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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好奇心
实验室

□ 本报记者 张 宣

鸿蒙初现，
成为我们“第三个选择”

大家平日使用的智能手机都离不开操
作系统，而操作系统的两大巨头安卓和IOS
手里，其开发者数量分别为2000万和2400
万。人们也习惯使用这两款手机操作系统，
因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但在6月2日这个可能会载入中国信
创产业史册的日子，国产操作系统鸿蒙2.0
正式登场。华为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
月 14日，用户的更新数量已经突破1000
万，有超 400万开发人员注册鸿蒙系统，
134000个应用程序在鸿蒙平台上架，这意
味着用户在安卓、IOS之外，拥有了“第三
个选择”。

鸿蒙系统正式发布后，南京大学博士
沈维军第一时间拿出使用的华为手机更新
鸿蒙系统体验。下载最新固件后随着2小
时左右的系统更新，鸿蒙系统成功安装在
他的手机上。“我体验的是开发者版本，内
存占用小，比安卓流畅自然，下拉控制设计
风格和安卓不一样，其他没有明显区别。
作为新系统，一发布就能达到这个效果，还
是让人眼前一亮，期待后期持续优化改
进。”沈维军第一时间向《科技周刊》记者讲
述自己的使用感受。

全国唯一一个开设“鸿蒙课程”的教师、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系讲师赵小
刚很早就试用到鸿蒙系统。在他的体验日
志里写道：“鸿蒙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视觉效
果、操作方式和目前的安卓系统十分相似，
但它的运行速度要比安卓快一些，电量耐用
性比苹果IOS系统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
是，我的这部测试机里，一些工具程序是基
于鸿蒙开发的，但像微信、QQ、淘宝、支付宝
等常用应用，依然是用的安卓版本。也就是
说，整套系统可以完美兼容安卓软件，如果
大家的手机要更换鸿蒙系统的话，可以无缝

切换，不会感受到任何不便。”
有网友会问，如果感受不到区别，我们

为什么要换鸿蒙系统？赵小刚表示，这正是
不少网友存在误解的地方。华为和我国的
其他科技企业，完全有能力把原创的操作系
统做得很不一样，但是那样不利于用户接
受，也就不利于一套新的操作系统推广和覆
盖。“现阶段，鸿蒙兼容安卓是权宜之计，但
华为已经和国内300多家企业合作，越来越
多的鸿蒙系统原生应用会面市。经过一段
时间，这些应用和鸿蒙系统匹配度更高后，
用户就能体验到鸿蒙系统有什么不一样，带
来了怎样的性能提升。我认为，未来鸿蒙系
统在性能和可靠性等方面，一定是会超过安
卓系统的。”

还有网友认为，研发一套全新的操作系
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很多科
技巨头都折戟而归，华为为什么要做这件
事？“实现自主可控的手机操作系统是为了
不再受制于人。”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
裁王成录表示，受制于产业整体状况，中国
高端芯片短期内难以实现自主可控。而软
件领域的操作系统，则能从全球开源社区中
获得支持，有更多腾挪空间。

核心优势：
微内核，占内存少安全性高

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出现，都会伴随多种
声音。自2019年鸿蒙系统首次公布以来，
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质疑，即使鸿蒙操
作系统正式上线，仍有不少网友持怀疑的态
度。看好者认为，鸿蒙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操
作系统；看衰者则认为，鸿蒙其实就是“安卓
套壳”，成不了大气候。

为回应网友的质疑，王成录说，安卓系
统的绝大部分代码来自开源社区，和安卓一
样，鸿蒙也吸收社区优秀技术和代码，“全世
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写一个大型的软件，每
一行都自己写。”王成录称，安卓用开源代码
比例超过80%。

“客观来讲，鸿蒙系统在最核心的技术

架构方面和安卓和 IOS有着本质的区别，
说它是换皮安卓并不准确。”江苏省通信学
会科普专家表示，鸿蒙系统是以微内核为
基础的全场景分布式操作系统，而正是内
核才是操作系统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关
键部分，实现操作系统功能的那些程序就
是内核程序。

目前，操作系统因为内核的架构不同，
分为宏内核和微内核两种，我们目前所接触
到的谷歌安卓系统和苹果的IOS系统就属
于宏内核，而鸿蒙系统属于微内核，它也是
全世界第一个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
操作系统。

微内核的优势在哪里？科普专家解释，
相对于其他操作系统的宏内核来讲，微内核
的代码行数比较少，还不到安卓系统的一
半，但是具体的功能两者则几乎一样。而因
为代码相对比较少，错误率也顺势降低，较
低的错误率能够带来较高的安全性。更重
要的是，鸿蒙系统开发者仅仅只需要完成一
次开发，软件就可以直接运用到所有搭载鸿
蒙系统的设备之上，不需要进行多次开发。
这也是目前其他操作系统，比如说微软系
统、安卓系统甚至IOS系统所不具备的。

