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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师院助力区域创新

本报电（张同刚）近日，“洪泽
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落户江苏淮阴师范学院，
标志着一个综合研究洪泽湖生态经济
区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高端智库正式
运营。淮阴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郑勇表
示，中心将以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
湖为研究服务对象，立足苏北，面向
江苏，瞄准全国一流，力争建成为服
务淮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环洪泽
湖区域开发开放，甚至辐射全省、具
有全国影响的创新平台。

浙大EMBA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电（邓泽雁）举世公认的犹
太人的成功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的成功之间有什么值得相互借鉴、学
习和反思之处？两个智慧民族成功秘
笈的相似与差异的碰撞对话可以为两
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什么价值？日前，
主题为“红与蓝的巅峰智慧碰撞———
华人 12犹太人”的浙大 3456十周
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在杭州举行。与
会专家学者围绕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中企业家们如何做人、做事、做企业，
如何传承与发展两个民族在健康、幸
福、成功、教育等领域的经验与实践，
共同为各自国家和世界做出更大的
贡献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黑洞成长速度超预期

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位
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质量
的成长速度与其寄主星系一致。但最
新研究发现，黑洞质量的成长速度超
过预期。澳大利亚斯温伯恩大学天体
物理和超级电脑中心的教授阿利斯
特·格雷厄姆认为：“银河系恒星质量
每增大 )& 倍，黑洞的质量便会增大
)&&倍，这对我们之前对银河系与黑
洞的‘协同进化’理解产生了广泛影
响”。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在较小
星系或者在圆盘星系如银河系中的紧
凑星团则存在着相反的现象。斯温伯
恩大学天体物理和超级电脑中心的研
究人员尼古拉斯·斯科特表示：“星系
越小，紧凑星团增大的倍数就会越高。
在质量较低的星系中，可能包含数百
万个星体的星团确实‘支配’着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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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软着陆器通过反推火箭缓冲，在月面上徐徐降落，舱
门打开，自动弹出斜梯。月球车缓舒展开蜷缩的身体，调整好
姿态，走出舱门，滑下斜梯，开始漫步月球……被誉为“嫦娥
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
自远曾这样描述中国月球车将来登临月球的场景。据悉，我国
今年下半年将发射首个月球着陆探测器———
嫦娥三号。备受外界瞩目的是，此次嫦娥三
号的发射将搭载一部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中
华牌”月球车，并首次实现与月球的零距离
接触。“月球车”全名为“月面巡视探测
器”，是集航天系统工程和智能机器人为一体的航天器，能完
成月球探测、考察、收集和分析样品等复杂任务。

中华牌整装待发

中华月球车由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主要负责研制，自
重 ),& 公斤，可载重 ,& 公斤，寿命为 # 个月，可在月球上 #

公里范围内连续行走 )& 公里，具有自动避障等功能。欧阳自
远指出，由于月球表面没有空气，因此月球车下降时需要开启
发动机，一边落一边往上推，慢慢落至距月球 %米的位置，熄
灭发动机，仪器将采用自由落体的方式，软着陆在月球上。同
时，中华月球车将实现自主导航，并能指挥仪器进行操作，最
后把数据传回地球。月球车底下还装有测月雷达，将切开月球
下面 )&&米深度的地方进行探测。

据专家介绍，中华月球车上有两个太阳仪，其中一个可自
由旋转，寻找太阳位置，吸收热量进行发电；另外一个则可以
盖在车身上减少热量散发。中华月球车采用“六轮摇臂式”行
走机构，各只轮子可同时适应不同高度，是一位“爬行高手”。
此外它还有一条机械臂，能在月壤、月岩中勘探取样，供现场
检测。同时，中华月球车将太阳能和核能作为能源。由于月球
昼夜间隔大约相当于地球上的 )% 天，所以当黑夜降临时，为
防止车载仪器被零下 )&&多摄氏度的低温冻坏，月球车必须要
核电池的能量来保温，并维持与地面的通讯。而当新的白昼来
临，电池就能重新依靠太阳能工作。

