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晒黑还是晒伤

基因的“话语权”不小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在线发
表的一项基因学研究显示，暴露于阳光
下的皮肤会晒伤而不是晒黑，正是皮肤
癌的主要风险因素，而新近一项176678
人参与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在
过去研究的基础上，鉴定出了可能与晒
黑反应相关的额外基因位点。

晒黑是皮肤在紫外线的作用下生成黑
色素，造成皮肤颜色变深变暗的现象；而晒
伤则是正常皮肤经暴晒后产生的一种急性
炎症反应，表现为红斑、水肿、水泡和色素沉
着、脱屑。此前研究已发现，是否易晒黑与遗
传因素关系很大。而一个人暴露在阳光下
后，皮肤会晒伤还是晒黑，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特定基因位点的变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遗传组成如
何决定其对日晒的反应，英国伦敦国王学
院研究人员马里奥·法尔奇及同事，此次分
析了数量庞大的一批被试者的遗传变异。
部分被试者自我报告称，从未晒黑或只是
偶尔晒黑和晒伤(人数46768名)，另一部分称
会晒黑而不会晒伤(人数74528名)。

之后，研究人员又针对55382名个体
做了重复研究，结果在之前未与晒黑反
应关联起来的10个遗传位点发现了遗传
变异。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与晒黑可能
性较低相关的AGR3/AHR位点的部分
变异，可能也会增加皮肤癌风险。

（据《科技日报》）

觉得时间过得快

是因为你老了？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心理学家惠特曼
和兰霍夫问卷调查了499个年龄在14-94
岁之间的人，询问他们对时间流逝的感
受，程度从“非常慢”到“非常快”不等。他
们发现，对于较短一段时间，比如一周、
一个月甚至一年，不同年龄的人对时长
的感知差别不大；但对于更长的时间，比
如十年，年长者明显感觉过得更快。当40
岁以上的调查对象回顾前半生时，他们
纷纷表示童年时光总是过得最慢，然后
从青春期开始逐渐加速。

当人们感知时间时，是从两个角度
来估算时间长度的：当事件还在进行之
中时是预期的、前瞻的，而当事件结束之
后就切换为回顾性视角。另外，对时长的
感知也跟我们在做什么以及当下的感受
有关，快活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无比，无
聊的日子往往很难挨。沉浸在一本精彩
小说中让人觉得时间仿佛静止了，但当
你回忆起来，那段时间反而比许多随便
打发掉的时光显得更长。

从科学上来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大
脑更倾向于把新奇的经历刻入长期记
忆，而不是熟悉的、重复的经历。因此当
我们回顾往昔，新刻入记忆事件的数目
多少决定了这段时间感觉上到底是长还
是短。这大概就是年龄越大越感觉时光
飞逝的原因：在幼年时期，任何事物对你
来说都是新的。甚至在青春期和成年前
期，也还是有许多事情令你刻骨铭
心……而当你步入中年，一方面因为见
多识广而缺乏新鲜感，另一方面日常生
活逐渐固定为N点一线，缺少刺激。当你
回忆往事时，难免感觉啥也没干，怎么忽
然间2018年就过去几乎一半了呢？

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小孩子本身
对视觉信息的处理速度更快。2013年发
表在《动物行为》上的一篇论文显示，体
型较小、代谢较快的动物感知到的视觉
频率更高，在一秒钟之内接收的信息量
也比体型较大的个体多得多。或许这也
使得小动物或小孩子显得更敏捷、好动
和急躁，就比方说，人打苍蝇很容易失
手，因为在苍蝇看来我们都是在做慢动
作，而人看大象又觉得它们迟钝又笨拙。
小孩子觉得时间过得慢，可能也有这方
面的原因。

这样看来，如果想要让时间过得慢
一点，唯一的办法只有让自己过得更充
实一些，比如尝试新事物、挑战新技能、
接受新观点、去从未去过的地方旅行，并
且时刻保持开放心态，睁大好奇的双眼。
让你的大脑经历更频繁的刺激，才不至
于颓然感慨岁月如梭。

(据《南都周刊》)

氢燃料电池车离我们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任志方

从提出原理到应用
走了60多年

干电池、蓄电池是一种储能装
置，是把电能贮存起来，需要时再
释放出来；而氢燃料电池严格地说
是一种发电装置，像发电厂一样，
是把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电
化学发电装置。其基本工作原理是
将氢气送到燃料电池的阳极板，经
过铂金催化剂的作用，氢原子中的
一个电子被分离出来，失去电子的
氢离子穿过质子交换膜，到达燃料
电池阴极板，与氧原子和氢离子重
新结合为水。由于供应给阴极板的
氧，可以从空气中获得，因此只要
不断地给阳极板供应氢，给阴极板
供应空气，并及时把水蒸气带走，
就可以不断地提供电能。

氢燃料电池的原理早在1893年
就已提出。1893年，英国科学家Grove
首先发明了燃料电池，但是在接下
来的60多年里，燃料电池一直被认为
是一种“高不可攀的新技术”。

1955年，通用电气公司首先设
计并采用离子交换膜来制造燃料
电池；经过各国科学家的不断努
力，终于在1965年8月由美国首先研
制出第一个离子交换膜电池，由于
氢燃料电池无论是耐用性表现，还
是面对极端气候的稳定性都不错，
随后，在波音、通用汽车和NASA的
共同努力下，氢燃料电池最终被移
植到一辆月球车当中，跟随阿波罗
15号计划成功登陆月球表面。

1966年1月，氢燃料电池首次应
用在了汽车上。通用汽车的250名
工程师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辆氢
燃料电池车“E l e c t r o v an”。这台

