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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追溯、成分勘察、味道分析⋯⋯

嫦娥送来月壤可以这样打开

趣科技

“大数据时代流行病学研究的机遇
是什么？面临何种挑战？”在日前举行的
中国医促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分会成
立大会暨首届华夏公共卫生高峰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
兵教授所作的学术报告对此进行了解说。

大数据时代，流行病学研究的机遇
包括高通量组学技术的发展、人群队列
研究数据和样本资源的积累、大数据和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及流
行病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等。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
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分析中的应用正呈现爆
发式增长，人工智能技术在疾病监测、病因学
研究和风险预测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与此同时，组学数据的分析方法日趋成熟，
推动了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长足发展，以
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高
维数据降维等方面显示出优异的性能。

大数据时代流行病学研究也面临挑
战。“我国缺乏医疗健康大数据来源、收集
和管理的共享机制，形成数据孤岛。”沈洪
兵直言，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由于管理共
享机制的缺乏而分散在不同的实验室和机
构内部，而来源于各个机构、领域的数据往
往使用不同的系统和软件平台，数据收集、
存储和管理的标准规范也各不相同，多来
源的数据在格式、结构、语义关联质量等
方面都存在差异。如何将跨机构、跨领
域、跨平台、跨系统的数据库打通共享，
是目前大数据使用面临的最大壁垒。

本报记者 蒋廷玉

大数据时代，流行病学
研究面临何种挑战？

下月 3 日晚，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
一的象限仪座流星雨将迎来极盛，从而
拉开新一年的天象大幕。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程师胡方
浩介绍，与大多数起源于彗星的流星雨不同，
象限仪座流星雨的母体是小行星 2003
EH1。象限仪座流星雨高峰期较短，只有
6—8小时，群内流星一般不会在天空中留下
轨迹，但经常会有非常明亮的火流星出现。

象限仪座流星雨以明亮的火流星而
出名。火流星是更大的光和颜色的爆
发，它们的流星尾迹比一般流星的更为
持久。火流星的出现是因为它的流星体
质量较大，进入地球大气后来不及在高
空燃尽而继续闯入低层大气，以极高的速
度和低层大气剧烈摩擦，产生耀眼的光
亮，火流星消失后，在它穿过的路径上会
留下云雾状的长带，因此极具观赏性。
有时候火流星还会伴随着燃烧的声音。

据了解，象限仪是一个比较古老的
星座，现代星座的划分中已没有这个星
座，其位置大致在牧夫座和天龙座之
间。象限仪座流星雨的辐射点就位于牧
夫座内，在北斗七星斗柄下方。

此次象限仪座流星雨极大期发生在
2021年1月3日22:30，每小时天顶出现率
为110，数量较大。1月3日晚正值农历十一
月二十，是月龄19.2的亏凸月，月球升起时
间早于辐射点升起时间，因此月光对流星雨
观测影响较大。专家建议，观测时可以选择
背向月球，避免月光进入视线。以南京地区
为例，月升时间为21:29，象限仪座流星雨辐
射点升起时间为23:18，可以选择后半夜观
看流星雨。另外，由于时处冬季，观看流星雨
一定要注意保暖。 本报记者 蔡姝雯

象限仪座流星雨
拉开新年天象大幕

天象
预告

12 月 17 日凌晨 1 点 59 分，完成月球“挖土”任务的嫦娥五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

子王旗成功着陆，来自月球的“土特产”被“快递”成功。这也是 1976 年 8 月苏联“月

球24号”探测器最后一次采集月球样本至今，人类44年后再次更新月壤样本。

“月壤能种菜吗？”“月壤味道如何？”⋯⋯本期《科技周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解

读月球“土特产”。

“火箭残骸里剩余残留物、危险品
可能会形成次生危害，请广大群众不要
近距离围观或接触残骸。”12 月 5 日，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发布紧急通知，
12 月 6 日 11－13 时，勐海县部分区域
将执行火箭残骸落区任务，提醒广大群
众做好疏散防护。

