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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腾讯手游《鸿图之下》与许昌曹魏古城

开启三国新文创合作，以现代化数字技术，挖掘三国

文化的文旅发展潜力，再次掀起一波“三国热”。

说起三国，永远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曹操，作

为东汉末年与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

学家和诗人，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他的墓也一直备受关注。据最新消息，曹

操墓出土文物按计划将于明年年初进入布展阶段。

“经过多年的基础准备工作，曹操高陵出土文

物已修复 970 余件，具备展示条件。届时，标志魏

武王身份地位的随葬品将集中亮相曹操高陵文物

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曹操高陵墓

葬考古队领队潘伟斌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按照计划，标志曹操身份的重要礼器、文物，

以及与其生前职业特征相关的文物等，都将出现

在展览上，向观众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的曹操。

出土器物印证墓主身份

曹操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

穴村，因早年曾多次被盗遭受严重破坏，认定过程

颇费周折。2009 年 12 月，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基本

认定该墓穴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

截至目前，曹操墓共出土刻铭石牌 59件，其上

雕刻的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作用

相当于账册。

据潘伟斌介绍，在所有出土器物中，有 8 件圭

形石牌极为珍贵，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

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专家认为，

这些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最为确切的证

据，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

古代的帝王将相达官贵族在下葬时，随葬品

往往极尽奢华，例如著名的海昏侯墓，陪葬品包括

了 10余吨铜钱和 100多公斤黄金。但潘伟斌和同

事在清点出土器物的过程中发现，曹操墓内出土

的随葬品可以说十分寒酸，葬品多以陶器为主，体

型普遍偏小，皆为素面陶，没有彩绘，这恰好与《据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的曹操“雅性节俭，不

好华丽”的特点相契合。

“随着近年来对曹操墓出土文物研究的深入，

更多的证据不断呈现出来，从最初我们提出的 15

条到现在的 20 多条证据，使曹操墓的证据更加丰

富，论证的依据更加丰满。”潘伟斌举例说，根据文

献记载，古代只有诸侯王以上的人才能用圭，不同

级别的贵族用圭的大小是不同的。皇帝用圭，长

一尺二寸；皇帝用璧，直径也是一尺二寸。

“经过测量，我们发现，曹操墓内出土的圭和

璧都是一尺二寸，为皇帝级别。这完全符合曹操

生前‘位在诸侯王之上’的地位，当时只有他一人

能享用和皇帝一般的葬仪。”潘伟斌说。

不同文物修复手段各异

曹操墓发掘工作结束后，潘伟斌和同事们开

始对出土文物进行修复，这是开展深入研究的一

项基础工作。经过 10 余年努力，目前已修复曹操

墓出土文物 970余件，为相关研究展示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曹操墓出土的文物有陶器、石器、瓷器、金属

等多种材质。根据不同的材质，工作人员采用了

不同的技术手段来进行修复。

“修补陶器时，我们采用石膏修补方法。修补

瓷器时，则用特殊材料进行修补，这样既可以保证

文物的美观，又保证了其坚固程度。对部分铠甲

片，进行了防锈处理。”潘伟斌介绍。

据了解，现在修复陶器所使用的石膏，大部分

都是医用磨制石膏粉。医用磨制石膏粉具有遇水

硬化的特点，研究人员可以利用模具将其塑造成理

想的形状，从而完成陶器的补配工作。此外，潘伟

斌介绍，用石膏修复陶器，是为了让观众直观地看

到随葬陶器出土时的破损程度和状态。事实上，不

同朝代出土的陶器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有的质

地粗松、有的则结构紧密，文物修复师还要有针对

性的对石膏进行调配，通过添加石英粉、粗陶粉等

填充料，以达到更为理想的修补效果。

近千件文物修复的背后，是多方合作努力的

结果。潘伟斌介绍，团队与南京大学合作，对画像

石和石枕进行了微痕扫描，还对墓葬进行了三维

扫描和建模，制作出了三维图像，为文物保存了数

字档案。同时，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吉林大学合

作，对曹操墓内出土的墓主人遗骨进行深度研究

和复原工作。此外，还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

古所合作，对曹操墓出土的铠甲进行了研究和复

原工作等。

据介绍，三维建模技术现在已经广泛地运用

于考古活动中，可以极大地缩短工作时间，加快工

作进程。例如对出土的残缺物品，可利用三维数

据采集及虚拟修复技术，对残余碎片进行高精度

数据采集，然后用工业模型处理软件将其模型复

原，最后通过三维打印系统将缺少部分打印出来，

从而完成复原。省去了人工进行材料填补，描绘

纹饰、图案等工序，大大解放了人力。

用科技修复近千文物，只为还原真实曹操
本报记者 唐 婷

宁波小伙小张在洗澡时，浴室的钢化玻璃门突然破裂，导致

小张手部受伤，该事件迅速演变成了全网热搜的话题。

借着小张受伤事件，我们来好好地说说钢化玻璃，顺便学点与

玻璃有关的生活常识。

钢化玻璃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本质上来说，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的材质是类似的，让钢化玻

