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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3⽇上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
调研紫⾦⼭天⽂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常务副
省⻓樊⾦⻰、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市委
常委秘书⻓杨学鹏�中科院南京分院院⻓杨桂⼭、
紫⾦⼭天⽂台台⻓杨戟、党委书记赵⻓印陪同调
研。

娄勤俭书记⼀⾏听取紫台台⻓杨戟就紫台发
展的基本情况汇报，与紫台三重⼤（空间探测、空间
碎⽚监测、国家⼤科学装置）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
南京综合性科学中⼼建设等情况，随后视察了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金�园�的古��
仪�组�、���远镜、�堡城等历史遗�。

娄勤俭书记强调，紫⾦⼭天⽂台是中国⼈⾃⼰
建⽴的第⼀个现代天⽂学研究机构，要系统做好紫
⾦⼭天⽂台的⽣态环保、⽂物保护、旅游开发、功能
提升等各项⼯作，充分发挥它的教育功能和辐射影
响作⽤，打造⼀流天⽂科技创新基地。

中共江苏省�书记娄�俭
调研�⾦����

图1:�杨戟台⻓作汇报。

图2:�娄勤俭书记视察紫台紫⾦⼭园区。
【撰稿：�朱爱仲；�摄影：�陈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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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S⼯程总体和卫星总体
崔吉俊⼀⾏来紫台调研

4⽉19⽇上午，ASO-S总师�吉�和ASO-S卫星总师诸成率
⼯�总体办��和卫星总体办��⼀⾏9�，对���担的ASO-
S/HXI有�载荷进⾏调研，杨戟�⻓�同调研。⽢为�⾸��
课题�体成员参�调研会。

�上，杨戟�⻓�欢�词，ASO-S/HXI载荷主任设计师张�
详细�绍了�测�总体研制进�、��的问题���决措�。�
议详细讨论了HXI有�载
荷研制进度、元�件保�
��键技术攻�进�等各
�⾯内�，����的�
体问题提�了可�的�决
��。调研组⼀⾏�⽰希
��过和科研�员的�⼒
协作，�时�质量�成⼯
�任务。���吉�总师
代�调研组�项⽬组的⼯
作给予了��肯�，�⼤
�的��付��⽰�谢。

��，卫星总体和课
题成员��标需�和技术
需�等�开协调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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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劳动节�来前⼣，
江苏省总⼯�为��先进，树立�
样，发布苏⼯发（2018）8��，决
�授予⼀�江苏省�⼀劳动奖�
获得者。���物质��间��研
���物质粒��测卫星科�应
⽤�统副总师范⼀中研�员荣获
此�荣。

向范⼀中同��⽰热烈�贺�
我们��受���的先进��为
�样，⼤⼒�扬劳模精�和⼯�精
�，爱岗�业、�苦钻研，开拓进�、
�于创�，为我国��事业做�更
⼤的贡�。

【供稿⼈：�缪婷婷】

紫台与三峡⼤学合作共建“三峡⼤学天⽂与空间科学研究中⼼”
签约暨揭牌仪式在三峡⼤学隆重举⾏

5⽉11⽇上午，�金��
��与三峡⼤学�作共��三
�⼤�����间科�研�
中�”签约暨揭牌仪式在三峡
⼤学举⾏。中国科学院紫⾦⼭
天⽂台台⻓杨戟、中国科学院
院⼠韩占⽂和三峡⼤学校⻓
何伟军共同为研究中⼼揭牌，
同时聘请了以韩占⽂院⼠为
主任的研究中⼼⾸届学术委
员会，向�����间科�研
�中�”联合主任季海⽣研究
员、副主任江治波研究员颁发
了聘书。

基于签署的协议，���三�⼤���作共������间科�研�中�”，联合
培养天⽂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互聘专业⼈员，合作开展天⽂前沿研究，联合开设讲
座、夏令营，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及天⽂和空间科学相关领域的科普等系列共建活
动。近年来，三峡⼤学在恒星运动学统计、太阳图像平场处理等天⽂研究中取得了系列
成果，与紫台也有前期的交流与科研合作。这些成果与合作都为双⽅共建研究中⼼打
下了良好基础。�今后联合中⼼将是紫台与三峡⼤学开展天⽂教育科研合作的⼀个重要
平台。

图1:�揭牌仪式。 图2:�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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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书记张建成⼀⾏到⻘海观测站调研

中国科学��电��重点�验��五届⼆�
学术�员�暨⼯作�议���召开

⻘�观测��⻓�烨代�⻘�观测
��体职⼯�张�成书记⼀⾏�⽰热烈
欢�，�报告了�远镜�⾏和科研进�情
�。张�成书记代��领导��向⻘�观
测��体职⼯�⽰���谢，�他们克服
�难、�于担当的精��⽰�度赞赏，指
�⻘�观测�尽��件艰苦，但��辈
�、成果丰硕。他希�⻘�观测����
�习�的⼗�⼤精�和习�平�时代中
国����主�思想，坚决贯彻中共�令
���⼯�和���的各项决策�署，认
�开��不���、牢记使��主题活动，
把“两学⼀做��习���向��，做�
常态�制度���坚持���促科研，�
发�体职⼯积�性和创�性，结�中国科
���三�⾯向、��率先�、���⼀三
�”战略规划和⻘海观测站实际，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

2018年4⽉19⽇，纪�书记张�成⼀
⾏�⻘海观测�调研。

纪监审办任树林做�作⻛�设永远在路上”专题报告，详细介绍全⾯从
严治党新形势和廉洁从业各项规定，并对中科院⼏起典型案例进⾏了分析，
⼴⼤在站职⼯深受教育和启发。

�办副主任陈红玲��了⻘������员⼤�，�⻘�����换
�⼯作给予现场指导，��何做�基层���⼯作做了题为�认识、�习、担
当�作为�的
专题报告，结
��际，给�
体 � 员 上 了
⼀ 堂 ⽣ 动 的
�课。

� � 张
� 成 书 记 ⼀
⾏ � 临 ⻘ �
观 测 � 各 �
�，�⼀线职
⼯ 进 ⾏ 了 �
问，����
� ⼯ 作 进 ⾏
了检查指导。 【供����金⻛�；�摄���金⻛�】

���������2018年5⽉8~9⽇中国科学��电��重点实验���届⼆�学术�员会暨⼯作会议在�金����召开。包括实验
�学术�员会、�前�局有关领导、�托单�领导、实验�⼯作��成员在内的25�参�了��会议。学术�员会认真听�了
2017年度实验�总�、各��和频率保护�⾯的⼯作汇报、��实验�主持的国�重点研发计划项⽬与国�基金�重⼤项⽬
等进�报告，并针对上�报告进⾏了审议。学术�员会对实验�2017年度的总体⼯作�在FAST�远镜、�⻢�远镜、“银河画
卷���观测、脉�星研�、�赫�超导阵列成��统研制等�⾯�得的进�予�了��肯�。同时，也提�了�下�议�继
续�����进和�队�设，积�组织��项⽬��
�重视����的���继续�⾏��验�观测设备，
产�更�更�的科�成果����验�研��队间的
协同攻�，攻克�温制冷�噪声�⼤�等�电��共
性技术���成立的FAST重点�验�积��作，继续
在频率保护⼯作�⾯发挥重�作⽤�认��理�验�
重�成果、�队�员等，为2019年度的中科�重点�
验�评估做��备。此�，���议还由�金����
杨戟�⻓和上����沈���⻓�绍了中科�重
⼤科技基础设�战略规划情�，��亚�⽶波⼤⼝�
单�线�远镜项⽬�议情�。�术�员�议结束��
验�主任�各�专��⽰�谢��认��虑落��员
们提�的�议。�议��，�验�主任史⽣�研�员�
⽰�验����术�员�提�的�议予�认�落�。

�术�员�审议�验�2017年⼯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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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科学研�中��设⼯作�过验�

中国科学�⼩⾏星���测创��叉�队�动�
暨2018年度⼯作�议顺利召开

2018年5⽉4⽇，中国
科��⼩⾏星���测创
� � � � 队 � 动 � 暨
2018年度⼯作�议在南�
召开。中国�间技术研��
总体�⻩江川研�员⼀⾏、
中国科��⼩⾏星���
测创����队��⾻⼲、
中国科��⾏星科�重点
�验�成员�中国科��
�金�����理�⻔有

关负责���了此��议。
�金�����⻓杨戟研
�员和副�⻓常进研�员
应���。�议由杨戟主
持。

�议伊�，杨戟�中国
�间技术研��专�的来
访�⽰热烈欢�，�调⾏星
科�是我们在�时代必须
�领的⼀��领域，�金�
���和中国�间技术研

��两�单�应瞄�国际
⾏星科�基础前�和国�
���测重⼤战略需�，在
⼩�体�测和�间科�领
域�切配�，��发挥各⾃
专业�⻓，�现�势�补，
开��⾯战略�作，为�现
中华��伟⼤�兴⽽�⽃。
��杨戟为创����队
��顾问⻩江川颁发了�
书。⻩江川在发�中⾸先回
顾了我国���测���
有��已�得的辉煌成�，
�指��金����的⼩
�体研�在国内��有盛
�，期�在这��的�时代
双�再�牵⼿��联�，�
�国内�势研�⼒量，在⼩
�体�测领域结�硕果。�
上，创����队负责��

