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星发现地下湖，科学家期望把它改造成宜居星球

给火星搞个装修，这事儿靠谱吗

本报记者 王昱

没 有“ 天 花
板”，这是个大难题

7月30日，英国《自然·
天文学》杂志发表最新研
究称，依据火星上的二氧
化碳含量，不足以让人类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实
现火星的“地球化”。

这个研究，可谓给重
新热起来的“改造火星之
梦”泼了一大盆凉水，因为
就在7月25日，美国《科学》
杂志报道了意大利科学家
的研究，他们在火星南极
冰盖下方1 . 5公里处，发现
了一个直径约20公里的液
态水湖泊(地下湖)。尽管
雷达数据表明，湖水可能
寒冷且充满了盐，意味着
其不太可能成为生命的栖
息地，但这无疑增加了科
学家对改造火星为宜居星
球的期望，促使他们继续
探索其他可能更适合居住
的埋藏水层。

都说水是生命之源，
有水，是不是就意味着火
星离人类能入驻不远了？

答案是真的还很远。
以一套新房子来比喻

火星，这房子虽然通水、通
电(离太阳足够近，可获得
足够能源)，却存在另一个
大问题：它居然没装天花
板。

此次在火星发现液态
湖，震动科学界的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科学家此
前一直相信，火星的表面是不应
该存在液态水的。这其中的物理
原理很容易解释：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发现，气压越低的地方，水
就越容易沸腾。比如在青藏高原
上煮开一锅水，水沸腾了也涮不
了火锅。那么，你很容易想到，当
气压小于一定临界值时，哪怕是
人类体温的水也会沸腾，这样的
环境下人类将无法生存。这个气
压阈值被称为“阿姆斯特朗极限
(Armstrong Limit)”，大约是地球
气压的6%，然而目前火星大气压
仅是地球大气压的0 . 7%，所以如
果人类在火星表面不受保护，体
内的液体将达到沸腾状态，敢这
么做的人死状将惨不忍睹。

其实，气压达不到“阿姆斯特
朗极限”倒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所
有火星移民穿宇航服出门，街上
看不到姑娘们的大白腿就是了。
更恼人的问题在于，火星现存的
这种低气压甚至无法维持微生物
体内的液态水不沸腾。这就很要
命了，因为没有微生物，土壤将成
为毫无生机的死土，这导致了你
无法像影片《火星救援》中说的那
样，用自己的排泄物种土豆、在火
星搞可持续发展。

所以如果希望火星土壤具有
“生命力”，就需要给火星安装一
个名为大气层的天花板。据估计，
为了使火星大气层与地球相近，
需要添加大约当前火星现存大气
层气体总量140倍的气体，这就是
3500万亿吨氮气和氧气，这大约相
当于地球大气层质量的70%。

更麻烦的还在后头，即使你
费力为火星加上了这个“天花
板”，它也很可能会被太阳风“吹

走”——— 火星与地球的最大区别，
是它没有像地球一样的磁场来保
护自己免遭太阳风侵袭，其表面
的气体很容易被太阳发出的高速
粒子撞击，散溢到宇宙中去。这样
的话，功夫就白费了。

事实上，科学家们眼下玩命
研究火星演化历程，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想证明一个可怕的猜想是
不是真的：火星也许过去曾经有
过磁场，因而有大气、有水，甚至
有生命，但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火
星失去了磁场，从而导致其整个
环境的崩溃。如果该猜想被证实，
那么人类想让火星重新焕发生
机，将是一项“上帝工程”。

“装修”难搞，“物权”
更难明

当然，考虑到人类迄今为止
的历史，就是一部化不可能为可
能的历史。让我们姑且来讨论一
下一旦技术条件具备，这个工程
该怎么做吧。简单地说，它需要分
四步走。

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我
们需要在火星上建一个人造磁极，
以便保护它免受太阳风的袭击。目
前能想到的最“简单暴力”的方法
是在火星南北极建造两个超大功
率的磁力发射基站，或者干脆在火
星南北极之间“钻个眼”，在隧道当
中缠上密密麻麻的线圈，然后给它
通电——— 记得小学自然实验课是
怎么做电磁铁的吗？请在行星层级
上将该实验重做一遍。

当然，无论哪种方案，这个人
造磁极将会相当“费电”。除了实
现可控核聚变，人类目前还想不

到别的方法能满足这只
“电老虎”的庞大需求。而
可控核聚变——— 该技术目
前看也是个“上帝工程”，
搞出这玩意儿人类就再不
用在地球上为能源打架
了。

第二步，在磁力保护
伞的庇护下，我们可以在
火星上重构大气了。目前，
美国NASA等组织的科学
探测，正在致力于搞清火
星的土壤和岩石当中储存
的二氧化碳能不能被释放
出来重构大气，研究认为，
火星自身释放直接可用的
二氧化碳，最多能让火星
的大气压增加到现在的三
倍，但这仅仅是火星成为
宜居星球所需大气压的
2%，同时，火星表面的升温
也只会在10℃以内。想让
火星更加宜居，我们还得
想别的招，比如引导富含
氮气、二氧化碳的小行星
撞击火星，为其带来足够
的气体。

第三步是建造火星的
水循环，这事儿最吸引大
众眼球，但事实上，如果人
类真有能力搞定前两步，
该问题有可能被一揽子解
决。比如我们完全可以找
到一颗富含水的小行星，
让它给火星带来海洋。而
火星自身的水资源也有可
能帮上一点小忙，但目前
的研究认为火星现存水资
源不够支持一个足够丰富
的生态圈。

