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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拆信，也能读到家书不用拆信，也能读到家书

在信封出现之前的
岁月里，人们用“纸锁”保

护信息的安全。然而，使用“纸
锁”进行保密的信件在拆封时可

能发生破坏，造成珍贵的历史文献损
失。最近，历史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们共
同开发了一种虚拟展开算法，可以在不拆
封历史信件的情况下得到文本内容，亦可
借此研究信件的折叠方式和“纸锁”这种
信件保密方法。这项技术还有望帮助人们
对脆弱易损的历史文献进行研究、传承古
老的折纸技艺，乃至更轻松地进行设计开
发。

1697 年，法国里尔的一位法律从业
者给他居住在荷兰的表亲写了一封信，要
求对方提供一名亲属的死亡证明，可能是
用来敲定遗产相关事项。他将这封信折叠
并密封起来，然后寄到海牙，这样即使没
有信封，信也不会散开。出于种种原因，
这封信从未到达收信人手中，并且一直密
封至今。然而一支由历史学家与科学家组
成的团队读到了其中的内容，这还得感谢
高分辨率的成像技术以及一种“虚拟展开”
算法。

这项“扫描 - 展开”技术可以有各
种各样的用途，比如读取脆弱到无法触碰
的历史器物上的文字，或者是对日本纸艺
的古老工序进行逆向工程，不过其背后的
研究人员却醉心于使用这项技术来研究

“纸锁”。这项研究被刊登在《自然 - 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在信封
被大规模生产之前的时代里，“纸锁”技
术应用广泛，它将信纸折叠、打裥、切割、
密封，使其本身成为保密容器。大约 20
年前，“纸锁”抓住了麻省理工学院（MIT）
图书馆管理员、研究员 Jana Dambrogio
的兴趣，她也是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

Dambrogio 在许多历史文献中发现
了微小但明显是人为的切割与褶皱痕迹，
并猜到了其用意。“它看起来像是锁，用
于保密的猜想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也就是
说这些痕迹是故意弄上去的。”她说，“我
当时的反应是，我的老天爷，我们得让人
们认识到不能破坏这些痕迹，因为这些微
小的裂缝、孔洞和折痕是这种传统保密习
惯的证据，而人们对其研究甚少。”

过去的 7 年里，她与伦敦国王学院的
现代早期英语文学讲师、论文的另一位共
同作者 Daniel Starza Smith 合作，一起
探究这一问题。这两位研究者和他们的团
队归类了超过 60 种制作“纸锁”的方法。

“1850 年之前没有类似现代胶水信封的东
西出现。”Smith 说。那时纸张是昂贵的
商品，不会被浪费来做成单独的信封。“所
以如果想要寄一封信，你需要使用纸锁技
术，这封信得自己变成信封或其他邮寄载
体。”

一些纸锁只是把信纸整在一起。其
他一些在打开时会将信纸撕裂，这样就能
暗示先前是否有人想要偷窥信件内容。许
多历史人物遗留下来的信件中的褶皱或
裂痕都警示了纸锁的存在，这之中既包
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她的间谍头
头 Francis Walsingham、意大利外交官
兼 作 家 Niccolò Machiavelli、 英 国 诗
人 John Donne 等人，也有没什么名气的
普通里尔人 Joe（或按法国人的说法普通
人 Jacques），而后者的信件是这一新研
究关注的焦点。研究团队想让这封文艺复
兴时代的信件仍旧保持密封状态，以避免
破坏一些关键特征，好让他们据此重建这
封信的折叠模式。举例来说，打褶（一种
常用于纸锁中的对纸张进行精细处理的手
段）“就像打喷嚏一样”，Dambrogio 解
释说，“一瞬间就消失了”。

为了在不打开信件的情况下阅读到
其中内容，Dambrogio 和 Smith 联合了
MIT 的计算机科学家。“第一步是对该信
件进行真正的高分辨率扫描。”论文的共
同作者、独立研究员 Amanda Ghassaei
说道。在伦敦玛丽皇后大学成像实验室的
帮助下，研究团队使用了一项名为 X 射
线显微断层摄影的技术，Ghassaei 将这
一技术类比为医学上的 CT 扫描，但成像
结果要精细得多。

“扫描结果令人欣喜。”她说，“你可

以看见一层一层的信纸。”等到扫描图像
揭示了信函的内部折叠方式后，Ghassaei
和论文的另一位共同作者、MIT 的本科
生 Holly Jackson 一起编写了“打开”这
封信的算法代码——当然是在不拆封的情
况下。“我们开发了虚拟地展开这些扫描
数据的程序。”Ghassaei 说，“所以我们
实际上是在弄明白如何从起初这种折叠后
的形状，展开到这种平面结构。”

然后通过将墨迹映射到虚拟“展开”
的信纸上，算法可以重构这封信件的内容。
在对里尔的信件进行处理后，结果不过是
那些老一套的家务事。但同时，算法也精
准地展示出 300 年前是如何折叠信纸的。

