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 8 月 3 日凌晨，美国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的载人龙飞船完成了其首次载人飞行，

两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 63天后成功返

回地球。这不仅是商业航天新时代的“开幕秀”，

也意味着更多人距离“上天”探索太空更进一步。

随着人类探索深空的脚步加快，如何将太空

独特的环境为我所用，成了科学家们关注的焦

点，“太空制造”就是其一。

此前有报道称，月球土壤可作为材料 3D 打

印出火箭零部件。近日，刊发在《科学进展》期

刊上的一项研究成果让饱受关注的国际空间

站又刷了一波存在感，起因是一名宇航员在国

际空间站中，利用磁悬浮装置制造出人工人类

软骨。

提及太空制造，大多数人可能会联想到这

样的场景：无重力的飞船舱内，宇航员艰难地

挪动着被厚重宇航服包围着的手臂，将一滴金

属液体从仪器中挤出，然后看着这颗漂浮在空

中的液体凝固成完美的球形，或许还会发出一

声“哇”的感叹。

然而，太空制造可没有想象得这么简单。

想要建造一个“太空工厂”，第一步“选址”非常

重要。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刘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太空生产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

种是空间站、飞船舱内无重力环境下的生产，还

有一种是在其他行星上，比如火星或者小行星上

微弱重力环境下进行的生产。确切地说，虽然都

是处于太空环境，但这两种类型的生产需求和目

的各不相同。”

刘勇进一步解释说，无重力环境是很多科学

实验的理想条件，因为重力会对各类科学实验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科学家曾在空间站开展

过碳氢化合物、混合燃料的低温燃烧实验研究，

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冷焰”现象，即火焰熄灭

以后物质仍然在燃烧。这一发现可在地面提高

燃油机的效率并减小污染排放，具有很大应用潜

力。但是无重力环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环境，在

地面上很难模拟。

另一种太空生产对应的是行星和小行星开

发，即利用小天体或者火星上的矿产资源进行生

产。早在 2015 年，美国就立法允许个人和私营

企业探索小行星矿产，为商业开发外太空资源铺

路，被业内认为将催生“太空淘金热”。

“有些小天体含有很丰富的金属矿，不过开

采的成本非常大。现在更多的提法是原位利

用，在小天体上直接对这些矿产资源进行加

工，生产出需要的产品后直接用来进行太空探

索。”刘勇说。

“厂址”不同生产需求和目的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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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于紫月

除了矿产，太空制造可原位利用的原料还有

很多，堪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甚至于，

连大气都能作为生产原料。

刘勇举例，火星上存在大量的甲烷，将来可

能用来作为火箭发动机的燃料，现在 SpaceX 正

在研发以甲烷为燃料的发动机。

以往探测数据还显示，火星大气中 95.9%成

分为二氧化碳。经过多年研究，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已经开发出将火星的二氧化碳转

化为氧气的技术。今年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器

搭载了 7 个有效载荷，其中就包括名为“火星氧

气原位资源利用实验”（MOXIE）的设备，它将从

火星大气中收集二氧化碳，然后将二氧化碳分子

分解成氧气和一氧化碳。

刘勇表示，MOXIE 这一实验对火星之旅具

有重要意义。因为氧气是火箭发动机的主要推

进剂，在返回地球时，更大规模的“大气处理器”

可以让宇航员轻松离开火星表面。这些“太空

造”氧气还可以用来供宇航员呼吸使用，从而进

一步节省原定携带氧气所占用的宝贵空间。

原料众多，“太空工厂”生产出的产品自然也

五花八门。除了就地取材、原位生产产出的矿物

质产品、能源燃料等，科学家们还在很多领域探

索出了不一样的“生产线”。

例如，已经走进百姓“菜篮子”的“太空辣椒”

