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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知道吗

潮科技

好奇心实验室

在科幻片中，地球即将面临毁灭性灾难，人

类家园和文明岌岌可危。有人提出将生命体和人

类文明信息全部搬至“诺亚方舟”，然而在星际迁移

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可能导致传统存储介质

的“寿终正寝”，宝贵的数据毁于一旦。有没有一种存储密度大且安全

稳定的数据存储方式呢？近年来，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最古老生命存储

工具——DNA。

据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近日开发了一种标记和检索 DNA

数据文件的技术，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检索 DNA 数据文件，为 DNA 数据存

储技术发展带来希望。《科技周刊》记者专访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

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为我们揭秘这一技术。

□ 本报记者 谢诗涵

拯救数据危机，
DNA存储密度高寿命长

数字时代，我们将文本、照片和其他类
型的信息都编码为一系列的“0”和“1”，而
同样的信息也可以利用构成遗传密码的 4
种核苷酸（A、T、G 和 C，即腺嘌呤、胸腺嘧
啶、鸟嘌呤和胞嘧啶）编码在DNA中。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
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陆祖宏告诉

《科技周刊》记者，DNA 数据存储首先通过
计算机算法将二进制数据映射成碱基序
列，然后合成特定序列的 DNA完成编码的
写入。“由于DNA肉眼无法看见，所以我们
需要利用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即PCR，一种
可对特定 DNA 片段进行放大扩增的生物
技术）来实现数据拷贝，并通过专业测序仪
器测得目标 DNA的所有碱基序列，进而通
过解码转换成二进制数据，完成数据的读
取。”陆祖宏说。

观看社交媒体动态、发邮件、浏览网页⋯⋯
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产生大量的数据。
数据表明，预计到2025年，全球数据信息总
量将达到 163ZB，约相当于 87.5 亿张 2TB
常用硬盘，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在可预见
的未来，基于传统硅基储存介质的储存方式
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源枯竭困境。“现阶段
使用的主要存储方式包括磁带、硬盘驱动
器、蓝光存储器和闪存等，都存在有效存储
时间短、数据易丢失缺损、能源消耗大、维护
成本高以及污染环境等缺陷弊端。因此，寻
求一种新的数据存储介质势在必行。”东南
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电子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毕昆表示，作为已知最
密集、稳定的数据存储介质之一，DNA可以
保证生物体内海量遗传信息安全的存储和
一代代稳定的复制遗传，具有存储密度高、
存储时间长、能量消耗低、并行存取性好、损

耗率低和兼容性强等特点。
“相比传统磁存储、光存储这些单层

平铺方式的存储，DNA 双螺旋立体结构
的存储量有了多个数量级的飞跃。”毕昆
举例解释，理论上来说，1g 的 DNA 可存储
455EB（艾字节）信息, 4gDNA 可存储全
球一年产生的信息量，而 1kg 的 DNA 可
以存储人类所有的信息。DNA 单位体积
的存储密度是硬盘和存储器的 106 倍，是
闪存的 103倍。

DNA 作为最稳定的储存设备之一,
对于外部环境，如高温、震荡等具有极强的
抗干扰能力。即使经历数千年自然环境的
考验，DNA 数据信息依旧能够被有效地读
取。研究表明，在-5℃的条件下，DNA 每
6.8×106年只降解1bp。通常情况下，所有
传统的数据存储 10 年左右就会开始失去
完整性，而 DNA作为数据存储介质的寿命
则要长得多，可以达到上万年甚至几十万
年，而且很容易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放
大，从而轻松获得所需的拷贝数。在东大
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内，陆祖宏团
队曾尝试过将中国四大名著通过特定编码
存储至人造 DNA链中，并以溶液的形式进
行低温保存。“尽管只有很小一瓶溶液，但
其中所包含的数据拷贝量高达 10 万份，且
保存这些合成后用于存储的 DNA 只需极
低的能量消耗。”

万物皆可“硬盘”，
DNA存储可复原可传递

DNA数据存储技术开辟了一种新的存
储模式, 其发展对于节省存储能源及推进
大数据存储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早在2019
年第三届EmTech China全球新兴科技峰
会上，科学家通过一种含有 DNA数据的材
料 3D打印出一只兔子，切下这只兔子身上
的任意部位，在解码其附带的DNA信息后，
即可制造出一只一模一样的兔子。

