫 E n t e r
Corinna的德国母亲在怀孕期间
接受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治疗，让
她怀有的一对双胞胎在出生之
后免受一种罕见隐性遗传病的
折磨。实施这一疗法的是德国一
家专注于罕见遗传性皮肤疾病
的诊所，这家诊所隶属于德国埃
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他们攻克
的这种疾病叫X连锁少汗性外胚
叶发育不全（SLHED），患有该疾
病的患者自出生就门牙畸形变
尖，且没有出汗功能。导致这种
异常的症结在于：这些患者的身
体缺乏一种能够制造汗腺的特
殊蛋白质。

Corinna对这一治疗的勇敢尝
试源于其此前的痛苦经历。在这
对双胞胎之前，她还育有一个儿
子，同样患有这种糟糕的隐性遗

传病。但直到儿子2岁的时候，她
才找到病因。Corinna是在双胞胎
孕周达到21周时，检查出他们也
和大儿子一样患上了SLHED。

尽管Edimer当时的药物对儿
童没有起作用，但这项临床试验
留下了一线希望——— 对怀孕动物
进行注射治疗时，在它们的后代
身上看到了疗效。Corinna和她的
丈夫据此咨询Schneider：这种子宫
内治疗对自己的双胞胎是不是也
有可行性？

在他们咨询后的一个月内，
Schneider同意尝试治疗，埃尔朗根
-纽伦堡大学也在“同情使用”之
下批准治疗。Schneider拿到了此前
Edimer临床实验时留下的药物。这
项子宫内蛋白质注射的原理在
于，这种制造汗腺所需的蛋白质
是暂时而非持续需要的，需要的

周期就在20孕周至30孕周，这一阶
段正是汗腺形成的时期。Schneider
说，治疗团队直接向双胞胎的羊
膜囊进行注射。

Corinna认为她在怀孕期间
接受的这项治疗是有效的。“非
常成功，这对双胞胎能正常出
汗。”尽管他们面部特征还是有
些不太正常，也缺少一些牙齿。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妇女健
康研究所主任Anna David对此
评价，“这项治疗的伟大之处在
于汗腺在子宫内发育的关键时
间点，我认为这是第一次看到蛋
白质药物在婴儿出生之前对遗
传疾病进行纠正治疗。”

也正因如此，其他例如血友
病这样的遗传疾病，将无法使用
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因为血友
病患者的身体对缺失分子的需
求是永久持续的。科学家最终可
能会考虑用胚胎基因疗法对付
这些疾病，但目前还未尝试。

据澎湃新闻

把遗传病扼杀在子宫里
这项子宫内蛋白质注射的原理在于，这种制造汗腺所需的蛋

白质是暂时而非持续需要的，需要的周期就在20孕周至30孕周，这
一阶段正是汗腺形成的时期。

下一场艺术方面的革新会
由谁引领呢？也许会是一台机器。
这可不是异想天开，科学家们发
明出了会作画的人工智能，其绘
画风格自成一体，十分独特，由这
个人工智能创作的许多作品，大
家看了都不禁竖起大拇指。

人工智能画师

这一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观察
人类的艺术作品，学习不同的艺
术风格，生成更有创造力的作品。

研究团队进行了一次网络
问卷调查，评估人工智能生成作
品的创造性。他们选取了1945年
至2007年之间抽象派艺术家的
画作以及2016年巴塞尔艺术展
上展出的作品，将其与人工智能
的画作混在一起，此外还添加了
4幅旧的生成式对抗网络创作的

作品。这些画作交由大众评审进
行评判，不标注哪些是由人工智
能绘制的。调查结果表明，人工
智能的作品不仅以假乱真，更是
以更高的评分胜过了由人类创
作的绘画作品。

画师背后的科技支撑

人工智能的学习过程非常
依赖“生成式对抗网络”。在这一
网络中存在“生成器”和“判别
器”两个神经子网络。基于给定
的训练集，生成器会创作一个图
像，判别器能够区分训练集图像
和生成器制作出的仿造图像，对
其进行评判。通过两个子网络的
算法组合，人工智能可以一次比
一次做得更好，得到的结果不断
被优化，人工智能的造诣也就在
这样的训练中不断精进。

