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迎

来多个高光时刻：“新视野号”探测器拜访“天

空”，完成人类探测史上最遥远星际“邂逅”；

“帕克”太阳探测器实现迄今人类探测器与太

阳“最亲密接触”；等等。

据 NASA 网站近日报道，2020 年，NASA

计划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宇航员重返月球、

探索火星和更安静的超音速飞机等方面继续

大步迈进。

阿耳忒弥斯：让美宇
航员重返月球

在“阿耳忒弥斯”计划框架下，NASA 将

派出新科学仪器和技术演示设备研究月球，

力争最晚 2024 年将美宇航员送往月球，并于

2028年前建立可自给自足的月球探测基地。

2020年，NASA将对太空发射系统全部四

个引擎进行首次运行测试，这将是“阿耳忒弥

斯”任务的重要里程碑之一。NASA还将继续

与商业伙伴合作，将着陆器送上月球，这些着

陆器将为宇航员未来登陆月球奠定基础，一同

奔月的还有一辆绘制月球水冰的漫游车。

据悉，“阿耳忒弥斯”计划还将建造月球

“门户”空间站，使整个项目比阿波罗登月计

划更具持续性——在希腊神话中，阿耳忒弥

斯是阿波罗的孪生妹妹。“门户”实质上是国

际空间站的“瘦身”版，将绕月飞行，既可充当

宇航员进军月球的中转站，也可成为可重复

使用人类探月着陆器的研究平台。NASA

称：“永续性和可重复使用性是人类可持续探

月的关键，而‘门户’可实现这两点。”

