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我看到太阳黑子了！”近日，六安
市城区市民广场，小朋友们利用天文望远镜
观测太阳时惊喜地欢呼。每年 3 月的第 2 个
星期日是国际天文馆日，六安市科技馆携手
合肥市科技馆开展“把星星带回家”星空之
旅天文科普暨国际天文馆日主题活动，通过
互动游戏，了解宇宙、地球相关知识，体验天
文望远镜的观测与使用等，让青少年和天文
爱好者在奇妙的天文世界畅游探索，培养提
高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

本报通讯员 田凯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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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幔过渡带组分
和温度认识有重要进展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近日，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
院吴忠庆教授组在地幔过渡带组分
和温度的认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他们发现地幔岩在地幔过渡带底部
的波速不仅依赖于平均温度， 而且
还受控于温度的分布， 可用于反推
温度横向不均一程度。 在考虑温度
的横向不均匀性后， 地幔岩可以在
地幔过渡带底部产生地震学观测的
波速和密度。

地幔过渡带指地球内部约 410
至 660 千米深的区域， 是联系上下
地幔的重要纽带。 了解地幔过渡带
的成分与温度， 对认识地球的内部
结构、 物质交换及形成演化有重要
意义。 地幔岩模型是大家广泛接受
的上地幔矿物学模型。 该模型的波
速和密度与上地幔符合。 但在地幔
过渡带底部， 该模型的波速和密度
均显著低于地震学结果。 这个现象
自从本世纪初发现后， 一直没有很

好的解释。 以往的研究只考虑了地
幔岩模型沿着地温线的波速和密
度， 温度的横向不均匀性在计算中
被忽略。 由于矿物的波速和密度都
近似线性的依赖于温度，一般来说，
这种忽略不会影响波速和密度的估
计。然而，当温度横向不均匀性对矿
物相产生影响时， 传统的沿着地温
线估计地幔岩模型波速和密度的方
法就不适用了。

地幔岩模型失效的地幔过渡带
底部， 正是矿物相对温度分布敏感
的区域。 该课题组利用第一性原理
计算模拟了高温高压条件下含铁秋
本石的弹性性质， 结合其他矿物的
弹性性质， 他们计算了温度分布下
的地幔岩波速和密度。 研究结果表
明，在特定条件下，地幔岩模型可以
很好解释地震学模型的波速与密
度。 课题组的工作修改了广为人知
的地幔岩模型。

中科大揭秘
青藏高原夏季水循环特征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记者 3

月 22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赵纯教授
课题组首次利用全球变分辨率模
式， 在公里尺度揭示青藏高原夏季
水循环特征， 展现了全球变空间分
辨率模式在青藏高原地区天气、气
候、生态环境研究领域的应用前景。

青藏高原面积广袤， 是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高原，同时又是长江、黄
河、印度河等河流的发源地，为滋养
亚洲文明的“亚洲水塔”，该区域的
降水对于水循环和生态环境具有重
要影响。每年夏季，盛行东南风将印
度洋处的暖湿水汽向青藏高原输
送，带来大量降水。而高原区域尤其
是喜马拉雅山脉地势陡峭， 沟壑纵
横，地形极为复杂，与多尺度大气过
程相互作用形成独特的水汽输送和
降水过程机制。 为了更准确地模拟
青藏高原夏季水循环过程并深入理
解其变化特征， 通常需要在公里尺
度甚至更高的空间分辨率下解析复

杂地形特征， 模拟和认知复杂地形
对高原夏季水循环的作用机制。

据介绍，以往的高分辨率模拟
研究多采用区域模式进行网格嵌
套加密模拟，会受到侧边界条件的
限制。该课题组首次使用全球变空
间分辨率模式在青藏高原地区加
密至公里尺度 (4 公里 )，开展了数
值模拟试验，研究了高原复杂地形
对夏季水汽输送和降水的影响机
制。研究结果展现了全球变空间分
辨率区域加密模拟能很好地再现
高原地区的环流和气象要素特征，
定量评估了高原复杂地形对水汽
输送和降水的影响并解释了相关
机制。

