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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新知

研究人员通过脑机连接
AI设备，在两只作为试验对象
的猴子身上进行了脑机接口
训练。试验中的两只小猴子，
只需要完成很简单的任务：玩
贪吃蛇游戏和玩跑步机，然后
收集它们发出的运动控制神
经信号，再通过 GAN 中的生
成器和鉴别器合成出大量神
经活动数据，就可用于下一步

的试验。
他们发现，这一技术把

训练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分
析大脑信号的时间，提高了
整整 20 倍。他们在论文中同
时还提到，这次研究虽然只
采集了猴子的神经信号，但
这一模式应该也同样适用于
人类神经信号的模拟生成。

如果这个研究顺利发展下

去，相信未来可以用于诸多神
经解码问题。比如在失眠、自
闭症、多动症、阿兹海默症等
疾病的神经干预和阻断上便
可以有更多可能。

研究者相信，这种“合成
思维”的方式还能有更为广泛
的用途，尤其是在脑机连接AI
设备上。脑机连接已成为神
经科学的行业现状和趋势。

与很多消毒剂一样，环
氧乙烷确实也有一定的毒
性。如果一次吸入太多环氧
乙烷气体，会当场中毒，而频
繁接触环氧乙烷，也会有损
健康，会增加癌症风险。

但是，这些危险因素，
只有相关行业的从业工人
才需要防范，普通人不用
为此担心。

正是由于环氧乙烷有
一定的毒性，国家对使用
环氧乙烷消毒口罩是有着
严格标准的。根据行业标
准《 医 用 外 科 口 罩 》
（YY0469-2011）规定，经
环氧乙烷灭菌后的口罩，
环氧乙烷残留量应不超过
10μg/g。

也就是说，我们拆开
包装拿出一个口罩，剪下
来 1 克的口罩面料，拿去
提取并测量，里面的环氧
乙烷不应超过 10μg。为

了达到这个标准，使用环氧
乙烷消毒的口罩，需要先在
通风的解析室晾一两周，等
环氧乙烷消散，这之后过两
周再进行无菌测试，达标后
才能出厂。所以，我们平时
使用的口罩，环氧乙烷的含
量早已微乎其微了。我们
在佩戴口罩的时候，剩下的
那一丁点环氧乙烷，一部分
也会跑到空气中去，我们实
际吸入的就更少了。

对比一下环氧乙烷的
残留极限就会发现，以一个
医用口罩重约 3g 计算，每
个口罩最多含30μg环氧乙
烷，按持久接触，每日剂量≤
0.1mg 的 话 （1mg=
1000μg），每天得生吞至少
3 个口罩才可能超标，前提
是你吞的时候还得捂得严
严实实，不然环氧乙烷就会
跑到空气中去了……（思想
实验请勿模仿）

脑机连接设备研究新进展——

AI正在学会“伪造思维”□克莉斯汀

AI真的会自己生成思
维方式了？为什么说它们
学会了“伪造思维”？一旦
它们学会了“思维”，真的
会反过来操控人类的行为
吗？

一切要下定论还为时
尚早，但这件“伪造思维”
的事的确发生了，操盘手
就是 GAN——一种 AI 学
习训练系统中常用的生成
式对抗网络模型。

通过接触或植入式的
设备，GAN只需要收集少
量试验中猴子所发出的运
动控制神经信号，就可以
自动生成类似的各种其他
情形下可能操控行为的神
经信号，然后再把这些教
给AI，AI 便是这样有了自
己的“思维”。

难免细思极恐。但这
种脑机连接 AI 设备却可
以用来帮助到不少人，比
如全身瘫痪的人可以在AI
帮助下重新站起来，老年
痴呆患者可能重新拥有清
晰的思维……

GAN 就是生成式对抗网
络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它是一种深度学
习模型，是近年来人工智能
（AI）在大数据学习过程中用
到的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之
一。在 AI 的深度学习模型框
架中，至少有这样两个模块：生
成模型和判别模型，通过这两
种方式在学习过程中的互相博
弈，就能产生输出，让 AI 迅速
掌握新技能。其中的生成模型
作用主要是给出某种隐含信
息，刺激AI随机产生可供观测
的数据。

而在最近一次试验中，

GAN直接生成了一种“合成思
维”用来“投喂”AI。这个研究来
自美国南加大华人博士温士贤
团队。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自
然》（Nature）杂志子刊上。

该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希望
获取更多更详细的关于AI大数
据学习的相关数据，研究出脑
机连接的AI设备，可解码人类
的神经信号，帮助有需要的人
完成更精准的大脑控制行为。

