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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记者 刘 霞

◎实习记者 李 杨

地缘政治冲突破坏国际和平大环境的恶

果已然显现。全球气候治理正在让位于地缘

政治议程。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天然

气、金属等资源出口国，俄乌同为全球重要粮

食出口国。俄乌冲突以来时近三周，以原油

和小麦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应枪声而

涨，未来经济形势晦暗不明；交易完全自由化

的欧盟天然气市场出现恐慌，德国电力价格

突破新高，各国现有能源政策正在面临考验。

脱碳计划面临现实性
因素冲击

尽管欧洲多国正在寻求能源供应“多元

化”，谋求摆脱当前对俄能源深度依赖，但能

源、电力消费需求并非能够“说断就断，说停

就停”。能源行业研究机构雷斯塔能源汇编

的数据显示，2021 年，欧洲电力消费量达到

3650 太瓦时，非天然气的发电量仅有 152 太

瓦时，既有核电在安全性存疑、老旧待翻新等

多重不利因素下也难堪大任。

多家市场分析机构明确指出，不论是核电

还是可再生能源电力，都无法完全保证欧洲的

电力供应。事实上，欧盟进取心十足的脱碳战

略的核心就是充分运用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

气，在此前提下才能按原定计划报废那些“不

受欢迎”的煤炭火力发电厂。不同于短期的

“绿色通胀”，欧盟能源政策“去俄罗斯”化将从

现实角度审视其脱碳计划的可行性。

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
场“降温”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出现的“碳价”暴跌。

所谓“碳价”是指欧盟碳排放额度（EUA）的市

场交易价格。欧盟在2021年通过了《欧洲气候

法》，雄心勃勃地想要进一步加强碳市场，将其

作为“减碳 55”（即欧盟到 2030年减碳 55%）一

揽子计划的基石。碳定价被视为脱碳政策的

核心，该政策旨在遏制发电和重工业等能源密

集型行业的排放。其逻辑在于，随着二氧化碳

价格的上涨，公司需要为其排放支付的费用越

多，它们在减排方面的努力就会越多。欧盟排

放权交易体系领跑全球，碳交易额达到1690亿

欧元左右，占全球碳市场份额的87%。

然而，市场对传统地缘政治矛盾上升的

担忧冲击了人们对既定全球脱碳计划以及未

来全球经济形势的信心。如果全球脱碳共识

少了俄罗斯这一重要玩家，甚至连俄出口能

源也要被贴上“不道德”标签，那现有的脱碳

计划显然会变得不切实际，很多举措恐怕也

需要从长计议。同时，如果世界经济形势受

到累及，碳排放量也会相应萎缩，“碳价”自然

应声而跌。

脱碳和能源安全本该
“两条腿走路”

日本丸红经济研究所所长今村卓称，脱

碳是大势所趋，但原本包含俄罗斯在内的全

球携手合作迈向“碳中和”的进程，恐受地缘

政治波及而失去共识基础。能源结构的切换

本就需要时间，难以一蹴而就，脱碳议题恐将

暂时让位于能源安全考量，短期内有被束之

高阁的可能。

另一方面，煤炭作为重要的储备能源在

能源安全因素上升的背景下受到重视。特别

是“燃煤锅炉混氨燃烧”等新技术的成功研发

更是有望为煤电“污染严重”“破坏环境”等传

统印象“摘帽”。

事实已经证明，片面强调脱碳难保没有

意外，片面强调安全也可能带来更多不安。

未来，全球脱碳转型或将面临更多的地缘政

治考验，防止掉入“俄乌冲突”陷阱需要更多

的政治智慧。“碳冲锋”时丢掉了“手里吃饭的

家伙”，早晚还要捡回来。

地缘政治冲突或累及全球脱碳进程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6日电 （记者刘
霞）鲨鱼睡觉吗？这一古老问题终于有了确

定答案。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14日报道，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通过研究鲨鱼的代谢率，

