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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连线·俄罗斯

国际战“疫”行动

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2月7日电（记者张梦
然）自2018年起，科学家曾发现两个暗物质

缺失星系，它们引发了天文学界关于天体性

质和引力定律的激烈争论。据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官网近日消息称，NASA

与欧洲空间局（ESA）利用哈勃望远镜的最

新数据，解释了为什么星系中会有大部分暗

物质“失踪”。该研究不仅解决了一项天文

学难题，也让有关星系形成和演化的现有知

识与宇宙学模型达成一致。

2018 年，NASA 与 ESA 利用哈勃空间

望远镜及其他几个天文台数据，首次发现

了一个大部分暗物质都缺失的星系，距离

我们 4500 万光年，位于鲸鱼座，被命名为

NGC 1052-DF2。这一星系的古怪特征

令天文学家非常意外。因为依据现有理

论，暗物质是星系形成和演化模型中的最

关键组成部分，一旦缺失如此之多的暗物

质，演化过程也就缺乏足够的引力而无法

形成星系。但就在“意外”出现一年之后，

另一个暗物质缺失星系 NGC 1052-DF4

被发现，进一步引发了天文学家们对星系

性质和引力定律的争论。

此次，科学家们拿到的最新数据为

NGC 1052-DF4 星系的暗物质缺失提供

了证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米雷

亚·蒙特斯带领的一个国际团队，通过深光

学成像技术展开研究。他们发现，潮汐破

坏的影响可以解释缺失的暗物质：邻近的

大型星系 NGC 1035 的引力正在将 NGC

1052-DF4 拆解开来，在这一过程中，暗物

质被“剥离”了，但恒星在随后“感受”到的

其实是与另一个星系的相互作用。

这一情况只有使用能够揭示极微弱特

征的极深图像才能观察到。蒙特斯表示：

“我们借助哈勃望远镜以两种方式发现

NGC 1052-DF4正在发生某种相互作用，

这两种方式分别是研究星系的光和球状星

团的分布。”

团队成员表示，望远镜极高的分辨率

让他们可以从所得数据中识别出星系的球

状星团，而西班牙的加那利大型望远镜和

IAC80望远镜的数据也对哈勃的观测结果

做出了相应的补充。

该结果对星系缺失暗物质的原因做出

了解释，支持了潮汐破坏机制，同时也意味

着，人们目前对引力定律的理解还不用因

此而修正。

这个研究结果应该让人又欣慰、又失

望。欣慰的是，引力定律的“大厦”依然坚

固；失望的是，短时间内仍然不会有科学定

理的大突破。库恩这样总结科学发展模

式：前科学时期（无范式）—常规科学时期

（建立范式）—科学革命时期（范式发生动

摇）—新常规科学时期（新范式建立）。前

人已建好了一套套范式，如今并无新事，新

的发现总能找到合理解释。只要对常规范

式修修补补，科学就可以继续稳步前行。

下一次范式革命在何时？会以什么为契

机？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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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因美国制裁被迫停工近一年

