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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英国石油公司日前宣布，将斥资 6400万英镑建立
一所国际研究机构———英国石油国际高等材料研究中心，该中
心旨在提升对广泛用于油气产业的材料的理解和应用，并在这
方面的研究上发挥引领作用。

在这里，科学家将致力于寻找用于能源行业，特别是那些
用于地下高压环境的新型材料。

英国石油国际高等材料研究中心将以集中“星形结构”为
范本，将重心设在曼彻斯特大学。
“星形结构”和其他创办成员单位都是世界级学术机构，其

中包括剑桥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以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

英国石油首席执行官 Bob Dudley表示：“随着能源企业开
采深度、压力和温度的增加，而且冶炼、制造厂以及管道运营商
也在寻找更好的方式对抗腐蚀，新型材料改善运营，高等材料
及涂料对于将来安全高效地发现、生产和加工能源至关重要。”

英国石油首席科学家 Ellen Williams指出：“看到将为基础
研究研制的高端工具应用于实际的能源材料生产这一愿景，我
们感到非常兴奋。我们与这 4所大学的合作充分说明了高端技
术研究与创新的重要性。”

该中心将在 7个与工业直接相关的主要领域内展开研究。
这些领域包括结构性材料、智能涂料、功能性材料、催化、膜、能
量存储和能量收集。

初期的研究重点为结构性材料，其中包括用于深水作业和
高压 /高温存储的新型金属合金和复合材料，能够加强保护、
不受其他元素侵蚀并能改善结构使用寿命、保护管道和海上平

台免受腐蚀的智能涂料，以及在生产、冶炼、生化产品加工和石
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用于油气、水和化学品分离、过滤和净化的
膜和其他结构。

Dudley补充说：“这些研究能让我们改变设备的生产、管
理和维护方式，生产更清洁高效的产品，开发创新能源然后将
它们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增加轻型金属和结构性复合材料
及产品的应用。”

英国财政大臣 George Osborne说：“英国政府致力于将创
新与研发作为核心发展目标。我们要确保英国在科学方面保持
其竞争优势并创造一个可以蓬勃发展的创新环境。”

据悉，此项为期十年的投资计划将资助高等材料研究，并
有望为新增的 25个学术职位、100名研究生和 80名博士后提
供资助。 （赵熙熙）

35 年来，两架“旅行者”号宇宙飞船一直在
开足马力飞往太阳系的“边界”，并且“旅行者 1
号”宇宙飞船已经越来越接近将太阳风抛在背
后，进而驶入星际空间。

但是科学家在 12月 3日于正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旧金山市召开的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秋季年会上报告说，“旅行者 1号”宇宙飞船在逃
离太阳系之前，还需要把另一条腿迈出来，才能
够完成它的旅程。

好消息是这艘坚强的宇宙飞船已经发现了
一个行星科学家并不知其存在的新的空间区域。

在远远超出海王星和冥王星轨道的地方，
“旅行者 1号”宇宙飞船于今年 8月进入了一个
区域，在那里，太阳风的带电粒子向外逃入星际
空间，并且至少有一些星际空间的宇宙射线渗透
到被称为日球层的太阳风球形罩中———两架“旅

行者”号宇宙飞船已经先后穿越了日球层。
然而“旅行者 1 号”宇宙飞船的磁场测量显

示，探测器依然在穿越太阳的磁场，并且严格来
讲，依然是在日球层中穿行。因此，“旅行者 1号”
宇宙飞船真正逃离太阳系或许还需要数月甚至
数年的时间。
“旅行者”号宇宙飞船是美国研制并建造的

外层星系空间探测器，共发射两颗。“旅行者 1
号”和“旅行者 2号”分别于 1977年 8月 20日和

9月 5日发射升空。这两个姊妹探测器沿着两条
不同的轨道飞行。担负探测太阳系外围行星的任
务。“旅行者 1号”与其姊妹船“旅行者 2号”携带
的钚电池将持续到 2025年左右。当电池耗尽之
后，它们会停止工作，并继续向着银河系的中心
前进。2012年 8月中旬，研究学者便报告说“旅行
者 1号”将进入星际空间，其 35年共飞行 178亿
公里。
（赵熙熙 译自 www.science.com，12月 5日）

