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的研究中科学家已经发现，外界刺激
致使人们情绪发生变化时，身体总能先一步做
出反应。经由植物性神经系统，我们的身体能
够对血液流速、神经递质分泌量等因素进行调
节，进而使身体产生变化，然后更好应对接下
来发生的状况。

来自芬兰的科学家进一步根据人们在经
历某些情绪时的反应，绘制了人体的“情绪
地图”。研究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上。

以往研究曾对人体的面部表情与情绪变
化的关系加以探讨，而这项由芬兰阿尔托大
学、土库大学以及坦佩雷大学三所院校的科
学家合作完成的工作，则延展了此前研究的
范畴。这项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情绪与人体变
化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
实验来揭示人体的“情绪地图”。在这项实验
中，参与者被要求对六种“基本情绪”和七
种“复合情绪”做出反应。研究人员要求参
与者想象自己经历某一特定情绪时身体的反
应，根据身体的状况在人体模型中标示出体
内产生变化的区域。

在标示时，红色表示身体的某些区域被
激活，感觉更加灵敏，而蓝色则代表被抑
制，感觉变得迟钝。

研究人员发现，在感受不同的情绪时，
胸部区域和头部区域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

科学家推测这一变化可能与呼吸、心率
和面部表情的改变相关。在经历愤怒、开
心、悲伤和绝望时，人体的上臂感觉会得到
不同程度的激活或抑制。而恶心则明显引起
消化系统的不适，而人们似乎只有在经历开
心时，全身的所有区域才能得到激活。

实验参与者绘制的“情绪地图”汇总六

种“基本情绪”，包括愤怒、恐惧、厌恶、快
乐、悲伤以及惊讶，“复合情绪”则包括焦
虑、爱、抑郁、轻蔑、骄傲、羞愧以及嫉妒。

研究的参与者大多来自瑞典和芬兰。为了
确认文化是否会对身体、情绪的反应产生影
响，研究人员招募了来自中国台湾的被试者作
为东亚文化的代表参与了这一实验，获得的结
果与瑞典和芬兰被试者差异不显著。这证明具
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经历相同情绪时，身
体的反应是类似的。

在之后的一系列实验中，参与者并不用对
某一特定情绪进行想象，取而代之的是，他们
需要通过阅读一段故事，观看一段影片，或是
观察一张面部表情图片等方式使得自己“进
入”到类似的情绪中并尝试绘制图像。

研究人员收集这些图像并进行对比发
现，即使使用了不同的唤醒方式，参与者绘
制的“情绪地图”与此前的实验仍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

在未来，科学家或可通过将“情绪地
图”与脑电图结合，进一步探索情绪产生和
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研究成果同时将为某
些由器质性病变引发的精神疾病的治疗提供
参考。

情绪变化能左右肢体行为
□ S.西尔维希耶

人类进化到现在是由无数的有益突变促
成的。突变是随机的，正常情况下突变频率
很低，但在如放射性辐射、致癌化学制品等
不利条件刺激下，突变频率会大大提升。对
Y 染色体的 DNA 序列分析发现，人类基因
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每次会累积 100 到
200 个新的突变。这一数字是人类基因突变
率的首次直接测量——相当于每 3000 万碱基
对中有一个突变。

乳糖耐受突变
乳糖耐受突变使人类得以消化牛奶。这

一较为年轻的突变大约出现在一万年前的土
耳其。这一突变在欧洲传播较为广泛，因为
中东人驯化了山羊和奶牛，增加了营养来
源，并且把山羊和奶牛带到欧洲。长期饮用
乳品选择出了这一优势基因突变，使很多欧
洲成年人也能分泌乳糖分解酵素。现在 90%
以上的欧洲人把乳品作为日常饮用品，但
是，亚洲和非洲的非高加索人种，拥有这一

