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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悟���前530�的在轨测量�据，�悟����作组�前�未有的��量��率和����25GeV—4.6TeV�
量区间的电���线�谱进⾏了精确的��测量。�悟���的结果⾸���地��测量�电����线�谱在0.9TeV附
�的��，此前�有地⾯�验间�测量给�过���在的��。该拐折反映了宇宙中⾼能电⼦辐射源的典型加速能⼒，其
精确的下降⾏为对于判定部分电⼦宇宙射线是否来⾃于暗物质起着关键性作⽤。此外，悟空号所获得的能谱在1.4TeV附
近呈现出流量异常迹象，尚需进⼀步的数据来确认是否存在⼀个精细结构。

�悟���卫星是我国⾸颗�间科�卫星，由中国科���金����提�，�联�中国科�技术⼤�、中国科��
�代物理研��、中国科����物理研��、中国科��国��间科�中�等单�研制，瑞⼠和�⼤利的��单�也�
�了其硅��测�的研制。卫星于2015年12⽉17⽇成功发射，2016年3⽉17⽇完成在轨交付，⾄今已开展超过三年的科
学运⾏，获取了⼤量观测数据。

2019年2⽉27⽇，由科技�基础研��理中�举办的�14届“中国科�⼗⼤进�”遴选活动结果揭晓。由中国科学院
紫⾦⼭天⽂台领导的暗物质粒⼦探测卫星�悟���（DAMPE）科��队研�成果�⾸����测�电����线�谱在
1TeV附�的���成功�选。

�悟�”卫星成果�⾸����测�电⼦���线�谱�1TeV
附���折��选2018年度中国科学⼗⼤进�

01“悟空”卫星成果“⾸次直接探测到电⼦宇宙射线能谱在1TeV附近的拐折”⼊选
2018年度中国科学⼗⼤进展

02紫台成果荣获2018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03紫台范⼀中研究员⼊选第四批国家“万⼈计划”⼈选名单

03紫⾦⼭天⽂台台⻓杨戟、党委书记赵⻓印春节期间慰问⻘海观测站全体职⼯

03⼤型光学望远镜台址遴选联席会暨光电篱笆项⽬签约落实讨论会在⻘海省海
西州召开

04暗物质粒⼦探测卫星延寿论证评审会在京召开

05纪委书记张建成参加仙林科技城发展联盟第⼋次理事会

05第⼀届ASO-S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06中科院⾏星科学重点实验室第⼆届学术委员会第⼆次会议在南京召开

06中国天⽂学会⾏星科学与深空探测前沿研讨会暨中科院⾏星科学重点实验室
2018年�术年会在宜兴召开

07紫台科研⼈员发现银河系⽓体盘边缘的脉泽发射

07紫⾦⼭天⽂台毫⽶波望远镜发现初始塌缩阶段的纤维状分⼦云

08紫⾦⼭园区举办消防演练

08简讯

02紫台范⼀中研究员⼊选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员名单

02紫台史⽣才研究员获得2018年度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年专家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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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进�”遴选活动由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组织开展，�盖⾃�科
��有领域的重�进�，是我国基础研�传播⼯作的品�项⽬。�⼗⼤进��的评选��
已成功举办14�，旨在�传我国重⼤基础研�科�进�，�励�⼤科技⼯作者的科�热
情和��精�，开�基础研�科��传，促进��理�、��和�持基础研�，在���
营�良�的科��围。

【撰����彭晓艳】

这两项成果的完成单位均为中国科学院紫⾦⼭天⽂台

“�悟����物质粒��测�”项⽬，荣获2018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等奖
常进，��华，���，胡⼀鸣，��磊，张岩，⻢�，张永�，陈��，��⽣，��。完成⼈

����体的精���测量��”项⽬，荣获2018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等奖
孙荣煜，赵⻓印，张晨，平⼀⿍，张伟，熊建宁，张晓祥，旃进伟，朱听雷。完成⼈

