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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8日电 （记者张梦
然）即使用迄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模拟复杂

自然现象也要耗费数小时。而据美国《科学》

网站 17 日报道，作为一种超快速模拟的算

法 ，人 工 智 能（AI）仿 真 器 提 供 了 一 条“ 捷

径”——基于神经网络的 AI可以很容易地生

成精确的仿真器，从而将所有科学领域的仿

真加速数十亿倍。

对于极其复杂的自然现象，例如亚原子

粒子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大气雾如何影响气

候等等，即使利用人类拥有的最高性能超级

计算机，建模也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然而，

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仿真器则跳过了传

统的繁琐，借助完整模拟的输入和输出，能寻

找模式并学习猜测新输入将对模拟产生什么

影响，而无论要建模的是原子、大气还是星

系，都可以实现大幅加速。

牛津大学物理学家穆罕默德·卡西姆领导

了此次研究，该技术被称为深度仿真器网络搜

索（DENSE），依赖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

开发的一种通用神经结构搜索。它在网络的输

入和输出之间随机插入计算层，用有限的数据

测试和训练生成的线路。如果添加的计算层可

以提高性能，那么它还可进一步被应用在未来

仿真器中，通过重复这个过程不断改进。

在展示中，研究人员使用 DENSE技术开

发了 10 个仿真器，分别用于物理、天文、地质

和气候科学领域。DENSE仿真器表现极其出

色——速度比其他模拟器快10万到20亿倍。

这些仿真器非常精确，其中天文仿真器的结

果与全模拟的一致性超过99.9%，在这10次模拟

中，神经网络仿真器比传统仿真器要好得多。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进行气候

模拟的科学家唐纳德·卢卡斯并没有参与研

究，但他表示，神经网络仿真器的自动创建要

比他们科学家团队设计和训练的模拟器好得

多，还可以帮助科学家在实验设施中充分利

用自己的时间，未来其很可能将极大地改变

科学进程。

大到星系 小到原子

AI仿真器将模拟速度提高数十亿倍

仿真器可以提高模拟速度，例如可显示澳
大利亚大火产生烟尘的气溶胶模型。

图片来源：《科学》网站

北京时间 2 月 10 日 12:03，欧洲空间局

（ES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携手研

制的“太阳轨道飞行器”（以下简称“太阳轨道

器”）成功发射，它将首次给太阳南北两极拍“正

面照”，揭示太阳磁场的奥秘。这是继2018年升

空的“帕克”太阳探测器（以下简称“帕克”）之

后，人类近期向太阳派遣的第二位使者。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中

科院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主任田晖激动地对

科技日报记者表示：“1995 年以来，人类共发

射 9颗太阳观测卫星。此外，地面上也有多台

太阳光学望远镜和射电望远镜，还有至少 5颗

太阳观测卫星蓄势待发。在这些设施的加持

下，太阳物理学正处于并将在未来至少 20 年

内继续处于黄金时代！”

双剑合璧

太阳提供的能量让生命得以在地球上繁

衍生息，但太阳的“性格”复杂多变，耀斑、日

冕物质抛射及它们所产生的高能带电粒子等

极端事件会给在太空作业的宇航员、人造卫

星乃至地球生命带来危害，因此，更好地了解

太阳的“一举一动”非常重要。

田晖指出：“太阳还是一个天然的物理学

实验室，对太阳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等离子

体物理学、粒子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更重

要的是，作为唯一可以进行高空间分辨率观

测的恒星，太阳观测对于我们了解其他恒星

上的物理过程具有独一无二的参考价值。”

据 ESA 网站介绍，“太阳轨道器”将近距

离研究太阳，首次对太阳极区开展高分辨率

观测，让人们窥视太阳两极的“真容”，更好地

理解日地关系。ESA 科学主管君特·哈辛格

说：“‘太阳轨道器’任务结束时，我们将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导致太阳行为不断变化

