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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变电磁法——整合矿井火区探测的有效方法

世界煤炭储量十分丰富，居各能源之

首。煤炭资源的开发，有效缓解了社会发展

中的能源压力，但煤层开采中存在矿井坍

塌、瓦斯泄漏、矿井火灾等隐患。煤层开采

过程中上覆煤层形成的塌坑及裂隙成为供

氧通道，氧气与空气接触后发生氧化作用，

积热增温易发生煤自燃并发展为火区。资

源整合型矿井由于早期粗放式开采，机械化

程度低，回采率仅为20%~30%，采空区往往

存有大量残留煤炭，形成大规模自然发火危

险区域，加之管理不规范，开采资料缺乏，火

区探测难度非常大，仅采用传统的打钻探测

技术难以完成对这类矿井火区分布的准确

探测。因此，将具有无损检测、施工方便快

捷、探测深度大等特点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

应用于整合矿井火区探测，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用于矿井探测的地球物理方法有

地球物理测井、地震勘探、电法勘探、电磁勘

探、放射性勘探、微重力勘探等。瞬变电磁

勘探法是电磁勘探法的一种，主要研究响应

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在地面或空中设置通

以一定电流的发射线圈，其周围空间产生一

次电磁场，脉冲磁场间歇期间在地下导电岩

矿体中产生感应电流，断电后感应电流由于

损耗而随时间衰减，通过测量断电后介质二

次场随时间的变化，反演计算得出其视电阻

率，通过对比视电阻率对井下煤层富水区、

裂隙及火区进行分析定位。近年来，国内外

对矿井瞬变电磁法勘探技术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推导全空间层状介质条件下垂直磁偶

极子源电磁场，探讨煤层顶、底板岩层电磁

场特征，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设计基于有

限元理论的三维正演模拟程序，研究了瞬变

电磁法的激电效应特征及影响，解释了瞬变

电磁响应的变号现象，总结了全空间状态下

感应电磁场的传播规律。这些成果为瞬变

电磁法探测煤矿井下火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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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了朱红青等的论文“基于瞬变电磁法的整

合矿井火区分布探测方法”，针对资源整合矿

井火区探测中传统打钻探测技术耗时长、工

程量大，且难以直接定位火区范围等问题，研

究了运用瞬变电磁法的火区分布探测方法。

以北祖煤矿资源整合矿井为例，在井下全空

间条件下，结合地质资料和现场地质情况，采

用瞬变电磁仪对北祖矿9209风巷上覆煤层

进行超前探测和剖面探测，反演计算形成超

前、剖面视电阻率图，根据巷道上覆煤层在视

电阻率图中的响应特征，结合地质资料剔除

各种干扰因素加以综合分析来确定巷道上覆

煤层的自然发火区域。结果表明，基于瞬变

电磁法的整合矿井火区探测方法能够准确定

位井下火区分布范围，从而可为打钻探测及

灌浆堵漏等矿井防灭火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显著提高工程效率及效果。

本期封面图片为运用瞬变电磁法对北祖

煤矿资源整合矿井进行探测和反演计算得到

的部分视电阻率图样本，由朱红青提供。本

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韩星明韩星明））



磁与电宛如一对孪生兄弟，难以分离，原子是物质的基本单元，原子核以及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都具有磁矩，但其中中子、微中子等

具有磁矩却没有电荷，从此角度考虑，磁比电更具有普适性，然而，人们对电的了解更胜于磁，追其原因，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电，如：电

话、电灯、电视、电脑、电动机等，人们没有进一步思考电流是如何产生的，最基本的原理是磁通量的变化产生电流，反之，电流产生磁场，因

此，通常磁与电是相互关联的。磁的基本单元是自旋磁矩，电荷与自旋都是电子的本征特性，以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物理的观点看来主

要利用电子具有电荷的特性，如电工学奠定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电气化）的基础；电子学与微电子学奠定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化）的基

础，而自旋的作用仅体现在磁性材料及其器件中，例如电气化中的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等离不开磁性材料，同样，信息化中储存信息离

不开磁盘、磁带等。在电工学、电子学与微电子学中主要研究电场调控下的电子电荷的运动 ，没有涉及到电子的自旋。人们不禁要问：为

什么同样是电子本征特性的自旋在电子输运过程中不呈现呢？

原因是电荷是与方向无关的标量，而自旋是与方向有关的矢量，电子在晶格中运动时电荷的性质不会变化，但是自旋的方向可以翻

转，在电子输运过程中，电子的运动将受到晶格的散射，电子保持其自旋方向不变所经过的距离称为电子自旋扩散长度，通常对磁性材料

电子自旋扩散长度大概在纳米量级，对半导体、有机材料可达亚微米至微米量级，假如电子输运的距离远大于自旋扩散长度，那么由于自

旋的翻转导致自旋朝上与朝下的几率相当，统计平均结果不会显示自旋的特性，而对于电工学，微电子学所研究的对象通常尺寸大于自旋

扩散长度，因此在输运过程中不考虑电子自旋的特性是合理的。

20世纪80年代在（Fe/Cr/Fe)n纳米多层膜中发现了巨磁电阻效应，其物理本质是电子在薄膜厚度小于自旋扩散长度的多层膜中运动

时，输运过程中将保持自旋极化电子的自旋方向，通过外磁场可以改变自旋方向，从而改变电阻值，这发现开拓了在电子输运过程中通过

调控自旋，显示与利用自旋特性的新领域，从而产生重要的自旋电子学新学科，奠基于磁场调控自旋的特性，利用巨磁电阻效应-GMR（Gi⁃
ant Magnetoresistance）与隧道磁电阻效应-TMR（Tunneling Magnetoresistance），首先制备成高灵敏度的磁盘读出磁头，使磁盘的记

录密度提高千倍，至今保持着信息存储的主流地位，其产值超过300亿美元，此外各种利用磁电阻效应的新颖传感器脱颖而出，自旋传感

芯片70亿美元，自旋磁电信号耦合芯片50亿美元，其应用领域十分宽广，鉴于其基础研究的意义与宽广的应用前景，发现巨磁电阻效应的

法国科学家Albert Fert与德国科学家Peter Grünberg获得了200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继传感器实用化后，与微电子技术相结合，采用电流重合法调控自旋，研发成磁随机储存器（MRAM），为了降低调控自旋的磁场电流，

利用自旋转移矩（STT-Spin toque transfer）效应，采用自旋极化电流直接调控自旋的磁随机储存器（STT- MRAM）进一步降低功耗，使

MRAM进入到重要的发展阶段，2006年后已步入实用化，欧洲空客350就采用了MRAM；2012年提出同时利用电场调控自旋的低功耗的

磁随机储存器（MeRAM）现正处在研发转向应用的阶段，上述不同类型的磁随机储存器可统称为信息存储与处理用的自旋芯片，可望自旋

芯片成为后摩尔定律时代强力的竞争对手。自旋芯片优点如下：非易失性；抗辐射性；高集成度；高运算速度；低功耗；长寿命。与DRAM
相比：非易失性；抗辐射性；高运算速度。与Flash相比：低功耗；长寿命；存取速度比Flash快千倍。此外，除做内存外，尚可做外存，在自旋

芯片中磁盘与芯片可以合二为一。自旋芯片兼具SRAM的高速度、DRAM的高密度和Flash的非易失性等优点，其抗辐射性尤为军方所

青睐，原则上可取代各类存储器的应用，成为未来的通用存储器。自旋芯片属于核心高端芯片，是科技关键核心技术，可军民两用，具有高

达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前景，有可能成为后摩尔时代的主流芯片，是高科技的重要战略领域，应当引起我国高度重视，组织力量，急起直

追，发展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自旋芯片，才有可能免蹈引进半导体芯片的历史覆辙。

自旋电子学是奠定在利用电子自旋特性上的新学科，与器件开发和实际应用紧密结合，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其研究内涵与领域不

断地在发展中，已从磁电子学发展到半导体自旋电子学以及分子电子学，必将在众多的领域中崭露头角，发挥其重要作用，自旋是矢量，从

物理观点看来自旋应当比电荷具有更丰富的物理内涵。自旋不仅在电子学领域初露峥嵘，在催化、生物、医疗、超导等诸多领域已显示出

其特色，人类对它的认识与应用尚处于序幕阶段。

20世纪也许可称为“电荷”的世纪，人们充分地调控电子具有电荷这一自由度，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电

气化、信息化，创造出从二极管直到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奠定了信息社会的基础。21世纪，

未来也许是属于“自旋”的新世纪，人们正在充分地利用、调控电子的另一个本征的自由度“自旋”，推动着社

会迈向新的阶段。

自旋——未来的科技明星

（南京大学物理系，南京210093）

都有为，浙江杭州人，磁学与磁性材料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

授等职。长期从事磁学和磁性材料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展了磁性、磁输运性质与材料组

成、微结构关系的研究。研究锰钙钛矿化合物的大磁熵变效应以及锰钙钛矿化合物小颗

粒体系中的隧道型磁电阻效应；磁性纳米微粒的小尺寸效应与表面效应以及颗粒膜的巨

磁电阻效应、磁光效应、反常霍尔效应与微结构的依赖性等。目前重点研究纳米材料的磁

性以及与自旋相关的输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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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表土粒度特征对风蚀荒漠化的响应

P26 壳层增强人造硅酸盐骨料性能

P32 全化学溶液法制备SrTiO3缓冲层

P7 解冻“渐冻人”
“冰桶挑战”引起社会对“渐冻人”的广泛关

注。被称为世界五大绝症之一的“渐冻人症”的
患者，不仅经受身体被“冻”的痛苦，还要忍受精
神上的折磨。近期，意念控制、情绪记忆改写等
研究进展正悄然为他们“解冻”。

P9 突破超算软件开发瓶颈
须重视协同性

一边是冠绝全球的运算速度，一边是受制
于软件的应用现状，面对超级计算机在两方面
形成的反差，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主任袁学
锋接受了《科技导报》的采访。他认为提高协
同性是突破软件开发瓶颈的关键因素。而国
内外在超级计算领域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如
何建立一个超级计算系统研制和应用发展的
所谓“协同设计”生态圈。

P11 医学研究中的恢复力系统模型
恢复力指从疾病或灾祸中恢复的能力，现

已成为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期“英
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介绍了发表在 Inter⁃
face Focus杂志的“医学研究中的恢复力系统
模型”专题，反映出目前对理解人类恢复力的
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帮助读者和科学团
体更好地理解围绕恢复力研究存在的问题和
目前的发展形势。

P12 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过渡。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
独立成篇地系统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
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本文谈了
个人的体会。

P88 保护环境应允执厥中
防污于未然

在国民经济及现代生活中，化学工业的地
位举足轻重，但与其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却总
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由于缺乏认识和恐慌心
理，人们恨不得把所有的化学工业赶出社区。
虽然不少化工专家呼吁重塑化工形象，改善公
众认知，但150多年来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对
生态环境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此罪谁来救赎？

P89 选题是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
关键环节

积极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是所
有科技人员孜孜以求的愿望，也是各类高等学
校和各级科研院所具体体现科技创新实力的
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作者认为选题立项是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关键环节，应该从
3个方面入手，一是在深入调研中凝练出相关
学科发展的前沿课题，二是从已有研究工作基
础与条件出发抓准攻关方向，三是注意确定有
限的具体研究目标和理清研究思路。

为了阐明风蚀对表土粒度特征的影响，采用时空替代法选择毛乌素沙

地5种不同利用类型的土地（草地、新垦耕地、7~8年耕地、>20年耕地、

沙丘），以其表层土壤（0~1、1~2、2~3、3~4、4~5 cm）为研究对象，通过

野外实地采样和室内实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土壤机械组成与土壤颗粒

分形分析。结果表明：1）5个样地表层土壤机械组成均以细沙质量分

数最高，为62.52%~80.40%，粗沙质量分数最低，仅为0.16%~0.43%，

不同粒级土壤颗粒的质量分数高低排序为：细沙>中沙>极细沙+粉沙>
粗沙，说明研究区土壤基质组成以细沙为主，沙物质分选好；2）5个样

地不同采样深度上的粗沙和中沙质量分数从大到小为 0~1 cm>1~2
cm>2~3 cm>3~4 cm>4~5 cm；细沙质量分数各层次之间差异不显著（P=
0.4558），以0~1 cm层的质量分数最低；极细沙+粉沙的质量分数0~1 cm和1~2
cm层显著低于其他3层（P=0.0126），表明从草地到沙丘的演化是一个主要以极细

沙+粉沙质量分数减少的风蚀荒漠化过程；3）土壤颗粒分形维数与极细沙+粉沙的

质量分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D=0.3661lnx+1.3409（P<0.0001）。5个样地的土

壤颗粒分形维数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01），从大到小依次为：草地（2.579）、新垦

耕地（2.479）、7~8年耕地（2.361）、>20年耕地（2.100）、沙丘（1.716）。因此认为土

壤颗粒分形维数可替代土壤机械组成来表征土地风蚀荒漠化的程度。

壳层人造硅酸盐骨料是具有结构梯度和成分

梯度的复合结构，内核为基体，壳层为增强相。壳

层和内核通过水化产物的相互渗透、相互搭接在界

面处融为一个整体，界面结合牢固。对不同掺量的

砂加气混凝土（SAAC）粉末和粉煤灰加气混凝土

（FAAC）粉末制备的硅酸盐骨料进行对比，发现壳

层结构可提高人造硅酸盐骨料的筒压强度，壳层结

构对 SAAC 系列骨料的筒压强度提高幅度达

49.72%~80.50%；对FAAC系列骨料的筒压强度提

高幅度为15.30%~25.74%。壳层与内核的最佳质量比为 1∶25，此时壳层厚度为

68.09 μm，制备的壳层人造硅酸盐骨料的筒压强度比无壳时提高约25%。在砂浆

基体相同，粗骨料体积份数相等的情况下，人造硅酸盐骨料混凝土比普通混凝土的

抗压强度低6.38%，表观密度低20.74%，具有轻质高强的性能。

人造硅酸盐骨料的结构示意

化学法制备SrTiO3薄膜成本低、效率高，适合用于YBa2Cu3O7-δ（YBCO）涂层导

体的缓冲层。采用全化学溶液沉积法在Ni-5W金属基带上外延生长了SrTiO3

（STO）缓冲层薄膜。以乙酸盐、钛酸丁酯为原料配制均匀稳定的STO种子层、Lax⁃

Sr1-xTiO3种子层和STO缓冲层前驱溶液。研究了STO种子层薄膜厚度对在STO/
Ni-5W（200）上沉积STO外延薄膜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880℃烧结温度下制

备的3层STO种子层上可以制备出表面光滑平整、具有（200）择优取向的STO缓

冲层。尝试将 La元素掺入STO
中制得稳定的 LSTO前驱液，在

LSTO/Ni-5W结构上制备了具有

（200）择优取向的STO缓冲层薄

膜，可作为YBa2Cu3O7-δ涂层导体

的缓冲层。 不同种子层上制备的STO缓冲层薄膜SEM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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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0808--2121至至20142014--0808--3131））

1 中国研制的埃博拉病毒检测试剂获批生产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根据埃博拉

病毒基因序列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埃博拉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通过总后勤部卫生部专家评审，并获得正式生产批文，将在深

圳市普瑞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为我国埃博拉病毒的早期诊

断和防控提供重要技术储备。该试剂盒采用的“复合探针”技术

来自王升启王升启团队发明的新型核酸检测专利。

2 美高超音速武器升空4 s后爆炸坠落 砸坏发射基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5日，美国陆军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在阿拉斯加州测试时

发生严重故障：升空仅4 s后爆炸并坠落在测试基地内。未造成

人员伤亡，但基地内设施损坏严重。当日清晨，这枚高超音速武

器搭乘 3级固体火箭发射升空后出现电脑故障，为防止意外事

故，地面控制人员将其引爆。

3 国际空间站外壳上发现海洋浮游生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8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任务组负责人拉基米尔拉基米尔··索洛夫耶夫索洛夫耶夫称，他们在对取自国际

空间站窗户和墙壁的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国际空间站的外壳上竟然附着海洋浮游生

物。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浮游生物是如何进入太空的。实验中发现的浮游生物可以在海洋

中找到，但在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和货物的升空地点、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却

不常见。
图片来源：资料图

4 中国首次成功在脑中植入电极用意念控制机械手臂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6日消息，浙江大学曾于2012年成功提取并破译了猴子大

脑关于抓、勾、握、捏 4种手势的神经信号，使一只猴子通过“意

念”控制一只机械手进行不同的动作。此次，浙江大学研究人员

首次用病人颅内植入电极意念控制机械手，并成功完成高难度的

肢体运动“石头、剪刀、布”猜拳动作。该研究使得脑机接口技术

的临床应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5 英国感染埃博拉患者开始服用试验性药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6日，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一名英国人正在伦敦接受治

疗。这名患者已开始服用试验性药物ZMapp，目前状态稳定，不

过未来几天对其病情来说“至关重要”。患者是一名29岁的男护

士，在塞拉利昂志愿护理埃博拉患者时感染病毒。他在25日第1
次服用了美国马普生物制药公司正在研制的ZMapp，并将“在适

当的时候”继续服药。服药前他明确知道这是一种试验性药物。

28日，英国科学家在南极洲冰原下方，发

现几乎和巴黎艾菲尔铁塔一样高的巨大隧

道。来自英国高校以及南极勘测的研究人员，

搭乘飞机飞越西南极洲的菲尔希纳龙尼冰棚

时，发现了该隧道。此隧道高约246 m。雷达

和卫星照片揭示，冰原表面的冰脊和洞穴显示

底部存在隧道。科学家根据隧道位置推测，很

可能是冰棚下的冰块融化后，融水在冰原下流

动，经过陆地再流往海洋，最后形成隧道。图片来源：资料图

6 英国科学家在南极洲冰原下方发现巨大隧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7 中国134名科学家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31日消息，汤森路透集团公布的2014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名单中，中国（含港澳）共有134名科学家入选，排名世界第4。其

中，中国科学院有46名研究人员入选，居中国科研机构及高校之

首。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是采用最新数据和先进算法，通过对

21个大学科领域2002—2012年被SCI收录的自然和社会科学领

域论文进行分析评估，并将所属领域同一年度他引频次在前1%的

论文进行排名统计后得出。入选该名单意味着学者在其所研究领

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8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宣布未能“再现”万能细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27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布了新型万能细胞“STAP细胞”

验证实验的中期结果。按照该研究所研究人员小保方晴子等执

笔的论文中所提到的方法，未能在细胞中确认万能型遗传基因，因

此未能“再现STAP细胞”。此前，小保方晴子等宣布制作出一种

新型万能细胞“STAP细胞”。随后被揭发论文存在造假篡改行

为，所有相关论文也被撤回。

9 科学家研制出世界首个丙肝病毒持续感染的动物模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29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唐宏唐宏、

陈新文陈新文研究组成功研制出世界上首个丙型肝炎病毒持续感染的

小鼠。研究显示，80%的小鼠都能被丙肝病毒持续感染，并出现

典型的丙肝急性感染和慢性病理进展，包括感染后1个月出现的

脂肪肝，3个月开始出现的肝纤维化以及6个月出现的肝硬化。该

动物模型能完整反映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自然史和慢性病毒性丙

肝是如何发展的。

10 中国高温气冷堆技术获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24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的核心装备——主氦风机工程样机在上海通过专家的评审鉴

定，标志着世界首套大功率电磁轴承主氦风机工程样机研制成功。高温气冷堆用氦气作冷却剂，出口温度高，

是具有良好安全特性的第4代先进核能系统的技术之一。该主氦风机工程样机运行功率4500 KW，工作温度

250℃，可满足国产20万千瓦级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技术要求。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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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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冰桶挑战”的报道在媒

