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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我
们可以在自己学校里的少年宫参加
活动了！”3月2日，赤壁镇中学少年宫
开班了，同学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据该校校长吴以华介绍，赤壁镇
中学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设施和
师资力量，依托学校现有场地、教室，
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建立了乡村
少年宫，主要面对学生开展文化服
务，对学生进行兴趣爱好和基本技能
的培养，使乡村少年宫真正成了孩子
健康成长的乐园。

目前，赤壁镇中学乡村少年宫开
设篮球、乒乓球、书法、吉他、武术、美
术、科技、足球、导游、跆拳道、舞蹈11
个辅导班，利用每周四下午面向学生
开展活动，各辅导班都有一保专任教
师执教。

学校少年宫的开设，也为学校
“留守儿童”构建了一个温馨的家园。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朱丽莹、成纯
文报道：“我不能辜负乡领导对我的嘱托，
要全力投入到毕业班教学中去，为国家多培
养品学兼优的好人才。”3月4日，通山县燕厦
中学初三物理教师吴燕华接过乡党委书记
方声果送来的“中考教学奖”时，激动地说。

该乡有燕厦、畅周2所中学，有50余名
教师，每年有600余名学生毕业。为了让库
区的孩子多考上重点中学，乡党委政府一班
人，除抓好学校校舍、教学设施改善外，同时
为稳住中学教师队伍，让教师安心在库区教
学，投资50万元新建8套教师公租房。多年

来，乡政府一任接一任，在资金紧缺的情况
下，创新颁发“中考教学奖”，每年为燕厦、畅
周2所中学50余教师颁发“中考教学奖”1万
元。同时对在库区工作时间长、年老患病的
教师提供帮扶救助。畅周中学初三生物教
师张炳增，几十年带病上课不下讲台，去年
患慢性病住院，乡政府为他争取了救助金
4000元。

该乡设“中考教学奖”以来，5年前，全乡
学生中考考入鄂高的每年仅2-3名，去年增
至7名；5年前考入通山一中的每年30-40
名，去年增至70名。

燕厦乡政府

连续多年为两所中学颁发教学奖
放飞农村孩子的梦想

赤壁镇中学乡村少年宫开班

深空探测：2020年开启火星之旅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季
江徽近日透露，我国专家计划发射
一颗小行星探测器，对三颗近地小
行星进行飞越、伴飞，并落在小行星
表面，进行原位采样分析。

庞之浩介绍，我国科学家已制
定了“小行星探测”计划，即以伴飞、
附着、取样返回等探测方式，对近地
目标小行星进行整体性探测和局部
区域的就位分析。其科学目标为：
精确测定近地小行星轨道参数、自
转参数和形状大小等物理参数，为
规避小行星撞击地球提供科学依
据；测量目标小行星的形状、大小、
表面形态、自转状态等基本性质，绘
制小行星的地形地貌图，建立其形
状结构模型；获取小行星的矿物含
量、元素种类、次表层物质成分、空
间风化层、内部结构等，为太阳系起
源与演化提供线索；探测小行星次
表层以下的有机物、水等信息，深化
生命起源的认识；获取小行星临近
空间环境参数，研究太阳风对小行
星表面的空间风化作用。

此外，我国还在酝酿对木星及
木卫系统的探测。

杨宇光介绍，太阳系里除了太
阳，其他天体的质量加起来也没有
木星大，它对稳定太阳系的运行非
常重要。木星拥有数十颗卫星，整

个系统被天文学家称为“小太阳
系”，其几大卫星都非常活跃，甚至
有人认为木星卫星上可能存在生
命。因此对木星及其卫星进行探
测，对研究太阳系的演化很有意义。

庞之浩表示，木星距离地球比
火星还远得多，所以其发射、轨道、
通信、电源等许多技术非常复杂，成
本也高。至今只有美国发射过2个
专用木星探测器。他介绍，我国科
学家从长远考虑，提出了“木星系统
探测”计划建议，主要将研究木星磁
层结构、“木卫二”大气模型、“木卫
二”表面冰层形貌及厚度、金星—地
球—木星间的太阳风结构，以及地
球生命的地外生存状态及其演变特
性等。

此外杨宇光表示，木星的引力
巨大，从工程角度来说，能成为人类
探索外太阳系的重要跳板。他说，
先驱者10号、11号，旅行者1号、2
号，卡西尼号，新视野号等，都是借
助木星引力加速后飞向深空。有科
学家预测，未来人类要开发外太阳
系，可能要首先在木星的卫星上建
立前哨基地。 （本报综合）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消息，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即将开展正样
热试验、采样封装专项试验等多个大型试验，预计将于年底前完成发射任务。

航天事业不仅是近地轨道航天器的研究和应用，遥远的深空更有航天
人的诗和远方。

前不久，美国特朗普政府透露了重返月球的雄心。我国也公布了一系
列深空探测计划。从月球、火星到小行星、木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航天的
脚步将不断迈向深邃的太空。

