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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4月以来，随着气温不断上升，各地的晴

好天气越来越多。蓝天白云总会给人“空气很清

新”的感觉，殊不知，在风和日丽时，有两种污染

会悄悄扩散并且很难被人察觉，这就是臭氧和过

氧乙酰硝酸酯（PAN）污染。

二者都是光化学烟雾污染

“臭氧和 PAN 都属于光化学烟雾污染，即由

光化学反应引起的烟雾状污染，但两者在来源、

表征、危害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国家城市环

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臭氧是一种淡蓝色、有类似鱼腥草味道的气

体，打雷闪电、火山爆发时，空气中烯烃、芳香烃等

挥发性有机物（VOCs）会自然生成臭氧。此外，汽

车尾气、加油站、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会排放氮氧

化物、VOCs等，在太阳紫外线照射下会发生光化

学反应生成臭氧；办公室里的激光打印机、复印机

在工作时，也会由于高压放电生成臭氧。

而 PAN主要来自人为污染源，其最主要的转

化来源是乙醛，它们可能来自香烟、电子烟，或者汽

车尾气、家具制造等，并且其生成过程与臭氧相似，

都是由氮氧化物与 VOCs在光照作用下生成。“因

此，PAN污染主要出现在城市及周边。”彭应登说。

一定浓度下对人和植物都有害

臭氧在平流层中能阻挡高能量的紫外辐射

到达地球，是非常重要的“保护伞”，但到了近地

面，就会变成“健康杀手”。“臭氧会刺激和伤害眼

睛和呼吸系统，进入血液会损害免疫系统，还会

损伤皮肤，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白血病、皮肤癌

等。”彭应登说。

臭氧和 PAN 达到一定浓度后，不仅会损害

人体健康，还会影响植物生长，降低植物对病虫

害的抵抗力。据了解，1943年美国洛杉矶曾出现

过一次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毒害事件，导致当地大

片树林枯死，葡萄减产 60%以上。

彭应登说，在光化学烟雾污染中，臭氧所占

比重较大，成为了光化学烟雾污染中的代表性物

质。不过，在近地面大气中，臭氧寿命较短，几小

时就会发生衰变，还原成氧原子。相比之下，

PAN 在大气中存在时间较长，对人体健康和生态

环境危害比臭氧大。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发

现，PAN 的大气寿命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在温

度接近 25℃时，PAN 的寿命约为 30 分钟，0℃情

况下寿命约为 8 小时。对流层上部温度很低，

PAN 在这一位置相当稳定，寿命可达几个月，并

且会随着气流运动被传输到范围更远的地方，进

而影响扩散地区的大气光化学反应等。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臭氧、PAN 和 PM2.5 污

染叠加，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损害作用也会

放大、加剧。”彭应登提醒说。

戴口罩无法对其进行预防

光化学烟雾污染生成的一个条件是“经紫外

线照射”，彭应登说，每年 5—10 月，每天 10—16

点是生成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高发时段。“口罩可

以阻隔 PM2.5，但基本无法阻隔臭氧和 PAN 污染，

活性炭口罩也是如此。因此，在污染高发时段，

市民应尽量呆在室内，锻炼身体的时间可安排在

10 点之前，或 16 点之后。没有阳光的阴天或雨

天，臭氧和 PAN 污染较低，户外活动就无需在时

间、空间上做调整。”

彭应登说，PM2.5污染的排放源和高值区域是

重叠的，但 PAN 污染不同，高值区域会随着风向

发生变化，“比如北京上午多是北转南风，PAN 污

染高值区往往出现在东南部的亦庄地区，下午多

南转北风，高值区就转移到了西北部的昌平地

区。因此，对居住在城郊的居民来说，周边没有

光化学烟雾污染排放源，并不意味着所在地的空

气环境就是安全的，同样要提高警惕”。

“目前，从全世界来看，PAN 都不是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中要求进行常规监测的考核指标，但考

