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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近日，欧洲科学家将拟议的爱因斯坦望

远镜（ET）纳入“欧洲研究基础设施战略论

坛”（ESFRI）路线图内。ESFRI在欧洲研究基

础设施的决策中起关键作用，ET 的设计目前

已经得到欧盟委员会及欧洲各地约 40个研究

机构和大学的财团支持。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 月 15 日报道，计划

中的 ET 是地基引力波探测器，它将能够发现

更多黑洞和中子星并和事件，从而测试爱因

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并使引力波天文学变得更

加精准。

除 ET 外，美国的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

台（LIGO）正在升级；日本和印度的引力波探

测器的建造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ET 光学联席主席、英国思克莱德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系主任斯图尔特·里德教授说：

“未来的引力波天文台，如 ET 等，有望帮助研

究人员发现更多黑洞和中子星并和现象，使

我们能更好地描绘宇宙如何膨胀，并观察到

全新的事件。”

引力波领域仍有大量
未解之谜

中国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承民对科技日

报记者介绍说：“引力波是一种‘时空涟漪’，

类似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黑洞、中子

星等天体在碰撞合并过程中将产生引力波。”

“引力波像其他的波一样，携带着能量和

信息。电磁波（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只能让我

们看到大爆炸 38 万年之后的景象，而引力波

能够让我们回望宇宙大爆炸最初的瞬间，检

验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否正确，是人类认识宇

宙的全新窗口”，张承民进一步解释道。

2015 年 9 月，LIGO 探测到了由双黑洞合

并产生的引力波信号，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

直接探测到引力波，这一发现印证了物理学

大师爱因斯坦 100年前的预言。

2020 年 9 月 2 日，LIGO 和欧洲“处女座

（Virgo）”引力波探测器携手宣布，探测到两

个质量分别为 85 倍和 65 倍太阳质量的恒星

级黑洞并和产生的引力波，这两个黑洞并和

形成了一个 142倍太阳质量的黑洞，碰撞释放

出的 8 倍太阳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形式弥散

于宇宙中，被上述两大引力波“捕手”捕获。

新发现的 142 倍太阳质量的黑洞是迄今

发现的第一个“中等质量”黑洞，此前科学家

从未发现质量是太阳 100到 1000倍的黑洞。

该研究报告共同作者、意大利帕多瓦

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处女座”团队成员米

夏埃拉说：“这是处于该质量范围的黑洞的

第一项证据，可能带来黑洞天体物理学的

范式转变。”

