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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由苏州⼤�、中国科���金����（简称�
�）、中国科��国����南�����技术研��（简称�
��）和中国科��南���仪器有��司（简称�仪�司）共
同主办的�潘君骅星��名仪式暨庆祝潘君骅�⼠�事科研⼯
作67周年�流�在苏州成功举⾏。中国⼯���⼠��林、江
苏省��政�副�书⻓王思�、国内��技术研��相关代
�、苏州⼤�师⽣等��了�议。�金����副�⻓吴��、
研�员赵海�、杨捷兴、汪琦��了仪式。仪式由苏州⼤���
书记江涌主持。

吴雪峰在致贺词中向潘君骅院⼠和苏州⼤学、天光所、天
仪公司表⽰最热烈的祝贺。他指出，⼩⾏星命名是⼀项具有国
际性和永久性的崇⾼荣誉；潘君骅院⼠是我国光学测试仪器和

�潘君骅星�命�仪式暨学术�流��苏州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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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技术的奠基�，⾮�⾯��应⽤的先驱者，主持�成了
2.16⽶�����远镜研制，在���⼯和检测技术�⾯�得了
丰硕的成果��别在���地�体�远镜的��研�中，�决了技
术难题，使该项⽬�得了圆满成功。他�⽰，⽤�地�体�远镜发
现的⼀颗�⼩⾏星为潘君骅�⼠��，不但体现了国际���潘
�⼠科技成�的�度肯�，也体现了�金�����潘�⼠的�
���。

潘君骅星是紫台于2007年11⽉5⽇⽤�地�体�远镜发现
的，国际⼩⾏星中�给予216331号国际永久编�，��拥有该�
体的发现�名�。潘君骅星是⼀��⾏在�星和⽊星轨��间的
主带⼩⾏星�其绕⽇�⾏轨�的��率为0.134，轨�倾⾓为
3.74度，轨��⻓�为2.297��单�，绕�阳⼀周需3.48年。

潘君骅院⼠在会上发表了感⾔。他特别感谢紫台给予的荣
誉，也感谢学校和相关单位组织协助命名仪式及交流会的举⾏。说
到⼯作贡献，他谦虚地表⽰⾃⼰提供的技术帮助是有限的，还回忆
了⾃⼰在近地天体望远镜研制过程中“机缘巧合，借花献佛”的故
事。他强调，即便是2.16⽶望远镜项⽬这样重要的科研成果，也是
⼤家的功劳和团队的贡献。他说，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不管是哪个
单位的事情，都会尽责去做，不计回报，不计个⼈得失。

命名仪式后召开了潘君骅院⼠从事科研⼯作67周年交流会。
天光所所⻓朱永⽥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副所⻓张学军研究员、南京理⼯⼤学朱⽇宏教授分别做了
“地基⼤⼝径光学/红外望远镜及科学探测技术”“、⼤⼝径碳化硅
⾮球⾯反射镜先进制造技术”“、现代光⼲涉测量技术及应⽤”的学
术报告。

图2:�杨捷兴宣读“潘君骅星”国际命名公报。

图3:�赵海斌介绍“潘君骅星”发现及轨道运⾏情况。

图4:�吴雪峰向潘君骅院⼠颁授“潘君骅星”命名证书。

图5:�潘君骅�⼠发���。

图6:�合影留念。

【供稿：�赵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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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获�TeV-100 TeV���精确�质⼦
��线�谱并发现��谱结构

我们赖以⽣存的地球⽆时⽆刻
不在经受来⾃外太空中⾼能粒⼦的
轰击，这些粒⼦包括各种原⼦核、正
负电⼦、⾼能伽⻢射线和中微⼦等，
它们统称为宇宙线。⼈类对宇宙线的
观测和研究已经⻓达⼀个世纪。宇宙
线曾经对基本粒⼦物理学科起到了
⾮常重要的作⽤，⼈们从宇宙线中发
现了⼀⼤批新粒⼦。宇宙线和物质的
相互作⽤就像天然的对撞机，⽽其能
量可以远远⾼于⼈造加速器的能量，
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关于物质基本
结构及其相互作⽤规律的知识。宇宙
线同时携带了宇宙中极端天体现象
和环境的信息，对相关天体物理研究
也意义重⼤。但时⾄今⽇，关于宇宙
线的起源、加速机制以及它们在星际
空间和星系际空间中的传播及相互
作⽤等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
的解答。�

质�是��线中丰度��的粒
�，占�约90%。�质��谱的精�
测量有助于理���线物理的基�
问题。事�上，由于�⼤的技术挑战，
��线的��观测⻓期�来进�缓
�，⽽且测量误��⼤，����纪
�陆续�得突破，��传统理论模型
带来挑战。例�，经典的��线��
和传播模型预测��线�谱应服�
�律�布。�⽽�些年的��观测�
验（�⽓��验ATIC、CREAM和�间
�验PAMELA、AMS-02、CALET）发现
质��谱在�百GeV�量处�现��
（�谱变硬，���粒��⽬��照
单⼀�律�谱��显得更�），��
单⼀�律�布。经典理论模型不��
释该现�，理论�提�了�种模型来
理�该�谱��的成�，��这些模
型�需更���的更�精�的�谱
观测。其中⼀���的问题�在�百
GeV��百TeV��中是否�在�的
�谱结�。但是在TeV�更���，前

��验�测量⼿���测量精度的
�制��给���的�测结果，�⽽
也���物理模型予��别。

我国于2015年�发�的⾸颗�
�卫星�悟���的��科�⽬标�
⼀�是���线质������谱
进⾏精�测量，发现或���的�谱
结�。��⽤同�型�测器技术的国
际�间�CALET实验相�，悟��在
统计量和电荷���⼒上都更�有
�势（⻅图1）。

北�时间2019年9⽉28⽇，基于
其���的前两年��据，�悟���
国 际 � 作 组 在 S c i e n c e�
Advances杂�发�了�40� GeV�
100� TeV��的��线质�精��谱
测量结果，�图2�⽰。这是国际上⾸
�利⽤�间�验�现���100�
TeV的��线质��谱的精�测量，
该�量上��丁�中先⽣领导的阿
���谱仪（AMS-02）�验��约
5 0 � ，� ⽇ � 科 � � 领 衔 的
CALET实验��结果��10�。

“悟空”号的测量结果确认了质
⼦能谱在数百GeV处的变硬⾏为。更
为重�的是，�悟���⾸�发现质�
�谱在约14�TeV�现�显的�谱变软
结�，这⼀�的结��可�是由�邻
�别��线�留下的�记，���量
��应于其��上�（图3）。�悟��
�的结果��⽰����线的��
�����制�有⼗�重�的��。

2017年�来，�悟���相继在电
�、质���线测量�⾯�得突破性
进�，标��我国的�间��粒��
测研�已跻��界�前列。�悟���
⽬前已经进����⾏阶�，积累了
⼤量的�质量�据。�悟����作组
�陆续发���线���其他更重
的���谱测量结果，可�测�不同
��线���谱���量，这�为�
⽰����线的���制或�星际