背后的神秘力量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NASA 副局长托马斯·楚比兴说：“‘太阳

轨道器’将与‘帕克’‘双剑合璧’，刷新我们对

太阳的认识。”

“帕克”比“太阳轨道器”更近距离“触摸”

太阳，研究太阳风如何产生，但它没有相机给

太阳拍照；而“太阳轨道器”与太阳距离适中，

可对太阳远程拍照及原位测量，并首次观察

太阳两极。NASA“太阳轨道器”科学家霍利·
吉尔伯特说：“这两大探测器的非凡冒险，可

以帮助我们揭示太阳及其大气层的奥秘。”

楚比兴进一步指出：“我们正迈入太阳物

理学新时代！这些探测器将改变太阳研究的

面貌，帮助宇航员在执行‘阿耳忒弥斯’登月

任务时更安全。”

各怀绝技

从古至今，人们对太阳一直充满好奇，

“夸父逐日”的故事流传数千年不衰。太阳还

有很多未解之谜。如太阳爆发是怎么产生

的？日冕百万摄氏度高温是如何维持的？黑

子周期是如何形成的？等等。为此，人类朝

太阳派出了不少“使者”。

田晖说：“20世纪 60年代到 90年代初，美

国、日本等国先后成功发射了多颗太阳观测

卫星。自 1995 年来，人类不到 3 年就发射一

颗太阳观测科学卫星，迄今已有 9 颗。包括

‘太阳和日球层天文台’（SOHO）、‘太阳过渡

区与日冕探测器’（TRACE）、‘拉马第高能太

阳光谱成像探测器’（RHESSI）、‘日出’（Hi-

node）卫星、‘日地关系天文台’（STEREO）、

‘太阳动力学天文台’（SDO）、‘太阳界面区成

像光谱仪卫星’（IRIS）、‘帕克’（PSP）和‘太阳

轨道器’。这些科学卫星各个‘身怀绝技’，除

TRACE 和 RHESSI 已退役外，其他 7 颗卫星

都在轨正常运行，为人类揭示太阳的奥秘。”

田晖介绍说，1995年发射、美欧联合研制

的 SOHO 卫星能给太阳进行“全身体检”。它

已完整覆盖两个 11 年太阳周期，在太阳内部

结构、太阳磁场演化、日冕加热、太阳风起源、

日冕物质抛射等重要课题上极大地更新了我

们的认知，“可以说，SOHO 卫星对太阳物理

的知识体系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2006 年发射的 Hinode 卫星项目由日本、

美国、欧洲三方合作，其太阳磁场观测、极紫

外光谱测量和软 X 射线成像观测在当时均达

到世界最好水平，大大增进了人们对太阳小

尺度磁活动、日冕动力学等方面的认识。

美国2013年发射的IRIS卫星则主要关注

太阳表面和日冕之间的色球层和过渡区。这两

个层次在太阳大气中的物质和能量传输中占据

关键位置。IRIS卫星也首次实现了对太阳过渡

区的直接成像，其观测在过渡区动力学和低层

大气活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

精彩继续

田晖表示：“‘太阳轨道器’的成功发射，

并不意味着人类探测太阳脚步的停歇。未来

5 年，人类还将发射至少 5 颗太阳探测卫星：

中国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太

阳探测双超平台技术试验卫星；印度的‘阿迪

蒂亚一号’（Aditya－L1）；NASA 的‘统一日冕

和日球层偏振卫星’（PUNCH）及 ESA 的‘普

罗巴 3号’（Proba-3）。”

田晖介绍，这 5 款太阳探测器也各负使

命。ASO-S 将观测太阳爆发及驱动爆发的

太阳磁场，也将同时观测太阳耀斑和日冕物

质抛射，研究这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和形成规

律。ASO-S 拟于 2022 年前后升空；太阳探测

双超平台技术试验卫星将通过高光谱扫描成

像方法，在 Hα谱线的不同波长位置实现全

日面成像，该卫星计划 2020年发射。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将于 2021 年