本报讯（见习记者张冬冬）一种生活在 2.43
亿年前的和拉布拉多犬差不多大小的生物，日前
被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可能是已知最古老的恐
龙。它生活的时期比之前所认定的最古老恐龙早
1000万年，这可能会改变之前研究者们对恐龙
进化的看法。但是一些科学家表示该化石有可能
来自于恐龙的近亲物种。

追溯最古老恐龙存在的年代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过于古老的化石通常不完整，研究者们对
恐龙谱系的进化也很难形成统一的认知。不过，
古生物学家都认为在阿根廷发现的可追溯到 2.3
亿年前的小型化石———被命名为“始盗龙”和“伊
奥卓玛龙”———是真正的恐龙化石。另外，2010
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Sterling
Nesbitt领导的科考队，在《自然》上发表了关于在
坦桑尼亚的曼达岛床发现恐龙近亲物种的报告。
该物种生活在大概 2.42亿到 2.45亿年前，被命
名为“阿希利龙”。它并不是恐龙，而是属于恐龙
的“姊妹群”———一种和恐龙具有最近亲缘关系
的物种。

这项发现促使 Nesbitt 和同事进一步考察
曼达岛床。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伦敦自然历史
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 Alan Charig 发现了一组
包括一个上臂骨和几个椎骨的化石。他对这组
化石研究了几十年，并将其命名为“尼亚萨
龙”。但是他从未发表过结论表示这组化石是
否属于恐龙。

在新的研究中，Nesbitt的科考队对保存于南
非博物馆的尼亚萨龙化石，连同其他恐龙及恐龙
近亲的化石进行了系统性的对比研究。研究者们
发现了真正的恐龙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将其发
表在 12月 4日的《生物学快报》上。比如，尼亚萨
龙的上臂边缘处有一排隆起的骨头；隆骨将原骨
头的长度延长了 30%，这是明显的恐龙特征。尼
亚萨龙的骶骨处有三块椎骨，而恐龙的祖先只有
两块。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队员 Sarah Wern-
ing对上臂骨进行了微观研究，发现上臂骨在发
育时期曾快速成长，这也是恐龙以及之后的哺乳
动物和鸟类的典型特征。

在早期恐龙如阿根廷的始盗龙和伊奥卓

玛龙出现时，恐龙已经呈现出了很多种类，而
这需要千万年的演化才会形成。这意味着恐龙
的进化一定是在这些恐龙出现的很久之前开
始的，Nesbitt说。如此看来，尼亚萨龙很有可能
是更早期的恐龙。这一结论与之前一些研究者
认为最早期的恐龙在出现初期就快速进化的
观点相悖。

科考队员们“严谨”地表示，尼亚萨龙很可
能，但不能确定是一种恐龙，因为上臂骨的化石
并不完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Michael Benton说。不过即使科考队不能“100%
确定”它是真正的恐龙，Benton补充说，一个如此
古老的恐龙近亲物种的存在“会保证恐龙也一定
起源于那个时期”。

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Max Langer
认为凭上臂骨的碎化石就推测其边缘隆起的骨
头的长度是“非常冒险的”，他也反对关于发现最
古老恐龙的“武断推论”。

至于这次科考发现对“早期快速进化”理论
的冲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

Stephen Brusatte坚持称这“一点也不会影响‘早
期快速进化’理论”。然而，Brusatte说，关于恐龙
的出现和进化，“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希望在
曼达岛的发现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目前
的看法”。

非洲将迎来
第 1亿名接种脑膜炎疫苗者

新华社电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全球疫苗免疫联
盟 12月 猿日发表公告称，非洲接受脑膜炎疫苗注
射的第 员亿人将于本周在尼日利亚北部产生。
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为脑膜炎易发国家。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说，尼日利亚将在接下来的两周
内为 员远园园万 员岁至 圆怨岁人群注射脑膜炎疫苗；
喀麦隆和乍得也将在本周开展脑膜炎免疫注射
活动，分别覆盖 缘缘园万和 圆猿园万人。