“我们不仅能看到信件内容的图像，也能
得到信纸的褶皱特征。”Ghassaei 说，“你
能认出信纸的折叠方向，哪些折痕比较深
而哪些比较浅。因而我们在几何上得到了
相当棒的关于这封折好的信件的分析结
果。”

“人们是怎么折东西的，或者人们用
什么样的方式密封信件直到送达并且启
封，对此我们并没有讨论多少。”未参与
该项研究的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 Paula 
Findlen 说道。“或许应该研究一下，这
肯定会让人们对如何看待不同的折叠技术
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Findlen 表示这项研究也可能为除纸
锁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提供帮助。举例来
说，它可以改进历史学家们的技术手段，
用来研究特别脆弱的历史文献，比如因为
沾水而卷起来并粘合在一起的那种。她将
这项技术与其他技术做比较，包括使用 X
射线来查看经重复利用的文献（称作重写
本）中已经被磨损的原始文本，或者观察
油画中覆盖在层层颜料之下的早期版本。
这些技术“通过将传统研究技术与新兴科
学技术结合起来，为我们呈现出了一段丰
富的、多层次的工艺历史，并且提供了在
迷雾中窥探真相的新方法。”Findlen 说。

Ghassaei 和
Jackson 开 发 的 这
一程序或许也能帮助学
习与保存复杂得出名的日本
折艺的秘技，论文的共同作者、
MIT 计算机科学家 Erik Demaine
补充道。“有许多更古老的日本纸艺模
型还从来没有图解说明。它们的做法从来
没有被记载。”他说，“这些工艺品总有损
坏的风险，你可能不小心坐在上面，然后
它们（包括关于如何制作它们的知识）就
消失了。我觉得这项技术可以用来保存这
些艺术品，并且重新建立起它们的制作方
法，据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日
本纸艺大师是如何施展技艺的。”

他还表示，除了保存古老技艺，展开
算法也可以帮助现代研究者更轻松地记录
设计开发中的每一环节。正如 Demaine
指出的，“我们经常折叠一些东西来看看
是不是能把纸扭成特定的形状。这项技术
可以让我们在折叠状态下进行分析，而不
必将它拆开，还要设法记住一开始是如何
折成那样的。”

对 Dambrogio 和 Smith 来 说， 这
个算法的主要价值还是它能够被用于扩展
他们关于纸锁的研究，以及随着时光流逝
纸锁是如何演变的。举例来说，从里尔
寄出的那封信是布里耶纳收藏（Brienne 
Collection）的一部分，该收藏集中包含
了 2600 封未被投递的信件，最初由 17
世纪的邮递员收集并最终遗赠给一家荷兰
博物馆。“一件关于布里耶纳邮箱的非常
有趣的事情是，随着时间流逝，时尚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技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信件在外观上也开始越来越接近于现代信
封——它们有了密封外壳，就是你想在商
店里买的那种信封。”Smith 说，“你可
以看到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在过去
100、200 年里通信技术是如何发展的。”

布里耶纳邮箱是“在时间长河中对人
文特色的随机一瞥。”Findlen 说，“我们
有一整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密
封起来还未拆开的信件。这项技术绝对能
让我们得到进一步的发现。”

（Sophie Bushwick）

美国莱斯大学实现
从橡胶废料中
生产石墨烯工艺
 | 陈济桁

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图尔研究
团队此前于 2020 年 10 月推出的“闪蒸”石墨烯
工艺现已得到进一步优化，目前已经可以实现将橡
胶轮胎废料转化为石墨烯，应用于混凝土增强。

在橡胶轮胎或橡胶管中，原子一般以有价值
的涡轮式乱层石墨烯形式排列，层间存在错位。这
种结构比从传统的石墨中剥离产生的石墨烯更易
溶，更易在复合材料中应用。事实证明，与食品废
料或塑料相比，想要将橡胶转化为石墨烯更具挑战
性，但实验室通过使用轮胎中的商用热解废橡胶优
化了工艺。研究人员表示，从废旧轮胎中提取有用
油脂后，其他碳残留物的价值截至目前几乎为零。

通过技术的不断改进，目前已经可以将炭黑
或碎橡胶轮胎与商用炭黑材料的混合物通过“闪
蒸”工艺制造石墨烯，提升碳残留物的价值。由
于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涡轮式乱层石墨烯是可溶的，
因此可以将其轻松的与水泥混合制成更环保混凝
土材料。

莱斯大学实验室通过“闪蒸”废旧轮胎碳残
留物炭黑，发现大约 70% 的废料转化为石墨烯。
当将切碎的橡胶轮胎与普通炭黑混合使用以增加
导电性时，约 47% 的物质转化为石墨烯。除了碳
以外，其他元素也通过这种方式回收满足其他领域
的应用。

闪蒸过程中的电脉冲持续 300 毫秒至 1 秒不
等。经过实验室的测算，转换过程中处理 1 吨原
料碳将花费约 100 美元的电力。

研究人员将微量的轮胎衍生石墨烯与硅酸
盐水泥混合在一起（使用轮胎炭黑质量分数为
0.1%，使用轮胎炭黑和切碎轮胎胶粒的质量分数
为 0.05%），并将其用于生产成混凝土圆柱体。在
固化 7 天后进行测试，圆柱体的抗压强度提高了
30% 以上。28 天后，使用 0.1% 质量分数的石墨烯，
已经足以使得产品强度至少增加 30%。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强度的提高部分归结于
二维材料石墨烯的催化效应，促进水泥水合物产品
更紧实，另一部分归因于则归因于后期的材料固有
的增强作用。