前后发射该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 Aditya-L1，

主要研究日冕动力学，兼具观测太阳色球层

和光球层等任务。

PUNCH 任务是 NASA 最新批准立项的

一颗卫星，它将直接关注日冕及其如何产生

太阳风，还将跟踪日冕物质抛射——其可驱

动地球附近的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如地磁

暴。PUNCH卫星计划 2023年发射。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月 10 日报道，“太阳

轨道器”成功发射之后，ESA 拟再接再厉，派

遣两颗卫星组成的 Proba-3 任务观测日冕。

Proba-3将创造人工日全食，使天体物理学家

们未来能持续观察日全食 6 小时而非现在的

短短几分钟，从而获得日冕的清晰图像，揭示

其百万摄氏度高温及爆发活动的奥秘。Pro-

ba-3计划于 2022年中期发射。

田晖进一步介绍：“除上述天基太阳探测

器，地面上还有多台光学望远镜和射电望远

镜，包括目前性能最强的太阳望远镜丹尼尔·
井上太阳望远镜，我国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

（位于云南抚仙湖）和明安图射电日像仪（位

于内蒙古明安图）等。”

“这些太阳观测设施，让太阳物理学黄金

时代的精彩得以继续。此外，我国太阳物理

界也正在大力推进地面大口径太阳望远镜和

太阳立体探测卫星计划，如能成功立项，将大

大加强我国太阳物理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

位。”田晖满怀期待地说。

“太阳轨道器”成功发射

太阳物理学黄金时代精彩继续

本报记者 刘 霞

“太阳轨道飞行器”（左）和“帕克”太阳探测器。 图片来源：欧空局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8日电 （记者刘霞）
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官网 17 日报

道，该中心 MoEDAL 合作组称，他们首次借

助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搜索双荷子，结果

未发现其“芳踪”，但缩小了其存在的参数空

间。双荷子是一种同时拥有磁荷和电荷的假

想粒子，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利安·史温格于

1969年首次提出。

理论指出，磁单极子是拥有一个磁荷的

理论粒子，给它一个电荷，它就会变成一个双

荷子。粒子物理学诸多“大一统理论”都预言

存在双荷子，但一直未有科学家在粒子加速

器上开展搜索实验。

现在，旨在搜索磁单极子的 MoEDAL 合

作组一马当先，使用该实验第 2个子探测器系

统搜索双荷子。这一子探测器由约 2400条铝

棒组成，总质量 794 千克。这些铝棒暴露于

LHC 从 2015年至 2017年期间产生的、质心对

撞能量为 13太电子伏特（TeV）的质子—质子

对撞中，合作组随后使用特殊设备扫描铝棒

并寻找双荷子，但未发现其“蛛丝马迹”。

不过，这一实验使 MoEDAL 可以进一步

压缩双荷子的搜寻范围。他们表示，如果双

荷子质量介于 830 到 3180 吉电子伏特（Gev）

之间，那么，双荷子的磁荷一定超过 6 倍基本

磁荷、电荷超过 200倍基本电荷。

MoEDAL合作组发言人詹姆斯·平福称：

“史温格提出双荷子并用它建立了物质磁模

型。令人惊讶的是，他使用该模型成功预测

了 J/ψ粒子的存在，而后者 1974年才‘现身’。

如今，很多粒子物理学理论都预言存在双荷

子，但此前没有人在粒子加速器上搜寻这种

粒子，MoEDAL拔得头筹。”

MoEDAL 计划再接再厉，在 LHC 三期运

行阶段（拟 2021年开始）搜寻磁单极子和双荷

子，以及其他奇异粒子。平福表示：“我们正

计划扩展实验的灵敏度，寻找其他奇异粒子，

包括电荷不足基本电荷千分之一的粒子，以

及寿命极长的弱相互作用中性粒子等，这些

粒子有望为我们揭示新物理。”

