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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工视觉的碳纳米管光电传感器阵列
研究获新进展

视觉系统对生物体的生存和竞
争必不可少。在视觉信息处理过程
中，在大脑视觉中枢做出复杂行为
判断前，视网膜在对光刺激信号进
行检测的同时，并行处理所捕获的
图像信息。开发人工视觉系统的挑
战是双重的，既要重新创建动物系
统的灵活性、复杂性和适应性，又
要通过高效率计算和简洁的方式来
实现它。目前，人工视觉系统往往
采用传统的互补金属氧化半导体

（CMOS）或者电荷耦合器件（CCD）
图像传感器与执行机器视觉算法的
数字系统相连接来实现，这些传统
的数字人工视觉系统具有功耗高、
尺寸大、成本高等缺点。相比而言，
人类视觉系统拥有很多带有突触的

视神经元，能够探测图像信息，并
可以存储信息和处理数据，因而能
平行地处理大量的信息，而每个突
触活动所耗费的能量仅为 1~100 飞
焦耳。因此，将图像感测、存储和
处理功能集成到器件的单一空间，
并针对连续模拟亮度信号实时处理
不同类型的时空计算，对实现神经
形态人工视觉系统意义重大。具有
神经形态的光电传感器通过模拟电
子电路，实现由生物系统启发的特
殊视觉处理功能，这些电路适合于
尝试模仿生物视觉系统的构建。

近 日， 中 国 科 学 院 金 属 研 究
所与国内多家单位的科研团队合
作， 开 发 出 一 种 柔 性 碳 纳 米 管 -
量子点神经形态人工视觉光电传

感 器。3 月 19 日，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以《面向神经形态视觉系统的柔性
超灵敏光电传感阵列》（A flexible 
ultrasensitive optoelectronic 
sensor array for neuromorphic 
vision systems） 为 题， 在 线
发 表 在《 自 然 - 通 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为了构筑高性能的神经形态视
觉系统，必须首先获得具有超高响
应度、探测性和信噪比的光电传感
器。为了在极端昏暗的光线条件下
实现增强的成像能力，科研人员设
计并制备了一个 1024 像素的柔性
光电传感器阵列，使用半导体性碳
纳米管和钙钛矿量子点的组合作为
神经形态视觉系统的有源敏感材料，
集成了光传感、信息存储和数据预
处理等功能，实现了视觉图像强化
学习过程。这两类材料均具有优异
的柔韧性、稳定性及工艺兼容等特
点，通过材料组合为实现兼具生物
体灵活性、复杂性和适应性的神经
形态人工视觉传感器提供了新策
略。这是第一次通过高集成度物理
器件阵列方式，实现超弱光脉冲（1 
μW/cm2）响应，并完成神经形态
强化学习的案例。与生物系统行为
类似，光电传感器、存储元件和数
据分析处理等组件在阵列中共享物
理空间，并实时并行处理信息，这
些结果对于试图模仿生物视觉处理
的人工视觉系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
义。 （中科院）

你看见的红色和我看见的，一样吗？
|| 刘思洁

人能看见颜色是一种固有的视觉
体验，那怎么会有人和你看到的颜色
不一样呢？

刚看到这个问题时，你可能会很
困惑。人能看见颜色是一种固有的视
觉体验，那怎么会有人和你看到的颜
色不一样呢？为了解决这个看似愚蠢
的问题，你可以指着不同的物体问其
他人 ：“它是什么颜色？”大家的看法
大致上会是统一的。

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事情并没
有这么简单。有人说一块地毯是绿色，
但还有人说是蓝色。此前网络上曾流
行过一张照片，有人说照片里的裙子
是蓝色和黑色，还有人说是白色和金
色。

你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即
便我们认同颜色的名称，但对红色的
看法也可能并不相同，同样对绿色的
体验也可能不同？但是，我们又如何
能知道这一点呢？事实上，包括我们
在内的神经科学家早就开始尝试解决

这个古老的难题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了。
关于我们为何会惊讶于大家在颜色看
法上的差异，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越
来越清晰。

