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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啥东西都讲究一个智能，智
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手表、智能音
箱已经走入千家万户，就连玻璃都开始
走向智能了。

变色玻璃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
光照、温度、电场、表面施加压力等会
改变颜色的玻璃，而且当这些施加的条
件消失后又能恢复到初始状态。

根据变色原理的不同，变色玻璃可以
分为光致变色玻璃、热致变色玻璃、电致
变色玻璃和力致变色玻璃等，其中最常见
的就是光致变色玻璃和电致变色玻璃了。

光致变色玻璃是在玻璃原料中加入特
殊的感光材料制作而成，最常见的是使
用卤化银。卤化银本身是无色的，但是
在遇到阳光照射时不稳定，容易分解成
为银原子和卤素原子，银原子聚集在一
起形成胶体，这种胶体银对光有很强的
吸收能力，玻璃颜色因此会变暗；当去
除阳光照射后，银原子和卤素原子又会
重新反应结合成无色的卤化银，玻璃又

会恢复透明。
光致变色玻璃最成功的应用就是眼镜

片了，在室内是正常的眼镜，而到了室
外就可以变为墨镜使用。

坐过波音 787 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
它的窗户十分特殊，没有遮光板，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可以调节窗户颜色和明暗
的按钮,共有 5 种不同的状态，乘客可以
根据需要调亮或调暗玻璃，当然特殊情

况下，机长也可以统一控制窗户的颜色。
波音787所用的玻璃是一种可以通过

用电来控制玻璃颜色明暗的玻璃，叫做
电致变色玻璃。

电致变色玻璃是在两层玻璃基层中间
加上导电介质，通过外加电场或电流来
改变中间介质的颜色和透明度，从而改
变玻璃的颜色状态。电致变色玻璃通常
由透明导电层、电致变色层、电解质
层、离子存储层几层结构组成。

了解了电致变色玻璃的结构后，那么
它的具体原理是怎样的呢？玻璃的导电
层加上电压之后，离子存储层内的离子
通过电解质层，进入电致变色层，与电
致变色层的物质结合发生化学反应，使
玻璃呈现特定的颜色。电压的大小会影
响进入电致变色层离子的多少，通过控
制电压的大小就可以实现对颜色深浅的
调节。断电后，离子从电致变色层通过
电解质层又回到离子存储层，玻璃又恢
复到初始的状态。

有了电致变色玻璃，即便是在白天也
可以把窗户调至最暗的颜色，喜欢看风
景的朋友也可把窗户调至不同的颜色。
想象一下，未来将电致变色玻璃用在汽
车上，就再也不用贴膜了，用在家里的
窗户上，窗帘也将面临被取代的风险。

提到电致变色玻璃，就不得不提到另
一种也是通过电来改变状态的电控雾化
玻璃，它是通过一个开关按钮即可控制
玻璃变成雾化或者透明两种状态。

电控雾化玻璃是在两层玻璃中间有一
层调光膜，调光膜中有液晶物质。在自
然状态下，液晶分子无规则排列，光线
被液晶分子散射到各个方向，使玻璃呈
现雾化状态；通电时，液晶分子变为有
规则定向排列，使光线能够正常通过，
从而呈现透明状态。无论是在酒店还是
家里的淋浴间，这种玻璃都十分实用，
雾化状态在使用时可以保护个人隐私，
透明状态可以使空间更敞亮。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网络科普部工程师）

变 色 玻 璃 中 的 黑 科 技
□□ 姬晓培

图片来自书中插图

新知·解读2
编辑/张爱华2021.4.2

科普时报

幻觉是无中生有的感觉，明明不
存在的事物在大脑不断浮现，好像穿
越到了另一个世界。著名的诺贝尔奖
得主约翰·纳什患有严重的幻视和幻
听，以致30年无法正常工作，60岁后
病情逐渐好转，才得以重新开展研
究。幻觉并不只“青睐”天才，普通
人也可能受其困扰，遭受噩梦般的折
磨。

幻觉的起源主要有两种学说：一
种是失控学说，感觉通路接受前额叶
皮层的控制，当控制消失的时候，大
脑感觉皮层及皮层下核团会过度活跃
而产生幻觉；另一种是大脑皮层刺激
学说，病理刺激使大脑感觉皮层及联
合皮层异常兴奋，使以往的记忆痕迹
活化，重现鲜明生动的映像，当映像
达到与现实刺激同样鲜明的程度，患
者便认为是通过感觉传入的。