一枚枚火箭在轰鸣声中惊天动地
起飞，其有效载荷不过是总重量的1%-
5%，大量残骸如何处理？记者就此采访
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康国华教
授，了解火箭起飞后的“天外飞客”。

火箭残骸是壮丽航天事业背后必
须付出的代价。康国华告诉记者，人类
受困于强大的地球引力和浓密的大气层
影响，火箭运输效率极低，有效载荷仅为
总重量的1%-5%，火箭发射后，绝大部
分火箭的组成部件都变成了废弃物，在
发射过程中会坠回到地面上。

康国华举例说，比如以长征系列火
箭为例，在飞行过程中会抛下如下部
件：助推火箭、一级箭体、逃逸塔、整流

罩、二级箭体、三级箭体。除去三级箭
体之外，其他部件会因为高度不足，无
法彻底燃烧完全而降落到地面或水面

（包括国外）。因此在发射前都会划定
一个残骸可能降落的区域，都是地远人
稀的地方，落区宽度一般为30公里，长
度大约在50至70公里。

火箭的落区如何选择呢？康国华
告诉记者，火箭残骸落区的选择，视火箭
轨迹而定。火箭的射向一般不多，火箭
弹道设计会考虑到其箭下点经过的区
域，要绕过人口密集区等重要区域，残骸
落区也是相对固定的，但由于残骸是无
动力的，降落区域是一个大概的范围，
会给残骸搜索带来难点和不确定性。

“在发射过程中，人不要在落区范
围内活动，国家往往会安排当地政府排
查，做好人员疏散及安全宣传工作，此
外，还需要安排专人进行残骸的回收工
作，在运输不便的情况下，将其分解就
地掩埋。”康国华说，如果发生了人员或
者物品的伤害或者损害，国家还会根据

相关标准进行赔偿。
火箭残骸可能存在哪些负面影

响？康国华说，火箭残骸可能会有部分
燃料，而有的燃料是剧毒，比如以前常
用的偏二甲基肼，还有四氧化二氮，都
是重要的火箭推进剂。“虽然大部分推
进剂已在飞行过程中消耗，但残骸中可
能还有少量残余，与空气反应后会产生
黄烟，属于正常现象。该气体达到一定
浓度时对人体有害，应尽量避免靠近，
等其消散。”

要避免残骸的负面影响，可回收火
箭或海上发射都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康
国华说，火箭一级和整流罩等往往是火箭
体积重量最大、最核心也最昂贵的部分，
占据火箭总体成本的 80%以上，美国
SpaceX 公司就通过火箭一级、甚至整
流罩的回收，基本上解决了残骸问题。

为从根源上减少火箭残骸伤人，很
多国家还会选择海边当发射基地，并通
过“钝化”手段避免残骸重回地球。所
谓“钝化”就是让火箭变得不“危险”，将

火箭末级剩余的燃料、高压气泄出，让
电池“自己”发生短路，彻底消除火箭末
级“自爆”的危险。

而对轨道高度较低的火箭，利用大
气阻力效应衰减轨道，使火箭末级残骸
自然陨落，是一种国内外通行、最为经济
的方案，每年有大量各国运载火箭末级
残骸通过这样的方法再入大气层。“这些
火箭末级位于低地球轨道上，由于大气
阻力会逐步降低高度，然后会在一定时
间后再入大气层。由于它们没有任何的
防护措施，其再入速度至少为第一宇宙
速度量级，与稠密大气剧烈摩擦会在天
空中变成美丽的流星而绝大部分焚烧殆
尽。”康国华说，但这种方式高度要适合，
如过高很可能形成长期的太空垃圾。

尽管火箭残骸在一段时间还是太
空的烦恼，但残骸的处理一样闪耀着航
天人的智慧。面对残骸的燃烧殆尽，我
们一样心存敬畏，正是它们牺牲自己，
才托起了人类一个又一个航天梦想。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火箭上天后，残骸回收怎么办

