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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
技术实验卫星的第一阶段在轨
测试任务已顺利完成遥 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相里斌 20 日宣布,
该卫星被正式命名为 野太极一
号冶, 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迈出
了第一步遥

如果以水面来比喻时空,引
力波可以看作是时空的涟漪,不
同频率引力波反映了宇宙的不
同时期和不同的天体物理过
程遥 爱因斯坦一个世纪前基于
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
在, 科学家 2015 年首次在地面
直接观测到双黑洞并合产生的
引力波,这让人类探索和认识宇
宙多了一种新手段遥

野太极一号冶首席科学家吴
岳良介绍, 有别于地基探测,在
空间可以探测到中低频段的引
力波信号, 能够发现天体质量
更大尧距离更遥远的引力波波
源, 揭示更为丰富的天体物理
过程遥 但由于引力波信号极其
微弱, 实施空间引力波探测挑
战巨大, 需要突破目前人类精
密测量和控制技术的极限 遥
野太极一号冶 正是瞄准这一重
大科技前沿, 对一些核心技术
的可行性和实现途径进行在
轨验证遥

据介绍,第一阶段在轨测试
和数据分析结果目前表明,激光
干涉仪位移测量精度达到百皮

米量级, 约为一个原子的大小;
引力参考传感器测量精度达到
重力加速度的百亿分之一,相当
于一只蚂蚁推动野太极一号冶卫
星产生的加速度;微推进器推力
分辨率达到亚微牛量级,约为一
粒芝麻重量的万分之一遥

中科院从 2008 年开始前
瞻论证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的
可行性, 经过多年科学前沿研
究,提出了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
野太极计划冶, 确定了 野单星尧双
星尧三星冶的野三步走冶发展战略
和路线图遥

今年 8 月 31 日 ,野太极一
号冶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遥 钟新

绎日本 25 日凌晨用一枚
H2B 火箭发射一艘野鹳冶号无
人货运飞船遥按计划该货运飞
船将于 28 日抵达国际空间
站遥野鹳冶号飞船是日本开发的
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的无
人货运飞船袁全长约 10 米袁直
径约 4.4 米袁呈圆筒状袁一次
最多能运载 6 吨物资遥野鹳冶号
飞船于 2009 年首次发射遥

绎中国与塞尔维亚首次
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 9 月
18 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
莱德举行遥塞尔维亚成为继意
大利尧克罗地亚后袁第三个与
中国开展联巡的欧洲国家遥

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任
务一线 9 月 23 日清晨,用野一
箭双星冶发射成功的捷报为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一份特
殊的生日祝福遥 据了解,这两
颗卫星均属于中圆地球轨道
卫星,是目前在建的我国北斗
三号系统的组网卫星遥 目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
发射已进入倒计数遥

绎23 日是中国农民丰收
节遥 作为庆祝这一节日的活
动,中国农科院分布在全国 13
个省市的 31 个研究所在这个
周末向公众全面开放遥参观者
走进实验室尧实验田,领略农
业丰收背后的科技力量遥这是
中国农科院首次向公众展示
农业科技成果遥

绎日前已印发关于进一
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
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对满
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
服务需求提出 17 条具体措
施, 其中明确要求到 2022 年
社区 100%配建养老服务设
施袁2020 年底前对所有纳入
特困供养尧建档立卡范围的高
龄尧失能尧残疾老年人给予最
急需的适老化改造;2022 年底
前培养培训 200 万名养老护
理员尧10 万名专兼职老年社
会工作者遥

绎中国华为公司 19 日在
德国慕尼黑会展中心举办新
闻发布会, 发布华为 2019 年
的旗舰手机要要要Mate 30 系
列智能手机遥 该系列的 5G 版
本是华为全球首款第二代 5G
手机遥 华为 Mate 30 系列手机
搭载了麒麟 990 系列芯片,使
用了基于安卓的 EMUI 10 操
作系统, 并将提供 6 种配色遥
Mate 30 Pro 还配备了超感光
徕卡电影四摄和超曲面环幕
屏遥 这款 5G 手机可实现 2G/
3G/4G/5G 全 网 通 尧5G +4G
双卡双待遥

故宫推出百余款文具产品,涵盖笔尧包袋尧学习灯具尧桌面收纳等
多个品种遥 据介绍,这些文具产品对故宫建筑尧历史尧文化尧文物元素
进行艺术化提取,传达故宫的美学精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遥在设
计上,它们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也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表达遥据
悉,到 2019 年年底,故宫文具品种将增至 300 种以上,实现文具的全
品类覆盖遥

英国最高法院 24 日作出
终审判决, 裁定首相鲍里斯窑约
翰逊要求议会休会五个星期的
做法违法遥

最高法院判决说 ,11 名法
官一致裁决约翰逊此举违反法
律,因为这是在英国野脱欧冶之前
的关键时期 野阻止议会履行职
责冶遥 裁决要求议会上下两院议
长自行决定下一步行动遥

下院议长约翰窑伯科对裁
决表示欢迎,说下院野必须迅速
复会冶, 他将立即咨询各党派领
袖遥 一些议员也表示自己早已
准备好随时复工遥

工党领袖科尔宾在工党年
会上听完判决结果后竖起大拇
指,并发表即兴演说,呼吁约翰
逊遵守法律尧 放弃 野无协议脱
欧冶尧提前举行大选遥

唐宁街 10 号发言人说,政
府野正在处理法院判决冶遥

约翰逊曾表示,政府会野遵
守法律冶,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遥
但舆论分析认为,他很可能会以
野合法的方式冶再次要求议会休
会遥

约翰逊 8 月末提出议会休
会请求并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批准, 议会自 9 月 10 日

开始休会,直至 10 月 14 日遥 这
一决定在英国朝野引起强烈反
响,反对声音众多遥 舆论批评约
翰逊此举挤压议会议事时间,为
议员阻止政府野无协议脱欧冶设
置障碍遥

野反脱欧冶民间运动人士吉
娜窑米勒为此向英国高等法院
提出诉讼,要求法官裁决政府此
次要求议会休会属野滥用职权冶,
高等法院 6 日驳回申请遥 在保
守党籍前首相约翰窑梅杰和多
个反对党支持下,米勒随后向最
高法院提起上诉遥 最高法院 17
日开始审理此案遥 吴小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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