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图片说明·

科学应对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2014 年 3 月 22 日，几内亚向世界卫
生组织（WHO）报告发生埃博拉病毒病
（Ebola Virus Disease（EVD），以往称作埃
博拉出血热）暴发，随后利比里亚、塞拉利
昂、尼日尼亚等西非国家出现埃博拉病毒病
疫情。2014年 8月 8日，WHO宣布本次埃
博拉病毒病疫情是近40年最严重的一次暴
发，构成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截至8月
20 日，上述 4 国报告 2615 个病例，其中
1427人死亡。

埃博拉病毒病是一种严重且往往致命

的急性传染病，于 1976年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靠近埃博拉河的一个村庄、苏丹一个边远
地区这 2起几乎同时发生的疫情中首次出
现。此次疫情前，全球已报告27起疫情，主
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乌干达、
苏丹、加蓬、科特迪瓦、南非等非洲国家流
行，共报告病例 2300 余例，其中死亡约
1500人，病死率25%~90%，是世界上最凶
猛的疾病之一。

埃博拉病毒（Ebolavirus）由比利时科
学家彼得·皮奥特及同事于1976年10月发
现，并用首次疫情发生地埃博拉河命名。埃
博拉病毒属丝状病毒科，为单股负链、不分
节段的RNA包膜病毒，目前已知埃博拉病
毒可分扎伊尔型、苏丹型、塔伊森林型、莱斯
顿型、本迪布焦型 5个种，不同种的病毒基
因组核苷酸序列差异很大，但同一种的病毒
基因组相对稳定。埃博拉病毒可在人、猴、
大猩猩、黑猩猩、豚鼠等哺乳类动物细胞中
增殖，除莱斯顿型对人不致病外，其余 4种
感染后均可导致人发病。目前对埃博拉病
毒在自然界的潜伏、循环、传播方式尚不明
确。鉴于其致命力，埃博拉病毒被列为生物
性危害第四级病毒。

埃博拉病毒病一直被认为是动物源性
传染病，但至今尚未锁定其真正源头。基于
现有证据，狐蝠科果蝠被认为可能是埃博拉
病毒的自然宿主。

埃博拉病毒病的感染途径是直接接触
感染的动物或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
物及其污染物等，临床表现主要为突起发热

和多脏器损害。目前全球市场上尚无批准
上市的预防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及治疗埃博
拉病毒病的特效药物，有应用前景的疫苗及
药物仍处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现阶段埃
博拉病毒病疫情预防控制的主要策略是早
期发现病例、及时调查处置、追踪和密切观
察接触者、严格隔离控制传染源。

国际科学界十分重视埃博拉病毒病的
研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国
家的众多机构在加紧研制针对埃博拉病毒
的疫苗和药物。中国目前有9个课题组、10
个国家级研究单位从事埃博拉病毒检测方
法、诊断试剂开发、疫苗和药物等研究，现已
掌握埃博拉病毒抗体基因，同时具备对埃博
拉病毒进行及时检测的诊断试剂研发能
力。为加深对埃博拉病毒病的科学认识，提
供更为有效的防治手段，进一步开展深入、
系统的病原学、流行病学、病毒学、免疫学、
病理及临床、诊断及治疗、预防及控制、疫苗
及药物等研究，是科学界尤其是疾病预防控
制领域的重要职责和任务。

为科学解读埃博拉病毒病的发现、传播
及疫情控制等情况，《科技导报》2014年第
24期第15~24页刊登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李昱、高福、余宏杰研究组撰写的“埃博
拉病毒病：流行病学、生态学、诊断、治疗及
控制”综述文章。本期封面图片源自美国
CDC官方网站（E. Ervin, 2014），显示了埃
博拉病毒病在非洲的疫情分布。本期封面
由王静毅设计。

（（本刊记者本刊记者 陈广仁陈广仁））

Editorial Board of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AdvisorsAdvisors：：Han Qide, Zhou Guangzhao
ChairmanChairman：：Bai Chunli
Vice-chairmenVice-chairmen：：Feng Changgen, Shen Aimin, Su Qing，Wang Wulin, Shi Yongchao

MembersMembers：：
Cai Ronggen
Guo Konghui
Li Lei
Rao Zihe
Wang Enge
Wu Zhishen
Yang Wei
Zhang Jun

Chen Saijuan
Guo Lei
Liao Yuqun
Ren Fuji
Wang Feiyue
Xiao Hong
Yang Xiusheng
Zhang Kaixun

Chen Yuntai
Jin Hongguang
Lü Zhi
Ren Fujun
Wang Haibo
Xie Heping
Yang Yuliang
Zhang Wei

Chen Zheng
Jing Guoxun
Lü Jianren
Shen Meiqing
Wang Yu
Xu Shaoxie
Yao Tandong
Zhang Zhibin

Deng Jiahao
Kang Jian
Lu Xiaobo
Shen Zhiqiang
Wang Zhonglin
Xue Yongbiao
Ye Xingguo
Zheng Lei

Deng Yulin
Li Bai-Lian
Luo Yong
Song Weihong
Wang Zunlai
Yan Chunhua
Ye Zhonghua
Zhong Qunpeng

Gao Fu
Li Hua
Pei Gang
Song Yonghua
Wei Bingbo
Yan Jinyue
You Suning
Zhu Maoyan

Gao Wei
Li Jiachun
Qin Dahe
Tang Jintian
Weng Duan
Yan Keping
Yu Qifeng

Gong Ke
Li Jiayang
Qu Dongyu
Upur Halmurat
Wu Lixin
Yan Luguang
Yuan Yaxiang



听觉与视觉是人类感知外部环境并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无论从人类进化史上看，或者从整个人类的空间分布与数量上

看，声音作为文化传承与信息交流主要媒介的时间与广度都要远超过文字与图像。这首先是因为音乐与语言的发明要比文字早很多，而

且由于一些少数部族与大量不识字或识字不多者，主要依赖声音来传承文化或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同时，听觉信息优于视觉信息之处，

还在于前者可在暗环境中进行交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成语中，凡是同时提及声与色、眼与耳时，几乎毫不例外，总是声处前，色居次，或

眼在先，耳置后，例如耳聪目明、耳濡目染、绘声绘色、声色犬马等皆然。直至今日，我们的授课与举办讲座等，依然主要是通过老师与言者

讲解，学生与听众听讲的方式进行。

声音具有多重属性，首先声波及其传播是一种物理现象，因此声音具有声功率、声压、频率特性等客观物理属性。同时声音又携带信

息，能悦耳入心，具有文化和艺术属性。人们乐于欣赏音乐、歌剧、戏曲；愿意听演讲、评书等，都是在欣赏艺术，接受有用的信息。声音还

是一种环境和景观要素，所谓声环境、声景等，反映的就是声音的这种属性。在传统狩猎与农耕社会，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动植物相伴

共生，因此人们喜欢这种由自然界风声雨响、泉涌瀑流、潮涨汐退，以及鸟唱虫鸣等构成的声景，也喜欢聆听人类自身创造的音乐声等有价

值、能引起情感共鸣的声音。它们是构成乡愁的主要因素。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声景发生巨变，产生许多的高声强、大功率的人

造声，包括机器声、电器声，使人类社会充斥着许多噪声，处处对人们的健康、正常生活和思维、学习等产生严重干扰。因此，声音可分为

“嘉音”和“噪音”两大类，要依照“嘉则收之，恶则屏之”的原则分别加以处理。建筑与环境声学就是研究如何改善人居声环境，控制噪声，

进行建筑空间音质设计的学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建筑环境声学主要分为3个分支学科：其一是厅堂声学，主要研究如何改善听音环境与听音建筑，包括音乐厅、歌剧院、会议厅、教室、

电影院、演播厅等的音质，使人们能欣赏到美好的音乐、戏剧和接收到清晰的语言信息。其二是噪声控制，包括做好建筑物的隔声、吸声、

隔振以及城市环境的噪声控制等；其三是声景学，主要研究如何保留传统的有价值的声景，以及改造与创造新的美好的城乡声音风景。

目前我国对建筑与环境声学不够重视，体现在从事这一领域的专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极为短缺。与之相关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

数量少，后继乏人。由此造成我国人居声环境问题多多，乏善可陈。建筑与环境声学涉及对13亿人民的听觉关怀和诗意栖居，关系重大，

亟待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使之能快速发展。如此，则我国人居声环境的改善庶几有望。

应当高度重视建筑环境声学的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510641）

吴硕贤,福建诏安人，建筑技术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

部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主要从事建筑环境声

学的教学与研究。系统提出城市交通噪声预报、仿真及防噪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在我国该

领域作出开拓性工作；阐明声学虚边界原理，推导出混响场车流噪声简洁公式；建立居住区

环境质量评价科学架构；提出扩散声场仿真新方法和评价厅堂音质的新方法、新指标及计

算公式，较好地解决国际20余年未解决之问题等。承担70多座观演与体育等建筑的音质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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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 一种新型高强高韧TC27钛合金的高温变形行为

P35 20#碳钢管道内沉积物对腐蚀行为的影响

P40 聚集型高演化天然固体沥青成因——以湘西脉状碳沥青为例

P1 应当高度重视建筑环境声学
的发展

目前中国对建筑与环境声学不够重视，体
现在从事这一领域的专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极
为短缺。与之相关的人才培养，研究生数量少，
后继乏人。由此造成我国人居声环境问题多
多，乏善可陈。建筑与环境声学涉及对13亿人
民的听觉关怀和诗意栖居，关系重大，亟待引起
高度重视。

P7 IT新视野试水未来
“越年轻，越权威”，这条颠扑不破的规则

让 IT界永远屹立在“改朝换代”的风口浪尖。
“湿存储”、“高精度硅促成量子计算”、“沉浸式
交互系统”……这些领先的 IT技术，正在为未
来应用提供最佳的技术实现方式。

P11 语言的多模式现象影响语言
学习、加工和演化

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为读者介
绍“语言的多模式现象影响语言学习、加工和
演化”专题。该专题探讨了如何为语言研究带
来更宽广、多样的方法，将语言视为人类交流
行为的一部分，可能会改变人们思考语言本质
的方式，包括如何学习、使用语言，探索语言最
初是如何发展的。

P12 中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现代
设施农业

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农产品需求数
量和质量持续增加，而农业不可再生资源不断
减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气候变化及其灾害
逐年增多，露地农田生产的不确定性增加，粮
食产出难以保证，食物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设
施农业作为环境因子可控，可周年生产的高效
农业生产模式，在植物和食用菌集约化生产，
解决国家食物安全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P87 科技伦理学存在的理由
科技伦理对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应当是善

意的提醒，而不是恶意的扼杀。同时从伦理学
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规范时，对基础科学研究
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也要区别对待。说到
底，科技伦理对科技发展应当发挥的是阻尼作
用，而不是阻挡作用。

P88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的创新
与发展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注重科技创新理念宣
传，强化科学研究重要意识；创新基金项目转
化方式 加强技术成果推广示范；搭建科技平
台，组建创新团队，加大自然基金投入比例；重
点扶持地区特色基金项目，优先支持地方优势
产业；积极开展国际基金项目合作，增强联
合科技攻关能力等措施和方法，为探索民族地
区特色科学基金创新管理提供了新的实践和
经验。

采 用 Gleeble
3500热模拟机对一种

新型高强高韧 TC27
钛合金进行等温恒应

变速率压缩实验,开展

TC27钛合金的高温变

形行为研究，为制定

TC27钛合金的热加工

工艺提供依据。研究

结果表明，TC27钛合金应力应变曲线在变形温度较低时大致呈应变软化型；而在

变形温度较高且应变速率较低时，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基本为稳态流动型。在应变

速率为70 s-1时，呈现较大幅的震荡现象。TC27钛合金的流动应力对变形温度的

敏感性在低温变形时要显著大于在高温变形时的；对应变速率的敏感程度随变形

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利用实验数据对 TC27钛合金分别在 700~850℃和 850~
1150℃温度段建立了本构方程，并具有较高的精度。通过高温变形微观组织观

察，发现在变形温度高于β转变温度变形时，随变形温度提高，或应变速率降低，动

态再结晶数量增加。

不同温度下应变速率0.001 s-1，压下量50%时的金相

塔河油田地面原油集输金属管道主要材质为20#碳钢。地面原油集输金属管道

腐蚀主要为内壁点蚀，点蚀区域存在有沉积物。为研究沉积物对地面原油金属集输

管道的腐蚀行为的影响，在对管道内壁沉积物类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无、有沉积

物覆盖的20#碳钢试片挂入高压釜来模拟现场腐蚀实验，应用失重法分析、电位极化

曲线测试、丝束电极测试及扫描电镜技术对无沉积物覆盖的20#碳钢试片及有沉积

物覆盖下的20#碳钢试片的腐蚀失重速度、腐蚀过程、腐蚀电位分布及扫描电镜特征

进行测试。分析表明：无沉积物覆盖区20#碳钢相比有沉积物覆盖腐蚀失重速度小；

两者腐蚀过程均受阴极扩散控制，后者阳极过程受到促进，腐蚀电位降低、耐蚀性变

差；前者腐蚀电位分布随时间变化不大，以全面腐蚀为主，后者腐蚀电位分布随时间

变化大，点蚀特征明显，建立了无、有沉积物覆盖的20#碳钢腐蚀行为影响过程模型。

聚集型高变质程度的脉状碳沥青广泛存在于湖南湘西州寒武系地层，通过野外

调查和实验测试，获得了碳沥青赋存特征、微观形态特征及母质来源、组成和演化程

度等信息。野外调查发现，碳沥青矿脉大多赋存北东—北北东走向的小断裂内，通过

扫描电镜及能谱（SEM-EDX）技术、X射线衍射光谱（XRD）技术、傅里叶红外光谱

（FT-IR）技术测试了样品的微观形态、元素组成及分子结构。扫描电镜照片显示碳沥

青具备流动状结构与镶嵌结构，X射线衍射光谱也有石墨的衍射峰出现，说明碳沥青

达到了较高的演化阶段；红外光谱的官能团信息显示碳沥青源于干酪根的演化；通过

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微观形貌还是组分特征，碳沥青既保留了原始石油

的一些特征又受到强烈的后期改造影响，部分原始特征甚至被后期改造掩盖。

不同腐蚀时间沉积物覆盖下20#碳钢表面腐蚀电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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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0808--1111至至20142014--0808--2020））

1 蛟龙号第1航段获得丰富生物样品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4日消息，历时52天、航程6600海里、下潜10次的蛟龙号

搭乘“向阳红09”船回到江苏江阴苏南国际码头，完成了中国大

洋第35航次第1航段科考任务。本航段是我国从事大洋科考以

来获取生物成果最丰富的一次。7月16日以来，蛟龙号先后在西

北太平洋采薇海山区开展8次下潜作业，在西太平洋马尔库斯-
威克海山区开展2次下潜作业。取得各种生物样品116个，富钴

结壳样品21块、99.2 kg，多金属结核样品24.32 kg，岩石样品22
块、107.7 kg，沉积物样品26管，海水样品共1232 L。

2 广州诞生世界唯一存活大熊猫3胞胎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12日，广州长隆野生动物

世界宣布，来自四川卧龙的大

熊猫妈妈“菊笑”于 7月 29日

00：00 陆续诞下 3 只熊猫幼

仔，大熊猫宝宝健康状况良

好，成为全球目前唯一存活的

大熊猫3胞胎。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3 中国成功合成埃博拉病毒关键基因并成功研制检测试剂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13日，中国江苏省苏州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埃

博拉病毒关键基因合成，已交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埃博拉

病毒关键基因是对该病毒致病蛋白功能和晶体结构研究的基础，

有助于尽快了解该病毒致病机理和传播途径。针对目前埃博拉

出血热在非洲蔓延的情况，华大基因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

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成功研制出埃博拉病毒核酸检测

试剂，可随时投入使用。

4 日本确认一种1亿多年前的恐龙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3日，日本研究人员称，经分析确认，2006年在该国兵库县

出土的一种蜥脚类恐龙化石属于此前未知的新种食草恐龙，从化

石出土的地层判断，这类恐龙生活在约1.1亿年前。 这些恐龙化

石俗称“丹波龙”。2012年底，在同一地区又陆续出土了约2万块

化石，其中约有100块被认为属于“丹波龙”。研究人员判断它是

蜥脚类恐龙的一个新种，并将其学名命名为“Tambatitanis
amicitiae”。

5 中国研制出第4代北斗/GPS芯片 定位精度2.5 m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4日，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西安航天华迅公司宣

布，成功研发出第4代高性能北斗/GPS导航芯片。该芯片定位

精度为2.5 m，俘获灵敏度、跟踪灵敏度等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此前北斗系统厘米级定位是依靠地面增强接收站实

现的，只限于局部地区可用，本次的升级版导航芯片在北斗导航

覆盖区域都能实现精度2.5 m的定位。

6 中美合作“地沟油上天”项目取得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14日，美国波音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的

“废弃油脂”航空生物燃料合作项目，即通常的“地沟油上天”项目

即将进入建立“中试车间”的中试阶段。项目开发了一条比传统

油脂直接加氢脱氧更为经济的转化途径。中国商飞－波音航空

节能减排技术中心正在筹建“中试车间”——日产0.5 t航空生物

燃料的一条生产示范线，以验证新转化途径的可行性并评估其环

保性、安全性和经济性。

7 世界首只“试管企鹅”在美国诞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6日，世界上首只“试管企鹅”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诞生。这只刚出生的母麦哲伦

企鹅宝宝是由冷冻精子受孕而生，研究人

员称她为“184”。麦哲伦企鹅多分布于南

美洲，是著名航海家麦哲伦于1519年最早

发现的，之后科学界以他的名字命名该物

种。

图片来源：人民网

8 科学家发现2亿年前的木化石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5日，外媒称，一块有2.1亿年历

史的古老化石在一位核物理学家家中

充当了近30年的门挡石之后，最终被

确认为有史以来第1块具有火焰灼烧

痕迹的木头化石。这块石头是在森林

中收集到的。如果在古老木头上发现

更多大火灼烧的痕迹，生态学家将会

重新考虑火对于植物进化的影响。
图片来源：腾讯科学

9 摩擦纳米发电机首次利用呼吸驱动心脏起搏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15日，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王中林王中林、李舟李舟

团队在针对植入式医疗器件的长效能源系统研制方面取得进

展。研究人员研制了可植入式的自驱动能源系统，包括可植入摩

擦纳米发电机和能量转换存储装置，可收集利用呼吸产生的能量

来驱动心脏起搏器，成为持续供电的“电池”。摩擦纳米发电机的

尺寸为12 mm×12 mm×0.7 mm。

10 南极内陆科考队进行高海拔适应训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1/30]

14日，中国第31次南极内陆科考队在西藏登山学校启动高

海拔适应性训练，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机构的35名预选队

员及教练、医学检测人员将进行为期5天的训练。此次训练后预

计有33名相关人员将前往南极执行科考任务。预选队员先在拉

萨进行登山及攀岩训练，然后将转至海拔4300 m的西藏羊八井

高山训练基地。

（排行依据：本刊遴选出的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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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年轻，越权威”，这条颠扑不破的

