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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今日视点

巴西圣保罗州支持研究基金会产业创

新领域专家费尔南德斯日前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在科技前沿

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关键原因是

得益于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做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到提出

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正向科技强国

稳步迈进。

费尔南德斯指出，近年来，中国一系列重

大科技成果引起全球瞩目和热议。当前，中

国创新型科技企业快速发展，一批中国高科

技企业已成为全球相关领域的重要力量。中

国正努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人工智

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丰硕成

果，创新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在本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金属

材料、化工、建筑、机械、农业工程等领域的获

奖成果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科技作为

创新驱动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更加凸显,

不断涌现的重大科技成果为中国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费尔南德斯表示，科技领域的发展也

正不断改善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不长的

时间里，中国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

联网用户群体，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

子商务市场。在中国，移动支付得到广泛

应用。

费尔南德斯指出，中国加强创新型国家

建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具有全球性意义。

中国与巴西两国科技创新合作互补性强，发

展潜力大，在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农牧林业、水产养殖、医药卫生及能源矿

产等领域签有多个合作协议。今后双方要

进一步拓展物联网、信息通信技术、新材料

等领域的合作。希望未来双方通过科技创

新合作为两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民生改

善作出更大贡献。

巴西专家点赞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中国创新发展具有全球性意义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 K·西万近日详述

了该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项任务名

为“加甘扬”，预计耗资1000亿卢比（约14亿美

元），拟于 2021年 12月执行。4名候选宇航员

将于近期开始在俄罗斯接受为期 11个月的体

能训练，但首次太空飞行可能仅搭载一人。

对于印度这一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中

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对

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如果印度能成功开展此

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将成为全球第 4个独自

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对印度来说意义

重大。”

但是，庞之浩同时也指出：“载人飞船对

印度来讲是全新航天器，对于经济和技术实

力等都有限的印度来讲，要想成功实现载人

航天困难重重，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并举全国

之力奋斗多年才有希望。”

如成功，意义重大

2018 年 8 月 15 日，在庆祝印度独立日的

活动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红堡城墙

上宣布了此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莫迪表

示，2022 年印度庆祝独立 75 周年之际，“一名

印度儿女”将携带印度国旗上天。

据《印度斯坦时报》网站 1月 8日报道，西

万此次证实，所有候选宇航员均为男性，“这

些印度宇航员（都是印度空军飞行员）很可能

从 1月第 3周开始，在俄罗斯接受为期 11个月

的体能训练，然后回印度，在我们自己设计的

乘员舱和服务舱内进行训练”。

西万说，尽管这 4 人都将接受全面训练，

但在首飞任务中，很可能仅 1人进入太空。他

指出：“我们正在设计的任务是让 3 人在近地

轨道停留 7 天。但最终我们派 2 人还是 1 人，

在轨道上停留 7天还是 1天，这些问题都会在

两次无人飞行完成后再决定。一般而言，首

飞至关重要，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航天大国

的首次载人飞行也只有 1名宇航员。”

此次载人航天飞行对印度意义重大。庞

之浩解释说：“人类至今研制了 3 大类开发太

空的航天器，即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探测器和

载人航天器，载人航天是航天技术的更高发

展阶段。虽然载人航天的意义十分远大，但

它又是最具挑战性的一项复杂技术，所以至

今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只有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 3 个国家，欧洲、日本和加拿大

都必须依靠国际合作开展载人航天活动。”

庞之浩进一步说：“至今，印度已研制了

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探测器，如果能成功开展

此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将成为世界第 4个独

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可大大提高印

度的国际声望，体现综合国力，增强民族凝聚

力，填补印度在载人航天领域的空白。”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印度已为载

人航天飞行开启各方面准备。西万表示，位

于印度迈索尔邦的国防食品研究实验室正为

此次任务准备食品，“宇航员食物由该实验室

研发，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一些实验室也

在为此任务提供后勤保障；另外，俄罗斯在帮

我们设计航天服”。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

社在推特上表示，国防食品研究实验室准备

的食品包括蛋卷、素卷、黑绿豆米饼、绿豆甜

品和印度炒饭。

据西万介绍，目前，乘员舱和服务舱模

块的设计工作业已完成。印度最大的运载

火箭——第三代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将搭

载宇航员飞向太空，这款重型火箭也已重新

设计，拥有一个长 4米的有效载荷整流罩。不

过，西万也表示：“可载人运载火箭目前还只

是‘纸上谈兵’，尚未建成。”

