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边是量子互联网、3D鸡块、电子纹身，一边是 7.8级连环大地震、多夫多妻合法化（没错，是美国！）——2020年 7月全球新闻月报【末后事工整

理】

小编一句话点评：no zuo no die。人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伊甸园里那棵古老的分别善恶树彷佛在偷笑：聪明的人类，“善恶”都是我的果子，白猫黑猫都是姓巫，远

古祭坛、现代芯片都是手段，结局是666与永火。人啊，你的盼望在哪里？

神的儿女却不是这样，乃是脱去救人，穿上新人；神的众子都要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进了，在这越发艰难的日子里，神在喚醒我們的身份  -  做王掌權的身份  。

啟示並治理：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啟5：10）。

7月全球5.7级以上地震一览：这些大地震基本都位于环太，这是神给无名氏大军环1、环2属灵争战的再一次背书：

https://www.omegaministryorg.com/2020/07/blog-post_28.html#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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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新闻概览

主题                 报道超链                                   备注

天象

航空

8      月重要天象   英仙座流星雨、天琴座最佳观测期、七夕节、金星合月、火星合月等

天文学新发现：在银河系之外，有一道银河墙 据纽约时报报道，天文学家发现，在我们这个宇宙的南部边界上有一堵巨大的墙。它是一个壮观的、

不可思议的墙，其中包含了成千上万个星系。这个墙被称为“南极墙”。

最新发现：银河系      48%  的氢原子核，被不明来源的能  在银河系核心附近，气体会被新形成的恒星电离，但当离中心更远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极端。气体

https://www.toutiao.com/i684562934031555021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390397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0507061501014502603323942E85&group_id=684
https://www.toutiao.com/i68486015445735838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460116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1308460401002607608407458456&group_id=684
https://mp.weixin.qq.com/s/EEVsF-CQEwQhlV0c4AqpCQ


外星

量剥离了电子 会变得类似于一类被称为 LINERS的星系，也就是低电离(核)发射区。这个结构似乎是朝着地球移

动，因为它位于银河系旋臂内部的椭圆轨道上。

天体物理学家填补了      110      亿年的宇宙膨胀历史  斯隆数字天空调查（SDSS）昨天（7月20日）发布了对有史以来最大的宇宙三维地图的全面分析，填

补了我们探索宇宙历史的最大空白。

6700      年一遇！新智彗星近期将现身地球，你准备好  

了吗？ 

新智彗星将于7月22-23日距离地球最近。它将于大约 6400万英里之外掠过我们的地球。新智彗星近

地当晚（2020年 7月 23日）所在方位，于美国中部观测，日落后面向西-西北方，正在北斗七星下方

“  行星九”是颗柚子大小的黑洞吗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科学家提出一项新计划，希望借助未来的“时空遗产调查”

（LSST）望远镜找到所谓的“行星九”，并一劳永逸地证实或证伪其是否为一颗原初黑洞。

毅力号成功发射！ 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30 日 19:50，NASA 的 Mars 2020 任务——毅力号火星探测车成功发射升

空。此次发射使用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 5 火箭（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属于泰坦族）

中国“天问一号”开启探火之旅 7.23 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顺

利升空。火箭飞行约 2167秒后，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了我国行星

探测第一步

2020      火星竞赛正式开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搭  

日本火箭发射成功

7月 20日凌晨 5点 58分，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在日本种子岛太空中心由日本 H-2A运载火

箭发射成功，开启前往火星之旅。同时揭开 2020年国际火星探测大幕。

继北斗成功之后，中国“鸿雁星座计划”，耗资

1000      亿人民币。  

鸿雁全球卫星星座通信系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计划 2020年建成的项目。鸿雁星座将集成多项

卫星应用功能。其卫星数据采集功能，可实现大地域信息收集，满足海洋、气象、交通、环保、地

质、防灾减灾等领域的监测数据信息传送需求。

中外科学家利用嫦娥四号中性原子探测仪获得新发现 月面能量低于 1/10入射太阳风离子能量时，月面的中性原子通量明显高于以往遥感观测结果，从而

使科学家距离揭示太阳风与月表相互作用的规律更进一步

NASA      正在澳大利亚升级其庞大的深空天线      DSS-43  该天线是 NASA深空网络的一部分，是用于与位于太空中的机械进行通信的 "星际交换机"。 位于堪