“有益”突变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群继续呈
现对乳糖的不耐受。

乙醛脱氢酶突变
人体通常可以借助两种酶对乙醇进行代

谢。这两种酶分别是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
酶，前者能将乙醇氧化成乙醛，后者能将乙
醛氧化成乙酸。饮酒带来的神经麻痹作用来
源于乙醇，而其毒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乙醇的
一级代谢产物乙醛。如果血中乙醛含量过
高，就会让人轻则脸红、头晕、呕吐，重则
宿醉甚至致命。上述症状主要出现在东亚人
身上，而其他地区的人很少出现，因此被特
别称为“亚洲脸红”或“东方脸红综合征”。

镰状细胞贫血突变
导致镰状细胞贫血的基因突变已经独立

地在多个种群中出现。隐性纯子的患者不到
成年就会死亡，可见这种突变基因在自然选
择下容易被淘汰；但非洲流行疟疾的地区，
带有这一突变基因的人很多，频率也很稳
定，这是因为镰刀型细胞杂合基因型在人体
本身并不表现明显的临床贫血症状，而对寄
生在红血球里的疟原虫却是致死的，红血球
内轻微缺氧就足以中断疟原虫形成分生孢
子，终归于死亡。因此，在疟疾流行的地
区，不利的镰刀型细胞基因突变可转变为有
利于防止疟疾的流行。

德国小力士肌肉突变
一个 5 岁的柏林男孩力量惊人，肌肉是

同龄孩子的两倍，而脂肪却只有他们的一半。这个“小力士”作
了一系列的测试后，发现他超强的肌肉来自于一次小小的基因突
变。在人体的基因序列中，有一种名叫肌强直的蛋白质，能够抑
制肌肉的生长，但在小男孩的体内这种基因发生了变异，抑制了
肌强直的产生，从而造就了这位“超级肌肉男孩”。

SLC24A5基因突变
欧洲人浅色皮肤源自一万年前生活在中东和印度地区某位人类

祖先的基因突变。这种肤色变化源于一位生活在中东和印度次大
陆之间的远古祖先。SLC24A5基因突变造成的一种氨基酸差异对于
欧洲人浅色皮肤具有贡献意义。SLC24A5 突变仅改变基因的一基
础元素，对于欧洲人和西非人皮肤的显著差异具有三分之一的贡
献。

CCR5突变
CCR5 突变者不易感染 HIV。CCR5 基因编码的蛋白是趋化因

子 受 体, 主 要 在 T 细 胞 、 巨 噬 细 胞 、 树 突 状 细 胞 中 表 达 。 在
HIV-1 进入靶细胞的过程中，CCR5 蛋白扮演了辅助受体的角色。
因此，在病毒感染早期和病毒传染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不易患心脏病的幸运突变
有些个体所携带的一种罕见基因突变，可用于控制血液中某些

脂肪或脂类的浓度，能够保护他们免遭心脏病的侵袭。甘油三酯
是人体利用那些来自食物且并未被使用的卡路里制造的脂肪。高
水平的甘油三酯被认为会增大罹患心脏病的几率。在甘油三酯的
形成过程中，有一种蛋白质叫做 ApoC-III。这种蛋白质是由基因
APOC3 所编码的。

睡得少还精神好
人的睡眠和觉醒过程，受到两套机制的调控，一套是控制近昼

夜节律的生物钟，另一套是调控睡眠需求的睡眠内稳态。这两套
系统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我们什么时候睡，睡多久，睡得怎么
样。其中，一个叫 DEC2 的基因发挥着特别的作用。2009 年，来自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发现，DEC2 蛋白上的一个氨基酸替换
突变会导致人们呈现“睡得少”的表型，表达出的蛋白质是一类
转录抑制子，最终影响人的睡眠时长。

这回主题是军事，故事有些沉重。
去年年底，一个受50位塞尔维亚

癌症患者委托的国际律师团队通过联
合国国际法庭，对北约19个成员国正
式提出诉讼，指控北约1999年在轰炸
南斯拉夫期间使用“准核武器”（即贫
铀弹），导致巴尔干地区近年来的癌症
等相关疾病发病率快速上升。

先从什么是贫铀说起。天然铀矿
中能够达成链式反应，用来发电或者
造原子弹的铀 235 只占 7‰。所谓贫
铀，就是把铀 235 都提炼走了，剩下

的铀 238。美国军方实际使用的贫铀
中铀235不到2‰。贫铀作为核燃料的
副产品，一直被当作核废料，管理起
来费用可是大大的。所以，各生产核
燃料的国家，特别是美国，都想给贫
铀找条出路。