��成果荣获2018年度江苏省科学技术奖

荣 誉

江苏省有��贡�的

中⻘年专�，�两年评选⼀
�，旨在��⻓期��⼯作，
在⼀线⼯作岗�上�得�
�业绩，做�重�贡�，其
业绩、成果和贡�为同⾏和

��认可的专业技术��、
�技���。2018年共�
�170�专业技术��，
30��技���。历年来，
我�先�有6�获此�荣。

�⽇，�江苏省政�
《�于�布2018年江苏省有
��贡�中⻘年专��单
的�知》，我��⽶波和亚
�⽶波��技术�验�⾸

�科��史⽣�研�员�
授予2018年度�江苏省有�
�贡�的中⻘年专�”荣誉
称号。

��史⽣�研�员获�2018年度江苏省
有��贡献�中⻘年专���

�据中央��⼯作协
调⼩组授�，�⼤国����
����消�，《2018年�
受国务�政���津贴�
员�单》正式发布，���

物质间��测的相�物理
研��组⾸�科��范⼀
中研�员成功�选。

国务�政���津贴
是中华⼈⺠共和国国务院

对于⾼层次专业技术⼈才
和⾼技能⼈才的⼀种奖励
制度，从1990年开始，每
2年选拔⼀次，这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加强和改进党的

知识分⼦⼯作，关⼼和爱
护⼴⼤专业技术⼈员⽽采
取的⼀项重⼤举措。

【撰���汪�波】

紫台范⼀中研究员⼊选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员名单

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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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戟、党�书记赵⻓�
�节期间�问⻘�观测�全�职⼯

�谈�流�结束�，在�烨的�
同下视�了⻘�观测���、�验�、
办��域、�堂等。

杨戟和赵⻓��⻘���体职
⼯进⾏了�谈�流。杨戟⾸先代��
�领导���⻓期��⼯作在科研
⼀线的⻘��职⼯��了诚挚的�
问，�调⻘�观测�是���别重�

的野����⼀，也是�⼀轮��科
技创�布局的前�阵地，希���职
⼯�任重�远，不���，继续前⾏。
同时，⾯向���科�来的发�，希�
��提�精�，撸���继续�油⼲。
�����⾃��，⾯向�⼗���和中
⻓期的⽬标，配�国�总体规划，�据
习�平总书记描绘的�伟蓝图和任务
�署，为�现�⼀经济体和科技�国
的⽬标，在⾃⼰的领域落�⾃⼰的任
务，�别��年轻同��把���，积

�做�⻘�观测��远镜�⾏⼯作，
也�积���和����未来�远镜
的发�，�⽌�边缘�、�����。
��书记赵⻓��调�������
�⻄州���的联�，积�向上级组
织汇报⼯作进��⼯作中�在的问题，
�组织需进⼀���理论�习，�在
科研⼯作中��应⽤。

2019年2⽉15⽇（农历正⽉⼗
⼀）正值�节期间，�金����（�
下 简 称 � � ）� ⻓ 杨 戟 、党 �
书记赵⻓�代���党政领导��
来�⻘海观测��问了�体职⼯，
⻘海观测��⻓�烨�同�问。

【供�、摄���金⻛�】

图3:�杨戟、赵⻓印与全体职⼯合影。图1:��谈�流�。 图2:�杨戟、赵⻓印视察⻘海观测站机房。

中国科���金�����⻓
杨戟,中国科��国����副�⻓
�继�，中国科���金�����

�书记赵⻓�,中国科��国����
研�员邓李�，⻄华师范⼤�物理�
间科����⻓罗��，⻘�省科技
厅副厅⻓苏�红，�⻄州州�副书记、
州⻓��，�⻄州副州⻓梁�国、�⻛
江��相���科�研�单�成员，
⻘�省科技厅相�处�，�⻄州、��
�两级相�单�主�负责���了此

��议，�议由梁�国副州⻓主持。2019年2⽉15⽇，⻘海省海⻄州
⼤型�学�远镜�址遴选联�
会 暨 � 电 篱 笆 项 ⽬ 签 约 落
实讨论会在海⻄州�令��顺利召
开。

