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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双色球第2020005期开奖，2元可
中1000万元。本期号码预测分析：上期和值
为126点，小幅下滑，本期可关注和值将小幅
回升，区间在125-140之间。上期落号开出
2枚，落号连续17期开出，本期关注6尾数1
枚落号开出。上期连号开出1组，连号奖号
连续4期开出，后期有走热趋势，本期可关注
二连号。上期蓝球开出了号码03，本期关注
1路大号开出。

本期综合推荐（10+2）：04、07、09、13、
15、18、22、24、29、33+10、13。 （仅供参考）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9.06亿

3D 第2020011期 3 9 7
15选5 第2020011期 2 4 8 10 15

1月11日，“中国天眼”顺利通过
国家验收，灵敏度达到全球第二大单
口径射电望远镜的2.5倍以上。从器
不如人到技高一筹，中国望远镜实现
了从追赶到局部领先的跨越。

通过国家验收，是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工程成功的标志，意味
着“中国天眼”完成了工程师和科学
家之间的交接棒，同时吹响了凝练
科学方向、集中科研力量、全天候观
测、加快科学研究的集结号。

“天眼”问天，潜力可期。“中国天
眼”在主要性能指标上占据制高点，
见证了我国大科学装置从模仿学习、
奋力追赶到自主创新、局部超越的发
展历程。低频引力波探测、快速射电
暴起源、星际分子探索……高灵敏度
使它在多领域有望催生突破。

重大突破，装置先行。处在发展
上升阶段的“朝阳学科”，谁提出问
题，谁就掌握了科学发展的动向。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天宫、蛟龙、
天眼、悟空、墨子……科学装置为实
验科学突破提供了宝贵机遇。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今科
技发展日新月异，大科学装置不可
能永远领先。只有抓住“中国天眼”
灵敏度领先的窗口期，做好战略规
划、项目遴选和数据公开，才能激励
科研工作者，更好地发挥其科学效
能，促成科学成果产出的黄金期。

科学无国界。星辰大海，是人
类共同的征途。“中国天眼”已开展
多领域国际合作研究，并将逐步向
全球科学界开放。它将全面更新脉
冲星和近邻宇宙的气体分布图像，
系统拓展人类的宇宙视野，为人类
探索未知世界做出贡献。

“天眼”问天，没有终点——“日
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
方不负“天眼”之名。

（新华社贵阳1月11日电）

“天眼”问天，没有终点

2颗，11颗，43颗，93
颗，102颗……从2017年
10月“中国天眼”首次发
现2颗脉冲星，到11日召
开的国家验收会上公布已
发现102颗脉冲星，它两
年多来发现的脉冲星超过
同期欧美多个脉冲星搜索
团队发现数量的总和。

■ 问鼎射电望远镜之巅

“中国天眼”的灵敏
度达到世界第二大射电
望远镜的 2.5 倍以上，可
有效探索的空间范围体
积扩大4倍，使科学家有
能力发现更多未知星体、
未知宇宙现象、未知宇宙
规律……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认为，通过国家验收意味着

“中国天眼”完成了工程师
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接棒，

“火力全开”投入科学观测，
接下来两三年内将有一系
列重要科学产出，同时进一
步稳定望远镜的性能。

古人感叹，天边眼力
破万里；而今，“天眼”的眼
力破亿光年。它静若处子，
除了反射面变形时上千个
液压促动器一齐低吼，几乎
不会动。它又迅若奔雷，每
秒最高传输基带数据
38G，每小时接收的平均有
效科学数据约3.6T。

■ 摘星于百亿光年之外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
“中国天眼”3年前落成启
用了，为什么今天才验收

呢？实际上，要实现科学
家的各种观测意图，达成
稳定可靠的灵敏度，对望
远镜来说并非易事。

从世界最大到世界最
灵敏，正是“中国天眼”3年
来一刻不停调试和试观测
的目标和成果。它的观测
范围能企及河外星系甚至
百亿光年之外的宇宙边缘。

灵敏度和分辨率是射
电望远镜的两大核心指
标。由于星体距离地球十
分遥远，到达地球时能量微
弱，灵敏度是科学家发现暗
弱天体的能力，而要想进一
步看清遥远天体的真实面
貌，就要依靠分辨率。

“灵敏度是最‘硬’的
指标，基本由望远镜的口
径限定死了。相比之下，
分辨率则可以通过多台相
对小的望远镜协同配合来
提高。”国家天文台副研究
员钱磊介绍。

“开创了建造巨型射
电望远镜的新模式，突破
了传统望远镜的工程极
限，采用全新设计方案、口
径更大的‘中国天眼’，比
国外同类望远镜的调试期
更短，远超国际惯例和同
行预期。”姜鹏说。