培拉的 DSS-43规模巨大，直径达 230英尺，是全球深空网络中最大的无线电天线之一。

最新！科学家在地球实验室：重现超新星爆炸 在这个实验中，激光产生的冲击波在均匀磁场影响下膨胀。爆炸波呈现出一个椭圆形，其长轴与磁场

对齐，重现了超新星爆炸场景和及其超新星遗迹形状

加拿大      UFO      爱好者：今年      UFO      目击事件较去年增  

50%  ，预计与疫情有关  

UFO学的资深研究员鲁特科夫斯基（Chris Rutkowski）说，2019年的目击报告只有849宗，比之前减

少了10%，但今年特别是来自加拿大的目击个案却大幅增加。至今为止已经较去年同期多了50%。

加拿大卡尔加里上空疑现      UFO  海外网 7月 21日电 据 CTV新闻报道，上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上空出现了不明红光，该

红光伴随着雷电在天空闪烁了几秒

加拿大高空现圆盘状飞行物 近日，加拿大媒体报道其首都渥太华上空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体，照片显示是一个碟状的圆盘，倾

斜着飞过城市的上空，拍摄者称自己是在渥太华机场拍摄晚霞时发现的，他在短时间内拍了多张照

片，图片放大后可以看到一个圆盘状的物体轮廓，上部有一个隆起，底部是平的

7.22      印度尼西亚上空出现的伪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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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冻在空中”的鸽子让人大惑不解 难道有

平行世界？

哥伦比亚图卢阿市（Tuluá）的行人发现，一只鸽子就活生生地被“冻”在空中。它没有在风中飞

翔，也没有被电线缠住，就是在飞行时被“冻”在了空中，这迫使人们相信有平行世界的存在。

混种人

AI 

高科技

 

震惊硅谷！新型      AI      出现了，像一个高智商的人…  大数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今天起，世界彻底改变了。因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员们发布了一个叫

‘GPT-3’的东西。简单来说：用它，就像在和一个智力高到可怕的人类互动。它将颠覆你的认

知。”

量子信息周报：美国公布量子互联网蓝图 美国计划在十年内打造出一个可以正常运作的量子互联网。目前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与美国能源部

的一个实验室合作，建立了一个 52 英里的量子互联网原型，该网络最近成功完成了首次纠缠实验

地表最强量子计算机拍了拍你，心虚吗？ 6月 18日，霍尼韦尔官宣，世界最强量子计算机正式发布 ，其量子体积为 64，性能是上一代量子计

算机两倍，当前 IBM实现的最高性能的量子计算机的 QV才达到 32，霍尼韦尔的 HØ设备却达到了 64-

QV

花      210      亿欧元建更大的粒子对撞机，欧洲为什么要做  

这事？

6.19欧洲核子中心全票通过了《2020 欧洲粒子物理战略》。决定未来最高优先级别的事情，是研究

希格斯玻色子（即“上帝粒子”）和高能量前沿探索。为此计划建造一台耗资 210 亿欧元的高能物

理实验机器——未来环形对撞机（Future Circular Collider，FCC）。

美国      AT&T      宣布其      5G      网络已经覆盖美国全国  美国 AT&T当地时间 7 月 23日宣布其 5G网络已经覆盖美国全国，覆盖的人口数达到了 395 个城镇的

2.05 亿人。这标志着 AT&T 是美国第二家宣布已经实现 5G全国覆盖的电信运营商（第一家是 T-

Mobile）

5G   新排名！  今年是全球5G商用的第二年、5G规模商用的元年，DellOro预计“中国和韩国将遥遥领先，其次是美

国、西欧和中东”