图1:��场。

⼤型光学�远镜�址遴选联��暨
光电篱笆项⽬签约落�讨论��⻘�省�⻄州召开

荣 誉 ∣ 新 闻

��范⼀中研�员�选���国��万⼈计划�⼈选�单

“万�计划”�为�杰���、领
军��（科技创�、科技创业、���
�科�类）、⻘年��等三�层�，由

中央��⼯作协调⼩组统⼀领导，中央
组织�、�⼒资�和��保��等11�
��统�协调，⽬标是⽤10年时间�选
1万�左右⾃�科�、⼯�技术和��
��科�领域的杰���、领军��和
⻘年����，给予���持。

�⽇，�中组�办�厅《�于�
发���国��万�计划��选�员
�单的�知》，��范⼀中研�员�
选�万�计划�科技创�领军��，这
是我��2��选�万�计划�的�层
� � �，也 是 范 ⼀ 中 研 � 员 继

2017年�选科技��中⻘年科技创�
领军������⼀��选国�级�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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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州州�副书记、州⻓
�������������。

图3 :��金�����⻓杨戟
���������发⾔。

图4:��金������书记、
���������副�⻓赵⻓印发⾔。

图5:��⻄州副州⻓梁�国发
����������。

图6 :��⻄州副州⻓梁�国发
����������。

图11:���。图10:�签约仪式。
图9 :�国����邓李�研�
���������员��。

图8 :�����副书记⽥�让
����������发�。

图7 :�⻘�省科技厅副厅⻓苏
����������红��。

�物质粒⼦�测卫星��论证评审���召开

�议结束�，中国科���金������⻄州政�
共同举⾏了�电篱笆项⽬落地签约仪式。

�上，中国科���金�����⻓杨戟发�重�讲
话。�⻄州�副书记、州⻓��代��⻄州做了总结讲话，他
们�度肯�了该项⽬在�⻄州��科研产业的重�地�，�
��各单�各�����、基�、科技、⽓�、电⼒、�讯等各
��⾯�该项⽬给予⼤⼒�持，�保项⽬的顺利��。

����副书记⽥�让�绍了项⽬前期进�情��下
⼀�规划内��中国科��国����邓李�研�员�绍了
⼀年�来在冷湖赛什腾�检测的各��据，为冷湖地���
���观测�提供了有�的�据�撑�中国科���金��
����书记赵⻓�研�员�绍了�电篱笆项⽬�体内��
中国科��国����副�⻓�继�、⻄华师范⼤�物理�
间科����⻓�⻓罗��、����副书记王�国、�⻄
州副州⻓�⻛江、⻘�省科技厅副厅⻓苏�红等领导做了发
���态�在各⾃领域为该项⽬提供⼤⼒�持，�保项⽬顺
利�成。

此��议旨在���、��⾯地�进�电篱笆项⽬落
戸�⻄州，�快项⽬前期�设��，�保在2020年前累计�
�1.5亿元�上。项⽬�成���有20�⼤视场�远镜落戸
赛什腾�，重点�决中�轨�间�⽚监测、�阳�⾃�⼩�
体观测等，继⽽�补���在��科研产业的�⽩，���
带动当地经济发�，为冷湖镇打��界级��观测基地��
坚�的基础，同时也�进⼀�肯��⻄州�国���观测领
域做�的��贡�。

评审专家听取了中科
院紫⾦⼭天⽂台袁强研究
员所作的《暗物质粒⼦探测
卫星拓展观测分析报告》和
中科院微⼩卫星创新研究
院所作的《暗物质粒⼦探测
卫星在轨运⾏分析报告》。
经过讨论，专家组⼀致同意
卫星延寿运⾏两年。与会专

家们表达了对暗物质卫星
在延寿期产出更多科学成
果的期待。王⾚在讲话中转
达了相⾥斌副院⻓对卫星
团队的感谢和期待，指出正
因为团队的出⾊⼯作使得
卫星延寿成为可能。同时表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以科
学⽬标为牵引，暗物质卫星
提出了延寿期的科学观测
与实验需求，为未来⼯作提