体上铺天盖地。“冰桶挑战”源自美国，旨

在让挑战者体会冰水浇头一刹那麻木无

力的感觉，使更多人关注“渐冻人症”，并

为他们筹得善款。“渐冻人症”又称肌萎

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运动神经元

疾病，主要表现为肌肉逐渐无力、萎缩，

进而说话、吞咽以及呼吸功能减退，直至

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渐冻人症”是罕见

疾病，患病率约十万分之五，目前对这种

疾病还没有有效疗法，患者常在患病后

3~5年内死亡，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杰

出物理学家霍金霍金因患

这种病长期被束缚在

轮椅上。近期，浙江大

学求是高等研究院公

布的脑机接口研究的

成果为肢体行动非常

不便的“渐冻人”带来了希望。

2年前，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的

研究人员用猴子做脑机接口试验，将2个
4×4 mm的芯片植入猴子大脑皮层中，使

它们与200多个神经元相连接，进行神经

信号采集，最终完成了“抓、勾、握、捏”这

4个动作，实现了动物意念对机械手的控

制。由于人脑受到外界或者思维的干扰

较多，信号处理的复杂性也更大，直至

2014年 8月 25日，研究人员宣布在动物

实验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人脑对机械手

的控制。

一位癫痫患者自愿接受这项实验，

她的大脑皮层下被埋入32个电极以便采

集到更多、更准确的脑信号，然后再对记

录的信号解码，最终将脑信号传递到机

械手臂上。实验显示，患者可以顺利的

完成“石头、剪刀、布”这 3个较为复杂的

手指动作，使得人脑控制机械手的能力

达到了手指关节水平，控制动作的准确

率约为 80%；不仅如此，机械手还能判断

患者的动作，与患者猜拳，并且每次都能

赢（8月27日《光明日报》）。

研究人员指出，脑机接口技术研究

需要多学科交叉合作，研发出实时性强、

准确性高、互适应功能好的多通道神经

元放电采集、处理和信息解码技术是关

键。目前，我国在脑机接口技术领域的

研究处于世界前沿水平，如果这项研究

成果得到广泛应用，无疑会给“渐冻人

症”这种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带来很大

便利，使他们能够借助机械手臂自行完

成正常人的肢体动作。

对于身体某些器官功能丧失的患者

来说，如果也能够找到替代物来维持身

体正常机能就再好不过了。目前，器官

移植已经很普遍，但是，由于器官捐献者

有限，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能够等到合

适器官的几率仍然较小，很多患者不得

不在等待中离世，于是科学家们尝试人

工培养活体器官，并在这方面取得很多

可喜进展。近期发表在Nature Cell Biolo⁃

gy上的研究成果显示，利用体外细胞成

功在小鼠体内培育出完整的胸腺。

研究人员先将胚胎中提取出的纤维

母细胞基因进行重组，转化成的细胞既

有与胸腺细胞一样的外形，又能够支持T
细胞发育。将重组后的细胞与其他起支

撑作用的细胞一起放入小鼠体内，最后

发育成功能齐全的胸腺（8月 27日《科技

日报》）。

这是人类首次利用重组技术，将体

外细胞培育成完整的活体器官。虽然在

用于临床治疗之前仍然会面临种种不确

定的因素或困难，但迈出的这一步却至

关重要，它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愿景：仅将

培养好的细胞注射进患者适当位置，便

能长出适应人体的健全器官。

通常，疾病患者不仅要忍受肉体的

痛苦，往往还忧心忡忡，担心是否能够痊

愈、是否有其他并发症等等，这给患者带

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在精神上也经受折

磨。“渐冻人症”患者更是如此——他们

的肢体不受控制，但具有清醒的意识，精

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如果痛苦的感觉

能够淡化、清除或者能够被替代，或许会

使他们生活得更轻松、愉快。27日，Na⁃

ture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情绪记忆是

可塑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Roger L. ReRoger L. Re⁃⁃
dondodondo等研究人员将小鼠分成2部分进行

实验，一部分用电击使之形成恐惧记忆，

另一部分通过与异性互动，使之得到正

面记忆。研究人员分别记录了在这 2种

不同记忆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神经

元。当小鼠再进入获得记忆的区域时，

它们会出现条件反

射：受电击的小鼠赶

紧躲开，与异性互动

的小鼠则会作停留。

后来，研究人员采用

光照来控制小鼠大脑

的神经元活动，使它们的情绪记忆得以

改写。结果表明，即使在与异性互动过

的区域，当光照激活形成恐惧记忆的神

经元时，小鼠会出现电击时的反应——

赶紧躲开有关区域；相反，即使在电击时

的区域，当激活形成美好记忆的神经元

时，它们也会做出与异性互动时相似的

反应。记忆是大脑系统思维活动的过

程，当小鼠记忆被改写时，脑中负责编码

情境信息的海马齿状回的回路被激活，

从而改变了负责编码情绪信息的杏仁核

区域与海马齿状回间的记忆连接（8月28
日新华网）。

此项研究表明，海马齿状回和杏仁

核间的神经回路是改写情绪记忆的关键

区域，也使我们相信人类情绪记忆的改

写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那时，不仅能

减轻“渐冻人”的精神痛苦，也能为众多

有心理障碍的人们扫去心中的阴霾。

科学的巨轮仍在滚滚前行，行过的

地方泛起粼粼波光，那是“渐冻人”身体

的“冰”融化的痕迹。期待不久的将来，

“冰”会全部消融。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杨书卷杨书卷））

解冻解冻““渐冻人渐冻人””

通常，疾病患者不仅要忍受肉体的痛苦，往往还忧心忡忡，担

心是否能够痊愈、是否有其他并发症等等，这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

理负担，在精神上也经受折磨。“渐冻人症”患者更是如此——他们

的肢体不受控制，但具有清醒的意识，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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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我今年61岁，是一名内科医生。自

学医算起，今年正好是从医40周年。同

辈多数都已退休，因为我是院士，还要为

病人服务一段时间。在过去的1万多个

日日夜夜里，我救治了数十万病人，所幸

没有出过医疗和责任事故，但大大小小

差错也经历了不少，甚至也耽误过病情。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樊代明樊代明

《光明日报》[2014-08-25]

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智能

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的时代，移动互联

网是未来创新平台的主要支柱。移动互

联网时代安全问题比传统的互联网时代

更需要引起重视，实际上，移动互联网在

物理层、传输层、网络层、应用层都有安全

问题。移动互联网在路上，机遇与挑战同

行，风光与风险相伴，未知多于已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

理事长理事长 邬贺铨邬贺铨

《中国科学报》[2014-08-28]

现在热炒的大数据概念，其实做的

还是传统的事，多属新瓶装老酒。数据

挖掘早就有，过去人们都在做，只是没有

把它提高到如此高度。做挖掘肯定没

错，但这种技术储备尚未达到很成熟的

状态，投入应用的恐怕还是相对传统、改

进的东西。目前真正能够应用的大数据

手段没那么多，所以概念化更多一点，很

多都是在炒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计算机网络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主任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主任 方滨兴方滨兴

新华网 [2014-08-22]

山银花药价暴跌的真正原因是不正

当商业竞争的结果，是全面否定其安全

性、有效性及药用价值的结果。希望各

界人士能以病人利益为重，以中医药事

业的健康发展为重，关心几十万药农的

合法权益。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公

平公正的原则，合理解决“两花”之争，推

进金银花及山银花共同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苑医院研究员西苑医院研究员 李连达李连达

《中国科学报》[2014-08-25]

我做过10年中学物理老师，能把复

杂的科技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所以我愿

意多做些科普工作。这也是院士应尽的

社会责任。科普工作者应多写一些当代

中国科学家的小故事，并通过各种媒介

广泛传播，让科学家变得和韩剧里的都

教授一样出名。作为院士，我要带头努

力，因为这是院士的责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褚君浩褚君浩

《解放日报》[2014-08-24]

大学首先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现在

大家对大学的定位有一个误区，那就是

过于强调创新成果、论文数争创一流等，

这样很容易把学生给忽略。在学校里被

关爱、受重视、找到归属感，才能确保一

个学生形成健康人格和正确价值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中南大学校长

张尧学张尧学

《光明日报》[2014-08-24]

在大学教师那里，教授是一种莫大

的学术荣誉，但同时又是一种极度稀缺

的符号资源，每个人不得不背上沉重的

职称十字架，匍匐前行。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刘涛刘涛

《中国教育报》[2014-08-21]

博导和硕导属于“岗位”，而并不是

“身份”。我们的教授把它印在名片上，

其实就是感觉这是自己只要获得就不会

失去的私有身份。

———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志业刘志业

《中国科学报》[2014-08-21]

从长远来看，取消研究生导师的“终

身制”，将导师与教师的身份管理相分

离，是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也

是符合潮流的。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胡弼成胡弼成

《中国科学报》[2014-08-21]

海洋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需要

不同学科单位的协同。资源的整合与共

享是集中力量做大事的基础。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化发展之路就在我们脚下。谁

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未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海洋药物国家海洋药物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管华诗管华诗

《中国科学报》[2014-08-27]

用唐·吉诃德比喻我在南方科技大

学并不恰当。唐·吉诃德是为被历史淘

汰的东西奋斗，所以在历史潮流面前处

处碰壁。我们的奋斗是走在历史必由之

路上，代表着教育发展方向，是未来要走

的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校长校长 朱清时朱清时

《天府早报》[2014-08-28]

理论上，每一名医生或医疗机构，都

有一个最适合其生存、发展和发挥其才

华的职业空间，可以称之为“职业生态

区”。这个生态区与其接受的训练、设备

药品的配备等，尤其是行医的特定环境

相关。

———中国老教授协会心血管病防治—中国老教授协会心血管病防治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张明群张明群

《科技日报》[2014-08-28]

许多世界著名高校，都非常重视在

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淀和发展自身特有

的精神气质和传统，尤其是校训的凝练

与传承，尽管表述各异，求知识、求真理、

求人生的意义，几乎涵盖了世界高水平

大学的共性特征与价值诉求，也成为引

领大学面向未来发展的文化基石，乃至

铸就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和精神内核。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怀进鹏怀进鹏

《人民日报》[2014-08-28]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8



科技导报 2014，32（25） www.kjdb.org

突破超算软件开发瓶颈突破超算软件开发瓶颈 须重视协同性须重视协同性
2014年6月23日，国际TOP500组织

公布了最新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强排

行榜，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的“天河二

号”超级计算机以比第2名美国“泰坦”超

级计算机快近 1倍的速度，连续第 3次获

得冠军。而就在此前几天，《中国科学

报》要闻版刊发题为“驾驭‘超算’还缺

‘好鞍’”一文指出，国内不少超算中心正

面临着无相应配套软件，难以充分发挥

作用的尴尬。一边是冠绝全球的运算速

度，一边是受制于软件的应用现状，面对

两者形成的反差，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

心（以下简称广州中心）主任袁学锋袁学锋在接

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国外在超级

计算机应用方面，特别是针对异构计算

机的大规模并行计算，其实与国内面临

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盲目崇拜国外，但

也必须承认，他们在软件开发的协同方

面做得更好。而提高协同性正是突破软

件开发瓶颈的关键因素。

软件缺乏：“国外其实和我们

面临同样问题”

超级计算机可应用的领域非常广

泛。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所长孙凝晖孙凝晖

2011年曾在《信息快报》发表文章指出，

目前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应用主要集中在

科学计算、能源、气象、工业仿真、金融等

传统领域。除传统应用外，还存在着新

兴应用领域，如医学、高级人机交互（如

虚拟现实）、物流、影视动画、在线网络游

戏等。

我国近年来一直在积极推动超级计

算的发展，虽然运算速度越来越快，但超

级计算机的应用效率也反复被提及。制

约其应用推广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软件

问题。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中国科学院

计算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张云泉 2014年 6月在

九三学社中央科技委员会首次科技沙龙

上表示，中国计算机发展在硬件方面因

得到政府有力支持而发展迅速，而由于

重视和投入不够，与其相应的软件却未

能与硬件发展匹配，这使得我国超级计

算机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发挥出其最高效

率。孙凝晖也曾在文章中指出，国外商

业软件的昂贵价格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软件的缺乏是中国高性能计算应用发展

的主要障碍。

对此，袁学锋告诉《科技导报》，“近几

年在软件方面，国内在构建超级计算机的

软件生态环境方面投入了大量研究力量，

不论是底层的HPC优化操作系统，还是混

合编译技术，或是领域并行框架 Jasmin，
这些都能更好发挥超级计算机的效能，降

低用户使用门槛。但也必须承认，即使获

得较大进步，我国在超级计算机的软件和

应用方面还是较国外有一定差距。”

不过袁学锋也表示，国外超级计算

的应用其实也与国内面临同样问题。“当

然，国外经过40多年发展，经验要更丰富

一些，但他们与我们在很多方面尚处同

一阶段。国内外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建

立一个超级计算系统研制和应用发展的

所谓“协同设计”生态圈。在软件开发的

协同性上，国外在协同机制和协同文化

上确实比我们更顺畅些。”

加强协同性 打破软件开发瓶颈

据媒体报道，中国各地国家超级

计算中心，目前只有两三家处于饱和

运行状态。尽管广州中心的建设期要持

续到 2015年底，为了考察“天河二号”的

并行计算能力，在 2014年对外试运行的

70天内吸引了来自各行业的 120多个用

户，300多项典型应用。袁学锋说，“天河

二号”的计算资源多，计算能力是“天河

一号”的23倍，而目前推广应用的瓶颈确

实在软件，但这是能够突破的”。广州中

心计划构建集成化的软件研发生态圈，

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解决一些以

前不能解决的问题，其背后的指导原则

之一即注重软件开发的协同性。

袁学锋介绍说，当前的科技体制使

得国内各学科处于孤立状态，研发文化

呈简单重复和碎片化，但很多复杂科学

和工程问题却需要多学科融合，必须依

靠多学科知识和技术才能解决，这就需

要在软件开发中注重协同创新——通过

整合碎片化的科研力量，提高资金投入

效率。“广州中心在建立之初就考虑到这

一点”，袁学锋介绍说，该中心由广东省

政府、广州市政府、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中山大学四方共同建设，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以工科见长，中山大学则是一所囊

括文、理、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院校，两

校汇聚其他高校和企业的优势学科将联

合建设“2011计划：高性能计算协同创新

中心”，从组织机构上加强了软件开发环

境的协同性。

具体到软件平台建设，袁学锋表示，

不同领域的软件有很多共性，首先要针

对国家的科技战略需求建造一个基础软

件库，并基于此用户能够根据自身需求

把个性化的应用软件开发出来。广州中

心将联合国内外的科研力量，针对国家

战略需求打造6个软件平台：材料科学与

工程软件平台，囊括微观到宏观领域，从

材料的分子设计到加工再到性能预估等

各方面；医药和个性化治疗平台，囊括基

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

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生理学、健康管理、

个性化医疗等从小分子到大生命体等多

领域问题；基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数字

制造软件平台；能源相关软件平台，包括

传统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比如建

设数字化的核能工业全过程模拟平台

等；地球物理与环境工程平台，包括模拟

地球深部运动以及地表如海洋、大气运

动规律等方面；智慧城市软件平台，包括

城市的电子政务、电子教育、电子医疗、

电子金融等领域。

“这些软件平台的建设将依靠强大

的学科支撑，包括应用数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物质科学与工程技术、生命科学和

医学，还有社会科学等。这不只是一个

超级计算平台，也是一个学科交叉平台、

加速学科和产业信息化的平台、产业融

合的平台、为智慧城市服务的平台，同时

我们也把它作为一块科技体制改革的实

验田”，袁学锋说，广州中心正在积极争

取专项基金，力求实践这一新型创新模

式。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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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

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北京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

席李源潮李源潮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团中央

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秦宜智在开幕式致辞，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尚勇应邀出席并代

表人民团体致辞。第四届中国青年科

技工作者协会会长、河北省人民政府省

长张庆伟张庆伟作工作报告。全国科技战线

25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会。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4-08-29]

第31届国际无线电科学

（联盟）大会举行

8月17—23日，第31届国际无线电

科学（联盟）大会（URSI GASS 2014）在

北京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苗圩、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尚勇、国际无线电科

学联盟主席 Phil WilkinsonPhil Wilkinson、国际科学理

事会执委Orhan AltanOrhan Altan、国际无线电科学

联盟秘书长Paul LagassePaul Lagasse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开幕式由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

陕西省省长娄勤俭娄勤俭主持。本届大会由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

市人民政府指导、支持，国际无线电科学

联盟主办，中国电子学会承办，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等单位协办。会议为期 7
天，来自全球各地约1200余名无线电相

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将围绕电磁计量、场

与波、无线电通信系统与信号处理、电子

学和光子学、电磁噪声与干扰、波传播与

遥感、电离层无线电与传播、等离子体

波、射电天文学、生物医学电磁学等10个

专业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4-08-22]
陈章良就农技协发展问题

与农业部会谈

8月20日，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陈章良陈章良一行拜会农业部副部长张桃张桃

林林，就全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以下简称

农技协）在农业技术推广的社会化服务

体系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等与之进行探

讨。陈章良表示，农技协作为群众性科技

组织，以技术为纽带，以农业增产和农民

增收为目的，贴近农民，了解需求，在农业

技术推广终端环节拥有独特优势。希望

与农业部合作，发挥农技协组织优势，鼓

励农技协承担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任务；整合政府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技协的

技术资源，引导农技推广人员为农技协会

员提供技术支持，扩大农技服务覆盖面。

张桃林对陈章良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认

为双方合作空间和潜力很大。

中国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

[2014-08-22]
第3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举办

8月23日，中国科协常委会决策咨询

专门委员会在长春举办第3届中国科技政

策论坛，论坛主题为“市场·政府·创新”，由

中国科协调宣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

研究会承办。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常委会决策咨询专

门委员会主任齐让齐让出席论坛并主持论坛

主旨演讲，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中国科协常委会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王春法王春法作题为“第3次全国科技工

作者状况调查的发现与讨论”的主旨报

告，并对论坛进行总结。中国科协常委、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中

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方新，中国工程院院

士、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李元元，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京文李京文，来自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及地方科技

行政管理部门、科技思想库、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等单位270余人参加论坛。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4-08-27]
第六届中日韩女科学家论坛召开

8月 17日，沙漠化恢复与土地利用

国际研讨会暨第六届中日韩女科学家论

坛在通辽召开。论坛由中国科协常委会

女科技工作者专委会主办，中国女科技

工作者协会、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承

办。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女科技工作

者协会会长王志珍王志珍致开幕词，开幕式由

中国科协副主席、女科技工作者专委会

主任、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

长程东红程东红主持。来自日、韩的女科学家

代表团与中国的女科技工作者共计60余

人参会。

论坛以“妇女、环境与生计”为主题，

为中日韩女科学家在全球共同面对自然

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的严峻形势下，提供了一个以科技为支

撑，为促进贫困地区妇女的可持续生计

发展，提高妇女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激

发女科学家的创新活力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政策与科技交流平台。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2014-08-25]
中法专家助推贵州

新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8月21—22日，“第三届中法药学交

流会暨产业化推进会”在贵阳举行。会

议由贵州省科协、全法中国科技工作协

会、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贵州产

业科技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旨在打造

贵州医药学术交流及项目合作国际化平

台，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制药经验，促进

贵州生物制药、化学药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来自中法两国的药学专家、学者、企

业负责人等约 200人参会，18位中法药

学领域专家作主题报告。开幕式后举行

了项目签约仪式。会议达成双边、多边

协议共 20个，其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8
个、技术合作开发协议7个、项目落地协

议5个，合同金额近2亿元，预计未来3年

内可产生经济社会效益近20亿元。

贵州省科协 [2014-08-28]
2014年中国微生物学会

学术年会召开

8月 15—19日，由中国微生物学会

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黑龙江省微生

物学会共同承办的 2014年中国微生物

学会学术年会在哈尔滨召开，微生物相

关领域900余位代表参会。中国工程院

院士杨宝峰杨宝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陈吉龙陈吉龙、武汉大学教授刘天罡刘天罡等9
位专家作大会学术报告，内容涉及科学

