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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暗物质你需要知道的 7 件事

12 月 24 日，在成功升空后的第 7天，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首

发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终于睁开“火眼金睛”，开始

寻找暗物质。当天 17时 55 分，经卫星平台测试、有效载荷管理器加

电测试、科学探测器高压加电测试后，“悟空”探测到的第一批科学

数据成功下传至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科学任务大厅。

关于“悟空”和暗物质，有七件事情你需要知道。

一、暗物质是个什么概念？

从上世纪 30年代起，天文学家就从观测中陆续找到了一些证据，

暗示宇宙中物质的质量远远大于所有可见物质的总和。比如，他们发

现银河系里千千万万颗恒星的运动速度大于预期，如果没有更多的东

西施加额外的引力，银河系本身就会被甩得分崩离析，根本不能凝聚

成形。再比如，星系团之类的庞大天体能够弯曲星光，扭曲并放大背

后更遥远星系的影像，通过这种引力透镜效应，天文学家发现星系团

的质量远远超出其中发光物质的总和。于是，天文学家假设宇宙中存

在一类看不见的物质，称它们为暗物质。

二、暗物质究竟是啥？

人！类！不！知！道！真的。

但是，科学家可以利用理论和现有的观察数据来分析、假设。主

流理论认为，暗物质可能由一大类粒子构成，它们被称为弱相互作用

大质量粒子（WIMP）。

不同于构成我们身体及周边所有物品的基本粒子，这些暗物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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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本身质量较大，却不参与任何电磁相互作用。不要小瞧这一“绝技”。

归根到底，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闻得到、听得清身边的其

他东西，都是电磁相互作用在其中贡献力量的结果。所以，完全不参

与电磁相互作用的 WIMP 粒子，就相当于是粒子世界中本领高超的隐

身胖子，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更不要说用其他感观去感受它了。

三、如何寻找暗物质？

既然暗物质看不见、摸不着，还不参与任何电磁相互作用，那咋

找？

人类目前知道 3 种方法。

第一种办法，是主动创造这些粒子。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

＝mc^2，能量和质量是等价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如果把

足够高的能量浓缩在极小的空间体积之内，这些能量就会转化为各式

各样的粒子四散奔逃。如果能量足够高，运气足够好，或许能创造出

暗物质粒子。

第二种办法，是守株待兔。暗物质粒子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每秒

钟可能有上亿个暗物质粒子穿过你的眼睛。被暗物质粒子撞上的原子

核会发光发热，或者被撞得偏离了原来的位置，这些光和热还有位置

移动是科学家有可能探测到的。

第三种办法，那就是等这些隐身的粒子自行现身。某些理论预言，

当两个暗物质粒子相遇时，它们会相互湮灭，产生出高能的伽马射线，

或者产生出高能的正反粒子对。这就好像两个隐身人在相遇的一瞬

间，突然脱去了隐身斗篷，不只变成两个普通人，甚至还发出了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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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芒。

四、“悟空”是怎么找暗物质的？

“悟空”暗物质探测卫星，采用的便是这第三种办法。

不论是伽马射线，还是普通的反物质粒子，都是可以直接探测到

的。如果科学家在暗物质集中的地方探测到了过量的伽马射线，或者

在宇宙中探测到了来源不明的高能反物质粒子，它们就有可能来源于

反物质粒子的湮灭，从而给反物质的存在提供间接的证据。不过，由

于这些信号无法很好地穿透地球大气层，用这种方法来间接寻找暗物

质的探测器，必须被发射到地球以外才能够发挥作用。

五、国外的科学家也发射了类似的探测器么？

目前，真把空间暗物质探测付诸实施的团队并不多。

大名鼎鼎的丁肇中，正在执行寻找暗物质的任务。他的团队，在

国际空间站上安装了阿尔法磁谱仪（AMS），正在做和“悟空”类似的

工作，所运营的探测方式也是上面说的第三种方法。2013 年 4 月 3

日，AMS 宣布探测到多余的正电子，可能源自宇宙中的暗物质。这是

一个关键的进展，但证据量还不够。

相对于 AMS，我们的“悟空”观测的能量范围高，部分能级灵敏

度更高，而且还便宜。如果运气好，我们很可能后来居上。

除了这些专门的探测器之外，科学家家还利用别的仪器在观测。

天文学家曾在银河系银盘的上下两侧发现了两个巨大的γ射线泡，被

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暗物质粒子湮灭的证据。

六、除了上天，人类正在地球上探测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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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了 3个寻找暗物质的可能方法，方法三需要上天，其他两