�质的相�作⽤等物理问题提供关键��。
论 ⽂ 链 接 h t t p s : / / a d v a n c e s .�

sciencemag.org/content/5/9/eaax3793
悟��是中国科���间科�战略先导

专项��持的�间科�卫星�列的⾸发星。该
卫星的�据��⼯作获得国�重点研发计划、
国�⾃�科�基金�员��中国科���间科
�卫星联�基金、国�基金�杰�⻘年基金
���⻘年基金、中国科��等项⽬的⼤⼒�
持。

图1:“� 悟空”号电荷谱（左）和CALET探测器电荷谱（右）。

图2:“� 悟����测的40�GeV-100�TeV����线质⼦
能谱（红点）。
图取⾃DAMPE�collaboration�(2019,�Sci.�Adv.,�5,
eaax3793)。

图3:��释�悟�”�质��谱的⼀�理论模型。



�⾦�����⻓常进�⻘�观测�调研
9⽉6⽇下午，�金����（�下

简���）�⻓常进、副�⻓⽑瑞⻘、中
国科��前�科����局�理��处
副处⻓⽑⽻丰�⻘海观测�调研，⻘海
观测��⻓�烨�同调研。

�烨代��体职⼯�科��领导
��领导的�来�⽰热烈的欢�，��
领导和�领导⻓期�来�野外��的关
�和�持�⽰由�的�谢。常进代��
领导�⻘海观测��体职⼯�⽰�切的
问�，他��肯�了⻘海观测�的⼯作，
���在今�的⼯作中���厉，提升
⻘海观测�的综��⼒。常进还了�了
当前⻘海观测�⾯�的�难�问题，�
�提�的问题⼀⼀进⾏了��和指导。

常进�⻓指�⻘海观测�⽬前�重�的
任务是�紧落�下⼀代���的调研和
设计，�体职⼯应���⼯，埋头苦⼲，
为⻘海观测��电��事业的发��做
贡�。

⽑⽻丰副处⻓�⽰，⻘海观测�是

�国�电领域同�⼝��远镜中�⾏状
态��的�远镜�⼀，他�调⻘海观测
�应��利⽤科��的各项政策积�申
请经费，开�下⼀代���升级��⼯
作，他希�⻘海观测�在未来的⼯作中
��创佳绩。

图1:�座谈会现场。 图2:�座谈会现场。

【供����金⻛��摄���金⻛�】

国际��学联合�主�Ewine F. van Dishoeck
访问紫⾦⼭天⽂台

10⽉21⽇，国际���联��（IAU）
主�、荷兰莱顿⼤��授Ewine� F.� van�
Dishoeck应�访问中国科���金��
��（�下简称����）。

van� Dishoeck主�关�⻘年和女性
在科�领域的发�。在���⻘年科��
和女科��代��谈�上，��绍了
IAU相关�⾯的现状和发�思路，��关
�的问题和⼤�进⾏了���流。

�谈结束�，van� Dishoeck教授做了
题为�Molecules�from�clouds�to�disks�and�
planets”的PMO�Colloquium学术报告，杨
戟研�员主持报告�。报告�绍了���
��星际��为诊�⼯�，�助地⾯和�
间各种先进�远镜，������⾏星盘、
��⾏星�统��其中⽣���的��等
递进式研�过�和相应的重�突破。

van� Dishoeck主�还�观了�物质
和�间���验�、�⽶波和亚�⽶波技
术�验�，�����银河�����研�
�队进⾏了�术�流。����在��技
术�⾯的发���和相关的科研成果和进
��⽰�度赞赏。

访问南�期间，van� Dishoeck主�还
��了南���副书记、南��政��组
书记韩立�，������导⻘�年�尚
科�、提���科���等�⾯的独�作
⽤，南���馆�设，����发挥南�地
����科�势，形成�科�研�、技术发
�、成果转�和科�传播等为⼀体的��
��间科��地等�换了�⻅。中科��
⼠、南�⼤��授�成，中科��⼠、南�
����技术研��研�员�向�，南�
�科协�组书记、主�郑��，�金���
��⻓常进等��了�⻅。

访问���前，10⽉20⽇，van�
Dishoeck主�还作为主讲�宾�⼀，��
了由中国科��国����、中国科��
�金����、中共��县�员�和��
县��政�在����湖共同主办的�同
⼀⽚星���⼆�中国��湖��论坛，�
�观了�金������观测�。

背�资料�
Ewine�F.�van�Dishoeck�荷兰科��

�⼠，�国、�国、��等国�科���籍
�⼠，现任国际��联��（IAU）主�。�

和�的研��队创�性地����物理�
和���有�结�，研��正在形成恒星
的����正在�⾏星盘的��轨�。�
�获得2000年荷兰�宾诺�奖、2015年阿
�伯�•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和2018年
卡�⾥�体物理学奖等�个科学奖项。

图1:����⻘年科��和女科��代��谈。

图2:�作PMO�Colloquium�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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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IAU）�1919年7⽉成
立，是�界各国职业����和���术
�体联�组成的�政�性�术组织，其�
旨是组织国际�术�流，�动国际协作，促
进���的发�。�2018年IAU�30届⼤
�，IAU共有83个国����员，�布在
95个国�和地�的13500����员。中
国����于1935年��IAU。�年是
IAU成立⼀百周年。 图3:��观�验�。 图4:��观�地�体�远镜。

⻄华�范⼤学�⻓王元君⼀⾏�⻘�观测���
9⽉6⽇下午，⻄华师范⼤��⻓王元君⼀⾏9��⻘�观测���，�金��

���⻓常进、副�⻓⽑瑞⻘、⻘�观测��⻓�烨等�同��。
王元君⼀⾏�观了13.7⽶�电���远镜，了�了13.7⽶�电�远镜的⼯作�

理�⽬前开�的“� 银河画卷�⼯作，���了⻄华师范⼤���在⻘�观测�的
50Bin双筒���远镜。王元君�⻓�⽰，⻘�观测�作为⻄华师范⼤�的�习基地，
为该����的�⽣提供了�⼤的�便，��了�⽣的�习�识，丰�了�⽣的��
知识，开阔了�⽣的�界，是�⽣综�性发�的重�保�。他�⻘�观测�领导�职
⼯��⽣提供的帮助和���⽰�谢。

��，王元君�⻓⼀⾏�观了⻘�观测�园�、�验�、�览厅等，�在13.7⽶�
远镜前��留念。

图1:�王元君校⻓⼀⾏考察⻘海观测站合影。

图4:�王元君校⻓⼀⾏考察50Bin光学望远镜。图3:�常进台⻓介绍观测成果。图2:�王元君校⻓⼀⾏参观13.7⽶射电天⽂望远镜。

【供����金⻛��摄����秉刚】

范⼀中研�员荣��⼗三届����⼗⼤科技�星”
10⽉21⽇，���南�科技�术年

�在南�科技馆举⾏，由南���组织�、
���传�、�科�、���局和�科协等
�⻔联�开�的�⼗三�南���⼗⼤科
技�星（”简称�科星”）评选结果公布；省科
协领导，市领导为⼊选第⼗三届南京市�⼗
⼤科技�星”�颁发证书。我台范⼀中研究员
荣膺第⼗三届南京市�⼗⼤科技�星”�

