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主编：刘国新 责任编辑：潘佳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18年8月21日 星期二 邮箱：nmgswxz@163.com

科技
11

焦点看台焦点看台 科技领航

□张泉 王琳琳

中科院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单条
染色体的真核细胞，是继原核细菌“人造生命”之后的
一个重大突破。日前，该成果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自然》在线发表。

历经4年，通过15轮染色体融合，中科院分子植
物卓越中心／植生生态所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作者
采用工程化精准设计方法，成功将天然酿酒酵母单倍
体细胞的16条染色体融合为1条，染色体“16合1”后
的酿酒酵母菌株被命名为SY14。

经鉴定，染色体三维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SY14
酵母具有正常的细胞功能，除通过减数分裂有性繁殖
后代减少外，SY14酵母表现出与野生型几乎相同的
转录组和表型谱。从而颠覆了染色体三维结构决定
基因时空表达的传统观念。

此外，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的“诞生”，突破了人
们对于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界限的传统认知。

生物学教科书中将自然界存在的生命体分为具
有被核膜包裹染色体细胞核的真核生物和染色体裸
露无核膜包裹的原核生物，真核生物通常含有多条线
型结构的染色体，而原核生物通常含有一条环型结构
的染色体。

专家表示，该成果表明，天然复杂的生命体系可
以通过人工干预变简约，甚至可以人工“创造”自然界
不存在的生命。

覃重军表示，该研究对于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酿酒酵母三分之一基因与人类基因同源。人类
的过早衰老与染色体的端粒长度直接相关，端粒的缩
短还与许多疾病相关。与天然酵母的32个端粒相
比，SY14酵母的单条线型染色体仅有2个端粒，为研
究人类端粒功能及细胞衰老提供了很好的模型。

自然科研机构中国区总监保罗·埃文斯表示，这
些酵母菌株也可成为研究染色体生物学基本概念的
强大资源，包括染色体的复制、重组和分离等，这些都
是生物学领域长期以来十分重要的主题。

中国创造世界首例
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

日前，有史以来飞得最快的航天器
——美国“帕克”太阳探测器升空，正式开
启人类历史上首次穿越日冕“触摸”太阳
的逐日之旅，这也将成为迄今最“热”的太
空探测任务。

美国东部时间8月12日3时31分（北
京时间8月12日15时31分），“德尔塔4”
重型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
拉尔角空军基地腾空而起，搭载着小汽车
大小、重约635千克的探测器直入云霄。
美国航天局说，“帕克”将在未来7年内环
绕太阳飞行24圈，并在金星引力的帮助下
调整轨道逐渐逼近太阳，最终抵达距离太
阳表面约610万千米的地方，成为有史以
来最靠近太阳的航天器。

作为第一个将直接从位于太阳大气
最外层的日冕中穿越的探测器，“帕克”将
使人类能够近距离测量太阳外层空间的
电场和磁场，研究日冕物质抛射的物理机
制，从而更准确地预测太阳风暴对人类生
活可能造成的影响。

此次“帕克”的“触日”之旅有三大看
点：

最快最近首“触日”
“帕克”重约635千克，大小如同一辆

小汽车。美国航天局指出，这个探测器
“相对较轻”，因为接近太阳需要巨大的能
量。“帕克”使用当前世界上推力最大的火
箭之一“德尔塔4”发射，所用发射能量是
前往火星的55倍，比前往位于太阳系边缘
的冥王星也多出1倍。

上天后，“帕克”将越飞越快，打破人
造物体的飞行速度纪录——在最接近太
阳时，1小时就能飞 70万千米。按这种
速度，只要 1分钟就能从华盛顿飞到北
京。不过，要接近太阳，还必须借助行星
的引力踩“刹车”减速。这个行星，就是
金星。“帕克”将7次近距离飞掠金星，利
用其引力调整轨道并降低速度，从而逐
渐靠近太阳。按计划，“帕克”将于9月底
第一次掠过金星，然后于11月首次抵达
近日点。美国航天局说，这时“帕克”距
太阳只有36个太阳半径的距离，约2500
万千米，其实已经成为史上最靠近太阳
的航天器。“帕克”预定工作寿命7年，其
间将环绕太阳24圈，最终将飞至距太阳
表面约 610 万千米的最近点，只有不到
10个太阳半径的距离。这意味着，探测
器进入了日冕层内。日冕是太阳大气的
最外层，在这里，带电粒子被加速到超音

速并飞离太阳，形成了可能危害地球的
太阳风。

构成太阳风的带电粒子与太阳表面
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这一间距的上层边界
被称为“阿尔芬点”。“帕克”项目科学家克
里斯托弗·克莱因说：“如果‘帕克’进入了

‘阿尔芬点’之下，我们就可以说它进入太
阳大气层并‘触摸’到太阳了。”

