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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释疑

量子力学能证实平行宇宙存在吗？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一项研究显示，南极上空 43万年前有陨石爆炸，生成
火球坠落冰面，其中夹杂汽化的外星物质。

据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英国和瑞典研究人员分析几
年前在南极洲南龙达讷山发现的陨石碎屑后，得出上述结
论。研究报告刊载于3月3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研究人员当时共发现 17枚深黑色碎屑。这些碎屑全
都不到 1毫米长，肉眼不可见。这些碎屑独特的化学成分
和较高的镍含量显示，它们来自外太空。研究人员还注意
到这些碎屑的不同寻常之处：有的“粘”在一起，“好像在高
温时熔接”。

报告主要作者、英国肯特大学物理学助理研究员马蒂
亚斯·欣内肯说，这些碎屑熔接在一起，意味着在温度非常
高时“相互作用”。他说，陨石猛烈撞击是产生这种结果的

“唯一合理”解释。
参照这些碎屑在南极的分布情况和密集程度，研究人

员估计，当时撞击地球的陨石直径为100米至150米。研究
人员钻取的两段冰芯中所含地外尘埃与这些碎屑相匹配。
研究人员根据冰芯中地外尘埃的年代推断，这枚陨石在43
万年前进入地球大气层。

这枚陨石当时并没有坠落地面，而是在空中爆炸产生
炽热气团，快速“砸向”地面。欣内肯说，如果人口稠密的城
市上空发生这样的陨石事件，可能在地表数百公里内造成
严重破坏，造成数百万人伤亡。

并非所有陨石撞击地球都会产生陨石坑。一些较小的陨
石坠落到地面前就已经汽化，引发大气层爆炸，即空中爆炸。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在太空停留较长时间或在地球上
长时间耐力游泳，人类心脏会萎缩，但没有出现副作用。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研究人员研究宇航员斯科特·凯利
以及长距离游泳运动员伯努瓦·勒孔特的心脏状况得出上
述结论。研究报告刊载于美国杂志《循环》。

凯利是停留太空时间最长的美国宇航员，2015年 3月
27日至2016年3月1日在国际空间站生活近一年。勒孔特
曾在2018年6月5日至11月11日尝试横渡太平洋，虽然挑
战失败，但这期间游泳2821公里，平均每天游泳近6小时。

研究人员发现，挑战横渡太平洋期间，勒孔特左心室重
量减轻20%至25%，凯利停留太空期间左心室重量减轻19%
至 27%。凯利在空间站几乎每天运动 2 小时，但强度不足
以阻止心脏萎缩。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得克萨斯大学内科医学教授本杰
明·莱文说，人类心脏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在太空失重环
境下，重力带来的负荷减轻，因此心脏萎缩。勒孔特虽然一
直在地球上，但长期每天数小时在水中游泳，抵消了部分重
力，因此心脏同样萎缩。

研究人员未发现心脏萎缩的副作用。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援引莱文的话报道：“心脏更小、萎缩了，但并没有变得
更弱，一切正常。”

人会在照镜子时“拾掇”自己，动物呢？意大利一项最
新研究显示，马也能从镜子中认出自己，而且会“臭美”。

能从镜子中认出自己被称为“镜像自我认知”，是动物
具备较高智力水平的标志之一。意大利比萨大学研究人员
找来 14 匹马进行镜中测试，借助摄像头记录下它们的反
应。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马起初把镜中形象当作同类，有的
想跟对方玩耍，有的表现出攻击性或恐惧。其中11匹马在
查看过镜子背面后，通过摇头观察镜中影像或舌头触碰，发
现镜中形象是自己。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在群体层面上
马具有镜像自我认知。

研究人员又先后用透明和彩色啫喱在这 11匹马的脸
部两侧涂上“X”标记。结果，它们试图弄掉“X”标记，而且
标记为彩色时耗费的时间更长。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马
意识到自己的镜中形象“受损”。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动物认知》季刊上发表研究报告
说，他们的发现意味着马可能与灵长类动物一样，是地球上
最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之一。