张承民表示：“此次探测也证明宇宙中仍

然存在大量我们以前未知的”。

多款下一代探测器将上线

为进一步揭示宇宙之谜，科学家们需要

新一代引力波望远镜。

张承民说：“ET 将使科学家能探测到整

个宇宙中两个中等质量黑洞的合并，并有助

了解其演化历程”。

据张承民介绍，ET 地下探测器将由 6 个

V 形干涉仪组成，它们被排列成等边三角形，

每边长度为 10 公里，该望远镜将使用激光来

测量大规模和剧烈的天体物理事件对时空的

拉伸和挤压。

物理学家组织网在报道中指出，ET 有望

于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上岗，科学家们目前正

在对两个建设站点进行评估，预计将在未来

五年内确定建设地点。

里德说：“ET 独特的三角形形状将通过

天体物理学的信号提供更多信息；更好地定

位引力波在天空中的来源，并通过在强引力

场中测试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来推动科学家

对物质和引力行为的理解”。

此外，其他引力波探测器的升级和建造

计划也在进行中。

据英国《自然》杂志 2019 年 2 月中旬报

道，英美两国 2 月 14 日宣布，从 2023 年开始，

LIGO 将进行 2015 年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技术

升级——所谓的“先进 LIGO+”（ALIGO+）

项目。

格拉斯哥大学的物理学家肯·斯特恩表

示，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LIGO 将能够发现

距离地球 325百万秒差距（约 10亿光年）范围

内发生的中子星合并事件，相比 ALIGO +升

级前的设计探测精度（173百万秒差距），这次

升级几乎将 LIGO 的探测精度提高了一倍。

诺贝尔奖得主、LIGO 前主任巴里·巴里什则

表示，此次升级不仅会提高探测频率，同时也

将提高观测质量。“例如，降低噪音将使研究

人员能了解黑洞在合并之前是如何自旋的，

这将为研究黑洞的历史提供线索”。

张承民补充说：“下一代引力波探测器还

包括欧洲的激光干涉仪空间天线（LISA）计

划。LISA 由三个卫星激光干涉探测器组成，

旨在探测超大质量黑洞并合的低频引力波信

号。LISA 已在 2015 年发射关键技术卫星，预

计 2034 年发射 3颗卫星组成边长为百万公里

量级的等边三角形星座”。

日本“神冈引力波探测器”（KAGRA）由

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坐镇指挥，于 2010 年

正式启动，建设成本约 150 亿日元，由两条 3

公里长的激光干涉臂组成。我国的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是 KAGRA 的合作伙

伴。无独有偶，LIGO 实验室和印度引力波物

理学界此前达成协议，计划把 LIGO 的一部分

实验设备运往印度，在印度建造“LIGO-印度

（LIGO-India）”引力波观测站，其有望 2025

年后投入运行。

中国引力波探测如火如荼

我国的引力波探测活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张承民说：“我国正在进行的引力波探测

计划有三个：两个空间和一个地面项目，分别

是中科院推动的‘太极计划’和中山大学主导

的‘天琴计划’，以及中科院高能所牵头的‘阿

里计划’”。

张承民进一步介绍道，“太极”和“天琴”

类似于 LISA 计划。“太极”和“天琴”的干涉臂

分别是几十万公里和 17 万公里，拟探测的引

力波频率介于 LIGO 和 LISA 之间。“太极”和

“天琴”可以探测双白矮星并合以及几万倍太

阳质量的大黑洞并合，这扩展了 LISA 的低频

引力波探测频段；而 LIGO 探测到的是高频引

力波，由恒星级质量黑洞和中子星彼此并合

而产生。

“太极一号”和“天琴一号”卫星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20 日成功发

射，正在进行前期技术验证，试验和发展空间

引力波探测器的两个精密技术，即空间惯性

基准和激光干涉测距。

我国的地面引力波项目“阿里计划”与美

国物理学家合作进行，2016年正式启动，在海

拔 5100 米的西藏阿里地区建设，旨在进行宇

宙原初引力波探测，目前进展顺利，预计 2022

年后投入先期试验观测。

有望揭示更多宇宙奥秘

张承民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么多引

力波探测器组团上线，将帮助科学家们进一

步揭示宇宙的奥秘”。

“ET 的精度将高于 LIGO；而 LISA 将开

启认识宇宙超级大质量黑洞新时代”，张承民

强调说。

对此，张承民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我们

可以期待获得更多黑洞-黑洞并和、黑洞-

中子星并和、中子星-中子星并和事件，极大

丰富人类关于宇宙的认知视野；其次，探测

精度的提升可以针对黑洞自旋进行测量，这

扩展了我们对黑洞的更新理解；再次，从几

百到几百万倍太阳质量的中等黑洞和超级

大黑洞也是预想目标，这些测量可能刷新人

类对全新的宇宙家园的认识；最后，新的大

科学探测装置投入也可能获得完全预料之

外的新发现。

张承民指出：“毕竟人类关于宇宙的定量

探索还处于摸索阶段，面对浩瀚而漫长的 138

亿年宇宙，人类不过几百万年，而科学探索仅

仅几百年。我们常常无知地以为人类是宇宙

最伟大的生命，然而事实正如爱因斯坦所言：

宇宙像一个无限延伸的球，我们走的越远，遇

到的问题越多”。

蓬勃发展的引力波探测装置，即将给人

们呈现出美妙的宇宙交响乐章，让我们管窥

宇宙的浩渺和神秘。

“爱因斯坦望远镜”提上日程

下一代引力波“捕手”：有望揭示更多宇宙秘密

本报记者 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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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7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杂志 16日发表的一项针

