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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爱迪生

根据外媒报道，来自瑞士联邦
理工的研究者们通过一个新型无
线装置让脊髓受伤的猴子恢复了
步行能力。科学家们给两只瘫痪的
恒河猴移植了一个装置，在它们的
大脑和受伤区域的脊柱之间搭建
了无线连接，两周之内它们的腿脚
就恢复活动了。

植入物创建了一个大脑 - 脊
柱接口，可以从大脑向脊柱传输神
经信号，通过电脑建立联系，信号
可以绕过受损的脊柱，中断的连接
被重新接上。这套系统让其中一只
猴子在 6天内就恢复了活动能力。

“这是神经技术首次恢复灵长
类动物的运动能力，未来还有很多
挑战，而且还要数年时间才能在人
类身上进行实验。 ”首席研究者、神
经系统科学家柯汀说。

这个接口的工作原理是，先解
码与走路相关的大脑活动，然后将
信息无线转继到受伤区域以下的

脊柱上，再通过电极磁极激活腿部
肌肉所需的神经通路。将中断的神
经通路重新连接后，这些信号就能
抵达脊柱的下方， 产生神经刺激，
只要收到大脑信号，两只猴子的腿
部肌肉就被激活。柯汀说最重要的
就是“激活后可以触发动物想要的
行动”。

在一只脊髓部分受损的猴子
身上实验时，团队发现这个装置可
以让猴子重新控制瘫痪的双腿，他
们提到，如果配合药物，该装置对
更严重的脊髓损伤也有效。他们相
信这最终能帮助瘫痪的人类重获
步行的能力。但是柯汀很谨慎地表
示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路要一步一步走！ ”柯汀和同
事们希望这套系统在“未来 10 年
内”可以为人类所用，柯汀说他们
的目标就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
活质量”。

廖红艳

你之前在电影里见到的东西很多都有可
能在 2017年成为现实。 就像科幻小说一样，
今年的旗舰手机可能全部由屏幕包裹， 有的
人可能会在脸上戴一台电脑， 人工智能也很
有可能会代替你制定决策……

以下就是有可能在 2017 年改变我们生
活的技术———

移动视频进入主流
无论你喜欢与否， 今年都将在智能手机

上观看到更多视频。 Facebook� Live、Twitter�
Live、Instagram� Live大行其道，借助新的流媒
体视频功能， 所有大型社交网络都号称要成
为你口袋里的电视台。 他们还希望超越即将
上市的 Snapchat———后者每天的视频播放量
超过 100亿段。

由于视频需要耗费巨大的流量， 所以移
动运营商也将提供更大的流量包， 电信用户
购买更贵的数据套餐。包括 Verizon在内的一
些运营商将开始测试速度更快的 5G网络。

面部电脑卷土重来
在谷歌眼镜失败 4年后， 在脸上佩戴一

台电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怪异。 2016 年秋
天，很多人为了购买一副内置摄像头的 Snap�
Spectacles不惜排队好几个小时。

2017 年将出现很多能够在视野范围内
投影图像的眼镜———包括新版微软 Hololens

眼罩，而苹果和神秘创业公司 Magic� Leap 也
有可能推出类似的产品。

“机器人”上路
机器人将参与到更多驾驶活动之中。从丰

田到现代，再到宝马，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准
备在 2017年提供辅助驾驶功能， 包括自动刹
车和自动转向等。 配合着Wi-Fi网络、导航系
统和各种各样的传感器，这些功能将为未来的
无人驾驶联网汽车开辟道路。

这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遥远： 你甚
至有可能在 2017年坐上无人驾驶汽车。Uber
已经在匹兹堡测试这项技术， 用无人驾驶福
特汽车接送乘客。不必过于担心，这些车上都
将安排人类驾驶员来确保安全。

游戏机加速发展
以虚拟现实为重点的新一代微软

Xbox 和任天堂 Switch 混合游戏机将在
2017 年推出， 索尼也有可能展示新一代
PlayStation。

游戏机的生命周期原本是 6 至 8 年，但
娱乐科技进步速度越来越快， 激进的游戏越
来越多，而且出现了 4K 和 HDR 等新型显示
技术。虚拟现实游戏对计算能力的要求更高。
除非游戏机厂商试图每年出售一款新硬件，
否则就需要转变模式， 以便更快地适应层出
不穷的新技术。