首次证明鲨鱼会睡觉。该发现有望为研究

其它鲨鱼物种的睡眠打开大门，甚至可让科

学家们更深入揭示人类睡眠的秘密。

在最新研究中，西澳大利亚大学生理

生态学专家迈克尔·凯利及其同事以 24小

时为周期，监测了头绒毛鲨的能量消耗。

为此，他们在新西兰海岸附近捕获了七只

头绒毛鲨，并将其置于专门的水箱中，然

后让鲨鱼处于 12 小时的光照和黑暗周期

中，以模拟白天和黑夜。

在此期间，研究人员监测了水中的氧

气含量。鲨鱼和人类一样，呼吸时会消耗

氧气，因此水中氧气水平的下降揭示了鲨

鱼的代谢率——给定时间内燃烧多少能

量。结果发现，这些鲨鱼经常进入一种安

静的状态来保存能量，而一般来说，当这

种安静持续五分钟以上时，就被称之为睡

眠。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我们提供

了鲨鱼睡眠的首个生理学证据。”

之前的研究表明，头绒毛鲨是夜行动

物，但新发现表明，它们实际上在白天和

晚上都会短时间睡眠。此外，研究人员还

发现了鲨鱼睡觉的其它生理指标，包括鲨

鱼在打瞌睡时身体会保持平直僵硬，甚至

可在不闭上眼睛的情况下睡觉，这一点与

人类和大多数其它动物都不同。

新研究还表明，大多数鲨鱼可能都会

睡觉，只不过睡眠方式不同而已。

2018 年，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

剑桥大学的团队对 3.85亿年前的鲨鱼化石

展开了研究，结果表明大约在 4.4 亿年前，

人类和鲨鱼拥有共同祖先。鉴于此，研究

人员希望，这项新研究能够帮助回答关于

其它动物（如人类）睡眠如何以及何时进

化的问题。

鲨 鱼 的 确 会 睡 觉 证 据 首 现

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在2021年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有专家指出，2022年人工智能领

域的关键进步不一定来自技术本身，而更多来

自技术的利用和运作方式。美国《福布斯》双

周刊网站在近日报道中，列出了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大领域：能源、医

疗保健、航空航天、供应链和建筑。

能源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整个能源行业的数

字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望在 2022 年取

得成果，这将优化运营，提高效率和可持续

性。例如，人工智能公司正在主要能源公司

的炼油厂内创建和运行决策支持软件，旨在

提出及时、可解释的建议，使运营商能够实时

弥补差距，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运营的效率。

在讨论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解决方案对

行业的影响时，麦肯锡公司表示，企业的生产

效率可能会提高 20%，总体维护成本可能会

降低 10%。

医疗保健

人工智能将“大显身手”的另一个行业是

医疗保健。从预测疫情的发展势头到医疗资

源的供应情况，再到精简患者的护理流程，前

几年启动的人工智能应用计划将在 2022年发

挥重大作用。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医疗保健部门应对目

前困扰该行业的运营低效等“顽疾”。先进的

方法将对该行业产生巨大影响，为其最有价

值的数据提供更全面的见解。正如 Nuance

通信医疗保健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戴安娜·

诺尔在文章中提到的，“随着医疗保健机构和

研究人员为医疗保健数据的安全共享建立起

强有力的标准，新的人工智能协作项目将推

动更明智的医疗决策。”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解决方案使决策者

更容易访问大量非结构化数据，有助于提高

预测分析的准确性，简化管理操作，获得更明

智的流程建议并提高患者筛查的效率，这将

极大地提升整个行业的运作效率。

航空航天

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一直与人工智能紧

密交织，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好

奇”号火星车已经使用人工智能探索火星好几

年了。一些专家甚至会说，太空探索是一些最

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源地。

美国法院新闻服务社的特拉维斯·布贝尼

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NASA已经使用人工智

能帮助‘好奇’号火星车导航，目前正在训练人

工智能系统，希望其能在即将开展的‘火星太

空生物学’任务期间指导漫游车在火星上的岩

石样本中寻找外星生命存在的‘蛛丝马迹’，这

是朝着让更多自主探测器探索更远区域这一

最终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布贝尼克进一步指出，训练人工智能系

统 是 为 了 减 少 不 必 要 的 数 据 ，NASA 将 于

2022 年向火星发送漫游车时将对其进行测

试，目标是在未来对木星和土星的卫星进行

更遥远的行星飞行任务时使用。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解决方案将更具创新性，这些技术未来将成为加

