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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能量只有一种吗？
|| 牧夫

暗能量，这个由我们赋予解释当
前宇宙加速膨胀现象的神秘名词到底
隐藏着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许多
理论物理学家认为暗能量的驱动力是
某种量子场，但这些想法很难与弦理
论的见解相协调。

新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
决方案 ：如果作为宇宙要素的暗能量
不止一种，又会如何？这些混合的暗
能量或许会对宇宙产生奇特的影响，
使其在将来的探测中有可能被发现。

在未知的黑暗中前行

我们不仅存在于一个不断膨胀的
宇宙中（大约 100 年前，埃德温·哈
勃观测到大多数星系存在的红移现象
让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而且这个宇宙
的膨胀正在加速。在过去大约 50 亿年
的时间里，我们的宇宙膨胀率一直在
增加，从而导致宇宙的增长不断加速。

坦白地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造
成了这种加速膨胀。这个问题大约在
20 年前研究遥远的超新星时被人们首
次关注，从那之后，大量独立的观测
结果（包括但不限于 ：宇宙微波背景，
重子声学振荡，巨洞等）都验证了宇
宙加速膨胀这一事实。

为绕开麻烦的现实解释，宇宙学
家创造了一个很酷的绰号 ：暗能量。
即使我们连暗能量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这多年来理论物理学家们还是做了一
些微小的尝试去解释它（因为暗能量
必须具备某种物理来源，而解释我们
在自然界中所见事物的物理来源是理
论物理学家的工作）。

最吸引人的想法之一是，存在着
某种量子场，该场与暗能量有关并维
持着它在宇宙间的存在。量子场非常
广泛——它们弥散在每一个时空，并
负责产生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相互作
用力和粒子——由此，不妨大胆地想
象有这样一个新的量子场，它具备了
引发宇宙加速膨胀相对应的属性。

深陷“沼泽”，如何突围？

这样一来，暗能量可能是由弥散
在整个时空的某种量子场引起的。尽
管听起来确实简单有力，但这个假设
有一些缺点。要谈缺点，我们就必须
谈谈弦理论。

弦理论是一种将自然界的所有力
统一在一个数学框架下的尝试，这是
解释一切的理论。在弦理论中，每个
粒子和每个力实际上都是超级微小的
弦振动的体现。为了解释丰富且多样
物理世界，这些“琴弦”仅在三个维

度上振动还不够，它们需要更多空间。
为了使弦理论发挥作用，我们的宇宙
需要一些额外的维度，这些维度都很
小并且会自我蜷缩，而弦可以在其中
振动并产生物理作用。这一切都发生
在最小的尺度上，因此我们还无法察
觉到它的存在。

弦理论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以
及为什么说它不是完备的自然理论，
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多余的维度是怎样
蜷缩的。这个过程可能有多达 10200 种
构形，并且每种构形都提供了一套新
的物理学方法。然而我们仅存在于一
个具有一套物理学方法的宇宙中，因
此这些构形中只有一种是属于我们的。
那又会是哪一种呢？

弦理论家已经尝试将“细麦”从
“谷壳”中分离出来，并且至少将维度
蜷缩的某些潜在构形视为“绝对不是
这个宇宙”。

乍看之下，似乎宇宙允许由量子
场引起的暗能量与关于弦理论的其他
事物不兼容。用行话讲就是，暗能量
似乎陷于“沼泽地”中，维度蜷缩可
能的构形对其根本不起作用。

疑云重重

解决这个难题的一种方法是解释
暗能量的存在，并说明弦理论是错误

的——毕竟，如果弦理论无法预测包
含暗能量的宇宙，那么它可能不适合
成为解释一切的理论。

又 或 者， 我 们 没 有 以 正 确 的 方
式去考虑暗能量。可能有不止一个量
子场与暗能量有关，而是好几个量子
场协同工作。这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疯
狂。想一想系鞋带的所有复杂过程吧，
为什么自然界就一定要是简单明了的
呢？

如果允许多重量子场产生暗能量，
那么弦理论在我们的宇宙中可能还有
用，因为这样一来这些模型就有可能
摆脱陷入“沼泽”的境地。但这就意
味着我们必须找到证据证明有多种因
素影响着暗能量。

在这些具有多种暗能量的模型中，
暗能量可能会自发聚集，这说明在广
袤宇宙中可以找到暗能量低于平均水
平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区域。总体而言，
整个宇宙的大尺度效应仍然相同（即
加速膨胀），但是某处暗能量过多或者
稀缺可能会影响宇宙中最大的结构的
发展和演化，如星系团和巨洞。

现 在 我 们 还 没 有 足 够 高 的 灵 敏
度来测量这些差异，但是在未来像
NASA 的罗曼空间天文台这样的实验
研究可能会带给人类新的见解，帮助
我们确定我们是否真的身处“沼泽”。