目前，普通老百姓能看到的只是一套新
的手机操作系统，其实鸿蒙诞生的意义远不
止如此。作为一款开源的跨平台的操作系
统，它可覆盖手机、平板、电视及可穿戴设
备，在产品的逻辑和底层硬件的适配能力
上，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链，这也是鸿蒙系统
的另一大优势。

万物互联，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没有人是一座
孤岛》中写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
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其中蕴含着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洞察：人并非独立的
个体，而是彼此联接在一起，所有人的命运
都是不可分割的。

而这种“命运共同体”也开始出现在操

作系统上。6月2日的鸿蒙发布会上，华为
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用《没有人是一座
孤岛》来比喻：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人和人，
设备和设备之间，都是相连的，没有一个人，
一个设备，是可以独自存活，独善其身的。

有人说万物互联就是物联网，这并不是
一个很新的概念，其实物联网发展多年，操
作系统我国一直是短板。“作为面向万物互
联时代的新一代智能终端操作系统，鸿蒙为
不同设备的智能化、互联与协同提供统一的
语言，通过分布式技术，让手机、平板、手表、
智慧屏等智能设备联接起来，打破不同硬件
之间的界限，真正实现人与设备、设备与设
备间的无界限沟通，将数字世界带入每个
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
能世界。”信息通信专家陈志刚评价，鸿蒙实
际上不只是手机操作系统，而是更广泛连接
万物的操作系统。“鸿蒙系统将作为一个全
场景概念，拥有更广泛的联接能力，从物到
人，从服务到人，是一个解决底层逻辑的操
作系统。”

虽然“万物互联”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一
段时间，但普通老百姓感觉可能还有些远。

“现今有了鸿蒙系统作为桥梁，大家很快就
能感受到‘万物互联’对我们生活的改变。”
江苏省通信学会科普专家解释说，在鸿蒙系
统手机屏幕上下滑可以呼叫出超级终端，在
同一个ID账号下，多设备直接通过“拉、拖”
就可以进行配对连接，在多设备上共享、互
传文件、图片等，办公效率大大提高。一项
工作在手机上进行到一半，回家可以投送到
平板电脑上继续操作。这种投送不是投屏
那么简单，而是两个智能设备共同完成一项
任务。

如果用一句古话解释鸿蒙系统，那就是
“一生万物，万物归一”。“总之，在鸿蒙系统
广泛推广后，无论设备大小，内存小到
128K，大到4GB以上的智能终端设备一个
鸿蒙系统就可以覆盖。相信随着鸿蒙系统
的升级换代，万物互联的场景会离我们越来
越近。”科普专家表示。

手机操作系统？其实身兼多职

星辰大海中“点亮”万物互联

□ 本报记者 蒋明睿

以脑部前、后联合线中点为原点，在大
脑中建立一个三维坐标系。确定靶点、植入
电极，再打通一条皮下隧道，将电极与埋在
胸口的电池相连……这不是科幻电影里为
机器人“续航”的画面，而是一台脑深部电刺
激手术（DBS疗法）的“常规操作”，该手术目
前多用于缓解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合并
特发性震颤等疾病。帕金森一直被人们称
为“不死的癌症”，为何这种手术对帕金森有
明显的疗效？

DBS疗法到底是“何方神圣”？《科技周
刊》记者咨询了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
主任医师吴鹤鸣。

DBS 疗法被形象地称为“脑部起搏
器”，作用原理主要是将电极植入到患者脑
内，运用脉冲发生器（IPG）发放弱电脉冲，
控制刺激其大脑深部的某些特定神经核
团，抑制引起疾病症状的异常脑神经信号，
从而改变相应核团或神经环路的兴奋性，
减轻这些疾病神经方面的症状。而帕金森
正是一种多发于中老年人，以肌肉震颤、僵
直、运动启动困难、姿势反射丧失为特征的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帕金森病最主要的病
理改变是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变性

死亡。用“对症下药”来总结两者的相遇可
谓是恰如其分。

“全球已有超过1000万名帕金森病患
者，在我国就有近300万名患者，每年还以
20万名新增患者的速度不断增长。”吴鹤鸣
告诉记者，与之相反的是我国只有不到
0.125%的患者使用DBS治疗帕金森。

DBS疗法使用率低，是由于技术难度极
大吗？吴鹤鸣坦言，相较于神经外科很多

“性命攸关”的大手术来说，DBS的技术难度
并不大，但对手术精细度的要求则达到“吹
毛求疵”的程度。细算下来，从术前到术后
竟然需要多达200余个步骤，不少环节都精
确到毫米级，不容一丝误差。

