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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卫东）虽然人类大

脑的一般结构和组织是普遍的，但日前发表

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可通过

大脑活动观察并量化人们重新构想常见情景

之间的差异，这些独特的神经系统特征最终

可用于理解、研究甚至改善诸如阿尔茨海默

症等疾病的治疗。

当人们想象相似类型的事件时，每个人都

会做不同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经历。美

国罗彻斯特大学德尔蒙特神经科学研究所的

研究表明，可解码与人脑相关的复杂信息并确

定每个人记忆中所特有的神经“指纹”。

研究人员让 26名受试者回忆起常见的情

景，例如开车、参加婚礼或在餐厅吃饭。这些

场景足够广泛，因此每个参与者都会以不同

的方式重新构想它们。参与者的口头描述被

映射到计算语言模型，该模型近似于单词的

含义并创建描述上下文的数字表示。他们还

被要求对记忆中的各个方面进行评分，例如

与声音、色彩、运动和不同情感的关联程度。

然后，将受试者置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

（fMRI）中，并要求他们重新想象经历，研究

人员则观测大脑的哪些区域被激活。

利用 fMRI 数据以及受试者的言语描述

和评分等级，就能分离出与该人的经历相关

的大脑活动模式。例如，如果受试者想象场

景中闯了红灯，则与回忆运动和颜色相关的

大脑区域被激活。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数据建

立了每个受试者大脑的功能模型，从本质上

创建了他们神经活动的唯一特征。

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出大脑的多个区域，

这些区域是处理整个大脑网络信息的枢纽，

这些信息有助于回忆有关人、物体、位置、情

感和感觉。他们还能够观察到这些网络中的

激活模式在各个等级上有何不同，具体取决

于每个人的回忆和想象力的细节。

研究人员表示，认知科学的目标之一是

了解人脑是如何表示和操纵记忆的。这项研

究表明，fMRI可通过足够的信号来观测大脑

活动，从而识别出反映每个人独特经历的神

经表征中有意义的人际差异。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定的许多

关键区域趋向于功能下降，并且很容易遭受

因疾病而引起的退化，如像阿尔茨海默症。

这些发现有望带来诊断和研究记忆缺陷相关

疾病（如痴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新方

法，甚至采用个性化治疗并预测哪种疗法会

更有效。

人类记忆中特有神经“指纹”解码
或有助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

据美国媒体 12 月 8 日报道，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近日发布了一份长达 188

页的报告，概述了其 2024年开始的“阿耳忒弥

斯 3 号”（Artemis III）任务的七大科学目标，

其中包括进一步阐释地球—月球系统的撞击

历史等，以揭开笼罩在“月亮女神”头上的“神

秘面纱”。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阿耳忒弥斯”

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月球建立一个“阿耳忒

弥斯大本营”，尽管目前一切活动都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需

要 数 百 亿 美 元 以 及 总 统 和 国 会 的 批 准 ，

NASA 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保障可能还需拭

目以待。

设置七大科学目标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8 日报道，“阿耳忒弥

斯 1号”任务计划于 2021 年年底前完成，将测

试太空发射系统（SLS）和不载人的“猎户座”

（Orion）飞船。“阿耳忒弥斯 2 号”任务将于

2023年启动，届时将开展载人试飞活动，但不

会登月。“阿耳忒弥斯 3 号”计划于 2024 年开

始，旨在将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宇航员送上

月球，如果成功，这名女性将成为第一位到过

月球的女性。

NASA 科学任务理事会副会长托马斯·
祖布臣说：“月球拥有巨大的科学潜力，宇航

员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月球。”

据美国太空网 8 日报道，在这份长达 188

页的报告中，NASA 为“阿耳忒弥斯 3号”任务

设定了七大科学目标，其中包括：了解行星的

形成和演化过程，因为月球可以作为其他“空

气稀薄”天体（如小行星）的参照物；了解月球

极地挥发物——包括已知存在于月球南极的

水冰的特征和来源；阐释地球—月球系统的

撞击历史，因为与地球表面不同，月球表面能

长时间保存陨石坑；揭示记录古代太阳和我

们周围天文环境的信息，因为太阳活动的记

录可嵌入月球表面；从一个独特位置观察宇

宙和太空环境，这可能有助于从月球背面开

展天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科学工作）；在月球

环境中进行实验科学研究，一旦 NASA 确定

将在月球开展哪些实验，会进一步明确相关

细节；调查和减轻探测风险，NASA 希望月球

探测活动能为本世纪 30年代将人送往火星提

供重要信息。

强调人机协同工作

NASA 在报告中还强调，届时，宇航员在

月球上最多只能呆 6天半，他们将与机器协同

执行相关任务。

报告称，近几十年来，NASA 的月球勘测

轨道飞行器等任务一直在从上方对月球表面

进行检查，尽管人工智能和机器成像领域不

断取得进展，但派宇航员前往月球表面进行

现场勘探是一大进步。

为此，需要让宇航员参与地质考察和训

练，这些实践活动将使宇航员能确定岩石的

地质价值，使其采样工作更加精确。NASA

官员在报告中指出：“要让这一样本返回计划

获得最佳效果，关键在于训练有素的宇航员

进行的地质观测，他们可以借助现代工具与

地球上的科学家实时交流。”