在黑暗中以氢为食的微生物
|| 袁理

在一些黑暗的生态系统中，光
照的缺乏使得光合作用无法进行。
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命是由化学能
维持的。

化学合成的作用与光合作用所
扮演的角色很类似，只是化学合成
过程不需要光的参与。一直以来，
科学家都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来自
地球的化学营养物质，是如何为化
学合成的生物圈提供燃料的。

最近，一个科学家团队通过从
世界各地被冰雪覆盖的栖息地收集
到的数据，对微生物在冰盖和冰川
之下的生存有了新的见解。他们也
认识到这些生物在延续在冰河时代
的生命，甚至是在其他星球上那些
荒凉环境中延续生命时所扮演的角
色。他们的研究结果已发表在近期
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上。

研究人员分析了从两个地方采
集到的沉积物样本，一个来自加拿
大亚伯塔的罗伯森冰川，另一个来
自于冰岛的 Kotlujokull 冰川，并
研究了水和微生物是如何与冰川下
的基岩相互作用的。

在谈起这一研究的灵感来源
时，论文的作者 Eric Boyd 介绍说，
一直以来，他们都在这样的冰下环
境中发现了由氢气支持的生物的存
在。起初他们无法理解，因为他们
想象不出冰川下的氢气是从哪里来
的。

后来他们发现，通过一系列物
理和化学过程，冰川下面富含硅的
基岩会被上面重重的冰层磨成微小
的矿物颗粒，当这些矿物颗粒与冰
川融水结合时，就会释放出氢气。
而更令研究人员兴奋的是，冰川下
的微生物群落可以将氢气和二氧化
碳结合起来，通过化学合成过程产
生更多的有机物质（即生物量）。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进行化学
合成的微生物具体做了些什么，研
究人员将加拿大和冰岛的沉积物样
本带回实验室中，培养了发现于沉
积物中的活体生物样本。他们想要
看看，在实验室环境中，这些生物
能否继续生长。

然而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研
究人员却面临一个较为棘手的难
点 ：他们感兴趣的微生物是依靠氢
气生长的，这些生物大多数都是一
些厌氧菌，也就是说当它们与氧气
接触时，很有可能就会死亡。

因此在准备实验的过程中，将

样本放入瓶中成了实验过程中最关
键、也是难度最大的一步。这个过
程需要尽可能快地将所有氧气排除
出去，如此才能保证目标生物不会
被杀死。

通过几个月的观察，研究人员
不仅发现了这些生物群落在实验室
环境中的增长，同时还观察到冰川
下的基岩类型对氢气产生的影响，
而氢气的产生又反过来影响了那些
能更好地适应氢气代谢的微生物群
落的存在。

Kotlujokull 冰 川 位 于 玄 武
岩基岩之上，而罗伯森冰川下是
碳酸盐基岩。结果显示，采集自
Kotlujokull 冰川的样本所产生的
氢气，比采集自罗伯森冰川的样本
所产生的的氢气要多得多。

研 究 人 员 还 发 现， 当 微 生 物
利用氢气来生产能量的同时，它们
也从会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以此
来进行增殖和生长。这种“固”碳
能力是气候调节过程的一个关键步
骤，也是这种化学合成与植物光合
作用的另一个相似之处。

现如今，冰川和冰原覆盖了全
球约 10% 的陆地，而这个数字比
过去的地球要小了一些。研究人员
相信，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微
生物的活动可能都对地球的气候产
生了重大影响。

据研究人员介绍，科学家们早
已知道，生活在冰原或冰川下的微
生物具有固碳能力，但却从未真正
了解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而
新的研究工作表明，这些生物不仅
可以产生自身“固定”的碳，做到
完全的“自给自足”，而且它们还
不像其他大多数生物那样需要阳光
的帮助。

从这一点我们能获得什么启示
呢？天体生物学家一直在寻找可能
存在于太阳系或太阳系之外的其他
行星上的生命，一个评估某颗星球
上是否宜居的关键参数就是水和能
源。新的发现表明，可自我维持的
微生物群落可以通过产生氢气而在
冰冷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这对于识
别其他行星是否存在潜在的宜居环
境是一条关键信息。

我们早已经发现了在其他许多
星球上存在冰川的证据，但是我们
并不知道那里是否有生命。现在，
科学家们或许可以思考，在那些有
着与这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基岩类
似的行星上，是否存在着生活在冰
川下的微生物？新研究的作者认
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体内3D打印技术或可治疗胃溃疡
|| Charles|Q.Choi

全世界范围内，平均每八个人之
中就有一人患有胃溃疡或其他胃部损
伤的病症。由于常规的传统疗法有其
弊端，如今科学家们想要通过探索 3D
打印技术，使得直接在人体内部构建
活细胞成为可能，从而更好地治疗此
类疾病。