在之前的很多试验中，研
究人员都需要去收集大量人脑
发出的神经信号，再一一尝试
不同的可能，但由于神经信号
本身的不确定性——不同个体

产生的信号有不同模式，同一
个体在不同时间的神经信号也
可能会不同——从收集到分析
再到应用，这个过程要耗费大
量时间与精力。同时，如果是
针对一些全身瘫痪或本身大脑
已经受损严重的试验对象来
说，要采集他们的大脑神经信
号原本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这项新研究的意义在于，
通过设计好 GAN 系统中的固
定程序，用采集到的少量真实
的神经数据为基础，生成更多
不同情境下的相关数据，再运
用到试验中去，就大大地提高
了试验的效率。

2014 年巴西圣保罗“世界杯”
球赛开幕式上，一位 T4 级截瘫的
巴西少年 Juliano Pinto 身披“机
械战甲”，用意念开出了世界杯的
第一球，这一幕想必曾让大家印
象深刻。更为奇妙的是，这位已
经处于瘫痪状态的少年，在美国
杜克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教授、
脑机接口权威专家 Miguel Ni-
colelis 的脑机连接训练下，居然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原本已经无
法自我控制的 7 节脊柱神经恢复
了感知、活动和运动控制方面的
功能。另外 8 位类似患者进行了
相同的训练，结果也有 7位都恢复
了很大一部分的运动能力，有些
瘫痪了 10年后的病人也恢复了部
分身体功能。

脑机连接 AI 设备的确在不
断 给 人 类 带 来 福 音 。 2020 年 8
月，“科学狂人”马斯克用三只小
猪向全世界展示了脑机连接技
术 的 神 奇 和 可 实 际 运 作
性 。 无 论 是 脑 机 接 口

芯片的微不可察，还是自动植入
手术的方便轻松，都让人相信，
未来这种脑机接口（大 脑 与 外 部
设 备 之 间 进 行 直 接 连 接 ，并 实 现
大 脑 与 设 备 的 信 息 交 换）极可能
成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在学习、
医疗等各个领域都将发挥重要
作用。

但如果 AI 可以“伪造思维”，
这种脑机连接又会给未来的人类
带来怎样的危机？相信每一
位研究者在取得科研成果
的同时，也在面临同样的
质问。毕竟，AI机器在
大数据的学习过程
中究竟会学会些
什么，现在谁
也说不清。

研究只为提高效率

“合成思维”生成的目的

是“福音”也是“危机”

全镜面外墙，形如外星飞船

全球首座
公共艺术仓库仓库

□建平
（本文图片为资料图片）

由 荷 兰 MVRDV
设计的鹿特丹博伊曼
斯·范·伯宁恩博物馆
公共艺术仓库 (以下简
称“Depot 公共艺术仓
库”) 已于 2021 年 11
月 6日正式对外开放。
它号称是第一座向公
众开放的艺术仓库，刷
新了人们对博物馆的
普通认知。

科学
谣辟

近日，一段关于戴口罩小窍门的视频广为流传。该视频
称，医用口罩会使用环氧乙烷消毒，而环氧乙烷是一种一级
致癌物，会残留在口罩上。虽然经检测，残留符合国家标
准，但仍建议打开口罩包装后，在空中挥动几下再戴上，这
样有助于环氧乙烷消散，进一步降低残留。

这种说法靠谱吗？
可以肯定地说，从正规渠道购买的符合国标的医用口

罩，都是安全的。谁要是喜欢挥两下再戴，当然也没问题，
只是所谓的消散效果其实并不明显，也没什么必要。

环氧乙烷，是一种常见
又好用的消毒剂。其化学
性质很活泼，能够与微生物
的蛋白质、核酸发生非特异
性烷基化作用，让它们失去
正常功能，这样就达到了灭
菌效果。而且像细菌、孢
子、芽孢、病毒，等等，统统
都能杀死，它可以说是“灭
菌小能手”了。

环氧乙烷还有一个巨
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在“又
冷又干”的条件下工作。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
道，随便什么东西加热到两
三百摄氏度，肯定都能杀死
病菌，但口罩之类的东西到
这个温度就彻底坏掉了。
而高压灭菌锅虽然只用加
热到 120℃-130℃，但会产
生大量水汽，出锅还得晾

干，很多东西是禁不住水泡
的，也会坏。使用环氧乙烷
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因为
环氧乙烷沸点低，蒸汽压也
高，消毒时只需要温度维持
在 50℃左右，就能很容易
地进入待消毒物品的任何
缝隙角落，做到全面消毒。
而且由于环氧乙烷是以气
态来消毒，也不会出现泡坏
东西的情况。环氧乙烷也
不会腐蚀常见的材料，比如
塑料、纸、棉、化纤、金属、陶
瓷等。