揭秘日本      5G      智慧杆案例！附国外多杆合一、智慧路  

灯杆体设计方案

5月日本住友商事、NEC宣布与东京都政府合作，推出两种 5G 路灯型智慧杆。据悉，该智慧杆将 5G

AAU、LED路灯、公共WiFi、摄像头、扬声器、广告牌、USB充电等多功能融为一体，支持多家运营商

共享

诺基亚：  500      万个      4G      基站可通过软件方式升级至      5G  

网络

诺基亚官网今天发布新闻稿，称不需要复杂的现场接入和工程处理，现有的 4G 信号基站可以通过软

件方式升级到 5G 网络。诺基亚表示，目前可以立即升级的基站数量为 100 万个，预估在今年年底

前完成 310 万个，而在 2021 年有望升级 500 万个。

山东青岛：国内最大规模      5G      智能电网建成  由国网青岛供电公司和中国电信青岛分公司、华为公司联合开发的青岛 5G智能电网项目日前建设完

工

阿里巴巴突然宣布，正式打入      5G      领域，华为迎来最  

强队友

阿里巴巴达摩院全球总部基地建设完成之后，正式进军 5G领域，有媒体报道的消息称阿里达摩院将

成立了 XG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致力于推动下一代网络通信技术的研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5G网

络。

亚马逊刚刚发布了创纪录的销售业绩 亚马逊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创下了近 890亿美元的销售额和 50亿美元的利润，这两个数据都刷新了亚马

逊公司的记录，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将很多消费者推向了网络购物，投入了亚马逊的怀抱，导致亚马

逊的这两项数据大大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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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子纹身：用铅笔和纸张画出生物电子设备！ 在一项新研究中，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工程师们证明，铅笔和纸张的组合可用于创造监测个人健康的设

备。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如何“做鸡”？肯德基正在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生成  

鸡块

他们与俄罗斯的一家生物公司，正在合作进行鸡肉 3D生物打印解决方案，共同努力开发世界上第一

批实验室生产的鸡块。这些 3D打印的鸡块在口味和外观上都与肯德基的原产品相似

让大脑逆生长，吃个药就可以？《科学》：单一蛋白

质就能促使神经元再生

研究者选用衰老的老鼠，一组运动七周，另一组不运动。从前者身上采集血浆，输入后者体内。血浆

治疗四个星期后，不运动的老鼠也能很快完成寻找平台的任务了，而且水平和运动的老鼠差不多。

Nature      子刊：美科学家成功用活猪修复人类受损  

肺，解决器官移植难题

7.1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在《Nature Medicine》发表一项新研究。通过使用一种跨物种交叉

循环技术，与一只活体猪共享其循环系统，充分利用人体的自我修复机制，成功恢复了受损的人肺。

考古 三星堆古城遗址外      8      公里 发现一处绵延近      5000      年的  

考古遗址

7.2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这座被命名为广汉联合遗址的地方，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新石器、商

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并且，其中出土了大量精美器

物，其中包括一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龙凤呈祥”之意满满，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古异教偶像复出  :   黎巴嫩在偶像巴力神庙中举行文化  

演出！

7.5黎巴嫩贝卡谷（Bekaa Valley）的考古遗址举行了一场国际艺术节开幕音乐会。这场开幕音乐会

的背景极其壮观，但在灯光交错和现代化舞美的面纱背后，仍然无法掩盖这个地点的重要事实——这

是一处罗马时代的遗址。这个遗址最初的目的是一座异教寺庙，它在历史长河中一直都是一座非常著

名的异教寺庙。俯瞰之下，仿佛是一个发光的太阳。而这里正是迦南时期太阳神“巴力”的寺庙

地球

异动

/

极端

天气

新研究显示削弱地球磁场的神秘异常现象是一个反复

出现的特征

周一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这种异常现象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寻

常--事实上，它可能会定期发生

高温来袭，北极的“世界末日穹顶”也自身难保了 北极斯瓦尔巴特群岛朗伊尔城地区过去的一个周末录得有史以来最高温度，这里有 2000人口、北极

熊、驯鹿和“世界末日穹顶”。7月 26日星期日，朗伊尔城的气温打破了41年的记录，当天下午升

至 21.7℃。比 1979年7月16日的记录高了0.4℃。

超强热浪席卷美国，加州死亡谷温度达      53.3 ℃  ，逼  

近地球历史峰值

这是自 2017年以来地球上记录到的最热的温度，仅比专家所说的地球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温度低 1华

