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1日，澳大利亚和法国
研究人员合作的一项新研究发
现，蜜蜂不仅是勤劳的象征，还可
以做基本的加
减法。这项发
现扩展了人们
对大脑大小和智力之间关系的理
解，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尤其
在提高快速学习能力方面具有启

示意义。
研究人员认为，既然蜜蜂的

微型大脑都能做加减运算，那么
这预示未来可以
通过更有效的方
式将长期记忆与

短期记忆结合到一起，运用到人
工智能设计中，使其更快速地学
习并解决问题。 据人民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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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我国北方缘何频频降雪

生命奥秘

美国将测量火星美国将测量火星““体温体温””

近期我国北方地区频繁出
现降雪的原因，国家气候中心
气候预测室首席陈丽娟介绍，2
月以来，我国东部的北方地区
也出现明显降雪，降水形势与
冷空气活动、水汽输送等条件
的相互配合有密切关系。2 月 1
日至 13 日，根据国家气候中心
冷空气活动监测标准，分别有
两次强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
第一次是 2 月 5 日至 6 日，主要
造成长江及其以北地区的降

温；第二次是 2 月 7 日至 11 日，
造成全国性范围的降温。同时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
期偏强偏西偏北，引导大量西
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水汽向我国
输送，尤其是输送到长江以北
地区，与蒙古地区到东北亚的
低槽引导的冷空气汇合，在北
方地区形成有利于降水的辐合
条件，由于气温较常年明显偏
低，从而以降雪形式出现。

陈丽娟表示，欧洲、美国近

期出现暴雪与极地冷空气活动
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东部的水
汽输送有关。欧洲地区受大西
洋暖流的影响，属于温带海洋
性气候，冬季水汽条件仍然很
充足，有利于降水，如果遇到极
地冷空气南下，很容易形成降
雪。美国受到大西洋西部和太
平洋东部水汽输送条件的影
响，在遇到强冷空气活动时，也
容易发生强降雪。1 月 26 日至
30 日，极地涡旋南下侵袭美国，

美国三分之二地区遭遇极寒天
气，气温降至多年来最低值。

“同时，厄尔尼诺发生时，热
带太平洋西部对流活动减弱，菲
律宾附近易出现反气旋性距平
环流，有利于将更多的西太平洋
和南海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地
区，为我国东部地区降水创造了
条件，配合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
过程和强度，造成我国不同地区
的降雨或者降雪天气。”陈丽娟
说。 据《科技日报》

图说科技

2月21日，由以色列非营利组织SpaceIL研制的Beresheet小型月
球探测器将由美国SpaceX公司的“猎鹰9”运载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如果进展顺利，它将在几个月后在月
球软着陆，进而开创一系列“首次”。与此同时，不少国家也在持续推
进自己的探月计划，有外国媒体分析认为，世界航天大国将开启新一
轮登月竞赛。 据《环球时报》

借太阳风可在月球制造水借太阳风可在月球制造水
2月2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借助计算机模型发现，当被

称为太阳风的带电粒子流以450公里/秒的速度照射月球表面时，会使其
表面富含可以制造水的化合物。因此，借助太阳风有望在月球表面制造
水，这将有助于未来月球基地的建造。 据科技讯

小乌龟罹患罕见先天疾病小乌龟罹患罕见先天疾病：：

白化病及心脏长于体外白化病及心脏长于体外
据 英 国 2 月 18

日报道，美国一只名
叫“希望”的乌龟宝
宝患有白化病，且自
降生起，其心脏就长
于体外。尽管身体
有众多的缺陷，这只
小乌龟还是顽强地
存活了下来。小乌
龟“希望”的病症十
分罕见，以至在兽医
学 中 都 没 有 被 命
名。人类的类似病
症被称为心脏异位，
大约每 126000 个新
生儿中会出现一个
类似病例。

据环球网

欧空局欧空局““鱼叉鱼叉””
清理太空垃圾试验成功清理太空垃圾试验成功

日前，欧空局“碎片清理”项目试验取得成功，卫星发射“鱼叉”成功
捕获目标。“碎片清理”项目为人类清理太空垃圾、提高太空任务安全提
供了有效途径，但这种看似“人畜无害”的“垃圾清理技术”却潜藏着骇
人的军事价值。“鱼叉”和“渔网”既可充当太空清洁工，也能成为“超级
武器”破坏对手卫星。