酷热高温都不怕
太阳表面温度约6000摄氏度，而位

于太阳大气最外层的日冕可达上百万摄
氏度，“帕克”如何耐受得住太阳之火而不
被烧化呢？

美国航天局说，尽管日冕温度高得惊
人，但因为物质密度低，可导热粒子稀少，
对航天器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大，这就好像手在热烤箱里能比在热水
里坚持更长时间。按照他们的计算，“帕
克”进入日冕后，面向太阳的那一面将仅
被加热到约1400摄氏度，尽管这个温度
也足以让铁熔化。更重要的是，“帕克”面
向太阳的一面装有厚约11.4厘米的防热
罩，由轻质碳复合泡沫制成，表面涂有白
色陶瓷涂料，可反射尽可能多的阳光，使
探测器内部的工作环境可维持在30摄氏

度左右。
“帕克”探测器上也有设备没有躲在

防热罩后，其中一个是被称为“法拉第杯”
的传感器，用来测量太阳风中离子和电子
的相关数据。“法拉第杯”使用钼合金制
成，其熔点高达2349摄氏度，而为它产生
电场的芯片由钨制成，熔点高达3422摄
氏度。

四大仪器解谜题
费尽心机探测太阳，并非只是满足

“奔日”梦想。人们对太阳的了解还远不
充分，其中一个主要的未知领域是日冕物
质抛射和太阳风形成等太阳活动。比如，
科学家尚不清楚太阳风中的粒子如何获
得加速度。另外，日冕温度远高于太阳表
面，这也是一个谜。为回答这些问题，“帕
克”探测器搭载了四大仪器，分别是测量
日冕电场和磁场的FIELDS、记录太阳风
中 粒 子 速 度 、密 度 和 温 度 等 数 据 的
SWEAP、直接给太阳日冕拍照的WISPR
以及测量粒子能量及种类的 ISIS。美国
航天局说，“帕克”探测器将在日冕层展开
近距离观测，希望能“革命性改变对太阳
的认识”。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本报记者 白莲

“今天傍晚时分，天空将上演日偏食天象，这
是今年第三次也是我国能观测到的唯一一次日
食……”8月11日，一则消息让很多天文粉们激
动不已。

当日傍晚，位于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境内的
国家天文台明安图观测基地的抛物面天线遥指
西方，把中心对准太阳，密切跟踪接收来自太阳
的射电辐射。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通过草原“天
眼”观测日食活动。

测绘大地，
认识不一样的草原“天眼”

2008年，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在美丽的锡林
郭勒大草原上，开始建设世界先进的中国射电频
谱日像仪设备。国家天文台明安图观测基地位
于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地处草原，四
周有丘陵环绕，海拔1365m。选址明安图镇，不
仅因为这里的无线电环境能满足科学研究需要，
而且这里还是我国清代杰出蒙古族天文学家明
安图的故乡。

早在2002年，国家天文台就经国际小行星
委员会批准，命名了“明安图星”来纪念这位伟大
的少数民族天文学家，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基
地和日像仪正在草原上睁开人类探索未知的“天
眼”，一览太阳的风姿。

草原“天眼”——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是
我国太阳物理规划近5—10年大力发展的“两天
两地”设备中的地面设备之一，得到了“十一五”国
家“973”项目中的重大设备和中国科学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天文联合重点项目支持。

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作为“国际新一代太
阳射电望远镜”，是由40面4.5米口径天线和60
面2米口径天线组成。总共100面天线分别组
成分米波和厘米波两个射电综合孔径阵列，阵列
由放射状的三条悬臂基线分布在方圆10平方公

里范围内，基线最长3公里。
这些天线中心对准太阳，源源不断地接收太

阳射电辐射，而后经仪器分析解读，呈现出直观
影像，同时实现以高空间、高时间和高频率分辨
率观测太阳爆发活动的动力学性质，探测太阳剧
烈活动的起因。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太阳与日球分会主席、中
科院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主任颜毅华告诉记者：

“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的工作原理是在干涉仪
的基础上，把多个口径比较小的望远镜综合成一
架大望远镜，利用傅里叶变换原理进行成像。”

整个望远镜由2个阵列组成，其中，MUS-
ER-I为分米波阵，由40个口径为4.5米的抛物
面 天 线 单 元 构 成 ，观 测 频 率 为 400MHz—
2.00GHz，64个频率通道；MUSER-II为厘米波
阵，由60个口径为2.0米的抛物面天线单元构成，
观测频率为2.00-15.00GHz，520个频率通道。

仰望星空，
揭开太阳的神秘面纱

太阳是离人类最近、对人类影响最大、也是
与人类生存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颗恒星，加
强对太阳活动的起源、发生发展规律、以及未来
活动预报的研究，直接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生存
和发展。

太阳的剧烈爆发活动可引发灾害性空间天
气事件，能对航天、卫星通信、导航、电网运行等
高技术系统和设备造成损害。由于地球大气对
来自太阳的射电辐射近似透明，因此地基射电
望远镜是研究太阳活动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
之一。

