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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科学

九天揽月星河阔，十六春秋绕落回。11 月

17 日，被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

和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

技术区总装测试工作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

划于 11月下旬择机实施发射。

本次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计划首次实现从

月球的采样返回，把月壤或月岩等宝贵样品带

回地球，届时将有望为我国探月工程重大科技

专项“绕、落、回”三步走发展战略画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

地月之间平均单程距离约为 38 万公里，走

一个来回将近 80 万公里，月球样品中究竟有哪

些奥秘值得我们如此费力去挖掘？回望历史，人

类在去月球“挖土”这件事上取得过哪些成就？

本次我国嫦娥五号任务从取样地点到采样重量

上会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月壤即月球的土壤，虽然在月球上唾手可

得，但是对地球人来说却蕴藏着巨大的科学价

值。”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究所教授

肖龙说，月壤是研究月球的样本，由月球岩石在

遭受陨石撞击、太阳风轰击和宇宙射线辐射等空

间风化作用后形成，其中有大量的月球岩石碎

块、矿物及陨石等物质。科学家通过研究这些月

壤物质，既可以了解月球的地质演化历史，也可

以为了解太阳活动等提供必要的信息。

“探测月球有 3种常用方法。”全国空间探测

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

是环绕探测，主要用于对月球进行综合性普查；

二是着陆和巡视探测，主要用于对月球进行区域

性详查；三是采样返回探测，主要用于对月球进

行区域性精查。相比前两种方法，采样返回探

测，可以将月球的月壤等关键性样品运回地面实

验室供科学家进行精准分析研究，有利于进一步

了解月球的状态、温度、物质含量等重要信息，深

化对月壤、月壳和月球形成演化的认识。

庞之浩表示，从技术层面看，3 种空间探测

方式有明显的递进关系，每一步都是对前一步的

深化，并同时为下一步奠定基础，最终达到全面、

深入了解月球的目的。完成月球取样返回任务，

需要经历一个全面、精细、深入的科学探测过程，

可以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并为今后载人登月和

月球基地选址等提供有关数据、奠定技术基础。

月壤虽是土，价值抵万金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冷战期间，当时的航天超级大国美国和苏

联都很热衷于去月球采样。”庞之浩介绍，苏联月

球 16 号探测器从月球丰饶海取回了一块 101 克

的小样本。月球 20号探测器和月球 24号探测器

则分别从阿波罗尼厄斯高地和月球危海采集到

了 55克与 170克样品。

“载人飞船从月球采样返回，不仅采集量大、

选择性强，而且采集范围可以很广，因为航天员

可以到舱外活动，还能乘月球车漫游到比较远的

地方去采集月球样品。例如美国阿波罗系列任

务采样位置的地理分布、地质特征就非常丰富。”

庞之浩说。

“挖土”有魅力，各国都很拼

“我国嫦娥五号对月壤的采样能力更强。”

庞之浩表示，苏联月球 16 号、月球 20 号和月球

24 号 3 个无人月球探测器进行了 3 次月球采样

返回任务，带回的月球土壤样品仅约 330 克，而

我国仅嫦娥五号 1 个探测器就计划带回 2 千克

月球样品。

据庞之浩介绍，采样重量会出现这么大的差

别，是因为当时的苏联尚未掌握月球轨道无人交

会对接技术，所以其 3次无人月球采样任务采用

的都是月面起飞直接返回地球方案，这样其上升

器需要克服返回舱与大量燃料带来的巨大负重，

因此极大压缩了采样重量。而嫦娥五号计划采

用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月球轨道无人对接方案

转移月壤，上升器不用搭载返回舱，只需少量燃

料，因此采样重量呈几何级提高。

另据相关报道，嫦娥五号的取样地址也很有

特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嫦娥五号将在月球

正面最大的月海风暴洋北部吕姆克山脉附近着

陆，此地从未有其他国家的探测器到访过。风暴

洋相对较年轻，富集铀、钍、钾等放射性元素，该

地存在大约 13 亿至 20 亿年前的玄武岩，获得这

些年轻玄武岩的同位素年龄，将有助于推进对月

球火山活动和演化历史的认识。

正如 11 月 5 日国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刊

文所言，嫦娥五号可以填补科学家对月球火山活

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此前对美、苏获取月壤

样品的研究表明，月球上的火山活动在 35 亿年

前达到顶峰，然后减弱并停止。但对月球表面的

观测发现，某些区域可能含有最近 10 至 20 亿年

前才形成的火山熔岩，这与嫦娥五号着陆地区的

年龄相仿。如果嫦娥五号采回的样本能够证实

这段时间月球仍在活动，将改写月球的历史。

嫦娥有特色，选址位置新

1969 年 7 月至 1972 年 12 月，美国通过阿波

罗 11号到阿波罗 17号载人飞船实施了 7次载人

登月任务，除了阿波罗 13 号因发生故障中途返

回，其余 6 艘飞船皆完成登月，成功将 12 名航天

员送上月球，共带回月壤和月岩样品约 381.7 千

克。

据介绍，阿波罗 11 号着陆在月球赤道附近

的宁静之海，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是这里比较平

坦，便于飞船降落和宇航员舱外活动。

阿波罗 12号与阿波罗 14号均着陆在月球赤

道平原上，前者着陆于风暴海，后者降落在位于

距离阿波罗 12 号着陆地右侧 177 公里的哥白尼

陨石坑。

阿波罗 15号着陆在月球北半球中部阿基米

德陨石坑东南的亚平宁山脉脚下，而阿波罗 16

号则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赤道以南的中部高地

西奥菲勒斯陨石坑附近着陆。

阿波罗 17 号则在月球北半球的陶勒斯-利

特罗山谷着陆，该地既可以从谷底采集较为年轻

的岩石样本，也可以从月球高地采集较老的岩石

样本。

“通过对月球样品的分析，科学家们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庞之浩说，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发