江�和中国�间技术研�
�总体�⻢继�做报告�
别�绍了创����队�
�和���测�续论证⼯
作。��专�围绕创��
��队的研�⽬标、研�
内���队�设等开�了
��研讨。5⽉5⽇，创��
� � 队 在 � � 召 开 了
2018年度⼯作�议，讨论
了⼯作��。

���议，��了⼩
⾏星���测创����
队�在国�未来的⼩�体
�测任务中��发挥��
⾻⼲和�领作⽤，��更
�研�⼒量，进⼀��练
科�⽬标，�决�键科�
问题，为⼩�体�测⼯�
顺利开�提供�撑。

2 0 1 7年，中国科学�组织对筹�期满的
12个�类�构�设⼯作进⾏了验�。在�构⾃评、
专�组评议、�类�构负责��流评议的基础上，
经2017年�13��⻓专题办��会评议，决�中
国科学���⼤科学研�中�（�下简称��⼤
科学研�中�）�设⼯作�过验�，进�正式运⾏
阶�。

��⼤科�研�中�是中国科��研��
���⾰的�������⼀，为中国科����
�单元，由中国科��国����（�总�、�南
���、南�����技术研��、�����、
⻓���卫星观测�）、中国科���金���
�和中国科��上����共同�设，�托单�
为中国科��国����。2 0 1 5年�9��
⻓办�会审议�过��⼤科学研�中�的实��
�，����⼤科学中�在����领域的
规划制�、设�布局、装�运维、资�配�、协同攻
关等�⾯，发挥有�的统筹协调与总体把关作⽤，
真正把中科�各类��科学装��设�、运维�、
使⽤�，�⼒产�更����科技成果。��⼤

科�研�中����发挥中国科����领域在我国��
�科布局领域�中、队��中、���中的显著�势，�中科
���领域的重⼤事项�⾏��统���理，�统�配�队�
资��件、统�制�重⼤��规划、统�组织重⼤前�研�、
统��⾏重⼤观测��、统�发�重⼤技术平���现“两共
享�，�观测��和技术平���开�共�。

��⼤科�研�中�英���为“C e n t e r � f o r�
Astronomical� Mega-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 c i e n c e s �，英�缩�为“CAMS - C A S �，中��址为
http://www.cams-cas.ac.cn

2017年10⽉23⽇，��⼤科学研�中��设试点⼯作专�组验�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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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阳��间等离⼦�精细结构动⼒学研讨�
暨�阳��间等离⼦�物理前�研�
�级讲习��洛阳顺利召开

2018年6⽉26-30⽇，
在国�⾃�科学基金�
员会重点项⽬��阳⼤⽓
中的精细结��其波动过
���热�制”（项⽬批准
号：41531071）的⽀持下，
由中国科学院紫⾦⼭天⽂
台主办、洛阳师范学院承
办的��阳和�间等��
体精细结�动⼒�研讨�

暨�阳和�间等��体物
理讲习��在河南洛阳顺
利召开。来⾃�阳物理、�
间物理和等��体物理等
�科领域的60��专��
者和研�⽣��了���
议。�

��研讨讲习��是
��主题报告+研�报告�
的形式进⾏。�议�别�

请���中研���⼠、地
�科�研��李罗��授，
���中央⼤��赵���
授，中国科���⼠、北�
⼤��传诒�授，中国科
���⼠、国����汪
��研�员等10��知�
的资�专����议，�
��阳和�间等��体的
电动⼒���过�、⾏星
际��结��间�⾯��、
�阳⻛湍流理论、�阳⼤
⽓��电�等��体的电
导率问题等前�科�问题
的研�现状和发�趋势为
⼤�做了丰�精彩的主题
报告。此��议共有来⾃
���中央⼤��、北�⼤

�、南�⼤�、中国科�技
术⼤�、�江⼤�、�东⼤
�、北�师范⼤�、洛阳师
范��，��中国科��
国����、国��间科
�中�、�金����、�
南���、�����等
��的60��专��者在
�上�流了�术报告。�
�代�围绕上�基金�重
点项⽬的基�科�问题�
观测、理论和模�等相�
议题�⾯进⾏了热烈细�
的讨论和����的�流，
圆满�现了���议��
�流平�、��科研�作、
促进项⽬进�的预期⽬的。

���届中���物理学研讨���成都召开

acamar.org.au（英�）���www.acamar.org.cn（中�）

2018年6⽉5⽇ -8⽇，由中���联�研�中�
（ACARMA）主办，中国科学��金�����办的����
中��体物理�研讨�”（ACAMAR� 4:� Australia-China�
Workshop� on� Astrophysics）在�川成都举⾏。共有76�代
�参会，其中��21�，中�55�。

中国科��国际�作局�⼤处孙辉处⻓和�⼤利亚驻
成都总领事林�皓先⽣(Mr.�Christopher�Lim)⾸先�欢��，
欢�中�双�的���������议，肯�了双��作的
��成绩，希�双��继续��地开��作研�，促进中�
两国���的共同发�。

���议主�议题�括�南���、�电���SKA、�
���观测设备、�体物理�等。中�双�的����共做
了41场�术报告，��南���、�电��、����观测设
备进⾏了�组讨论。

�����议的还有�⼤利亚驻华⼤使馆科����
�赞Joanna� Bunting女⼠、�⼤利亚��联�组织（AAL）理
事�主�Rachel� Webster�授、�⼤利亚��联�组织
（AAL）代�沈晓��⼠（Dr.� Robert� Shen）等。��科��代
��别来⾃�⼤利亚���体物理�卓�中�（CAASTRO）、
悉尼⼤�、�南��⼠⼤�、�⼤利亚国立⼤�、�⼤利亚联
邦科��⼯业研�组织（CSIRO）、�电��研�国际中�
（ICRAR）、科�⼤�、⻄�⼤�、�⼤利亚���、���科技

⼤�等����/研���。中���的领导和科��代��别
来⾃中国科���金����、国����、上����、南��
���技术研��、�南���、�����等研����南�
⼤�、北�⼤�、�华⼤�、中国科�技术⼤�等����。

中���联�研�中�简��
中���联�研�中�（Australia-ChinA� ConsortiuM� for�

Astrophysical� Research，缩�为ACAMAR）成立于2014年12⽉，
旨在�进中�在���领域��和��的�作，领域�括�电、
��、红���南����研�和相�设备研制、设��⾏，基于
�电平��⾥阵（SKA）的组织成员和项⽬�设�备���各期
�资�地�，��双�在���领域�体�作�相�协议的协�
�谈�等。中���联�研�中�中��书处设立在中国科��
�金����，���书处设立在�⼤利亚���体物理�卓�
中�。
中���联�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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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场在各种�
发活动中���键作⽤。
由于�����散��
等���杂���带来
的�难，⽇冕�场的�
�测量�常�难。利⽤
���场作为边界进⾏
��是间�计算⽇冕�
场的���⼀。⽽�⼀
种��是在⼀�的模型
下利⽤冕环或⽇珥�荡
的��（�周期）诊�⽇
冕或⽇珥�场。我�张
擎�副研�员等���
利⽤地⾯和�间�远镜
的���率和�波�观
测资料，�典型的⼤幅
度⽇珥�荡事件（�平、
��和纵向�荡）进⾏
详细的�例��，研�
了�荡的�发�制（�
���内的�重联、⽇
冕喷流和���波）、�
荡��（�幅、周期、�
�时标等）�时间和�
间的变���⽇珥�场
的诊�。该�列⼯作�
⽰了⽇珥�荡�发�制
的�样性、�荡⾏为的
�杂性和�场诊���
的有�性，受�国际同
⾏的����，为��

地⾯和�间�阳�远镜仪
�设计和科�⽬标的制�
提供⼀�的指导和�鉴。相
���已发�在���国
际 � � 期 刊 T h e�
Astrophysical� Journal�
(Zhang� et� al.� 2017� ApJ�
842,� 27 ;� Zhang� et� a l .�
2017�ApJ�851,�47;�Zhang�
&� Ji� 2018� ApJ� 860,� 113).�
基于团组在⽇珥�荡�波
�观 测 研�领域 的 突 �
贡献，张擎�副研�员将受
�在9⽉��⻄���纳⾥
夫 ( T e n e r i f e ) ，在
BUKS2018国际会议上做
3 0 � 钟 的 � 请 报 告 。
BUKS2018会议的主题是�
阳⼤⽓中的波和不稳�性。

��，�金���
�⻘促��员、�阳活
动的�波�观测研��
组张擎�副研�员等在
⽇珥⼤幅度�荡研�领
域�得�列进�。

上��列⼯作由国�
⾃�科�基金�重点基金
( 1 1 3 3 3 0 0 9 )，重⼤基金
(11 7 9 0 3 0 2 ) , � ⾯上项⽬
(11473071,� 11573072,�
11773079),� 中科��间科
� 战 略 先 导 专 项
(XDA15052200),中科�⻘
促 � ，江 苏 省 ⾯ 上 项 ⽬
(BK20161618)等资助。

论⽂链接：
1.http://adsabs.harvard
.edu/abs/2017ApJ...842.
..27Z
2.http://adsabs.harvard
.edu/abs/2017ApJ...851.
..47Z
3.http://iopscience.iop.
org/article/10.3847/153
8-4357/aac37e

�阳活动�波��
��观测研�
��重�进�

⾃⽇�的Hinode（⽇�卫星）和�国的�
阳动⼒����（SDO）卫星发��，国际上发
�了�种�的DEM��，⽤来�EUV和软X�线
�据中提�DEM�布。DEM��也得�了�来
���的应⽤，举例来讲，单是正则�����
（Hannah� &� Kontar� 2012）的�⽤�超过了
110�。�⽽，这些��在单独利⽤SDO/AIA的
�波�EUV图��导DEM时，��不���地
�制�温�（�8百万度�上）的等��体，导�
结�的温度过�，同X�线观测相��⼤。

