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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晓倩）6 月 14 至 16 日，夏河人研究
成果推介会在甘肃省夏河县召开。中科院院士陈发虎团
队发现了夏河人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原住地，这一最新
进展补上了现代藏族人群携带的高原适应基因———
EPAS1 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研究者们推测
EPAS1 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包括
夏河人在内的古人类，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

2010 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关于青藏高原世居藏族
人群高原适应关键基因 EPAS1 的论文。2014 年，《自然》
杂志刊登研究成果，指出藏族人的 EPAS1 基因可能来源
于丹尼索瓦人。但丹尼索瓦人发现于海拔仅有 700 米的
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并不需要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
EPAS1 基因。

直到科学家发现夏河人，并确定它出土于海拔 3200
米的夏河白石崖岩洞，这才补上了 EPAS1 基因来源研究
的最后一块拼图。该遗址上部文化层至少形成于距今 4
万年前，应该为青藏高原目前已知最老的考古遗址。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究员高星说，根据
对夏河人下颌骨的综合分析，它不属于任何一支已知古
人群或现代人群。夏河可能是更早的丹尼索瓦人发源
地，而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人可能是其后代。对夏
河丹尼索瓦人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改写人类演化迁徙
的版图。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药学院朱棣研究组
与浙江大学冯宇雄合作，进行了大规模化学修饰和筛
选，获得了特异性的针对 B 细胞淋巴瘤蛋白 9

（BCL9）和贝塔—连环蛋白（β-catenin）的全烃“订书
肽”类型抑制剂。发现该订书肽可有效抑制 Wnt 通路
的活性，并在小鼠试验中展现了良好的抗肿瘤效果。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

在结直肠癌中，超过九成的肿瘤存在贝塔—连
环蛋白通路的异常激活。同时，贝塔—连环蛋白转
录信号在肿瘤免疫微环境调控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可以调控多种类型的 T 细胞在肿瘤中的浸润和活
性。因此，开发有效的贝塔—连环蛋白抑制剂，同时
具有抗肿瘤和调控免疫的潜力。

研究人员发现除了具有很好的药代动力学特性
外，该订书肽在小动物身上的毒性非常小，且在免疫
正常的小鼠中对小鼠结肠癌肿瘤的抑制作用优于其
在裸鼠中的作用。联用该订书肽和 PD-1 抑制剂可以
协同发挥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

朱棣表示，该订书肽不仅可以直接抑制结直肠
癌的生长，还可能在大部分贝塔—连环蛋白转录信
号过度激活的结直肠癌中对 PD-1 抑制剂起到增
敏的效果。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复旦大学等

研发出新型
抗肿瘤订书肽

当听到类似“荡妇”等侮辱性言论时，人类或
者反击、或者沉默。但在人工智能语音助手的世
界，苹果的 Siri 会说“I’d blush if I could”（如果我
能，我会脸红）；亚马逊的 Alexa 说“谢谢你的反
馈”；谷歌语音助手说“我不明白”……如果你对
它们进一步提出更“露骨”的要求，它们也鲜有直
接拒绝的（目前这些都已作修正）。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长达
145 页题为《如果我能，我会脸红》的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批评目前大多数 AI 语音助手存在性
别偏见，“因为它们几乎都有着女性的名字和声
音，并被设置成千篇一律的、顺从的女性形象”。

AI 强化性别偏见

报告对 4 家公司语音助手的调查显示，当
听到用户的性骚扰言论时，语音助手的回应往
往模糊且温顺。几乎没有语音助手给出否定回
答，或是将用户的言论标记为不合适。

“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暗示女性是乐于
助人、温顺、取悦他人的，用户只需按下按钮，
发出生硬的语音命令就可以了。”报告认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性别平等部门负责人
珂拉特表示，这种强行设定的服从形象，会影
响人们与女性声音交流的方式，以及女性面对
他人要求时的回应模式。

这也就意味着，“女性”AI 可能强化人类社
会的性别偏见。

早在 1964 年，聊天机器人 Eliza 的语音助
理就预设声音为女声。目前，除了 Siri、Cortana
等，国内领先的智能语音助手同样存在此类现
象，比如百度的“小度”、阿里的“天猫精灵”和