研究中的创新思维、流感病毒致病机制

及其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合成生物学中

的高效合成和直接克隆、根瘤菌砷磷代

谢等方面，阐述了有关领域的最新研究

进展。

中国微生物学会 [2014-08-3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10



科技导报 2014，32（25） www.kjdb.org

·RS推介·

医学研究中的恢复力系统模型医学研究中的恢复力系统模型

恢复力指从疾病或灾祸中恢复的能

力。临床医师和公众对人类健康状况的

理解已经逐渐从关注病理学现象（聚焦

于疾病）转向为关注“健康”本身，科学界

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于有助于保护个体和

社会健康的相关因素。对恢复力的研究

是这项关键转变的一个基本方面，在理

解和解读人们对压力和创伤经验中复杂

多因扰动进行的应答来说，也是一条充

满希望的途径。快速变化的全球性政治

经济和环境状况，需要人们跨学科、更有

效地理解恢复力研究，并寻找更高效的

解决办法。

“恢复力的系统模型”专题由ShamiShami⁃⁃
ni Jainni Jain，Meredith SprengelMeredith Sprengel，Kevin BerKevin Ber⁃⁃
ryry，John IvesJohn Ives 和 Wayne JonasWayne Jonas 整理编

辑，发表在 Interface Focus杂志2014年

第4卷第5期（图1）。专题刊载了9篇文

章，反映出目前对理解人类恢复力的不

同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以帮助读者和

科学团体更好地理解围绕恢复力研究存

在的问题和目前的发展形势。

http://rsf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4/5.toc

图1 恢复力研究：一幅逐渐浮现的图画

针对 I型糖尿病管理的数学模型
众所周知，血糖浓度由生理上的反

馈回路控制。高的血糖浓度促进胰岛素

从胰腺的释放，接着刺激细胞对葡萄糖

的摄取；低血糖浓度促进胰腺的胰高血

糖素释放，刺激糖原在肝脏中降解为葡

萄糖。在健康人中，尽管饮食、禁食、运

动、药物作用和其他压力源会对此系统

有一定的干扰，但此系统依旧可以维持

一个严格范围内的血液中葡萄糖水平。

I型糖尿病（T1DM）源于胰腺中产生胰岛

素的细胞，β细胞的缺失。这些细胞在控

制生理学反馈回路中，既充当感应器（感

应血糖浓度）也作为执行器（控制胰岛素/
胰高血糖素的释放）。在重建这个反馈

回路开发出一种人工胰脏时，需要多种

类型控制方案的大量的控制数学研究，

即使这样，研究出的人工胰脏在功能上

仍然不能与人类自身的控制机制相媲

美。亨廷顿医学研究所的CseteCsete和加州

理工学院的DoyleDoyle采用了一些控制工程

中的工具，来模拟人工胰脏中的正常血

糖控制及在多类控制方案中固有的约束

条件、权衡和临床结局。T1DM可以视作

正常生理控制的一种缺失，类似许多其

他疾病状态。文章中介绍了一些控制工

程的基本概念，用于理解疾病的病理学

和开发基于生理学的治疗控制策略。

http://rsf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4/5/20140042.full

创伤、败血症和伤口治愈中炎症

反应的计算模型：对恢复力建模的

启示
恢复力指的是从疾病或灾祸中恢复

的能力。在细胞、组织、器官和整个有机

体水平上，对感染和损伤等扰乱的应答

涉及急性炎症反应，因而与跨所有器官

系统的生理学变化相关，并由之控制。

当调整得当时，炎症可以引导感染的清

除和损伤组织的治愈。然而，当炎症的

稳健性过度或缺乏时，它通过一个前馈

过程，炎症—损伤—炎症，会驱使进一步

的细胞紧张、组织损伤、器官紊乱和死

亡。为理解这种复杂性，美国匹兹堡大

学的VodovotzVodovotz获取了有关细胞、动物和

病人中炎症动力学的扩展数据集，并通

过数据创建了炎症及它在组织、器官和

整个有机体（病理）生理学中递归影响的

机械计算模拟。通过这个方法，作者识

别出关键的调节机制，概括了对严重炎

症临床试验的电脑模拟出的关键特征，

并获取了多样的、病人特异性的结果。

这些洞见能顾及到对疾病和灾祸的具有

个体差异的耐受性，从而定义出恢复力

中炎症的角色。

http://rsf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4/5/20140004.full

体质在健康和恢复力中的角色下

潜藏的生物学机制
体质，通过常规的锻炼和/或自发的

身体活动获得，它使人获得恢复力，可以

诱导积极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受益、钝化

压力反应、防范压力事件中潜在的不良

行为和代谢后果、阻止许多慢性疾病。

美 国 国 防 医 科 大 学 的 SilvermanSilverman 和

DeusterDeuster讨论了体质对精神和物理健康

的有益影响之下潜藏的生物学机制。

体质似乎能缓冲压力相关的疾病，

这是由于它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

交感神经系统等荷尔蒙压力反应系统的

钝化/优化作用。这种钝化似乎有助于减

少情绪上、生理学上和代谢上的反应性，

也会增加积极的情绪和健康感受。另一

种通过常规锻炼和/或体质来形成恢复力

的机制是通过最小化过度炎症实现的。

慢性心理应激、体力活动缺乏和腹部肥

胖已经与持续性、系统性的低级炎症联

系起来，对精神和物理健康施加了负面

影响。常规锻炼/身体活动的抗炎症反应

能促进行为和代谢上的恢复力，并防范

多种与系统性炎症相关的慢性疾病。此

外，锻炼能通过加强生长因子的表达和

神经可塑性来使大脑受益，因此有助于

改善情绪和认知。总之，体质促进增强

恢复力、健康感受、积极的心理和物理健

康的机制十分多样和复杂。

http://rsf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4/5/20140040.full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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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文//陈海春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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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过渡。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以“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独立成篇地系统论述了生态文明建

设，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报告明确指出，生

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求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1. 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明确生态文明战略地位
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了生态文明的建

设成就，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

紧接着，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精神班开班式上所

做的7.23重要讲话中，再一次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出了明

确的方向。在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的号召下，生态省、生态市、

生态县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典型

地区“生态文明模式”的实践经验，十八大报告将国家发展战略

正式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齐头并进的“五位一体”新格局。报告强调，生态文明

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深刻融入

和全面贯穿到其他“四个建设”中，贯穿到国家发展的各方面和

全过程。

“五位一体”战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总体

布局实施，是新的“中国道路”，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它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 从“依赖事后”到“重视事前”：转变生态文明建设思维
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

虽然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我国的生态文明事业已经全面兴起，

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也已经被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但是，就

社会实际运行模式来讲，依然是依靠工业文明的运行逻辑，带有

明显的粗放印记。因此，在向生态文明模式过渡的过程中仍有

很多功课要做。

治理环境污染的方式要转。目前仍然是按照工业文明的思

维、用现代工业生产的方式在开展本来属于生态文明事业的“环

境保护”，而现实已经证明，这种“先污染、再治理”的方式是不可

取的。生态文明的生产，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在统一的生产过

程中完成。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它是真正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将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保护自然资源的措施要变。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现在我

们的生产方式仍然主要遵循“原料—产品—废料”这一非循环、

线性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生产中，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提高

资源利用率和节约，只能达到局部的效果，或延缓资源全面枯竭

时候的到来，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生态文

明时代需要超越这种线性非循环模式，依据矿产资源有价值的

观点，遵循生态学整体性思维，创造“矿产—产品—资源再生—

产品……”的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模式，通过“资源再生”实现地

球资源可持续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3. 从顶层设计到全民参与：建设生态文明推进机制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科学而严肃的系统工程，必须以

科学规划为指导，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目前我国基本建立

了由主体功能区规划、环境规划与各专项资源规划构成的规划

体系，但是我们不仅要重视规划设计的合理性，更应加强规划的

实施管理，在增强规划间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上下大功夫。按照

科学性、长期性、战略性、系统性的特点和要求，研究编制生态文

明建设规划：科学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条件、优势和劣

势、前景和风险；科学确认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和目标、路径和模

式；科学界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科学把握生

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点措施；明确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必

要时需要经过同级立法机关通过。

其次，牢牢把握以制度落实规划，以制度保障成果，十八大

报告提出有关生态文明建设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目标相比，我国现行制度

还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资源制度方面，资源性产品价格不反映

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产权边界不明晰、权能不健全、流转不顺

畅，资源税费结构不科学、标准不合理、效果不理想；环境制度方

面，环境评价还主要停留在项目层面且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有

待提高，环境污染付费制度仍未全面落实，环境信息公开机制仍

不健全；生态制度方面，生态补偿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生态保育

动力机制严重缺失；国土管理方面，制度缺失或落实不到位，国

土开发失序、开发强度失当、整治格局失衡等问题突出；在体制

机制方面，存在多头管理、管理无序、协调不畅等问题。为此，迫

切需要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有序、健

康、有效地推进。

最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顺应民意、汇集民智、动员民力。

我国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提高，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

体，也在不断加深对于社会责任的认知，世界自然基金会调查表

明，在被调查的企业中，环境保护（98%）已经被认为是企业社会

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基本具备了生态文明建设全民参

与的社会基础。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动员参与机制，充

分利用各类媒体，全面客观介绍资源、环境、生态国情及资源环

境生态破坏严重后果，加强生态文明理念教育，提高公众对于生

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度、认同感、参与度；创新公众参与方式和渠

道，使广大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高

度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营造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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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反应分子动力学（ReaxFF MD）
模拟结果分析工具VARxMD

反应分子动力学（ReaxFF MD）是一种很有潜力

研究较大体系（>1000个原子）复杂化学反应的方法。

国际上现有的ReaxFF MD模拟结果分析工具无法让

用户了解所模拟的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细节，对于

规模小或简单的反应体系进行人工分析还可以接受，

但对于原子规模达到~1000至~10000的大体系模拟，

反应分析功能的缺乏，将使研究者对反应机理的分析

陷入困境。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刘健刘健等研发的反应分子动力学分析与可视

化工具 VARxMD（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of ReaxFF Molecular Dy⁃
namics），是国际上第1个实现对ReaxFF MD 模拟轨迹进行化学反应自动

分析的工具。VARxMD 是基于Qt/VTK 和其他第三方库研发的跨平台图形

用户界面程序，借助化学信息学的化学结构处理方法，对ReaxFF MD 模拟

结果轨迹中的原子、物种、成断键的分析，并结合数据可视化和分子片段结

构可视化，实现对ReaxFF MD模拟结果的深度分析，可获得模拟过程中完

整的化学反应信息。VARxMD已应用于煤热解和聚乙烯等复杂分子体系热

解的化学反应机理探索，且VARxMD具有通用性，有望被应用于更多的体

系。 《计算机与应用化学》[2014-06-28]
推荐人：《计算机与应用化学》，王红

miR432*调控柯萨奇病毒A16型
在人横纹肌肉瘤细胞中的复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倬杨倬和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田波田波通过构建miRNAs靶基因筛选系统，在

双荧光素酶报告体系的pMIR载体插入病毒基因，研

究了miRNAs 对柯萨奇病毒A16型（Coxsackievirus
A16，CA16）在宿主细胞内复制的影响。该项研究结

果首次报导miR432*在CA16病毒复制过程中的调控

作用。通过研究发现CA16病毒5′-UTR基因可能是

miRNAs的作用靶标。

研究结果表明，细胞内miR432*可以调控CA16
在 宿 主 细 胞 中 的 复 制 过 程 。

miR432*可以促进病毒在RD细

胞 中 的 复 制 和 表 达 ，反 之 ，

miR432*inhibitor有抑制病毒复

制的作用。研究CA16病毒与宿

主miRNAs的相互作用机制为进

一步阐明CA16病毒感染与复制

机理奠定了基础。

《微生物学报》[2014-06-19]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张晓丽

玉米中OsAPO1同源序列克隆
及其与产量相关性状的关系

OsAPO1 是 水

稻中一个控制花序

结构的基因，它具有

多种功能，既能提高

抗倒伏能力又能影

响作物的产量。

华中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宋辉宋辉等研究了在玉米中克隆了OsAPO1
的同源序列 ZmAPO1-6 和 ZmAPO1-
9。蛋白多序列比对发现，2个玉米序列

和OsAPO1相似性均超过了83%而且都

含有F-box结构域。组织特异性表达分

析表明，ZmAPO1主要在孕穗期的雌穗

中表达。利用近 200个自交系与S型细

胞质雄性不育系测交构建了关联分析群

体，在2个环境下对这2个基因进行了关

联分析。在 ZmAPO1-6和 ZmAPO1-9
上分别检测到14和8个与产量相关性状

显著关联的位点，其中前者检测到的显

著位点主要与株高和茎粗有关，而后者

检测到的位点主要与百粒重有关。初步

的研究结果推测，OsAPO1在玉米中的2
个同源基因可能与产量和产量相关性状

有关，该同源基因的克隆和初步分析可

为进一步功能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4-08-18]

自组装法制备中空二氧化硅
纳米粒子减反射薄膜

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材料学院

孙志娟孙志娟等以正硅酸乙酯（TEOS）为壳层

材料，聚丙烯酸（PAA）为核材料，以传统

的Stober水解法为基础制备得到结构规

整的中空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并采用自

组装法制备单层减反射薄膜和宽波段双

层减反射薄膜。

研究人员主要研究

中空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的结构调控方法；自组装

次数和中空二氧化硅纳

米粒子分散液的 pH值

对减反射薄膜透光率的

影响规律，以及具有渐变

折射率的双层减反射薄膜的制备。研究

结果表明：通过调节PAA和TEOS的用量

可精确调控中空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的粒

径和空腔体积分率，进而可精确调控减反

射薄膜的厚度和折射率；通过酸洗工艺，将

自组装次数由10次减少为2次，简化了涂

膜工艺条件，在最佳工艺条件下所制备的

单层减反射薄膜在350~800 nm波长范

围内可显著提高玻璃的透光率，在最佳波

长（λ=520 nm）处将玻璃的透光率由

91.6%提高至98.1%；双层减反射薄膜可

在更宽的波段范围内提高基材的透光率。

《无机材料学报》[2014-09-20]

云杉体细胞胚的干化处理
可促进萌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张张

建伟建伟等针对云杉体细胞胚萌发率极低和

萌发质量不高的问题，以高同步化体细

胞胚为材料，对干化方式、干化时间和干

化普遍性等影响干化处理的因素进行探

讨，并建立基于形态和颜色识别的云杉

体细胞胚的干化标记。

结果表明：采用“滤纸容器法”的干化

方式更适用于云杉体细胞胚的干化处理；

干化处理2 周后能够获得最高的萌发率；

本试验提供的干化处理

方案对萌发促进作用具

有普遍的适用性；以健壮

的绿色子叶、胚轴及红色

胚根为标记的体细胞胚

能够普遍获得高的萌发

率和较好的萌发质量。

《林业科学》[2014-07-2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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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弱作用束紧松散小行星

近地小行星中的一颗是被作用力束缚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受到重力和摩擦力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

小行星（29075）1950 DA是一个松散的粒子团，就像月球尘埃会在宇航员太空服上聚集一样。8月14日刊

登在Nature上的研究称，所有致力于偏转可能与地球发生碰撞的小行星轨道的任务，将需要把这些新发现的

聚合力考虑在内。这意味着，与将其敲碎相比，把危险小行星“轻推”到新轨道是一个潜在的安全选择。

一直以来，研究人员怀疑，有未被检测到的聚合力帮助一些小行星聚集成一个整体，尤其是“碎石堆积”

的小行星—尘埃和岩石的凝聚体。其中一些慢慢旋转粒子之间的万有引力足以把它们粘在一起。但对于更

快速旋转的小行星而言，离心力能够打破万有引力，并将岩石分离。科罗拉多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师DanielDaniel
ScheeresScheeres表示，理解此类作用力可能对美国宇航局将一颗小行星拖入月球轨道以便研究的计划十分重要，

而且对宣布计划开采小行星的商业公司也会有帮助。

《中国科学报》[2014-08-22]

使用抗生素易导致过度肥胖
幼年时期暴露在

抗生素环境下可能导

致永久的消化道改

变，从而增加成年后

过度肥胖和代谢异常

的风险。8月 14日，

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

医学中心的Laura M.Laura M.
CoxCox博士及其研究团队的这项研究发表

在Cell杂志上。

研究人员对6组不同的老鼠模型进

行了一系列超过5年的实验。其中一项

实验证明，在子宫内暴露于抗生素环境

下的小鼠有着更多的脂肪。研究人员将

2组（抗生素组）小鼠于分娩前 1周和断

奶后分别暴露于低剂量青霉素中，并持

续终生；第3组（对照组）小鼠则没有被注

射抗生素。结果显示，2组抗生素组小鼠

都有脂肪量的增长。然而，在子宫内就

开始接受青霉素的小鼠脂肪更多。Cox
称：“这显示了小鼠越早地暴露在抗生素

环境下，代谢功能将会愈加受损。”而且，

当小鼠都被供给高脂肪的日常饮食后，

相比对照组小鼠，接受抗生素的老鼠变

得更胖了。

《中国科学报》[2014-08-20]

研究发现DNA修复关键步骤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已经

确定DNA修复的关键步骤，这有可能有

助于开发遗传性疾病的靶向基因治疗

法，如“月球来的孩子”和结肠癌的常见

形式。这种疾病是由错误的DNA修复系

统引起的，该系统提高患癌症和其他条

件的风险。相关文章发表于8月19日出

版的PNAS上。

研究人员介绍，当

DNA被破坏时，一个特

定的蛋白质首先必须被

“解开扣子”，以方便获

取 DNA 的“修理队”。

如果没有蛋白解开这一

过程，进入受损位点的

这一过程会被染色质的紧凑排列的基因

和蛋白质阻拦。研究人员称，在未来，有

DNA修复问题的人可能会吃一种可以提

供修复酶活性的药物，就可以达到治疗

的目的。但这个想法还没有任何临床试

验。

《生物帮》[2014-08-19]

眼神变慢或降低老人智商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因衰老导致的

某种认知能力的丧失或许源于基本的感

知问题，例如根据视觉信息进行快速判

断的能力。这项新的研究将提供一个简

单的、可以承受的追踪老年人智力下降

的方式。该研究结果发表于 8月 4日出

版的Current Biology上。

考虑到不确定的健康情况，研究老

年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遭遇各种各样

的挑战，但研究人员却在洛锡安区出生

组中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资源，这些受

试者生于1936年，从1947年开始，他们

的第1次 IQ测试始于11 岁，苏格兰政府

便会定期测试他们的心智功能。在招募

了超过600名该出生组成员参与研究后，

研究人员追踪了他们在10年中的3次简

单视觉任务的得分情况。研究人员分别

在平均年龄 70岁、73岁以及 76岁的受

试者中进行了相关实验。结果表明，随

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在智力测试中的

得分下降与他们的检查

时间的增加密切相关，

这意味着在难以企及的

更年老的人群中，可以

使用一些更简单的工作

作为一些更复杂的智力

测试的替代品。

《中国科学报》[2014-08-22]

大数据分析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分析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与传统研究侧重于揭示事物的共性不同，大数

据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发现事物的个体特性，并针对每一个体的特性给出个体化的解决方案。同时，大数据研

究也将使人们能够从大量个体的差异变化中，揭示其中存在的难以察觉的规律。另一方面，大数据的海量样

本规模和高维数特征也引入以下显著特性：数据搜集的偏差性、数据产生的异母体性、计算成本、噪音的累积

叠加、假关联性、外生性以及测量误差等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引入新的计算和统计方法。

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范剑青范剑青撰写、发表于6月出版的National Science Review上的综述文章，阐述了大

数据独有的特点及其对统计分析和计算体系结构的影响。 科学网 [2014-08-22]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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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通往未知世界的伟大探险通往未知世界的伟大探险

[英] 托尼·赖斯 编著。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2年1月第1版，定价：75: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李英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千百年来，对未知世界的探险一直