氏度。

印尼苏拉威西岛暴发山洪 印尼苏拉威西岛暴发山洪和山体滑坡，造成至少 16人死亡，数百人受灾。

阿尔伯塔刚收到龙卷风警报，大颗冰雹就砸向地面，

风雨交加！

7.23下午阿尔伯塔南部地区的市民都收到了严重雷暴的警告。下午 2时 30分左右，加拿大环境部发

出的警报里说，马上降临的雷暴会产生非常强烈的阵风，达到乒乓球大小的冰雹和暴雨，同时还发出

了可能发生龙卷风的警告。

末日既视感！美国亚利桑那州惊现黑色泥石流 近日，亚利桑那州皮马县山火过后又爆发山洪，洪水裹挟树木残骸，形成焦黑的湍流。黑色泥石流滚

滚压来，表面还冒着热气。当局称，山火导致地面被烧焦而无法吸收水分，即便是小雨，也会引发毁

灭性的山洪和泥石流，且往往没有任何预警。

直击日本暴雨 截至当地时间 7日上午，受日本九州岛北部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九州各县已有约 140万人被要求紧急

避难。大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已导致至少 52人死亡，还导致超过 15座桥梁被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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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

大地震

地球开启“震动模式”，今年最强地震降临美国，多

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当地时间 7月 21日 22时 12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海域发生 7.8级地震，震源深度仅为 10千

米，震中位于北纬 55.05度，西经 158.50度。

意大利斯特龙博利火山清晨剧烈喷发两次 当地时间 19日清晨 5时和 6时 23分，位于西西里岛以北海域的斯特龙博利火山剧烈喷发两次，但未

造成人员财产损失。报告称，喷发飞溅出了部分岩石，但均散落在火山口附近或落入岩浆中。

日本东京小笠原群岛的西之岛火山喷发 烟雾高度可

达      4700      米  

当地时间3日，日本气象厅表示，气象卫星观测到东京小笠原群岛的西之岛持续喷发烟雾，确认喷出

的烟雾高达 4700米。这是自 2013年西之岛火山活动活跃以来喷发烟雾高度的最高值。

时政

异闻

耶路撒冷  :   圣殿研究所发布红母牛最新消息！  圣殿研究所从 2015年就已培育红母牛，并在 2018年时宣布第一只有资格候选的红母牛诞生。但不幸

的是，这只小牛后来经鉴定，有瑕疵，所以没有了资格。最新进展：又有两只备选牛！ 但圣殿研究

所一直没有放弃。以下是圣殿研究所最新发布的视频，他们又培育好了两只纯红的母牛

法国也加入  "  打压  "  队伍，全世界都在对抗中国  曾一度给华为开“绿灯”的英国、法国，近日纷纷紧跟“老大哥”美国的步伐，加入到“打压”华为

的队伍中。继英国突然翻脸后，法国也收紧了对华为的限制。7月 6日报道，法国网络安全局负责人

表示，法国在 5G网络建设中不会完全禁止使用华为设备，但会敦促国内运营商避免改用该公司设

备。

“  五眼联盟”变“六眼联盟”？  英国《卫报》在7月29日报道，英国偏右翼议员表示，“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很可能将扩展成为“六

眼联盟”，以此来应对当前全球面临的诸多危机和挑战；而加入的第六只眼睛，就是日本。

紧张局势升级！土耳其希腊正争夺地中海能源，以色

列宣布修建管道

据半岛电视台 7月 28日消息，以色列政府宣布批准了一个由希腊和塞浦路斯向欧盟运输天然气的项

目，此举或将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的直接对抗。此次以色列通过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预计耗资 60亿美

元，管道长度将达到 1900公里，可以直接将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输往欧洲。

伊朗发电厂核设施连遭火灾爆炸，以色列被指发动网

络和军事攻击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 IRNA7月 4日报道，该国西南部阿赫瓦兹市的泽尔根发电厂当天突发大火，造成当

地供电中断两个小时。据悉，包括核设施在内的伊朗多处工业设施近期频发火灾和爆炸，科威特媒体

指称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网络和军事攻击，但以色列官方对此不予置评

裁员近一半！港口也撑不住了  ...  卡纳维拉尔港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海港，也是世界第二大邮轮港。但是由于近期对其运营的严重