璃产生强化效应的是它独特的制作工艺。

普通玻璃的制作过程是：原料经过高温熔融，形成均匀无气泡

的玻璃液；当玻璃液冷却到可以进行机械加工的温度范围内时，对

其进行压延，形成平板形态；冷却下来的玻璃需要再进行退火，即

在一个较低的温度下再加热一段时间并缓慢冷却，以此降低内部

应力（物体内部产生的以抵抗外因作用的内力），稳定内部结构。

而钢化玻璃则要在上述工艺最后再补上一个强化的步骤，具

体来说就是，在制成普通玻璃后，将其加热到 650℃到 700℃玻璃

软化温度点，然后在玻璃两侧同时用高压气流吹气，使之急速冷

却。此时玻璃表面将率先降温收缩，在两侧表层内形成具有很高

内部压应力的结构，之后冷却的中心部则具有很高的内部拉应力。

那么为什么是两侧受压，中心受拉，而并非反过来呢？这主要

是因为玻璃两侧遇冷收缩时，所有表层的位置都将受到来自四面

八方的挤压，因此表层中会形成压应力层；而中心处因为冷却较

慢，来不及收缩，因此形成拉应力层。

我们可以把应力理解为是材料内部具有的“内在”力，较高的

应力意味着材料内部存储着额外的能量，因此会形成“不安分”的

因素。例如夏天西瓜丰收时，有些熟透的西瓜稍微遇到一点外力

就会自己爆开，这就是西瓜内部存在应力的表现。

那为什么应力反而是玻璃得以强化的关键呢？

玻璃这种材料，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性质，它对于外界的压力负

荷有很强的抵抗作用，但承受拉力负荷的能力却要低得多。假如

我们把一片平板玻璃四周用框架支起来，就像玻璃屋顶或者玻璃

廊桥的桥面一样。我们会发现玻璃受到荷重影响时，上方仍然处

在受压的状态，但下方其实是受拉的状态。当载荷逐渐增加，下方

受到的拉应力也越来越大。最后，玻璃的下方，即未受载荷的那一

面将先发生破坏。

钢化玻璃双侧表面的压应力区域很好地抵消了载荷影响，玻

璃弱侧（不受载荷的一侧）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生断裂。一般来

说，经过强化处理的玻璃强度可以提高到原来的 3到 5倍以上。

钢化玻璃真的会自己爆炸吗

在正常情况下，钢化玻璃内部的压应力和拉应力得以平衡，自

然也能维持完好的外在状态。不过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巨大的

内应力就将瞬间释放，从最先发生破坏的薄弱点传递到整块玻璃，

使其迅速碎裂。

比如玻璃安装、移动过程中的磕碰会让边缘乃至表面的压应

力层受损，形成裂口。如果裂口足够深，抵达或者接近拉应力层，

内部平衡的破坏会让钢化玻璃马上破碎。因此钢化玻璃的移动和

施工过程要非常小心，避免任何瑕疵的产生。

还有的薄弱点来自内部，比如玻璃制造过程中存在的杂质颗

粒等。在没有受到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钢化玻璃也可能发生

崩解，这种情形应该就是内部杂质惹的祸。制作玻璃的原料中最

常见的杂质是硫化镍，它以颗粒物的形式聚集在玻璃内部。一旦

受到外力（甚至根本没受到外力），硫化镍颗粒周围的区域就常常

会率先发生破碎，整块玻璃也将随之崩解。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很多厂家在钢化玻璃的制作