引领着人类的脚步。人们攀登瑰丽雄奇

的山峰、潜入神秘莫测的海底、遨游浩渺

无垠的宇宙、踏上梦想传说中的月球，一

个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展开。人们的视

野和知识面逐步扩大，思想和观点屡屡

受到冲击，好奇心和探索欲一次次被激

发，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才获

得了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

《发现之旅》记录的是人类历史上10
次最伟大的自然探险，它们对人类自然

史研究的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本书第1章由汉

斯·斯隆爵士航向牙买加的旅程开始。

斯隆爵士发现牙买加当地人喜欢用可可

豆做成“纯”巧克力饮料，不过“其味令人

作呕且难消化”，他还发现在巧克力饮品

中加入牛奶可以让它变得可口，这个专

利配方后来由吉百利公司取得，时至今

日，我们还在享受他的余惠。本书还包

括保罗·赫尔曼等人探索锡兰、玛丽亚·

西比拉·梅里安居游苏里南、威廉·巴特

拉姆漫游北美、库克船长 3次远航太平

洋、马修·弗林德斯勘测澳大利亚、查尔

斯·达尔文“小猎犬号”航行等等。其中

的很多次旅程都广为人知。例如，库克

船长的太平洋探险，改变了西方世界对

太平洋的认识和了解；查尔斯·达尔文搭

乘着由罗伯特·菲茨罗伊船长指挥的“小

猎犬号”环游世界，在5年的航程中搜集

了大量的标本，亲眼见到了物种演化的证

据，最后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阐述了以

物竞天择为中心的进化论思想，震撼了全

世界；英国“挑战者号”的科学考察，是第1
次由国家耗费巨资、专门组织的以研究深

海物理、化学、地质与生物为明确目的的

大型科学探险活动，足迹遍及全球，在深

度超过4500 m处进行了25次成功的深

海捕捞，最深捕捞记录为7500 m，最深探

测深度几乎可达8200 m，完全是史无前

例的创举，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次探险

标志着海洋学的诞生。

《发现之旅》一书的最独特之处在

于，它不仅仅记录了过去300年间最有趣

也最重要的自然探险之旅，还展示了在

这些旅程中搜集到的艺术和图画资料以

及大量珍贵的标本收藏，其中很多都是

第1次面世。该书里面的几百张水彩和

素描作品，出自17世纪以降许多自然史

家兼艺术家之手，美丽斑斓、栩栩如生，

为大自然爱好者提供了一场不容错过的

视觉盛宴。在相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

300年前，人们要留下生物的倩影，只能

用手中的画笔。18世纪初以私人探险为

主，规模较小，自筹资金，玛丽亚·西比

拉·梅里安的苏里南之行，便属于这种性

质。她在这次旅程中绘制了一系列以蝴

蝶成长过程为题的画作，它们是如此准

确和精美，以至于后来瑞典博物学家卡

尔·冯·林奈在为所有已知动物进行分类

并将研究成果出版成册时，也将梅里安

画下的物种包括在内。到了 18世纪以

降，世界上最强的殖民地国家纷纷派出

舰队到各地去测量和勘探，此时的探险

队规模较大，资金充足，往往会聘请才华

横溢、技巧精湛的动植物艺术家随行，以

极为严谨的态度描绘自然生物。库克船

长首次远征太平洋的“奋进号”上，有悉

尼·帕金森、约瑟夫·班克斯和瑞典博物

学家索兰德共同努力；库克船长第2、3次

远征的“果敢号”上，有乔治·福斯特为他

效命；马修·弗林德斯船长的“调查者号”

上，则有费迪南德·鲍尔这位最优异的自

然史画家随行。正是由于这些艺术家不

辞辛劳的绘画、素描与编目，许多地区的

动植物宝藏才能留下珍贵的图像与文件

记录。

《发现之旅》一书的出版以及它引以

为据的藏品库，都有赖于18世纪晚期英

国政府的远见卓识和斯隆爵士的杰出贡

献。斯隆爵士于1753年1月10日去世，

英国国会于当年的 6月 7日立法成立大

英博物馆，以斯隆爵士的大量收藏及另

外2批分别购置的小规模藏品作为新机

构的核心。如今，大英博物馆已经扩展

成3所世界知名的大型博物馆，包括位于

伦敦市布卢姆斯堡区、文物收藏总数高

达 700 万件的大英博物馆；藏书超过

6700万册的大英图书馆以及位于伦敦市

南肯辛顿区、自然史标本收藏达6800万

件的伦敦自然史博物馆。这本书中展示

的动植物标本和素描，就来自伦敦自然

史博物馆的珍藏。

本书证明，自然艺术家在自然科学

演替过程中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的作

品既具有科学的准确性，又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从而融合了科学与艺术2个看

似并不相关的领域。《发现之旅》中各个

探险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在离不开

自然史艺术家的努力和勤奋。因此可以

说，《发现之旅》记载的历史，是科学与艺

术相辅相成的300年。本书的最后一章，

亦即“挑战者号”的旅程，为这一时期画

下了句号。“挑战者号”上不仅有艺术家

随行，而且初次采用了在当时还相当新

颖的照相技术。伴随着照相技术的发

明，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

始了。画家逐渐退场，摄影师取而代

之。到了现代，自然素描的艺术仍然存

在，但是目前的探险，往往在宇宙太空举

行，并不容易用画笔记录下来，科技与虚

拟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艺术诠释的

空间，惟其如此，优秀自然史画家的作

品，更显得弥足珍贵。他们用水彩与铅

笔所捕捉到的形状、质地和色感，是照片

很难比拟的。

本书的出版也提醒我们保护自然环

境的重要性。在这些新奇而伟大的旅程

中所看到的许多动植物和自然风景，如

今只能在标本和绘画中看到了。即便我

们拥有越来越发达的照相技术，在自然

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无法捕捉到

过去的美感了。这或许告诉我们，在对

未知世界的探险之后，接下来的不应该

是掠夺、破坏和杀戮，而应该是保护、珍

惜和爱。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探险

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也使整个世界永

远延续这一份令人怦然心动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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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

（第二卷）★

[斐济] 萨特雅·南丹，沙卜泰·罗森 编，吕

文正，毛彬 译。海洋书版社，2014年8月

第1版，定价：180.00元。

该书涉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11 部分（第

133-191条）和有关附件。这些内容与

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决议2和1994
年《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11部分的协定》（以下简

称《执行协定》）一起建立了“区域”制度，

并提供了支配“区域”内活动的法律框

架。第11部分是《公约》中篇幅最长的一

部分，也是协商最困难的一部分。20世

纪60年代，由于需要一套用以支配为全

人类的利益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

床和洋底资源的法律制度，国际社会意

识到有必要对1958年《日内瓦公约》中规

定的海洋法进行重新审查和修订。直到

1994年，随着联合国大会对《执行协定》

的通过，才有可能通过对第11部分所包

含制度的重大修改解决有关深海底的未

解决问题。

科学外史 II

江晓原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7
月第1版，定价：38.33元。

本书系作者为法国著名科学杂志

《新发现》之中文版所撰写的专栏文章结

集。作者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

科学之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

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

目。行文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诸

外部因素之关联及互动；作者又喜用学

术眼光分析逸闻趣事，常有标新立异之

论点及表达——初看似乎离经叛道，细

察则仍言之成理。而对于唯科学主义之

弊端及谬误，关注尤多。作者以深厚的

学术功底，将国内外科学史、科学文化、

科学与社会等研究的最新成果，以通俗

生动的方式进行传播，对于改变传统“科

普”在观念的陈旧和手段的过时，让更多

公众亲近科学文化，积极思考科学、文化

与社会之关系，都有重要价值。

重返人类演化现场

[美] 奇普·沃尔特 著，蔡承志 译。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7月第 1版，

定价：36.00元。

奇妙的演化与我们的大脚趾、拇指、

咽喉以及我们爱恋、悲伤、喜悦的情感联

系在一起。科学家发现，能将人和动物

区别开来的众多特征中有6个是最明显

的——大脚趾、能对掌的拇指、生理结构

特殊的咽喉，笑、哭和亲吻的能力。这 6
个特征看似无关，其实却紧密相连。本

书借鉴以往的考古发现、研究理论以及

最新的脑部扫描技术，结合了人类学、人

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等众多领域的创新

成果，解释了人类由 2类因素塑形的过

程：一类是社会关系和内在自我认知，另

一类是直立行走、制造工具和使用语言

的能力。这些最新的科学解读，不同凡

响且饶有趣味，更能深深启发人的思维。

中药大辞典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2014年4月第2版，定价：198.00元。

这是一套中药学方面的大型工具书，

荣获第2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全

共收载中药6008种，按照正名、异名、来

源、原植（动、矿）物、栽培（养殖）、采收加

工、药材、成分、药理、炮制、药性、功用主

治、宜忌、选方、临床报道、各家论述、参考

文献各项，逐一进行介绍。与第一版相

比，删减了不常用、名实不符的药物，新增

了新开发药物；删去报道失误和重复内

容，新增了自1979年以来在化学成分研

究、药理研究、炮制研究、药材资源开发与

保护、临床应用研究等方面的新成果。使

得本辞典更加新颖实用，全面总结和反映

了我国中药研究的最新水平。

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

孔庆普 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9月第1
版，定价：158.00元。

认知北京的城楼和牌楼之后，才可

以追溯北京的古城的文化。在众多北京

城楼和牌楼的著作中，《北京的城楼与牌

楼结构考察》一书，会使读者进入时空倒

转，经历北京城楼和牌楼的多舛甚至悲

剧性的命运。1950年，建设局开始统一

维护管理北京城墙和城上建筑物以及跨

街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后来却开始大

量拆除一些古城墙。而当年参加这项工

作的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的孔庆普是这

场浩大的维修和拆除的见证人。本书由

孔庆普根据这些古建筑的真实资料（资

料曾经失而复得）整理而成，是极其珍贵

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资料。

注：带★图书可联系本刊发行部惠购。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86



科技导报 2014，32（25） www.kjdb.org

·读者之声·

做一名“靠谱”的博士生

在我的毕业典礼上，导师对我说“在

我的实验室，你不算聪明，但却是最努力

的一个，也是最靠谱的一个”。听到这样

的评价，回想起4年“悲催”、“辛酸”的博

士研究生光景，我泪如泉涌。对于我这

样一个外校生，而立之年进入北大攻读

博士，期间的种种辛劳付出，遭受的失败

与嘲笑，郁结于心中，久久不能释怀，伴

随着导师给予的肯定，那一刻所有情绪

全部释放。4年博士学习生活，最大的收

获是：做科研如同做人，要靠谱。

博士阶段的学习，不是一个铸造的

过程，也不是导师打造学生的过程，而是

一个自适应过程，是博士生在导师启发

下的“自觉”和“悟”。因此，博士生要学

会学习，时刻保持自觉和悟的学习状态，

从文献中，从实验室同学那里，从导师的

话语中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人

在任何事情上都具有真知，没有人在任

何时候都保持真知。作为一名外校生进

入北大攻读博士，面对北大的“土著”们，

我常常感到压力和焦虑，他们有绝对的

优越感，因为智商的差异在高考那一刻

就已见分晓。但我始终相信一点：人的

经历或者说经验根本不是智商可以超越

的，就像我在30岁的时候反思自己上大

学的所作所为，经常会觉得好笑一样。

我从实践、从社会、从我周围的人群中总

结、学习。博士4年间，我记录了厚厚的

5本笔记，里面有导师关于实验设计的意

见，有实验室同学讲过的文献，有我看书

上网时发现的有用的知识点。我没有

“土著”们过目不忘的信息存储能力，但

我有一个烂笔头和时刻保持自觉和悟的

学习状态。

要尽早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你可

以直接去做导师现成的课题，也可以通

过文献调研，尤其是从该领域的一些综

述性文章中发现契合点（存在的不足），

再阅读一些本领域顶尖期刊上的相关文

章，基本上可以确定未来的方向了，接下

来就是进行预实验。当然中间必然会挫

折不断，始终和导师保持沟通交流，寻找

原因就很重要。然后改进实验设计和方

案。大约半年左右，你就可以上道了。

接下来，就初步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做

深入，做细，找出后续的研究思路。1年

以后，如果你够靠谱，1~2篇英文文章的

数据肯定是有了，然后开始文章撰写，修

改，第2年末，投出去。按照这样的节奏，

再加上写毕业论文的打磨过程，你的科

研能力将得以很快提升，综合的学科素

养也会慢慢建立起来。

在对待自己的科研和导师时要始终

保持不气馁、不抱怨的心态。博士阶段，

导师不大可能手把手地教导你，也不可

能替你解答所有的研究问题。导师的责

任是告诉你，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是如何

思考的，而你怎么想怎么做，必须要靠你

自己进行大量的文献阅读、调研、总结、

分析以及与他人讨论。在调研的基础上

就某一科学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后，

首先将其成文成形，这一点很重要，然后

再主动找导师进行交流沟通。在导师返

回自己的意见后，你需要据此进行新一

轮的文献调研，修改思路，成文成形，再

次与导师沟通。经过多轮次直到一个成

熟可行的研究方案形成。在这个过程

中，始终保持与导师主动积极交流很重

要。你可能会挨批，会感觉不舒服，会沮

丧，会没面子甚至觉得丢脸，但千万别因

此回避和逃避问题，不作为放之任之。

如果你觉得导师说的不对，要提出理性

的、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反驳，导师绝对

不会因为学术上的争辩而愠怒。导师说

话的方式、语气你可能接受不了，但你要

理解——如果这是导师的一贯性格和方

式。毕竟这些与导师的年龄、生活经历、

科研经历等都有关系，你指望一个五六

十岁的人改变他说话做事的风格，可能

有些勉强了。你要做的就是想尽可能好

的办法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逃

避。记住：你逃避掉的所有问题都会在

你毕业的时候找上你，你所期望的问题

解决方法会成为你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科研中的一个实验设计，一篇文献甚至

一个标点符号，你都要对其负责，这些细

节往往决定你的论文能否被录用。不靠

谱，做错了，导师批评你无可厚非，你的

导师永远是你的导师，你的一点一滴都

是导师的脸面。我记得自己第1次文献

报告和后面的预开题时被导师狠狠地批

评过，当时就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毕竟30
多岁的人了，当着师妹师弟的面，羞愧万

分。之后导师对我说：“我今天批评你，

骂你都是为你好，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我

要对你负责。过了我这关，你的开题关，

答辩关都会很轻松”。博士开题答辩后，

我就真正理

解了恩师的

苦心。没有

绝对差的学

生，没有绝

对 差 的 导

师，你一定

要懂你的导师，即使你不聪明，年龄很

大，只要做事踏实认真，办事靠谱，也能

从北大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学校博士

毕业。

此外，计划性和时间观念很重要，一

个靠谱的博士生能把握博士期间的每一

个关键时期，提前计划，而且是一个切实

行动主义者。中期考核、开题、预答辩和

答辩的节奏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你可以制定一个长期

的计划和短期的计划，长期计划如一个

学期、一个学年要完成哪些任务，短期的

就是每周要完成的工作。通常，我会把

任务分解到每天，每天早上我会把一天

要做的具体工作写在本子上，晚上核

对。中间就靠顽强的执行力来监督运作

了。你可以仰望星空，但首先要脚踏实

地做具体的事情。

最后，要注意保持身心健康。博士

生的生活很清苦，与象牙塔外的灯红酒

绿相比，每月收入也仅够吃食堂，何言其

他。物质方面的清贫不要紧也不要命，

因为选择科研，就注定告别大富大贵，何

况还是学生。要紧的是面对“苦不堪言”

的精神压力时，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及时

进行减压很重要，否则长期沉重的精神

压力真的会要命。运动锻炼、倾诉都是

很好的减压方式，规律性的锻炼能使人

保持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生命体验及自

我体验；心情郁闷时要找人倾诉，心理的

减负如同治理洪水，“堵”不如“疏”就是

这个道理。

当你毕业的时候，要思考你是否可

以独立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或写好一

个项目申请书，是否可以用中文或英文

做一场让大家都有所收获的报告，是否

可以带领一个课题组开展科学研究。如

果答案是肯定的，恭喜！你已经从一名

靠谱的“博士生”转变为一名合格的“博

士”了。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系讲师—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系讲师

吴南吴南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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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应允执厥中保护环境应允执厥中 防污于未然防污于未然（（II））

文//吴建中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化学和环境

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长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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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断断续续地读完纽约大学科学

新闻学院丹·费金（Dan Fagin）教授的长

篇纪实文学《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

事》（“Toms River: 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此书获 2014年度非虚

构类作品普利策新闻奖）。作为一名化

工工作者，我对书中所描述的化工企业

对周边环境的肆意污染及对当地居民身

体健康的长期危害深感不安。在此书接

近尾声之时，因污染引发当地儿童癌症

集群，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在科学

上得到有效的证明，作者不无感叹地写

道：“科学以及科学家们，已经让人们无

数次的失望，以至（科学的失败）不能再

造成任何的伤害了。”诚然，在国民经济

及现代生活中，化学工业的地位举足轻

重，但与其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却总得

不到很好的解决。由于缺乏认识和恐慌

心理，人们恨不得把所有的化学工业赶

出社区。近期发生在中国昆明和茂名等

地的 PX事件即是很好的例子。即使对

周边环境并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化工

企业，许多人也往往对其深恶痛绝。虽

然不少化工专家呼吁重塑化工形象，改

善公众认知，但150多年来现代化学工业

的发展对生态环境所造成严重破坏，此

罪谁来救赎？

汤姆斯河是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一

个沿海小镇。当 1949年瑞士化工企业

汽巴在此投资办厂之时，这里仍处于相

对封闭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居民祖辈住

在同样的屋子里，空闲时在镇边上的杉

树林中狩猎，在海湾里或在与镇同名的

汤姆斯河里扬帆捕鱼。在人们的记忆

里，历史上发生过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

是当年独立战争前后的一些海盗勾当。

通常化工企业会把厂址选择在交通便

利，基础设施完备的地方，但汽巴在当时

已是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化工企业，为

避免因环境问题与当地居民产生不必要

的纠纷，他们在城市边缘的森林里购买

了超过5 km2的土地，并把工厂建于森林

的中央。每个厂房与外面世界相隔至少

有1 km，过路人只能看到工厂的大门和

由杉树及橡树组成的茂密森林。除非在

厂里工作，人们几乎不会感到这家工厂

的存在。1952年建成的时侯，汽巴每年

在此生产1800多吨的瓮染料，年产值约

合今日5000万美元。

通常染料生产涉及许多易燃易爆的

有机溶剂和剧毒的化学药品，而瓮染料

的制备工艺又特别复杂，需要经过许多

步中间反应步骤并产生大量的化学废

物。据估计，汽巴每年消费上万吨的化

学原料。在生产染料的同时，每年产生

8000多吨的化学废物。当染料及其他化

工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之后，

所有剩下的化学物品被以最方便廉价的

方式就地解决了。工人们将固体废料从

反应釜和过滤器中刮出后装入铁桶，随

便扔弃于森林中的沟坑或空地里；剧毒

的砷酸则与石灰混合后掩埋在“酸坑”

中。因溶解度低或毒性太大，有机液体

一般用清水以 1:200的体积比例冲稀后

积蓄于厂区的人工湖里，让液体自然挥

发或慢慢渗于地下。少部分液体则在简

单的处理之后直接排入汤姆斯河中。为

防止当地民众察觉，工厂的烟囱一般只

在夜间才冒出带有颜色的浓烟。在这样

精心安排之下，每天数千吨的污水，无数

的废物和废气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

环境之中。在工厂开工典礼上，汽巴的

高管曾经自豪地对当地民众许诺，这家

化工厂排放的水将比汤姆斯河更清澈纯

净，他们会帮助改善而不是破坏当地及

附近海湾的生态环境。虽然在汽巴开工

不久，便有有识之士预言此家化工企业

会给环境带来灾难，但是这种不和谐的

声音很快在公司强大的公关攻势下销声

匿迹了。以至在以后很多年的时间里，

很多民众都不怀疑汽巴在繁荣当地经济

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身体健康及生态环境

造成很大的破坏。

化工企业对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所

产生的后果是容易想象的。首当其冲的

是一线工人。成天工作于弥漫着有毒气

体的生产环境当中，其对身体毒害之大

不言而喻。据工人们后来回忆，一些生

产车间的毒气含量之大几乎可以直接溶

化偶尔过来办事的女秘书脚上的尼龙丝

袜。在众多有毒气体之中，工人们最怕

的是光气和环氧丙烷。前者在第一次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作化学武器，而

后者是致癌物品，散发着大蒜般刺激的

气味，对眼睛、皮肤和肺都能产生极大的

伤害。如果工人抱怨，他们经常会被管

理人员揶揄一番，嘲笑他们并非在生产

冰激凌，应该感激有一份高薪的工作。

除非工人当场死于车间，公司根本不在

乎一线工人的生产安全。虽然十几年后

便有不少工人死于癌症，但后来有人对

汽巴工人作总体健康评估时却离奇地发

现他们比正常人生活得更健康。

几年之后，各种化学废物污染了厂

区的地下水源，慢慢地扩散到周边的民

居区以及当地自来水厂。随着民众环保

意识的提高，汽巴也因破坏环境而慢慢

地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在一些当地人的

抱怨及媒体的压力之下，公司承诺改进

环保工艺，但在实际操作中又投机取巧，

将所有液体废物用管道排放于离产区几

十千米之外的大西洋中。若干年后因管

道破裂而被人们质问废液的组成时，一

个技术人员天真地解释说“管道里流淌

的是99%的水和一小部分盐”，成为当地

一个笑柄。地方和联邦政府部门对此家

化工企业的环境破坏也并非一无所知。

但早期经常是因政策不全而敷衍了事。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环保总署曾

经对汽巴公司提出了200多项环境违规

的指控及几十万美元的罚款。后来由于

联邦政策变化，所有的指控居然不了了

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汽巴将此化

工厂悄悄地搬出了汤姆斯河镇，重新落

足于渴望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这

里的厂区经改造之后成为一个污染相对

较轻的制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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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是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关键环节选题是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关键环节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