月球是人类迈向深空的第一站。
今年12月前后，我国将发射嫦娥五号

探测器，在月面着陆并采集2千克月球样
品返回地球。这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的最后一步。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此前宣布了
我国第四步探月规划：计划于2018年发射
嫦娥四号探测器，实施世界首次到月球背
面的巡视探测；2020年左右发射嫦娥六号
探测器，实施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

航天专家、《国际太空》杂志社执行总
编庞之浩表示，人类至今已发射上百个月
球探测器，并登上了月球，但对月球的了解
并不全面。目前还没有国家在月球背面进
行着陆巡视探测，首要难点是通信测控。

航天专家、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研究
员杨宇光说，由于被地球潮汐锁定，月球只能
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人类在地球上不
仅看不到月球背面，通信信号也无法达到。

为此，我国将向地月拉格朗日2点发
射一颗中继卫星，满足通信数据传输所
需。但杨宇光表示，相比地面口径达数十
米的天线，无论是中继卫星还是月球探测
器，天线的口径都不可能太大，因而只能用
窄波束天线实现较大容量的数据传输。这

对天线的指向精度要求极高。
庞之浩说，月球背面地形比正面更复

杂，陨石坑更多。要找到既有研究价值又
适合着陆的地点，进行区域性详查和精查
十分重要。但他表示，深入了解月球背面
对研究月球的起源和演变、调查月球地质
和资源情况等有重要作用，同时那里不受
来自地球的无线电波干扰，是建造科研基
地的理想圣地。

我国还设想在未来十年内，利用机器
人开展月球南北极探测。

杨宇光介绍，在月面大部分区域，昼夜
各长达半个月时间，温差达300摄氏度，对
探测器的能源、散热、保温等都是严峻挑
战。但在月球两极有两种特殊区域：一是
永久光照区，可以获得持续稳定的太阳能；
二是永久阴影区，可能存在大量水冰。

庞之浩认为，如果我国在全球率先用
机器人对月球两极进行区域性详查，并能
确定是否有水和其他资源，不仅能作为月球
基地选址的重要参考，也有助于把月球作为
跳板进行载人火星探测。因为水能用于航
天员的生活，还能分解成氢和氧作为飞船
燃料。他表示，开展月球背面和两极的探
测有望获得一批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

迈向深空第一站月球

除了月球，火星也是全球深空探测的
重点目标。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曾多次表示，几百年后，火星或许
会被改造为人类的“第二家园”。

2016年初，我国政府正式批复火星探
测任务，计划于2020年择机发射火星探测
卫星，一步实现“绕、落、巡”工程目标。

庞之浩说，目前国外对火星的探测都
是分别进行环绕、着陆、巡视，欧洲两度试
图一次发射完成火星环绕探测和着陆探
测，都在着陆过程中失败。如果我国能一
次实现“绕、落、巡”，在世界火星探测史上
将是首次。

相比月球，探测火星有许多新的难点，
首要问题是距离。庞之浩表示，火星距离
地球最近为5500万公里，最远4亿公里，
探测器与地球的信息传输延时长达几十分
钟，这要求火星探测器具有很高的自主能
力；从火星发回地球的信号衰减也很厉害，
相比从月球发回的信号要差100万倍，这
对火星探测器的测控要求很高。

进入火星轨道并在火星表面着陆也是
一大难点。“该过程被称为恐怖7分钟，国
外很多火星探测器都倒在这一关。”庞之浩
说。

杨宇光介绍，航天器在天体着陆有不
同方式。比如地球大气稠密，飞船可以利
用降落伞减速，但要做好热防护，抵御大气
摩擦产生的高温。月球几乎没有大气，不

涉及热防护，但需全程借助火箭反推减速
降落。火星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只
靠降落伞不足以安全降落，要将火箭和降
落伞结合；但探测器以第二宇宙速度进入
火星大气时，气动加热也很厉害，仍需采取
热防护措施。加上通讯延时、信号衰弱，在
火星降落十分困难。

此外庞之浩表示，火星距离太阳远，光
照强度小，加上火星大气对阳光的削减，火
星车能源供给也比月球车更困难。他介
绍，综合考虑地形复杂度、高程、光照条件、
温度等因素，我国火星探测器着陆区初步
选定在火星北纬5度至39度一带。

如果首次任务成功，我国将进一步实
施火星表面采样返回任务，最终实现对火
星从全球普查到局部详查、着陆就位分析、
再到样品实验室分析的科学递进。庞之浩
介绍，我国火星探测计划总体科学目标包
括研究确定火星着陆和生命存在的条件与
地区，火星土壤特性及其水冰、气体 与物
质组成，火星大气及气候特征，火星地质特
征、演化与比较行星学等。

杨宇光说，目前人类还没有实施过火
星采样返回任务，其任务非常复杂。首先
需要通过多次发射或借助重型火箭，才能
把任务所需的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等载
荷发送到火星。另外，探测器完成采样后
要从火星表面起飞，对火箭要求很高。目
前人类还没有飞行器从火星上起飞过。

