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升温有“惯性”

停止排放仍将上升1 . 5℃

美国和德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
即使人类立刻完全停止排放温室气体，地
球也会继续变暖，气温将比工业化之前上
升约1 . 5℃。

由于二氧化碳能在大气中滞留几十
年到几百年，气候变暖的趋势存在“惯
性”，即使全面停止排放，变暖也会持续下
去，直到地球达成热量收支平衡。

研究小组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气候变
化》杂志上报告说，即使从2017年开始全面停
止排放，地球气温也会上升到比工业化之前
高1 .5℃才能稳定下来，到本世纪末将上升约
1 . 3℃。如果把海洋吸收碳的能力考虑进去，
“既定升温幅度”可能缩小至1 .1℃。

根据2015年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各国承诺将地球气温控制在比工业
化之前上升不超过2℃的范围内，并争取达
到只升温1 . 5℃。新研究显示，达成上述目标
的机遇窗口已经很小，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
下，也存在“既定升温幅度”超标的风险。

(据新华社）

“大脑地图”越来越清晰
人工智能或许就靠它了

本报记者 任志方

第一张大脑地图17
世纪绘出

一只老鼠的脑部只有半克
重，里面有1600万个神经细胞。但
这些数字与人脑相形见绌。
人脑平均重量达到1 . 4公斤，由
100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如果将
它们排成一列，长度可达4 . 8万公
里。每个神经元都含有要发送给
其他神经元的信息，它们像棒球
投手一样，将包含各种身体信息
的“神经递质”传递给其他神经
元。每一个神经细胞完成的都是
最简单的工作，但当1000亿个神
经细胞开始有序工作的时候，便
产生了复杂、丰富的意识与智慧。

虽然如今我们对大脑已有较
为丰富的认知，但在人类的大半
历史中，曾一度对它到底是何物
一无所知。

古代的医生相信大脑是黏液
组成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脑就
像是一台类似于冰箱的东西，负
责冷却火热的心脏。从他的年代
至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家信誓
旦旦地宣称人类的知
觉、情感、理性以及行
动都是“动物本能”的
产物，这些本能是一
团团神秘未知的云
雾，在我们头部的空
腔内旋转，在身体各
处游走。

17世纪的科学革
命开始推翻这一切。
英国医师汤姆士·威
利斯发现我们的心理
世界原来就存在于大
脑组织内。为了了解
大脑如何运作，他解
剖了羊、狗和死亡病
患的大脑，绘出人类
史上第一张准确的大脑地图。

又过了一个世纪，研究者才
发现大脑其实是个“发电器官”。
在大脑里传递、并进入身体神经
系统的不是动物本能，而是电脉
冲。但即使到了19世纪，科学家
对于这些脉冲行进的途径仍少
有了解。

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逐渐
认识到要揭开大脑之谜，一方面
必须描绘脑的各种组构，摸清它
们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必须分
析脑的各部分如何工作以及它们
如何协同实现各种功能。

从104个到180个，新
的脑区被发现

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对大
脑如何运作、甚至它到底是何物
仍是一知半解。

比如，科学家们还不了解任

何单个机体的大脑工作机制。秀
丽线虫是一种可以独立生存的线
虫，只有300个神经元，仅形成7000
种连接，然而绘制它的神经连接
却花费了超过10年的时间。光是
描绘一个人类大脑中单种蛋白质
分布的“明晰”图，就可能产生多
得吓人的数据——— 大约2000兆位
元组，或相当于好几十万部高解
析度影片的档案大小。

而在细胞解析层面，对于大
脑结构的工作机制基本一无所
知。如果将大脑比作一个城市，那
么目前的技术只能使人们看到城
市的大概轮廓，却无法了解里面
发生了什么。

2003年4月，人类基因组计划
提前完成，在这一计划实施之前，
曾有人认为基因测序是白日梦，
然而它的成功彻底改变了人们之
前的看法，也给从事脑科学研究
的科学家注入了信心。2013年，美
欧先后公布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人
脑研究计划。

就像我们要去研究火星，首
先要建造一艘能够到达火星的
飞船。大脑研究不但需要理论的
进步，还需要技术设备的同步更
新。今天，科学家们正在使用新

技术和自动化操作，并以前所未
有的分辨率和完整度来绘制神
经回路。

2016年，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科学家尝试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
构建大脑地图，测量了血液在不
同思维活动中的流动，在这张新
的“大脑地图”上，每个半脑有多
达180个分区。在此之前一些神经
学家在定义脑区时，仍然基于一
个发表于1909年的名为布罗德曼
分区的脑图，该脑图将每个半脑
分为52个脑区。

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共360
个皮层区域中，能够感受到听
觉、视觉及冷暖等外部环境的变
化并作出反应的部位，有83个区
域属于已知，剩下的97个区域是
首次发现。

同一年里，中科院自动化所
脑网络组研究中心也发布了全新
人类脑图谱，这是他们经6年努力

绘制出来的，包括246个精细脑区
亚区。这张图不仅包含了精细的
大脑皮层脑区与皮层下核团亚区
结构，而且描绘了不同脑区亚区
的解剖与功能连接模式，并对每
个亚区进行了细致的功能描述。

