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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降水量在全球降水量在1212天内可达全年一半天内可达全年一半
极大增加洪灾风险极大增加洪灾风险

新屋顶设备既能供电又可降温
11月20日

智能耳标智能耳标：：

帮助牧场主节省管理奶牛的时间帮助牧场主节省管理奶牛的时间

南极企鹅体内发现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南极企鹅体内发现抗生素耐药性基因

据英国近日报道，最近，一项全球
范围的研究发现，全球降水量在12天
内可达到年降水量的一半，会增加洪
水灾害的风险。此前的研究表明，随
着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将会增加，
年均降水量也会减少。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科学家、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安吉莉·彭德格拉

斯说，“我们发现，预计降水量的增加
发生在降水最频繁的时候。我以为这
个数字会更大，可能是一个月。但所
有观测站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只有
12天。根据36个世界领先气候模型
预测，到2100年，全球降水量将在11
天内达到预计年降水量的一半。”

据环球网

据外媒报道，由于澳大利亚养牛
场的占地面积可能会达到数千平方公
里，所以这意味着检查完所有奶牛是

一项艰巨的任务。考虑到这
一点，CSIRO国家科学机构
近日与农业企业机构研发计
画初创公司Ceres Tag合作
开发了一种耳朵标签。

这种防风雨的标签则是
为了保护奶牛而设计的，内
置的太阳能电池能为其供
能，另外它还配备了GPS，能
让牧场主通过电脑上的一个
门户网站定位每头奶牛。这
样牧场主就能知道他的牧群
在哪里吃草、期间是否有出

现逃走或被偷的奶牛，这在以往则需
要通过飞机或越野车才能完成。

据《每日科学》

据国外媒体报道，研究人
员发现，抗生素耐药性已经传
播到了南极的企鹅体内，不过
还需要更多证据才能证明人
类应对此负责。专家担心，人
类把微生物传播到了这些偏
远地区，鸟类则为微生物提供
了肥沃的繁殖条件，并使微生
物在鸟类之间进一步传播。
有专家认为还需要更多的证
据，才能证明取样区域的抗生
素耐药性基因与人类活动直
接相关。 据新浪科技

11 月 20 日消息，据报道，美
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一
款屋顶设备，在收集太阳能的同
时，还可将建筑物的红外辐射释
放到太空，从而助建筑物进行降
温。

据研究人员解释，物体发出
红外辐射散热，大部分辐射通过

大气中的粒子反射回地球，但有
些辐射会逃逸进太空。如此一
来，释放出足够多红外线辐射的
表面，温度会比周围低，从而达
到降温的目的。辐射冷却技术
能反射大量红外线，可用作不会
排放温室气体的“空调”。如果
这种技术和太阳能技术能在同

一个屋顶上“和平共存”，那它还
有助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陈振说：“我认为这项技术
可能彻底改变目前的太阳能电
池技术，如果我们的概念得到展
示和推广，未来的太阳能电池将
具备两个功能：供电和冷却。”

据《环球科技》

传说中的“北方乐土”不曾存在过
11月21日

神奇研究：常温下黄金能被这样融化
11月22日

“以电生火”或将颠覆传统燃烧方式

11月23日

全球变暖将使俄南部干旱北部冻土消融
11月24日

加拿大科学家发现未知真核生物
11月25日

世界海拔最高超高压电网工程竣工投运

11月26日

11 月 21 日消息，在古希腊神
话中，远古之时有一个民族生活在
极北地区的永久温暖、遍地阳光的
地方，那片土地称为“北方乐土”。
然而俄罗斯一项新的研究结果显
示，这个所谓的“北方乐土”，其实
并不曾存在过。

据俄罗斯近日报道，俄罗斯特

罗菲默克石油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的科学家们利用古地磁分析
法，揭开了名为“Arctida”的古大陆
的存在及其历史。根据他们的研
究结果显示，这个昔日大陆所残留
的部分虽然现在以北极地区水下
大陆架的形式存在，但之前它曾是
两个超级大陆的一部分。这个新

发现也否定了之前人们盛传的一
种理论，即历史上“Arctida”这个大
陆曾经就是“北方乐土”人类生活
的地方。该研究机构的一位高级
研究人员解释说，由于上次这个大
陆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还是数亿
年前，那时候在那里不可能有任何
文明存在。 据环球网

11 月 22 日消息，如果按照一
般的方法，想要融化黄金需要温
度达到 1064°C 才可以，而常温下
融化黄金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
来说就是，让物体的分子键断裂，
之后它们就开始自由地活动。

一般情况下，高温是让物体
分子键断裂最常用手段，而科学
家想要让黄金在常温下融化则是
选用了通电，更准确的应该说是
通过电场的方法。科学家在实验
中，通过提高电场强度来继续观

察金原子的反应，结果电场激发
了金表层的原子，这使得它们能
够脱离原物体，所以黄金在室温
条件下发生了熔化。不过这种变
化是可逆的，当切断电场之后黄
金又会再次固化。 据快科技

11 月 23 日消息，在近日举办
的第20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上，节能环保展区一款“以
电生火”的电焰厨灶引人驻足，现
场不见液化气、天然气等传统燃
料。

