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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记者刘霞）致

力于建造下一代粒子对撞机的科学家迎来

好消息！据美国费米实验室网站 5 日报道，

科学家首次观察到缪子（muon）电离冷却，

向成功建造缪子对撞机迈出关键一步。即

使与升级后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相比，

未来缪子对撞机带来新发现的能力也有望

高出 10 倍。研究发表于 5 日出版的《自然》

杂志上。

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科学家利用加速

器制造出了质子、电子和离子束，这些粒子束

的能量不断增强，几乎应用于各科学领域。

但“ 国 际 缪 子 电 离 冷 却 实 验 ”（MICE）

合 作 组 希 望 制 造 出 一 种 全 新 的 缪 子 加 速

器，继承 LHC 的“宏愿”，产生能量高 10 倍

的新粒子。实现这一目标面临一个难题：

能否充分“挤压”缪子束以达到研究新物理

所需的标准。MICE 合作组的最新实验清

楚表明，电离冷却方法可行，缪子也能被注

入很小体积内。

缪子质量为电子的 200 倍，寿命相对较

短。利用强流质子射击高密度靶标可大量

产生缪子。然而，这些缪子主要通过质子

打靶得到的次级粒子衰变产生，运动方向

四面八方，就像一团弥散的云团。科学家

要先将此过程的其他碎片粒子分离出去，

然后用一系列磁透镜引导缪子团。当两个

这样的弥散束流交叉时，发生碰撞的概率

很小。

为减少缪子团弥散，科学家采用了束流

冷却过程，缪子的静止寿命约为 2.2 微秒，以

前的束流冷却方法要花费数小时才能达到

效果。但 MICE 合作组另辟蹊径，实现了冷

却目标：他们让缪子穿过用氢化锂或液态氢

等材料特殊设计的能量吸收器，达到冷却效

果，整个过程一直用强大的超导磁透镜聚焦

缪子束。

研究人员称，电离冷却得到的缪子束流

可应用于多个方面。比如，将缪子加速到高

能状态，然后注入粒子存储环内，并与反向运

动的反缪子束发生碰撞；另外，科学家们也可

以降低冷缪子的速度，研究其衰变产物；还可

以将单束缪子存储在环形跑道中并使其衰

变，产生独特而强大的中微子束，为未来的中

微子实验提供新发现的机会。

缪子还可用于研究材料的原子结构、用

作核聚变催化剂、透视 X 射线无法穿透的致

密材料等。MICE 团队希望他们的新冷却技

术也能在这些领域“大显身手”。

MICE实验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肯尼·朗

教授领导，来自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等全球

多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参与其中。

科学家首次实现缪子电离冷却
向建造缪子对撞机迈出关键一步

一个多世纪以前，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

对论，其后许多物理学家预测了广义相对论

可以导致的其他效应——参考系拖曳（FD）

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广义相对论的一种

“较强的”实验验证方法。

百年过去，广义相对论不断在宇宙大尺

度上得到验证，但参考系拖曳却一直没有被

证实。然而，近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

项由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领导的团队

的研究，天文学家们经过 20 年的追踪，从一

对儿罕见的致密恒星中首度证实了参考系

拖曳效应。

相对论与参考系拖曳

对现代物理学影响最深远的理论之一，

广义相对论，诞生于 1916 年。它描述了物质

