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不少人已经复工，要为

了上班或远程工作而早起。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

验：早上被闹钟叫醒后迷迷糊糊、反应迟钝。如何

在睡醒后更快地清醒过来？最近的一项研究告诉

我们：醒来后要迷糊很久，可能是闹铃选的不对。

刚睡醒后昏昏沉沉因为
有睡眠惯性

科学家将人们刚睡醒后，认知能力缺失、警觉

性降低、感知和运动能力下降的现象称为睡眠惯

性。睡眠惯性会随着清醒时间的延长而逐渐缓

解。一般来说，这种状态集中发生在睡醒后 15 到

30分钟内，严重时可持续 4—8小时。

2006年的一项研究对睡眠惯性进行了量化测

试，研究者评估了 9名志愿者在睡醒后不同时间内

的认知能力，发现志愿者们在睡醒后 5分钟内的平

均认知能力只有他们最高水平的 63%，而睡醒

20—60 分钟后，他们的认知能力就恢复到了最高

水平的 83%—86%。尽管研究的样本量很小，但研

究人员提出，人在刚睡醒时的认知能力，甚至不如

连续 26个小时没有睡觉的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睡眠惯性可能只会让

我们在起床后“傻”一会。但对于从事某些特殊职

业的人来说，睡眠惯性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

患。例如，值夜班的急诊医生和护士在半夜醒来

后，需要立刻开始工作，为患者开药、护理或是进

行手术。还有待班的消防员、长途车司机、火车或

飞机的驾驶员等，他们都需要立刻从睡眠状态清

醒过来进入工作状态，如果这个转换过程不能快

速进行，就可能酿成事故。

睡眠惯性持续时间和严
重程度因人而异

是什么导致了睡眠惯性呢？到目前为止，科学

家依然未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一种推测认为，这与

高水平的δ波有关。δ波是一种与深度睡眠相关

的脑电波，研究发现，具有更高水平δ波的人，他们

的睡眠惯性更严重，并且这些人的脑电波中，与清

醒有关的β波也更少。另一种猜想是，醒来后大脑

不同区域的激活速度不同，而与人类高级认知功能

密切相关的前额叶皮层区域在睡醒后的激活速度

较慢，这也可能导致了睡眠惯性的出现。

睡眠惯性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因人而异，

并且受到睡眠情况、昼夜节律和睡眠周期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比如，睡眠剥夺会加重睡眠惯性带

来的不适感，因此当你熬夜之后睡觉，第二天醒来

常常会感到格外地昏昏沉沉。另外，身体希望遵

循你的昼夜节律，也就是在生物钟认为该睡觉的

时候睡觉。如果你在昼夜节律中的“生物夜”中醒

来，也会感到格外迷糊——这也是我们觉得倒时

差格外困难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睡眠惯性的

强度也与你醒来时的睡眠阶段有关。一个完整的

睡眠周期分为 4个阶段，如果你正巧从“浅睡眠”的

阶段中醒来，那么恭喜你获得了一个清醒的早

晨。然而如果你不幸在“深睡眠”阶段被吵醒，那

可能就要面对一个浑浑噩噩的上午了。

换个闹钟铃声可能让你
起床更清醒

对于没有资格睡到自然醒、必须要听着闹铃

声早起的上班族来说，什么样的闹铃声可以帮助

人们更快地清醒过来？

近日，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的一项

研究发现，闹铃声会影响起床后睡眠惯性的强

度。研究人员专门设计了一套在线调查系统，测

试了 50名志愿者在自己家中起床后的状态。研究

统计了每个人的闹铃声，并且根据标准化的睡眠

惯性量表来对他们的睡眠惯性进行量化。研究发

现，相比于那些“哔哔哔哔”的闹铃声，更具旋律性

的铃声，往往能让志愿者更加迅速地清醒过来。

论文作者、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

博士生斯图尔特·麦克法兰表示：“许多人可能会

认为那种刺耳的警报声能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

但我们的数据显示，有旋律的铃声反而效果更好，

这点的确很出人意料。”

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无旋律的警报

声可能会打扰我们的大脑活动，使其更加混乱，而

那些温和的旋律可能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状态更

有效率地过渡到清醒状态。

最新研究的共同作者、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的阿德里昂·代尔教授说：“（我们的）这项研究非

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理解声音与清

醒状态的关系，那么这将对睡眠和人工智能等领

域产生影响。”