规则让 IT界永远屹立在改朝换代的风口

浪尖。

近日，美国科学家就开发出一种名

为“湿计算”的纳米数据存储方法，它迥

异于其他普通存储方式，是用悬浮在“水

中”的纳米微粒来存储照片、视频和其他

信息，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湿”存储。

当然，它的用途也不同凡响，未来有望能

制造出更好的人脑植入设备，大幅提升

人的脑力，让人能更快进行计算或回忆

起更多信息。

纳米存储是一种与传统硅芯片不同

的存储方式，可大幅度

提高存储密度，更有专

家认为，常规磁存储技

术已经达到极限，未来

磁存储密度能否获得

突破性的发展，几乎完

全取决于相关领域纳米材料的研究成

果。“湿计算”的研究负责人、美国密歇根

大学化学材料教授 Sharon GroatSharon Groat 表示：

“我们正在开拓出纳米存储的一种最新

方法。”

新方法是借用所谓的“胶质簇”来存

储信息，即利用与中心球体相连的纳米

颗粒进行数据存储。当中心球体较小

时，外围颗粒能够稳定地排列，存储数

据；当中心球体变大时，颗粒就可以重新

排列，存储不同的信息。计算表明，由 1
个中心球体和周围12个颗粒构成的存储

团组成的结构就能有近 800万个不同状

态，一汤匙这样的纳米粒子液体就能存

出大约 1 TB的信息，足以存储 2000个小

时的音频。Groat解释道，如果科学家们

能计算出所有不同的模式，并且厘清其

如何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就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为信息编码。

而此项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他们制

造出了一个由4个粒子组成的“胶质簇”，

将液体加热，该球体会慢慢变大，纳米粒

子会采用可预期的方式自我重组。而下

一步要做的是，尽量将“胶质簇”的粒子

数加大，并找到一种能够在扩大液体体

积的情况下保持存储团形状的方法，以

及方便的读取方式。目前，这种“湿”存

储可以用于检测水中的污染物，以及加

入到液态原料中作为识别标志，用来追

踪燃油、易爆物等管制液体，而在人体内

进行医学信息处理。而在人体内进行医

学信息处理 ,代替硬质芯片用于软体机

器人的感应和控制，也将是可预期的未

来（8月11日英国Dailymail）。

在 IT另一项尖端技术——量子计算

的基础研究中，美国科学家也取得了一

项可喜的突破——他们使用一项相对简

单的技术，生产出了可能是目前纯度最

高的硅，该材料 99.9999％以上的成分为

硅 28，仅有不到百万分之一为不确定的

同位素硅 29，而高纯度的硅 28则是构建

实用量子计算的必经之途。

天然硅中含有大约 92％的硅 28，
4.7％的同位素硅 29。但硅 29的存在确

是量子计算的“大忌”，因为它会导致量

子信息的崩溃，硅 29 的含量每减少 10
倍，相干时间便可延长10倍，而如果相干

性保持的时间不够长，就无法完成量子

计算。

为了提纯硅 28，研究小组采用了一

种类似质谱分析的技术：先用高压将自

然界中含量丰富的硅烷气体中的硅原子

电离并萃取出来，然后使其通过磁场，使

硅 28和硅 29分离成不同的光束，最后将

硅 28离子束引导到一个 1 cm2的基底上

收集起来。最重要的是，它比其他生产

高提纯硅的先进技术简单得多，具有极

大的技术使用价值。项目负责人、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物理测量实验室

的 Josh PomeroyJosh Pomeroy兴奋地表示：“我们接下

来做的就是如何让这种高纯度硅生长成

为近乎完美的晶体，而这一成功指日可

待。”科学家用惊人的努力，以期在各方

面突破量子高速运算中的种种最关键问

题，希望让备受期待的量子计算机早日

从“云端”进入“地面”世界。（8月14日《科

技日报》）

除了硬件领域，IT软件工程的发展

也呈现出各种精彩，其中欧盟CEEDs项
目的研究人员就在开发出一种新的交互

式系统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欧盟 CEEDs 项目是利用一种沉浸

式、多模式的互动系统，通过虚拟现实技

术，使用户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大数

据，它甚至能够参照被试者的潜意识，对

大数据的可视化场景进行调整，例如，根

据用户疲劳程度调整数据展示方式。

这一系统被称之为XIM，它使用的是

可穿戴技术来测量人们的反应：运动传

感器对姿势和身体动作进行追踪，用手

套记录手部动作，测

量握力和皮肤反应，

用语音设备检测用户

说话时的情感特征，

还可对面部表情、瞳

孔扩张和其他参数进

行测量，以调整可视化场景的呈现方式。

结果是，这种可视化场景如同镜子

一般，能够随着用户的反应而发生改

变。比如，如果某些有趣的事物吸引了

用户的注意，场景的焦点也会随之调整；

如果参与者对信息感到疲劳或负荷过大

时，系统能够识别出来，就会简化可视化

场景，降低用户认知的强度。

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心理学

教授、CEEDs项目协调人 Jonathan FreeJonathan Free⁃⁃
manman指出，CEEDs项目涵盖的专业领域范

围非常广泛，如卫星图像监测、石油勘

探、天文学、经济和历史研究等需要对大

量数据进行分析的领域。而在商店、博

物馆、图书馆和音乐会等人流量大的地

方，这个系统可以收集用户反馈并做出

有效反应。

对一项新 IT技术而言，现在的问题

已不是看它是否创新，而是看它是否“足

够”创新，并在无限的创造力中弥漫出对

未来难以言说的憧憬。“湿存储”、“高精

度硅促成量子计算”、“沉浸式交互系

统”……这些领先的 IT技术，正在为未来

应用提供最佳的技术实现方式，试水新

一代的 IT主角。

文//杨书卷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ITIT新视野试水未来新视野试水未来

对一项新 IT技术而言，问题已不是看它是否创新，而是看它

是否“足够”创新，并在无限的创造力中弥漫出对未来难以言说的

憧憬。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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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回国是吃饱了撑的，但我

却想，回国就不要讲牺牲，工作就不要讲

贡献。我回来是想做番事业，想为中国

自主设计自己的对地观测系统。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顾行发顾行发

《中国科学报》[2014-08-12]

当前全球正处于一个数据量暴增的

时代。从长远来看，大数据的发展不仅

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带动决策机制

的变革，促使经验决策、量化决策向大数

据决策转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汪应洛汪应洛

《中国科学报》[2014-08-12]

对于种植者来说，转基因水稻的好

处明摆着，而坏处却没认识到，如何能让

种植者摆脱种水稻不打农药的诱惑呢？

我认为，政府以“堵”来处置转基因水稻

乱象并非上策，只有采取先“堵”为快，轻

“堵”重“疏”的做法方为良策。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曾庆平曾庆平

《中国科学报》[2014-08-12]

对大学而言，扩大学费在办学经费

中的比例，更少依赖财政意味着要更多

投入办学竞争、生源竞争，在开源节流上

下功夫，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激发大

学在效率和质量上办出差异的积极性，

改善奖助贷体系，这才是大学学费上涨

应该带来的正面效应。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陆一陆一

《中国教育报》[2014-08-11]

就目前国内高校的情况而言，学生

缴纳的学费基本上都用于办学投入。但

是，办学投入有两类，一类直接投入到学

生的培养，用于改善教学、生活条件，而另

一类的投入机制并不直接让学生受惠，通

过项目为学生所用，可能周期较长。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

副教授副教授 侯定凯侯定凯

《光明日报》[2014-08-14]

我国是矿业大国，但还不是矿业强

国。中国要想成为矿业强国，必须从国内

和国外两个方面制定实施全球矿产资源

战略的顶层设计。为此，我建议，在国内

加大勘探投入，既重视中西部地区的新区

找矿，也要重视生产矿山的深部找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有色工程中国有色工程

设计研究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设计研究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于润沧于润沧

《中国科学报》[2014-08-12]

从1976年从事超导研究至今，近40
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

这么一件事，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很枯

燥？我并不这么觉得。这是我的兴趣所

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

择吗？我们做科研，发现新现象、做出新

材料、提出新问题，每天总是感觉更接近

真理，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赵忠贤赵忠贤

光明网 [2014-08-11]

事实上，雾霾的历史并不是只有近

几年这么短，而且很多发达国家也曾遭

遇空气污染的尴尬。每个国家、甚至每

个地区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只有寻找到

适合自己的方法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雾

霾。雾霾治理不仅要因地制宜，还要因

时制宜。

———英国伦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UCLUCL））副校长副校长 郭正晓郭正晓

《科技日报》[2014-08-14]

什么是传奇，传奇就是不同凡响。数

学传奇，既包括传奇人物和他们的传奇经

历，还有伟大的数学成就。虽然时间流逝，

但是总有些伟大数学家的工作是可以与大

家分享的。我希望之前对数学兴趣不大的

同学可以通过《数学传奇》这门课重新认识

数学，多些喜爱，更生动地理解数学。而那

些以后要以数学为生的学生，我希望他们

可以从大师身上汲取更多营养。

———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蔡天新蔡天新

《中国科学报》[2014-08-14]

数学系变得更加为男性主宰，而且

有时令年轻女性畏惧。话虽如此，我却

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遇到任何麻

烦。我的同事很支持我。我相信，女性

能够胜任与男性同样的工作，但期限是

不一样的。对男性来说，保持长时期的

集中并为其工作牺牲更多是相对容易

的。另外，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有时不同

于做研究的需要。对女性来说，很重要

的一点是，要保持自信和积极。

———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

Maryam MirzakhaniMaryam Mirzakhani
澎湃新闻网 [2014-08-13]

我不认同所谓“量子医学”，目前对

人体研究并未到微观粒子层次，怎么能

随便就涉及治疗问题？“量子医学”的相

关表述根本不涉及量子现象。从量子理

论发展的角度看，我不认为现代医学已

经研究到量子层面了。根本没有一套理

论能够将人类的疾病与量子之间的关系

说清楚。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 郭光灿郭光灿

《中国科学报》[2014-08-15]

好的儿科大夫必然是热爱孩子的大

夫。如果能用最简便的方法、最便宜的

药治好孩子的病，那才是好样儿的大

夫。做医生最大的医德就是尽心尽力把

病人的病治好，医生不管水平多高，也要

牢记自己永远是个服务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儿童医院教授北京儿童医院教授 张金哲张金哲

中国新闻网 [2014-08-14]

在产生科学疑问时，与其站在原地

怀疑犹豫，不如破除思想中的枷锁，从各

种可能甚至不可能的角度展开行动。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李正强李正强

《光明日报》[2014-08-14]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8



科技导报 2014，32（24） www.kjdb.org

笑笑世世井芳树事件引科学界深思井芳树事件引科学界深思
2014年8月5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笹井芳树笹井芳树自

缢身亡。此消息震动了世界科学界。此

前，这位在干细胞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

学者因卷入论文造假事件而备受困扰。

2014年 1月 30日，日本理化学研究

所研究员小保方晴子小保方晴子以第 1作者身份在

Nature发表 2篇被视为有望角逐诺贝尔

奖的研究论文，声称成功培育出了能分

化为多种细胞的新型“万能细胞”——

STAP细胞。笹井芳树为论文的共同作者

之一。随着非凡成果引起轰动，美国学

者质疑论文中有2张照片疑似造假，实验

方法也无法被成功重现。随后铺天盖地

而来的质疑使 2人身陷舆论漩涡。日本

理化学研究所随即展开调查并发布报告，

认定小保方晴子在STAP细胞论文中使用

虚假图片、篡改数据。小保方晴子最终同

意撤回论文。作为导师的笹井芳树却以

惨烈方式结束生命。笹井芳树应该承担

主要责任吗？学术责任与个人尊严应当

怎样权衡？判定学术不端的论断如何有

效验证？学术造假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引

发了全世界科研工作者的深思。

学术不端，谁该承担主要责任

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事件中，谁应

承担主要责任成为关注焦点之一。目

前，有关 STAP事件的调查显示，笹井芳

树并未直接参与实验的操作，数据以及

图像处理。但 2014年 4月，日本理化学

研究所的调查结果称，笹井芳树虽不涉

及学术不端，但在未亲自确认数据的正

当性及正确性的前提下放任论文投稿，

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有支持上述调查结果的观点称，“作

为论文的共同作者，笹井芳树被认为应

为论文撰写提供实质性指导，应当亲自

确认数据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但他在论

文发表前并没有独立地重复 STAP细胞

实验”。

但也有学者表示：科学界一般认为

对论文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第 1作者和通

信作者。而这2篇被撤销的论文，小保方

晴子均为第 1作者。第 1篇论文的通信

作者是小保方晴子与哈佛大学教授

Charles VacantiCharles Vacanti；第 2篇论文的通信作者

分别是小保方晴子、山梨大学教授若山若山

照彦照彦、笹井芳树。

“如果说他有责任，充其量是指导和

监督的责任。”8月 7日，日中社会学会会

长陈立行陈立行在新华网发文指出笹井芳树不

应承担主要责任。8月11日，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饶毅在财新《新世纪》周

刊撰文表示：文章署名中，笹井芳树并非

最突出，严格比较起来，若山照彦与小保

方晴子的关系更近。按照惯例，这种情

况的肇事者是小保方晴子，笹井芳树道

歉即可。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也已对此次

学术不端事宜进行了处理，所以一般认

为笹井芳树不必有如此大的压力。

科学家以何保全学术尊严

“这位天才的科学家被剥得体无完

肤，完全失去了人的尊严。”8月8日，新华

网发表的“旅日学者详解：笹井芳树为何

自杀？”一文认为：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处

理该事件时，未能把一个科学家的一事

的错误放在全部历史和全部贡献过程中

进行理性评价。笹井芳树自杀使人们重

新审视学术尊严对于科学家的意义。

有人认为，笹井芳树的行为激烈，但

是却展现了其作为科学家的洁身自好和

勇于担责的品质。“我并不赞同笹井芳树

的选择，这不仅有点过激，还有点小题大

做。不过，还是要对他的选择表达敬意

——他以死维护科学家的自尊，对科学

界造假行为表达零容忍的态度。”8月 8
日，时评人乔志峰乔志峰在《向因造假风波自杀

的日本科学家致敬》一文表示。

也有学者表示，或许笹井芳树很难

再恢复过去的声望和地位，但是一次丑

闻并不能让人否认他的学术水平，他完

全可以继续留在该领域里，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作为负责人之一，作者正

确的做法是勇于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并在将来的研究中吸取教训，把将来的

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就可以了。我觉得韩

国对待有造假记录的科学家黄禹锡黄禹锡的方

法比较好一些。即使承担所有责任，也

不能采用这种极端方式。”第二军医大学

孙学军孙学军教授 8月 7日在科学网上撰文指

出，科学家的尊严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维

护。

笹井芳树去世后留遗书给小保方晴

子，上面写道“不是你的原因”、“请务必

重新制作出 STAP细胞”等，鼓励其继续

进行研究。从遗书来看，“笹井芳树内心

深处不认为 STAP细胞研究结果有假，而

是极力希望小保方晴子再次实验，证明

STAP细胞存在和其研究结果的正确。”8
月 9日，《华商报》发表“笹井芳树自杀与

普朗克定律”一文认为，可以通过实践来

检验真理。然而，也许这需要通过后来

人的无数研究才能证明。

重复实验时间是否合理

STAP细胞研究论文遭到质疑后，日

本理化学研究所调查委员会最终审查认

定，论文存在造假等问题，但是，关于新

型“万能细胞”是否存在，还需进行科学

研究，暂无法做出明确判断。小保方晴

子本人一直不肯承认研究造假，坚称结

果属实，仅对论文中引用图片的失误道

歉。但学界普遍不相信其辩解。2004年
7月至11月，小保方晴子被允许继续进行

实验以证实 STAP细胞是否存在。有学

者认为，如此短暂时间内要重复验证科

学实验的真实性也许并不合理。

“其实，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

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完全排除偶然的因

素，STAP现象到底是恶意捏造还是偶然

现象尚未得到科学的证实。理性提醒我

们应该通过反复的实验来验证，但验证

需要时间。”陈立行在新华网对给予小保

方晴子短暂时间进行重复实验表示担

忧。无论如何，小保方晴子目前已获得

允许重新做实验。她将单独进行验证实

验。为确保过程透明性，实验室入口处

和室内实施24小时监控。研究所指定的

外部研究员将在现场监督。3个月后验

证实验将公布结果，STAP细胞事件能否

迎来最终结论还是未知之数。事件发生

1周后，小保方晴子第 1篇论文的通信作

者Charles Vacanti宣布将于 9月 1日辞去

哈佛大学所属布莱根妇女医院“麻醉、术

前和疼痛医药科”主任职务，并休假 1年

以“思考未来的目标”。笹井芳树事件给

科学界带来的震动恐难迅速消散。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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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

8月 7日，新疆科协召开新疆科技

界“弘扬科学精神，维护社会稳定”座谈

会，严厉谴责暴力恐怖分子的暴行，号

召全区各族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

精神，做新疆社会稳定的坚定维护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大学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吾守尔吾守尔··斯拉木斯拉木和来自各

行业的全区各族科技工作者代表 50余

人参加座谈会。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科协 [2014-08-11]

陈章良接任《科技导报》主编

2014年8月21日，中国科协党组副

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赴科技导报社宣读

中国科协党组决定：中国科协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接任中国科协学术会刊

《科技导报》主编。中国科协副主席、北

京理工大学教授冯长根冯长根不再担任《科技导

报》主编一职。冯长根自 2003年 7月担

任《科技导报》主编至今，近11年呕心沥

血，倾力打造《科技导报》，为期刊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科技导报社 [2014-08-2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科技支撑

研讨会召开

8月7日，由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门

委员会主办、新疆科协承办的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与科技支撑研讨会在乌鲁木

齐召开。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出

席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卢耀如、彭苏彭苏

萍萍，青海省科协主席石昆明石昆明，陕西省科协

副主席党广录党广录，新疆科协副主席谢国政谢国政，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西北5省区的40余名专家

和科技工作者参加研讨会。

卢耀如、彭苏萍等以“丝绸之路经济

带发展中的地质环境问题”“加快西部煤

炭资源科学开发，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等重点内容，分别作主旨报告和讨论交

流。在如何发挥科技支撑方面，王春法

在总结专家观点基础上提出建议：一是

加大国际协调的力度，增进战略互信，为

“走出去”真正创造条件；二是设立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科技专项；三是加强国

内区域特别是西北5省区之间的协调，建

立区域和全国的高层协调机制；四是发

挥非政府组织作用，建立中亚科技联合

会；五是建立综合性丝绸之路发展战略

研究院，对丝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法律、政策等进行综合性战

略研究。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4-08-15]
第1期学会发展改革论坛召开

8月5日，以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认定为主题的第1期学会改革发展论坛

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

深圳市科协以及其他地方科技社团共46
家单位81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活动。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主办，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承办。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改革发展处处长