据介绍，自 圆园员园年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开
始接种脑膜炎疫苗开始，已有 员园个位于“脑膜炎
地带”的非洲国家开展脑膜炎疫苗接种活动。到
圆园员圆年底，预计疫苗注射将覆盖 员援员圆亿非洲居
民，使他们免受 粤群脑膜炎的威胁。

非洲国家接种的脑膜炎疫苗是由 孕粤栽匀 公
司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生产的，全球疫苗免疫联
盟等提供资助，为非洲“脑膜炎地带”国家民众进
行免疫注射。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西至塞内加尔、东到埃
塞俄比亚之间的地区为脑膜炎易发地区，被称为
“脑膜炎地带”，每 苑年到 员源年暴发一次严重疫
情，该地区约 源援缘亿人有感染该疾病的风险。脑膜
炎给 圆园豫的感染者造成脑损伤、听力损失或学习
困难，甚至可致患者在 圆源小时到 源愿小时内死
亡。 （吴陈杨京德）

二甲双胍能提高
卵巢癌患者生存率

新华社电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发表报告称，
他们的研究显示，常用的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能
提高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

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研究人员比较了 远员名服
用二甲双胍的卵巢癌患者和 员苑愿名未服用二甲双
胍的卵巢癌患者的数据。他们发现，服用二甲双胍
组患者的 缘年生存率为 远苑豫，而对照组患者的 缘年
生存率为 源苑豫。如剔除身高体重指数、癌症严重程
度、化疗方式、手术质量等因素的影响，服用二甲双
胍组患者的 缘年生存率比对照组患者要高 源倍。
相关研究报告本周发表在美国《癌症》杂志

网络版上。研究负责人桑吉夫·库马尔表示，研究
结果“令人鼓舞”，但由于研究中有很多因素不可
控，二甲双胍与卵巢癌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是否具
有直接关系仍不能下定论。库马尔表示，卵巢癌
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癌症，找到治疗卵巢癌的有
效方式非常迫切，他们的研究可望为二甲双胍应
用于卵巢癌治疗临床研究铺平道路。

二甲双胍是一种具有长期用药安全记录的
药品。此前曾有研究显示，二甲双胍可以抑制肺
部和乳腺肿瘤的生长，降低糖尿病患者患乳腺癌
的风险。 （任海军）

“机遇”号发现
火星存在黏土矿物迹象

新华社电已在火星奔波近 怨年的“机遇”号
火星车仍不时有新发现———美国航天局科学家 源
日宣布，“机遇”号发现了火星存在黏土矿物的迹
象，而后者蕴藏着有关火星气候的重要线索。

科学家当天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天体物理
学联合会年会上表示，黏土矿物迹象发现于火
星“奋进”坑西部边缘的裸露岩层。此前，火星轨
道探测器曾发现过黏土矿物的迹象，但火星车
有类似发现尚属首次。
黏土矿物是一类含水硅酸盐矿物，其形成

离不开水。科学家认为，假如火星上过去曾有生
命存在，这些矿物就有可能含有构成生命的某
些化学成分，研究黏土矿物有助于确定火星过
去的表面环境是否适合生命形式存在。
“奋进”坑位于火星南半球。据科学家介绍，员园

月和 员员月，“机遇”号在“奋进”坑西部边缘沿逆时
针方向绕行了一个总长约 猿缘源米的小环路，它仍
将在“奋进”坑待上数月，随后将径直向南，前往一
个被认为拥有黏土矿物母矿脉的地点。

圆园园源年 员月底，“机遇”号登陆火星，其设计工
作寿命为 猿个月，但超期服役了 愿年多，并获得了
多项关于火星环境的重要发现。“机遇”号迄今在
火星上行驶的总里程约为 猿缘.源公里。 （任海军）

模型显示美今后数十年
将经历更多野火

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戈达德航天中心等
机构研究人员利用卫星数据和气候模型预测，
今后 猿园到 缘园年，美国将经历更加干旱的天气，
山林野火也将出现得更频繁。
研究人员 12月 源日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

天体物理学联合会年会上发表预测报告说，他
们使用气候模型分析了美国的干旱和野火现象
如何演变。分析结果显示，在温室气体排放较低
和较高两种情况下，美国今后 猿园到 缘园年都将
经历时间更长、更严酷的野火季节。