月壤——月球过去的讲述者

月球和地球年岁相当，大约已经
45 亿岁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
和苏联曾分别通过载人飞船和月球探
测器，为人类带回了月球上土壤和岩石
样本。

与此前不同的是，此次嫦娥五号的
采样点位于月球正面风暴洋的吕姆克
山脉以北地区（月球正面西经 51.837
度、北纬 43.099 度），这对于人类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区域。嫦娥五号取回的
月壤是混合物质，主要成分除了取土点
原地破碎玄武岩外，还有月球高地被撞
击溅射来的斜长岩、陨石的碎片等，是
平均直径小于1毫米的岩石颗粒。

嫦娥五号钻取子系统飞控专家组
成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
究所肖龙教授介绍，通过对美国和苏联
带回的月球样品研究，科学家们发现，
月球上的火山活动在35亿年前达到顶
峰，之后减弱并停止。此前美国和苏联
采样的月壤约来自于 30 亿-40 亿年
前，而吕姆克山脉附近的岩石和土壤样
本是大约 13 亿至 20 亿年前形成的玄
武岩，这些“年轻”的月球土壤能够帮助
科学家最终确认该区域火山活动是何
时停止的，这将让人们能够更加完整地
还原月球的历史，更全面认识月球、地
月系统，甚至整个太阳系的过去。

月亮和地球可谓一母同胞，所以岩
石成分非常类似。两者的土壤都是由
岩石在经历复杂变化后形成的。只不
过，生命赋予了地球土壤更多活力。西
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系副教授陈
正告诉《科技周刊》记者：“从化学组成
来说，月壤和原始地球土壤的成分差别
并不大，只不过和现代地球土壤的差别

就很大了。现代的地球土壤里面有大
概 2%-5%的有机质，还存在大量的
水，以及众多的微生物，这些都是月球
土壤上所没有发现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激光光谱研究团
队负责人刘玉柱教授多年来利用光谱技
术研究物质成分。他告诉记者，根据美
国和苏联所采集的月壤样品分析研究表
明，月球土壤主要由各种岩石碎片、矿物
碎片以及玻璃状二氧化硅等各种类型的
颗粒凝聚组成。在元素成分组成上，月
球土壤的主要元素组成为氧、硅、铁、钙、
铝、镁等。月球土壤蕴藏着丰富的钛元
素、氦-3，还存在天然的铁、金、银、铅等
矿物颗粒。“其中，氦-3是一种未来可能
进行热核聚变发电的清洁能源。各种矿
物质尤其是一些珍贵的稀土金属，也是
地球极度紧缺的资源。钛也能为未来月
球航天器的研究和制造提供原材料。”

太阳风辐射等宇宙环境，造
就月球土壤“风味”

在地球上，人们偶尔会不小心尝到
一些土的味道。那么，月壤的“口味”如
何呢？

地球上土壤的“味道”由岩石母质、
气候、生物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决定。而
月球上只有岩石，没有生物和人类活
动，但有更加剧烈的陨石撞击、太阳风
辐射、太阳耀斑和银河宇宙辐射、温度
变化，这些是造成月壤“风味”的主要原
因。不仅如此，宇宙环境中太阳风和紫
外线还会让月球土壤带电，形成自由基

（一种很活跃的化学基团），这使得月壤
有很强的化学活性，难以长期保存。从
质地上来说，月壤可能会很蓬松，有点
像面粉，所以宇航员可以轻松地在月球
上留下脚印。只不过，这其中又夹杂着

很多颗粒和黏合集块岩。“可以放心的
是，月壤肯定没有细菌，所以比较卫
生。月壤里面可能会有些重金属，但是
目前看来含量并不高。”

月壤的“味道”和质地如此奇怪，有
没 有 人 真 的 尝 过 月 壤 呢 ？ 答 案 是

“有”！陈正说，当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的时候，美国宇航员就意外“吃”过月
壤。时间回到 1969 年，当时，宇航员
完成第一次探月工作返回登月舱时，发
现身上沾了不少月壤。由于月球上没
有引力，无论怎么努力，躲在宇航服外
面夹缝里的土都没有办法全部除去。
因此，当宇航员脱宇航服时，月尘就漂
浮在登月舱里。宇航员一张嘴，一不小
心就尝到了漂浮着的月壤的味道，据说
有点像火药的味道。