就像 3D 打印机通过层叠材料来创
建结构框架一样，生物打印机会通过堆
叠活细胞来生成组织和器官。生物打
印技术的长期目标之一是向处在接受
器官捐赠等待名单上的人们提供生物
打印的器官。非营利性的器官共享联
合网显示，仅在美国，就有近 70000
人处在等待名单上。然而，以这种方
式生成功能性器官，如心脏或者肾脏
的能力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实现，更为
现实的近期目标是通过生物印刷得到
较为简单的结构，例如骨移植物。另
一方面，在体外打印的活组织仍需要
通过手术植入，该手术通常涉及较大
的切口，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并且延
长恢复的时间。

但如果医生可以直接在体内打印
细胞呢？通过使用当前的微创外科手
术技术，经由小切口将 3D 打印工具插

入患者体内，然后打印工具即可打印
新的组织。

这种“体内生物打印”的潜在应
用包括通过植入手术网来帮助治疗疝
气以及修补卵巢从而治疗不孕症。先
前有关体内生物打印的许多研究都集
中在皮肤和身体外部的其他组织的治
疗上。因为所需的设备通常太大，在
不进行较大型手术的情况下，无法到
达消化道和其他位于体内的器官。为
了减少治疗胃部病变导致的创伤，中

国的科学家们希望开发一种可以相对
轻松地进入人体的微型生物打印机器
人。该研究领域的资深研究员，清华
大学生物工程师徐涛表示 ：研究人员
们利用现有的技术，创建了灵巧的电
子设备，例如，机械蜜蜂和由蟑螂启
发的机器人。

这些微型机器人只有 30 毫米宽，
不到信用卡宽度的一半，并且可以折
叠到 43 毫米的长度。一旦进入患者体
内，他就会展开到 59 毫米长并开始进

行生物打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机械
工程师 David Hoelzle 说 ：“该团队构
建了巧妙的机制，使系统能够结构紧
凑地进入人体，而一旦通过了狭窄的
入口系统便会伸展开来，从而提供较
大的工作区域。”

在他们的实验中，中国的研究人
员们将微型机器人安装到了内窥镜上，
成功地将其弯曲，并通过了一根弯管
进入到透明的胃塑料模型内部。在模
型中，他们用机器人在实验培养皿上

打印含有在商业实验室培养的人胃壁
和胃肌细胞的凝胶。打印出来的细胞
在 10 天内保持了活性和稳定增殖的能
力。徐涛说 ：“该研究是将微型机器人
和生物打印结合在一起的首次尝试。”

研究人员说，主流的胃部病变治
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内窥镜手术。
药物的作用缓慢，而且并不总是有效。
内窥镜手术只能修补较小的伤口，由
内窥镜输送的喷雾剂可止血，但对较
大的伤口几乎没有帮助。徐涛说，体

内生物打印的愿景是，通
过在胃部病变部位修补适
宜的活体结构，最终帮助
改善这些主流的治疗方法。
他补充表示，未来的研究
可能会将微型机器人的宽
度 缩 小 到 12 毫 米， 并 为
其配备摄像头和其他传感
器，以帮助其执行更复杂
的操作。他和主要研究员，
清华大学的赵文祥于 2020
年 夏 天 在 Biofabrication
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

徐涛和他的同事注意
到，他们用做生物印记墨
水的凝胶只有在相对凉爽
时才稳定。在正常的体温

下，它们过于液态化而不能很好地形
成结构。此外，研究人员添加的帮助
固化凝胶的氯化钙溶液可能会损害人
体。Hoelzle 和他的同事最近独立开发
的另一种凝胶有望解决这些问题，它
可以在体温下保持其形状，并可以由
可见光进行固化。

生物打印的挑战之一是如何有效
地将打印的细胞附着到现有的软器官
和组织上。Hoelzle 和他的同事通过在
质地相似的材料（例如，未加工的鸡
胸肉条）上修复刺孔来测试一种潜在
的解决方案。首先，3D 打印机的喷嘴
将一小块生物墨水挤压到穿刺处，形
成一个可以将刺穿的组织连接到生物
打印结构上的锚点。然后他们慢慢地
撤回喷嘴，后方紧跟的材料可以用来
在组织外部打印更多的细胞。

“这项工作很有启发性。” 徐涛说。
利用这些方法将有助于体内生物打印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Hoelzle 认为，这
项技术可能无法打印复杂的器官。然
而，通过在标准手术中增加相对适度的
可以释放药物以促进愈合或预防感染
的印刷结构可能会有所帮助。Hoelzle 
说 ：“组织工程材料有很多发展机会没
被人认识到，毕竟没有人想要切开病
人来进行治疗。”

