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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知识

晒太阳让人更聪明

太空建筑材料的问题

目前将1磅有效载荷送入轨
道需要大约1万美元的费用。即
使SpaceX也承认，由于通过火箭
运送有效载荷的成本太高，因此
登陆火星的开拓者不可能携带
所有需要的材料，所以这意味着
人类成功登陆火星后可能需要
在原地建造一个临时避难所。

也许临时的一间小屋听起
来并没有那么糟糕，但还有一个
问题：为了阻止来自外太空的致
命辐射，火星殖民者需要的不仅
仅是一些土坯砖。你需要至少10
英尺厚的土壤墙，这就是为什么
起初殖民火星的人类或许只能
在地下活动———“像穴居哺乳动
物一样生活，”莫尔说。

从蘑菇身上找到灵感

莫尔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尝
试菌丝体根部结构来建造绿色
住房。人类通常不会食用蘑菇的
这一部位，将其压缩成板材后就
可以建造房屋。

在一次会议上，莫尔遇见了
美国宇航局科学家林恩·罗斯柴
尔德（Lynn Rothschild），后者恰巧
也在考虑用菌丝体作为建筑材料

的潜力。他们各自都想到了这一
点。在见面中两人意识到如果可
行，他们也可以一起努力实现它：
为什么不在火星上试试呢？“只需
要一个孢子，菌丝体就会无限期
地生长。”莫尔说，“只需要掌握一
点点种子生物学，载入太空中的
几磅材料就可以变成上千吨的建
筑材料。”而且，通过精心设计的
真空密封塑料袋，菌丝体可以生
长成一个巨大的栖息地，甚至不
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其外壳就像
一个太空中的大帐篷。

现在，莫尔和罗斯柴尔德希
望首先在NASA资助的研究中证
明这一概念。他们将1722磅材料

（其中大部分是柔软外壳）转变
成一个“快餐式大宅”大小的冰
屋，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即可生长
完成。如果获得成功，他们将能
够展示一个也有可能在火星上
生长的建筑物——— 而且这一有
效载荷几乎比美国航空航天局
先前认为的要轻两个数量级。

菌丝体可与木材相媲美

蘑菇只是你日常吃的一种
东西，而菌丝则是蘑菇长在地表
下的看不见的部分。事实上，菌
丝的抗拉强度可以与木材相媲

美。此外其还具有重量轻，阻燃
以及自我修复力强的特点。只需
要少量的水、二氧化碳和藻类，
菌丝就可以大面积生长。

“在火星上谈论‘如何生长’
一种生物结构可能听起来很奇
怪，但想一想，数千年来我们已
经使用生物制品在地球上建造
了无数的栖息地。比如我们用木
头和动物皮做成的圆锥形帐篷，
或者是用木头建造的房屋，我们
一直在使用生物制品。”美国航
空航天局的罗斯柴尔德说。

罗斯柴尔德认为，不仅可以
通过种植真菌来建造火星避难
所，同时还可以利用基因工程的
细菌来帮助吸收有害辐射。一种
可能性是，真菌本身就可以产生
黑色素，帮助将有害能量转化为
更多的建筑结构体。这种基因工
程是罗斯柴尔德计划研究项目
的另一个主题。

尽管该项目听起来很有希
望，但在火星上建立一个栖息地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项为期九
个月的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其
目标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将要在未
来十到二十年要实现的计划。如
果进展顺利，该团队将开展另一
项持续两年的项目。据网易科技

殖民火星我们住哪？

近日，Google Assistant在开
发者大会上的拟人化程度令人
震惊，其中用到的是一项名为
Google Duplex的技术。当Duplex
在实验的6通电话中回答时，男
声和女声会保持相同的语音语
调切换交替出现，但Google最终
选择用了男性的声音版本。这是
开创性的，因为此前自动语音的
声音几乎都是用的女声。

女性数字助理的历史

Siri、Alexa、Cortana等，基本
上都是公司预录的女性声音。这
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计算
机科学家Joseph Weizenbaum发

明的第一个语言处理程序Eliza。
Eliza最初设计的目的是为

了说明人类与机器之间永远无
法进行情感上的深入讨论，然
而他的创作却产生了相反的效
果。Eliza最终成为了一名数字心
理治疗师。她的脚本中使用了模
式匹配规则，能够回答关于心理
健康的简单问题，并成为了我们
如今熟知的“聊天机器人”的鼻
祖。从多个不同版本的聊天机
器人、聊天室的出现，到如今
Siri、Google Assistant驻扎在我们
的手机里，尽管它们在很多方面
都具备不同的特性，但却一直存
在一个共性——— 它们的性别表达

一直是女性。

性别化的人工智能

大量的数字助理都体现出
了作为助理的理念：乐于助人、
高效、顺从、女性。但若从编程
的角度来看，却没有关于其性
别化倾向的设定。

心理学家表示，对于开发
者来说，了解AI的人格设定是
否延续此类差异特性是很重要
的。在如今新型的人机关系中，
这样的偏颇可能会导致性别歧
视的延续。但Alexa的开发方亚
马逊则表示，他们在设计与开
发的过程中优先考虑了作为助
理对于所有人都重要的特质，例
如谦逊、聪明，而非性别。2017
年，亚马逊更新了Alexa的“脱离
模式”，Alexa不再回复有关性别
歧视的话题。但这能否让女性人
工智能对性骚扰的回应朝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仍值得商榷。

随着Duplex的退出以及它
在男女两种音色之间切换表达
的能力，或许接下来AI秘书全是
女性声音的状况会缓慢转变。并
颠覆传统的顺从化的刻板印象，
并使消费者开始理解，人类与AI
技术之间的互动其实与其他人
类之间执行的应当是相同的社
会规范。 据蝌蚪五线谱网