国际上此前已开展的太阳射电观测成效有
限，在单一频率、少数几个频点上，要么只能成像
观测，要么只能显示时变曲线；在较宽频率范围
内，则只能显示动态频谱。

太阳爆发活动在很宽的频带发生，科学家不
仅要知道其发生的时间，更要知道具体位置，而
草原“天眼”设计之初就具备这样的功能。明安

图射电频谱日像仪具有在超宽频带上同时以高
时间、空间和频率分辨率观测太阳的能力，各项
参数在国际太阳射电观测设备中处于领先地位，
为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活动研究提
供了新的观测手段，将极大地促进太阳物理和空
间天气科学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
的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国际先进水平，主
要创新点包括：采用宽频带线极化馈源加3dB
电桥移相器，自主研制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高性能超宽带双圆极化馈源；通过一系列先进
技术应用和创新性的系统集成实现多通道幅相
一致性和稳定性；通过解决宽带信号信道化的
高效算法实现、高速延迟补偿与条纹旋转实现
技术和多通道信号采集同步与相位稳定等关键
技术，研制成功国际最大规模的太阳射电观测
高速相关处理阵列。

太阳射电观测，曾经在射电天文学的早期
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仍然是射
电天文学的重要分支。由于射电信号对日冕动
力学过程无与伦比的响应能力，从而使之成为
我们研究太阳活动及日地空间环境最重要的探
测手段之一。世界各主要大国，如美国、俄罗
斯、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印度等都先后研
制建成了性能各异的太阳射电望远镜并不断进
行升级改造，其主要目的便是探测研究太阳活动
的本质和规律，并揭示太阳活动对日地空间环境
的作用和影响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环境。

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的初步观测结果中
显示图像有新的亮源、细节更丰富，能揭示更多
的物理过程，空间分辨率也更高，显现出强大的
探测能力。该设备在对太阳爆发的观测中具有
前所未有的分辨本领，将在太阳物理及空间天气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颜毅华告诉记者，2013年以来，草原“天眼”
已进行了一系列太阳射电观测，提升了中国对空
间天气的研究和预报能力，以此尽量避免太阳剧
烈活动对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

□王琳琳 张紫赟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解决黑臭水体污染治理的世
界性难题提供了新选择。我国科学家研发出一种新材
料，将其平铺在黑臭水体表面，太阳光照射2周内，可
明显改善水质。相关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拥有发明专利50多项，已在上海、安徽、江苏等地
成功示范，正成为整治黑臭水体和污染防治的利器。

这一科研成果，由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黄富强带
领2家科研机构，历经7年攻关获得。其成功研发的新
材料，由三维石墨烯管和黑色二氧化钛2种特殊材料
混合而成，治污原理是“物理吸附+光化学催化降解”。

有害有机物是黑臭水体的“元凶”，治理黑臭水体
关键是消除这些有机物。自然环境条件下，借助生态
的自修复功能，水体中的有害有机物可以自行降解，
但污染严重的黑臭水体自修复能力很弱，生态净化周
期会比较长。新材料可帮助黑臭水体加快有毒有机
物的降解速度，缩短水体净化时间，并重新开启生态
环境的自修复净化能力。

在示范应用期间，项目团队在上海、安徽、江苏等
地共铺设新材料光降解网3000多张，覆盖水域总面积
近4万平方米。上海轻工业环境保护技术研究所检测
中心和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重点实验室
的检测结果显示，治理仅7天后，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等代表性指标均从劣五类水改善至五类水以上。

新材料还具备成本比较优势。黄富强介绍，将新
材料与市面主流材料进行实验室对比测试，针对印染
废水、制革废水、造纸废水等典型的难降解高浓度有
机废水，市面材料20分钟可降解完成，而新材料只需
2－3分钟，降解速度大幅提高，但制备成本与市面材
料相当。

目前，这一成果的两大关键材料已走出实验室，
实现快速、无污染、低缺陷规模化制备，由团队自主设
计、搭建的低成本技术生产线已具备50吨年产能。

新材料助力
黑臭水体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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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在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明明
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作为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作为““国际新一国际新一
代太阳射电望远镜代太阳射电望远镜””，，源源不断地接源源不断地接
收太阳射电辐射收太阳射电辐射，，而后经仪器分析解而后经仪器分析解
读读，，呈现出直观影像呈现出直观影像，，同时探测太阳同时探测太阳
剧烈活动的起因剧烈活动的起因。。以我国清代杰出以我国清代杰出
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安图命名的国家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安图命名的国家
天文台观测基地和日像仪天文台观测基地和日像仪，，在广袤草在广袤草
原上睁开人类探索未知的原上睁开人类探索未知的““天眼天眼””，，窥窥
探与解读太阳的秘密探与解读太阳的秘密。。

深度探索深度探索

““帕克帕克””一飞冲天一飞冲天
开启开启““触日触日””之旅之旅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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