科学家们经常用一些冷冰冰的
分析术语，来解释为什么人们拥有色
觉——看清颜色是为了识别物体。虽
然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
我们选择命名的东西（如“球”、“苹果”
和“老虎”）的颜色并不是任意的，它
们更可能是暖色（如橙、黄和红），而
不太可能是冷色（如蓝、绿）。这些观
察结果表明，你的大脑可以用颜色来
帮助识别物体。

但识别物体并不是色觉唯一或甚
至是主要的功能。在最近的一项研究
中，神经科学家 Maryam Hasantash
和 Rosa Lafer-Sousa 让志愿者观察
低压钠灯照亮（一种经常能在停车场
看到的黄色照明光）的真实世界物体。

这种黄光会阻止视网膜对颜色的
正确编码。研究者推断，如果他们暂
时去掉志愿者的这种能力，便可能损
害色觉的正常功能。志愿者们仍能识

别出沐浴在诡异黄光中的草莓和橘子
等物体，这意味着颜色并不会对识别
物体产生关键影响。但是，这些水果
让人毫无食欲。

志愿者也能识别出一些面孔——
但它们看起来又绿又病态。研究人员
认为，这是因为它违反了你对正常脸
部颜色的期望。绿色的外表提示了一
些错误的信息，告诉你可能哪里出了
问题。这个例子也表明，有时候你所
知道或你认为的，会影响你看到的东
西。

这个研究给出了这样的观点 ：颜
色不会影响你辨别某样东西，但是会
提示这件东西可能的意义。它并不能
告诉你水果的种类，但能告诉你一块
水果是否可能好吃。颜色也是我们用
来识别面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它帮助我们识别愤怒、尴尬等情绪，
也包括疾病。可能正是因为颜色在表
达意义上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社交
环境中，人与人在色彩体验上的的差
异，才会令人惊讶。

导致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

我们无法轻易测量色彩。一个客观的
经验度量标准，或能让我们克服主观
性的困境。例如，我们可以用尺子测
量某个物体的尺寸，来解决尺寸上的
分歧。对于颜色，我们可以测量彩虹
上不同波长的比例。虽然，一个物体
的“光谱能量分布”是其颜色形成的
物理基础，却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颜
色是什么。

也许颜色具有“心理生物学”属
性，它来自于大脑对光的反应。如果
是这样，颜色的客观基础或许不在物
理学中，而是存在于人脑反应中？为
了计算颜色，你的大脑皮层中会建立
了一个广泛分布的网络，它能考虑背
景颜色和你的期望，来解释视网膜上
的信号。那我们能通过监测大脑活动
来测量所看到物体的颜色吗？

我们团队使用脑磁图（MEG）监
测了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在放电交流时，
产生的微小磁场。那我们能够用机器
学习来区分人们对各种颜色的反应，
然后通过解码大脑活动获得志愿者们
看到的颜色吗？答案是，是的——我

们可以通过测量大脑中发生的事情来
确定看到的颜色。我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每种颜色都与独特的大脑活动模
式相关。

但是，不同人的大脑反应模式是
否相似？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难将两个人的大脑解剖结
构完美匹配。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
解决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来回避这个技
术挑战，即两个人认为的红色和橙色
之间的关系，是否相似？

脑磁图实验表明，两种在感知上
比较相似的颜色，会产生更相似的大
脑活动模式。所以，当你看浅绿色的
东西和深绿色的东西时，你大脑的反
应会相当相似，但当看黄色的东西和
棕色的东西时，就会有很大不同。更
重要的是，这些相似性在不同的人身
上都能观察到。生理测量不太可能解
决诸如“什么是红色”这样的问题，
但脑磁图的结果部分证实，我们对颜
色的看法或是一个可以达成的共识。

