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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架西科斯基“黑鹰”直升
机没有任何人在机上或接手控制的
情况下完全自行执行了一次示范性
货运任务以及一次医疗“紧急救援”
之后，有机组人员和无机组人员的
飞机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了。

最近的一系列自主飞行测试于
10 月 12 日、14 日 和 18 日 在 美 国
陆军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尤马试验场
进行，作为陆军 2022 年融合项目

（PC22）实验的一部分，美国、英

国和澳大利亚的服务人员对 300 项
技术进行了评估，包括远程武器、
无人驾驶航空系统、自主战车和下
一代传感器。

该演习的总体目的是评估潜在
的未来军事技术。这也强调了陆军
的坚持，即任何像“黑鹰”这样的
未来军用直升机必须可选择是否安
排飞行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
自主飞机在保持载人直升机的能力
的同时提供了许多优势。它们不仅

可以用于执行对人类机组人员来说
过于危险的任务，而且还可以将飞
行员从常规的补给任务中解放出来，
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我部署。

最近的演示使用了一架标准的
UH-60A“黑鹰”，它被西科斯基和
DARPA 改装了“机组人员劳动机
舱自动化系统”（ALIAS），其中包
含西科斯基的 MATRIX 自主技术。
这些将“黑鹰”变成了一架完全自
动化的飞机，可以接管关键的飞行

前程序，包括动力、二级控制、风
向检查，以及控制适应性飞行元素
的能力，如起飞和降落。此外，该
直升机可以在没有人类看管的情况
下对紧急情况作出适当的反应。

在演示过程中，这架“黑鹰”
装载了 400 个单位的真实和模拟人
类血液，重达 500 磅（228 千克）。
两名飞行员将“黑鹰”飞到试验起点，
降 落， 打 开 MATRIX 系 统， 然 后
退出了机舱，让 MATRIX 完全控
制 直 升 机， 以 100 节（185 千 米 /
时）的速度飞行 83 英里（136 千米），
同时在 200 英尺（60 米）的高度紧
贴山谷地形以避免被发现。

这架黑鹰安装了一根长 40 英
尺（12 米）的吊索，容纳了 2600
磅（1179 千克）的外部负载并起飞。
在飞行约 30 分钟后，地面操作员使
用安全无线电和平板电脑按计划命
令直升机转向到一个新的地点。

一旦到了指定的模拟营救地点，
它会按照程序释放其负载，降落并
等待，同时一个人体模型形式的伤
员会被装到机舱当中。

再次升空后，“黑鹰”直升机全
自主飞往一个医疗站，同时与直升
机通信系统集成的 BATDOK 健康
监测装置监测模拟伤员的状况，并
将重要读数实时转发给医疗小组。

西 科 斯 基 公 司 创 新 部 主 任 伊
戈尔·切列平斯基说 ：“我们相信
MATRIX 技术现在已经准备好向
客户使用过渡，因为他们正在寻求
持久的直升机机队现代化，并获得
未来的垂直升降飞机。除了提高飞
行安全性和可靠性之外，MATRIX
技术还能使‘黑鹰’直升机在高节
奏、高威胁的 21 世纪安全环境中保
持生存能力，‘黑鹰’直升机目前在
这些环境中工作，而 Defiant X 和
Raider X 直升机将来也可能在这些
环境中工作。无机组人员或减少机
组人员的直升机可以在复杂的地形
和危险的战斗环境中日夜安全地执
行关键和拯救生命的任务。”

（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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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正式立项研究不明飞行现象

近日，美国宇航局宣布，正式启
动一项针对不明飞行物或不明飞行现
象（UAP）的独立研究。他们将组建
一个包含 16 名各领域专家的研究团
队，计划在 2023 年提交一份研究报告。

在未来 9 个月内，由天体物理学家、
气象学家、航空企业高管和前宇航员
等成员组成的研究团队将尽可能地搜
集平民、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提供的
与 UAP 有关的公开资料，他们不仅将
仔细分析这些资料，更重要的是试图
建立一种严肃有效的数据识别和分析
的方法，以及如何理解这些方法给出
的结果。