第四步，我们终于可
以在火星上构筑生态圈

了，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步骤可能
也相当难做。因为迄今为止，人类
还没有脱离地球环境构建一个新
的生态圈、并使它长久维持的经
验。事实上，哪怕已经运行数十亿
年的地球环境治理，也让人类颇
为挠头。所以该步骤反而将成为
工程最为复杂，涉及学科最多的
难关。

另外，还必须要指出的是，阻
碍人类改造火星的不仅是技术和
工程量上的难题，更有“产权”上
的困扰。

根据1967年联合国颁布的《外
层空间条约》，任何国家不得宣称
地球之外的星体或将其上的土地
据为己有。

这个条约虽然被西方左翼们
盛赞为“杜绝了肮脏的殖民时代
重演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的
是，殖民时代虽然肮脏，却是进取
而高效的，人类迄今为止最庞大
的地貌改变工程(开凿苏伊士运河
和巴拿马运河)，都是“肮脏”的殖
民者们在将一块“无主之地”据为
己有后进行的投资。

产权明晰，才会有人舍得投
资，正如房子是你的，你才肯花钱
装修。如果像火星这样的行星永
久处在“产权不明”的状态，那么
上述极为艰难的火星改造工程，
又会有哪个国家舍得去做呢？最
可能的结局，是火星将永远顶着

“全人类共同财产”的美丽名号，
永久荒废在那里。而连离我们最
近的行星都无法移民，“我们的征
途是星辰大海”则将沦为可笑的
扯淡。

阻碍人类发展的永远不只是
技术，更有观念。

乔迁新居前，人们总是要先给房子装修一下，可你设想过给火星搞“装修”吗？最近，在火星表面发现液态水
湖泊的事情，又让科学家们惦记起了给火星搞装修的可能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能通过改造火星，让它
变得像地球一样适宜居住吗？

“金融阿尔法狗”
PK投资高手谁会赢

除了下棋，金融业与AI契合
度最高

日前，摩根大通发布了一份题为《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战略：机器学习和其它投资数
据分析方法》的报告，对人工智能和金融领
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阐述。报告指出，人工
智能量化技术将成为未来金融业的主流方
法，帮助投资者处理、分析、理解数据，指导
投资决策。一个优秀的金融投资机构，必须
发展人工智能投资系统，以适应金融数据
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未来将被人工智能冲击和改变的四个
重要行业，分别是制造业、教育行业、医疗行
业和金融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说。

李德毅认为，当前人工智能与金融业的
融合在加速，这是因为金融天然生态就是大
数据，它和人工智能的契合度最高。无论是
资金流关联分析、房贷风险管控、信用评定
和管理，还是身份认证、客户金融行为分析、
个性理财，尤其是带时间序列的金融大数
据，都可通过高效的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进
行各种各样即时的关联分析和安全分享预
测。

目前，已有金融机器人上岗，包括无人
值守银行、家庭理财机器人助理、投融资决
策辅助机器人、金融欺诈发现机器人等。李
德毅预测，基于以上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将
会重塑金融行业，其中包括银行、保险、证券
部门等。

机器与人，哪种投资决策胜
算更大

“就欧美国家的市场经验来看，机器学
习方法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人工决策更为出
色。”墨宽投资CEO黄文坚说，在美、英等国
家，人工智能与金融投资已非常紧密地结
合，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比如著名的大奖
章基金，几乎从不雇用华尔街的分析师，公
司里坐满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博士，用数学
模型捕捉市场机会，由电脑做出交易决策。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大奖章基金成功预测
风险，避免了投资者的重大损失。

黄文坚分析说，与传统投资方式相比
较，人工智能的量化投资具有多种优势。如
机器学习方法可处理更多的输入信息，能考
虑的信息面更全，信息量更大，可达到的效
果上限更高；从效率上看，人工智能方法可
同时考虑整个市场，从中选出更多优质股
票，分散投资风险，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并
容纳更大量的资金。

此外，人工智能算法会量化整个投资过
程中的变量，做出更精准高效的投资决策；
伴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快速发展，一些重要
但之前不易获取的非结构性信息可被算法
分析得到，从而提高投资效率；从金融交易
角度看，人工智能的一个优势是在决策中可
回避人性弱点，如性格、情感、害怕失败等，
始终保持客观态度，避免了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后，做出不正确的决定等。

基于人工智能的量化投资公司Delta
Grad创始人庞然指出，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
定阶段时，机器人能通过自博弈训练产生数
百万的交易数据，对数据的深度学习可以产
生有效的策略。通过这种对抗学习，机器完
全能够突破人类基金经理的工作时长、身体
精力、工作稳定性的限制，进而取代基金经
理。

不过，此前研发阿尔法狗的DeepMind
团队也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其人工智能投资
系统“阿尔法股”(Alpha Stock)在A股市场潜
伏交易36个月，但最终亏损不断扩大，令团
队决定暂停该领域研究。

(据《科技日报》)

A13
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编辑：李皓冰 美编：马晓迪 青未了·新知

自从“阿尔法狗”在围棋“终极人机大
战”获胜，OPEN AI的人工智能又在电竞游
戏中打败人类业余高手团队后，“金融阿尔
法狗”将面世的说法就不绝于耳。日前，有
研究者称，人工智能是不是真的能自学成
才，超越人类投资专家，还有待去验证。金
融市场投资是一个受宏观环境、市场波动、
突发事件等众多不可控因素影响的复杂决
策，人工智能如何能像真人一样完成如此
复杂的决策？

▲ 科学家利用位于火星轨道上的穿冰雷达，在火

星南极冰盖下方深处发现了首个液态水湖泊。

▲ 在电影《火星救援》中，宇航员用排泄物种土豆、

在火星搞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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