小米的“小爱同学”等。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智源

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曾毅告诉《中国科学报》，AI 语音助手中性别
偏见的问题并不是由算法本身造成的，而是产品
设计者的选择，直接反映了人类自身的倾向。

尽管现代性别观念中倡导男女平等，但现实
社会依然普遍对女性有着刻板印象，即通常认为
女性是温和顺从的，有足够的耐心和理解力。

曾毅说：“人工智能产品研发者的最初动机
可能来自所谓的‘大多数用户的偏好’，但无形中
却造成了性别偏见，而 AI 无非是对数据特征和
属性的学习。实际上目前的 AI 模型与技术仍然
很难像人一样理解‘偏见’的真正意义及后果。”

看来，人工智能已经学会了人类“性别歧
视”那一套，而这种偏见在其他领域中也充分
展现。比如，亚马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简历
筛选与招聘系统“自己学会”优选男性求职者，
而女性简历会被自动减掉分数，该项目已在去
年被迫关停；职业平台 LinkedIn 通过复杂的人
工智能算法向用户推荐工作时，多为男性求职
者推荐高收入职业，而很少向女性推荐高收入
职业等。

“此类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不但不能推进人
类的福祉，而且直接对人类造成伤害，在人工智
能产品与服务的发展中应当被纠正。”曾毅表示。

开发者性别失衡或致“偏见”

报告认为，产品开发者严重的性别比例失
衡是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

一项国内调查发现，中国程序员群体的男

女比例近 121。上述报告也提到，在人工智能
开发人员中，仅 12%是女性；软件开发人员中
的女性比例低至 6%；信息通信技术专利申请
人中的男女性别比例为 131。

“传统的性别社会化教育形成了这样一个
大体的社会分工，使得 AI、计算机领域多以男
性为主导。”人工智能与新媒介技术与文化研
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吴靖表示。

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印证了吴
靖的观点，该研究表明，基于互联网中标准文
本语料库训练出的机器学习模型包含了人类
历史偏见的持久印记，且非常精确。比如，在美
国，男人会和工作、数学、科学联系起来，而女
人会和家庭、艺术联系起来。

事实的确如此。曾毅表示，人工智能研发者
的教育背景大多来自理工科，这可能造成他们对
于社会、风险、道德与伦理的理解非常有限。“他
们自身带有的偏见会被直接嵌入 AI 系统。”

吴靖分析，人工智能产品打破了过去内容与
技术的壁垒，内容生产的话语权和技术工具的权
力愈发融合，且主要掌握在技术研发群体手中，
也就是说，“码农”群体可能拥有更多的主导权。

如今的智能语音交互产品更多被赋予了
媒介属性，比如亚马逊 Alexa 嵌入大量专业化
媒体的内容，根据用户特点进行定制化生产和
重新编辑。

大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往往来自媒介，
在吴靖看来，“与传统大众传媒相比，人们尚未
对新技术下的媒介所存在的性别偏见问题有
较多反思和批评。且由于社会的刻板印象，加
之 AI 的精准定位和精准分发，使得性别偏见
更加强化和自然化”。

呼吁女性参与AI 研发

不只是性别偏见，不平等、种族偏见等人
类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正通过 AI 等新技术得
以强化，并影响着人类决策。

报告建议，探索将语音助手的“性别”设
置为中性的可行性；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智
能助手设置；培养女性从事先进科技研究的
能力，使其能与男性一同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方向等。

“均衡人工智能研发者中男女性别的比
例，这是积极的尝试。”曾毅提到，目前诸多国
际组织正在为更多女性提供 AI 相关的教育与
培训。

“各种职业的性别比例都应更平衡，以便
相互间获得更多的交流和认识，减少偏见产
生。”吴靖建议，把性别社会化教育的观念下沉
到更早期的教育过程中。

此外，曾毅还表示，发展不具偏见、公平
公正的人工智能是我们的愿景，实现它需要
将这一愿景模型化、算法化、系统化落地到相
关核心技术、产品与服务中。在人工智能产品
与服务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尽可能做到
公平设计。

过去“技术中立”的原则在人工智能技术
这里行不通了，它有了自己的“价值观”。

“通过价值观“校准”，尽可能使其与人类
所共识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这是人工智能学者
们正在做的事情。”曾毅说，“我们期望实现能
自动检测偏见的人工智能算法与应用，以尽可
能避免数据中潜在的、算法中可能产生的偏
见，从而引导公平公正的社会与技术发展。”