范⼀中研�员⾃2012年5⽉�来⼀
直担任�悟����物质粒��测卫星地⾯

科�应⽤�统副总设计师�负责科��队，
�悟���队⼀��现了我国��卫星零
的�破，在悟��的�据��、物理�读、
成果发�等�⾯做���贡�。先�获得
国�杰�⻘年科�基金、中国科��⻘年
科��奖、江苏省�⼀劳动奖�。

据了�，南���科星”评选活动从
1995年开始，每两年⼀届，今年是第⼗三
届。24年来，已经评选出130名�科星�，其
中有��当选为两��⼠，更�的成⻓为

南�科技领域的领军�物、��专�。

图1:�范⼀中研�员在指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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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局�布2019年度中国
科���键技术���选�单。�金�
���（��）�间⽬标��⽚观测研�
中�的平⼀�正�级⼯�师�选。这是
我�中⻘年技术⾻⼲⾸��选。

关键技术⼈才的项⽬定位是：加强
技术⽀撑⼈才的培养。全院每年50⼈，
择优⽀持在⼯程技术系列中⻘年⻣⼲⼈
员。遴选标准是：具有技术和仪器设备研
发的能⼒，能对仪器和设备做出重要的

技术改造及升级；在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推动技术创新⽅⾯取得较好的成果；在
院⼤型仪器区域中⼼、专业实验平台、所
级公共技术服务中⼼、⼤科学装置的建
设、运⾏、维护中作出突出的贡献。

紫台平⼀⿍正⾼级⼯程师⼊选2019年度院关键技术⼈才

⽇冕物质抛�（CME）是�阳上重�的�发现��⼀，�
释��⼤的�量�抛�⼤量的��粒�。�此，�CME的识别
和研��有重�的科�和应⽤��。

⼯作1：为给ASO-S/LST上的⽩�⽇冕仪观测�的⽇冕物
质抛�（CME）识别与跟�作�备，LST团队和南�⼤�计算�
科��技术��作进⾏了基于���习的CME⾃动识别、��
和��提�相�⼯作。下图是我们发�的CAMEL��和国际
上已有CACTus,� CORIMP,� SEEDS结果⽐较。相关论⽂已在The�
Astrophysical�Journal�Supplement�Series上在线发�(封莉为
�讯作者)，审��评�“it� presents� a� novel� and� powerful�
technique�for�the�detection�and�tracking�of�CMEs�that�has�
been�shown�to�be�competitive�and�often�superior�to�other�
methods.”�
论⽂链接��https://doi.org/10.3847/1538-4365/ab340c

⼯作2�和�⼤利Solar� Orbiter卫星的METIS团队合作，
LST团队基于�相�����⾸�获得CME内�的⼆维�度
�布。该⼯作�MHD模��成的⽩�⽇冕图�检验��的正

�性应⽤���的CME观测事件中计算其⼆维�动�度，基于
�得的⼆维�度�布⾸�获得了CME的动��布图�，�计算
了Doppler� dimming��。下图为CME内��度和Doppler�
dimming��的计算结果。未来ASO-S/LST⼯作�，结�LST�
的⽩�，��双波�的观测��CME的⼆维�度�布，我们可
�估算CME的电�温度�其他相�性质等。这项⼯作同时还获
得了�⼆�中��阳物理�议的���⽣�报奖。相�论�已
发�在���国际��期刊The�Astrophysical� Journal� (应蓓
丽为第⼀作者，封莉为通讯作者)。
论⽂链接：�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3847/1538-
4357/ab2713

�上⼯作得�了ASO-S卫星中科�战略先导科技专项等
项⽬的�持。

�期，�金�����阳���其相�物理过��组在
先进�基�阳���(ASO-S)卫星的科学准备⽅⾯取得进展。

先进�基�阳���(ASO-S)卫星科学准备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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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际合作团队证认出新的引⼒波事件光学对应体
⼀�由中国科���金����、

�⼤利国立�体物理研��、贵州⼤
�组成的国际�作团队在�时标伽玛
�线暴（简称短暴）GRB� 070809中�
发现⼀例千�星�选体，该⼯作已被
《⾃�-���》（Nature� Astronomy）
在线发�（https://www.nature.com/�
articles/s41550-019-0892-y）。

中�星��过�不但产⽣�的�
⼒波，也可�产⽣伽玛暴、千�星（也
���星）等电�辐��应体。其中伽
玛暴⼀�来⾃于��形成的⿊洞喷�
�的��相�论性喷流，��和�⼒
波��的成协率��⽽千�星是由中
�星��过�抛�的超铁（也�是�
铁重的）元�的��性�变�产⽣的
红�、��暂现�，�的辐�⼤�是各
向同性的，和�⼒波��的成协率�。
�此千�星是���测前�的�⼒波
事件电�辐��应体，有助于�决�超
铁元�的���这⼀现代��物理�
领域的重⼤科�问题。���度�⾏
的先进LIGO/Virgo�测���产⽣电
�辐���的中�星��事件的�测
红�不超过0.2，⽽千�星的�测��
可�更远，�此在�⽰⼀些较�红�
处的暂现�的中�星�����⾯�
发挥�键作⽤。

国际上⾸例，也是���⼀⼀例
� ⼒ 波 � 千 � 星 成 协 事 件 为
GW170817/AT2017gfo。此�，��⼒
波事件的电��应体，尤其是千�星
的�寻热情�前�涨。例��中�星
⿊洞��事件GW190814，�⼒波�
测�给�了23平�度的����但�
�有�的证据��此����有物质
抛�，国际上8-10⽶级�远镜VLT，
Keck，GTC,� 4⽶级�远镜DES，WHT�
等都����了⼤量时间进⾏电��
应体的�索。遗�的是，LIGO/Virgo的
O3�⾏期已过半，但尚未发现��⼒
波事件/千�星成协事例。�虑�国内
�国际在千�星�测设备上的��，
中�科��组成的⼀�国际�队��

��，�过�⼀些�已可�开获�的�
暴的历史�据�的�统��来证认�
⼒波事件���应体。

该�队的��研���为�暴
GRB� 070809。这�暴的�据较�，�
此过�12年⾥�有任何相�论�发�。
但�金����金�平研�员等�研
�发现，这�暴的X�线辐��谱�硬，
且��时间在变硬。⽽�常情�下，伽
玛暴的X�线�辉的�谱较软，�且�
时间�变软。此�，GRB� 070809的�
�辐��谱�红。在伽玛暴标��辉
模型下，���辉�谱不�软于X�线
�谱，���受了严重的��消�。由
于该�向上银河�的消��⼩，��
�的消��可�由�主星�贡�。但
���远镜的�度��观测��GRB�
070809发⽣在其�主星��⾯，�此
不�在�的消�。��X�线的�据�
���该�向上的氢��度�银河�
的贡��度吻�，也�味��的周围
�有⼤量的��。综�这些��，金�
平等�指�GRB� 070809是⼀�发⽣
在�主星��⾯的�有奇���、X�
线辐��谱的�暴。�其��暴相�，
GRB� 070809有��软的��辐�和
�硬的X�线谱（图1），��在正向�
波�辉模型中得��释。作者们认为
X�线的奇��谱⾏为可��应了中
��擎的⻓期活动，⽽�软的��辐
�可�⾃�的�释为千�星的⿊体谱。
�果这些�释正�，GRB� 070809的�
有X���辐�都不是来⾃于伽玛暴
的��波辐�，这�该暴诞⽣在�主
星���、暴周�质�度��的��
相⼀�。