为何任意切一小块都可以成功复原这

只兔子？“这是因为我们肉眼看到的这只兔
子，实际上是由无数包裹着 DNA信息的二
氧化硅小球拼接起的整体，任一小球中都
有着科学家事先存入的全部数据信息。就
好像我们人体的任何一块组织中都包含着
人的所有基因信息一样，获取这只兔子的
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很容易获得其所携
带的数据信息。”陆祖宏解释，如果将 DNA
存储以溶液或者粉末的形式进行展示，则
观感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烈。“3D 打印兔子
是更直观地告诉大家，DNA 里的数据几乎
可以储存在任何物体中，且这些物体损坏
了也没关系，只要还有一小块就能复原所
有数据，换句话说，所有物品都能成为储存
数据的‘硬盘’。”

那么，在 DNA 数据存储长久过程中是
否会出现部分编码的错误？如何能够确保
其准确性呢？毕昆介绍，受限于现有的
DNA 合成技术，编码写入的碱基序列会分
割为长度相同的短序列，一般单条序列长
度不超过 200bp。每一条需要合成的序列
里包括引物、数据、地址位、纠错码等。虽
然不同 DNA 模型之间存在差别，但 DNA
信息编码写入的流程大致相同，主要包括
数据压缩-引入纠错-转换为碱基序列的
过 程 。 解 码 前 通 过 PCR 扩 增 得 到 多 个
DNA 拷贝，再对拷贝进行 DNA 测序，获取
DNA 序列的碱基排列方式，随后对序列纠
错、去冗余、解码，最终读取原始数据。

“针对可能存在的编码错误问题，一般
有两种处理方式。”毕昆进一步解释，首先
从硬件方面，不断提高合成测序和存储技
术，从而确保合成、测序时错误率更低；第
二是从软件方面加入纠错算法，就像人们常
说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研究者为了保证
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在多个位置植入冗余信
息，方便接收信息时自动修正。“DNA数据存
储的容错率与冗余信息的多少有关，一般来
说，添加5%的冗余信息，基本可以保证数据
存储的高准确性。”毕昆说。

“冷数据”福音，
DNA存储商业化仍在路上

在生活中，除了我们经常使用的数据
之外，其实还存在很多访问量小却又必要
储存的数据，即所谓的“冷数据”。“常见的

‘冷数据’包括档案馆资料、备份数据和
监控视频等，这些数据的特点在于数据
量大且使用率较低，但在必要时刻可发
挥重要作用。”陆祖宏举例，对于医院这
类特定单位，海量的病人信息需要保存
长达几十年，为了确保信息安全和准确，
常常每十年就需要维护一次，其信息存储
成本极高。“DNA 数据存储正是面向这类

‘ 冷 数 据 ’，通 过 溶 液 或 干 粉 的 形 式 对
DNA 进行保存，并对其外部封装，从而实
现长久存储。”

存储密度大、存储数据形式多样、保存
时间长⋯⋯尽管 DNA 存储优势明显，但其
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拦路虎”。“目前，DNA
存储技术发展瓶颈主要集中在写和读上，
包括读写速度慢、成本高、随机读写困难
等，因此难以大规模商用。按照去年 DNA
数据存储的合成技术和成本估算，8G 的
DNA 存储合成成本在人民币 1000 万元以
上。”陆祖宏说，虽然目前DNA存储成本较
高，但与测序技术类似，一旦找到技术突破
口，其成本下降非常快。放眼更长的时间
尺度和数据存储空间压力下，DNA 具有独
特的数据存储优势，且发展前景巨大。

陆祖宏举例，在实际应用层面，目前已
经有科研单位实现在酵母菌生产中加入
DNA 存储标签，即像商品可以溯源一样，
科研人员也可以在细菌中植入“水印”。“尽
管 DNA 存储为代表的碳基存储方式还有
很长的道路要走，但随着存储和读取技术
的发展，相信随着 DNA编码和测序的效率
提升，成本将大幅下降。届时，DNA 存储
商业化应用曙光将会来临。”

