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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6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3 日报道，美国科

学家研制出了迄今最小的存储设备，其横

截面积仅 1平方纳米，容量约为 25兆比特/

平方厘米，与目前的商用闪存设备相比，每

层的存储密度提高了 100 倍。研究人员表

示，最新研究有助于科学家研制出更快、更

小、更智能、更节能的芯片，应用于从消费

电子到类脑计算机等多个领域。

研究人员称，最新研究基于他们两年

前的研究成果。当时，他们研制出了那时

最纤薄的存储设备——“atomristor”，其厚

度仅为单个原子厚度。但要使存储设备变

得更小，横截面积也要更小。因此，在最新

研究中，他们将存储器的横截面积缩小到

仅 1平方纳米。

研究人员解释称，制造存储设备的材

料中的缺陷或孔洞是其拥有高密度存储能

力的关键所在。最新研究负责人、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电气和计算机工程学系

教授德杰·阿金沃德说：“当一个额外的金

属原子闯入纳米孔洞内并填充它时，会将

自己的一些导电性能赋予材料，这会产生

变化或存储效应。”

阿金沃德介绍道，最新研制出的存储

器是一种忆阻器，这是存储器研究领域的

“香饽饽”，它们可以做更小，同时拥有更多

存储容量。存储设备越小，越有望催生更

小的芯片和处理器，如此也有助科学家们

研制出更紧凑的计算机和手机。缩小尺寸

也可以降低存储器的能耗并提高存储容

量，这意味着科学家们可以研制出能耗更

少但运行速度更快、更智能的设备。

美国陆军研究办公室资助了这一研

究 ，该 办 公 室 项 目 经 理 帕 尼·瓦 拉 纳 西

说：“这项研究获得的结果为开发国防部

感兴趣的下一代应用，如超高密度存储、

神经形态计算系统、射频通信系统等铺

平了道路。”

阿金沃德说：“存储器领域的‘圣杯’是

用单个原子控制存储功能，我们在新研究

中实现了这一点。尽管最新研究使用二硫

化钼作为主要纳米材料，但我们认为，该发

现可能适用于数百种相关的原子厚度的纤

薄材料。”

忆阻器就是记忆电阻，最吸引人的一

点：它可以记忆流经它的电荷数量，或者

说，能记住很多信息，这和生物的神经细

胞非常像。亦因此，对忆阻器的研发总是

和神经形态计算系统联系在一起。人们

曾经很担心这一研究最终会导致《终结

者》里的“天网”出现，其获得自我意识后

对创造者人类倒戈相向。但就目前的研

究水平来说，这一担心还为时过早。越来

越小的忆阻器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更小的芯片和处理器，消耗更少的电力、

占用更少的空间，然后在遥远的未来，或

真正出现一套与生物大脑没有太大区别

的计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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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系统已经给我们的城市带来诸

多方便。然而，在许多国家，对人脸识别的抵

抗声也在不断高涨。研究人员、公民自由倡

导者和法律学者都受到人脸识别技术兴起的

困扰。他们正在跟踪其使用，揭露其危害并

开展运动以寻求保障甚至是彻底禁止技术的

使用。然而，技术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更多

人认为该技术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其背后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近期，《自然》杂志的一系列报道对人脸

识别系统背后的道德伦理学进行了探讨。一

些科学家正在分析人脸识别技术固有的不准

确和偏见，对其背后存在的歧视发出警告，并

呼吁加强监管、提高技术透明度。

《自然》杂志对 480位从事人脸识别、人工

智能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研究的研究人员的调

查显示，人们对人脸识别研究的伦理学普遍

存在担忧，但也存在分歧。

有些未经同意获取数据

为了使人脸识别算法正常工作，必须对

大型图像数据集进行训练和测试，理想情况

下，必须在不同的光照条件和不同的角度多

次捕获这些图像。过去，科学家普遍招募志

愿者，只为收集各种角度的照片；但现在，大

多数人未经许可即被收集人脸图像。

在《自然》杂志的 480 位受访者中，当被

问及对应用面部识别方法从外表识别或预

测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或种族）的研究有

何看法时，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此类研究

只能在获得面部识别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或者在与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体代表讨