的北溪 2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再度重启。目前，

欧盟正酝酿与美国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已完

工近 94%的北溪 2 线面临成为交易筹码的危

险。俄罗斯希望尽快完成项目建设；美国磨

刀霍霍准备实施新的制裁。德国和欧盟内部

意见不一，能否坚持北溪 2 线，正演变为欧洲

战略自主的一块试金石。

俄美德三方激烈博弈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再强调，该天然气管

道无论如何都会建成。俄方为此从远东调来

了自己的铺管船，希望尽快完成最后阶段的

管道铺设任务。俄方称，已获得丹麦能源署

颁发的 12 月的施工许可证。12 月 2 日，俄罗

斯一艘多功能破冰船和一艘锚船离开加里宁

格勒港口前往波罗的海与铺管船汇合。有报

道称，这次适应性施工将在两端各铺设 2.6公

里的管道。总长 1222公里的管道距离贯通还

差约 76 公里，其中 16 公里在德国水域，60 公

里在丹麦的专属经济区。

美国方面则步步紧逼，不断加大制裁力

度和范围，企图将北溪 2 线扼杀在完工前夕。

美方的制裁从参加建设的企业，延伸到为铺

设天然气管道的船舶升级或安装设备提供服

务和资金的企业，最新的制裁威胁甚至囊括

了参与该项目的保险公司、技术认证公司以

及德国相关的港口。美国政府官员强调，北

溪 2线的支持者不应寄希望于华盛顿换届，因

为“无论谁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任职，制

裁都会得到执行”。

德国则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

德国政府认为，自主选择能源来源是主权的

体现，明确反对美国针对北溪 2线项目的制裁

法案。但同时又不愿与美交恶，表示不会对

美方的制裁进行反制；另一方面，随着俄反对

派领袖纳瓦尔尼中毒事件的发展，德俄之间

的矛盾凸显，德国各界就是否继续支持该项

目出现分歧。有媒体发出“到底谁需要北溪 2

线”的疑问。德国外长马斯也警告称，“我不

希望俄罗斯人迫使我们转变对北溪 2 线的立

场”。

能源安全叠加地缘政治

耗资约百亿欧元的北溪 2 线设计输气能

力为每年 550亿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德国等

西欧国家将可以比较稳定地从俄罗斯获得价

格更为低廉的天然气，这对于即将完全放弃

核能的德国来说尤其重要。德国约 94%的天

然气来自进口，2018 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

占德国天然气总消费量将近一半。预计到

2035 年，德国天然气供应缺口将达 1200 亿立

方米，北溪 2线投入运营将有力缓解德国的能

源供应缺口。

此外，如果北溪 2 线建成，美国的液化天

然气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新冠疫情

导致天然气需求下降，高价的美国液化天然

气对欧洲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美国因

此一直诟病德国和欧洲深陷俄罗斯的“能源

陷阱”之中。12 月 5 日，美国驻德特使昆维尔

再次强调：“这条天然气输送管线不只是经济

项目，也是克里姆林宫用来回避乌克兰并分

化欧洲的政治工具。现在是德国和欧盟停止

修建天然气管线的时候了。”

欧盟内部则一直以来都有反对北溪 2 线

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忌惮俄罗斯的波罗的海

国家，以及乌克兰和波兰这样的能从陆路输

气管线中获益的东欧国家。纳瓦尔尼中毒事

件发生之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态

称，“北溪 2线不会让欧盟靠近俄罗斯。”

2020 年 10 月，美国的盟友波兰借势出

击，以北溪 2 线项目缺少工作许可为由，对俄

罗斯天然气公司罚款 76亿美元。

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难题

德国联邦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恩斯特认

为，美国真正感兴趣的是向欧洲出口更多自

己的液化天然气。他将美国政府对德国公司

实施制裁的威胁称为“黑手党式的方法”，建

议欧洲采取反制措施，例如对美国天然气征

收惩罚性关税等。而一直对北溪 2 线持批评

态度的欧洲议会议员比蒂科弗则认为，北溪 2

线的财团尚未找到规避美国制裁威胁的方

法，如果美国继续反对北溪 2 线，欧盟将不会

为此与美国发生重大冲突。

面对这一难题，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SWP）建议，欧盟应与美国讨论主权和可持

续的欧洲能源政策。谈判不仅应该围绕华盛

顿对北溪 2线实施的制裁，还应就各自的能源

政策和气候目标交换意见。如果德国政府希

望坚持使用北溪 2线，那么除了对欧洲能源团

结的新承诺，即帮助乌克兰等东欧国家解除

被俄断气的顾虑，补偿损失的过境费之外，还

应承诺购买大量美国液化天然气，并支持东

欧伙伴一起建立跨大西洋能源合作伙伴关

系。

事实上，德国政府曾于 2020 年 8 月向美

国政府提议，如果美国不对北溪 2线项目相关

方实施制裁，德方愿意出资 10 亿欧元在北海

沿岸建造两座码头，用于进口美国液化天然

气。然而美方并没有积极回应。德国不得不

暂停在威廉港建造进口液化天然气的码头。

至于团结欧洲统一与美协商，从波兰和匈牙

利不愿接受援助资金与法治挂钩的机制条款

而否决欧盟的预算草案来看，作为欧盟理事

会轮值主席国以及最大的出资国，德国的失

望显而易见。

据德媒报道，在德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

北溪 2 线接驳港口所在的梅前州政府和相关

企业原本计划成立一个名为“气候保护 MV”

