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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眼開放兩周年 成果豐碩
發現500顆脈衝星 超美國15年觀測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北京時間1月6日凌晨，「中國天眼」又一

重磅天文學研究成果論文在國際學術期刊《自然》以封面文章上線發表。

中科院1月5日在北京舉行2022年度首場新聞發布會，專題介紹大國重器

「中國天眼」高質量開放運行及系列重要科研進展，並透露了國際觀測申

請情況。被譽為「中國天眼」的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500米口徑球面射

電望遠鏡（FAST），通過國家驗收近兩年來和向全球開放共享近一年來，

高質量運行，已發現約500顆脈衝星，並在中性氫譜線測量星際磁場、快

速射電暴觀測及研究等重要天文學領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科學成果。

近日，經三亞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孫
冠宇等3名港澳台籍人民陪審員獲得任命。這
是三亞法院首批通過任命的港澳台籍人民陪
審員。三亞中院表示，將充分利用3名港澳台
籍人民陪審員的專業特長、語言優勢和熟悉
當地法律、風土人情、民間習俗、價值理念
等特點，讓他們參與涉港澳台及有關涉外民
商事一審案件的審判工作，更好地強化司法
公開、化解涉港澳台糾紛。 ●新華社
日本《產經新聞》5日發表2021年年底針

對日本118家主要企業開展問卷調查，就「今
後是否考慮與中國保持距離」，5家企業表示
將更加積極開展在華業務，78家企業表示將
一如既往開展在華業務。兩者相加，有意繼
續推進在華業務的企業數量佔比達到70.3%。
《產經新聞》就這一調查結果表示，中國巨
大的市場吸引力強大，多數日本主要企業繼
續拓展中國市場意願沒有減弱。 ●新華社
1月5日，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總領事王悅前

往菲律賓帕西格市The Medical City醫院，為
當天啟程回國的湖北姑娘李錦鑫送行。這位
「95後」中國姑娘在菲罹患重病兩年多，在
菲律賓醫護人員愛心救治、中國駐菲使館關
懷下，日益康復，重燃生命之火。 ●中通社
隨着一聲汽笛轟鳴，1月6日11時許，一列

滿載10萬公斤懷化冰糖橙及湖南出產的農
機、工程機械、瓷磚等產品的貨運列車，從
中國懷化國際陸港駛出開往老撾萬象，標誌
着中老鐵路（懷化—萬象）國際貨運列車首
發，為湖南乃至中部地區開闢了與東盟貿易
往來的新通道。國際列車從懷化出發，從雲
南磨憨口岸出關後，經老撾磨丁到達萬象，
全程約2,098公里，運輸時間約6天。

●中新社

新聞 速遞

重要成果發布
解碼恒星形成
●國家天文台慶道沖、李菂領導的國際合
作團隊採用原創的中性氫窄線自吸收方
法，利用FAST首次獲得原恒星核包層中
的高置信度的塞曼效應測量結果，為解決
恒星形成三大經典問題之一的「磁通量問
題」提供了重要證據。該成果論文於
2022年1月6日在國際學術期刊《自然》
雜誌以封面文章形式正式發表。

透視快速射電暴
●國家天文台李菂、王培、朱煒瑋領導的
國際合作團隊利用FAST對快速射電暴
FRB121102進行觀測，獲得迄今最大的
快速射電暴爆發事件樣本，首次揭示了快
速射電暴的完整能譜及其雙峰結構。

發現毫秒脈衝星
●國家天文台韓金林領導的FAST重大優
先項目「銀道面脈衝星快照巡天」截至目
前新發現279顆脈衝星，其中65個為毫
秒脈衝星，在雙星系統中的有22顆。