CERN首次开展双荷子搜索实验
未发现其“芳踪”，但缩小了参数空间

科技日报华盛顿 2月 17日电 （记者

刘海英）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研究人员 17 日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报

告称，他们开发出一种新型发电设备，能够

通过一种蛋白纳米薄膜，利用空气中的水

分产生电能。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凭空发

电”的技术可能对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等

产生重大影响。

研究人员将这种新设备称为“空气发

电机”，其最主要的构件是由微生物地杆菌

生产的导电蛋白纳米线构成的厚度只有 7

微米的纳米薄膜。当暴露于空气中时，薄

膜会吸收其中的水分，形成一个可自我维

持的水分梯度。以这一水分梯度为驱动

力，设备会产生约 0.5 伏的持续电压，电流

密度约为每平方厘米 17微安。

研究人员指出，从环境中收集能量的

自持系统为清洁能源带来了希望，但如太

阳能电池这样的已知技术都有特定的环境

要求，这些要求限制了它们的部署，也限制

了它们的发电潜力。无处不在的空气则提

供了另一种选择。他们开发的新技术无污

染，可再生，成本也很低，与太阳能、风能等

可再生能源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新设备

对位置或环境条件没有过多要求，不需要

阳光或风，甚至可以在室内使用，即使在如

撒哈拉沙漠这样湿度极低的地区，它也可

以发电。

研究人员称，当前一代“空气发电机”

能够为小型电子设备供电，他们希望能很

快将其推向商用；下一步，他们计划对设备

进行升级，让其可为智能手表等可穿戴电

子设备供电；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则是制造

出能够为房屋供电的大型系统。

新结构能利用湿度差异来发电，尽管

电力不大，足以供给微型传感器等元件。

纳米技术的进步，让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微

小能量变得简单，比如有些纳米结构可以

利用微微流动的空气发电。这些创新投入

实用后，在世界各个角落部署微型电器将

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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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莫斯科2月17日电（记者董映
璧）俄罗斯眼科医师协会主席、医学博士伊戈