作 为 一 百 多 年 来 流 传 最 广 泛
的 全 球 性 文 化 现 象 之 一，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现
在 称 为 UAP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on），总是交织存在着神
秘、阴谋论、外星人、精神幻觉等或
严肃或娱乐的不同属性，而科学界对
这件事的态度却很有趣 ：大部分的所
谓 UAP 目击事件，可以很容易地被归
类于天文和大气现象，例如行星，流
星或者极光，还有一大块则是飞机、
鸟类、气球等物体，这都是可以用科
学来解释的。但是面对剩下的一小部
分难以解释的现象时，科学却退场了。
试图严肃地研究这类现象被视为一个
笑话，不会有学者想要发表有关 UAP
的研究论文，因为这可能对自身的职
业生涯产生严重的后果。

其原因在于 ：连研究对象本身是
否存在都无法确定。有关 UAP 的说法
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约公元前 1440
年，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书记员
就记载了一个“漂浮在天空中的‘火
盘’”。但是在现代照相和其他观测技

术发展并普及之前，这种现象与其他
神秘事件区别不算大 ：全部的事件都
只存在于目击者口述之中，绝大部分
都是孤证，与编故事的小说家写下的
文字并没有本质区别，这让科学家如
何介入呢？

而在照相机开始普及的年代，图
片记录将这一现象真正带入了人们的
话题中心。第一次著名的不明飞行物
目击事件发生在 1947 年，当时商人肯
尼斯·阿诺德声称在华盛顿雷尼尔山
附近驾驶飞机时，看到了 9 个高速飞
行的物体，阿诺德认为它们的移动速
度达到了每小时几千千米，并形容它
们“像碟子在水面上跳跃一样”移动。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记者们根据阿
诺德的描述，将其称为飞碟。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所有类似的
现象都是难以重现的。某些动植物或
者自然现象很罕见，也并不是完全孤
立的存在。但是 UAP 现象不同，许多
记录唯一的共同点是不同寻常，而彼
此之间却差异很大。

真正带来改变的还是科技的发展。
随着各种观测和记录设备在地球各个
角落里布设，越来越多的记录不再仅
限于人们的目击和拍照，在五角大楼
的一份报告中就认为 ：“大多数报告的
UAP 至少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存在
的，因为越来越多的 UAP 都来自于多
种感知设备，包括雷达、红外线、光
电系统、武器导引头和可见光拍摄。
虽然目击者的报告很容易被当作错觉，
但很难解释使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大量
观察记录，而且分布在光谱的不同部
分。”其实报告更深层的暗示则是 ：太
多被动观测的结果与任何人的主观感
觉无关，更没有什么伪造的理由。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乌克兰国家科
学院天文台的三位科学家在预印本服
务器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在他们的研
究中，相距 120 千米的两个观测站的
彩色摄像机都拍到了白天的空中高速
移动的物体，摄像机的曝光时间为一
毫秒，帧速率不低于每秒 50 帧。

在摄像机的画面中，一些物体是
发光的，另一些则很暗，好像不反射
阳光。所有这些物体的共同点是，它
们都以极高的速度移动——估算速度
高达每秒 282 千米。地球的逃逸速度
为 11.2 千米 / 秒，在地球大气层内，
没有任何人造物体能达到或接近这样
的速度。然而，基于比色方法，科学
家们确定观察到的物体距离地面只有
几千米，肯定还在大气层里。

有趣的是，数据显示物体的亮度
与它们的速度相关，这让科学家对该
物体使用的未知推进系统可以进行合
理猜测，而这种猜测是基于真正的科
学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高级研究所的
Harold Puthoff 在 2010 年 发 表 的 一
篇论文中推测，如果某种物体真的使
用了曲率驱动发动机，那么附近的观
察者可能会看到光线向着更高频率移
动——蓝移，观察到手表走得更快，
并感受到反引力的存在。