将美宇航员从本土送
上太空

2019 年无人试飞后，美国波音公司和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载人升空任务也

将于 2020 年迎来“决胜时刻”。如果成功，这

将是美国航天飞机 2011 年退役以来，美国宇

航员首次从本土飞向太空。

2011 年 7 月，美国持续 30 年零 3 个月的

航天飞机时代正式谢幕。自此，美国宇航员

一直借助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进出国际空间

站，每个座位的成本约 8000 万美元。NASA

迄 今 已 为 70 张 座 位 票 花 费 39 亿 美 元 ，对

NASA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有鉴于此，NASA 启动了“商业载人项

目”，斥资 68 亿美元开发载人航天，与 SpaceX

和波音分别签订了 26亿和 42亿美元合同，建

造安全可靠兼具成本效益的运输系统“载人

龙”和“星际客机”飞船。

2019年 3月，载人“龙”飞船不载人首飞取

得成功，但4月份，载人“龙”飞船在人员安全系

统测试中爆炸损毁。祸不单行！12月，“星际

客机”携带测试假人飞往国际空间站时与空间

站对接失败，令美国载人航天计划受挫。

今年，这两家公司将对载人飞船进行最

终测试。如果成功，不仅能恢复美国将航天

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的能力，也有望开启美国

私营载人航天新时代。

拜访火星及更远处

如果说 2019年人类太空活动主要集中在

探月方面，那么 2020年，火星将成为行星科学

领域的“当红炸子鸡”。多国探测器将于今年

7 月“组团”前往火星，其中包括 NASA 的“火

星 2020”探测器。

据悉，“火星 2020”包含一架轨道器、一架

无人直升机和一辆类似“好奇”号的火星车。

火星车将在火星表面挑选并保存样本。2026

年，NASA 和欧洲航天局将联合开展“火星样

本取回”任务。届时，欧洲制造的机器人会将

这些样本运送至火箭上，样本拟于 2031 年前

后返回地球。

在太阳系更远处，“奥西里斯-REx”探测

器将在小行星“贝努”上采集样本，并计划于

2023年将样本送回地球。科学家认为，像“贝

努”这类富碳小行星是天文学领域的时间胶

囊，可能潜藏关键证据，让我们可以管窥 45亿

年前太阳系诞生之初时的“模样”。

安静超音速技术迎大考

超音速飞机从超音速减速到音速以下时

会产生音爆，这种强力噪声会影响人们的工

作生活，造成损失，因此，居民区上空一般禁

止超音速飞行。

有鉴于此，NASA 工程师一直在研究更

安静、更适合在人口稠密区飞行的超音速飞

机，X-59安静超音速技术飞机应运而生。

NASA 官网去年 10 月 10 日的报道称，

X-59 飞机已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臭鼬工

厂初步成型并完成了首次试飞，这架飞机使

用了臭鼬工厂的最新技术。在过去 77 年间，

臭鼬工厂设计并制造了美国历史上许多最先

进的飞行器。

X-59飞机今年有望开展更多飞行测试。

国际空间站拟“开门揖客”

今年是国际空间站在轨运行 22周年！它

不仅是下一代航天器的目的地，也是宇航员

测试探索技术、先进生命支持系统和人机接

口的平台。这里的技术不仅可以造福地球上

的居民，也为探索太阳系内更遥远目的地奠

定了基础。

但国际空间站高昂的维护费用一直让美

国等国不堪重负。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NASA每年花费 30亿至 40亿美元维护空间站

运行，再财大气粗也有点“力不从心”了。此

外，特朗普总统办公室此前表示，美国将于

2025年停止为国际空间站提供国家财政支持。

为此，NASA 宣布，将从 2020 年起对公众

开放国际空间站，允许私人宇航员登陆参观，

符合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在空间站举办商业活

动。当然，“上天”成本并不便宜，NASA 预估

单人往返空间站的费用约 5800 万美元（约 4

亿人民币），这仅仅是路费，不包括每天在空

间站的生活费用。

国际空间站伙伴国此前曾达成协议，同

意该站运行至 2024 年，目前各方正研究将其

延期运行至 2028至 2030年。

国际空间站停运后，谁来接棒呢？NASA

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去年12月表示，希望建造

6个甚至更多商业化轨道站替代国际空间站。

红 色 星 球 采 样 商 业 载 人 首 飞

NASA 今 年 有 点 儿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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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华盛顿 1月 11日电 （记者

刘海英）美国研究人员 9日在《公共科学图

书馆·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称，一

种常用的塑化剂——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DEHP）会在线虫生殖过程中引起过多的

DNA 断裂，并干扰修复系统的运作，从而

导致卵子形成和胚胎早期发育的缺陷。这

一新机制的发现对于理解 DEHP对人类生

殖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DEHP 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

塑化剂，每年全球总产量高达 400 万吨，

人们会通过玩具，服装、食品包装、医疗器

械、个人护理用品等各种产品接触到它。

有大量研究表明，暴露于 DEHP 会导致男

女各种生育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科学家

还无法确认该化学物质是如何发挥其有

害作用的。

此次，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州

卫生署的研究人员对 DEHP暴露对秀丽隐

杆线虫生殖功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

发现，DEHP 会在线虫细胞减数分裂过程

中造成过多的双链 DNA断裂，并干扰修复

系统的运作，使这些断裂无法得到适当的

修复，最终会影响染色体形态，导致卵子中

染色体数目不正确，胚胎存活能力下降。

分析显示，这些线虫仅处于低水平的

DEHP 暴露和代谢（与普通人群尿液样本

中检测到的 DEHP 水平相当）就会受到影

响。这表明，即使是少量的 DEHP 也能破

坏细胞的减数分裂。

秀丽隐杆线虫是研究人类遗传学和生

物学的常见模式生物，其模型很有借鉴意

义。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新研究提供了

有关环境中 DEHP水平如何损害动物生殖

系统的新见解，对于进一步理解 DEHP 是

如何影响人类生殖健康的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研究也提醒人们，要重视 DEHP 污染

