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新

知

2019 年 3 月 28 日 星期四

新型离子阱质谱仪问世

探秘太阳、地球和天气——

科学认知自然 迎接光明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如果没有了太阳，地球
会怎样？从此白天与黑夜没
有了分界，每天醒来迎接自
己的将不再是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
45 亿多年以来，太阳这
颗炽热的恒星一直是地球上
天 气 、气 候 、生 命 的 能 量 之
源。而人类对太阳、地球与
天气之间科学关系的研究也
从未止步

上图 中国气象
局开放日活动现场。
左 图 在 3 月 23
日中国气象局开放日
活动上，工作人员向
公众介绍静止轨道微
波探测仪。
下图 工作人员
在开放日活动上向公
众介绍针对多种气象
灾害的决策辅助系
统。
郭静原摄

今年 3 月 23 日是第 59 个世界气象日，
主题是“太阳、地球和天气”。为凸显太阳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世界气象日
以这一主题呼吁大家关注气候变化、合理
利用气候资源等，传递促进政府和社会公
众深刻认识和理解自然规律、科学防范极
端天气气候风险、积极适应和应对气候变
化的目标和理念。

假如没有太阳，地球会怎样
我们生来就拥有世上最耀眼的光芒，
这就是阳光。
前不久大热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中，就是因为太阳急速老化，导致气候急剧
变化，地表变为死城。人类不得不开始一
场关乎命运的大逃亡：利用行星发动机推
动地球偏离轨道，从而离开太阳系。
好在现实中，太阳作为太阳系里唯一
一颗能够自己发光发热的恒星，还将源源
不断地为地球提供能量，令万物欣欣向荣。
“太阳几乎是地球唯一的热量来源，地
球大气 99.99%的热量都来自太阳。
因此，
没
有太阳就没有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也没
有气候和天气过程。”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华说。
具体而言，来自太阳的辐射到达大气
上 界 之 后 ，会 通 过 大 气 的 传 输 抵 达 地 球
表面。地球接收到能量便会向外发射长波
辐射，即通常所说的地球辐射，这两者的平
衡则决定了大气和地面的温度。
“太阳给了人类生存需要的热量，也给
了我们必需的水分。”张华解释称，正是由
于受太阳高度角和下垫面性质的影响，造
成了南北纬向的温度梯度，而不同纬度的
温差和海陆温差驱动着全球大气各种尺度
运动，包括大气环流运动、各种中长期天气
过程、中小尺度对流过程等。像人们熟悉
的台风和暴雨等极端天气过程，都是由于
上述温度结构驱动的热力、动力和水分循
环在一定触发机制下产生的。
这颗敬业的宇宙级大火球，除了为地
球营造了美丽丰富的生态环境，还带来了
各具特色的气候体验。因受到太阳巨大的
引力作用，地球除了自转外，还按照一定轨
道围绕太阳转动，由此形成了昼夜变化；地
轴相对于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的倾斜角，
则决定了从赤道到两极任何纬度获得的日

照时长和日照量，从而产生四季更替与不
同的气候带。
如果没有太阳提供的光照与热量，地
球会怎样？今年年初，仅一个月的阴雨寡
照天气，就让我国南方地区人民叫苦不迭；
1815 年，坦博拉火山爆发产生的大量火山
灰聚集在高空，导致大量阳光无法直射地
面 ，全 球 因 而 遭 遇 了 可 怕 的“ 无 夏 之
年”……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研究
员申彦波表示，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说，太
阳、地球和天气，构成了人类以及地球上所
有生命得以生存的三重必要条件。

全球变暖，是太阳惹的祸吗
根据测算，今年 2 月份出现了一整月
太阳“无黑子”现象。太阳黑子由天文学家
伽利略首次发现，它是太阳表面出现的黑
斑，指代太阳表面磁场较强的区域，由于比
周围环境的温度低，看起来发黑。太阳黑
子的变化也用于表征太阳活动的强弱。
那么，太阳活动的强弱对天气有什么