深人类对宇宙理解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供应链

目前，全球供应链危机已经扰乱了全球

经济。虽然这一危机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得到

彻底解决，但 2022 年人工智能应该可以提供

一些缓解措施。供应链数据的持续数字化转

换和广泛的传感器分析，以及更精简的过程

自动化和验证，都需要与决策者协作的人工

智能建议和机器学习技术。先进人工智能工

具提供的新的可视性水平将增强人们的预测

能力，从而缓解危机。

咨询公司 ASCM Insights的亚当·詹姆斯

说：“由技术驱动的工业 5.0的发展（包括更具

协作性的方法，以及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伙

伴关系）将对供应链功能，如规划、需求管理

和执行产生重大影响。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

发展也会为人类提供更深刻的洞见，促使重

大的跨部门合作成为可能。”

建筑

强大的人工智能今年将在建筑领域马

力全开，实现流程数字化，并为不同机构和

组织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利用传感器和

其他功能数据的预测性维护工具会提供优

化方案——从精简文档到提供更好的数据

决策支持，涉及工业设备的维护和长期运

行，以及出现意外情况时提供补救措施等情

况。2022 年，人工智能将大大提高整个施工

过程的效率。

MarketsAndMarkets 公司称，他们预计全

球建筑市场人工智能的市场总额将从 2018年

的 4.072 亿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18.31 亿美

元，预测年复合增长率为 35.1%。

人工智能的应用案例层出不穷：提高能源

运营的效率并对其进行可持续优化；提高患者

筛查的效率；帮助人类更好地探测火星；帮助

更好地维护工业设备，甚至缓解供应链危机

等。随着人工智能功能不断增强，会有更多人

将相关技术融入自己所处的行业中，而 2022

年，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大力应用仅仅标志

着这项技术“奇幻漂流旅程”的开始。

能源 医疗保健 航空航天 供应链和建筑

要论AI应用影响 这五大行业首当其冲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6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 15 日在线发表在《神经元》上的一项研