供了重要输⼊；科学卫星的
延寿尚处于探索阶段，后续
将进⼀步明确延寿期各部
⻔的责、权，确保延寿期各
项⼯作顺利进⾏。

2019年1⽉4⽇，中科
�国��间科学中�在北
�组织召开了�物质粒�
�测卫星�寿论证评审会。
�间科学专项⼆期负责�
王�主任、专项⼀期负责�
吴�研�员、��专�叶�
��⼠，�物质粒��
测 卫 星 ⾸ � 科 学 � 常
进研�员、⼯�总师艾⻓�
研�员��⼯�总体和各

�统代��30�参�了
会议。

新 闻 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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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粒��测卫星是�
间科�先导专项⼀期的⾸发星，
于2015年12⽉17⽇成功发�，于
2016年3⽉17⽇�成在轨�付，
在轨��三年，⾃发�上��来，
已�现三⼤科�⽬标的观测，科
�成果正在��发�。

【供���项⽬办】

正�⽢为�研�员在�议总结中说
�，⾸�ASO-S国际研讨��论在�议的
形式和内�上，还是在�议的�果���
者的满�度上，都圆满地��了预期⽬标。
此��议的成果��国际同⾏�立�的科
�和技术上的联���� ASO - S
⼀⽣。

�议�为ASO-S专题、�时�间卫
星�作专题、协同观测专题、��载荷相
�科��技术�作专题。在ASO-S专题�
⾯，重点是围绕ASO-S上三�科�载荷的
��设计和�据利⽤�开，�议进⾏了
��的讨论，�得了�统性的�询�⻅�
在�时�间卫星�作专题�⾯，来⾃�
洲、�国、⽇�、�度、中国、俄罗�的专�
�别�绍了Solar� Orbiter、PSP、Solar-
C_EUVST、Aditya-L1、SHIS、Arke和
Kortes� 等�阳�间计划，�议�别�这
些计划�ASO-S的�作进⾏了�流�在
ASO-S协同观测专题�⾯，�了��时其
�卫星的配�观测，还�流了�地⾯�
�和�电波�的协同观测�在载荷相�
科��技术�作专题�⾯，16�针�性
报告���阳�场、�阳���热辐�、
⽇冕物质抛�的科�和�测技术，��
��了ASO-S的科��⼒，��调不同设

备观测联�研�的重�性和必�性。

ASO�S是中国科学��间科学先
导专项�⼆�立项的我国�⼀颗�
阳�测卫星，其科学⽬标是观测和
研��阳�场、�阳��和⽇冕物
质抛�的形成和相�关�，卫星计划于
2022年发�。2019年3⽉ASO�S将�成
��设计阶�，进�为期约18个⽉的
⼯��样研制阶�。在此重�时�召

开⾸届国际会议，其��是听�ASO�
S科学�员会成员�有关国际专�对⽬
前的ASO�S科学和技术状态的�询性�
⻅�同时ASO�S项⽬也想籍此�会��
国际认可与国际�作，进⾏⼴�的
国际�传。

2019年1⽉15-18⽇，⾸届先进�
基�阳���（ASO-S)国际研讨会在南
�召开。来⾃�国、�⼤利、�国、�
国、瑞⼠、⻄��、奥地利、⽇�、俄罗
�、�度和中国的ASO-S科学�员会成
员、�阳物理学�、仪器专�、ASO-
S项⽬成员、��在宁�阳物理⼯作者
和学⽣共100��参�了会议。在开�
式上，ASO-S卫星⾸�科学�⽢为�
研�员⾸先�绍了会议的背�，中
国科学��金����副�⻓常
进研�员、中国科学�国��间科
学中�ASO-S卫星⼯�总师�吉�
研�员�别代�会议主办�和卫星⼯
�总体�欢�辞。南�⼤学�成�⼠、
中国科学�国����汪���⼠�
�参�会议并作�请报告。

�⼀届ASO-S国际研讨����召开

新 闻

在�流发�中，张�成书记向�
�的栖霞�、�林⼤�城��驻��
�和重点科研��的领导�绍了��
⼀年来认�落��中央、国务�和中
国科���组的重⼤决策�署，组织
��科���⼀三��规划��得的重
⼤科研成果，�别是��重⼤�破�
���重点���向的重⼤进�。张
�成书记�⽰，���在�林科技城
发�联盟的�架下发挥⾃��势，在
���⾯⼤⼒�持联盟的发�。

