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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很容易忽略在头顶几万米的高
空，漂浮着无数微小的生物，它们正陪伴
着我们。随着科学家对这些高空漂浮的生
物的了解越来越多，以及逐渐弄清楚它们
跟地球表面的相互作用之后，科学家们开
始怀疑，这样的生命或许也存在于金星大
气或其他外星球大气中的猜想，究竟是否
合理。

大卫·史密斯是 NASA 在加州的埃姆
斯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专门研究大气
生命。去年 12 月 14 日，在美国地球物理
协会年度秋季会议的一次虚拟圆桌讨论会
中，史密斯说 ：“我们用 NASA 的飞机和
气球进行采样，不管是在哪里采样，我们
都可以在样本中发现微生物的生命特征。”

到目前为止，地球大气中的生命似乎
都是微生物，并且好像都是巧合，且与地
球表面的生命息息相关，而不是一个独立
的生态系统。当地球大气与地面接触时，
这些微小但强壮的生物被扬起，然后经过
一系列过程，被带进大气层的下层。

“基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这些微
生物只是大气层中的过客。”罗格斯大学
的微生物学博士候选人凯文·狄龙在讨论
中说道，“大气层对于微生物来说，就像
高速公路一样，微生物在大气中自由漂浮，
有时还可以躲进云层搭便车。”

微生物最终会落在两个大气层中。埃
姆斯研究中心的研究科学家戴安娜·金特
里在讨论中说，在对流层低层，微生物很
大程度上面临着被“风干”的危险。这时候，
云层就可以体现出它的优势。

“如果被风扬起，悬浮在大气中的话，
微生物可能会很快流失所有水分。”金特里
说，“因此，较低的云层具有明显优势——
它们就好比微生物的流动补水站。当微生
物在大气中漂浮时，云层可以帮助它们保
持湿润。”在对流层中，有些微生物甚至
可以正常生存。

与此同时，在更上层的平流层，环境
更加恶劣，微生物需要面对更干燥、甚至
酸性更高的环境。在这里，微生物通常会
蜷缩起来，进入休眠状态，等到回到地球

表面的时候再苏醒过来。当然，有的微生
物会在这里死去，有的在被卷入大气层之
前已经死去。

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
下，仅仅是为了生存，大气微生物已经用
尽了力气。史密斯说 ：“事实上，我们刚
刚才开始了解微生物从地球表面进入大气
层的这个过程。它们能在大气中漂浮多长
时间、漂浮期间它们会不会进行一些有意
义的活动或者生长和繁殖等，对于这些问
题，我们仍然没有答案。研究地球的大气
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就好比海底热液生物群落的发
现，让宇宙生物学家不由得开始猜想，在
冰冻卫星的深处是否也蕴藏着生命一样，
如今科学家也开始猜想，地球上的极端大
气生命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模板，用来确定
太阳系的其他地方是否也有类似的生命存
在。

太阳系中的生命

当然，地球大气中的生命已经面临各
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而在地球之外，它们
更是只能在大气层中繁衍。

一个关键约束条件是，尽管我们已经
充分了解地球表面是微生物生存的天堂，

但是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表面环境对已知
的生命形式十分不友好。哪怕在遥远的过
去，这些地方可能适宜生命居住，但现在
则不然。例如，在金星上，一个可能有生
命存在的地方是金星的大气层。有些科学
家认为，金星上的环境既炎热又酸性高，
但是在 48 千米到 60 千米的高空，那里的
液滴可以作为潜在生命的避风港。

这种残酷的条件也意味着，在金星这
样的星球上，任何生命形式一辈子都只能
生活在大气层中，而不像地球上的微生物，
只是去大气层游走一番。这样的“一辈子”

意味着科学家们必须弄清楚一些问题，比
如说，微生物漂浮在大气中时是否可以繁
殖。

金特里指出，重力也会不断地将可能
存在的微生物拖曳出舒适的大气层。她说：
“大气层中的生命面临的一个独特挑战是，
因为它们在空气中漂浮着，所以在重力的
影响下，总会有生命不断流失。任何生命
如果想要在大气环境中长期存在，它就必
须得能够快速地繁殖，以弥补损失的生
命。”

接下来，还有水的问题。地球上的云
层很特殊 ：它们是太阳系中唯一一个主要
由水蒸气构成的现代大气云层，因此科学

家也更有希望在这里寻找到生命。然而，
金星上的云层主要由硫酸构成。火星则被
浓浓的二氧化碳笼罩着。海王星的卫星海
卫一上的云层都是氮气。虽然这些都十分
神秘，但没有水也确实是一个难题。