“太空土豆”等食品，就是利用太空宇宙射线、高

真空、微重力等特殊条件，诱发种子染色体畸变，

进而导致生物遗传性状的变异，这些“太空造”农

产品一方面可被带回地球供科学研究，另一方

面，在太空环境下直接生产农产品，也可解决太

空人员的食物来源问题。

近年来，太空 3D 打印的人体骨骼等生物制

品也是学界的热门课题。2018年底,俄罗斯宇航

员利用俄罗斯 Invitro医疗公司研制的生物 3D打

印机在国际空间站首次在轨打印了人类软骨组

织和啮齿动物的甲状腺组织。美国 Allevi 公司

等也计划在微重力环境下打印生物材料甚至器

官。

当然，诸如高分子材料、金属材料、陶瓷材料

等产品都可以在太空中生产，未来还会有更多领

域“下海”。就如同浩瀚宇宙藏匿着无数未知一

样，未来太空制造的边界或许只能是想象力。

原材料众多产品五花八门

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对于太空制造的探索热

情十分高涨。

科技日报记者查阅文献了解到，NASA 最早

开展太空制造技术研究,也是目前取得研究成果

最多的机构，其已在国际空间站部署了多台太空

制造设备。而我国作为航天大国，也后续成为了

世界上第二个完成微重力环境下制造相关技术

试验验证的国家,如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陶瓷

材料及金属材料完成微重力下的制造实验。

此外,欧洲航天局、俄罗斯联邦航天局也在

该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利用抛物线飞机

试验、国际空间站等开展了多项太空制造技术试

验,积累了较多的经验。

那么，为什么各国始终倾心于花费大量人力

财力的“太空制造”？

刘勇表示，除了好奇心和探索欲的驱动外，

更重要的是产品性能更优异、更特殊。

例如，在地面进行的蛋白质分子晶体培养实

验中，重力导致的对流和沉积可能抑制晶体的生

长。在微重力条件下，对流和沉积作用显著减

少，从而可以形成结构更好、体积更大的晶体。

一旦这种实验成功，将来也可以进行推广，利用

太空的微重力环境生产出具有特殊性能的晶体

材料。

“目前，太空制造和太空生产还处于以探索

和试验为主的初级阶段。未来若想真正形成产

业化、规模化的‘太空工厂’，恐怕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刘勇表示，如何利用好高真空、低重力和

强辐照等复杂使用环境将会是一个长期的重要

课题，太空中各类材料的成型机理、特殊现象背

后的物理规律也需更为深入地探索。下一步还

要在太空生产标准规范、产品质控保障方面下功

夫。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大胆地

设想，在更遥远的未来，我们可以探索建设智能

化、无人化太空工厂，甚至移民太空。

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因

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

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回首每一次科技进

步的大潮，不难发现，想象不息、创新不止，相信

太空制造也是如此。

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任重道远

万物冷知识

7月下旬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抬，北方地

区水汽条件得到改善，今年的7月20日起，北方正式进

入了主汛期。气象数据显示，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

旬，我国华北和东北等地降水集中、强度大、极端降雨

发生概率大。大城市中，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等

地，全年降水量最多的时段均出现在这一时期。

北方汛期为何会集中在“七下八上”期间，而

且为什么是华北、东北一带降水较多？就这些公

众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央气象台专家。

南北汛期有时差，北方地
区降雨集中在“七下八上”

所谓“七下八上”，指的就是 7月下旬到 8月上

旬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华北地区大暴雨将频频出

现。直到 8月中旬以后，雨带会迅速南撤和减弱。

气象大数据显示，郑州、济南、沈阳、天津、石

家庄、北京在此期间的平均降雨日数都在 7.5天或

以上，北京更是达到了 9.3天，占比接近 50%。

从降雨强度来看，“七下八上”的实力同样不

容小觑。1951—2019 年这 69 年间，石家庄共出现

了 16个大暴雨及以上的强降雨日，其中有 11个出

现在“七下八上”期间，占比高达 69%。此外，天

津、北京、沈阳的占比也均在 50%或以上。

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最极端的强降雨

当属发生在河南的“75·8”特大暴雨。1975 年 8 月

4日—5日，河南出现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特大暴雨，

驻马店泌阳林庄 24 小时降雨量达到 1060.3 毫米，

创下我国大陆日降雨量的历史极值。一直到今

天，这一纪录也未被打破。

“每年 4月，华南前汛期开始，就意味着我国进

入了汛期。”中央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沈晓琳说，

南北方汛期时间不同，主要是因为暖湿气流的季

节性进退，它不仅决定了我国雨季的开始时间，还

影响着雨带的南北移动。受此影响，我国汛期不

仅开始时间自南向北逐步推迟，汛期的长度也会

自南向北逐渐缩短。

也有专家认为，我国是否进入主汛期与南海

夏季风爆发密切相关，一般在夏季风爆发后的 2周

左右，不断增强的西南风会将热带印度洋丰沛的

水汽源源不断地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会出现明显的第一次北跳，季风雨带

随之从华南一带逐步向北推进。

降水集中在华北、东北，
是冷暖气流相遇的结果

眼下，“七下八上”已接近尾声。据中央气象台

预报，今年的7月30日至8月8日，华北中南部、东北

地区中南部、黄淮北部等地的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

有40—80毫米，其中华北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的

部分地区降雨量达100—20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累

计降雨量较常年偏多3—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

沈晓琳说，我国位于世界上著名的季风区域，

冬半年盛行东北季风，夏半年盛行西南季风。我

国夏季的降水特性受到来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夏

季风的共同影响。

据了解，进入 7 月下旬，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开始季节性北抬到北纬 20—27 度左右，夏季风

也跟着北抬，来自热带、副热带的暖湿气流，开始

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输送带”向北方输送

过来，为华北、东北地区提供充足的水汽，如果遇

到有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就会在华北、东北地区

产生比较强的降水。这时候，中纬度的高空还偶

尔有可以向南方输送冷空气的冷涡（逆时针环

流）移动过来。当冷、暖空气交汇，雨日就开始增

多了。

当冷涡出现，它像是一台鼓风机，从北部引来

一股股冷空气吹向南方，一旦遇到副高边缘的暖

湿气流，就会“诱发”一次可能伴有冰雹的强对流

天气过程。如果这个冷涡少动，它后部偏北气流

带来的冷空气就会不断地袭扰下游地区，强对流

天气就会连续的发生，特别是在午后到夜里发生

频率更高。

与其他季节相比，对于北方来说，“七下八上”