的基金会来规避美方的制裁。不料美方在最

后一秒弥补了制裁法案中的漏洞，使得德方

的“努力”功亏一篑。可以预见，未来的美国

政府仍将继续推动欧洲减少对俄罗斯能源，

尤其是天然气的依赖。在重塑新的跨大西洋

关系中，北溪 2 线必定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是否继续坚持，将成为测试欧洲战略自主程

度的试金石。

北溪2线：欧洲战略自主的试金石

科技日报北京 12月 7日电 （记者冯卫
东）据《皇家天文学会月刊》发表的一项新的

超级计算机模拟结果显示，大约 45亿年前，月

球可能是由于地球与火星大小的行星泰娅

（Theia）碰撞而形成的。

英国科学家制作了一些模拟场景的动

画，每个动画显示泰娅以不同的自旋量接近

地球的情景，描绘了从撞击点散发出来的岩

石碎屑的各种爆炸样式，这些爆炸样式最终

可能会聚集成月球。

这些模拟基于天文学家通常所说的“大

飞溅”理论或“巨大冲击”假设。根据理论，直

径约 6100 公里的泰娅撞入直径为 12741 公里

的地球，在我们的星球周围形成了一个碎片

环，这些碎片环最终聚在一起形成了月球。

英国达勒姆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合作，在

DiRAC高性能计算设备上进行了模拟。研究

人员追踪了碰撞发生后4天来自地球和泰娅早

期的物质。最终，模拟产生了一个有轨道的物

体，它有可能演变成类似月球的物体。

模拟泰娅与早期地球的碰撞产生了不同

的结果，这取决于泰娅最初旋转的大小和方

向，从根本没有旋转到像舞池球一样旋转，以

及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

在一种极端情况下，碰撞沿顺时针方向

最大旋转，将两个物体合并在一起；在另一种

极端情况下，碰撞沿逆时针方向最大旋转，则

产生了两个物体的刮擦。

在不向泰娅添加任何自旋的模拟中，产

生了一块自引力的物质，质量约为月球的

80%；将少量自旋添加到模拟中后，则创建出

另一个类似月球的物体，研究人员将之称为

“原型月球”。

模拟结果产生的团块被证明可以安放在

撞击后地球周围的轨道上，它会通过扫掠围

绕地球的碎片盘而增长。模拟团块还具有一

个类似于月球的小铁芯，外层材料由早期的

地球和泰娅组成。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模拟结果并不是月

球起源的确定证据，但它们是了解我们最近

的邻居如何形成的研究进展。他们还计划进

行进一步的模拟，通过改变目标和撞击器的

质量、速度和旋转速度，来了解其对潜在月球

形成的影响。

超算模拟或解月球形成之谜

在全球抗疫战役隐现曙光的今天，中国

驻韩国大使馆科技参赞富贵接受了科技日报

记者专访，围绕科技因素，回顾了近一年来的

所思所为所感。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
靠科技
“新冠疫情已持续一年，至今仍看不到尽

头。欧美国家进入了再次大暴发的关键时

期，令全球忧心忡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中韩两国，抗击疫情取得了显著成果。”

富贵参赞表示，中国和韩国是世界各国

应对新冠疫情这场大考中的“模范生”，这一

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经济实现了触底反

弹，成为全球唯一全年经济正增长的国家，经

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恢复正常，这样的成就的

确令人自豪，令世界刮目相看。”

“我们的邻居韩国结合自己国情，探索出

一条‘K-防疫’模式，即在防疫中生活、在生

活中防疫，最大限度地保持疫情防控和经济

活动、社会生活相对平衡的韩国模式。”

访谈中，富贵参赞强调说，习近平主席指

出，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中韩两国

为什么能有效地应对疫情？原因很多，其中

功不可没的因素是科技。

他举例说，疫情导致全球约 15 亿学生停

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未曾出现的

情况，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次全球性教育危

机。然而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术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并为远程教育大