核安全医学所，研究员。图片为本文作者。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汤锡芳，电子信箱：tangxf@
nsfc.gov.cn。

文//郑钧正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积极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

下简称科学基金）资助是所有科技人员

孜孜以求的愿望。在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面广量大的是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和地区科学基金；例如2013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在

受理申请144 922项目中共择优资助了

上述3类项目34058项，这3类也是支持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在科学基金资

助范围内自主选题的项目。其实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也是在基金委年度《项目指

南》指引下，就某个属于引导较大研究方

向下的具体自主选题，本质上都是鼓励

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

显然，争取这些自由申请科学基金项目

的首要关键环节，乃是必须认真遴选好

切实符合科学基金宗旨的科学问题（即

研究课题），踏实做好立项。实际上，选

题立项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科学基

金申请的成败。兹从以下3个方面概要

交流如何做好选题立项工作。

1. 在深入调研中凝练出相关学科发展的

前沿课题

基金委把尊重科学家主体地位、鼓

励自由探索作为科学基金工作的基本立

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科学家自由探索

的体制机制和学术生态。这是实现科学

基金“激励创新、引领未来”方针的重要

保证。尤其自由申请项目，必须依靠申

请人（含项目组团队，下同）在广泛又深

入地国内外相关文献与学科发展动态调

研中，勇于开拓自主探索而凝练出可称

得上属于某个学科发展前沿的科学问

题。凡能够真正准确地把握某个相关学

科发展前沿的课题，肯定是有合理假说

与探究潜力而值得再深入研究其发展变

化规律的科学问题，则就能较好地规避

“选题缺乏创新性”和“立项依据不足”等

通常存在的弊病。毫无疑问，这必须建

筑在全面、细致和深入地相关国内外文

献和学科发展动态调研基础上，并且取

决于申请人自身的基本科学素养，从而

能够在一大堆他人已有研究结果和不断

发展动向中，清醒地分析辨别真伪与正

确地判断科学价值，并洞察与筛选出确

有发展前景值得再深入探索下去的某个

难题。当下科技文献浩如烟海，必须很

好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借鉴他人宝

贵的经验和吸取有益的教训。结合自己

明确的学科专业研究方向调研国内外发

展动态，必须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能力，

绝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跟风盲从，也不

能对冷热点研究问题失之偏颇。同时，

相关学科相互渗透与交叉融合是孕育科

技创新发展的优良生长点。在深入广泛

地国内外相关学科发展动态调研中，必

须特别注意从诸多有关学科的交叉结合

部中寻找与遴选某个学科发展前沿课

题。往往容易被一般人疏忽的学科交叉

结合部，可以深入挖掘出“牵一发而动千

钧”对促进相关学科发展有重要科学意

义和实际价值的好课题。

2. 从已有研究工作基础与条件出发抓准

攻关方向

遴选出某个学科发展方向的前沿科

学问题往往可包含有多个具体研究课

题，并不是全部都适合申请人自己确定

为科学基金申请立项的。这就需要实事

求是地考量申请人团队已有的明确研究

方向和工作基础与条件而慎重权衡。只

片面追求有创新性的发展前沿课题而不

顾已有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和条件，在

科学基金申请书送请专家同行通信评议

和学科评审组会议评审中，就可能遭遇

因申请人团队缺乏相关前期研究工作基

础与基本条件而被淘汰。科学研究最需

讲究严谨求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

申请人团队注重从已积累相关研究工作

基础出发去抓准拟立项研究课题的攻关

方向非常重要。往往拟立项研究的课题

是个经综合分析比较中凝练出的某个科

学假说，必须用他人和自己已有研究工

作基础去论证其有可能实现的合理性，

以及值得深入探究的科学意义与实际价

值，方能证明此选题立项的必要性，而不

是缺乏基础支撑的空中楼阁。科学基金

申请书必须充分展示申请人团队的相关

前期研究工作积累，或者已开展相关预

实验的有力证据以及具备的工作条件，

这不仅仅是为了说服评审专家，也是自

身团队树立信心坚持已有研究方向而不

懈深入攻关的需要。踏踏实实地不断积

累某个确定的有意义研究方向的工作基

础，是任何一位科技人员很重要的基本

功。所谓“机遇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就

是这个道理。

3. 注意确定有限的具体研究目标和理清

研究思路

在科学基金项目的选题立项中，还

必须切实注意把充分调研而凝练出并有

相关研究工作基础的课题，实事求是地

确定有限的具体研究目标，并且全面理

清整个项目的研究思路而撰写出一份条

理清楚的好申请书。研究目标盲目贪大

求全而不务实乃是从事科学研究和申请

科学基金的大忌。一般大家比较留意选

题立项的科学意义和创新性，但却忽视

确定有限的具体研究目标，结果会导致

很好的选题因不切合实际的研究思路而

“流产”。不管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还

是重点项目，在 4年或 5年的研究期限

内，实际上都只能是围绕某个确定的有

限目标深入攻关探索。这个具体的有限

研究目标，绝对不能是浮夸虚设与空泛

的，必须把握好从相关学科的发展动向、

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并紧密结合

申请人团队自身的工作基础与条件等明

确确定。好的选题加上有充分依据的立

项，再加上明确有限的具体研究目标，就

能进一步梳理出清晰的整个项目研究思

路。所有研究内容、关键问题、研究方案

和技术路线等均必须紧紧围绕确定的有

限研究目标逐步展开，确保科学基金申

请书前后的一致性和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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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如何培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职 场·

文//孟凡超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

技术学院，讲师。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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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高校作

为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在国家创新发

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大学生是科技

创新的人才之源，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未

来必将担负起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使

命。因此，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

已成为我国高校的首要任务。

我国高校在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

养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的教

学理念无法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斯

普朗格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

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

出来。”然而，我国高校目前的教学内容

仍以传授知识为主，教学方法仍以教师

课堂讲授为主，忽视对学生创新思维能

力的培养。其次，高校考核评价机制缺

乏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的引导。应试

教育和一考定成绩的指挥棒在高校仍十

分普遍，使得大学生对课堂之外的知识

缺乏兴趣和动力。最后，缺乏合理的创

新能力培养方法。高校教师与大学生接

触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课堂授课，且仍以

传统的灌输式为主，缺乏启发式、情景

式、研讨式、实践式的有利于大学生科技

创新思想培养的教学方式。

针对高校在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

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从大学生创

新意识培养、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改革以

及创新平台的建设等角度论述大学生创

新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1. 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意识

大学生创新能力需在充分掌握现有

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比较、演绎推理

等手段，努力发现新知识、新结论的一种

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以创新意识

为前提，以理论知识为基础，以良好的环

境为条件。大学生创新意识培养的最好

时机是大学一年级，对于刚刚接受完高

考走进大学的学生来讲，学习观念、方法

将发生质的变化，这个时期灌输创新思

想和意识，大学生较为容易接受。可以

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大学生新生研讨课。新生研

讨课是新生教育的一种方式，新生教育

是大学协助新生顺利转换到大学环境，

以提升学生成就的做法。这类课程多以

学院为单位，由各学科带头人或者知名

教授共同承担，主要介绍各学科发展现

状及前景，属于学科前沿系列。这类课

程可激发学生创新的兴趣和爱好。新生

研讨课是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途

径之一。

第二，大学生导师制。在高等教育

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本科生导师制

彰显出精英教育的品质与价值，是培养

造就多规格人才、个性化人才和创新型

人才的重要模式与机制。以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地质学专业为例，地质系教师

46人，每年本科生 60人，每位教师可以

带1~2个新生。大学教师可以利用导师

制平台向大学生传递科技创新相关理

念、方式。导师制拉近了学生与老师间

的距离，有利于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第三，科技活动。通过开展与专业

结合紧密的科技文化活动、讲座、论坛等

等，积极营造大学生科技创新的文化环

境，激发大学生科技创新的热情。

2. 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

的教学体系

大学生科技创新必须拥有扎实的理

论知识，理论知识的获取主要来源于教

学活动。因此，一所高校学生创新能力

的高低与教学质量密不可分。首先，转

变教学观念。目前高校教学内容仍以传

授知识为主，学生以被动式接受为主，主

动精神和个性被压抑。转变教学观念必

须坚持以学生为本，鼓励学生自由探索、

锐意进取。教师需开阔视野，创建有利

于创新能力发展的精神环境。其次，教

师在强调打好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开展

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中适当增加与理论知识有关

的科技发明和技术应用，激发学生学习

的热情。最后，教师需改变传统的填鸭

式授课方式，由“教师为主”转为“学生为

主”，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活动式等教学

手段，使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学会

创造。比如笔者所讲授的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岩矿课程，每节课前都留出5分钟

时间让学生作报告同时在考核方式上，

避免一考定成绩，激发学生平时思考、积

极创造的能力。

3. 搭建大学生科技创新平台

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是培养创新型

人才的摇篮。高校要把大学生的科技创

新训练纳入到培养计划之内，为科技创

新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充分利用各项

活动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第一，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大

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作为“质量工程”重

要组成部分，是教育部推动创新性人才

培养的重要举措。大学教师可充分利用

该计划，选择小而精的科学问题，坚持

“激发兴趣、独自实验、享受过程”的理

念，指导大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

第二，大学教师的科研项目。大学

教师充分利用自己的科研项目，带动本

科生参与科学研究，将科研项目中独立

科学问题提出来，指导大学生完成，培养

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第三，大学生毕业设计。高校可利

用大学毕业设计的契机，完成对所有大

学生创新能力提升。首先指导教师在给

毕业生确定选题时应具有一定新颖性和

实践性，其次，在毕业设计完成过程中，

高校实验室应给毕业生提供独立实验的

环境，教师需给学生独立完成论文的空

间，在论文考核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生

自己的创新点，进一步激励大学生创新

意识。

总之，高校只有不断更新教育观念，

完善创新培养体系，营造创新培养环境，

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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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招聘·

教授/副教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沉积环境演变研究中心招聘研

究人员。岗位 1. 微体古生物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孢

粉、藻类、植硅体、有孔虫等方面的研究背景，有较强的地学基

础，年龄不超过 40岁。岗位 2. 第四纪年代学。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年龄40岁以下，具有地质年代学方面的专业背景，熟练掌

握热释光/光释光（TL/OSL）测年技术者优先。岗位 3. 环境磁

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40岁以下，具有环境磁学、岩石磁

学、矿物学、地球化学等相关研究背景。电话：021-62233406，电
子 信 箱 ：wgzhang@sklec.ecn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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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道路与铁道工程、桥隧

工程、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森林工程、市

政工程、工程管理、测绘科学与技术。要求：具有道路线形、道路

施工技术或道路交通安全方向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具有桥

梁计算理论与应用、隧道与地下工程设计理论与技术方向的知

识背景或研究基础；具有边坡工程、地下工程、地下结构或土动

力学方向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具有工程结构分析与应用或

空间结构领域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具有工程结构防灾减灾、

结构耐久性与加固或地质灾害及其防治方向的知识背景或研究

基础；具有林区土建与运输工程方向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具

有水环境生态修复技术或供水安全保障技术方向的知识背景或

研究基础；具有工程项目管理或土木工程信息化方向的知识背

景或研究基础；具有大地测量或遥感方向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

础。应聘教授者年龄不超过45岁，应聘副教授者年龄不超过35
岁，具有海外研究经历或博士后科研经历者优先。联系人：邵光

辉，电话：025-85427762，电子信箱：gh_shao@njfu.edu.cn。详情

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 1. 仪器科学与技

术。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电子技术，测试技术领域的知识

背景或研究基础。方向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具有计算机网络/软件，生物信息学或数据挖掘领域的知识

背景或研究基础。方向3.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具有检测技术或自动化领域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应

聘教授者年龄不超过 45岁，应聘副教授者年龄不超过 35岁，具

有海外研究经历或博士后科研经历者优先。联系人：业宁，电

话：025-85427692，电子信箱：yening@njfu.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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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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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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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

[广州] 中山大学

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分子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能够在基因组、转录组或蛋

白组水平上发现组织发育及疾病发生机理。应聘教授和副教授

者具有博士后科研经历。电话：020-87335131，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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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zhi@ gmail.com。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田志喜课题组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大豆功能基因组分

析。要求：具有生物信息学或基因组学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年龄

在35周岁以下，具有较好的生物统计学基础，熟悉Linux操作系

统，能够熟练使用Perl或R编写程序，具有处理二代测序数据经

验，掌握生物信息研究相关软件。熟练掌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和具有建模经验者优先。电子信箱：zxtian@genetics.ac.cn。详情

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清华大学

化学系无机化学研究所招聘博士后。方向：无机纳米材料

合成、纳米催化化学、无机类高分子材料。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具备无机纳米材料合成方面的研究基础，能够从事无机纳米材

料合成、表征及性能相关研究工作。有催化、高分子化学研究背

景者优先。联系人：王训，电话：010-62792791，电子信箱：

wangxun@mail.tsinghua.edu.cn。 详 情 见 ： http://zhaopin.rsc.
tsinghua.edu.cn。

博士后

[北京] 清华大学

电子系信息光电子研究所招聘博士后3名。方向：纳米激光

物理、微纳加工及表征测量。要求：具有物理及电子方面博士学

位，具有纳米器件加工及制作背景，具有丰富的光学实验室经

验，能够从事纳米半导体激光方面的研究。联系人：房丹，电话：

010-62784774，电子信箱：cning@tsinghua.edu.cn。详情见：http://
zhaopin.rsc.tsinghua.edu.cn。

博士后

[北京] 清华大学

汽车系汽车动力学与轮胎技术研究所招聘博士后3名。方

向：汽车/轮胎动力学主客观评价、轮胎道路噪声、橡胶疲劳、ESP
轮胎模型。要求：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2年，具有车辆工程、机械

工程、力学或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和研究经历。电子信箱：

weiyt@tsinghua.edu.cn。详情见：http://zhaopin.rsc.tsinghua.edu.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方向：粒子理论/量子场论与物质微观结构研究；超弦理论/
统一理论与早期宇宙演化研究；引力理论与天体宇宙学研究；凝

聚态理论研究；统计物理与理论生物物理、生物信息学研究；量

子物理、量子信息和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理论研究。要求：具有

理论物理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年龄40岁以下，能够脱产从事博士

后研究工作。发表过较高水平研究论文者优先。联系人：孙亚

宁，电话：010-62560951，电子信箱：syn@itp.ac.cn，截止日期：

2014-10-15。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方向：地球动力学、比较行星学、地震学、生物地磁学、岩石

地球化学、盆地热史、地热资源、岩石学等。要求：具有博士学

位，年龄 40岁以下，具有相关方向研究经历，以第 1作者身份在

SCI或EI收录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联系人：常中

华，电话：010-82998083，电子信箱：changzhonghua@mail.igcas.ac.
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方向：岩爆、崩塌、滑坡、强震等成因机理及预测研究。要

求：具有地质工程、构造地质学或地震地质学博士学位，具备岩

石力学知识储备，能熟练运用ARC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电

话：010-82998616，电子信箱：qsqhope@mail.iggcas.ac.cn。详情

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方向：地震各向异性与多分量地震技术。要求：具有固体地

球物理电磁与地震学方向博士学位，具有勘探地震或地震学研

究、数学、物理、计算机、地球物理专业背景；或大地电磁与电法

勘探、数学、物理、计算机、地球物理专业背景。电话：010-
82998268，电子信箱：yunwang@mail.iggcas.ac.cn。详情见：http://
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王皓毅研究组招聘博士后。方向：TALEN和CRISPR基因编

辑技术的特性；优化受精卵 TALEN和CRISPR注射建立基因修

饰动物的技术平台；利用TALE和CRISPR蛋白建立表冠遗传定

点修饰方法；应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新的疾病治疗方法。要求：

具有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和微生物学等相关领域

博士学位；熟练掌握博士学习领域相关实验技术，作为第1作者

发表过 SCI论文。电子信箱：liuxiang@ioz.ac.cn。详情见：http://
www.cas.ac.cn。

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方向：利用合成生物学的手段改造MycobacteriumbovisBCG
用于治疗癌症；人工合成染色体。要求：具有微生物学或者分子

生物学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BCG操作经验、免疫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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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或具有大片段DNA合成、操作经验。发表过较高水平研究

论文者优先。电子信箱：jinwang@sibs.ac.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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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研究院朱永群实验室招聘博士后。方向：结构生

物学、生化或细胞生物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结构生物

学或者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等相关的研究背景。电子信箱：

zhuyongqun@zju.edu.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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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net.cn。

博士毕业生

[东莞]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3D打印材料平台招聘研发工程师3~7
名。方向：3D打印用无机材料（磷酸钙类、生物活性玻璃及其

他）、高分子材料（聚酯类）和金属材料（钛合金、镁铝合金、CoCr
合金）的方案制订及产品研发。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实验能力及应用和操作相关仪器设备的能力，能够

写作英文科技论文。联系人：陈猛，电话：0769-22890731，电子

信箱：jzh6988@126.com。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毕业生

[东莞]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个性化生物医学技术招聘研究人员 2
名。方向：生物力学模拟与仿真。要求：具有材料专业、生物医

学工程或力学专业博士学位，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验能

力。能够熟练应用Mimics、Abaqus、Matlab、Pro/E者优先。联系

人：陈猛，电话：0769-22890731，电子信箱：jzh6988@126.com。

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毕业生

[东莞]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基于脑机接口的残疾人神经功能辅助

与护理设备平台招聘研究人员2~4名。方向：基于干电极的脑电

信号采集与嵌入式处理系统；脑机接口系统；脑机接口控制设备

的机电设计与研发。要求：具有电子通信、自动化、计算机、应用

数学、生物医学工程，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掌握脑

电信号采集与处理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生机电一体化技术。在

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过论文或申请过国际专利者优先。联系人：

陈猛，电话：0769-22890731，电子信箱：jzh6988@126.com。详情

见：http://www.science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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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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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hey are in
search of highly motivated, creative individuals with a strong
interest in epithelial biology. They are presently focusing their
efforts on bacterial/host urothelial interactions, membrane
trafficking and urothelial stem cell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cell
culture, transgenic mouse and a wide range of biochemical,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ical techniques.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PhD in cell biology/biochemistry with at least one publication in
membrane or stem cell biology. 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nts should
send a single PDF file containing their CV along with a summary
of their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accomplishments, and
experimental expertise. They should also arrange for 3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be sent directly to Dr. Henry Sun via E- mail at:
suntsunt0101@nyumc.org.@nyumc.org.（源于Science [2014-08-21]）