问题，必须要减少 DEHP 的使用或寻找更

安全的替代品，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人体暴

露于这种化学物质的风险。

塑化剂，在工业中是生产塑料等产品

的宝贝，但若被人体摄入，就是另一回事

了。遗憾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塑化剂

似乎在所难免。想想看，塑料袋、保鲜膜、

橡胶手套、一次性塑料水杯、塑料食品包装

等等，哪一样我们不频繁接触？各种塑化

剂是光顾这些产品的常客，DEHP 只是其

中之一而已。诚如该报道所言，我们真的

需要更加安全的替代品，来降低塑化剂对

人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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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2020 年度吴建民中法青年创

新创业奖学金”新闻发布会在巴黎“展望与创

新基金会”总部举行。法国前总理、展望与创

新基金会主席、法国政府中国事务特别代表

拉法兰，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徐波，中

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杨进共同出

席活动。

“吴建民中法青年创新创业奖学金”始创

于 2017年 1月，由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法

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北京“吴建民基金

会”共同发起，旨在每年结合中法建交日，为

纪念已故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为中法友好所

做出的杰出贡献和为中法两国青年相互交流

而搭建的民间公共外交平台，第一阶段的交

流主题是“创新和创业”。

自 2017 年以来，先后有 30 位来自法国著

名高校的优秀学生以及青年研究人员和创业

者参与了“吴建民奖学金”活动，他们分别访

问了北京、银川、杭州、上海、深圳、成都、贵阳

等中国城市，与中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其中

包括知名高校师生、科技企业及中国各地各

类创业园及青年创业者。

2020年吴建民中法青年创新创业奖学金

活动的时间是 6 月 1 日至 14 日，为期两周，访

问城市包括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

心”上海、“科技创新之都”深圳及“法国企业

在华经济重镇”武汉。

中国创新明星企业小米将是这次活动的

陪伴企业，其企业高层还将在北京接待代表

团并与法国青年分享小米如何在短短几年从

一个初创企业成为世界 500强的过程。

2019年 10月 23日，三届吴建民奖学金的

优胜者汇聚巴黎政治大学，向广大法国青年学

生分享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们感谢吴建

民奖学金组织者为他们创造了如此独特的机

会，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与一些媒体所描述不一

样的，充满创新创业巨大活力的中国。不少优

胜者甚至表示，法国青年应该向中国青年学

习，特别是学习他们在创新创业方面所焕发的

巨大热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唯有这样的创

新精神法国才能真正成为“初创企业之国”。

拉法兰曾多次表示，希望通过吴建民奖

学金能够为中法两国各领域，特别是在创新

合作方面建立一个人才“蓄水池”。2019年 11

月，吴建民基金会理事长施燕华大使专门给

拉法兰写信，表达对合作十分满意及对未来

继续推动此项目发展的愿望。

“吴建民之友”协会是由吴建民大使生前

好友徐波等自发成立的法中友好团体，2017

年在巴黎正式注册，旨在弘扬吴建民和平对

话思想，加强中法青年一代之间的交流，从而

推动中法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拉法兰是

该协会的名誉主席，法国前外长维德里纳为

名誉副主席。

为中法创新合作建立人才“蓄水池”
2020年度吴建民中法青年创新创业奖学金活动启动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美国能源部官

员宣布，核物理学家的下一个梦想有望在纽

约实现。据美国《科学》杂志网站 9日报道，能

源部将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制造新型电

子-离子对撞机（EIC），让高能电子束冲入质

子内部，探究质子“内心”奥秘。据悉，EIC 的

建造成本介于 16亿至 26亿美元之间，拟 2030

年投入使用。

能源部科学副部长保罗·达巴尔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这将是几十年来美国建造的首

台全新对撞机，它有望使美国在未来几十年

保持核物理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物理学家就知道，

每个质子由三个质量更小的夸克通过胶子彼

此结合形成。尽管质子比灰尘还常见，但仍

蕴藏不少未解之谜。因此，能源部决定建造

新型对撞机揭示质子奥秘。位于弗吉尼亚州

的能源部托马斯·杰斐逊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也希望“花落自家”，最新选址决定让这场双