现，月壤中含有大量微小的橘红色玻璃形式颗

粒，这些颗粒一般富含铝、硫和锌，它们是在月幔

部分融化过程中，于月球表面下约 300千米深处

形成，因火山活动而喷出到月球表面。通过对样

品的分析与实验证实，月壤和月岩中氧化铁的含

量很高，从中可以制取水和氧，未来可利用月面

物质支持月球基地的运行，并为登月飞行器补充

燃料。更重要的是，科学家还在采集回来的样品

中发现了核聚变的理想原料氦-3。按照目前地

球的能源消耗规模，月球上的氦-3 用于核聚变

发电后能够满足人类约 1万年的能源需求。

早在一百多年前，有一位科学家几乎将自己

的一生都奉献给化学元素提取工作，她就是居里

夫人（玛丽·居里）。

11 月 8 日，诺贝尔奖官方推特公布了居里夫

人使用过的笔记本。

诺贝尔奖方面称，居里夫人于 1934年 7月 4日

死于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是她多年来在工作中受

到辐射的结果。即使在今天，她的一些书籍和论

文仍具有强烈放射性，必须放在铅盒中保存。本

次诺贝尔奖方面所展示的这个笔记本，其所具有

的放射性还将持续 1500年。

“从科学角度来讲，笔记本仍具放射性，这很

正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

院）放射化学研究所所长郑卫芳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放射性持久度由核素半
衰期决定

1896 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在实验中发

现元素铀会自发地发出一种类似 X 射线的有穿透

力的射线。之后，居里夫人发现这种现象不仅仅

是铀的特性，而是某些元素的共同特性，她把这种

特性称为放射性，把有这种性质的元素叫做放射

性核素。经过几年的努力，她找到了另外的放射

性核素——钋（Po）和镭（Ra），并因此成为世界首

位两获诺贝尔奖的人。

郑卫芳告诉记者，居里夫人所用过的笔记本

仍具放射性，并将持续千年，这与放射性核素的半

衰期直接相关。

在物理学上，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是指一个

样本内，其放射性原子衰变至原来数量的一半所

需的时间。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长短差别很大，

短的远远小于一秒，长的可达数十万年。半衰期

越短，代表其原子越不稳定，每颗原子发生衰变的

几率也越高。

钋元素的原子序数是84，是一种呈银白色的金

属。根据研究，这种元素在地球上十分稀有，但却有

剧毒，它的半衰期是138天，如果居里夫人笔记本上

沾染的是钋元素，如今其辐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是镭元素，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镭元素

