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发现并不总是深奥难懂
的，2017 年就有不少充满趣味的
科学发现颠覆了我们的认知。俄新
社科学频道近日播发 《2017 年十
大趣味科学发现》一文，盘点了过
去一年令人意想不到的科学发现。

霍比特人并非现代人同类
电影《魔戒》中的小矮人霍比

特人也存在于现实中。2003 年，
科研人员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
上发现了这种身高一米左右的古人
类化石。关于他们在进化树上位居
何处，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科学家
认为，这种一米高的生物是直立人
后裔或退化的克罗马努人。新研究
则对这一看法表示质疑。岛上的霍
比特人至少生活在 70 万年前，这
意味着这一分支可能在200多万年
前分离出来，与现代人类的生存年
代相差甚远。

甜味剂或可避孕
吃糖也能避孕？科学家找到了

人造甜味剂赤藓糖醇更好的利用方
式。科学家通过分析昆虫实验结果
发现，尝过赤藓糖醇的成年果蝇不
再繁殖，而幼虫如果在这种人造糖
中培育将肯定死亡。目前尚未发现
赤藓糖醇对哺乳动物的有害后果。

小酌有益于外语表达
人们常说“酒后吐真言”。欧

洲一项联合研究显示，小酌有助提
升人的外语表达能力。欧洲科学家
对掌握荷兰语的德国男性研究后发
现，与摄入不含酒精饮品的研究对
象相比，摄入低酒精饮品的人外语

表达水平得分要高，特别是他们的
荷兰语发音。研究人员猜测，出现
上述情况可能是因为酒精提升了研
究对象的自信，减轻了他们的社交
焦虑。

黄皮肤男性更具吸引力
多吃胡萝卜或许能让男性变得

更迷人。科学家发现了男性外表吸
引人的新秘密——肤色是橘黄色或
黄色的男性更受女性青睐。研究人
员发现，因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肤色
黄度增加对女性更具吸引力。此
外，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研究人员
还发现，食用蔬菜水果较多的男
性，体味更吸引人、更健康。

失败的丰唇术
被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丰唇

术”并非能达到预期效果。科学家
研究发现，硅胶嘴唇往往看上去不

自然，会让追求者望而却步。为了
防止“过犹不及”，美容师应当阅读
科学文章，了解用硅胶丰唇的剂量。

聪明人将变少？
这是一个让聪明人有危机感的

发现。研究冰岛人口遗传的科学家
发现，冰岛高智商人群所生孩子的
数量比其他人少6％。这意味着，知
识丰富从进化角度来看是不利的。

在游泳池小便有何危害
恐怕全球很多游泳池都面临尿

液超标问题。加拿大科学家调查了
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省会埃德蒙顿
市的几个公共游泳池，发现其中有
大量尿液。人们3周内竟然能在一
个泳池中排出 75 升新陈代谢液
体。尿素与泳池里的漂白粉进行反
应后，会生成三氯胺类有毒物质，
令眼睛和肺发炎。

“隔代亲”引发儿童肥胖
中国多有让家中老人帮忙带娃

的传统，但是这种“隔代亲”可能
引发儿童肥胖。中国科学家通过分
析广州家庭调查数据发现，由老人
带大的城市中小学生更可能患肥胖
症。

丘吉尔相信存在外星人
1939 年底，英国前首相丘吉

尔撰写了一篇题为《我们是否是宇
宙中的唯一？》的论文，但并未发
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国
立丘吉尔博物馆馆长找到了原稿，
并交给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利维
奥，由其刊发在《自然》杂志上。
学者们高度评价这位著名政治家的
论文，丘吉尔以通俗的形式阐述了
对宇宙生命的观点，这些观点至今
仍不过时。丘吉尔不认为人类是宇
宙进化的顶峰，并设想宇宙中存在
数十万个适宜孕育生命的星系。

登月“怀疑论者”的心理
多年来，很多人质疑 1969 年

阿波罗 11 号登月事件的可信性。
科学家们对诸如此类科学怀疑论者
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得出结论认
为，那些坚决否定已被证明的科学
和医学事实的人并非因为无知或固
执，而是出于对背叛自己个人原则
的恐惧。比如对于那些气候变化论
反对者、疫苗反对者等，要给他们
看数字并摆事实讲道理。一开始就
应让怀疑者明白，科学不会蓄意侵
害他们世界观的根基，然后再介绍
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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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洞大开