若干年前，一次基因突变使我们
的祖先拥有了向北挺进的能力 ；如今，
这一突变则赋予了部分人一项体育上
的优势——不怕冷。

有些专业运动员喜欢在运动后跳
进冰水里解乏，但在冬天锻炼过的人都
知道，这种做法尽管能令人感到神清
气爽，但也着实痛苦难熬。那么，冬
泳究竟为何如此流行呢？大众普遍认
为，有些人可能生来就更不怕冷，这
种看法又是否正确呢？

天气可以显著影响我们的运动表
现。在寒冷环境中，肌肉反应速度会
变慢，需要更长时间完成收缩，运动
爆发力会降低，产生的总能量也会减
少（不过这点可以通过热身得到缓解）。

为何在寒冷环境中，运动表现会
下降呢？原因其实有点复杂，比如我们
对寒冷的耐受度取决于遗传因素、皮
下脂肪厚度、以及体型大小等等。有
科学家提出，当身体温度下降时，我
们释放肌肉细胞中能量的速度也会减
慢。

但在寒冷中锻炼有助于改善心肺
健康、强化免疫系统、以及将白色脂肪
细胞转化为棕色脂肪细胞，从而促进
减肥。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
寒冷环境中运动的确对健康十分有益。

有些人在这方面也许拥有先天优
势。约五分之一的人体内缺少肌肉纤
维蛋白质 α- 辅肌动蛋白 3。这一突变
让我们对人类进化史有了进一步了解，
还解释了为何部分现代运动员在寒冷
中也能如鱼得水，其他人则只能在原
地冻得瑟瑟发抖。

α- 辅肌动蛋白 3 有时又被称作
“速度基因”。在能量爆发和肌肉恢复
方面，它可以赋予运动员很大优势。
但在其它情况下，它的用处可能就没
那么大了。

所有人的骨骼肌都由两种纤维组
合而成：慢缩肌纤维和快缩肌纤维。“肌
肉由两种纤维构成，但两种各自所占
的比例既因肌肉而异、也因人而异。”
匹兹堡大学生理学家考特尼·邓恩 -
路易斯指出。

慢缩肌纤维负责执行较慢的有氧
动作。它们让我们得以保持直立，让
头颅得以挺直，让下颌得以闭合，还
能帮助我们完成走路、慢跑等较为温
和的运动形式。如果你做过瑜伽或冥
想、有意识地放松过全身肌肉，你也
许就能感受到全身有多少肌肉在无意
识状态下默默工作着。这其实并不是
所谓的“肌肉紧绷”，而是慢缩肌纤维
为了防止我们一头栽倒而保持的轻微
收缩状态。

快缩肌纤维则采用无氧方式呼吸，
可以在爆发式运动时快速收缩，但比
慢缩肌纤维更容易疲劳。我们只有在
举重、跳跃、短跑、或在无氧运动中
做其它爆发性动作时，才会用到这些
肌肉纤维。前文提到的 α- 辅肌动蛋

白 3 也只存在于快缩肌纤维中。
“在顶级运动员全身的肌肉纤维

中，约 80% 要么全是快缩型（力量型
运动员），要么全是慢缩型（耐力型运
动员）。”邓恩 - 路易斯指出，“想想看
马拉松运动员那瘦长的体型，他们的
肌肉主要由慢缩肌纤维构成，虽然肌
肉体积不大，但更耐疲劳，可以长时
间提供能量。这类运动员在单位时间
内消耗的能量也更少。相比之下，橄
榄球运动员或曲棍球运动员的肌肉就
主要由体积较大的快缩肌纤维构成，
力量更大、速度更快，但也更容易疲劳。
这样的运动员纯属天赋异禀。对我们
普通人而言，慢缩型和快缩型肌纤维
一般各占一半，并且这一比例是出生
时就已确定的。肌肉纤维的类型完全
由神经系统决定，因此无法通过后天
锻炼改变。”

要想弄清这两种肌纤维的区别，
不妨想一想鸡肉。鸡腿肉颜色更深，因
为其中慢缩肌纤维和肌红蛋白（一种
可以与氧气结合的蛋白质，负责将氧
气输送给肌肉、用于有氧呼吸）的密
度更大。由于肌红蛋白富含铁元素（和
血液有点类似），因此这些肌肉的颜色
更深、更红。事实上，你切开牛排时，
其中冒出的红红的东西就是肌红蛋白，
而不是血液（血液的红色来自血红蛋
白）。