雄之争落槌定音。

此前，杰斐逊实验室已通过向富含质子

和中子的靶核发射电子束来研究质子。2017

年，该实验室耗资 3.38 亿美元，将其“连续电

子束加速器设施”的能量提升了一倍。以此

为基础，只要再添加一个新质子加速器就可

以完成 EIC的建造。

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则另辟蹊径。

他们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让金

和铜等原子核发生对撞，产生一团超热的夸

克胶子对等离子体。

据信，宇宙大爆炸后万分之一秒左右宇

宙就是一团夸克胶子等离子体。RHIC 是一

个长 3.8 公里的圆环，由两个同心反向的环

形加速器组成。该实验室计划利用其中一

个环加速质子并添加一个电子加速器来建

造 EIC。

达巴尔说，为决定 EIC“花落谁家”，能源

部官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 EIC 选址委员会，

权衡了诸多因素，包括建造成本等——质子

加速器通常比电子加速器更大且更昂贵，布

鲁克海文实验室最终中选。当然，杰斐逊实

验室的科学家也将参与新对撞机的设计、建

造和运行。

达巴尔表示，动工前，该项目仍须通过几

大考验，包括详细设计方案获批、估算成本及

规划建造进度等，可能需几年时间。为给新

对撞机让路，自 1999 年运行至今的 RHIC 将

于 2024年“寿终正寝”。

美拟建新对撞机探究质子“内心”奥秘
成本约 16亿到 26亿美元 将于 2030年运行

本报记者 刘 霞

本报记者 李宏策

X-59飞机 NASA官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法国科学家

在 1 月 9 日发表的《科学》杂志在线版撰文

称，他们的新研究表明，火星失水速度比

人们此前认为的要快得多。这有助解释

火星如何失去海洋、湖泊和河流，让人们

更好地理解火星如何变成现在荒凉的沙

漠世界。

据美国太空网 9 日报道，尽管火星现

在寒冷干燥，但火星上的蜿蜒河谷和干燥

湖床都表明，数十亿年前，火星大部分地区

由水覆盖。火星上现存水大部分都被冻结

于极地冰盖内。此前研究表明，冰盖拥有

的水不到曾流过火星表面水的 10％。

此前研究还表明，火星上的水大部分

逃逸到了太空。太阳发出的紫外线将火星

上层大气中的水分解成氢和氧，由于氢气

“体重”轻，火星引力适中（强度仅为地球引

力的 40％），许多氢被吸引到太空中。而

最近的发现表明，火星上大量水可能会定

期进入火星上层大气内。

为进一步阐明上述事件，在最新研究

中，科学家分析了绕火星运行的“火星微量

气 体 轨 道 器 ”提 供 的 数 据 ，集 中 研 究 了

2018年和 2019年，水在火星大气上方和下

方的分布情况。

研究人员发现，季节变化是驱动水蒸

气在火星大气如何分布的关键因素。例

如，在火星一年中最温暖、暴风雨最多的时

节，大部分大气变得“超饱和”——其中蕴

含水蒸气的数量比理论上允许的值多 10

到 100倍，使水可到达火星上层大气。

大量水蒸气可到达火星上层大气令科

学家惊讶不已。研究主要作者、法国巴黎

萨克莱大学行星科学家弗兰克·蒙梅辛说，

此前他们曾预计：“这些水蒸气本来应该受

上方寒冷温度的限制，而且，必然会凝结成

云”，结果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水蒸

气能定期漂浮到火星上层大气而被凝结，

那么，“火星上的水逃逸到太空的速度比此

前人们认为得更快。”