金�平等�还统计了现阶��有
红�测量的千�星（��选体）的性质，
发现早期千�星辐��的温度��度
可 � 有 较 宽 的 � 布 范 围 ，
AT2017gfo可��不典型(⻅图2)�且
千�星辐�可�有亚类。�虑�
LIGO/Virgo的观测��中�星��率
��~1000�Gpc-3�yr-1,�且2022��

由于LIGO-India的���⼒波事件的
��精度将⼤幅度提升，�此⼏年内
�们将拥有⼀�较⼤的千�星样�，
�⽽更�⾯的了�相�物理性质。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然科学基
⾦、江苏省⾃然科学基⾦以及中科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和战略先导专
项B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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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B 060614   0.42 day
GRB 070724A 0.07 day
GRB 090426   0.15 day
GRB 090510   0.19 day
GRB 130603B 0.26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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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些�亮�暴的早期��、X�线�谱�
�图。��AT2017gfo是�GW170817/GRB�
170817A成协的千�星，�有⿊体谱。�其�
伽玛暴相�，GRB� 070809�有�软的��谱
��硬的X�线谱。GRB� 070809的红�z尚不
��，�果z=0.22，则其与AT2017gfo，GRB
160821B和GRB�061201的�学辐�谱颇为类
�。�果z=0.47，则该千�星�同时期的AT
2017gfo亮5�左右。

图2:�已知红�暴�GRB�070809中的千�星（�
选体）的性质对�。L代��度，Tint和t’�别代
�红��正�的温度�时间，βΓ代�的是辐�
�的�度(���为单�)。�图可⻅，早期千�
星的辐��的温度��度可�有较宽的�布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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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Monthly�Notices�of�the�
Royal�Astronomical�Society�《( 英国皇�
����⽉刊》) � 和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体物理》）�别
在线发�了中国科���金�����
江�研�员课题组��国⻢��阳�研
��Paul�Hartogh��⼠课题组等基于罗
塞���测�MIRO仪器获得的彗星
67P/CG（亚）毫⽶波观测数据，⾸次建⽴
并利⽤三维模型对彗星彗发中的分⼦谱
线观测数据进⾏分析（图1），进⽽利⽤该
模型结合MIRO的仪�������观
测的三维�间�应（� 图2）的研�⼯作，
相�研���⽰�星�发活动�性��
�历史�有科���

���局罗塞��(Rosetta)�星�
测�于2014年��⽊星��星67P/CG，
在轨期间获得了⼤量的�精度的观测�
据，帮助����星这�可�记录��
阳���和��重���的⼩�体有了
更��的了�和认识。罗塞�上�载的
�⽶波�测�MIRO��科学⽬标是�
测�星�发主�⽓体成�和丰度、同�
��值����⾯和亚�层的温度。在
为期两年的观测中，MIRO获得了⼤量的
信息量极为丰富的数据，然⽽传统的研
究⼯作基于⼀维球对称模型，忽略了
67P/CG的�不规则的形状（图3）、�阳
�照����⾯活动性的�布等��，�
这��满⾜�读�精度MIRO观测数据
的需求。因此，�何�这些���虑在内，

��立更为�理的三维模型�更�的�
�和理�MIRO的观测�据，获得更�有
�值的��成为⼀�难点问题。

� 为了精确解译MIRO观测数据，来
⾃�金����的赵⽟晖副研�员�⻢
��阳�研��的Ladislav� Rezac�⼠
等�作�立了⼀���三维形状模型、
�照模型、⽓体挥发模型、三维�发模型、
三维辐�转�模型�观测模�和谱线模
�等��模块的三维��据���⼯�，
��别应⽤于MIRO早期���观测�
据的研�和��仪�观测�据三维�应
的��。

� 该模型是⽬前唯⼀考虑彗核的复
杂形状、⾃转状态、光照情况等因素的三
维辐射转移模型，相对传统的⼀维模型
可以显著地提⾼对毫⽶和亚毫⽶波段彗
发分⼦谱线⾼精度观测数据的拟合结
果，从⽽更深⼊精确地解读观测数据蕴
含的彗发特性。该模型将⽤于对MIRO更
�观测�据的����� ALMA,�
JCMT等地⾯观测设备获得的�精度�
星�发观测�据的�读，获��阳�不
同���冰⼩�体�发中��成�和丰
度的更�更精�的��，同时也为我国
未来⼩�体�测任务中主带�星�测和
正在预研阶�的⻓周期�星�测等任务
提供重�的科��据。

�  两项⼯作的第⼀作者分别为紫
⾦⼭天⽂台赵⽟晖博⼠和⻢普太阳系研
究所的Ladislav�Rezac�⼠，�作者�括

�国⻢��阳�研��的 Pa u l�
Hartogh�⼠，�金�����江�研
�员，�国⻄南研��的Raphael�
Marschall��⼠��国布伦瑞克⼤�的
Uwe� Keller�⼠等。研�⼯作得�国�
⾃ � 科 � 基 金 中 � � 作 项 ⽬
（11761131008）、国�⾃�科�基金
（11673072,� 11633009，11661161013,�
11473073）、中国科��创����队、
中国科��⾏星科�重点�验�等项⽬
资助。

�⾦����等�精确�译�星�发⽔�⼦谱线�⾯��进�

图1:�利⽤三维模型����⾯不同�域的
活动性（左上���，右上�Imhotep活跃，
左下�Hapi活跃）模�得�的MIRO观测到
的分⼦柱密度（蓝⾊圈）及对应谱线（右下），
与MIRO观测数据⽐较表明Hapi区域在这⼀
时期相对较�的活动性（Zhaoet�al.,�2019）。

��链��1�
https://doi.org/10.1093/mnras/stz2686�
��链��2�
https://doi.org/10.1051/0004-6361/2019
35389�

图2:�图2�67P/CG�⾯不同�域对MIRO
观测数据的贡献（颜⾊表⽰与贡献最⼤
值的⽐值）和MIRO的视场在���⾯的
��（⽩�圆）�间的关�（左上���
�⾯�照�布，右上、左下和右下�别
�⽰�测��离���⾯2.5km，5km
和20km），����观测�据⼤��时
间来⾃于⼏乎�����⾯的贡�，不�
�仪�视场在���⾯���域的物
理�性和活动性进⾏简单关联（Rezac
et�al.,�2019）。

图3:��67P/CG复杂的形状及光照导致的表⾯温度
（左）和⽔分⼦产⽣率（右）的分布（� Zhao�et�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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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星�统动⼒学���稳�性特征
10⽉9⽇，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英国皇���学会⽉刊》)在线发�了中科��金��
��（��）�江�课题组的关于�邻星�统动⼒���和稳�
性�征的研�成果，这些研����了�⾏星�统的����形
成���有重�科���。

