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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 21 世纪

第三个十年开启之

年。新技术、新突破
催生新应用、新体
验，今年有望助推更
多“科幻场景”走进
现实，但一些“黑科
技”的新进展或将引
发新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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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关注一

什么是黑科技？

机器近人 “脑控”成真

机器人越来越像人，这一趋势
估计今年还会继续吸引眼球。比
如，2020 年东京奥运会将启用可引
导观众、搬运物品的机器人。
机器人越来越“聪明”，背后除
了经海量数据“培训”的人工智能，
也离不开新一代通信技术。2019 年是
“5G 商用元年”，2020 年则是“5G 起
飞之年”
。更多国家的电信运营商已表
示将提供或扩大 5G 服务，5G 手机预

计也将有更多选择。5G 与教育、医
疗、制造业、交通等领域深度融合，
将会拓展更多新奇的应用场景。
大数据时代，人类对算力的追
求永无止境。美国谷歌公司去年宣
称成功演示“量子霸权”，其量子系
统仅用约 200 秒就完成当前全球顶尖
超级计算机约 1 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
任务。不过，这一说法遭到部分业
内专家质疑。随着各方研究持续推

进，颇有争议的“量子霸权”今年
能否实现值得关注。
2020 年，区块链技术应用也将
日益广泛、成熟。多国政府和企业
已借助区块链技术在政务服务、版权
保护、商品溯源等领域开展实践。美
国脸书公司去年宣布将在今年发行基
于区块链的加密数字货币“天秤
币”，还有不少国家准备发行自己的
数字货币，谁会率先推出“央行数字

货币”成为今年一大悬念。
看点还有让大脑直接与外部设
备交换信息的“意念控制”技术 。
2019 年，有“硅谷钢铁侠”之称的
埃隆·马斯克声称，已实现让猴子
通过大脑来控制计算机，希望 2020
年年底能在人类志愿者身上进行试
验。大脑与互联网直接相连的“脑
联网”意味着什么，可能会激发科
学界新的思考。

而更好解决健康、能源和环境等问
题。
生命能按下“暂停键”吗？据
英国 《新科学家》 周刊报道，美国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借助“紧急保
存和复苏”技术，2019 年首次让一
名重伤患者进入“假死状态”，并在
完成急救手术后使其复苏。相关试
验还将继续，预计 2020 年年底能公
布完整试验结果。2019 年，美国耶
鲁大学学者领衔的团队还成功在猪

脑死亡 4 小时后恢复了其脑循环和部
分细胞功能。这些新研究有可能挑
战生死边界的定义。
2020 年，新药物、新疗法的进
展同样值得关注。一种在南非开
展、名为 HVTN 702 的艾滋病疫苗有
效性临床试验结果将于今年公布 ，
人们希望所测试的疫苗组合能给艾
滋病病毒“致命一击”。治疗淋巴
瘤、骨髓瘤等癌症的一些免疫疗法
也有望获批。

近地轨道上，美国计划利用载
人版“龙”飞船和“星际客机”把
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中国长期
有人照料的近地载人空间站也计划
于年内开建。私人游客到国际空间
站“打卡”今年则有望更近一步。
美国航天局曾表示，将允许私人游
客乘坐美国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
最早 2020 年成行，不过往返票价接
近 6000 万美元，还不包括食宿等费
用。

2020 年 的 太 空 并 非 都 是 好 消
息，太空军事化阴影让人忧虑。美
国 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太空认
定为“作战领域”，批准设立美国第
六 大 军 种 —— 太 空 军 。 美 国 此 举 ，
被认为有可能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损害国际安全。但也应该看到，在
和平探索利用外空方面加强国际合
作，乃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在航天
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必将在新
的一年里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关注二

生命人造 “死”而复生
生命科学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
关。当前科学家正试图通过基因编
辑、干细胞移植等手段，让其他动
物长出人类器官，解决供移植用的
人类器官短缺问题。日本去年率先
修改法规，允许将“人兽混合胚
胎”移植到实验动物体内并让其产
出幼崽。东京大学一个研究小组随
后获准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在实验
鼠体内培育人类胰脏。不过，一些
研究人员认为在实验室培养结构和

