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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消息 探
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的
共同梦想。前不久，科幻电
影《流浪地球》的“爆红”，
再次激起人们对太空探索
的兴趣。然而，面对深空探
索，人类始终面临一个重
要难题———如何在浩瀚的
太空中，为宇航员或太空
旅客、移民者提供一个长
期、稳定的生命保障系统？

近日，在西北工业大
学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中
心的合成生物学实验室，
研究出可以向细胞外分泌
蔗糖的蓝藻。据了解，以此
为核心打造的蓝藻人造叶
片系统，可以构建类似地球
的生态环境，从而为解决人
类探索太空时的生存难题
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

什么是蓝藻？它是目前
地球上唯一已知的、能产生
氧气的光合自养型微生物，
也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微生
物之一。蓝藻具有比植物更
加高效的光合作用，是地球
上绿色光合植物的祖先，地
球富含的氧气主要是蓝藻
的贡献。同时，蓝藻又具有
极强的生命力，目前，人类
已在深海温泉和莫哈韦沙
漠内部的岩石中，发现有蓝
藻的生长。

“可以利用蓝藻这两
大特点，在太空极端环境
下，把二氧化碳和水还原
成人类必需的碳水化合物
和氧气。”合成生物学实验
室王文教授告诉记者：目
前，该实验室已初步建立
了完备、成熟的各种蓝藻
培养体系，并成功实现了
蓝藻的外源DNA转化技

术，建立的蓝藻基因编辑
体系为构建蓝藻人造叶片
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

“通过对蓝藻进行基
因编辑，我们成功获得了
可以将细胞生产的蔗糖自
动排到细胞外的蓝藻。”实
验发现，随着蓝藻的持续
培养，野生型蓝藻基本没
有变化，而实验组蓝藻却
持续地向细胞外产出蔗
糖，细胞外培养溶液里蔗
糖浓度累计能达到1.1G/L
以上。

“也就是说，每升培养
溶液可以产生1.1克蔗糖，
而且这个生产过程是持续
不断的。”王文教授表示，
这已达到了目前国际上同
类工作的最高水平，而且
这一特性有望进一步改造
完善，大幅度提高产量。

利用这样的特性，科
学家们进一步锁定了研究
的新方向：设计蓝藻人造
叶片———一种以培养蓝藻
为核心的、类似太阳能板

的装置。
“在太空中，这种装置

保护蓝藻不受太空辐射，
以及极限温度、极度干燥
等太空环境的伤害。”同
时，还可以有效利用太空
中的光照和装置里不断循
环的含二氧化碳的液体，
给蓝藻一个适宜生长繁衍
的培养环境。

改造过的蓝藻，将不
断分泌蔗糖等碳水化合物
以及氧气。随着循环水流，
这些能量物质和氧气被排
到装置外收集起来，成为
人类需要的食物等能源物
质。

“有了碳水化合物，就
可以改造别的工程菌，生
产出氨基酸、维生素、能
源、药物、各种化工材料
等。”王文教授进一步介
绍：以人造叶片为核心，同
时建立一个废物处理循环
系统，使废水、废气经过蓝
藻处理变成可再利用的生
活用水和新鲜空气，从而

形成一个完全自产自足的
太空生存系统。

据介绍，经过亿万年
进化，地球才形成了适宜
人类生存的环境。要模仿
构建类似地球、如此复杂
的自然界生态系统，在小
尺度上是难以保持长时间
自主循环运行的。“但如果
把蓝藻大幅度改造，做成
人造叶片，可操作性比构
建一个生态系统要容易得
多”。

从严格意义上讲，基
于蓝藻开发的人造叶片装
置不是生态系统，而是人
为可控的装置，“它在未来
太空探索和太空移民初始
阶段具有方便、高效的优越
性。”这种利用合成生物学，
以蓝藻为核心开发的能量
生产、废物处理、环境改造
等多功能的人造叶片装置，
对于我国航天科技和太空
探索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
创新意义和实际价值。

“如果将来蓝藻的产糖
量可以进一步提高，人类在
太空旅行只需要背着一个
背包大小的装置，就可以维
持氧气和食物供应。”随着
蓝藻人造叶片系统研制的
日趋成熟，实验室的蒿飞博
士对未来充满期待。

他告诉记者，将来，还
可以在火星表面建立大量
的蓝藻人造叶片装置，改
造星球表面的大气层。同
时，利用蓝藻的微生物特
性，对火星表面的土壤进
行改造，再结合人造叶片
装置，在星球表面开发出
一片能种植农作物的生产
基地，“最终，把火星改造
成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