金特里说 ：“宇宙生物学的一个重要
主题是‘哪里有水，就去哪里’，因为已
知的类似地球的生命，都离不开水。又因
为其他云层都不是以水为主的云层，所以
令我们感兴趣的地方也跟以水为主的云层
不太一样。”

太阳系之外

就好比地球是研究太阳系内其他星球
的参考模板一样，太阳系内的其他邻居星
球，也为我们研究其他恒星系统提供了参
考原型。相比于先进的航天器所能抵达的
太阳系内行星，系外行星则隐藏在各自恒
星的光芒之内。

事实也证明，即便是在地球上，寻找
大气中的生命也不容易。史密斯说 ：“每
次我们穿过云层，收集云水样本时，我们
都可以从中找到强烈的地球生命迹象。然
而，我们就是无法远程观测到这些生命迹
象。我们知道云层中存在生命，但我们没
有足够敏感的仪器，可以去检测其中的生
命迹象，除非收集实际的云水样本。”

所以，不要期待科学家们能够在不久
的将来宣布，他们在其他星球的大气层中
发现了生命迹象。

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
实验室的行星科学家诺姆·伊森博格说 ：
“证明系外行星上有生命存在，极其困难。”
但是，伊森博格补充说，这并不能阻止我
们去猜想，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如果金星上可能存在生命，那么，
其他和金星类似的星球上也就有可能有生
命存在。”伊森博格说，“如果地球上有生
命，那么，其他和地球类似的星球上也可
能会有生命存在。”� （匀琳）

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对宇宙的思考与探索。现代宇
宙航行学的奠基人，被称为航天之父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也说
过“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 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虽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的脚步就已经踏上了月球。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被限制在地月空间之内。这是因为即
便是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可登陆行星——火星，也需要 500 天
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往返。而去到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
邻星，单程就有 4.22 光年的距离。除了路途遥远，长期太空
飞行中航天员所面临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问题以及航天器上
极其有限的资源等等，都是限制我们迈向深空的阻碍。

在科幻小说与电影中，宇航员往往会进入一个“休眠”
状态来完成长距离飞行。这并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幻想。早
在上世纪 60 年代，一些科学家就提出了通过抑制代谢来实现
人类“休眠”的构想。进入 21 世纪，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与欧洲空间局�（ESA）�陆续提出诱导人类“休眠”设想，并
着手进行设计研究。对于这项前沿技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
到“休眠”不是冷冻，而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降低宇航员
的核心体温，并使新陈代谢变得“迟钝”。“休眠”可以减少
物资消耗，降低航天员对活动空间的需求。这些变化可以在
航天器的设计上将更多的空间和资源分配给动力系统。更为
重要的是，“休眠”除了能够降低空间环境对航天员生理上的
影响，还能消除任务中的紧张和孤独感，减少对航天员精神
健康的威胁。ESA 因此认为“可控的冬眠是载人太空飞行中
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在可预见的未来，低温低代谢状
态的人类“休眠”将是进行登陆火星等深空探索任务的关键
技术之一。

非冬眠动物无法自发进入休眠状态

自然冬眠的动物在冬眠时会进入一个核心体温和代谢率
下降的阶段，这一状态被称为“Torpor”。Torpor 的诱发因
素很多，包括环境因素（例如，寒冷、食物短缺、昼夜节律等）
和自身因素（饥饿、睡眠等）。在 Torpor 时期，动物体温最
低可降至 3~5℃，基础代谢率可以低至 1%~5%，且行为受到
抑制，呈现假死状态。但这种时期并不会一直持续，会被定
期的“Arousal”觉醒状态（2~30 天，存在物种差异）所打断。
觉醒之后体内代谢水平与核心体温均迅速回升，以确保一些
关键的生理功能不受损伤。周期性的 Torpor-Arousal 循环
就组成了完整的冬眠过程。而非冬眠动物由于缺乏相关生物
学机制，不具有自发产生 Torpor-Arousal 周期性状态变换
的能力，因此需要通过一些物理或者药理学方法的诱导来进
入低温低代谢的状态。