论后进行。

大多数人认为，使用人脸识别软件的研

究应事先获得伦理审查机构（例如机构审查

委员会）的批准。他们认为，对于在学校、工

作场所或由私人公司监视公共场所时使用人

脸识别进行实时监视感到最不舒服，但是他

们通常会支持警察在刑事调查中使用人脸识

别系统。

从法律上讲，目前尚不清楚欧洲的科学

家是否可以未经人们的同意而收集个人人脸

的照片以进行生物识别研究。欧盟的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并没有为研究人员提供明显的法

律依据。在美国，一些州表示，商业公司未经

其同意使用个人的生物识别数据是非法的。

受访者强烈认为，应该有其他法规来规

范公共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超过 40％的

人则希望禁止实时大规模监视。

存在性别和种族偏见现象

人脸识别系统通常是专有的并且保密，

但是专家说，大多数系统涉及一个多阶段过

程，该过程通过深度学习对大量数据进行大

规模神经网络训练。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在去

年年底发布的报告中称，人脸识别的准确率

有了显著提高，深度神经网络在识别图像方

面效果明显。但 NIST 同时也证实，相对于有

色人种或女性，大多数人脸识别对于白人男

性面孔的准确性更高。特别是，在 NIST 的数

据库中被归类为非裔美国人或亚裔的面孔被

误认的可能性是那些被归类为白人的面孔的

10—100倍。与男性相比，女性误报的可能性

更高。

领导 NIST 图像小组的电气工程师克雷

格·沃森认为，这种不准确很可能反映了每家

公司培训数据库构成的不平衡，一些公司可

能已经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有待严格立法和监管

致力于人脸识别或分析技术的研究人员

指出，人脸识别有很多用途，比如寻找走失的

儿童，追踪罪犯，更方便地使用智能手机和自

动取款机，通过识别机器人的身份和情绪来

帮助机器人与人类互动，在一些医学研究中，

还可以帮助诊断或远程跟踪同意的参与者。

人脸识别技术有好处，但这些好处需要

根据风险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它需要得

到适当和细致的监管。

目前，许多研究人员以及谷歌、亚马逊、

IBM 和微软等公司都呼吁在人脸识别系统方

面出台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北大学研究面部监

控的计算机科学家、法学教授伍德罗·哈特佐

格说视人脸识别技术为“史上最危险的发

明”，说如果美国立法者允许公司使用人脸识

别，他们应该编写规则，从健身房到餐厅都应

当禁止“面部指纹”的收集和储存，并禁止将

人脸识别技术与自动化决策（如预测性警务、

广告定位和就业）结合使用。

尚须谨慎研究和思考

密歇根州立大学东兰辛分校的计算机科

学家阿尼尔·贾恩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

需要大量正当而合法的人脸和生物识别应

用。”但一些科学家表示，研究人员也必须认

识到，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人脸进行远

程识别或分类的技术从根本上是危险的，应

该努力抵制其被用来控制人们的做法。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首要会议之一，神

经信息处理系统会议是今年首次要求进行这

种道德考量，即提交有关人脸识别论文的科

学家必须添加一份声明，说明他们的工作中

存在的伦理问题和潜在的负面后果。

此外，《自然机器智能》杂志也在试图要求

一些机器学习论文的作者在文章中加入一项

声明，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伦理问题。

纽约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从事技术伦理

研究的社会学家凯伦·利维认为，研究人脸识

别的学者意识到道德伦理问题，“感觉像是科

学界真正的觉醒”。

道德伦理：人脸识别“热”中的冷思考

实习记者 张佳欣

东京大学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组

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在 2013年至 2019年期

间，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南侧陆地的地下水

中持续检测出浓度超过天然存在标准的氚

水，平均浓度约为 20Bq/L。这是从核电站

周边的地下水中连续检测出含氚地下水的

首份报告。

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的污染处理水

（氚水）该如何处理，日本一直在进行多方

面的探讨。根据东京电力公布的 17000 份

氚水测量数据的信息，研究团队认为此次

报告的氚水来源可能是：2013年至 2014年

H4 区域和 H6 区域污水蓄水罐发生的泄

漏；事故初期从反应堆扩散到不透水层的

地下水。另外，锶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分析

结果显示，从核电站南侧的不透水层流过

的地下水与被氚污染的地下水在水文地质

学上的路径不同。

福岛核电站南侧检测出含氚地下水

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机构与日本国际纳

米结构研究中心、日本东北大学组成的研

究小组，利用金刚石成功开发出了即使在

500℃的高温下也能以低功耗稳定工作的

高灵敏度磁传感器，并从理论上明确金刚

石在高温下也能稳定驱动，可克服现有高

温磁传感器缺点的机制。

现有的高温磁传感器存在尺寸大、耗

电量大，或者灵敏度低、在高温下无法稳定

工作等缺点。金刚石具备 5.5eV 的宽带

隙，即使在高温下电子也不容易被激发，有

望以高灵敏度实现稳定的运行。此次，研

究小组利用金刚石成功开发出了超高灵敏

度磁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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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石磁传感器高温下能稳定工作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4日发表的一项生

