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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追求更加清洁、优美的生活环
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治理地球上的垃圾
等有害物质。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太空，成千
上万吨垃圾正在不断的蔓延。它不仅影响航天
事业的发展，而且还给地球增加一层污染源；
这些垃圾存在大量放射性物质，时刻威胁着人
类的生命安全。

太空垃圾是人类在进行航天活动时遗弃在
太空的各种物体和碎片。如各种卫星的保护罩
及部件，各种火箭发动机在空间爆炸产生的残
骸，核动力卫星及其产生的放射性碎片；宇航
员在太空行走时丢弃的螺母、螺栓和螺丝刀等
各种物体。这些东西如人造卫星一般按一定的
轨道环绕地球飞行，形成一条危险的垃圾带。
据统计，目前约有数千吨太空垃圾在绕地球
“运行”，且数量正以每年 !!—"!的速度递
增。科学家们对太空中可能存在的近 #$ 万块
废弃物表示担忧。由于这些物体通常以每秒
%$ 公里以上的速度运行，因此如果与其他物
体相撞，每小块将产生相当于一颗手榴弹的爆
炸力。一块仅有阿司匹林药片大的残骸可将人
造卫星撞成“残废”，可将造价数亿元的航天
器送上绝路。%&'( 年，美国航天飞机“挑战

者”号与一块直径 $"!毫米的涂料剥离
物相撞，导致悬窗被损，只好停止飞
行。当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一块迎面
而来、直径仅为 $""毫米的金属微粒足
以戳穿密封的宇航服，人们肉眼很难看
清的油漆片和涂料粉末也给宇航员带来
了生命危险。

科学家还认为，大块的宇宙飞船残
块将不断下落，进入大气层，一部分在
大气层中烧毁，另一部分则掉在地球
上。然而，飘荡在地球上空的核动力装
置，尤其是核动力发动机的脱落更具有
特别的危险性，它将对地球造成严重的
放射性污染。据统计，到下个世纪，将
会有 %$$多个这种装置，含有 %吨以上的
放射性物质。%&)' 年苏联带有核装置的
“宇宙—&"*”卫星掉在了加拿大北部的土
地上；#&'(年，“宇宙 %*$!”号的反应堆
芯落入南大西洋。幸亏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未
造成严重后果。面对日益激烈的宇宙竞争，科
学家们呼吁，应当及时制定新的法律和技术标
准以减少太空垃圾，因为人类清除这些垃圾在
技术上和经济上都相当困难。 （珏 晓）

卫星被撞仅是妄猜 媒体报道捕风捉影

太空垃圾大王缘何指摘别国
文 心

太空中的致命碎片

近日，美国太空标准和创新中心专家公布研究结果称，%

月下旬撞坏俄罗斯“太空球透镜”卫星的肇事者极有可能是
中国 !$$)年进行反卫星试验导致的太空碎片，这一“大胆”
猜测不仅被中国外交部斥为“不专业、不负责任”，而且撞击
受害者俄罗斯方面也颇不以为然，甚至高度怀疑其背后包含
的用意。的确，对这个与美国政府，特别是五角大楼保持千
丝万缕联系的组织及其专家的上述研究结果，人们即使认为
其用意不是在试图影响中俄关系，也是为其继续推进天基监
视系统建设，强化单边太空优势寻找理由和借口。

大撒太空钉子

谁把太空当垃圾桶

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认为，俄罗斯卫
星被撞事件祸起太空碎片，虽然美国跟踪太空卫星与太空碎
片的技术精度全球领先，但把矛头指向中国，则要拿出碎片
相关观测数据和轨道参数数据，经过实际验证之后，才能在
技术上说明这样的猜测是否科学。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太空
标准和创新中心专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
前提下，通过猜测而得出来的，用了诸如“可能”、“应该
是”等词语来描述。用“不专业、不负责任”来形容它是恰
如其分的。然而，就是这样经不起推敲的分析研究，经过美
国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的放大和有意无意地扭曲竟然形成了
“中国是肇事者不证自明”的舆论氛围。

卫星被撞事件再一次把“太空垃圾”的严重危害性生动
地摆在人们面前。据国家天文台空间碎片研究及应用中心首
席研究员刘静介绍，人们俗称的太空垃圾就是指太空中存在
着的大量碎片，它们就是停留在太空轨道上或重返大气层的
无功能人造物体，类型种类五花八门，从卫星的保护罩到火
箭发动机残骸，从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丢弃的螺母、螺栓和
螺丝刀到核动力卫星产生的放射性碎片。实际上，从 %&")年
人类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空间碎片总数应该已远
超 *$$$万个，且数量正以每年 !!—"!的速度递增。它们一
般按一定轨道环绕地球高速飞行，形成一条危险的垃圾带。