�⽇，�金����苏杨研�员等在利⽤
���观测���阳等��体属性和X�线热
辐�研��⾯�得重�进�。

�阳⼤⽓等��体的DEM（��发�度）�
�是⼀种由�波�/谱线�据�导�不同温度
等��体�量的��，是�量����阳⼤⽓
结�热过�的基础⼯��⼀，�研��阳�发，
�场重联，活动�性质，⽇冕�热等都有�常重
�的��。简单地讲，DEM��⽤于��在视线
�向上��在⼀�的�温度等��体结��获
得其��（⻅图⼀⽰例）。

相����⽇在���国际��期刊，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上发�。预
期该成果�在基于AIA的�阳⼤⽓结�研�和
�阳X�线暴研�中发挥重�作⽤。

针对这⼀点，太阳物理学家常添加更多仪
器的观测来限制⾼温段的DEM。问题在于，这些
观测或者仅是流量，造成DEM的空间分布丢失；
或者虽同样是图像，但数据的时间覆盖和质量
⼤多⽆法配合AIA⼏乎不间断的⾼时、空分辨率
观测。

为了⾛出DEM研究的困境，最⼤程度利⽤
AIA数据的优点进⾏相关研究，紫台太阳⾼能物
理研究团组苏杨等与国际同⾏合作，通过使⽤
新的basis基函数组合和计算模式，改进了现有
的Sparse算法（Cheung� et� al� 2015），使结果同
X射线（热辐射）观测较为⼀致，准确度相⽐现有
结果可提⾼⼀个量级以上。图⼆显⽰的是三种
现有⽅法和改进的⽅法所得结果的⽐较，a、b、
c分别是等离⼦体发射度分布，预期的X射线热
轫致辐射能谱同RHESS（I 美国太阳⾼能观测卫
星，⽤于太阳X射线，伽⻢射线的成像和能谱观
测）数据的⽐较，等离⼦体发射度加权平均温度
的空间分布。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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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km的⾬�是⽉�重�的地�，其形成年
龄是⽉��年的时标，其地质�征�于认识⽉�的�
��有重���。我国��三�⽉��测��陆于⾬
�⻄北��开��视�测。为更�地科��译��三
��视�测�据，�常有必���观上认识�陆�地
质�征。中科�⾏星科�重点�验�、中科��金��
��吴�昭研�员�队��国布�⼤�、俄罗�科�
�维�纳�基地��������研��组成的国际
�队联��⾬�⻄北�开�了�统性研�，获得了�
项成果��认识，�⻓�形式发�在Icarus� (2018 ,�
3 0 3�6 7 - 9 0 )，� � 选 为 封 ⾯ � � 。� � 链 � ⻅
https://doi.org/10.1016/j.icarus.2017.12.029.

  ��领衔的国际�队，基于我国��⼀�⼲�
成��谱�据�元��布图、�度⽉�⼀���谱�
据（M3）、�国LRO卫星��测�仪(LOLA)、�⾓相�
（WAC）、���率�⾓相�（NAC）、地基雷��据、
LP伽⻢�线谱仪等⼤量先进�据，�⽉�⻄北⾬�地
�地质���成�进⾏了����，�得了�下科�
成果�

1 . � 厘�了地质年龄。确�了虹湾�地的形成年
龄为3.8� Ga，从⽽�持了⾬海�地形成年龄为3.85�
Ga的观点。

2.� 绘制了详细地质图。该地质图内�丰�，包�了
详细的�武岩地层单元、⽉�、��⼝、⽉�、断裂、�武
岩流锋⾯等（图1）。与过�基于�谱�调划�的地质图相
�，该地质图结�了地形数据和热辐�数据，划�更为�
确。不同期�的晚期�武岩�调⼀样，基于�谱�调的

传统地层划���将他们划�为同⼀地层，利⽤���率地
形数据和热辐�数据清晰显⽰不同地层的�武岩流动锋⾯。
地质图也标记�共计38条⽉�，�过�的⽉�数据库��
22条。�据�武岩流动锋⾯是否清晰可⻅，将持续时间�
⻓的爱拉托�纪�武岩细�为上爱拉托�纪（UEm）和下爱拉
托�纪（LEm），并确�了划�时间为2.3�Ga。

3.�定义了新类型的⾼地―铁镁质⾼地。过去通常认为
⽉球⾼地的成分较为简单，其矿物成分主要为斜⻓⽯。发现
环⾬海⾼地与⽉球背⾯典型的斜⻓岩⾼地截然不同。具有
升⾼的铁、钛及放射性元素，识别出⼴泛分布的橄榄⽯、斜
⽅辉⽯等铁镁质矿物，还⾸次明确发现了橄⻓岩（图2）。提
出了铁镁质⾼地（MH）的概念并推测其成因。

�⾦����等揭⽰⽉�⻄北⾬�地�地质构��成�特征

�⼯作由国�⾃�科�基金��联�基金重点项⽬（U1631242,� U1731241），中国科���间科�战略先导专项
（XDA15052200,�XDA15320300,�XDA15320301）项⽬�持。⽂章链接http://adsabs.harvard.edu/abs/2018ApJ...856L..17S

图1:� 由SDO/AIA观测推导等离⼦体发射度EM的⽰例。a、b、c分别显
⽰的是AIA的多通道极紫外图像，根据EM结果还原的极紫外成像，推
导出的不同温度等离⼦体的EM分布。

图2:�本图⽐较了三种现有⽅法所得DEM和新DEM结果。a、b、c分别显⽰了
不同⽅法的等离⼦体发射度分布，预期的X射线热轫致辐射能谱同RHESSI
观测的⽐较，等离⼦体加权平均温度的空间分布。a、b中蓝⾊为新结果。

图1:�⾬海北部地质图。

新 闻
2018年第2期

中国科学院紫⾦⼭天⽂台主办紫台通讯



08

5.提出了M3数据矿物
识别⽅法。M3数据是当前
研究⽉球矿物的主要数
据，然⽽其⻓波段受热辐
射影响严重。以前⽂献对
M3数据进⾏连续统去除
时，最⻓端元波段通常随
意指定。然⽽这种随意指
定存在很⼤误差。系统研
究了适合M3数据的连续统
去除⽅法，并对⽐了不同
光学周期M3数据的差异，
揭⽰了不同的连续统去除
⽅法对矿物吸收中⼼的影
响，向 ⽤ ⼾ 建 议 了 适 合
M3数据的连续统去除⽅
法。

4.绘制了⽞武岩厚度
分布图。针对各期次晚期
⽞武岩暴露情况的差异，
分别利⽤地形剖⾯分析法
和⽉坑挖掘深度法对其厚
度和体积进⾏了详细研
究，获得了⾼分辨率厚度
分布变化图（图3）。上爱拉
托逊纪地层（UEm）厚度为
13‒33� m，他们由多期喷
发叠置⽽成。其中单层熔
岩流的厚度为11±4� m。下
爱拉托逊纪地层（LEm）厚
度为14.49‒43.61�m。嫦娥
三号着陆区是下爱拉托逊
纪地层，其厚度为40�m。估
算出研究区晚期⽞武岩体
积为~3448� km3，远低于
前 ⼈ 的 估 计 值 。其 中 ，
UEm⽞武岩出露体积占
LEm�⽞武岩出露体积的⽐
例<1/10，表明⾬海晚期⽞
武岩喷发规模随着时间逐
渐减少。�

6 .获得了⽞武岩矿物
组成。通过提出的矿物成
分遥感识别⽅法，结合详
细划分的地质图，获得了
⾬海北部矿物组成（图4）。
包括嫦娥三号着陆区在内
的晚期⽞武岩富含橄榄
⽯，早期的⾬海纪⽞武岩
富辉⽯且其Ca含量⽐⽉球
样品含量偏低。周边⾼地
成分富斜⽅辉⽯。

7.识别出⼤量年轻构
造。对整个⾬海进⾏了⽉
脊制图。根据形态提出将
⽉脊分为三类。⾬海盆地
周边⽉脊都⼗分古⽼，年
轻⽉脊都分布在内部，其
中在嫦娥三号着陆区附近
识别出⼤量年轻⽉脊，根
据与Apollo着陆区撞击坑
年 龄 对 ⽐ 确 定 其 年 龄
<50Ma（图5）。考虑到这些
年轻⽉脊都分布在⾬海内
部，其成因可能与⾬海盆
地的基岩地质特征有关。

8.推测嫦娥三号着陆
区年轻⽞武岩的起源。过
去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该
⽞武岩起源于⾬海南部的
欧拉⼭附近，⽞武岩流动
1200� km。研究⼯作根据
地形数据、光谱分析及⽕
⼭、⽉溪分布情况，认为嫦
娥三号着陆区所在的年轻
⽞武岩并⾮起源于南部欧
拉⼭，⽽是起源于虹湾西
南部，该处密布⽕⼭⼝和
⽉溪，⽞武岩流动⽅向为
⾃西向东（图6）。