探测入乡随俗

月球是一个无风、无雨、无水、无气、冷热剧变的天体，

与地球环境截然不同。因此，中华月球车想要顺利完成任务，
必须为能够适应那里的环境做充分的准备。如月球昼夜温差
大，白昼温度高达 )#&0)"& 摄氏度，夜间可下降到零下 )!&0

)'&摄氏度，月球车如何能长时间在极端温度条件下正常工作
是一个难题；月球表面没有大气保护，太阳风、太阳耀斑等高
能粒子直接辐射到月球表面，会对月球车部分高集成度微电子
器件造成损害；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仅为地球表面的 )*!，
月球车能否在低重力的月球表面完成动作也将是很大的考验；
月球表面的月壤也是影响月球车行驶性能的重要因素。据了
解，整个月球表面覆盖着一个松散层，由岩石碎块，角砾状岩
块、砂和尘土组成，称为月壤。由于月壤松软，因此月球车在

上面行驶时很容易打滑。此外，月球车行走时，月壤
细粒也会大量扬起，形成月尘，一旦附着便很难清除。
同时，月尘还可能引起很多故障，包括机械结构卡死、
密封机构失效、光学系统灵敏度下降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峰教授，曾参与月球车的
前期论证以及地面验证试验的研究工作。本报记者采
访了解到，对于中华月球车来说，“过夜唤醒”是个
难题，不仅要经受电池的考验，更重要的是要经受零
下 )!&0)'&摄氏度低温的考验。中科院院士叶叔华也
认为，在月球生存的难度不亚于登上月球，因为月球
的夜晚温度低、时间长，可谓“长夜难熬”。

登月稳扎稳打

)$7&年 ))月 )7日，苏联“月球 )7 号”探
测器登陆月球，释放了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
月球车。随后，美国的“阿波罗
)" 号”飞船将人类第一辆
有人驾驶月球车送
上月面。

)$"$0)$7!年期间，苏联和美国分别成功发射 ," 颗和 ,% 颗无
人月球探测器，人类月球探测也随之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年 7月 ,&日，经历了 )&年低潮期后，美国宣布重返月球，苏
联、欧洲、日本等都组织力量进行研究，纷纷提出了发展计

划。)$$' 年 ) 月 ! 日，随着美国“月球勘
探者”的顺利升空，空间探测活动又掀起了
新一轮的浪潮。

归纳起来，人类对月球的探索可分为探
月、登月和驻月三大步，即“探、登、驻”。
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一阶段，即以“探”为
主方向，并按照“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
样返回”分三小步稳步推进。据悉，我国正
在开展载人登月前期方案论证，已有专家建
议我国在 ,&," 年或 ,&#& 年进行载人登月。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深空探测室主任贾阳指
出，中国目前在探月“三步走战略”中所使
用的技术将来也可用于载人登月的相关领
域。

装备核电池抗低温 携带两个太阳仪 可钻探月球!""米

“中华牌”月球车肩负的使命
白 杨

美国宇航局与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目前正讨论派遣
“火星车”前往火卫一进行探索的计划。该火星车具有非常
特别的造型，酷似小型“机器刺猬”，科学家认为这个外形
怪异的着陆器可揭开火卫一的更多谜团。这个沙滩排球大小
的刺猬火星车被设计为登陆火卫一表面的探测器，是由斯坦
福大学的研究人员、美国宇航局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研制
的。

该着陆器由绕轨道探测器释放，通过跳跃、翻滚等动作

越过撞击坑。它对火卫一表面的探索，可以揭开其形成之
谜，了解火卫一的表层土壤和其他物质的相关信息。据斯坦
福大学航空航天系助理教授马可·帕沃介绍：“整个飞船系
统由轨道器和登陆装置构成。火卫一探索者的大小如同一个
咖啡桌，两侧配备了伞形太阳能电池板，可环绕火卫一运
行。”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建造一个原型机进行测试。