虽 然 在 不 断 积 累 的 异 常 观 测 结
果 中， 真 正 无 法 解 释 的 比 例 依 然 很
低，但是随着绝对数量的增长，人们
已经有了相当多真正可靠的记录提供
给科学家来进行研究了。因此可以说，
UAP 不再仅仅是都市传说或者阴谋论
主角，而只是一种原因有待揭示的特
殊现象，相关研究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值得期待。 （知社）

斯坦福研发新的
充电方法可使锂电池组
寿命至少延长20%

组成锂电池组的许多电池并不都是一
样的 ；一些电池会比其他电池更快退化和
报废。斯坦福大学的新研究发现，如果每
个电池都得到单独的充电处理，那么整个
电池的寿命就会大大延长。有许多原因导
致电池组中的个别电池可能变得比其他电
池更弱。也许在制造或材料方面存在差异。
也许有些电池比其他电池更容易暴露在热
源中，或者处于更难冷却的位置。

无论哪种情况，平均单体电池的寿命
比平均电池组的寿命长，而正是这些脆弱
的电池使整个电池组工作效率低下。

斯 坦 福 大 学 Doerr 可 持 续 发 展 学 院
能源科学工程助理教授西蒙娜·奥诺里

（Simona　Onori）说 ：“如果不妥善处理，
电池单元之间的异质性会损害电池组的寿
命、健康和安全，并诱发电池组的早期故
障。”她是一项新研究的作者，旨在使锂电
池组的使用寿命更长。

快速充电和放电事件对电池单元来说
是一种压力，虽然它们被设计得可以承受
这种压力，但这些是较弱的电池受到影响
和恶化最快的时刻。因此，斯坦福大学的
研究小组想知道，以同样的速度给所有电
池单元充电的标准技术是否会加速电池的
损坏。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计算机模型，在
一个加速的时间框架内测试他们的理论，
结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模拟细
节水平。他们试图准确地代表电池的物理
和化学状态，以及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与
一系列压力有关的变化，包括在几秒钟内
发生的变化，一直到可能需要几个月或几
年的其他变化。

奥诺里说 ：“据我们所知，以前的研究
没有使用过我们创建的那种高保真度、多
时间尺度的电池模型。”

利用这个模型，他们进行了一些模拟，
比较了标准的、设定速率的充电方法和其
他方法，其中每个电池的容量作为一个指
标，说明它能承受多少充电功率。这里的
理论是，只有最强壮的电芯应该受到最高
的压力 ；已经开始提前退化的电芯，不管
是什么原因都应该被更温和地对待，希望
能延缓它们最终的衰退。

该团队发现，通过单独设置每个电池
的充电速率，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温
度上升和电池退化，以至于这些电池组可
以比均匀充电的电池多延长至少 20% 的充
电 / 放电周期——甚至使用频繁的快速充
电。

但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 ；如果你正在
给你的电动车或手机电池快速充电，当然
希望它尽可能快地充电，这样你就可以回
到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上，在这样的模式
下，你的电池中一定数量的电池根本不会
像平时那样快速充电。如果你把你的电池
看作是或多或少的一次性物品，而你的汽
车是每隔几年就会被更换的东西，很多消
费者不会关心他们是否在加速他们电池组
的报废，因为这是厂家和维修方的问题。

电池组中的大多数电池通常情况都很
好，有能力进行快速充电。因此，在这种
充电模式下，在快速充电器上充电半小时
后，充电状态的差别可能不会很大，如果
电池可以被“哄骗”到更长的使用寿命，
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更好的，因为提前更
换的锂电池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将对全球脱
碳工作造成压力。