影响以及邮轮行业的停摆，卡纳维拉尔港正在实施必要的紧缩措施

美国发生核泄漏，一个月后被曝光，白宫为何要隐瞒

真相？

6月 8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员工由于操作失误接触到了钚 238，导致该实验室内 15名实验人

员都有潜在的核污染风险。众所周知，钚是制造核武器的核心元素之一，具有强烈的放射性作用。

泰国或将成为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亚洲国家 泰国内阁于8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同性伴侣进行婚姻登记，并修改了法律，以确保同性伴侣拥有

与已婚异性夫妇几乎相同的权利。

多夫多妻合法！美国城市首次承认多角家庭关系，竟

是因新冠大流行

7.3据美国 CNN新闻报道，在上周四的一次会议上，美国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

新的家庭伴侣关系条例，简单来说，该市现在将承认多角夫妻关系。对待此类问题，马萨诸塞州一向

有着开明的态度，早在2004年，马萨诸塞州就成为美国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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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i684516070033614490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378325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03213414010026076025161C2375&group_id=684
http://news.cctv.com/2020/07/09/ARTIut16uAuTQqLbe6JQ1z82200709.shtml?spm=C94212.PBPcw7UCTq1W.EBlw2yQvCCZu.56
./%20https:%2Fmp.weixin.qq.com%2Fs%2F65nxg7Bmlyeni8ZEhzi5DA
https://www.toutiao.com/i68525795286995440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50028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318312601014708414523050314&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25795286995440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50028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318312601014708414523050314&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493156654035815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606827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3008175101002805619728DA900A&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137564526864027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24289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01901330101450260383A015B55&group_id=685


牛津大学专家：新冠病毒可能不是源自中国，早就潜

伏于世界各地

英国《每日电讯报》5 日援引牛津大学汤姆·杰斐逊的话报道称，新冠病毒很可能一直处于休眠状

态，因某些自然因素叠加而被唤醒。“我认为，病毒已经存在于这里，我理解的‘这里’是指‘各

处’。我们很可能正与一种被周围环境激活的休眠病毒打交道。”

新增确诊      127      例   123      例本土病例来自新疆、辽宁  

 

7 月 30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27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4例（广东 3例，天津 1例），本土病例 123例（新疆 112例，辽宁 11例）

美国多项研究显示非洲裔新冠肺炎死亡率远高于全美

平均水平

彭博社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进行持续分析后发现，在美国，非洲裔人口占多

数的县，新冠肺炎死亡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 3.5倍。非洲裔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为 13.4%，而在非洲裔

所占人口比例超过 13.4%的地区，新冠肺炎死亡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在死亡人数超过 100人的

地方，非洲裔占 23%，几乎是非洲裔占全美人口比例的两倍。

香港疫情又失守！旅游冰封、失业率飙升      5.9%  ，遇  

46      年最大经济衰退  

7.14香港当日新增 48宗确诊个案，其中 24宗病例源头不明，累计病例达 1570宗。这也是香港今年

出现的第三波疫情。张竹君表示：以现时形势来看，疫情不易停下来，并有点失控势头，因感染个案

遍及多个社区，涵盖各行各业，如食肆、安老院、学校、补习社、化妆店等，个案以几何级数增长

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重新开放 7月 11日，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重新开放。这是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美国首个重新开放的迪

士尼乐园。11日，主题公园的两个园区“魔法王国”和“动物王国”重新迎来游客

突发！美国疫情加剧，《花木兰》紧急撤档，《阿凡

达》四部续集均延期      1      年上映  

迪士尼还透露，下一部未命名的《星球大战》系列也都延期一年。其第一集上映日期从 2022年 12月

16日延期到 2023年12月 22日，第二集将于 2024年 12月 20日延期到 2025年 12月 19日上映，第三

集将于2026年 12月 18日至 2027年 12月 17日上映。

汤姆  ·  汉克斯夫妇成希腊公民 称“希腊是治愈灵魂  

的地方”

汉克斯在 2020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告诉记者：希腊是一个避风港…我去过世界各地，去过世界上最美

丽的地方，但没有一个胜过希腊…希腊的土地、天空、江河湖海都有益心灵，希腊是治愈灵魂的地方

重要新闻详情：

天象/航空/外星：

6700      年一遇！新智彗星近期将现身地球，你准备好了吗？  

新智彗星将于 7月22-23日距离地球最近。它将于大约 6400万英里之外掠过我们的地球。新智彗星近地当晚（2020年 7月 23日）所在方位，于美国中部观测，日落后

