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视觉中国供图

嫦娥五号返回样品首篇研究成果揭示

月球地质寿命再“延长”10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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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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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4号线和16号线国家图书馆站，3台科技感十足的地铁车站智能服务机器
人正式“上岗”，为乘客提供出行查询、带路及运营提示等智能服务。

这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带有微笑、叹息等表情，可通过语音交互、图像化表达等方式实现人
机交流。机器人胸前的大屏幕“藏”着智能助手，包含多个智能服务版块，其中，通过“阿捷领

路”功能，可实地引领乘客到达站厅的自助售票机、直梯、出入口、换乘通道等指定地点；“阿捷
问答”功能则可以解答乘客出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如票务信息、日常问询及无障碍出行等。
同时，乘客可通过使用“信息查询”功能，了解站内布局图、站外街区图、列车时刻表、路网线路
图等内容；“周边查询”还可以连接电子地图，实时查询车站周边信息。 视觉中国供图

每年的 10 月 8 日是“全国高血压
日”，今年的主题是“血压要知晓，降压要
达标”。随着10月到来，深秋和冬季陆
续来临，气温容易发生骤变，高血压患者
的血压也容易出现波动，影响达标率，而
血压管理不好非常容易造成心、脑、肾等
靶器官的伤害，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
生风险。为何血压会产生波动？血压控
制不好会带来哪些危害？高血压合并其
他慢性疾病应该怎样应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刘静教授，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高血压科
主任、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王继
光教授和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肾内
科主任王荣教授，为记者介绍了秋冬
季节高血压及其常见并发症的日常管
理，并提醒广大患有高血压的朋友：秋
冬血压易波动，要做到左手降压，右手
保护，全程管理。

秋冬血压波动大，多种因素影响它

秋冬季节天气转凉，高血压患者血
压波动主要受气温变化、运动不当、药
物作用等因素影响。王继光对此一一
进行了解释：“第一，因为早晚温差大，

一冷一热很容易导致高血压患者的血
压波动，容易导致早晨血压较高，夜晚
血压较低，相应的，脑出血或者脑缺血
的风险增加等。第二，秋季凉爽、锻炼
身体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老年人，在
运动的时候，动作较大或者突然剧烈运
动，会导致血压升高。第三，一些中老
年人常合并多种慢性疾病，一天吃几种
药的情况很常见，而这些药物有时会影
响血压。比如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感
冒药、抗抑郁药、环孢素、激素以及慢性
肾病患者需要使用到的促红细胞生成
素等，这些药物都可能升高血压或导致
高血压难以控制，某些中成药如甘草
等，也有类似作用。”

王继光提醒，关于调整用药，患者
朋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由于个
体差异大，一定要根据每个高血压患者
的情况而定，切勿擅自调节。

高血压肾病发病多，化验单解读听
指导

对于高血压肾病的患者，看懂化验
单非常重要。王荣介绍：“血清肌酐、肾
小球滤过率、尿蛋白等几项化验单上的
指标都非常关键。具体来说，血清肌酐

（Scr）是最常用的肾功能指标。正常值
范 围 是 ：男 性 54-106μmoI/L，女 性
44-97μmol/L。肾小球滤过率（GFR）
是最准确的肾功能指标，它反映的是每
分钟内经过肾小球滤过的血液的量。
由于eGFR是由血清肌酐计算出来，所
以血清肌酐水平越高，eGFR就越低，此
外影响血清肌酐水平的因素，例如年
龄、饮食等也会影响 eGFR 的检测结
果。eGFR 越低说明肾功能越差，eG-
FR正常或升高通常说明肾功能正常。
尿蛋白（PRO）检测，则是小便常规检
查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健康人每日的
尿蛋白量不应该超过150mg。”

血压除了影响肾脏，还会影响心
脏、脑部等器官。王继光强调：“高血压
对我们的器官的影响涉及心、脑、肾等
多个方面，高血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会
导致全身血管受到高血压的损害，在心
脏，会一步步发展为左心室肥厚、心室
重构乃至心力衰竭；在大脑，脑血管动
脉粥样硬化形成会导致血栓形成，发生
脑梗死，但也可能导致脑溢血。”

如何做到并发症的科学应对，并进行
更全面的疾病管理？在药物选择方面有
讲究，王继光介绍：“目前常用的5大类降

压药都有较好的降压效果，但我们还需要
更多新型的降压药物，特别是那些既可以
降压，又能够特别有效保护靶器官预防心
血管疾病或事件发生的药物。”

日常管理要注意，运动饮食有妙招

科学管控慢性病应该临床治疗和日
常管理双管齐下，在日常饮食、运动等方
面都要有所注意。尤其是肾脏病患者的
饮食，王荣提醒大家要把握好平衡：“对
于慢性肾病患者是要把握好蛋白摄入量
的平衡，对于透析患者来说则是要利用
好优质蛋白质。肾脏病患者的饮食蛋白
的摄入量又不宜过高，由于慢性肾脏病
患者的肾脏处于病理状态，过高蛋白饮
食会增加肾脏负担，诱发肾脏疾病进展，
加重疾病恶化。因而，要注意把握平衡
和适量，控制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