功能类似真实器官的“类器官”会
更安全有效。
全部人工合成的生命研究有望
取得新进展。按计划 ，“人工合成
酵母基因组计划”将于今年完成 ，
这将是人类首次尝试改造并合成真
核生物，旨在重新设计并合成酿酒
酵 母 的 全 部 16 条 染 色 体 。 该 项 目
由美、中、英、法等多国研究机构
参与，希望更透彻了解机体的生物
学机制、环境适应性及进化等，从

■关注三

火星大“火” 太空可游

2020 年是航天大年，其中火星
最“火”。多国将有探测器前往这颗
红色星球。其中，中国计划首次实
施火星探测任务，希望一次发射实
现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美国新
一代火星车“火星 2020”、欧洲“罗
萨琳德·富兰克林”火星车以及阿
联酋“希望”号无人探测器也计划
今年启程飞赴火星。这些探测器上
“黑科技”不少。
月球、太阳、小行星等天体同

样是各国竞相探索的目标。中国将
实施嫦娥五号任务，计划实现月面
无人采样返回；欧洲将发射太阳轨
道探测器，近距离研究太阳和太阳
圈内层；专注日冕观测的印度“阿
迪蒂亚-L1”太阳探测器也计划今年
发射；美国小行星采样探测器“奥
西里斯-REx”定于 8 月首次尝试对
小行星贝努进行“一触即走”式采
样；日本小行星探测器隼鸟 2 号则将
把采集到的小行星样本送回地球。

黑科技原意指凌驾于
人类现有的科技之上的知
识，非人类自力研发，远
超现今人类科技或知识所
能及的范畴，缺乏目前科
学根据并且违反自然原理
的科学技术或者产品，后
引申为以人类现有的世界
观无法理解的猎奇物。
我们现在常说的黑科
技更多的是指高科技泛滥
之后演变出来更强大或者
更先进的技术以及创新、
软硬件结合等的新名词，
也包括基于现有技术进行
较大改进升级和该产品的
使用体验等。如果一定要
给它下个定义的话，黑科
技是指具有隐藏性、突破
性和开拓性，超越现有科
技水平的创新高科技或产
品，包含新硬件、新软
件、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等。
哪些科技或产品才属
于真正的黑科技？
在当今信息科技领
域，铺天盖地的黑科技迎
面而来，常规的产品升
级、做工进步、配置提
升，这些都不能算真正的
黑科技。到底哪些科技或
产品才算的上真正的黑科
技呢？要求一，要有成熟
产品，被实践证明，还停
留在理论阶段的不算；要
求二，已经申请发明专利
或具备申请发明专利的条
件和要求的。
黑科技有四大特点：
隐形性。黑科技还未被收
入词典，“黑”顾名思义，
应该属于词中隐蔽的，非

■据新华网

法的意思。一是高级且还
带有魔法色彩。看不到或
看不懂运行过程，但能看
到实际效果，如高达的 GN
粒子、星际的幽能、超能
力等。二是政府、机构或
个人不愿、不能公开的核
心 科 技 ， 像 SARS AIDS
（HIV） 之 类 以 及 其 变 种 。
一般来说高调宣传不是黑
科技，自诩的也不是黑科
技，应该由第三方来评
价，就像武林高手最后绝
招，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
不轻易示人的。
突破性。从无到有，
具有革命性创新。这很容
易理解，就是以前没有的
东西现在有了，以前做不
到的现在能做了，当前很
多高科技产品都属于此
类，如智能机器人、人造
细胞。
超越性。超出人类现
有认知和科技水平。通常
情况下，当前人类无法实
现或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技
术或者产品，其标准是不
符合科学定理以及现有科
技水平的，如能实现的虫
洞、时光机。
开拓性。开拓一个崭
新的领域，并带领这一个
领域走向繁荣，具有划时
代意义，如因特网的发明。
“两大要求”是判断是
否是黑科技的提前，“四个
特点”是黑科技必备的特
征，在符合“要求”的前提
下，只要具备其中一个“特
点”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黑
科技，如果完全符合“四大
特点”
，那是最黑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