此外，执行不载人飞行任务的人形机器

人也在制造中。西万称：“这种人形机器人能

模拟人类行为，会记录血压、心率等参数。在

执行载人航天任务前，我们将开展两次无人

飞行任务，确保一切运转良好，舱内环境可

控，对人体无危害。”

据悉，此次任务将从位于斯里赫里戈达岛

的萨蒂什·达万航天中心第二发射台发射升

空。该发射台也在进行改造，印度已成立一个

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评估整个系统。

拦路虎不少，或需多
年才能成功

尽管印度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正如火

如荼展开，但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面临不

少“拦路虎”。

庞之浩表示，要进行载人航天必须具有

三大要素：一是要拥有推力强大的运载工具，

而且可靠性需要极高；二是研制出能仿造地

球生活的载人航天器；三是要弄清高空环境

和太空飞行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这些对印度

都极具挑战性”。

庞之浩解释说：“目前，一般三舱式载人飞

船的‘体重’约为7—8吨，比如我国的‘神舟’载

人飞船重 8吨；俄罗斯的‘联盟’号载人飞船重

7吨，但印度目前推力最大的近地轨道运载火

箭的能力只有5吨左右，所以，印度可能会研制

一艘两舱式飞船；此外，载人运载火箭在技术、

费用等方面的要求比无人运载火箭高得多。”

“此外，载人飞船对印度来讲是全新航天

器，与无人航天器相比需要增加许多特设系

统，例如，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应急救

生系统、回收着陆等，活动空间要求大，结构

密封性能好，涉及到物理、医学和环境等数十

种学科领域。这些对科技的要求都非常高，

耗资也比较大。”

庞之浩总结道：“所以，对于经济实力、技

术实力等都有限的印度来讲，要想成功实现

载人航天困难很大，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并举

全国之力奋斗多年才有希望。”

印拟2021年执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中 国 专 家 称 难 度 大 成 功 或 需 奋 斗 多 年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K·西万 图片来源：《印度斯坦时报》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3日电 （记者刘霞）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国

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指出，自 19世纪 60年代

以来，美国人的体温一直在下降，目前仅为

36.6℃，而非 37℃。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朱莉·帕森内特说，研

究人体体温的医生几十年前就意识到 37℃这

一数字过高，“但他们一直认为这只是过去的

测量错误，并非因为人体体温真的下降了”。

为弄清真相，帕森内特和她的团队综合

分析了 3 个数据集。第一个数据集囊括了美

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 23710 名退役军人的

体温数据，测量于 1860 年至 1940 年。另外两

个数据集的时间跨度分别为 1971 年至 1975

年，以及 2007 年至 2017 年。研究团队总共分

析了 677423份体温数据。

结果显示，美国人的体温平均每十年下

降 0.03℃。19 世纪初出生的男性体温比现在

的男性高 0.59℃；而女性的体温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下降了 0.32℃。这意味着，现在

美国人的平均体温约为 36.6℃，而不是人们

普遍认为的 37℃。

此外，研究还发现，不管哪一年测量，老

年人的平均体温都要高于同年测量的年轻人

的平均体温。

帕森内特说：“最可能的解释是，在微生

物学意义上，我们与过去的人差别很大。由

于出现了疫苗和抗生素，现代人较少感染病

菌，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不那么活跃，身体

组织也不易发炎。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

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其他国家，人体体温

应该也已经下降。”

帕森内特指出，人体体温的下降趋势并

不会很快停止。但她也表示：“人体体温存在

一个极限值，体温不会降至零，但具体降到哪

个值，我现在也不知道。”

美国人平均体温一直在下降
目前仅为 36.6℃，而非 37℃

科技日报华盛顿1月12日电（记者刘海
英）许多肥胖的中老年人会患上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OSA），医生通常会建议他