蒙梅辛说，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好地量

化有多少水进入火星上层大气并对其行为

建模，以便科学家更好了解水蒸气如何逃

逸到太空中。

火星失水速度比预想的更快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英国《自

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免疫学家指

出，改变卡介苗的剂量和注射方式，可以增

强结核病猕猴模型预防结核病感染的能

力。数据显示，将皮内注射改为静脉注射

对于人类青少年或成年可能尤为有益，不

过这还需要进行临床试验。

卡介苗是唯一获批的结核病疫苗。其

由减毒牛型结核杆菌悬浮液制成的活菌

苗，具有增强巨噬细胞活性、加强巨噬细胞

杀灭肿瘤细胞的能力，并有活化 T 淋巴细

胞、增强机体细胞免疫的功能。卡介苗采

用皮内注射，但是它对预防青少年和成年

的肺部感染不太有效。皮内注射不会诱导

肺内高频率特异性 T细胞——它们可能是

调控对感染和疾病产生高水平预防效果所

必需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家罗伯特·
塞德尔等人假设，静脉注射更高剂量的卡

介苗或许能提高肺内保护性 T 细胞的水

平。研究团队在高度易染结核病的猕猴身

上进行了检验。10 只猕猴接受了静脉卡

介苗注射，注射剂量是人类标准剂量的

100 倍，其中 9 只受到疫苗的高度保护，而

且有 6 只在暴露于结核杆菌后，没有表现

出可检测到的感染迹象；相比之下，在 10

只接受更高剂量的皮内注射或气雾免疫的

猕猴中，只有两只没有感染迹象。

研究团队认为，他们的发现支持在临

床上给青少年或成年静脉注射卡介苗，这

对减少结核病传播的影响可能最强。不

仅如此，他们认为静脉注射或许还能增强

其他用于诱导组织位点 T 细胞疫苗的保

护效果。

改变剂量和注射方式

卡介苗预防结核病感染能力增强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山）近日，德国弗劳

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的科学家发

布了 2019年德国电力生产年度研究报告。可

再生能源在实际供给到用户的净发电量中的

份额，从 2018年的 40.6％增加到 46％，首次超

过化石燃料（40％）。

2019 年，德国风力发电量约为 127TWh，

比 2018 年增长 15.7％，首次成为德国最强劲

的能源来源。截至 2019 年 10 月，德国陆上风

电装机容量为 53.1GW，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为

7.6GW。光伏系统向公共电网提供了大约

46.5TWh的电能，比 2018年增加了 1.7％。水

电贡献了 19.2TWh 的发电量，在可再生能源

中的增幅最大，达到了 21.2％。生物质能发

电约为 44TWh，略低于上一年的值。2019 年

德国可再生能源总的发电量约为 237TWh，

与 2018年相比增长 7％。

而另一方面，2019 年德国的煤炭发电量

大 幅 下 降 。 其 中 褐 煤 的 净 发 电 量 为 102.2

TWh，比 2018 年下降了 29.3TWh，下降幅度

达 22.3％。硬煤的净发电量为 48.7TWh，比

2018 年下降了 23.7TWh，下降幅度为 32.8％。

与此同时，2019 年德国天然气发电厂的净发

电量增加了 21.4%，达到 54.1TWh。加上少

量的燃油发电，2019 年德国化石燃料的净发

电量为 207TWh，首次低于可再生能源的发

电量。

德国煤炭发电量锐减的原因，主要是政

府出台气候保护政策和退煤政策，将二氧化

碳排放权的平均价格从 2018年的 15.79欧元/

吨升至 24.80 欧元/吨，导致排放较多的褐煤

发电厂与天然气电厂相比不再具有竞争力，

出现了从褐煤到天然气的“燃料转换”。此

外，总体用电需求减少，也加剧了交易所的电

价降低以及褐煤的市场状况恶化。

得益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加和化石

能源发电量的显著减少，德国2019年碳排放总

量约为 8.11亿吨，比上一年减少 5000多万吨，

较 1990年减少约 35%。德国向实现 2020年碳

减排目标（较1990年减少约40%）更近了一步。

2019年德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首超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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