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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博览

暗物质或出现于宇宙大爆炸之前暗物质或出现于宇宙大爆炸之前

最大青蛙最大青蛙 自造池塘自造池塘

未来空调或将热量排入太空
据报道，物理学家利用放射

性冷却过程将地球表面的热量排
入太空，从而实现了破纪录水平
的降温。美国斯坦福达学 Zhen
Chen 及同事使热辐射源的温度
比 周 围 的 空 气 温 度 降 低 了
42.2℃。该设备的设计目的是使
其排放的热量比吸收的热量更
高。

研究人员将辐射源放置在真
空室内，使其与周围大气隔绝，并
切断了来自传导或对流的任何热
量，因为这些会导致辐射源温度
升高。来自辐射源的热量从真空
室顶部特殊设计的窗户上辐射而
出，然后被导向空中。

地球大气层能让 8~13 毫米
的热辐射波段穿过它进入外太

空，但大多数物体以不同波长释
放热量。这台斯坦福辐射源经过
特别设计，如此一来它释放的大
部分热量位于这一阈值内，这意
味着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热量
可以直接进入太空，而非被大气
层弹回。

在将空气泵出真空室的半小
时 内 ，该 散 热 器 的 温 度 剧 减

40℃，低于周围的空气。在接下
来的 24小时内，它比空气温度平
均降低 37℃。当暴露在太阳下
并使温度达到最高峰时，其温度
降低达到最高值42.2℃。此前的
辐射冷却尝试最多使温度降低
20℃，除非辐射源位于更高的海
拔或是低湿度的情况下。

据《中国科学报》

用细菌打造喷雾式水凝胶
可治愈内脏伤口

8月20日

科学家揭秘猫吃草科学家揭秘猫吃草 NASANASA赴冰岛测试太空探测器赴冰岛测试太空探测器
为人类探测火星铺路为人类探测火星铺路

据报道，法国军方近期提出在太空部
署武器的计划。法国国防部长佛罗伦斯·
帕利周四提出了该国新的太空防御战略，
其中包括一个反卫星激光武器，以禁用其
他有威胁的卫星。 据新华社

英国科学家在 8月 14日称，他们找到
了将衰老的大脑干细胞逆转成更年轻、
更健康状态的新方法：在与年轻大脑柔
软度相似的材料上生长，这些衰老的大
脑干细胞可恢复活力。研究人员称，这
些逆转大脑干细胞衰老过程的新发现，
对未来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据《科技日报》

据了解，今年 5月末，北京市平原区地
下水埋深平均为23.32米，与上年同期相比，
地下水位回升2.18米，地下水储量增加11.2
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约500多个昆明湖
的水量。与 2015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回
升 3.16 米，地下水储量增加 16.2 亿立方
米。但由于一定时期内局部地下水漏斗区
仍将存在，需要继续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进一步修复涵养。 据《人民日报》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近日说，该校研究人
员领衔的科研团队利用金属的光学特性，研
发出可分辨不同威士忌间细微差别的人造

“舌头”。这项技术未来可用于假酒识别和
其他食品安全监测，以及品质控制等领域。

科研人员将金和铝两种金属切割成超
微结构的细微薄片，然后把它们排列成棋盘
状，形成人造“舌头”的“味蕾”，可识别出不
同品种的威士忌，准确率超过99%。

据光明网

近日据外媒报道，美国宇航局计划在
16年内将人类送上火星，但加利福尼亚大
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前往火星的宇航员可
能会遭受记忆力丧失和焦虑的折磨。研究
人员指出，虽然这项研究是在老鼠身上进行
的，但它对人类在不久的将来登上月球同样
有着令人担忧的影响。 据快科技

地球磁场看似稳定，但实际上无时无
刻不在变化。而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
现，地球磁场逆转过程持续时间之长远
超以前科学家的设想。最近一次地球磁
场 逆 转 的 整 个 过 程 至 少 持 续 了 2.2 万
年。 据新浪网

据报道，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
出了一种由细菌生成、可以帮助内脏伤口愈
合的喷雾式水凝胶。

水凝胶是一种很有前景的伤口愈合工
具，可用于皮肤、器官、血管或软骨的伤口。
研究人员设想，这种水凝胶“绷带”可以在手
术过程中通过内窥程序喷洒到伤口上，甚至
可能放到在一个可以吞咽的胶囊中。在后
面这种情况下，研究小组在老鼠身上进行了
测试，结果发现活凝胶中的细菌存活的时间
足够长到抵达盲肠。 据环球网

