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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热力学理论方法可为混合物黏度模型开发提供有力支持

热物性学的研究目的是描述物质的存

在状态和性质，通过实验或理论方法获取物

质的各种热物理性质数据，揭示物质热物理

性质的内在规律，为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提

供必要的基础。实践证明，可靠的热物性数

据对于许多工程设计和科学研究是不可缺

少的。

二氧化碳/轻烃混合物（CO2/HCs）在工

程生产和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CO2和HCs混合物是一类优势互补的替代

制冷剂，CO2可以抑制HCs类物质的可燃

性，二者混合还可以降低CO2较高的运行压

力。天然气储层中注入CO2能够促进天然

气的增产回收，并且是一种碳储存的有效途

径。同时，研究典型的CO2/HCs二元体系

间作用具有科学价值，可以进一步揭示流体

微观运动与宏观表象的相互关系。

黏度是流体最重要的迁移性质之一，对

于CO2/HCs混合物的研究和应用，黏度是

不可或缺的基础数据。目前国内外对CO2/
HCs混合物质的热力学性质进行了大量的

理论和实验研究，而对迁移性质研究的较

少，亟待开展相关的工作。对于混合物的黏

度而言，实验测量手段无法完全满足实际所

需，这就需要利用理论预测方法弥补实验的

不足，准确、大量地获得混合物的黏度数据。

不同于稀薄气体，稠密流体内部存在大

量的多元碰撞和强相互作用。20世纪20年

代，在分子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Enskog提

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分子硬球理论，应用于

稠密流体黏度的研究。20世纪 50年代，

Thorne对Enskog的硬球理论进行了改进，

用于混合气体的黏度预测。随后，Vesovic

和Wakeham对 Enskog-Thorne理论做了

进一步的改进，简化了模型的假设条件，减

少了相关的依赖因素，从而增强了该方法的

统计力学基础和预测能力。 Vesovic-
Wakeham理论被用于计算一定压力下混合

物的黏度，适用于气相区、液相区和超临界

区，研究对象主要有天然气混合物和制冷剂

混合物。

《科技导报》2014年第 27期第 19~22
页刊登了宋渤等的论文“CO2/HCs混合物宽

区域黏度模型的热力学研究”。该文基于

Vesovic-Wakeham理论，建立了CO2/HCs
二元混合物的黏度预测模型，对CO2/CH4，

CO2/C2H6，CO2/C3H8，CO2/n-C4H10 和 CO2/
iso-C4H10这5种重要CO2/HCs二元体系的

黏度进行了预测，温度范围为 273.15~
973.15 K，压力范围为 0.1~200 MPa，最大

黏度预测值达 140 μPa·s。与大量文献实

验数据的比较表明，混合物黏度计算结果准

确，为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提供

了可靠的基础数据。

本期封面图片为双原子分子和多原子

分子等微观粒子间的相互作用，由宋渤提

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核能是人类的伟大发现。蕴藏在原子核内的巨大能量是既能造福又能危害人类的一把锐利的双刃剑。核能的有利或不利，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人类对它的认识水平、控制能力和运用手段。发展核事业，确保核安全成为全球的共同责任，成为各国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正
如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海牙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的——“发展和安全并重，确保核安全为前提发展核事业”。

核能对人类可能造成的伤害主要包括核武器伤害、核事故伤害、核恐怖伤害、核次生伤害和核心理伤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强化核防
卫，防控核事件，加强核防护，医治核伤害，消缓核恐慌，为发展核事业、确保核安全创造前提和条件。