热爱生活，热爱创新，对环
境装饰有追求的人，在他们眼
中，自己的爱车理应成为家中装
饰一部分。这样的情况下，安装
单车车架是最好的选择，能同时
活用空间收纳及保护单车不易翻
倒碰撞，也完美解决了整体住家
视觉美观与拿取便利性。当然
啦，也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视觉与拿取
美观又便利

2017 年 12 月 28 日，由我国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研发与铺设的全
球首段光伏高速公路在山东济南
亮相。目前，半透明的路面已铺
设完毕，一些车辆已经开始在路
面上进行测试。那么，这段公路
到底有多神奇？交通产业跟新能

源产业组合在一起，又会擦出什
么样的火花？

据了解，这种路面的全称是承
载式高速光伏路面，最上面一层是
类似毛玻璃的半透明新型材料，摩
擦系数高于传统沥青路面。在保证
轮胎不打滑的同时，还拥有较高的

透光率 ，可以让阳光穿透它，使下
面的太阳能电池把光能转换成电
能 ，实时输送上电网，就好像一个
巨大的“充电宝”。在冬季，这段路
面还可以将光能转化为热能，消融
冰冻积雪，确保行车安全。

目前，路面下还预留了电磁感
应线圈。未来，随着电动汽车无线
技术的配套，可实现电动汽车在此
路段行驶过程中，边跑边充电，再
也不用担心电池不够用了。

此外，这段光伏路面不只是将
太阳能转化电能上网这么简单，预
留的信息化端口未来还可接入各种
信息采集设备，车辆信息、拥堵状

况等信息将汇聚成交通大数据，成
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其实，在公路上安装太阳能电
池板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比
如德国阿沙芬堡高速公路，在隧
道安装太阳能板；意大利 A18 高速
公路，在废弃的高架桥上安装太
阳 能 设 备 ， 这 样 的 例 子 不 可 胜
数。但是，从目前来看，太阳能
公路依然面临着成本高、推广难
的困境。

2014年10月，荷兰修建了世界
上第一条太阳能公路。这条路位于
荷兰北部城市克罗曼尼，由荷兰应
用科学研究院、皇家Imtech科技公

司等联合开发。道路并不长，仅有
70 米，宽度为 2 米。然而这么短一
条路，却造价不菲，整体花费达350
万欧元 （约 2300 万元人民币）。目
前，这条道路只能允许行人和自行
车上路，并不对车辆开放。

尽管荷兰建造了世界第一条太
阳能公路，但其实太阳能公路的研
究工作，却最早始于美国。美国的
一对叫Scott Brushaw和 Julie的科学
家夫妇，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太阳
能 公 路 的 概 念 ， Brushaw 夫 妇 于
2013年启动试点项目，与荷兰那条
道路不同，他们将关注点聚焦在停
车场路面上。

Brushaw夫妇的研究工作得到了
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能源局、美
国联邦公路管理局等多次对其进行
研究经费专项拨款，以期降低成
本，尽快将太阳能公路、太阳能高
速公路的梦想变为现实。

法国太阳能公路总里程世界最
长，与荷兰、美国相比，法国对太
阳能公路的态度无疑更加激进。
2016 年 1 月，法国政府对外宣布，
正式开启太阳能道路项目，未来 5
年，法国将修建全球里程最长的太
阳能道路，总里程达 966 公里，分
布于法国各地，能为法国 500 万人
提供太阳能电力。

未来电动汽车边跑边充电
□□ 王 冲

2017 年 最 有 趣 的 发 现
□□ 杨 帆

科普时报讯（张明华） 记者从中车唐山公司获悉，2017年12月30日，
由该公司研制的10列中低速磁浮列车开始在北京首条磁浮交通示范线S1线
进行试载客运营，区间为石厂到金安桥之间的 7 站。列车设计时速 100 公
里，满载定员1302人，未来苹果园换乘站、金安桥换乘站开通之后，S1线将
与北京地铁1号线、6号线相连，更加方便市民出行。

S1线是北京首条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0.236公
里。西起门头沟石厂站，东至石景山区苹果园站，自西向东分设石厂、小
园、栗园、上岸、桥户营、四道桥、金安桥和苹果园（暂缓开通）8座车站。

