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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5日电（记者张梦然）
据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网站以及《自然》

杂志网站 4日消息称，继与美国天文学界进行

讨论后，计划向太空发射数千颗卫星组建互

联 网 星 座 的 私 人 公 司 美 国 探 索 技 术 公 司

（SpaceX）和一网公司（OneWeb），开始派代表

与欧洲天文学界讨论科学家们近来非常担忧

的问题：卫星星座可能会对天文学造成什么

样的影响。

SpaceX 和一网都计划发射大量卫星组成

庞大星座，其数量之多，在人类太空史上没有

先例。目前，SpaceX 已经发射了 240 颗卫星，

计划共发射 1.2 万颗——大约 10 倍于现役卫

星数量，2 倍于人类历史上所有发射卫星数

量；一网公司目前只有 6 颗卫星在轨道上，但

从未来一周开始，它会大量发射卫星，计划发

射 650 颗。然而，对于卫星的亮度，目前尚缺

乏一个全球认可的框架去指导卫星公司。

此次出席会谈的 SpaceX代表是其卫星事

务副总裁帕特里西亚·库珀，代表一网的是该

公司任务系统工程总监迪莫塞·马克雷。目

前，这次交流被形容是“积极的”。稍早时间

举行的美国天文学会上，天文学家们也已经

和 SpaceX探讨了该机构“星链”星座问题。

互联网卫星公司表示已经考虑到这些影

响。在上个月 6 日，SpaceX 发射了 60 颗“星

链”互联网卫星，其中一颗就被部分涂黑了，

名为“暗星”（DarkSat），以期降低明亮度，测试

能否减少其对天文学界的威胁。天文学家也

在探索利用软件从图像中消除互联网卫星的

轨迹，但未必适用于上万颗卫星。

据稍早时间报道称，未来几年将有多家公

司向太空发射数以千计的互联网卫星，其中，

仅 SpaceX 在 2020年就计划进行 24次“星链”

卫星发射。这几乎令天文学家辗转反侧。

简言之，望远镜观测的方向如果有卫星，

它们可以移动角度，但如果天上有成千上万

颗卫星，问题就棘手了。即使“暗星”也并不

能解决问题，因为在望远镜下，无论多暗淡都

会产生影响。

太空中数千卫星让天文研究挺为难
SpaceX等私企与天文学界探讨互联网星座影响

现有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我们身处

的宇宙源于 138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但这一

理论也认为，大爆炸时产生了等量的物质和

反物质，而正反物质相遇时会彼此湮灭，使一

切烟消云散。

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又的确存在，这中

间发生了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呢？美国、日

本和加拿大科学家近日提出的一项新理论认

为，早期宇宙发生的相变使中微子衰变成更

多粒子（数量比反粒子多），致使正反物质的

数量出现偏差。这一相变也会产生“宇宙

弦”，而宇宙弦会产生引力波，探测到这些引

力波，或可揭示正反物质不对称之谜。

对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天

文系教授蔡一夫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即便

观测到宇宙弦产生的引力波，可能还需很

多条件才能进一步证实上述观点。不过，

这提供了一种解决正反物质不对称之谜的

新思路。”

中微子“挺身而出”

现代宇宙学大爆炸理论认为，大爆炸之

初，宇宙中产生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如

果“剧情”一直这样发展下去，那么，物质和反

物质最终会“狭路相逢”，彼此湮灭。

但实际上，现在我们身处的宇宙中满天

繁星，充满了各种物质，这就与上述理论产生

了矛盾。因此，为使宇宙得以存在，必须要有

少量反物质转化为物质，使正反物质数量不

平衡。科学家认为，物质的数量只需比反物

质多十亿分之一就可以让宇宙存在。

但正反物质之间这种不平衡是何时以及

如何出现的？目前仍是未解之谜，这也是宇

宙间最大的谜团之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博士后研究员杰夫·德罗说：“这个问题

很难回答。”

鉴于物质和反物质电荷相反，因此除非

它们呈电中性，否则它们不会相互转化。中

微子是我们迄今已知唯一呈电中性的物质粒

子，科学家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它是完成这一

神圣使命的“不二人选”。

目前已知存在 3 种中微子：电子中微子、

缪子中微子和陶子中微子。但有科学家提

出，可能存在第四种中微子：惰性中微子。

还有些科学家认为，宇宙暴胀后经历了

一个相变，使早期宇宙中产生的惰性中微子

衰变出更多粒子（数量比反粒子多），让物质

和反物质的数量得以“重新洗牌”。

最新研究合作者、加拿大粒子物理与原

子核物理实验室（TRIUMF）博士后格雷厄

姆·怀特表示：“当宇宙的温度为今天宇宙中

最热地方温度的 1012倍—1024倍时，中微子的

‘行为举止’或许可以确保宇宙存在。”