综合上述物质成分、
地质年龄、喷发体积、地层

划分等综合性研究，研究
⼯作获得以下新认识：⼤
约4.5� Ga前，⽉球岩浆洋
固化后形成分异的⽉球，
最表层为富斜⻓岩质的⽉
壳，随着深度加深，物质成
分 逐 渐 富 铁 镁 质 。⼤ 约
3.85�Ga⾬海盆地形成，表
层斜⻓岩⽉壳被剥离，暴
露了下部的富铁镁质物
质。⼤约在⾬海盆地形成
50� Ma后，虹湾盆地形成。
随后的⼏百个Ma，⾬海盆
地被⽞武岩逐渐充填。⾬
海盆地在爱拉托逊纪充填
了富铁、富橄榄⽯的光谱
独特的年轻⽞武岩。

早期的爱拉托逊纪⽞
武岩喷发⼤约发⽣在3.02�
Ga，主要发⽣在⾬海边缘
部位，在当前的⽉表图像
上呈现为离散的⽚状。⾃
2.69�Ga始，爱拉托逊纪主
体⽞武岩喷发，直到1.99�
Ga停⽌。⾬海最年轻的上
爱拉托逊纪⽞武岩起源于
南部欧拉坑附近。⽽下爱
拉托逊纪源区出现在⾬海
北部，该区存在⼤量⽕⼭
机构（⽉溪、⽕⼭⼝、⽞武
质碎⽚），与Schaber建议
的南部源区不同。在晚期
⽞武岩喷发结束后，⼤量
⽉溪形成。最后⾬海演化
由⽕⼭演化进⼊了构造演
化阶段，形成了⼤量⽉脊，
这些⽉脊随着时间逐步变
⼤，最年轻的⽉脊（< 5 0�
Ma）出现在⾬海内部，包
括嫦娥三号着陆区附近。

图2:�（a）⾬海北部M3� 积分吸收深度图（R-
1μm�吸收⾯积；G-2μm�吸收⾯积；B-1.5μm�
反射率）。亮⻘⾊为辉⽯，紫红⾊为橄榄⽯。
新鲜暴露⾯（箭头所⽰）展⽰了铁镁质吸收。
（b）和（c）为新鲜暴露的光谱，展⽰了斜⽅
辉⽯、橄榄⽯，其中（b）为在⾬海北部⾼地
发现的橄⻓岩。作为对⽐，m38� 是⽞武岩新
鲜坑光谱，富单斜辉⽯。

图3:��⾬海晚期⽞武岩厚度分布图。

图4:��⾬海⽞武岩和周边⾼地1000nm
与2000nm矿物吸收中⼼波⻓分布图。

图5:��⾬海年轻⽉脊分布。

图6:��嫦娥三号着陆区流动⽅向⽰
意图。实线箭头为过去的建议，虚
线箭头为本⽂建议。

【撰稿⼈：吴昀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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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于SKA先导项⽬揭⽰流星�电辐�特性

相���链�⻅�https://doi.org/10.1093/mnras/sty930。

2018年5⽉18⽇，中科��金����⾏星科学研�团队与�⼤利亚科�⼤学研��员等�作，�过使⽤SKA先导项⽬
观测流星⾬，给�了流星⾃发�电辐�在�频波�的谱指数上�，在利⽤�电观测寻找流星电离��⾃发辐��⾯�得重�
进�。这⼀结果对于��流星⾃发辐��性与�频�电暂现现�有重�科学�义。研�成果发�在《英国皇���学会⽉刊》
（Monthly�Notices�of�the�Royal�Astronomical�Society）。

流星电���是流星体在�过⼤⽓层时受热产⽣的�中性等��体��。�⼆⼗�纪三⼗年代开�，�们发现流星电�
�������电波，�此�电回波�⽤来�测流星路����流星⾬的辐�点。�流星电���⾃发辐�的研��于�⼗
年代，⼀些�流星��频�电暂现现��同时观测�，有⼀些�����电声。�2014年�2016年，�国⻓波�电阵� (Long�
Wavelength�Array，LWA)�开�了⼀项超过20,000⼩时的观测项⽬，试图寻找伽⻢暴在�频波�的辐�。在这�项⽬中，研��
员发现了40�����流星在时间和�间上�应的�电暂现�，且这些暂现��过��测�的流星电�����地⾯�电波
有�显�别。�此，�们认为LWA�测�了流星��的⾃发�电辐�。

为深⼊理解流星⾃发射电辐射的物理性质，紫⾦⼭天⽂台与澳⼤利亚科廷⼤学通过
合作，使⽤SKA低频先导项⽬默奇森⼤视场射电阵�(Murchison�Widefield�Array,�MWA)�针
对流星⾬等进⾏了300多个⼩时的观测，并与光学照⽚对照，在观测图像中寻找流星的⾃
发射电辐射。在这些观测数据中，没有射电暂现源被证实为流星。科研⼈员根据过去流星
雷达的探测结果估算不同辐射流量密度的流星的发⽣率，并考虑MWA的视场范围、灵敏度
和观测时间等限制因素，给出流星⾃发射电辐射在70-100� MHz波段的谱指数上限为-3.7，
置信度95%。该项研究对了解流星⾃发辐射有科学价值。

论⽂第⼀作者为博⼠⽣张翔，指导⽼师为季江徽研究员与⻢⽉华研究员。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留学基⾦委员会� (201504910639)，国家⾃然科学基⾦项⽬�

(11473073,�11573075,�11661161013,�11633009)、中科院⾏星科学重点实验室等的资助。
图1：MWA观测流星的图像。上⽅为原
始图像，下⽅为差值图像。左侧图像中
包括流星散射的地⾯射电辐射⼲扰。

Vahe' Petrosian教授访问紫⾦⼭天⽂台并做Colloquium报告
2018年5⽉7⽇，美国斯

坦福⼤学Vahe’� Petrosian�
教授以⼤科学中⼼特聘客座
研究员的⾝份访问紫⾦⼭天
⽂台，并于下午在仙林园区
3号楼302会议室为紫台师
⽣ 们 做 了 题 为

“ C o s m o l o g i c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s � a n d�
Evolution� of� Gamma-ray�
Bursts�and�their�relation�to�
Star� Formation� Rate� and�
Gravitational� Waves”的学
术报告，紫⾦⼭天⽂台刘四
明研究员主持了本次报告。

Vahe’� Petrosian� 教授
是斯坦福⼤学物理系天⽂专
业主任，太阳物理⽅⾯的知
名专家。曾获得美国1972-
74艾尔弗?斯隆基⾦（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的⽀
持，是Eta�Kappa�Nu�和�Tau�
Beta� Pi荣誉学会会员，是星

系团中强引⼒透镜的发现者
之⼀，“Petrisian”判据的发
明者，该判据⽤⾮参数⽅法
来确定天⽂中存在截断情况
的数据分布。

Vahe’� Petrosian�教授
在报告中阐述了这种⾮参数
⽅法的主要思想，并将该⽅
法运⽤到伽⻢射线暴的宇宙
学演化研究中。伽⻢射线暴
由于其⼤的红移被认为是探
测早期宇宙的最好候选者之
⼀，也⼀度被认为是测量宇
宙学参数的“标准烛光”。为
实现这⼀⽬的，⼈们需要知
道伽⻢射线暴的宇宙学演化
特征。通常⼈们⽤有⼀定参
数的模型，通过数据拟合来
得到它们的宇宙学演化。这
⾥，Vahe’�Petrosian�教授使
⽤Efron和Petrosian开发的
⾮参数化⽅法得到了伽⻢射
线暴⻓暴爆发率的宇宙学演

化。其结果显⽰：（1）伽⻢射
线暴存在很强的光度演化，
我们在⽤伽⻢射线暴作为

“标准烛光”时必须考虑其演
化。（2）在低红移时伽⻢射线
暴的形成率明显偏离了恒星
形成率。如果伽⻢射电暴的
短暴的形成率也是这样的结
果，那么它们的原星被认为
是中⼦星和中⼦星或者中⼦
星和⿊洞的合并，这将对引
⼒波源的形成和演化产⽣深
远的影响。

Vahe’� Petrosian�教授
的精彩报告得到了紫台、南
京⼤学的参会⼈员的积极回
应，⼤家踊跃参与问答，⼴⼤
⻘年科研⼯作⼈员都表⽰受
益匪浅，学到了新的知识。
Vahe’� Petrosian� 教授此⾏
还参加了在珠海举⾏的

“2018年湍流等离⼦体中的
粒⼦传输与加速研讨会”、参

观了我国500⽶⼝径球⾯射
电望远镜FAST�，⾼海拔宇宙
线观测站LHASSO，访问了
西南交通⼤学、南京⼤学天
⽂与空间科学学院，他对我
国天⽂领域⼤科学装备的建
设给出⾼度评价。

图1

图2

【撰稿：�曾厚敦、朱林林�；�摄影：�朱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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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郑�亚研�员�⾦����作�于
�测��再电离�Colloquium报告

2018年5⽉25⽇，上海���
研�员郑�亚研�员访问�金���
�，并为��师⽣作了题为“Probing�
Cosmic� Reionizationwith� Lyman�
Alpha� Galaxies�的Colloquium�
术报告。�金����星�形成�⼤
视场��研��组⾸�科��郑�
�研�员主持报告�。

��⿊�时代末期形成的�⼀
代�体的辐�电��散再星�际�
间的中性氢，使得��再�电�⽽变
得��。研����⼀代�体�何形

成，再电��何发⽣的是当前河��
���前�的领域�⼀。郑�亚研�
员�统�绍了�测再电�时期的不
同观测��和进�。作为国际�作项
⽬LARGER（Lyman� Alpha� Galaxies�
in�the�Epoch�of�Reionization）��
的��成员，他详细�绍了这⼀项⽬
利⽤�于智利的4⽶Blanco�远镜�
其⼤视场DECam相�开�的�带�
场 观 测，� 测 红 � 为z = 7左 右 的
Lyman� Alpha星�的�测和�谱证
认��进�，指�LARGER项⽬�测
��常亮的Lyman� Alpha星�，是此

