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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科技

我国青藏高原地震风险巨大？

专家警告：地下板块藏有巨大裂缝

瑞士男子沙漠中建造UFO停机坪
自称收到外星人指示

8月28日

全球最大发电玻璃横空出世全球最大发电玻璃横空出世
房子将变发电站房子将变发电站

我国位于亚洲东部，由于复杂
的板块环境，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地
震多发国。自建国以来，就曾发生
过多起猛烈地震，给居民生活带来
了严重破坏。我国的地震分布非常
广泛，从西部到东部都有地震带的
分布，这意味着很多地方其实都有
地震风险。据报道称，研究人员近
日对西藏地下地幔中的巨大裂缝展
开了一系列研究，给出了一些新的
看法。

在大约5000万年前，在印度洋
上漂流的印度板块撞上了亚洲板
块，这一过程导致了亚洲版块迅速
隆起，并且在此后形成了“世界屋
脊”青藏高原，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断
层和险峻的山脉。但印度和亚洲板
块相撞时发生的深层地质过程似乎

比科学家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通过收集高分辨率的地震数

据，地质学家已经建立了一个模型，
揭示了青藏高原地表以下的地质环
境的模拟图像。伊利诺伊大学地质
学教授、这项研究的作者宋晓东表
示，印度和亚洲构造板块之间的陆
地碰撞重塑了亚洲的景观，并产生
了世界上一些最致命的地震。然
而，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了解该地
区，因为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无法
钻入高原地下展开探索。

尽管如此，宋晓东教授和他的
同事们仍然发现，印度板块的上地
幔层似乎在亚洲板块下被撕裂成为
四块下潜的地块，每一块都有不同
的角度尺寸。该小组收集了各种来
源的地球物理数据，生成了大约160

公里深的西藏地震波断层图像。他
们发现这些新建模的图像与历史地
震活动以及地质和地球化学观测结
果相吻合。宋晓峰教授表示，这些
下潜地块的存在有助于统一解释为
什么在西藏南部和中部的某些地区
会发生地幔深地震，而不是其他地
区。

研究人员表示，地块之间完整
的地壳区域强度足以累积应变以产
生地震。同时，撕裂区域上方的地
壳区域暴露于来自地幔的更多热
量，因此更加容易变动。另一位共
同作者李江涛则在通过这个模型解
释称，先前被认为是青藏高原南部
一些洲际地震的不寻常地点似乎很
有意义。地震的位置和破碎的印度
上地幔的方向有显着的相关性。

该研究认
为，印度构造板
块上地幔层的
裂缝是造成西
藏南部地震和
地表变形的原
因。该模型还
解释了在地表
看到的一些变
形模式，包括一
系列不寻常的
南北裂缝。研
究人员表示，地
震位置和变形模式共同证明了西藏
南部地壳和上地幔的强耦合作用。
有了这些新信息，地球科学家们现
在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印度板块上地
幔在塑造青藏高原时起什么作用，

以及为什么地震发生在这个地区，
这有助于评估西藏地区的地震风
险，还能帮助科学家们更深入的了
解青藏高原形成的细节和演化。

据《中国气象》

据英国8月29日报
道，研究发现，山羊喜欢
面带笑容的人，而非皱
眉的人。伦敦玛丽女王
大学研究人员对20只山
羊进行了测试，发现山
羊注视面带笑容的人时
间多出约 50%。山羊在
动物园中驯化饲养，这
可能是它们能分辨人类
情绪的原因。

据环球网

中国科学家潘锦功通过
多年研发，研发出“发电玻
璃”，这种颠覆性的新能源建
材，对能源行业造成巨大冲
击。这款“发电玻璃”又叫碲
化镉薄膜太阳能电池，被誉
为“挂在墙上的油田”。

“发电玻璃”的秘密就在
于：将4微米厚的（头发丝百
分之一）碲化镉光电材料均
匀涂抹在普通玻璃上，从而
使普通玻璃从绝缘体变身成
为可导电、可发电的半导体
材料。

据了解，一块单片长1.6
米、宽1.2米的发电玻璃每年
可以发电 260~270 度，也就
是说，两三块就完全能满足
一个家庭的全年用电。

据中国经济网

壹周科技

据英国 8 月 28 日报道，2008 年至
2012 年间，一处不明飞行物星形停机坪

“ovniport”在阿根廷萨尔塔省的小镇卡奇
建造完成，建造者据认为是前往阿根廷的
瑞士UFO爱好者维尔纳·贾斯利。该星
形停机坪有36个点，直径48米，面积巨大
令人叹为观止，吸引游客纷纷前往。