恒星撞击可能为行星宜居性提供燃料
在外星生命的探寻中，地球作为

唯一已知的宜居行星始终为搜寻的起
点。“我们在寻找能够让人想起家的行
星”，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天文
学 家 Natalie Batalha 说。 这 意 味 着
岩质行星与其恒星——类似太阳的恒
星——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使行星
能够吸收足够的恒星星光，从而令其
表面的水以液态形式存在。

然而，当天文学家们发现了数以
万计的行星时，他们邂逅的是由形形
色色的行星组成的迷乱动物园。因此，
一颗岩质行星（以目前
望远镜的识别能力而言，
指类地行星）可能与我
们熟知的世界千差万别。
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岩
质行星的环境到底能有
多么诡谲呢？即使是极
端怪异的世界也能够孕
育生命吗？ “是什么样的
物理过程使他们更加多
样化？”Batalha 说，“这
也是我们在努力搞清楚
的问题。”

很多这样的物理过
程发生在行星的内部深处。特别是行
星内部的放射性元素，他们可能通过
加热行星内部对宜居性产生重大影响。
人们认为，至少在地球上，一个强健
稳定的地热来源对板块构造和行星磁
场的形成至关重要，二者转而也对生
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核心热量的驱
动下，地壳板块像传送带那样在地球
表面滑动，有助于稳定行星的气候。
而通过地质时代的碳循环，板块运动
也调节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我们行
星的磁场形成于地核处旋转的熔铁层

产生的电流，帮助
我们抵御严酷的宇
宙辐射。这台地质

“发电机”的性能
取决于地幔中放射
性热的含量。

如今，一项新
的研究发现，一个

宜居的世界可能确实需要适量的放射
性核素。若放射性核素过多，那么行
星可能缺乏形成强力磁场的旋转发电
机，不过它也可能因此而拥有炙热岩
石烤出的厚重而又恶劣的大气层。若
放射性核素过少，那么行星不够温热
的内核可能过于寒冷呆滞，根本无法
维持地质活动——甚至可能使发电机
停机。

这项研究于发表于《天体物理学
杂志通讯》，第一作者为加州大学圣
克鲁斯分校的地球物理学家 Francis 

Nimmo。Nimmo 表示 ：“即使你找到
了一颗与地球在大小、年龄上别无二
致的行星，两者之间也可能有着根本
性的差异。”

发现了一颗宜居行星？那得感谢
中子星关于放射性核素对行星内核可
能产生的影响，本项研究的学者们并
非首个探究这一课题的团队。不过，
未参与这项研究的科罗拉多大学博尔
德分校的地理学家 Stephen Mojzsis 
表示，这篇论文“探究了系外类地行
星产生的不同热量引发的地球物理学
和地球动力学结果，比我之前读过的
相关研究更加详尽”。

在我们的行星内部，热对流驱动
着发电机 ：炙热的熔铁从深处被抬升，
与顶层温度更低的地幔相遇，随后冷
却并再次向地核方向下沉。这一循环
将热量传递至地幔，再经由板块运动
通过地表释放出来。炙热的地幔物质

从板块边界及其他地质构造活跃区域
的地壳裂缝中渗出。冰冷的地表岩石
堆挤入滚热的地幔，像往温热的饮料
中加冰一样使之冷却下来。Nimmo 表
示，抛开上述在调节地球气候方面的
重要性不谈，如果没有板块运动，地
幔便无法有效冷却。换言之，地球若
没有板块运动，便不会形成对流，遑
论发电机的存在了。

一颗岩质行星是否具有发电机和
板块运动并非事先决定的。在所有围
绕我们的太阳做公转的类地行星中，
只有地球二者兼备，这很大可能是因
为地球的大部分热仍留存在其内部。

Mojzsis 表示，现如今，地球大
概有一半的热量是其诞生时留下来的，
这些热量来自数千万年间无数岩石在
重力作用下聚集产生的高能撞击。而
我们的行星余下的大部分内热则源自
放射性核素钍 232 和铀 238。

这 些 放 射 性 核 素 很 可 能 在 中 子
星——大质量恒星爆炸遗留的超高密
度恒星残骸骸——的剧烈撞击形成。
在这些撞击事件中，中子聚集在重原
子核上，形成更重的核，其中的一部
分原子核随后爆炸进入更广袤的宇宙。
此类撞击十分罕见，在类似银河系这
样的大星系中约每 10 万年发生一次。
每次发生，撞击事件都会产生大量放
射性核素，他们最终参与形成巨大的
气体和尘埃云，这些气体和尘埃云偶
尔会塌缩形成恒星和行星。由于此类
撞击实在太过稀少，银河系中恒星内
放射性核素的丰度差异很大，范围约
在我们太阳系“当地”水平的 30% 至
300% 之间。 （耿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