尔·阿兹纳乌里扬领导的科研小组，开发出可

使不同类别的眼疾患者恢复立体视觉的“电

子眼镜”。更重要的是这种“电子眼镜”能够

帮助有先天缺陷的儿童恢复立体视力。

先天性及后天因受伤、甲状腺疾病等病变

导致的视力受损、甚至双目失明病例并不罕

见。据伊戈尔·阿兹纳乌里扬的估计，在俄罗

斯，有 5%的儿童患有眼球运动障碍，他们患有

立体视觉疾病，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是

平面的，就像是图片。如果这种视力疾病是先

天的，那就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无法从事许

多职业，比如司机、飞行员、珠宝师等等。

伊戈尔·阿兹纳乌里扬及其同事研发的

“电子眼镜”外形和普通眼镜一样，重量也比

普通眼镜轻。“电子眼镜”使用 3D 图像感知技

术，眼镜架内置了微处理器，镜片是一个小液

晶显示屏，借助弱电流通过微处理器可以控

制镜片表面产生的闪烁频率，液晶显示屏在

微处理器作用下完成光线的偏振，即让一定

频率的光无法透过眼镜。

伊戈尔·阿兹纳乌里扬在解释“电子眼

镜”的工作机理时称，“电子眼镜”能够刺激大

脑神经元，激发双眼视光感反射恢复，也就是

使视轴对准在目标上。他还说，一天戴 1个小

时这样的眼镜，治疗 1个月至 6个月就可以恢

复视力，研发人员相信，疗效可达 95％。

俄罗斯“5-100计划”项目院校、托木斯克

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医学技术研究院教授康

斯坦丁·布拉佐夫斯基表示，将“电子眼镜”引

入临床实践可大幅提高眼科矫正。因为，这

种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无需手术干预，利

用大脑自身资源就可以恢复立体视觉。

据悉，“电子眼镜”已通过临床测试阶段，

目前正在准备批量生产。

俄开发出可恢复立体视觉的“电子眼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美国科学家

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撰文称，他们发现

了物质电子的一种新状态：电子或可“三五

成群”，这些组队电子就像一种新粒子，一

种新电子物质，在行进过程中不会散热，拥

有量子纠缠特性，有望促进量子计算、量子

通信等技术的发展。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在最新

研究中，匹兹堡大学凝聚态物理杰出教授

杰里米·利维和副教授帕特里克·欧文发

现，在一维传导系统内，两个或更多电子

（而非一个电子单独）同时行进时，不会发

生散射。

利维解释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施加

电压，半导体或金属内的电子会移动并散

射，最终朝一个方向漂移。但在弹道导体

内，电子更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

车。这种移动方式的优点是电子不会散

射，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与普通电子产品内

电子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电子。”

利维进一步指出，当电子相互吸引时，

它们可以三两成群、四五成束，这些组队电

子的“行为举止”就像一种新粒子、一种新

电子物质。这些新粒子拥有与量子纠缠有

关的特性，而量子纠缠特性有望用于量子

计算和量子再分配。因此，最新发现朝量

子物理学下一阶段迈出了令人欣喜的一

步。

利维也是匹兹堡量子研究所所长，他

表示，匹兹堡大学一直致力于开发与第二

次量子革命有关的新科学和新技术，最新

研究是其中一部分。

利维解释称，在第一次量子革命中，人

们发现周围世界由量子物理学定律支配，

这一发现促使人们了解了元素周期表、材

料的行为方式，并研制出了晶体管、计算

机、MRI扫描仪和信息技术发展。而此时

我们已迈入第二次量子革命，我们考虑的

是量子计算、量子隐形传态、量子通信以及

量子遥感等。

电 子 新 状 态 现 身
“组团”后或拥有量子纠缠特性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有些水域

的浮潜者们，会在水中感觉到刺痛感，但

他们却没有接触任何水母。根据英国《通

讯·生物学》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科

学家在倒立水母的黏液中发现了刺细胞

形成的新结构，这种结构被水母像投掷迷

你手榴弹一样扔出去，这就是一直困扰人

们的“有刺痛感的水”的原因。

倒立水母是仙女水母属，而红树林是

仙女水母属生活的家园，这些仙女水母会

上下颠倒地停留在浅海海底，褶皱状的口

腕朝上。长期以来，佛罗里达、加勒比地区

和密克罗尼西亚周围水域的浮潜者们一直

报告称，他们在没有和任何水母直接接触

的情况下，感觉自己被水母蜇到，也就是

说，水竟然会给人带来刺痛感。研究人员

提出了许多水中刺感的可能来源，但确切

原因却一直未知。

此次，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海军研究

实验室生物/分子科学与工程中心的科学

家们，查阅了 20世纪早期以来关于仙女水

母属的科学文献，寻找与这种“有刺痛感的

水”有关的线索。他们了解到，仙女水母属

释放的黏液含有非常微小的细胞团，其被

命名为 cassiosome。利用显微镜发现，这些

cassiosome 的外膜层排列有成千上万个水

母刺细胞。这些刺细胞被称为刺胞，是一

种含有毒液的囊，一般存在于水母触手的

特定细胞中。

分析表明，这一结构不仅能帮助水

母捕食猎物，水母还会像扔迷你手榴弹

一样，把这些充满了 cassiosome 结构的黏

液释放到海水中，从而让周围的水体都

可以对人产生刺痛。在其他 4 种相关的

水母中，研究人员也发现了这些 cassio-

some 结构。

水 为 何 有 刺 痛 感 ？
原来是水母扔的“手榴弹”

蛋白纳米线薄膜的图形图像。
图片来源：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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