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记者：为打造我国天文自主生态，

您认为，在国家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上应该做怎

样的考虑？

常进：我国这几年天文学发展很快，但总体

上与国际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现在是射电天文

一枝独秀，光学天文与国际水平相差比较大。

在射电天文领域，我国掌握了大型望远镜的

建造技术，国家的工业实力也能够实现这些技

术，所以在建设射电望远镜方面困难小一点。就

FAST 来说，现在它在射电低频波段的观测能力

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这得益于几代科学家的努

力，其实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希望在更

高的频段探索建设 FAST阵。

现在的“天眼”望远镜相当于“独眼龙”，可

以看到很微弱的东西，但是这个微弱的东西究

竟长什么样，一只眼睛看得还不是很清楚，所

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天眼”去看。在 FAST 阵

建成后，其灵敏度不仅能超过平方公里阵射电

望远镜的第一阶段（SKA1），未来还有可能超过

第二阶段（SKA2）。

所以，我们掌握了 FAST 的关键技术，知道

了如何做大望远镜，再加上贵州省得天独厚的

地形地貌，可以很快地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使其

达到高灵敏度和高角分辨水平，希望在未来，

FAST 阵可以在射电天文领域实现世界领先。

科技日报记者：在 光 学 领 域 有 怎 样 的

规 划 ？

常进：在光学领域，全国的天文学家正在讨

论望远镜的建设计划，近期希望建设 12 米大型

光学红外望远镜。另外，我国还即将发射空间站

巡天望远镜，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哈勃”，它的视

场可以达到哈勃空间望远镜的 300倍。

光学望远镜，尤其是空间站巡天望远镜的建

造，耗资更庞大，要求科学家必须要认真、踏实地

走好每一步，才能使望远镜达到预设指标，发挥

更好的效用。但是要达到革命性突破，更关键的

是要掌握先进的关键技术，所以还要先在实验室

中取得突破。

当然，天文研究的国际合作也十分重要。

今后我国要加入 SKA 天文台等国际大科学计

划，并发展 FAST 阵等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大科

学计划，这也将成为我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途径。

当前的背景下，望远镜将会越建越多，相信

中国天文未来的发展也一定会更加美好。

望远镜建设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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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前，“光谱之王”郭守镜望远镜（以下

简称 LAMOST）横空出世；6年前，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悟空”号划破苍穹；2021 年，中国天眼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以下简称 FAST）面

向全球开放；未来，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空间站巡

天望远镜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当前，中国天文学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

机遇。我国天文学如何抓住机遇实现领跑？“悟

空”号、“慧眼”号等飞向太空的望远镜将看到哪些

精彩绝伦的景象？“留守”地球的 LAMOST、FAST

等又如何发挥光学、射电的优势？近日，在与科技

日报记者的对话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阐述了自己的思考。

科技日报记者：在大众的眼中，天文学总与

浪漫的星辰联系在一起，具体到您的研究方向空

间天文学，似乎又是另一个世界了。您能否先讲

讲什么是空间天文学？它与传统的地面天文学

之间有哪些不同？

常进：随着技术的进步，天文学研究已经进

入了全波段时代。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全波

段。根据波长，可以把电磁辐射分为射电、红外

线、可见光、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全波段

时代就意味着，我们对于天体的研究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可见光波段，而是拓展到从射电到伽马射