们减肥以改善症状，但减肥的重点目标部位

是哪里，医生难以说清。美国一项最新研究

对此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舌

头。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呼吸与重症监护

医学杂志》上发表报告称，减轻体重可改善

OSA症状，其主要原因是舌头脂肪的减少。

OSA 是一种以睡眠打鼾伴呼吸暂停和

日 间 嗜 睡 为 主 要 临 床 表 现 的 睡 眠 呼 吸 疾

病，这种疾病会引起睡眠紊乱，增加患高血

压和中风的风险。肥胖是导致 OSA 的主要

因素，因而减肥也被认为是 OSA 的有效治

疗方法。

早在 2014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

医学院睡眠医学部主任理查德·施瓦布就发

现，与没有 OSA 的肥胖者相比，患有 OSA 的

肥胖者的舌头明显更大，舌脂百分比也更

高。在此次新研究中，施瓦布则带领团队证

明，减少舌脂可以改善 OSA症状。

在新研究中，67 名肥胖的 OSA 患者接受

了减肥治疗，通过饮食控制或减肥手术，在 6

个月内平均减去了近 10%的体重。在减肥

前后，他们接受了睡眠研究，并进行了磁共

振成像。研究人员研究了减肥与这些参与

者上呼吸道结构变化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呼

吸 暂 停 低 通 气 指 数（AHI）变 化 之 间 的 关

系。他们发现，进行减肥干预后，这些患者

的 OSA 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而量化分析表

明，舌头脂肪量的减少与 AHI 的降低密切相

关，是减肥与 OSA 症状改善之间关系的主要

中介因素。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体重减轻也导致

了翼状肌（控制咀嚼的颌骨肌肉）和咽侧壁肌

肉体积的减少，这两种变化也有助于改善

OSA症状，但效果无法与减少舌脂相媲美。

研究人员表示，舌脂是改善 OSA 的潜在

治疗靶点，OSA 患者应考虑减少舌脂的新疗

法。某些低脂饮食在减少舌头脂肪方面是否

效果更好？一些用于减少身体其他部位（如

腹部）脂肪的有效疗法是否可用于减少舌头

脂肪？这些都应成为未来此领域研究的重点

目标。

减舌脂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症状

科技日报北京1月13日电（记者张梦
然）根据英国《自然·医学》杂志13日发表的

一项研究，美国科学家通过对近万名美国儿

童的普查及评估后首度明确，贫困可能加剧

幼年铅暴露相关的认知及大脑发育损伤。

铅是一种重金属，具有多器官毒性，在

人体内可以说毫无生理作用，而正常人的身

体里也不应该含有铅。但伴随着现代工业

发展，含铅类物品使用得越来越多，环境污

染也日益加剧，人们与铅接触的机会显著增

加，这就致使一部分铅进入体内，人体血液

或组织中开始含有了铅，即所谓的“铅暴露”。

此前已知幼年时期的铅暴露（即使浓

度不高）也会对认知及行为发育造成负面

影响，而且一直被和成年之后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关联在一起。但是，幼年时期的社

会经济地位和铅暴露及其对大脑发育的影

响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却并不明了。

此次，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儿童医

院的科研团队从脑结构和认知测试得分两

方面，对美国 9712 名 9 岁至 10 岁的儿童进

行了评估。之后，他们根据每名儿童所在

的人口普查区，利用来自华盛顿州卫生部

的铅风险得分，估算铅暴露情况。结果发

现，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认知测试平均得

分比高收入家庭的儿童低 9%。

研究还表明，生活在铅暴露风险最高

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儿童，其认知测试得分

比 同 地 区 高 收 入 家 庭 的 儿 童 还 要 低

3.1%。对于同样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生活在铅暴露风险

高环境的儿童，其脑结构发育损伤也比生

活在铅暴露风险低环境的儿童严重。

研究人员指出，应该直接测量儿童血液

中的铅含量，并且承认暴露风险是一个测量

指标。他们总结表示，减少铅暴露的风险，或

可能为身处不良环境的儿童带来较多益处。

关于铅暴露与儿童脑发育损伤，我国

在 2012年就启动了 973计划重大项目进行

研究。铅暴露是危害我国儿童健康的主要

环境危险因素。大量研究证实，即使在较

低的暴露剂量下，铅也可产生显著的中枢

神经系统毒性，导致神经系统损害。美国

的这项研究则表明，贫困会加剧幼年铅暴

露相关的认知及大脑发育损伤。这一结论

并不令人惊讶。公共卫生问题，往往和经

济状况密切相关。如何保障所有儿童的健

康，让低收入家庭儿童也能获得足够的医

疗资源，本身就是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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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科学家通过大型强子对撞