前同�⼯作�有�测�的。LARGER的
观测结果�z=7的��中性氢电��
度给�更精�的�制。

��和南�⼤�等单��事星�
形成、���和伽⻢�暴���领域
研��员和研�⽣��，�习了�郑
�亚研�员带来的�于��再电�研
�的��前�动态和进�。报告过�
中不�有热烈讨论，郑�亚研�员�
��的问题⼀⼀��。��，�相��
组研��员进⼀��流讨论相�研�
�作。

【撰稿：�郑宪忠】

10

法国巴黎第七⼤学/CEA教授Sylvain CHATY
访问紫⾦⼭天⽂台并作Colloquium报告

2018年5⽉8⽇，�国巴黎�七⼤
学（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France）
和�国���署CEA� Saclay的Sylvain�
CHATY教授访问�金����，并为�
�师⽣作了题为“A � un iverse � o f�
gravitat ion: � f rom� binaries � to�
gravitational� waves�的�术报告，该报
告是�金�����术报告�（PMO�
Colloquium）�列报告�⼀。

Chaty教授⽤��易懂的语�
详细�绍了X�线双星的研�进�，
从X�线双星的形成、���观测、理
论，并�绍了产⽣�⼒波的双⿊洞双星
�统的形成过�。

Chaty教授报告的内�是当��
�界的热⻔课题，��了��研��

员和研�⽣极⼤的兴�，报告结束�⼤
�纷纷提问，CHATY教授⼀⼀回�，报告
还��了南�⼤学、厦⻔⼤学和南�
师范⼤学等兄���的相关研��员和
研�⽣的积极参与。��Colloquium为�

�相关领域的科研�员和研�⽣提供
了更��研�X�线双星的宝贵经验，
是我们了�学科前�的⼀�极�的�
会。

【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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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
2017年中国科学�
���⼯作优�奖

�⽇，中科�办�厅发布了《�于
2017年中国科�����评估结果�
��2017年中国科�����⼯作�
�单�的�知》（科发办��〔2018〕
42�），�金�����授予“2017年中
国科学����⼯作优�奖�（��共
10�研�单�）。这是⾃2010年�，�金
����连续�年荣获�中国科���
��⼯作��奖”。

2017年���评估由两��组成�
参评单�填报、现场检查�数据⾃动抽
�，内�包括���基础环�、科研��
�应⽤、�理���应⽤、教����
应⽤和科学传播应⽤�⽹络���理、
⽹络��技术保�等�⾯。�金���
�在计算环�、�理���、⽹络传播等
�⾯�现尤为突�。

2018年�金����将围绕中科
�⼯作重点任务和�单�⼯作⽬标，切
实�进⽹络��和���⼯作，�措
并举�������体�队�，�⾯促
进�金����的����设和发�。

�⾦����召开2018年度
���⼯作�议

6⽉28⽇，�金����（�下简称���”）组织召开了
2018年度信息化⼯作会议。紫台台⻓杨戟出席并作总结讲话,会
议由副台⻓⽑瑞⻘主持。

�议还�绍了前期征�����⼯作的�⻅和�议的情�，
��科研���、�理���、�络环����、图书情报资�、
��成��算等�⾯⼤�����的问题进⾏了�谈和�流。

�议⾸先由⽑瑞⻘带领⼤�认��习了习�平总书记在�
国��⼯作�议的重�讲话精�，�中科��络��和���⼯
作�议的重�精�，�绍中科��⼗三�����发�规划�中科
�2018年��⼯作�点。他指��认��习领�中央���⼯作
的相���和精�，贯彻落����领导⼩组决策�署，�提升
������科技创�、科�、��、�理和服务等各项⼯作的�
撑�平。

����设中�主任�梁作�����⼯作报告，�括
2017年度⼯作总结、2018年度⼯作计划��⽬前进�、�林园�
���环���维情�等三�⾯内�，��2017年度�����
评估结果进⾏了�读，��总结了⽬前�����⼯作中的��。

��，杨戟作�议总结讲话。他�调了���在国�战略中
的重���，�重点��了�
����⼯作的思路和⽬标。
����职⼯���习，提
�观念和理念的认识，提�
�律�识、���识，�别是
�局�识，不������
络��和���⼯作体�和
⼯作�制，切�落����
⼯作责任。��他����
���⼯作进⼀����统
�设，2018年度���项重
点⼯作������平��
设�做�科��据库�设和
�理⼯作�积�联动�补⾜
���形成�其他⼯作�间
的良��动�制。使���
成为�撑和发���⾯向国
�战略需�、⾯向�界科技
前�，�现�⼀三�”规划和
创新2020⽬标的重要⽀撑。

��科研单元、�理�
�撑��的负责�和��⼲
事等共七⼗�����议，
其中⻘�观测��过远�视
频��。

【撰�����、杨��；�摄����瑾�、孙继先】

图2��⻘�观测��过视频���议。

图3��杨戟作会议总结。

图1�����⼯作�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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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科⼤-��⻘年学者�流�顺利举�
中国科���金��

��（简���）⻘促�和
中国科�技术⼤�（简�中
科⼤）⻘促�于2018年5⽉
11-12⽇在南�成功举办了
��⼆�中科⼤-��⻘年�
者�流��。���流�由
��和中科⼤联�共�的
����间科���、⻘促
��肥��和南���共
同主办，共有�60�⻘年�
者��了�流。��杨戟�
⻓、中科⼤�⼒资��⻩�
副�⻓、����间��吴

��副�⻓��了�议��
�。杨戟�⻓回顾了���
中科⼤的�作发�史，期�
��和中科⼤⻘年�者们�
过��的活动���流、促
成�作。

在�流�中，⻩�副�
⻓结�⾃�研�经历，向⻘
年�者们��了科研中��
进���队的发�的相��
�。���流�还报告了�银
河����项⽬”、�钻⽯中
的地�科�”、��赫�超导
�测技术���应⽤”、��

物质�选体���⿊洞”、
��样认识���等科研�
向的背�知识和��进�，
针�其中热点科�问题进
⾏了�流和讨论。在�议期
间，���员�观了中科�
�物质��间��重点�
验�、�⽶波和亚�⽶波技
术�验�、�金����科
�园�，了�了现代��技
术的研�内�和重�科研
产�，��中国古代��技
术的成�。

�过���流�，��

和中科⼤⻘年�者双�
��了认识、促进了友谊，
共同期待未来的�作。

图1��合照。

图2��活动现场。
【撰���孙燕��摄���孙玮、金璐】

中国科学技术⼤学物理学院本科
⽣来紫台参观学习

中国科�技术⼤�物理�����⾃2013年�，�年
组织物理��⼀年级�科⽣来��进⾏为期2�的�观�
习。�过聆��术报告和观测��观活动，�⽣们进⼀�
提升了���研�的兴�，�⻓了⼀些��知识。同时，来
访师⽣���科研�⼒也有了更��的理�，同时为��
���⽣报���专业打下了良�的基础。

5⽉26-27⽇，中国科学技术⼤学物理学����主任
��⼀⾏与物理学�60���科⽣先���金����
盱眙观测�、�金�园区和�林园区参观学习。

27号下午，学术报告会在���林园区进⾏。报告会由
中国科⼤��与�间科学学�副�⻓、��研�员吴��主
持，��史⽣�研�员、苏杨研�员和�江�研�员�别作
题为《�赫兹超导�测器在�体物理中的应⽤》、《�阳物理
和ASO�S卫星简�》、《⾏星科学与���测》的专题报告，
报告��了同学们的�烈兴�，纷纷提问。

��悟�卫星�⾏��据�析⻘
年创�⼯作�获�省�优�⻘年
创�⼯作���

�⽇，共⻘�江苏省�和江苏省科�技术厅联�授予
�金����悟�卫星�⾏��据��⻘年创�⼯作�
�江苏省��⻘年创�⼯作�”荣誉称号，并授牌。

��悟�卫星�⾏��据��⻘年创�⼯作�，⾃成
立�⾏�来，在�省�、����、�物质��间��重点
�验�的⼤⼒�持和帮助下，�得⼀�的进�。结�⽬前
的⼯作��⾏和�设情�，⼯作�基��立了�立⾜�前、
��未来�的发�战略。

立⾜�前，�保产�。⼯作�成立�来，立⾜于悟�卫
星的�⾏��据��⼯作，⼯作�成员�⼯��，⾃�创
�，在平凡的岗�上⼒�做�不平凡的事情。2017年�来，
⼯作�成员在各专业期刊发�SCI��⼗��，此�，⼯作
�成员��磊�据悟�卫星的科��据，绘制了���三
幅伽⻢�线���图，该�图的产�标�者�物质粒��
测卫星的粒�鉴别�⼒得���的验证。

图1��报告会现场。 图2���观��观测�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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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
基金旨在资助�有创
��⼒和发��⼒的
���⼠�研��员，
该基金是给予�⼠�
研��员在�期间�
事⾃主创�研�的科
研�动或补�经费，其
资助经费主�来�于
中央财政拨�。该基金
经过专��讯评议�
�资助��，资助标�
�⼀等和⼆等两�等
�。�年资助��为当
年进���的三��
⼀左右，其中⼀等资助
占总资助��的三�
�⼀左右。

