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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10倍！喜马拉雅冰川融化加速

“天宫”建造全面展开
我国载人航天进入“空间站时代”

空间站，航天员的“太空家园”，科
学研究的“太空实验室”。

4月 29日 11时 23分，海南文昌航
天发射场，长征五号B大推力运载火箭
以万钧之力，将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成功
送入太空，我国载人航天真正迎来空间
站时代。至此，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
造全面展开。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独立自主建造
运营的载人空间站，在近地轨道长时间
运行，靠货运飞船实现推进剂和消耗品
的补充，可满足航天员长期在轨生活、
工作需要，代表了当今航天领域最全
面、最复杂、最先进和最综合的科学技
术成果。

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
载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
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
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10月16日，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将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送入太空，进驻天和核心舱
后，开启为期6个月的太空驻留；11月7
日，翟志刚、王亚平先后从天和核心舱
节点舱成功出舱，王亚平迈出中国女性
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12月 9日，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首次

进行太空授课。

发现反银心子结构起源于银盘
终结子结构起源争议

天文学家已经知道，银河系不是传
统认知的光滑扁平盘，而是一条星波荡
漾的星河。这一认识源于银河系反银
心方向子结构的发现，但这些子结构到
底起源于哪里存在争议。

5月，《天体物理学报》发表的一篇
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论文终结了这一争
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西华师范
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利用郭守敬望
远镜（LAMOST）和“盖亚”卫星（Gaia）数
据，对位于反银心方向的一些子结构与
银盘进行“亲子鉴定”，发现银河系反银
心子结构并不是被银河系吸积的矮星
系遗迹，而是银河系外盘的一部分。

利用望远镜的观测数据，研究人员
搜寻到 589颗来自麒麟座星环、三角座
—仙女座星流和A13结构的成员星，这
是目前最大的反银心子结构成员星样
本。

研究人员将成员星样本的化学元
素含量、运动特征以及能量角动量分
布，与银盘进行比对，发现这些成员星
与银盘拥有相似的近圆形运动轨道，金
属丰度与银盘的厚盘星相似，这些都证
明了子结构成员星可能来自银盘厚盘。

然而，进一步验证发现，这些子结
构成员星的α元素丰度明显低于厚盘。
对此，西华师范大学物理与空间科学学
院副教授李静解释道，因为目前银河系
外盘依然存在很多冷气体，相对于内
盘，外盘分子云密度低，化学元素的金
属丰度增加不充分。

从运动特征和化学 DNA 鉴定，天
文学家推测这些子结构成员星应该属
于低α丰度贫金属外盘星。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薛香香说：“这意味
着这些反银心子结构起源于银盘。”

天问一号登陆火星
探寻火星起源与演化的线索

穿越漫漫星河，跋涉 297 天，2021
年 5月 15日 7时 18分，短短 9分钟内将
两万多公里时速降为零，天问一号着陆
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
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着陆火星取得圆满成功。

5月 22日 10时 40分，“祝融号”火
星车安全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
面，开始巡视探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
个让火星车成功着陆的国家。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
计师张荣桥介绍，天问一号任务是中国
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圆满完成了

“一次任务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巡视”
的既定任务目标，将极大推动中国空间
科学，特别是行星科学研究的发展。目
前，天问一号在轨运行状态良好，配置
的 13台科学载荷已全部开机开展科学
探测活动，为科学家提供丰富的高质量
科学探测数据。具体来说，可以获得包
括火星地形地貌、表面物质成分、地下
结构、磁场、气象和空间环境等在内的
多元素、第一手火星科学数据。“祝融
号”正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疑似古海
洋与陆地交界的地带行驶，探寻揭开火
星起源与演化之谜的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天问一号在奔火途
中还获取了地月合影、“深空自拍”飞行
图像，并传回首幅火星图像。抵达火星
表面后，6月 11日，天问一号首批科学
影像图发布，标志着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拉索”发现迄今最高能量光子
突破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传统认识

大科学工程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拉索”（LHAASO），位于四川稻城平均
海拔 4410米的海子山，是世界上最大
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装置，历时 4年，
于10月24日建成并正式进入科学运行
阶段。