徐强徐强、、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秦久怡秦久怡、中国计

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爱文等作

主题发言。参会代表针对发言内容，结合

自身现状，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08-12]
院士专家贵阳共话健康产业

发展新出路

8月 1—7日，中国科协邀请27位院

士、专家赴贵阳市开展科学家暑期考察休

假活动。活动坚持专家休养身心与为地

方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服务相结合。参

加本次活动的院士以医学和生命科学领

域为主，专家主要来自医疗、科研一线。

活动期间，中国科协和贵州省政府

共同举办主题为“新医药与健康养生产

业”的院士专家与贵州省党政领导干部

座谈会。与会院士专家在充分肯定贵州

丰富的药材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以及

贵州生态苗药真材实料、价廉实效的同

时，客观分析贵州新医药产业发展的区

位优势，提出了贵州新医药产业和产品

的发展方向和路线，为贵州牢牢守住发

展和生态2条底线，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

产业，做大做强新医药与健康养生产业

问诊把脉、建言献策。陈君石陈君石、程书钧程书钧 2
位院士作题为“营养与食品安全领域的

热点问题”“肿瘤防治研究进展”的专题

报告。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2014-08-13]
中国科协第88期新观点新学说

学术沙龙召开

8月 5日，以“科学与艺术的协同进

化”为主题的中国科协第88期新观点新

学说学术沙龙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马马

建章建章，上海大学教授王洪义王洪义，哈尔滨工业

大学教授叶平叶平作为领衔科学家，分别主

持报告和自由讨论。来自全国各地的20
余位从事哲学、数学、医学、电子、生命伦

理、建筑、动物学、冶金、工业设计、饮食

美学等领域的科技界、艺术界专家参加

活动。

法国文学家福楼拜福楼拜说，越往前走，艺

术越要科学化，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

在山麓分手，回头又在顶峰汇集。与会

专家围绕沙龙3个阶段议题：科学中的美

学与艺术中的科学、科学与艺术的冲突

与协同、科学与艺术协同进化的模式和

趋势进行了观点阐述和激烈争论，各抒

己见，气氛热烈。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08-08]
饶子和院士接任 IUPAB主席

8月3—7日，第18届国际生物物理

大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近900位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参加会议。本

届大会内容涵盖了冷冻电镜、X-射线晶

体学、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离子通道与信

号传导、动态分子影像、纳米生物学、系

统生物学、核磁共振与 PET成像等各方

面的最新研究进展。特邀大会报告人包

括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Brian KobikaBrian Kobika，英国皇家学会教授、牛津

大学化学系教授Carol RobinsonCarol Robinson，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

饶子和饶子和等。饶子和作为新任主席宣布了

本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的开幕和闭幕，

并主持了 IUPAB理事会议。饶子和是

IUPAB自 1961年成立以来的首位华人

主席，任期为2014—2017年。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2014-08-1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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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语言的多模式现象影响语言学习语言的多模式现象影响语言学习、、加工和演化加工和演化

几十年来，对语言的科学研究被认

为是与交流和思考的其他元素独立区分

的语言加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符号的任意组装形成了语言，并产生一

些规则来管理它们的使用。这种考虑的

方式决定了人们对语言的研究方法：孤

立地对演讲或书面文本进行思考，并且

主要聚焦于英语和其他具有相似特性的

相关语言的研究。人们很少仅通过语言

本身进行交流，面对面的语言交流会包

括一些额外的信息，包括语调、面部表

情、手头和身体的移动等。此外，随着世

界语言范围的拓展，语言符号的随意性

本质越来越值得商榷，包括口语中含有

越来越多的声音符号，符号语言和现实

世界事物的视觉相似性相当明显。

“语言的多模式现象影响语言学习、

加工和演化”专题由 Gabriella VigliocGabriella Viglioc⁃⁃
coco，Pamela PernissPamela Perniss，Robin ThompsonRobin Thompson，
David VinsonDavid Vinson 整理编辑，发表在 Philo⁃
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
ciety B杂志2014年第369卷第1651期

（图 1）。专题刊载了 12篇文章，探讨了

如何为语言研究带来更宽广、多样的方

法，将语言视为人类交流行为的一部分，

可能会改变人们思考语言本质的方式，

包括如何学习、使用语言，探索语言最初

是如何发展的。

http://rstb.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69/1651.toc

图1 语言的多模式现象影响

语言学习、加工和演化专题

话语产生中符号的多样性和

“语言”的概念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KendonKendon等认为，

使用从口语结构语言学中借鉴来的分析

模型来描述符号语言，并不完全合适。

形象化和动作样的表达模式，是符号话

语构建方式和工作方式中的一部分。研

究表明，说话者同样也使用一些身势和

声音的表达，它们不适用于口语结构语

言学模型，包括形象化和动作样的表达

模式。这些身势和声音的表达，也是说

话者在面对面互动中语言构建和工作方

式的一部分。因此，语言学研究的目标

应该进行修改，以使它不仅包含话语所

利用的常规抽象系统，也包含多样的符

号学资源，后者使所有具有语言表达能

力的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组织起来。语言

应该同时作为一个抽象系统和语言能力

来进行语言学研究。

http://rstb.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69/1651/20130293.full

婴儿交流中意义的2种来源：

行为前的情境和伴随行为的特征
婴儿在获得一门语言之前是如何交

流的呢？德国汉堡大学的LiszkowskiLiszkowski在
文章中支持了一个假说，即婴儿拥有社

会认知技能，它比仅依靠语言运转得更

加深入，使婴儿能够理解他人并被他人

理解。作者提出，婴儿也像成人那样，使

用语言学以外信息的2种资源来进行有

意义的交流，并对交流意图进行恰当的

反应和表达。为支持这个观点，对相关

研究进行回顾发现，首先，婴儿使用以往

的共享活动调整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生

产的通信；其次，从作者实验室研究中的

一系列最新发现表明，在缺乏从先前日

常行为或活动的辨识信息时，婴儿使用

标志着交流意图的伴随特征（比如韵律

或姿势）来提取和传递意义。结果显示，

在婴儿开始说话之前，他们通过多感官

信息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充满意义的交

流。这些技能不仅是语言的先导，也是

生命第1年中社会认知发展和社会经验

的结果。

http://rstb.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69/1651/20130294.full

象似性的桥梁：从经验的世界到语

言的经验
象似性，是语言形式特性和意义之

间的类似，传统上认为，象似性对人们理

解语言加工、发展和进化来说，是一个边

缘的、不相关的现象。语言的任意性和

符号性本质一直以来被当做人类语言系

统的一项设计特征。伦敦大学学院的

PernissPerniss等提出了另一个研究框架，认为

象似性是面对面交流（口语性和符号性）

中的强大媒介，桥接了语言和感官-运动

经验，为理解语言进化、发展和加工提供

了一把钥匙（图2）。

图2 手势语言象似性举例——旋转

语言进化中，象似性可能在建立“替

代”（指代当前呈现事物的语言能力）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后者正是语言作用

的核心；在个体发育中，象似性可能在支

持“指称性”（为世界中的物体、事件等绘

制语言学标签的学习能力）中作用突出，

而后者是词汇发展的核心。最后，在语言

加工中，象似性可以提供一个机制，来解

释语言如何“具象化”（植根于我们的感官

和运动系统），这是有意义交流的核心。

http://rstb.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69/1651/20130300.full

（（编译 田恬编译 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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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中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文//刘文科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刘文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我国对农产品需求数量和质量

持续增加，而农业不可再生资源不断减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气候变化及其灾害逐年增多，露地农田生产的不确定性增加，粮

食产出难以保证，食物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设施农业作为环境

因子可控并可周年生产的高效农业生产模式，在植物和食用菌集

约化生产，解决国家食物安全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30
年，我国的设施农业发展迅速，到2013年底设施栽培面积已近4
万km2，居世界首位，其中玻璃温室与日光温室面积近1万km2。

我国是设施农业大国，但与世界设施农业强国相比仍有相

当的差距。我国设施农业工厂化水平与现代化装备水平仍十分

落后，环境控制系统装备投入方面一直处于空白和零投入状态，

缺乏设施农业工厂化和现代化的理念与软硬件研发与规模化

应用，环境因子（温度、光照、湿度、CO2浓度）按需调控远未实

现，在极端天气，如低温、雪灾、连阴天及雾霾等频发条件下，因

设施农业环境逆境抵御能力弱造成的生产危害常常是致命的，

损失难以估算。过去30年，我国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依

靠盲目扩大规模，单纯提高设施栽培面积实现的，规模扩大虽能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产品供给数量，增加农民就业，但耕地、水

肥等农业资源占用量大，生产及产业效益低等问题十分突出。

当前，随着我国耕地资源紧缺程度的加大，后备耕地不足，设施

农业与露地粮食生产争地的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革新设施

农业的发展模式。

我国的设施农业基本处于“环控装备低投入—水肥资源高

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恶性运行循环状态，其特征在于耕

地、水肥、人力、农药等资源粗放投入，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

加剧。实际上，环境因素也是一种资源，通过提高环境因素的利

用水平，带动耕地、水肥、人力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是现代农业的

技术核心，我们称之为“环境替代资源战略”。现今，依据荷兰等

设施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的设施农业已经到了必须转型

的阶段，迫切需要提高设施环控水平，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

使之走向“环控装备适投入—水肥资源适投入—高产出—高效

益”的良性运行循环的发展轨迹。现代设施农业可通过实施高

水平的设施环境控制提高设施农业单产水平，显著增加耕地等

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产业效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因此，在

我国耕地资源紧缺的国情下，通过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现代设施

农业，提高单产是我国设施农业乃至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优

选之路。

我国设施农业存在设施类型、环境控制技术装备和栽培技

术装备等方面的问题，其中设施结构创新方面尤为迫切。日光

温室是我国独创的设施类型，具有采光性能好，有一定的蓄热保

温能力，能较好地满足冬春季蔬菜生产的需要。但是，由于没有

配套的光温调控系统与装备，日光温室内的温度和光照等环境

因素无法按照人为需求进行控制，缓冲能力差，其变化均是自然

被动过程，仍然没有摆脱依赖天气条件生产的束缚，常因低温、

弱光寡照等逆境减产甚至绝产，优质高产更是无法保证。总之，

我国设施农业的装备水平、工厂化水平和产业效益亟待提高，发

展现代设施农业势在必行。

首先，需要解决日光温室大型化和轻简化技术装备问题。

当前，我国日光温室栽培空间狭小、环控水平低，高产栽培技术

缺乏，亟待开发大型化蓄热保温型日光温室拓展有效栽培空间，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其次，需要解决日光温室温光环境低碳调控

技术装备问题。着力研发绿色低碳温光控制技术与装备，确保

日光温室环境因子按照生产需求调控，实现周年连续生产，彻底

摆脱靠天生产的现状，充分展现设施农业的本质优势。其中，低

碳光温调控技术与装备应该优先研发解决，以协同温光环境，保

证低温、弱光寡照等恶劣天气下设施生物的稳产高产。自2012
年以来，我国雾霾天气带来的弱光寡照逆境及低温胁迫，是设施

农业优质高产的主要危害。开发低碳设施加温和人工补光技术

是保障设施农业稳产高产的必要措施。加温方面，我国正在研

发地热采集利用、太阳能主动采集利用等低碳技术；补光方面，

第四代半导体光源LED是实施设施应急补光的优选光源，具有

光强、光质和光周期智能可控，冷光源、节能、环保等优势。再

次，创新推出适于日光温室生产的无土栽培技术与装备，提高单

产水平。新型无土栽培技术具备低碳、高产、管控自动化和水肥

一体化的现代设施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产量、资源利用率显著

提高，环境危害大幅降低，实现现代化的工厂化管理。总之，大

型化农业设施、设施环境的智能化管控、现代无土栽培技术装备

是支撑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基本技术装备基础，是我国目前设

施农业必需装备或升级的领域。

当前，我国正处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粮食安全和

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问题，而大力

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粮食或食物安全的核心途径。

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中国设施农业面临的困境，痛定思痛，做一

次脱胎换骨的蜕变和升华，采用现代技术装备提升和发展现代

设施农业的发展策略，使之彻底摆脱对土壤和自然天气条件的

完全依赖，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优质高效产生，支撑现代农业

发展。

基金资助：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20133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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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暖温带森林功能发育过程中的
物种扩散和生态位分化

群落构建的驱动力对群落构建的作用受

森林功能发育过程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探讨两

者随群落功能发育过程发生的特点。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刘海丰刘海丰等利用20 hm2暖温带

次生林样地基础调查数据检测了局域尺度上

暖温带森林功能发育过程中群落物种扩散与

生态位过程的发生特点，区分了2类过程对群

落多样性构建的相对贡献。

结果显示，局域尺度上功能发育过程显著影响物种扩散与生态

位过程，对生态位分化过程的影响速率要快于物种扩散。在森林功

能发育过程中，生态位分化表现为稳定下降，而物种扩散则为前期

不变，后期稳定下降。群落功能发育尺度上的物种扩散伴随了冠层

稳定的骨架结构及分离的垂直结构，提高了垂直分布上群落物种组

成的匀质性，有利于物种共存。局域尺度上，物种扩散与生态位分

化过程的交互效应是群落构建的主要动力，物种扩散作用要强于生

态位分化过程。

《科学通报》[2014-08-12]

全球陆表湿地潜在分布区制图
及遥感验证

湿地资源保护需要准确的湿地分布，然而由于湿地类型

复杂多样，地面调查困难，大范围湿地分布制图很难完成。中

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朱鹏朱鹏等采用水文、气候数据

结合1 km分辨率的混合地形指数数据，利用陆表湿地和地下

水位的关系，模拟出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状况下30 s分辨率

的全球陆表湿地潜在分布区。

模拟结果显示全球陆表湿地潜在分布区面积达到

3.316×107 km2。用遥感获得的实际湿地数据对陆表湿地模

拟结果进行精度验证，总体精度达到

83.7%。该模拟结果可以作为构建全

球湿地实际分布数据库的基础。由于

模拟过程未考虑农业灌溉、建坝等人类

活动对湿地的干扰破坏，因此研究人员

对陆表湿地潜在分布区的模拟结果大

于当前几种全球土地覆盖制图产品中

湿地的面积。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4-08-12]

测量自由移动石墨球表面的传热

系数
密相区内自由移动

的煤颗粒表面传热系数

是循环流化床锅炉设计

和运行的重要参数。清

华大学热科学与动力工

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刘刘

青青等利用石墨球模拟煤

颗粒，在小型流化床实验台上对由粒度较

小的石英砂颗粒组成的密相区内自由移

动的石墨球表面传热系数进行了测量。

测量结果显示，随着流化风速的增

加，石墨球表面传热系数首先升高，当流

化风速达到某一临界值时，继续增大流

化风速，传热系数将保持不变，从传热的

角度证明了流化床内煤颗粒基本停留在

乳化相内。在多数情况下，石墨球表面

传热系数随床料粒度的增大而减小。而

在较低流化风速的情况下，随着床料粒

度的增大，石墨球表面传热系数呈先下

降后升高的趋势。当流化风速和床料粒

径保持不变时，石墨球表面传热系数随

着石墨球直径的增大而减小，且下降的

趋势随石墨球直径的增大而减弱。而随

着床层高度的增加，石墨球表面传热系

数将会略有升高。

《化工学报》[2014-08-05]

催化型连续再生颗粒捕集器

影响生物柴油发动机排放颗粒

理化特性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楼狄明楼狄明等以某重

型柴油机为原机，研究氧化催化转化器

（DOC）与催化型颗粒捕集器（CDPF）结

合而成的催化型连续再生颗粒捕集器

（CCRT）对燃用B20混合燃料柴油机颗

粒排放理化特性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生

物 柴 油 发 动 机 安 装

CCRT装置后排放的颗

粒质量和数量均显著低

于原机。CCRT装置对

不同粒径颗粒的捕集效

率不同，对聚集态颗粒

的捕集效果略优于核态颗粒。与原机相

比，安装CCRT后PAHs总排放量下降，在

检测到的20种PAHs中有17种排放量减

少。按环数比较，原机及安装CCRT装置

后PAHs均以三环和四环为主。CCRT装

置的安装使生物柴油发动机排放颗粒中

化学成分毒性降低。

《环境科学学报》[2014-08-06]

数值模拟大钢锭凝固界面

换热系数
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兰鹏兰鹏等基于热-黏弹塑性本

构方程建立了大钢锭凝固时热-流-力耦

合的3D有限元模型，并对8.5 t钢锭浇注

过程中不同位置处热流密度、气隙宽度

和界面换热系数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模拟

分析。

结果表明，钢水与钢锭模刚刚接触

时的热流密度和换热系数最大，二者随

后迅速下降，且角部区域的下降趋势略

大于面部。凝固初期时热流密度和换热

系数的最大值位置并非位于面部中心，

而是在1/4宽度处；由于宽面对钢水静压

力的抵抗作用小于窄面，其界面热流密

度和换热系数也略大于窄面。凝固中后

期时，换热系数的区域差异逐渐趋于不

明显。同时，建立了基于凝固时间和界

面温度的平均换热系数的反算模型。应

用2个模型所求结果计算的钢锭和钢锭

模温度变化与实测值及热-流-力耦合模

型结果基本一致。进

一步研究发现，界面换

热系数随温度的变化

规律可推广应用到3~
30 t钢锭的模拟研究

中，计算结果与实际更

为符合。

《钢铁研究学报》[2014-08-1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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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气候变化已影响南极海狗生存

长期跟踪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已经切实影响到南极海狗的生存，后果包括海狗总体数量下降、新生海狗

体积变小、生育期推迟乃至基因改变等。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7月24日出版的Nature上。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和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研究人员报告称，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通

过英国设在南极地区的监测站对南极海狗进行了长期监测，包括它们的总数量、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性等。

结果发现，在过去30余年中，雌性海狗的生育年龄平均推迟了近2年，新生海狗的平均体重也大幅下降。研

究人员认为，这些变化与南极海狗的主要食物磷虾数量下降有关。随着气候变暖，生活在海冰区域的磷虾

逐渐减少。在磷虾数量格外少的年份，南极地区的海狗和企鹅等动物的幼崽饿死数量明显增多。

新华网 [2014-07-24]
拉曼现场快速检测方法研究

取得进展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刘景富刘景富小组

在基于表面增强拉曼散

射（SERS）技术的现场

快速检测方法研究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论

文8月5日发表在Ana⁃
lytical Chemistry上。

薄层色谱（TLC）在有机合成产物的

分离检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对

性质相近的化合物的分离能力有限，且

难以检测在紫外光下观测不到的物质。

该研究组的研究人员将 SERS 技术与

TLC结合，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研究人员将样品在普通TLC板上点

样并展开后，往板上喷涂一薄层纳米金

作为SERS检测基底，再沿着化合物展开

的方向进行SERS扫描检测，即可进行化

合物的识别和定量测定。利用化合物的

Raman指纹图谱和SERS检测的高灵敏

度，对没有完全分离的化合物也可进行

定性定量分析；而小步距的SERS扫描检

测，则避免了信息的遗漏，有助于发现反

应副产物等未知化合物。

《中国科学报》[2014-08-14]