暗物质是现代物理学中最难
以捉摸的谜团之一，研究人员认
为暗物质约占宇宙质量的80%，但
暗物质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形
成，一直是未解之谜。据物理学
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
明，暗物质可能在宇宙大爆炸之
前就已存在。

新研究还提出了一种通过观

察暗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特征来
测试其起源的方法。腾卡能说：

“虽然暗物质很难在粒子实验中
找到，但它可以在天文观测中发
现。欧几里得卫星将于 2022年发
射，届时，我们将了解到更多有关
暗物质起源的信息。如果暗物质
由大爆炸前诞生的新粒子组成，
它们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星
系在天空中的分布。” 据新华社

8 月 7 日，中国农业大学生
物学院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王涛研究团队发现，在干
旱胁迫条件下，植物大量表达脱
水素蛋白形成复合体，促进水通

道蛋白的自噬降解，降低根系的
水导，减少水分流失，从而提高
抗旱性。这也是科学家首次揭
示脱水素参与自噬降解途径的

新功能。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
院教授王涛说，面临干旱胁迫，
无法移动的植物并不会选择坐
以待毙。受干旱胁迫影响，植物
产生错误折叠的蛋白或者不再

需要的蛋白，会通过“自己吃自
己”即自噬途径将这些蛋白降解
并合成抵御胁迫所需蛋白。

据《科技日报》

抵御干旱抵御干旱 植物植物““自己吃自己自己吃自己””

科学真相

流言：国产高铁从诞生起就
存在严重的辐射问题，坐高铁等
同于照X光，对人最大的危害就
是破坏女性生殖系统。

真相解读：有电的地方就有
辐射，普通火车、地铁有辐射，手

机、剃须刀、吹风机有辐射，太阳
光也有辐射。只要辐射在一个安
全值内，就不会对人产生影响。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规
定，高铁产生的磁场辐射的安全
标准为100微特斯拉(磁感应强度

单位)以下，电场辐射的安全标准
为5千伏/米以下。

北京铁路局专业人士曾专门
对高铁车厢中的电场辐射进行测
量并公开测量数据，不同车型的
一等车厢、二等车厢、车厢连接

处、驾驶室等位置，电场辐射值分
布在 0.011-0.021千伏/米的范围
内。比对这些数据不难发现，中
国高铁的电磁辐射量要远远低于
国际标准，根本不可能对人体造
成伤害。 据《人民日报》

有些青蛙只有拇指指甲大
小，但喀麦隆的非洲巨蛙（如图）
比人类的脚还大，体长 34 厘米，
重3.3公斤。

但它们的繁殖行为一直是个
谜。现在，科学家认为这些生活

在森林里的青
蛙为子女建造
自己的游泳池。

研 究 小 组
近日报告称，体
型较大的雄性
非洲巨蛙会挖
掘 1 米 宽 的 池
塘，移走相当于
自身体重2/3的
沙 子 和 石 头 。
似乎有些巨蛙

甚至用挖掘出来的材料建造水池
的墙壁。青蛙越大，建造的池塘
可能就越坚固，对脆弱的新孵化
的蝌蚪的保护也就越好。

据《中国科学报》

研究人员在网上调查了1000
多名猫主人，许多养猫人士所觉察
到的，猫科动物吃植物是一种极其
常见的行为—71%的猫在一生中
至少有 6 次被发现吃草，而只有

11%的动物从未被观察到吞食植
物。研究人员说，吃植物是一种本
能，而且对猫科动物的进化也有好
处。

据《环球时报》

全球首例无人泊车技术投用全球首例无人泊车技术投用
仅通过智能手机APP，用户可以直接进入自动代客泊车服务，全

程无需驾驶员——如今，这一梦想已变为现实。博世集团和戴姆勒
最近获得德国有关部门批准，允许在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停车场
使用双方共同研发的自动代客泊车系统。这是世界上首例适用于泊
车功能的SAE—第4级完全自动驾驶被批准应用于日常生活，是自
动驾驶领域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据《经济日报》

近日，美国宇航局(NASA)派员远赴冰岛火山地带，进行新型太空
探测器测试工作，为筹备登陆火星的任务铺路。这项测试计划名为

“半自主岩屑环境导航”。据报道，NASA在今年7月，派出15名科学
家和工程师，前往距离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100公里的地方，进行为
期3周的原型探测车测试。 据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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