深圳大学物理科学与能源学
院教授黄建军介绍，电焰灶能插

电生火的原理是，以市电电压通
过变压器升压，使电弧击穿空气
产生等离子炬（火焰），达到以电
生火的效果。其实，现实生活中
等离子技术并不鲜见，霓虹灯、日
光灯、电焊切割都有应用，只是等
离子燃烧技术应用在民用厨灶领
域才刚刚开始。

黄建军表示，“以电生火”为
代表的等离子燃烧技术的使用价
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
少天然气、液化气存在的安全隐
患，另外对不可再生的石化资源
也是一种节约与保护。因此，“以
电生火”技术的应用或将颠覆传
统燃烧方式。 据《科技日报》

11 月 24 日消息，俄罗斯科学
家德米特里·德罗兹多夫称，全
球变暖现象至少会持续到 21 世
纪末，会给俄罗斯人带来许多新
的困扰。南部地区会遭受干旱，
北部地区的土地倒是会变得更
加肥沃，在北极圈内的房屋需要

盖得更结实一些。
根据气候学家最新预测估

计，全球变暖还将继续，这会导
致北极的海上冰层面积减少，俄
罗斯、欧洲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永
久冻层消融。

德罗兹多夫称：“这样的过

程会持续数千年。有时稍稍变
冷，有时气温上升。地球作为一
个生态系统，已经适应了这一
点。同样的景观有时会变得更
靠北一些，有时则更偏南一些，
但不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

据《卫星通讯社》

11 月 25 日消息，加拿大新斯
科舍省达尔豪斯大学的研究人
员近日在网站上发文称，他们发
现了生命之树上的新分支——
一种以前未知的新型真核生物，
或许应该使其所在的“门”升级
为新的“界”。

该论文描述了两种生物，一
种是在新斯科舍省新发掘出来

的，另外一种是在 1988 年发现的
一 种 生 物 。 经 过 DNA 分 析 发
现，它们与其他真核生物的区别
比以前认为的更大。

研究人员称从外观上看，新
生物拥有一个椭圆形的身体，周
围是成排的线状鞭毛。通过扫
描电子显微镜 3D 放大观察，这
种生物有点类似毛状南瓜种子。

研究团队使用单细胞转录
组学技术，对新生物的单个细胞
做了研究，观察了信使 RNA 分
子的活性，这些分子会在数百个
基因之间传递信息。通过遗传
测序，揭示了新生物与其他真核
生物的不同之处。

据《科技日报》

11 月 26 日消息，世界海拔最
高、海拔跨度最大的超高压电网
工程——藏中电力联网工程近日
竣工投运。工程起于西藏昌都市
芒康县，止于山南市桑日县，跨越
西藏三地市十区县，结束了西藏
中东部地区电网孤网运行的历

史，实现了西藏主干电网从 220
千伏向500千伏的跨越升级。

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由西藏藏
中和昌都电网联网工程、川藏铁
路拉萨至林芝段供电工程组成，
总投资约 162 亿元，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自然条件最复杂、最具建

设挑战性的高原超高压输变电工
程。工程建成后，具备 40 万千瓦
输送能力，远期可提升至百万千
瓦，将为藏中清洁能源开发与外
送创造有利条件，加强西藏电网
的网架结构，提高供电保障能
力。 据新华社

基因编辑再次成为舆论风暴的中
心，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
教授贺建奎对媒体宣称：一对基因经过
修改的双胞胎已于11月诞生，基因编
辑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多位生命科学领域专家，对此感
到“震惊”甚至“愤怒”。120多位生物医
学领域科研工作者发表联署声明称，这
次试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无法排除潜在健康风险
报 道 称 ，贺 建 奎 的 团 队 采 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修改的
是 CCR5 基因，而 CCR5 基因是 HIV
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
一。

相关报道称，有资料显示在北欧
人群里有约10%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基因突变的人，能
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病毒感染大
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
然免疫HIV病毒。

人体的每个基因都有相应功能，
而且每个基因都有两个拷贝，完全敲除
与只敲除一个拷贝的结果完全不同，因
此基因编辑对婴儿会有一些潜在的健
康威胁。而目前来看，这次基因编辑临
床试验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健康威胁
的可能性。

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
学院院长黄志伟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
质疑说，CCR5可能还具有其他功能，
敲除掉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受损。

技术问题还未解决
虽然目前 CRISPR/Cas9 在生命

科学领域的应用进展飞速，但李飞告诉
记者，这次基因编辑婴儿的临床试验依
然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没有解决。

贺建奎介绍，这次基因编辑临床
试验是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蛋白和
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细的针注射
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

但中山大学教授李飞告诉记者，细
胞在早期阶段分裂特别快，这时很难确
认细胞中被编辑基因的最终状态是否
跟其他细胞一样。这样一来，人就很容
易成为嵌合体，这本身就是不符合伦理
的。

“第二个是效率问题，就是说有多
少比例的细胞和基因被编辑了很难估
判。”李飞解释说，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
脱靶效应，也就是说很难判断其他基因
是否会受到影响。

李飞告诉记者，效率问题在细胞阶
段很难判断，婴儿出生后有可能进行判
断，但这时木已成舟，为时已晚。

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