99%海洋塑料或葬身鱼腹
人类每年制造近3亿 t塑料，大部分

塑料最终被填埋或丢弃在垃圾堆中。但

美国国家科学院 20世纪 70年代研究发

现，由于河流、洪水、风暴和航海船只倾

倒等原因，有0.1%的塑料从陆地进入海

洋。绝大部分仍漂浮在大海上，如泛太

平洋垃圾带。为了计算有多少垃圾正身

处 这 些 垃 圾 带 中 ，4 艘 考 察 船 只 于

2010—2011年，在 5个主要海洋垃圾带

中寻找塑料。研究人员预测，海洋塑料

量最多仅有4万 t。相关研究报告7月15
日发表于PNAS上。

研究人员怀疑，大

部分消失的塑料是被

海洋生物吃掉了。当

塑料漂浮到公海中后，

波浪和太阳辐射将它

们分解成越来越小的

颗粒，一直小到开始像

鱼食。黏附在塑料表面的DDT、多氯联

苯和汞等有毒海洋污染物。当动物吃下

这些塑料后，毒物将进入鱼类体内，并通

过食物链走向金枪鱼和箭鱼等上市鱼种

中。

《中国科学报》[2014-08-12]

氧化钨量子点材料研究获进展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所赵志刚赵志刚课题

组和苏州大学耿凤霞耿凤霞课题组在氧化钨量

子点制备及其电化学应用方面的研究取

得进展。研究成果发表于 7月 2日出版

的Advanced Materials上。

研究人员采用钨基金属有机配合物

作为前驱体，单一脂肪胺为反应物/溶剂，

获得尺寸均一，平均粒径仅1.6 nm，可单

分散于有机溶剂的WO3-x纳米晶，并观

察到较强的量子尺寸效应，解决了氧化

钨量子点难以获得，或必须依赖于晶格

模板（硅胶、分子筛）来制备的难题。通

过进一步简单的配体交换，将所得量子

点表面包覆的长链脂肪胺替换为吡啶分

子后，该量子点即展示出优秀的电化学

性能。充放电与电变色测试结果表明：

500 mV/s高扫描速率下，CV峰型与精细

结构仍能保持，体现

出较高的倍率特性；

生色与褪色时间均在

1 s以内，变色效率可

达 154 cm2/C，性 能

优于非零维氧化钨以

及其他无机电变色材

料。

《中国科学报》[2014-08-11]

稻米汞研究获进展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冯新斌冯新斌研究团队针对我国西南汞矿区稻米不同部位（米壳、米糠和精米）汞

的分布特征和化学形态等问题开展了研究工作。结果表明，稻米中的无机汞主要储存在米壳和米糠中；但

是具有高神经毒性的甲基汞则主要位于精米中。因此，在碾米过程中，大量的无机汞（约78%）会随着米壳

和米糠的去除而被去除；然而，大多数甲基汞则仍然保留在精米中（约80%）。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7月15
日出版的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上。

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微区谱学成像实验表明，相对于胚乳，汞（主要为无机汞）强烈富集在糙米表层，

对应为果皮和糊粉层。利用X射线近边吸收谱学技术及主元分析方法，该研究推测稻米中的无机汞主要是

与半胱氨酸结合，并以植物螯合肽的形式存在。因此，这部分无机汞被稻米吸收后很难发生运移，致使其主

要富集在糙米表层。同样，稻米中的甲基汞也主要与半胱氨酸结合，但与无机汞不同的是，与半胱氨酸结合

的甲基汞主要赋存于蛋白质中，且在水稻生长期间这部分甲基汞会随蛋白质一起发生明显的运移，最终被

储存在精米中。 《中国科学报》[2014-08-14]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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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
———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变革—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变革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肯尼思·库克耶

（Kenneth Cukier）著 ，盛 杨 燕 、周 涛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
版，定价：49.9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林昆勇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数据作为人类社会信息发展的产

物，决定着人类生产生活所必备的各项

功能，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发

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信息发展

史，同时也是一部数据发展史，人类社会

的数据量正在以原子能爆炸式增长。据

研究表明，2008—2011年的4年间，全世

界产生的数据量分别为 0.49 ZB、0.8
ZB、1.2 ZB、1.82 ZB，到2020年，全世界

所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目前的44倍。大

数据（Big Data）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社

会新发明、新创造、新服务和新发展的源

泉，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其以

“信息风暴”为载体，以“预测变革”为手

段的发展模式已经在改变人类的生活、

生产及思维的方式。2012年 2月，美国

《纽约时报》刊发专栏文章指出，大数据

时代已经到来，在我们的商业企业、组织

机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中，科学决策

将力戒经验判断和直觉思维，更多地基

于数据的统计分析。正如哈佛大学著名

社会学教授加里·金（Gary King）所评论

的，“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

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

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

种进程”。

人类进入21世纪后，由于互联网和

信息行业的飞速发展，各种类别迥然不

同的数据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行业和

生产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因素。

伴随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引起了人们

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如何提高人类

驾驭数据的能力，促进人类提升洞察社

会发展水平已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

方向。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和通信信息

研究中，大数据研究是一个具有极大难

度的课题。研究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

涉及到人们的认知、观念和思维习惯等，

另一方面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

触角延伸到政府、商业、教育、经济、医

疗、科技等各个领域，所以，大数据概念

仍处在众说纷纭之中。早在2008年，时

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信息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
tor Mayer-Schonberger）通过崭新的视

角洞察亚洲信息政策，开始系统而深入

地研究大数据。到2010年，维克托和肯

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一起在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上发表了

有关大数据的专题文章。

《大数据时代》讲述了大数据开启了

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所引发的信息风

暴正对人类产生一场生活、工作与思维

的大变革，深入研究了大数据时代的思

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取得了许

多新的突破，为人类社会大数据时代发

展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成果。《大

数据时代》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的本质

就是数据，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

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大

数据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

的方式，正在成为人类进行新发明和新

服务的源泉。这是人类社会信息发展史

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是素有“大

数据时代的预言家”和“大数据商业应用

第一人”之称的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

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牛津大学网络学

院互联网研究所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维

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经典之作，是开

启人类社会大数据研究的先河之作，对

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发展产生了很大

影响，其“放弃因果”“关注相关”的思维

模式，对未来人类的认知和交流的方式

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对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既有重要的

时代价值，又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该书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视角新颖独

到，紧扣时代发展前沿，大胆创新，勇于

提出自己的新说，选择的学术和商业案

例很有代表性，内容丰富详尽，资料详

实，深入浅出，整体构思严谨，论证有据，

研究思路清晰，语言叙述朴实流畅，理论

联系实际，观点鲜明特色突出，研究结论

对指导人类社会生活、工作与思维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的相关研究成果

已经在 Science、Nature 和 The Econo⁃
mist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是一

部全面阐述大数据理论的学术专著，一

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全面

体现出作者高水平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数

据科学的技术权威性，深刻映射出丰厚

的学术积淀和闪光的学术思想以及敏锐

的科学洞察力。本书所汇集的成果，是

作者长期致力于大数据研究的前沿性科

研成果以及对从事网络经济、信息与创

新、信息监管、网络规范和战略管理实际

工作的科学总结。同时，本书的译者之

一周涛是我国最年轻的大数据专家之

一，他的工作使得该论著的中译本更贴

近作者的思绪，译文文字优美、语言精

炼、概念准确、论述透彻、层次分明、通俗

易懂，是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突出实用性

和操作性的大数据著作。

《大数据时代》一书一经出版即受到

广泛关注，使得我们感受到它是站在更

高层次、更广阔角度，更雄厚基础上，引

领我们认真审视大数据时代发展领域的

新问题。目前，我国对人类社会进入大

数据时代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起步阶

段，这部论著的问世，对我国研究大数据

发展的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

价值。这部著作不能只作为科普作品欣

赏，更应该当做一部研究大数据的专著

来慎重对待。品读《大数据时代》一书不

仅是对我们观念的震撼和思维的洗礼，

同时也是我们对信息交流及大数据本质

的再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思维和商业、

管理和技术等领域的大变革正在如火如

荼发生，如何积极应对，迎接挑战，成为

人类社会实现持续、稳步、快速、健康发

展的主题。我国应当高度重视这一研究

领域的国际发展态势，加强相关研究，以

开放的心态、创新的勇气和开拓的信心，

热情拥抱“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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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埃博拉病毒病公众防护问答★

余宏杰 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年

8月第1版，定价：16.00元。

2014年 8月 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为“国际公共

卫生紧急事件”。目前，国际上尚无批准

上市的针对埃博拉病毒病的特效治疗药

物和疫苗，因此，及时发现疑似病例、做

好个人防护和感染控制对于疫情防控尤

为重要，这就需要公众对该病有科学、理

性的认识。本书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主任医师余宏

杰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高福主审，对埃博拉病毒

病的发现和流行历史、传播途径、危险因

素、临床表现、治疗和预防手段等公众关

心的70多个热点问题进行了科学解答。

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知识200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国防科普委员会 编

写。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 年 8 月第 1
版，定价：15.00元。

海洋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 71%，空

间广阔，资源丰富，是自然界主要的地理

形态，也是人类生存支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海域广阔，拥有473万km2

的海域面积，面积较大的海岛有7000多

个。保卫中国海域主权、维护中国海洋

权益是重要任务。本书介绍了国家安全

与国防、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海上安全

形势、海洋法规和防卫政策、海防建设等

知识，同时附有“中国海洋国土和防卫政

策”知识竞赛的题目和参考答案。

太阳系三环到四环搬迁纪要

[美] Mary Roach 著，贺金 译。 湖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定价：

24.20元。

我们生存和茁壮成长所需要的东

西，宇宙里一点也没有：空气、重力、热水

澡、新鲜的产品、隐私、啤酒。宇宙探索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探

索。一个人可以放弃多少东西？又能承

受多少奇怪的事情？如果一年不能走

路，你身上会发生些什么？一年不能闻

到花香呢？如果你在太空行走的时候呕

吐在头盔里了会怎样？人体从太空往下

跳伞还有没有可能存活？要回答这些问

题，各个太空机构设立了各种稀奇古怪

令人吃惊的太空模拟。从航天飞机训练

马桶到NASA最新太空舱的溅落测试，作

者凭着感染力十足的幽默机智带领我们

进行了一场超现实主义的，充满娱乐性

的旅程，游览了太空中的生命，以及地球

上的太空。

自然史
[法] Buffon.G.L.L著，赵静 译。重庆出版

社，2014年8月第3版，定价：44.90元。

Buffon.G.L.L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

博物学家。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布封所

作的最大贡献是编著了《自然史总论和

各论》，被称为近代以科学精神探讨进化

论问题的第1人。《自然史》是一本传世博

物志，全书包括了地球史、人类史、动物

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作者

综合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

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了

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作者那纯艺术家的

人生态度在《自然史》中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来，他用异常平静、悠然自得的语调歌

颂自然界中所有重要的品物，呈现出造

物的尊严与灵性。《自然史》经过数次修

订和改版，是目前最新修订和最完善的

《自然史》版本。文字内容最大程度地尊

重原著，同时配有几百幅精美插图，为您

展开一场场视觉盛宴。

多重宇宙

[德] 托比阿斯·胡阿特 马克斯·劳讷 著，

车云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6月第2版，定价：32.00元。

哥白尼推翻了长达 2000年的宇宙

观，而今天，科学家们已经在策划令哥白

尼革命相形见绌的颠覆之举：我们的宇

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我们每个人

在其他宇宙中都有一个貌合神似者！策

划这场革命的都是严谨的科学家、理论

物理学的领路精英。本书实况报道了这

场科学革命。在第 1部分（1—7章），我

们重温了哥白尼革命、原始大爆炸这个

现代版创世纪以及今天宇宙学支离破碎

的世界观并与多重宇宙初次相识。第 2
部分（8—14章）则探究了为什么多重宇

宙的理论在专家中如此受青睐，并开始

寻找我们在平行宇宙中的貌合神似者。

注：带★图书可联系本刊发行部惠购。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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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对“家庭与机遇，
该如何抉择”一文的看法

《科技导报》2014年第32卷第21期

“职场”栏目刊登了职业规划师、人力资

源管理师郭孝玉撰写的“家庭与机遇，该

如何抉择”一文。作者主张科技工作者

在面对梦寐以求的机遇时，需要考虑家

庭生活，从而做出必要取舍。文中所举

的两个例子都是年轻的科研人员面对家

庭与事业，做出艰难选择，最终放弃大好

前途回归家庭的故事。

看过此文，我不得不说，这篇文章可

能会误导年轻人。我认为文中所讲述的

两个例子恰恰说明了当今许多的优秀青

年是如何“画地为牢”的。青年最大的一

个优势就是“可迁移性”。对年轻人而

言，大多数时候是他们去寻找机会，而不

是相反。生活中，我们发现许多优秀的

学生们早早地将自己绑在家庭上，结果

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毫无疑问，

家庭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于父母，配偶

是由自己选择的。选择了什么样的配

偶，往往也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有事

业心、有能力的年轻人需要选择愿意支

持自己事业发展的伴侣。人生很长，但

关键的时候只有一两步。

我不解的是，作者在论述丈夫应该

为了家庭而放弃机会后，为何不问问，这

两个人的妻子为什么不可带着孩子搬到

丈夫的身边？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两

个人结合后，就是一体。谁有机会发展，

另一方就应该支持。否则，一加一不是

小于二了吗？固然，每个人有自己的人

生选择和生活方式。这里没有对错的问

题。我只是认为，《科技导报》不应该鼓

励我们为数不多的有能力且愿意从事科

学技术工作的年轻人选择家庭而牺牲可

展示其能力的工作机会。相反，我们应

该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先立业、后成家！

鼓励他们成为大男人和大女人。

———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化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化学讲座教授

吴奇吴奇

从“家庭与机遇，
该如何抉择”谈起

《科技导报》2014年第 21期“职场”

栏目刊登了郭孝玉撰写的“家庭与机遇，

该如何抉择”一文。

科研工作者常常面临着艰难的选

择，比如有的在海外工作的教授想回国

发展，而他们的配偶不同意。再比如，有

的博士后在大城市找到一个教职，但他

的女友坚持只能去她的家乡发展。

郭孝玉的文章，从一个“过来人”的

视角，结合典型事例，分享了他的思考。

他认为，应评估事业发展机会对于整个

家庭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个人事业的

影响），并且充分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意

见，“这会让你从被执着掩盖的自私中走

出来，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显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人

有不同的经历、视角和观点。

我认为，家庭和事业并非“非此即

彼”的选择，而是完全可以协调好，共同

前进的。

2009年年初，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做博士后的我正在思考要不要去中

国北方一所“985工程”高校当教授，但我

的妻子（在美国另外一个州做博士后）强

烈反对我回国工作，尤其反对我去北

方。她撂下一句话“不想让小孩在冰天

雪地中度过”，这让我顾虑重重，也让我

意识到找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

我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她，也知道，如

果要回国工作，她唯一能接受的就是回

上海——我们的故乡。我便申请了复旦

大学教职，但她还是不乐意接受回国工

作的决定，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

件。

正在纠结时，她怀孕了，而我拿到了

录用通知书。她“被迫”跟我回国，在家

待产。产后，她还是找不到教职，或者

说，她并没有积极联系工作。2010年，孩

子出生6个月后，她再次去美国以前的课

题组做博士后，完成未完成的课题。那

段时间，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最艰难的

（因此我完全理解郭孝玉文章中反映的

家属的苦楚）。孩子由我的父母带，缺乏

母女的朝夕相处，老人带小孩也很累。

从我妻子的角度来说，工作没有着落，也

见不着孩子。从我的角度说，夫妻两地

分居，就像进入一个隧道，一下子看不到

尽头。我只能在工作单位里埋头苦干，

以期站稳脚跟。苦尽甘来，妻子出国一

年后，凭自

己发表的多

篇高质量论

文，终于在

复旦大学找

到独立科研

的教职，我们的生活也步入正轨。她不

再抱怨，而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和家庭团圆。

通过以上例子，我想说明，事业和家

庭的矛盾的确是存在的，是很难回避的

现实。“得即是失，失即是得。得中有失，

失中有得。没有全得，只有舍得。”无论

做什么选择，都有得有失，并且都会有各

种声音在耳边，使自己的抉择更加艰难。

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总要找到一个

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一定是理论上最

佳的，是不是最佳也无法证实。为了达

到这个平衡只能靠家庭内部协调好、规

划好，并以实际行动（无论是积极联系工

作机会、抓紧每一天的时间工作，还是为

了家庭而付出）走出一条无悔的路。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马臻马臻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科技导报》“读者之声”栏目征稿

为促进科技交流、分享科研经验、倾

听前沿呼声，《科技导报》“读者之声”栏目

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生征稿。

征文范围：

1）个人科研、求职的体会；学术交

流、实地考察的见闻、心得；实验室故事；

申请课题、项目研发的经历、感悟；导师、

研究生交流感悟；科研论文撰写、投稿的

体会等。

2）对《科技导报》办刊的评论、意见、

建议；为《科技导报》投稿、审稿的经历、感

受；对《科技导报》具体科研论文、栏目文

章的评议；对办刊方针、刊物定位、栏目设

置、整体特色的认识、评价等。

征文要求：2000字以内/篇，所述不求

全面，但求真实可读，具有原创性、启发

性。欢迎投稿。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编辑部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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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学存在的理由科技伦理学存在的理由

文//关增建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

研究院，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关增建，电子信箱：guanzj@
sjtu.edu.cn。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最近，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多国肆虐，
已经导致 1000多人死亡。埃博拉出血
热死亡率非常高，且这次流行来势汹汹，
甚至连在当地帮助抗击疫情的2位美国
医生布兰特利和赖特博尔也受到严重感
染，被专机接回美国救治。医学界的共
识是，对埃博拉出血热，迄今尚未有有效
治疗办法，但美国Mapp生物科技公司为
抗击这种病毒研制了一款新药ZMapp，
该药在小样本的猴子身上做过实验，但
从未进行过人体试验。鉴于医治前景不
容乐观，布兰特利和赖特博尔同意将
ZMapp施用于自己。

但是，将未经临床试验的药物用于
病人，这不符合医学伦理学家的规定。
医学伦理学坚持的原则是，治疗必须以
临床试验数据为依据。任何未经临床试
验证实的药物，都不能施用于对病人的
救治，不管病人是普通人还是医生自身。
但布兰特利和赖特博尔的病情十分严
重，他们甚至已经打电话给家人做最后
的告别。万般无奈情况下，医生为其使
用了ZMapp。无论如何，注射了ZMapp
后，2人的病情出现了明显好转，经过综
合治疗，他们分别于 8月 21日和 8月 19
日痊愈出院。

8月7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
示，该试验药物可以用于埃博拉病毒感
染者。8月 12日，世界卫生组织也表明
了自己的立场：在当前的埃博拉疫情中，
使用试验性药物，合乎医学伦理。就此，
以 ZMapp为代表的抗埃试验性药物被
正式放行。应当地政府要求，美国已将
少量ZMapp药品捐给了利比里亚。