北�时间2019年10⽉8⽇17时50�，瑞典皇�科��在�
�����布，�2019年度诺⻉�物理�奖授予�国�林�顿⼤
��授���·⽪布�(James� Peebles)，���他�在物理���
的理论发现�，��瑞⼠⽇内�⼤��授⽶��·⻨�(Michel�
Mayor)和⽇内�⼤��剑桥⼤��授���·�洛�(Didier�
Queloz)，���他们�发现了⼀颗围绕�阳型恒星�⾏的��⾏
星”。

⾃1995年⽶��·⻨�和���·�洛�发现�⼀颗��阳
恒星周围的��⾏星—51�Pegasi�b�来，��学�正在�难��
�的�度发现�来��的��⾏星，����过�括视向�度�和
凌星�在内的�测⼿�已发现了4118颗��⾏星。����预测
��，��在浩�的银河�⾥，有可��在100亿颗��地�尺⼨
⼤⼩的⾏星，和地�⼀样处于其中央恒星的��带内。正�英国科
�⼩说�Arthur�C.�Clarke�的预测��在��的��中，�有两�可
�，��我们是上�的�⼉，��我们还有其他兄�����”。
我们正处在��历史上���的⼀�时期内。在不久的�来，我们
或许��测���中��地�的⾏星上�在其他⽣�。

�邻星（Proxima�Centauri，α�Centauri�C）��地�1.295�pc，
�α� Centauri� AB双星组成三�星�统（《三体》科�⼩说正�此为
背�）。AB双星��地�1.34�pc（图1）,�其轨�半⻓�为17.57�AU,�
双星轨�周期为79.205�yr。α�Centauri�A为1.1�阳质量的G2V型恒
星,� α� Centauri� B为0.907�阳质量的K1V型恒星,� ⽽Proxima�
Centauri则为0.123�阳质量的M5.5V型的红�星。�是⽬前�们
发现的��阳���的⼀颗恒星。2016年8⽉，Anglada-
Escudé等�在Nature�上发�了在�邻星附�发现⼀颗⾏星
Proxima�b的成果。他们�过HARPS和UVES�谱仪的视向�度观
测，发现了⼀颗�⼩质量为1.3�地�质量的⾏星，��周期11.2�
�围绕�邻星�⾏，轨�半⻓轴为0.0485� AU，可��于��区。
观测还给�，在�统内可��在�⼀�轨�周期为200��的⾏
星Proxima� c。�此，该⾏星�统�受国际上��研��构关�，
这些⾏星是否����统稳�性�征�何已成为当前��⾏星
研�的前�课题。

��研��队�别采⽤�值模�和理论����，�该�统
�在两颗⾏星的情�开�了��的动⼒���和稳�性�征研
�。�虑相�论�应和潮��应的情�，动⼒���结果���在
⼀百万年左右的时间尺度上，Proxima� b的轨���率��受�
潮�的�响�⼩，⽽相�论�应�两颗⾏星的�响�较�显。不�

虑相�论�应和潮��应的情�，利⽤MEGNO积分器对系
统稳定性的研究，描绘出了该系统稳定区域的整体图像（图
2），揭⽰了两颗⾏星在共⾯和⾮共⾯时保持系统动⼒学稳
定的⾏星参数限制。对于共⾯情况，内、外两颗⾏星的偏⼼
率上限分别为0.4和0.65，此时Proxima� b的半⻓轴范围为
0.02� -0.1� au；对于⾮共⾯情况，两颗⾏星的轨道倾⻆低于
50度。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开展该系统的⻓期动⼒学
形成演化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且为后续系外⾏星的观测
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该⼯作的第⼀作者是紫台蒙通硕⼠，导师为季江徽研
究员。该项研究⼯作得到了国家⾃然科学基⾦（11773081,�
11573073,�11873097）、中国科��创����队、中国科�
�⾏星科�重点�验�等项⽬资助。
��在线刊�链��
https://academic.oup.com/mnras/advance-
article/doi/10.1093/mnras/sty2682/5114595

图1:�α�Centauri�三�星�统⽰�图。

图2:�Proxima�统两颗⾏星共⾯�况的�统稳�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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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天⽂台等揭⽰原⾏星盘中
旋涡形成的旋臂特征

10⽉18⽇，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Letters�《( �体物理�杂�快
报》)在线发�了中科��金����
(��)研�员�江�课题组��作者
的研�成果，该项研�基于流体⼒�
模�，�⽰�⾏星盘中�涡形成的�
��征，�理��⾏星盘���性结
�成��有科���。

�⾏星盘是环绕在年轻恒星周
围，由⽓体和��组成的⽓体盘。这
些环绕恒星的�⾏星盘是⾏星的“诞
⽣摇篮�，����⾏星的��盘�。�
⾏星盘的半��常可����百�
上千��单�（� 1��单�约等于⽇
地平均距离）。2014年9⽉，智利北�
阿�卡⻢�漠��上阿�卡⻢�⽶
/亚�⽶波阵列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
ALMA)拍摄�⼀颗年轻恒星HL�
Taur（i ��我们约460�年）周围的⽓
体和��盘的图�，发现其附�的�
��布�现⼀�列的��环状结�。
��，�陆续获得了许�其他年轻恒
星周围的⽓体和��盘的���率图
�。这些代��⾏星形成�域的图�，
有些是��的椭圆盘中夹���的环
状�带，有些则��型的星�那样由
��组成开�的�形。这些观测到的
原⾏星盘的精细结构如何形成��是
⾏星的�⼒势在盘中�发�度波产⽣，
�或是盘⾃⾝的引⼒不稳定性所致�

�年来，ALMA观测����在
�显的�����性结�的�⾏星
盘��连续谱图�。⽬前认为这��
��结��于⾏星盘中�发罗�⻉
波不稳�性�(Rossby�Wave�Instability)，
在盘中产⽣�⽓�的�涡。在��红
�散����(亚)�⽶波�的��热辐
�观测中，⽬前发现不�的�⾏星盘
�现⼤尺度的��结�� (HD� 142527,�
MWC�758,�SAO�206462等)�(图1)。

该研究通过流体动⼒学模拟，在
原⾏星盘中触发罗斯⻉波不稳定性，

产⽣⼤尺度旋涡结构，进⽽旋涡产⽣
密度波形成旋臂结构（图2）。这种旋
臂的产⽣新机制不同于⾏星与原⾏
星盘相互作⽤产⽣密度波⽽形成旋
臂，但旋涡产⽣的旋臂强度与超级地
球�(4个地�质量)�产⽣的旋臂强度类
似（图3）。研究发现旋涡能产⽣多于
4���结�，�⽽�有2�是由于�
涡压缩流线产⽣的�度波形成。研�
还���涡�发��的性质��涡的
质量��联�，��了其各种�性，指
��涡产⽣的��的⾯�度��度�
��释⽬前观测��有�显��结�
的�⾏星盘 (�MWC � 758，SAO�
206462等)，�此�们的��结�不可
�是由�涡�发产⽣。�项研�为未
来ALMA��⾏星盘的���精度观
测提供了重要科��据。

该项研究⼯作第⼀作者为紫台
博⼠⽣⻩平辉，合作者包括加拿⼤维
多利亚⼤学助理教授董若冰和美国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员Hui�
Li课题组，该⼯作得�了国�⾃�科
学基金(11773081,11661161013,�
11633009,�11873097)�、中国科��创
����队、中国科��⾏星科�重
点�验�等资助。
��链��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
3847/2041-8213/ab40c4�

