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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北斗三号系统我国成功发射北斗三号系统

首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首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4 月 20 日
22 时 41 分，我国
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成
功 发 射 第 44 颗
北斗导航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系
统的首颗倾斜地
球 同 步 轨 道 卫
星。据了解，卫
星进入工作轨道
并进行一系列在
轨测试后，将与
此 前 发 射 的 18
颗中圆地球轨道
卫星和 1 颗地球
同步轨道卫星进
行组网。

据新华社

壹周科技

让猪脑“死而复生”

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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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研究发现科学家研究发现

地震或能地震或能““愈合愈合””地震地震

            




































































科技博览

发明发现

以色列着手建以色列着手建
““创世纪创世纪22””着陆器着陆器

4 月 15 日，《自然—地球科
学》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
员裴顺平、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与美国莱斯大学教授钮凤林及其
他合作者有关龙门山断裂带的研
究论文。研究人员分析了位于青
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西部的龙
门山断裂带在大地震中的结构演
化过程，观测到清晰的地震波速
度同震降低和震后恢复现象，发
现芦山地震的发生显著加速了汶
川地震破裂区的愈合。

断层内的不均匀性和分段性
是过去几十年里地震学的重要发
现之一，近年的研究表明，大型断
裂带内各个断层段之间的相互作
用，是影响地震孕震过程与发生
时间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地震后
的断层愈合与强度恢复过程中，
附近乃至遥远地区发生的大地震
会造成恢复过程的临时中断，这
是因为当局部地震导致断层减弱
时，这些大地震产生的震动会导
致浅层断层损坏。

此次研究人员将时移层析成

像技术应用于龙门山地区研究，
并成功获得了断裂带的同震和震
后结构演化的全过程。结果发现
同震波速降低、震后波速升高，并
且芦山地震后，汶川地震破裂区
加速恢复，揭示了结构演化与应
力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研究人
员还发现，地震的发生不仅会阻
碍，而且会加速相邻断层的愈合
过程，地震引起的应力重新分布，
在重建断层强度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

“前人研究地震同震变化较

多，但震后恢复研究非常少，我们
获取了同震与震后的愈合过程中，
龙门山断裂带的地震波速度结构
变化。此外，前人研究断层间地震
关系时，主要强调前一个地震如何
触发后一个地震，这次研究首次
发现了后一个地震能够促进前一
个地震断层的‘愈合’。”钮凤林介
绍。

此外，研究人员还对汶川和
芦山地震之间约 60 公里长的空
白段的孕震性与地震危险性进行
了探讨。 据《中国科学报》

探寻探寻55亿年前亿年前““生命大爆发生命大爆发””的奥秘的奥秘 近日，中国科学家在美国《科
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华南早寒武世
布尔吉斯页岩型化石库——清江生物
群》，再次引发了圈内圈外对研究地球
早期生命演化和动物门类起源话题的
广泛关注。中国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
环境创新研究团队首次公布了他们在
湖北宜昌长阳地区发现的距今5.18亿
年的寒武纪特异埋藏软躯体化石库
——“清江生物群”。英国杂志报道
称：“清江生物群打开了观察壮观寒武
纪的又一个窗口，各种新的生物类群
前所未见。” 据新华社

瑞士发明瑞士发明
新型空中救援无人机新型空中救援无人机

4月17日报道，瑞士空中救援组织
Rega 已经宣布了一种无人机，它能够独
自搜索和发现失踪人员。它具有一系列
机载传感器，包括日光摄像头，热像仪，红
外摄像头和电话跟踪工具，Rega无人机
能够扫描大面积的地形，寻找在山区遇到
麻烦的人。 据《科技讯》

埃及沙漠里埃及沙漠里““长长””出了发电站出了发电站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本
班光伏产业园186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埃及首个由
中国企业承建并参与融资的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
于2018年4月开工建设，产业园的总装机容量今年
预计可达近2000兆瓦，有望成为世界最大光伏产业
园之一，帮助埃及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
总发电量比例提升至20%的目标。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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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森林“松果球树屋”位
于加州邦尼顿的红杉树森林，外
形酷似一颗巨大的松果，悬在 60
英尺（约 18 米）的空中和鸟儿同
眠，还能360°享受林中美景。树
屋内部配备有一张双人大床，顶
部和四壁镶嵌着透明玻璃，躺在
床上就能欣赏林间美景；树屋底
部是台阶，台阶连着浴室，里面设
备齐全，马桶、淋雨和洗漱台一应
俱全。 据东方IC

据美国太空网近日报道，在北
京时间 4月 12日以色列历史性的
登月尝试以失败告终后，“创世纪”
月球着陆器背后的团队计划再接
再厉，研制“创世纪2”，再次朝月球
进发。

