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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中船重工七一九所中船重工七一九所

餐厨废弃物处理获突破
据新华社电 我国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由中船重工七一九所承担的相关试点项目已顺
利竣工并通过克拉玛依市环保局的环保验收。

记者 1 月 24 日从湖北省国防科工办和中船重工七一九所
了解到，由其控股公司采用“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投
资建设的新疆克拉玛依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是国内第一个在
极寒条件下成功调试运营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属于获得国家专项建设资金补助的克拉玛
依市十大民生重点工程。它主要是采用集成化预处理与高浓度
全混合厌氧反应器厌氧消化工艺技术，将餐厨垃圾制备成沼气，
沼气用于厂区采暖与厌氧系统加热保温，沼渣制备成园林绿化
用肥和盐碱地土壤改良剂营养土，从而实现餐厨垃圾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综合利用。

克拉玛依地区冬季温度极低，项目所处戈壁滩，冬季平均温
度 -25℃，极端情况下达到 -40℃。确保中温厌氧菌在恒温的环
境下生长繁殖，是中温厌氧技术在西北、东北以及华北地区广泛
推广与应用的一大难题。科研人员攻克了极寒地带中温厌氧反
应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克拉玛依餐厨垃圾处理厂厌氧消化系统，
日产沼气优于国家标准，生产的沼气为克拉玛依公司冬季采暖
及厂区生产提供了适量的自产自用的清洁能源。 （谭元斌）

■本报实习生 马越 记者 陆琦

寒冬已过大半，雪却不见踪影。雪
都去哪儿了？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翟宝
辉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

“城市里林地不在了，没办法涵养水源，
也就没有足够的水汽蒸发遇冷成雪。大
气环流变了，还能见雪吗？”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阔视野提出“山水
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如今，继续推进生态统一保护、统
一修复，必须打通领域壁垒，建立更加
立体的治理体系。”中科院生态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黄锦楼说。

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神农码头，曾
是“一城煤灰半城土”的采煤塌陷区，经
过生态修复后蝶变成“一城青山半城
湖”的国家湿地公园。

国土综合整治与规划让生态修复项
目不再无处安放，但生态修复依然任重
道远。有生态修复专家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表示，不少已经毁坏的塌陷矿区面
积较大，要想达到徐州神农码头那样的
修复效果，必定需要不菲的生态修复费
用和漫长的修复工程时间。

钱从哪里来成了一个最头疼的问
题。据了解，目前已有一些地区的国土
综合整治项目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模式。
比如将属于低效用地的城中村改成金
融中心，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一级开发，
通过有效协商置换用地，弥补了土地资
源改造的巨大费用。城市建设用地也鼓
励以这种模式打造高价值的公共绿地，
这些经验为国土整治项目的落地提供
了启发。

土地是推进山水农田湖草治理的
重要平台，通过发挥国土综合整治 1+N
的形式，优化用地结构，地尽其利，地尽
其用。而水是生物圈中最活跃的部分，
也是连接不同要素之间的纽带。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
源研究所城市水文室主任刘家宏看来，
水土配置的优劣程度决定农作物生长
态势、森林规模等，生态修复总体布局
要综合分析降水量、雨型、土壤成分、土
壤饱和力等要素。

他用五种颜色代表不同类型水利
措施来调节区域内水土联合配置。“绿
色”面向森林、湿地，调节植被覆盖面
积，提高水源涵养能力；“棕色”面向土
地，调整耕作方式，增加土壤蓄滞水资
源能力；“蓝色”面向地下水，保护天然
地下水以及修建地下水水库；“灰色”代
表水利工程修建，包括水渠、人工河道
等，形成水源联动；“红色”则是结合智
能技术构建信息化智能水网，提高管理
效率。

项目规划就像调色盘，根据生态修
复项目的不同目标，各种颜色代表的措
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功效。

黄锦楼在 10 年前读博期间就开始
协助县市做生态规划，但规划中“往往
只有 10%到 30%的部分由地方政府最终
付诸实施”。

因此，他希望通过构建新的生态管
家创新服务产业联盟，以县域、区域、流域
为单位，打造涵盖生态资产核算、评估、诊
断、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的全产业链

“生态管家”创新服务模式，为地方政府管
住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实现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修复的综合性、立体化目标。

