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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在西藏高原
成功钻取百米湖芯

7 月 21 日 15 时袁中科院野丝路环境冶先导专项和
第二次青藏科考湖泊团队利用搭建好的水上钻探平
台袁在西藏纳木错中心湖区水深 95 米的地方成功钻
取长 100.63 米的湖芯袁总取芯率达到 98%遥 这是我国
首次在西藏高原高海拔深水大湖获取超过 100 米长
的湖芯袁实现了在深水湖泊采样方面的突破遥 田金文

北极大部分北极熊或在
2100 年遭遇生存威胁

施普林格窑自然旗下专业学术期刊 叶自然-气候
变化曳 最新发表一项关于禁食长度影响北极熊存活
率的研究论文称袁受气候变化影响袁北极的大部分北
极熊亚群可能会在 2100 年遭遇生存威胁遥

由于全球变暖导致海冰减少袁 北极熊被迫上岸
觅食袁但陆地上食物缺乏袁北极熊只能依靠储存的脂
肪活下去遥 加拿大研究人员通过研究估算了北极熊
能够禁食的最长时间袁一旦超过这一阈值袁幼崽和成
年北极熊的存活率就会开始快速下降遥 研究发现袁北
极熊多个亚群可能已经达到这一阈值遥 钟海波

广东累计建设 5G
基站超 7.8 万座

截至今年 6 月底袁广东全省累计建设 5G 基站数
量超过 7.8 万座袁其中袁上半年新增 5G 基站 4.1 万座遥

今年以来袁广东加速建设以 5G 网络尧数据中心
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遥 在基础电信运营企业
和铁塔公司的努力下袁今年 1-6 月袁广东共新增 5G
基站 41401 座遥 在基站覆盖更广的同时袁 今年上半
年袁广东 5G 用户累计达 1434.4 万户遥

广东将继续加大 5G 基站建设力度袁 以实现珠三
角地区发达乡镇以上尧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县城以上
的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遥 同时袁工信部门将推动电
信运营企业加快商业楼宇尧住宅小区尧交通站点尧工
业园区等人流密集的室内区域分布系统建设袁 增强
室内 5G 信号覆盖强度袁提升 5G 上网用网体验感遥

此外袁广东还计划推进 5G 垂直行业典型应用遥
通过调动行业头部企业积极性袁 率先开展 5G+行业
应用新模式袁 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5G 应用示
范场景袁带动产业链快速发展遥 荆淮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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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袁 南方进入汛期袁多
地发生持续降雨袁 引发洪涝等灾
害遥 在全国上下协力防汛救灾的
过程中袁洪灾预警尧水库调蓄尧勘查
救援尧人员转移噎噎科技的力量在
不断显现袁 让信息获取更客观袁救
灾决策更科学袁救灾手段更丰富遥

看得更清院穿透云层 野高分冶
卫星实时成像

日前袁为应对江西鄱阳湖区域
发生的洪涝袁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迅
速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袁调动高分十
号尧风云 4A 等卫星对灾区进行紧
急成像观测袁 为救灾抗震提供遥
感尧气象数据支持遥

连日持续降水给卫星观测造
成极大困难袁这就需要使用高分三
号卫星的合成孔径雷达 (SAR)了
解洪灾情况遥与一般卫星被动接收
地面射线不同袁SAR 卫星主动发
射无线电脉冲以野照亮冶目标袁通过
接收脉冲回波获取结果遥 因此袁它
不仅可以穿透云层袁也具有一定的
地表穿透能力袁可用于观测地震形
变尧冰川运移尧活动构造尧地面沉降
及滑坡等遥高分三号卫星是中国首
颗分辨率可达到 1 米的 SAR 卫
星遥

测得更精院野北斗冶系统实现精
准定位

不久前完成全球组网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袁近日也在防汛减灾
中立下新功遥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南北

镇雷家山于 7 月 6 日发生大型
山体滑坡袁 造成省道 S522 线部
分路段损毁尧 一个小型电站毁
坏尧5 栋房屋垮塌遥 经初步勘测袁
此次山体滑坡滑动面总长度约
600 米袁滑坡土方约 3000 万立方
米袁 是该县近 70 年来规模最大
的一次山体滑坡遥 所幸山体滑坡
发生前所有人员被转移袁没有人
员伤亡遥

