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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耳舒耳健康中心
应用祖国医学六经辨证，专业调理耳聋、耳鸣、耳痛、耳痒、耳眩晕、中耳炎听力减退

等耳亚健康者。根据中医典籍，偏方秘籍法，经过不断研究实践总结，找到了耳鸣耳聋的
源头，就是耳内经脉堵塞，日积月累了大量毒素，使神经受损，耳道耳鼓耳神经得不到滋
养，导致耳朵传导声音能力大大降低，耳朵分泌耳毒越来越多，就会出现耳道干涩、痛、
痒、肿胀，引发耳亚健康，耳毒超标，耳神经就因堵塞而萎缩，出现各种幻听，耳神经细胞
就会干瘪坏死，留在无声区。为了让更多耳鸣耳聋亚健康者早日摆脱耳困扰，决定进行推
广只需9.9元享受价值294元的超值服务，耳亚健康者可调理3天，报名热线:0471一5276685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获悉，
该所张学同研究员领导的
科研团队，最新发现一种
红外隐身材料。这种新材
料坚固、轻便、可折叠，可
以在不需要额外能源的情
况下躲过红外探测仪的

“法眼”，应用前景广阔。
自然界中的一切物

体，都会辐射红外线。物体
辐射红外线能力的大小，
和其表面温度直接相关。
因此无论白天黑夜，红外
探测仪都可以测量到目标
与背景间的辐射差，得到
不同物体的红外图像。现
有的红外隐身技术原理通
常是改变目标热辐射特
性，但这些隐身材料大多

有耗能持续、应用范围窄、
反应慢等不足。

此次研究中，技术人
员想要发明出一种可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温度，且不
需要额外耗能的红外隐身
材料。他们首先制造了一
种坚固但柔软的纳米纤维
气凝胶薄膜，这种薄膜具
有优异的隔热性能。将这

种薄膜用相变材料聚乙二
醇（PEG）浸泡并进行防水
处理，就得到一种轻薄、坚
固、柔韧，但红外隐身性能
优异的复合新材料。

由于纳米纤维气凝胶
薄膜本身是一种良好的绝
热材料，而聚乙二醇受热
时会储存热量并软化，凝
固时又释放热量后重新硬

化，在模拟太阳光照下，覆
盖目标物的复合薄膜可以
从太阳吸收热量，达到抑
制升温目的，就像周围环
境一样，使得目标物体对
红外探测仪“隐形”。当夜晚
来临，薄膜又能缓慢地释放
热量，以匹配周围环境。此
外，选用合适厚度的气凝胶
薄膜覆盖在发热目标与相

变复合薄膜之间，也能做到
让发热物体“隐身”。

“新材料不仅可以用
于红外隐身，还可以用作
电子隔热材料、电池隔膜
材料等，我们预测应用前
景会非常广阔。”张学同
说。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
日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
纳米》上。 （王珏玢）

新华社消息 非营利
机构以色列太空登陆组织
（SpaceIL）日前宣布，以色
列首个登月探测器“创世
纪”号已于7日上午成功完
成在月球周围的首次环月
机动飞行。

这是该探测器登陆月
球之前进行的关键性一
步。之后，它将放缓飞行速
度，在距离月球越来越近
的轨道上飞行，并按照计
划于本月11日在月球上着
陆。

7日当天的这次机动
飞行，使得探测器与月球
的距离从最远约10400公
里缩短到约750公里。

据悉，该探测器于本
月4日进入月球轨道。到
目前为止，探测器已经飞
行了近600万公里，大约
还要飞行约50万公里才
能登月，旅途可谓漫长。
而月球距离地球平均距
离约为38.5万公里。如果
该探测器11日成功登月，
它将进行两三天的实验，

收集月球磁场的相关数
据。

2月21日，以色列“创
世纪”号月球探测器由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
鹰9”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
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
发射送入太空。

“创世纪”号登月任务
由以色列太空登陆组织发
起，项目耗资约1亿美元。
该机构2月22日表示，“创
世纪”号探测器预计于4月
11日在月球上着陆。如果

着陆成功，以色列将成为
继俄、美、中之后第四个有
探测器在月表着陆的国
家。

“创世纪”号月球探测
器由以色列太空登陆组织
设计，并在以色列航空航
天工业公司、以色列科技
部等部门的支持下建成。
它高1.5米，直径2米，重约
600千克，装载的燃料重量
为其总重量的75%，是目前
世界上最小的登月探测
器。 （陈文仙 吕迎旭）

美加宇航员完成今年第三次太空行走
新华社消息 美国航天局8日说，国际空间站两名宇

航员当天完成了约6个半小时的太空行走，升级空间站机
械臂的供能系统。这是国际空间站上的第216次太空行走。

美国东部时间8日下午2时（北京时间9日凌晨2时），美
国宇航员安妮·麦克莱恩和加拿大宇航员戴维·圣雅克两
人完成了太空行走，用时6小时29分。

据美航天局介绍，这是今年国际空间站上的第三次太
空行走，两名宇航员成功给加拿大制造的机械臂安装了一
个冗余供电路径，并安装了线缆，从而扩大了轨道舱外的无
线通信覆盖，并增强了空间站上计算机网络的相关能力。