由于贫铀具有高密度、高硬度、
高韧性等物理特性，密度高达每立方
厘米19.1克，能和钨匹敌，跟黄金也
差不多，几乎是铅的两倍，死沉死沉
的，特别适合用来造穿甲弹的弹芯和
坦克的装甲。这穿甲弹，确切地说是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根据咱学过的物理原理，为了提
高穿透的效能，必须是越细长越好，
而为了能从炮管里打出去，需要再给
它外面包一个架子。飞出去以后，这
个外壳就掉了，只剩一个大铁棍子在
飞。扎到装甲上以后全靠动能往里
钻，那是一边钻一边耗，因此这个弹
芯最好由又重又硬还得韧性强的金属
来担当。贫铀全部满足上述条件。以
往呢，大家一直用钨，效果极佳，但
架不住贫铀越堆越多啊，美国就把它

当成了主力。
而且，这个贫铀还有钨所没有的

特性，就是自锐，咱可以直观理解为
弹芯一边钻一边消耗还一边削尖，因
此效果更佳。海湾战争时，就有美军
的贫铀弹穿过1.5米厚沙墙工事又射穿
伊拉克 T-72 坦克的记录。反过来
说，用贫铀做的装甲防护力肯定也不
会差。

不过，作为所谓创新者的美军，
刻意回避了贫铀的缺陷，说这东西十
分安全，完全不用担心。而事实上贫
铀的辐射是天然铀的 60%，还具有化
学毒性。它与铅、镉一样都是重金
属，能引起人类中毒。贫铀弹弹头爆
炸时产生高温能把铀氧化物烟雾飘至
40公里以外，爆炸产生的粉状物落到
地面后的危害，跟核弹爆炸后造成的
放射性沾染相比毫不逊色。

而这些粉状物一旦进入人体，其
毒性作用就被充分发挥出来，会在
骨、肾脏、肝脏内沉积，尤其是肾
脏，极易造成肾功能衰竭，并且还容
易引发包括白血病在内的许多癌症和

一些肝脏、神经系统疾病，甚至还能
引起孕妇流产和新生儿畸形。于是本
文开篇提到的一幕就发生了。美国最
终也算是自食恶果，许多美国大兵同
样是贫铀的受害者。毕竟同处战场之
中，哪儿那么容易躲过去。

都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战争拼
到最后，恐怕没有谁是真正的胜利
者，特别是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咱人类可得搂着点儿，别一不留神把
自个也给玩死了。这玩意得慎用啊，
还是最好别用吧。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榕哥烙科”
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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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为了放大这种尝试的效应，去年

我们把一些教案汇编在一起，出版了
《科学家教你学科学》一书，试图通过
这本书和更多的科学教师有更加深入
的交流。今年我们又组织了近20名一
线科研人员和十几名在校语文老师、
科学老师一道，依据小学科学新课标
编写了科学辅助读本《外星来信》，利
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把小学科学新课
标里面包含的概念和知识点融到故事
中，让小学生多了一种选择，可以看
故事学科学、听故事学科学，编故事
学科学。

科研人员走上讲台，收益的不仅仅
是学生，仔细想来，受益最大的是科研
人员和科学圈——科学研究后继有人。

创办微信公众号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物理、喜欢

科学，我们于2014年11月1日创办了
物理所微信公众号。3 年来，我们始
终把握一个原则，通过这个公众号，
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物理，热爱科
学。作为国家基础科研的生力军，物
理所有责任、有义务搭建一个全国物

理同行和物理学爱好者交流沟通的平
台。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安
静的、纯粹的科学传播平台，不追社
会热点，不媚俗。我们给自己的要求
是：用认真的态度做科普，用通俗的
语言讲科学，用专业的水准写文章，
用权威的答案解疑惑。我们的努力得
到了大家的回应。