图1 :��过VLT/SPHERE�观测得到的MWC�758
的1.04�um�的红�散��图�，看�MWC�758
�现2���显的��结�(粗虚⽩线)。⽽�块为
模�两颗⾏星�在的��，由于⾏星产⽣的�
度波�⽽形成了⼤尺度的��结�(Benisty
等,�2015)。

图3:��涡产⽣的���度�超级地��(4个地�质量)�产⽣的旋臂强度类似。

图2 :�由罗�⻉波不稳�性产⽣的�⽓��涡
在�⾏星盘中�发��结构，��的�发�制
��涡的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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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项⽬�过验�

图1:����园�验��议现场。 图2:�专家组在紫⾦⼭园区进⾏现场验收。 图3:�专家组在姚安观测站现场验收。

9⽉27⽇，中国科学�
南���组织专�对�金�
���（�下简称����）三
��缮项⽬进⾏验�。中国科
��南���副�⻓华伟任
专�组组⻓。��副�⻓⽑瑞
⻘、���书记张�����
理��相��员参加了会议。

华伟主持验收会并介绍
了验收要求。此次验收的三个
项⽬分别是：��金�园�基
础设���项⽬”（2016年，
�复资金855万元）����观

测�专⽤�路护坡��项
⽬”（2018年，�复资金
175万元）和“盱眙观测站基
础设施改造项⽬”（2018年，
�复资金165万元）。��基
� 处 王 利 � 作 ⼯ �
专项汇报，�别�绍了三
个项⽬的�复、设计、招标、
�理、实�、档�和财务，�
�项⽬实��的�果等基�
�况。

验收会前，专家组分别
于2019年9⽉11⽇、17⽇到

紫台紫⾦⼭园区、盱眙观测站
和姚安观测站对各项⽬建安、
管理和使⽤等情况进⾏了现
场考察。

验收会上，专家组结合
现场考察情况分别对项⽬建
安、管理和使⽤、财务、档案等
四个⽅⾯进⾏了检查和验收，
并讨论形成验收意⻅。

专家组认为：紫台三项
修缮项⽬能认真执⾏国家法
律法规，建⽴健全内控制度。
会计核算完整，⽀付⼿续⻬

全，管理规范。项⽬案卷质量
符合《中国科学院基本建设项
⽬档案建档规范》要求，项⽬
档案完整、准确、系统，反映了
项⽬建设的全过程。通过修
缮，完成了紫台野外台站基础
设施的改造，改善了台站的整
体⾯貌，实现了修缮改造的既
定⽬标。项⽬符合《中国科学
院修缮项⽬管理实施细则》、
《中国科学院修缮购置专项资
⾦管理实施细则》等有关验收
的规定，同意通过验收。

9⽉5⽇下午，�金����-中国
科�技术⼤�����间科���（�
���）在�金����（�下简��
“��”）3号楼402教�举⾏了“欢迎新
同学，迎接新学期”2019年研�⽣��
教�。����书记赵⻓�研�员，�
�副�⻓、����常务副�⻓吴雪峰
研�员，��各职���负责�，研�
⽣�⽣�主�李银杰，�⼠⽣代�，
2019级�体�⼠研�⽣和2018级�体
硕⼠研究⽣��了������活动，
活动由���事��处研�⽣�主任
吕�主持。�

⾸先，赵⻓�书记��欢��同
�来���进⾏研�⽣阶�的�习，�
为���的研�⽣做���规则�识，

顺利�成�业�的主题报告。报告�政
�思想、�业和��三�⾯�调了��
规则的重�性，希�同�们应时常⾃省、
提升⾃我、服务��、���下，在��
锻炼中了�和掌��情、国情、政情、�
情和舆情，在��锻炼中��责任�识、
担当�识和���识，�����和�
���有�结��来，把�现中国�的
满�热�转�为�苦�习、��⼯作、
报��国的�际⾏动，�终��知⾏统
⼀，���⽤。

吴雪峰副台⻓代表天⽂学院寄语
新⼊台的研究⽣，嘱托同学们��度重
视����，希�⼤��惜研�⽣阶�
的�习��，�⼒�习，�度���界
的科技前沿，����重点的科技创�，

在顺利完成学业的同时，���科研、�作、�流
等�⾯的良�习惯�，获得独⽴从事科研的能⼒，
成⻓为�有科研竞�⼒的�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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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各�职���撑��的
负责�向同�们�绍了各⾃��的情�，
�且�⽰⼀��为同�们做���服务和
�撑保�⼯作。�

⻢⽉辉作为�⼠⽣代��⼤���
了在���习和⽣活�悟，�别�调保持

积�的�态�良�的���⼒是保证��
���⽣�路顺畅的重�基⽯，希�同�
们都�积�向上的�态顺利�成�业。�

��，����的⼯作�员�别�绍
了��研�⽣阶�需��的事项，�括�
�环节、��申请、津贴发�、�疗、等相�

规�。希�同�们尽快�应研�⽣阶�的
�习和⽣活环�，在���提供的�良�
习、科研环�中，把���，�⼒�习，做⼀
���国�发�、�思��问题的�有�
��，�来在服务��中�现��的�值和
��。

【撰�����；摄影：�杜秋⽣】

�⾦�����⼠⽣�导师�别荣获2019年度中科�
优��⼠学�论�奖�优�导师奖

�⽇，中国科��发布了《�于�布2019年度中国科����导师奖评审结果的�知》（科发��〔2019〕324�）和《�于�
布2019年度中国科�����⼠��论�评审结果的通知（》科发��〔2019〕325�）。�据�知，�金����（��）�⼠⽣导
师范⼀中研�员、李尚�⼠�别荣获�年度中科���导师奖和���⼠��论�奖。

�年度���中国科��优��⼠��论�”获选名单如下：

论⽂作者��� 学位论⽂题⽬�� 学科�� 导师

李尚
基于Fermi-LAT的�椭�星��
物质���寻��红�活动星�
�的研�

�体物理 范⼀中

中科����⼠��论�⾃2004年开�评选，�年进⾏⼀�，�年评选�的���论��量⼀�不超过100�。�评�⼠论
���为��科前�，在理论或��上有创�，有重�的理论��或现���，��得�破性成果，��国内同领域的领先�平或
国际同�领域的先进�平。�⽌⽬前，��共有16�论�获�中科����⼠��论�奖�，�选�量暂��属�����单��
⾸。

�⾦����研�⽣荣获2019年度中国科学��⻓奖
�据中国科��《�于�布2019年度中国科���⻓奖评审结果的�知（》科发��〔2019〕292�）。�金����2015级�

⼠研�⽣王远瞩(导师为范⼀中研�员、梁�维�授)和2016级�⼠研�⽣夏�晴(导师为��、范⼀中研�员)�别荣获中国科�
��⻓奖。

2019年度中国科学��⻓�别奖共奖励80�同学，�⻓奖共奖励400名同学。

中国科学技术⼤学��英���⽣来���观�流
10⽉19⽇，中国科�技术⼤���英��30���员在

王�成⽼师的带领下来�中国科���金����（�下简�
����）�观�流，��研�⽣�对此�活动作了��。

在�流�上，��副�⻓、����间科���常务副�

⻓吴��研�员作了简洁热情的欢迎致辞，他�绍了��的历
史、现状、�有重⼤显⽰度的科研成果和研�⽣����。

来⾃��和X�线研��组的纪�研�员和�阳�
��相�物理过�研��组的苏杨研�员�别作了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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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 lo r ing � UV/X-ray�
Un i ve r se � w i th � H i gh�
Resolution� Spectroscopy》、
《�阳�认识恒星的窗⼝》的