智能手机屏幕引关注
iPhone� 7 的外观基本没有变化， 三星

Galaxy� Note� 7 又遭遇了“炸机门”。 如果
2016 年的智能手机令人感觉乏味，2017 年或
许将成为它的重生之年。

屏幕和软件技术的进步将帮助这类产品
实现近年来最大的进步。 苹果有望彻底改版
10周年纪念版 iPhone。 有传言称该公司将彻
底取消实体按键，并配以 OLED 曲面屏。 作
为曲面屏的开创者， 三星可能在 Galaxy� S8
中延续这一趋势， 并在它的旗舰手机中集成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魔力尽显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提起《西部世界》里

那种栩栩如生的机器人了，但 2017 年的电脑
将展示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 在海量数据的
支持下，再加上科技巨头的争相投资，语音助
手、 手机应用和社交网络所使用的人工智能
技术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例如，谷歌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翻译整
句的能力已经超过传统翻译工具。还有证据
显示， 它甚至开始自学语言本身的基础要
素。 无论是在智能汽车、虚拟助手还是拍照
应用里， 人与机器的关系都将在 2017 年发
生改变。

华科

这些科技将改变 2017年的生活

说到纸，你会想到什么？ 火一烧，没
了；水一浇，没用了。 传统的植物纤维
纸， 正是因为这些缺点限制了应用，也
为珍贵的纸质文物的保存埋下了隐患。
想象过“水火不侵”的纸吗？ 最近，中科
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朱英杰研究员带
领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既防水
又耐火的新型纸，可以直接在打印机上
使用，为国内外首创。

研究团队长年和纳米生物材料打交
道，经过 6年 1000多次试验后，2013年，
他们成功地合成了长度为几十到 100多
微米的羟基磷灰石（人的骨骼、牙齿的无
机成分）超长纳米线。 这个超长纳米线在
经溶液过滤后，没有在滤纸上留下粉末，
反而连成一片，像一张薄膜。 这个偶然的
发现给了研究人员灵感，材料耐高温、不

燃烧的特性，可以将它做成耐火纸。
不怕火烧，能否也不怕水淹呢？ 荷

花之所以出淤泥而不染，就在于其表面
有微米 / 纳米结构和一层超疏水材料。
尽管学术界对于超疏水材料已进行了
深入研究，但如果遭到物理破坏或在高
温环境下，这种材料往往就不再具备超
疏水功能了。

如何既耐火又防水呢？ 研究团队提
出了层状结构超疏水耐火纸的概念，采
用经表面修饰的羟基磷灰石超长纳米
线作为原料，耐火纸表面内部层均呈现
超疏水状态， 即使表面层受到物理破
坏，内部暴露出来的新层仍然能够保持
超疏水状态。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里使用了手指
摩擦、胶带粘贴剥离、砂纸磨损、刀划割

等手段，发现该耐火纸受到机械损伤或
在高温严酷环境中仍能完好保持防水
性能。 不仅对水，对矿泉水、橙汁、红茶、
牛奶和咖啡等也具有良好的超疏水性
能。

除此之外，这款防水耐火纸还具有
良好的自清洁功能，落在纸上的水会形
成球形水珠，在纸的表面自由地滚动并
带走灰尘。 如果把这一防水耐火纸用于
露天广告牌等，利用雨水可自动保持清
洁，降低成本。 另外，防水耐火纸在呈现
超疏水性能的同时， 也呈现超亲油状
态， 可应用于油和水的快速高效分离，
如果油船在海上泄露了，可以使用这种
材料防止生态污染。 防水耐火纸还具有
优良的隔热耐火性能，可应用于保护易
燃物品免于火灾焚毁。 黄海华

会“微笑”的汽车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发展愈来愈成熟，

但行人对其安全性仍存疑， 例如当自动驾
驶汽车停在斑马线前， 行人会怀疑是否可
以安全通过。 据报道，瑞典公司 Semcon设
计出一款会向行人“展露笑容”的指示灯，
知会行人过马路。