陈正提醒，其实，通过嘴巴把月壤
吃到肚子里面，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问
题。但若是通过鼻子把月壤呼吸到肺
里面，会有大问题。据推测，长期暴露
在月壤中可能会得“硅肺”。

下一站，人类将收获更多外
星土壤

“月球土壤成分研究可以为地球人
类研究月球提供很多的信息，比如它的
元素成分、结构构造、物理特性、同位素
丰度、矿物特点和地质演化等。”刘玉柱
介绍，目前科学家对月球土壤的研究方
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环绕综合性探
测、着陆巡视探测和采样返回检测。其
中，对于采集回来的样品常见的成分检
测手段有光谱检测、化学分析、扫描电
镜、电子探针、X射线等。

在刘玉柱看来，未来将有更多的方
式分析月球土壤。“希望有朝一日，我们
可以携带更多高尖端的设备前往月球，

实地原位在线检测月壤、月岩等的组成
成分，甚至可以在月球建立空间实验
站，利用月球特殊的射线和地理环境进
行月球土壤的分析。”

不过，对于重力不足维护大气层，地
表缺乏碳氮等地球上生命必需元素的月
球来说，这里并不适合人类长期生存。“在
我看来，月球更像一个跳板，是人类前往
星空大海的练习场。”陈正表示，对人类来
说，月球只是探索宇宙的第一站。当越来
越多的人造飞行器穿越于地球之外，人类
将获得更多来自其他星球的土壤。

未来，火星土壤、木星土壤、土星土
壤或许都会相继被“快递”到地球。越
来越多外星土壤的介入，会不会“污染”
到地球土壤呢？陈正说，目前已知的星
球都是没有生命活动的，也并没有发现
超出科学认知的新材料。所以科学界
并没有太多地担心“外星污染”，更多是
担心人类活动是否会“污染”其他星球，
毕竟地球人的每一次“到访”，都会给外
星 球 带 来 大 量 本 土 没 有 的“地 球 物
质”。这些地球物质会如何影响外星环
境，依然是个谜。

热点回应：

月壤能种菜吗？
在电影《火星救援》里面，主人公

通过加入粪便改良火星土壤，成功种出
了土豆。陈正告诉《科技周刊》记者，
从理论上讲，我们在月壤里补充氮肥和
有机质（粪便里的主要成分），也可以用
来种菜。不过，至于种出来的菜是什么
味道，其实挺令人期待。如果是地球品
种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味道差异。未
来，人们可能会吃到针对月球环境培育
的新品种蔬菜。

本报记者 叶 真

根据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020 年增加一次特殊分红，以公

司总股本 47864.48 万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 3 元(含税)。具

体分红派息实施办法：股权登记

日为 2020 年 12 月 24 日，除息日

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红利发放

日为2020年12月28日起由公司

开始发放。

特此公告。

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市润州支公司

机 构 编 码：000005321102800
许可证流水号：0251068
业 务 范 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
的再保险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
务、咨询和代理业务；中国银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中山东路288

号10楼整层、15楼（1503、1505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镇江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02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镇江后巷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20321181003
许可证流水号：0251069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8年09月11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丹北镇后巷中

心南大街滨江新城17幢2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镇江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2月02日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镇江监管分局批准，换 （颁） 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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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主办