中车唐山公司负责人介绍，相比传统列车，磁浮列车没有车轮与轨道的
撞击、振动和摩擦，列车如轻风一般‘贴地飞行’，噪音低、震动小，机械
损耗极低。由于运行中的列车下部紧扣轨道，不会发生脱轨和翻车事故，且
列车具备电制动、机械制动功能的同时，还独具落车制动功能，遇紧急情况
可使列车垂直降落在轨道上，安全可靠。

磁浮列车不仅集诸多“黑科技”于一身，外观也极具“未来”感，黑、
白、红三种颜色相间搭配，车头司机室侧窗的两块大尺寸曲面玻璃，更富有
美感与张力。列车内部不同于其他轨道交通列车，主色调温暖明亮，灰色墙
板和橡胶地板、木纹贴面板柜子、不锈钢扶手、大尺寸车窗和蓝色座椅，都
能给乘客带来焕然一新的乘车体验。

科普时报讯（季宏伟） 对购买的食品不放
心怎么办？只要到食药监部门的快速检测平
台，就可以免费检测——记者从安徽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2018年两节期间，多地食
药监管部门在辖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地
开展“你点我检”食品快检活动。监管部门设
立快速检测平台，由消费者提出对蔬菜、水
果、水产品、肉制品等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检
测要求，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根据消费者要求现

场检验，结果随时通报，满足市民知情权，共
筑食品安全。

铜陵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7年5月起，铜陵市在幸福村农贸市场率先
试点推行“你点我检”运行模式，设置快速检
测室为消费者免费检测蔬菜副食品，并利用快
检室外大屏幕滚动播放检测结果，让食品安全
民生工程的社会效益抬头可见、触手可及。而
临近年末，快检室也日益忙碌。

暖 英国毛驴当上治疗师
毛驴可以当治疗师？没错。英国一家慈善机

构训练毛驴用于辅助治疗，向不少临终者和疾病
患者送上温暖。

在巴斯格雷斯韦尔养老院内，临终老人玛丽静
静地躺在床上，紧闭双目，就连护工喊她都没什么
反应。可当毛驴治疗师“查理”进入房门，一步步
向她走来时，玛丽立即睁开眼睛。“查理”停在床
前，向她探出脑袋。她伸手轻拍“查理”的鼻子和
脖子，开始与它的训练员说话，越聊越开心。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查理”来自慈善
机构“毛驴收容所”。这家机构在全英设立了6个
治疗点，一年服务约3.2万次，治疗对象除老人，
还有痴呆症、自闭症、癌症患者以及有焦虑等情
绪问题的人士。

爽 边泡温泉边赏雪景
寒冬腊月，不少人喜欢溜冰滑雪，或者赏雪

景，无惧寒冷。那要不要与寒冷更亲密接触一
下？譬如入住冰雪旅馆。

瑞典北部村庄尤卡斯耶尔维的冰旅馆举世闻
名，位于北极圈以北 200 公里。那里的客房由不
同艺术家雕刻而成，主题各异，从森林风格到希
腊风格，从海洋主题到动物主题。不过，有一点
相同：建筑和内部家具全部由冰块制成。

距离加拿大魁北克城20分钟车程的地方也有
一家冰旅馆，共有44间客房，全部由冰雪建成。
觉得冷？去室外泡泡温泉、洗洗桑拿去去寒气，
还有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供暖身，也可以去冰酒
吧小酌两杯。

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意大利拉克萨林温泉
山区度假酒店自去年12月20日开始推出特制冰雪
客房。

潜 水下滑行成为现实
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一台“海

翼”水下滑翔机1月2日顺利完成国家海洋局第三
研究所组织的全球变化与海洋气象相互作用专项
印度洋冬季航次的观测任务。这是我国水下滑翔
机首次在印度洋应用。

水下滑翔机是一种新概念水下机器人，它能
够通过调节自身浮力和姿态以实现在水中滑行并
对水体信息进行收集，其能源利用效率高、噪音
低，具有大范围、长时间连续海洋环境观测优
势。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中国“海
翼”号水下滑翔机，2017年刷新了下潜深度世界
纪录，并创下续航能力纪录，实现国内最大规模
集群同步观测。

