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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博览在最像火星的地方寻找微生物：

火星生命有希望

前沿科技

世
界
最
大
型L

N
G

运
输
船

将
由
中
国
制
造

世界首只基因编辑爬行动物诞生世界首只基因编辑爬行动物诞生

 















































4 月 2 日，据国外媒体报道，
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寻找火星生
命的尝试中，利用漫游车钻取火
星亚表面的土壤样品或许将是十
分合理的策略。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
漠既寒冷又干燥，经常成为火星
的“替身”。近日，科学家在这里
进行了一次试验，从自动漫游车
钻取的亚表层土壤中发现了微生
物生命。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
学院的斯蒂芬说：“这十分重要，
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火星
上任何生命形式都只能出现在表
面以下，从而避开恶劣的表面环
境条件，如高剂量的辐射、低温和

缺水，这些都使生命不大可能存
在。”

在阿塔卡马沙漠进行试验的
漫游车配备了钻孔和取样装置，
该漫游车系统可以钻取干燥地表
下深达80厘米处的物质。

斯蒂芬和同事们操作漫游车
完成了钻取任务，并将其采集的
样品与手工采集的样品进行比
较。DNA测序显示，这两种方法
获得了相似的结果。“我们发现了
适应高盐条件的微生物，在火星
亚表层土壤中有可能会出现类似
的生命，”斯蒂芬说，“这些微生物
与此前已知出现在沙漠表层的微
生物有很大不同。”研究团队还发

现这些微生物的
分布十分零散。
这并不出奇，因
为阿塔卡马沙漠
中很难获得水分
和养分。

NASA 的火
星2020探测车将
钻取近亚表层的
土壤样品，其中
一 些 将 保 存 起
来，以备未来回
到地球之后进行
研究。“火星探测
计划”的漫游车于近期被命名为

“罗莎琳·富兰克林”号，它将探测

火星表面以下两米深处的微生物
迹象。 据新浪财经

通 过 CRISPR 基
因编辑技术，两只白化
蜥蜴在美国佐治亚大
学的实验室诞生，这也
是世界首只基因编辑
爬行动物。这项工作
对于进一步理解爬行
动物的演化与发育具
有重要意义。

据《环球科学》

丹麦一小镇将建丹麦一小镇将建
欧洲最高摩天大楼欧洲最高摩天大楼

西欧最高的摩天大楼位于丹麦一个名
叫Brande的乡村小镇，人口约7000人。这
座摩天大楼的高度将达到 320 米（1050 英
尺），比西欧目前最高的摩天大楼伦敦
shard大楼高出10米（32英尺）。

据环球网

魔鬼池魔鬼池 世界上最危险的游泳池世界上最危险的游泳池

“魔鬼池”坐落在高
约110米的维多利亚瀑布
顶端，是天然形成的岩石
水池，因为池子位于悬崖
边上，被称为“魔鬼池”。

“魔鬼泳池”中的水
流速度高达每秒1088立
方米，而且“魔鬼泳池”的
边缘并没有任何防护栏，
这意味着其中的“游客”
们稍不留神，仍可能会随
着湍急的水流冲下瀑布。

据《神秘地球》

两足轮式机器人可搬两足轮式机器人可搬1515公斤箱子公斤箱子

据报道，波士顿动力公司最近发布新视频，展示其升级
版的两足轮式机器人Handle在仓库里搬箱子的场景，其表
现甚至胜过人类。

它看起来体型更大，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双臂已经被
巨大的头顶吸盘钳所取代。Handle的托举重量被限制在15
公斤内，不过视频中的箱子重约6公斤。尽管如此，视频中
的机器人的灵巧度、可达性和平衡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据网易科技

4 月 2 日，一项
共同开发 27 万立方
米LNG运输船的协
议在上海签订。据
了解，LNG船是世界
上最难建造船舶之
一，是运载零下 163
度液化天然气的“超
级冷冻车”。27万方
的LNG运输船一次
可运输 1.55 亿立方
米的天然气，可为
470万个上海市家庭
提 供 一 个 月 的 用
气。 据《光明日报》

美国航天局日前宣布，其研发的火星
直升机已完成飞行测试，预计于2021年运
抵火星。

这款火星直升机体积不大，重量约
1.8 公斤，像目前一些无人机那样采用了
上下两层螺旋桨的设置。在最近一次测

试中，它于模拟火星环境条件下在 5厘米
高度盘旋了 1分钟，1500多个零部件运转
良好。按照美国航天局的计划，火星直升
机将与“火星 2020”探测器一起，于 2020
年 7 月发射升空，预计 2021 年 2 月抵达火
星。 据新华社