工程师团队认为，这项计划或是探索火卫一的第一步。
在登陆火卫一前，科学家们需要确定登陆地点，了解哪些区

域存在我们需要的探索目
标。轨道器一次只能释放一
个刺猬登陆器，此后还需要
两者密切配合以确定刺猬
登陆器的位置和方向。登
陆器收集到的火卫一表面
数据将通过轨道器作为中
继通信平台，最终发
回地球进行分析。根
据这些数据的分析结
果，科学家们将确定
下一个探测器的登陆
地点。轨道器将释放
五个或者六个刺猬登
陆器，每个探测器
释放相隔数天，因
此科学家们有足够
的时间决定在哪
个区域释放刺猬
登陆器。

“机器刺猬”将登火卫一
本报记者 喻京英

铁路公安科技执法保春运

春运期间，为了保障一线民警现

场执法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取证，提高

办案质量，山西太原铁路公安局积极

探索运用科技手段辅助全局规范执法

的工作模式，专门给大站派出所的一

线执法民警全部配备了专用的单兵执

法信息化装备“便携式执法取证仪”和

警用宝典。 宫树麟 高 莉摄

预言银河黑洞似新月

天文学家们认为在银河系的中央
隐匿着一个巨型黑洞，科学家们近日
对于进行这种观测时可能会目睹的情
景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结果，科学家
们认为所获得的图像可能会是一个类
似新月状的亮弧形，而不是此前其他
预测中认为的那样是斑斑点点的。根
据今年 )月份的一项研究，这种亮弧
状图像是和半人马 68天体的观测数
据吻合度最好的模型，它被认为是银
河系核心超大质量黑洞的所在位置。

科 教 速 递

近日，一家名为“深空工
业”的美国公司宣布将派遣探
测飞船，到外太空探测并开采
可供人类使用的矿物、水和其
他资源。该公司计划从 ,-("年
开始派遣一支由多艘小型太空
船组成的“萤火虫”舰队，到
太空中探寻各个小行星中是否
有可供人类工业用的金属以及
硅等矿产。
“萤火虫”重约 ," 公斤，

据“深空工业”首席执行官戴
维·冈普介绍，其大小相当于
一台笔记本电脑，将执行单程
之旅，完成任务后不再返回地
球。

该公司设想，在“太空探
测舰队”出发 (-年内，“萤火
虫”将在经过的小行星中侦测
各种金属矿产，以及航天工程
所需要的材料。

更大胆的想法是，探测飞
船还将寻找并收集诸如黄金、
白金等稀有贵重金属，采集后
运回地球出售。

按计划，,-(! 年将发射个
头更大的名为“蜻蜓”的飞行

器，从小行星采样并运回地球，
供科学家进行详细分析，确认
小行星上矿物是否具有足够价
值并确定下一步探测目标。
“能够支持永久太空开发的

唯一方式是利用太空资源。”冈
普说，每年新发现约 (---颗近
地小行星，利用小行星的资源
开发金属和燃料资源将促进太
空工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冈普补充
道，直接利用从外太空小行星
收集到的矿物资源，可以让外
太空航空基站的修补和建造工
程简化，由于不必从地球运送
物资，因此将成为 “能永久支
持太空事业发展的唯一途径”。
“深空工业”公司是第二家

涉足小行星资源开发的美国公
司。第一家是去年 % 月成立的
“行星资源”公司，该公司计划
利用机器人探测小行星矿物。

对于上述计划，公司董事
会主席里克·汤姆林森认为足以
“让人感到吃惊，我们坚信我们
坐拥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大量资
源”。

美公司拟太空采矿
文 心

链接：绕、落、回3任务
中国探月工程分为“绕、落、回”三个任务，预计 ,-(#年下半

年我国将实施“嫦娥三号”发射和落月任务。“绕”，即实施对卫星

绕月轨道的控制实验并对月球表面进行探测；“落”，即将月球

探测器在月球表面着陆并对月球进行实地考察；最后一步

“回”，则是在完成对月球的实地考察后，将在月球上采

集的实物样品带回地球。目前，“嫦娥一号”和“嫦娥

二号”卫星相继完成了对月球的环月飞行，标志

着我国探月工程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今年

下半年即将发射的“嫦娥三号”将首次实

现在地外天体表面无人自动巡视、首

次实现（探测器）月夜生存、首次建

立覆盖火星探测范围的测控通

信网、首次自主开展月面就

位科学探测。这一任务

的完成，将为中国的

深空探测奠定坚

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