个在地球上可以做。

大型强子对撞机啊，你这恢弘的巨兽。承载了科学家的几多梦想。

目前，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有寻找暗物质的计划。这樽科学神兽

今年已经重启。在此之前，有报道表示：如果暗物质的粒子质量不是

太大， 不超过 LHC 的最高设计能量，那么寻找这些粒子就是加速器

重启后的主要目标之一。甚至还有可能得到更奇怪的结果，例如发现

三维空间之外的更高空间维度的蛛丝马迹。

LHC 运用的是第一种方法。而要运用第二种方法，需要入地。

低温暗物质搜寻实验（CDMS）是第二种探测方法的代表。它的想

法是，在银河系中穿行的数十亿个 WIMP 中，总该会有某一个与探测

器中的某个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非常轻微地推它一下。CDMS 的夹

心标靶由传感器之间的硅和锗构成，它们会记录下电子以及由这些碰

撞所产生的微弱振动。为了保护这些探测器免受背景干扰辐射的影

响，CDMS 的团队将它安置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地下 700 米深的矿

井里。它们会被冷却到距离绝对零度仅有百分之一度，从而把热噪声

降到最低。

七、“悟空”和寻找暗物质的意义

天文学家知道宇宙中有一些不发光的物质，但它们到底是什么，

有着什么样的性质，现在却并不清楚。现有的物理知识无法解释暗物

质，这也正是暗物质探测如此热门的原因。一旦找到暗物质粒子，甚

至只要确定它的某些性质，比如质量，就将给物理学带来革命性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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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当然，指望“悟空”一下子就能准确找到暗物质，用首席科学家

常进的话来说，期待太高了。“悟空”有能力去寻找某一类暗物质粒

子，但它实质上是一台空间宇宙线望远镜，一旦打开这扇新的窗户，

必然会看见好多新奇的现象。能不能找到暗物质，这个不好说，但“悟

空”的火眼金睛必然能够给天文学家带来新的洞见。

胡周颖综合编辑

2015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再破纪录成为史上

最热一年

近日，从美国纽约、波士顿，首都华盛顿到俄罗斯的莫斯科，都

出现了破纪录的冬季高温天气。全球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今年将是全

球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12 月 24-25 日，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特区等美国东北

部城市迎来历史上最热的圣诞节假期，也迎来不同寻常的“冬暖花

开”。12月 23 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最高气温达 4.7℃，打破了

1982 年莫斯科 4.5℃的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说，受强厄尔尼诺

和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影响，2015 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可能创

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根据 2015 年 1月至 10 月的资料初步估

计，截至 10 月底，今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 1961 年至 1990 年的平

均值高出 0.73℃，比 1880 年至 1899 年的平均值约高出 1℃。温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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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表明，2015 年很有可能是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一年。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对全球气温进行了追踪，该机构 10