�据中国�⼠�
基金��知，中国�⼠
�科�基金�63�⾯
上资助评审结果已�
晓，�金�����⼠
�宫衍⾹荣获中国�
⼠�科�基金�63�
⾯上资助⼀等资助，其
�作导师是�江�研
�员。

宫衍⾹博⼠为我
台2016年进站的博⼠
后，研究⽅向为太阳系
外⾏星系统的形成与
演化，⽬前共发表学术
论⽂30余篇，其中在
APJ,� APJ� Letters,� AJ,�
RAA等SCI期刊上发表
论⽂10余篇。主持国家
⾃然科学基⾦⼀项，主
持并完成⼭东省⾃然
科学基⾦两项。

�⽇，�国�⼠�����布了2018年度��⼠�创����持计划”
资助名单，我台拟进站博⼠后崔明阳博⼠⼊选，是全国天⽂学领域唯⼀⼊选
者。

��阳�⼠进���在�物质��间���验��事�⼠�研�，主�
研��向为DAMPE的模����线�据��，�作导师为常进研�员。��
阳�⼠毕业于南�⼤�，在攻读�⼠��期间主�围绕�物质间��测理论
�DAMPE的��线�据进⾏研�。主�研�⼯作有��AMS02的�质��据
中发现可�的�物质�����⾃相�作⽤模型伽玛�线辐�的不��性，
�给�了�量的结果�利⽤���习的主成���算���地寻找��电�
/质�变量，已在DAMPE电�的��上�得满�的结果��DAMPE��了基
于Fluka的⼏何���据输�输��式，�现�DAMPE�测�物理相�作⽤
的Fluka模�。其相�结果已在国际知�SCI杂�上发�，⽬前共发��术论
�5�，其中在Nature�PRL期刊上发�论�2�。

��⼠�创����持计划��是�⼒资���保��、�国�⼠����
�⼗三��期间��的�⼠�专项�持计划，旨在������⼀�进��界
科技前�的��⻘年科技创���，是我国���层�创�型⻘年����
的⼀项重�举措。2018年�⼠�创����持计划共资助400�，资助标�
为60万元/�/两年。

���⼠后�明阳�选2018年度�⼠后
创�⼈�⽀�计划

⼀
�

�
�

⼠
后

宫
衍

⾹
荣

获
中

国
�

⼠
后

科
学

基
⾦

⾯
上

资
助

等
资

助

【撰���金璐】

【撰���金璐】

2018年4⽉12⽇晚上19点，紫⾦⼭天⽂台（紫台）研究⽣学⽣会在紫台3号
楼402室成功举办了紫台-南⼤研究⽣���茶话�”。���茶话��是由��
研�⽣�⽣�和南�⼤�����间科���（南⼤����）�⽣�轮流
举办的�列活动，��活动为�列活动�⼆，�⼀�活动由南⼤�����
⽣�举办。

��茶话�由��研�⽣�⽣�的何��同�主持，共计40����。
茶话�开��，同�们�间相��流，热烈讨论。其中，���阳活动�波�
观测�组的�⼠研�⽣�铁为⼤�做了�积�经�络�⽇��的精彩报告。
报告�绍了�⼯智�、�积�经�络的前��⽣，⼀些�经�络的图�处理
⼩�验��其在��上的应⽤等。���铁同�还��了⾃⼰�����
术�议和进⾏⽇��观测的经历，详细�绍了��签证的流����事项，
��路上的有�⻅闻。�铁�⼠⽣
动有�的报告、�⼿拈来的典故�
��赢得了满堂�彩。

茶话�过�中，同�们在轻�
��的�围下��彼此在⽣活、�
习和科研�⾯的经验��受。茶话
���了�动两�����研�
⽣����、�进了�、��朋友、
丰�⽣活和共同进�的⽬的。

��研�⽣学⽣�成�举����茶话��
�列活动�⼆

【撰���朱成瑞；�摄���陈�】

新 闻
2018年第2期

中国科学院紫⾦⼭天⽂台主办紫台通讯



14

��召开�三⼗九期⻘年论坛
2018年5⽉23⽇，�金����

�三⼗�期⻘年论坛顺利召开。�
国宾⼣�尼亚州立⼤学���的�
⼠在读⽣杨�应�为��师⽣作了⼀
场题为 �是什�驱动了⿊洞的�
⻓��的精彩报告。����兰�⾹
主持了此�论坛。杨�，�国宾⼣�
尼亚州立⼤����在读�⼠⽣，�
科毕业于中国科�技术⼤�。主��
事活动星��和�波��场��观
测。⽬前已发��⼀作者��4�。

在��报告中，杨��超⼤质量
⿊洞和�主星�的��讲�，主��

绍和�较了驱动星�中�超⼤质量⿊
洞�⻓的⼏���。⿊洞的�积率和
恒星形成率、星�质量都成正�，⽽恒
星形成率和星�质量�间也�在正相
�，杨�等�的⼯作�过�制变量的
����了⼆者�间的简�，得�了
⿊洞�积是和星�质量⽽�恒星形成
率�在正相�的结论。��，杨���
了环�和星�形态�⿊洞�⻓的可�
�响。��，杨��绍了X�线���
⾯的其�科�研�，�括�星�中的
中等质量⿊洞的�⻓和⽤活动星��
来研����。

��报告内�丰�，报告�⽤⾃
⼰的研�为⼤��⽰了超⼤质量⿊洞
�⻓的��。��的⻘年�者�映热
烈，�中获得了��⿊洞�⻓�⾯的
知识。报告结束�杨��我�⻘年�
者�⿊洞�⻓�⾯的⽬前国际热点�
�可�的�作�开了热烈的讨论。

�⾦����⻘促��上�
���⻘促�举���间�
⽚�测��研���流活动

2018年6⽉15⽇，中国科学��金����
⻘年创�促进会（简称��⻘促会）举办了�上海�
�����流活动，活动主题为基于��学⼿�的
�间� ⽚ �测� �研�，参� �员包 括⻘促
会会员和其他相关科研�员。双�����有�、�
索�作的态度，�现有硬件设�与技术条件下，待
开�⼯作的可⾏性进⾏了���讨。

�流活动中，��研��员��间⽬标的��
观测现状���、�间⽬标的轨�关联�识别作了
重点汇报，上���流�员��据可视�、基于�
��习的�据��算�做了�术报告。��双�在
�何基于�线电⼿��测�间⽬标、图�处理环节
中的⽬标��提��识别、⼤科��据的拓�复⽤
等�⾯进⾏了��的讨论，����成�向，基于
SKA先导项⽬的�
开�据，开��间
⽬标的观测�态势
�知研�。���
流�得了圆满的�
果，预期在�得�
续进��，继续开
��流�讨论。

�⾦�����成2017年度
�缮项⽬�⼯验�

2018年6⽉11⽇，�金����召开2017年�缮项⽬��远镜
测试场和�验场�件���⼯��⼯验��。经过地�单�、设计
单�、监理单�、�⼯单�和�设单�等��主体单�⼀�现场检
测、检查�资料审�，同�该项⽬�过验�，��使⽤。

该项⽬是我台获批的两项2017年度修缮项⽬之⼀。项⽬总投
资190万元，主要⽤于实验室改造、测试望远镜基础建设和电动移
动⼯作房的建设。该项⽬3⽉10⽇开⼯，
5⽉30⽇竣⼯，⼯程进展顺利。⽬前⽔电
到位，可以投⼊使⽤了。该项⽬中的望
远镜测试场作为拟建南极天⽂台望远
镜的调试场地，能够满⾜望远镜关键部
件及整体系统的组装、调试和测量场地
需求。为今后望远镜测试⼯作打下良好
基础。

2 0 1 7年度�缮项⽬中的另�⼀
个项⽬ �⻘�观测�科研辅助⽤��
缮�，已于2017年11⽉20⽇在⻘�观测
��成�⼯验�。项⽬�资140万元，主
�⽤于⻘�观测�科研辅助⽤�、��
�堂、卫⽣间的��和维�。该项⽬的
��进⼀���了��的⽣活和⼯作
环�。

�此，�金����2017年度�缮
项⽬���成�⼯验�。

合影。

图1��⼯��⼯验��。

图2���远镜测试场现场检查。

图3���缮�的⻘�观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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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领导调研�⾦�园�

2018年4⽉10⽇上午，南��科协党组书记、主�
郑��带队来��金�����金�园区调研，讨论南
���馆�设相关事�。�科协副主���辉，副�
视员�永�、张坚�，南�科技馆馆⻓张�宝等⼀同参�
调研。�金����科��主任张旸等�待调研。

调研会上，庄⽂辉副主席介绍了南京天⽂馆筹建情
况。他说，南京市委、市政府对南京天⽂馆建设⾮常重
视，已经明确南京市科协为建设主体单位，南京市科协
专⻔成⽴了南京天⽂馆项⽬领导⼩组，前期已在紫台协
调下前往北京天⽂馆等相关科技场馆开展了调研⼯作，
今天在紫台紫⾦⼭园区的参观也有很⼤收获。

郑加强主席对紫⾦⼭天⽂台在南京天⽂馆前期筹
建⼯作中给予的⼤⼒⽀持表⽰感谢，他表⽰南京市科协
将会积极与市政府相关部⻔协调推进天⽂馆项⽬，希望
充分依托紫⾦⼭天⽂台等在宁天⽂单位、社会团体的专