线的全波段。

其次，电磁辐射是怎样产生的？辐射产生的

物理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宇宙有磁场，当带电粒子

在磁场中偏转时就会发生同步扩散，进而产生电磁

波。当磁场增强、粒子能量增加时可能会产生X射

线、伽马射线等。所以，通过在不同的波段观测宇

宙，可以看到天体的不同物理过程。

最后，为什么要进入空间？这是因为大部分

电磁波无法穿越地球大气，比如科学家想要观测

天体发出的红外线，但大气把红外线吸收掉了，

在地面观测不到天体发射的红外线，所以必须把

望远镜放到大气顶部，也就是到空间去观测，这

就是空间天文学。

此外，由于大气湍流运动会影响光的传播，

为了降低大气的影响，光学望远镜也会被送到天

上去。比如我们熟知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它虽然

在地面上也能实现观测，但进入空间之后，其 2.4

米的口径可以达到地面 10米口径望远镜的观测

水平，获得了更高的角分辨能力。这样，人类就

进入了空间天文时代，也就是全波段时代，所有

电磁波段都可以被监测到。

科技日报记者：“悟空”号是我国将望远镜送

到空间去的一项全新探索，它实现了国际首次利

用空间实验对 100 TeV 的宇宙线质子能谱的精

确测量。今年 9月，“悟空”号又发布了首批伽马

光子科学数据，伽马光子与暗物质有着怎样的联

系？对伽马光子的数据开展研究，将为“看”到暗

物质作出什么贡献？

常进：发射“悟空”号，主要目的是高分辨观

测宇宙高能粒子和高能伽马射线。伽马射线是

频率特别高的电磁波，因为大气会对其产生吸

收，只能到空间去观察。

虽然时至今日，我们还不清楚暗物质的物理

特性，但根据理论模型推测，暗物质可能会衰变或

者湮灭产生高能伽马射线。所以，我们通过研究伽

马射线去间接探测暗物质粒子。另外，由于伽马射

线是不带电粒子，不会被宇宙磁场影响，它的传输

路径不会发生偏转。因此，我们通过研究伽马射线

的空间分布，或许可以进一步定位暗物质的起源。

但是，高能伽马射线的流量特别低，“悟空”

号每天只测到 1—2个。想要获得伽马射线的能

谱和空间分布情况需要大量数据，所以，“悟空”

号经过了 3 年的积累才向世界发布。即使这些

数据还不够多，我们希望通过向全世界公开共享

卫星数据，让全球科学家共同挖掘其科学价值。

人类进入了空间天文时代

科技日报记者：有专家提出，未来十年是光

学巡天的黄金时代，国际上也早就建设了 10 余

台 8—10 米口径的光学望远镜，从您的分析来

看，我国光学巡天还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常进：我国的光学巡天还在起步阶段。一般

来讲，望远镜分为专用和通用，早期由于我国经

济实力不强，即使是 2米级的通用望远镜也仅有

两台，一台是位于河北兴隆观测基地的 2.16米望

远镜，一台是位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的 2.4

米望远镜。而拥有 4 米口径的 LAMOST 是一台

期待未来光学巡天发展

为了看清宇宙为了看清宇宙，，希望建设更多希望建设更多““天眼天眼””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 10 月 26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傅尧教授与陆熹特任副研究员团队近期开发出一种新型钴-氢