正因为这些优点，环氧
乙烷成为目前最主要的低
温灭菌方法之一。像食品
包装、婴儿纸尿裤、卫生巾
等，都可以用环氧乙烷来消
毒。当然，消毒对象也包括
医疗器械比如口罩。

增加通风确实可以让
环氧乙烷尽快挥发，但是，
像视频里说的那样，仅仅靠
挥动几下口罩，就真的有效
吗？有研究者也做过通风
对口罩中环氧乙烷含量的
影响的实验。

他们将刚刚用环氧乙
烷消完毒、放置几分钟后的
医用口罩，分别放在超净台
里用强风吹拂不同的时长，
再测量环氧乙烷的含量，结
果发现，可见通风确实可以
降低口罩中环氧乙烷的残
留，但是用强风吹也要数分
钟之久才能将环氧乙烷含
量降低少许。

所以，把口罩随便挥
几下，消散效果恐怕不会
像视频说的那么明显，这
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才能确认。

总之，环氧乙烷是很
好、很常用的消毒剂，只要
残留量控制在安全范围，使
用它就是安全的。对于合
格的口罩，并不用担心有环
氧乙烷威胁健康。

面对疫情，除了打疫
苗、少聚集，戴口罩算得上
是最物美价廉的防护手段
了，我们千万别因噎废食而
不戴口罩。
（来源：科学辟谣公众号）

落成

碗状设计别出心裁

博物馆多为馆藏而生，最主要
的任务是维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
产。但随着人们对文化的关注与
需求发展，博物馆面对的环境与受
众早已不再单一，人们对博物馆也
有了更多诉求。

Depot 公共艺术仓库打破了
传统博物馆体验模式，不仅有庞大
规模的藏品，整体设计上也以展现
艺术史为主要目的而展开。艺术
仓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碗状，占地
面积并不大，但它高 39.5 米，外墙
由 1664 块镜面玻璃拼接而成，墙
体总面积却达到 6609 平方米。屋
顶上还种上了75棵多茎桦树和20
棵松树，以及许多冷杉和草，组成
一片丛林。

碗状的建筑形态大大地收缩了
地面视角，也给艺术仓周围环境提
供了更多可能，保证了艺术仓所在
的博物馆公园的视野与通行便利。
其全镜面设计也让整体建筑更好地
融入周边环境。

艺术仓入口被设计成一个巨
大的平移门，闭合时与外墙浑然一

体，其开启方式更让人感觉科技感
满满，就像打开一艘飞船的舱门。

观摩藏品的另类方式

进入艺术仓内，人们便可以体
验一场横跨中世纪至二十一世纪
的艺术史漫游。

整个建筑一共分为六层，设有
13个大型陈列柜，但并没有全部隔
断开——中庭是完全开放的，由下
至上，可以看到纵横交错的透明的
楼梯、电梯。不同的存储空间也都
十分通透，乘坐透明电梯，或者拉
动摆放艺术品的画柜的地面滑轨，
参观者甚至能够 360°地观看藏
品，正面反面都不错过。

在过去 170 年里，博伊曼斯·
范·伯宁恩博物馆闻名世界的艺术收
藏品已经发展到了超过15.1万件，如
今几乎全部被收入该建筑。手工艺
品、印刷品、素描和照片，都被一一封
闭式包裹起来，挂在架子上，陈列在
柜子里或者悬挂在中庭。

Depot 内部共五个气候区，会
依据环境（温度湿度、光线）需要来
储藏和展示艺术品，而非按照传统
的流派或时代来分门别类。同时，

也会根据艺术品本身的材料差别
来区分布置。还有些不同风格的
艺术作品被特意摆放在一起，尝试
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游客可以
直观地浏览藏品，也可以提交申请
后，更近距离地细看，或者通过提
供的相关视频等资料全方位地了
解藏品，甚至还可以参观到艺术品
的保护和修复过程，以及包装和运
输的过程。

内部的现代环保设计

设计人员提出“博物馆设计应
该为艺术服务，但又不仅仅是为艺
术服务”。所以在设计过程中，他
们非常注重人文环境，令整个建筑
与周边环境十分贴合，艺术仓内也
保持着恒温环境。所有建筑材料
都采用具有可持续性的环保材料，
可大大地降低能耗，即使在夏季，
室内不需要加强冷气，同样能很好
地控制整个空间的温度。