究，美国杜克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同时监视几

个大脑区域的电活动发现，他们可确定小鼠

个体的社交或孤独程度。然后，通过调整这

个社交大脑网络中的节点，促使老鼠变得更

加合群。该研究可能会带来更好的诊断工

具，以了解社交交流障碍患者的大脑如何变

化，例如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

神经学家经常一次研究一个微小的大脑

区域，但一次只看一个小的大脑区域是一个

大问题，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员、杜克大学精

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副教授拉玛·克里斯南博

士说。就像大脑一样，汽车不仅仅是一个东

西，而是组装零件一起工作的产物，这些零件

因构造而异。

为了弄清楚是什么驱使老鼠进行社交，

研究团队首先巧妙地植入了一个记录设备，

以捕捉协调社交行为不同方面的 8 个大脑区

域的同步电活动，例如前额叶皮层和释放多

巴胺的腹侧被盖区域。

当研究人员聆听老鼠的脑电波时，老鼠

可选择与另一只老鼠或一小堆黑色乐高积木

互动。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大脑区域的

电活动可预测老鼠在任务中的社交程度。

为了帮助收集更清晰的数据图景，研究人

员开发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系统来理解脑电

波数据。重要的是，新的人工智能工具可分析

每个大脑区域、数万个脑细胞的所有电活动，

并绘制一个新的“社交大脑网络”地图。研究

人员由此可通过观察它们社交大脑网络的综

合活动来预测哪些动物更喜欢同龄者的陪伴。

有了新地图和社交倾向水晶球，研究团

队测试了激活这个社交大脑网络是否会让老

鼠更具社交性。为了精确控制这些大脑区

域，研究人员使用了光遗传学技术，使他们能

够随意地在特定的大脑区域瞬间“轻拂”。点

亮前额叶皮层脑细胞会激起已经外向的老鼠

更喜欢另一只老鼠，这表明这个社交大脑网

络既能感知也能指导社交行为。

作为最后一项测试，研究人员观察了这

种社交大脑网络模型是否可检测自闭症小鼠

模型中受损的社交行为。当研究团队在小鼠

中敲除 ANK2（一种与自闭症有关的基因）

时，它们的行为混淆了机器学习工具。它不

再能够根据其脑电波预测给定小鼠的社交能

力，这表明新的机器学习工具擅长检测异常

的电活动。

不合群？调整“社交大脑网络”节点就行

科技日报北京3月16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还在学谷爱凌每天睡眠 10 小时

吗？新研究表明：不必强求，你的基因影响

着你所需睡觉的时长。有的人每天睡 8小

时还远远不够，可有的人睡5个小时却绰绰

有余。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

员表示，一些人天生就将睡眠集中在一个有

效的时间窗口中，每晚只睡 4至 6小时就能

保持精力充沛。此外，这些“优质睡眠者”表

现出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心理弹性和抵抗

力，这可能为抵御神经疾病指明了方向。

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之一、神经科医

生路易斯·普塔切克说：“在睡眠领域有一

种教条，即认为每个人都需要 8 小时的睡

眠，但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研究证实，人们

需要的睡眠时间因基因而不同。”

普塔切克和共同资深作者傅颖慧博士

都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威尔神经科学研

究所的成员，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研究家

族性自然短睡眠（FNSS）者，这类人群拥有

令人“羡慕嫉妒恨”的高效睡眠能力，每晚睡

觉时间多在 4到 6小时。研究已经证明，这

种睡眠在家族中存在。到目前为止，他们已

经确定了基因组中的五个基因，这些基因在

实现这种高效睡眠方面发挥了作用。研究

人员说，还有更多的FNSS基因有待发现。

发表在《iScience》上的这项研究验证

了傅颖慧的假设，即优质睡眠可以成为抵

御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盾牌。对许多人来

说，睡眠不足会加速神经退化。可是傅颖

慧认为，FNSS 的情况下，大脑在更短的时

间内完成睡眠任务。换句话说，有效睡眠

的时间减少，不一定就等同于睡眠不足。

研究人员培育了同时具有短眠基因

和易患阿尔茨海默氏症基因的小鼠，发现

它们的大脑发育出的与痴呆症相关的标

志性聚集体要少得多。为了证实这一发

现，他们用具有不同睡眠不足基因和另一

种痴呆症基因的小鼠重复了实验，并看到

了类似的结果。

研究人员认为，对其他大脑疾病的类

似研究将显示出，高效睡眠基因具有类似

的保护作用。他们说，改善人们的睡眠可

以延缓各种疾病的进展。

了解睡眠调节的生物学基础可以确定

有助于避免睡眠障碍问题的药物。此外，研

究人员说，改善健康人的睡眠可能会维持幸

福感，提高每个人的时间质量。但追寻其中

涉及的众多基因则道阻且长，他们将其比作

“拼凑出一千块拼图”的漫长游戏。

睡多睡少基因定 不必都学谷爱凌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16日电 （记者张
梦然）听力有问题？把你的衬衫穿起来。