简讯

发现·进展

中科院云南天文台中科院云南天文台

国内首次实现
月球激光测距

据新华社电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1 月 23 日宣布，该天
文台应用天文研究团组经过长期月球激光测距技术研究，1 月 22
日晚取得重大突破，研究人员利用 1.2 米望远镜激光测距系统，多
次成功探测到月面反射器 Apollo15 返回的激光脉冲信号，在国内
首次成功实现月球激光测距。

据介绍，月球激光测距是通过精确测定激光脉冲从地面观
测站到月面反射器的往返时间，从而计算地月距离。地月间激光
测距是一项综合技术，它涵盖激光、光电探测、自动控制、空间轨
道等多个学科领域，是目前地月距离测量精度最高的技术手段，
其观测资料对天文地球动力学、地月系动力学、月球物理学以及
引力理论验证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目前，国际上成功实现月球激光测距的国家仅有美国、法国
和意大利。此次云南天文台成功实现月球激光测距，填补了我国
在月球激光测距领域的空白，将为我国“天琴”计划的实施提供
测距技术支持。

据了解，1.2 米望远镜激光测距系统采取共光路工作方式，激
光波长 532nm，脉冲宽度为 10ns，频率 10 Hz，试验时单脉冲脉冲
能量为 3.3J。地月平均距离为 384403.9 千米，2018 年 1 月 22 日晚
21:25~22:31，实测数据段显示 Apollo15 反射器到测站的距离为
385823.433 千米～387119.600 千米，测距精度优于 1 米。 （孙敏）

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商用火箭液体姿控
发动机整机试车成功

本报讯（记者甘晓）1 月 24 日，记者从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零壹空间）获悉，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商用火箭液
体姿控发动机整机于 1 月 22 日试车成功。零壹空间 CEO 舒畅表
示，2018 年 OS-X 火箭已经确定 3 次发射任务，OS-M 系列火箭
也将于 2018 年底前后进行首次发射。

试车结果表明推力室稳态和脉冲工作性能稳定、系统参数调
整计算正确，验证了姿控动力系统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为
2018 年即将首飞的 OS-M 火箭动力系统及 OS-X 系列亚轨道飞
行器验证平台配套的研发奠定了基础。这是继 2017 年 12 月圆满
完成固体火箭发动机整体试车后，该公司又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的
研制工作上取得进展。

零壹空间相关负责人介绍，研制中，动力工程师历时 6 个
月，先后完成了主要组合件、系统、总装设计、生产和检测试验。
为验证 OS-M 火箭的姿控动力系统设计方案的合理性，他们在
过去的 1 个月内先后开展了推力装置单机地面试车和姿控动力
系统整机地面试车。推力装置单机试车验证了推力室和电磁阀
方案的可行性，考核了长程、脉冲工作以及启动、关机性能。姿控
动力系统整机试车考核了整机系统工作协调性。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新研究有望实现
原初引力波直接观测

本报讯（记者王佳雯）近日，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生
刘京，研究员郭宗宽、蔡荣根等发现，一类具有尖角势函数的暴
胀模型在重加热阶段能够产生具有双峰结构的随机引力波能
谱，有望支持实现原初引力波的直接观测。相关成果发表于《物
理评论快报》。

原初引力波通常是指宇宙早期暴胀阶段产生的随机引力
波，包含宇宙早期的信息，探测它能帮助人类认识宇宙的起源。
该研究为地面激光干涉仪直接探测原初引力波提供了理论可
能。已有的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以探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极化，
特别是 B 模式的极化为手段，而此研究发现宇宙暴胀后的重加
热过程能够产生具有双峰结构的随机引力波能谱，有望利用
LIGO 地面激光干涉仪实现对原初引力波的直接观测。

研究人员表示，该类暴胀模型预言的引力波具有典型的双峰
特征，这为区分其他机制产生的引力波提供了明显的标志。“依据
该模型，我们发现预言的随机引力波背景具有双峰能谱，也就是
说，如果将来的地面激光干涉仪探测到了该特征的随机引力波背
景，人们不仅可以确定暴胀发生时的能标，而且为暴胀场的起源提
供了可能的解释。”郭宗宽说。