物学最新发现，美国科学家团队报告了在昆

虫世界发现的首个生物矿物身体盔甲。这种

盔甲此前只在海洋生物中存在，但现在在一

种昆虫身上发现，令科学家们非常惊讶。这

一发现对我们理解生物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该发现也拓宽人们对自然世界利用生

物矿物的认知。

所谓的生物矿物，是指动植物体内的无

机矿物材料——骨、牙、软体动物壳、植物维

管束等。对于动物来说，经过 20 亿年物竞天

择的优化，生物体结构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动

物的生物矿物则一般会在特定生物条件下形

成，其具有特殊的高级结构和组装方式，可作

为一种生物器官。

科学家认为，不可溶的钙盐，譬如碳酸盐

和磷酸盐应是广泛存在于整个生物世界，其

许多种沉淀物被用作支撑结构或者是硬组

织，进而部分才会出现在动物的骨骼或其他

坚硬部位上。

生物矿物骨骼的演化从逾 5.5 亿年前就

开始了，但人们此前只在甲壳类动物身上发

现了这种盔甲，如龙虾等海洋动物，在此次研

究之前，在昆虫中还从来没见过。

根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科学

家卡梅隆·库里及其同事的研究报告，他们此

次在名为“A. echinatior”的切叶蚁工蚁的外

骨骼上，发现覆盖了一层富含镁的方解石盔

甲。研究团队发现，这个盔甲会随着切叶蚁

的成熟而生长，增加它们的外骨骼硬度，并近

乎覆盖整个身体。

研究人员观察到，有生物矿物外骨骼的工

蚁在遇到巨首芭切叶蚁时，存活的可能性比没

有生物矿物外骨骼的工蚁更大。巨首芭切叶

蚁兵蚁是切叶蚁族群中最大的一种，当它攻击

“A. echinatior”切叶蚁时，后者工蚁身上的一

层富镁方解石盔甲可保护它们免受袭击。此

外，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盔甲还有助于保护它们

不被金龟子绿僵菌这种致病真菌感染。

研究团队认为，在一种人们已经研究较为

透彻的昆虫物种中，新发现了这种盔甲，说明我

们对自然界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同时，也说明生

物矿物身体盔甲比人们之前认为得更加普遍。

昆虫生物矿物盔甲首次发现

以色列兹布拉医学视觉初创公司和苏格

兰斯托姆 ID 咨询公司决定联手开发可检测

有骨质疏松症患病风险者的方法，其基本思

路是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软

件，对医学成像数据和患者病历进行分析，以

帮助临床医疗组在患者骨折发生前将他们筛

选出来并加以治疗。

两家公司的合作提议在英国和以色列研

发竞赛中胜出，他们将与国际跨学科的临床

医生、数据专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组成的团队

合作两年，在英国全国健康服务的大格拉斯

哥和克莱德医疗保健机构和以色列阿苏塔医

疗中心对软件进行临床测试和运行。

骨质疏松症患者骨密度低、骨质呈脆

性。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

可导致发病和死亡，这是人口老龄化面临的