器记录下一种此前没有得到过的基态粒

子，虽然该实验已经结束，但是分析这些数

据的过程还在继续。俄罗斯科研人员利用

一种新算法，把粒子从其他质子碎片中分

离出来，从而发现了一种新型基本粒子。

新算法由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大型数

据分析方法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编写，使用了

机器学习方法，在此基础上使用俄罗斯最大

互联网公司 yandex 的算法记录了新粒子。

研发人员提出了一种新解决方法，可以不用

记录粒子全部的分裂而只记录下科学家感

兴趣的一组分裂。最后发现了 4个激发粒

子。激发态意味着所有这4个粒子的能量都

高于该基本粒子基态配置的最小值。

相关研究报告将发表在《物理评论快

报》上，对此发现的描述已发表于 arXiv.org

网站公共区域。

新算法助新型基本粒子发现

铝合金广泛应用于飞机机身制造，轻且

坚固，但也存在明显缺点，即用传统熔焊方

法无法将银基金属零件很好地固定，因此飞

机制造商不得不采用铆接方法，必须将两块

材料部分叠放，从而增加了整个结构的重

量，影响飞机的承载能力，增加燃料消耗，最

终影响机票价格。俄罗斯专家新发明的飞

机零件焊接方法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这种方法主要是用工具钢材质的

旋转设备将所需连接零件的金属部分加

热至塑性状态。”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

分院强度物理和材料学研究所所长叶夫

根尼·科卢巴耶夫说，“接受焊接的两块

材料的边缘处都慢慢软化（不到熔化状

态），被钻头‘捕获’，混合，形成牢固且气

密的接缝。”

同时，为加快混合过程，提高焊缝质

量，使用了高强度超声辐射。专家表示，经

研究选出了最佳振动参数：频率 22 千赫

兹、振幅 15 微米以内。在这种条件下，合

金混合效率达到最高，可以提高设备效率，

减少残品率，且有助于提高接缝强度。创

新之处还体现在将超声波导入焊接表面的

工具上。专家发明的钛谐振波导法，能够

很好地将辐射源与焊接零件相连接。

目前，相关设备以及采用该设备完成

的焊接品已通过测试，焊缝表现出高可靠

性，且强度高于母材。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俄开发飞机零件焊接新技术

科技日报北京1月13日电（记者刘霞）
据美国太空网 12 日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SpaceX）将于本月18日执行不载人

飞行任务，测试“载人龙”飞船发射中止系

统是否安全可靠。如果一切顺利进行，该

公司就可以送两名美国宇航员往返国际空

间站。

SpaceX 在推文中表示：“‘猎鹰 9’号火

箭的静态点火测试已于 1 月 11 日成功完

成，我们计划于 18日进行‘载人龙’飞船发

射逃生系统的飞行演示，验证在轨运行期

间，如果发生意外紧急情况，该系统能否将

宇航员送到安全地点。”

SpaceX 此次飞行测试名为“飞行中

止”试飞，届时，“载人龙”飞船将安装于“猎

鹰 9”号火箭之上。升空后不久，机载软件

会故意在飞行中触发飞船的发射中止系

统。该系统由内置在飞船内的 8 台“超级

天龙座”中止发动机组成，在紧急意外情况

发生时，它将使“载人龙”飞船脱离火箭，然

后在降落伞的帮助下回到地球。

2018年10月，俄罗斯“联盟”号火箭上类

似的中止系统在火箭出现故障时，确保了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宇航员尼克·海

格和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钦宁的安全。

NASA 官员在“商业载人项目”更新中

写道：“‘载人龙’飞船发射逃生系统的演示

是 NASA‘商业载人项目’的一部分，也是

该公司在 NASA宇航员登上飞船前进行的

重大测试之一。”

为将美国宇航员从本土送往太空，

NASA 启动了“商业载人项目”，斥资 68 亿

美元开发载人航天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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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X拟测试“载人龙”飞船中止系统

日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举办了2020年中国留俄学生春节联欢会，近千名来自莫
斯科各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学生们不但组织了游艺活动，还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图为学生们编排的《醒狮贺新春》表演。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董映璧摄

2020年中国留俄学生春节联欢会举办

本报记者 刘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