影响吗？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空间天气室主
任张效信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处于太
阳活动低年，经常有一两个月没有任何黑
子。但在 2025 年左右，地球将开始走向太
阳活动高年，太阳活动进入高发期。据统
计，太阳活动低年常常伴随着极端天气现
象，包括暴雨、强对流等，它们与太阳活动
密切相关。
“而在太阳活动高年，太阳耀斑、日冕
物质抛射等现象可能同时发生，对人类造
成的影响又是多种多样的。”但具体说太阳
活动与极端天气存在什么样的物理关系，
太阳活动跟冰河期有没有关系，张效信表
示，人们已不断加强对太阳到地球对流层
以上的空间天气科学的重视，正开展进一
步研究。
忙着发光发热的太阳，会是全球气候
变暖的罪魁祸首吗？
“ 其实，当地球释放的
能量与吸收的能量相同时，能量收支平衡，
平均气温是保持稳定的。”张华说，但从 19
世纪后半叶的工业时代起，全球平均气温
已经上升了约 1℃。目前，气候变化日趋
剧烈，比地球绕太阳公转引起的气候变化

更加迅速。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让生态系
统和人类都难以适应。
张华介绍，仅有约 70%的太阳辐射能
量能够进入大气层，最后仅剩下约 46%的
能量抵达地球表面，用于加热地表。地表
温度升高后，会向外发出长波辐射。这部
分能量又会被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比如二
氧化碳、臭氧等吸收之后再传给地面，使得
地面温度上升，形成温室效应。
“但这种自然的温室效应是地球适合
人类居住的主要原因。”张华说，随着工业
革命不断深入，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越来
越多，引发了额外的温室效应，也就造成大
气和地面额外的增暖，从而导致全球气候
变暖。此外，过去 30 年的气象卫星测量数
据表明：太阳输出的能量并没有增加。这
也可以证明，目前地球上发生的全球变暖
不能归咎于太阳活动的变化。
事实上，全球变暖的时间尺度是 100
多 年 ，空 间 尺 度 是 全 球 平 均 地 表 气 温 升
高。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寿命决定了它们
所积累的浓度，像二氧化碳的寿命达 100
多年，即使我们现在减少排放，它的累积浓
度依然在增加，全球变暖的趋势仍不能停
止。”张华说。

关注自然，气候资源该怎么用
“ 春 雨 惊 春 清 谷 天 ，夏 满 芒 夏 暑 相
连”。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于
汉代确立了“二十四节气”，形成关于气候、
时令、物候等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和社会
实践。人们透过自然现象认知天气的规律
性，并顺天应时趋利避害、安排农业生产。
不同的气温、日照、雨量，对应着不同庄稼
的种类和分布，实际上就是对气候资源的
利用。这一做法古已有之，今更胜昔。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中，我
们积极服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内政外交，
在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中发
挥科技支撑作用，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
自觉行动。”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气候资源的概
念也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包括风能
资源、太阳能资源、空中水资源，农业上利
用的温度资源、光合有效辐射资源，以及气
象旅游资源等。
申彦波介绍，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是
目前最主要的利用气候资源发电方式。我
国从本世纪初逐步开展大规模风力发电和
太阳能发电。
2009 年，
我国新增风电装机容
量全球第一；
2015 年，
我国新增和累计光伏
发电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
2018 年，
我国
风电和光伏发电占到整个电力供应的 10%
以上，
而最初这个比例仅为 1%至 2%。
对于风能、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长
期存在一个困扰——即这两种能源都不稳
定，需要“靠天吃饭”。如今，通过多方研
究，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取得了新进展。
申彦波介绍，比如储能，就是把能源存储起
来，形成稳定状态，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提供
能量。此外，我国特高压电网建设已加速
推进，将可以支撑更多的波动性电力并网，
推动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放眼未来，随着能源成本下降和技术
提高，不仅在中国，全世界的可再生能源发
展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申彦波说。

我国发现距今 5 亿多年清江生物群
《科学》杂志称其为“寒武纪化石宝藏”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张兴亮教授在介绍化石相关
情况。
（资料图片）