赵纯教授课题组未来还计划
使用全球变空间分辨率模式探究
青藏高原地区的水循环 、 能量循
环 、大气环境特征及变化机制 ，其
中包括进一步探索青藏高原复杂
地形的气候效应及对大气污染传
输的影响机制等。

新技术可定量检测
血清中抗癌药物浓度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健康所杨良保研究
员团队、 王宏志研究员团队与中科
院合肥肿瘤医院药学中心合作，在
抗肿瘤药物血药浓度的定量检测方
面取得进展。 科研团队利用收缩组
装的液态 3D 热点矩阵作为微反应
器，建立了高稳定、高灵敏的表面增
强拉曼光谱 （SERS）定量检测血药
浓度新方法。 该成果发表在国际分
析领域 TOP 期刊《分析化学》上。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 （SERS）是
一种分子光谱，具有快速、高灵敏和
指纹识别的特性。 杨良保研究员团
队一直从事 SERS 方法原理与检测
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并取得了一
系列研究成果。 定量检测是 SERS
方法的终极目标之一， 但在控制热
点的均匀性和使目标分子进入热点
区域等方面一直存在难题。 在本研

究工作中， 利用液体三相平衡原理
控制液滴的收缩，不仅形成高密度、
高稳定的液态 3D 热点矩阵， 而且
使抗肿瘤药物能够自主进入热点区
域。 结合该团队自主研发的手持式
拉曼光谱仪， 能够实现对肿瘤病人
血清中抗癌药物在线定量检测。

该方法对抗癌药物 5-氟尿嘧
啶 表 现 出 50ppb 灵 敏 度 和 50 -
1000ppb 的定量检测范围。 与传统
的固体纳米阵列和胶体聚集 SERS
方法相比 ，收缩组装的液态 3D 热
点矩阵可以增强分析物在等离子
体热点空间的富集能力 ， 实现高
灵敏度和高稳定的 SERS 定量检
测。 这种收缩组装的 3D 热点矩阵
在定量检测复杂样品 （如血清 、生
物体液 ）中的分析物 、动态监测抗
癌药物代谢过程和生化反应动力
学方面有巨大潜力。

科学家在琥珀中发现水晶玛瑙
一滴树脂包裹住昆虫， 经过亿

万年演化，成为一颗琥珀化石。这其
中藏着什么秘密？中国、德国、美国、
缅甸等多国学者进行的一项最新研

究发现，在一些琥珀昆虫标本的“肚
子”里，竟有水晶、玛瑙等硅化物。相
关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 《地球
生物学》上。

棕碳气溶胶对北极有强烈增暖效应
近期， 天津大学地球系统科学

学院傅平青教授团队与德国马普化
学所 Yafang Cheng 教授团队等多
家国内外单位合作， 系统研究了棕
碳气溶胶对北极的增暖效应及其来

源贡献。研究发现，北极地区水溶性
棕碳的增温效果约相当于黑碳的
30%， 北半球中高纬度的生物质燃
烧贡献了北极地区约 60%的棕碳
增暖效应。 （均据新华社）

专家揭示玉米和水稻趋同选择的奥秘
世界权威期刊《科学》杂志 3 月

25 日在线发表了我国农业科研人
员的研究成果，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
的严建兵团队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的
李建生、杨小红团队，通过全基因组

选择分析解析了玉米和水稻趋同选
择的遗传规律， 联合研究发现玉米
和水稻通过相似的途径调控产量，
该研究为作物驯化的机理解析和未
来作物育种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针对近期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专家指出———

“动态清零”防控最有效

感受苍穹奥秘
领略科技之美

▲▲ 日前，，芜湖市繁昌第一中学校园里，，学生正在排队做核酸取样。。
本报通讯员 肖本祥 摄

▲ 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在为居民核酸检测采样。
山轩 摄

今年 3月以来，全国报告新冠肺炎本
土感染数量不断增长、 波及范围持续扩
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 我
省多地也相继出现省外新冠肺炎疫情关
联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奥密克戎危害严重