实际上，ZMapp的首批使用者中还
有第 3 人——75 岁的西班牙神父米格
尔·帕哈雷斯。他在利比里亚感染了埃
博拉，虽然注射了ZMapp，但仍然于8月
12日去世。而且布兰特利和赖特博尔虽
已痊愈出院，但其主治医生仍然无法肯
定究竟是这种药物发挥了关键作用，还
是医院有力的支持性治疗战胜了病魔。
但无论如何，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决定，
仍然博得医学界的广泛支持。

世卫组织的决定，也有其伦理学上
的理由，那就是，当面临一种有一线希望
但未经安全验证的药物和90%以上的病
死率时，冒险使用这种药物，是两害相权
取其轻，它符合医学要尽可能挽救生命
的根本原则。

但是，世卫组织的决定，也给人们带
来了困惑：医学伦理学乃至更广义的科
技伦理学，其依据的原则是否是确定
的？如果这种原则像弹簧一样，遇到外
力就会改变，那为什么还需要它的存在？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科技伦理学
对科学进步，起的基本上都是负面作用。

例如，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英
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因其“使
试管受精技术用于治疗不孕成为可能，
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的不孕夫妇带
来了福音”而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一项造福了无数家庭的技
术，获得诺贝尔奖，自是万众称快。但该
项技术诞生之初，却饱受指责，其中就有
来自伦理学方面的质疑：提供精子和卵
子的、提供子宫代孕的、最终养育孩子
的，谁算孩子真正的父母？这可能造就
更多隐性的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
姐妹”。

在伦理学家的争论声中，试管婴儿
技术不断成熟、不断发展。它所带来的
一些伦理学问题，也在发展中通过社会
管理的提升而逐步得到解决，比如将所
有试管婴儿的数据进行计算机登记，婚
姻部门可据此查询准新人的遗传背景；
比如香港立法规定养育父母为真正父
母，而代孕母亲具有探视权等，等等。在
这种背景下，诺贝尔奖授予爱德华兹，得
到了铺天盖地的颂扬。伦理学上的反对
声音，此时已烟消云散。

与之类似，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幽
门螺杆菌与胃溃疡关系发现者的亲身试
验乃至核电开发、水电建设、转基因技术
应用，甚至大数据的构建等，无不伴随着
激烈的伦理争论。历史上的类似争论，
几乎无例外都是科学技术取得了最终胜
利。如果出问题，那也是科技本身的问
题，而不是出于伦理学的缘故。

伦理学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
必然性。这是因为，二者是不同的学科，
其属性天差地别。科学求真，伦理学求
善，它们遵循的规则完全不同，要用后者
规范前者的发展，岂能不造成混乱？另
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因
素，它往往超越于伦理学的步伐，领先于
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科学突破的结果往往是引发新道德的契
机。这样，有什么理由用建构在已有道
德观念基础上的伦理学规则去约束科技
发展？科技伦理学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当然有。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质
上仍然是人的活动，其最终目的，还是要
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既然科技是
服务于人的，如果人们出于现有的认识，
对科技发展的某些方向心存疑虑，那么
在这些方向上科技发展步伐就应该适当
放缓，以免因其快速发展引发社会混乱，
导致最终结果与发展科技的初衷相悖。
伦理学是约束人的，科技是人的活动，当
然也应接受伦理学的审核。在这里，科
技伦理学不是要阻碍科技进步，它只是
提醒人们要对科技进行反思，以避免其
盲目发展导致不良社会后果。必须认识
到，伦理学是科技发展的阻尼，而不是它
的对立面。科技发展的载体是社会，为
了减少其快速发展对载体的冲击，就需
要有阻尼的作用。正像没有刹车机制汽
车不能开行一样，科技的发展，也必须设
置必要的刹车机制。科技伦理学的存
在，就是为了提供这样的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科技伦理与科
学技术本质上具有的二元化特征，我们
必须善用科技伦理学，切勿将其规则当
做僵化的教条，以避免对科技造成实质
性的伤害。科技伦理对科技发展所起的
作用应当是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恶意的
扼杀。同时，从伦理学角度对科学技术
进行规范时，对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技
术的推广应用，也要区别对待。说到底，
科技伦理对科技发展应当发挥的是阻尼
作用，而不是阻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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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汤锡芳，电子信箱：tang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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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狄良川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是我

国民族地区最早设立的地方科学基金之

一，也是目前宁夏唯一资助自然科学基

础研究的区（省）级科研基金。在最新出

版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中

显示，宁夏的创新潜力一跃上升至全国

第8位，这也充分说明宁夏自然科学基金

始终坚持原始创新的意识和理念，勇于

进取，探索出了符合地方特色基金工作

和管理的创新经验，为建设内陆开放型

的新宁夏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1.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概况

根据现行《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宁夏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基金会”），下设学科

专家评审组，日常管理工作由宁夏回族自

治区科技厅发展计划处负责。区基金会

主要由宁夏高等院校、区科研院所、具有

一定影响的企事业单位的学科带头人、技

术带头人、技术负责人以及少数区外有关

的知名学者组成，这样就既能保证自然基

金项目的理论前沿性，又能为科学基金提

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实践创新性。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经费投入主要来

源于区财政拨款。“十一五”期间，区科学基

金共资助项目842项，资助经费总额1979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宁夏地区的基础研究

能力的提高。近年来，随着宁夏经济实力

和对科技创新意识的不断增强，宁夏自治

区政府也加大了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力度，仅在2013年，就组织实施科技项目

400多项，投入经费2亿多元，取得科技成

果264项，专利申请2950件，其中发明专

利申请1674件，增幅居全国第一。

在区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宁夏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额度也在

快速发展。“十一五”期间，宁夏共承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项，获资助经费

4673万元。在“十二五”实施的前 3年，

宁夏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项，

总经费达 18891万元；仅在 2013年，获

得的国家基金项目数和经费数就分别达

147项、6681万元。根据宁夏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执行情况评价结果显示，95%
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都

有主持或参与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

科研经历，充分显示了宁夏自然科学基

金发挥了“金种子”的作用。

2.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的创新实践

（1）注重科技创新理念宣传，强化科

学研究重要意识。为了提高深处西部内

陆民族地区人们的科技创新意识，宁夏

区政府多次联合自治区各部门组成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宣讲团，对科技创新

精神、文件、政策进行详细解读，通过多

种形式，使学员和广大听众进一步理解

了科技创新思维和方法；同时积极响应

党中央号召，在全区推广“科技特派员创

业行动”，目前已形成了服务内容多样、

结构趋于合理的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

（2）创新科学基金项目转化方式，加强

技术成果推广示范。为加快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的推广应用，发挥科技支撑产业

转型升级，区科技厅改变以往项目结题

就进库封存的传统，将一些应用性较强

的基金项目成果直接转化，应用到相关

产业的建设发展中。如径流式电除尘器

技术对细微颗粒具有较好的除尘效果，

推广应用在燃煤电厂、化工、钢铁冶炼、

制药、水泥生产等领域；将一些项目与中

小企业发展相对接，使宁夏宁沪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吴忠黄河电焊机有限公

司等15家中小企业，实现扭亏增盈和发

展壮大。（3）搭建科技平台，组建创新团

队，加大自然基金投入比例。自2006年

以来，围绕自治区优势特色农业和“五优

一新”产业，依托科技型企业大力培育组

建各类创新平台143个；尤其是2011年

启动组建的 17个第 2批科技创新团队，

已累计承担各类科技项目394项，其中国

家级项目 144 项，争取项目研究经费

2.96亿元；引进博士32人、硕士48人，高

级专业技术人才31人，柔性引进院士11
人，累计培养技术骨干 2195人；研制开

发各类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

527件（项）；累计申请专利 267项，获得

授权专利150项；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

准 15部，行业标准 22部，地方标准 76
部；出版专著29部，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

科技论文 554篇，被 SCI/EI/ISTP三大检

索系统收录118篇。（4）重点扶持地区特

色基金项目，优先支持地方优势产业。

区基金会在重大项目申请和立项上，将

地区特色和课题对接，积极引导，重点扶

持。如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药材

枸杞资源研究与特色产品开发”有力地

推动了宁夏枸杞产业优化升级；“宁夏葡

萄栽培与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有效扩大了宁夏地区的葡萄种植和产业

优势；宁陕合作项目“黄河中上游特种优

质土著鱼类资源开发利用”对促进渔业

增效、渔农增收起到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等。（5）积极开展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

作，增强联合科技攻关能力。为加快实

现“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的宏伟

蓝图，近年来，宁夏加强对外科技合作，先

后与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等

科技强国和亚非等40多个国家（或地区）

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小麦玉米改良

中心等国际组织开展了科技合作。从

2010年以来，共组织实施对外科技合作项

目150多项，争取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19项，获资助经费约6500万元，派遣

400多人次赴国外研修，取得20多项国际

国内领先的成果，获发明专利20多项。

3. 思考与总结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在科技创新理念

的推动下，近几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

项目的实施和管理过程中也探索出了一

些创新举措和科学办法，但也存在着不

足，如基金管理权的独立、高水平学科带

头人的缺乏、基金投入总额偏少、对青年

人才支持力度较弱等；相信随着区科学

基金项目支撑作用的日渐凸显和宁夏科

技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问题终将逐步

完善和得到妥善解决。
注：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宁夏科技厅网站。

88



科技导报 2014，32（24） www.kjdb.org

对科研工作道路的一些思考对科研工作道路的一些思考

·职 场·

文//马臻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信箱：zhenma@fudan.
edu.cn。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1. 内职业生涯与外职业生涯

在一次讲座中，一位资深HR说：“不

要抱怨老板只是给你每个月 3000元工

资。你把职业技能锻炼好，使自己值

8000元，然后再看看老板有没有表示，没

表示就走人。相反，愚蠢的人执著于和

老板讨价还价，或者只是付出价值3000
元的劳动。过了3年，他们的简历还是和

他们刚进公司时的一样（没有业绩，也没

有能力提高），既不能升职，也无法跳

槽。”这番话引出了关于内职业生涯和外

职业生涯的话题。

所谓外职业生涯，通俗地说，就是你

在什么单位工作、有什么头衔、拿多少工

资以及这些“外在的相状”随着时间推移

的变化。而内职业生涯，包括你具有哪

些工作技能和职场软实力、你对所在单

位和这份工作的熟悉程度、你的心理素

质和工作态度等“离职/跳槽时可以带走”

的东西及其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

内职业生涯和外职业生涯是相辅相

成的。外职业生涯的发展能促进内职业

生涯的发展。反过来，内职业生涯的发展

也能推动外职业生涯的发展，并且它对于

人的职业成功起着本质的、决定性的作

用。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中，上校团

长韩绍功在执行一次任务时擅自行动，被

降职为排长，但在和日军作战中，他足智

多谋、骁勇善战，别人打不赢的仗他能打

赢，师长依然对他言听计从。这就说明

（内在的）实力比（外在的）头衔还重要。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2013年的

一天，我读硕士时的导师对我说的话。

她说：“你回来（回国从事科研工作）得早

些，当时没有什么人才计划，你也没有得

到理想的职称，但是你赢得了时间。”我

一下子明白了：现在回国任教的人哪怕

一进来就是教授，一样要搭建实验室，一

样要经历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周期，一样

要熟悉周围的环境，一样要在职场上证

明自己，并不是因为他是教授就不需要

经历这些过程了。而我已经经历了这些

过程，在摸爬滚打中发展了内职业生涯。

2. 寻找自己的生态位

入职后，各项事务非常繁忙，我每天

埋头苦干，没时间思考别的。随着教学、

科研、家庭等各方面逐渐步入正轨，我开

始思考一个关于“生态位”的问题。

所谓生态位，就是你凭什么在院系

生存，在学校生存，在学术界生存，在社

会上生存，或者说你处在什么“与众不

同”的位置。有的人博士毕业后没有留

校，而是选择到了基础薄弱一点的学校，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有的老师

教学工作量不满，但他专心科研，发表了

重量级论文，找到了自己在院系的生态

位。有的老师科研能力不是特别强，但

在行政工作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辛

劳，同样找到了生态位。有的研究者发

表论文的档次不高，但是提到这个人，同

行都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者说提到一个

研究领域，同行能想到他的贡献，这就是

他在科研上的生态位。

有时候我在想，我在发表论文的“强

度”上比不过同办公室里的一位同事，在

行政能力方面远远比不过系领导，我既

非甘于浑浑噩噩之人，也不是在校庆典

礼上应邀作报告的“科研达人”，那么我

的生态位在哪里呢？我既从同事、师长

那里得到些反馈，也在实践中苦苦探寻

这个问题的答案……

3. 生命是一段旅程

2009年我回国任教前夕，我的妻子

说：“如果你当初在复旦硕士毕业后继续

跟着以前的导师读博士，然后留校，早就

是副教授了。而你选择出国读博士，又做

了博士后，花了8年时间，现在回国也只是

副研究员。这合算吗？”我一时语塞。沉

默片刻后，我回答：“回国人员算是引进人

才，有科研启动经费，能独立开课题组。”

现在想想，一般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总是“合算/不合算”，或者说“利益”。但人

生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合算/不合算”来

形容的。首先，“得即是失，失即是得，得

中有失，失中有得”，无论走哪条路都是有

得有失的。其次，有很多事情，你看到的

只是表面现象，也没有亲身经历另外一条

没走的路，因此无法比较哪条路更好。

我认同的一个说法是，“生命是一段

旅程”。人活在世界上不是急着走向生

命的终点，而要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旅

途中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从而

得到经验、教训和感悟，这比挣很多钱、

得到好听的头衔还要重要和丰富。正如

田野在文章“在一片花瓣上细数阳光”中

所说，“生命的意义在于经历，成功也罢，

失败也罢，正是一串串真实的脚印，最终

活成了每个人或长或短的一生。”

4. 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走适合自己发展

的道路

走在科研的路上，经常会遇到各种困

惑。一方面，总有好事者随手举出一些在

科研上非常突出的青年才俊，说我比不过

他们，把我羞得无地自容。另一方面，有

些因素（比如实验条件、家庭负担）或多或

少会影响科研，让我“一筹莫展”。

后来，我想通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情况、经历、理想和活法，也有不同的机遇

和造化，当然最后会达到不同的高度。我

的人生不会因为没有达到别人的高度而

失去价值，也不能因为别人比我“强”而放

弃自己的努力。用郑石岩《清心九书》里

的话说，“人贵在了解自己，接纳自己，依

照自己的根性因缘去生活，那才有真正的

喜悦。人彼此都不相同，有的人聪明，有

的人平庸；有的人强壮，有的人羸弱；每个

人的性向、能力、经验都不相同。每一个

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潜能去实现，去发

展，那才有真正的快乐。每个人生命实现

的目标不同，但是实现的喜悦都相同，都

在绽放着生命微笑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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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招聘·

院长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招聘院长。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50
岁以下，担任教授职位。联系人：赵林果，电话：025-85428300，
电子信箱：lgzhao@njfu.edu.cn，截止日期：2014-09-30。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

[广州] 暨南大学

耐磨蚀及特种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招聘研究人员。

要求：具有金属材料相关学科博士学位，具有正高级职称，年龄

不超过40岁。在金属耐磨材料与摩擦学、耐蚀材料与腐蚀、材料

表面工程或特种功能材料等领域已取得突出业绩，能讲授金属

材料相关专业课程。电子信箱：zhigzhang@jnu.edu.cn。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方向：超

快光谱、飞秒激光技术、超快光谱技术、纳微光谱成像技术、超快

动力学、时间分辨光谱、非线性光学、有机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或

发光材料的光谱特性研究等相关领域；光电材料相关理论模拟

与计算、理论化学计算、凝聚态物理及计算、前沿理论计算、物理

化学；有机光电、有机光电材料合成化学、聚集态结构与性能、器

件物理、柔性印刷电子学等；无机光电、光学玻璃与光纤、无机稀

土发光材料、光与材料相互作用、光纤激光器、激光与光学工程

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相关方向研究背景，以第1作者身

份在相关领域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电话：020-
22237016，电子信箱：mslyfei@scut.edu.cn。详情见：http://www.
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岗位 1. 机械电子工程

3~4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机器人控制、数控技术与系统

或电液控制研究方向的专业背景，具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机械电子工程研究经验。岗位2. 机械设计及理

论4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机械设计、林业与木工机械、

农业机械设计与理论领域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以第1作者发

表 SCI论文 2篇或EI论文 4篇以上。有海外相关专业留学经历

者优先。岗位3. 控制科学与工程3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

有控制理论与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系统工程领域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本科专业为自动化、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联系人：周宏平，电话：

025-85427778，电子信箱：hpzhou@njfu.com.cn。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1. 木材科学与技

术、复合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近5年
以第 1作者发表 SCI收录论文 10篇以上。方向 2. 木结构建筑。

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结构工程、木结构设计、结构复合材

料、建筑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至少发表

SCI收录论文3篇以上及EI收录论文3篇以上。联系人：梅长彤，

电话：025-85427742，电子信箱：mei@njfu.edu.cn。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武汉] 武汉大学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遥感传感器与集

成技术；雷达、红外、高光谱遥感；物联网、传感网及移动通讯技

术；计算机视觉与视觉测量技术；空间统计学及其应用；地理信

息工程与科学。岗位1. 学术带头人。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

3年以上科研或任职经历，近5年在本学科前沿方向上取得国内

外公认的重要成就，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岗位2. 骨
干教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在海内外高水平学术机构学

习或任职经历，在国内外高质量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能胜任

专业课程的讲授任务，能全英文教学者优先。岗位3. 研究学者/
博士后。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不超过3年，具有良

好的基本理论研究与实验实现能力，并取得显著科研成果（学术

论文、软件著作权和专利等）。电话：027-68778546，电子信箱：

rsrenshi@whu.edu.cn，截止日期：2014-10-26。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副教授/讲师

[北京] 清华大学

生命学院招聘教师8名。方向：生物学相关专业。要求：具

有生物学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并具有博士后科研经历，以第1作
者身份在相关研究方向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电子信箱：hr-
tsinghua@cls.edu.cn，截止日期：2014-10-31。详情见：http://zhao⁃
pin.rsc.tsinghua.edu.cn。

副教授/讲师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研究中心招聘研究人员 5名。方

向：大面积、高质量宽禁带半导体衬底的研究；电子器件级高质

量宽禁带半导体单晶薄膜及掺杂方法的研究；高温、高效、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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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微波器件及高效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的研究；基于宽禁带半

导体的传感器和成像探测器的研究；新型化学气相外延（CVD）
等关键设备的研制。要求：具有电子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材

料科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应聘讲师者年龄32岁以下，应聘副

教授者年龄35岁以下。具有相关方向2年以上工作经历，以第1
作者身份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2篇以上高水平学术论文。联系

人：张明辉，电话：029- 82668155，电子信箱：zhangminghu⁃
icc@mail.xjtu.edu.cn，截止日期：2015- 07- 31。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副研究员/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健康科学研究所免疫与疾病研究组招聘研究人员。岗位1.
副教授。方向：通过分子、细胞生物学方法和小鼠疾病动物模型