面向西-西北方，正在北斗七星下方

https://t.m.youth.cn/transfer/toutiao/url/news.youth.cn/gj/202007/t20200715_12410892.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849690445652427277&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48895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
https://t.m.youth.cn/transfer/toutiao/url/news.youth.cn/gj/202007/t20200715_12410892.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849690445652427277&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48895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
https://www.toutiao.com/i68495903532557276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480283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151647150100260772023003D3F9&group_id=684
https://www.toutiao.com/i684959035325572762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480283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151647150100260772023003D3F9&group_id=684
https://mp.weixin.qq.com/s/ID9nlEuL9g8RIauKCYMiug
https://mp.weixin.qq.com/s/V8Wz-o-dw_-vEpXAENob-g
https://mp.weixin.qq.com/s/V8Wz-o-dw_-vEpXAENob-g
https://www.toutiao.com/i685473413101256756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606820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3008164201002805619728DA8009&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473413101256756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606820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3008164201002805619728DA8009&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283006914494515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57543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4152359010022020152215DC74C&group_id=685
https://www.toutiao.com/i685283006914494515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57543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4152359010022020152215DC74C&group_id=685
https://m.gmw.cn/toutiao/2020-07/12/content_1301359930.htm?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848484610129527309&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455356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
https://www.toutiao.com/i685113049068739021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2211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01259560100270241311C056E6C&group_id=685


毅力号成功发射！

北京时间 2020年 7月 30日 19:50，NASA的 Mars 2020任务——毅力号火星探测车成功发射升空。在那里，它将收集岩石和土壤样本并将其存放起来，以在未来的任务

中带回地球。除此之外，它还将测量火星气候变化，这将有助于分析火星支持人类居住的潜力，为人类登陆火星做准备。 此次发射使用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 5火箭，

从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的 41号发射台起飞，如果旅程一切顺利，这个 1043公斤重的探测车计划在 2021年 2月 18日着陆在火星上的杰泽罗陨石坑附

近。

                            

杰泽罗陨石坑，数十亿年这里充满了水，与美国塔霍湖大小相当。

8      月重要天象   

https://mp.weixin.qq.com/s/EEVsF-CQEwQhlV0c4AqpCQ
https://mp.weixin.qq.com/s/B6jN_LTzZtd1etjdasZKWA


      

天文学新发现：在银河系之外，有一道银河墙

据纽约时报报道，天文学家发现，在我们这个宇宙的南部边界上有一堵巨大的墙。它是一个壮观的、不可思议的墙，其中包含了成千上万个星系。这个墙被称为“南极

墙”，过去它一直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中，直到现在才被发现，因为它的大部分结构位于明亮的银河系后 5亿光年之外。南极墙是横跨至少 7亿光年空间的弧形幕。它在

我们银河系的尘埃、气体和恒星后面蜿蜒而行，从北半球的英仙座到遥远南端的天燕座。它的质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扰乱了宇宙的局部膨胀。周五《天体物理学杂志》

的一篇论文中宣布了这个新发现：“让我们惊讶的是，这个建筑和斯隆长城一样大，距离是它的两倍，而且一直被人忽视，隐藏在南部天空的一个模糊区域。”

https://www.toutiao.com/i684860154457358388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460116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1308460401002607608407458456&group_id=684


哥伦比亚“冻在空中”的鸽子让人大惑不解 难道有平行世界？

哥伦比亚图卢阿市（Tuluá）的行人发现，一只鸽子就活生生地被“冻”在空中。它没有在风中飞翔，也没有被电线缠住，就是在飞行时被“冻”在了空中，这迫使人

们相信有平行世界的存在。

7.22      印度尼西亚上空出现的伪装云  

https://www.toutiao.com/i685102631562244967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14008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191428000100260601501DB6E214&group_id=685
https://www.ixigua.com/i6853928426449928719/


混种/AI/高科技：

震惊硅谷！新型      AI      出现了，像一个高智商的人…  

“从今天起，世界彻底改变了。因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员们发布了一个叫‘GPT-3’的东西。简单来说：用它，就像在和一个智力高到可怕的人类互动。它将颠覆你的认