“创世纪”由非盈利组织以色
列太空登陆组织设计，该项目由
SpaceIL和国营的以色列航空航天
工业公司（IAI）携手进行，耗资1亿
美元。目前，只有苏联、美国和中
国已经实现了月球软着陆，但这些
任务都是由政府资助的，而“创世
纪”旨在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由私
人资助的月球探测器。

据《环球科技》

有机硅制出有机硅制出
““落雪发电机落雪发电机””

据报道，近日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研究人员研制出了
一款新设备，可利用落雪来发
电。这是首款此类产品，不仅价
格便宜，体型小巧纤薄，且像塑
料一样柔韧，可集成应用在太阳
能发电、可穿戴设备等多个领
域。该设备还可用于滑雪等冬
季运动的监控方面，以更精确地
评估和改善运动员在跑步、行走
或跳跃时的表现；还有望开辟新
一代自供电可穿戴设备，用于跟
踪运动员及其表现。

据《科技日报》

月壤月壤88厘米之下厘米之下
均匀分布着水均匀分布着水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团队
报告称，月球下层土里均匀分布
着水。这些水源自月球形成早
期，而小型陨石的撞击会释放这
些月球上的水。这一发现为人类
未来研究这些水的演变及更好地
利用月球水奠定了基础。研究团
队发现，检测到的水释放时间点，
大部分都与研究期间发生的29次
陨石群撞击时间重合。通过研究
不同规模的陨石群所释放的水
量，团队确定月壤最上层的8厘米
不含水。在此之下的月壤中，则
均匀分布着水，含水量最高达
0.05%左右。

据《光明日报》

4月23日消息，据国际能源机构报告显
示，2018年全球能源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连续第二年攀升，并在全球能源需求激
增之际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18年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较 2017年增加 1.7%，达到
330亿吨，为2013年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
年；持续的二氧化碳密集型燃煤发电“占所有
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0%”，是全球排
放难以控制的一大原因。 据中国科技网

4 月 17 日消息，英国 4 月 17 日发表了
一项研究：美国科学家报告了一种可在猪
脑死亡数小时后恢复其脑循环和部分细胞
功能的系统，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与
意识、认知或其他更高阶的脑功能相关的
全脑电活动。 据新华社

66吨人类粪便

“困扰”北美最高峰

4月18日

4月18日消息，据瑞士近日报道，随着全
球气候变暖加剧，位于美国阿拉斯加的北美
最高峰——德纳利峰（海拔约6200米）正受到
人类粪便日益严重的侵扰。

报道称，每年约有1200名登山者挑战德
纳利山，目前德纳利山上已经积累了66吨人
类粪便。冰川地质学家洛索称，冰川环境无
法分解人类粪便，它们不但造成视觉、嗅觉污
染，还因为含有大量细菌和寄生虫，在融化之
后极可能污染当地水源。 据环球网

用细胞人工培养出牛肌肉组织

4月19日

4月19日消息，日清食品控股株式会社
和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宣布，他们的研
究小组利用牛肌肉细胞首次成功培育出骰子
大小的牛肌肉组织。人工“培养肉”不用宰杀
牲畜，而是直接通过体外培养动物的细胞来
获得肌肉组织，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对地球环
境的负荷，同时也可以实现更为严密的卫生
管理。 据《科技日报》

马里亚纳海沟

惊现新“吃油”细菌

4月20日

4月20日消息，据美国近日报道，一个国
际研究团队在世界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
纳海沟底部发现了一组新的“吃油”细菌。

研究者说这种细菌基本上吃的是与石油
成分类似的化合物，然后将它作为养料。类
似的微生物在降解自然灾难中泄漏出的石油
方面发挥了作用。如果我们能确定这条路
径，就可以将其引入其他细菌或酵母中以生
产生物燃料，这可能取代目前由化石燃料生
产的柴油。” 据快科技

特殊相机“照”出千足虫种类

4月21日

4月21日消息，一些昆虫很容易分辨，现
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识别这些昆虫的特
殊方法：用紫外线照射它们的生殖器。

科学家称，在不使用类似DNA分析的复
杂技术下就能够区分昆虫种类，由此可见，这
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据《中国科学报》

印度机场飞行风险逐年增加
罪魁祸首竟是它

4月22日

4月22日消息，印度民航总局公布一组
数据，在过去5年中印度机场的鸟类“袭击”飞
机的次数稳步增加，印度航空业也因此面临
潜在的安全风险和损失。有专家表示，这类
事件对印度航空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同时
也对乘客的安全构成威胁。根据印度民航总
局的数据，鸟类“袭击”事件致印度航空业每
年损失约1.5亿至2亿卢比。 据海外网

去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
历史新高

4月23日

去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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