NASA 的另一项训练建议称：“宇航员应

接受训练并配备合适的装备，以收集各种地

表和地下样本。”

美国太空网报道，“阿耳忒弥斯 3号”任务

没有配备月球车，这意味着宇航员将步行工

作，就像 1969 年执行阿波罗 11 号任务的宇航

员首次登上月球所做的一样。

不过，NASA 方面称，从“阿耳忒弥斯 4

号”开始的任务将包括一个无压月球车，以

“扩大探测范围，并允许对区域地表和地下样

本进行更多样化的采样”。

资金保障是成功关键

报告称，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阿耳忒

弥斯 3 号”任务之后，NASA 将启动一系列载

人登月任务，最终将建成一个名为“阿耳忒弥

斯大本营”的永久科考站。这一大本营将包

括栖息地、电力系统（可能使用太阳能或电

池）和通讯系统。而且，随着科学家们在月球

表面建造更多基础设施，未来的月球远征可

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阿耳忒弥斯”计划的几个里程碑时间目前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有些即将实现，包括

未来几年对月球宇航服进行测试、“阿耳特弥斯

1 号”火箭核心级正在进行“绿色运行测试系

列”、即将在真空环境下测试“阿耳忒弥斯1号”

的“猎户座”飞船，以及“阿耳忒弥斯1号”任务计

划于明年进行一次不载人的月球往返飞行等。

虽然如此，“阿耳忒弥斯”计划能否“得偿

所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 NASA 未来几

年能否获得足额资助。据美国太空新闻网报

道，NASA 希望其人类着陆系统 2021 财年能

获得 32 亿美元拨款，但参议院版本的预算法

案只拨款 10 亿美元；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只拨

款 6 亿美元。任一法案获得通过，都将使其

2024年登月时间表岌岌可危。

“阿耳忒弥斯3号”欲建月球大本营
NASA最新登月计划概述七大科学目标 强调人机协同

本报记者 刘 霞 冯卫东

NASA拟2024年派宇航员前往月球。
图片来源：美国太空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董映璧）俄罗斯托

木斯克理工大学开发出一种利用神经网络

技术检测半透明材料缺陷的新方法，测量

精度超过所有其他方法。相关研究结果发

表在最近的《无损评估》上。

玻璃纤维是一种由多种成分组成的

复合材料，由于其良好的抗拉强度，广泛

用于航空航天、汽车、能源和其他行业。

无损检测是任何现代材料生产和运营不

可或缺的部分，包括检测材料的强度、可

靠性和其他特性，以及检测材料中的结

构缺陷。

红外热成像是最常见的无损检测方

法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通常使用大功率

光学灯加热材料，并用热像仪监控表面温

度。如果材料有缺陷，将比完整的样品加

热或冷却得更快或更慢。因此，这种方法

可以在短时间内监测较大的表面而不会

与材料接触，较好地分析结果。但是玻璃

纤维的半透明性，限制了这种无损检测方

法的使用。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无损检测和安全工

程学院研究人员阿列克谢·莫斯科夫琴科

表示，在不透明的物体中，光首先被材料的

表面吸收并转化为热量，然后表面热量扩

散到材料深处。而在半透明材料中，一部

分光穿过材料被整个厚度吸收，从而导致

材料内部受热不均匀代替了材料的表面受

热现象。因此，建立在表面受热物理学基

础之上的各种方法就无效了。

研究人员开发的使用人工神经网络

技术检测半透明材料缺陷的新方法，主

要包括检测时使用的算法软件，其有效

性取决于用于神经网络学习的数据的数

量和质量，对于特定的材料和设备，可以

对网络学习进行训练，使测量精度超过

其他方法。

目前，该软件正在实验室进一步研

究，研究人员计划继续改进算法以提高其

准确性。

神经网络技术检测玻璃钢缺陷精度高

本周焦点

“盖亚”发布迄今最详细银河系恒星图录
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公布了银河系迄

今最详细恒星图录——欧洲空间局（ESA）“盖

亚”空间天文台发布的第三份有关恒星位置、

运动、亮度和颜色等的数据，也包括首次对太

阳系加速度开展光学测量得出的结果。“盖

亚”前两次发布的数据囊括了 16亿颗恒星的

位置，这次公布的结果使恒星总数接近 20亿

颗，数据的精度远超先前数据。其有助科学

家进一步揭示银河系演化历程。

本周“明星”