艺术人工智能设计团队对这
一对生成式对抗网络进行了一些
修改，克服了历史版本的局限性，
创造性地生产出更独特且具有较
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将原有创
作算法升级为“创造式对抗网
络”。这样，人工智能不仅会“临
摹”，更可以真正意义上利用所学
到的东西进行独一无二的创作。

在新的艺术人工智能中，一
个生成网络就完成了之前两个子
网络的工作，同时，这个生成网络
还能够自主创作图像。剩余的工
作由判别器网络完成。科学家们
选取了8 . 15万幅15世纪至20世纪
著名的绘画作品，供判别器学习。
吸收了这些包罗万象的艺术数据
后，判别器网络能够分辨出哪些
图像具有艺术性，哪些图像没有
什么艺术价值，并可以判定图像
是否属于已知艺术风格。人工智
能可以扭转图片来模仿莫奈等著
名绘画大师的风格。而且，还有一
些专用程序来完成这项工作。

这样，人工智能学到的不是
怎样画得像人的作品，而是怎样
丢掉模仿的影子，创作更有大师
潜质、更新奇美妙的独特画作。生
成器可以创作出一幅又一幅的图
画，既符合辨别器的“审美标准”，
又与所有现存的艺术风格都大不
一样。所以说，人工智能的作品既
具有创意，让人眼前一亮，同时也
不会太让人难以接受，十分符合
大众的艺术审美。

据《大科技》

人工智能攻陷绘画领域

如果有朝一日人类能造访
天王星，可能会发现这颗行星的
云层散发着臭味。因为天文学家
最新研究证实，有臭鸡蛋气味的
硫化氢气体是天王星云层的一
种关键成分。

尽管美国“旅行者２号”探测
器早在１９８６年就探访过天王星，
但这颗行星大气组成的秘密一
直没有完全解开。长期以来，科
学家一直在争论天王星的云层
是否含有硫化氢或氨，但都没有

确凿证据。毕竟，天王星离我们
太远了，观测资料少得可怜。

最新研究中，借助位于美国
夏威夷冒纳凯阿火山上的北双
子星望远镜搭载的近红外积分
场光谱仪（ＮＩＦＳ），科研人员
从频谱中看到了硫化氢吸收的
谱线数据，从而证实了硫化氢是
天王星云层的关键化学成分。

来自美国航天局下属喷气
推进实验室、英国牛津大学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这一

研究成果。这项发现证实了天王
星云层成分与它的太阳系“近
邻”——— 木星和土星显著不同。
科学家认为，木星和土星的云层
含有氨而非硫化氢，这种差异将
有助于人类了解太阳系的起源
及演化历史。不过，天王星并非

“臭到没朋友”。据悉海王星大气
中同样可能含硫化氢，而人们从
距太阳更近的木星和土星大气中
监测到氨。氨同样有刺激性臭味。

综合新华社

天王星确实有股臭鸡蛋味

最近，科学家利用几千只
实验动物进行的研究证实了
手机辐射与癌症的相关性，又
引发了学界的新一轮争论。虽
然手机辐射会不会致癌还尚
无定论，但是有关手机的一些
说法却肯定是错误的。盘点一
下这些关于手机的谣言，大家
看看有没有被“坑”吧。

谣言一：用牙膏能修复手
机屏幕细小划伤

专家指出，手机屏幕一般
都是玻璃材质，其硬度很大，
用莫氏硬度衡量大多都超过
5。而牙膏中的摩擦剂一般硬度
都小于 4，因此，牙膏是无法打
磨硬度比它高的手机屏幕的。
此外，手机屏幕划痕尺寸一般
要远大于牙膏摩擦剂颗粒的直
径，因此单凭摩擦很难让这些
颗粒牢固填充在划痕中。考虑
到这两方面原因，用牙膏修复
手机屏幕是不可行的。