英国《自然》杂志 16日发表一项研究报告，

报道了一种含有特殊纤维的织物，其能有

效探测声音。这种织物以我们耳朵的精密

听觉系统为灵感，可以用来进行双向交流，

辅助定向倾听，或监测心脏活动。

从原理上讲，所有织物都会响应可听

见的声音而振动，但这些振动是纳米级的，

因为太小而通常无法感知。如果开发出能

探测声音并加以处理的织物，有望解锁从

计算织物到安全保障再到生物医学的大量

实际应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此次描述

了一种新的织物设计，以耳朵的复杂结构

为灵感，这种织物可作为一个灵敏的麦克

风而发挥作用。人类的耳朵能让声音产生

的振动经过耳蜗转化成电信号。而这种设

计需要将一种特殊的电织物——压电纤维

编织到织物纱线中，能将可听见频率的压

力波转换为机械振动。这种纤维能将这些

机械振动再转化为电信号，类似于耳蜗的

作用。只需少量这种特殊压电纤维就能让

织物具备声音灵敏性：一根纤维就能制作

几十平方米的纤维麦克风。

这种纤维麦克风可以探测到和人类说

话一样微弱的声音信号；当织入衬衫的衬

里时，该织物可检测到穿着者细微的心跳

特征；更有趣的是，这种纤维还能机洗，有

悬垂性，是可穿戴应用的理想选择。

研究团队演示了这种织物被编织到衬

衫后的三种主要应用。这种衣服可以探测

到拍手声音传来的方向；可以促进两人之

间的双向交流——两人都穿戴了这种可探

测声音的织物；当织物触到皮肤时，还可以

监测心脏。他们相信这种新设计可以应用

于各种场景，包括安全保障（比如探测枪声

的来源），辅助助听器佩戴者定向倾听，或

是对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进行实时长

期监测。

“声学服装”是什么？穿着它，你可以

通过衣服来接听电话或与人交流。此外，

这种织物还可在不知不觉中与你的皮肤接

触，使穿着者能够以舒适、连续、实时和长

期的方式监测自己的心脏和呼吸，只要单

根纤维缝合到衬衫胸部区域上方，它就能

准确地检测到人体的心跳以及心跳的细微

变化。更实用之处，是声学织物可融入孕

妇装，以帮助监测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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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3月16日电（实习记者张
佳欣）量子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大，但仍然很少

有实用的方法来利用它们额外的计算能力。

为了克服这一障碍，研究人员正在设计算法以

简化从经典计算机到量子计算机的过渡。在

《自然》杂志16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中，美国研

究人员公布的一种算法，可减少量子比特在处

理化学方程式时产生的统计误差或噪音。

该算法由哥伦比亚大学和谷歌量子人工

智能项目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在谷歌 53 量子

比特“悬铃木”上使用多达 16个量子比特来计

算基态能量，即分子的最低能量状态。哥伦

比亚大学化学教授大卫·赖希曼说：“这是有

史以来在真正的量子设备上进行的最大规模

的量子化学计算。”

准确计算基态能量的能力将使化学家能

够开发新材料，以加快农业固氮和制造清洁

能源的水解过程。

新算法使用了量子蒙特卡洛方法，这是

一种计算概率的方法系统。研究人员使用该

算法来确定三个分子的基态能量：使用 8个量

子比特计算灭螺旋剂；使用 12 个量子比特计

算分子氮；使用 16个量子比特计算固体钻石。

基态能量受到变量的影响，例如分子中

的电子数量、它们自旋的方向，以及它们围绕

原子核运行的路径。这种电子能量被编码在

薛定谔方程中。随着分子变大，在经典计算

机上求解该方程变得愈加困难。量子计算机

如何规避指数缩放问题一直是该领域的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

原则上，量子计算机应该能够处理指数

级更大、更复杂的计算，比如求解薛定谔方程

所需的计算，因为组成它们的量子比特利用

了量子态。与由 1 和 0 组成的二进制数字不

同，量子比特可同时以两种状态存在。然而，

量子比特是脆弱的，容易出错：使用的量子比

特越多，最终答案就越不准确。此次开发的

新算法利用经典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的组合

能力来更有效地求解化学方程，同时将量子

计算机的错误降至最低。

之前求解基态能量的记录使用了 12个量

子比特和一种称为变分量子本征解算器的方

法（VQE）。但 VQE 忽略了相互作用电子的

影响，这是计算基态能量的一个重要变量。

新的量子蒙特卡罗算法现在包括了这一变

量。研究人员说，从经典计算机中添加虚拟

关联技术可帮助化学家处理更大的分子。

研究发现，这一新的经典-量子混合算法与

一些经典方法一样准确。这表明，与没有量子计

算机相比，使用量子计算机可更准确、更快地解

决问题，这是量子计算的一个关键里程碑。

在真实量子设备上实现迄今最大规模量子化学计算

经典-量子混合算法更有效计算基态能量

进入平静状态的杰克逊港鲨鱼
图片来源：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混合算法使用经典的量子计算机来计算
基态能量。这将帮助研究人员为不同的应用
开发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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