虑到它的危害，应在有条件的重点城市纳入城市

空气质量监测体系，在政府实验室、科研机构中

开展更多观测和健康研究，探讨建立重污染天

PAN 与臭氧污染间的相关性模型等，更好地为公

众健康服务。”彭应登说。

臭氧和PAN：蓝天下的“双子杀手”
本报记者 李 禾

科技日报讯（董真 刘思江 记者王春）近日，上海理工大学科研团

队在未来光学国际实验室首次利用机器学习反求设计实现了三维矢量

全息新的技术突破，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科学进展》上。

据介绍，这项发明是光学全息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提供的

基于机器学习的反求设计可精准且迅速地产生一个或多个任意三维矢

量光场，有望应用在超宽带全息显示、超安全信息加密以及超容量光存

储、超精确粒子操控等各个领域。

这项光学全息技术领域的突破性研究，由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上海

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纳米光子学研究中心顾敏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完成。

光是一种电磁波，其在介质中传播的同时伴随着电磁和磁场的振

荡，被称为光的矢量特性。研究人员介绍，基于光波的横波特性，光的

振荡通常被限制在与其传播方向垂直的二维平面上。

近些年，科学家研究发现光的振荡可打破传统二维平面的束缚，通

过干涉产生纵向光振荡，即形成第三维光矢量。

在物理学上，通过求解三维麦克斯韦方程可以正向得到一个三维

矢量光场分布，但其不可控。一直以来，精确产生任意三维矢量光场是

一个世界性难题。顾敏科研团队利用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反求设计成

功解决了这一困难，率先实现了三维矢量全息，并可精确地控制三维全

息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的任意三维矢量状态。

顾敏介绍，这样的操控是全方位的，包括对每个三维矢量光携带的

信息进行编码、传输和解码，因而消除了传统二维偏振光的束缚，“通过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新技术，首次实现了三维矢量光的操控，并将机器

学习的算法延伸到光学全息中去”。

文章第一作者任浩然博士（目前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从事洪堡博士

后研究）表示，机器学习在光学设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

研究证明训练后的人工神经网络可有效、快速地产生任意三维矢量光

场，达到接近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极大地提高了光场调控的效率”。

这项发明还为光学全息开辟了一条新道路，首次在全息中证明光

的三维矢量状态可以作为独立的信息载体，实现信息的编码和复用。

顾敏表示：“这项发明不仅为下一代超宽带、超大容量、超快速并行处理

的光学全息系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人们加深理解光与物质的相互

作用（例如粒子操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通过人工智能
让三维矢量全息“任意”可控

“挑战者深渊”之旅能看到什么？大家都对这个问题充
满了好奇。

以前人们认为，由于超高的静水压力、缺乏阳光和食物
供给，加之特殊的海底地形、剧烈的构造活动等多种极端环
境因素，海面6000米以下的地方会是一片死气沉沉、与世
隔绝的世界。

然而，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和丹麦的科考调
查船就曾经对全球13条深度超过6000米的海沟开展了一
系列调查。科学家在其中 8条海沟发现了 300多个新物
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新物种都只存在于深渊环境。这
些发现使科学家认识到，黑暗的深渊世界生活着极其独特
的“深渊生物群落”。

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发现的生活在最深海底环境的鱼
类——“狮子鱼”生长在马里亚纳海沟8145米深处。我国的
科考团队也曾在马里亚纳海沟约7400米处诱捕到若干尾深
海狮子鱼。此外，在马里亚纳海沟深约10897米处，科学家
们还采集到一种叫做短脚双眼钩虾的生物，这些小虾从头到
尾只有几厘米。