多波段觀測分析
●國家天文台李菂、王培領導的國際合作
團隊發現了多顆脈衝星，並開展了多波段
觀測分析。

記者 劉凝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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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對「中國天眼」饋源艙進行常規
維護。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交匯點報道， 1
月4日，南京舉辦市委人才工作會議
暨引領性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大會。
會上，中國紫金山實驗室副主任、首
席科學家尤肖虎教授發布國際領先水
平重大原創成果——360-430GHz太
赫茲100/200Gbps 實時無線傳輸通
信實驗系統，通信速率較5G提升
10~20倍，創造出目前世界上公開報
道的太赫茲實時無線通信的最高實時
傳輸紀錄。
該成果可與現有光纖網絡融合，實
現6G超高速室內、室外廣覆蓋。未
來還可搭載衛星、無人機、飛艇等平
台，應用於衛星集群間、天地間和千
公里以上的星間高速無線通信場景，
實現未來的空天地海一體化通信。
尤肖虎介紹，太赫茲無線通信被普
遍認為是未來6G移動通信系統的核
心組成部分，能滿足未來6G全息通
信、元宇宙等新型應用需求。紫金山
實驗室選擇光子太赫茲無線通信作為
6G全新突破方向，充分發揮體制機
制優勢，集聚優勢力量搭建了國內領
先、國際一流的光子太赫茲實驗環
境，經過三年多攻堅克難，首創光子
太赫茲光纖一體融合的實時傳輸架
構，完成了光子太赫茲實時無線通信
實驗系統的研製，打破了太赫茲通信
系統實時傳輸淨速率超過100 Gbps
的公開報道的世界紀錄，成果入選
2022年國際光通信領域頂級學術會
議OFC Demo Zone，這也是OFC太
赫茲通信領域歷史上由我國大陸學者
獨立完成的唯一Demo Zone論文。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據中國載人航天工
程辦公室消息，北京時間1月6日6時59分，經過約
47分鐘的跨系統密切協同，中國空間站機械臂轉位
貨運飛船試驗取得圓滿成功，這是中國首次利用空
間站機械臂操作大型在軌飛行器進行轉位試驗。

在軌組裝建造積累經驗
1月6日凌晨，機械臂成功捕獲天舟二號貨運飛

船。6時12分，轉體試驗開始，天舟二號貨運飛船
與天和核心艙解鎖分離後，在機械臂拖動下以核心
艙節點艙球心為圓心進行平面轉位；爾後，反向操
作，直至貨運飛船與核心艙重新對接並完成鎖緊。
此次試驗，初步檢驗了利用機械臂操作空間站艙

段轉位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驗證了空間站艙段轉位
技術和機械臂大負載操控技術，為後續空間站在軌
組裝建造積累了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世界航天發
展迅猛，載人航天已成為國際上大國博弈競爭
的重要陣地。目前，已有1,000餘項科學研究
項目列入中國空間站支持實施計劃。完成在軌
建造後，還將通過在多樣化天地往返運輸、載
荷搭載、小衛星部署和實驗機櫃開放共享及數
據使用等方面開展應用探索，促進低成本進入
太空能力提升和載人航天持續發展。
正在召開的北京市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上，

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設計
師陳善廣如是說。
中國載人航天、北斗、探月工程等國家重大

航天工程項目總體和主體科技力量大多部署在
北京，北京應利用獨特的區位優勢，發揮國家
重大工程牽引作用，助力首都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建設。陳善廣談到，中國空間站科學與應用
發展規劃及項目指南即將發布，特別歡迎和鼓
勵多渠道共同資助，北京可進一步加強與載人
航天管理部門聯繫，聯合設立相關科研基金，
利用空間站平台特點，在優勢領域方向獲得顛
覆性技術突破和重大原創性成果。
他表示，商業航天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北

京已經初步形成「南箭北星」的產業新格局，
並選址位於北京南部地區的大興區安定鎮建設

北京商業航天產業基地。陳善廣指出，中國空
間站工程後續將通過在多樣化天地往返運輸、
載荷搭載、小衛星部署和實驗機櫃開放共享及
數據使用等方面開展應用探索。因此，他建議
北京搶抓機遇，大力培育扶植有關商業航天公
司，助力商業航天產業健康有序、快速發展，
促進低成本進入太空能力提升和載人航天持續
發展。此外，陳善廣認為，北京應結合首都科
技館、實驗室優勢，可與載人空間站一起打造
天地一體化的科普教育體系，開展形式多樣的
科普教育活動，不斷提高北京市民的創新意識
和科學素養。

中國空間站千項科研 探索多樣化天地運輸

●●11月月55日日，，在中科院國家天文台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在中科院國家天文台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FASTFAST運行和發展中心首席科學家李運行和發展中心首席科學家李
菂介紹菂介紹FASTFAST在中性氫領域的最新重大成果在中性氫領域的最新重大成果。。 新華社新華社

●●重新對接重新對接。。新華社新華社

●●解鎖分離解鎖分離。。 新華社新華社

●●平面轉位平面轉位。。
新華社新華社

中科院於1月5日在北京舉行2022年度首
場新聞發布會，專題介紹大國重器「中

國天眼」高質量開放運行及系列重要科研進
展。

重要觀測證據 助了解恒星形成
磁場在恒星、行星和生命的產生中發揮着

重要作用，但過程複雜，「磁通量問題」因
此是恒星形成中經典三大難題之一，分子雲
的星際磁場強度測量也成為全球天文界的共
同挑戰。
中科院國家天文台李菂、慶道沖領導的國

際合作團隊採用原創的中性氫窄線自吸收方
法，利用「中國天眼」首次獲得原恒星核包
層中的高置信度的塞曼效應測量結果，研究
發現星際介質從冷中性氣體到原恒星核具有
連貫性的磁場結構，異於標準模型預測，從
而為解決恒星形成三大經典問題之一的「磁
通量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觀測證據。