催化体系，实现“不对称偶联”，且大幅提高产率，减少了合成步骤。相关

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催化》。

在化学合成中，有一种“互为镜像”、比例相等的手性分子，就像我们

的双手一样。这种构成手性关系的分子之间，一方为另一方的“对映异构

体”。手性药物、农药等化合物的两个异构体，表现出来的生物活性往往

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为了避免其中有害异构体的影响，合成单一手性异

构体即手性合成就变得尤为重要。过渡金属催化烯烃不对称氢官能化，

是获得手性分子高效、简捷的方法之一。无论是铜-氢催化的氢烷基化

反应，还是镍-氢催化的不对称烷基-烷基偶联反应，往往都需要利用导

向基团对反应进行调控。

基于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钴-氢催化体系，通过跳过辅助基

团这一环节，以优异的区域和对映选择性实现氟烯烃的氢烷基化，成功在

烷基链上的指定位置引入手性 C-F基团，高效合成手性氟烷烃。他们以

易于获取的氟烯烃与烷基卤化物为原料，基于氢-氟吸引和氢-氢排斥作

用力，对配体与底物进行双向设计优化，调控反应立体选择性，实现了氟

原子邻位手性中心精准构建，突破了不对称偶联中辅助基团结构局限，且

反应条件温和、底物适用范围广。

傅尧介绍，在 11-氟十四烷基酸的合成中，他们使用同一原料，可以

将文献中所用的八步合成法缩减为四步，总产率由不足 20%提升到 33%，

得到单一构型的手性产品。该反应还可实现生物质化学品糠醛的高值化

利用，制取含氟精细化学品。

新型钴－氢催化体系

可高效合成单一手性异构体

据新华社讯《参考消息》10 月 27 日登载埃菲社文章《大狐猴也懂音

乐节奏》。

报道中提到，鸣禽与人类有相同的节奏感，那么这种音乐能力是否在

非人类的哺乳动物中也存在？一项对极度濒危的大狐猴展开的国际研究

给出了肯定答案。

上述结果发表在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由荷兰马克斯·普朗克心

理语言学研究所和意大利都灵大学的科学家共同进行的这项研究指出，在

其他物种中寻找音乐特性有助于了解人类的节奏能力如何起源和进化。

为了了解非人类哺乳动物是否有节奏感，该团队决定研究马达加斯

加为数不多的“会唱歌”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即极度濒危的大狐猴。

研究人员想知道大狐猴唱的“歌”是否具有“分类节奏”，即在所有人

类音乐文化中都能找到的普遍模式。当声音之间的间隔具有完全相同的

持续时间或加倍的持续时间时，就存在分类节奏。

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这种节奏使

歌曲易于识别，即使以不同的速度演唱也是如此。12年来，都灵大学研究

人员考察了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与当地一个灵长类动物研究小组展开合

作。在那里，他们录制了20个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大狐猴群体的“歌曲”。

研究人员发现，大狐猴家族的成员经常以和谐的二重唱和合唱形式

唱歌，并发现这些动物所唱的“歌曲”具有经典的节奏类别，以及一些音乐

传统中典型的“放慢速度”。此外，他们观察到雄性和雌性大狐猴的“歌

曲”节拍不尽相同，但显示出相同的节奏。

根据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基娅拉·德格雷戈里奥的说法，这是非人类哺

乳动物中“节奏通用”的第一个证据。研究人员称，这种能力可能是在“会

唱歌”的物种之中独立进化出来的，因为人类和大狐猴之间的最后一个共

同祖先生活在 7750万年前。

研究人员希望在大狐猴和其他物种中找到存在其他音乐模式的证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专家安德里亚·
拉维尼亚尼鼓励研究人员收集有关大狐猴和其他濒危动物的数据，“以免

在想聆听它们令人印象深刻的歌唱表演时为时已晚”。

非人灵长类动物“会唱歌”

大狐猴也懂音乐节奏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有一种特殊天赋，

能够不依靠眼睛，让天生的盲人学会“看东西”。

“按摩椅”让先天盲人也
能“看见”

1969 年，《自然》刊发了一篇颇具科幻色彩

的论文，文中详细描述了一种很奇怪的仪器，通

过“按摩”盲人的后背，能够让他们“看见”东西。

让我们还原一下实验情景：

一个先天盲人，没有任何视觉经验，躺在一

张类似牙科治疗椅的装置上。科学家在他旁边

安装了一台配有变焦镜头的老式摄影机。

治疗师用手摇的方式移动摄影机，来扫描盲

人面前的景象。生成的影像被传送进身后的仪

器中，仪器把经过处理的视觉信号，传输给治疗

椅背上的刺激点矩阵。

具体来说，景象中光线弱的部分，对应的矩

阵刺激点会震动，而光线强的部分，就不震动。

这些触点会直接刺激盲人的后背皮肤，像是按摩

椅一样。

经过 20—40 个小时的密集训练后，神奇的

事情发生了——盲人不仅能够区分垂直线、斜线

和曲线等不同的线条，还能辨认圆形、长方形、三

角形等常见的几何形状。

在学会操控摄影机后，透过变焦镜头，盲人

能够瞄准房间的不同位置，来识别电话、椅子、杯

子等各种物体，并描述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

逐渐地，他们开始能感知到面前的三维立体

空间：物体的远近，能够导致图像产生大小变化；

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物体，它的形状会被扭曲；物

体的背光面会投下阴影等。假如有人朝镜头扔

一个球过来，盲人会很自然地躲避。

借助这个“触觉—视觉”仪器，盲人甚至还学

会了辨识人脸。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能“观察到”人物的

外表和举止的变化。比如，他们描述某位女士：

“她今天把长发放下来了，而且没有戴眼镜。她

正把右手移到脑后。”