间引力相互作用，并首次把引力场解释成时

空的弯曲。

现在，理论和科学仪器的进步，导致与广

义相对论有关的更深远研究都可以被证实。

譬如 2016 年引力波的发现；2019 年超大质量

黑洞的第一张图像发布。

但遗憾的是，参考系拖曳并没得到验证。

在广义相对论理论发表 3年后，两位奥地

利物理学家约瑟夫·伦斯和汉斯·特林意识

到：按照爱因斯坦的推理，一个大质量天体，

如地球，会让周围的时空扭曲，同时天体的重

力会拖着时空一起旋转。这种现象就是参考

系拖曳，或称为惯性系拖曳。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几乎

无法察觉。但对于自转的大质量天体来说，

应该都会对周围的时空产生拖曳效应。

这就好比将一根棒棒糖放进全是糖浆的

碗里，当我们保持住棒棒糖位置不动并快速

转动棍子（自转），周围的糖浆都会跟着搅动，

这是因为被摩擦力带动，而天体周围，拖曳时

空的是引力场。

太难观测了

尽管目标是大质量天体，但参考系拖

曳依然非常微弱。一个世纪过去，科学家

仍 然 无 法 从 宇 宙 中 寻 找 到 该 效 应 的 蛛 丝

马迹。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曾尝试用极其

灵敏的仪器，去检测地球自转产生的时空拖

曳。为此，NASA 先后启动了激光地球动力

学卫星（LAGEOS）实验以及耗资 7.5 亿美元

的引力探测 B 实验，通过陀螺仪手段寻找该

效应。最后，引力探测 B 实验成功地再次验

证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而众所期待的参考

系拖曳效应的信号强度，则和当前的噪声强

度处于同一量级（这些噪声主要来自一些尚

未建立研究模型的物理效应），并没有符合预

测的量级。

其实在浩瀚星空中，我们的家园地球只

是一个质量小、转速慢的行星，它的参考系拖

曳效应太微弱了些。鉴于此，天文学家开始

将目标放得更宽——例如一些高速旋转的大

质量星体。

于是在 1999 年，澳大利亚天文学家通过

帕克斯射电望远镜，锁定了 2000 光年外的南

十字星座的一对儿演绎“宇宙之舞”的双星。

该系统名为 PSR J1141-6545，由一颗白

矮星和它的伴星脉冲星组成。其中，白矮星

的质量为地球的 30 万倍，脉冲星的质量则约

为 40 万倍，但脉冲星的直径才 20 千米，仅仅

与一座城市差不多。

百亿亿千米外的引力
实验室

宇宙中真的是有太多的天然引力实验

室了。一旦锁定了目标，天文学家就展开

长期耐心地观测。他们发现，这颗白矮星

的自转周期只有几分钟，高速旋转的白矮

星产生的坐标系拖曳效应，是地球的 1 亿倍

之多。

但这个效应还是不足以让地球上的望远

镜观测到。幸好，这里还有一颗绕白矮星运

行的脉冲星。

脉冲星其实就是快速旋转的中子星。我

们看这颗脉冲星的体积和质量比有多么不可

思议，就知道它的密度有多可怕——约为地

球密度的 1000 亿倍。更重要的是，它每分钟

可以旋转 150次。

对于地球上的我们而言，它就像一个精

准的时钟、一个会发射信号的灯塔，通过记录

脉冲何时抵达望远镜，地球上的科学家就可

以绘制出脉冲星围绕白矮星运行的路径，一

旦信号间隔出现变化，就意味着脉冲星的运

行轨道有所偏移。而这样的偏移，恰好就是

寻找参考系拖曳的最佳切入点。

终于，通过一遍遍测绘脉冲星轨道，团队

发现了微弱的偏移。但考虑到还可能有别的

因素产生了类似影响，团队又加入了数据处

理，从信号中筛去其他因素的干扰，辨别出了

轨道平面方向长期性、逐渐性的变化，这已经

是其他效应无法解释的了。

计算机模拟随后证实，这对双星的诞生

过程符合推测。这项耗时 20 年的研究，终于

为一个困扰了物理学一百年的猜想，提供了

最精准的天文学验证。

团队成员表示，这一发现，让他们所有深

夜和清晨的付出，都变成“值得”。

这场“宇宙之舞”，拖曳了时空
——双星系统首次证实相对论参考系拖曳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东京2月5日电（记者陈超）作