撰文：张二七
编辑：吴非
来源：环球科学

刚睡醒总是昏昏沉沉？可能是闹铃没选对

本月，东非多个国家遭受严重蝗灾侵袭，受

灾人口超过千万。近日，凭借着惊人的迁徙能力

和繁殖能力，几千亿只蝗虫从非洲蔓延至中东地

区，并直抵南亚进入印巴，逼近我国。

引起蝗灾的主角就是节肢动物门昆虫纲直

翅目蝗科下的成员，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 1

万多种，在中国有 300多种。

一只蝗虫不可怕，千亿蝗虫却能摧枯拉朽，

蝗灾来时，密密麻麻的蝗虫铺天盖地，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这种身披“利甲”的昆虫何以有如此

大的破坏能力？面对“蝗恐”来袭，人类的防御武

器在哪里？

2019 年年底开始，这场蝗灾就已经在东非

地区酝酿蔓延。到目前为止，1000 多万东非民

众身陷蝗虫肆虐之地，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

为此，联合国已发出警告，必须快速行动消灭蝗

灾，否则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很快就会到

来。

蝗灾与水灾、旱灾齐名，并称为人类农业的

三大自然灾害。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

林指出，除南极洲和亚欧大陆北纬 55 度以北地

区，全球均受蝗灾侵袭，其中破坏力最大的，就是

这次东非蝗灾的主角——沙漠蝗虫。

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院特聘工程师张志刚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种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

超强的蝗虫，偏偏又食量惊人。”

资料记载，1958 年，索马里 4 亿只沙漠蝗虫

肆虐，扩散达 l000 平方公里，这些蝗虫一天就能

吃掉 8 万吨粮食，而这个数字，是 40 万人一年的

口粮。

而本次蝗灾，有媒体记者在肯尼亚东部用飞

行器拍到，蝗虫形成了一个长约 60公里、宽约 40

公里的蝗虫群，覆盖面积逾 2000 平方公里。如

果按照每平方公里可容纳 1.5 亿只沙漠蝗虫计

算，那么这个蝗虫群的数量将可达到 3000亿只。

张志刚说：“这次蝗灾，蝗虫的移动速度和迁

徙范围都很惊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表示，

此次蝗虫大军平均每日可移动 150公里，如不进

行阻止将会持续制造灾祸直到 6月，届时蝗虫数

量将再增长 500倍。媒体报道显示，一些蝗群已

经开始在东非地区产卵，预计 4月初形成新的蝗

群。

几千亿蝗虫将给农业带来沉重打击

人类很早就发现，严重的蝗灾往往伴随着干

旱的气候，我国古代的相关书籍就有“旱极而蝗”

的记载，科研人员指出，蝗虫喜温暖干燥，将卵产

在土壤中，土壤含水量在 10%—20%时最适合它

们产卵。

张志刚介绍：“尽管暴发蝗灾的原因至今

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是全球气候变暖，自

然环境干旱肯定是重要原因。厄尔尼诺现象

和非洲干旱的环境为沙漠蝗虫提供了温床。

土壤含水量降低，蝗虫产卵数就会大大增加，

多的时候可达每平方米 4000—5000 个卵块，每

个卵块中又有 50—80 粒卵，这么算下来，每平

方米就有 20 万—40 万粒卵。以内蒙古为例，如

果上年为暖冬，次年草原上往往就会发生程度

不同的蝗灾。”

除了环境温湿度和气候，蝗虫也有自身的成

灾“硬件”。研究表明，凡是能够成灾的蝗虫，都

是繁殖速度快、繁殖后代多的品种，这类蝗虫具

有明显的食性大、食量多、扩散迁徙能力强等生

态学特征，而这些特性会直接导致蝗灾迅速暴

发、不易控防。

此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也是诱发蝗灾的原因之一。张志刚以北方草原

蝗灾为例向记者解释说：“在草原上，百灵鸟是蝗

严重蝗灾与干旱气候、环境破坏有关

近日，东非蝗灾已经蔓延至南亚地区，我国

西南部邻国已经成灾。对此，有专家也在媒体发

声，由于非洲沙漠蝗虫等外来物种的生存条件在

我国并不完全具备，加上我国拥有喜马拉雅山脉

等天然屏障，本次蝗灾进入我国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应积极准备防控措施。

说到蝗灾防控，张志刚坦言：“面对大灾，防

控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自然环

境、经济实力、科技发展能力等诸多因素都会决

定防灾的效果，非洲屡遭蝗灾，与这些因素都有

关系。”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一套基本完善的蝗灾灭

防措施，会根据不同起因、不同地域，因事为制、

因地制宜。

张志刚说：“药物灭杀的方式虽然见效快，但

在灭杀蝗虫的同时，会破坏生态链，对地区整体

生态有较大负面影响。”