在天文学家眼中，空旷、黑暗的
宇宙深处充满着迷人的景致。诗人赖
纳·马里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在一首诗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感
受。虽然从未亲身前往宇宙，但里尔
克在一个世纪前写道 ：“夜，虽颤栗于
我的凝视之中，却亘古不变。这无垠
的造物啊！其恒久令地球望尘莫及。”

里 尔 克 的 诗 能 用 现 代 科 学 阐 释
吗？实际上，太空并不空旷，也不黑暗。
即使在星系之外，平均每立方米的空
间内，一个太空旅行者能发现至少一
个质子，一个电子，以及数亿个光子
和中微子，它们都是大爆炸的遗留物。
不过，一些人还会天真地设想这些粒
子之间是空的，就像古代希腊的原子
论者认为“真空”正如字面意义上一
样空无一物。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知道，
宇宙的总质量中有大部分（约 2/3）属
于遍布整个空间的“暗能量”。它会对
物质产生一个排斥性的推力，加速宇
宙膨胀。最新的测量显示，暗能量的
性质很像爱因斯坦在一个世纪前引入

引力场方程的宇宙学常数，相当于真
空本身的能量。当时，爱因斯坦在考
虑如何让宇宙保持静态，因此添加了
宇宙学常数，让物质之间的引力与真

空的斥力维持平衡。
而现实中我们的宇宙不仅在膨胀，

而且这种膨胀极其均匀，不同地方相
差不超过十万分之一，即便它们分别

位于我们宇宙视界相对的两端，根本
没有时间相互联系。目前，对宇宙膨
胀的标准解释是，在宇宙诞生初期的
一段时间内，真空导致宇宙加速膨胀
了一定的时间，这使得宇宙中原本紧
密接触、存在联系的区域彼此远离，
直至最终分处天空的两端。如果确实
如此，真空或许从始至终一直主导着
宇宙的膨胀。

若我们想进一步寻找真空，可以
假想一个位于我们观测的宇宙范围之
外的空间。在那里不存在宇宙学常数，
而且没有任何物质，那它是空的么？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根据量子力学，这样的空间依然
会存在真空涨落，也就是说虚粒子会短
暂地出现和消失。这种短暂涨落的存
在已通过实验中的多种效应得到了证
实。举例来说，当两片金属板平行放
置时，它们会限制夹层空间中虚拟电
磁波动的波长，在彼此之间形成一个
作用力，也就是卡西米尔效应（Casimir 
effect）。

类似地，真空涨落与氢原子中电

子 的 相 互 作 用 会 让 电 子 的 2S1/2 和
2P1/2 两个能级的能量不同，导致能级
间产生兰姆位移（Lamb shift）。此外，
真空中的一个强力电场可以加速从真
空中产生的虚电子和虚正电子，因此
它们能变成实际存在的粒子。而当电
子 - 正电子对形成时，会导致电场的
衰减，这就是施温格效应（Schwinger 
effect）。同样的，黑洞事件视界处的
强引力会从真空中产生热辐射，使得
这个纯粹的时空结构产生霍金蒸发。

事实上，真空中生成的热辐射也
存在于所有具有因果视界的系统中。
举例来说，一个加速运动的观察者具
有伦德勒视界，能够探测到惯性运动
的观察者无法看到的黑体辐射，这被
称为安鲁效应（Unruh effect）。与之
类似，一个指数加速膨胀的宇宙的视
界会产生一个德西特温度。宇宙加速
膨胀时产生的真空涨落，可能埋下了
当今星系和星系团结构的种子。倘若
确实如此，我们的存在就得归功于宇
宙初期真空中的量子涨落，也就是说，
真空孕育了生命。

但是，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些更加
基本的问题。既然原子论者是错的，
并不存在完全的“真空”，那么在大爆
炸之前有什么？我们的宇宙诞生于真
空涨落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
要一个结合了量子力学和引力，而且
能够给出可验证预测的量子引力理论，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理论。

根据施温格效应，真空中一个剧
烈的激荡可能会催生一个婴儿宇宙。而
这能否发生，取决于各种微妙的细节。
我最近也在研究从坍塌到黑洞的时间
反演过程，与我合作的是哈佛大学黑
洞项目的博士后保罗·凯斯莱（Paul 
Chesler）。

人造宇宙理论会让我们对目前自
己所在宇宙的诞生产生某些有趣的遐
想。如果我们的宇宙诞生于其他文明
的实验室，那么很容易设想无数个婴
儿宇宙会相继诞生，而它们是由那些
科技发达到足以创造新宇宙的文明创
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宇宙的大
爆炸不过是发生在实验室里的一个事
件。 （Abraham Loeb） 

宇宙中存在完全的真空吗？宇宙中存在完全的真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