为科学家可以运用的最大规模的验证科学，

观测验证宇宙基本框架的“观测宇宙学”逐渐

成熟。“宇宙大规模结构”近年来越来越受到

重视。“宇宙大规模结构”指的是各个星系交

织的网状结构，是宇宙迄今为止复杂进化史

的终结状态。利用天文望远镜等对其进行详

细观察，有助于揭开影响宇宙进化的暗物质

和暗能量之谜。

为了解我们所在的宇宙是什么样的宇

宙，根据物理理论，使用超级计算机计算宇宙

中各种大规模结构的演化，将其与观测数据

进行对比，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这

需要对数十万到百万个宇宙论模型进行精确

的计算，而即使用当前可利用的最大计算资

源，也很难进行如此大量的模拟。

日本京都大学基础物理学研究所特定准

教授西道启博的研究小组，试图利用人工智

能的“机器学习”方法来解决此难题。研究小

组的机器学习设备被称为“暗模拟器”。该装

置对宇宙中暗物质成分的数量和性质等进行

了各种计算，从计算得出的 101个虚拟宇宙中

“学习”相应关系。这样就可以快速对新宇宙

学模型预期的结果进行理论预测，而无需进

行新的模拟。

“机器学习”使用的虚拟宇宙数据是日本

国立天文台超级计算机“ATERUI”和“ATE-

RUI Ⅱ ”耗 时 3 年 计 算 出 的 总 容 量 300TB

（terabyte）的巨大模拟数据。

“暗模拟器”可以预测星系的空间分布

和弱重力透镜效应的实际观察结果，误差约

为 2%—3%，利用标准笔记本电脑可以在几

秒钟内完成理论预测，从而将计算成本大大

降低。

“暗模拟器”是首次在实际观测数据上直

接应用的 AI 工具，向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宇宙

大数据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助推了下一代

终极宇宙观测学的到来。

研究成果已刊登在近期的《天体物理学

杂志》上。

人工智能首次应用于宇宙大数据分析

AI可高速预测宇宙中复杂大型结构

天文学家利用帕克斯射电望远镜观测到参考系拖曳。 图源：美国科学促进会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官网日前消息称，

该校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英国从

2013 年征收碳税以来，燃煤发电量在总发

电量中的占比，已从 2013 年的 40%降至

2019 年 9 月的 3%左右，这意味着该举措有

力地推动了英国的减排与能源转型。

英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采煤历史悠

久。作为重要燃料，煤炭也曾与英国工业

革命息息相关。煤炭工业曾是英国经济增

长的核心，据资料统计，巅峰时期英国拥有

约 120万从业人员和 3000多家煤矿。而一

直以来，英国电力供应结构中，煤炭都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

但英国政府多年前就表示，依靠“老

化的、通常不可靠的”(燃煤)电站，“并不

能 满 足 像 英 国 这 样 的 发 达 经 济 体 的 要

求”，而“我们能为减排做出最大、同时也

最具成本效益的贡献便是用燃气发电站

取代燃煤电站”。

此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领

衔的团队介绍，英国自 2013 年起，开始针

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碳税。此后，燃煤发

电逐渐由燃气发电等碳排放较少的发电形

式取代。

数据显示，英国 2015 年将碳税提高至

每吨二氧化碳 18 英镑（约合 23.4 美元），当

年燃煤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降至

28%，随后在 2018 年降至 5%，到 2019 年 9

月已降至 3%。

在2015年，英国政府为了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尽快实现降低碳排放目标，提出计划

在 2023年前关闭境内的 12座燃煤电厂，并

力争能在2025年前全面关停境内燃煤发电

产能。次年，英国电力系统首次出现有燃煤

发电以来“零燃煤发电”。尽管严格意义上

只是“短时为零”，仍然标志着可再生能源在

英国发电领域的作用迈上新的台阶。

超前的意识、靠谱的政策、大刀阔斧的

改革，让英国驶入了“化石能源逐步退出，

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的快车道。虽然化

石燃料在发电领域已发挥作用多年，但是

燃煤发电确实正在逐渐退场。自英国立下

“实现 2025 年关闭所有燃煤电站”的军令

状，已有数座燃煤电厂关闭，政府也专注于

投资低碳替代品。该国电力行业的发展，

无疑给了其他许多国家可供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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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特拉维夫2月 5日电 （记者毛
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内盖夫网络安全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在道路上投影图像