瑞士男子维尔纳·贾斯利此前前往阿

根廷寻找外星人。他自称收到了外星人
的指示，于是在阿根廷萨尔塔省的小镇卡
奇，也就是一片荒漠之中，建立了这个不
明飞行物停机坪。它由许多白色和棕色的
岩石摆成星形组成，被称为“ovniport”。大
量游客前往参观，原因显而易见——这处
着陆点令人惊叹，航拍图像已经证实了这
一点。 据环球网

人工智能可预测余震发生地点

8月29日

英国8月29日发表的一项地球科学
研究中，美国科学家团队通过大量数据训
练了一种神经网络，最终运用机器学习方
法，识别出了一种基于应力的定律，而这
种定律能预测大地震后余震出现地点的
模式。

此次，美国康涅狄克大学研究人员

费比·德福利尔斯及其同事，利用13.1万
多组地震及其余震的配对数据，训练了一
种神经网络。研究团队发现，他们的神经
网络能在包含3万多组地震—余震的独
立数据集中，识别并解释余震出现地点的
模式，且比库仑破裂应力变化的准确度更
高。 据《科技讯》

建设月球站、探测彗星……

未来三年中国航天有点忙

8月30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
长吴燕生8月30日介绍，未来3年该集团
计划发射运载火箭130次以上，出厂航天
器170颗，在此期间还将力争开展无人月
球科研站基本型建设，启动无人小行星采
样返回和主带彗星探测任务。

吴燕生表示，未来3年，航天科技集
团将着力实施多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任
务，包括全面开展载人空间站建设；实施
嫦娥四号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和嫦娥
五号采样返回，全面完成探月工程任务目
标，力争开展无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建

设；实施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工程，开展无
人火星环绕和着陆巡视探测，启动无人小
行星采样返回和主带彗星探测任务；全面
建成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空间基础设施领
域，建成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骨干框
架，构建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全球低轨移
动通信试验系统和高通量宽带通信卫星
系统，发展空间科学和新技术试验系列卫
星，全面提升空间信息综合服务能力和空
间飞行器智能化水平。

据《科技日报》

实用“仿生眼”离我们更近了
8月31日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近
日报道，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完
全采用 3D 打印技术，在一个
半球形表面上打印出了一列
光接收器，这一成果标志着科
学家向制造出实用“仿生眼”

迈出了重要一步，这种“仿生
眼”未来可帮助盲人看见东
西，或使不盲之人看得更清
楚。

该研究者明尼苏达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副教授迈克尔·麦

卡宾说：“仿生眼睛通常被认为
是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
节，但现在，多材料 3D 打印机
的应用，让科幻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接近现实。

据《环球时报》

全球变暖或导致虫害增加主粮减产
9月1日

美国《科学》杂志日前发
表了一项气候科学报告，美国
科学家团队通过模型预测发
现，全球变暖会导致蝗虫、毛
虫等害虫更加活跃，而这可能
给世界粮食供应带来灾难性
后果。

由于温室效应不断积累，
导致地气系统吸收与发射的
能量不平衡，能量不断在地气
系统累积，从而让温度上升，
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目前大
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不
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还将威胁人类的生存。而此
次，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研
究人员表示，温度升高会使昆
虫繁殖和代谢加速，这极有可
能导致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世
界主要粮食作物大幅减产。

据《科技日报》

普京：未来高科技职业最受欢迎
9月2日

俄罗斯卫星网 9 月 2 日报
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
未来高科技职业最受欢迎。

据报道，普京在同国际奥
林匹克 2017~2018 学年获胜者

在“西路易斯”教育中心会谈
时，被问到“未来哪种职业最
受欢迎”。他回答说：“工业大
数据及大数据处理、人工智
能、机器人技术、无人机、水

下、陆地及其它各种无人机，
遗传学，以及与遗传学有关的
一切，生物学和农业”。

据新华社

韩媒人口防线崩溃
今年出生率或跌至0.9人

9月3日

9 月 3 日，据韩国报道，按
照目前的局势，今年韩国的人
口 出 生 率 可 能 跌 至 0.96 至
0.99 人。韩国政府近来表示，
今年第二季度，韩国出生率跌
至 0.97 人，此次分析结果意味

着“人口断崖”正在变为现实。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韩国

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李
相林委员称，在未出现政权崩
溃和经济危机等显著原因时，
出生率如此大幅度下跌十分

罕见。他称，今年韩国新生儿
数量可能跌至 33 万人以下，
这说明国家存在问题，如果照
此趋势发展，韩国人口将以几
何级数减少。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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