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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或将成21世纪最大健康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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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次洞察火星人类首次洞察火星““内心内心””

日拟建日拟建““太空部队太空部队””监视监视““太空垃圾太空垃圾””

全球医疗植入装置问题多
三年害死逾千病人

11月27日

泰国南部泰国南部
海上同时出现四个海上同时出现四个““水龙卷水龙卷””

据外媒报道，日前，科学家和
卫生专家警告，气候变化将成为21
世纪最大的健康威胁。

11月28日，英国著名医学期刊
《柳叶刀》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随
着全球变暖，热浪、风暴、洪水和林
火将变得更为频密，导致公共卫生
系统难以负荷。

报告警告：“快速变化的气候
环境，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
了严重影响，极端天气将对弱势群
体造成危害，除了传染疾病发生变
异，也对食品安全、食水和空气构

成威胁。”
《柳叶刀倒计时》执行主任瓦

特斯举例说，全球变暖引发的风暴
和洪水不但造成人员伤亡，也迫使
医院关闭、疾病急速蔓延、众多人
口失去家园，以致引发精神健康疾
病。此外，森林大火不仅吞噬大片
土地、造成伤亡，同时也导致空气
严重污染。

报告指出，老年人、都市人以
及有慢性健康疾病的人受到的健
康威胁最大，而相较非洲和东南亚
国家的人民，欧洲和东地中海国家

的人口受到的冲击更大，因为这些
地区的老年人口大部分居住在人
口稠密的城市。

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世界气
象组织发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
增加到 300 万年来前所未有的水
平。如不尽快加大力度应对气候
变化，人类将面临更多灾难。到
2050年，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损失
或将高达21万亿美元。

据中国新闻网

据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官网11月26日报道，北京
时间 11 月 27 日凌晨 3 时 54 分，该
机构的“洞察”号火星探测器结束
了为期6个月的旅程，航行4.84亿

公里，成功着陆于火星赤道以北平
坦广阔的艾利希平原上，成为人类
派出的第一个倾听火星“内心”的
使者。登陆后不久，“洞察”号就传
回了火星的第一张图像。

NASA 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
说：“我们的航天器第八次成功登
陆火星，‘洞察’号将研究火星内
部，并将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 据《科技日报》

据外媒报道，日前，在南部的丽贝岛上，有人拍到了海面上同时出现四
个“水龙卷”罕见景象。据报道，在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和游客
在沙滩上望向大海，远处海上一团厚重的黑云飘近，云下有四条连结海天
的“水龙卷”。当地气象局发言人莎拉帕表示，每逢雨季，安达曼海经常出
现“水龙卷”，但是，四个“水龙卷”同时出现的确相当罕见。 据《科学人》

新型芯片助瘫痪者用意念发短信新型芯片助瘫痪者用意念发短信

据《每日邮报》11月26日报道，科学家们新开发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
的装置：在患者的大脑中植入一块芯片——相当于婴儿服用的阿司匹林
药片大小，再与普通的平板电脑连接，就能实现发送短信、显示天气预报、
甚至弹奏数码钢琴的功能。该研究使用了Google Nexus 9平板电脑，并
禁用了所有辅助功能。通过蓝牙连接将每个命令发送到平板电脑上，这
与无线鼠标的功能相似。 据环球网

11月27日消息，据外媒报道，
一项英国媒体联合调查发现，由于
监管不力、法例宽松，全球各地有
不少病人被植入不安全、未经测试
的医疗装置，其中包括心脏起搏
器、人工髋关节、人工膝盖、纠正脊
柱的金属棒、避孕装置等，三年害
死病患超过千人。

报告指出，不少人的起搏器
也出现电池失灵或零件脱落，最
终该装置在德国因安全原因被撤
出市场。另据报道，2015 至 2018
年间，英国监管部门共接到6.2万
宗植入式医疗器械异常报告，其
中超过1000名病人死亡。

据网易科技

全球持续变暖

欧洲水灾至世纪末或增两倍

11月28日

11月28日消息，据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报道，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
学者表示，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
室效应，至21世纪末，欧洲大规模洪
水的数量可能会增加两倍。

据悉，在这份研究中，学者们基
于对气旋性状的分析，又考虑到由
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地球平均气温
升高的情况，建立了预测气旋形成

和威力频率的模型。
学者们指出，除非温室气体排

放量大幅减少，否则北半球的温带
气旋频率会急剧增加。这将导致更
强烈和极端的风暴，以及更大规模
的洪水，类似于2013~2014年在萨默
塞特郡、2015 年在坎布里亚郡和
2007年在格洛斯特郡发生的洪水。

据《环球时报》

数据称美国人预期寿命降低
因药物过量死亡率攀升

11月29日

11月29日报道，美国联邦疾病
防治中心(CDC)公布的报告显示，
由于药物过量死亡率和自杀率攀
升，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出现降低。