“当前，全球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二
周反弹，我国新增本土感染者数量仍处于
高位，波及地市范围持续扩大，疫情仍在
发展阶段。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表示。 数据显示，3 月 1 日至 24 日，全国
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超过 56000 例，波及
28 个省份。

“疫情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从国际看，
奥密克戎变异株已成为全球流行的主要
毒株，周边国家和地区正经历奥密克戎高
流行阶段并呈上升态势，外防输入压力明
显加大。 从国内看，今年我国本土聚集性
疫情频繁发生，特别是 3 月份以来疫情发
生的频次和规模明显增大，波及地区范围
不断扩大。”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家兵说。
截至 3 月 26 日 24 时，我省尚在医学观察
的无症状感染者 141 例，波及安庆、宿州、
滁州、亳州、马鞍山、铜陵、合肥、淮南、蚌
埠、芜湖等多地。

“奥密克戎毒株流行的危害依然是严
重的，新冠肺炎不是‘大号流感’。”中国疾
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虽然
奥密克戎毒株轻症病例比例比较高，但由
于这一毒株传播速度快、 感染人数多，疫
情造成的死亡总数及社会危害与影响，并
没有因此而减轻。 有研究对有关国家在
2021 年 8 月至 10 月与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两个时间段的相关数据做了
比较分析，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间的病死
率确实下降了，但因疫情造成的死亡总数
却高于德尔塔毒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数。

力争短时间内做到“动态清零”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具有传播速度
快、潜伏期短、隐性感染和轻症病例比例
高的特点， 这使得尽早发现疫情变得更
加困难，溯源难度加大。 “针对我国当前
的疫情形势，力争在短时间内做到‘动态
清零 ’，依然是最经济 、最有效的疫情防
控策略。 ”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3 月
25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吴尊友再次
强调。

为什么要动态清零？ 吴家兵解释说，
“动态清零” 总方针是追求最大限度地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并非追求绝
对的“零感染”，而是通过快速精准的全链
条防控措施，高效处置散发病例和聚集性
疫情，实现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成效，“中
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确诊病例激增可
能对医疗体系、物资储备乃至社会秩序造
成一定冲击。 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平衡，既是调整疫情防控策略的必要
前提和重要依据，也是实施‘动态清零’方
针的现实意义。 ”

区域核酸检测要防“人扎堆”

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近期我省多
地采取了多轮大规模区域核酸检测手段。
“只有通过大规模人群核酸筛查， 才可以迅
速发现潜在病例， 尤其是无症状感染者，查
明并锁定风险区域和重点人群，及时采取针
对性管控措施，阻断疫情扩散。 ”吴家兵说。

采取多轮大规模区域核酸检测手段
也是必要的，这主要是出于四方面原因：

1、新冠肺炎潜伏期的存在。 新冠病毒
感染后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少部分感染者
存在间隙性排毒现象，如果只在一个时间
点采样，可能无法及时发现阳性病例。 部
分新冠病例尤其是无症状感染者，早期体
内病毒浓度很低，低于检测试剂盒的检测

下限者，就无法检出阳性，随着时间的推
移，病毒在体内的排毒水平增加，后期采
样检测时才会呈现阳性。

2、检测技术的局限性。 采样的手法不
规范，样本保存和运输条件不当，检测试
剂的敏感性等都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造成漏检。

3、 患者个体差异也可能影响核酸检
测结果。

4、在采检环节中，可能存在个别群众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参加检测，从而造成小
概率的漏检。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核酸检测时
居民需要排队，人群的聚集也可能暗藏感染
风险。 专家强调，核酸检测一定要避免人扎
堆、排长队现象，要用好预约登记制度、完善
指挥调度体系，以社区为单位，分校区、分楼
栋、分时间段依次有序进行，变现场被动分
流为事先主动引导，现场志愿者要提醒居民
保持一米间隔，不要随意摘下口罩。

