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1，点火！ ” 6 月 5 日 12 时
6 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长征十一号
固体运载火箭从海上发射平台腾空而
起，将 7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填补了我
国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的空白。

在甲板上观看发射的人群， 传出了
阵阵欢呼声。 作为受邀观礼嘉宾，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以下简称中科
院空间中心） 原主任吴季难掩内心的激
动， 在微信朋友圈里记录了这一重要时
刻。

牵头“双星计划”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空间科学研

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1994 年，在丹麦技
术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吴季，决
定回国干一番事业。

出于对重大突破的期待， 科学家们
都渴望拿到科学卫星的一手数据进行研
究分析，而不是分析别人“吃剩”的二手
数据。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卫星计划。

1997 年，在吴季和同事们的推动下，
“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以下简称“双

星计划”）得以立项。
该计划是首个由中国科学家提出，

并以中方为主的空间探测国际合作计
划。 它利用两颗以大椭圆轨道绕地球运
行的小卫星， 探测地球近赤道区和极区
的地球磁场及其波动情况。

“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地以探索空
间科学问题为目标来设立卫星项目，这
也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卫星
项目。 ”吴季介绍道。

作为“双星计划”有效载荷与应用系
统总设计师和总指挥，吴季坦言，计划推
进过程中经历了不少困难。 可喜的是，随
着计划的成功运行， 也产出了一大批高
质量的论文。

绘制学科发展路线图
一心想做科研的吴季， 屡屡被推上

管理岗位。 担任中科院空间中心主任后，
他的工作重心更多转向了空间科学发展
规划的研究制定上。

在吴季看来， 包括空间科学在内的
基础科学要想良性发展， 离不开前瞻性
布局和长期稳定支持。 自 2006 年开始，

在吴季的领导下， 由中科院空间中心牵
头，联合国内空间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空间科学要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进行
了梳理。

2009 年， 中科院发布了他们的研究
成果———《中国至 2050 年空间科技发展
路线图》。 在路线图的指引下，由吴季负
责的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一期启
动，“墨子号”、实践十号、“悟空”等多颗
科学实验卫星先后升空。

“在空间科学的一些研究领域，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我们从 newcomer（新来
者）开始渐渐走到世界舞台中心。 ”吴季
说，在推动空间科学发展的路上，只要坚
持，梦想就会实现。 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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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面临毁灭危机， 人类移民新的
家园， 外星文明飞越光年的距离造访地
球， 这些都是科幻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情
景。 人类能到哪里去？ 外星人能从哪里
来？已成为困扰无数天文学家的难题。找
到那些与地球类似的适宜人类生存的行
星，则是破解这一难题的第一步。

日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在“到哪里寻找宜居行星”和“判断行星
是否宜居”上都有所突破。 人类距离找到
真正能够孕育生命和文明的系外行星又
近了一步。

宜居行星范围大幅缩小
什么样的行星上可能存在生命？ 之

前， 科学家将恒星周围温度适合形成液
态水的空间区域定义为“可居住带”，位
于其中的行星具备产生生命的基本条
件。 但是，这种条件只适用于最基本的单
细胞生物， 与人类等高等动物完全不可
同日而语。“宜居”势必比“可居”更为严
苛。

近日，NASA 天体生物学研究所“替
代地球”科研团队在《天体物理学杂志》
上撰文指出， 考虑到二氧化碳等气体浓
度，“可居住带” 中大部分空间都无法满
足高等动物的生存需要。

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模拟不同行星
的大气气候和光化学反应。 以二氧化碳

为例，“可居住带” 中离恒星较远的行星
需要这种“温室气体”使气温达到冰点以
上， 但其浓度一旦过高则将成为足以致
命的“有毒气体”。 仅此一项就足以判断，
对于人类等高等动物，“宜居区”不到“可
居住带”的三分之一。

“星影”计划提高观测精度
人类航天器还不能去探测任何一个

系外行星，只能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 如
果要确定一个行星是否宜居， 必须获得
行星大气的光谱信息， 对于类似地球的
“岩石行星”， 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直接
成像。 但是，由于恒星的亮度往往是行星
大气层反射光的数十亿倍， 所以观测系
外行星将面临其环绕的恒星光照的严重
干扰。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NASA 堪称“脑
洞”大开。 首先，其计划于 20 世纪 20 年
代中期发射广域 红 外 勘 测 望 远 镜
（WFIRST）， 该望远镜的主镜直径达到
2.4 米，专门用于为“宜居行星”拍照。 另
外，NASA 下属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将
与系外行星探索计划（Exep）联合研制名
为“星影 （Starshade）” 的航天器 ，为
WFIRST 遮住恒星的光线， 使其专心观
测周围的行星。