形成幻影物体，可导致行驶中的半自主或全

自主驾驶汽车误判并急刹车，从而危及车内

驾驶员和乘客的生命。他们正在研究的神经

网络技术，将解决自主驾驶汽车无法识别幻

影物体的缺陷。

研究小组的演示表明，在道路上投影出

人物等虚幻物体或虚幻道路路线，能导致半

自主或全自主驾驶汽车出现刹车或跑偏情

况。研究小组博士生本·纳西认为，这种行为

可称为“幻影攻击”，利用配备有便携式投影

仪的无人机或入侵互联网控制的路边数字广

告牌就能实现。

纳西同时表示，远程利用无人机和数字

广告牌对自主驾驶汽车实施幻影攻击，通常

不会在现场留下任何证据，攻击者也不需要

任何复杂的准备工作，同时实施攻击的设备

价格低廉。研究小组证明，只需在路边数字

广告牌上显示路线幻影 125毫秒，便可让自主

驾驶汽车的驾驶辅助系统信以为真。

目前汽车行业尚未考虑幻影攻击的问

题。纳西认为，现在自主驾驶汽车采用的物

体识别系统存在缺陷，其本质上使用特征匹

配来检测视觉对象，没有接受区分真假物体

的训练。研究人员还指出，实际上即使存在

深度传感器，投影在道路上的无深度物体也

被认为是真实的，这是汽车行业“安全胜于遗

憾”政策导致的结果，它让现在汽车识别技术

将可视的二维物体视为真实物体。

研究人员建议汽车制造商采取措施，确

保其采用的自主驾驶技术能够识别道路上物

体的真假。同时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正在开

发一种神经网络，用于检查和探测物体的反

射光以及其表面和背景，以确定道路上的物

体是真实的还是幻影，为汽车制造商提供解

决方案。

神经网络技术帮自主驾驶汽车识别幻影物体

科技日报华盛顿2月5日电 （记者刘
海英）生病到医院看病，无论是注射药物，

还是抽血化验，都要打针。打针不仅疼痛，

有时还会留下斑点，甚至有感染风险，这让

很多人发怵。最近，美国和意大利研究人

员合作，研制出一种具有极强组织黏附力

的微针，这种微针微创、无痛且易于使用，

可以完全代替皮下注射针头，让病人不再

见针发怵。

微针是一种长度仅为数百微米的微型

针，由于其使用起来不会带来强烈痛感而

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开发的微针都存在

组织黏附力低的问题，影响了其作为长时

药物递送或生物传感工具的可用性。

此次，美国罗格斯大学和意大利比萨

大学组成的研究小组，受自然界中一些生

物微观结构，如寄生虫的微钩、蜜蜂腿部倒

刺等的启发，利用 4D打印方法制造出了具

有极强组织黏附力的微针。所谓的 4D 打

印方法，是在 3D打印基础上增加了时间这

一维度，让打印出的智能材料在设定时间

改变形状。

与传统微针不同，这种新型微针有许

多倒钩，在插入组织时可与组织互锁，从而

增强黏附力。这些倒钩的密度和弯曲曲率

可以通过打印参数和材料成分进行控制。

研究人员以鸡肉组织为模型对微针的组织

黏附力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新型微针的

组织黏附力是无倒钩微针的 18倍，可以保

证在组织中持续释放药物。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 4D打印微针阵列

微创、无痛且易于使用，可替代传统的注射

针头，用来完成递送药物、采集血液等医疗

工作。

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高级功能材料》

杂志上。

4D打印微针让打针不再疼痛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6 日电 （记者刘
霞）植物性饮食可能是降低心脏疾病风险

的关键。据《每日科学》网站近日报道，美

国研究人员发现，减少含硫氨基酸食物，比

如肉类、奶制品、坚果及大豆的摄入与心血

管疾病风险下降有关。他们还发现，美国

人平均消耗的含硫氨基酸比估计的平均需

求多近 2.5倍。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含硫氨

基酸包括蛋氨酸和半胱氨酸，在人体新陈

代谢和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公共卫

生学教授约翰·里奇说：“几十年来，人们一

直认为，限制含硫氨基酸食物的摄入有益

动物长寿。这项研究首次提供了流行病学

证据，证明过量摄入含硫氨基酸可能与人

类的慢性病有关。”

里奇领导的研究小组分析了美国“第

三次全国体检与营养健康调查”中 1.1万名

参与者的饮食和血液生物标志物。他们根

据参与者在禁食 10—16 小时后血液中特

定生物标志物——胆固醇、甘油三酯、葡萄

糖以及胰岛素的水平，综合分析了其罹患

心血管代谢疾病的风险。他们发现，食用

含硫氨基酸食物较少的参与者，罹患心血

管代谢疾病的风险往往较低。

里奇说：“这些生物标志物表明了一个

人患病的风险，例如，高胆固醇水平是心血

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因素，而且，其中很多标

志物水平可能受到个人在接受测试前长期

饮食习惯的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肉类和其他高蛋白食

品的含硫氨基酸含量通常较高，而水果和

蔬菜等植物性食物中含硫氨基酸通常较

少，这一研究也为其他素食或植物性食物

有益健康提供了佐证。

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柳叶刀》杂志子

刊《柳叶刀·电子临床医学》上。

低蛋白饮食或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

英国北部的最大燃煤电站 Drax 发电
站。 图源：Drax官网

2月5日，第27届明斯克国际书展在明斯克开幕，来自30个国家的约400家出版机构参展。
图为当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国际书展上选购图书。

新华社发（任科夫摄）

第27届明斯克国际书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