据《科技日报》

美国“洞察”号无人探测器近
日成功将温度测量装置放置在火
星表面,测量火星“体温”及内部
的热流动。

据任务团队介绍,这部温度
测量装置外形类似汽车千斤顶,
重约 3 公斤,配有一个 40 厘米长、

代号为“鼹鼠”的自锤式长钉。“我
们知道火星内部温度与地球不
同,但我们从未测量过火星的温
度。温度测量装置测出的‘体温’
将告诉我们火星散发热量有多
少,火星的组成物质是否与地球
相同。 据新华社

2 月 13 日，美国亚利桑那大
学团队日前发表一项关于树木
年轮的新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
导致沙漠扩张。

这项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导
致地球上许多沙漠的扩张,比如

北美洲的索诺兰沙漠,这一沙漠
覆盖了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
半岛延伸至美国南加州和亚利
桑那州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据网易科技

俄推出新型隐形自爆型无人机俄推出新型隐形自爆型无人机
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

日前推出新型隐形自爆型无人
机KYB，普通防空系统很难对其
进行定位侦察。

据介绍，新型无人机 KYB
飞行速度达每小时 80 公里至

130 公里，飞行时长达 30 分钟，
可携带 3 公斤有效载荷。它能
在接近目标并实施打击任务后
发生自爆。目前该无人机已通
过测试阶段并可投入使用。

据新浪科技

气候变化导致沙漠扩张气候变化导致沙漠扩张

2月20日消息，近日，由中国、澳大利亚、日
本、新西兰、美国古生物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
在1亿年前的缅甸琥珀化石中,发现5枚与现代
甲虫“撞脸”的远古昆虫标本。

这5枚远古标本的形态与现代甲虫“子孙”
几乎完全一致,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归入现代昆
虫分类。此类进化停滞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罕
见。 据新华社

未来不再敲键盘
用“心电感应”来打字

2月21日

2月21日，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表示，面对高科技未来，未来可以通过思考和感
知来直接打字，用手敲键盘打字将成为过时的
方式。

扎克伯格表示，目前的应用程序和基于手
机的系统，并没有融入人们自然的交流方式，而
新科技将会重塑这些平台。他认为，硬件、自然
的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三者将无缝 地融合
在一起。例如，未来可以通过思考和感知来直
接打字，而不再靠手指敲打键盘。 据环球网

首架私人飞船将飞向月球

2月22日

2月22日，以色列发射的月球着陆器成为
第一个由私人资助的登月舱,这一壮举开启了
月球探索的新时代——国家航天机构与私营企
业合作，探索和开发月球及其资源。

这艘名为“创世纪”的飞船由以色列一家名
为SpaceIL的非营利性公司建造。“创世纪”将乘
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从佛
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计划将于4月抵达
月球北半球玄武岩平原宁静海。在那里，它将
研究月球岩石是否存在磁性。

月球再添5个中国地名

2月23日

2 月 23 日消息，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
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近日联合，向全世界发
布嫦娥四号着陆区域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经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批准，嫦娥四号着陆
点命名为天河基地；着陆点周围呈三角形排
列的 3 个环形坑，分别命名为织女、河鼓和天
津；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命名为
泰山。据介绍，目前月球上 IAU 批准的有效
地理实体命名共有 9000 多个，其中中国名字
共计27个。 据《人民日报》

人造树叶可高效除二氧化碳

2月24日

2月24日消息，近日，美国一个研究团队最
新报告说，他们设计了一种升级版人造树叶，通
过外加一种半渗膜，可以让人造树叶走出实验
室，在室外空气中去除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且二
氧化碳转换效率至少是大自然中绿色植物的
10倍。

此前一些研究团队开发的人造树叶，都局
限于在实验室中吸附并转化从加压储存罐里释
放出的纯二氧化碳气体。 据新华社

基因治疗手术首次应用于常见眼病

2月25日

2月25日消息，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完成
了世界第一例解决老年性黄斑变性（AMD）视力
下降问题的基因治疗手术。手术包括分离视网
膜和向眼底注射含有病毒的溶液。 据快科技

世界创新中心将从硅谷转移
纽约和北京有望接替

2月26日

2月26日，国际会计公司毕马威开展一项
全球科技产业创新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半数的科技领袖受访者认为，未来4年内，世界
创新中心将从硅谷转移。而被认为最有可能成
为硅谷以外地区的领先科技创新中心的是纽
约，其次是北京。 据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