为此科学家又想出了其他消灭蝗虫的方法。

多雨和阴湿环境对蝗虫的繁衍有许多不利

影响，蝗虫取食的植物含水量高会延迟蝗虫生

长、降低其生殖力，多雨阴湿的环境还会使蝗虫

之间流行疾病，而且雨雪还能直接杀灭蝗虫卵。

因此破坏蝗虫的生存繁殖环境是科学有效消灭

蝗虫的方法之一，我们可以在水边大量种植草

木，减少裸露土地，减少含水量在 10%—20%的

土壤环境，使蝗虫无处产卵。

还可以在蝗虫繁殖季节，大量诱杀某一性别

的蝗虫，阻止其繁殖。实践表明，单性别诱杀的

方法，更适合诱杀雌性蝗虫，因为科学家在一些

雌虫身上发现了孤雌生殖现象，即雌虫不交配也

能繁殖后代，而且后代都是雌性。

“此外，还可以在蝗虫大量繁殖的环境内培

育和引进蝗虫天敌消灭蝗虫。”张志刚说。

他认为，蝗灾的暴发没有周期性，没有明显

的规律可循，更无法预测，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蝗灾的暴发是某一个地区生态环境发生恶化的

预告和风向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蝗

灾防治手段都是权宜之计，治标而不能治本，不

论学术界如何探究蝗虫的生物习性和蝗灾的成

因，有一点可以肯定，珍爱和保护好我们的生态

环境，减缓地球变暖的步伐，才是避免蝗灾大规

模暴发的根本所在。”

专家指出保护生态才是灭蝗“杀手锏”

东非蝗灾蔓延至南亚地区东非蝗灾蔓延至南亚地区，，印度印度、、巴基斯坦已经成灾巴基斯坦已经成灾

是谁吹响了几千亿只蝗虫的是谁吹响了几千亿只蝗虫的““冲锋号冲锋号””
本报记者 张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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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的天敌，但是随着人类对百灵鸟的大规模捕杀

和对草原生态的负面影响，百灵鸟已濒临绝迹，

生态链关键环节的要素缺失，使蝗虫没有了天

敌，肆意繁殖。”而兴修水利不当、植被管理有失，

也会导致蝗灾。典型案例当数 2003年锡林郭勒

草原蝗灾。当年，刚刚经过禁牧休牧有所恢复的

草原遭遇蝗灾，六成以上的京津风沙源草场治理

项目毁于一旦。当地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调查发

现，蝗虫数量激增的地方，正是草原上大片裸露

的沙土地。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专家表示，我国云南曾有
沙漠蝗虫危害的记录，因此要密切关注此次蝗灾蝗虫
的迁飞路径，以及是否有新的本地虫源的参与。

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植保植检处透
露，近年来，我国蝗虫监测预警和防治能力不断

提升，防治技术水平属于世界领先水平，防蝗药
械储备充足，国内大面积暴发蝗灾风险很低。目
前，农业农村部正密切跟踪境外蝗灾动态，同时
安排云南、西藏等省区加强边境的蝗虫监测，严
防迁入危害。

别“蝗恐”，我国大面积暴发蝗灾风险很低

这是这是 22 月月 1515 日在巴基斯坦东部旁日在巴基斯坦东部旁
遮普省奥卡拉地区拍摄的蝗虫肆虐景象遮普省奥卡拉地区拍摄的蝗虫肆虐景象
（（手机拍摄手机拍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量子探测与