吴鹤鸣介绍，基底神经环路中不同核
团对帕金森的各类症状，如震颤、僵直、运动
迟缓、开关现象等有着不同的影响。术前要
根据对患者症状的评估，选择不同的核团植
入不同规格的电极。

完整植入的电极一般包含4个触点，吴鹤
鸣以核团GPi为例，每个触点长1.5mm，间距
1.5mm，完整植入部分不过也才10.5mm。一
个一厘米大小的电极植入大脑，但凡有一点偏
差都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后果。“或是放错位置
对患者症状起不到任何效果，或是刺激到其他
功能区，如影响到视神经束等部位可能会出现

光幻觉影响视力，影响到内囊可能会出现构音
障碍或抽搐。”吴鹤鸣说。

手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电极
植入颅内的靶点核团。虽然说起来简单，但
如果把人脑看作一个球体，选好靶点后其实
从球体表面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进去。但进
入路径的选择十分重要，安全肯定是第一要
义，路径会避开脑室血管和脑沟等处减少出
血风险。这就要求术前靶点定位完成后，还
要在软件中模拟设计针道并模拟进针，确保
整个流程的顺畅与安全。就好像需要通过
哨兵发回特定信号，报告正确位置才可以继
续行进一样。针顺着路径进入后，还要先放
微电极进行电生理监测电极确认核团位置正
确，才能继续植入刺激电极。用形似小飞机
的装置固定导线和电极后，就进入手术的第
二阶段——将电池植入胸部皮下，且通过延
长线从皮下进行连接。

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好像在胸口开了个
“口袋”专门用来存放电池，更为神奇的是，
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国内主要使用的电池
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品牌，类似手机无线
充电一样，隔着皮肤把“充电器”放在胸口，
就能随时充电。

为了排除由于电极植入对核团的机械
性毁损所导致的“微毁损效应”掩盖开机效

果，植入电极2-4周后才可以为电池“开
机”通电，进行程控。吴鹤鸣表示，DBS术
后程控是一个系统化、个体化的治疗过程，
要依据每个患者的手术情况正确设置参
数，配合合理用药。“现在面对面程控发展
到无线远程程控，将指令通过互联网传送
到患者家中的体外程控仪，再向患者的IPG
发送程控指令，变换程控参数，减轻了不少
术后帕金森病人反复前往医院就诊程控的
经济负担。”

“虽然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具有微创、风
险小、并发症小、可调节性和可逆性等优点，
但只要是手术就有可能有风险。”吴鹤鸣
说，如果植入电极的时候路径选择不当可能
引发脑出血，甚至还可能导致引起肢体功能
障碍，也不排除皮下隧道切口感染、愈合欠
佳等情况。至于植入电极引起感染的可能
性，或者有人本身就会对导线排斥。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帕金森病这
种退行性疾病来说，目前仍没有治愈的办
法，任何方案都只能是延缓病情发展。”吴
鹤鸣告诉记者，想要通过手术完全停药也并
不现实，只能根据不同的手术方案和效果，
进行减药，“手术只是一种电子药，最后还是
要通过药物之间合理搭配，尽可能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

脑部“植”电极，胸前“嵌”电池

DBS疗法直指帕金森顽症

千呼万唤始出来，6月2
日，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智
能终端操作系统Harmon-
yOS 2（中文名鸿蒙2.0）及
多款搭载鸿蒙的新产品。这

也意味着“鸿蒙系统”已经变成面向市场的
正式产品，而不再仅仅是个概念。

鸿蒙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科技圈
闻风而动，各方评价褒贬不一。有网友认
为，鸿蒙起步即巅峰，安全性高，兼容性强；
也有网友表示鸿蒙是换皮安卓，换汤不换
药。顶着世界第三大操作系统的光环，鸿
蒙也面临压力和挑战。它到底是个什么样
的操作系统？有什么优势？为此，《科技周
刊》记者采访了江苏省通信学会科普专家。

□ 本报记者 王 拓

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科研团队利用合成肽技术成功研制
猪圆环病毒疫苗，该校与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农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猪圆环病毒2型合成肽疫苗”获
得国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书。这是国内首次将合成肽技术用
在猪圆环病毒的疫病防控上。

猪圆环病毒2型（PCV2）是危害世界养猪业的重要病原，
几乎存在于所有规模化猪场。据团队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教授姜平介绍，这个病毒相对“隐形”，虽然死亡淘
汰率在10%~20%，但是染病后的生猪抵抗力普遍下降，生长
速度减缓，并且容易引发其他疾病，危害生猪产业。

经过近5年探索，姜平带领团队深入研究挖掘该病毒与
细胞相互作用、致病和免疫机制，成功揭示出了病毒免疫保护
抗原和抗原表位，同时巧妙设计并合成两个由50~65个氨基
酸组成的多肽，它们刺激猪体产生病毒抗体和免疫保护效力。