破译大脑活动转为
可理解信号

截至目前，虽然我们还远远不
能完全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但是
人工智能从刚起步时起，就受到脑
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强烈影响，它
们始终影响着人工智能的研究进
程。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
了简单模拟大脑神经元和神经网
络的感知器，在学术界引起了轰
动。很多人认为，只要神经元足够
多，网络连接足够复杂，感知器就
能模拟部分人类智力。

有了更精确的“大脑地图”，
研究者就能破译人类的大脑活
动。

2016年7月，复旦大学脑智能
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团队首次绘制
脑功能网络的动态图谱。他们同
时发现，大脑功能网络的动态变
化与人类的智能高度相关。据

此，未来将有可能通
过赋予人工智能系
统内部各部件动态相
互作用的模式，使机
器人真正产生人类的
思维方式。

这样的研究还在
向更深层次迈进，今年
7月，日本京都大学教
授神谷之康及其团队
在《自然·通讯》中发表
研究报告称，根据其团
队的研究成果，发现可
以利用人工神经网络
破译人类的大脑活动，
将其转为可理解的信
号。

在这一研究中，人工神经网
络其实就是一种在实验室造神经
元基础之上建立起的计算机模
型。通过传统的算法技术，人工神
经网络能够制造出具有理解能力
和解决难题能力的计算机软件，
它的运行方式类似于人类大脑神
经元，能够解读人类思维。

这种软件可以使计算机具备
学习、成长和自适应的能力。也许
就在未来十年，你的办公桌上将
会放置一台“人工大脑”。

此外，“大脑地图”的绘制还
会在脑重大疾病的诊疗上带来重
大发现。利用“大脑地图”，科学家
可以制作“神经标准人大脑”，与
那些精神分裂症、临床抑郁症或
自闭症患者的大脑进行比较研
究，以发现其脑活动的不同之处。
大脑图谱也能帮助研究人员理解
疾病是如何形成和发作的，进而
更好地加以治疗。

老人与年轻人的作息矛盾

有深远意义

星期六一大早，妈妈在催你吃早饭，但
昨晚熬夜的你只想多睡会儿，这种常见的
小矛盾也许有着深远的意义。美国科学家
最近提出，老人与年轻人作息时间的差异，
可能曾帮助远古人类群体在夜间保持警
醒、防范危险。

美国杜克大学研究人员在英国《皇家
学会生物学分会学报》上报告说，该校科学
家观察了非洲坦桑尼亚一批狩猎采集者的
睡眠模式，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作息不同
是一种遗留习惯，它可以保证夜里总有人
醒着，起到放哨的作用。在附近随时可能潜
伏着猛兽的原始时代，这一点非常有意义。

这个部落常常以20至30人为一个群体
共同生活，白天各自出去狩猎、采集野果和
蜂蜜等，晚上回到营地，席地而睡。研究人
员让33名健康成年男女戴上手表一样的监
测仪，记录他们夜间的睡眠和活动状况。研
究参与者的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

观察发现，仪器记录的约220小时里，
所有参与者“都在熟睡”的时间只有18分
钟。平均而言，任何时刻总有约三分之一的
人醒着或睡得很浅。人们的作息各不相同，
老年人通常早睡早起，年轻人多半是起得
晚的“夜猫子”。

研究人员说，不同年龄的人作息的差
别，加上衰老导致深度睡眠自然减少，足以
使哈扎人群体几乎任何时候都有人处于警
醒状态，不需要特地安排人在夜间放哨。这
个研究是第一次在人类群体中观察到。

（据《参考消息》）

借助数据库和模拟技术

最古老的花儿“重新绽放”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7月31日公布的
一篇演化学论文称，科学家通过庞大植物
数据库和模拟技术，描绘了地球上可能最
原始的被子植物花朵图像，让人们有幸一
睹古代花朵的风采。这项新研究同时提供
了被子植物演化和多样化的新知。

被子植物也就是“有花植物”或“显花
植物”，它们是目前植物界最大和最高级的
一类，占了地球上所有植物的90%。科学家
认为，它们都起源于一种生活在1 . 4亿万年
前的古老植物。不过，关于被子植物以及它
们独特的结构——— 花，其起源和早期演化
一直没有被科学界完全理解，而且花朵的
化石记录也非常有限，这让科学家必须从
其他途径来研究花朵的演化。

此次，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的研究团
队，通过结合花朵演化模型和一个巨大的
现存植物特征数据库，重现古代被子植物
花朵的特征和多样化。他们描绘的图像显
示，古代花朵同时具有雌性和雄性部分，以
及多轮的三个为一组的花瓣状器官。

虽然某些特征仍旧不明确，但是研究
团队表示，这次让他们提出了花朵早期多
样化的可能性，并有助于科学家对被子植
物的进一步研究。

（据《北京日报》）

人脑如何成就了
人类的独特智慧？早
在100多年前，著名的
西班牙科学家、神经
系统研究的先驱者卡
赫就说过，“只要大脑
的奥秘尚未大白于天
下，宇宙将仍是一个
谜”。如今，科学家有
望冲破迷障，使用新
技术和自动化操作，
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
和完整度来绘制“大
脑地图”，而这也会影
响人工智能的发展。

中科院自动化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发布了

全新人类脑图谱，包括246个精细脑区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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