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中韩两国在疫情最严重时候，并未出现

商品短缺恐慌和抢购现象，社会稳定、祥和。

其中有赖于网购平台技术和高效物流系统起

到的保障作用。此外，生物制药技术也发挥

了关键作用。疫情暴发短短的几个月内，中

国有 5 种疫苗进入Ⅲ期临床阶段。韩国的血

浆和抗体治疗药物目前也进入到临床阶段。

两国政府科技界联手
抗疫有实效

富贵参赞回顾说，这场疫情中，中韩患难

与共，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两国友好关系得

到进一步发展。

新罗旅唐学者崔致远的名句“道不远人，

人无异国”，在疫情中广为流传，其深切的历

史和现实含义在两国人民心中引发了共鸣。

他表示，疫情期间，使馆积极行动，推动

两国政府、科技界广泛开展合作。

驻韩使馆向位于首尔的国际疫苗研究所

捐款，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支持国际疫苗研

发合作、携手抗疫、为人类谋福利的意志，在

韩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

为了加快复工复产，两国政府排除阻力，

率先开辟“快捷通道”，反映了双边务实合作

的深度。

疫情发生后，科技处在使馆领导下，密

切关注韩国疫情以及采取的防疫措施，滚

动编写了 200 多期简报，为国内开展防疫工

作提供有价值参考信息。此外，通过组织

两国专家召开线上研讨会等举措，尽力搭

建分享防疫经验平台，进一步开拓合作与

交流空间。

富贵参赞强调，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两国

政府和科技工作者有一个深度共识：作为经

贸和人员往来频密的近邻国家，加强公共卫

生领域的科技合作十分重要。

他说，中韩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两国文

化相得益彰，人文交流源远流长。建交以来，

中韩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

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双边科技合作奠定了

非常好的基础。

采访结束前，他再次强调，新冠疫情给双

边科技合作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两国以

应对疫情为契机，进一步依靠科技，共同应对

危机，开辟双边科技合作新局面，求真务实，

共同构建中韩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疫情给中韩科技合作提出新课题
——访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科技参赞富贵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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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首尔记者 邰 举

俄罗斯国立核能研究大学与埃及艾因夏

姆斯大学合作，研究把核废料用作反应堆燃料

的可能性。相关论文发表在《核能年刊》上。

在运行中的核反应堆中，会积累所谓的

锕化物——一种长半衰期放射性同位素。目

前，全世界处理锕化物或者是当成加工过的

核燃料成分送往仓库，或者是把它与裂变产

物一起埋入放射性废料长期填埋场。但锕化

物会在地下不停地释放辐射和热，对核能发

展来说是个问题。

国立核能研究大学核物理与工程学研究

所副所长、俄核协会理事会成员格奥尔基·季

霍米罗夫教授介绍说，填埋锕化物的可能替

代方案是，使它发生突变（在核反应堆中煅

烧），如果能在技术上成功实现，核工业危险

废料中的锕化物将转变成有益的核能。许多

国家都在考虑这种前景。突变把锕化物变成

稳定的核素、短衰期裂变产物或者具有实际

用处的有益放射性同位素。相应地，锕化物

的突变能够减少高放射性废料的数量，并降

低其在长期储存情况下的散热和放射性毒

性。此外，在锕化物突变时释放的能量也可

能被用来发电。

研究人员在文章中透露，他们研究了不

同负载下中子增殖有效系数和堆芯反应性系

数的变化、中子谱位移、锕化物临时进化、主

要核素储备的临时进化以及突变系数。他们

计划研究增添锕化物对安全参数的影响，其

中包括两个反应堆中的温度反应性系数和滞

后中子的有效比例。

俄研究填埋核废料替代方案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科学研究中心新闻办通报称，俄科学