●本刊特稿
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 ⋯⋯⋯⋯⋯⋯⋯⋯⋯⋯⋯⋯⋯⋯⋯⋯⋯⋯⋯⋯⋯ 李忠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笔谈
奋力打造沿海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 戴 源
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 季培东
强化纪检监察使命担当 ⋯⋯⋯⋯⋯⋯⋯⋯⋯⋯⋯⋯⋯⋯⋯⋯⋯⋯⋯ 张春福
●发展要论
建设好美丽中国南京样板 ⋯⋯⋯⋯⋯⋯⋯⋯⋯⋯⋯⋯⋯⋯⋯⋯⋯⋯⋯ 邢正军
跑出市场监管一体化“加速度” ⋯⋯⋯⋯⋯⋯⋯⋯⋯⋯⋯⋯⋯⋯⋯⋯⋯ 高亚光
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 潘早云
●理论视点
马克思恩格斯“无与伦比的友谊”及其当代价值 ⋯⋯⋯⋯⋯ 单连春 李 静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审计课程思政 ⋯⋯⋯⋯⋯⋯⋯⋯⋯⋯⋯⋯⋯ 高晓霞
●学员论坛
做好苏北农房改善“后半篇文章” ⋯⋯⋯⋯⋯⋯⋯⋯⋯⋯⋯⋯⋯⋯⋯ 李程骅
以党建引领省属国有企业改革 ⋯⋯⋯⋯⋯⋯⋯⋯⋯⋯⋯⋯⋯⋯⋯⋯⋯ 宋 波

●党建视野
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注入强大红色动能 ⋯⋯⋯ 杨庆国
释放“头雁效应” 促进乡村振兴 ⋯⋯⋯⋯⋯⋯⋯⋯⋯ 中共淮安市委组织部

“文旅”结合 “行研”融动 ⋯⋯⋯⋯⋯⋯⋯⋯⋯⋯⋯⋯⋯⋯⋯⋯⋯⋯⋯ 张爱民
●经济广角
以创新引领江苏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 周成森 陈清华
牵住“牛鼻子”发展江苏现代服务业 ⋯⋯⋯⋯⋯⋯⋯⋯⋯⋯⋯ 姚华荣 周正辉
新基建赋能江苏产业转型升级 ⋯⋯⋯⋯⋯⋯⋯⋯⋯⋯⋯⋯⋯⋯⋯⋯⋯ 李 亮
乡村振兴在句容 ⋯⋯⋯⋯⋯⋯⋯⋯⋯⋯⋯⋯⋯⋯⋯⋯⋯⋯⋯⋯⋯⋯⋯ 郭 杰
●社会建设
大数据分析助力综合考核 ⋯⋯⋯⋯⋯⋯⋯⋯⋯⋯⋯⋯⋯⋯⋯⋯⋯⋯⋯ 许秋霜
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 韩 莉 战炤磊
优化财政政策 建设美丽江苏 ⋯⋯⋯⋯⋯⋯⋯⋯⋯⋯⋯⋯⋯⋯⋯⋯⋯ 郁 红
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路径 ⋯⋯⋯⋯⋯⋯⋯⋯⋯⋯⋯⋯⋯ 李 梅
●基层探索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勇挑重担 ⋯⋯⋯⋯⋯⋯⋯⋯⋯⋯⋯⋯⋯⋯⋯⋯⋯ 张 利
加快发展江苏总部经济 ⋯⋯⋯⋯⋯⋯⋯⋯⋯⋯⋯⋯⋯⋯⋯ 孙红艳 张敬东
白马湖村华丽蜕变的启示 ⋯⋯⋯⋯⋯⋯⋯⋯⋯⋯⋯⋯⋯⋯⋯ 冯必武 顾仕权
画好党群同心圆 打造美丽新样板 ⋯⋯⋯⋯⋯⋯⋯⋯⋯⋯⋯⋯⋯⋯⋯ 邵国昱
●文史长廊
晚清时期中国对德国武器装备的仿制 ⋯⋯⋯⋯⋯⋯⋯⋯⋯⋯⋯⋯⋯ 陶德臣
●环球经纬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 ⋯⋯⋯⋯⋯⋯⋯⋯⋯⋯⋯⋯⋯⋯⋯ 陈 晖
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艰难前行 ⋯⋯⋯⋯⋯⋯⋯⋯⋯⋯⋯⋯⋯⋯⋯⋯⋯ 李青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