从下面的几组数据，
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天眼”
的身形：

大 —— 反 射 面 由
4450个反射单元构成，总
面积为25万平方米，相当
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
大。如果把它看成是一口
盛满水的锅，容量够全世

界每个人分到4瓶水。
巧——30 吨的馈源舱

通过6根钢索控制，可以在
140米高空、206米的尺度
范围内实时定位。

强——能看见更遥远暗
弱的天体，它1分钟就能发
现的星体，即使把坐标提供
给百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对方也要9分钟才能看见。

精——500米的尺度上
测量角度精确到8角秒，10
毫米的定位精度要求最高做
到了3.8毫米。

“但这些设计、性能和精
度不是理所当然的。”姜鹏
说，“天眼”的索网结构，是世
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工
作方式最特殊的。要实现反
射面变形，对抗疲劳性能的
要求极高，现成的钢索实验
中都断了。如果这个材料和
工艺层面的问题不解决，整
个项目就要停滞。

■ 向宇宙未知地带探索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伯克利大学射电实验室主任
卡尔·海尔斯教授认为，“中国
天眼”比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
更加灵敏，覆盖更大天区，且
拥有19波束的接收机，在脉
冲星搜寻、观测星际云等天文
学领域拥有革命的机遇。

姜鹏说，借助“中国天
眼”超高的灵敏度，国家天文
台已经将脉冲星的计时精度
提升至世界原有水平的50
倍左右，这将有可能使人类
首次具备极低频的纳赫兹引
力波的探测能力。

（新华社电）

3年前落成，为啥今天才验收？

据新华社贵阳 1 月 11 日电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FAST）11日顺利通
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未来将
着力确保装置高效、稳定、可靠运
行，加强国内外开放共享。

“中国天眼”是建于贵州省平塘
县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建
设过程中攻克了望远镜巨大体量、超
高精度等技术难题。国家验收委员
会专家认为，“中国天眼”各项指标均
达到或优于批复的验收指标，部分关
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天文
学家20世纪90年代提出设想后，

“中国天眼”历经论证、立项以及5
年半的艰苦建设，望远镜于2016年
9月25日落成启用，进入调试期。

作为一项交叉学科的应用型研
究，国际传统大型射电望远镜的调
试周期一般不低于4年，“中国天
眼”团队经过2年的紧张调试工作，

数项关键指标超过预期，于2019年
4月通过工艺验收并向国内天文学
家试开放。

“中国天眼”总工程师、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姜鹏介绍，自试
运行以来，“中国天眼”运行可靠稳
定，其灵敏度为全球第二大望远镜
的2.5倍以上。这是中国建造的射
电望远镜第一次在主要性能指标上
占据高点。同时，“中国天眼”在调
试阶段获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学数
据，目前探测到146颗优质的脉冲
星候选体，其中102颗已得到认证，
取得阶段性科学成果。

据了解，未来3年至5年，“中
国天眼”的高灵敏度将有可能在低
频引力波探测、快速射电暴起源、星
际分子等前沿方向催生突破。中科
院国家天文台正在积极组织国内外
专家，研究如何发挥“中国天眼”优
良性能，加强国内外开放共享，推动
重大成果产出。

新华社德黑兰 1 月
11日电 据伊朗国家电
视台11日报道，伊朗军方
发表声明称，8日在伊朗
境内坠毁的乌克兰客机是
被伊朗军方“非故意”击
落，这一事故系“人为错
误”导致。

军方声明说，客机被
击落前曾飞近伊朗的“敏
感”军事区域。所有与此

事故有关的人员将接受调查
并被追责。

军方声明说，事发时伊
朗军方正因与美国纷争处于

“高度戒备状态”，当飞机靠
近“敏感的”军事区域时被错
误地当作“敌对目标”。“在这
种情况下，由于人为错误并
以非故意的方式，飞机被击
落。”军方声明还对事故予以
道歉，称将升级相关系统防

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伊朗总统鲁哈尼11日

通过社交媒体说，伊朗对乌
克兰客机错误地被击落表示
遗憾，并表示这是一个“不可
原谅的错误”。鲁哈尼同时
表示，伊朗将继续对此事展
开调查并追责。伊朗外长扎
里夫则表示，美国的“冒险行
动”是导致此次伊朗出现“人
为错误”的原因。