鸡胸肉的颜色更浅，因为其中快
缩肌纤维的密度更高，因此肌红蛋白
含量较少。只有当鸡做出拍打翅膀这
种短促的爆发性无氧动作时，才会用
到胸部肌肉。而相比之下，腿部肌肉
则几乎一直处于运动之中。

在人类身上，这种区别则不那么
明显。我们的肌肉都是由两种纤维构
成的，只是数量有多有少而已。

这些肌纤维在身体保暖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寒冷环境中，我们的
快缩肌纤维便会反复快速收缩——俗
称“发抖”。每次快速收缩都会释放能
量，从而让体温稍微升高一点。这种
保暖方式很耗能量，但快而有效。

“增加身体热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就是肌肉收缩，”邓恩 - 路易斯指出，

“事实上，在运动过程中，70%~80%
的卡路里燃烧后都会转化为热量。”与
此同时，我们的慢缩肌纤维也会通过
正常收缩、为身体产生足够的热量。

全球约 15 亿人体内完全不含 α-
辅肌动蛋白 3。虽然他们仍有快缩肌纤
维，但肌肉的爆发力更弱，且慢缩肌
纤维密度更大，意味着他们极少能在
需要力量和爆发力的运动中取得成功，
但可以在耐力型运动中表现很好。虽
然他们的无氧运动能力可能较差，但
他们利用能量的效率更高。

五万年前，α- 辅肌动蛋白 3 对
应基因的一次突变导致从非洲来到欧
洲的人类祖先体内失去了这种蛋白质。
由于这一突变，欧洲人的祖先不再将

能量浪费在发抖上，而是仅凭肌肉的
正常收缩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从
而提高了应对寒冷气候的能力。

“这种基因型在生活在温暖气候下
的种族中较为少见，在肯尼亚人和尼
日利亚人中仅占 1%，在埃塞俄比亚人
中占 11%，在高加索人中占 18%，在
亚洲人中占 25%。”邓恩 - 路易斯表
示，“根据‘走出非洲’的人类进化模
型，这说明随着人类向更寒冷的地方
迁移，这种基因多态性的程度也在随
之增加。”

体内缺少 α- 辅肌动蛋白 3 的人
能够更好地为身体保暖，并且从能量
角度也更能适应严寒气候。

还有一种遗传因素或许也能决定
我们对抗寒冷的能力 ：体内脂肪。就
像我们有两种类型的骨骼肌纤维一样，
脂肪也分为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两种。
其中一种对身体保温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俄亥俄州立大学细胞生物学家克
里斯汀·斯坦福德对已经发表的、针
对棕色脂肪组织在体温调节中作用的
研究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分析。棕色脂
肪有产热效果，就像我们的慢缩肌纤
维一样，无需发抖便可产生热量。只
要待在寒冷环境中，就足以激活体内
的棕色脂肪，而棕色脂肪发热可以促
进减肥。斯坦福德提出，不妨将其视
作治疗肥胖的一种思路、对该领域展
开研究。

不过，运动对棕色脂肪的影响似
乎有所冲突，貌似会抑制棕色脂肪发
热，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身体
会通过其他机制产生足够的热量。不
过研究作者们也强调，该研究在当前
阶段尚不能给出定论。

虽然寒冷环境可能会抑制棕色脂
肪的燃烧，肌肉的神经传导速度会减
慢，运动表现也可能会降低，“但在实
际操作中，只要充分热身，身体就会
自己暖和起来。”邓恩 - 路易斯指出。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寒冷中锻炼身
体。

“事实上，马拉松比赛最好在天气
较冷时举行，因为寒冷有助于在运动
过程中散热，”她解释道，“如果天气
不冷，身体为了减少耐力运动中产生
的热量，就会减少给肌肉的资源供给。”