确保核安全首先要充分认识和判估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主要包括：① 核大战不会爆发，但不能完全排除未来战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
性。核武器的小型化（体积小、重量轻、威力大、射程远）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② 全球目前有30多个国家建有核电站，发电占全球发
电总量的16%。为开发能源、维护生态，发展核电也是我国的战略选择，这就增加了防止事故确保安全的重任。③ 现代恐怖主要使用炸
药爆炸，但以核化生为手段的恐怖袭击已成为现实，且可能日益严重。④ 我国有6万多家放射工作单位、30多万放射工作人员、200余家
辐射加工机构，这些数字还会增加。维护这些人员本身的安全，确保核与辐射装置的安全运行，任务也很繁重。⑤ 一旦发生核袭击或其
他核事件，所引发的伤害特别是放射损伤与放射复合伤的救治是世界性难题。我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救治水平不断提高，但目前还限
于对重度和重度以下伤情都能治愈，对极重度伤情尚只能延长生存时间，对骨髓造血恢复以后出现的多器官损害，特别是肺纤维化等问题
远未解决。⑥ 平时核事件所造成的伤害人数远少于肿瘤、创伤、心脑血管病等多发伤病的伤害人数，但引发的社会以至国内外影响和后
续效应却广泛而持续。

分析国际军事态势、核损毁作用和核安全需求，必需采取多层次的综合防御防卫和防护：① 战略性防护：拥有强大实力，敌方不敢进
犯袭击；建立和谐安全稳定社会；军民协同全民动员；推动国际合作反恐。② 战术性防护：进行有效反击；建立防控防护和救援组织体系；
制订应对预案和落实措施。③ 技术性防护：为军事打击、有效防控、救治伤害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医学防护具有战略战术性意义，而又
是技术性防护的重要方面，是医疗卫生战线的主要任务。高水平高效能的医学防护，对一旦发生核袭击和核事件的伤害救治、后果处置、
安定民心、稳定社会，都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医学防护主要包括学术技术领域、卫生勤务领域和卫生装备领域，三者密切结合协同，形成医学防护、综合卫勤保障能力。其中，技术
是医学防护救治伤害的基础，而技术只有在卫勤组织指挥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卫生装备包括药材，则是实施和完成医学防护的保障。

关于学术技术领域：①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阐明伤害机制，掌握发生规律，指导防治实践。② 应用与发展研究，特别是充分运用现
代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等技术，为侦（侦查）、检（检测）、消（洗消）、防（预防）、诊（诊断）、治（治疗）提供新的思路、途径、技术和药物。其
中，快速侦检诊断的技术，有效安全的抗辐射药物和对放射损伤、放射复合伤的救治技术，尤为重要。对大剂量极重度以上伤情的救治和
对小剂量效应的确认这两方面，则是技术方面的难题。

关于卫生勤务领域，必需在党政军统一指挥协调下，实施勤务组织指挥：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国防动员法》、《卫生资源
动员法》，谋划和实施医学救援，确立和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寓战于平、平急转战的体制机制，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核事件医学应急救
援体系，确保人员、组织、技术、药械、装备的落实。② 组织现场处置和对突发成批伤患的救治，进行现场急救抢救、自救互救、医疗后送、早
期救治和医院治疗。③ 平时注重科普教育，一旦发生事件，及时正确宣教引导，对心理效应进行疏导和干预，防止类似抢购碘盐、公众逃离
等群发事件。其中新闻媒体也要发挥重要作用，要科学宣传报道，不要渲染添乱。

关于卫勤装备领域：① 形成系列，提高整体保障能力，适应不同环境、不同伤害，对个体和群体的救治。② 多功能、模块化，提高应急
机动能力（如机动医疗单元）。③ 智能化、信息化，提高卫勤保障效能。④ 专用与通用相结合，救援需要
应用大量通用装备和药物，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专用装备药材，适应救治放射等特殊伤害的需要。⑤在重
要地区选定一些医院建立核伤害救治机构，设置专门病区病房，平时训练有素，从事通常医疗任务，一旦
需求立即转入特殊救治。

对防控核事件，救治核伤害，务必做到有备无患，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医疗卫生战线务必
提高医学防护能力，为我国确保核安全、发展核事业担当职业专业的重任。

加强医学防护是确保
国家核安全的重要方面

（第三军医大学，重庆 400038）

程天民，江苏宜兴人，防原医学与病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创伤、烧伤与复

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顾问。从事医学教育科学研究64年，培养大批人才，主持多项

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项目，14次参加我国核试验，阐明了核武器的杀伤作用与防护原则，

为我国防原医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主编《核武器损伤及其防护》、《创伤战伤病理学》、

《军事预防医学》等多部重要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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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 运用CFD-DEM耦合模拟计算离心泵内非稳态