知。”

GPT3是人工智能科技公司 OpenAI开发的第三代语言模型。它通过分析网络上海量的文字，预测哪些单词会出现在另一些单词的后面，知道如何生成文本。

这是一种神经网络驱动的语言模型，以前也有不少。但 GPT3和同类相比，飞跃了一大大大大步。它有着 1,750亿个参数量，而前一代 GPT2也不过只有15亿个参数量。

（这个模型是花了10亿美元砸出来的，投资人包括马斯克）

在去年，OpenAI还不愿意把 GPT2的模型完整地放出来给大家用，认为它“太危险”，会被人利用做坏事。

但今年，OpenAI允许人们提交使用申请，通过的人可以用 GPT3的 API做各种项目。

开放不到一个月，程序员们纷纷表示，太香了，没见过这么香的。

输入“按 GDP体量给全球各地区排名”，一张表格就生成了。        

https://mp.weixin.qq.com/s/QasMEMikzHAiyAJGyyaKjQ


另一个网友更厉害，他用 GPT3写哲学论文，只给了一个标题，一个备注（声明文章是 AI写的），还有“介绍”、“总结”这两个词，就没了。然后？

然后，GPT3把整篇论文写完了：（蓝色部分人类写的，黑色部分是 AI写的）



除了以上这些功能外，GPT3还能在谷歌的 Spreadsheet上工作。在单元格中输入简单的信息，直接下拉，对应的信息就能出现。下面这张图是呈现美国四个州的

建立时间。不用使用者去查，输入州名和“成立时间”后，年份自动就会出现；有人做了一个简易版谷歌，输入问题，它能返回一个简洁的答案，基本一句话就

说完。不需要再到各个网页上去找了。

     



量子信息周报：美国公布量子互联网蓝图

01 政策

美国能源部公布美国量子互联网蓝图

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能源部（DOE）公布了在美国创建量子互联网的蓝图。

根据公布的消息，美国能源部将与大学和行业研究人员合作，计划在十年内打造出一个可以正常运作的量子互联网。目前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与美国能源部的一个实

验室合作，建立了一个 52 英里的量子互联网原型，该网络最近成功完成了首次纠缠实验。为了进行进一步研究，该网络将与费米实验室运营的另一个网络相连，创建

一个 80 英里的科学测验场。

02产业

QC-Ware宣布量子机器学习算法的突破

QC-Ware是量子计算企业软件和服务的领导者，它宣布了量子机器学习（QML）的重大突破，提高了 QML的准确性，并加快了 QML在近期量子计算机上实际应用的时间线。

剑桥量子计算（CQC）成为首家 IBM量子计算系统授权商

近日，CQC成为 IBM量子计算产业联盟中首家可以转售 IBM量子计算系统服务的厂商，名为 startup-based hub。此授权使 CQC充当了一个分销商的角色，并允许 CQC转

售 IBM量子计算系统的使用时间，供其客户在 CQC进行高级应用程序开发。

这对于终端用户十分有利，可以短时间访问IBM的付费量子计算机。

霍尼韦尔发布可接入云端的6比特离子阱量子计算机

近日，霍尼韦尔发布可接入云端的6比特离子阱量子计算机 Model HØ，意向用户可购买该机的商业化服务与访问权。该机使用开放的 QASM API编程，通过几个开放源

码仿真工具来利用各类量子计算框架和仿真器。

https://www.toutiao.com/i685485294508798822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603368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922412301014708304802C2B443&group_id=685


03技术  物理学家实现将数据信息从微波转换为光学信号

来自阿尔伯塔大学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发出可以将数据信息从微波转换为光学信号的技术，这一进步在下一代超高速量子计算机和安全光纤电信方面有很好的应用

UNSW宣布增加硅自旋量子比特的相干时间，较之前增加 10000倍

由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科学家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宣布“显著”增加硅中自旋轨道量子比特的相干时间，从而使量子信息保存更长时间。