所以，如果运气好的话，深海旅客们在“挑战者深渊”之
旅中，可能会见到上述生物。

当然，最有可能见到的是沉积物。
从科学家以往的探测活动中我们可以得知，马里亚纳

海沟深处的沉积物构成与其他海底陆地相差无几，都是生
物残骸的分解物、尘埃、火山灰等混合而成。特殊之处在

于，马里亚纳海沟沉积物的矿物粒子直径非常小，含水量也
非常高。

我们都知道，越到海洋深处环境压力就会越大。据科
学家估测，马里亚纳海沟约1万米深处的大气压，比标准大
气压要大1000多倍，相当于每一平方厘米的面积，要承受
近1.1吨的重量，压力可想而知。然而，这里的沉积物并没
有因此变得十分坚硬，甚至被称为“软泥巴”。

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下，沉积物依旧可以保持松
软状态？科学家对此解释为，海底泥土所承受的压力有来
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但内外两种压力平衡之后，再加
上水压比物质的抗压程度低，那么该物质就会保持原来的
形态。

万米深渊别有一番天地

神秘的马里亚纳海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探险者，对其
一探究竟。

早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探险家就开启了“挑战者
深渊”之旅，时任美国海军上尉唐·华尔什和瑞士人亚格斯·

皮卡德乘坐“曲斯特号”潜水器下潜到“挑战者深渊”的
底部，创造了10916米的深度纪录。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潜水器卷起了海床
上的大量泥沙，两人几乎什么都没看到，甚

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更没有取到
任何海底样品。人们只能凭借仪表

的记录，承认他们曾经到达过这
一深度。

2012年，知名导演卡梅隆独自一人乘坐“深海挑战者
号”下潜到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水深为10908
米，在海底进行了拍照和采样等活动，成为第3个达到地球
最深处的人。但由于压力太大，潜水器容易出现液压油泄
漏情况，安全起见，卡梅隆独自探险时缩短了在海底的停留
时间。

为保证载人球壳能够耐受1100个大气压的考验，同时
减小制造难度，节省经费开支，“深海挑战者号”的直径定为
1.09米，且由钢质材料进行加工。上岸后的卡梅隆如此形
容他在水中的感受：“下潜过程中，在里面坐着不是那么舒
服，我只能缩紧身体，根本无法伸腿。”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徐芑南表示，制造深海

载人潜水器的最大难点是载人球舱的设计和加工制造。载
人球舱直径越大，对材料的要求就越高，加工制造难度就越
大。目前用于深海科学考察的几种型号载人潜水器的载人
球舱直径都在2米左右，以保证除了搭载科学仪器之外，还
能留出3个下潜人员的生存活动空间。

由此我们理解，为什么深海之旅的招募公告中，除了报
名费之外，唯一指出的就是参与者体重不能超过100公斤。

田丽艳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安全，在深潜活动中，下潜
人员必须要通过水下通讯设备和定位系统与母船时刻保持
联络。此外，因为下潜人员需要在黑暗封闭的环境中呆
数小时，所以，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也是必要
条件之一。

参与者除了有钱还不能太胖

最近，专门提供深海探险服务的 EYOS Expeditions 公司
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公开招募 3名旅客，目标是前往马里亚纳
海沟的最底端“挑战者深渊”，展开一场为期 8天的深海之旅，
首批招募3个名额，每人报名费75万美元。

据了解，马里亚纳海沟号称是最接近地心的地方，深度达11

千米，把喜马拉雅山扔进去都无法填平。
尽管 75万美元的报名费让普通人望而却步，但却阻挡不

了我们对于这趟探险之旅的好奇：花天价报名费潜到“挑战者
深渊”能看到什么？这场探险之旅除了烧钱之外，还要做好哪
些准备？

全球范围内的海沟绵延累计近6万公里，但要论世界
上最著名的海沟，当属位于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约在
6000万年前形成。

我们知道，地球的内核温度达到近 5000 摄氏度左
右，地幔层呈现出类似火山刚喷发时的熔融状态。巨大
的热量带动地幔的物质上升到位于地壳位置的岩石层，
而岩石层的温度较低，冷却后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又会
重新向地幔层下降，从而形成热对流，为地球表面的板块