怎样使“星影”、WFIRST 和目标恒
星在太空中精确连成一线，使“星影”的

影子正好投在WFIRST 的镜头上？
根据 JPL 在 6 月 11 日发布的声明，

“星影”、WFIRST 之间的距离在 20000—
40000 公里， 大约是 3 至 7 倍的地球半
径，且二者位置的横向误差必须保持在 1
米之内，堪称“超级精确”。 JPL 工程师迈
克尔·巴顿表示，这相当于一个饮料杯垫
在 100 公里的距离上对准一颗橡皮擦，
偏差小于 1 毫米。

为 了 实 现 这 一 任 务 ， 巴 顿 为
WFIRST 专门开发了一套计算机程序来
确定“星影”位置是否准确。 同时，JPL 工
程师蒂鲍尔特·弗林诺瓦等人开发了一
套控制算法， 其依靠巴顿程序提供的信
息来控制“星影”推进器的开关。

JPL 认为，使用自动传感器和推进器
控制来保持两个航天器超过“地球直径
尺度”的完全对准。

胡定坤

寻找宜居行星，NASA 在行动
● 聚 焦 ● 动态传真

研发奖补实现创新主体全覆盖

湖南科技
普惠政策再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菁）近日，
湖南省科技厅将落实新政《湖南省支
持高校科研院所研发财政奖补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启动“2019
年高校科研院所研发财政奖补资金”
申报。继去年我省启动兑现企业研发
财政奖补后， 此举将实现对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三大类创新主体的全覆
盖。 也意味着，该省科技创新普惠性
政策再升级。

《办法》涵盖了湖南省内设立、登
记、注册并具独立法人资格，执行国
家统计规范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
研发机构、 民办非企业科研机构、医
疗卫生机构及其他事业单位。研发投
入主要指高校、科研院所在研发活动
中，专项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
试验发展研发经费支出的总和。执行
上，将对前后两年度，研发经费中“非
财政性资金” 较上年度的新增部分，
给予 10%奖补， 年度最高奖补可达
500 万元。

据湖南省科技厅负责人介绍，
《办法》 适用主体为已享受财政性资
金支持的“特殊”群体。对这类群体实
施“非财政性资金”研发投入增加这
一部分的奖补，主要为促进高校科研
院所的研发与企业需求更大程度的
契合，并有利于高校成果在企业端转
化。 而政策最大亮点在于，奖补资金
虽主要用于研发单位开展后续研发
活动，但对科研活动作出重要贡献的
科研人员， 可按科研和财务管理规
定，直接发放给个人最高不超过奖补
资金 30%的奖励。

人脸识别让寻亲
不再是大海捞针

很多孩子在走失时只有几岁，在
失踪多年后，孩子的容貌已经发生了
变化，这无疑给寻亲带来了不小的阻
碍。而人脸模拟技术正让这个问题得
到解决。技术人员利用人脸模拟成长
算法，可根据孩子幼年时期的照片模
拟生成一张如今样貌的照片。

近日，广州市慈善会、佳都科技
等共同启动了“人工智能 + 慈善”战
略合作，创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寻
亲平台———“AI 回佳”平台。 此次打
造的平台既能进行人脸识别，提高寻
人效率，又能模拟人脸成长变化。

“AI 回佳”平台包括网站、微信
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端口，有“随手
拍”和“找家人”两大模块。 见到身边
有疑似被拐儿童或乞讨儿童，可拍下
照片，上传到“随手拍”页面，帮助孩
子寻亲。寻找小孩的父母可将照片传
至“找家人”页面。

实际上，“AI 回佳” 平台并非个
例。已经有包括百度、腾讯、360、阿里
等不少互联网公司把人工智能技术
运用到打拐寻人方面，启动了寻亲项
目。 如腾讯的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已
在福建省帮助警方找回走失人员
1091 名。 叶青

“返老还童”酶让老鼠重返青春
据日本《朝日新闻》网站近日报道 ，

美国和日本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细胞

外烟酰胺磷酸核糖转移酶 ”（eNAMPT）

不仅能延长小鼠的寿命， 还逆转了老鼠

身体机能的衰老。 而且，好消息是，人类

也有这种酶， 这有助于科学家们研发出

新的抗衰老方法。

吴季： 给“悟空”们规划成长路线● 科技护航人

右边的老鼠被注射了 eNAMPT 酶，它比左边相同年龄
的老鼠更有活力，而且毛色更亮。

● 前沿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