报道称，整体上，2017 年美国
人的预期寿命为78.6岁，降低了0.1
岁。这主要是由于药物过量死亡
由 2016 年 的 63632 人 增 加 到 了
2017 年的 70237 人，出现了 9.6%的
增长；另一方面，自杀率也出现了

3.7%的增长。
根据 CDC 数据，整体而言，

2017 年美国有超过 280 万人死亡，
较前一年增加近 7 万人；这是一个
多世纪前，当局开始记录相关数据
以来，单一年度中死亡人数最多的
一年。此一增长部分反映美国人
口成长与高龄化，但专家表示，年
轻族群的死亡率对预期寿命的影
响最大，尤其是中年人。 据中新网

未来3个月厄尔尼诺发生概率为75%~80%

11月30日

11 月 30 日消息，根据世界气
象组织的最新消息，2018年12月~
2019 年 2 月期间发生成熟厄尔尼
诺现象的概率估计约为75%~80%，
并且约有 60%的概率将在 2019 年
2月~4月期间持续。目前，出现强
烈事件，也就是热带中东太平洋的
海表温度上升到至少高出平均值
1.5℃的可能性很小。该组织表

示，尽管相应的大气模式尚未建
立，但热带太平洋部分地区的海表
温度已经达到了较弱的厄尔尼诺
水平。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预测和适
应司司长迪利表示：预计这次厄尔
尼诺现象不会像 2015 年~2016 年
那样强烈。那次事件与世界不同
地区发生干旱、洪水和珊瑚漂白有

关。即便如此，这次的厄尔尼诺现
象仍然可以显著影响许多地区的
降雨和温度模式，可对农业和粮食
安全部门以及对水资源和公共卫
生管理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与长
期气候变化相结合，推动 2019 年
全球温度的上升。

据《科技日报》

中国首枚民营WiFi卫星面世
全球提供免费卫星网络

12月1日

12 月 1 日消息，近日，国内首
枚民营 WiFi 卫星正式亮相。这颗
卫星将于明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搭乘长征系列火箭发射，而整个
卫星星座计划目标是在 2026 年为
全球提供免费卫星网络。未来，用

户将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上搜
索到相应区域覆盖的卫星网络，实
现一键上网。与现有的运营商网
络相比，这一计划将对目前地面网
络尚未覆盖的区域更有帮助。

根据联合国去年发布的信息

显示，到 2017 年的年底，全球尚有
39 亿用户没法连上网络。由于地
球地貌的多样和复杂性，一些网络
基础设施无法实现布局，卫星网络
的构建或将改变这种情况。

据央视财经

纳米材料：让古墓壁画更“长寿”

12月2日

12 月 2 日消息，西北工业大学
纳米能源材料研究中心教授魏秉庆
团队近日发表论文称，他们利用简便
经济的水溶液，巧妙地合成了氢氧化
钙/石墨烯量子点杂化纳米材料，并

将其成功应用于3处著名唐墓壁画的
保护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研究人员通过合成氢氧化钙/
石墨烯量子点杂化纳米材料，提出了
全新的壁画保护概念。研究结果显

示，杂化纳米材料的颗粒小、尺寸均
匀，具有强粘附性，使壁画加固更可
行。”魏秉庆说，此外，杂化纳米材料
还具有抗紫外线能力，比无机材料具
有更好的保护效果。 据《科技日报》

华为:人工智能、云计算和5G或将改变社会

12月3日

据外媒报道，近日，日本防卫
省已初步决定于2022年成立“太空
部队”，任务包括监视废弃人造卫
星及火箭残骸等“太空垃圾”，以及
一些卫星。

据报道，“太空部队”将设在
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府中市的

基地。日本将加强海陆空自卫队
能力，以及加强网络、太空、电
磁波等新领域国防力，而“太空
部队”正是太空防卫能力的重要
一环。

报道称，目前太空垃圾正急速
增加，因此与人造卫星碰撞的风险

也不断攀升。日本防卫省还在
2019 年度的预算中，拿出 268 亿日
元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合作，以建立状况感知(SSA)系统，
该系统可利用雷达将有关太空的
情报与美军共享。

据中国新闻网

12 月 30 消息，全球领先科技
公司华为表示，5G技术、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AI)的崛起，将改变科技
界、创造新商机甚至改变社会。

华为轮值主席胡厚崑表示:
“5G 技术将赋予信息通信技术力

量，并引发技术和商业的诸多变
革。”数据显示，66个国家约 154家
运营商正在积极测试5G技术。根
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数据，到
2025 年，5G 将在 110 个市场部署。
据悉，华为已经向欧洲、中东和韩

国输送了逾1万个5G基站。
据悉，5G 将使网络连接将成

为一个平台。所有的东西都会在
网上，并在默认情况下保持在线状
态。到 2025年，预计将有 400亿智
能设备实现5G。 据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