引力波“曲线救国”

那么，如何探测到这些惰性中微子呢？

研究人员表示，现在科学家无法直接观

测到惰性中微子，因为通过实验制造出惰性

中微子，需要一个比大型强子对撞机强大许

多的粒子加速器，所以只能通过间接方法，探

测宇宙弦产生的引力波或是一种“曲线救国”

之法。

论文合著者、日本东京大学卡夫里宇宙

物理与数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村山瞳说：“早

期宇宙的这次相变可能创造出了宇宙弦，这

些宇宙弦实质上是时空的拓扑缺陷。”

蔡一夫对科技日报记者解释说：“相变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水冻成冰、铁

磁体变成顺磁体等。我们的宇宙所经历的历

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生相变的热膨胀历史，在

这个过程中有基本粒子的产生，基本粒子凝

合成元素，元素最后结合出我们见到的熟悉

的物质结构。”

蔡一夫进一步指出：“相变过程伴随着能

量释放，宇宙弦就是宇宙经历相变时释放能

量形成的一根根与当时的宇宙尺度相当的绳

子一样的能量结构。”

德罗和村山瞳等人认为，随着这些宇宙

弦不断演化，会产生引力波，且产生引力波的

频谱与黑洞并和等天体物理源产生引力波的

频谱截然不同。未来的引力波观测台，例如

即将于 2020 年中期启用的“平方公里阵列”

（SKA）、拟于 2034年发射的欧洲航天局的“空

间天线激光干涉仪”（LISA）、日本宇宙探索局

的分赫兹干涉引力波天文台（DECIGO）等，

或许可以探测到这些引力波。

研究人员表示，找到这些宇宙弦产生的

引力波还有其他用途，例如找到宇宙弦产生

的高能中微子，更精确确定已知中微子的质

量等。

对此，蔡一夫认为：“宇宙弦产生引力波

并不意外，只是我们还没有幸运地发现其‘倩

影’。而且，即便我们探测到宇宙弦，宇宙弦

的产生机制也并非唯一，还需要确认背后的

相变过程才能证实上述观点。”

另外，蔡一夫强调说：“宇宙弦如果带电的

话，可以利用多信使天文检测手段，如快速射

电暴的观测来检验这些超导的宇宙线，从而更

立体、更清晰地分辨宇宙相变的‘蛛丝马迹’。”

物质与反物质为何不对称？答案或在引力波

本报记者 刘 霞

宇宙发生的一个相变导致物质和反物质
数量出现微小失衡，使某些物质在湮灭中幸存
下来，这一相变很可能导致宇宙弦产生，而宇
宙弦会产生引力波，因此，探测到这种引力波
或许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存在。