学术报告。报告��了同
学们的�烈兴�，⼤�提
问积极。讨论�流期间，同�
们纷纷�⽰，���流活动

获�良�，�希����有
�����作进⼀��习和
�流。

报告会之后，同�们

在王�成⽼师的带领下前
���仪�研制中�和�
金����科�园��观
�习。

图1:�吴雪峰副台⻓��。 图2:�纪丽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图3:�苏杨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图4:����流的英��师⽣��。

����庆�中科���70周年卡拉OK⼤赛
��预选赛顺利举�

10⽉25⽇，中国科学�南���
庆祝中国科学���70周年卡拉
OK⼤赛�金����（��）预选赛在
�林园�3��402�议�顺利举办。此
�活动由��研�⽣�组织�办，杜秋
⽣、戴璐、梁�担任评�。�年是�中国
成立70周年，���中国科����
70周年，为此南����在11⽉10⽇举
⾏�拉OK⼤赛。此�⼤赛�由⼟��协
办，�过评�打�的�式评���。��
研�⽣�积���此�⼤赛，组织了�
赛队�，�在��举办了预选赛。

举办预选赛的⽬的是为参赛选⼿

提供⼀次锻炼的机会，并选出最终参赛
者。参赛的四位同学，孙何⾬、刘科君、徐
国强和刘乃淙，他们⽤热情洋溢的歌声表
达对新中国成⽴70周年和中科院建院
70周年的衷⼼祝福。评委对每个选⼿的

表现提出了改进意⻅，并评出优胜者。最
终孙何⾬、刘科君、徐国强三位同学出线，
顺利晋级南京分院的卡拉OK⼤赛。三�
同��⽰，��兴�代�������的
⼤赛，�⼒��得�成绩，为����。

图1:�孙何⾬倾情演唱。 图2:�刘科君做⾃我介绍。

�⾦����召开研�⽣�全教�暨学⽣�换届⼤�

10⽉31⽇下午，在�金����
（�下简称����）�林园�3-402��
召开了研�⽣����暨�⽣�换�⼤

�，����服务中�副主任掌�、研�
⽣��体⼯作�员和六⼗��研�⽣�
��议。�议由研�⽣�主任吕�主持。

⼤�⾸先由掌�副主任作研�⽣
����报告。报告�⽣活��、���
�、财产��、����、�络��、消�
��、�验���等各��⾯讲���
的重�性，希���同�都�����
�范�识，掌�必�的��知识和��
�范技�，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切�做
�����。

����报告结束�，��研�⽣
�⽣�举⾏了换�选举。��⽣�主�
李银杰代�上��⽣�作总结发�，他
总结了过�⼀年�⽣�⼯作的成果�不

图1:���研�⽣����暨�⽣�换�⼤
�现场。

图2:�掌�副主任作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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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为同�们做
�更�的服务。

换届选举结束后，当选的新⼀届学

⽣会⼲部依次发⾔。他们纷纷表⽰，会
在搞好学习、科研之余，和⼤家团结⼀
致，做好服务和活动组织等⼯作，让学

⽣会真正起到联系师⽣的桥梁和纽带
作⽤。

图3:���⽣�主�李银杰作总结发�。 图4:��⽣�主�⻩星�作任职发�。 图5:��⽣�副主�郝超杰作任职发�。

图6:��⽣�副主�梁�作任职发�。 图7:��⽣�体��⻓张钰恒作任职发�。 图8:��⽣�⽣活�⻓���作任职发�。

�金�����⼗⼀�研�⽣�⽣��单�下�
�⽣�主��⻩星����������������������������� �⽣�副主��梁�、郝超杰��������������� �⽣�⽣活�⻓�喻珮珮、��鑫
�⽣��艺�⻓�张�珠、冯浩�����������������������⽣�体��⻓�喻�、张钰恒����������� �⽣��术�⻓�⻩��、郝超杰

畅聊天⽂奥秘，感受科学魅⼒
⸺⻘岛观��举�全国科普⽇活动

9⽉8⽇，⻘岛观��⻄���
上�声��热闹�凡，由中科��金
����⻘岛观���⻘岛���
爱�者协�共同组织的�国科�⽇
�列活动在观��⻄����期举
⾏。

�⻛过�，秋⽼⻁�成为了�
⽓的主⾓，9⽉8⽇�热的�⽓丝�
�有�响⼤���活动的热情�⼯
作�员和志愿者们服务的激情，⼀�
的时间⾥，观��⻄���上前来�
�活动的�络绎不绝�⼤�或驻⾜于
活动星图前，了解⽃转星�，��星
��或在3D星���前，�过红蓝
3D�镜，��在立体的星��界�
或�过���远镜，���观��
阳，了解�阳的独��⼒�或触摸陨

⽯，�受来⾃46亿年前��来�的
神奇故事。期间，⼯作�员�志愿者
不�酷热，不��来于各��项，�
�����流，为⼤��疑解惑，讲
解相关��知识。正是凭���科
�，���的热爱，�百����进
来，�⼯作�员���者们⼀�度
过了��⽽有��的⼀�，共庆�
�科�盛�。

作为⻘岛�和�东省���国
��的��科�基地，⻘岛观���
年的�国科�⽇期间都�组织精�
的�列活动，��了良�的社�效益
��泛的���评。��，⻘岛观�
��继续�⼒，�更�的科�知识传
播给社会公众，����传递���
�的�边、传递����的�中�

图1:��国科�⽇�列活动在观��⻄�平�举⾏。

图2:�⼯作�员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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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台举办2019年全国科普⽇活动

2019年的全国科普⽇于9⽉14⽇⾄
20⽇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主题为“礼赞
共和国、智慧新⽣活”。根据江苏省委宣传
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科协等单位联
合下发的《关于举办2019年江苏省“全国
科普⽇”活动的通知》⽂件以及省科协党
组的要求，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主场活动
9⽉7⽇分别在南京国展中⼼和南京科技
馆举⾏。紫⾦⼭天⽂台（紫台）参加了江苏
省和南京市主场活动。

活动⼀：江苏省主会场
在之前江苏省全国科普⽇活动⽅案

申报评选中，紫台上报的⽅案被省科协选
中，作为唯⼀⼀个代表江苏省科普场馆协
会的单位，参加在南京国展中⼼举办的江
苏省主会场活动。在活动现场，紫台科普
部的⼯作⼈员为南京市⺠带来了陨⽯和
多架天⽂望远镜，开展天⽂科普宣传。三
块陨⽯分别是NWA869普通球粒陨⽯，美
国Brenham橄榄陨铁和阿根廷铁陨⽯。
虽然陨⽯样品其貌不扬，但它们都来⾃遥
远的外太空，保存了太阳系形成早期重要
的物理化学条件和原始⽣命的信息，是了
解太阳系形成过程，探索⽣命起源，寻找
地外⽣命的重要材料，极具科研价值。这
些天外之物很快就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和
围观，科普部的⼯作⼈员向观众⼀边介绍
陨⽯的知识⼀边回答观众的疑问，与公众
畅聊了这些陨⽯的故事和科学内涵。在天
⽂望远镜周围也经常围满了参观者，虽然