月份曾宣布，自 1880 年有记录以来，今年 1-9 月比所有往年同期更

热。科学家们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2015 年全年将创下最热的新

纪录。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1月

是历史上最热的 11月。这种天气趋势将持续，预计 2015 年将是人类

历史上最热的一年。

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9 月底，2011 年至 2015

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最暖的五年期，比 1961 年至 1990 年的平均

值约高出 0.57℃。亚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北美洲均出现有

记录以来最暖的五年期。

韩俊综合编辑，来源：中新社

本周北极气温比同期平均温度高 35℃
由于受低压系统控制带来大风和降雨，本周北极可能比芝加哥、

维也纳和伊斯坦布尔还要热。气象学家提醒，北极气温可能到达比历

年同期的平均温度高出 35℃（63℉）。

计算机模型在早前预测，北极那些 24小时覆盖在黑暗中的空气

温度可能达到 5℃，而不是平常的-30℃至-35℃。这将导致它比加拿

大和美国还要更温暖。

北极的温度起伏很平常，海冰的移动就能显著影响当地的气温，

但是气温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却太极端了。气象学家艾瑞克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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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地不寻常。”气候专栏作家罗伯特说：“无论用什么

标准，这也太暖和了，完全可以记入北极气温的史册了。”

与这种奇怪的气候同时出现的还有欧洲和美国东部地区温暖的

不寻常的冬季，同时还有美国南部地区遭受的猛烈的洪水袭击。

这种温暖的气候可能影响冬季北极海冰的形成。受全球变暖影

响，冰层覆盖已经急剧减少。

这种情况已经导致北大西洋地区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飓风，风速

达到了 230mph。飓风 Frank 席卷了英国北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

区，同时伴随着大风和大雨。

气象专家鲍伯表示，12 月北极温度已经到达或超过冰点，这种

情况自 1948 年以来只发生过三次。

钱晶晶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dec/30/north-pole-could-be-25c-warmer-than-average-thi
s-week-warn-meteorologists

人类应警惕气候变化对湖水温度的影响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称，天气

变化使全球湖水迅速升温。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地球物理学研究通

信》上。发表的同一天，美国地球物理大会在旧金山召开。

研究称，科学家们通过人造卫星和地面测量，收集了 235 个湖的

温度数据，分析这些湖水在这 25年来的温度变化。

研究称，科学家们通过人造卫星和地面测量，收集了 235 个湖的

温度数据，分析这些湖水在这 25年来的温度变化。

http://robertscribbler.com/2015/12/27/warm-arctic-storm-to-hurl-hurricane-force-winds-at-uk-and-iceland-push-temps-to-72-degrees-f-above-normal-at-north-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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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看看，在全球升温情况下，这些湖会发生什么变化。”

山姆·胡克说，他是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的科学部经理，本次研究

报告的合作者。根据胡克的报告，湖水正以每十年 0.61 华氏度（0.34

摄氏度）的速度升温。温度变化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其上空覆盖的

云量减少这种因素。“我们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这些湖有时候会比

空气升温快。你知道，气温变化非常迅速。水温的变化反映的是其周

围整个环境的状况。所以，那表明湖上缺乏云彩的覆盖，就会有更多

冰融水流进湖里。所有因素集合在一起，导致湖水慢慢升温，这个结

果是非常可怕的。”胡克说。

湖水升温能破坏湖周围的生态系统，鱼生存更加艰难，也会影响

人类用水。“如果我们看看湖水升温率，我们就会明白，藻花会生长

20%，就是你在湖里看到的绿藻类，有些绿藻含有有害的毒素，人喝

了会生病。我们必须减少污染，让湖水的升温放缓。”

湖水升温到底对人类有多大的影响呢？

2007 年，有新闻报道，太湖多处湖面爆发大规模蓝藻，在情况特

别严重的梅梁湖，湖水几乎像绿色油漆一样浓稠。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导致太湖蓝藻提前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持

续多年的暖冬积温，尤其今年 4月份太湖流域平均水温是近 25年中

最高的，达到了 19.56℃，非常适合藻类生长。有关部门在不影响防

洪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太湖的水利工程增加入湖水量，提升太湖水位，

以降低湖水升温速度，以减缓藻类的生长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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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地质学家也曾发表研究报告说，世界第二深湖泊非洲坦