博士后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within a
pulmonary research group to study mechanisms of lung injury and
epithelial repair. Projects include studying chemokine receptors,
focal adhesion kinase, cell migration, and 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cute lung injury and
mechanobiology. Experience with cell culture, molecular biology,
animal models of lung injury, mechanical ventilation,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and pulmonary physiology are desirable.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include a PhD or MD in a related field and good
communic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Send curriculum vitae and
names and addresses of 3 references to Dr. Christopher M.Dr. Christopher M.
Waters, PhD, Professor and Vice Chair,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Waters, PhD, Professor and Vice Chair,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Health Science Center,University of Tennessee Health Science Center, 894894 UnionUnion
Avenue, Memphis, TNAvenue, Memphis, TN 3816338163, USA., USA. E-mail:cwaterscwaters22@uthsc.edu.@uthsc.edu.
（源于Science [2014-08-21]）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nticipates opening for full time
postdoctoral scholars. Applications are being sought from recent
PhD graduates. Interdisciplinary skills and approaches are
required. Training should be in molecular biology, biochemistry, or
a related field. This is an ongoing recruitment. Positions are
dependent on extramural funding. Initial appointments are for one

year and renewal will be dependent on availability of support.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July 1, 2014 and will continue
until positions are filled. Positions may begin as early as August 1,
2014.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available position can be
obtained by contacting: Margaret Walton,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Margaret Walton,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DChemistry, D240240 Medical Sciences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Medical Sciences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CAIrvine, CA 9269792697--17001700, USA., USA. Please specify that you are
applying for a Postdoctoral Scholar position.（源于 Science [2014-
08-22]）

博士后

[美国] Cornell University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and Weill Cornell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o recent PhD graduates (<2 yrs of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only) to study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by steroid hormone
receptors and coregulators in macrophage biology, inflammation,
metabolism and innate immunity (http://www.hss.edu/research-
staff_rogatsky- inez.asp). The position requires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biochemistry/molecular biology and a strong
publication record. Background in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and
nuclear receptor signaling is desirable. Please submit a CV with a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interests and arrange for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o be sent (E-mail: hssposition@hssposition@
gmail.com; Dr. Inez Rogatsky, Research Building, Rm.gmail.com; Dr. Inez Rogatsky, Research Building, Rm. 425425,,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and Dept. of Microbiology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and Dept. of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 Weill Medical College of Cornell University;Immunology; Weill Medical College of Cornell University; 535535
EE7070th st, New York, NYth st, New York, NY 1002110021, USA)., USA).（源于Science [2014-08-25]）

博士后

[美国] Columbia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vites applicants for a
position as postdoctoral research Scientist. They are looking for a
senior postdoc who is interested in the field of tissue damage,
particularly in the kidney. The applicant must have advanced
molecular skills including the ability to create new mouse lines,
mouse husbandry, RNAseq and ChIP technology, in situ and
cellular work experience. The applicant must commit to the job for
three years (as a minimum). For immediate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curriculum vitae and names of three references to: JonathanJonathan
Barasch, MD,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dicine,Barasch, MD,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dicine,
New York, NYNew York, NY 1003210032, USA;, USA; E- mail: jmbjmb44@cumc.columbia.edu.@cumc.columbia.edu.
（源于Science [2014-08-25]）

博士后

[德国] Deutsches Elektronen-Synchrotron

Deutsches Elektronen- Synchrotron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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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re looking for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s with a
background in experimental physics, physical chemistry, or
nanoscience. For the Postdoc position an excellent track record in
molecular physics, optical or laser physics, or related fields is
expected. The position is limited to 2 years with the option to
extend for 3 years. Salary and benefits are commensurate with
those of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Germany.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upon qualifications and assigned duties. DESY operates
flexible work schemes. Handicapped persons will be given
preference to other equally qualified applicants. Please send
your application quoting the reference code, also by E-mail, to:
Deutsches Elektronen-Synchrotron DESY, Human ResourcesDeutsches Elektronen-Synchrotron DESY,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Code: EPDepartment, Code: EP075075//20142014, Notkestraße, Notkestraße 8585,, 2260722607 Hamburg,Hamburg,
Germany.Germany. Phone: ++4949 4040 89988998--33923392.. E-mail: recruitment@desy.recruitment@desy.
de.de.（源于Science [2014-08-26]）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eeks candidates working on sustainability
issues at the interfa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humanities and
natural/physical/engineering sciences. They are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rom qualified candidates who received their PhD or
comparable professional or artistic degree within four years of the
fellowship start date (i.e., between September 1, 2011 and
September 1, 2015). In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time frame can be
relaxed, but you must consult with the program (dow-
postdoc@umich.edu) before applying if your degree was awarded
before September 1, 2011.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come from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backgrounds. Application materials:
Career goal statement; Curriculum vitae; Research proposal;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wo recommenders. All
application materials, except the 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must be submitted by the candidate online. See the attached RFP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gram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A
link to the full application form will be sent via email once the
Intent to Apply form is completed and submitted. Questions about
the program should be sent via E-mail to: dow-postdoc@umich.dow-postdoc@umich.
edu.edu.（源于Science [2014-08-26]）

助理教授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molecularbiosci.utexas.edu)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They seek an outstanding investigator who will
build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esearch program and will
teach effectively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ligible for membership in the
multidisciplinary Institute for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have
access to excellent core facilities (including next- gen DNA
sequencing, mass spectrometry, flow cytometry, confocal and

super-resolution microscopy, and mouse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Biochemistry, and Microbiology graduate
programs. Applicants should send a single PDF file containing a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statement of research plans and
teaching interest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 to
MBSfacultysearch@austin.utexas.edu.MBSfacultysearch@austin.utexas.edu.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November 1, 2014, will receive full consideration.（源于 Science

[2014-08-22]）

助理教授

[美国] Bates College

The Bates College Department of Biolog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lant Ecology, beginning 1
August 2015. PhD required by start date,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preferred. They welcome applications from all individuals with the
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the college’s continuing commitment to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clusiveness, and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their differences. The search committee expects
applicants to identify their strengths and experiences in these
areas and describe how their research, teaching, and/or outreach
can further this goal. Review of applications begins 10 October
2014, and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in PDF format, a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unofficial graduate transcripts, and statements 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cluding plans for involving undergraduates in a
research program. Please also arrange for the submission of at
least two (preferably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in PDF
format. Employment is contingent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
background check. 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college’s policies,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Title VII, Title IX, and ADA/Section 504), and complaints may be
directed to the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of Human Resources,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of Human Resources,
Mary Main,Mary Main, at 207207--786786--83888388 or mmain@bates.edu.mmain@bates.edu.（源于 Science

[2014-08-22]）

助理教授

[美国] Rhodes College

Rhodes College seeks qualified applicants for a new tenure-track
faculty position in Molecular Biology to begin in August of 2015.
Candidates must have a PhD, research experience in molecular
biology, and a commitment to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of five courses per year (labs
are counted as a full course) will normally include Molecular
Biology or Genetics, plu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roductory biology
course covering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program, and they encourage applications from
individuals whose interests go beyond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Completed applications will include a cover lett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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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 research plan, a curriculum
vitae, copies of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transcripts, and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Please address in your cover letter your
interest in teaching at a liberal arts college and how your
experiences with teaching, scholarship, and/or service might
contribute to a college community that includes a commitment to
diversity as one of its core values. The 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will solicit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electronically from the
candidate’s recommenders, once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has
been entered by the candidate. Please apply online at jobs.rhodes.jobs.rhodes.
edu.edu.（源于Science [2014-08-22]）

助理教授

[美国] DePauw University

DePauw University, Greencastle, IN, is seeking qualified
applicants for two tenure-track positions to begin August 2015. (1)
Assistant Professor of Biology (Ecology), apply.interfolio.com/apply.interfolio.com/
2529325293: they invite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position in
ecology. Teaching may include biostatistics, introductory and
advanced ecology with laboratory and general educatio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a research
program involving undergraduates; preference may be given to
candidates with field research programs adaptable to local systems
and whose expertise is in community, ecosystem and/or aquatic
ecology. (2) Assistant Professor of Biology (Cellular and
Molecular), apply.interfolio.com/apply.interfolio.com/2557825578: they invite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position in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 Rank
and salary will be commensurate with experience. Teaching may
include introductory and advanced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with
laboratory and general educatio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a research program involving undergraduates.
Submit through Interfolio a letter of application, cv, thre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transcripts, statement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research interests, and evidence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源于Science [2014-08-22]）

助理教授

[美国] Oakland University

Oakland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track position
in Ecology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 Candidates working
at all levels of organization, using plants, animals or microbes
will be considered. Applicants working in the sub- disciplines of
behavior, landscapes, communities, populations, evolution and
conservation are particularly encouraged to apply. A PhD and
post- doctoral experience are required, as is a strong research
track record evidenced by publication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Lab space and a competitive start- up package will be provided.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develop a vigorous,
extramur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 teach effectively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ment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research students, and participate in service activities.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on September 29, 2014, and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Applications should include: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plans, 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 Inquiries can be made to the
Search Committee Chair, Dr. Scott Tiegs: tiegs@oakland.edu.Dr. Scott Tiegs: tiegs@oakland.edu.（源于

Science [2014-08-25]）

助理教授/副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seeks an outstanding
individual with expertise in acute lung injury,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r related areas to join the faculty. The individual
must possess significant expertise in these areas as demonstrated
by first or last authorship in peer- reviewed journals and must
have an active NIH grant. The individual must be willing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faculty in these areas and interested in
basic, translation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Please send your CV,
personal statement and a list of references to Sadis Matalon, PhD,Sadis Matalon, PhD,
Vice Chair for Research, Anesthesiology at sadis@uab.edu.Vice Chair for Research, Anesthesiology at sadis@uab.edu.（源于

Science [2014-08-21]）

教授

[荷兰] TU Delft

TU Delft is offering a position for a full professor to work on Cell
Systems Engineering. They are looking for an ambitious and
inspiring leader who will integrate multiple research disciplines
such as multi-scale modelling, systems biology and metabolomics
for understanding microbial performance in industrial processes.
She/he will stimulate and initiate scientific interaction with the
other groups in the department, and contribute to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network via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with industry,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education. The full Professor will teach and (re-)design courses in
their BSc and MSc programmes and at the post-graduate level, for
example in bioprocess technology, design and optimisation of
industrial bioprocesses, and in metabolic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of MSc and PhD students will be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supervision of students in the 2-year Professional
Doctorate in Engineering (PDEng) programme in Bioprocess
Engineer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osition, please
contact Prof. Isabel Arends, phone: +Prof. Isabel Arends, phone: +3131 ((00))1515--27844232784423, E-mail: I.
W.C.E.Arends@tudelft.nl. To apply, please email a detailed CV,
vision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three references along with a
letter of application by 1 October 2014 to Maita LatijnhouwersMaita Latijnhouwers, M.M.
J.M.Latijnhouwers@tudelft.nl.J.M.Latijnhouwers@tudelft.nl. When applying for this position,
please refer to vacancy number TNWBT14- 024.（源 于 Science

[2014-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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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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4-23；修回日期：2014-06-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074168）
作者简介：朱红青，教授，研究方向为矿井通风、火灾与瓦斯防治，电子信箱：zhq@cumtb.edu.cn；杨成轶（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矿井

火灾，电子信箱：kjdbycy@163.com
引用格式：朱红青, 杨成轶, 秦晓峰, 等. 基于瞬变电磁法的整合矿井火区分布探测方法[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15-19.

基于瞬变电磁法的整合矿井火区分布基于瞬变电磁法的整合矿井火区分布
探测方法探测方法
朱红青 1,2，杨成轶 2，秦晓峰 2，和超楠 2

1. 中国矿业大学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针对资源整合矿井火区探测中普通探测技术耗时长、工程量大，且难以直接定位火区范围等问题，研究了基于瞬变电磁法

的火区分布探测方法。以北祖矿为例，在井下全空间条件下，结合地质资料和现场地质情况，采用瞬变电磁仪对北祖矿9209风
巷上覆煤层进行超前探测和剖面探测，反演计算形成超前、剖面视电阻率图，根据巷道上覆煤层在视电阻率图中的响应特征，通

过定性分析确定巷道上覆煤层的自然发火区域。结果表明，基于瞬变电磁法的整合矿井火区分布探测方法能够准确定位火区分

布范围，可为打钻探测及灌浆堵漏等矿井防灭火工程提供科学依据，明显提高工程效率及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整合矿井；火区分布探测；瞬变电磁法；视电阻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5+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01

Integrated Coal Mine Fire District Detecting Method Based on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Conventional detection technologies for fire areas in integrated coal mines are time-consuming with large volumes of work,
and it is difficult to directly locate the fire areas.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y,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was applied in
detecting fire zone distribution. Taking the Beizu Mine for example, this study used the TEM to conduct advanced detection and
profile detection of the overlying coal bed of 9209 roadwa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ull space in the coal mine. Combined with
geological data and conditions at the site, the advanced and section map of apparent resistivity was obtained by inversion calc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se of the overlying coal bed, the natural fire areas were located by qualitative analysis.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is able to locate the distribution of
fire areas accurately,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mine fire prevention, such as drilling exploration and grouting leakage stoppage,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project efficiency and effects.
KeywordsKeywords integrated coal mine; fire zone distribution detection;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apparent

ZHU Hongqing1,2, YANG Chengyi2, QIN Xiaofeng2, HE Chaonan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Resources and Safe Min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Resource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煤层开采过程中上覆煤层形成的塌坑及裂隙形成供氧

通道，与空气接触后发生氧化作用，积热增温易发生煤自燃

并发展为火区。中国资源整合矿井由于早期粗放式开采，机

械化程度较低，回采率仅为 20%~30%，采空区往往存有大量

残留煤炭，从而形成大规模自然发火危险区域，加之管理不

规范，火区地质开采资料缺乏，整合矿井煤层中存在大量之

前小煤窑余留老巷，连通情况不详，火区位置、范围及发展趋

势都难以确定，给整合矿井火区治理工作造成巨大困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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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粒度特征对风蚀荒漠化的响应表土粒度特征对风蚀荒漠化的响应
高君亮 1,2，高永 3，罗凤敏 1，党晓宏 3，冯伟 2，蒙仲举 3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巴彦淖尔 015200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北京 100091
3. 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呼和浩特 010019
摘要摘要 为了阐明风蚀对表土粒度特征的影响，采用时空替代法选择毛乌素沙地5种不同利用类型的土地（草地、新垦耕地、7~8年
耕地、>20年耕地、沙丘），以其表层土壤（0~1、1~2、2~3、3~4、4~5 cm）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实地采样和室内实验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土壤机械组成与土壤颗粒分形分析。结果表明：1）5个样地表层土壤机械组成均以细沙质量分数最高，为 62.52%~
80.40%，粗沙质量分数最低，仅为0.16%~0.43%，不同粒级土壤颗粒的质量分数高低排序为：细沙>中沙>极细沙+粉沙>粗沙，说

明研究区土壤基质组成以细沙为主，沙物质分选好；2）5个样地不同采样深度上的粗沙和中沙质量分数从大到小为0~1 cm>1~
2 cm>2~3 cm>3~4 cm>4~5 cm；细沙质量分数各层次之间差异不显著（P=0.4558），以0~1 cm层的质量分数最低；极细沙+粉
沙的质量分数0~1 cm和1~2 cm层显著低于其他3层（P=0.0126），表明从草地到沙丘的演化是一个主要以极细沙+粉沙质量分数

减少的风蚀荒漠化过程；3）土壤颗粒分形维数与极细沙+粉沙的质量分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D=0.3661lnx+1.3409（P<
0.0001）。5个样地的土壤颗粒分形维数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01），从大到小依次为：草地（2.579）、新垦耕地（2.479）、7~8年耕

地（2.361）、>20年耕地（2.100）、沙丘（1.716）。因此认为土壤颗粒分形维数可替代土壤机械组成来表征土地风蚀荒漠化的程度。

关键词关键词 机械组成；分形维数；表层土壤；风蚀；毛乌素沙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S152.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02

Response of Surface Soil Grain Size Characteristics to Wind Erosion
Desertification

AbstractAbstract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 of wind erosion on the grain siz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face soil, five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of
Mu Us sandy land were chosen by a space-time substitution method. The soil mechanical composition and fractal dimension of top
soil (0-1, 1-2, 2-3, 3-4, 4-5 cm) were analyzed through field sampling an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ss
fraction of fine sand was the highest compared with that of other types of sand, and the mass fraction of coarse sand was the lowest
among the five sample plots. The mass fraction of soil grains with different size fraction was in the following order: fine sand, middle
sand, extremely fine sand+ silt sand, coarse sand, indicating fine sand is the main element in soil matrix composition in the studied
area, and the sand has good sorting. The mass fraction of coarse sand and middle sand from high to low at different sampling depths
was in the following order: 0-1, 1-2, 2-3, 3-4, 4-5 cm. The mass fraction of fine sand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different
sampling depths (P=0.4558), but the minimum content of it appeared at 0-1 cm. The mass fraction of extremely fine sand + silt sand
at 0-1 cm and 1-2 cm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at the other three layers (P=0.0126). It indicates that the evolution process

GAO Junliang1,2，GAO Yong3，LUO Fengmin1，DANG Xiaohong3，FENG Wei2，MENG Zhongju3

1. Experimental Center of Desert Forestry,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ayannur 015200, China
2. Institute of Desertificatio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China
3. Colleg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1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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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层增强人造硅酸盐骨料性能壳层增强人造硅酸盐骨料性能
杨秀丽 1，崔崇 1，崔晓昱 1，贾建平 2，朱志萍 2

1.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0094
2. 镇江市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管理办公室，镇江 212001
摘要摘要 壳层人造硅酸盐骨料是具有结构梯度和成分梯度的复合结构，内核为基体，壳层为增强相。壳层和内核通过水化产物的

相互渗透、相互搭接在界面处融为一个整体，界面结合牢固。对不同掺量的砂加气混凝土（SAAC）粉末和粉煤灰加气混凝土

（FAAC）粉末制备的硅酸盐骨料进行对比，发现壳层结构可提高人造硅酸盐骨料的筒压强度，壳层结构对SAAC系列骨料的筒压强

度提高幅度达49.72%~80.50%；对FAAC系列骨料的筒压强度提高幅度为15.30%~25.74%。壳层与内核的最佳质量比为1∶25，
此时壳层厚度为68.09 μm，制备的壳层人造硅酸盐骨料的筒压强度比无壳时提高约25%。在砂浆基体相同，粗骨料体积份数相

等的情况下，人造硅酸盐骨料混凝土比普通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低6.38%，表观密度低20.74%，具有轻质高强的性能。

关键词关键词 人造硅酸盐骨料；壳层结构；轻骨料混凝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59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03

Properties of Shell Reinforced Artificial Silicate Aggregate

AbstractAbstract The artificial silicate aggregate has a gradational structure with a compositional gradi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hell
structure reinforced composite based silicate aggregate core.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shell and the core nakes them to form a whole
by the hydration product overlap.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SAAC aggregate and the FAAC aggregate are compared, and it is shown
that the shell structure could improve the cylinder compressive strength (CCS) of the artificial silicate aggregate. The CCS of the
SAAC aggregate is enhanced by 49.72%-80.50%, and the CCS of the FAAC aggregate is enhanced by 15.30%-25.74% with the shell
structure. The best weight ratio of the shell and the core is 1∶25, with shell thickness of 68.09 μm. The CCS of the artificial silicate
aggregate with the shell structure is enhanced by about 25% as compared with that without the shell structure. Compared the silicate
aggregate concrete with the ordinary concrete in the same level mortar and volume of the aggregate, it is shown that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silicate aggregate concrete is 6.38% lower than the ordinary concretes, and the apparent density of the silicate
aggregate concrete is 20.74% lower than the ordinary concrete.
KeywordsKeywords artificial silicate aggregate; shell structure; lightweight concrete

YANG Xiuli1, CUI Chong1, CUI Xiaoyu1, JIA Jianping2, ZHU Zhiping2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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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轻质骨料制备的混凝土通常具有强度高、密度低的