伊朗军方承认
“非故意”击落乌客机

新华社多哈1月11日电 马斯喀特消息：据
阿曼通讯社11日报道，已故阿曼苏丹卡布斯·本·
赛义德的堂弟海赛姆·本·塔里克·赛义德当天宣
誓就职，成为阿曼新苏丹。

海赛姆生于1954年，曾担任阿曼遗产和文化
大臣、外交部次大臣等职务。

据当地媒体报道，卡布斯于当地时间10日晚
去世，享年79岁。阿曼苏丹办公室11日发布声
明，高度赞扬卡布斯的功绩，并宣布全国所有政府
机关、国营单位、私营企业、群众团体等暂停工作
3天，全国降半旗40天，以示哀悼。

卡布斯1960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
院，后在英步兵团任中尉，1964年返回阿曼，并于
1970年 7月登基执政。据报道，卡布斯没有子
嗣，也没有公开指定继承人。根据阿曼1996年颁
布的一项法令，其家族应在苏丹空缺3天内指定
一位继承人。

上图 卡布斯在阿曼首都举行的阿曼国庆
4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上（资料图）。 （新华社发）

阿曼新苏丹宣誓就职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
10日电 美国财政部10
日宣布制裁伊朗8名高官
和矿业公司等，以回应此
前伊朗对驻有美军的伊拉
克军事基地实施导弹袭
击，进一步减少伊朗资金
来源。

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

声明说，被制裁的8名伊朗
高官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
会议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和
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穆
罕默德·礼萨·阿什蒂亚尼等
人。制裁还涉及17家伊朗
金属生产商和矿业公司等。

美财政部长姆努钦当天
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被制裁

高官均涉嫌参与此前伊朗导
弹袭击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
事基地事件，对伊朗金属矿
业等实施制裁会大幅减少伊
朗政府的资金来源。

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
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的资产
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
其进行交易。

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据新华社武汉 1 月 11 日电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11日晨发布通
报称，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
后，武汉卫健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
本进行检测，截至1月10日24时，
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41例，其中重症7例、死亡1
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去年12月底以来，武汉确诊
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数持
续增加。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1
月5日晚通报，截至当日8时，全市
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
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
例。11日最新通报，在本次“不明
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
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后，国家、省市
专家组立即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
肺炎诊疗、监测等方案进行修订完
善。

据通报，目前初步诊断有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
中 2 例已出院、重症 7 例、死亡 1
例。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
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未
发现相关病例。自2020年 1月 3
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

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
人传人证据。

据新华社武汉1月11日电 10
日晚，针对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
炎，记者专访了国家医疗专家组专
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王广发。

王广发说，目前病人的病情
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大部
分患者病情属于轻到中度。确诊
的病例中，重症所占比与普通肺
炎重症所占比差别不大，目前也
没有出现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感
染情况。经治疗，有部分患者已
经治愈出院，其他患者还在积极
治疗过程中。

王广发说，确定病原对于疾
病防治来说是个里程碑式的进
展，初步认定了病原体，不仅可以
用于临床甄别，设计PCR检测试
剂盒，而且对后续的治疗方案和
疫情防控都很重要。和一般性的
细菌性肺炎相比，目前该病患者
除了发烧、咳嗽之外，痰不多、白
细胞不太多，有些病人出现淋巴
细胞减少情况，胸部影像中双肺
呈现散在的毛玻璃斑片状阴影，
具有一定的特征。

武汉确诊41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月10日，为期4天的2020年美国拉斯维加
斯消费电子展闭幕。中国企业在本届展会上展示
了5G、人工智能、智能家居、电动车等领域的诸多
创新技术和产品，呈现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
造”升级的迅猛势头。

今年参展中国企业的数量和展位面积较去年
略有下降，但TCL、联想、长虹、大疆、拜腾、海尔、
海信、华为、康佳等众多知名中国企业依然以强大
阵容亮相，在这个全球科技领域的“开年大戏”上向
国际客商展示了不同领域的创新产品。（新华社）

上图 1月9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消
费电子展上，机械臂随音乐“起舞”。

（新华社发）

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闭幕

“中国智造”表现抢眼

1月10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
奎达，安全人员在清真寺爆炸现场执勤。

巴基斯坦警方官员10日说，奎达的一座清真
寺当晚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0人受
伤。 （新华社发）

巴基斯坦一清真寺爆炸
14死20伤

中
国

通过国家验收
正式开放运行
发现102颗脉冲星，灵敏度为全球第二大望远镜2.5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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