报告主要作者、比萨大学保罗·巴拉利博士说：“我们报
告了一种非灵长类动物在群体层面上具有镜像自我认知的
首个证据……马通过镜子引导自己的动作，以便看清脸上
的标记，这说明它们能从镜子中认出自己。”

兰州大学环境微生物课题组近日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
该研究在西北传统发酵食物浆水中分离出发酵乳酸杆菌，发
现浆水可通过降解动物体内的尿酸来控制尿酸的积累。

浆水由芹菜和卷心菜等蔬菜发酵而成，是西北特色美
食。兰州大学环境微生物课题组负责人、兰州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李祥锴介绍，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痛风频
率与浆水食用次数相关。为此，课题组从发酵浆水中筛选
了一株具有尿酸降解能力的新菌株发酵乳酸杆菌 JL-3。
动物实验发现，JL-3菌株可以在小鼠肠道内定植，灌胃JL-
3的小鼠血清尿酸降低31.3%，粪便尿酸与对照组小鼠基本
一致，部分与高尿酸血症相关的炎症标志物和氧化应激指
标的含量在小鼠体内明显降低，并减缓了高尿酸血症引起
的肠道微生物失调。

“根据这些实验结果，我们推测 JL-3可能通过多种途
径发挥作用。比如降解肠道中的尿酸，以减少积聚在肠道
中的尿酸，改善排便活动，减少尿酸的排泄，并调节肠道微
生物群的结构和功能。”李祥锴说，课题组还从兰州市多个
面馆采集了多份浆水样品，发现 90%的样品内都含有可以
降解尿酸的乳酸杆菌。

李祥锴说：“我们是在小鼠体内做的实验。灌胃两周
后，发现 JL-3可以定植在肠道内。停止实验一个月以后，
我们仍能在小鼠体内检测到这个菌株。根据我们掌握的实
验数据等情况，推测出该菌株或可在人体内有类似功能。”

（本组稿件/河北日报记者王璐丹综合新华社电）

1957年，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首次在
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关于多世界的想法。

多世界解释认为，世界分支时，构成
世界（宇宙）的万物（不单单物质，包括人
在内）都会分裂。

分支后的世界将面临各不相同的“命
运”。生活在几天前刚刚分支的另外一个世
界里的“你”，也许与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
你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生活在几年
前分支的世界里的另外一个“你”也许已经
成了大富豪，或者正因患病而住院治疗。

平行宇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说法，但
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基于量子力学，它收
获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那么，真的存在
平行宇宙吗？不断发展的量子计算机能证
明多世界存在吗？

对量子叠加态的一种解释

平行世界起源于微观尺度下的物

理学。
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家创造并发展了

量子力学来理解微观尺度下的世界。量子
力学理论认为，微观世界的现实很模糊。
微观粒子，如电子，不需要拥有特定的位
置，它可以同时处于不同的位置。它们还
可以同时拥有其他我们原本认为并不相
容的性质。当粒子拥有这样的性质时，物
理学家就说它们处于不同状态的叠加态。

“实验已经证明叠加态是真实存在的。”
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肖勇
说，即使是像足球烯（含有60个原子）一样
大的分子也可以同时处于不同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粒子只会处
于特定的位置上？既然我们都是由粒子组
成的，为什么我们只能处于特定的位置上？

肖勇表示，量子力学自身并没有给出
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种可能是，量子力学并不是描述这
个世界完善的理论。也许自然界遵循另一
种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人们暂时还不理
解。在微观世界中，现实也许是模糊不清

的，但是一旦涉及宏观物体，例如观测者
或者测量仪器，微观物体就不再处于叠加
态了。

另一种可能是，也许所有可能的测量
结果都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测量一个
粒子的位置时，世界分裂成不同的分支。
在每一个分支里都有一个你，这个分支里
的你测量到一个粒子处于某个位置。

“数学告诉我们的是，当一个粒子处
于A状态和B状态的叠加态，观察者的测
量让自己进入观察到粒子处于‘A状态’和
观察到‘B 状态’的叠加态中。”专家解释
道。所以微观的叠加变成了宏观的叠加。