边建设边运行的“拉索”，在银河系
内发现了能量高达1.4拍电子伏特的光
子。这是人类迄今观测到的最高能量

光子，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
传统认知，开启了超高能伽马天文学的
新时代。5月17日，相关成果论文在线
发表于《自然》杂志。

FAST新发现201颗脉冲星
“中国天眼”成最强大脉冲星搜索利器

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的“遗
骸”，能够发射出高度周期性的脉冲，周
期在 1.4毫秒到 23秒之间，被称为“毫
秒脉冲星”的短周期脉冲星，可以与地
球上最好的原子钟相媲美。因而，脉冲
星是国际大型射电望远镜观测的主要
科学目标之一。

截至2021年4月，中国科学家利用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开
展的巡天观测，新发现了 201 颗脉冲
星，其中包括一批最暗弱的脉冲星、挑
战当代银河系电子分布模型的大色散
量脉冲星、40颗毫秒脉冲星、16颗脉冲
双星、一批模式变化和消零脉冲星以及
射电暂现源等。相关研究成果于 5月
20日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天文和天体
物理学研究》。

FAST被誉为“中国天眼”，配备 19
波束L波段接收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脉冲星搜寻利器。

“后续对这些脉冲星的测时观测可
以用来探测来自遥远星系的低频引力
波，还可用于建立脉冲星时间和空间基
准，其中一些脉冲星将会成为检验引力
理论的绝佳利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韩金林说。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发放
有望揭示月球及行星演化之谜

近观月壤一克，遥测星河万年。月
壤是月球表面月岩经过长期的陨石和
微陨石撞击、太阳风、宇宙射线辐射等
太空风化作用形成的。月壤除了反映
月表本身的物质组成以外，还是记录太
阳风等与月表相互作用历史以及外来
物质增生信息的重要载体。

7月12日，嫦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
球科研样品发放仪式举行。13家科研
机构的 31 份申请获得通过，共发放
17.4764克样品，月球样品科学研究正
式启动。10月 20日，第二批月球科研
样品发放名单公布，共计发放17.936克
样品。

科研人员将利用月壤对月球表面
过程、火山活动年龄、月球演化过程等
开展研究，有望在月球与行星演化、行
星宜居性等方面产生新的认识。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很快有了第一
批科研成果。10月 19日，中国科学院
地质地球所与国家天文台等单位的
研究人员发现，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为
一类新的月海玄武岩。这些月球最

“年轻”的玄武岩年龄为 20亿年，所处
区域晚期岩浆活动的源区并不富集
放射性元素，并且月幔源区几乎没有
水。

12月 13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联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发现，
月球样品钛铁矿含量极高，是高钛玄武
岩。此前，国内其他研究团队在月球样
品中已发现低钛、中钛玄武岩类型。研
究人员推测，嫦娥五号月球着陆区或曾
有多次火山喷发。

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首飞成功
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发展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
技术，是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的重要标志。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
可作为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
运输系统的子级，是航天航空技术的高
度融合体。

7月16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一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
示验证项目运载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准时点火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飞
行后，平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首
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员杨宇光
表示，亚轨道远地点高度最低为 80至
100千米，理论上最高可达地球引力边
缘，即 150万千米。射程较远的弹道导
弹被动段轨迹即为亚轨道。亚轨道还
广泛应用于探空火箭和太空旅游等方
面。

青海冷湖发现世界级天文台台址
将成我国极其宝贵的战略性稀缺资源

光学/红外观测台址是极其宝贵的
战略性稀缺资源，目前国际公认的最佳
台址只有智利北部山区、美国夏威夷莫
那卡亚峰以及南极内陆冰穹地区。

8月18日，《自然》发布了我国一项
关于天文观测台选址的重大科学进展，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邓李才研究
团队经过 3年连续监测，发现青海冷湖
台址的光学观测条件全面优于青藏高
原其他选址点，可与国际公认的最佳天
文台台址比肩。

冷湖地区日照丰沛、降水极少、夜
空晴朗，历史记录的天气条件非常良
好。邓李才研究团队通过对冷湖赛什
腾山区的实地考察，确定在山区 4200
米海拔标高点（赛什腾C区）进行定点
选址，2018年起正式对该地域的晴夜数
量、晴夜背景亮度和气象进行 3年连续
监测，2020年底获得对赛什腾山光学/
红外观测条件的结论性数据。