（视觉中国供图）

一公斤DNA或可存储全球所有数据

万物皆万物皆““硬盘硬盘””解开传统存储困境解开传统存储困境

□ 本报记者 张 宣

6 月 25 日，南京创新周闭幕。本届创新
周采取“线上+线下”的办会模式，不仅有高端
论坛、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活动，还有大家
关注的“前沿科技展”。作为每年南京创新周
的“亮点节目”，来自多个国家的前沿科技成
果和项目为观众开启生动的科幻之旅。《科技
周刊》记者在体验中感受到，传感芯片、量子
APP、康复机器人⋯⋯这些领先科技已经全
面走进我们的生活。

前沿科技展重点设立了创新周成果主题
展，包括紫金山实验室“B5G网络智能开放平
台”等产品6个、新研机构南京吉相传感成像研
究院“超大规模图像传感芯片”等产品4个、量
子安全通信和移动办公应用软件“量信”APP、
中汽创智“电堆”等产品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量子”听起来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其
实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所运用。科技展
上，基于量子密钥核心网技术，创新性地将量
子密钥分发服务拓展到智能手机、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等海量终端上。

“量子技术并非高不可攀，它已经应用在
用户密码设置上。”南京易科腾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盛介绍，公司在今年南京
创新周期间发布的“量信”APP，使用量子设
备产生的量子密钥，可确保密钥真随机性，分
发过程不可窃听，能从原理上抵御量子计算
攻击，并结合国密算法，能为用户的通信链路

和办公数据提供“不可破解”的加密保护。而
前期“量信”核心功能模块已应用在南京市江
宁区政务系统，并与“我的江宁”移动办公软
件进行深度融合，为政务移动办公提供量子
安全赋能。

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如何实现智能化教
学？江苏省捷达软件工程有限公司研发出的
中医临床辨治思维训练教学系统，给出了答
案。该系统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以丰富的
临床案例为支撑，通过模拟中医临床诊疗过
程对学生进行训练。

“比如说望闻问切的‘切脉’，就可借助脉
象模拟设备，将病人真实的脉象输入后，学生
在模拟设备上进行练习。”捷达医教高教事业
部总监杜建辉介绍说，学生还可将自己得出
的结果和专家诊断结果进行比较，从而检验
自己的学习成果。

现场，被动式行走机器人、激光雷达、生命
体征智能检测仪等最新的前沿科技应用令人应
接不暇。一款外观和无人机类似的大家伙，叫
做机载“多参数探测激光雷达”，可以辅助探测
大气风场、大气中污染物浓度、云量、降水等，用
于大气环境保障。同样吸引市民的还有VR安
全科普体验系统。只需戴上VR眼镜，市民就
可以体验消防火灾、地震灾害及人防警报等应
急救护场景以及溺水、交通安全等科普场景。

靠近仪器，你的心率、体温等参数就会逐
一显示出来，一款名为生命体征智能检测仪
吸引了不少市民体验。“我们采用了先进的毫

米波生物雷达技术，能在不与人体进行任何
接触的情况下进行实时健康监测。”南京华曼
信息技术研究院徐汾介绍，这套智能检测仪
彻底摆脱了传统接触式设备或仪器在穿戴时
的繁琐操作，也能避免一些监测中的交叉感
染。同时检测数据通过WIFI自动上传，用户
及家人或者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手机终端或设
定终端对其进行健康数据实时查询。徐汾表
示，基于这套检测仪，研究院下一步还准备着
手开发智能服装，“老人在外出游玩时，子女
也能对他们各项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监测，发
现问题也能及时处理。”

医疗废物易引起疾病传播是公共卫生面
临的重要问题。科技展上，一款可全程追溯
医疗废物的谷德医疗废物监管系统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在平台上记者看到,该平台将医
疗废物分为五类：化学性废物、病理性废物、
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感染性废物，平台
上可以清楚看到医院每日医疗废物总量。