短短 3 年时间，公号的关注人数
就接近 45 万人，篇均阅读量轻松破
万，2017 年发布天数 362 天，做到了
全年无间断，其中原创篇数达到 251
篇。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公众号得
到了大家的欢迎和认可，关注人群中
有超过 70%在 25 岁以下，其中物理类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约有 7 万人，据粗
略估计超过了全国在读物理类的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一半。2017 年底，物理
所微信公众号在清博指数上的估值超
过6000万元。作为一个不收取任何费
用，不投放任何广告的纯公益平台，
能有这样的成长，说明全国热爱物
理、关心科学的大有人在，我们也更
有信心把它进一步做大做强。

助力打造品牌科普活动
近年来，物理所男女老少齐上

阵，精心打造每年一度的科学开放
日。大型科学秀、科学嘉年华、科学
面对面、新书发布会、科学图书展、
科学护照等不同的项目满足了不同人
群的需求。今年，央视 《加油向未
来》 原班人马的加入，更是燃爆了大
家的热情，6000 人的网上预定名额，
瞬间爆满，我们不得不调整方案，增
加名额。当天的参观人数虽然接近一
万人，但是秩序井然，观众们热情参
与活动的众多画面还走进了当天的

《新闻联播》。
为了让更多来不到现场的人有更

好的观看效果，我们不仅在央视、光
明网、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客户端进行
了现场直播，同时还与央视 《加油向
未来》《脑洞大开》辽宁卫视《奇幻科
学城》、湖南卫视 《新闻大求真》、山
东卫视 《奇迹时刻》 等平台合作，把
经典的实验，优秀的科研人员搬上屏
幕，让更多人有机会感受科学的魅力。

除了每年一度的开放日之外，我
们还组织了每月一次的科普沙龙 《科

学咖啡馆》，每年一度的 《科学三分
钟》 原创科普创意全国征集等活动，
力争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吸引更多的
人关心科普、关注科学。

2018年是美国《物理评论》系列期
刊创刊125周年。这个期刊1893年在美
国康奈尔大学创刊，1913年被美国物理
学会接管，是物理学界高质量学术论文
最集中的平台。2018年1月该期刊评出
创刊125年来最具影响力的49篇文章，
从1913年的密里根油滴实验到2016年
的引力波时间，大部分工作是写进教科
书重要的科学进展。物理所的研究工作

“在固体中发现外尔费米子”成功入
选，成为国内唯一入选的工作，这标志
着国内物理学的研究已经走到了世界的
最前沿。我们的科学传播也理应跟上步
伐，不仅在国内掷地有声，未来在国际
上也应该有一席之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细流，无以成江河”。科普既要靠科
学大家，更需要每一位科技人员行动
起来。只有我们行动起来，做好表
率，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科普大
军，夯实全民科学基础，共迎世界科
技中心。

要是雨天没打伞，落汤鸡一样的你就会担心是
否感冒。

那么太空中是否存在类似于“风雨雷电”的天
气，会不会影响卫星的正常运行，太空中的卫星需
要“打伞”吗？

太空天气，狭义上来说就是太阳耀斑、日冕物
质抛射等现象对地球磁层、电离层、中高层大气造
成的影响，广义泛指各种宇宙高能粒子、射线等。

太空天气的历史，要从美苏“太空竞赛”开始
说起。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
卫星Sputnik1。作为跟进，美国在1958年也发射了
第一颗人造卫星Explorer1，这颗卫星上装载了能
够用来测量辐射剂量强度的盖革计数器。

航天科学家范·阿伦由此观测到地球上空具有
辐射现象，因此地球周边的这一辐射带被称为范·
阿伦带。

范·阿伦带的成因跟地球磁场有关。宇宙射线
或太阳风造成的带电粒子在到达地球时，在地球磁
场的作用下受到洛伦兹力作用，被束缚在地球周
边，从而形成了高能粒子辐射带——范·阿伦带。

范·阿伦带分为内带和外带，内带离地面高度从
1000千米至6000千米，主要是由带正电荷的质子组
成，外带离地面高度13000千米至60000千米，主要是
由带负电荷的电子组成。