图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图源：网络（cosmosup.com）

科技日报华盛顿2月 4日电 （记者刘海
英）在他人危难之际伸出援手，哪怕这样做会

损害自身利益，秉持这种利他主义思想的人

往往会热心公益慈善。但人是什么时候开始

有利他主义行为的呢？美国一项研究表明，

利他主义可能始于婴儿期。研究人员对近

100 名 19 个月大的婴儿进行研究发现，即使

孩子饿了，他们也会给有需要的陌生人提供

食物。

利他主义被认为是人类独特的行为模式

之一。虽然灵长类动物在有限条件下也可以

共享资源，但如果涉及到最基本的需求，如食

物，它们通常不会这样做，例如黑猩猩就不会

主动交出自己需要的食物。

在新研究中，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对人

类婴儿进行了测试，研究他们在面对食物这

种最基本需求时，是否会在没有鼓励和指导

的情况下超越自身利益而行动。研究人员进

行了两次对照实验。在第一次，研究人员向

孩子展示很有吸引力的水果。在对照组中，

研究人员将水果扔到一个伸手可及的托盘

上，此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也没有尝试

取回水果；而在测试组中，研究人员假装将水

果意外掉到托盘上，然后想拿回但没有成

功。实验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对食物的明显

渴望会引发孩子的“爱心反应”：测试组中有

一半以上的孩子会捡起水果并将其送给研究

人员，相比之下，对照组中只有 4 名儿童会这

样做。

接下来，研究人员针对另一群孩子，在他

们常规被喂食时间之前，也就是处于饥饿状

态的时候进行了类似对照实验。研究人员认

为，饥饿感会增加孩子实施利他主义行为的

“自我牺牲成本”。该实验结果与上一次实验

结果类似。虽然有些孩子会自己吃掉水果，

但测试组中仍有 37%的孩子会把水果拿给研

究人员，但对照组中没有一个孩子这样做。

研究人员指出，这表明利他主义行为在

婴儿时期就存在，但其具有可塑性，一些社会

经验会影响这种行为的表达。科学家们需要

进行更多研究，以充分了解如何最大程度地

促进儿童利他主义的表达，社会上的利他主

义行为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也就越多。

相关研究 4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报告》上。

“人之初 性本善” 利他主义可能始于婴儿期

科技日报华盛顿2月 4日电 （记者刘海
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研究人员近日

发表一项调查研究称，在前一年该校有近

10%的学生经历了无家可归的状况，而在调

查前 30 天内，有超过 14%的学生遭遇了食品

不安全问题。这一研究表明，美国高等教育

机构和学生面临着较严重的住房和食品安

全问题。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北卡罗莱纳州

立大学 1923 名学生（该校共有 36000 多名本

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有 9.6%的

受访者表示，在过去的 12个月里，他们经历了

无家可归的情况，至少有一个晚上没有睡觉

的地方。此外，有 14.8%的学生称，他们在调

查前 30天内，遇到了食品不安全问题。

食品不安全是美国农业部定义的一个技

术术语，分为食品安全水平低（如饮食质量下

降、品种变少）和食品安全水平很低（如进食

方式受到干扰，食物摄入减少）两种状况。研

究人员指出，他们根据 10 个调查指标来评估

学生遭遇的食品不安全状况，如有 20.6%的学

生担心至少有部分时间无法负担食品开支，

有 9.9%的学生因为买不起食物而挨饿，最终

得出的食品不安全率为 14.8%。

研究人员表示，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学

生中经历无家可归的比例要高于美国大多数

大学，与通常只能获得较少资源的社区大学

的情况更接近；该校食品不安全状况则优于

其他大学，与整个北卡罗莱纳州的食品不安

全状况相一致。

美国大学生面临的食品安全和住房问题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最近才引起了

一些专业人士的关注。这一近期发表在《大

学生发展杂志》上的研究表明，美国高等教育

机构和学生面临着较严重的住房和食品安全

问题。

调查显示近 10%北卡大学生曾无家可归

美高校学生面临较严重住房和食品安全问题

随着物联网不断发展，其安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有预测说，2020年间 25%的网络
攻击目标将是物联网。以色列SigmaDots公司CEO伊特斯克·哈帕兹表示，他们公司研发的软件
产品利用区块链方式，建立分散式物联网架构，保证物联网设备之间交流的安全。

图为帮助传感器等入网的设备（左）在增加了公司的保护软件后，能防止与之相连的舞蹈机
器人（右）遭黑客侵袭而失控。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摄

科技日报北京2月5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网站近日消息

称，不久前才给人类带来大量穿越星际空

间的宝贵数据的“旅行者 2 号”（Voyager

2）探测器，突然因功率不足关闭了其搭载

的所有科研仪器，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工程师们全力抢救后，探测器

“回到正轨”仍在运行中，但它的动力情况

不容乐观。

“旅行者 2 号”是第二个穿越日光层

边界的探测器，发射时间稍早于 1977 年

升空的姐妹探测器“旅行者 1 号”，原计划

工作 5 年，但现在已在太空中运行了 42

年。就在 2019 年末，人类拥有了“旅行者

2 号”穿过星际空间的首批数据——英国

《自然·天文学》杂志同时公开 5 项研究，

确认了“旅行者 2 号”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

已进入星际空间，取得了科学史上又一项

重要的技术成就。

目前，“旅行者 2号”距离地球 115亿英

里，原计划执行例行的 360 度旋转以校准

磁强计，但因未知原因推迟了这一动作，导

致两个内部系统在高功率上运行，为弥补

功率不足，飞船的软件关闭了 5 个仍然在

工作的科学仪器——正是这些科学仪器，

在之前穿过星际空间时，发现日光层的边

界比以往人们认为的更薄更平滑、星际磁

场更强；而日球层顶和星际空间之间有一

个层，太阳风和星际风会在这个层中相互

作用，这是“旅行者 1号”从未发现过的。

在意识到飞船进入“故障保护模式”