讲解员添彩凤介绍，每个医疗废物袋有
不同“身份”的二维码标识，收集员通过手持
终端扫码，将信息录入到系统。医疗废物入
库暂存后，将进行称重确认数量、遗失或补漏
登记。出库时也需再次确认重量和数量、获
取处置公司信息、遗失或补漏登记。全程三
次称重，可对其所属的环节和科室、负责人、
重量、时间等信息随时查阅，如若产生任何异
常或遗漏，可追溯到具体责任人。该项系统
采用物联网、互联网、智能终端技术，对分类

的医疗废物进行二维码标识，实现医疗废物
的过程信息化管理。

现在很多下肢康复的患者都是通过手臂
支撑辅助的方式来完成下肢康复，如果手臂
力量薄弱，康复起来比较困难。在科技展现
场，《科技周刊》记者注意到了一种新设备，它
可以通过一些关节的动力带动来辅助患者进
行下肢的康复。

“这是一款‘被动式行走机器人’，可以通
过几个关节的调节控制，帮助需要下肢训练
的康复者完成从‘被动’到‘主动’的康复训练
过程。”参展单位工作人员介绍，髋、膝、踝关
节各个部位都有协同的动力，根据不同位置
需要可以让设备受力点不同，以便分析和修
正患者的正确步行姿势。设备是充电 3 个小
时，可以在不同康复的情况下使用 4 个小时，
患者体重可以在45公斤到80公斤之间，身高
1.45米到1.75米之间。

目前，该设备已经在浙江两家医院试点
使用。未来，设备的外观和细节还将升级，升
级后，它既可以辅助下肢康复训练，也能让患
者穿着更舒适。

《科技周刊》记者从南京创新周组委会了
解到，考虑到疫情防控的需要，这次科技展也
采用了“线上+线下”的方式。虽然南京创新
周已经闭幕，但大家还可以在“南京创新周”
官 网（https://nanjingtech.cn/cloud）浏 览
3D 云展馆，通过虚拟情境体验等方式了解和
体验“前沿科技”。

南京创新周前沿科技展落幕

3D云展馆持续开放，虚拟情境体验酷炫生活

本报讯 （记者 蒋明睿） 夏季，尤其是下雨前，人们会
感到闷热。那么，这种闷热感从何而来？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体究竟如何感知冷热。“皮肤和某些
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分为冷觉感受器和温觉感受器两
种。它们将皮肤及外界环境的温度变化传递给体温调节中
枢，进而产生冷或热的感觉。”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瑞丽介绍，别看皮肤只有薄薄一层，其
实由外向内，皮肤由表皮、真皮以及皮下组织构成，并含有
汗腺、皮脂腺等附属器官，以及血管、神经和肌肉等，具有复
杂的组织结构和多重生理功能。

皮肤中丰富的神经末梢和感受器可以帮助我们感知外界
的各种刺激，比如我们经常在吹冷风或吓一跳的时候“汗毛直
立”，就是末梢神经发信号导致立毛肌收缩形成的一种状态。

人是恒温动物，皮肤血管的收缩和扩张、汗腺分泌汗液
可以帮助调节体温。当人在暑热环境时，皮肤的热感受器
受到刺激，并将信号传递到体温调节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再
发出信号，引起皮肤血管扩张而散热，同时通过神经调节促
使汗腺分泌汗液，再利用汗的蒸发进行散热，不使体温随外
界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人体散热主要靠的就是汗腺，汗液蒸发能带走大量的
热量。”张瑞丽解释道，夏季环境温度过高时，人体主要散热
的方式就是汗液蒸发，这也是效率最高的散热方式。出汗
也分为“显性出汗”和“不显性出汗”，大部分时候我们不会

“汗流浃背”，但汗液的蒸发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
除了汗液蒸发，体表散热还有辐射、对流、传导等多种形

式。张瑞丽举例说：“我们经常说别人身上很热，一靠近就感
觉像个‘小火炉’，正是辐射散热通过发射红外线在起作用。”

影响人体散热效率有多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温差。
如果外界温度较低，就可以很容易把热量散出去；如果和外
界温差小，散热则不那么容易，人就容易感觉到闷热。同
理，湿度也是形成“闷热”感觉的“主力军”。同样的温度，在
纬度高、湿度小的地区因为蒸发正常，人体可能只是感觉到