挑战。兹布拉公司在声明中说，易碎性骨折

是该病的主要并发症，但患者常常没有得到

充分的诊断和治疗。

兹布拉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

帮助阅读人体组织医学扫描图像；斯托姆 ID

公司则开发出可以分析患者身体数据的系统，

这些数据来自应用程序、传感器和可穿戴设备

等技术。分析的结果可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共享，以帮助他们做决策和实施针对性干预。

两家公司计划将他们的数据分析和人工

智能阅读技术相结合组成新平台，成为骨质

疏松症筛查的工具。斯托姆 ID 公司主管保

罗·麦吉尼斯说，通过提前预测骨折的潜在风

险，可以尽早进行干预，这更有益于患者和整

个健康体系。

阿苏塔医疗中心图像与创新负责人米晓

尔·古因迪博士表示，利用新平台重新分析患

者病历和医学图像的信息是现代人工智能的

重要优势。阿苏塔每年要为患者做 20多万次

CT 检查，可在早期发现骨质疏松症中发挥重

要作用，为解决日益引起关注的公共健康挑

战作出贡献。

利用 AI 技术预测骨质疏松

科技日报讯 （记者董映璧）俄罗斯托木

斯克工业大学科研人员，利用化学重氮处理

压电聚羟基丁酸酯支架表面以促进成骨细胞

生长的技术，开发出一种可有效再生骨骼、皮

肤和神经组织的新型材料。相关研究结果近

日发表在《今日应用材料》杂志上。

所谓的压电效应是某些材料将机械变形

能转化为表面电荷的能力。人体具有许多电

感应细胞和压电组织，包括骨骼。现代康复

医学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具有类似于人体组织

的压电特性的材料。具有必要性能的压电聚

合物很难被水和生物基质润湿，从而阻止了

细胞黏附于其表面，有效地促进了组织再

生。虽然提高润湿性的常规方法会导致压电

效应显著降低，但俄罗斯研究人员开发的聚

合物表面改性方法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俄托木斯克工业大学材料与复合材料物

理中心的负责人罗曼·苏尔梅涅夫解释说，人

体能够通过细胞过程的电刺激来再生骨骼组

织，具有压电特性的植入物可以加速骨骼缺

陷骨缺损（如骨折或裂缝）的修复。利用改变

植入物表面的方法（使用特殊有机分子的薄

层）不仅提高了润湿性和细胞响应能力，而且

不会改变基材的压电性能。

罗曼·苏尔梅涅夫称，通过涂覆芳香族重

氮盐可以改善聚合物的特性，他们的研究中

使用了聚 3-羟基丁酸酯，它是一种生物相容

且可生物降解的压电材料，广泛应用于医疗

实践。

俄托木斯克工业大学化学与生物医学技

术研究所副教授帕维尔·波斯特尼科夫说：“通

过控制治疗的持续时间、重氮盐的含量以及将

其附着在聚合物上的紫外线源的功率，可以改

变接种到植入物表面的官能团的数量，从而调

整其参数，以完成特定的临床任务。”

帕维尔·波斯特尼科夫称，植入物表面存

在压电电荷，当与人体组织接触时会形成电

场，从而激活某些类型的细胞，以这种方式改

性的压电聚合物可以应用于骨骼、皮肤甚至

神经组织的康复。

俄开发有效促进组织再生的新材料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科技日报讯 （记者邰举）韩国聚变能