“早期生命是如何起源的？
‘ 寒武纪大
爆发’的奥秘是什么？”西北大学早期生命
与环境创新研究团队的张兴亮、傅东静等
人日前在顶级期刊《科学》杂志首次向全世
界公布他们历时 12 年的研究成果：中国湖
北长阳地区发现了距今 5.18 亿年的寒武
纪特异埋藏软躯体化石库——清江生物
群，这是古生物学界又一突破性发现。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被称为古生物学
和地质学上的一大谜题，在不到地球历史
百分之一的时间内，诞生了绝大多数动物
门类，曾令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倍感困惑。
不过自 1909 年以来，随着加拿大布尔
吉斯生物群、中国云南澄江生物群等页岩

型生物群相继被发现，为研究“寒武纪生命
大爆发”之谜提供了科学依据。
长阳地处鄂西南山区，位于长江和清
江中下游，寒武纪地质层分布广泛。2007
年暑假，湖北天气异常炎热。25 岁的博士
新生傅东静跟随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
兴亮带领的野外踏勘队到长阳地区考察。
“当时的目标层位是石牌生物群，它比澄江
生物群的出现时间稍晚，年龄更轻。我们
每天背着干粮在没有路的山里兜兜转转，
连续找了十几天，并没有什么大的收获。
那天已近傍晚，我们沿着河边往回走，张兴
亮老师低头一看，说‘这石头多好啊，敲一
敲再回吧’，大家于是取出地质锤叮叮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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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敲。很快，张兴亮老师就找到了拇指长
的半只虫化石——林乔利虫。”傅东静回忆
道。
林乔利虫是布尔吉斯页岩化石库很有
代表性的一种“虾”状节肢动物。紧接着，
踏勘队还在这个位置找到了纳罗虫。而在
1984 年侯先光教授发现澄江生物群时，第
一个发现的化石也是纳罗虫。随后的 12
年里，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环境创新研究
团队长期坚持野外发掘和室内研究，最终
对清江生物群形成了初步研究成果。
在位于长阳丹水河附近的团队工作室
里，经济日报记者通过显微镜放大后的照
片，看到了 5.18 亿年前的海洋世界——有
的生物像水母、有的像海虾、有的像蠕虫，
或者像西瓜、像花朵……千奇百怪。有些
生物甚至连触角和腹部的纹理都清晰可
见，栩栩如生。
“目前在后生动物（除原生动
物外其他动物的总称）属中，85%不具有矿
化骨骼，能发掘出如此多形态完整的软躯
体化石，实属罕见。”张兴亮说，由于化石主
要以原生碳质薄膜形式保存，未经明显的
成岩作用和风化作用改造，后生动物相对
多样性最大。
此次发现的清江生物群，在其 4351 件
化石标本中，已分类鉴定出 109 个属，其中

53%为此前从未有过记录的全新属种。生
物统计学“稀疏度曲线”分析显示，清江生
物群的物种多样性将有望超过全球已知所
有寒武纪软躯体化石库。
“清江生物群与澄江生物群同处于寒
武纪动物门类爆发式起源演化的极盛时
期。与澄江生物群相比，清江生物群生活
于远离海岸的较深水环境，代表了同一时
期不同古地理环境下全新的生物群落。两
者的科学研究价值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张
兴亮介绍，对清江生物群众多化石类群的
深入研究，必将为早期动物的起源与演化
提供重要信息，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寒武
纪大爆发的科学认识，并将引起古生物学、
沉积学、埋藏学、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等诸
多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我们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后续可能
还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研究。”张兴亮
说，他们将通过对清江生物群的研究，进而
探索 5.18 亿年前更多的未知奥秘。
《科学》杂志发表评论文章认为：
“清江
生物群是令人震惊的科学发现，化石丰度、
多样性和保真度世界一流，科学价值巨大，
后续研究将有可能填补我们的认知空白，
并解决动物门类起源演化方面一系列科学
问题。”

