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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0日新媒体专电 我
国首颗 0.5米级商业遥感卫星高景一号 01
组卫星近日传回一组高清图像。

据负责卫星研制的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五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晓敏介绍，高景一号卫星全色分
辨率为 0.5 米，多光谱分辨率 2 米，轨道高
度 500公里，幅宽 12公里，具有连续条带、
多条带拼接、多目标和立体等多种成像模
式。卫星采用先进的控制系统和高度集
成的电子系统，重量轻、机动能力强、图像
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高景一号卫星投入应用后，发回的影
像可广泛应用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众多领
域。

高景一号的商业化运营是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
限公司负责。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文表示，高景一号将为全球用户
提供以高空间、高时间、高光谱分辨率和全
天候对地观测能力为核心的遥感数据及其
增值应用服务，以及应用系统解决方案。
服务对象涵盖测绘、国土资源调查、城市建
设、农林水利、地质矿产、环境监测、国防安

全和应急减灾等众多传统行业。在互联
网、位置服务、智慧城市、金融保险等新兴
行业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此外，有了高景一号卫星，谷歌、百
度、高德等网站将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多更
好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进一步推动互联
网地图行业的发展。

2016 年 12 月 28 日，高景一号 01 组两
颗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
方式成功发射。据了解，2017 年年底，我
国还将发射 2 颗高景系列卫星，届时 4 颗
0.5 米级分辨率卫星将组网运行。这将改
善国内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影像长期
依赖进口的局面。

据新华社武汉3月 20日电 近期南
方地区天气时晴时雨，温度忽高忽低，不
少居民困惑到底该不该脱去冬装。气象
专家提醒，俗语“春捂秋冻”有科学道理，
一般来说日温差超过 8 摄氏度，居民最
好还是要注意保暖，继续“捂”着。

湖北省公众气象服务中心总编郑蓉
介绍，早春时节，北方多是晴好天气，南
方却进入阴雨绵绵的季节，冷暖变化频
繁，日温差较大。以湖北为例，尽管进入
了春季，近 1 周以来大部分地区日平均
气温不到 10摄氏度。

她说，人体与自然界一样，在春天开
始复苏，原先处于冬眠的皮肤细胞开始
活跃起来，毛孔张开，这时当冷风袭来
时，居民如果减衣很容易感冒。

郑蓉介绍，气象上一般用日温差、日
均气温来衡量是否需要“春捂”。当日温
差超过 8 摄氏度时，就是需要继续“春
捂”的信号。当然也不能一味地捂着，当
日平均气温高于 15 摄氏度时，就可以

“不捂了”，换上春装享受阳光。

据新华社台北 3 月 20 日电 针 对
“2 · 13”赏樱团游览车翻覆事故善后理
赔及改善作为，台湾交通主管部门 20 日
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正式废除承办赏
樱团的蝶恋花旅行社的旅行业营业执
照。

2 月 13 日约 21 时，由台北蝶恋花旅
行社组织的武陵农场赏樱团在返程途中
不幸翻覆，造成 33人死亡、11人受伤，是
岛内近 30年来最严重的公路事故。

台湾观光局官员说，2 月 14 日观光
局已依相关规定要求蝶恋花立即停止经
营旅行社业务。之后继续调查发现，蝶
恋花不但违法营业，且提供的旅游服务
损害消费者生命、身体、财产且情节重
大，因此依规正式废除蝶恋花旅行业营
业执照。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中国网民失眠
地图》近日在北京发布。相关调研结果显
示 ：近 80%参 与 者 曾 失 眠 ，其 中 广 州 以
79.37%的比例位居第二，第一是上海，第三
是长沙，北京、深圳紧随其后。中国睡眠研
究会副理事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王玉平教授表示：“失眠发病率高，
危害严重，但大众对失眠危害认知低。”

近8成网民深受失眠困扰
据负责此次调查的腾讯健康主编续青

萍介绍，此项调研共收集了来自全国 32个
省市自治区，362 个城市，8567 份有效问
卷。调研发现，越发达城市失眠网民越多，
专家认为这和焦虑压力有关。入睡困难是
最主要的失眠表现，66.7%的人入睡时间超
过 30分钟，55.69%的人群出现睡眠质量下

降，52.74%整夜觉醒超过两次。
值得注意的是，近八成网民有失眠经

历，而 2002 年的数据是 45.4%。调查结果
还显示 IT 从业者失眠最严重，占 7%，其次
是广告公关人员，第三是公务员和学生，接
下来是医务人员、教师、企业家和创业者。

半数受访者不知失眠危害
据王玉平教授介绍，失眠是指非常想

睡觉，但上床后睡不着或容易惊醒，睡眠质
量下降、总睡眠时间减少 (少于 6 小时)、以
及醒后身体无恢复、伴有日间功能障碍、感
到疲劳或全身不适。有 31.84%的网民表
示会有短时间出现白天昏昏沉沉没精神，
晚上却又精神奕奕睡不着。王玉平教授解
释：“实际上这是偶发性失眠的表现。偶发
性失眠属于急性失眠，会导致次日注意力