过程中，会对每一块玻璃都进行热浸检测，以此来保证出厂产品尽

可能不含有内部杂质。具体方法就是，将玻璃加热到 300℃左右

再冷却下来，存在硫化镍的玻璃基本上经不起这样的折腾，都会自

动崩解。

不过，钢化玻璃的崩解问题很难从原理上百分之百避免，除了

尽可能提升产品质量外，还可以采用一些保护措施，比如，给玻璃

贴上透明有机物贴膜，即便玻璃崩解，碎渣也不会四散飞溅。

钢化玻璃和防弹玻璃是不是一回事

那么钢化玻璃和防弹玻璃是一回事吗？其实并不是。

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过用大锤击打钢化玻璃的视频，它们在

重锤之下仍然完好无损。但钢化玻璃的强度级别还是不足以抵挡

子弹，因此击碎钢化玻璃不是难事。

真正的防弹玻璃主要有两种，一种由透明的高分子聚合物材

料制成，如聚碳酸酯、PVB 树脂、聚氨酯等，在实际制造过程中一

般采用多层结构而非单层。

另外一种是在玻璃中间夹杂透明有机物层，这样玻璃在中弹

后虽然会破碎，但产生的碎片并不会四下飞溅，而是在有机聚合物

层的作用下，仍旧结合在一起。

总结来说，防弹玻璃并非依靠自身的坚固性将子弹弹开，而是

通过玻璃的破碎和树脂层的捕集让子弹动能消散，从而滞留在树

脂层上。为了实现足够的防弹效果，防弹玻璃的厚度也日益增大，

例如防弹头盔的透明面罩或者防弹盾牌的观察窗，玻璃厚度能达

到 30 毫米以上。不过，紫外线会让聚合物层的性质发生改变，影

响阻弹效果，因此防弹玻璃的寿命大约都在 3到 6年。

（来源：科普中国）

“禁蹬又禁踹”的钢化玻璃

怎么就自爆了？

张 昊

9 月 27 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四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环

境减灾二号 A、B卫星。

有新的航天器被发射升空，就有老旧航天器

“ 寿 终 正 寝 ”。 不 久 前 美 国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的一颗无法继续工作的老旧航天器回

落地球，着陆范围位于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和

库克群岛中间的区域。据悉，这颗名为“轨道地

球物理台”1 号（OGO-1）的航天器于 1964 年 9

月发射，重达 500 公斤，用以扫描地球磁场控制

的周围空间区域。1969 年之后，该航天器就已

无法再向地球发送数据，而是一直处于待机模

式。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后，

它的“太空之旅”才终于结束。

目前，世界上掌握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发射技

术的国家还为数不多，大多数航天器在使用结束

后往往无法回收。那么，完成使命的航天器“命

运”如何？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二院研究员、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

杨宇光，请专家揭秘“老旧航天器”的命运。

1970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

号”发射升空，拉开了我国空间事业的序幕。半

个世纪过去后，“东方红一号”虽停止工作，仍在

轨道上绕地飞行。

杨宇光告诉记者，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限

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没有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而是“采用蓄电池供电，在其工作 28 天后，电池

的电量耗尽，卫星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可对航天

器进行回收，一种是利用航天飞机的机械手臂对

其进行“抓捕”回收，例如 1984 年美国休斯公司

制造的西联星六号卫星，在发射后由于上面级火

箭提前关机未能入轨，9 个月后被航天飞机抓回

地面；另外一种回收航天器的方式，则需要在航

天器上设置防热气动外型和反推制动装置，例如

我国的返回式卫星，在完成任务后，有部分结构

会携带观测成果返回地面。

对于无法进行回收的航天器，各国一般有两

种处理措施。

如果是高轨道卫星，老卫星在轨道上完成任

务后，需要“让位”于新卫星，因此，在其寿命结束

之前，需要将它抬高。杨宇光解释说：“抬高的过

程就是其自身推进系统进行加速，将航天器的轨

道抬高到比地球同步轨道高约 200 公里的轨道

上。”

针对低轨道航天器，又分为受控离轨和不受

控离轨两种处理方式。

受控离轨返回地球的有飞船、到寿命期限的

空间站和航天飞机等。例如此前我国自主研发

的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采用了多项通信技

术，让飞船能够实现与地面测控系统的信息交

互。飞船在轨飞行期间，科研人员通过专门研制

的应答机天线网络，可传输地面对飞船控制的相

关指令以及接收飞船的飞行状态信息，确保了在

轨飞行控制系统的有效运行。相关任务完成后，

在地面测控通信系统的精确控制和密切监视下，

天舟一号经过两次制动，使轨道高度不断下降，

最后进入大气层烧毁。

不受控离轨的主要是那些高度足够低、不能

继续工作的卫星，杨宇光介绍说：“如果这些卫星

的个头足够小且没有耐烧的部件，那么到达寿命

期限后，它们会自行缓慢坠落，最后也会在大气

层燃烧殆尽。”

杨宇光告诉记者，为了避免更多航天器留在

太空影响空间秩序，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为航天器

搭载离轨帆或其他能增加其气动阻力的装置，以

实现卫星减速降轨。

“太空中的老旧航天器停留的时间越长，跟

别的航天器发生碰撞的几率就越大。为航天器

加上离轨帆，就相当于在保证其质量不变的情

况下增大其面积，这样它的运行阻力就会变

大，在停止工作后就能迅速开始坠落。从而实

现航天器较快被动离轨，助力清除太空垃圾。”