家资源优势，尽快完成南京天⽂馆软课题研究，为南京天⽂
馆的设计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科协的其他领导也�南���馆�设进⾏了�⻅�
流。

张旸对南京市科协领导的信任表⽰感谢，并表⽰将在
全台的统⼀部署和领导下，承担起服务地⽅科普事业的社
会责任，继续积极⽀持南京天⽂馆的规划建设。

【撰�、摄���陈向阳】

2018年4⽉15⽇上午，中国科
学��金������波��阳活
动�研��组⾸�科����⽣研�
员在南�中��物园·�物�物馆报
告厅为��作题为《�阳活动�其�
��的�响》的科�报告。此�活动
是由�金����、南�中��物园
和南���爱�者协�、南��科协
共同举办的。

��⽣研�员⻓期�⼒于利⽤
观测和模�研��阳活动、发��的
观测⼿�。�此，�于⼀��来说�
阳是那�的����，但是在他的�
⾥�阳其��不��。�过不同�远
镜和�阳观测卫星�拍摄�的�阳
���图⽚和视频，��⽣研�员向

��讲�的��们����的�绍了
�阳上发⽣的各种现�，���们发
⽣的�理，�且列举了历史上⼏��
阳活动����成重⼤�响的�例，
向现场观�阐���阳的观测研�的
重�性。�阳活动���的�间活动
��地⾯⽣活��相�，其中的⼀些
现�我们还�����释，他�励现
场的⼩朋友们�来可�选择�阳物理
作为研��向，⽤他们的智����
阳上的谜题。��⽣研�员的报告内
�丰�，�味⼗⾜，让�场观���阳
有了⼀���的了�。

当���科�讲�的��和�⻓
有�200�，报告厅现场��虚�，来
�了的⼀些��和�⻓��坐在了地

上。报告结束�，��⽣研�员还�
现场的⼩朋友们进⾏了�动，�他们
的提问进⾏��。�⼩朋友们认�的
⾯�和饶有兴�的提问上可�看�
这节科�讲堂��了他们�科�的
认识，��了他们�科��索的浓�
兴�。

⼀场�������科普⼤讲堂

科�活动现场

【撰���王科超��摄���陈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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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科 普

�⾦����举�观测�⽊星冲⽇�科普活动
2018年5⽉9⽇�晚，

�金����科��与南
���爱�者协会在�金
�科�园区共同举办了�⽊
星�⽇”观测摄影活动。中
央电视台央视新闻客⼾端、
央视新浪微博对活动进⾏
了⽹络直播，央视新闻频道
CCTV13� 晚间新闻、综合频
道CCTV1� 次⽇朝闻天下等
对活动进⾏了报道。

⽊ 星 � ⽇ 平 � � �
399�左右发⽣⼀�，�年
的⽊星�⽇时�发⽣在5⽉
9⽇北�时间8点，�于��

�。⽊星�⽇是指⽊星��
阳的视⻩经相�180度，这
时地��于⽊星��阳�
间，地�和⽊星�间的��
在⼀���周期内��。此
�⽊星�⽇时⽊星��地
�约为6.6亿�⾥，亮度为-
2.5等，是�金星�����
�亮的星星。⽇落��，⽊
星��东南�地平线上升
�，��都可�观测。�⽇
��，⽊星��渐远���
�，�在�年的6⽉�在�
��继续上�⽊星�⽇的
��。

在活动现场，有三��
��远镜⽤来拍摄⽊星，其
中⼆��远镜拍摄照⽚，⼀
��远镜为央视�播提供
视频��。�有⼀架⾃制�
远镜供现场�员⽤来⽬视
观测。�远镜中，⽊星�亮
夺⽬，著�的�颗伽利略卫
星围绕在⽊星周围，期间还
发⽣了⽊卫⼆凌⽊的��，
⽊卫⼆正�挡在⽊星的前
⾯，�过�远镜可���看
��⿊�的��。这�活动
经过央视的�播使得亿万
观�可�在⼿�和电视上

轻�⽬��⽊星的��，�
�得了�观、��的�传
�果。

图1：�观测活动现场。

图2：�央视微博直播报道。
【撰���王科超；�摄���陈向阳】

�⾦����举�2018年�众科学⽇活动
2018年5⽉19⽇-20⽇是中国科学��⼗�届�众科学⽇，�年的主题是�科技创��国���，在此期间�金�

���举办了�场形式丰�的科�活动，向��传播科�知识。

⼀、江苏省南��主�场活动
5⽉19⽇上午，2018�国科技周暨江苏省科�

�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南�林业⼤学举⾏，��科�
�的⼯作�员在主会场活动�区为�众带来了陨⽯
样�和���远镜。陨⽯是��来�，�带了⼤量
的有关�阳���和��的科学��，�有重�的
科研�值。���⽰的陨⽯样品�别是瑞典铁陨
⽯、俄罗�Seymchan�榄陨铁和⻄北����粒
陨⽯。这些��来���了⼤量的��和学⽣驻⾜
参观，�众触摸�这些��物质，提�了很�相
关问题，⼯作�员都⼀⼀认真回�。�区另⼀�的
三����远镜前同样���围�，⼯作�员⼀
边向�们�绍�远镜的⼯作�理，⼀边指导�们�
何正确使⽤�远镜观测。虽��⽓不�，��
观测�阳，但�过�远镜看
�远处的�物�在�前
时，现场很��对���
远镜产⽣了浓�兴�。�
过这样的活动，让参观者
有��获。 图1：�2018年全国科技周江苏省

南京市主活动现场。

此�活动得�了����观测�、铁�
���科�园的⼤⼒�持。

⼆、��科���
5⽉19⽇下午，��科��⼯作�员�赶�江苏盱眙铁��，

在��盱眙观测�为等�在�⾥的各地��爱�者带来⼀场��
科��旅。盱眙观测�的�地�体�测�远镜是地�的卫⼠，
1.2⽶⼝径的����远镜主�⽤于�索发现可��胁地���
的�地⼩⾏星。���进⽣⽼师⾸先向�来的��爱�者们�
绍了观测�的�设历史和科学作⽤，��带领⼤�来�了�
远镜观测�内，�⽼师向⼤�详细�绍了这架�远镜的⼯作性
�、⼯作�理和科学成果。⼤�对于⾛进中科�野���与科研⼀
线�员零�离�触����兴奋，��了了�未知�界的极⼤
兴�。

��，⼤��来�铁����科�园的报告厅，���永良和
王科超为⼤�带来了两场科�报告。�永良是�⼀��中国���
的�星―�汪�星的发现��⼀，他向⼤�详细�绍了这颗�星的
发现经过，�科��的⽇常⼯作�现在�们的⾯前�王科超则向⼤
�做了《漫�中国古代星�》的科�报告，⼤�在他的带领下下，了
�了中国古代星�划�体������相
�的��有�的中国古代��现�。

图2：�天⽂科普之旅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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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报告
5⽉19⽇上午，��赵海�研�员应��南�科技馆报告厅为400��南���和中⼩学⽣作了题为《�地�体会是地

�的终结者吗》的科�报告。赵海�研�员从事�阳��体观测研�，是���地�体�远镜团组的⾸�科学�。赵海�
研�员向�众�绍�:⼀��来地��时不�地�受地��体的�击，�体�击�经给地�带来过�⼤的灾难，地�上��
⽣物灭绝事件都与�体�击有��切联�，�此，�立�地�体监测�统，�索
发现可��胁地�的�地⼩⾏星⼗�必�。现场的听众�赵海�的报告����，
听得兴���，会�赵海�研�员还与�众进⾏了�动，回�了⻘�年提�的很�
问题。

�金����在中科���科�⽇举办的�场活动，⼀�⾯�动��了中科�
�于���科研资�科���的计划，�⽰了���率先⾏动”创新成果；另⼀⽅⾯，通过
传播天⽂知识，提升了公众科学素质，激发了⼴⼤公众、尤其是⻘少年对天⽂探索的
关注和兴趣。

图3：�科普报告活动现场。【撰���王科超��摄���陈向阳】

⻘岛观������众⽇活动

�有什���阻挡�们爱�科�
的��。20⽇上午，虽���不作�，
阴沉的�����不时飘落的⾬�，⻘
岛观����科�⽇活动����了
许���前来��。

5⽉19—20⽇，⻘岛观��和
⻘岛���爱�者协会联�组织的

《���⻰—―�识�远镜》活动在
⻘岛观���议��期开�。

活动中，⼯作�员��远镜��
�理�⼿，����远镜�物�照�
理论讲�相结�，把�远镜相�知识
�过�物形�的�现在⼤�⾯前，让
����远镜的结�、���各��
远镜��点有了⼀���的认识。�
流环节，⼯作�员�爱�者们�相�
流�远镜选购�使⽤�⾯的�得体
�，⼤�畅���，���都�获满
满。

为了让⼤家更好的理解并掌握
望远镜使⽤，19⽇晚，协会组织20余
名会员和爱好者来到观象⼭西⼭平

台进⾏实践观测活动。经过1个多⼩时
的实战演练，⼤家运⽤所学，最终全部
完成既定⽬标，独⽴⽤望远镜观测到了
⽉球，实践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他们或驻⾜于3D��前，�过�
镜�受立体星�的���或围坐在��
仪�，�⼯作�员讲�星�中的科��
或针�⾃⼰内��于��的疑惑，�⼯
作�员���者积��流�或边⾛边拍，
����上留��动�…每个⼈都找
得到⾃⼰的兴趣点，每个⼈都有所获
益，⽽这正是公众科学⽇的⽬的。