27 种毒品 2 秒钟即可识别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报道：毒品走私和犯罪深
受全球关注。随着新型毒品层出不穷，执法部门对毒
品现场快速识别技术和设备的需求也愈发迫切。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快速分析与检测
研究组李海洋、侯可勇研究员团队与云南警官学院、
毒品分析及禁毒技术公安部重点实验室合作，
共同研
制了一种热解析丙酮辅助光电离微型离子阱质谱仪，
实现了禁毒现场复杂基质中疑似毒品物质的快速识
别，
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分析化学》杂志上。
该离子阱质谱仪使用丙酮作为添加试剂，提高
了仪器对毒品检测的灵敏度。此外，丙酮试剂离子
强度调节仪器参数实现了稳定可控，拓展了仪器对
毒品现场定量分析的线性范围，提高了仪器的定量
稳定性。
在禁毒过程中，执法人员经常遇到一些植物性
毒品和疑似含毒品饮料，这些样品成分复杂，往往难
以准确识别其中的毒品成分。对此，科研人员基于
该质谱仪，提出了一种温度分辨热解析进样方法，通
过程序控温，保证各个毒品成分在各自最佳的温度
下被解析检测，成功实现了复杂基质中毒品成分的
有效检测。
据悉，该仪器可检测的毒品范围覆盖传统毒品、
新型合成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和致幻剂等 27 种毒
品，所有毒品的检出限均达到纳克量级，且单样品分
析时间小于 2 秒钟。

国内最新分子影像技术产业化——

为外科医生配上“千里眼”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广东珠海市金湾区政
府日前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医学影像实验室所属
成果转化企业——北京数字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投资协议。该公司将落户珠海国际健康港，投
资 10 亿元引入国内最新的分子影像技术开展产业
化生产，以精准医疗设备为外科医生配上“千里眼”。
对肿瘤的精确定位一直困扰着临床医生。此次
珠海引入的高端肿瘤分子影像精准手术导航器材及
药物产业化项目，将利用分子影像技术，使医生的视
野从可见光扩展到近红外光，并在手术中能实现对
病灶区域的精准成像，提高病灶组织的检出率，减小
疾病复发几率。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分子影像
重点实验室主任田捷说：
“ 简单而言，就是能更好更
快地发现微小癌症病灶，让医生诊断更加精准。”
“现在高端医疗设备大部分是国外进口，而这一
设备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对未来国产医疗设备
的研发应用意义重大。”田捷表示，作为新一代医疗
设备，该项目使医生能够发现微小肿瘤，并有效清
除，从而提高患者健康水平。
据悉，这一精准医疗项目已累计投入 3 亿元，获
得 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并在 301 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开展临
床试用。
“项目落户金湾后，将进一步孵化转移，努力
形成辐射全国的优质科研转化成果。”田捷表示。

我国首款糖尿病高仿药获批上市
有望改变国际糖尿病药品市场格局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青岛百洋制药有限
公司近日宣布，其高端仿制药制剂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
采用渗透泵控释技术的二甲双胍新药奈达获得美
国食药监局(FDA)审批上市，有望改变国际大药企糖
尿病药品市场垄断的局面。据悉，奈达第一批药品即
将发往美国市场，并预计年内在中国获批上市，有望
成为中国首款渗透泵控释剂型的二甲双胍产品。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
提高，糖尿病发病率持续攀升，已成为威胁全球民众
健康的重大问题。国际糖尿病联盟最新数据显示：
2017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 4.25 亿人。其中，中
国是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占全世界糖尿病
患者的四分之一以上，达 1.14 亿人。而中国在治疗
糖尿病及并发症方面的医疗费用总支出也高居全球
第二位，2017 年总支出为 3850 亿元。
世界多个权威机构已证实，盐酸二甲双胍是 2
型糖尿病治疗的首选用药。但受限于国内制剂水平
等多重原因，中国与美国的糖尿病患者对药物剂型
的选择有很大差异：美国市场主要以缓控释剂型为
主，市场份额达到 94%；而国内普通常释剂型仍占据
主导地位，缓控释剂型占比仅 22%左右，而且没有渗
透泵控释剂型的二甲双胍。
据悉，奈达采用了先进、独特的渗透泵控释技
术，使得药物在体内匀速释放，血药浓度更平稳，在
降低胃肠道刺激及毒副作用的同时，也减少了糖尿
病患者服药次数，增加了患者用药依从性，为众多 2
型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福音。并且，它在活性成分、给
药途径、剂型剂量、使用条件和生物等效性上都和原
研药一致，完全达到了 FDA 的规定。据透露，该药
未来在中国上市的价格可能仅为原研药在美国市场
价格的 1%。

图为青岛百洋制药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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