对 400 多例欧洲古人类的基因组分析，揭

秘了跨千年的遗传学构成。这一研究显

示，正是不同的维京人群影响了欧洲各地

区的遗传学组成。

斯堪的纳维亚人群在历史上著名的

“维京时代”（公元 750年至 1050年）进行的

海上扩张，改变了人类政治、文化和人口版

图。他们于 8世纪至 11世纪一直在欧洲沿

海和英国岛屿活动，足迹被认为遍及欧洲

大陆至北极广阔疆域。

为了探究这一时期对人类基因组的

影响，此次，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

艾萨克·威勒斯勒韦弗及其同事，对来自

整个欧洲和格陵兰的 442 例古人类的基

因组进行了测序，时间跨度从青铜时代

（约公元前 2400 年）一直到近代早期（约

公元 1600 年）。

研究人员发现，在“维京时代”，来自南

部和东部的外源基因流入了斯堪的纳维

亚。他们还发现有证据证实维京人曾在斯

堪的纳维亚以外移动：丹麦的维京人向英

格兰移动；瑞典的维京人朝着波罗的海国

家向东航行；挪威的维京人迁移至爱尔兰、

冰岛和格陵兰。

不过，他们的基因分析中也包含了与

欧洲西部边缘的现今瑞典人群以及东边的

现代丹麦人群具有亲缘关系的血统样本。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个体来自拥有混合血

统的社群，通过跨文化和跨大洲的复杂贸

易、定居发生了进一步融合。

在此次基因分析过程中，研究团队还

对来自爱沙尼亚萨尔梅一处墓地的 34 例

维京人个体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发现

了近缘家庭成员参与一次探险的证据——

四个兄弟被发现并排埋葬。他们还在数据

集中找出了另外两对亲属，但这些有亲缘

关系个体的发现地相距几百公里远。结合

以上的研究结果，团队认为其可以说明当

时的确存在个体的移动迁徙。

今天的人们对基因序列的测定和分

析并不陌生，这一技术早已由实验室走

到临床应用，可以精准判断人们所罹患

的疾病类型、预测疾病的可能性甚至是

一些个体的行为特征及行为合理性。现

在，科学家在基因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深

入，基因大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多，而古

基因分析的加入，为人类遗传学梳理了

清晰的发展脉络，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古

人类测序更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回溯历

史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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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大流行或许将重新定义“旅

客”一词。英国《柳叶刀·感染病学》期刊近

日发表的社论文章指出，旅客常态的改变所

带来的正面影响可能是降低了包括新冠肺

炎在内的多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

社论文章称，新冠肺炎大流行改变了

人们对旅行的态度。世界大多数国家，因

为疫情采取了封锁或限制人口流动的措

施，因公出差与休闲旅行的安全性被质疑，

且不建议非必要的旅行。尽管此前也存在

旅行期间感染传染病的风险，但新冠肺炎

大流行让旅行的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可

能性。

许多人因此在节假日陷入两难：是选择

外出旅行？还是因为害怕在飞机上和其他

人共度数小时而选择继续“宅”在家？影响

这一选择的因素包括：哪里更安全以及会有

哪些新措施可以降低旅行者感染的几率。

在国家层面，封锁措施无疑会对经济产

生影响，特别是那些以旅游业为主要收入来

源的国家。在个人层面，也需要平衡旅行的

益处和风险。由于目前大多数游轮仍处于

停运状态，在国际旅途中，旅客可能会更多

考虑乘坐飞机出行。到目前为止，在飞机上

传播新冠病毒的病例还很少，但与不明感染

状况的陌生人在几个小时内都要近距离接

触，依然让人们担忧。航空公司和机场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都引入了新的规章制度和

措施，一些航空公司减少了每架航班的旅客

数量以确保间距，或是取消了餐食和饮品供

应。针对这一点，评论文章认为，与地面上

普遍使用的过滤器相比，飞机空调系统的过

滤器要复杂得多，也有效得多，飞机使用的

高效空气颗粒过滤器可以过滤掉几乎所有

典型冠状病毒大小的颗粒。

普及新冠疫苗，将有助于恢复旅客的信

心。可以想象，未来加强清洁和消毒将成为

常态，使用口罩或其他防护设备也将变得更

加普遍。同时，无接触技术将减少人际互

动，深入应用到与旅行相关的支付和流程。

在 2001年 9月 11日的恐怖袭击后，旅客

们已经适应了严格的机场安防以及对其行

李的严格规定。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或许

也将重新定义旅行常态，而其带来的正面影

响，将为人们降低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多种

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

一场大流行，重新定义“旅客”一词

科技日报北京9月 17日电 （实习记者

张佳欣）16 日，美国《细胞》杂志发表了拉

荷亚免疫学研究所的最新论文，称在新冠

肺炎感染急性期，T 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

对于病毒的控制以及降低疾病的严重程

度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65 岁以上的患

者如免疫反应虚弱或不协调，将面临更差

的预后。

这一发现表明，新冠候选疫苗应该致力

于有效激发免疫反应，包括抗体、辅助性 T

细胞和杀伤性 T 细胞，从而确保机体有保护

性免疫。

研究中，科学家们收集了 50 名新冠肺

炎患者的血液样本，分析了适应性免疫系

统的三大构成分支——抗体、辅助性 T 细

胞和杀伤性 T 细胞在患者体内发挥怎样的

作用。

研究发现，在所有完全康复的患者中，都

能检测到抗体、辅助性 T 细胞和杀伤性 T 细

胞的免疫反应，而急性新冠肺炎患者的适应

性免疫反应差异较大，中和性抗体、辅助性 T

细胞或杀伤性T细胞会缺乏一种或多种。

研究表明，抗体似乎在控制急性新冠肺

炎方面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相反，T 细胞与

保护性免疫反应尤为相关。

“当综合研究这 111个测量参数时，我们

发现，一般说来，一名患者的适应性反应越

广泛、越协调，恢复得越好。尤其是新冠病

毒特异性的强效 T 细胞反应是疾病程度较

轻的前兆，”本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罗琳·
莫德巴赫博士说，“免疫反应协调较弱的个