两名宇航员还重置了今年3月22日第一次太空行走时
安装的一个接装板，为未来电池升级做准备。3月29日进行
的第二次太空行走中，宇航员为空间站太阳能电池板换上
了新电池，并清理了空间站外的碎片。 （周 舟）

新华社消息 近日一
项新研究发现，澳大利亚
大堡礁新生珊瑚数量比历
史水平下降了89%。这意味
着不断升高的海水温度已
破坏了大堡礁的再生能
力。澳大利亚研究人员通
过研究大堡礁目前存活的
成年珊瑚发现，与前几年相
比，大堡礁的珊瑚再生出现
了“崩溃”，严重影响了珊瑚
种群的更新换代。其中，鹿
角珊瑚数量下降尤为严重，
下降率高达93%。2016年和

2017年连续两年海洋热浪
使得大堡礁大量珊瑚种类
出现白化甚至死亡，大堡礁
面积出现前所未有的缩减。
在过去20年间，大堡礁经历
了有史以来的四次大规模
珊瑚白化事件。

研究人员估计，即便不
再出现任何珊瑚白化事件，
大堡礁也需要5~10年的时
间恢复至原有水平。澳大利
亚詹姆斯·库克大学珊瑚礁
研究项目中心主任特里·休
斯警告说，珊瑚对温度变化
很敏感，所能承受的变暖程
度是有限的，“未来十年，人

们几乎无法避免第五次甚
至第六次珊瑚白化事件。大
堡礁珊瑚群存在整体崩溃
的可能”。相关研究成果近
期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
志上。

纵贯于澳大利亚东北
沿海的大堡礁是世界上最
大的珊瑚礁群，全长2300多
公里。正常情况下珊瑚会呈
现多种色彩，这些颜色来自
寄居的藻类，这些微小的共
生藻也通过光合作用为珊
瑚提供能量。没有了这些藻
类，珊瑚就会白化，最终因
营养不良而死亡。

新华社消息 全球多
国科研人员合作的“事件视
界望远镜”项目于10日发布
一项“开创性成果”，舆论普
遍认为这将是人类有史以
来获得的第一张黑洞照片。

据“事件视界望远镜”
项目官网发布的消息，美国
东部时间10日9时（北京时间
10日21时），在美国华盛顿、

中国上海和台北、智利圣地
亚哥、比利时布鲁塞尔、丹麦
灵比和日本东京将同时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事件视界
望远镜”的第一项重大成果。
据了解，黑洞是一种质量极
大的天体，具有非常强的引
力，在它周围的一定区域内，
连光也无法逃逸出去，这个
边界称为“事件视界”。

“事件视界望远镜”项
目利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射电望远镜，组成一台巨
大的虚拟望远镜，“拍照”
重点对象是两个黑洞，一
个是位于银河系中心的

“人马座A*”，另一个位于
代号为M87的超巨椭圆星
系中心。黑洞照片“冲洗”
用了约两年时间。

新华社消息 印度研
究人员最新发现，一种先
前未知的酶能够影响细菌
细胞壁的合成。以这种酶为
靶点，有望开发出新的抗菌
药物。印度细胞和分子生物
中心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
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

表论文介绍，他们在研究大
肠杆菌时发现，一种特殊的
肽聚糖水解酶在细胞壁合
成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酶
可以“剪开”原有细胞壁，为
新生成的细胞壁组织提供
空间，从而实现细胞壁的扩
展，让细菌得以生长繁殖。

研究人员说，这种酶在其他
细菌中也存在。若能抑制这
种酶的功能，则有望开辟一
条新的抗菌途径，研发出能
够杀死细菌的新药。他们接
下来的任务是弄清这种酶
的分子结构并开展新药研
发实验。

中国科研团队发现新型红外隐身材料

以色列首个登月探测器完成首次环月机动飞行

◎◎科技

海洋变暖破坏大堡礁再生能力

新华社消息 中国科
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一
支科研团队联合国际同行
做出最新估算认为，全球海
洋变暖速度比之前国际组
织预估的要快12%~21%。权
威学术期刊《科学》于北京
时间日前发表这一研究结
果。海洋在变暖，但变暖了
多少？不同国际机构基于海
洋观测得到的估计各不相
同。中科院大气所副研究

员成里京表示，2013年之
后，包括大气所团队在内
的几个国际团队使用新的
方法，做出了更准确的计
算，认为1971年~2010年间
全球海洋上层2000米变暖
速率为0.36~0.39瓦特每平
方米。新的几个估算值比
此前评估报告中的估算值
相互之间更接近，反映出
海洋变暖估算中的不确定
性正在减小。同时，新的估

算均显示出更快的全球海
洋变暖速率，比上述评估
报告中快了12%~21%。

科学家通常认为，温室
气体导致地球系统的能量
不断增加，这些能量主要累
积在海洋中，导致海洋变
暖，进而造成海平面上升、
溶解氧下降、极端事件加剧
等后果。若不积极应对，21
世纪将出现更强的海洋变
暖现象。 （董瑞丰）

■相关链接

全球海洋变暖了多少？

◎◎大自然

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今日面世

印度研究人员发现抗菌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