�林科技城发�联盟⾃2011年

2⽉成立�来，�⼒于落�南����政�
��林产城��发�的��，为�现�地、
��（�）、�（�）地��联�、�动�两落地、
⼀���提供平�，其成员单��盖了�林
⼤�城�域
内的驻��
�和重点科
研 � � 。
2018年1⽉
19⽇，在该联
盟的�七�
理事�上，中
国科���
金����
��补为成
员单�。

2019年1⽉23⽇，�林科技城
发�联盟���理事会在�林⼤学城
��会召开，��纪�书记张�成
应�参会。�

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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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星科学重点�验��⼆届学术�员�
�⼆��议���召开

�议��，�江�总结了���议，�各�专
���验�提�的�议��⻅�⽰�谢，�验�
�进⼀��练研��向，瞄�重⼤科�⽬标，继续
做�基础研�⼯作，积���国����测任务，
满怀��地�����来的�验�评估。

�议伊�，杨戟�欢���
谢�术�员�专�⼀��来�
�验�的�持�帮助，指��年
来�验�进��快，⽬前正处于
有利发�时期，⼀�����键

时�做�各项⼯作，瞄��科前
��向开��理布局，��更⼤
的发��间，不�提升�验�创
��⼒���竞�⼒。�验�主
任�江�研�员作了《中科�⾏
星科�重点�验�2018年度⼯
作报告》，�绍了�验�的��
�⽬标、研��向���队�、
2018年�来�得的代�性成果、
�担的重⼤项⽬、�国内�同�
���标�下⼀年度⼯作计划
等。��，�验�⻘年⾻⼲�员
�别向专�们汇报了各⾃在⾏
星科�前�领域的亮点⼯作。

在�上，�术�员�专��
�验�已�得的成果�未来的
发�进⾏了热烈地讨论，尤其是
针��验�2019年�验�评
估,提�了���贵�⻅。专�
们⾸先肯�了�验�在2018年
度�得的重�成果，�调了�验

�的⾏星科�成果在国内�已�有较�的显⽰度。
专�们�议�验��围绕国际⾏星科�前�的重
⼤科�问题�国�战略需�开�⼯作，积���
国����测任务提�创�性科�⽬标，��发
�年轻科研�员的�⼒创�更�的科研�件，坚
持发�国内�有鲜�����的⾏星科��验�。

2019年1⽉20⽇,中科�⾏
星 科 学 重 点 实 验 � � ⼆
届学术�员会�⼆�会议在南
�召开。南�⼤学孙义��⼠、
中国�间技术研��⻩江川研�
员、上海��科技�团����
�研�员、中科�国��间科
学中�吴�研�员、中科�上海
�����浩研�员、⻩乘利
研 � 员 等 专 � 参 � 了 此 �
学术�员会会议。实验��请中
科��金�����⻓杨戟
研�员、科技处处⻓宁�军研�
员�实验�⾸�研�员、⻘年⾻
⼲代�等��。会议由学术�
员会主任吴�主持。

中国��学�⾏星科学����测前�研讨�暨
中科�⾏星科学重点实验�2018年学术年���兴召开

开幕式由中科院⾏星
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紫
⾦⼭天⽂台季江徽研究员
主持。中科院前沿科学与
教育局数理化学处副处⻓
⽑⽻丰、国家⾃然科学基
⾦委数理科学部天⽂处项
⽬主任刘强分别致辞,⾸先
肯定了实验室近年来的⼯
作和取得的进步，强调了

⾏星科学在我国天⽂学中
的重要地位，⿎励实验室瞄
准⾏星科学前沿⽅向与深
空探测领域做出更多原创
性的成果，同时也为将要开
展的实验室评估⼯作提出
了很多宝贵建议。