“灼热”，而在湿度比较大的地区就容易感受到“闷热”。

人为什么会感觉“闷热”

本报讯 （记者 蒋明睿） 提到肉毒毒素，相信不少爱美
女士的第一反应就是：祛皱神器！但少有人知道，肉毒毒素
更是一种神经毒素，还曾被当作生化武器使用。这种毒素到
底是什么？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美容秘方的？《科技周刊》记
者咨询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整形美容科主任李俊。

肉毒毒素是由厌氧的肉毒梭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
的一种细菌外毒素, 具有很强的神经毒性。李俊介绍，肉
毒毒素最早被用来作为生化武器，它能破坏生物的神经系
统，使人出现头晕、呼吸困难、肌肉乏力等症状，主要原理就
是让人体的肌肉收缩没有原来有力。“举个例子，呼吸就是
靠肌肉收缩把胸廓撑起来，让肺里吸进空气。但如果吸入
了肉毒毒素的话，胸廓起不来，人就只能活活地闷死。”

在 1986 年，加拿大一位眼科教授发现肉毒毒素能让
患者眼部的皱纹消失，此后，整容界便将它的功能扩大，发
现它可以用来把我们身上一些肥大的肌肉瘦下来。“大家
常见的祛皱功能也是同样原理。”李俊告诉记者，皱纹的产
生本来就是表情肌经常反复收缩的结果，类似一张纸反复
折叠会产生褶皱，人脸也是一样。肉毒毒素通过抑制乙酰
胆碱的释放，阻断神经肌肉传导，导致肌肉松弛性麻痹，从
而抑制肌肉的收缩，让表情肌折叠的力量没有原来大，皱
纹也就相应减轻了。

将这种“毒药”注射在体内，是否安全呢？李俊表示，
肉毒毒素在美容方面的运用非常微量，医生打的时候也会
控制总量，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次只能使用 200-300 个单
位，控制好量就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此外，肉毒毒素注
射效果维持时间一般为 3-6 个月，皱纹复发后可再次注
射，间隔时间在 6 个月左右为宜。但不宜短期内反复注
射，容易造成不良后果。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的一组数据显示：国内市场上销售
的肉毒毒素有 70%都是水货假货，凭借着低价竞争而广
泛流通在非正规的私人美容院等场所。“这个数据十分触
目惊心，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一定选择正规的机构和
专业的医生。”李俊提醒，目前国内经批准上市的只有兰州
生物制药生产的恒力、美国生产的保妥适，还有欧盟生产
的吉适，消费者在选择时可以擦亮双眼。

不止是注射性肉毒中毒，肉毒中毒是由肉毒杆菌外毒
素所致的中毒性疾病，该病分为四种类型：食物中毒型、婴
儿肉毒中毒、创伤性肉毒中毒、注射性肉毒中毒。由于肉
毒毒素产生于肉毒梭菌的生长繁殖过程，而肉毒梭菌广泛
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土壤、水源，包括蔬菜、水果表
面都有可能附着。在适宜的生长温度（25℃~30℃）和厌
氧等条件下，肉毒梭菌就会大量繁殖，产生肉毒毒素。家
庭自制臭豆腐、豆酱、香肠、罐头是常见的引起肉毒梭菌毒
素中毒的食品。毒素对酸的抵抗力特别强，胃液无法破坏
其毒性，所以可被胃肠道吸收，损害人体健康。

肉毒毒素的潜伏期一般为 12~48 小时，最短 2 小时，
最长10天。食用量越大，潜伏期越短，症状也越重。肉毒
毒素中毒是细菌性食物中毒中危害最大的一种，其死亡率
高达30%~70%。

食用了未经彻底加热的含有肉毒毒素的食品就可导
致中毒。在食用这类发酵豆制品前，要进行彻底加热，以
达到杀菌和破坏毒素的效果。据了解，肉毒梭菌在100℃
加热 10~20分钟即可被杀死；肉毒毒素一般 80℃经 30分
钟，或者100℃经10~20分钟即可失去活性。“肉毒毒素其
实就在我们身边，希望大家正确、安全地使用。”李俊说。

肉毒毒素，从生化武器
如何演变成“美容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