幻听是最常见的幻觉，也是精神
分裂症的常见症状之一。人类进化过
程中曾出现相当数量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当时生存环境恶劣，又没有哲学
和心理学等安抚心灵的工具，巫师通
过开颅手术的方式释放患者脑中的

“邪灵”，有些病人奇迹般地幸存。
“脑洞”边缘有愈合痕迹，说明手术
后活了较长时间。近代医学发现，部
分精神分裂症患者颞叶体积减少并伴
有幻听。电生理实验则证明，刺激颞
叶会引起病人的幻听。颞叶是听觉中
枢所在的部位，邻近边缘系统 （产生
情绪的脑区）。颞叶异常和幻听、情
绪失常有关，但是病理学上始终没有
发现特征性病变，也不清楚具体的发
病机制。

除了幻听，人类还有幻视、幻
嗅、幻味、幻触等各种幻觉。

奥美拉唑、伏立康唑、金刚烷胺
等药物有可能引起幻视，河豚、毒蘑
菇、曼陀罗、乌羽玉仙人掌等也可能
导致幻视。有的人吃了毒蝇鹅膏菌之
后，眼前的事物变大或变小，如同哈
哈镜一般，中毒者一会儿兴奋得手舞
足蹈一会儿垂头丧气。小美牛肝菌俗
名“见手青”，会使误食者“眼前到
处都是忙碌的小人，桌子上、墙壁上
甚至是大树上都有无数的小人，就像
走进童话中描述的小人国”。

幻嗅者经常闻到腐烂食物、尸体、化学药物等
令人作呕的气味，这使幻嗅者情绪低落，常有被害
妄想，认为有人在施放毒气害他。幻嗅者通常意识
清醒、表达能力正常。幻嗅可能是药物引起的，也
可能是癫痫、脑瘤等疾病引起，如果有一周以上的
幻嗅就应该到医院做详细检查。

幻味者尝到食物或水中并不存在的某种特殊的
怪味道，会经常拒饮拒食。幻味可能是精神分裂
症、癫痫等疾病的表现。

幻触者在没有真正触觉刺激的情况下感到被触
摸。氯仿、安定、笑气、异丙酚、氯胺酮和芬太尼
等麻醉剂或镇静剂均会引发幻触。作用于中枢神经
系统的麻醉剂多通过对大脑皮层的抑制而干扰人体
对疼痛的感知，有可能在抑制大脑皮层的同时，出
现皮层下神经核团的脱抑制。

幻觉不完全是疾病，正常人偶尔也有幻觉。当
我们期盼亲人早点回家，耳畔就仿佛传来脚步声和
敲门声，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到门口去看。疲劳或饮
酒后也容易出现各种幻觉。想象力、创造力丰富的
人更容易出现幻觉，杨凝式、米芾、梁楷、徐渭、
八大山人、顾泯之等艺术家都有“疯狂”之名；外
国艺术家如梵高、蒙克、尤金·奥尼尔、加缪、贝克
特都被诊断出精神疾病。

现实生活中，我们鼓励“幻想”，并不欢迎幻
觉。该如何避免幻觉的出现呢？保护身心健康是防
止幻觉的基础，这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良好的生
活习惯，特别要重视感觉器官的保养，它们是各种
感觉的正常来源。如果感觉器官出现问题更容易与
现实世界脱节，大脑会“自作主张”地涂抹篡改，
幻觉就会乘虚而入。

幻觉不奇怪，如果人类的大脑如机器一般循规
蹈矩，也就不会有联想、推理、顿悟等高级机能
了。偶尔，我们可以放任自己从繁琐或单调的现实
中抽离，欣赏白昼流星的绚丽。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神经科学学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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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要问：既然杂交、诱变和转基
因并无本质区别，那么为什么有了杂交育
种技术还要发展转基因育种呢？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育种始终
是农业领域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育成了一大批农作物、畜禽、水
产优良品种，为保障食物安全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家在育种实践中
发现，育种领域的很多问题通过传统育种
技术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但通过转基因手
段却能够解决。比如，转基因技术能将微
生物中的抗虫基因转入植物，实现基因的
跨界转移；由于生殖隔离的存在，跨科杂
交基本上不可能，杂交在不同种、不同属
之间很难进行，通常只能是同一物种的不
同亚种之间完成杂交，我们无法期望通过
杂交让作物获取微生物中的抗虫基因。与
杂交育种相比，转基因技术可以拓宽遗传
资源利用范围，实现跨物种的基因发掘、
利用，为新品种培育提供一条新途径。