时期从低纬度来的水汽输送渠道最为畅通，能量

也充足，最有利于降水强度增强和强对流天气发

生，降水集中、雨量大、分布不均的强降水、雷电、

冰雹、强风等都比较常见。前期干旱地区还会出

现旱涝急转的风险。

“与南方不同，北方地区的降水往往比较分

散，强降水发生的局地性较强，常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由此可能引发

山洪、地质灾害等，需要引起关注。”沈晓琳说。

北方汛期快结束了
但你知道为啥北方与南方汛期有时差吗

本报记者 付丽丽

中国新一代载人
飞船试验船在轨运行
期间利用立体光刻 3D
打印技术成功制造的8
件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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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空制造有边界如果太空制造有边界，，那只能是想象力那只能是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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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影院陆续恢复营业，不少大片蓄势待发，其中就包括几部

备受期待的 3D 动画电影。如影迷所熟知的哆啦 A 梦系列电影日

前已发布最新预告片，动画大师宫崎骏首次触电 3D 动画的《安雅

与魔女》业已官宣。

从古代人民为了捕捉动作发明的走马灯、手翻书，到后来画技

和制作手法近乎纯熟的 2D动画，再到现在大家称为中国动漫复兴

之光的《大圣归来》和《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些 3D动画，动画作品究

竟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实现了维度跨越的呢？

视觉暂留原理让画“动”起来

早在人类文明刚刚萌芽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就有了对动态画面

的追求，西班牙北部山区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壁画上奔跑的野牛图案，

是迄今为止人类捕捉物体动作的最早证据，距今已有2万年的历史。

公元前1600年，古埃及时期建造的一座女神庙中，庙内110根柱

子上画着女神连续动作的图案，当人们乘坐马车经过这里时，看到的

女神就像动起来了一样。而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民在尝试“制

造”动画时所用的这种原理，直到17世纪中叶，才由牛顿将其作为一

种光学现象首次提出，即“人视网膜上的影像不会立刻消失”。

1824 年，伦敦大学教授皮特·马克·罗葛特发表论文《移动物

体的视觉暂留现象》，标志着视觉暂留理论的正式建立。

那么，视觉暂留理论究竟是什么呢？

视觉暂留理论，又名视觉暂停现象、余晖效应，指的是人在通

过眼睛产生视觉时，光信号通过视神经传入大脑，需要经过一段短

暂的时间，所以光信号消失之后，大脑皮层上形成的视觉形象并不

会立刻消失，而是作为“后像”继续残留一段时间的生理现象。

因此，许多动作瞬间的静态画幅连续播放时，就在视觉上产生

了连续的动态画面。

与此同时，视觉暂留理论的建立也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理论

基础，电影开始打破纪实性局限，与戏剧联系起来，正式成为一门

艺术，也为动画作品的展示提供了新的载体。

用叠层摄影法做出的2D动画

“动画帝国”迪士尼的建立，开创了动画历史上的一个繁荣时

代。1937年上映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作为世界首部动画

长片，成功开启了 2D动画的黄金年代。

当时，由于电脑技术还没有出现，所以动画作品几乎都是传统

手绘制作的 2D格式，并且出现了沿用至今的叠层摄影法。

艺术家们将卡通形象画在透明的赛璐璐胶片上，将这些胶片

覆盖在已经画好的背景上逐一拍摄，达到画面与背景相容的效果。

在艺术家们致力于用笔为观众们打造绚丽世界的同时，计算

机技术正在悄然兴起，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工作人员在将画面进行数字化之后，把所得到的数据输入计

算机动画片制作系统中，计算机就能以每秒钟 24幅的速度生成画

面，与每分钟影像就要手绘 1440幅画面的传统 2D 动画相比，节约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其后，计算机动画凭借其低成本和高质量迅速占领了大量的

市场份额。

默片时期的“3D动画”其实是定格动画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3D 动画并不是一个近几年才出现的全

新概念，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默片时期，只是当时 3D 动画的概

念并不像今天这样，专指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打造的模拟真实物

品的动画制作方法，而是利用木偶或其他模型打造的立体动画。

因此，传统的 3D动画这一概念，其实更像我们现在常说的“定

格动画”，通过对略微改变姿势的模型进行连续拍摄，获取制作动

画所需的画面。

而我们所熟知的 3D动画技术，则是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微软

推出了 Windows 操作系统，并将 Softimage 这一软件移植到 PC 端

之后才获得长足的发展。近些年来，随着相关软件的开发和涌现，

各种高效便捷的动画制造工具和快速高质量的图像生成技术，使

艺术家有了更加自由的想象空间，能创造出完美逼真的艺术作品，

3D动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据微信公众号“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今天的动画电影

从3000年前就已开始萌芽

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壁画上野牛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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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动画《玛丽与马克思》 图片来源：IMD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