虽然数学不能决定测到 A 还是 B，但
它也没有将两者混合起来。“描述体系所
处状态的数学表达式可以分为两部分，每
个部分描述的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
中，实验者正好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中的一
种。”有专家表示。

量子计算机还不能证明多世界存在

存在无数平行世界，每个世界里都有

一个拥有完全不同人生的“你”——多世
界解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但真的有
证据证明它吗？

目前，科学家正在致力于量子计算机
的研究，试图利用叠加态这一不可思议的
现象进行超高速计算。

研究认为，利用叠加态，可以同时进
行极其庞大的计算，就好像在平行世界里
同时进行各种各样的计算一样。

1985年，美国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
提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基本原理。他在思考
量子计算机的原理时，采用了多世界解释
的观点。但利用多伊奇提出的原理来研发
量子计算机之路极其艰难，至今未获实际
应用。

尽管量子计算机看上去好像有着“多
世界解释般的动作”，但是，就算成功研发
出量子计算机，也不能证明多世界解释是
正确的。

“如果能够证实的确存在分支后的平
行世界的话，则可以证明多世界解释是正
确的。但是，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与分支后
的平行世界关联在一起进行计算的。”有
专家为此解释说，量子计算机必须维持叠
加态才能进行计算，而这是世界分支前的
阶段。世界分支后就再也无法交换信息，
因此，量子计算机的运行原理与证明多世
界解释是否正确是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

拿什么替代你拿什么替代你，，塑料塑料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2021年，号称我国史上最严的“限塑令”正式生效。
走进各大商场，曾经可以付费购买的塑料袋消失了踪影，环保袋取而代之，成为

人手一只的畅销品。不少连锁咖啡、奶茶店将塑料吸管替换成了纸吸管的同时，却也
带来了强度低、易吸湿等缺点。一时间，“用纸吸管喝奶茶有多难”成了热门话题，甚
至有网友针对不同品牌使用的纸吸管进行了测评，分享个人“食用”体验。

塑料自发明以来，给人类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巨大进步，在家用电器、包装材料、建
筑设施、医疗器械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其降解缓慢甚至不能降解，“白
色污染”问题日渐成为全球生态环境的不可承受之重。

据研究，全球深海中约有1400万吨微塑料污染物，预计是海洋
表面塑料污染总量的两倍以上。 新华社发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工业园区的可
降解环保材料制品生产企业一派繁忙景象，
工人们赶制“生物降解”产品，供应各地市
场。 新华社发

太空停留久 心脏或萎缩

马能从镜子里
认出自己还“臭美”

西北美食浆水中含有
乳酸杆菌或可降尿酸

“千用材料”也让人烦恼

塑 料 偶 然 产 生 于 一 位 英 国 摄 影
师——亚历山大·帕克斯的暗房之中。

摄影中使用的材料之一是“胶棉”，
它是一种“硝棉”溶液，亦即在酒精和醚
中的硝酸盐纤维素溶液。当时它被用于
把光敏的化学药品粘在玻璃上，来制作
类似于今天照相胶片的同等物。

在19世纪50年代，帕克斯查看了处
理胶棉的不同方法。一天，他试着把胶棉
与樟脑混合，惊奇地发现，混合后产生了
一种可弯曲的硬材料。帕克斯根据自己
的名字，命名该物质为“帕克辛”（Parke-
sine），这就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热塑性
塑料——即加热后可以变软的塑料。

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研
究，美籍比利时人列奥·亨德里克·贝克
兰第一次完全人工合成了塑料，并于
1907年注册了酚醛塑料的专利。

酚醛塑料绝缘、稳定、耐热、耐腐蚀、
不可燃，贝克兰称之为“千用材料”。特别
是在迅速发展的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工
业中，它被制成插头、插座、收音机和电
话外壳、螺旋桨、阀门、齿轮、管道。在家
庭中，它出现在把手、按钮、刀柄、桌面、
保温瓶、电热水瓶、钢笔和人造珠宝上。