体，往往预后也较差。”

“我们的观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65岁以

上的新冠肺炎患者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

论文作者之一谢恩·克罗蒂博士说。这类人

群 T 细胞反应更差，免疫反应也更不协调，

这会导致新冠肺炎的病情更严重或更致

命。研究人员认为，老年人对新冠肺炎的高

度易感性可能是因为其 T 细胞较少。这类

细胞是尚未达到“对抗”病毒条件的 T 细

胞。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免疫系统中可部署

的 T 细胞会逐渐减少，能被激活以应对新病

毒的细胞也越来越少。人体的适应性免疫

反应也会延迟或减弱。

新冠肺炎急性期T细胞作用比抗体大

科技日报比勒陀利亚9月 16日电 （记

者杜华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今天发表全国

讲话，表示南非将进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新

阶段，从本月 20日起开始将封禁措施从三级

降至一级。

南非政府 15 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显示当

日新增新冠感染人数为 772 人，连续第二天

低于 1000 人以下。南非的新冠病毒病例数

在 7 月达到高峰，每天公布的感染人数从

10000 人到 15000 人不等。到昨天为止，南

非统计感染人数 651521 例，占非洲总数的

47.8％。

进入一级封禁阶段后，10 月 1 日南非将

开放国际航空旅行，第一步将开放国内三大

国际机场，所有进入南非的国际旅客必须提

供 72 小时内核酸阴性检查结果。南非对一

些人员聚集的公众活动人数限制也做了适

当放宽，但聚会活动人数不能超过活动场所

可容纳人数的 50%。

拉马福萨总统特别强调，南非无法承受新

冠病毒的第二波袭击，提醒公众注意第二波疫

情将会是毁灭性的，南非民众每个人都有责任

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并呼吁公众在公共场

所必须佩戴口罩，并将勤洗手变成一种习惯。

南非：疫情缓解封禁措施降级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7日电 （记者刘
霞）中国和英国科学家在今天出版的美国

《科学进展》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他们对

所有相关地质和古生物学证据进行核查

后，确定 2.33亿年前发生的“卡尼期洪积事

件”是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该事件除了导

致一些物种灭绝外，也将恐龙送上地球之

王的宝座。

最新研究由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雅

各布·达尔·科索、宋海军教授及布里斯托

大学的迈克·本顿教授等 17名科学家携手

进行。

研究人员指出，造成这次大灭绝事件

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加拿大西部兰格利

亚发生的大规模火山喷发。宋海军对科技

日报记者解释说：“火山喷发在卡尼期达到

顶峰，喷发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导致全球气温快速升高”。

此外，气候变暖促使降雨增加。早在

上世纪 80 年代，地质学家迈克·西姆斯和

阿拉斯泰尔·鲁弗尔就发现，地球的潮湿时

期持续了大约一百万年。气候变化给海洋

和陆地生物的多样性带来沉重打击，但灭

绝事件发生后不久，新物种在地球上蜂拥

而至，形成了更现代的生态系统。

气候变化促使植物大发展，现代针叶

林也开始扩张。本顿对物理学家组织网表

示：“新植物群落可能为大灭绝后幸存下来

的草食性爬行动物提供了口粮。我们现在

知道，恐龙起源于卡尼期洪积事件发生前

约 2000 万年，但此前，它们数量稀少，在地

球上的地位也并不显赫，该事件发生后突

然出现的干旱条件为恐龙在地球上称霸提

供了机会”。

宋海军表示，气候变化不仅让恐龙开

始称霸地球，也促使许多现代动植物走上地

球历史的舞台，包括第一批海龟、鳄鱼、蜥蜴

和哺乳动物等的出现。而且，卡尼期洪积事

件也影响了海洋生物，此次事件后，现代类

型的珊瑚礁和浮游生物群开始出现。

科索强调：“在过去 5亿年漫长的地球

生命史上，古生物学家已确定了五次‘生物

大灭绝’事件，每一次事件都对地球和生命

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现在，我们确定了

一场新的大灭绝事件，很显然，此次事件在

陆地和海洋生物重新洗牌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也标志着现代生态系统的开始。”

中英科学家确定新生物大灭绝事件
“卡尼期洪积事件”之后恐龙称霸地球

近日，河北省首批“外国专家书屋”授牌赠书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北省外
国专家局承办。“外国专家书屋”是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倡导组织的一项服务引进外
国专家的项目，旨在为在华外国专家、外籍友人和留学生提供便利的阅读环境和赠阅借阅
服务，向外国专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图为河北外国语学院的多名外国专家在新落成的“外国专家书屋”里阅读浏览。
本报记者 李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