截至今年 愿月，美国共有 远员苑万亩土地受
山林野火影响，比 圆园员员年全年的数据 苑怨园万亩
少，但已超过过去 员缘年中的 员圆年。
分析结果还显示，与更多火灾相伴而来的

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多———员怨愿源年至 员怨怨缘年，
美国因火灾而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每年约有
愿愿园万吨，而 员怨怨远年至 圆园园愿年，这一数据已经
上升至 圆圆园园万吨。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死亡人数升至 5人

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公告称，
沙特阿拉伯和约旦近日向世卫组织通报了 猿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使经实验室确
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总数上升到 怨 例，
其中死亡病例增至 缘例。
这一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称，

沙特 员员月 圆愿日向世卫组织通报了 员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约旦于 11月 猿园日又通报
了 圆起死亡病例。迄今，在世卫组织收到的 怨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中，缘例（包括 猿个
死亡病例）来自沙特，圆例来自卡塔尔，另外 圆例
（均为死亡病例）来自约旦。

世卫组织呼吁所有成员继续监测严重急性
呼吸道感染，考虑对原因不明的肺部感染患者
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强调无论哪个国家
和地区发生集群性的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都
应展开彻底调查。 （吴陈王昭）

科学家或发现最古老恐龙
距今 2.43亿年，有悖于“早期快速进化”理论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晕OW

挥别“旅行者”

动态

“旅行者”们已经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 图片来源：NASA/JPL-Caltech

图为画家对尼亚萨龙的重塑。尼亚萨龙很
可能是最古老的恐龙或者恐龙近亲物种。

图片来源：Copyright Natural History Mu-
seum, London/Mark Witton

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教学与学生事务处副处长
人力资源处处长、专家办公室主任
国际合作处处长、外国专家办公室主任

科技发展处处长、副处长
设备资产处处长、副处长
公共事务管理处处长
信息中心主任

上海科技大学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共同建设、共同管理，以理
工科和管理学科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作为一所新筹建的大学，学校将创新办学体
制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科教结合、开放合作、服务社会、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努
力建设成为一所教育、科研、创业深度融合的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
根据建设与发展需要，现诚招以下校部管理人员：

应聘截止时间：2013年 1月 15日。
以上岗位要求及更多岗位招聘信息请浏览大学网站 www.shanghaitech.edu.cn公告栏。

上海科技大学（筹）
2012年 12月 6日

上海科技大学诚聘学校管理人员

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 12月 源日宣布，该机
构将借鉴“好奇”号火星车的成功经验，于 圆园圆园
年再次发射火星车。

新火星车的项目总成本预计在 员缘亿美元左
右，其大部分设计和制造技术将与“好奇”号类
似，着陆方式也将与“好奇”号相同。美国航天局
表示，使用已证明的方式和技术旨在尽量确保火
星车顺利着陆，从而将成本和风险压低。

与个头较小、重量较轻的早期火星着陆器，

包裹在气囊内硬生生落在火星表面不同，重达
怨园园 多公斤的“好奇”号 愿 月 远 日借助由火箭提
供动力的、名为“天空起重机”的助降系统缓缓
着陆。从进入火星大气层到着陆的 苑 分钟内，
“好奇”号时速由 员援猿 万英里骤然降至零，由于
难度高、风险大，美国航天局称之为“恐怖 苑 分
钟”。

美航天局表示，新火星车项目是朝着 21世纪
猿园年代将宇航员送往火星目标迈出的又一步，不

过科学家目前尚未确定新火星车的探索任务。
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当天表示，奥巴

马政府一直致力于开展火星探索，随着新火星车
项目的实施，美国仍将是火星探索的领军者。

根据奥巴马政府 圆园员园 年公布的太空战略，
美国将以火星为太空探索的新目的地。美国航天
局将在 圆园圆缘年后，将宇航员运送至低地轨道以
外的天体如小行星，到 21世纪 猿园年代中期，将
美国宇航员运送至火星轨道。

美将于 2020年再次发射火星车

英建研究中心探索能源与材料未来

英欲斥资建立高等材料研究中心。 图片来源：曼彻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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