与临床病人样本分析等手段，研究重大炎症相关疾病的发病机

理。要求：具有医学或生物学专业博士学历，并有博士后研究经

历，以第 1作者身份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岗位

2. 博士后。方向：研究炎症在重大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肿

瘤、糖尿病、感染性疾病等病理中的分子作用机制。要求：具有

博士学位，具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或分子免疫学相关研究

背景，以第 1作者发表过 SCI论文。电子信箱：ycqian@sibs.ac.
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魏文胜课题组招聘博士后。方向：真核基因

组编辑技术的研发及高通量功能基因组学；艰难梭菌毒素侵染

机制研究；丙型肝炎病毒的入胞及胞间扩散机理研究；乙肝新型

治疗策略研发；基于功能基因组学的疾病及免疫的分子机理研

究。要求：具有分子、细胞、生化或免疫学等相关生物医学专业

博士学位，以第1作者身份在本专业领域主流国际期刊发表过研

究论文。电子信箱：wswei@pku.edu.cn。详情见：http://www.
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陈章渊课题组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方向：相干通信网络、

可变带宽交换、网络物理损伤机制、软件定义光网络等。要求：

具有通信或网络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光学等物理专业背景，

发表过SCI研究论文。电子信箱：juhao_li@pku.edu.cn。详情见：

http://www.postdoctor.org.cn。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海洋研究院招聘博士后。方向：涉海经济、法律、政策和海

洋文化研究；国家海洋战略尤其南海战略研究；海洋基础科学研

究；海洋工程装备基础研发与系统集成研究；海洋生物技术及生

物资源研究；海洋能源资源开发研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国际海洋开发前沿和重大技术跟踪研究；海洋产业服务支持系统

研究与实践。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不超过5年，年龄不超

过 35岁，具有相关方向研究经历。联系人：牟老师，电子信箱：

moushaoyan@pku.edu.cn。详情见：http://www.postdoctor.org.cn。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工学院席鹏课题组招聘博士后。方向：光学工程、光机电一

体化。要求：具有光学工程、激光、光电子或应用物理等方面博

士学位，熟悉软件编程、数据分析、CAD，实验能力强，以第1作者

身份发表过2篇以上被SCI期刊收录的科学论文，并以主要研究

者的身份参与至少1项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相关科研课

题的申请。具有光学显微成像研究基础，有相关光机电一体化

系统搭建经验者优先。联系人：席鹏，电子信箱：xipeng@pku.
edu.cn。详情见：http://www.postdoctor.org.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张立新研究组招聘研究人

员。方向：利用合成生物学手段制备活性天然产物。要求：具有

分子生物学或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具有独立开展分子生物学或

生物化学实验的工作经历，近3年以第1作者发表过 SCI研究论

文。具有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合成生物学研究、生物信息学分

析经历者优先。电子信箱：lishaofeng2011@126.com，截止日期：

2014-09-30。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化与细胞所童明汉研究组招聘博士后。方向：精原干细

胞命运决定和减数分裂启动的分子机制。要求：具有生命科学

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背景，有生殖

生物学和动物模型研究经历者优先。电子信箱：minghan@sibcb.
ac.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化与细胞所葛高翔研究组招聘博士后。方向：细胞微环

境对肿瘤发生及转移的调控。要求：具有生物学或医学专业博

士学位，掌握基本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以第1作
者在 SCI杂志上发表过研究论文。有动物实验研究经验者优

先。电子信箱：gxge@sibcb.ac.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
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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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命科学研究健康所内分泌代谢研究组招聘博士后。方

向：神经内分泌肿瘤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型糖尿病分子

机制及胰岛细胞生物学研究。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分子、

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研究背景，具有疾病动物模型研究经历，有

很强的英文基础，能独立用英文撰写研究论文，以第1作者发表

过研究论文。联系人：徐焰，电话：021-64749885，电子信箱：xuy⁃
anrr@aliyun.com。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李福彬课题组招聘博士后。要

求：具有免疫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能

够适应实验室工作环境，能够开展小鼠相关和其它实验室工作，

以第 1作者身份发表过 SCI论文。具有相关研究背景和国外留

学工作经历者优先。联系人：李福彬，电子信箱：Fubin.Li@gmail.
com。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肖泽宇课题组招聘博士后。方向：纳米医学与生物

工程、分子影像学、化学生物学。岗位1. 化学博士后。要求：具

有化学相关专业（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或无机化学）博士学位，

具有高分子化学合成，有机合成，或无机材料合成的理论基础和

实验技能，熟悉各种仪器分析方法，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

发表过论文。岗位2. 生物学博士后。要求：具有生物学相关（生

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或药理学）博士学位，具有生物化学，分子生

物学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扎实的实验技术，具有肿瘤（如肺癌，胃

癌或大肠癌）动物模型研究经验，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发

表过研究论文。电子信箱：xiaozeyu@gmail.com。详情见：http://
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上海] 同济大学

口腔医学院招聘博士后。方向：口腔种植学、正畸学、口腔

修复学、牙体牙髓病学、口腔基础。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熟练掌

握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有相关学科研究背景，以第1作者发表

过 SCI 论文。联系人：李琳，电话：021-66311625，电子信箱：

kouqiang399@hotmail.com。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深圳] 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能源与环境学部招聘博士后。方向：环境科

学与工程；污水再生处理与安全利用；给水处理中陶瓷膜的应

用；水与环境工程设计运行优化；城市面源污染控制、雨水收集

及利用技术；海洋动力学及环境模拟；污水脱氮除磷与资源化。

要求：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在相关领域获得优良的专业教育

和科研训练，以第1作者身份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联系人：

李欢，电话：0755-26036105，电子邮箱：li.huan@sz.tsinghua.edu.
cn，截止日期：2014-10-31。详情见：http://zhaopin.rsc.tsinghua.
edu.cn。

博士后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半导体能源转换器件研究中心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宽禁

带半导体（SiC、GaN）材料与器件；新型半导体纳米材料与器件；

功率器件与电路。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以第1作者或通信作者在所研究学科

一流期刊发表2篇以上高水平学术论文。联系人：周晓红，电子

信箱：xhzhou0505@mail.xjtu.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
cenet.cn。

博士后

[汕头] 汕头大学

方向：免疫毒理学、生殖毒理学、发育毒理学。要求：具有博

士学位，能够进行以下研究：环境污染物对儿童和新生儿生长发

育的影响；环境污染物与出生缺陷、肿瘤以及神经、生殖、免疫系

统疾病等的发病关系和机制。联系人：霍霞，电话：0754-
88900307，电 子 信 箱 ：xhuo@stu.edu.cn。 详 情 见 ：http://www.
yingjiesheng.com。

博士毕业生

[长沙]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区域农业生态中心区域与景观生态组招聘研究人员。方

向：植物生理生态、植物水分关系、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面源污

染、生态环境遥感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较强的室内外

试验能力、较强的数理统计、模型开发和应用能力，以第1作者发

表SCI论文2篇以上具有作物模型、Matlab编程经验者优先。联

系人：徐宪立，电子信箱：xianlixu@isa.ac.cn。详情见：http://www.
cas.ac.cn。

博士毕业生

[长沙]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区域农业生态中心土壤环境生态组招聘研究人员。方向：

土壤学、农学、环境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土壤学、农学、

环境学相关经验，发表过SCI研究论文。具有丰富野外试验经验

者优先。联系人：苏以荣，电子信箱：yrsu@isa.ac.cn。详情见：

http://www.cas.ac.cn。
（（编辑编辑 郭献之郭献之（（实习生实习生），），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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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美国] Columbia University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laboratory of Peter
Sims (http://www.columbia.edu/~pashttp://www.columbia.edu/~pas21822182) at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the Department of Systems Biology. Candidates
must be highly motivated PhD- level scientists with expertise
in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Experience with translational
profiling methods such as ribosome profiling and computational
bioinformatic analysis is highly desirable but not essential.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email Dr. SimsDr. Sims directly and include a
CV to paspas21822182@columbia.edu.@columbia.edu.（源于Science [2014-08-11]）

博士后

[美国]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o study cell-mediated immunity against HIV/malaria and
develop vaccine against HIV/malaria in a transgenic mouse and
humanized mouse models. The mechanism of a CD1d- binding
glycolipid as an adjuvant may also be investigate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work, please see: http://www.adarc.org/tsuji_http://www.adarc.org/tsuji_
427427.html..html. A PhD or equivalent degree in the area of Immunology
with a background in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plus
having at least one first-authored publication in an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 is required. Experience with handling mice and
flow cytometry is preferable. Please send curriculum vitae plus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ree references electronically to: MoriyaMoriya
Tsuji, MD, PhD.Tsuji, MD, PhD. E-mail: mtsuji@adarc.org.mtsuji@adarc.org.（源于 Science [2014-
08-11]）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o study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pathological alterations in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 ion channels. Projects include studying
molecular signaling and trafficking of TMEM16A, TRP, BKCa and
voltage-dependent Ca2+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of H2S-
induced vasodilation. Experience with patch- clamp
electrophysiology, confocal calcium imaging, molecular biology,
ion channel biochemistry, and cardiovascular physiology preferred.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include a PhD or MD in Physiology or a
related field. Send curriculum vitae and names and addresses of
3 references to Dr. Jonathan H. Jaggar, Maury Bronstein EndowedDr. Jonathan H. Jaggar, Maury Bronstein Endowed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University ofProfessor of Physiology,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Health Science Center,Tennessee Health Science Center, 894894 Union Avenue, Memphis,Union Avenue, Memphis,

TNTN 3816338163, USA., USA. E-mail: jjaggar@uthsc.edu.jjaggar@uthsc.edu.（源于 Science [2014-
08-13]）

博士后

[美国] Geisinger Health System

Geisinger Health System (GHS) is seeking a Postdoctoral Fellow
for the laboratory of Anne Moon, MD, PhD at the Weis Center for
Research located on Geisinger Medical Center’s (GMC) campus in
Danville, Pa. The research focus for this position is the functions
of Fgf and T-box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vivo during mouse
embryonic development. PhD or MD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Experience in mouse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 and cell biology is also desirable. Experience
with a broad range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techniques,
including cloning, EMSA, ChIP, Northern blotting, SDS- PAGE,
microarray analysis, immunohistochemistry, confocal and
epifluorescence microscop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cell
culture Proven ability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experiments,
supervise junior laboratory personnel, and present and publish
result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esearch programs at Geisinger,
please visit: http://www.geisinger.org/professionals/research/wcr.http://www.geisinger.org/professionals/research/wcr.
For more information,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geisinger.org/careersgeisinger.org/careers or contact:
Anne M. Moon MD, PhD, Senior Scientist, at ammoon@geisinger.Anne M. Moon MD, PhD, Senior Scientist, at ammoon@geisinger.
edu.edu. To apply: http://www.Clickhttp://www.Click22Apply.net/tzApply.net/tz33kqdkqd55..（源于 Science

[2014-08-13]）

博士后

[瑞士] Roche

The Roche Innovation Center Zurich (Roche Glycart AG) is
seeking a postdoctoral fellow for nucleic acid cancer vaccines. As
a Roche Postdoctoral Fellow (RP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receive scientific mentoring from both Roche and its academic
partners and gain valuable research experience from both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perspectives. The project focuses on new
types of cancer vaccines building on the versatility of nucleic acid
immunization as well as antigen presentation technologies of coded
antigens. In this position candidates will: Perform cutting- edge
research in cancer immunology and cancer vaccines; Be
responsible for experimental work, data analysis and detailed
written records and notebooks; Be expected to publish data in top
tiered journals, attend and present at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collaborate across groups in the research unit.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PhD degree (obtained no longer than 4 years ago) in a
relevant field; strong background in T-cell Immunology and
experience in tumor Immunology; expertise in animal work and
experience in molecular cloning and molecular biology; a broad-
based interest on cancer vaccines; a good publication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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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must contain a CV with publication list and a
motivation letter. To apply: http://careers.roche.com/en/jobApply.http://careers.roche.com/en/jobApply.
jobOfferId=jobOfferId=29665535382966553538.language=en.offersPath=.language=en.offersPath=
@content@taleo@external.html.@content@taleo@external.html.（源于Science [2014-08-14]）

博士后

[美国]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seeks motivated, hard- working
postdoctoral fellows to study the role of microbiome and
inflammation in intestinal cancer. The candidate will conduct
cutting- edge research utilizing 16S rDNA analysis, transcriptome
arrays, genome modification using CRISPR technology, microscopy
and immunology techniques.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olecular
biology is required. They prefer recent PhD graduates or
candidates with less than 2 years of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1) Full CV; 2) a brief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 and experience and 3) names of three references
to: Sergio A. Lira, MD, PhD;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Sergio A. Lira, MD, PhD;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Sinai; 14251425 Madison Ave. BoxMadison Ave. Box 16301630 RoomRoom 1212--2020; New York, NY; New York, NY
1002910029, USA., USA. E-mail: Sergio.lira@mssm.eduSergio.lira@mssm.edu（源于 Science [2014-
08-14]）

博士后

[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The Princeton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cience is seeking
postdoctoral fellowships. The deadline for receipt of the
nomination, reference letters, and all materials from the nominee
is October 15, 2014. Nominees should be of the highest talent
and promise, eager to expand their horizons, and trained in
theoretical science, broadly construed, including astrophysics,
biology, chemistry, geosciences,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To
submit a nomination, enter the candidate’s name and email
address at: http://pcts.princeton.edu/pcts.http://pcts.princeton.edu/pcts. Nominees are then
invited to submit additional materials and names of other
references. The deadline for receipt of all materials from the
nominee is October 15, 2014.（源于Science [2014-08-15]）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opens a research associate postdoctoral
position to study in the area of viral immunology and HIV vaccine
development, funded by NIH grants. IBBR is a premier research
institute focused on the structural and quantitative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lex protein structure/function relationships
and bio- molecular engineering and testing of novel products or
platforms targeting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conditions of human
disease and intervention. IBBR operates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biotechnology corridor in Rockville,

Maryland. Qualifications: PhD or MD degree and strong
background in molecular biology, biochemistry, immunology,
molecular genetics, or related biological sciences. Candidates with
experiences in structural biology, bioinformatics, and NHP/mice
immunology, who are interested to extend their expertise in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research, are highly
encouraged to apply. Applications: Applicants should send their
CV, cover letter includin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career goals, and names/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to: https://ejobs.umd.edu/postings/https://ejobs.umd.edu/postings/2884628846.. Closing Date:
Review of candidates will begin on 09/1/2014 and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源于Science [2014-08-15]）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three tenure-track
faculty positions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in the areas of
Genomics, Systems Biology, or Computational Biology, pending
budgetary approval. They seek outstanding scientists who will
enhance and complement their broad-based interactive commun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in modern biology. Candidates involved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any area of Genomics, Systems Biology,
or Computational Biology are invited to apply.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have a PhD and substantial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and will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n extramur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 train graduate student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undergraduate science education. To ensure full
consider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ference letters should be
received by October 15, 2014. Applicants should email a single
PDF document containing a curriculum vitae, a 2~3-page
statement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plans, and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eaching interests to biojobs@pitt.edu.biojobs@pitt.edu.
Applicants should arrange to have at least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sent to biojobs@pitt.edu.biojobs@pitt.edu.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s available at: http://www.http://www.
biology.pitt.edu.biology.pitt.edu.（源于Science [2014-08-11]）

助理教授

[美国] Claremont McKenna, Pitzer,
and Scripps Colleges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Pitzer College, and Scripps College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track appointment in Animal
Physiology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to begin July 2015.
Candidates should hold a PhD degree with focus in physiology or
a related field.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and a record of scholarly
publication are preferred. Please apply online at website: https://https://
webapps.cmc.edu/jobs/faculty/faculty_opening_detail.php?webapps.cmc.edu/jobs/faculty/faculty_opening_detail.php?
PostingID=PostingID=1401614016.. Uploaded materials should include a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

94



科技导报 2014，32（24） www.kjdb.org

description of proposed research with equipment needs, and a
diversity statement (of no more than 1 page) outlining the applicant
’s philosophy for fostering 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s
inclusive of all students. Please also ensure that three reference
letters be uploaded. Inquiries about the posi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to Dr. Patrick Ferree at E-mail: pferree@kecksci.pferree@kecksci.
claremont.edu.claremont.edu.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partment can
be found at website: http://www.kecksci.claremont.edu.http://www.kecksci.claremont.edu.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October 24, 2014, and the position will
remain open until filled.（源于Science [2014-08-14]）

助理教授

[美国] Indiana University

Indiana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track position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with a specific research emphasis
in eukaryotic cell biology. They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candidates whose research complement and/or extend their
existing strengths in chromatin structure, genome replication,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mitosis, meiosis, the cytoskeleton, and
signal transduction. Exceptional scientists with a strong record of
applying cutting-edge approaches to basic questions in eukaryotic
cell biology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Applicants should hold a
PhD or equivalent degree and have relevant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with a strong record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Please submit a cover letter, CV, research statement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s using the submission link at http://indiana.http://indiana.
peopleadmin.com/postings/peopleadmin.com/postings/952952.. Please address inquires to JenniferJennifer
Tarter jenjones@indiana.edu;Tarter jenjones@indiana.edu; 812812--856856--39843984;; 10011001 E. ThirdE. Third
Street, Bloomington, INStreet, Bloomington, IN 4740547405--37003700, USA., USA.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October 15, 2014 will be assured of full consideration.（源于

Science [2014-08-14]）

助理教授

[美国] Indiana University

Indiana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d/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 in Genomics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
Candidates should have well- developed research programs that
apply cutting-edge genomic approaches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important aspects of eukaryotic
biology, including gene regulation, epigenetics, development, or
evolution. More senior candidates with outstanding credentials in
research and extramural funding may also be considered.
Applicants must hold a PhD degree and have relevant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with a strong record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Faculty members are expected to establish vigorous well- funded
research programs and to participate in undergraduate/graduate
education.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October 15, 2014 will be
assured of full consideration.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a cover
letter, CV, research statement (past, present, and planned), up to
three PDFs of re-prints/pre-prints, and arrange for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s to be submitted at http://indiana.peopleadmin.com/http://indiana.peopleadmin.com/
postings/postings/957957.. Please address inquires to Jennifer Tarter atJennifer Tarter at
812812-- 856856-- 39843984; janjones@indiana.edu;; janjones@indiana.edu; 10011001 E. Third Street,E. Third Street,
Bloomington, INBloomington, IN 4740547405--37003700, USA., USA.（源于Science [2014-08-14]）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invites nominations and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in
Social Behavior and Evolution. They seek an individual who
studies the social behavior and evolution of any animal taxonomic
group and whose research involves field, laboratory, and/or
modeling approaches. He or she will be a member of their
Ecology,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Behavior Section and also have
opportunities to interface with the Neuroscience and Behavior
Program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in so doing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UNL’s Life Sciences Initiative. A PhD (or
equivalent) and experience in social behavior and evolution or a
related field is required. A minimum of one year of postdoctoral
research experience is preferred. Applicants should go to http://http://
employment.unl.eduemployment.unl.edu, search for requisition number F_140107,
complete the Faculty Academic/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form,
attach a letter of application, Curriculum Vitae,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plans,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interests, and include the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源于 Science

[2014-08-14]）

助理教授

[美国] Tulane University

Tulane University is seeking applicants for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as part of a vigorous expansion of the
department. Successful applicants ar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extramur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 and
to participate in graduate and medical student teaching. The
applicants will be provided with a highly competitive salary,
significant start- up funds, and excellent laboratory space.
Applicants for the position must have a PhD, MD or equivalent
degree with several years of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The search
committee will begin consideration of applications in September
2014 and continue until April 2015. The positions are expected to
be filled by the fall of 2015.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curriculum
vitae, a brief summary of past accomplishments, future research
plans, and the names and email addresses of three references to:
biochem@tulane.edubiochem@tulane.edu or by E-mail to: The Faculty Searchto: The Faculty Search
Committee, c/o Gilbert Estrada,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Committee, c/o Gilbert Estrada,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85438543, Tulan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ulan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4301430 Tulane Avenue, New Orleans, LATulane Avenue, New Orleans, LA 7011270112, USA., USA.（源于 Science

[2014-08-14]） （（编辑编辑 孙杨慧孙杨慧（（实习生实习生），），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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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昱，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传染病流行病学、传播动力学和监测，电子信箱：liyu1@chinacdc.cn；余宏杰（通信作者），主任医师，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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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李昱, 任翔, 刘翟, 等. 埃博拉病毒病：流行病学、生态学、诊断、治疗及控制[J]. 科技导报, 2014, 32(24): 15-24.