（孙海华 赵媛媛）

古生物学家发现
世界最袖珍恐龙足迹化石
《光明日报》消息 中外科学家团队在韩国发现一

件极为罕见的恐龙足迹化石，其细节对于理解极小型
兽脚类恐龙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古生物学家经常
会发现骨骼化石，偶尔还能找到足迹化石，但是像肌
肉或皮肤这样的软组织残留物则极为罕见，而且往往
保存得不好。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与韩国、美国学者一
直在积极寻找一种特殊的足迹———小龙足迹，这是世
界上最袖珍的恐龙足迹。常见的恐龙足迹长度约20到
30厘米，但小龙足迹却只有2厘米左右，在野外不仔细
辨认的话，很可能就会错过。这些精致的小龙足迹一
共有4个，组成了一道行迹，仿佛跨越了1亿年的时空
遇到人类。“小龙足迹仅在韩国和中国发现，是东亚白
垩纪的特有足迹。这是世界上第10处发现有小龙足迹
的化石点，也是首次发现这种足迹的皮肤印痕。”有关
专家告诉记者。

古生物学家还发现，小龙足迹的鳞片模式与其他
肉食性兽脚类恐龙的足迹相似，而明显区别于古鸟类
的脚底鳞片模式。此前发现的肉食性兽脚类恐龙足迹
的鳞片要大得多，直径可达2厘米左右，大约一个硬币
那么大。 （张 蕾）

“进深山、闯荒岛、涉
沙漠、出大海没有网络信
号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

“上百颗卫星，打造全球无
缝覆盖的超级‘星链’
WiFi”……作为我国正在
建设的首个全球低轨宽带
互联网星座系统，虹云工
程的进展备受关注。

近日，中国航天科工二
院党委书记马杰告诉记者，
虹云工程目前正在进行天
地联调试验，今年下半年将
进行通信应用示范，直接为
用户提供通信服务，这也将

是我国第一个低轨宽带天
基互联网的应用示范。

虹云工程是基于低轨
卫星星座而构建的天地一
体化信息系统，该工程计划
发射156颗卫星，旨在为全球
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星链”
WiFi互联网接入。整个工程
实施分为3个阶段，并计划于

“十四五”完成整个工程的部
署，开展正式的运营服务。

马杰说，虹云工程有
望实现“让全球无缝覆盖
WiFi”的关键就在于，用Ka
频段作为用户链路以实现
宽带通信。相对于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低轨宽带由

于卫星运动，星地波束能
否互相指得准、对得正、跟
得上至关重要。

2018年12月22日，由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所属空
间工程公司抓总研制的虹
云工程技术验证星成功发
射入轨。截至目前，卫星在
轨运行状态良好。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
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今年1月7日，虹云
工程项目团队微信群中收
到一条这样的信息，这是一
封虹云工程试验队员在技
术验证系统首次天地连通
通信试验中通过虹云工程

技术验证星发来的“锦书”。
这之后，虹云工程项

目团队又完成了多次全系
统、全流程互联网业务通
信功能试验和多用户站入
网通信试验，均取得成功。

正如微信“锦书”中所
写的，历经攻关和试验，虹
云工程技术验证星终于为
低轨卫星互联网技术和产
品研制搭建起了一个空间
试验平台，标志着我国低
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迈
出了坚实一步。

据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5所副所长董胜波介绍，为
了让用户享受到与家里一

样的上网速度和服务体验，
25所作为虹云工程的地面
用户终端研制单位，设计了
固定式和移动式两型用户
站。

董胜波说，用户站直接
为用户提供通信服务，设计
指标的优劣直接影响用户
体验。与现有传统卫星相
比，该用户站可大幅提升通
信速率，为用户带来更快速
的上网服务，同时信号传输
更加稳定，覆盖面更广。

他说，移动式二维相
控阵用户站的收发子阵是
最核心也是难度最大的一
部分，虹云工程组网卫星

在低轨运行后，地面用户
站能否快速准确地在卫星
间和卫星内进行极为频繁
的切换，保证高质量通信，
就是靠这个子阵来实现。

令人期待的是，这个
设计还有望与5G时代发生
联系。董胜波说，这个我国
自主研制生产的子阵仅火
柴盒大小，易于与飞机、轮
船、高铁等共性布局，也具
有低成本价格优势。该子
阵成功研制，可快速推进
二维相控阵天线在卫星通
信领域的应用，并在不久
的将来实现在5G基站中使
用。 （据新华社报道）

全球超级“WiFi”还远吗？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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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藻人造叶片系统能帮助人类移民火星？

人造叶片

（西北工业大学供图）

人造叶片工作示意图

（西北工业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