如果把太空碎片称作太空垃圾，美国则是名副其实的太
空垃圾大王。美国不仅在迈向和保持航天强国过程中产生了
大量太空垃圾，而且还在进行太空武器试验过程中，用导弹
摧毁报废卫星制造了很多太空垃圾。比如，!$$'年 !月，美
国在一次导弹摧毁一颗报废间谍卫星试验中就产生了不计其
数的大大小小太空垃圾。更有甚者，冷战期间，美国为确保
战争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稳定进行无线电通讯，启动了在太
空散布数亿根铜针，形成一个 ' 公里宽，(' 公里长云环的
“西福特计划”，这些铜针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成为了太空垃
圾。

撞击风险增大

全人类最终都是受害者

从人类航天史拉开序幕以来，太空垃圾引发的事件层出
不穷。%&'(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与一块直径 $+! 毫米
的涂料碎片相撞，导致舷窗被损，只好提前返回地球。%&',

年，欧空局的“阿丽亚娜”火箭入轨后不久爆炸，形成了 ",*块
%$厘米大小的残骸和 !($$块小碎片。这些如散弹枪弹般密集
的“弹丸”后来直接造成两颗日本通信卫星失灵。%&&%年 &月
%"日，美国“发现者”号航天飞机及时收到地面系统警报避免，
躲过了与苏联火箭残骸相撞的劫难。最近的一次发生在 !$$&

年 !月 %%日，美国的“铱星-((”与俄罗斯的一颗报废卫星“宇
宙 !!"%”在距地面 '$$公里的太空中相撞，自身卫星受损的同
时，产生了大量太空碎片。

如果现在不采取有效措施，随着航天事业

的不断发展，航天器自然形成的太空碎片将不断增加。
轨道物体之间的碰撞概率将大幅增加，不但完好的航天
器会被撞毁，产生新的碎片；碎片之间也会发生撞击，
产生更小、更多的碎片。这是一个类似于
“链式反应”的恶性过程。太空碎片的数量甚
至可能像雪崩一样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直
到近地空间完全被碎片笼罩，再也没
有航天器可以突破这个由碎片构成的
牢笼，发射新的太空器几近不可能，
人类将被禁锢在太空垃圾网包
裹的地球上。届时，高度依赖
现代通讯卫星等现代太空设施
的人类将发现自己的生活难以
维继，人类文明程度甚至大幅
后退。这就是可怕的“凯斯勒
症候群”。

可持续利用太空

联合施策治理是正途

太空环境已经严重污染，
太空垃圾主要产生者特别是美
国当然要负主要治理责任，但
是在治理过程中，加强国际合
作，提高行为透明度至关重要，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太空垃
圾的监测清扫能力，而且可以
有效避免一些国家以此为理由，对
别国航天器进行监控干扰，或者进
行太空武器试验，引发新一轮太空武器
竞赛。实际上，美国的行为已经引起人
们的警惕，去年底，美军方宣布将在澳
大利亚部署功效强大的雷达和太空望远
镜，旨在提高该国监测亚太地区太空碎片的监
测能力。但是，有专家指出，此举监控中国太空发
射的意图非常明显。

为促进各国联合行动，相关国际组织正积极行动起来，
空间问题专家、 《国际太空》 杂志执行主编庞之浩介绍说，
国际航天安全促进协会提议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制定太空交通
规则，预防航天器间发生相撞事故，减少新的太空垃圾产生。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认为要根治太空垃圾顽疾，有必要建立两
大机制。一是“国际技术控制和共享机制”。二是“国际义务
制度控制和共担机制”。主要航天大国在联合国等机构的协调
下，建立反垃圾技术研发共享机制，通过公开技术和出售技
术，为那些需要发射卫星的国家提供反垃圾技术模块，从而
从源头从技术角度控制垃圾的来源。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空间碎片行动计
划首席专家李明透露，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
反太空垃圾行动，并于 !$$$年起启动了“空
间碎片行动计划”，目前已确定了以数据库为
载体的“空间碎片探测预警工程”、以防
护设计专家系统为载体的“空间碎片防
护工程”和以空间碎片减缓设
计标准为载体的“空间环境保
护工程”的 ( 大主题工
程。为太空环保做
出了卓越贡献。

防伪平台助力科技消费
本报电 长期以来，假冒伪劣商品像

蛆虫一样，一直困扰着生产厂家，危害着
广大消费者。近日，一种产品质量追溯

新技术在许多产品中应用，成为消
费者识别真假的利器。

中高档白酒、汽车配件领
域历来是假冒伪劣的重灾区。
日前，茅台镇香山酒业有限公

司、遵义怀乡满台酒业有
限公司、壳牌机油福建泉
州地区总代理等企业再度
与造假者角力，借助北京
金源茂丰新技术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打造的“中
国产品质量追溯网络平
台”，让消费者简单、当
即识别所购商品的来龙去
脉，使造假产品暴露无
遗。