的原子序数为 88，是一种具有很强放射性的元

素。在镭的同位素家族中，最稳定的同位素为

镭-226，半衰期约为 1600 年。这也意味着，经过

一个半衰期，也就是经过 1600年，其放射性强度才

会降为初始值的 1/2。

那么，居里夫人笔记本上的放射性核素能否

去除？郑卫芳告诉记者，可以用去污剂擦拭，但这

只能将放射性核素转移，并不能将其消灭。要消

灭放射性核素，或者缩短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除

了其原子核的自发衰变外，还可以借助核反应（专

业术语叫嬗变），将半衰期上千年甚至万年的长寿

命核素嬗变成半衰期更短的核素。人工核嬗变可

以利用核反应堆、粒子加速器等装置实现。

放射性核素的处理多在
热室进行

放射性核素究竟有什么用途呢？以镭为例，

它在衰变的过程中会释放出α射线和γ射线，同

时产生一种名为氡的放射性气体。α射线和γ射

线对细菌、细胞具有杀伤作用，所以在临床医学上

被用来治疗癌症。此外，在探测石油资源的过程

中，技术人员使用镭铍混合剂来作为中子放射源。

另外，人们听到最多的放射性核素可能是铀

和钚，这两种物质是制造核武器的原料。它们通

过核裂变反应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同时也释放出

高强度的辐射，投于长崎市的原子弹，就使用了钚

制作内核部分。

随着认识的深入，人类对放射性核素的防范

意识也不断提升，并慢慢建立起相应的防护体

系。现在对强放射性核素的处理都是在防范措施

到位的热室进行。热室是将放射性核素封闭包裹

的特殊设施，可防止射线穿透或泄漏出来对人造

成伤害。

2015 年，我国首座动力堆燃料后处理研发设

施热室正式启用，其墙体厚达 1.1米，安装了 7层厚

的铅玻璃窥视窗。之所以选择铅玻璃，因为铅能

屏蔽射线。此外，操作必须在密闭、负压同时保持

通风的环境下进行。

与传统烟囱不同，热室的烟囱并不冒烟，因为

核反应不像普通燃烧那样发生化学反应，而是依

靠原子质量亏损释放能量，因此不会排放二氧化

碳，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经过多重过滤，热室内

的排风系统会吸附热室空气中的放射性核素，在

达到严格排放标准后，气体才被允许通过烟囱排

放出去。

害死居里夫人的元凶 至今仍“活”在其笔记本上
本报记者 陈 瑜

说起火箭发射，相信大家脑海中首先就会想到倒计时与点

火发射的场景，而发射之前的准备工作通常不那么容易引人关

注。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每次我国火箭发射之前，都会有

“远望船出发”这样的新闻，事实上，这也是保证火箭能够上天的

重要一环。

有人可能要问了：上天的事儿，为什么要用船呢？下面就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测量船，以及中国测量船远望号和它执行

的校飞任务。

航天测控的“千里眼”与“风筝线”

航天测控能够对运行中的航天器（运载火箭、人造地球卫

星、宇宙飞船和其他空间飞行器）进行跟踪、测量和控制。从人

类开始探索宇宙起，航天测控网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测量船是航天测控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陆地测量站相

比，测量船可在广阔的大洋上灵活选点布站、机动应急测控。测

量船既是“千里眼”，又是“风筝线”，因为它不仅能够测量飞行器

轨道，也能够发送控制指令，遥控卫星进行变轨、姿态调整、太阳

能帆板展开等动作。

上世纪 60 年代，我国开始发展远程运载火箭和地球同步卫

星，航天远洋测量船应运而生。1978 年，“远望一号”“远望二号”

相继锻造出炉，远望号测量船也自此成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

40 多年来，远望号测量船相继完成了从火箭测量到卫星测

量、从单一测量到综合测控、从卫星测控到载人航天器测控通

信、从地球轨道测控到月球轨道测控、从单目标到多目标测控进

而逐步遂行多样化试验任务等重大跨越。

在海水涌动、船体摆动、天线晃动、目标移动等复杂条件下

进行航天测控，技术难度远远高于陆地。因此，测量船要具备较

好的低速航行及机动性能、较大的续航力和自持力。

测量船的校惯导与校飞

已经多次完成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 6 号船，于今年年初在东

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惯导精度鉴定和海上综合校飞任务。

海上综合校飞是远望船提升船舶可靠性与测控精确度的重

要工作。只有完成了综合校飞，远望号船才能取得海上测控“资

格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海上测控过程中，测量船需要综合考虑船舶航行、颠簸摇

晃、船体变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惯导设备是校准各项误差、

影响最终测控精度的重要设备之一。所以在正式校飞前，首先

要进行测量船惯导精度鉴定，检验船姿船位系统性能。

惯导精度鉴定工作主要通过测控系统中的船姿船位系统进

行。同时，气象预报、中心机、网信、常规保障设备等多系统，以

及平台惯导、捷联惯导（含卫星导航）、光电经纬仪、变形测量系

统等多套设备也会参与进来，各系统之间的配合度与各设备运

行的稳定程度都需要进行检验。

接下来就是海上综合校飞，校飞是指使用装有专门校验设

备的飞行校验飞机，对导航、雷达、通信等设备进行检查与评

估。测量船的校飞包括性能校飞与精度校飞两项。

性能校飞项目包括对测量船的跟踪性能、引导功能、船摇隔

离度、测星校航向能力、数据传输处理能力的测定。通过测试，

设备的动态性能、工作方式以及设备之间的工作协调性等方面

一旦暴露出问题，就能及时得到校正。

精度校飞主要检验设备在不同工作模式、动态条件下的跟

踪测量精度，同时利用标校卫星开展卫星校飞。

性能校飞项目包括最大工作范围和保精度工作范围，类似

于电压表的量程和最佳测量范围。而精度校飞则类似于测试电

压表指针的灵敏度，主要考验各分系统不同模式下测量时的误

差。二者配合，能够充分验证各种测控设备是否满足任务要

求。性能校飞可以为精度校飞提供相应的保精度跟踪范围，同

时还可以获取高、低仰角下的测量精度，精度校飞获取的数据则

可以验证性能校飞的有效性。

在实际的海上测控中，总是伴随着气象多变、海况恶劣等意

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在校飞过程中，远望船会尽可能模拟

各种极限情况，收录设备在不同工作状态、不同组合下的试验数

据，以此来全面检验测量设备性能，评定测量设备精度。比如远

望 6 号船会将校飞任务与船摇隔离度检查相结合开展，通过让船

产生 8 度左右的晃动，来模拟大风浪条件下的测控。这让整个校

飞过程都充满挑战，但同时也为未来执行任务提供了保障。

（来源：科普中国）

上天的事儿，为什么要用船？

亓 创 高 超 倪栋梁

居里夫人 图片来源：诺尔贝奖官网

图为今年6月，远望6号船太平洋上精准测控助力北斗三
号“收官星”入轨。 新华社发（倪栋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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