全覆蓋「拍照」高效發現脈衝星
韓金林研究員領導的「中國天眼」重大優

先項目「銀道面脈衝星快照巡天」，主要目
的是利用「中國天眼」對銀河系進行全覆蓋
「拍照」，發現新脈衝星。
他介紹說，發現脈衝星是國際大型射電望

遠鏡觀測的主要科學目標之一。「銀道面脈
衝星快照巡天」項目從2020年2月正式開展
脈衝星搜尋觀測以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
已累計觀測約620個機時，新發現279顆脈
衝星，其中65個為周期小於30毫秒的毫秒脈
衝星，能够確認在雙星系統中的有22顆，在
脈衝星發現上已超越美國阿雷西博望遠鏡運
行15年的數量。截至目前，FAST共發現約
500顆脈衝星，成為自其運行以來世界上發
現脈衝星效率最高的設備。

多波段合作觀測 開啟探索新方向
中科院國家天文台稱，「中國天眼」還通

過開展多波段合作觀測，開啟脈衝星搜索新
方向，並打開研究脈衝星電磁輻射機制的新
途徑。基於「中國天眼」靈敏度國際領先的
優勢，將「中國天眼」與高能波段的重要空
間天文設施費米伽馬射線天文台大視場望遠
鏡相結合進行天地一體化協同和後隨觀測，
具有產生重大科學突破的潛力。

1.大口徑看得遠
●可接收到137億光年以外的電磁信號
●觀測範圍可達宇宙邊緣

2.靈活自如
●「天眼」眼球直徑500米
●接收光線的眼珠直徑300米
●可靈活匯聚電磁波、觀測深空

3.毫米精度
●500米口徑的天線精度3毫米
●每一塊小面板的製造精度是1.5個毫米

4.深空獵手
●「天眼」能夠衝出銀河系尋找新星，
特別是快速旋轉、密度極高的脈衝星

資料來源：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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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快速射電
暴是一種持續僅數毫秒的神秘射電暴發現象。
觀測到的快速射電暴大部分是一次性的，通常
只有單峰結構。其中只有極少數是重複暴發的
快速射電暴，這時往往會出現多峰結構，即連
續閃爍兩三次，甚至更多。但在2020年，
FAST發現罕見快速射電暴「三連閃」，有助
於解決快速射電暴的起源這一謎團。

國際專家：觀測結果令人震撼
荷蘭射電天文台首席天文學家，阿姆斯特

丹大學教授，帕斯圖施梅茲獎獲得者，國際射
電暴領域知名科學家，傑森·赫塞爾斯（Ja-
son Hessels）對FAST寄予厚望，「FAST給
我們帶來了令人震撼的觀測結果，包括來自該
天體前所未有的新探測。相信FAST將繼續在
揭開快速射電暴的神秘面紗這一課題上發揮關
鍵的作用。」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教授，國際星際磁場測

量領域知名科學家理查德·克魯切爾（Rich-
ard Crutcher） 說，「幾年前我訪問了

FAST。我對FAST的工作人員和工程的印象
非常深刻，因為它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單
天線射電望遠鏡，賦予了FAST產生突破性科
學的潛力。最近FAST的觀測提供了有助於了
解恒星是如何形成的重要信息，這一發現對於
理解恒星形成的天體物理過程至關重要，並顯
示了FAST的潛力。我期待FAST的進一步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被譽為「中
國天眼」的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500米口徑
球面射電望遠鏡，自2021年3月底正式向全球
天文學家開放以來，已批准中國以外的14個國
家的27份國際觀測申請。

年觀測超過5300小時
2021年3月31日，「中國天眼」正式向全球

開放共享，向全球天文學家徵集觀測申請，彰
顯出中國科學家與國際科學界攜手合作的理
念。此次徵集收到來自不同國家共7,216小時的
觀測申請，最終14個國家（不含中國）的27份

國際觀測申請獲得批准，並於2021年8月啟動
科學觀測。
中科院副院長周琪院士在發布會上表示，很

高興看到「中國天眼」運行更加穩定，效率在
進一步提升，快速射電暴、脈衝星、中性氫宇
宙等科研成果不斷地湧現。這一系列的工作和
成果表明，「中國天眼」已經成為中低頻射電
天文領域的觀天利器，已經進入到「多出成
果」「出好成果」的新階段。目前，「中國天
眼」運行效率和質量不斷提高，年觀測時長超
過5,300小時，已遠超國際同行預期的工作效
率，為其科學產出起到重要支撐作用。

快速射電暴「三連閃」揭毫秒瞬間神秘謎團

全球共享 國際觀測申請27份
●●「中國
天眼」重
磅天文學
研究成果
論文在國
際學術期
刊 《 自
然》以封
面文章上
線發表。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