特点 [1]，保温隔热效果优于普通混凝土 [2,3]，美国、德国、俄罗

斯、日本、挪威等国家非常重视轻骨料的研究与运用，具有制

备高强轻骨料的技术经验。中国轻骨料混凝土发展相对较

晚，20世纪50年代后才开始进行轻骨料的研究开发。国内大

部分轻骨料的生产采用焙烧法，在 1100℃以上烧结烧胀，表

面熔融冷却后形成致密釉质层，称为烧结陶粒。烧结陶粒由

于烧结烧胀工艺的特殊性，内部产生许多孔隙，密度一般为

600~800 kg/m3，筒压强度一般为 4~8 MPa[4,5]。近年国内出现

100℃以下低温养护制备人造硅酸盐骨料的方法，生产的人造

硅酸盐骨料密度、强度与烧结陶粒相当，但水泥用量增加，导

致生产成本高[6,7]。

用烧结法和低温养护法生产的陶粒强度较低，无法用于

建筑承重结构件中。本课题组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作为原

材料，采用水热合成的方法研制人造硅酸盐骨料，并且通过

包裹壳层的方法对人造硅酸盐骨料进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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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化学溶液法制备全化学溶液法制备SrTiOSrTiO33缓冲层缓冲层
罗清威

陕西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汉中 723000
摘要摘要 化学法制备SrTiO3薄膜成本低、效率高，适合用于YBa2Cu3O7-δ（YBCO）涂层导体的缓冲层。采用全化学溶液沉积法在

Ni-5W金属基带上外延生长了SrTiO3（STO）缓冲层薄膜。以乙酸盐、钛酸丁酯为原料配制均匀稳定的STO种子层、LaxSr1-xTiO3

种子层和STO缓冲层前驱溶液。研究了STO种子层薄膜厚度对在STO/Ni-5W（200）上沉积STO外延薄膜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在880℃烧结温度下制备的3层STO种子层上可以制备出表面光滑平整、具有（200）择优取向的STO缓冲层。尝试将La元
素掺入 STO中制得稳定的 LSTO前驱液，在 LSTO/Ni-5W结构上制备了具有（200）择优取向的 STO缓冲层薄膜，可作为

YBa2Cu3O7-δ涂层导体的缓冲层。

关键词关键词 化学溶液法；缓冲层；种子层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04

Preparation of SrTiO3 Buffer Layer by Chemical Solution Deposition

AbstractAbstract The SrTiO3 films prepared by chemical method possess features of low-cost and efficiency, and they are a promising buffer
layer for YBCO coated conductors. STO buffer layers were prepared on Ni-5W substrate by chemical solution deposition. Acetate and
tetrabutyl titanate were used as precursors to synthesize the precursor solutions of STO seed layers, LaxSr1-xTiO3 seed layers and STO
buffer layers. Effect of the thickness of STO seed layers on the properties of SrTiO3 epitaxial films prepared on STO/Ni- 5W(200)
structure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multilayer STO seed layers were sintered at 880℃ which was favorable to
fabricate (200)-oriented STO films with smooth surface. When La was added into STO, stabilized LSTO precusor solution could be
obtained, and highly (200)-oriented STO buffer films were prepared on LSTO/Ni-5W structures. They can be a promising buffer layer
for YBa2Cu3O7-δ coated conductors.
KeywordsKeywords chemical solution deposition; buffer layer; seed layer

LUO Qingwei
College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 China

超导体具有零电阻、完全抗磁性、在临界温度（Tc）时比热

容不发生跳变及磁通量子化等优良特性。超导体因其优异

的特性和诱人的应用前景，备受人们关注。特别是高温超导

体的发现，使得有关超导材料、超导机理及超导应用的研究

课题变得既古老又新颖，成为21世纪的一个科学热点[1~4]。

YBa2Cu3O7-δ（YBCO）涂层导体采用层状结构，由金属基

带、缓冲层、超导层和保护层4部分组成。其中缓冲层必须能

够为YBCO超导层传递织构、与YBCO超导层的晶格常数相

匹配、阻止超导层与金属基底之间发生元素互扩散。

SrTiO3（STO）是一种不断被深入研究的重要氧化物，可作

为可调谐微波器件、随机存储器和变阻器的栅氧化层。STO
外延膜可作为YBCO超导涂层的导电缓冲层，在第二代高温

超导带材中有着重要应用[5]。STO是钙钛矿结构，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氧扩散系数较小，介电损耗低，能够有效地阻挡基底

中金属粒子向超导层扩散及超导层中氧的扩散，不会与超导

层和金属基底发生化学反应，且其晶格常数为 3.905 nm，

YBCO 的等效立方晶格常数为 3.85 nm，二者失配度仅为

1.41%。Chung等[6]用脉冲激光沉积（PLD）方法在Ni-3W基底

32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1992


科技导报 2014，32（25）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3-10；修回日期：2014-07-16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项目（NCET-12-07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74157）；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3CFA106）；武汉工程

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CX2013108）
作者简介：秦芳，讲师，研究方向为磷矿浮选理论，电子信箱：122061656@qq.com
引用格式：秦芳, 蒋钦凤, 艾玉明, 等. Mg/Al水滑石对铜绿微囊藻的去除性能[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36-39.

Mg/AlMg/Al水滑石对铜绿微囊藻的去除水滑石对铜绿微囊藻的去除
性能性能
秦芳，蒋钦凤，艾玉明，张瑶，蔡灿灿

武汉工程大学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摘要 目前用于除藻的黏土矿物表面带负电荷，需通过改性提高黏土矿物的除藻能力，而改性材料会导致成本增加、产生二次污

染等，因此研究了直接用表面带正电荷的黏土矿物进行除藻的可行性。通过共沉淀法制备Mg/Al水滑石，并用其进行去除铜绿

微囊藻的实验研究，探究了吸附剂用量、搅拌时间、铜绿微囊藻初始浓度以及pH值对Mg/Al水滑石去除铜绿微囊藻的影响。结

果表明，吸附剂用量为1 g/L、搅拌1.5 h、pH=6~11是Mg/Al水滑石除藻的最佳条件；Mg/Al水滑石对质量浓度为0.5~3.0 mg/L
的铜绿微囊藻具有较高的去除率。

关键词关键词 水滑石；铜绿微囊藻；吸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703.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05

Microcystis aeruginosa Removal Capacity of Mg-Al Hydrotalcite

AbstractAbstract As most clay minerals are negatively charged, they need to be modified to improve the algae removal capacity, which,
however, leads to increased cost and secondary pollu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to use positively charged clay
minerals for algae removal. Mg/Al hydrotalcite (Mg/Al-LDH) was synthesized by co-precipitation method and its calcination product
(Mg/Al-LDO) was prepared by heating Mg/Al-LDH at 400℃ . To know the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a detailed study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a removal was carried out. The influences of sorbent concentration, stirring time, solution pH, and initial Microcystis

aeruginosa concentra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moval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a was the highest using 1 g/L
of Mg/Al-LDO under pH 6-11 with stirring time of 1.5 h. Mg/Al-LDO had relatively high removal capacities at the initial
Microcystis aeruginosa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5~3.0 mg/L.
KeywordsKeywords hydrotalcite; Microcystis aeruginosa; adsorption

QIN Fang, JIANG Qinfeng, AI Yuming, ZHANG Yao, CAI Cancan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Civil Engineering,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9, China

20年来，水体富营养化日益严重，由水体富营养化导致

的水华爆发对人类的正常生活、生产建设和社会活动产生了

重大影响，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 [1,2]。因此，找到一种

快速高效治理水华的方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水华爆发主要是蓝藻爆发，其中以微囊藻水华最为严

重。目前，水中藻类的去除主要有物理方法[3]、化学方法[4,5]和

生物处理方法 [6,7]等。化学除藻中普遍采用的方法是黏土矿

物絮凝法[8]，黏土矿物被认为是治理赤潮的天然絮凝剂，常用

的有沸石[9]、蒙脱石[10]、凹凸棒石[11]、膨润土[12]、高岭土[13]、壳聚

糖[14]等。但大部分天然黏土矿物表面带负电荷，在去除同样

带负电荷的藻细胞时存在效率偏低、使用量大等缺点，因此

一些学者对黏土矿物进行改性研究，降低黏土矿物表面的负

电荷，提高黏土矿物对藻细胞的去除能力。陈鹏涛等[10]利用

天然黏土矿物蒙脱石去除藻类，去除率最高达到 40%，对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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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液密度对裂缝性泥页岩地层坍塌钻井液密度对裂缝性泥页岩地层坍塌
压力影响的力化耦合研究压力影响的力化耦合研究
曹园 1，邓金根 1，蔚宝华 1，范白涛 2，赵凯 3，许勇猛 1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2249
2.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钻井部，天津300450
3. 西安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西安710065
摘要摘要 缝性地层井壁失稳是钻井工程中经常遇到工程难题之一，裂缝发育地层常伴随严重的井壁坍塌，具有水化性质的裂缝性

地层在钻井液侵入后更易发生坍塌。扫描电镜观察某油田泥页岩发育的层理实际为尺寸极小的微裂缝，使用XRD衍射仪测定

了该泥页岩黏土矿物质量分数为30%~40%，泥页岩水化性质较强。通过剪切实验测定了泥页岩吸水后的抗剪强度，求解了不同

含水量裂缝面的黏聚力及内摩擦角。建立了钻井液滤液向地层内的渗流方程及裂缝性地层坍塌压力方程，计算了不同钻井液密

度和浸泡时间的坍塌压力。计算结果表明，高钻井液密度导致钻井液滤液向裂缝内加速渗流，裂缝面强度降低导致地层更加容易

坍塌。裂缝性地层井壁失稳不宜提高钻井液密度稳定井壁，应采用措施提高钻井液封堵性及抑制性，降低钻井液滤液侵入量。

关键词关键词 裂缝；渗流；水化；坍塌压力；钻井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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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rilling Fluid Density on Fractured Shale Collapse
Pressure by Chemical-mechanical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The wellbore instability of a fracture shale formation is an issue often encountered in drilling. A fracture formation of the
hydration property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severe borehole collapse. The shale beddings are actually micro-fractures according to the
microstructure observations by SEM. The content of the clay minerals of the shale is 30%-40% determined by XRD equipments, and
shows a strong hydration property. The shearing strength of the shale is tested by shear experiments, the cohesion and the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are determined under different water contents, and the results are regressed. Based on the Darcy linear percolation law,
the seepage equation for the drilling fluid is obtained. Through the well circumferential stress analysis and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results, the collapse equation is obtained. Collapse pressures are calculated under different mud densities and soak times.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 density drilling fluid accelerates the seepage with increased water amount and reduces the
strength against fracture, which leads to more easy formation collapse. Improving the drilling fluid density is unfavorable for the
wellbore stability of the fractured shale form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drilling fluid plugging ability and the
inhibitory abilit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mud filtrate invasion.
KeywordsKeywords fracture; seepage; hydration; collapse pressure; mud density

CAO Yuan1, DENG Jingen1, YU Baohua1, FAN Baitao2, ZHAO Kai3, XU Yongmeng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Prospec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2. Drilling Department of Tianjin Branch, CNOOC, Tianjin 30045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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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钻井工程中经常钻遇的一类特殊地层为裂缝性地

层，裂缝多为地层先期形成的弱面结构[1]，相比完整地层，裂

缝性地层更易井壁失稳，且破坏面一般为裂缝面[2]，裂缝性地

层井壁失稳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且难以应对，给钻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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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二氧化碳超临界二氧化碳BLEVEBLEVE机理数值模拟机理数值模拟
张德平 1，赵耀 2，史晓慧 2，刘振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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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碳捕集与贮存及提高油田采收率（CCS-EOR）技术是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本文以超临界CO2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值模

拟的方法（使用FLUENT软件及可压缩形式的N-S方程，采用SIMPLEC求解有限差分方程，选用标准k-ε湍流模型，多相流模型

选用FLUENT自带的VOF（volume of fluid）模型），对其在注入油管内发生沸腾液体扩展蒸气云爆炸（BLEVE）事故的初期过程

进行模拟计算，建立并验证合理可靠的数学模型，分析容器内流场演化过程及压力、温度的变化过程，揭示超临界CO2 BLEVE过
程的发生机理与变化规律。

关键词关键词 超临界二氧化碳；沸腾液体扩展蒸气云爆炸；爆炸机理；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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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LEVE Mechanism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AbstractAbstract Greenhouse effect and energy shortag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s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oil-
refining industry. Oil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and the enhanced oil recovery（CCS-EOR）is developed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A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using CFD method in this paper. The FLUENT software was used, and the SIMPLEC method and standard
turbulent model were adopted to solve compressible N-S equations. VOF (volume of fluid) model was chosen as the multiphase model.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based on the physical model and suitable mathematical model. A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 and rule of supercritical CO2 BLEVE,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to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Keywords supercritical CO2; 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 blast mechanism; numerical simulation

ZHANG Deping1, ZHAO Yao2, SHI Xiaohui2, LIU Zhenyi2
1. Produ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lin Oilfield of PetroChina, Songyuan 138000,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xplosion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工业和人类生活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CO2使全球气候

变暖，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日趋恶化，捕集与贮存及提

高油田采收率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enhanced oil
recovery，CCS-EOR）的推广和应用不仅能够变废为宝，而且

可为节能减排作出贡献。石油行业在CCS-EOR方面的最大

优势是可将CO2驱油与CO2埋存相结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双赢。一般认为，CO2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微毒气体，

在自然状态下是无害的，但是，CCS-EOR技术处理的是高浓

度和高压下的超临界CO2，一旦在运输、注入和封存过程的任

何环节发生失误，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CO2沸腾液体扩展蒸

气云爆炸（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BLEVE）[1]，

产生的高压冲击波、高速飞行破片、高浓度窒息性气体以及

迅速相变引起的冻伤不仅会危及现场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导致生产设备设施严重破损，甚至会对附近的居民和生态系

统造成不良影响。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界热作用下容器热力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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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油股份公司重大科技项目（2012B-3309）
作者简介：丁云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油气藏增产改造技术，电子信箱：dyhong@petrochina.com.cn
引用格式: 丁云宏, 张倩, 石磊, 等. 华北S区碳酸盐岩气藏型储气库储渗特征[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51-54.

华北华北SS区碳酸盐岩气藏型储气库储渗区碳酸盐岩气藏型储气库储渗
特征特征
丁云宏 1，张倩 2,3，石磊 1,3，孙军昌 1，蒋帅 2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2. 中国科学院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廊坊 065007
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油气地下储库工程重点实验室，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华北S区气藏为裂缝性碳酸盐岩超深底水凝析气藏，储层发育特征及建库渗流机理极为复杂，导致建库库容参数评价难

度较大。通过对比分析毛细管压力曲线与核磁共振T2谱分布的相关性，研究了碳酸盐储集空间孔喉发育特征；基于非稳态法多

轮次气水相对渗率测试曲线，分析了碳酸盐微裂缝储层气水两相渗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华北S区碳酸盐储层微裂缝发育、孔

喉细小且分布集中，不同层位气相渗流特征差异较大，影响了碳酸盐气藏型储气库运行效率，是建库方案制定及注采运行优化首

先应考虑的因素。

关键词关键词 碳酸盐岩；气藏；储气库；孔喉结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08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Built on Carbonate
Gas Reservoir in S Region, North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carbonate condensate gas reservoir in North China features great burial depth and medium water invasion. It
possesses complex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olation mechanism,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in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the
storage capac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re throat structure in the carbonate reservoir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pillary pressure curve and T2 spectrum i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he gas-water two-phase percolation law in the
micro-crack carbonate reservoir was analyzed by studying the gas-water two-phase relative permeability curve using non-steady stat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rbonate condensate gas reservoir in North China has developed micro-fracture, narrow pore throat
and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the gas seepage characteristics vary in different layers, and all the factors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gas storage. The characteristic evalua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planning for construction and injection-production optimization.
KeywordsKeywords carbonate rock; gas reservoir;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pore throat structure

DING Yunhong1, ZHANG Qian2,3, SHI Lei1,3, SUN Junchang1, JIANG Shuai2
1. Langfang Branch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Langfang 065007, China
2. Institute of Porous Flow and Fluid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gfang 065007,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Oil & Gas Underground Storage, CNPC, Langfang 065007, China

碳酸盐岩储层不同于砂岩储层，储层内往往分布着不同

成因和不同尺寸的溶蚀孔洞和裂缝，储层孔喉结构复杂，非

均质性强，同时储气库的注采运行过程属于高速注采过程，

使得碳酸盐岩储气库在注采运行过程中储层中多相流体渗

流规律异常复杂，因此要充分考虑储层孔隙结构、渗流规律

等多方面因素，对碳酸盐岩储层进行分析。目前对于碳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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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161017）
作者简介：王伟超，讲师，研究方向为岩土工程，电子信箱: 376194856@qq.com
引用格式：王伟超, 张五交, 刘希亮, 等. 盐岩巴西劈裂破坏声发射时序特征[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55-58.

盐岩巴西劈裂破坏声发射时序特征盐岩巴西劈裂破坏声发射时序特征
王伟超 1，张五交 2，刘希亮 1，王利 1，李回贵 3

1. 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焦作 454003
2.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许昌 461700
3. 河南理工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焦作 454003
摘要摘要 利用RMT-150B岩石力学多功能系统和声发射监测系统，对盐岩巴西劈裂破坏过程中的变形与强度特征和声发射特征

进行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盐岩巴西劈裂破坏在峰值前的变形特征也存在类似单轴抗压试验的压密阶段、弹性阶段、屈服阶

段和破坏阶段；在压密和弹性阶段声发射事件较少，能量较小，进入塑性阶段后，声发射振铃计数迅速增加，能量增大；当荷载超

过承载能力后，试件突然劈裂破坏，残余应力迅速消失。试验表明，可通过观察振铃计数、累计计数和能量判定试件破坏的前兆，

为工程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盐岩；声发射；巴西劈裂；抗拉强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4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09

Acoustic Emission Timing Features of Salt Rock Under Brazilian
Splitting

AbstractAbstract Brazilian split tests for salt rock were carried out with a servo-controlled test machine RMT-150B, and acoustic emission
(AE) detections were conduc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before the peak load in
Brazilian split test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namely compression,
elasticity, yielding and failure stage. AE events in compression and elasticity stage are totally low in energy and accumulation
number. Starting from the yield stage, AE events increase rapidly, and energy and accumulation number grow quickly. The specimens
suddenly fracture when the load exceeds capacity, and the residual stress rapidly disappears. In this test, the sign for specimen failure
could be judged through observing ringing counting, accumulation number and energ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gineering
practice.
KeywordsKeywords salt rock; acoustic emission; Brazilian split; tensile strength

WANG Weichao1，ZHANG Wujiao2，LIU Xiliang1，WANG Li1，LI Huigui3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3, China
2. Xuchang Shoushan Coking Co., Ltd., China Pingmei Shenma Group, Xuchang 461700, China
3.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3, China

能源储备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

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而盐岩由于具有良好的密封性、低渗

透率，成为能源战略地下储气（油）库的理想介质。然而，盐

岩地下储库在运营过程中应力状态极为复杂，而储气（油）库

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声发射作为监测岩石破坏状态手段之

一。因此，研究盐岩受拉破坏过程中声发射特征对盐岩地下

储库的安全运营具有重要工程意义。

近些年，国内外科研工作者在盐岩力学性能及声发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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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3CFB396）；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1ZX05057-001-002）；油气资源与勘探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项目（K2014-04）
作者简介：张冲，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复杂储层测井评价理论与方法，电子信箱：yzlogging@163.com
引用格式：张冲, 张占松, 陈雨龙, 等. 致密砂砾岩岩性测井识别方法及应用[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59-62.