据介绍，“中国产品
质量追溯网络平台”是目
前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技术含量高、使用
成本低、消费者易于识别
的一项最新产品质量追溯
和防伪体系，具有不可复
制性。消费者只需用手机
一扫，便可得知商品制造
者、生产日期、经销商等
一系列商品信息。

（子 轩）
挑战者号航天飞

机用长期暴露装置检

测太空垃圾影响

钛制火箭发动机壳坠落沙特

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残骸，生动说明了

航天器可能产生的太空垃圾之多

美用火箭摧毁失控卫星 ./0-%&(

康普顿伽玛射线太空望

远镜现已坠毁成太空垃圾

双子星座 , 号飞船

%&," 年 ' 月升空，宇航

员用的水桶成为太空垃

圾，坠落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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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将在华推广鼻腔过滤器
新华社罗马电（记者刘宇、葛晨） 意大利 #$% 公司

&' 日在罗马与北京市科委签署粉尘防护技术合作协议，
向中国推广该公司生产的鼻腔过滤器及粉尘防护技术。根
据协议，#$% 公司将首先向北京赠送 &( 万副鼻腔过滤
器，这批产品将首先向交警、环卫工人等易受雾霾影响的
一线人群发放使用，并评估应用效果。如果试用情况良
好，#$% 公司将以每副 & 元人民币的价格在北京市出售
该产品。该公司还计划以相关粉尘防护专利技术为基础，
与北京市共同开发用于家庭供暖排烟系统的过滤装置、机
动车尾气排放过滤装置、建筑通风和内部空气循环的粉尘
过滤装置等新产品。

“我希望面向全球，选聘世界一流的人才
加盟深圳大学。”去年 ) 月，曾担任国家重大
基础研究计划 ',(项目首席科学家李清泉走马
上任深圳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便亮明了打
造名校的雄心和求贤若渴的恒心。他知道，

%&'*年 %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时就曾
郑重嘱托：“深圳办好特区的同时，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建设好大亚湾核电站，二是办好深圳大学。”

不能给未来留下遗憾

深圳大学历经 ($年发展，目前已成为一所学科齐全
的综合性大学。面对充满期待的目光，李清泉履新时坦
言：“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们每一个决策都关
系到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留给中国、留给后人，我们
不能给未来留下遗憾。”这位 %&,"年出生的博士生导师，

以务实稳重作风民主著称，在 (" 岁时就出任武汉大学副校
长，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国家队的“年轻少帅”。除了具有丰
富的高校行政管理经验，他还以很高的学术造诣为教育界所
称道，在地理信息系统、智能交通、遥感测绘领域，他有多

项声名卓著的科研成果。李清泉提出“要用做研究的精神来做管
理”，他认为，深圳大学处于改革前沿，应借鉴国内外特别是香
港高校的办学经验，在现有基础上探索创新。
“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发展兴趣、拓展视野、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独立观察和分析能力、睿智的领导能力和敢于挑
战权威的能力。”去年 &月，)$$$名新生入校，李清泉力主深圳大学拿出 !'*万元设

立奖学金。他在迎新生讲话中希望同学们在大学里不仅发展一门专业，还要培养艺术、
运动、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兴趣。

与北大探讨校际合作

李清泉提出，把发展研究生教育作为深大未来发展的重要举措。去年 %$月，深圳
大学在全国第八批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中获准新设“理论经济学”和“信息与通信工程”
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今年，深圳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实现合
作，拓宽自身招生的专业、学科领域，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李清泉还主动与中科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联手，在研究生教育、科研平台共建等方面开展合作，他还率队赴北京大
学，与北大周其凤、吴志攀等校领导探讨校际合作，希望在学生交流、教师培训、科学研
究、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取得北大的支持。

校外联合，校内整合，人才聚合。深圳大学目前已建立起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成
为海归学子、高端人才的聚集地，科研成果产业化工作也得以加速推进，成为深圳经济
转型的助推器。

引进美国抗癌研究专家

李清泉常说，校长应俯身为人才当保姆。去年 %$月 %,日，在深大分子医药研
究所揭牌仪式上，李清泉向美国斯克立普研究中心教授李璟端颁发聘任证书，聘请
他为深大特聘教授，组建医药研究创新团队并担任深大分子医药研究所所长。美籍

华人李璟端博士致力于癌症治疗以及小分子抗癌靶向药物等方面的研究，是第
四102激酶通路发现者，他是深大全职聘用的首位“千人计划”专家。特聘教授
是深大“高端人才引进支持计划”的一部分，首批 "位特聘教授将成为深大的学
科带头人。深圳市政府为深大“高端人才基金”拨出首期专款 ($$$万元。

深圳大学开办科研院所是以市场和产业化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
搭建自由开放平台，致力于拓展研究领域，开展前沿研究，促进产学研

结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无缝衔接，为新兴领域输送更多的专业创
新复合人才。!$%!年 %%月 %)日，深大南山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
!$%!年 %!月 %&日，深大光启新材料特色学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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