一项调查显示， 有约 8 成行人在过马
路前会先与驾车的司机眼神接触， 待行人
确认司机有意让其通过时， 行人才会安心
过马路，但是遇上无人驾驶汽车时，这种眼
神接触便派不上用场，Semcon 为此设计出
上述新型友善笑容指示灯。

指示灯结合追踪摄影机和雷射科技，
捕捉行人头部的动向， 并分析路人眼神方
位是否朝向自动驾驶汽车，若结果为“是”，
安装在车头的一条指示灯就会闪亮出像是
一弯微笑的灯光， 示意它会优先让行人过
马路。 程君秋

可以拍照的背包
轻便耐用是户外运动爱好者选择装备

的一个原则，如果功能丰富，可以更方便地
自拍或是拍摄一些炫酷美景发朋友圈就更
棒了。 现在有这样一款多功能户外运动背
包，它可以帮助你在运动时拍照，免除了手
持自拍杆的辛苦。

来自德国的 GIPFLbag 是一款小巧耐
用的背包，最酷的部分在于“变形”，你可以
把它翻转支撑， 用内部的支撑架撑起运动
相机自拍杆，更稳定地拍摄图像和视频，还
可以将自拍杆从背包上方伸出， 成为一个
随身拍摄器，解放双手。

登上雪山在小木屋小憩， 可以什么都
不做， 把 GIPFLbag 放在窗边打开 GoPro，
用延时摄影功能记录风起云涌。 赵文

智能加热鞋垫
当你在寒冷的冬天里开始一段漫长的

步行,即使穿着设计最合理的鞋子,你的脚
还是会变冷。最近一款名为 +Winter�的无
线加热鞋垫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它号称目
前市面上最薄的加热鞋垫。 +Winter 鞋垫
前端厚度为 2 毫米， 后跟的厚度也仅有 6
毫米。 +Winter设有 USB端口充电，其充
电垫通过用户智能手机上的 iOS/Android
配套应用就能激活。

用户可透过配套应用调节左右脚鞋垫
的不同温度，温度的调整范围为 20-40℃。
根据官方介绍，+Winter 最长供暖时间大
约为 5个小时 。 另外当检测到用户超过 5
分钟没有运动时， 其内置的加速计能够关
闭加热元件。 杨宣

抖抖腿，发发电
来自荷兰的娜塔

莉告诉你，每一个爱抖
腿的人，都是一台巨大
的发电机！

娜塔莉发明的这
款 MOOV� Chair 看起
来就是个普通的椅子，
它的玄机在于椅子上
装有一个感应器，这个
感应器会在有人坐在

椅子上的时候启动。只要有人坐在椅子上抖腿，震动所产
生的能量就会转化为电能， 并储藏在椅子扶手里的锂电
池中。 而且，扶手上还贴心地留有一个 USB接口。

插上充电器就能给你的手机充电了。 这简直就是一
个超大人力充电宝。在抖腿的同时，不知不觉间就能把手
机充满电了。 不止是抖腿，只要你搬运椅子或起立坐下，
都能为椅子的电池充电。

虽然或许要抖上一整天才能给手机充满电， 不过这
确实是款有创意的发明。 冬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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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鼠标指套

办公族经常使用鼠标，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手指和
鼠标的接触时间过长，鼠标表面产生水汽，使人感觉非
常不舒适，而且指腹长时间点击鼠标，导致指腹上结茧，
影响美观。

本鼠标指套厚度适中，避免大拇指、食指、中指直
接接触鼠标。 吸水层的设置有效吸收鼠标上产生的水
汽，防滑纹路的设置有效防止手滑，设有的冷冻袋在炎
热天气可为手指降温， 拉链方便指套的清洗以及冷冻
袋的取出和放置， 按扣能有效避免内层和外层在使用
时的滑动。

附图标记： ①第 1 指套 ②第 2 指套 ③第 3 指套
④弹性绳 ⑤内层 ⑥外层 ⑦拉链 ⑧冷冻袋 ⑨吸水层
⑩防滑纹路。 王成淇

● 科海泛舟

脑移植让瘫痪猴子重新走路

● 身边的高科技

这种纸竟然水火不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