发现·进展人工智能已“学会”性别歧视？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将光与生物质
“变成”氢能和柴油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通讯员罗能超）柴油和氢
属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能源基础。近日，中科院大连
化学物理所研究员王峰团队提出并在实验中实现
了以一种利用光能（太阳能或人造光源）和生物质
下游产品为原料，制备柴油和氢气的设想。相关论
文发表于《自然—能源》杂志。

生物质（包括秸秆、林木废弃物等）是自然界中
产量最大的可持续碳资源，可以替代化石资源并提
供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作为利用光能分解水生产
氢气的替换方法，光催化分解生物质原料通常可以
获得更高的光能利用率和产生氢气速率。但生产氢
气后的生物质废弃物附加值降低，不仅浪费了资
源，还污染环境。因此，发展一种既生产氢气，又能
将生物质转化为有用化学品或者燃料的技术十分
重要。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利用光能来驱动生物质下
游产品（甲基呋喃类化合物）同时生产氢气和原柴油
两种能源的过程。该反应在常温常压下进行，获得组
分丰富的原柴油。脱除该原柴油中的氧，可以得到更
接近目前石油柴油的可再生高品质油品，并副产氢
气。该过程在利用光能和生物质制氢后，产生的生物
质产物还可以进一步加工成高品质柴油。

该过程实现了光能和生物质能向氢能和柴油
的定向转化，为实现只利用地表以上可再生碳资源
和太阳能生产洁净能源提供创新的方法。

相关论文信息：

我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
下简称大连化物所）结缘始于 1982 年。那年，我
在家乡浙江读完大学，满怀憧憬来到美丽的大
连，在大连化物所继续深造。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在浙江师范大学读的物理系，但在中学就喜
欢化学，因此很自然地走上了化学物理研究这
一条路。在大连化物所的 3 年，为我打下了科学
研究的基础，使我开始向往从事前沿科学研究。
2001 年，经历了多年海外学习和研究后，我终
于回到自己科学生涯的起始地———大连化物
所。回顾几十年的科学生涯，我始终工作在实
验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领域，一直从事新的科
学仪器研发，利用这些新的科学仪器开展前沿
科学研究。我们组取得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与
创新科学仪器的发展密不可分。我深刻体会到，
实验科学研究要想实现跨越发展，必须把创新
科学仪器研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的研究课题是“高
分辨红外分子光谱的研究”，师从张存浩老师
和朱清时老师，正是这两位科学界的前辈把我
带入了分子反应动力学这个当时还非常新的
领域。两位老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
让我受益匪浅，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有机会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硕士研究生毕
业后，我赴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开始了
博士研究生生涯，研究方向是“高振动态光谱
与动力学研究”。在博士研究阶段，我领悟了先
进的科研仪器对实验化学物理基础研究的重
要作用，学会了独立思考寻找重要科学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了独立科研工作的信心，
进一步加深了对实验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更坚定了发展新的高端仪器用于科学研究工作
的决心。

博士毕业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从
事了近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在团簇分子的高分
辨红外光谱研究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一
次有机会亲自研制复杂的整套科学仪器，是我
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期
间。我的导师是 198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
哲教授，他对我的科研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跟着实验室的工程技
术人员，在计算机上设计出人生第一套复杂仪
器的图纸，并且成功地把设计图纸变成世界上
首套利用同步辐射的交叉分子束科学仪器。通
过这一经历，我认识到，自己研制仪器要做到有
的放矢，兼具独特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
做出独特且领先的科研工作。

我在后来每一个阶段的科研工作中都践行
了这样的理念，坚持根据实际科学需求设计研
制科学仪器。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小组先后设
计研制了多台先进的交叉分子束仪器装置，发
展了一系列高灵敏度探测技术，在分子反应动
力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系列性科学突破，多项科
研成果发表在《科学》《自然》等刊物上。我越来
越深刻地体会到，创新实验方法和科学仪器是
实验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等基础研究发展的重
要原动力。

大科学装置对于科技发展的作用是常规仪

器和手段不可比拟的，其所覆盖的学科范围之
广也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当我在伯克利做博
士后期间，有幸亲身体验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同步辐射虽然有很多
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有
一台工作在极紫外波段的激光器，那就太好了。
也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就一直思考如何发
展属于自己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光源，这是
我 20 多年来的一个梦想。