塑料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如今已经
广泛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给人们带
来巨大的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塑料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这既是
它的优点，也是致命的缺陷。”河北科技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系教师侯连龙介绍，研究发现，由于塑
料的化学分子结构比较稳定，高分子中的
主化学键在自然情况下不易断裂；同时，
塑料是人工合成的高分子聚合物，自然界
中很难有相对应的微生物将其分解。因
此，除了热降解以外，塑料在自然环境中
的光降解和生物降解的速度都比较慢。

科学家曾用C14同位素跟踪考察了
塑料在土壤中的降解情况，结果表明，塑
料的降解速度虽然与环境条件（降雨量、
透气性、温度等）有关，但总体而言，塑料
降解的速度非常缓慢，通常需要200年至
400年。

近些年，随着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的
重视，人们发现塑料制品中含有的一些
化学物质也会危害人体健康，“塑化剂”
这个专业名词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塑化剂，也叫增塑剂，它是一种在
塑料生产过程中加入的添加剂，能够增
强塑料的柔韧性，使其更容易加工，属于
合法的工业添加剂。”但专家也表示，如
果人体摄入过量的塑化剂则会造成内分
泌失调，阻害人体生殖机能，甚至还会引

发恶性肿瘤等。
“塑化剂之所以会出现在食品中，是

因为很多食品（包括饮料和白酒）的包装
材料是塑料制品或者食品生产及运输时
采用塑料制品储藏。在这个过程中，塑料
制品会直接接触食品，其中含有的塑化
剂就有可能会渗入食品中。”侯连龙表
示。

可降解塑料避免“白色污染”

面对塑料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许
多国家采用了掩埋、焚烧和回收利用等
方法来处理废弃塑料，但这些方法也都
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

“填埋处理占地多，而且容易使填埋
地不稳定。焚烧处理时，塑料焚烧发出热
量大，容易损坏焚烧炉，还会排出二噁英
等有害物质。回收利用，往往难以收集并
且经济效益很差。”有专家表示。

为了真正解决“白色污染”问题，科
学家们开始探索新的途径，可降解塑料
应运而生。

“可降解塑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加
入一定量的添加剂，使其稳定性下降，较
容易在自然环境中降解的塑料。”侯连龙
说，目前，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作为一种
新兴的材料，广受市场青睐。

侯连龙介绍，全生物降解塑料废弃
在土壤中，能够在一定的温度湿度条件
下，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全生物
降解塑料分天然与合成两种。天然材料
包括淀粉、纤维素等，合成材料包括聚乳
酸（PLA）、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PBAT）、聚己内酯（PCL）等。”
其中，PLA尤其受人们的关注。

“PLA的原料是从玉米、马铃薯等生
物质中提取的淀粉。淀粉发酵后产生了
乳酸，乳酸再经过一定的化学变化就形
成了聚乳酸。使用完后，PLA在堆肥状态
下又能完全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侯
连龙说，因而，PLA是一种完全生命周期
的可降解、可循环的材料。

但 PLA 在常温下处于玻璃态，呈现
硬而脆的性质，薄膜材料及其他制品的
柔韧性较差，抗撕裂强度低。并且，纯
PLA 的结晶度不高，导致其热稳定性较
差。曾有企业发现，在吸塑过程中，当温
度达到70℃，PLA变形十分严重，良品率
仅有30%。

这些缺陷大大限制了PLA的发展和
应用。因此，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在PLA
的高性能化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共混改性就是提高聚合物性能，降
低高分子材料成本的有效途径。”侯连龙
表示，与 PLA 共混的组分必须也是能完
全生物降解的聚合物，并且能改善 PLA

的力学性能、降解性能以及亲水性。
记者注意到，目前商超和便利店提

供的可降解塑料购物袋的主要原料为
PBAT、PLA。

对此，侯连龙解释，PBAT 属于热塑
性生物降解塑料，是己二酸丁二醇酯和
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共聚物，兼具二
者的特性，既有较好的延展性和断裂伸
长率，也有较好的耐热性和冲击性能。

“这两大产品技术较为成熟，是未来国内
产能投放的主力产品。”