后，NASA 的工程师迅速关闭了其中一个

耗电的系统，重启科学仪器。可“旅行者 2

号”并没能很快恢复运作，也没有数据发送

回来。不过，NASA 的指令从地球发送到

“旅行者 2 号”飞船需要 17 个小时，反之亦

然。这一通信上的滞后，也意味着解决问

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截至目前，工程师已重新开启了“旅行

者 2 号”的科研仪器，飞船也仍在运行，但

似乎并没完全恢复状态，工程师也认为它

动力状况很不稳定，如果有一天“旅行者 2

号”再也不能把天线指向地球，那么这一任

务也将正式宣告结束。

“旅行者 2号”是人类了解星际空间的

功臣！直到 19世纪末，很多人还以为这片

广袤无垠的世界是一无所有的，是两艘小

飞船让我们对此地有了丰富认识。不过，

虽然是“旅行者 1 号”率先穿越，但从科学

数据收益来说，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当

时探测器上的等离子体设备受损，科学家

们没能拿到完整数据，而“旅行者 2 号”的

科学设备就非常的争气。现在，我们对星

际空间的了解仍不过是皮毛，离太阳更远、

尚未探索过的空间也存在许多争议，人们

都希望看到这艘飞船能继续创造奇迹，尽

管，它已经超时服役了太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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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大学遗传病控制研究所村

上正晃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提出了一种关

节炎发病机制的假设，并对此进行了研

究。假设认为，软骨细胞通过炎症放大器，

参 与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 类 风 湿 性 关 节 炎

（RA）和炎症性疾病骨关节炎（OA）的发

病。炎症放大器是指非免疫细胞中大量产

生各种炎症性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生长

因子等的分子机制。

研究发现，在 RA 和 OA 的软骨细胞

中，炎症放大器被激活。另一方面，通过抑

制软骨细胞特异性炎症放大器可以抑制

RA 模型小鼠的关节炎。这表明软骨细胞

的炎症放大器与 RA 和 OA 发病有关。该

结果为 RA和 OA治疗指出了新的方向，有

望成为顽固性 RA和 OA的突破口。

新研究发现软骨细胞会诱发关节炎

京都大学等组成的研究小组利用基因

编辑技术，通过 iPS（诱导多能干细胞）制作

了 HLA-I 缺失的巨核细胞系（imMKCL），

成功制造出 HLA 缺失血小板。HLA 缺失

的 iPS血小板是可以向任何亚型 HLA-I进

行输血的广谱制剂。

血小板输注患者有 5%左右会出现与

免疫反应有关的血小板输注无效症。这种

情况下，血小板的类型如果不匹配就会产

生排斥，导致可用献血供体受限，血小板供

应不足的风险升高。

本次研究成功在临床应用推进中的

iPS血小板系统里整合进HLA-I敲除技术，

并利用含 NK 细胞的体外实验和动物模型

验证了免疫反应，确认HLA缺失的iPS血小

板不会受到抗HLA抗体和NK细胞攻击。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整编：本报驻日本记者陈超）

基因编辑技术造出“通用”iPS血小板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5 日电 （记者刘
霞）对花生过敏的儿童有救了！据美国《科

学新闻》周刊网站 4日报道，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FDA）近日批准了第一种用于治疗

儿童花生过敏的药物 Palforzia。FDA 称，

这一药物可用于 4—17 岁的少年儿童，能

最大程度减少儿童对花生过敏反应的发生

率和严重性。

据悉，Palforzia并非用于从根本上消除

花生过敏，而是治疗过敏患者出现的健康

问题，减少过敏次数，减轻过敏反应。Pal-

forzia 可以通过有控制地增加花生蛋白的

方式，慢慢“教会”人体免疫系统：花生并非

威胁。

最近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参与实验

的 372 名儿童和青少年中，约三分之二的

人接受治疗后，无过敏症状；而未接受花生

蛋白疗法的参与者中，只有 4%能做到这一

点。另外，在对少量成年人进行测试后发

现，这种药物似乎对他们没有太大帮助。

美国过敏哮喘和免疫学学会提供的数

据显示，全美约有 100 万名儿童对花生过

敏，这是美国最常见的食物过敏症状之

一。而且，这一数字似乎仍在增加。对于

花生过敏的儿童来说，即使少量接触也会

对他们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会导致他们

出现抽搐、消化不良、荨麻疹、肿胀甚至昏

厥或头晕等症状。

据悉，Palforzia 的制造商表示，医生们

有望在“几周之内”开始使用该药物。

FDA批准第一种治疗儿童花生过敏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