波导器件实验室张强教授、谢秀平高工、郑名扬副研究员基于自主

研发的周期极化铌酸锂波导，助力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

成功将相距 50公里光纤的两个量子存储器纠缠起来，并演示了经

由 22 公里外场光纤的双节点纠缠。该成果将实用化的量子中继

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构建基于量子中继的量子网络奠定了坚

实基础。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

构建全球化量子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量子通信是量子信息

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目前最远的点对点地面安全通信距离仅为

百公里量级，通过发展量子中继技术，有望进一步大幅拓展安全通

信距离。

然而，受限于光与原子纠缠亮度低、原子存储器波长与通信光

纤不匹配和远程单光子干涉等技术瓶颈，此前最远光纤量子中继

仅为公里量级。针对上述技术难题，研究团队首先采用环形腔增

强技术提升单光子与原子系综间耦合，并优化光路传输效率，将此

前的光与原子纠缠的亮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其次，原子存储器对

应的光波长在光纤中的损耗约为 3.5 分贝/公里，在 50 公里光纤

中，光信号将衰减至十亿亿分之一，使得量子通信无法实现。张强

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周期极化铌酸锂波导，通过非线性差频过程，

将存储器的光波长由近红外转换至通信波段，经过 50公里的光纤

仅衰减至百分之一以上，效率相比之前提升了 16 个数量级；最后

为实现远程单光子干涉，研究团队设计并实施了双重相位锁定方

案，成功地把经过 50公里光纤传输后引起的光程差控制在 50纳米

左右。

相距50公里光纤存储器间的

量子纠缠获得成功

在肯尼亚东部，蝗虫

形成了一个长约 60 公

里、宽约 40公里的蝗虫

群，覆盖面积逾 2000 平

方公里。此次蝗虫大军

平均每日可移动 150 公

里，如不进行阻止将会持

续制造灾祸。

记忆随时在发生，而遗忘如影随形。海马体是负责记忆编码

和存储的重要脑区。记忆信息被编码于一些神经元中，我们将之

称为记忆印迹细胞。然而，记忆究竟如何随时间消退，一直让人捉

摸不透。

经过 3 年多的努力，浙江大学医学院谷岩研究员课题组和王

朗副研究员课题组首次发现，用于免疫的小胶质细胞通过清除突

触而引起记忆遗忘，并进一步发现补体信号通路参与了小胶质细

胞介导的遗忘。该研究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

免疫细胞参与记忆减退

“我们在特定场景中给小鼠施加电击刺激，使其建立对这个环

境的记忆，并在 35 天后让小鼠重返该场景观察其表现。”谷岩介

绍，正常小鼠会因为对环境充满好奇而四处活动，但如果留有恐惧

记忆，小鼠则会僵住不动。

研究人员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小鼠处于静止不动的时间，衡

量小鼠记忆保留情况。由于海马体中的记忆提取，主要通过编码

相关记忆信息的记忆印迹细胞的激活。因此研究人员发现，小鼠

遗忘的同时伴随着记忆印迹细胞激活率的下降。

“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主要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约占大脑

细胞总数的 10%—15%。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对于神经系统

发育、神经元活动以及神经环路功能也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王朗

笑称，揭开记忆印迹细胞的激活率下降谜团，我们决定从小胶质细

胞入手开始“破案”。

课题组对清除小胶质细胞的小鼠进行了记忆的形成和提取等

一系列实验后，发现记忆印迹细胞重新激活率下降的现象得到抑

制，对记忆遗忘的抑制作用非常显著。

“去除小胶质细胞的小鼠的恐惧反应要比对照组更加明显，处

于静止状态的时间是对照小鼠的 2倍多。”谷岩说。

遗忘机制始于分子“导航”

“记忆印迹细胞间的突触联系是存储记忆的‘仓库’。”谷岩解

释道，课题组要进一步剖析小胶质细胞引起记忆印迹细胞激活率

下降的具体机制。

通过免疫染色和高分辨率成像，研究人员发现成年小鼠海马

体中的小胶质细胞仍然具有吞噬突触结构的能力。当抑制小鼠的

小胶质细胞发生吞噬作用时，记忆的遗忘被显著阻断。这些结果

表明小胶质细胞通过“吃掉”突触而介导了遗忘。

他们通过对比实验发现，在记忆印迹细胞中阻断补体信号通

路可以十分有效地抑制记忆的遗忘和记忆印迹细胞激活率的下

降。“在高分辨率显微镜成像下，能看出 C1q-补体信号通路就像

一条猎狗，负责寻找并在记忆印迹细胞的一些突触做上标记，这样

小胶质细胞就像有了导航图一般，一吃一个准。”王朗表示。

探寻记忆保留的新靶点

据了解，海马体的齿状回可以不断产生新的神经元，科学家称

之为神经发生。齿状回中持续产生的新生神经元的整合会导致海

马体神经环路中大量突触的重组与替换，从而导致先前建立的记

忆被遗忘，尤其是在婴儿期。

为找出小胶质细胞介导的遗忘和神经发生介导的遗忘之间的

关系，研究人员同时操纵了海马体神经发生和小胶质细胞，发现小

胶质细胞介导的突触清除，对由神经发生引起或与之无关的遗忘

均有参与。

课题组由此得出结论，小胶质细胞的突触吞噬作用可能是在

没有神经发生的大脑区域，或缺乏神经发生的哺乳动物大脑中介

导遗忘的一种更为普遍的机制。

“这项工作为研究长期记忆的巩固和不良记忆的消除提供了

前瞻性的基础铺垫。”谷岩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人们可

能对疾病导致的记忆损伤和记忆丢失会有更清楚的理解。

“吞噬记忆”的小胶质细胞

或让记忆调控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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