“揭示抗原表位意味着找到了关键‘哨兵’，即在病毒抗原
蛋白链条上找到了猪体能够识别的病毒关键特异位点。”姜平
打了个比喻，“而设计合成的两个多肽则意味着组建了精锐防
卫部队，可以构筑坚实免疫防线，抵御病毒入侵。”

此次“猪圆环病毒2型合成肽疫苗”的研制成功，除了技
术上的突破创新外，还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下一步，
团队将探索合成肽疫苗免疫佐剂的国内自主生产。

新技术防控猪圆环病毒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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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拓

离家跋涉八百多里，云南境内的亚洲象群一路向北，引发
科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曾在美国合作研究北美帝王蝶迁飞和
磁感应机制的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教师万贵钧博士表示，很
多野生动物，如海龟、鸟类、昆虫等都具有迁徙的习性。亚洲
象的“远足”行为，具有类似大多迁徙性动物跨纬度南北迁徙
的特点。虽然只有400多公里的移动距离，但相对于平原迁
徙或者鸟类及迁飞昆虫的空中迁徙，这群亚洲象则要付出更
多代价去翻山越岭，愈发衬托出北上之意的强烈。

除了缺食物或迷路，一些科学家提出，可能是因为某次太
阳活动异常引起的磁暴激活了固有迁徙本能。万贵钧认为，
本次北上的始发机制或许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但除此
之外，很大概率上看不见、摸不着的地球磁场还可能在另外一
个维度上影响着这个迁徙的象群：定向和导航。

迁徙的动物是怎么知道它们在往哪儿走或者走到哪儿的？
这是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发布的125个最具挑
战性的问题之一。万贵钧解释说，海龟、龙虾、鼹鼠和一些鸟类
都能感知并利用地球磁场以帮助它们辨清方向或所处位置等。
前述亚洲象在夜间更活跃，倘若它们可以本能地感受到微弱的
地球磁场并具有磁定向或磁导航能力，那么以此来解释“断鼻家
族”没有东西偏航，能够“稳稳地”保持跨纬度南北行进就顺理成
章了。动物的定向和导航机制非常复杂，可能依赖多种线索共
同决策，而地磁场恰恰是其中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众多证据
表明地磁场可能通过一种量子生物学反应被动物所感知。

万贵钧表示，从物种保护角度来讲，回归适宜的生态环境
中，象群和人类或许都将更加安全、和谐。它们当下可能是在
遵循本能，无意中踏上这轮迁徙旅途，但如果“断鼻家族”像大
多数迁徙性动物秋季才开始返回原栖息地，那将还有相当长
的时间与更多的未知。

野生大象迁徙
为什么能找到“北”？

□ 本报记者 张 宣

6月15日傍晚，南京的天空泼墨般染上了亮蓝色，刚经
历过一场强对流天气后，大面积积云在夕阳晕染下编织成各
种形状，大有“舒卷意何穷，萦流复带空”的意境。形状各异的
厚积云引得路人纷纷拍照发朋友圈，网友们疑问：这种云是怎
么形成的？为什么有层次感？

“这是积云中的积雨云。”江苏省气象台专业气象预报科副
科长陈昊接受《科技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气象学上，根据云底
高度把云分为三类：低云、中云和高云。低云的云底一般低于
2500米，分五类，积云、积雨云、层积云、层云、雨层云；中云的
云底一般在2500米至6000米，分两类，高层云和高积云；而高
云的云底一般在6000米以上，分三类，卷云、卷层云和卷积
云。这次刷屏的正是低云中的积雨云。”陈昊说。

“世界上没有两朵完全一样的云，人们看到的每一朵云，
都是各自环境的空气通过运动打造出来的独特造型。”陈昊告
诉记者，积云由水滴组成，但有时可伴有冰晶，它主要是空气
对流上升冷却使水汽发生凝结而形成的。

“夏天的雨主要以对流性降水为主，这种降水典型的特征
就是天空中会出现浓暗色的厚积云，并且云的变化速度较
快。从远处看，积云像是开水冒泡一样。”陈昊解释说，由于积
云较为浓密，一定的角度可以看到太阳光照射在积云上的反
射光。而在积云中的水汽通过降水降落至地面后，天空中积
云的颜色会逐渐变淡或者消失，这时只留下高空丝状的卷云。

“棉花糖”云通常会在什么样的天气出现？陈昊表示，夏
季局地性降水比较强，常常会出现头顶上还有浓密的积雨云，
正在倾盆大雨，而不远处降水已经停止，只留下中高层的卷云
或层云。

南京“棉花糖”云是积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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