为最大限度发挥冷湖台址的科学
效益，邓李才表示，应尽快对台址资源
进行保护，避免灯光、粉尘、震动等因素

对其造成影响；还要吸引国际领先的观
测设施落户，使之成为国际光学天文研
究的重要基地。

“羲和号”发射
我国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

太阳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对地
球演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
10月 14日，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
术试验卫星“羲和号”成功发射，我国正
式步入“探日”时代，实现太阳探测零的
突破。

“羲和号”的全称是太阳Hα光谱探
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星，重
508公斤，设计寿命3年，运行于高度为
517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能够连续 24
小时对太阳进行观测，主要科学载荷为
太阳空间望远镜。

从发射“座驾”到卫星平台，再到科
学载荷，“羲和号”开创了许多个“首
次”：国际上首次开展太阳Hα波段光谱
成像空间探测；首次采用“动静隔离非
接触”总体设计新方法；首次提出“载荷
舱主动控制、平台舱从动控制”新方法；
首次实现卫星大功率、高可靠、高效无
线能源传输技术的应用。

“银河画卷”二期巡天计划启动
将提供更广域的分子气体分布数据

巡天是人类探寻宇宙信息的基本
手段，是一种对天空可扫描区域进行逐
块无差别扫描的系统观测方式，通过对
天空进行拉网式“普查”来发现未知天
体。

“银河画卷”巡天计划是我国唯一
在毫米波段的巡天项目，利用位于青海
德令哈的 13.7米毫米波射电望远镜进
行天文观测。今年 11月，为期 10年的

“银河画卷”二期巡天计划启动，将巡天
区域扩展至银道面附近银纬正负 10度
的范围，将为多波段天文研究提供更广
域的分子气体分布数据。

而“银河画卷”一期巡天项目自
2011年 11月起历时 10年，于 2021年 4
月底结束，完成银纬正负 5 度范围共
2400平方度的探测覆盖，建立了毫米波
分子谱线数据库。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银河画卷”巡天计划总负责人杨戟指
出，无论是一期还是二期项目，“一氧化
碳分子谱线”都是“银河画卷”计划的观
测核心，因为它能帮助科学家揭示分子
气体温度、密度等性质。

目前，我国已经出现若干有影响力
的天文巡天项目，除了“银河画卷”计
划，还有基于LAMOST开展的光谱巡天
观测、基于 FAST开展的脉冲星巡天观
测等。

（据《科技日报》）

回望2021年的浩瀚星空，中华民族迸发了最耀眼的华彩：“天
问”登火、“羲和”探日、“银河”巡天、“天宫”览胜……

这一年，探寻宇宙信息的大科学工程亦是硕果累累，“中国天
眼”发现201颗脉冲星、“拉索”观测到最高能量光子，惊艳了国际
天文学界；嫦娥五号带回月球“土”特产，翻开我国月球科学研究
的崭新篇章……

中华民族在探索星辰大海的浩然征途上正大步向前。

南京大学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教授于涵洋课题组综合运用合
成化学与定向进化的手段，从随机
文库中鉴定了具有核糖核酸（RNA）
内 切 酶 活 性 的 苏 糖 核 酸（TNA）序
列，能选择性沉默突变的 EGFR（表
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为基因治疗
提供了新型工具。该成果近日发表
于《自然—化学》。

RNA 既 能 像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一样存储和传递遗传信息，
又能像蛋白质一样催化反应，因此，
科学家认为地球早期的生命形式可
能使用 RNA 这一类分子同时承担

“遗传物质”和“酶”两个角色。但
是，在前生命环境中，RNA 的自发合
成仍存在挑战，所以，科学家推测在
地球生命进化早期，可能存在更简
单的核酸分子，作为原始的、前 RNA
遗传物质。

TNA 是一种化学结构更简单的
人工核酸，可以与互补的 DNA、RNA

或 TNA 链按照碱基配对的原则，形
成稳定的双螺旋结构。这个性质为
信息在不同遗传系统（例如 TNA 和
RNA）之间传递提供了可能。因此，
TNA 是一种可能的、前 RNA 遗传物
质。作为原始的遗传物质，TNA 除
了需要具备信息存储和传递能力之
外，还需要具有催化生物分子发生
化学反应的活性。除了在探究生命
起源相关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
意义，这些能加速化学反应的 TNA
酶在生物技术和分子医学领域有潜
在应用价值，比如，TNA 可以有效抵
抗核酸酶的降解，具有优越的生物
稳定性，因此，开发功能性 TNA 能够
为基因治疗等领域提供新型工具。