2 0 1 8年1 2⽉2 6⽇-
28⽇，“中国天⽂学会⾏星
科学与深空探测前沿研讨
会暨中科院⾏星科学重点
实验室2018年学术年会”
在江苏宜兴顺利召开。此
次会议由中国天⽂学会⾏
星专业委员会与中科院⾏
星科学重点实验室主办,中
科院紫⾦⼭天⽂台承办。
来⾃加拿⼤维多利亚⼤
学、⾹港⼤学、澳⻔科技⼤
学、清华⼤学、北京⼤学、
南京⼤学、中⼭⼤学、武汉
⼤学、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上海卫星⼯程研究所、
西安卫星测控中⼼、中科

院国家空间科学中⼼、紫
⾦⼭天⽂台、上海天⽂台、
国家天⽂台、云南天⽂台、
新疆天⽂台、南京天⽂光
学技术研究所等2 1家单
位，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会议。

�议围绕�阳�⼩�
体�测�物理���征、⽉
���星和⾏星际�间、�
�⾏星动⼒����⼤⽓、
⾏星������测技术
等专题�开研讨，共��了
40�⼝头报告�22��报。
�议�请了中国国��间
科�中�吴�研�员、北�
⼤��秋刚�授、�华⼤�

⽩��研�员、��⼤维
�利亚⼤�董若冰助理�
授、上������浩研
�员作�请报告。报告⼈
展⽰了最新研究成果，并
展望了将要开展的科研⼯
作。与会专家、学者认真听
取了学术报告，围绕系外
⾏星研究前沿、ALMA�对原
⾏星盘结构的观测、地球
及⽉球物理特性、太阳系
⼩天体轨道⻓期动⼒学与
物理化学特性、⼩⾏星探
测任务与太阳系资源利⽤
及太阳系边际探测任务等
热点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
论。

新 闻 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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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为开��术�流和�
��作、积��动国内⾏星科���
��测项⽬的发�提供了良�的平
�。

�上举⾏了中科�⾏星科�重
点�验���⻘年奖颁奖仪式。为�
励⻘年����科研��，中科�⾏
星科�重点�验�⾃2014年�设立

了�验���⻘年��奖。来⾃�金
����的陈果�⼠获得了2018年
度该项奖励。�验�主任为获奖者颁
发了证书。

图1:���者��留念。 图2:���者倾��术报告。
图3:�实验室主任季江徽研究员为2018年度
���������优秀⻘年奖获得者陈果颁发证书。

��科研⼈员发现银河系⽓体盘边缘的脉泽发射

为了更�地理�⼤质量
恒星形成这⼀关键科�问题，
��孙燕�⼠为⾸的国际�作
⼩组利⽤国际⼀流的�电�远
镜（�国Effelsberg-100m和上
海�⻢65m�远镜），��银河
� � � C O � � 发 现 的 约
200个�于银河�����的

���进⾏了H2O,� CH3OH,�
OH脉泽�寻。�过脉泽��，
孙燕�⼠等�在5个���中
发现了脉泽发�，其中包括�
��阳��远的甲�脉泽（约
21� kpc）和��远的羟基脉泽
（约18� kpc）。这些脉泽的发现
证�了在银河�边缘�在�剧
烈的⼤质量恒星形成活动。较
�的脉泽�测率��在银河�
边缘�⽓体�度和金属丰度的
环�下有较�的恒星形成率，
为⻓期�来的理论模型提供了
��的观测证据。研�成果有
助于我们进⼀�理�⼤质量恒
星形成的物理��环���银
河�的恒星形成历史，�为�
续的研�提供了�贵的观测样
�。

基于紫⾦⼭天⽂台“银河
画卷”CO��结果，科研�员
利⽤国际⼀流的�电�远镜�
寻发现银河�⽓体盘边缘的脉
泽。该项研�成果�⽇�
�Discovery� of� H2O,� CH3OH,�
and � OH � Masers � in � the�
E x t r e m e � O u t e r�
Galaxy”为题发�于国际��
��期刊《�体物理杂�》
（The�Astrophysics�Journal）。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项⽬、国家⾃
然科学基⾦委以及中科院⻘促会的⽀持。论⽂详细信
息：http://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3847/1538-
4357/aaee86/meta