材料虽好，推广却困难重重。
高居不下的成本是其推广缓慢的原

因之一。记者了解到，传统塑料制品的主
要原料聚乙烯，市场上一吨的价格在 1
万元左右。而拿PLA来说，该材料已经属
于较便宜的可生物降解材料，目前的成
本每吨也要3万元。

当前，“生产成本”和“限塑令”的双重
压力让市场上出现不少“歪路子”的伪可降
解制品。有专家说，伪可降解制品中70%左
右是聚乙烯、聚丙烯等传统塑料原料，加入
了30%左右的淀粉和一点光敏剂。制品废
弃之后，在微生物、光等环境的作用下，淀
粉虽然成功降解，但70%的聚乙烯仍然残
留，而且会变成碎片，更难处理。

因此侯连龙提醒，在日常生活中，分
辨真伪可降解制品的一大要素就是“可
降解塑料制品标识”，去年 9 月，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制定并发布了《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分类与标识规范指南》，其中规定
了可降解塑料“双j”字样的图形标识。

防治无处不在的“白色垃圾”

人类和塑料的关系可能比想象得还
要“亲密”。除了生活中接触到的各种塑
料制品，塑料还会降解成塑料微粒。

“粒径 5 毫米以下的塑料颗粒被称
为微塑料，通常以碎片、纤维等形式存
在。”侯连龙说，如同大气中的PM2.5，环
境中的微塑料，肉眼往往难以看见。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小颗粒主要来
自初生微塑料和次生微塑料。侯连龙说，
有的是大型塑料垃圾经过物理、化学和
生物的层层分解，大变小，小变微，最终
形成了环境中的微塑料；有的是日用品
中含有的微塑料颗粒或作为工业原料的
塑料颗粒和树脂颗粒，比如牙膏、洗面奶
中具有摩擦清洁功效的塑料微珠。最终，
不同来源的微塑料经过河流、污水处理

厂等排入海洋环境中。
除了破坏海洋环境外，海洋微塑料

一旦进入食物链，将会影响到海洋生态
系统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近日，新西兰国家水事和大气研究
所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在新西兰周边
海域采样的鱼类中，不仅鱼类内脏中有
微塑料，甚至肌肉组织中也发现了微塑
料成分。并且，研究显示，鱼类吞食微塑
料后，肠道会出现明显的炎症，影响鱼类
消化系统等功能，最终可能影响其生存，
损害程度随着微塑料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

“微塑料对海洋生物带来较大影响，
进而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将威胁人类健
康。”据介绍，微塑料出现在家庭的水龙头
里、鱼类体内、餐桌上啤酒和盐罐里，甚至
出现在人体内。中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平
均每克食用盐中含有一颗“微塑料”。

“微塑料危害程度要看具体尺寸和
进入人体的途径，如果口腔不小心摄入
微米级微塑料，因为颗粒较大，不能通过
人体的小肠绒毛进入血液，它应该会被
排出体外。但是，口腔摄入纳米级的微塑
料就会产生潜在危害。纳米级甚至微米
级的微塑料能够进入呼吸系统，并可能
在肺泡中产生残留，形成炎症，最终导致
呼吸问题。”侯连龙介绍。

目前，生物降解塑料已经大规模替
代了不可降解的通用塑料，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陆地上的“白色污染”。那么，海水
可以降解生物降解塑料吗？

答案是不能。“生物降解塑料大多是
含酯键的高分子材料，分子链相对脆弱，
可以被自然界许多微生物分解、消化，最
终形成二氧化碳和水。”侯连龙说，与陆
地土壤不同，海水中微生物量极少，而且
海水温度也比较低，生物降解塑料在海
水中不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降解，或者说
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被海水降解。

一般来说，进入海洋的塑料大致分
为两类，一类是塑料垃圾，一类是在海洋
中使用的塑料制品。根据塑料制品的用
途不同，就需要选择不同性能的可降解
高分子材料。

“举个例子，如果废弃的包装盒、保
鲜膜、纤维等塑料制品进入海洋，那它们
就是塑料垃圾了，我们需要缩短其被降
解的时间。”侯连龙说，根据这些生产生
活上的不同需求，研究可控降解的材料
正是科研人员在研发中考虑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