据悉，暴胀场的物理本质一直是理论物理学家关注的课题，
被美国《科学》杂志列为 21 世纪有待解决的 125 个基本科学问
题之一。

科学家研发卫星用新型铰链

本报讯 日前，天仪研究院的“湘江新区号”和“亦
庄·全图通一号”两颗卫星搭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不久后星箭顺利分离
并展开太阳能帆板，这标志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为
两颗卫星研制的新型微小卫星星箭分离机构铰链和
太阳能帆板铰链圆满完成任务。

作为微小卫星星箭分离机构和太阳能帆板展开
机构的核心部件，铰链通常要求具有展开、锁紧、防冷
焊等功能，同时在基频、刚度、减振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性能。研究人员经反复论证和多次试验，研制的新型
铰链具有安全可靠、结构紧凑、刚度可调、展后自锁等
特点。天仪研究院此次成功发射的两颗卫星中，已采
用 12 套该铰链产品。同时，该类铰链产品作为空间机
构的核心部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彭科峰）

上海市民平均期望寿命升至 83.37 岁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 1 月 24 日发布
最新统计数据，2017 年上海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达 83.37 岁；其中女性达到 85.85 岁，男性 80.98 岁。常
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10 万分之 3.01，常住人口
婴儿死亡率千分之 3.71。

上海市民三大健康指标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世界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水平，为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
城市打下扎实的健康基础。

据了解，上海市政府从 2006 年起开展多轮“公共
卫生三年行动计划”，大幅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能级、管理效能和技术水平。全市积极构建陆路、航
空、水上立体化的医疗急救体系，大力推动慢性病防
控策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政策；建成脑卒中预防和救
治服务体系，并推进以“健康云平台”为支撑的糖尿病
预防和诊治服务体系建设。 （仇逸）

青岛市获批建设国家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

本报讯 日前，科技部下文批复支持山东省建设
济青烟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作为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青岛市将发挥海洋科技优势，重点建设
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集聚区。

据悉，自 2016 年 9 月起，科技部共批复 6 个示范
区。围绕示范区建设，青岛市将重点在四个方面先行
先试，示范探索按“三湾三城”城市功能空间战略布局
部署“转化链”的模式；示范探索“一总多分”的海洋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路径；示范探索“一厅、一网、一馆、一
基地、两平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运行架构；示范探索
构建“政府、行业、机构、专业服务人员”四位一体服务
体系。 （廖洋）

金域医学携手卢煜明团队
开展高端无创产前检测合作

本报讯 1 月 23 日，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宣布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及其团队
在高端无创产前检测（NIPT）领域进行深度合作。据
悉，卢煜明团队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将会通过金域医学
输入内地高端无创产前检测领域。

据了解，金域医学拟认购卢煜明团队成立的 DRA
公司 50%的股权。 （朱汉斌张金菊）

青海打造“智慧医院”

据新华社电 即使足不出户，只要打开手机或电
脑就可以预约三级甲等医院的专家，上传 CT 等医学
影像就可以进行初步筛查和线上问诊，同时预约线下
治疗……1 月 23 日，青海省人民医院“智慧医院”项
目正式上线，使上述就医体验在青海高原成为现实。

据悉，该“智慧医院”项目由青海省人民医院、中
国银行青海分公司及腾讯公司联合推出。通过“智慧
医院”，患者可借助手机、电脑、自助设备等诸多渠道，
在线体验到预约挂号、门诊缴费、线上问诊、报告领
取、住院金预交等全流程便捷就医服务。

（徐文婷王大千）

构建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体系

别再让生态修复项目无处安放

海洋微塑料：看不见的伤害
■本报记者 陆琦

你刚刚丢弃的一个塑料袋，可能若干
年后会变成细小甚至是肉眼难以看见的
塑料颗粒，出现在南极。近日，正在“向阳
红 01”船上执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
考任务的科考队员在南极地区海水中发
现了微塑料的存在。

遍布近海大洋的“海洋 PM2.5”

微塑料是海洋环境中一种新兴污染物。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景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科考队员
在南极鲍威尔海盆通过船载泵取得 500 升
表层海水，现场首先利用专制浓缩装置浓
缩海水样品，然后将浓缩完的样品过滤富
集到滤膜上，用显微镜观测发现滤膜上有
5~6 个微塑料。