此外，刘静提醒广大朋友们：“高血
压年轻化趋势日渐严峻，高血压盯上年
轻人和熬夜、酗酒、饮食习惯都有关
系。年轻人想要预防高血压，一定要注
意及时做好平时的生活保养防护，建立
健康的饮食习惯。从生活当中的细微
点滴做起，才能远离高血压，让身体更
健康。”

天 气 凉 了 ，如 何 管 住 你 的 血 压
□ 科普时报记者 马爱平

科普时报讯（记者 操秀英）中国
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
心刘敦一研究员和地质所海外高级访问
学 者 澳 大 利 亚 科 廷 大 学 Alexander
Nemchin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在嫦娥
五号返回月球样品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证明月球在19.6亿年前仍存在岩浆
活动，使目前已知的月球地质寿命“延
长”了10亿年，为完善月球演化历史供
了关键科学证据。北京时间10月8日凌
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相关研究论
文《嫦娥五号年轻玄武岩的年代与成
分》。这是以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为研究
对象发表的首篇学术成果。

据悉，自美国和苏联分别执行“阿
波罗（Apollo）”和“月球（Luna）”月球探
测任务以来，在对这些样品进行长达52
年的科学研究后，人类对月球的地质演
化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但月球的岩
浆作用在何时停止，即月球在地质意义
上何时死亡，这一月球演化历史研究中
的重大科学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此前

发现月球最年轻的岩浆活动约为29亿
年。此次嫦娥五号采样位置设计在了
月表最年轻的月海玄武岩区域，所采集
的样品应含有年轻的月球玄武岩，全世

界科学家都满怀希望，期待从嫦娥五号
样品研究中获得更年轻的岩浆事件结
果，以完善月球岩浆演化历史。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北京

离子探针中心团队在今年 7 月获得嫦
娥五号样品后，立即着手对样品中的
岩石和矿物进行了密集、高强度的元
素和同位素分析工作，并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系统的年代测定，研究团队中
国内外成员实时远程讨论，用详尽的
微区原位高分辨率二次离子质谱定年
数据和坚实的岩石矿物地球化学数
据，证明月球直至 19.6 亿年前仍存在
岩浆活动，使目前已知的月球地质寿
命“延长”了10亿年。

北京离子探针中心被国外同行赞
誉为“世界著名地质年代学研究平台，
世界上运行最成功的实验室之一”。刘
敦一研究员团队自2007年起便与国际
知名学者合作开展月球样品研究，凭借
高灵敏度、高分辨率二次离子质谱的技
术优势，在国内率先完成了阿波罗12、
14 和 17 号样品的分析研究工作，揭示
出月球早期存在多起重大天体撞击事
件，为解决月球岩浆演化和撞击历史两
个关键科学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10月8日，据文旅部官方微信消息，为坚决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文化
和旅游部近期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机构进一步加强网络游戏市场执法监管，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会同行业管理部门，重点针对时段时长限制、实名注
册和登录等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管理措施落
实情况，加大辖区内网络游戏企业的执法检查频次和
力度；加强网络巡查，严查擅自上网出版的网络游戏；
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游艺娱乐场所等相关
文化市场领域执法监管，防止未成年人违规进入营业
场所。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加大了网络监测和巡查力度，
并督办了一批典型案例。为提高网络游戏企业及社会
公众法律意识，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挑选部
分重点地区的5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包括在限定时间
以外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未要求未成年人在
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时使用真实身份信息、搭建私服运
营网络游戏的执法案例。网络游戏企业应落实主体责
任，严格遵守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有关规定。
社会公众发现网络游戏未落实未成年人防沉迷措施，可
通过举报平台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文旅部通报了如下典型案例。
1.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限定时间之外向未

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在专项

检查行动中发现，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通过
其自营的游戏平台在22时49分至23时34分期间向
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经调查，该网络游戏平
台内的6款H5网络游戏，存在每日22时至次日8时
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行为。

2.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要求未成年人在注
册并登录网络游戏时使用真实身份信息案

执法人员在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独
角兽”网站调查发现，当事人运营的网络游戏《决战沙
邑》存在未要求未成年人在注册网络游戏时使用真实
身份信息，且可以登录游戏并付费充值的情况。

3.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要求未成年人在注
册并登录网络游戏时使用真实身份信息案

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2018年5月起，在
《武圣传奇》未依法审批的情况下，套用其运营的另一
款网络游戏《御天传奇》的“版号”进行运营。且当事人在运营这两款游
戏过程中，用户可以在未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的情况下登录游戏。

4.上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传播未经批准的进口网络出版物案
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上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网络游戏

《钢铁雄心4》上传至其运营的网站“电脑之家”，供用户下载使用。其属
于未经批准的进口网络出版物，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5.安徽省马鞍山市仲某搭建私服运营游戏、涉嫌侵犯著作权案
经查，自2016年1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仲某在未取得著作权人许

可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非法获取、篡改《武林外传》网络游戏的源代码
程序，搭建私服运营游戏，建立游戏私服网站，招揽用户下载运行并充
值，以此牟利。据权利人反映，其行为每年造成间接损失达500万至
1000万元。

上述被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分别被执法和主管部门处以罚款、没
收违法所得、暂停下载业务等，涉嫌违法犯罪的，已移送公安机关并被
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