自动语音为何几乎都是女声？

重力毯

重力毯比其它的毛毯更
重，当它覆盖住身体时，使用者
会产生一种似乎被包裹在茧中
的感觉，这种感觉也类似于被
他人拥于怀中。而这种被拥抱
的安全感则是重力毯会起到镇
静效果的原因。通常，失眠者因
为无法入睡常会辗转反侧，而
重力毯则因其重量令使用者保
持静止的状态，以便更快进入
睡眠。

“重力毯”的支持者称他们
在使用了这种加重的毯子之
后，失眠和焦虑有得到缓解。
2017年，“重力毯”在Kickstarter
众筹活动中的金额超过了400
万美元。

在购买“重力毯”时，可以
根据自身的体重选择不同规格
的重力毯。例如体重在100至
150磅（45-70kg）之间的顾客推
荐选择15磅（6kg）重的毯子。但
这种毯子并不适用于90华氏度

（30℃）的大热天，那可能反而
会导致睡眠变差；但若是70华
氏度（20℃）甚至以下，那么使
用感基本上是舒适的。

据蝌蚪五线谱网

3D打印智能凝胶
美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

三维(3D)打印智能凝胶，把它
们放在电解液里，然后给电解
液通电。凝胶在电场作用下可
以前进、后退、抓取物体、移动
物体。改变电解液浓度和电场
强度可以使凝胶改变姿态或
形状。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材料
与人体组织相似，含有大量水，
非常柔软，或许可用于研制人
造心脏、人造胃、人造肌肉。这
种材料柔软的特性使它不会损
伤遇到的物体，有望应用在诊
断疾病、进入身体输送药物等
场合。

据新华网

世界最小的房子
法国科学家用聚焦离子

束、喷气系统、一个能灵活转动
的微型机器人在一个真空室内
做出这座小房子，把它粘在300
微米（0 . 3毫米）见方的一根光
纤末端。借助显微镜能看到小
房子为硬顶，有一扇门，两扇
窗。两名工程师用多台电脑控
制房子建造过程。

参与这一项目的让-伊夫·
劳克说：“我们决定在光纤上制
造这个微型房子，以证明我们
能在一根光纤上以高精度实现
微型系统的组装。”劳克团队打
算挑战更高精度项目，在直径
20纳米（0 . 00002毫米）至100纳
米（0 . 0001毫米）的碳纳米管末
端打造微型结构。

据新华社

经常接受阳光照射能使人
更聪明。中国科学家近日的实验
结果揭示了晒太阳改善学习、记
忆和情绪的神经环路机制。动物
实验显示，紫外线照射小鼠皮
肤可促进谷氨酸合成，细胞内
的谷氨酸在大脑运动皮层及
海马体神经末梢释放，激活了
与运动、学习及记忆相关的神
经环路，从而增强运动、学习
能力及物体识别记忆能力。

实验中，接受阳光照射
后，实验鼠血液中一种名为尿
刊酸的化学物质含量会大幅
增加。增加了的尿刊酸可透过
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神经细胞，
在细胞内通过一系列生物代
谢酶最终转化为谷氨酸。谷氨
酸在大脑内具有参与细胞内蛋
白合成、能量代谢及兴奋性神
经信号传递等多种生理功能。
新发现的这一谷氨酸生物合成
通路对人们了解大脑工作机理
及探索相关疾病发生机制具有
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害虫啃过的水稻
变得更好吃

五羟色胺是一种让人的
大脑产生愉悦感的化合物，中
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害虫
也喜欢五羟色胺。害虫啃食水
稻时，植株体内的五羟色胺含
量会增加，对害虫来说，这使
水稻的“口感”和“营养”都提
升了。摄入更多的五羟色胺之
后，虫子的生长发育加快了，
身躯也更加“壮硕”了，这在螟
虫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虫子很聪明，它不但懂得
‘吃’，还能把食物变得更加
‘营养美味’。”研究者说，这是
害虫的智慧。 据《科技日报》

女性会被
男性大长腿吸引

女性的美腿通常会对男
性极具吸引力，然而现在似乎
反过来也没错。一项测试了800
名女性的研究发现，女性也会
被大长腿吸引。但是，女性只
想要比平均腿长长2 . 5厘米的
男性，比如身高182厘米腿长91
厘米的男性，太长了反而敬谢
不敏。剑桥大学研究人员表
示，腿长的男性之所以吸引女
性，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健康又
富裕。女性可能没有意识到，
但潜意识告诉她们，腿短的男
性被视为从小受贫困和营养
不良之苦。此外，腿短的男性
患上高血压、Ⅱ型糖尿病与痴
呆的风险更高。

研究者说：“我们发现，女
性认为经电脑拉长2 . 5厘米腿
的男性最吸引人。研究结果阐
明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四肢比
例的重要性，尤其腿长会影响
生殖成功率。”他补充道：“当
然在现实中，人人都不一样，
整体魅力取决于非常多相互
作用的因素。” 据环球网

微软基于游戏Halo(光晕)设计出了它的智能虚拟助理Cortana的面部形象。

自完成登月之后，征服火星似乎成为了人类探索
深空的下一站。火星移民计划“MarsOne”希望在2023
年让人类登陆火星。虽然这是一次前往火星的单程
旅行，但近期全球仍有20万人报名争当志愿者。而硅
谷明星创业者伊隆·马斯克（Elon Musk）领导的太空
探索公司SpaceX承诺将于2024年将人类送上火星，
并于未来在火星上建造一个可容纳100万人的城市。

考虑到火星表面零下55摄氏度的平均温度和缺
氧环境，克利夫兰建筑师克里斯托弗·莫尔(Christo-
pher Maurer)正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用种
植蘑菇来打造火星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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