如同大气中的 PM2.5，环境中的微塑
料肉眼往往难以看见。2004 年，英国科研
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海洋水
体和沉积物中塑料碎片的论文，首次提出
微塑料的概念———直径小于 5 毫米的塑料
碎片和颗粒。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小颗粒主要来
自初生微塑料和次生塑料。”华东师范大
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李道
季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有的是大型塑料垃圾经过物理、化学

和生物的层层分解，大变小，小变微，最终
形成了环境中的微塑料；有的是日用品中
含有的微塑料颗粒或作为工业原料的塑料
颗粒和树脂颗粒，比如牙膏、洗面奶中具有
摩擦清洁功效的塑料微珠。最终，不同来
源的微塑料经过河流、污水处理厂等排入
海洋环境中。

“微塑料已在海洋中广泛存在。”李道
季表示，尽管目前还没有掌握微塑料在全
球海洋中的分布情况，但研究表明，微塑
料在海水、沉积物、海滩、生物介质内均有
存在，从近海到大洋，甚至在南北极都有
发现。

生态健康风险需关注

来自于英吉利海峡的 504 条鱼中，36.5%
的鱼消化道里存在微塑料；收集于北太平
洋副热带环流的 385 个藤壶中，33.5%的个
体消化道中含有微塑料……

“不断有科学家在海洋生物的研究中发
现微塑料。”李道季指出，除了破坏海洋环境
外，海洋微塑料一旦进入食物链，将会影响
到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他解释说，塑料中有很多添加剂，有些
具有毒性，同时微塑料还有极强的吸附
性，吸附其他有害物质，一并释放到环境
中。生物误食则会引起种群衰退、外来种
入侵、病原菌传播等，对生态系统造成很
多危害。

日本、英国、葡萄牙、希腊、南非、美
国、巴西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科学家曾对当
地海岸带上微塑料表面的有机污染物进
行分析，发现有些地区的持久性有机物含
量高达 24000 纳克 / 克。

“海洋中的微塑料会对海洋生物带来
较大影响，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威胁人类健
康。”李景喜说。

为此，有科学家提出，生物体中微塑料
的污染状况以及造成的生态效应和健康风
险是当前微塑料研究应着重关注的问题。

2015 年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微
塑料污染被列入环境与生态科学研究领
域的第二大科学问题，并成为与全球气候
变化、臭氧耗竭和海洋酸化并列的重大全
球环境问题。

不过，李道季坦言，微塑料问题近年来
才被广泛关注，它对海洋生态系统及人类健
康的危害机制的相关研究还都在进行中。

深度参与全球监测和治理

我国的微塑料研究始于 2013 年。“当
时国际上刚刚兴起研究热潮。”李道季说，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国内最早开始海洋微塑料研究，并在
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微塑料研
究论文。

近年来，一场从近海到大洋，再到极
地的规模浩大的微塑料监测行动正在陆

续展开。
2016 年，国家海洋局启动了近海微塑

料监测；2017 年，首次将海洋微塑料监测
拓展至大洋和北极；2018 年，“向阳红 01”
船将率先针对中国近海、印度洋、大西洋、
太平洋及南极区域开展大尺度范围的微塑
料调查。

2017 年初，李道季领衔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海洋微塑料监测和生态环境效应
评估技术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这代表了
国家层面对微塑料研究的支持。”李道季
说，“这也是全球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国家
级重大研究项目。”

同年，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成立海
洋垃圾和微塑料研究中心。据该中心副主任
穆景利介绍，他们将开展相关技术、方法和
管理对策研究，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垃圾和
微塑料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和公益性服务。

一系列监测行动的实施，为开展海洋
微塑料调查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
目前对微塑料的监测分析缺乏统一的方法
标准，造成全世界科学家的研究数据难以
进行对比。为此，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和华东师范大学正在起草《海洋微塑料监
测技术规程》，以期为微塑料监测建立标准
化体系。

“相比微塑料的复杂和严重程度，目前
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李道季表示，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积极融入全球
海洋微塑料监测和国际治理。

1 月 22 日，福建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首跨 3400 吨钢桁梁成功架设。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
桥是福建福州至平潭铁路、长乐至平潭高速公路的关键性控制工程，建成后将大大缩短福州至
平潭的行程。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平潭海峡大桥 3400 吨钢桁梁成功架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