研究者利用体外筛选技术从随
机文库中鉴定了多个具有 RNA 内切
酶活性的 TNA 序列。其中 Tz1 具有
最高的催化活性，研究者对其进行
了 系 统 的 结 构 和 生 化 表 征 ，因 为
RNA 是细胞内遗传信息流动的关键

一环，可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重要
靶点。研究者尝试使用 Tz1 切割一
个 EGFR 突变基因产生的 RNA，该突
变导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酪氨酸
激酶抑制剂类的靶向药产生耐药。
研究者意外地发现 Tz1 能区分底物
上的单位点突变，即选择性切割发
生了突变的基因转录本，而不影响
正 常 的 基 因 转 录 本 。 利 用 这 个 性
质，研究者进一步展示了 Tz1 可以在
细 胞 内 介 导 高 度 选 择 性 的 基 因 沉
默，为基因治疗提供了新型工具分
子。

这一研究工作鉴定了具有 RNA
内切酶活性的 TNA 序列，为 TNA 作
为原始遗传物质提供了进一步的实
验支持。另一方面，该 TNA 酶能区
分底物 RNA 上的单位点突变，在细
胞 内 选 择 性 沉 默 突 变 基 因 的 转 录
本，为基因治疗提供了新型工具分
子。

（据《中国科学报》）

被称作“世界第三极”的喜马拉雅
山脉，坐拥世界第三大冰川，冰量仅
次于南极洲和北极。

然而，一项由英国利兹大学研究
人员领导的新研究警示，喜马拉雅冰
川正在以“异常速度”加速融化，这将
对亚洲数百万人的供水造成威胁。

这项 12 月 20 日发表于《科学报
告》的研究指出，喜马拉雅冰川在过
去 几 十 年 中 消 融 的 速 度 比 平 均 值
（700 年前~400 年前的“小冰河时期”
冰川扩增后的平均消融速度）快了 10
倍。研究人员称，喜马拉雅冰川正以

“异常速度”消融，该速度远超世界其
他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

研究人员利用卫星图像和数字高
程模型，重建了小冰河时期 14798 座
喜马拉雅冰川的大小和冰面面积，分
析计算出，目前冰川约 40%的面积已
经消融，使其冰川面积从峰值时期的
2.8 万平方公里缩小到今天的 1.96 万
平方公里左右；其间，损失了 390~586
立方米的冰——相当于今天阿尔卑斯
山脉、高加索山脉和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冰量总和；冰川融化的水使全球海
平面上升 0.92毫米至 1.38毫米。

喜马拉雅东部地区冰川消融速度
更快，以尼泊尔东部和不丹北部为分
水岭，表明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山脉
两侧不同地理特征及其与大气相互
作用产生不同天气模式导致的。

此外，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冰川湖
泊处的消融速度比陆地上的消融速
度快，而冰川湖泊对气候变暖有着多
重影响。这些湖泊的数量和大小都
在增加，因此，预计冰川消融将持续
加速。

“我们的研究清楚表明，喜马拉雅
冰川正在以比过去几个世纪平均速
度高出至少 10 倍的速度消融。消融
加速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才出现的，这

与 人 类 引 起 气 候 变 化 的 时 间 相 吻
合。”研究论文通讯作者、利兹大学地
理学院副院长 Jonathan Carrivick说。

喜马拉雅冰川的加速融化，对依
赖亚洲主要河流系统（雅鲁藏布江、
恒河和印度河等）获取食物和能源的
数亿人具有重大影响。

“相关地区的居民已经看到了几
个世纪以来这里未曾有过的变化。
我们的研究只是提供了最新的实证，
表明这些变化正在加速，并将对相关
国家和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论文合
著者、英国邓迪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
高级讲师 Simon Cook总结道。

（据《中国科学报》）

识别RNA单位点突变
这种人工核酸做到了

与发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