世界首个便携式DNA“三录仪”诞生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科学家开发了世界

上第一款基于苹果操作系统的移动式基因

组序列分析程序，用苹果手机配上手持式

DNA 测序仪，就可创建一个移动式遗传学

实验室。这使人不禁想起美剧《星际迷航》

中的“三录仪”。其减少了在现场对笔记本

电脑或大型设备的需求，对流行疾病和生态

工作者非常有用。

基础探索

哈勃数据解释暗物质缺失星系成因
自 2018年起，科学家曾发现两个暗物质

缺失星系，它们引发了天文学界关于天体性

质和引力定律的激烈争论。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与欧洲空间局（ESA）利用哈

勃望远镜的最新数据，解释了为什么星系中

会有大部分暗物质“失踪”。该研究不仅解

决了一项天文学难题，也让有关星系形成和

演化的现有知识与宇宙学模型达成一致。

超算模拟或解月球形成之谜
英国科学家展开的一项新超级计算机

模拟创建出一个类似月球的物体，研究人员

将之称为“原型月球”，模拟结果显示，大约

45亿年前，月球可能是由于地球与火星大小

的行星泰娅（Theia）碰撞而形成的。

“最”案现场

迄今最轻薄有机发光二极管面世
英国科学家利用有机电致发光分子、金

属氧化物和具有生物兼容性的聚合物保护

层，研制出了迄今最耐用、最轻、最薄的光

源。这种新型有机发光二极管（LED）有望

对未来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设计产生重大影

响，让这些设备的显示器可折叠起来，同时

也有望促进脑科学的发展。

技术刷新

新型光学传感器模仿人眼感知更逼真
美 国 俄 勒 冈 州 立 大 学 在 新 型 光 学 传

感器研发上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开发出

一种新型光学传感器，可更逼真地模仿人

眼感知物体变化的能力。这一成果有望

带来图像识别、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重大突破，还能与神经形态计算机

完美匹配。

本周轶闻

2020：人造物质量超过活生物量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科学家称，

2020 年是标志着人造物质量超过活生物

量 的 转 折 点 ！ 在 过 去 100 年 里 ，建 筑 、道

路 、机 器 这 类 人 造 物 的 质 量 每 20 年 翻 一

番。这一研究结果提醒所有人，人类对地

球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而如果按照当

前的趋势，人造物质量预计将在 2040 年超

过 3 兆吨。

（本栏目主持人：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12月7日—12月13日）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通讯·化学》杂志近日发表一项