运动提供动力。
当海洋板块与大陆板块发生碰撞后，因海洋板块岩石

密度大，位置低，就会俯冲插入大陆板块之下，进入地幔后
逐渐熔化而消失。在发生碰撞的地方就会形成海沟。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田丽艳告
诉记者，马里亚纳海沟就是板块运动时碰撞形成的。太平
洋板块撞上并沉到相对较轻的菲律宾板块之下，碰撞处衍
生出了包括马里亚纳海沟、马里亚纳岛弧、马里亚纳海槽和

西马里亚纳海岭等在内的一系列深海沟壑。
马里亚纳海沟呈南北走向的弧状，像一把大汤匙，类似

海底表面狭窄的折痕或沟槽，嵌在北太平洋西部海床中。
它全长约2500公里，宽度约几十公里，深度也是“远近高低
各不同”。马里亚纳海沟里并非处处是“深坑”，在底部行走
还可能会遇到高度难测的海山，其余大部分水深在8000米
以上，其中马里亚纳海沟南部区域水深超过10900米，其
最深点被称之为“挑战者深渊”，也被认为是“地球第四极”。

板块间碰撞出的大“汤匙”

本报记者 陈 瑜

他们花他们花 7575万美元打卡最近地心处万美元打卡最近地心处

现在免费告诉你那里可能看到什么现在免费告诉你那里可能看到什么

一场大雨过后，空气中会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泥土味。这种泥土的

味道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土壤中含有大量放线菌、粘细菌、蓝细菌以

及丝状真菌，这些微生物产生一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构成了

土壤的味道。其中，最常见的是土臭素（一种天然的萜类化合物）和 2-

甲基异茨醇（2-MIB）。

研究发现，对于在土壤中生存的一些小型动物来说，这种气味十分

有益。比如，弹尾目动物（一种小型节肢动物，俗称跳虫）能以土壤中的

放线菌和真菌为食。它们的触角能捕捉到这些气味分子，进而确定这

些微生物的位置。

然而，最新一项发表在《自然-微生物学》上的文章表明，看似因放

出气味而被跳虫吃了的放线菌，其实也利用了跳虫，而气味则是它们的

“诱饵”。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气相色谱分析了一种放线菌——天蓝色

链霉菌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随后，他们观察了跳虫对这些小分

子化合物的反应，发现不仅是土臭素，合成土臭素的一些中间产物以及

副产物大根香叶烯-D，都能引起跳虫触角上的电生理反应。此外，天

蓝色链霉菌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跳虫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但对

于其他昆虫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链霉菌进入繁殖期时，会产生大量的子代孢子。研究人员发现，链

霉菌产生这些挥发性化合物时，恰好是它们产生的孢子开始扩散的时

期。因此，当被吸引的跳虫前来食用这些链霉菌时，便在无意间充当了

帮助孢子扩散的媒介。

除了体表能帮助传播孢子外，跳虫在摄食链霉菌后产生的排泄物，

也能促进链霉菌孢子的传播。研究人员收集了跳虫的排泄物，并洗去

体表附着的孢子。他们发现，70.8％的跳虫粪便颗粒都含有活的链霉

菌孢子。这一发现也证实，链霉菌虽然被跳虫摄入，但它们的孢子仍能

在跳虫的肠道中存活，并进行再次传播。

一些研究证实，链霉菌能产生多种对无脊椎动物有害的代谢产

物。因此，当土壤中的其他动物，如秀丽隐杆线虫感知到这些泥土味的

小分子时，它们一般会尝试逃走。但有趣的是，以链霉菌作为唯一食物

来源的跳虫却不会“中毒”。

研究人员发现，跳虫的基因组含有多个解毒机制相关的基因簇，因

此它们能暴露在含有各种有毒物质的土壤中。而链霉菌产生的多种抗

生素，还能帮助跳虫杀死体内的病原体。考虑到跳虫和链霉菌在土壤

中均具有很高的丰富度，研究人员推测，这两类生物在很久之前，就形

成了这种特殊的“互利”的关系。 （据《环球科学》）

你爱闻的雨后泥土味
其实是细菌的“诱饵”

石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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