中枢神经系统是调控转换的核心

中枢神经系统内的一些解剖学和功能性连接在控制
Torpor-Arousal 转换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无论是休眠还
是觉醒都离不开中枢神经系统中特定神经元与神经环路的
调控。在去年 6 月，Nature� 更是同期连发两篇啮齿动物
诱导“Torpor”的重磅文章。此外，12 月 11 日�Nature�
Communications�也报道了类似的新发现。三项研究均提出
并证实了下丘脑内的特定神经元在非冬眠动物休眠诱导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这些研究进展进一步提示我们，未
来启动人类“休眠”的钥匙很有可能在下丘脑及相关环路中
被发现。

可控且安全的休眠 -苏醒转换至关重要

截至目前，针对非冬眠动物“休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是对于人类“休眠”而言，安全性和可控性才
是这项技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休眠 - 苏醒转换过程
中伴随着核心体温与代谢率的大幅度波动，冬眠动物几乎不
会出现明显的器官和组织损伤。而对于非冬眠动物而言，缺
乏相应的保护机制，则很可能出现显著的细胞应激和功能损
伤。尤其是对于人体最大的耗能器官——大脑，较长时间的
低温低代谢状态，对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必定会造成
深远的影响。而冬眠动物在经历长时间的休眠状态后，神经
连接与功能都可以恢复到休眠前的状态。因此，揭示自然冬
眠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有助于解决人类“休眠”的关键技术难
题。

人类“休眠”的未来

人类的“休眠”不能一昧追求“时间静止”。可以根据任
务类型的不同，在资源消耗与休眠程度和方式的设计上寻找
最佳平衡点。尽管中枢神经系统对于“休眠”的调控作用十
分重要，但“休眠”状态是机体对环境变化的整体反应，几
乎涉及所有的器官组织，对其他组织器官的“休眠”研究也
需要同步开展。总之，人类“休眠”是一项复杂的多领域系
统性工程，需要融合包括生物、医学、材料、化学等各学科
的技术来实现这一设想。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空间站和
地外基地建设的开展，可以将“休眠”研究的主战场转移到
空间实验室。这将更有利于对航天员选拔和训练思路的调整，
早日实现安全可控的人类“休眠”并应用于载人深空探索。
此外，世界主要航天大国相继启动登月或登陆火星的计划，
也将加速推进人类“休眠”相关研究的开展。

该项研究公布于 Biological�Reviews� 于近日在线发
表的长篇文章 Human�torpor:�translating�insights�from�
nature�into�manned�deep�space�expedition。该文由国内
多家单位的学者联合完成。文章从比较生物学的角度出发，
深入剖析了冬眠动物与非冬眠动物在低温低代谢状态下神经
环路以及神经元结构、功能变化的特点与差异，指出通过揭
示自然冬眠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不仅有助于人类“休眠”方
法的探索，还对于一些与能量代谢及神经可塑性变化相关的
神经精神疾病的治疗可以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BioArt）

新系统可使用量子物理原理
探测微弱的通信信号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
的研究人员设计并演示了一种系统，该系
统可以大幅提高通信网络的性能，同时在
检测哪怕是最微弱的信号时也能实现创纪
录的低错误率，有可能将最先进的网络所
需的总能量减少 10 到 100 倍。

这个原理验证系统由一个新型的接收
机和相应的信号处理技术组成，与当今网
络中使用方法不同的是，它完全基于量子
物理的特性，从而能够处理携带大量数据
的极其微弱的脉冲信号。

NIST 和 马 里 兰 大 学 之 间 的 合 作
研究机构——联合量子研究所（Joint�
Quantum�Institute）的物理学家 Ivan�
Burenkov 说 ：“我们使用现成的组件构
建了通信测试平台，以证明基于量子测量
的通信有可能扩大规模并广泛用于商业用
途。”�Burenkov 和他的同事在 Physical�
Review�X�Quantum 上报告了结果。“我
们的努力表明，量子测量还有一些其他有

价值的、迄今无法预见的优势，这能为电
信带来信道带宽和能源效率方面的革命性
改进。”

现代通信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将信息转
换为激光产生的数字光脉冲流，信息在这
种光脉冲流中以光波特性变化的形式进行
编码传输，当信息到达接收器时再进行解
码。脉冲序列在传输通道上传播时变得越
来越弱，而传统的接收和解码数据的电子
技术在精确这种衰减信号中的信息方面已
经达到极限。

信号脉冲可能会减少到只有几个光子
甚至平均小于一个光子的强度。在这点上，
不可避免的随机量子波动被称为“散粒噪
声”，由于噪声引起的不确定性占了衰减
信号的很大部分，这使得与量子相对的常
规技术无法准确接收到信号。因此，现有
的系统必须消耗相当大的能量以沿着传输
线反复放大信号，保证信号强度，使其足
以得到可靠的检测。