在室内，但通过望远镜把远处的景物拉⾄
眼前，也引起⼈们⼀阵阵惊呼。

活动⼆：南京市主会场
在南京市主会场，紫台和六⼗多家

单位⼀起，为南京市⺠提供了⼀场科普⼤
餐。在活动主办⽅的特意安排下，紫台和
南京天⽂爱好者协会的展位连在⼀起，南
京天⽂爱好者协会也带了太阳⽇珥镜供
公众观测。⼯作⼈员借机向观众介绍了太
阳的相关知识和望远镜的⼯作原理。

通过触摸天外来客，近距离和天⽂
专家交流，让公众对我们⽣活的太阳系有
了更深刻科学的认识。

活动三：路边天⽂公益活动
9⽉12⽇，紫台科普部、江苏省天⽂

学会、南京天⽂爱好者协会、江苏科技馆
联合在江苏科技馆举办了“路边天⽂公益
活动”。

下午6点不到，家⻓们就带着孩⼦陆
续来到现场，⼀场有关⽉球的讲座结束
后，孩⼦们如脱缰的野⻢般奔向江苏科技
馆⻔前早已架设好的各类天⽂望远镜。本
次活动中，南京天⽂爱好者协会会员带来
了各式各样的⼤⼝径天⽂望远镜，有折射
式、反射式、折反射式，还有⾃制的。

“原来真的能看到⼟星的光环！”、
“⽊星怎么那么亮？它们天天都出现吗？”、
“这个望远镜好⼤，多少钱能买到？”“、我
家⾥的望远镜为什么什么都看不到？”活
动现场，每台望远镜后⾯都排起了⻓队。

对于孩⼦和家⻓们的各类问题，紫台专家
以及协会会员们都给予了耐⼼解答，同时
协助家⻓和孩⼦利⽤⼿机拍摄⽉球及环
形⼭。夜空中除了⽉球慢慢升起，⼟星、⽊
星也挂在夜空，孩⼦们⾮常兴奋，⼀台台望
远镜轮流排队，每个望远镜都要体验下。原
计划21点结束的活动，因为孩⼦们⾼涨的
热情，延迟到了21点30分，才陆续结束。

图1:�2019年�国科�⽇江苏省主�场。

图2:��体报�。

【撰�、摄���陈向阳】

���贡⾥⼈�举���科普研讨�

10⽉5⽇，�贡⾥���⼀�星�⼤
�暨��科�研讨�在南�浦⼝�星甸
街��贡�hòng)⾥��召开，此��议是
由南��浦⼝�星甸街�、�金����
科��、江苏省����、南���爱�
者协�共同主办的。

�贡⾥��是南�浦⼝�星甸街�
的����乡�，当地�⻘�绿，物产丰

饶，正在打�农业主题旅�，�计划�设
��旅�项⽬。�年年�，��科��和
南���爱�者协��应�前�当地进
⾏�地��和调研，��当地举办��科
�活动给��设性�⻅，���在相关社
�先�开�了��科�课堂、��夏令
营、路边��等活动。

9⽉21⽇�10⽉10⽇，南�浦⼝�

星甸街�举办�⼆�丰�节活动。作为丰
�节活动的⼀��，在�贡⾥��的农�
馆内同时举办⼀�⼩型����主题�，
向��免费开�。

此���科�研讨��别�请了�
金����历算和�����研��组
⾸�科��傅燕�研�员、����观测
�⾸�科��赵��研�员、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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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旸，以及江苏省天⽂学会、南京科普影
视协会、�江省����、�州����
�、�波��爱�者协�、上�申���
同��等组织的相��员��。

�上，��赵��研�员作了《�
阳�⼩�体�寻和研�》、张旸主任作了
《��爱�者�队和相�场馆�绍》、周
�辉�⼠作了《我们的�阳》、�烨�⼠
作了《�阳��体掩�联测的讨论》等报
告。南���爱�者协��智坚、���
别作了《流星监�和业���发现》和
《城�环�下的业���摄�》报告。报
告����者进⾏了��的�流，��

观了当地的农业�馆。
��，南�浦⼝�星甸街��在�

�乡�持续开�的��科�活动，�时
�动业�����观测�配�科研⼯作

的�专业观测等项⽬，�过和�金��
��和南���爱�者协�等单�的�
作，打�成为知�的��科���基地。

图1:�研讨�现场。 图2:�活动现场。

【撰�、摄���陈向阳】

讯简

����������8⽉27⽇，�金������⼗�期⻘年论坛在���林园�顺利举办。��论坛�请���⼤维�利亚⼤�的董
若冰助理�授，他为⼤�带来了题为�Observational�Planet�Formation”的�术报告。

����������8⽉30⽇，�金������⼗六期⻘年论坛在���林园区顺利举办。��论坛�请�皇�墨尔�理⼯⼤学(RMIT)
�间研�中�的杨��⼠，他为⼤�带来了题为“Automated�ROO�Telescope�Operation�and�Optical�Observation
Processing�for�Space�Situational�Awareness�的�术报告。

����������9⽉3⽇，�⼗三期����⻰�在�金�����林园�3���期举办。���⻰�请�了国����闫�亮�⼠
为⼤�带来了�于锂元�和�锂�星的�术报告。

����������9⽉4⽇，�金������⼗七期⻘年论坛在���林园区顺利举办。��论坛�请�上海���的�⼤⼒研�
员，他为⼤�带来了题为“Possible�Approach�to�Detect�Mysterious�Saturnian�Convective�Dynamo�via�its�Gravitational
Field�的�术报告。

����������9⽉24⽇，�⼗�期����⻰�在�金�����林园�3���期举办。���⻰�请�南�����研�员为
⼤�带来了题为“选址为天⽂蓬勃发展带来新希望�的�术报告。

����������9⽉27⽇，�金������⼗�期⻘年论坛在���林园区顺利举办。��论坛�请�华中科技⼤学⼟⽊⼯�与
⼒学学�陈��教授，他为⼤�带来了题为“基于近场动⼒学理论的腐蚀损伤⼒化耦合研究”的学术报告。

����������10⽉9⽇，�金������⼗�期⻘年论坛在���林园区顺利举办。��论坛�请�北�⼤学科维理��与�
体物理研��的王科研�员，他为⼤�带来了题为“Recent�Developments�and�Challenges�in�Massive�Star�Formation�
的�术报告。

����������10⽉10⽇，�⼗六期����⻰�在�金�����林园�3���期举办。���⻰�请中国科�技术⼤����
研�员为⼤�带来了题为��星��粒�辐�环�的研��其���任务的�⽰�的�术报告。

����������10⽉24⽇，�金����（��）�六⼗期⻘年论坛在�林园�顺利举办。��论坛�请�中国科�技术⼤���
�的赵��授，他为⼤�带来了题为��⼒波��⼒检验�的�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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