最新的血液分析技术，美国科学家团队首

次将傅里叶变换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法

（ATR FT-IR）与统计分析相结合，建立

了一种全新模型，进而报告了一种能从 11

种动物血液中区分人类血液的非破坏性技

术。这项技术可用于快速确定犯罪现场发

现的血迹是否来自人类。

血 迹 是 获 得 DNA 证 据 的 一 个 最 主

要来源，但当前的血液检测一般会破坏

样本和 DNA 证据。这些检测还会提供

假阳性结果——在没有人血的情况下报

告有人血。有鉴于此，能够可靠、非破坏

性地区分人血和动物血对于法医取证来

说非常需要，尤其是在肇事逃逸案件中，

嫌疑人可能会声称事件与动物而不是人

相关。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科学

家伊戈尔·莱德尼夫及其同事，此次设法将

傅里叶变换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法结合统

计分析，用来区分人血和动物血。ATR

FT-IR 在无损检测和表面信息获取方面

具有非凡的优势，研究团队利用人、猫、狗、

兔、马、牛、猪、负鼠、浣熊的血样建立了统

计学模型，并利用鹿、驼鹿、雪貂的血样验

证这些模型。

研究团队还选取了常见的家庭宠物、

人类食用动物或是可能卷入野外犯罪或

肇事逃逸事件的动物。在用训练数据集

的动物血样验证模型时，共 290 次验证中

出现 1 次错分类；而在利用鹿、驼鹿、雪貂

血样进行模型验证时，完全没有出现任何

错分类。

血迹分析是现场重建技术的重要内

容之一。分析人员会应用生物学、物理学

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对现场遗留血迹的检

验，研究血迹形成机制，判断出血部位、

出血量以及作案过程，并且还能得到出血

之后相关人、物的运动状况，进而才能去

印证各方的供述是否真实。研究团队表

示，考虑到目前已有一些 ATR FT-IR 光

谱仪是便携式的，这项技术将能用于案发

现场的分析。

通过检测血液中的 DNA，已经可以实

现一些以往不敢想象的事情。比如，检测

血液中的 ctDNA，能够实现对多种常见癌

症的早期筛查。但血液 DNA 检测并不像

大家想象得那么容易，尤其是在某些复杂

的场景。在犯罪现场，区分动物血迹与人

类血迹，获取准确的 DNA 结果，看似简单

的事情，在现实中却充满挑战。上述研究

让这一难题的解决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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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CNN）近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飞行工程师最近拔出了在国际

空间站高级植物培养环境中种植的 20 根萝

卜，用锡纸包裹好，以便冷藏至明年送回地

球。研究人员称，这一成果为较长期月球和

火星之旅的食物生产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NASA发布的一份说明书介绍，萝卜是首

次在零重力环境下成功种植并收获，此前成功

收获的农产品包括红色长叶生菜、绿色生菜、

大白菜、扁豆和芥菜等。据悉，宇航员已在国

际空间站上种植了15种植物，包括8种绿叶植

物。NASA 还在地球上测试了 100 余种农作

物，以确定下一步将在太空试种的候选农作

物。此外，宇航员将在太空重复萝卜实验，再

种植并收获一轮萝卜，以提供更多可用数据。

NASA 肯尼迪航天中心高级植物培养环

境项目经理妮科尔·杜富尔说：“我从一开始

就参与这一项目，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将有

助于宇航员安全往返火星。”

研究人员在位于肯尼迪的航天中心也种植

了萝卜作为对照组，预计于12月15日收获。他

们将对比在太空与地球种植的萝卜，以检测太

空农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执行较长期太空任

务的宇航员提供所需的矿物质和营养物质。

对于执行长期任务的宇航员来说，萝卜

作为食物来源具有很多优势：萝卜生长速度

快，27天就能完全成熟。此外，这种根茎类蔬

菜在生长过程中也无需很多养护。

该项目首席研究员卡尔·哈森斯坦说，研

究人员将分析二氧化碳对萝卜的影响，以及

这些蔬菜获取矿物质的情况。

杜富尔说：“种植一系列作物有助于我们

确定哪些植物可在微重力环境下茁壮生长，

并为执行长期航天任务的宇航员提供最佳品

种及均衡营养。”

国际空间站首次收获新鲜萝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卫东）据最新一

期《自然》杂志报道，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一项新研究发现，低成本纳米金刚石的量

子感应能力可提高纸质诊断测试的灵敏

度，其灵敏度比广泛使用金纳米颗粒的测

试高出 5 个数量级，有望更早检测出诸如

HIV之类的病毒性疾病。

纸质侧向流动测试与妊娠测试的工作

方式相同，将一条纸浸入液体样本中，以颜

色（或荧光信号）变化表示阳性结果及检测

到病毒蛋白或 DNA，被广泛用于检测从

HIV 到新冠病毒等各种病毒，可实现快速

诊断，不必在实验室处理结果。

纳米金刚石具有的更高灵敏度，可检

测到更低的病毒载量，这意味着可以在更

早阶段发现疾病，有望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采取及时有效治疗。

金刚石具有高度的规则结构，有些具

有一种称为“氮空位（NV）中心”的缺陷。

NV 中心有许多潜在应用，从超灵敏成像

的荧光生物标记到量子计算中的信息处理

量子位。研究人员就是利用了纳米金刚石

的这种特性。

NV 中心可发出明亮的荧光，以此表

示抗原或其他靶分子信号的存在。过去，

荧光标记受到来自样品或试纸条的背景荧

光的限制，很难检测出低浓度病毒蛋白或

DNA。但是，荧光纳米金刚石的量子性质

允许选择性地调节其发光，因此可以使用

微波场将信号固定在设定的频率上，并且

可以有效地将其与背景荧光分离，从而解

决了这一限制。

光学结果表明，与金纳米颗粒相比，纳

米金刚石的灵敏度提高了 5 个数量级（10

万倍），也就是说，生成可检测信号所需的

纳米颗粒数量要少得多。通过一个短短的

10 分钟恒温扩增步骤，研究人员能够在模

型样品中以单个分子的水平检测艾滋病病

毒 RNA。

这项工作已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了

演示，但研究小组希望开发新的测试方

法，以便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或便携式荧光

读取器读取结果，从而使用户更容易进行

测试。

纳米金刚石可在单分子水平检出病毒
灵敏度比金纳米颗粒高 5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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