致密砂砾岩岩性测井识别方法及应用致密砂砾岩岩性测井识别方法及应用
张冲 1,2，张占松 1,2，陈雨龙 1,2，邢艳娟 3，李超炜 3

1. 长江大学油气资源与勘探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100
2. 长江大学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武汉430100
3. 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吉林事业部，松原 138000
摘要摘要 以王府断陷小城子地区登娄库组和营城组为例，研究了致密砂砾岩岩性测井识别方法及其应用。利用录井岩性资料总结

登娄库组、营城组各种岩性的组分，并提取2个层组的主要岩性，登娄库组主要岩性为砂砾岩、砂岩和泥岩，营城组主要岩性为砾

岩、砂砾岩和泥岩；分析不同岩性的测井响应特征，并提取2个层组的岩性敏感参数，登娄库组为自然伽马、中子、声波时差和电

阻率，营城组为自然伽马、中子和密度。利用SPSS软件建立登娄库组和营城组的岩性Fisher判别模型，将该模型应用于未参与

建模的5口井储层岩性的识别，识别准确率达86%，证明了该方法的可靠性。

关键词关键词 砂砾岩; 岩性识别;Fisher判别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31.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10

Logging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of Tight Sandy Conglomerate and
Its Application

AbstractAbstract Taking the sandy conglomerate reservoirs of Denglouku and Yingcheng Formations in Xiaochengzi area, Wangfu Fault as
an example, the logging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is studi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ogging lithology data, various lithologic
compositions of objective intervals are analyzed and the main lithology components of Denglouku and Yingcheng Formations are
extracted firstly. The main components of Denglouku Formation are the sandy conglomerate, the sandstone and the shale and those of
Yingcheng Formation are the conglomerate, the sandy conglomerate and the shale. Then the loggin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the lithologic parameters of these two formations are extracted and it is shown that the sensitive parameters of Denglouku
Formation are the natural gamma ray (GR), the neutron (CNL)，the interval transit time (AC) and the resistivity (RT) and that the
parameters of Yingcheng Formation are the GR, the density (DEN) and the CNL. Finally, the Fisher model of the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SPSS softwa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to the reservoir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of
five wells not include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discriminant accuracy rate reaches 86%, which indicates a
high reliability of the method.
KeywordsKeywords sandy conglomerate;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Fisher discriminant

ZHANG Chong1,2, ZHANG Zhansong1,2, CHEN Yulong1,2, XING Yanjuan3, LI Chaowei3
1. Key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for Oil and Gas Resourc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2. Geophysics and Oil Resource Institute,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3. Jilin Division, Daqing Well-logging Company, Songyuan 138000, China

岩性识别是砂砾岩储层测井精细评价的基础。由于砂

砾岩储层多为快速沉积体，具有岩性纵横向变化大、成分成

熟度低及非均质性强等特点，导致各种岩性的测井响应特征

差异不明显，给测井岩性识别带来较大的困难。常见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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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施孝增，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隧道通风与火灾，电子信箱：s-x-z@126.com
引用格式：施孝增, 吴家正. 竖井型长大城市隧道火灾通风的数值模拟[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63-69.

竖井型长大城市隧道火灾通风的数值竖井型长大城市隧道火灾通风的数值
模拟模拟
施孝增 1，吴家正 2

1. 上海市政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200092
2. 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摘要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竖井型隧道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城市交通隧道中。采用稳态与非稳态方法对火灾工况下竖井型隧道的

气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竖井型自然通风口对高温烟气扩散的影响。研究认为，竖井自然通风口引入隧道外冷空气，显著

降低火源端部温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高温烟气对火源处隧道顶板的破坏。通过竖井引入新风，显著降低火源附近的有毒气

体浓度，改善了火灾救援条件。火灾产生的有毒烟气由隧道洞口集中排放转变为竖井自然通风口分散排放，这对制定火灾救援、

人员疏散方案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隧道所设置的竖井自然通风口方案可满足火灾情况下人员逃生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竖井自然通风口；火灾通风；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53.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11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ire Ventilation in City Tunnels with
Vertical Shafts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tunnels with vertical shaf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sed in urban traffic
tunnels. In this paper, steady and unsteady methods are used to simulate the airflow field of vertical-shaft type tunnels under fire
conditions. The effect of vertical shaft natural ventilation opening on high temperature gas diffusion is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natural ventilation of vertical shafts introduces cold air outside the tunnel, significantly lowering the fire source temperature, to some
degree reducing the damage of high temperature smoke and gases to the tunnel roof at the fire source. The introduction of fresh air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s the concentration of toxic gases near the fire source, improving the rescue condition. The centralized
discharge of toxic smoke and gases at the opening of tunnel terminal is changed to decentralized discharge at the natural ventilation
opening of vertical shafts,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guide for fire rescue and evacuation planning. The natural ventilation plan could
meet the demand of fire escape.
KeywordsKeywords natural ventilation opening of vertical shaft; fire ventil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SHI Xiaozeng1, WU Jiazheng2

1. Shanghai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隧道不断向大而长的方

向发展，长三角地区在近 10年修建了数十条长度超过 2 km
的大型城市隧道，上海还将建成长度约为18 km的超长大城

市地下隧道[1]。与此同时，隧道内火灾事故发生的危险性也

日益上升，尤其是竖井型长大隧道，火灾工况下，受隧道内外

热压、风压的作用，空气流动状况复杂，因此了解火灾在竖井

型长大隧道内的发展和烟雾的流动特点对隧道设计人员极

为重要。茅靳丰等[2]对南京城东隧道进行了火灾1∶10比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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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评价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提出研究的新科

技领域[1]。它对环境品质的优劣给予定量或定性的描述，是

人们认识环境质量的一种重要手段。大气环境质量评价是

对大气环境素质优劣的定量和定性的评述[2,3]，它是认识和研

究大气环境的一种方法，可以为有效治理和控制大气污染提

供必要的科学依据[4]。随着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日趋恶化，

大气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已经具有新的意义和要求，亟需对城

市大气环境质量进行更为客观、全面、实时的评价。

基于基于SuperMap IS.NETSuperMap IS.NET55的大气环境的大气环境
质量评价系统质量评价系统
刘晓冬 1，翟兴然 2，孙延波 3，任媛 2

1. 东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大庆 163318
2.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三采油厂，大庆 163113
3.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采油厂，大庆 163001
摘要摘要 以SuperMap为技术平台，以SuperMap IS.NET5为开发平台，以SQL Server 2005为数据库平台，以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语言C#为开发语言，以Microsoft VS.net为开发环境，开发了基于SuperMap IS.NET5的大气环境质量评价系统，应用该系统对

大庆市大气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该大气环境质量评价系统具有操作方便、实时、兼容性好、数据查询及统计分析等特

点，评价出的大气环境质量级别准确、合理、客观，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在地图上直接输出结果，直观、实时、形象地提高了大气环

境质量评价速度和评价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SuperMap IS.NET5；大气；环境质量评价；大庆市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82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12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Based on SuperMap IS.NET5

LIU Xiaodong1, ZHAI Xingran2, SUN Yanbo3, REN Yuan2

1.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School of Electr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aqing 163318, China
2. No.3 Oil Production Company, Daqing Oil Field Company Ltd., Daqing 163113, China
3. No.1 Oil Production Company, Daqing Oil Field Company Ltd., Daqing 16300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using SuperMap IS.NET5 as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 SuperMap as the technology platform, SQL Server2005 as the database platform, C# which is an object-oriented programing
language as the development language, and Microsoft VS.net as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evaluation system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Daq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valuation system has many features, such as easy management,
real time, good compatibility, data query, and statistic analysis. The evaluation rank is precise, reasonable, objective, and consistent with re⁃
al circumstances. The system improves the evaluation speed and effects by exporting the results directly on maps, providing overall, real
time, and precise guide for decision-making of related government sector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wordsKeywords SuperMap IS.NET5; atmosphere;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Daqing City

收稿日期：2013-05-22；修回日期：2014-06-2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GZ07A105）
作者简介：刘晓冬，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质量评价及其软件开发，电子信箱：dkyliuxiaodong@163.com
引用格式：刘晓冬, 翟兴然, 孙延波, 等. 基于SuperMap IS.NET5的大气环境质量评价系统[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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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马士宾, 袁文瑞, 王清洲, 等. 基于响应面法的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优化[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75-80.

基于响应面法的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基于响应面法的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
优化优化
马士宾，袁文瑞，王清洲，张彩利

河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天津300401
摘要摘要 考虑到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设计参数多、取值范围大等特点，利用力学分析软件研究了各结构层厚度、模量等因素对沥青

层底拉应变和路基顶压应变的影响，通过响应面法分析了影响沥青层底拉应变和路基顶压应变的显著因素，并建立了相应的预

测模型。结果表明，沥青中间层、基层和底基层厚度对沥青层底拉应变和路基顶压应变影响最为显著，沥青中间层、基层模量对

沥青层底拉应变和路基顶压应变有一定影响，且沥青中间层16 cm、模量1800 MPa，基层6 cm、模量1200 MPa，底基层40 cm
时，沥青层底拉应变和路基顶压应变综合结果最优。研究结果为长寿命路面结构组合优化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道路工程；长寿命路面；响应面分析法；沥青层底拉应变；路基顶压应变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16.0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13

Structure Optimization for Long-life Pavement Based o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Abstract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large variety of design parameters and wide range of values of long-life asphalt pavement struc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modulus and thickness of each layer on the tensile strain at the bottom of asphalt concrete layer
(εt) and the compressive strain at the top of the subgrade (εz) using the KENPAVE softwar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εt

and εz were further studied by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RSM), and a correlation model was presente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intermediate layer thickness, base layer thickness, subbase layer thickness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εt and εz,
intermediate layer modulus and base layer modulus exerted moderate influence, and εt and εz were optimized when 16 cm of
intermediate layer, 1800 MPa of modulus, 6 cm of base layer thickness, 1200 MPa of modulus, 40 cm of subbase layer thickness were
chosen. The test results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of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long-life pavement.
KeywordsKeywords road engineering; long- life pavement;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tensile strain at the bottom of asphalt concrete
layer; compressive strain at the top of the subgrade

MA Shibin, YUAN Wenrui, WANG Qingzhou, ZHANG Cail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近年来，随着交通量和车辆荷载的激增，沥青混凝土路

面往往在建成通车后 1～2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产生疲劳

开裂、车辙等病害。这些病害往往与路面结构性能有关，病

害的发生不仅降低了道路使用性能，而且增加了路面寿命周

期成本，给道路建设和养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解决这个困境，Nunn等[1,2]、Park等[3]引入了长寿命路面

结构设计理念。国内提出的长寿命路面理念基于水泥混凝

土和沥青混凝土组合结构[4~6]，国外长寿命路面的研究基础是

全厚式路面，全厚式长寿命路面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个新课

题。在此之前，中国针对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所做的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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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处于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表面会有一层致密钝化

膜保护其免受腐蚀。但在混凝土覆盖层碳化、腐蚀介质（Cl-）
渗透以及荷载等不同因素的破坏作用下，钝化膜将破裂并导

致钢筋锈蚀。因此，明确混凝土中钢筋维持钝态的环境条

件，揭示影响钢筋钝化膜稳定性能的关键因素及其规律，对

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锈蚀评估、混凝土结构的维护与寿命预

测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钝化性能的研究方法

1.1 电化学分析

电化学分析是研究钢筋钝化性能的基本方法，尤其是开

路电位、循环极化、交流阻抗以及Mott-Schottky曲线等是表

征混凝土环境中钢筋钝化特征的重要手段。

Poursaee等 [1]通过测量钢筋的开路电位发现，处于饱和

Ca(OH)2模拟孔隙液中的钢筋只需3 d即可完成钝化，而埋置

在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至少需要7 d才能完全钝化。AbdEl⁃
Haleem等[2~4]利用开路电位法研究各种阴离子、pH 值、温度

等对钢筋在模拟孔隙液中钝化性能的影响时发现，随着

Ca(OH)2浓度的增加或孔隙液温度的升高，钢筋初始的开路电

位反而有所降低，认为这与孔隙液中溶解氧浓度的降低密切

相关。

循环极化法可快速测定钝化膜的破裂电位、再钝化电位

混凝土环境中钢筋钝化性能研究进展混凝土环境中钢筋钝化性能研究进展
冯兴国 1，陈达 1，卢向雨 2

1. 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南京 210098
2. 江苏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镇江 212003
摘要摘要 综述了混凝土环境中钢筋钝化特征的常见表征方法，着重介绍了开路电位（OCP）、循环极化、交流阻抗（EIS）、Mott-
Schottky曲线、光电子能谱（XPS）、微区拉曼光谱（μ-Raman）等技术在分析钢筋钝化性能方面的用途。总结了混凝土环境中Cl-

浓度、pH值、应力作用等因素对钢筋钝化性能的影响，随着Cl-浓度的增加、pH值的降低、应力作用的增大，钢筋的钝化性能降

低，其腐蚀倾向明显增加。最后对后续的钢筋钝化性能研究做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混凝土；钢筋；钝化膜；表征方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37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5.014

Progress in Passive Behavior of Rebar in Concrete Environments
FENG Xingguo1, CHEN Da1, LU Xiangyu2

1. College of Harbour,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for studying passive behavior of rebar, introducing the application of
open circuit potential (OCP), cyclic polarization,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Mott-Schottky plots,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andmicro-Raman spectroscopy (μ-Raman) in passive behavior of rebar in concrete environments.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of Cl- ions, pH of solution, and stress on the passive behavior of rebar in concrete environments is discussed.With the
increase of Cl- concentration and stress, or decrease of solution pH, the passivity of rebar degraded and the rebar was more susceptive
to corrosion. Finally, further research prospect is presented.
KeywordsKeywords concrete; rebar; passive film; characterization method

收稿日期：2014-04-29；修回日期：2014-06-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3010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3B03514）
作者简介：冯兴国，讲师，研究方向为金属表面工程、混凝土结构腐蚀与修复，电子信箱：fengxingguo@hhu.edu.cn；陈达（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近

海工程混凝土结构腐蚀防护与修复，电子信箱：chenda@hhu.edu.cn
引用格式：冯兴国, 陈达, 卢向雨. 混凝土环境中钢筋钝化性能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4, 32(25): 81-84.

81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002


著作权

敬请本刊作者允诺：稿件中没有侵犯

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容；投寄给本

刊的稿件（论文、图表、照片等）自发表之

日起，其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即授予

本刊，并许可本刊在本刊网站或本刊授权

的网站上传播。

注意，投稿时应提供全部作者的电子

信箱地址。

评审流程

收稿后，稿件将经过编辑部初审、专

家外审、主编终审的基本评审流程。

特别提示：本刊主要刊登自然科学、

技术工程等领域博士研究生以上人员的

科研论文、综述文章，欢迎科研人员积极

投稿，本刊不收审稿费。

刊载顺序

一般以收稿、修改和录用时间的先后

确定刊载顺序。具有重大原创性、开拓

性、前沿性研究成果，优先刊出。论文出

版后，赠送作者样刊2册。

基本要求

观点新颖，重点突出，论点明确，论据

充分，数据可靠，条理清晰，文字精炼，能

够反映所属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水平。

基本要素

中英文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关键

词、中图分类号；基金资助；作者简介；引

言；材料和方法；结果讨论；结论；致谢（任

选）；参考文献。图、表插入文中，且附上

中、英文图题和表题。

撰文要求

论文题目 应紧扣主题,用简明、确

切的词语反映文章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

避免使用大而空的题目,要符合编制题

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要求，并有助于选

定关键词,避免使用非标准的缩略语、字

符、代号、结构式和公式等。以中文不超

过20个字、外文不超过10个实词为宜。

摘要 应能够体现文章的研究目的、

方法、结果和结论四个主要部分内容，尤其

要突出其创新性的成果。摘要应对论文

的主要内容进行客观、扼要的叙述，以报道

性文摘形式为宜，以第三人称叙述，不要使

用“本文”、“我们”等字样。一般不分段，不

用图、表、公式、化学式，以及非标准的术

语、缩写词和符号等，不引用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应使用现在时态叙述，尽量

使用被动语态，应能够反映出论文的实质

成果；为便于交流，建议不必与中文完全

对应，可比中文摘要内容更为详尽，不少

于15句。

关键词 3~5个实词，尽可能选用《汉

语主题词表》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关键

词应紧扣文章主题，按其重要性顺序排列。

基金资助 支持本研究工作的基金

等资助项目及其编号，应以脚注形式标注

于首页。

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简介 包括作

者姓名、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个人会员

登记号、职称、研究方向和电子信箱。若

第一作者为在读学生，应同时标注出其导

师（通信作者）的信息，以脚注形式标注于

首页。

引言 科技论文的开端，应言简意

赅，简明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概

述相关领域、研究发展阶段、各关键结点

状况，前人的主要研究结果和存在的问题

及其与本研究的关系（着意在不同之处和

本质上的区别），目前的研究热点、作者工

作的创新点和意义，并引入相关文献。叙

述时应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

评价，避免使用诸如“国内首创”、“首次发

现”、“填补了国内外空白”、“有很高学术

价值”、“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等不适当

的自我评语。

正文 一般不超过7000字。描述应

论点明确，重点突出、数据可靠，论证合

理，层次分明，文字精炼、引证及数据准

确、图表清晰。测试数据要注明测试者、

测试方法、实验仪器设备、实验条件、精度

及误差范围等。

专业术语、符号、简略或首字母缩略

词 首次出现时应有定义，切勿重复定

义。使用国际标准的缩略词、符号和计量

单位系统时，全文要一致。缩略词在首次

出现时必须写出全称和中文含义。标点

符号使用要准确。

图表 文中表、图、照片应具有自明

性,按其出现的先后次序顺序编号,在论述

中应先文字后图表，均应附英译文。表

头、插图（照片）的量或用来标记图形轴线

的量，用“物理量符号/单位标准化符号”

形式标记。插图、照片要精选，切忌与表

和文字叙述重复。

符号 文中每个外文符号必须分清

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及语种，上、下角

标的位置要规范，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物理

量，切勿重复定义，也勿漏说明，并做到全文

一致，文、图与文、表一致。单位符号一律用

正体；物理量名称、标量、变量、函数符号用

斜体；张量、矢量、矩阵符号用黑斜体。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标注反映出

文稿的科学依据和著者，尊重他人研究成

果，并提供文中引用有关资料的出处。作

者应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国内同行已发表

的相关论文，特别是近两年的研究成果给

予充分反映。文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均

应认真阅读过，对文献的作者、题目、发表

的刊物、年份、卷期号和起止页码等均应

核实无误，并按在正文出现的先后顺序编

号。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按正文中引用

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书写方式遵循《文

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
2005）规定；中文文献应附上其英译文；

对于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刊名，允许按惯例

缩写，缩写应遵循 ISO 4—1984《文献工

作中出版物题名用语和题目的缩写规则》

的相关规定。所有中文参考文献均需附

上英译文，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完整性和

准确性负责。

致谢 应向对本文有帮助的有关单

位和个人表示谢意。

不明之处可参阅《科技导报》已刊登

文章格式。

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科技导报》编辑部(100081)

电话：010-62138113
网站：www.kjdb.org
信箱：kjdbbjb@cast.org.cn

《科技导报》作者服务指南指南

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

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

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



邮发代号：2-872（国内） TP3092（国外） 单价：15.00元


	25期 封面
	25期 封二
	25期 卷首语
	自旋——未来的科技明星

	25期 版权页
	25期 导读
	25期 目录
	特别栏目
	热点排行
	科技风云
	科技界声音
	科技事件
	科学共同体
	RS推介
	科技工作大家谈
	国内期刊亮点
	国外期刊亮点
	书评
	图书推介
	读者之声
	科技纵横捭阖
	科技基金
	职场
	科技人才招聘
	全球招聘新闻

	研究论文 
	基于瞬变电磁法的整合矿井火区分布探测方法
	表土粒度特征对风蚀荒漠化的响应
	壳层增强人造硅酸盐骨料性能
	全化学溶液法制备SrTiO3缓冲层
	Mg/Al水滑石对铜绿微囊藻的去除性能
	钻井液密度对裂缝性泥页岩地层坍塌压力影响的力化耦合研究曹园
	超临界二氧化碳BLEVE机理数值模拟
	华北S区碳酸盐岩气藏型储气库储渗特征
	盐岩巴西劈裂破坏声发射时序特征
	致密砂砾岩岩性测井识别方法及应用
	竖井型长大城市隧道火灾通风的数值模拟
	基于SuperMap IS.NET5的大气环境质量评价系统
	基于响应面法的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优化

	综述文章
	混凝土环境中钢筋钝化性能研究进展

	25期 封三
	25期 封底

	Button1: 
	Button2: 
	Button3: 
	Button4: 
	Button5: 
	Button6: 
	Button7: 
	Button8: 
	Button9: 
	Button10: 
	Button11: 
	Button12: 
	Button13: 
	Button14: 
	Button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