家制造出超高纳米粒子含量的银液，属于全

球首次。这种新工艺有助于制造 3D 打印墨

汁和抗微生物药物。

3D 打印、生物医学、光电子学、复合纳米

材料合成等很多现代工艺都需要大量尺寸和

外形可调制的纳米粒子，但是经济上高效、生

态上安全的制造方法却不多。

俄 科 学 家 完 善 了 银 纳 米 粒 子 的 合 成

方 法 ，获 得 了 超 浓 缩 液 体 ，每 升 包 含 1500

克 银 纳 米 粒 子 ，超 过 目 前 已 知 混 合 物 的

24 倍。

研究人员指出，该项目可以发展成为大

规模、廉价、低成本地获取纳米粒子的创新型

产业。从中获取的知识不仅有利于研究银纳

米粒子超浓缩液的合成，还可用于其他金属

及其氧化物等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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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制出超高纳米粒子含量银液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太空

网日前报道，美国和荷兰科学家携手，首次

借助射电望远镜发现了一颗寒冷且黯淡的

“超级行星”（借助传统红外观测方法无法

探测到这颗行星），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

进一步寻找宜居系外行星。

研究人员借助位于荷兰的低频阵列

射电望远镜（LOFAR）探测到了这颗褐矮

星，并将其命名为 BDR J1750+3809，昵

称“埃莱格斯特”，位于 212 光年外的大力

神星座内。

褐矮星也被称为“失败恒星”或“超级

行星”，因为它们的大小介于行星和恒星之

间——太小而不能被视为恒星，太大又无

法被视为行星。褐矮星的大气成分与太阳

系中的气态巨行星类似，但质量要大得多

（最高可达木星的 80倍）。

研究人员解释称，由于褐矮星太小而

无法成为恒星，因此，它们不会像太阳等恒

星那样经历核聚变反应，这就使它们比普

通恒星更小、更暗、更冷，因此科学家们很

难通过常规方法（如红外仪器）找到。但褐

矮星可以发出无线电波长的光，因此，借助

射电望远镜，或许可以将它们“逮个正着”。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首先使用位于

荷兰的 LOFAR 射电望远镜发现了“埃莱

格斯特”，随后，借助位于夏威夷和智利的

国际双子座天文台以及由夏威夷大学负责

运营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红外望远镜

设施确认了这一研究结论。夏威夷大学方

面表示，“埃莱格斯特”是首个借助射电望

远镜发现的“失败恒星”。

这项研究共同作者迈克尔·刘表示：

“借助过去 25 年来的传统方法，很难发现

这些天体，这项工作为科学家们寻找漂浮

于太阳边缘的最冷天体开辟了一条新路。”

美荷借射电望远镜探测到“失败恒星”

科技日报北京12月7日电（实习记者

张佳欣）据英国使馆新闻处最新消息，英国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4日宣布了新的排放目

标，与1990年水平相比，到2030年底英国将

至少减少 68%的温室气体排放。该目标旨

在确保英国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以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

报道称，这是英国在对国内脱碳潜力

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政府各部门确定的

英国可能实现的最高目标，也是英国脱欧后

制定的第一个目标，同时意味着英国承诺将

以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快速度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报道还表示，英国将会通过国

内行动而非使用国际信贷来实现这一目标。

该目标紧跟英国 11 月 18 日公布的绿

色工业革命 10项计划，即在创造并支持多

达 25万个绿色清洁就业岗位的同时，消除

英国导致气候变化的因素。

“英国率先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新目标，

这一速度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快，绿色

工业革命 10 项计划可助力实现目标。”鲍

里斯称，“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努力，

因此在下周气候峰会上英国将敦促世界各

国领导人提出各自的宏伟计划，以减少碳

排放并设定净零排放目标。”

英国商务和能源部长兼第 26 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表示：

“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一生中最紧迫的共

同努力之一，需要每个国家采取大胆行动，

以防止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据了解，联合国和英国将于 12月 12日

共同主办全球气候峰会，届时也正值《巴黎

协定》5 周年纪念日。本届峰会呼吁全球

各个国家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前提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方案

或其他气候目标。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将于明年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

此前，英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将

碳排放降低 53%。在 12 月 12 日的气候峰

会前，英国将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提交其国家自主贡献的全部目标和相

关信息。

英拟到2030年底至少减排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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