埃博拉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流行病学流行病学、、生态学生态学、、
诊断诊断、、治疗及控制治疗及控制
李昱 1，任翔 1，刘翟 2，程颖 1，高福 2, 3，余宏杰 1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传染病监测预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实验室，北京102206
2.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102206
摘要摘要 埃博拉病毒（Ebolavirus）是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 EVD）的病原体，1976年首次在非洲发现，目前确认该

病毒包括5个种，其中苏丹型（Sudan ebolavirus）、扎伊尔型（Zaire ebolavirus）、塔伊森林型（Taï Forest ebolavirus）和本迪布

焦型（Bundibugyo ebolavirus）均有感染人发病的记录；莱斯顿型（Reston ebolavirus）可致人隐性感染，并与多起猕猴暴发疫情

有关，曾在菲律宾的猪中检出。人类埃博拉病毒病的病死率为25%~90%，疫情均发生在非洲，主要集中在10°N—10°S的非洲

地区，本次西非疫情是规模最大的暴发流行，截至2014年8月20日已报告2615例病例。该病是动物源性传染病，目前证据支持

果蝠可能为病毒的自然储存宿主。该病在人群中主要通过接触传播，有症状的病人才具有传染性。未采取正确防护措施的医护

人员、家庭护理人员及接触病人血液、体液，或接触病人血液、体液等污染的物品，或接触病例尸体的人是高风险感染人群。本病

起病急，早期表现为发热、厌食、虚弱无力等非特异性症状，可通过检测病毒核酸、抗原、抗体等方法确诊。目前尚无批准上市的

特效药和疫苗，以对症和支持治疗为主。预防控制策略主要包括早期发现病例、及时调查处置、追踪和密切观察接触者，以及有

效的医院内和社区的感染控制。

关键词关键词 埃博拉病毒病；埃博拉病毒；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18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4.001

Ebola Virus Disease: Epidemiology, Ecology,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ontrol

AbstractAbstract Ebolavirus is the causative agent of Ebola Virus Disease (EVD) and was first found in 1976 in Africa. The genus of
Ebolavirus includes 5 species, of which the 4 species, i.e., Sudan ebolavirus, Zaire ebolavirus, Taï Forest ebolavirus and Bundibugyo
ebolavirus caused human cases of EVD in the history. The additional species, Reston ebolavirus, was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outbreaks among monkeys and was once isolated from domestic pigs of Philippines. EVD has a fatality rate between 25% and 90%,
with its outbreaks in humans limited to Africa and mainly happened in central Africa between 10°N and 10°S so far. The ongoing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has been the biggest one, with 2615 cases reported as of August 20, 2014. EVD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a
zoonosis and its most likely natural reservoirs are fruit bats based on the current evidence. Ebolavirus can spread within human,

LI Yu1, REN Xiang1, LIU Di2, CHENG Ying1, GAO George Fu2, 3, YU Hongjie1

1.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Key Laboratory of Surveillance and Early-warning on Infectious Diseas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2. CAS Key Laboratory of Pathogenic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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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业勤，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高强钛合金，电子信箱：zyqdyx520@sohu.com
引用格式：张业勤, 谷志飞，沙爱学, 等. 一种新型高强高韧TC27钛合金的高温变形行为[J]. 科技导报, 2014, 32(24): 25-30.

一种新型高强高韧一种新型高强高韧TCTC2727钛合金的钛合金的
高温变形行为高温变形行为
张业勤 1，谷志飞 2，沙爱学 1，黄利军 1，鲁世强 3

1.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100095
2.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公司，包头 014030
3. 南昌航空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昌330063
摘要摘要 采用Gleeble 3500热模拟机对一种新型高强高韧TC27钛合金进行等温恒应变速率压缩实验,开展TC27钛合金的高温

变形行为研究，为制定TC27钛合金的热加工工艺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TC27钛合金应力应变曲线在变形温度较低时大致

呈应变软化型；而在变形温度较高且应变速率较低时，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基本为稳态流动型。在应变速率为70 s-1时，呈现较大

幅的震荡现象。TC27钛合金的流动应力对变形温度的敏感性在低温变形时要显著大于在高温变形时的；对应变速率的敏感程

度随变形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利用实验数据对TC27钛合金分别在700~850℃和850~1150℃温度段建立了本构方程，并具有

较高的精度。通过高温变形微观组织观察，发现在变形温度高于β转变温度变形时，随变形温度提高，或应变速率降低，动态再结

晶数量增加。

关键词关键词 高强高韧；TC27钛合金；流动应力；本构方程；微观组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G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4.002

High Temperature Deformation Behavior of a High Strength
and High Toughness TC27 Titanium Alloy

AbstractAbstract The high temperature deformation behavior of TC27 titanium alloy with high strength and high toughness was studied
through isothermal constant strain- rate compression experiments using a Gleeble 3500 thermo-mechanical simulator, which might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rmal processing of TC27 titanium allo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TC27 titanium alloy
at low temperat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roughly corresponded to the softening type and steady- state- flow type, respectively, and
significant shock decline was observed when the strain rate was 70 s-1. The dependence of temperature on flow stress at low temperature
wa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the dependence of strain rate decreased when the temperature was
increased. Based on experimental data, two high precision constitutive equations of TC27 titanium alloy were established for
temperature ranges of 700-850℃ and 850-1150℃. Observation on the microstructure shows that the amount of dynamic recrystallized
grains increased with the rise of temperature or the decrease of strain rate when the temperature was higher than β transition
temperature.
KeywordsKeywords high strength and high toughness; TC27 titanium alloy; flow stress; constitutive equation; microstructure

ZHANG Yeqin1, GU Zhifei2, SHA Aixue1, HUANG Lijun 1, LU Shiqiang 3

1.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2. Inner Mongolia First Machinery Group Gorporation, Baotou 01403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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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霖，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金属材料的腐蚀与防护，电子信箱：guolin@aeromat.cn
引用格式：郭霖，徐秀清. S2-浓度对含盐污水中10#碳钢腐蚀性能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4, 32(24): 31-34.

SS22--浓度对含盐污水中浓度对含盐污水中 1010##碳钢腐蚀碳钢腐蚀
性能的影响性能的影响
郭霖 1，徐秀清 2

1. 西安向阳航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710025
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西安 710065
摘要摘要 目前中国的炼油厂换热器多采用碳钢材质，换热器是石化设备中失效最快、损失最严重的设备之一，尤其是水相换热器的

腐蚀更为严重。水相介质中通常含有一定量的S2-、Cl-、Ca2+和Mg2+，关于碳钢在含硫介质中的腐蚀行为，国内多数研究方向是应

力情况下硫化物引起的应力腐蚀开裂问题，无应力状态下碳钢在含硫介质中的腐蚀行为研究得比较少。本文针对兰州石化某常

减压装置换热器管束（主要材质10#碳钢）在使用过程中的腐蚀问题，采用高温高压釜实验和电化学测试方法，研究壳程介质中

S2-浓度对10#碳钢在含盐污水中腐蚀行为的影响，利用宏观照片和X射线衍射仪XRD表征腐蚀产物的形貌和相结构组成。实验

结果表明，在测试区间内，随着腐蚀介质中S2-含量的增加，试样表面生成的FeS使得碳钢的均匀腐蚀速率逐渐降低，当介质中

S2-含量升高到250 mg/L时，碳钢换热器管束的腐蚀程度由严重腐蚀转变为中度腐蚀，XRD分析结果显示腐蚀产物为Fe3O4、

CaCO3和FeS；同时，当腐蚀介质中S2-含量小于100 mg/L时，由于介质中侵蚀性Cl-存在，溶液中的Cl-更容易穿过疏松的腐蚀产

物膜层到达膜与基体界面处腐蚀基体，使得碳钢表面出现明显的点蚀现象，且介质中S2-含量越低，试样抗点蚀性能越差。

关键词关键词 10#碳钢；S2-浓度；含盐污水；腐蚀速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G17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4.003

Influence of S2- Concentration on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10# Carbon Steel in Saline Wastewater

AbstractAbstract The corrosion of a refinery heat exchanger, especially a water-phase heat exchanger, is a serious issue. The corrosion
perforation and scaling of tubes are the main causes for the heat exchanger failure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plenty of S2-, Cl-, Ca2+ and
Mg2 + in the corrosion medium.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orrosion of refinery heat exchanger tubes (10# carbon steel) in their
operation processes, the corrosion behaviors of 10# carbon steel in saline wastewater with different S2- concentrations are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the immersion test and the electrochemical methods. The surface photographs and the compositions of corrosion products
are taken and determined by digital camera and X- ray diffraction spectrometer.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uniform
corrosion rates of 10# steel decrease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2- concentration in the corrosion medium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test. The corrosion degree of 10# carbon steel comes down to a moderate corrosion from a heavy corrosion when the S2-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um is higher than 250 mg/L. XRD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compositions of the corrosion products are
Fe3O4, CaCO3 and FeS. Meanwhile, Cl− in the corrosion medium can penetrate the corrosion product to accumulate and produce the
pit corrosion on the surface of 10# carbon steel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Cl- when the S2-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um was less than
100 mg/L. And the pitting corrosion resistance becomes worse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S2- concentration.
KeywordsKeywords 10# carbon steel; S2- concentration; saline wastewater; corrosion rate

GUO Lin1, XU Xiuq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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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秋英，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油气田腐蚀与防护，电子信箱：gaoqy.xbsj@sinopec.com；张江江（通信作者），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油气田

地质、技术工程，电子信箱：jiangjiang224@126.com
引用格式：高秋英, 张江江, 杨祖国, 等. 20#碳钢管道内沉积物对腐蚀行为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4, 32(24): 35-39.

2020##碳钢管道内沉积物对腐蚀行为的碳钢管道内沉积物对腐蚀行为的
影响影响
高秋英 1，张江江 1，杨祖国 1，羊东明 1，刘冀宁 1，臧晗宇 2，朱原原 1，张涛 2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乌鲁木齐 830011
2.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110016
摘要摘要 塔河油田地面原油集输金属管道主要材质为20#碳钢。地面原油集输金属管道腐蚀主要为内壁点蚀，点蚀区域存在有沉

积物。为研究沉积物对地面原油金属集输管道的腐蚀行为的影响，在对管道内壁沉积物类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无、有沉积物

覆盖的20#碳钢试片挂入高压釜来模拟现场腐蚀实验，应用失重法分析、电位极化曲线测试、丝束电极测试及扫描电镜技术对无

沉积物覆盖的20#碳钢试片及有沉积物覆盖下的20#碳钢试片的腐蚀失重速度、腐蚀过程、腐蚀电位分布及扫描电镜特征进行测

试。分析表明：无沉积物覆盖区20#碳钢相比有沉积物覆盖腐蚀失重速度小；两者腐蚀过程均受阴极扩散控制，后者阳极过程受

到促进，腐蚀电位降低、耐蚀性变差；前者腐蚀电位分布随时间变化不大，以全面腐蚀为主，后者腐蚀电位分布随时间变化大，点

蚀特征明显，建立了无、有沉积物覆盖的20#碳钢腐蚀行为影响过程模型。

关键词关键词 沉积物；腐蚀行为；塔河油田；20#碳钢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30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4.004

Effects of Sediments on the Corrosion Behavior of 20# Carbon
Steel Pipe

AbstractAbstract The main material of the crude oil gath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pipeline in Tahe oilfield is 20# steel. The pipeline surface
corrosion is mainly the wall pitting corrosion, with deposits in the pitting reg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rrosion behavior of sediments
on the ground crude metal pipelin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sediment types on the inner wall of the pipeline, the cover of 20#

carbon steel specimen with or without sediments is hanged in the autoclave to simulate the scene corrosion experiment, using the
weight loss method, the polarization curve test, the wire beam electrode test and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With 20# carbon
steel corrosion sediments under the coverage of the test piece, the weightlessness velocity, the corrosion process,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SEM characteristics are determined, with no sediment covering the 20# carbon steel specimen.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area of 20# carbon steel without sediment covered, the corrosion weight loss rate is smaller than that with sediments
covered; both corrosion processes are governed by the diffusion control, the latter by promoting the anodic process and reducing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an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does not change with time, the general
corrosion,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distribution varies with time, with prominent pitting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Keywords sediment; corrosion behavior; Tahe oilfield; 20# steel

GAO Qiuying1, ZHANG Jiangjiang1, YANG Zuguo1, YANG Dongming1, LIU Jining1, ZANG Hany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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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崇敬, 曹代勇, 陈健明, 等. 聚集型高演化天然固体沥青成因——以湘西脉状碳沥青为例[J]. 科技导报, 2014, 32(24): 40-45.

聚集型高演化天然固体沥青成因聚集型高演化天然固体沥青成因
———以湘西脉状碳沥青为例—以湘西脉状碳沥青为例
王崇敬 1，曹代勇 1，陈健明 2，张鹤 1，周荣洲 2，周济 1，杨光 1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湖南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株洲 412003
摘要摘要 聚集型高变质程度的脉状碳沥青广泛存在于湖南湘西州寒武系地层，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测试，获得了碳沥青赋存特征、

微观形态特征及母质来源、组成和演化程度等信息。野外调查发现，碳沥青矿脉大多赋存北东—北北东走向的小断裂内，通过扫

描电镜及能谱（SEM-EDX）技术、X射线衍射光谱（XRD）技术、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技术测试了样品的微观形态、元素组成

及分子结构。扫描电镜照片显示碳沥青具备流动状结构与镶嵌结构，X射线衍射光谱也有石墨的衍射峰出现，说明碳沥青达到

了较高的演化阶段；红外光谱的官能团信息显示碳沥青源于干酪根的演化；通过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微观形貌还是

组分特征，碳沥青既保留了原始石油的一些特征又受到强烈的后期改造影响，部分原始特征甚至被后期改造掩盖。

关键词关键词 脉状碳沥青；湘西；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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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of Aggregated Type Natural Bitumen with
High Evolution Degree: With Vein Anthraxolite in Xiangxi as an
Instance
WANG Chongjing1, CAO Daiyong1, CHEN Jianming2, ZHANG He1, ZHOU Rongzhou2, ZHOU Ji1,
YANG Guang1

1.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The Second Prospecting Team, Hunan Coalfield Geology Bureau, Zhuzhou 41200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metamorphic grade aggregated type natural vein anthraxolite is widespread in Cambrian strata in Xiangxi, Hun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ccurrence and microscopic morphology, the source,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evolution degree are obtained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nthraxolite Veins are hosted mainly in the NE-NNE small faults. With the SEM-EDX
(scanning electronic microscopy with energy dispersive X-ray), the XRD techniques and th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photometer
(FT-IR),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the morphology and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re identified. The data suggest that the
anthraxolite is in a high evolution stage because of the flow structure and the mosaic texture of the SEM images and the graphite
diffraction peak of XRD. The functional groups from the Fourier infrared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illustrate the anthraxolite derived
from the kerogen evolution. The anthraxolit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oil is shown, and it is influenced in the later stage,
which sometimes even covers up the original features.
KeywordsKeywords vein anthraxolite; Xiangxi; material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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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汞系数的储层评价分类方法基于压汞系数的储层评价分类方法
杨玲 1，程道解 1，刘保磊 2，白松涛 1

1.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油气评价中心，西安 710077
2. 长江大学石油工程学院，武汉 430100
摘要摘要 针对复杂储层评价这一难题，根据压汞特征参数能够表征储层孔隙结构进而有效反映储层渗透性原理，提出基于压汞资

料的储层分类方法。在确定目的层孔隙度下限和优选敏感压汞特征参数并构建能够描述储层有效性的压汞系数的基础上，建立

研究区储层的压汞分类标准，最终将区内储层分为四类，其中Ⅰ类储层品质最好，为自然高产区；Ⅳ类储层品质最差，为无效储层

区。利用该分类方法对实例井进行处理，并从孔渗、粒度及试油资料等方面进行效果验证，结果均证明这一方法合理、可靠。

关键词关键词 物性下限；压汞系数；储层分类；孔二段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4.006

Reservoir Class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Mercury
Injection Coefficient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servoir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mercury injection data,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 mercury injection method reflect the pore structure and permeability of the reservoir. Firstly, the lower limit of
porosity was determined and the sensitiv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mercury injection data. The relationship map
of property and oiliness of the study area shows that the lower limit of porosity of Kong 2 Member is 11%, namely the upper limit of the
forth type of reservoir.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map between electricity and oiliness shows that the lower limit of porosity of Kong 2
Member is 15%, namely the upper limit of the third type of reservoir.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the mercury injection parameters and RQI
shows the average pore throat radius, replacement pressure and sorting coefficient are the sensitive parameters that reflect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rvoir. The mercury injection coefficient that describes reservoir effectiveness was founded,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based
on mercury injection data was founded. Finally, the reservoir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The quality of the first type is the best, and
that of the fourth type is the worst. The logging data was processed by this method and the effect was checked by the physical property,
particle size and oil test dat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is method is reasonable and reliable.
KeywordsKeywords lower limit of physical property; mercury injection coefficient; reservoir classification; Kong 2 Member

YANG Ling1, CHENG Daojie1, LIU Baolei2, BAI Songtao1

1. Reservoir Evaluation Center，China Petroleum Logging Co., Ltd.，Xi'an 710077, China
2.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在相对均质的常规储层评价中普遍存在一个规律，即孔

隙度和渗透率常存在良好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通过测井曲

线值计算出孔隙度大小，进而准确估算出储层渗透率。在非

均质性强的复杂储层或低孔低渗储层中，孔隙度和渗透率的

相关性则不好，同样大小的孔隙度对应的储层渗透率差别较

大，孔隙度大小已不能有效反应储层渗透性好坏，仅利用孔

隙度单一参数难以准确估算渗透率。因此前人经常直接利

用通过孔隙度计算得到的渗透率对储层进行分类及品质评

价，显然存在不合理性。

微观孔隙结构是决定储层渗透性、影响油气成藏的重要

4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1961


科技导报 2014，32（24）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4-08；修回日期：2014-06-10
基金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8BAB32B03）
作者简介：张钦礼，教授，研究方向为采矿与充填技术，电子信箱：zhangqinlicn@126.com；姜志良（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深井充填理论

与技术，电子信箱：wind289556382@163.com
引用格式：张钦礼, 姜志良, 王石, 等. 高浓度超细全尾砂充填料浆管道输送阻力模型[J]. 科技导报, 2014, 32(24): 51-55.