源研究所 11 月 23 日在大田总部举行新闻

发布会，宣布成功将韩国超导核聚变研究

装置 KSTAR 的超高温等离子体在 1 亿摄

氏度的温度下保持 20 秒。

KSTAR 研 究 中 心 负 责 人 表 示 ，自

2008 年装置开始运行以来，平均每年进行

2000 至 3000 次试验。经过 10 年 25860 次

实验取得了这一成果，韩国的核聚变技术

由此上升到世界最高水平。

KSTAR 项 目 于 1995 年 开 始 建 设 ，

2007 年 完 成 ，2008 年 开 始 运 行 。 设 备

耗 资 约 4 亿 美 金 ，研 究 团 队 规 模 约 为

300 人。

2018 年，KSTAR 首次成功将等离子

体保持在 1 亿摄氏度下 1.5 秒。

此 前 ，美 国 和 日 本 的 研 究 团 队 在

1999 年成功地将等离子体温度提高到 1

亿摄氏度。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团队

的 等 离 子 体 保 持 时 间 最 长 约 为 7 秒 。

2018 年，中国的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型超

导托卡马克（EAST）”实现了保持 10 秒的

世界最高纪录。

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完善 KSTAR，

分流器材料计划改为耐热性和抗冲击性

强的钨金属。

在2030年之前，计划继续使用KSTAR

装置进行研究，2030 年建造验证性发电设

备“DEMO”，2050 年最终实现热核聚变

能源商业化。

韩国核聚变研究取得新突破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6日电 （记者冯卫
东）阿斯利康公司和牛津大学在 23 日宣布其

实验性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初步结果后两天，

即发布声明承认一些研究参与者所接受的疫

苗剂量存在关键错误，这引发了人们对其研

发新冠疫苗的初步结果的质疑。

阿斯利康在声明中虽然承认了疫苗制造

中存在的错误，但并没有提及为什么一些研

究参与者在注射两次疫苗后的第一周没有获

得预期的免疫效果。令人惊讶的是，剂量较

低的志愿者组似乎比剂量为两次全剂量的志

愿者受到更好的保护。

阿斯利康说，在低剂量组中，该疫苗似乎

有 90％的有效性。在接受两次全剂量的小组

中，该疫苗的有效性则为 62％。这家制药商

表示，将两者结合起来，该疫苗似乎达到了

70％的有效性。但是，该公司得出的结果和

报告结果的方式引起了专家们的尖锐质疑。

23日宣布的部分结果来自英国和巴西正

在进行的大规模临床研究，这些研究旨在确

定最佳疫苗剂量，并检查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志愿者中尝试了多种组合和剂量，并与其

他接受过脑膜炎疫苗或生理盐水注射的人进

行了比较。

牛津大学在 25 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该试

验中使用的一些小瓶的疫苗浓度不正确，因

此一些志愿者得到了一半的剂量。该大学表

示，已与监管机构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同意与

两个小组一起完成后期试验。

阿斯利康说，大约有 2741 人接受了半剂

量的疫苗，随后又接受了全剂量。共有8895人

接受了两次全剂量。专家质疑说，低剂量组的

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很难知道该组中的效果是

真实的还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而且，小剂量组

中没有一个参与者超过55岁。与老年人相比，

年轻人倾向于产生更强的免疫反应，因此低剂

量组的年轻参与者可能是使结果看起来更有

效的原因，而不是剂量大小的原因。

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全球卫生计划副

研究员戴维·索尔兹伯里表示，另一个困惑是，

决定将两组接受不同剂量水平的参与者的结

果进行汇总，以达到平均70％的有效性。他谈

到这个数字时说：“进行了两项研究，分别使用

了不同的剂量，并得出了不代表任何一种剂量

的复合结果。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尚未确定

半剂量组更有效的确切原因。负责这项研究

的牛津大学科学家之一莎拉·吉尔伯特表示，

答案可能与提供正确数量的疫苗以触发最佳

免疫反应有关。

研发人员表示，试验结果的详细信息将

在医学期刊上发布，并提供给英国监管机

构，以便其可以决定是否授权分发疫苗。这

些报告将包括一份详细的细目分类，其中包

括人口统计数据和有关每个组中谁生病的

其他信息，并提供有关该疫苗有效性的更完

整描述。

阿斯利康/牛津新冠疫苗有效性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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