图1:�左图为银河系旋臂⽰意图，⻘⾊圆圈代表了通过“银河画卷”
���������CO巡天发现的银盘边缘的分⼦云；右图观测发现的具有脉
���������泽发射的6个分⼦云（5个为新发现，另⼀个为已知），彩⾊图
���������为红外发射，⽩⾊轮廓图为CO强度图，绿⾊圆圈标记了证
���������认出的年轻星。

紫⾦⼭天⽂台毫⽶波望远镜发现初始塌缩阶段的纤维状分⼦云

巨蛇座纤维状分⼦云距离地球只有约1400光年，⽽且
其结构简单，⾮常利于做观测结果和理论预测的对⽐。研
究⼈员利⽤紫⾦⼭天⽂台⻘海观测站13.7⽶毫⽶波望远
镜对巨蛇座纤维状分⼦云进⾏了7种分⼦谱线的成图观测

分⼦云是恒星形成的摇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观测
表明，分⼦云会⾸先形成纤维状结构，然后再进⼀步碎裂
并塌缩形成恒星。这类纤维状分⼦云的形成和演化⾃然就
成了研究恒星形成的关键环节。想要建⽴起⾃洽的理论，

⼈们需要收集处在不同演化阶段的纤维状分⼦云样本，其
中对处于初始塌缩阶段的纤维状分⼦云的证认及其物理
化学性质的表征尤为关键。多种星际分⼦探针的谱线组合
观测是“解剖”分⼦云结构诊断其物理和化学特征的最有
效⼿段。如谱线的蓝不对称性、速度梯度等都可以作为分
⼦云中存在塌缩等运动学特征的诊断证据。

科研⼈员利⽤中国科学院紫⾦⼭天⽂台⻘海观测站
13.7⽶毫⽶波望远镜观测发现巨蛇座纤维状分⼦云(The�
Serpens� filament)正处在初始塌缩阶段。该研究成果近
⽇以“The� Serpens� filament� at� the� onset� of� slightly�
supercritical� collapse”为题发表在《天⽂学和�体物理
�》(Astronomy�and�Astrophysics)杂志上。

新 闻 ∣ 成 果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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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作得益于13.7⽶�⽶波望

远镜所配备频谱终端的超⾼频谱分辨本领，
使得研究分⼦云中接近甚⾄低于声速的运
动特征成为可能。该项研究得到国家科技部
重点研发项⽬、国家⾃然科学基⾦委以及中

国科学院基⾦的⽀持。

https://www.aanda.or
g/articles/aa/abs/2018/12/
a a 3 3 5 8 3 - 1 8 / a a 3 3 5 8 3 -
18.html

论⽂信息�
（图⼀）。研究发现该纤维状结构是�
蛇座分⼦云中最为宁静的区域，其⾮
热运动接近于声速。分别通过普遍存
在的硫化碳（CS）与异氰化氢（HNC）
蓝不对称谱线轮廓以及速度梯度与密
度结构发现沿该纤维状分⼦云短轴和
⻓轴⽅向均存在下落运动（图⼆），⽽
且下落速率都远⼩于所有其他已知同
类纤维状分⼦云的下落速率。由此确
认巨蛇座纤维状分⼦云是处于初始塌
缩阶段纤维状分⼦云的代表天体。更
多此类纤维状分⼦云的发现和研究将
有助于建⽴分⼦云通过形成纤维状结
构并碎裂塌缩形成恒星的理论模型。 图1:�巨蛇座纤维状分⼦云：（a）氢分⼦柱密度图；（b）-(f）7

����������种分⼦谱线的积分强度图。
图2:�纤维状分⼦云中下落运动⽰意图：短
���������轴（红⾊箭头）和⻓轴（蓝⾊箭头）。

�⾦�园�举�消��练

此��练的内��括
三���。⾸先，�有��
�员��在报告厅，�习�
金�园�消�应�预��
相�消��材的使⽤��，
��发⽣�情时应该�何
应�。��，�体���员
来�⼤��厅，模��情发
⽣时�何�散��。��⼤