此次人员安全转移袁 得益于
野北斗卫星高精度地灾监测预警系
统冶遥 石门县在雷家山地质灾害隐
患点安装了该系统袁 通过 11 个点
位监测雷家山地质灾害遥

算得更准院数值天气预报翻译
气象野天书冶

进入汛期以来袁 随时待命尧24
小时轮流值守对气象预报员们来
说是常态遥 当前袁他们需要依靠大
量的计算袁尽可能准确地预报未来
天气遥

这就是数值天气预报遥它是根
据大气运动方程袁通过大型计算机
计算袁获得未来气象要素变化的方
法袁 是天气预报的重要手段之一遥
气象预报员们不光要做好未来 10
天的天气预报袁 还要做好短时监
测袁及时发布暴雨尧强对流天气预
警遥 而每一份气象预报袁都浓缩着
海量抽象的数据和瞬息万变的天
气图遥

更深入现场院野全能型选手冶无
人机助力防汛救灾

在防汛救灾中袁 无人机可以
说是野全能型选手冶了袁它能代替
人力完成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事
情遥

比如无人机具有快速尧 精准尧
全天候的优势袁可以把灾害现场的
高清图片尧视频传回指挥中心遥 一
个 5 平方公里大小的城镇袁无人机
一个架次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采集
完数据并建立现场模型遥

如果有人员被困袁无人机还可
通过搭载的装备开展搜索尧 定位袁
加上具备夜视功能的设备袁可实现
全天候救援袁还可以向被困人员进
行物资精准投送遥

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

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说袁火星探
测任务也是行星探索的起点袁它所
迈出的第一步袁代表着走向更远深
空的起步

抓住 26 个月一次的窗口袁令
人期待的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即将开启曰按照计划袁嫦娥五号探
测器也有望在今年年底实现从月
球采样返回地球噎噎在致力于建
设几百公里外的空间站同时袁对
30 万公里远处的月球持续深入探
测袁不辞数亿公里的星际长途跋涉

与火星邂逅袁都
透露着太空深处
的无穷吸引力和
为实现深空探索
目标所做的执着
努力遥

走向深空袁
既 由 好 奇 心 驱
使袁 也受发展需
求牵引遥 从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
上天袁 到人类足
迹 首 次 踏 上 月
球尧 月球车首次
抵达月球背面袁
再到掀起新一轮
以火星为代表的
行星探索高潮袁
人类太空活动的
印记几乎已覆盖
太阳尧 行星及其
卫星尧 小行星等
各 种 类 型 的 天
体遥 这些探索活
动有力促进了科
学新发现和技术
新突破袁 也让人

类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地
球尧审视自己袁从而采用更睿智尧更
可持续的方式树立新的前进坐标遥

当前袁以行星为对象的深空探
测之所以获得青睐袁重要原因是行
星与地球的相似遥对行星的探测和
研究袁既能够拓展和延伸人类活动
空间袁也有助于解开地球自身的秘
密袁并对地外生命的寻找产生重要
影响遥 以火星探索为例袁火星是太
阳系中与地球最为相似的行星袁是
一颗承载人类最多梦想的星球遥通
过探测火星可获得丰富的第一手
科学数据袁对研究太阳系起源及演
化尧生命起源及演化等重大科学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遥火星一直以来也
是行星探测的首选目标要要要从火
星起步袁然后向更遥远的行星及行
星际发展遥 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说袁
火星探测任务也是行星探索的起
点袁它所迈出的第一步袁代表着走
向更远深空的起步遥

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快得惊
人遥 短短几十年间袁就实现了从走
出地球摇篮袁到能够在地球轨道上
长久驻留和漫步月球袁并有望在不
久的未来踏上火星遥据说由于火星
的亮度变幻无常袁让人迷惑袁古人
将这颗遥远的红色星球取名为野荧
惑冶遥如今袁野天问冶即将启程去探究
野荧惑冶袁解开一个个科学奥秘遥 映
照着梦想的探索脚步袁也将会奔向
更深更远的太空遥 文武

“黑科技”助力防洪救灾

奔向更深更远的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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