北京首条磁浮列车“贴地飞”

安徽食药监局为消费者免费检测食品

科普时报讯（李煜）“复兴号”高铁运行
时速达350公里，车厢内，4枚硬币能够立住并
保持状态超过一分钟。高速环境下，车厢能如
此平稳，一项攻克了高铁路基沉降难题的研究
起了关键作用。在教育部日前公布的2017年度
中国高等学校重大科技进展中，“高速铁路列
车运行动力效应试验系统”名列其中。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建工试验大厅里，
“驻扎”着一台实验装置：它能准确模拟全国
各地高铁运行的情况，最高时速可达 360 公
里，它帮助科学家了解高铁路基的沉降规律，
探索沉降控制与修复的方法。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动力效应试验系统”
由浙江大学陈云敏院士团队发明，领衔专家为
浙江大学教授边学成。边学成告诉记者，我国
高铁密集分布的东南沿海地区，大部分属于软
土地基，是沉降极易发生的地段。列车要平稳

运行，路基的沉降必须控制在 15 毫米范围之
内。如果沉降过大，小则发生车身颠簸，大则
有可能引发列车安全问题。

在一次讨论中，陈云敏和边学成提出了
“假车真路”的实验装置，提出并设计了高速
铁路全比尺动力试验创新装置。试验大厅里，
记者看到了这个高大的实验装置。从铁路线上
运来的轨道板叠放在一边，等待被吊装后进行
试验，装置底部是高达8米的路基，路基之上
是轨枕和铁轨，这些来自全国各条铁路线，唯
独铁轨之上的“列车”不是“车”，而是8个动
力激振器。

“这些激振器每秒最快能起降 30 次，像
‘弹钢琴’快速此起彼伏，把车轮驶过铁轨的
连续过程模拟出来。”边学成说。

现实中长达10年的高速列车荷载，这套试
验装置“弹”一个月“钢琴”就能交出数据。

“弹”一个月“钢琴” 交出一份数据

当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文物相遇，将带来什么？
这样的话题正在受到不少人的关注。腾讯、网易、
百度等知名互联网企业近日纷纷发布各自助力文物
保护方面的新举措，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走近当代
年轻人的生活。

新华社报道说，国家文物局日前与腾讯、网
易、百度签署合作协议，通过观念创新、技术创新
和模式创新，加快推进互联网与文物资源的跨界融
合。从协议内容看，三家企业的重点各有特色，腾
讯重点聚焦互联网＋文物教育，智慧博物馆建设，
文物旅游创新，打造集信息发布、文物信息资源开
放、智慧服务能力合一的“互联网＋中华文明”的
权威平台；网易将推进在线教育平台建设，推进博物馆体系与互联网平台互
联互通；百度则与合作单位搭建文物百科网络平台、百科数字化博物馆，进
行文化遗产复原及文物信息智能化展示。

此举凸显近期互联网企业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2017
年11月底，故宫博物院与腾讯成立了“故宫博物院——腾讯集团联合创新实
验室”，双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合作，共同探索先进数字
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展示领域的应用。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认
为，数据已成为各行业的基本生产要素之一，博物馆信息化已从服务脱胎为
博物馆生产力之一，而且必将成为未来博物馆的核心业务。

专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等是诸多互联网
企业主攻的方向，这些技术应用在文物保护和展示领域，将对传统文物保
护、传统文化传播带来新的可能和新的想象。

而新科技在文物领域的应用，则将对用户带来诸多全新体验。据悉，腾
讯最新推出了一种名为TAR的超分辨率技术，通过AI识别和还原，用户无
须下载原图就能欣赏到高清图片，将来《千里江山图》这样的巨幅图画用手
机就可以轻松欣赏。而使用VR眼镜等工具，敦煌、长城等知名文物景点的
导览就可以“活”起来。

腾讯集团副总裁兼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认为，互联网企业借助科技
手段不仅可以帮助文博机构做文物鉴定、文物保护、文物传播，而且还可以
提取传统文博元素进行新创作，将其融入动漫、影视等领域，还可以制作成
各种社交媒体上使用的“表情包”，更好地推动历史文物等传统文化内容走
近当代受众。“对传统文化最好的保护和传承方式是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生
活，特别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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