最新发明

光纤变“神经”大地能感知

一根头发丝粗细的光纤，根据不同地质环境和多场监
测要求，穿上各种“定制”的外衣，就能变身敏感强健的“大
地感知神经”，使得大地一有灾害异动，远在千里之外的监
测系统就能立刻发现目标、精准预警。

近日，记者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施斌教授团队历经20年攻关，形成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技术和设备，创造性地建立了地质工程分布式光纤监测技
术体系，并在地质工程灾害机理和理论判据方面取得新突
破。目前，这项成果有 40 余种产品推向了国内外市场，并
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地面沉降区、南水北调、三峡库区、青藏
铁路等300余个项目中得到应用。

据《人民日报》

4月3日消息，据美国近日报道，俄罗斯弹道
导弹、航天器和空间站制造商科罗廖夫能源火箭
航天公司宣布，为了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该公
司正在开发一种专供宇航员在太空使用的洗衣
机。俄罗斯科学家说，这种太空洗衣机使用的不
是水，而是宇航员在宇宙飞船上呼吸产生的二氧
化碳，特殊技术会将这些二氧化碳在高压下变成
液体，以清洗衣物。 据《科技日报》

日本机场将支持“刷脸”通关

4月4日

4月4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机
场的通关手续将利用智能手机而简化。东京海
关公开从 4 月 15 日开始在成田机场投入使用

“电子申报门”。目前通关需要在申报单上填写
行李物品信息，然后交给机场的海关人员接受
审查。今后，只要事先在专用APP上输入信息，
即可通过面部识别快速通关。 据环球网

日本科学家

开发出可安全吞服的体温计

4月5日

通用流感疫苗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4月6日

芝加哥对迁徙鸟类威胁最大

4月7日

科学家发现植物细胞“自杀神器”

4月8日

4月5日消息，据报道，日本东北大学的特
任教授中村力等人开发出了药片大小的口服体
温计。该体温计利用胃酸来发电，测量得到的
身体深处温度数据将通过无线形式发送。无需
使用包括对人体有害物质的纽扣电池，24小时
左右之后将被排出体外。

研究方认为，这样将能轻松测量基础体温
和生物钟的偏差等，将有助于睡眠障碍和抑郁
症等的早期诊断。 据《环球时报》

4月6日消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近日宣
布，该机构开发的一种通用流感疫苗进入一期
临床试验，希望该疫苗将来能帮助人体获得针
对多种亚型流感病毒的持久免疫力。声明表
示，这种通用疫苗基于甲型H1N1流感病毒开
发，以流感病毒表面蛋白质血凝素上不容易发
生变异的“干”部为靶点，动物实验显示对H1和
H5等亚型流感可能有免疫作用。 据新华网

4月7日消息，据估计，美国每年有大约6亿
只飞鸟会因撞到建筑物而死亡，城市中的明亮
灯光被认为是引诱它们“自杀”的罪魁祸首。康
奈尔大学研究人员最近列出了针对美国迁徙鸟
类的危险城市排行榜，芝加哥名列榜首，成为这
些鸟类最需警惕的地方。 据快科技

4月8日消息，近日，我国科学家在植物免
疫研究领域首次发现植物细胞内存在一种“自
杀神器”。它就是植物免疫关键因子——抗病
蛋白组成的形似“风火轮”的抗病小体。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李家洋院士说，抗病蛋白高分辨度结构和
作用机制的解析，将为设计抗广谱、持久的新
型抗病蛋白，发展绿色农业奠定了核心理论基
础。 据人民网

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在最后“冲洗”中

4月9日

4月9日消息，中国科学院的最新消息说，首
张黑洞照片目前还在最后“冲洗”中。据介绍，北
京时间4月10日21点整，全球六地(比利时布鲁
塞尔、智利圣地亚哥、中国上海和台北、日本东
京、美国华盛顿)将以英语、西班牙语、汉语和日
语四种语言，通过协调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事
件视界望远镜(EHT)将宣布一项与超大质量黑
洞照片有关的重大成果。EHT 项目是由全球
200多位科研人员共同达成的重大国际合作计
划。 据《新浪科技》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既寒冷又干
燥，经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火星直升机完成飞行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