高浓度超细全尾砂充填料浆管道输送高浓度超细全尾砂充填料浆管道输送
阻力模型阻力模型
张钦礼，姜志良，王石，陈秋松，朱阳亚，万孝衡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为准确计算某矿山高浓度超细全尾砂充填料浆管道输送阻力损失，在固-液两相流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全尾砂充填料浆管

道输送阻力影响因素，通过因次分析法构建高浓度超细全尾砂充填料浆管道输送阻力模型。运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CFD）研
究充填料浆体积浓度、流速、管道直径、固体混合料密度等因素对管道输送阻力的影响，得到360组管道阻力损失值；采用最小二

乘法回归计算管道输送阻力模型系数，并抽取4组常用工况点对计算模型进行误差分析，根据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方法，得到各

因素的影响程度关系。计算模型结果与泵送环管实验的误差在5%左右，能满足本矿山充填系统设计需要。

关键词关键词 超细全尾砂；管道输送阻力；Fluent数值模拟；因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85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4.007

Pipeline Resistance Model of the Filling Slurry Transportation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and Superfine Total Tailing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pressure loss in a filling pipeline with superfine total tailing and high concentration
slurry in a mine, on the basis of the solid-liquid two-phase flow theor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backfilling pipeline resistance of
the total tailing slurry are analyzed, to obtain a calculation model of the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resistance with a high concentration
and superfine total tailing slurry through the dimensional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the effects on the filling pipeline resistance of some factors, like the slurry volume concentration, the flow rate, the pipe
diameter, the solid mixture density and others, are evaluated, 360 groups of the pipeline resistance loss values are obtained; Using the
least squares and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he parameters in the transportation resistance model are calculated. With four common
operating points selected, an error analysis of the calculation model is made, an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significance test, th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n the pipeline resistance loss of each factor is obtained finally. The error of the
calculation model results against those of the pumping experiment with loop is around 5% , so it could meet the needs of the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pipe resistance.
KeywordsKeywords superfine total tailing;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resistance; Flu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dimensional analysis method

ZHANG Qinli, JIANG Zhiliang, WANG Shi, CHEN Qiusong, ZHU Yangya, WAN Xiaoheng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随着充填采矿法的在矿山开采应用比例的逐步提高，充

填系统的合理建造与安全操控成为矿山使用充填采矿法的

关键，而在整个充填系统中，管道输送系统是主要环节之

一[1]。其中的阻力损失是重要的管道输送水力参数，它直接

影响到充填系统的设计与工程应用[2]。中国多个矿山的充填

输送管道曾经发生严重的堵塞、爆裂和磨损事故，对生产造

成过极大的影响，并且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事故发生的主

要原因是充填料浆管道输送阻力计算不够准确，充填料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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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输运模型的网络相变过程基于输运模型的网络相变过程
孙磊 1，李荣 2，陈孝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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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财会金融学院，杭州 310053
3. 黑龙江科技大学理学院，哈尔滨 150022
摘要摘要 网络相变过程需重点关注网络上的总负荷数、网络上的消失负荷数、节点的排队负荷数等指标随单位时间进入网络的负

荷数R的变化规律。为此建立了无标度网络上的输运模型，用于定量计算这3种负荷数的变化规律。仿真结果表明：最大介数节

点最先产生拥堵，导致网络的进入和消失负荷数出现不平衡，进而导致网络进入拥堵状态；当R小于临界值Rc时，网络上的消失负荷

数随R同步增长。当R超过临界值Rc时，消失负荷数与R的比值持续下降，表明随着R的增加，负荷到达目的地越来越困难。

关键词关键词 复杂网络；输运模型；相变过程；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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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Transition of Network Based on Traffic Routing Model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network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are paid to the phase transition. The phase
transition is a process of transition from a stable state to a congested state. In this process, three kinds of variations of loads on the
network are involved, which are the total loads on the network, the loads removed from the network and the loads waiting for passing
through some node. Firstly, based on the traffic routing model, an order parameter is introduced to characterize the phase transi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R (the number of loads which enter into the network per unit time), this parameter experiences a transition from
zero to non-zero. That is to say, there will be a critical value of Rc that characterizes the traffic phase transition from a stable state to
a congested state. Secondly through the simulation, the variations of different kinds of loads on a scale-free network are identified.
The node with the maximum betweenness is easily to be congested, which results in an unbalance between the loads that enter into
the network and the loads that are removed from the network, and eventually results in the network congestion; When R<Rc, the
number of loads that are removed from the network increases synchronously with R. When R>Rc,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the loads
removed from the network and R decreases gradually, which means that i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the loads to reach their
destination. Understanding the variations of the key indicators in the phase-transition process is beneficial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gainst the network.
KeywordsKeywords complex network; traffic routing model; phase transition; simulation

SUN Lei1, LI Rong2, CHEN Xiaoguo3

1. School of Mechanics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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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网络是描绘和研究复杂系统拓扑结构和行为的关

键因素，1998年Watts等 [1]提出的小世界网络模型、1999年

Barabási等[2,3]提出的无标度网络模型，引发了现代意义复杂

网络研究的浪潮。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的拓扑结构，

随着研究的深入，运用输运模型来研究网络上的动力学过程

逐渐受到关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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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函数时域衍射的布洛赫矢量模型波函数时域衍射的布洛赫矢量模型
刘碧蕊，伏振兴

宁夏师范学院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 固原 756000
摘要摘要 为了揭示波函数时域衍射的物理本质，采用密度矩阵的矢量模型方法，研究线性啁啾脉冲光场作用下二能级系统波函数

的时域衍射效应；讨论光场啁啾因子对时域衍射效应的调制作用；分析不同啁啾因子作用时，量子系统粒子布居转移和时域衍射

效应的动态演化过程。在布洛赫矢量表象下，对时域衍射效应的物理作用机制给出了清晰的描述。

关键词关键词 啁啾场；二能级系统；布居转移；布洛赫矢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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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Diffraction of Wave Function in Time-domain by Bloch
Vector Model

Abstract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hysical mechanism and the essence of the quantum diffraction in time- domain, the wave function
diffraction in time-domain of a two- level system under the pulse field with a chirped frequency is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the
density matrix equation and the Bloch vector model. The modulations of the quantum diffraction by the chirped factors are discussed.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and the effect of the quantum diffraction with different chirped factors are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the physical process can found a clear description in the Bloch vector picture.
KeywordsKeywords chirped field; two-level system; population transfer; Bloch vecto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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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级系统作为最简单的量子系统，是构成其他较复杂

的多能级系统的基本单元。自从量子理论诞生以来，就广泛

关注二能级系统特性的研究[1~3]。当强啁啾光场作用在二能

级原子（或分子）系统上时，由于绝热跟随条件的满足，会引

起系统内粒子布居的完全转移，即实现粒子布居的完全转

移[4]；而当弱啁啾光场与二能级系统作用时，由于绝热跟随条

件的不满足或不完全满足，此时基态的粒子就不会完全转移

到激发态上。但是，弱啁啾光场的作用会在时域内引起系统

粒子布居振荡，这种振荡规律类似于光场的时域衍射行为，

被称为波函数的时域量子衍射[5]。

粒子布居转移和几率振荡是二能级系统特性研究的重

要热点[6]。实现粒子布居的完全转移，在通常情况下可采用

两种方法：一种是共振的π脉冲技术（π pulse technique），而

另一种是使用能级交叉的绝热通道技术（level crossing
adiabatic-passage technique）[4]。π脉冲技术利用粒子数的拉

比振荡，而能级交叉绝热通道技术是基于对系统哈密顿量的

本征态（即绝热态）的绝热跟随实现的。在具体应用中，π脉

冲技术通常需要精确的脉冲面积和非常严格的共振条件，即

使是很小的偏差，也会对粒子的转移效率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而能级交叉的绝热通道技术则需要较大的脉冲面积和足

够大的频率啁啾率 [7,8]。近年来，随着脉冲整形技术（pulse
shaping technique）的产生和应用，已经实现了对脉冲频率、

脉冲间距等参量的精确调制，从而实现了更为精细的量子

调制[9,10]。

本文采用密度矩阵的矢量模型方法，研究线性啁啾光场

作用下，二能级系统激发态波函数的时域衍射效应；讨论线

性啁啾因子对时域衍射效应的调制作用。在布洛赫矢量表

象中，分析系统粒子布居转移和激发态波函数时域衍射效应

的动态演化过程，描述光场与量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机理和物

理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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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拉丝法的线结构光视觉测量系统基于拉丝法的线结构光视觉测量系统
标定标定
崔希民，李聪，袁德宝，洪雪倩，赵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利用线结构光视觉非接触测量技术的大量程、大视场、高精度、光纹信息提取简单等优点进行非接触测量大型机器及轨道

等。分析了线结构光视觉测量传感器数学模型，利用构建的位于光平面上的标定特征点，提出了一种基于拉丝法的线结构光视

觉测量标定方法，即先标定传感器相机的内外参数，再利用激光线与铁丝相交形成的点作为特征点标定光平面在相机坐标系下

的方程。该方法降低了标定设备的成本，过程简单。标定结果表明：该方法标定满足测量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线结构光视觉测量；特征点；标定；拉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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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on of a Line Structured Light Vision Measu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Drawing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The line structured light vis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as a non-contact measurement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for structured light vision measurement calibration based on the drawing method by analyz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visual measurement sensor and using the feature point constructed on the light plane. This method has
simple process and reduces the cost of calibration equipment,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line structured light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he calibr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meets the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KeywordsKeywords line structured light vision measurement; feature point; calibration; drawing method

CUI Ximin, LI Cong, YUAN Debao, HONG Xueqian, ZHAO Yi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结构光三维视觉测量方法研究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

在诸多的视觉测量方法中，结构光三维视觉测量以其大量

程、大视场、较高精度、光条图像信息易于提取、实时性强及

主动受控等特点，近年来在逆向工程、在线测量等主动、现场

实时测量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针对现有的轨道检测小

车使用CPIII点作为检测基准，检测人员推动小车进行轨道

检测的作业方式，检测过程中还需要使用全站仪进行指导作

业，存在依赖设计值低、作业效率低、精度不高等缺点。在新

型的轨道几何参数检测中研制的结构光视觉测量系统能进

行快速、高效的检测。

线结构光视觉系统标定主要是确定相机的内外部参数

和视觉系统的结构参数 [2,3]，目前，有学者对结构光平面参数

的标定方法进行了研究，例如，刘凤梅等[4]提出了基于齿形靶

标和一维工作台的标定方法，但是这两类方法均需要使用特

殊的设备，操作步骤较复杂，不适合现场标定的使用；周富强

等[5]及徐丽等[6]分别提出了基于交比不变性的标定方法，该方

法使用二维平面靶标在观测范围内自由地移动数个位置，实

现了对结构光平面的标定。但这类方法均通过标定靶标上

至少 3个共线特征点，并利用交比不变性原理得到结构光平

面与已知三点所在直线的交点坐标，获取特征点的效率仍然

较低。

本文在拉丝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标定方法，即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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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噪声合格审定的切入飞行民用飞机噪声合格审定的切入飞行
试验方法试验方法
闫国华，周利敏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摘要 针对民用飞机噪声合格审定中重复多次进行相关飞行试验造成的成本高、耗时长问题，为进一步降低民用飞机噪声合格

审定成本、缩短审定周期，基于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飞机噪声合格审定等效程序建立原则，通过对飞机起飞和进场的噪声测量试

验建立飞机噪声合格审定中的切入飞行程序，从而构建完整的切入飞行试验方法。以某型喷气式飞机为例，概述了10 dB降区

间的确定方法；设计了切入飞行试验方法，对于未来ARJ21-700的衍生机型及C919的噪声合格审定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关键词 民用飞机；噪声试验；合格审定；切入程序；10 dB降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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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ept Flight Test Method of Civil Aircraft Noise Certification

AbstractAbstract Civil aircraft noise certification usually requires repeated flight tests, which is costly and time- consum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lete intercept flight test method to reduce the costs and shorten the certification period. The intercept flight
procedures of take- off and approach noise measurement test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aircraft noise certification procedures approved by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The method for determining 10 dB-down
period is summarized with a specific type of jet as example. The intercept flight test method is of high application value for the noise
certification of future ARJ21-700 derivative types and C919.
KeywordsKeywords civil aircraft; noise test; certification; intercept procedures; 10 dB-down period

YAN Guohua, ZHOU Limin
College of Aeronautical Engineeering,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随着国际航空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及人们对民机环保性

能的要求提高，民航界对民机的噪声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过

去50多年来，由于民用航空发动机降噪技术的使用及民机设

计水平的提高，使得飞机的有效感觉噪声级持续降低，尤其

是高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广泛使用，使民机的噪声水平

大幅降低[1]。这些技术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来自于国

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美
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等制定的

民机噪声适航标准[2,3]，并将其作为飞机适航取证的强制性标

准。在持续地修订中逐步提高强制性标准，使民用飞机适应

日益提高的环保要求。与此同时，民用飞机噪声适航审定的

成本也成了商用飞机公司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4]，降低

飞机噪声合格审定的成本对于商用飞机公司具有重要的经

济意义。

为了降低飞机适航审定的成本，探究飞机合格审定的新

方法，Duane等[5]、Leissling等[6]基于机体设计性能分析对飞机

机体适航性审定方法进行了研究，Galea[7]基于计算机模拟提

出了飞机疏散适航性审定方法，Takahashi[8]通过改变适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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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干流典型消落带泥沙沉积三峡水库干流典型消落带泥沙沉积
过程过程
唐强 1,2，贺秀斌 1，鲍玉海 1，钟荣华 1,3，阎丹丹 1,3，高进长 1,3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山地表生过程与生态调控重点实验室, 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选择三峡水库中游干流典型消落带断面，现场调查泥沙沉积速率随高程分布，探讨三峡水库特定水位调节模式和长江上

游泥沙输移的季节性特征对消落带泥沙沉积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落带泥沙净沉积主要发生在145~168 m高程，2010年累积

净沉积厚度为1.1~39.9 cm，随高程增加逐渐减小，145~155 m平均泥沙沉积厚度为14.9 cm，155~168 m平均泥沙沉积厚度为

2.6 cm；2013年累积净沉积厚度为3~80 cm，表明三峡水库干流消落带泥沙沉积过程迅速。泥沙粒径随高程增加逐渐变粗，体

现在砂粒体积分数和中值粒径逐渐增大。消落带下部沉积泥沙颗粒组成与干流悬移质泥沙接近，而消落带上部沉积泥沙明显粗

于干流悬浮泥沙。消落带泥沙沉积速率与水库水位调节密切相关，雨季水库低水位运行，长江悬移质输沙量的增加导致了消落

带下部大量泥沙沉积；旱季水库高水位运行，长江悬移质输沙量减少导致消落带上部泥沙沉积速率降低，消落带河岸侵蚀对沉积

泥沙贡献逐渐增大。消落带淹水时间随高程增加而缩短，长时间淹没有利于消落带下部泥沙沉积。综合推断，三峡水库干流消

落带下部泥沙主要来源于雨季河流悬移质泥沙的沉积，而消落带上部沉积泥沙主要来自旱季消落带河岸侵蚀产沙。

关键词关键词 泥沙沉积；水库调节；消落带；三峡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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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tion Processes in a Typical Riparian Zone Along the
Yangtze Mainstream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bstractAbstract A typical transect of the riparian zone along the Yangtze mainstream of the middl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is selected to
determine the lateral distribution of sedimentation rates against elev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reservoir water level
regulation and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net
sedimentation mainly takes place within the portions between 145-168 m. The cumulative net sediment depth ranges from 1.1-39.9
cm during the 2010 survey and it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levation. The average sediment depth is 14.9 cm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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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诞

生于 1961年，其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主要致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

性、确保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

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等。经过50余年的发展，如今WWF已

拥有一个由28个国家机构、21 个项目办公室及6个附属会员

组织组成的全球性网络，在北美洲、欧洲、亚太地区及非洲开

展工作 [1]。截至 2013年 4月，WWF在 6大洲的 153个国家发

起和完成了约 13000个环保项目，资金投入逾 100亿美元 [1]。

目前WWF有近 1300个项目在运转，涉及淡水保护、森林保

护、气候变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贸易等多个领域[1]。这些项

目大多数是基于各地实际问题，而且其中许多项目已融入当

地发展，成为当地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一部分。WWF已经成

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环保类国际组织。

1980年，WWF在中国开始进行大熊猫保护活动，是当时

中国邀请来从事生态保护活动的第一个国际组织。1995年
前，WWF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支持大熊猫保护，活动内容相

对比较单一，未在中国设立固定的项目办公室。1995—2000
年，WWF在中国的业务扩展到淡水保护、能源、气候变化、环

境教育和森林保护领域。随着工作内容的拓展、工作地域的

从长江项目看从长江项目看WWFWWF的工作特色的工作特色
孙孟新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39
摘要摘要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诞生于1961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环境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半个多世纪从事全球生态

治理的活动中，WWF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WWF在中国开展的长江治理项目中，选取1999年开始的西洞庭湖保护项目、2002
年启动的WWF-汇丰银行长江项目2个典型案例，分析了WWF在中国进行生态治理时对理念的重视、保护与发展共进等工作

特色，探讨了WWF开展生态治理活动的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 世界自然基金会；生态治理；长江治理项目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4.013

Features of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Activity of WWF as Seen from
Its Yangtze River Program
SUN Meng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s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engaged in the globa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e 1961-born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during its ecological governance practices worldwide over the past decades, has accumulated a
great deal of experiences in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pplying these experiences to China,
WWF has demonstrated high adap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accommodating China's specific situation, and this could be seen in its
adherence to advanced conceptions, and also in its approaches in conducting specific projects. In the past years, WWF has made a
remarkable progress in it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has gained applauses from the relevant Chinese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typical cases among the many projects in WWF's Yangtze River conservation program, and
summarizes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WWF in conducting ecological governance activities in China. On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provides some lessons that China could learn from this organization.
KeywordsKeywords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ecological governance; Yangtze River conserv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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