��⼀中��电�观�记
为丰富本台职⼯⼦⼥的课外学习⽣活，2018年5⽉27⽇，在南京市第⼀中学（简称：南京⼀中）的⼤⼒⽀持下，紫

台科普部组织本台20组职⼯家庭到南京⼀中的天象厅观看球幕科普影⽚。南�⼀中是⼀��有����传统��
的��，�⼗年代�得�过我国现代����基者张钰�先⽣的��指导，⽬前是南��开�������的牵头
��。南�⼀中�星�的��厅设有可观看��电�的剧场。��电������电��，�其银��半�形⽽得�。
观�观看电�时，银��同苍���观��围其中，��的�果再�上环绕立体声�响，使观�有�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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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在⼤�热切期�中，��电�开�了。⾸先播�的是《����》科�
�⽚���上缓缓地�映���的���⾯来，���镜头，观��地����渐
�向���处，���开地���的��，观���看�了地⽉�统、�阳��园、
银河�⾥的亿万恒星，���看�了更�⼤的星��、超星��，�终看�了��
��的“图像�。�⼤的银���观�，⼩⼩的观�厅��⼀���⻜�在��中�
���，�觉⼗���。��播�的�⽚是《��精�》，观�厅��是⼀���带
领观�来�了��，�蓝的��、�斓的�瑚�、��的��动物、��的�乐�不
令���，饱览了⼀����界的奇����。⼤��观赏了《吉林陨⽯⾬》、《动物
变形记》、《�⻨�伦⼀��⾏》科��⽚，�⽚带领⼤��吉林陨⽯⾬的�落过�、
⼤⾃�中动物的伪�术��⻨�伦环��⾏的故事进⾏了⽣动形�的了�。

⼀��⼩时的观�活动�快结束了，⼩朋友们显得��未尽，⼤���观了⼀
中的其他��设�，模�的⽉��⾯、缩⼩的中国古��仪�模型、��的⻓征�
列��模型等有�的�品，让�⻓和��们流连��。��的�⻓和⼩朋友们�活
动内�⼗�喜欢，期待��还�����的活动。

活动现场。

【撰���王科超、樊莉平；�摄���陈向阳】

�⽇�� 立竿��
2018年6⽉21⽇夏⾄，

中科院天⽂科普联盟与腾
讯共享天⽂台联合主办的
����⽇� 立竿���⼤型
科�活动，在中国�北回�
线的��地点成功同时举
办，��过�络进⾏了现场
�播。�金�����上�
���联��担�成功组
织了�东南���场的活
动。

�立竿���是�年夏
�前�发⽣于北回�线附
�的��现�。由于地��
�⾯�其绕⽇�转的轨�
⾯（ ⻩ � ⾯ ）保 持 ⼤ 约�
23°26′的夹⾓（⻩��⾓），
�且地�的⾃转轴指向保
持相�固�，这导�在地�
绕⽇�转的⼀�周期（⼀
年）中，阳���照�地⾯
的地点在北回�线（北纬
23°26′）和南回�线（南纬�
23°26′）�间周期性摆动，
⽽�年的夏�⽇前�（6⽉

21⽇前�），阳�正���
北回�线，正午时��阳�
于头顶正上�，�⽽发⽣
�立竿���的现�。

北回�线是地�上阳
���的�北�地，夏�过
�，阳���点�渐南�远
�，故此北回�线也��为
�阳转�的地�。中国地域
辽阔，�内的北回�线经过
��、�东、�⻄、�南等地，
��2千��⾥，各地⻛�
�情��，是重�的地理�

⽓�标�线。北回�线�经
��16�国�当中，当属中
国�北回�线��钟情，�
线在�地�有⻛�各�的
北回�线标��⼗��，成
为⼀���、��和科�的
标�性�筑。�⽤各地的北
回�线标��开��立竿�
����科�活动，�有⽣
动形�的�果和�别的�
征��。

��活动由中科��
�科�联盟策划组织，��

发挥��科�联盟的�体
�势，��联盟�属的各�
�����别负责在�有
北回�线标��的�东南
�、�东��、�⻄桂平、�
南�⾃（主�场）、�南�江
等�地，同�开���场活
动，��别�请�����
协�在����举办活动。
��科�联盟还�腾讯�
司开��作，���活动进
⾏现场�络�播。

活动举办地点：�银河下的南澳北回归线⼴场与标志塔；�摄影：南澳县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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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午，趁着当天
天⽓较为晴好，⼯作团队
在北回归线⼴场的北回归
线标志塔下，全程演练了
第⼆天⽹络直播活动的流
程，并利⽤标志塔成功拍
摄了正午前后阳光垂直照
射的视频。

�金�����上�
���联�负责南���
场的活动。为保证活动的
顺利开�，⽑瑞⻘（中科�
��科�联盟轮值主任）、
张��、�金良等领导�
南�活动��的制�给予
了�体细�的指导，�金
����科��、⻘岛观
���上����科�传
播�组成联�⼯作�队，
在南�县科协、�东��
����南��地政��
热��⼠的⼤⼒协助下，
�活动进⾏精�策划�细
��备。�虑�夏�前�
南����⾬�节，为保
�活动顺利开�，⼯作�
队设计了晴�、⾬�两�
活动��，�提早�备了
�络�播备⽤资料。

6⽉19⽇，紫台与上海
台联合⼯作团队抵达⽬的
地南澳县⻘澳湾，随即投
⼊到最后的准备⼯作中。
南澳整岛为⼴东唯⼀海岛
县，⻘澳湾位于南澳岛东
北，东临南海，临海所建北
回归线⼴场和北回归线标
志塔，即为本次南澳分会
场活动的具体举办地点。
南澳岛北回归线标志塔设
计精妙，主体部分为架设
在空中的象征地球的球体，
球体正中有垂直贯通的空
洞，在每年夏⾄⽇前后的
正午时刻，阳光当头直射，
恰好可以从空洞穿过，照
射在正下⽅地⾯上特别设

置的玻璃圆盘上，直观显
⽰�此时此�”阳光直射的
现象。

20⽇上午，作为本次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傅
燕宁研究员等⼀⾏多⼈来
到南澳县⻘澳学校，举办
该校历史上⾸次科普讲座，
受到学校⾼度重视和热烈
欢迎。傅燕宁研究员以平
易通俗的语⾔，和蔼可亲
地向同学们讲解了有关太
阳视运动和历法、农历的
知识，在座的校⻓和同学
们聚精会神、兴趣盎然，南
澳县科协林韵主席等⼀⾏
多⼈也闻讯赶来听课。接
下来，⻘岛观象台孙⽴南
台⻓给⼤家上了⼀堂⽣动
的科学⼿⼯课，她向在座
的师⽣分发剪纸圭表，带
领⼤家⽤剪⼑、胶纸为⼯
具，奇妙地做出可以测量
⽇影的、简约⽽不简单的
纸质圭表。

活动现场在南�县科
协的协助下��布�了简
洁⽽�⽬的�场背�，⼯
作�队�应�前来��活
动的南�县科协、南�县
��传�、⻘�����
等地�领导⼀�，�⾬举
办了现场活动。南�岛为
��度假胜地，⻘��更
是�岛��⾸选�地，北
回�线�场��滨�场紧
�相连，夏⽇⾥���织，
此���打�伞、��⾬
�的��纷纷⾃发汇�在
�场的北回�线标��下，
�����活动中来。

21⽇夏�⽇，�⾬�
中的南�岛��⻘⿊，精
��备了活动的⼯作�队
等来了阴⾬，��等来阳
�。作为����科�联
盟⼤型活动的�⼀�，南

��于⼤陆地�北回�线
上�东处，�阳上中��
��立竿���理应在��
活动的各���场中�早
发⽣。为保���活动�
络�播的顺利�动和�播
的连续性，联�⼯作�队
临时决�南�岛活动�照
��的晴���经�当应
�调��进⾏。

��活动����上
��的联��队来说，经
历了��策划、协调联络、
细��备、现场组织等紧
张⽽有�的过�，��体
现了�结�作的精�，共
同体验了科�⼯作的�难
和乐�。活动举办⽇的阴
⾬�不再是遗�，��成
为⼤�别样的记忆。

在当�活动的�络�
播中，12�00�12�15是�
配给南���场的�播时
�。上��汤��负责�
播��、技术设备�现场
操作，��孙立南作为南
���场�络�播的主持
�，��主持了�播活动，
张旸在�播中讲�了�立
竿���的�理。当�虽�
阴⾬不⻅阳�，但⼯作�
队�备��，�前⼀�提
前录制的正午阳���的
视频提供给�播使⽤，�

�还提供了更早期间��
科��在南�拍摄的陈向
阳和王科超⽤�制圭�测
量正午⽇�⻓度的视频、
胡�浩讲�圭��理的视
频、��⻘岛观��在⻘
岛开�测量⽇�和举办科
�报告的视频，为活动当
�的�络�播提供了�⾜
的备⽤资料，保�了�络
�播在阴⾬���顺利开
�。活动现场还竖立�4�
�别设计制作的立竿，供
��体验�立竿��”。

当�，�立竿���的
现��南�开�，由东向
⻄在��、桂平、�⾃和�
江��上�（���⾬�
消了活动），桂平、�⾃等
地还结�当地��举办了
���胜的⼤型����
活动，��科�联盟组织
的线上的�络�播和线下
的现场活动都�得了圆满
成功。

活动现场。

紫台上海台联合⼯作团队。

⽹络直播画⾯与活动现场。

【撰���张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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