第三代光源出现以来，全世界进入建设大
型先进光源发展的热潮，我国也相继有了北京
光源、合肥光源、上海光源等大科学装置。2000
年之后，高增益自由电子激光技术有了飞跃发
展，自由电子激光在极紫外区域的优异特性研
究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2001 年我正式回
国，回到曾经熟悉的大连化物所开展工作，得到
了大连化物所领导和同事们的鼎力支持和帮
助，科研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不错的成
果，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全世界正在建
设的高增益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中，没有一台是
工作在极紫外区域的。而极紫外区域又是探测
分子、原子和外壳层电子结构最为有效的光源，
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且独特的作用。如果能
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我们有望填补国际空白，
在相关研究领域抢占先机。

从 2007 年开始，我和中科院上海应用物
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的合作者开
始酝酿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研制计

划。2011 年，我们联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了建设

“大连相干光源—大连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
计划的申请，得到了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批国
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项目的支持，获得了 1
亿多元的资助。我们深知要完成这一研制任
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并为此开始了更细致
的准备和调研。2014 年 10 月，大连相干光源
主体实验楼破土动工，2016 年 9 月 24 日完成
了主要基建工程和主体光源装置的研制，并
实现了光源装置的首次出光，创造了同类大
型自由电子激光科学装置建设的新纪录。之
后，我们相继成功实现了自由电子激光自发
辐射自放大模式（SASE）和高增益谐波放大模
式（HGHG）的饱和输出。这是我国第一台真
正用于科学实验的自由电子激光大型用户装
置，也是世界上唯一工作在极紫外波段的自由
电子激光装置，是世界上最亮的极紫外光源。该
装置 90%的仪器设备由我国自主研发。2018
年，大连相干光源通过了验收，专家组一致认
定，这是一台独特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整体技术指标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如今，大连相干光源已经开始发挥出巨大
的科研推动作用。例如水的三体解离、中性团簇
结构解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非常好的实验
数据和成果。国内外已有多个知名科研团队借
助大连相干光源开展实验研究。未来，大连相干
光源还将进行进一步升级，并有望在燃烧、表界
面催化、光催化、大气雾霾等重要科研领域的研

究中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
对梦想的追求是永不停歇的。近些年，国际

上又兴起一种更新的光源技术，那就是基于超
导加速器技术的高重复频率自由电子激光。我
们敏感地察觉到这一技术的巨大潜力，并于
2016 年和上海应物所的合作者一起，去国外调
研了更新一代高重复频率自由电子激光技术的
发展。这次调研更加坚定了我们要在国内申请
建设高重复频率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决心，这
是国际上刚刚兴起的一项技术，目前只有少数
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发展，如果我们能率先布局，
就意味着我国在这一领域能真正实现在国际上
领跑，具有深远的影响。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提出在大连建设更
新一代高重复频率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简称
大连先进光源）计划。大连市政府给予了非常大
的支持。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将努力争取这一
项目获得国家的支持。如果这个项目能够落实，
我国将会在几年后拥有一个世界上独特的高重
复频率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将奠定我国在这
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为我国能源基础科技
创新注入更加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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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增设
科学传播专业职称 高原适应基因研究

最后一块拼图找到本报讯（记者倪思洁）为加强科学传
播普及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北京科普事
业发展，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科
协联合印发《北京市图书资料系列（科学
传播）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首
次增设科学传播专业职称，并在职称评
价过程中采用分类评价标准和“代表作”
评审。

此次在全国率先开展的科学传播专
业职称评价工作，是北京市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首次评价工作将于
近期启动，2019 年内将评出该市首批正高
级职称的科学传播普及人才。

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设置正高、副高、
中级、初级四个层级，将满足各梯次科学
传播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需要，吸
引更多的科学家、科研人员和年轻人从
事科普工作。

按照北京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要求，
科学传播专业评价工作依据科普工作的
职业属性和岗位职责，将申报人员分为科
学传播研究、科学传播内容制作和科学普
及推广 3 类，除申报职称所需要的基本条
件外，按照“干什么、评什么”，分别制定 3
类人员的业绩条件。

据悉，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评价工作纳入
北京市年度职称评价计划，每年开展一次。 专家学者在查看展示的石制品。 李杰摄（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