杨宇光说。

无法回收的老旧航天器
要么受控离轨要么任其坠毁

当航天器返回地球时，其着陆时间和落地范

围是可控的吗？

记者了解到，根据牛顿定律，假设地心引力

是影响卫星绕轨运行的唯一动力，那么卫星就会

一直以圆形或椭圆形轨道围绕地球运行。但这

并不适用于处于较低轨道高度的航天器。因为

受大气影响，航天器飞行速度降低，轨道高度也

进一步下降。要想预测坠落的时间和地点，必须

要了解大气密度，然而航天器返回地球时，所到

之处的实时大气密度值难以测算，所以科学家也

很难预测航天器坠落的时间和地点。

“若坠入大气层时没有被烧毁，航天器就存

在坠落地球表面的可能。有些航天器会采用先

受控离轨、再无控陨落的方式结束其使命，比如

说落到南太平洋，那附近是方圆几千公里的深海

无人区，因此航天器坠落在那里不会对人类造成

任何威胁。”杨宇光说，“对于不受控自行坠落的

航天器，科学家会密切关注其坠落轨迹，当它快

接近地球的时候，一般离地面约 200 公里时，就

可以对其坠落地点有一个大致的预测。”

杨宇光告诉记者，在整个地球表面，海洋占

总面积的 71%，陆地只占约 29%，而这 29%的面积

中，人类居住面积的占比也非常小，因此航天器

坠落到人类居住区的概率是极低的。

一些航天器的坠落不可控
但落到人类居住区的概率极低

据杨宇光介绍，目前在地空之间来往比较频

繁的航天器当属货运飞船，主要包括美国的龙飞

船、“天鹅座”飞船、俄罗斯“进步 MS”系列飞船、

欧洲 ATV 货运飞船、日本 HTV 货运飞船以及我

国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等，目前只有龙飞船可实

现回收，其他货运飞船将货物送到空间站后，都

会带着一部分空间站的垃圾受控离轨回落到南

太平洋。

航天器的发射成本巨大，那为什么我们不给

所有的航天器都增设回收装置呢？专家解释说，

是否对航天器进行可回收设计，不单单是从成本

的角度出发。

杨宇光说：“首先要考虑科研需求，那些需要

把特定的‘货物’带回来的航天器就需要可回收

设计。例如空间实验做育种项目，需要让育种结

果搭乘航天器的‘顺风车’返回地球，利用我们的

返回式卫星就可以完成这项运输任务。”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航天器都适合安装类

似返回式卫星的回收装置。气动外型和防热层

可保证航天器在回收的过程中不被高速之下与

大气摩擦产生的气动热破坏，但防热材料所占空

间体积较大，重量也不容小觑。因此目前仅限于

专门的航天器如载人飞船等才能安装。

杨宇光进一步解释说，体型较小的航天器若

再增加气动外型和防热层，会占用航天器自身的

体积和重量，对于发射及在轨运行都会造成影

响。考虑到技术和成本因素，就没有必要为其加

装回收装置。

谈到如今正在太空运转的航天器未来的“命

运”，杨宇光说，航天器变轨需要消耗推进剂，对于

一些零部件都还完好，只是推进剂用光的航天器，

科学家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延长它的寿命。例如，

我国2017年发射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就成功完

成了对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推进剂补加，这可

以保持空间实验室继续在轨，从而延长实验室的

寿命。

现在，人类开始更多地尝试在轨道上延长航

天器的寿命。就在今年 4 月 17 日，诺斯罗普·格

鲁曼公司的 MEV-1 卫星与国际通信卫星组织

的 Intelsat-901 的发动机喷口成功对接，开始为

燃料基本耗尽的 Intelsat-901 提供新的燃料，这

也是人类第一次依靠新卫星实现了给老卫星“续

命”的任务。

今年 8 月，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再次发射

MEV-2 卫星进入太空，目的是抓住一颗已经在

太空中停留了 16 年的老化卫星，通过给它安装

一套新的发动机和燃料，延长这个老卫星在轨道

上的寿命。

相关专家认为，帮助航天器延长使用寿命，

未来将成为科技公司新的业务增长领域，这或许

有助于将人类深空探测活动提升到一个全新的

技术水平。

回收与否需考虑多重因素
各方正在尝试给老航天器“续命”

实习记者 张佳欣

在历史上，有过几次航天器失控坠落地球的

例子。据报道，1978 年 1 月 24 日，苏联核动力卫

星“宇宙 954”号在运行轨道上失去控制，坠落于

加拿大西北部。这颗卫星装有大量放射性物质，

虽然坠落时反应堆已经脱离，但该卫星落地后还

是对周边 1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造成了小剂量辐

射污染。

1979年 7月 11日，重约 80吨的美国“天空实

验室”空间站于再入过程（即航天器通过制动进入

大气层，然后在地球表面着陆的过程）中操控失

误，大量残骸洒落在澳大利亚西部荒原之中，坠毁

的航天器砸倒了几栋小屋，并砸死了一头牛。

除了坠毁和回收除了坠毁和回收
老旧航天器还有第三种归宿老旧航天器还有第三种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