谣言二：手机和银行卡放
一起，会让卡消磁

一般来说，背面带有磁条
的银行卡才有可能被消磁，因
为它是利用“磁力”来记录信
息的。专家表示，手机在工作
时主要依靠的是电磁波，而手
机发射的电磁波频率在 UHF
波段的 850MHz 到微波波段的
2 . 4GHz 之间。这个频率范围
内，电磁波的主要能量形式是
电场，不会产生足以改变银行
卡上磁条信息的磁场，也就不
会被消磁。而对于卡上镶嵌有
一个黄色金属片的接触式 IC
卡来说就更不用担心会消磁
了。因为 IC 卡是利用卡片内部
的微型芯片存储信息的，跟磁
完全没有关系。

谣言三：遇险时手机没信
号也可拨打紧急电话求救

手机如果没有信号，则无
法与移动通信网络建立通信
链路。此时拨打任何紧急呼叫
电话都无效。其实传说的在遇
险情况下拨打电话指的是在
没有 SIM 卡，或者欠费停机的
情况下可以打通紧急电话。但
倘若手机与基站的通讯中断，
是不可能打通救援电话的。

谣言四：手机一格电时，
辐射是平时的 1000 倍

手机的辐射强度只和信号
强度有关，和它的剩余电量之
间没有任何关系。一般来说手
机信号越弱，辐射越强。牛凯解
释说，以 GSM 手机为例，在
1800MHz 频率下工作时，它的
最大峰值功率是 1W，最小功率
1mW。当这个手机在信号最差
的地方（比如地下室，信号只剩
一格）接通电话时，产生的电磁
辐射可能是在信号最好的地方

（比如基站旁边，信号满格）接
通电话时电磁辐射的1000倍。所
有正规厂家的手机产品都经过
严格检测，完全符合我国电磁
辐射标准，不会对人体健康造
成危害。 据《科技日报》

“防熊孩子”APP
近日，浙江大学电气工程

学院智能系统安全实验室徐文
渊、冀晓宇教授团队和美国南
卡罗来纳大学联合开发了一款
新软件——— iCare，能有效地自
动识别熊孩子是否在玩手机。

“当检测到儿童正在使用手机
时，系统会自动提示剩余的使
用时间，之后手机便会自动关
闭。我们还可以设计两套系统，
针对儿童开放一些安全绿色的
软件或网站，帮助引导儿童健
康活动。”冀晓宇说。

据了解，目前这一技术在
用户首次进行滑动操作后的识
别准确率为84%，8次操作后识
别准确率将达到97%。若这项
技术普及，广大父母可以不用
费尽心思地来预防自己手机被
偷玩了。 据环球网

在线睡眠计算器
英国百叶窗公司Hillarys

设计在线睡眠计算器，帮助人
们依据自己作息习惯制订就
寝时间，进而获得高效睡眠。

国际睡眠医学会将睡眠
周期分为5个阶段：入睡期、浅
睡期、熟睡期、深睡期、快速眼
动睡眠期(REM)。人的一个完
整睡眠周期大约90至110分钟，
一晚上通常要经历四五个睡
眠周期。如果在两个睡眠周期
中间或是快速眼动期醒来，人
就会觉得昏昏沉沉。当然，也
并非睡得越多越好。

在线睡眠计算器依据人体
生物钟发挥作用。使用者只需
输入起床时间或就寝时间，计
算器就会依据人们平均需要14
分钟入睡，自动计算出相应的
就寝时间或叫醒时间。比如，你
打算早上7点起床，那么，为获
得高效睡眠，计算器会建议，你
最好选择在晚上9点46分、11点
16分、半夜12点46分或凌晨2点
16分就寝。 据新华社

充电公路

瑞典日前开通了全球第
一条电动汽车“充电公路”，可
以通过地底铺设的电网为电
动汽车充电，是解决电动汽车
里程焦虑的一个有效方案。

据悉，这条充电公路全长
1 . 2英里(2公里)，连接斯德哥尔
摩阿兰达机场货运站和鲁瑟什
贝格物流区。当电动汽车在公
路上行驶时，可以通过道路的
两条轨道，以及车辆底部连接
的移动杆为车辆充电，车辆在
行驶的过程中即可完成充电，
公路上方无需额外的电线，避
免了安全隐患。充电公路由多
段50米的路段组成，每一段为
单独供电，为确保安全，车辆停
下来时，电力自动切断。另外，
这条公路还可以实现计费，根
据每辆车消耗的电量，将费用
记在车主账上。 据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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