“Electrovan”仅有5KW的输出功
率，但却能提供113km/h的最高时
速。当时它充满氢燃料后的单次续
航能力可达193km。现在来看它的
水平也就勉强战平一辆老年代步
车。但在50多年前，这样的新能源
技术代表着世界最先进水平。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
人们不断地掌握多种先进的制氢
技术，很快，氢燃料电池就被运用
于发电和汽车。波音公司于2008年4
月3日成功试飞一架以氢燃料电池
为动力源的小型飞机。

在氢燃料电池车研发成功的

半个世纪之后，2014年，丰田推出了
首辆氢燃料电池轿车Mirai，标志着
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实现重大进
步，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技术已经从
基础研究、样车示范进入工程化、
商品化发展阶段。2 0 1 5年，丰田
Mirai正式进入量产阶段，走向普通
消费者。

门槛逐步降低，5毛钱
氢气跑一公里

作为氢燃料电池车的动力来
源，氢气的制备和获得比汽油又如
何呢？

目前氢气制作有很多方法，但
比较常用的方法依旧是煤制氢、天
然气制氢、电解水、页岩气制氢。其
中美国廉价页岩气制氢成本控制
比较好，欧洲挪威、瑞典等国家利
用风能、太阳能制氢，日本蓝色能
源公司采用生物制氢。

风能制氢以及太阳能制氢虽
然不能普及，但是由于氢气比电池
拥有更长的保存期限，所以挪威、
瑞典等欧洲国家季节性的制氢储
存，比如挑选风较大、阳光充沛的
季节制氢保存，以待不时之需。

炼油厂、钢铁厂也会产生大
量氢气，在产能充足的情况下也
会外售。比如，澳大利亚国内盛产
褐煤，这是一种带有水分的煤炭，
不易出口，容易自燃。火力发电多
以烟煤为主，在此情况下，日本川
崎重工在当地开设工厂用褐煤制
氢，然后用液态氢的方法运输到
日本国内。澳大利亚对二氧化碳
排放要求比较严格，川崎重工则
利用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
把这些二氧化碳贮存在海洋深处
开发天然气遗留下的洞穴内。川
崎重工也与俄罗斯展开合作，利
用俄罗斯的剩余电能进行能量存
储进口到日本国内。

目前看来，欧洲氢能源发展规
模最大，其次是美国和加拿大，再
其次是日本，但日本的比例最大。
从经济性来看，液化氢在日本的零
售价格约为70元/公斤，车身内部
的存储罐可以存放大约5公斤的氢
燃料，也就是加满一次需要大约人
民币350元。按照续航里程700公里
来计算，Mirai的使用成本大约为每
公里0 . 5元。从车辆本身的性能数
据来看，如今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已
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氢站成本高昂，大
规模应用还需时日

丰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截
止2017年5月，包括量产车和四代概
念车在内，已经在氢燃料电池技术
上申请了15867个专利，涵盖了燃料
电池堆专利、高压储氢罐专利、燃
料电池系统控制专利以及加氢站
技术等，建立了氢燃料电池方面独
一无二的技术壁垒，成为氢燃料电
池汽车领域的巨人。

按理说氢燃料汽车排放出来
的只有水蒸气，可以说是零排放，
且一次加氢续航里程长，加氢时间
短，燃料价格相对便宜，使用起来
相当于汽油车。拥有这么多优点，
应该受消费者热捧才对。但从市场
的接受程度来看，氢燃料电池车似
乎跟50年前没什么区别。目前选择
氢燃料电池技术路线的车企屈指
可数，除了丰田之外，只有宝马、现
代、本田等少数几家。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氢燃料电

池汽车售价昂贵、氢气的制储运以
及加注成本高、加氢站设施的不完
善，消费者对于其安全性的担忧，
多方面严重制约着氢燃料汽车的
商业化以及大范围推广普及。

就拿基础设施修建成本来说，
一座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的修建成
本大约为200多万元人民币，而一
座加氢站的成本却高达2000多万元
人民币，成本高昂。这些费用最终
还会返回到车主身上。

再以丰田Mirai为例，通过严格
的成本管理控制，丰田将一台成本
堪称天价的概念车，做到了量产价
只需要不到人民币4 0万元 (补贴
前)，在日本最终补贴完之后，实际
售价为人民币26万元。这对于其他
厂家来说在技术上完全领先了不
止一代。但同类车型相对于燃油车
10万元左右的价格仍不便宜。

此外，氢燃料车目前还有一个
亟待解决的难题，就是电池反应堆
中的催化剂必须是贵金属——— 铂，
没有其他材料可替代。铂金产量很
低，全世界一年共生产200吨，百分
之六七十用于做首饰和装饰品，只
有一部分铂金是做催化剂的，价格
大概是黄金的4倍。

铂金作为催化剂对氢的纯度要
求极高(99 . 99%)，一旦与空气中的一
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接触，就会“中
毒”，催化效果就会大大降低，在空
气质量差的地方，只有带上压缩纯
氧才能上路。虽然丰田对其进行了
电镀处理，降低了90%的铂使用量，
但一辆车仍至少需要15克铂才能运
行，成本也是居高不下。

困难虽然不少，如果氢燃料电
池汽车计划成功，那么这将是一场
足以改变历史的变革，就像一百年
前从马车和煤炭过渡到汽车和汽
油一样。

5月1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陪同下，参观考察了位于北海道苫小牧市的丰田
汽车公司相关零部件工厂。李克强总理参观的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丰田的氢燃料电池车Mirai。总理看到的氢
燃料电池车到底有什么高明之处？它离我们日常应用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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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宣布将在日本生产、销售命名为索拉(Sora)的氢燃料电池大巴，以备
2020年东京奥运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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