传统育种技术是随机的，很大程度上
是靠科学家的经验，比如杂交后产生的基

因重组，随机性很大，费尽心血也不一定
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诱变育种通过辐
射等让植物发生基因层面的突变，但突变
并无固定方向，绝大多数的突变都是我们
不需要的突变，经常很多年也筛选不到一
株有用的植株。所以，传统育种中运气和
经验非常重要。转基因育种能准确地知道
目标基因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清楚转进

去之后会出现什么结果，效率非常高。
杂交育种、诱变育种过程中也有可能

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所以会有不确定
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曾经发生过
杂交土豆及杂交西洋芹品种中生物毒素过
高的现象。

很多人认为，“转基因”实现的是跨
物种的基因转移，所以转基因不“天

然”。事实是，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不同
物种间的基因转移，自然之手早就做了

“转基因”这件事，所以，“转基因”谈不
上天然还是不天然。

国际马铃薯中心的科学家对来自美
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南美部分地区及
非洲等地的 291 种红薯品种研究后发现，
这些红薯品种中都含有来自农杆菌的基
因，而且这种转基因方式就是目前科学家
采取的主要的一种转基因方法。这一结果
表明，农杆菌早就将它的基因插入到了红
薯中，通过自然选择，红薯保留了这些基
因，从而成为天然的转基因产物。

（本文摘自 《思维上的困惑——公众
关心的转基因问题》）

转 基 因 技 术 优 势 在 哪 里

科技冬奥伴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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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首个冬奥气象科普
馆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完成建
设并通过验收。

冬季奥运会的室外项目对气象
条件要求苛刻，而北京冬奥会是历
史上首次在大陆性季风气候带举办
的冬奥会，加上张家口赛区地形复
杂，天气变化快、影响大，局地小
气候特征突出，做好赛事精细化预
报预警难度极大。

崇礼区气象局副局长王旭海介
绍，目前，张家口赛区“三维、秒
级、多要素”冬奥气象监测网络已建

成，冬奥气象预测预报和服务系统运
行稳定，预报服务团队连续4年开展
驻崇礼冬训，不断提升冬奥会气象预
报服务能力，并在刚刚结束的“相约
北京”系列测试活动接受全面检验，
对于2022年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的
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崇礼冬奥气象科普馆通过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布展方式和新颖
独特的造型设计，将沉浸感、科技
感和知识性有机融合，全方位、多
角度展示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冬
奥比赛气象条件等科普内容。下一

阶段，科普馆还将增加投影、大
屏、VR互动体验等板块，让参观者
通过互动充分领略冰雪运动的魅力。

王旭海表示，科普馆建成后，
将结合崇礼区气象局现有的气象业
务系统和相关的设施场所，作为重
要的气象科普阵地，为公众了解气
象工作和冰雪运动提供体验场地和
科普学习平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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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 （记者唐婷） 一年一
度的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论坛，3 月 26
日在京拉开帷幕，2020 年中国考古新
发现也随之揭晓。6个入选项目分别为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宁夏彭
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新疆尉犁县克
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青海都兰县热
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
三七市村，出土遗物按性质可分为两
大类：人工利用后废弃的大量动植
物、矿物遗存；陶器、石器、骨器、
贝器、木器、编织物等人工器物。专
家认为，该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
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
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
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表明余姚、
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
化发源的重点区域。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
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
上，发现大型的祭祀坑、窖藏坑、陶
窑、房址等文化遗迹。专家认为，双槐
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
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
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
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
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郭元咀遗址位于鲁台山北麓、滠
水东岸之台地上，遗址以商代至春秋
时期文化遗存为主，发掘出土了大量
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
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
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实验室分析工
作初步揭示了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
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的密切关联，对
探讨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
流具有重要意义。

姚河塬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北部。姚
河塬遗址水网密布，沟渠纵横，勘探
发现较多的大型储水池，有干渠与这
些水池相接，其与铸铜作坊、制陶作
坊等关系密切，表明该遗址人群非常
重视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专家指
出，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了解西
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
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过程与格
局具有重要意义。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
巴州尉犁县境内的荒漠地带，已出土
各类遗物1220余件 （组），其中包含珍
贵的纸文书、木牍 780 余件 （组）。专
家指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
掘表明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填
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
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

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
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
热水乡境内。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采用树木年轮、
三维建模、动植物考古、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
方法，全面、翔实、准确地记录和提取相关信息。专家
指出，通过区域调查，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地区的聚落形
态探索提供新视野，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
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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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同年 8 月，边区政府再次召开政府