“时空伴随者”莫慌张

随着各地相继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
不少人收到了提示“时空伴随者”的防疫
短信，有的人健康码也因此转为“黄码”。
“确定 ‘时空伴随者’ 是精准防控中早发
现、早处置的重要手段之一,收到防疫短信
不需紧张，可向所在社区（村居）委、单位
或宾馆报备，根据实际要求采取下一步措
施。 ”专家表示。

“时空伴随”又叫“时空交集”，一般是
指 14 天内，与确诊患者在同一个时间和空
间网格内（通常以 800 米×800 米为检测范
围），共同停留超 10 分钟的人。 比如感染者
14 天内到过某地， 而某人在这 14 天的轨
迹与他有过交集， 就可能被认定为时空伴
随者。 筛查“时空伴随者”可以最大程度发
现潜在感染人群，将更多存在“时空重合”
而有可能感染的人群纳入到重点排查中，
从而做到早期发现和防控关口前移。

居民收到提示短信后，如果安康码还
是绿码，平时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即可。 如
果安康码转黄，可根据“皖事通”提示进行
申诉，并根据申诉类型，按要求上传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等材料。

在实际疫情防控中， 往往会在短时间
内发现大量时空伴随者， 无法对每个时空

伴随者及时排查。 没有完成风险排
查的时空伴随者，按照防控要求，居
家隔离，或到指定地点隔离，直到排
查完成，或解除时空伴随状态。

老年人接种疫苗意义重大

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疫苗
接种仍然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全程
接种可以有效降低住院、重症、死亡风险。研
究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株并未完全逃逸现有
疫苗，全程接种疫苗可有效降低住院、重症
和死亡风险。 开展加强针接种，还能够有效
降低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突破感染风险。

“去年以来境内发生了多起聚集性疫
情，但是重症的人相对很少。 ”国家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疫苗接种对于预防
重症、预防死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老年
人免疫功能相对弱， 大多又有基础疾病，
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
险远高于年轻人，而“全程接种、加强免疫
接种，对于老年人特别是对于高龄老年人
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根据国家疾控
中心统计的接种疫苗后不良反应报告情
况分析结果，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良反应
报告发生率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 同时，
从前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和现在疫苗应用
的监测结果来看， 没有显示 80 岁以上老
年人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情况。

据介绍，目前接种新冠疫苗，对于年
龄的下限有要求，对于年龄的上限没有规
定，只要是 3 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接种
新冠疫苗。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4 日，我
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
12.4 亿人，全程接种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88.01%。 老年人接种方面，我国 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中已有 2.12 亿人完成了新冠疫
苗的全程接种。 在我省，60 岁以上老年人
接种率超过 90%。 专家特别提醒，老年人
如果正在发热， 处于慢性疾病急性发作
期，或是患有横贯性脊髓炎、脱髓鞘病等
神经系统疾病， 病情尚未没有得到控制，
需要暂缓接种新冠疫苗。

做好日常防护很重要

由于疫情常态化长期性，一些人产生

了倦怠心理，再加上天气转暖，不少公众
对于日常防护越来越松懈，生活中很多人
不愿再戴口罩。 对此，专家强调，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请广大民众要进一步提高
防范意识， 做好常态化的个人防护措施，
勤洗手，常通风，外出时一定要科学佩戴
口罩，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并尽量避免
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 避免参加聚会、聚
餐活动。 如有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要做
好个人防护，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
动及时就医。 在儿童、青少年比较集中的
学校等场所，一定要加强症状监测，及时
发现可能感染的学生，以便把疫情控制在
萌芽当中。

由于近期多地出现快递被检出阳性事
件，不少人心生担忧。 对此专家表示，在过
去两年多的防控工作中发现， 新冠病毒确
实可能通过“物传人”的方式进行传播，但
不是疫情的主要传播方式， 通过洗手即可
简单有效地切断这一途径， 保持手的清洁
卫生可以有效降低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

专家强调， 在当前疫情呈现点多、面
广、频发的形势下，每一个人都要配合落
实防疫要求， 积极配合流行病学的调查、
核酸筛查等措施，特别是要配合好公共场
所的扫码进入等防控要求，这样不仅对大
家好，更是保护自己。

（本报记者 王慧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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