由于地球磁场的非同轴对称性造成南大西洋附
近存在一块磁场较弱区域。该区域对高能粒子的束
缚能力不足，导致范·阿伦带内带更靠近地球表
面，离地高度在200千米左右。这将使低轨道卫星
在通过该区域时承受比其他区域更多的高能粒子照
射。

国际空间站运行在400千米左右高的轨道上，
虽然总体不碰及范·阿伦内带，但当其运行至南大
西洋异常区时，将受到更多高能粒子的辐照。而导
航卫星和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轨道高度都在
20000千米以上，更多地受范·阿伦外带辐照影响。

太空天气对卫星等航天器的影响主要是造成一
种叫“单粒子翻转”的现象，顾名思义就是高能粒
子打到卫星上时可能会造成卫星逻辑状态翻转。

寿命长达数年的卫星将频繁地绕地球运行，低
轨道卫星每天就将绕地球运行十几圈，而导航卫星
每天绕地球运行两圈，如何对卫星进行抗辐照防
护，使其免受高能粒子轰击、维持正常工作状态就
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卫星常用的有三把抗辐照“雨伞”，既有防护
措施也有纠正措施，比较典型的有：三模冗余、错误检测
与纠正、抗辐照加固芯片等。

三模冗余，顾名思义就是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样的运行
模块要备三份，将三份模块运行结果进行比对，是“少数服从多
数”在航天领域的典型应用。这种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单粒子翻转，
缺点是不能对出错模块进行修复，而且资源开销大。

错误检测与纠正，是通过约定的算法，将因辐照造成的错误的
地方找出来并进行纠正。该方法优点是对错误发生点能够进行修
复，缺点是如果错误发生点太多，算法也就失去作用。

采取高性能的抗辐照加固芯片，是抵抗单粒子翻转的有效防护
措施。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龙芯抗辐照芯片，目前
已经应用于北斗导航卫星，实现了“中国芯”在太空中的运用，是
卫星对抗高能粒子的保护伞。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科 普 ： 是 爱 好 ， 更 是 责 任

科普时报讯 （玉 芬） 南京大学
环境学院科研团队与中、美多家研究
机构合作，对新材料石墨烯的潜在环
境影响进行的最新研究发现，自然界
中的石墨烯能随食物链传递，原本鲜
有机会直接摄入石墨烯的高等生物，
也可能间接“吃到”石墨烯，从而引
发健康风险。

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最薄、最坚
硬的纳米材料。它的厚度仅0．335纳
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二十万分之一，
但硬度却是同规格钢的 200 倍。它在
导电性、导热性等方面性能优异，应
用潜力巨大。但石墨烯的大量使用也

势必导致其进入自然环境，评估它的
潜在生态风险尤为紧要。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毛亮领
衔的研究团队，2011 年来以斑马鱼、
螺丝、蚯蚓、小鼠等生物为对象，系
统研究了不同情况下石墨烯对环境的
影响。研究发现，被水生动物摄入的
石墨烯虽然大部分被排出体外，但仍
有约百分之一的小尺寸石墨烯进入动
物细胞，约千分之一最终进入肝脏。

值得注意的是，石墨烯对生物
的影响会随食物链传递。以由细菌
大肠杆菌、原生动物四膜虫、无脊
椎动物大型蚤和脊椎动物斑马鱼构

成的水生食物链为例，水生高等生
物 既 可 以 从 环 境 中 直 接 摄 取 石 墨
烯，又可以通过捕食蓄积了石墨烯
的低等动物间接摄取。且在同等环
境下，通过食物链摄入的石墨烯量
高于从环境中直接摄取。

“这表明，即使是不太可能直接摄
入石墨烯的人类，也可能因吃了受石
墨烯污染的鱼而让石墨烯进入体内。
总体来说，低浓度石墨烯对生物和环
境比较安全，但考虑到它可能与多种
物质作用以及随食物链传递的特点，
对其进行安全评估和管理不能放松。”
毛亮介绍，目前，研究石墨烯对水

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以及对陆地高等
动物影响的工作还在进行。将来，石
墨烯对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生物作用
机理将更加清楚。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
际环境领域权威杂志《环境科学与技
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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