在艺术仓最高层，不仅可以体
验“城市屋顶森林”的幽静，还有一
间餐厅可供游客小憩，餐厅的桌椅
设计也相当有趣，随意调整，便能
提高入座率。

环氧乙烷是“灭菌小能手”

消毒口罩会增加癌症风险？

戴口罩之前有必要挥动吗？

透明的楼
梯、电梯，可以
全方位观展→

整个展厅十分通透→
↓拉动滑轨可

以细看藏品

烟花的焰色反应

烟花和鞭炮的结构很相似，都
是用黑火药做药引，火药的药剂在
有限空间里爆炸时，就会把烟花送
上高空。当火药在高空中燃烧、爆
炸，就形成了烟花。

烟花之所以能绽放出五颜六色
的样子，主要是因为“焰色”反应。

烟花制作过程当中，制作人员
会定量地加入一些金属发光剂和发
色剂。金属发光剂主要是铝粉和镁
粉，它们在氧气中充分燃烧时会发
出耀眼的白光。发色剂主要是一些
金属化合物，金属化合物中的金属
和氧离子结合发生剧烈的反应，就
会产生不同颜色的光芒。

焰色反应也称作焰色测试及焰
色试验。某些金属，或是具有挥发
性质的金属化合物在无色火焰中燃
烧时，火焰便会呈现出特殊的颜
色。焰色反应的原理正是每种化学
元素所含有的“身份证”——特征光
谱，由于钠、锶等元素的光谱中某些
谱线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它的焰
色反应极其明显。有色烟花通常都

会用到这些金属元素。
很多人都会觉得，烟花燃放过

程应该是一种化学反应，事实却是：
焰色反应属于物理变化。

因为它并无新的物质生成。这
个过程中主要是物质内部的电子能
级改变所产生的变化，并不涉及化
学性质和其本身物质结构的改变。
不同类别的金属化合物在空气中燃
烧时会产生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
可以通过看烟花的颜色，来辨别是
使用到了哪种金属化合物。

几种常见的颜色是：钠元素燃
烧时所产生的焰色反应是黄色的；
铜元素是绿色的；而钾元素则通常
呈现浅紫色。由于钾元素中通常会
掺杂些钠元素，所以我们经常会使
用蓝色钴玻璃观察。

制作烟花的人会将这些物质进
行巧妙的排序，来决定燃烧的先后
次序。我们看到五彩缤纷、绚烂十
足的烟花，其实就是“电子”在跳舞。

烟花虽美，却污染空气

火药在空间中爆炸时会产生大
量气体，有些气体在从喷孔缝隙穿

梭时可以发出动听的笛声和哨声。
有的气体爆炸能力强一些，甚至可
以直接炸碎容器，产生爆破声和“余
震”的嗡嗡声。通俗来说，烟花的声
音效果产生类似于管乐的原理，不
同的乐器能在气流下发出不尽相同
的音色。

烟花虽美，在空中熄灭后去哪
了呢？其实倒不会产生什么固态留
存物，只是会在燃放过程中释放大
量空气污染物。“酸雨”的主要构成
物：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
等，就是烟花燃放时产生的气体。
这些气体不仅会对大气造成危害，
更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
系统。

据环保站人员检测，1990 年，辽
宁省丹东市在春节前夕烟花爆竹齐
鸣，产生的气体危害相当于一起重
大污染事故。因此，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心环保问题，电子烟花由此诞
生。

电子烟花不采用黑火药和药
引，而是利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通
过灯光反射带、彩屑来产生传统烟
花爆炸后的绚烂多彩。绽放结束

后，不仅没有产生刺鼻气体，更没有
传统烟花燃放后所产生的垃圾。而
且电子烟花还可回收利用，可谓既
环保又美观。但相较于传统烟花，
电子烟花仍没有在市场上大量普
及，大众目前应该还无法购买到。
但至少人们已经意识到，燃放烟花
爆竹会产生噪声和大气污染。

（来源：蝌蚪五线谱）

烟花散后，去向何方？
□蝌蚪君

烟花，又称
烟火、焰火。火药
发明之后就有烟
花了。如今每逢
佳节或是盛大活
动来临之际，各地
经常会施放烟花
增加气氛。

当五颜六色
的烟花于漆黑的
夜幕之中绽放，又
宛若流星般陨落，
你可曾想到过，这
些缤纷的颜色是
如何形成的？这
些熄灭的烟花又
会不会跌落到我
们头上？

碗状设计让整个艺术仓充满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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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怕有致癌物残留”

口罩拆包装后，
挥动20下再戴？

没必要 □丁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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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的运动控制信号神经的运动控制信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