04融资  总部设在伦敦的量子计算公司 ORCA，获得了290万英镑的融资，用于构建基于光纤的量子计算机。

花      210      亿欧元建更大的粒子对撞机，欧洲为什么要做这事？  

2020 年 6 月 19 日，欧洲核子中心全票通过了《2020 欧洲粒子物理战略》。该战略决定，未来最高优先级别的事情，是研究希格斯玻色子（即“上帝粒子”）和高

https://www.toutiao.com/i684958265639331483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480290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151648240100270270312103B496&group_id=684


能量前沿探索。为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通过了一项决策，计划建造一台耗资 210 亿欧元的高能物理实验机器——未来环形对撞机（ Future Circular

Collider，FCC）。

这是一项长期计划。2013 年《欧洲粒子物理战略》更新时，就开始进行概念设计研究，打算建造一台比 LHC 能量更高的环形对撞机。LHC 全称“大型强子对撞机”

（Large Hadron Collider），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粒子物理实验机器，FCC 正是 LHC 的继任者。FCC 全长 100 千米，被安置在一个环形隧道里，约 6 倍于正在运行的

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 LHC）。按 CERN 的规划，这个项目将坐落在瑞士和法国接壤区域。

             

如何“做鸡”？肯德基正在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生成鸡块  

他们与俄罗斯的一家生物公司，正在合作进行鸡肉 3D生物打印解决方案，共同努力开发世界上第一批实验室生产的鸡块。这些 3D打印的鸡块在口味和外观上都与肯德

基的原产品相似，但生产起来更加环保，而且对鸡没有伤害。目前生物打印鸡块的项目已经开始，这对看似不太可能的合作伙伴计划在今年秋天完成最终产品的测试。

3D生物打印解决方案公司，将使用鸡细胞和植物材料来生产这种可食用的产品，味道、口感与鸡肉非常相似，而无需杀死一只鸡，这是全世界每一只鸡的福音。在实验

室培育出鸡块以后，肯德基将提供所有标志性的食材，包括面包和保密级别的香料配方，还原自己产品最经典、最好的味道。根据报道，生物处理的肉类含有与传统鸡

肉相同的微量元素，但不需要添加已经成为传统畜牧业的添加剂。

https://www.toutiao.com/i685143356393861990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32823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11843560100270592081302E0BB&group_id=685


新型电子纹身：用铅笔和纸张画出生物电子设备！

在一项新研究中，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工程师们证明，铅笔和纸张的组合可用于创造监测个人健康的设备。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将来某一

天，制作方法将变得很简单：你只需拿起一支铅笔，将生物电子设备画在自己的皮肤上，就可以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

https://mp.weixin.qq.com/s/vFjawu2pU0Oby8keBrlwCA


考古：

三星堆古城遗址外      8      公里 发现一处绵延近      5000      年的考古遗址  

7月 2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考古成果，这座被命名为广汉联合遗址的地方，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堪

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并且，其中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其中包括一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龙凤呈祥”之意满满，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广汉联合遗

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新平镇（现南丰镇）联合村 1组，地处鸭子河北岸约1.5公里处，南距三星堆古城遗址约8公里，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14′54.84″，北纬

31°1′1.24″，海拔高度 458米，面积约17000平方米。遗址与三星堆文化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极端天气：

末日既视感！美国亚利桑那州惊现黑色泥石流

https://www.ixigua.com/6852168879423422984/
https://www.toutiao.com/i685475688135383501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600915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91552370101470830481AA615CF&group_id=685


火山大地震：

地球开启“震动模式”，今年最强地震降临美国，多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当地时间 7月 21日 22时 12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海域发生 7.8级地震，震源深度仅为10千米，震中位于北纬 55.05度，西经 158.50度。与此同时，美国地

质调查局（USGS）发布报告称监测到本次强震之后震中区域又发生多次余震。日本气象厅也在地震发生后半小时发布了大范围海啸预警，表示会从当天晚上8时起至后

一天时间内太平洋沿岸地区将出现持续性的海面波动。此外多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也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刻准备应对大范围海啸来袭的灾难。2020年至今全球已发生

过 48次 6级以上的地震，相对于往年来说数量明显有所提升，几乎可以说地球进入今年之后开启了“震动模式”。

https://www.toutiao.com/i685257952869954406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9550028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072318312601014708414523050314&group_id=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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