下降、容易激动、疲劳乏力等症状，有可能
增加交通意外、工伤等情况的发生。”

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网民不能全面了
解失眠的危害。王玉平教授介绍，研究表
明失眠与肥胖、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等疾
病的发生有直接关系，甚至有可能导致乳
腺癌和前列腺癌等癌症发病率增高。此
外，失眠还有可能引发焦虑症、抑郁症等精
神障碍等疾病。

失眠应接受规范治疗
据介绍，医学上有急性失眠、亚急性失

眠和慢性失眠区分，急性失眠是总病程短
于一个月，亚急性失眠是 1个月到 6个月之
间，慢性失眠大约 6个月，对于早发的急性
失眠或者偶发的失眠，在指南当中建议早
期药物治疗，因为早期的这些急性期的失

眠药物治疗效果非常理想，而对于慢性和
亚急性失眠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要辅助心理
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这样效果才会比
较好。王玉平强调，除了药物，网民还要改
变不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睡眠习惯也
是应对失眠的好办法。

失眠简易自我诊断
对失眠的诊断有四条，只要有其中一

条，再加上日间功能障碍，就诊断为失眠。
第一，入睡困难，入睡超过 30分钟。第二，
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次数大于等于两
次。第三，早醒，通常正常人维持睡眠时间
6 个小时、7 个小时或者 8 个小时，但是他
只有三四个小时已经醒了，睡眠时间不够，
也算。第四，睡眠质量下降，总睡眠时间少
于 6个小时。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新华社长沙3月20日电 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睡眠障碍与神经症科主任骆晓
林告诉记者，近期，医院接诊了不少睡觉
质量不好、精神状态不佳的学生患者，其
中不少学生患者出现了白天上课打瞌睡、
晚上睡觉常打鼾的症状，睡眠比较浅，而
且睡眠的连续性不好。

在长沙工作的周美女士告诉记者，她
的孩子罗英现在上初二，每天睡眠时间只
有 6小时到 7小时，小孩做完作业就晚上 10
点多了，那时才能睡觉，早上 6点 30分就要
起床，有时根本叫不起来，可是孩子 7点就
得出门，因为学校要求 8点 10分到校，儿子
常说自己睡眠不足，让家长很无奈。

据骆晓林介绍，睡眠是保证人体健康
和恢复体力精力的必要途径，一般成年人
要保证一夜睡 6小时到 8小时，青少年、幼
儿则需要保证至少 7小时到 9小时的睡眠
时间。青少年、儿童的最佳睡眠时间应是
晚 9点到清晨 7点。这样的睡眠时间符合
自然界阴阳消长规律，长期违反这个规
律，就会发生失眠现象。

骆晓林说，良好的睡眠是青少年健康
成长最好的天然“营养剂”。目前，引起青
少年睡眠障碍的主要原因有学习时间过
长、学习压力大、家长经常责骂责打孩子
等。青少年睡眠障碍的治疗主要有健康
教育、心理行为治疗、时间疗法、光疗法、

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外科治疗等方式。
“现在由于课业负担重等原因，一些

青少年、儿童的睡眠时间得不到保证，久
而久之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出现早醒、多
梦等症状，甚至发生睡眠障碍。需要警惕
的是，睡眠障碍可导致孩子免疫功能低
下，体质虚弱，更容易患病。”骆晓林说。

骆晓林提醒，不要因为学习等原因剥
夺孩子的正常睡眠时间。调查显示，人为
剥夺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可造成青少年

“白天思睡”、烦躁易怒等心理问题。建议
青少年定时睡觉、起床，保证充足的睡眠
时间，一旦出现长期打鼾、失眠、多梦的症
状，应及时就诊。

《中国网民失眠地图》出炉

近八成网民深受失眠困扰

专家支招青少年健康睡眠

国产卫星高景一号传回高清图像

涉事旅行社营业执照被废除

台湾“2·13”游览车事故追踪

“春捂秋冻”有科学道理
气象专家提醒

3 月 20 日 ，北京邮电
大学科研人员在发布会现
场展示符合国际技术标准
的动画片。

当日，记者在文化部
召 开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国际电信联盟于 3 月
16 日正式发布手机（移动
终端）动漫国际标准（标准
号 T.621）。这一标准由中
国自主原创、主导制定，是
我国文化领域的首个国际
技术标准。

新华社发

3 月 20 日，在朝阳隧道内部，施工建
设者在隧道贯通后向另一侧的工友挥
手。当日，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的京
沈高铁朝阳隧道贯通。至此，京沈高铁
辽宁段39座隧道全部贯通。 新华社发

图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主场馆，可以
看到场馆内搭
起的自由式滑
雪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