委员会议，又继续专门研究技术人员待
遇等问题，并就如何具体落实做了明确
的规定。同时，经过对这些决定及措施
的不断修改和充实，最后以法规的形式
正式颁行。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
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奖
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
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
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
小时学习制”。还特别提出了“科学大众
化”的要求，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努力
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把最基础的科学知

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用新的观念、意
识和知识逐渐代替封建迷信思想、旧习
惯和落后的意识”。这里所说的“科学大
众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普
及”。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还提出，
“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
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
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
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推广
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
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
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1941年前后，边区财政经济处于极
端困难时期，但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
尽量为知识分子创造生活条件使其安心

工作，在物质上想办法给予优先照顾。
为了对各种技术人员情况分别制定行之
有效的供给标准，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
技术干部资格审查机构，并根据中共中
央有关优待技术干部的“物质优待的标
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
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
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的规
定精神，边区政府对技术人员提出了分
类及优待标准：要按“实际能力、现在
职务、服务年限”三者为主要根据。同
时明确规定，“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
于同级党政机关干部”。这就为在生活上
照顾知识分子、优待科技人员提供了可
靠的法律依据，保证了边区知识分子在
工作实践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扎实

而顺畅地开展。
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总

结抗战以来和边区知识分子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专门拟定了《文化技术干部待
遇条例》，并指示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
行。

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各
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始了科技立法活动。
其中主要的有：1941 年 3 月山东省战时
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优待特殊技术
人才的通知》、1941 年 11 月晋冀鲁豫边
区公布的《关于积极改良技术颁布奖励
办法》、1942年晋察冀边区颁布的《优待
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前 进 的 政 党 必 然 把 握 着 前 进 的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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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太阳的影响可以

无视，它的介入使得潮汐又有了“大
潮”和“小潮”之分：每逢新月（农
历初一） 和满月 （农历十五前后）
时，月亮、太阳、地球基本处于同一
直线，日月的潮汐力叠加，形成大
潮；每逢上弦月和下弦月时，地月方
向和日地方向几乎垂直，月亮引起的
落潮与太阳引起的涨潮同时发生，两
者相互拮抗而月亮胜出，形成小潮；
在其他时候，潮水涨幅处于二者之
间。

这还不算完，地球本身也为潮汐
带来了更多复杂性。地球上海洋面积
约占 71％，陆地占 29％。陆地的形
状和分布不规则，海岸线弯弯曲曲、
海底形状高低不平，而且海水又有黏
滞性，这使得涨潮的幅度、时刻、持
续时间非常复杂，因地而异。每天涨
潮的时间并不和月亮同步，而是要延

迟1个小时或几个小时；每月大潮也
并不正好发生在初一和十五，经常会
落后两三天，著名的钱塘江潮常常在
十八这天最壮观：“八月十八潮，壮
观天下无”（苏东坡句）。

可见，在苏伊士运河大潮的时
候，才是“长赐”号脱困的最好时
机。3月27日正是农历十五，运河涨
潮幅度达 1.96 米 （与低潮时相比），
巨轮在救援下移动了 17 米，但还是
未能脱困。到了28日夜里11点多开
始的大潮，涨潮幅度增至 2.06 米，

“长赐”号终于成功起浮。

可资利用，影响重大

潮汐除了在航运、农田灌溉、渔
业、盐业等方面可资利用外，人们还
利用它来发电。潮汐发电的能量庞大
而且稳定，是难得的清洁能源。

潮 汐 也 在 给 地 球 自 转 “ 踩 刹
车”。潮汐导致的海水和浅海海底摩

擦、固体地球物质的黏滞性产生的内
摩擦，都会耗散地球的自转动能，使
它的转动变慢，一天的长度每过100
年大约增加1.64毫秒。在地球自转减
速的同时，由于地月系的角动量守
恒，地月距离也在逐渐增加，平均每
年增加约 3.8 厘米。大约 6 亿年后，
地球上将再也看不到日全食，只能见
到日环食。

还有天文学家认为，地球生命的
起源可能也是因为潮汐而催生的。彗
星等天体的碰撞把基本的氨基酸等原
始有机物带到了地球海洋里，太阳辐
射和潮汐作用提供的能量，引起化学
反应生成了更加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例如脂肪酸和蛋白质，并最终形成了
生命。如果没有月亮和潮汐，地球上
的生命将难以形成，或可能要延迟几
亿年等待其他的合适条件。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大手拉小手”科普志愿者）

潮汐：巨轮脱困的“幕后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