未来人类的“第二家园”火星
太阳系中的“小太阳系”木星系统

科技 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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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熊猫
只有“黑白照片”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为什么只有“黑白照片”？这其
实是生物研究中的难题。美国研究人员日前在新一期
《行为生态学》杂志网络版上发表论文解答，大熊猫的黑
白色有两种功能：伪装和交流。

领导研究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蒂姆·卡罗介绍说，生物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理解大熊猫身上的黑白色，这并不容易回答，因为
其他哺乳动物长得都不是这样的，所以很难通过类比来
解释。

该校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研究人员
根据皮毛颜色深浅将大熊猫的身躯划分成不同区域，并
与狗、猫、熊等195种食肉动物以及熊科动物的39个亚
种进行比较，来寻找关联性并确定其功能。

研究人员通过比较发现，大熊猫的脸、脖子、肚皮和
臀部之所以是白色的，是因为这能帮助它们在积雪的栖
息地躲藏；而四肢之所以是黑色的，是因为这能帮助它
们将自己躲藏在阴影里。

研究人员认为，大熊猫长成这样源于其消化能力较
弱，只能以竹子为食而不能吃更多种植物。它们也无法
像有些熊那样在冬天存储多余的脂肪来冬眠。

全球首创！
用唇语当密码

香港浸会大学6日宣布，该校研发出全球首创、结合
嘴唇动作和密码身份认证技术的“唇语密码”（简称“唇
码”）系统，其采用双重验证，可提高辨认系统的安全性。

据介绍，“唇码”系统从嘴唇图像列序中提取形状、
质地、动作等视觉特征，通过训练建立模型并确定临界
值，以决定接受或拒绝密码。

张晓明表示，即使两个人在系统镜头前说出同一句
话，嘴唇动作的特征都不一样，系统能辨认出两人身份，
拒绝假冒者。而当同一个人说同一句话，虽然每次都会
有细微分别，但不影响系统辨认身份。他说，唇码系统
的准确度达90%。

目前市面广泛使用的生物特征身份辨认方法包括
手机指纹解锁、出入境时的指纹扫描，以及面容识别系
统等，但指纹容易被盗取，面容也能以面具或照片取
代。当这些静态生物特征一旦被盗取，就无法重设。“唇
码”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使用者可以随意更改密码。

另外，使用“唇码”时不用发出声音，不受背景杂音
影响；它也没有语言限制，讲任何语言或方言的人都能
使用“唇码”。

张晓明表示，这项技术已经获得美国专利，预计可
用于手机解锁、支付，以及安全门禁系统等，他期望该技
术在一年后推向市场。

鲸鱼搁浅
或与太阳风暴有关

据国外媒体报道，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原本
健康的海洋生物迷失方向，造成大量搁浅。科学家针对
世界各地鲸鱼、海豚和鼠海豚搁浅的神秘现象展开了调
查。

每次搁浅的海洋生物数量可低至三头、多至数百头，
并且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发生的
概率更高。研究人员一直怀疑太阳活动与这种奇异现象
有关，但此前从未开展过深度研究。有些人提出，多波束
测深仪和其他测绘海床图像、寻找捕鱼地点的设备可能
会干扰海洋生物的方向感。

“不过，这些人为影响难以解释大多数搁浅事件。”
NASA太阳物理学家安迪·普尔金恩指出，“这些现象可
能是由磁场异常和气象异常导致的，如新月期间潮汐的
潮差达到最大值、以及海边风暴等，科学家认为这些现象
会破坏动物的方向感。”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开展一项大规模动物搁浅数据
挖掘工作，并得到了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局与NASA科学
创新基金会的资助。科学家认为，若能了解搁浅与太阳
风暴之间的关系，也许就能在观测到太阳风暴时、早早提
出搁浅警告。

胃液“自驱动”胶囊
监测体内状况
数据自动发送手机

时下的智能手表已经具备计步、监测心率等丰富功
能，通常都依赖于锂电池提供电力，而且这种外部皮肤
接触的检测方式必然无法达到很高的精准度。雷锋网
消息，近日，科学家成功研发了可通过自身胃液驱动的

“灵丹妙药”胶囊，能够在身体内部向你手机发送健康数
据。

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科研教授菲利普·纳多表示：
“这款自驱动的胶囊在服用后，能够在你身体内持续数
周监测各种生理指标。它会固定在胃里，进行各种指标
测量并将其传输至你的手机中。”

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全球最大生物峰会上，纳多展
示了这项突破性的发明。它的灵感来自于柠檬电池，利
用镀锌钉子和铜丝进行充电。纳多经过多次尝试和改
进，在猪身上测试成功，利用锌电极和胃酸的相互作用
产生电流。而内置的小型传感器能够持续不断地检测
温度和心率。测试胶囊长度约为30mm，历时6天通过
猪的消化道排出。在此基础上，科研专家想要创造面向
人类的更小尺寸版本，目前正在研发的原型尺寸为
10mm。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