��转��园�东�⻋场，
进⾏了�战�练，模�园�
内失��各�处�措�，�
体的�习流�是�1.联�物
业负责��2 .联�武��
3.�务消�员��消�服
立�赶�失�点，观��势
��失���，报���说
��情，���势是否�制
或�灭，�据情�选择⾏动
���4.��科��其他职
⼯维持现场秩�，�散�

��5.向�����汇报
情�。物业�习的��应
�流�是��制⼤�⼝，立
��⽌�票，�散⼤�⼝
��，组织�员奔�失�
点协助灭�，⼤�⼝留�
维持秩���为�来的消
�⻋指路。武��习的�
�应�流�是�立��戴
消�服，�带消�设备，奔
�失�点�制�情。

2019年1⽉17⽇，科�
�在�金�园区组织举办了
���练，参��练的�
员包括科��职⼯与园区物
业�员，并�请驻园区武�
担任�练教�。�����
练的⽬标是�提升科��
与物业员⼯的�����
识，�悉��设�����
器 材 � 置 � 布，掌 � �
灾发⽣�的处置��，掌�
灭�技���散�众、�⽣

⾃�的办�，在�现���
�有�的组织��、�散�
众、减�损失。�

�绍消��练的��、�练的内�
��流�，�习应�预� 武�指导、⽰范消�服的�戴 在�厅模�失�时�何�散�� 武�战⼠讲�⽰范消�设备的使⽤��、�点。

�过这�消��练，�练�员�消���有了进⼀�的认识，�知园�消�设�的�置�使⽤��，掌�了基�
的灭�技���散��、�⽣⾃�的办�，��了�练⽬的。

【撰���胡�浩；�摄���王科超、于�】

2019年1⽉8⽇，��期� ����
⻰�召开。此��⻰�请�湖北�⼆师
范��物���的范锡⻰副�授为⼤
�作《单频�⼒波的波动性》的�术报
告，由��研�员主持。

2019年1⽉10⽇，第五期����
⻰�召开。此��⻰�请�南�⼤��
���间科�����副�授为⼤�
作《�阳�场模型、�场拓�和�螺
度》�术报告，由封莉研�员主持。

2018年12⽉28⽇，紫台第四⼗
六期⻘年论坛召开。此次论坛邀请
到中国科学技术⼤学的张红欣研究
员为⼤家作《极致密矮星系的起源》
的学术报告。

2019年2⽉25⽇，紫⾦⼭天⽂
台组织开展了档案专项安全检查，
以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关
于开展档案安全检查的紧急通知》
（科发办函字[2019]12号）的精神，

进⼀步加强档案安全管理⼯作，排
查和消除安全隐患，防范档案安全
事故发⽣。检查组由副台⻓⽑瑞⻘、
台⻓办公室主任朱爱仲、信息化建
设中⼼主任刘梁和后勤服务中⼼安
全主管王增进等组成。

    2019年1⽉25⽇，紫台⼯会、
团委、天⽂与空间学院携⼿在仙林
新园区职⼯健⾝中⼼共同举办�筑
����，踏�创未来” 2019年职
⼯迎新春联欢会。台领导与⼴⼤职
⼯、研究⽣欢聚⼀堂。

简讯

成 果 ∣ 其 他 紫台通讯


	“悟空”卫星成果“首次直接探测到电子宇宙射线能谱在1TeV附近的拐折”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紫台成果荣获2018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紫台史生才研究员获得2018年度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表彰
	紫台范一中研究员入选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紫台范一中研究员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人选名单
	紫金山天文台台长杨戟、党委书记赵长印春节期间慰问青海观测站全体职工
	大型光学望远镜台址遴选联席会暨光电篱笆项目签约落实讨论会在青海省海西州召开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延寿论证评审会在京召开
	纪委书记张建成参加仙林科技城发展联盟第八次理事会
	第一届ASO-S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中科院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南京召开
	中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与深空探测前沿研讨会暨中科院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2018年学术年会在宜兴召开
	紫台科研人员发现银河系气体盘边缘的脉泽发射
	紫金山天文台毫米波望远镜发现初始塌缩阶段的纤维状分子云
	紫金山园区举办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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