为什么刺激后背，大脑就能够“看见”呢？

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保罗·巴赫-利塔曾

对使用盲杖的盲人进行了细致地观察和研究。

盲人在行走时，会前后扫动盲杖，盲杖的尖端经

由皮肤上的触觉感受体，来告诉盲人路况信息。

巴赫-利塔深受启发：盲杖可以看作是盲人

和物体之间的“接口”。通过盲杖在手上的压力

触感，形成诸如房间摆设这样的空间信息。

因此，手上的皮肤及其触觉感受体，就像一

个信息收集站。它们可以替代视网膜，使图像在

大脑中形成。

“按摩椅”正是以类似的方式，让盲人能够

“看见”。简单来讲，这是大脑在看东西，而不是

眼睛。

随机应变的大脑

巴赫-利塔的这项前瞻性实验结果证实了

“感官替代”理论。

具体而言，这是指负责视觉功能的重要神经

通路一旦断掉或被堵死，大脑就会绕道。

掌管触觉感受的神经通路，本来在视知觉

中极少被用到，但是现在能作为替补上场，发

挥“看东西”的作用。看来，大脑也懂得“条条

大路通罗马”。

事实上，大脑很像一台待在黑暗脑壳里的解

码器。当外界的各种感官信息输送进来后，不管

这些信息是光子、空气压缩波、分子浓度，还是压

力、质地或温度，都会被统一转换成脑中的通用

语言：电化学信号。

正是这黑暗剧场里的生物化学反应，形成了

我们对现实的所有感知。

即使感知信号来自非同寻常的感觉神经通

路，大脑也会迎难而上，通过不断地学习、理解新

的信号，来重新组织感官知觉。

这要归功于几百万年的生物进化，将大脑

打造成了随机应变的“大咖”。化腐朽为神奇

的超强学习能力，正是源于人类大脑神经的灵

活可塑性。

巴赫-利塔是将大脑神经的可塑性，运用于

复健医学的先驱。

继“按摩椅”之后，世界上涌现出了一些更现

代化的设计。比如，通过给耳朵输送声音，或是

采用小幅振动刺激前额或舌头的方式，来向大脑

传递视觉信息。不用眼睛，也能“看见”。乍一

听，这像是特异功能。但细想来，这也是大脑正

常运作的结果。

人类大脑特有的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学习

能力，为受限的感官知觉，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据“科普中国”）

感官替代让先天盲人“见到”世界

专用望远镜，它只能做光谱巡天，观测银河系中

的恒星，还没有进入到更深宇宙。

科技日报记者：近期关注度颇高的冷湖天文

观测站，是否体现了光学巡天领域我国“自己的

计划”？

常进：冷湖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我国

中西部寻找到的最适合光学巡天的地点。光学

天文要求大气透明度高、夜光背景小，这样的地

点不是很容易找到。一方面，人类活动越来越密

集，晚上的背景光很强，很难看到很暗的星空。

另一方面，光学巡天不仅要求大气透明度高，还

要求大气稳定，大气湍流会使光线发生偏移，导

致我们观测到的星星是闪烁的。但是我们需要

宁静的星星，这样在望远镜的照相底片上就会呈

现一个点，对研究最有利。天文学家用视宁度来

描述大气背景，冷湖是 0.75 角秒，与国际最佳台

址同期数据大致相同。

冷湖的规划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

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计划在 2—3 年内共建，落成

2.5 米大视场巡天望远镜。未来，还有可能在冷

湖建设 12米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以及清华大学

的 6.5米宽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

但是冷湖并不是无限大的，需要天文学家提

前做好规划，不能盲目发展，不能使它无序化。

科技日报记者：LAMOST 位于河北兴隆，

距离北京非常近，它的气象条件能满足光学巡

天 的 要 求 吗 ？ 未 来 是 否 有 搬 迁 到 冷 湖 的 计

划？如果搬迁，其后 LAMOST 在设计上会发

生变化吗？

常进：北京发展太快导致兴隆的背景光比

20 年前增加了几十倍，有时甚至上百倍，所以

LAMOST 也只能搬到更远的地方去，目前正

在计划将它搬到冷湖。搬迁后它的设计是否

发生变化现在还在讨论中，最简单的方法是保

持原状，只是搬过去。但由于 LAMOST 已经

工作 10 多年了，我们还是获得了一些经验和

教训，我们希望可以进一步改进它，包括光学

设计、口径等。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科学家对河南汝阳县刘店镇沙坪村发掘

到的一个巨型蜥脚类部分左下颌骨化石进行研究发现，其平均每 76 天

就换一次新牙。10 月 27 日，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生命与环境科

学期刊》上。

该成果由河南自然博物馆常华丽博士、徐莉馆长等，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海鲁研究员，英国伯明翰大学马慧芯博士联合

完成。

这是在早白垩世汝阳巨型蜥脚类恐龙群中首次发现带牙齿的颌骨，

也是首次发现汝阳巨型蜥脚类具有多次换牙功能。2008年，该标本由河

南自然博物馆古生物调查队发掘和修复，现保存在河南自然博物馆。

研究者根据无损牙齿的长度来估算牙齿形成时间和替换率。但是，

替生齿在功能齿磨损脱落之前是隐藏在牙床之内的，科学家是如何发现

替生齿的呢？研究人员在 2019年开始研究此标本时，大胆尝试通过 mi-

cro-CT（高精度微计算机断层扫描）对该下颌骨进行扫描，结果发现下颌

骨内部还含有 5 颗完整的肉眼不可见的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替生齿，也

就是替换牙。

牙齿替换率指替换某齿槽中一颗牙齿所需的时间，是反映多次换

牙动物（包括恐龙）进食方式和食物选择的一个重要特征。人类终生只

有一次换牙机会，根据 CT 扫描建立的替换牙齿 3D 模型表明，汝阳标本

的牙齿替换率估计为 76 天，替换速度慢于晚期分化的巨龙类（20 天）和

梁龙（34 天），以及圆顶龙（62 天），但快于腕龙（83 天）以及马门溪龙（98

天），因为蜥脚类恐龙大量进食植物对牙齿造成了很大的磨损，比较解

剖学研究和换牙速率表明该标本恐龙很可能属于巨龙形类中早期分化

的多孔椎龙类。

从河南汝阳盆地蜥脚类恐龙的牙齿特征看，其牙较大，牙釉质平均厚

度为 1毫米。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蜥脚类恐龙牙齿替换率的演

变，还丰富了我们对汝阳巨型蜥脚类恐龙动物群的认识。

河南汝阳大恐龙

平均每76天换一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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