研究人员说，他们的充电模型可以很
容易地通过现有的电动汽车设计推出，或
用于指导下一代电池管理系统的开发。他
们还建议，同样的模型可以应用于放电周
期，对较弱的电池要求较少，对较强的电
池要求较多，以进一步提高任何受到高应
力负载的电池组的寿命。事实上，该研究
的作者之一现在在 eVTOL 开发商 Archer
　Aviation 担任电池研究员。

“锂离子电池已经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世
界，” 奥诺里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可能
多地从这项变革性技术及其后续技术中得
到好处。”

这项研究发表在《IEEE 控制系统技术
期刊》上。 （逸文）

“黑鹰”直升机再进化
无人化执行自主救援任务

简单的3D打印设备
可以为更强大的手机
和Wi-Fi铺平道路

下一代的手机和无线设备将需要新的天线来接入越来越
高的频率范围。制造在几十千兆赫（5G 和更高设备所需的频
率）下工作的天线的一种方法是编织直径约为 1 微米的丝线。
然而，今天的工业制造技术无法在这么小的纤维上完成。

现在，来自哈佛大学约翰·A·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SEAS）的一个工程师和科学家团队已经开发出一种简单
的机器，利用水的表面张力来抓住和操纵微观物体。这一非
凡的创新为纳米制造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强大工具。

这项研究于 10 月 26 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我们的工作为制造微观结构和可能的纳米结构材料提供

了一种潜在的廉价方法，”瓦格纳家族化学工程教授和东南大
学物理学教授、该论文的资深作者 Vinothan　Manoharan
说，“与其他微操纵方法不同，如激光镊子，我们的机器可以
很容易制造。我们使用一缸水和一台 3D 打印机，就像许多公
共图书馆里的打印机一样。”

该机器是一个 3D 打印的塑料矩形，大约有一个旧的任
天堂游戏卡匣大小。该设备的内部刻有相交的通道。每个通
道都有宽窄不同的部分，类似于一条河流，在某些部分扩张，
在其他部分变窄。通道壁是亲水的，意味着它们会主动吸引水。

通过一系列模拟和实验，科学家们发现，当他们将设备
浸入水中并将一个毫米大小的塑料浮子放在通道中时，水的
表面张力导致通道壁排斥浮子。如果浮子在通道的一个狭窄
部分，它就会移动到一个宽阔的部分，在那里它可以尽可能
地远离墙壁漂浮。

一旦进入渠道的宽阔部分，浮子就会被困在中心，被墙
壁和浮子之间的排斥力固定在那里。当设备被抬出水面时，
随着航道形状的改变，排斥力也随之改变。如果浮子一开始
是在一个宽阔的通道中，那么随着水位的下降，它可能会发
现自己处于一个狭窄的通道中，需要向左或向右移动，以找
到一个更宽的地方。

接下来，研究人员将微小的纤维附着在浮子上。随着水
位的变化，浮子在通道内向左或向右移动，纤维互相缠绕。

研究者玛雅·法博格表示：“当在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中——
我们只用一块塑料、一个水箱和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台面交
叉了两根纤维，这是一个让人大呼过瘾的时刻。”

该团队随后增加了第三个带有纤维的浮子，并设计了一
系列的通道，以编织模式移动浮子。他们成功地将合成材料
Kevlar 的微米级纤维编织起来。该辫子就像传统的三股发辫，
只是每根纤维比一根人类头发小 10 倍。

接下来，调查人员证明了浮子本身可以是微观的。他们
建造了可以捕获和移动 10 微米大小的胶体粒子的机器——尽
管这些机器比它大一千倍。

“我们不确定它是否会工作，但我们的计算表明它是可能
的，”东南大学的博士生和该论文的共同作者 Ahmed　Sherif
说，“所以我们尝试了一下，它成功了。表面张力的神奇之处
在于，它产生的力足够温和，可以抓住微小的物体，甚至可
以用一台大到可以放在你手中的机器。”

接下来，该团队的目标是设计能够同时操纵许多纤维的
设备，目的是制造高频导体。他们还计划设计其他用于微制
造的机器，例如用微球建造光学设备的材料。 （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