并 非 所 有 顶 级 运 动 员 都 无 惧 严
寒。寒冷会激化运动导致的哮喘，超
过 35% 的冬奥会运动员都有这种困扰。
此外，冷空气的湿度较低，可能会激
发肺部炎症反应，导致支气管收缩。

综上所述，有些人之所以更不怕
冷，可以通过遗传原因来解释。在寒
冷的冬天，拥有 α- 辅肌动蛋白 3 突
变的人可能会有种去湖里冬泳的冲动，
其他人则对屋外的严寒望而却步。至
少在大部分人看来，还是家附近的公
共温水游泳池更合心意。| （叶子）

只有顶级运动员体内的某种肌纤维才
能占到更高比例，具体取决于其专业方向。

利用虚拟现实可对现实状况
进行认知评估

虚拟现实不仅仅用于游戏。研
究人员可以使用虚拟现实或 VR 来
评估参与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注意力、
记忆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使
用 VR 技术来检查人们如何完成日
常工作 ( 例如列出食品杂货清单），
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帮助生活功能
欠佳的临床病人进行日常生活管理。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大脑
健康中心副主任 Daniel Krawczyk
实验室的团队与德克萨斯理工大学
健 康 科 学 中 心 的 研 究 员 Brandon 
Pires 一起研究了 VR 是否可用于
有效测试参与者的执行功能负荷
或一个人为了实现其目标可以处理
多少信息。他们的最新研究发表在

《 人 类 行 为 计 算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中。

研究人员改善了基于虚拟现实
功 能 的 能 力 评 估 工 具 (VRFCAT）
的“厨房测试”，参与者可以通过比
较厨柜中的食材和配方清单来计划
去杂货店的行程。列出购物清单是
日常工作，因此可以准确记录参与
者的日常工作记忆和表现。论文主
要作者 Zhengsi Chang 说 ：“使用
VR 技术的功能主导任务使我们能
够在生态有效性和实验控制之间保
持平衡。”

在虚拟厨房中，有 42 名健康

的成人大学生记住了食谱清单中的
各种配料。然后，参与者在厨房里
四处环顾来检查各类食材，并试图
记住他们发现了哪些食材。然后再
回到食谱清单，剔除了商店中不需
要的食材。一旦他们完成了购物清
单检查，参与者就会拿起钱包离开
虚拟厨房。

为了测试他们的执行功能的负
荷，研究人员增加了要记忆的成分
和食谱的数量。当参加者需要记住
更多的食材时，也花了更长的时间
填写杂货清单。这一现象与研究人
员的预测一致，即参与者的任务绩
效会随着功能负荷的增加而降低，
这表明该 VR 评估可以有效地测试
执行人员的功能负荷。

《人类行为计算》中 2020 年 8
月至 12 月的第 2 卷显示，100035
名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参与者的
工作记忆与他们完成任务的能力无
关。Chang 说 ：“人们可能在任务
上花费相同的时间，并且犯下相同
数量的错误，但是他们可能具有完
全不同的工作存储容量。”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
意识到，随着执行功能负荷的增加，
参与者实际上正在改变他们的策略。
一些参与者在看食谱之前试图记住
尽可能多的食材，而其他参与者则

经常在翻阅橱柜和检查食谱清单之
间进行切换。

这种策略转换解释了为什么研
究人员没有看到参与者的表现与其
工作记忆之间的关系。Krawczyk
说 ：“这项研究表明，我们的策略对
人类的能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
您按照计划制定了一项任务，那么
您将获得最大的收获，并有更好的
表现。”参与者的表现反映了他们的
执行功能，并支持以下观点，即研
究人员的 VR 评估可以有效地测试
参与者的执行功能负荷。

研究人员希望利用他们的 VR
评估来帮助患有执行功能障碍的人
们。“我们使用 VR 技术创建了一项
执行功能评估，该评估可用于神经
心理学，以了解有需要人群如何管
理他们的日常生活。”Chang 说。

( 周慧颖）

为什么有些人更不怕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