NIST 团队的系统不需要放大器，即
使是非常微弱的脉冲信号它也能可靠地处
理。�“传输一个比特所需的总能量成为阻
碍网络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NIST 团队
的资深科学家 Sergey�Polyakov 说，“我
们的目标是减少激光器、放大器、探测器
和支持设备所需能量的总和，以实现长距
离可靠的信息传输。在工作中，我们证明
了在量子测量的帮助下，即使是微弱的激
光脉冲也可以用来传递多比特的信息，这
是迈向目标的必由之路。”

为提高信息传输的速度，网络研究人
员正在寻找利用光波的附加特性、为每个
脉冲编码更多的信息的方法。因此，一个
激光脉冲根据它的传输准备方式，可以携
带多个比特的数据。为提高探测精度，可
以在经典网络系统上安装量子增强接收
机。截至目前，这些混合组合每脉冲能最
多处理 2 位的数据。NIST 量子系统最多
能使用 16 种不同的激光脉冲去编码多达 4
位的数据。

为了证明这一性能，NIST 的研究人
员制造了一个低输入的微弱激光脉冲，其
强度与大幅衰减的传统网络信号相当，每
个脉冲的平均光子数从 0.5 到 20 不等（虽
然光子是完整的粒子，但小于 1 的数字意

味着有些脉冲不包含光子）。
在准备好输入信号后，

NIST 的研究人员利用它的
干涉等类波特性，直到它最
终以光子（粒子）的形式到
达探测器。在量子物理学领
域，光既可以作为粒子（光
子），也可以作为波，具有
诸如频率和相位（波峰的相
对位置）等属性。

在接收器内部，输入
信号的脉冲序列与一个单独
可调的参考激光束结合（干
涉），该参考激光束控制结
合光流的频率和相位。在如
此微弱的的信号中要读出不

同的编码状态是极其困难的。因此，NIST
系统的目的是通过精确匹配参考激光的特
性来测量整个信号脉冲的特性。研究人员
通过对信号的一系列连续测量来实现这一
点，每一次测量都增加了精确匹配的概率。

这是通过调整参考脉冲的频率和相位
来实现的，这样当它们在分束器结合时就
会对信号产生破坏性的干扰，完全抵消信
号，从而检测不到光子。在该方案中，散
粒噪声不是一个因素 ：完全抵消没有不确
定性。

因此，与直觉相反，一个完美准确的
测量结果是没有光子到达探测器。如果参
考脉冲的频率错误，光子就能到达探测器。
接收器利用光子探测的时间来预测最可能
的信号频率，并相应地调整参考脉冲的频
率。若该预测仍然不正确，下一个光子的
探测时间会基于这两个光子的探测时间得
出一个更准确的预测，以此类推。

“一旦信号与参考光束相互作用，探测
光子的概率将随时间而变化，”�Burenkov
说，“因此，光子的探测时间包含了有关
输入状态的信息。在第一次光子探测之后，
我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正
确猜测的机会。”

“我们的通信协议旨在为信号和参考
光的不同组合提供不同的时态图，然后有
一定把握地利用检测时间来区分输入状
态。起初的把握可能会相当低，但在整个
测量过程中会得到提高。我们想要在第一
次光子探测后就将参考脉冲切换到正确的
状态。由于信号只包含几个光子，用正确
的参考测量信号的时间越长，我们对结果
的信心就越强。”

Polyakov 讨论了可能的应用。“未来
互联网的指数级增长需要通信技术的模式
转变，”�他说，“量子测量可能成为这种新
技术。我们证明了与最佳编码协议配对的
新量子接收机具有创纪录的低误码率。我
们的方法可以显著降低电信行业的能源消
耗。”� （顾瑀鸣）

从左下方进入的红色信
号通过分束器进入光子检测
器，如图右上方所示，检测
器带有一个附加的时间寄存
器。接收器将参考光束发送
到分束器以消除传入的脉冲，
这样就不会检测到光。即使
只有一个光子被探测到，也
意味着接收器使用了错误的
参考光束，需要对此进行调
整。接收器利用光子探测的
精确时间，以较少的猜想得
到正确的调整。结合记录的
检测时间和参考波束频率的
历史，寻找传入信号的频率。

地球大气中的微生物，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外星生命吗？

图中显示了十多
年来全球云层的分布。

从冬眠动物身上
人类如何学会“休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