噶尼喀湖现阶段处于 1500 年来湖水温度最高期。地质学家分析从湖

底地壳沉积层取出的岩石后认为，多个世纪的气候变化导致坦噶尼喀

湖不断升温，湖面温度如今达到 26摄氏度，创自公元 500 年以来最

高值。湖水温度自上世纪末起加速升温，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升高可能

是湖水升温的动因。坦噶尼喀湖湖水和鱼类是周边布隆迪、坦桑尼亚、

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四国大约 1000 万人口依赖的饮水和水产品

主要来源。

2011 年，菲律宾的塔阿尔火山显现喷发迹象，火山口周围的塔阿

尔火山湖水温骤然升高，致使 700 多吨鱼类死亡。塔阿尔火山位于吕

宋岛西南端八打雁省。塔阿尔火山湖为菲律宾知名景点。平日，这一

独特火山湖泊吸引大批游客前往观光，一些人或徒步、或骑马前往火

山湖，在那里游泳或荡舟。

是到了警惕全球气温升高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冯春华综合编辑

口罩，你戴对了吗？

口罩是一种防污染和防病的手段，也是保暖的常用方式之一，特

别是在冬季雾霾天气高发时段，戴口罩更是成为大家抵御 PM2.5、保

护呼吸道的“不二”选择。但是，口罩如果戴不对，会造成健康严重

受损，甚至致命！

错误一：一个口罩连续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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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口罩一戴就是两三天，这是不对的。因为口罩在戴上一段时

间之后，外面会沾满很多空气中的灰尘、细菌等污染物，而内面则会

沾上带有细菌、病毒等的水汽和唾液等，如果口罩连续戴几天不清洗

或者翻过来佩戴，很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不利人体健康，因此最好多

准备几个口罩，一天一换。

错误二：口罩戴过后揣包里

摘下口罩后，很多人都喜欢随手揣在口袋或包里，殊不知口袋和

手提包里经常放置钱物，很容易导致口罩沾染病原微生物，等再戴时

反而容易致病。只要准备一个干净的塑料袋，每次口罩戴过后将口罩

的里面向内对折后放入塑料袋内装好，再放入口袋或手包里。

错误三：长时间戴口罩

鼻子能将吸入的空气调节至接近体温，这是人体自然调节的机

制，并能通过锻炼得以增强，使人的耐寒能力得以提高。如果长时间

佩戴口罩，这种生理功能则会失去锻炼的机会，致使鼻部黏膜增温的

能力下降，冷空气刺激鼻粘膜，稍不注意就会引发感冒。每次佩戴不

要超过 30分钟，可以摘下来透一下气之后再戴。一般 5-6 小时为上

限。在能见度较好、空气比较干净的天气条件下，则不必戴口罩。

错误四：盲目佩戴专业口罩

不同的口罩有不同的防霾效果。佩戴专业防护型口罩，要经过培

训，如果不懂，最好不要随意佩戴。因为这些口罩，质地很厚，患者

戴上去之后易造成呼吸困难，因缺氧而感到头晕。只有被明确诊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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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才需要佩戴专业口罩。我们一般最好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另外，

心脏或呼吸困难的人(如哮喘肺气肿)、孕妇、戴后头晕和皮肤敏感者

不宜戴口罩。

戴口罩注意事项：

1、佩戴口罩前后必须清洁双手。应依照包装指示佩戴口罩，包

括固定紧口罩的系绳，让口罩紧贴面部。如果口罩戴得太松，与脸面

不贴合，空气会从侧面空隙中进入，无法达到预防效果。此外，一定

要把嘴与鼻子全部遮住，因为鼻子才是人体空气进出的主要途径。

2、在人群密度高、不通风的场所及一些相对“高危”的环境(如

医院等)，应该戴 12 层以上的口罩。

3、换下的口罩一定要洗净并晾干，清洗时，用消毒液或一般的

肥皂均可。清洗口罩时，应先将口罩放入开水中烫几分钟，清洗干净

再拿到阳光下晾晒，这样才能起到杀菌消毒作用。口罩在清洗几次后，

可拿到灯前照看，看有没有明显光点，中间部分与边缘部分透光率是

不是一致，如有疑问就要更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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