固液两相流动

P32 FRC分形微带阵列天线研制

P43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铁路路桥过渡段温度场三维数值分析

P1 加强医学防护是确保
国家核安全的重要方面

发展核事业，确保核安全成为全球的共同

责任，成为各国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认

为，对防控核事件，救治核伤害，医疗卫生战线

务必提高医学防护能力，为我国确保核安全、发

展核事业担当职业专业的重任。文章从学术技

术领域、卫生勤务领域以及卫生装备领域等方

面阐述了如何针对核伤害加强医学防护。

P7 新“苹果”来袭
新“苹果”开启了“连接一切”的新战场，和

微软、Google甚至中国的百度、腾讯、阿里巴

巴进行同场角逐。不过，大多数科技行业领袖

却都在限制子女对数码产品的使用，这一做法

值得社会深思。

P11 转基因食物与预警原则
在欧洲的应用（II）

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继续介绍英

国皇家协会对英国议会启动的“转基因食物与

预警原则在欧洲的应用”项目提出的6个主要

问题中的其他3项问题的回答。

P12 我国智慧医疗发展现状及
措施建议

随着物联网“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以及各省

区市智慧城市的规划或落实，我国智慧医疗建

设取得有效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亟待突

破。笔者通过对我国智慧医疗发展现状进行分

析，探讨我国智慧医疗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切

实可行的措施建议。

P88 走进燃料新时代的航空燃油
随着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的逐渐提高，大

规模的石油进口，会加重中国对外资源的依赖

程度，因此发展生物航空替代燃料不仅可以促

进航空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本国的国家

能源安全。同时，航空业作为“高碳”俱乐部的

重要成员之一，在节能减排和国际原油价格飙

高的双重压力下，也迫切需要研发航空替代燃

料以做应对。

P89 公开、公平、公正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制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开、公平、公

正”评审原则反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管理文化的精髓。“公开、公平、公证”的评审原

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中规定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工作的根本原则，伴随

着从组织规划、申请评审、资助实施的整个项

目生命周期。本文做了阐述。

对于泵内固液两相流数值模拟，一般方法是将固体颗粒相视为拟

流体，采用多相流的CFD方法进行计算，但这难以体现固体颗粒形状

大小、碰撞、凝聚和分离等特性。本文以工程中常用的 IS型离心泵作

为研究对象，运用DEM离散元法结合CFD方法，采用EDEM-Fluent
耦合，模拟计算离心泵内非稳态固液两相流

动，探索泵内固体颗粒群运动规律及其对外

特性的影响。计算采用的固体颗粒密度为

1500 kg/m3，泵入口固相体积率为15%，粒

径在1.0～3.0 mm范围内随机变化。计算得到了固液

两相泵随时间的外特性变化，包括泵扬程、泵内固体颗

粒体积的变化规律；得到了泵内固体颗粒群的运动轨迹

和固相体积率分布等有价值的结果。 计算域网格单元

基于矩量法分析FRC分形天线，并

用Designer仿真软件进行验证，两者结

果基本吻合，对比 FRC分形前后的性

能，在驻波与辐射性能相同的情况下，

FRC分形有效减小了天线尺寸。设计

32个单元的微带阵列天线，该阵列天线

采用泰勒分布、不等相馈电，实现了高增

益、低副瓣的扇形波束，并使波束指向偏

离法线47°。经过测试，微带阵列天线波瓣宽度为5°，副瓣低于-20 dB，交叉极化

低于-20 dB，验证了矩量法的分析结果。

FRC分形的迭代生成过程

基于过渡段相变三维传热分析模型，对未来30年路桥过渡段温度场进行分析

与预测，研究了过渡段阴阳坡时空效应对路桥过渡段长期热稳定性的影响。计算

结果表明：随着路桥过渡段运营时间的增长，各纵断面最大融化深度部位逐渐由过

渡段转移到台背后路基，各横断面最大融深及最大融化速率位置均由阳坡坡脚转

移到路基中心与阳坡路肩之间，相同运营时间，沿台背方向阴坡坡脚冻土上限变化

并不明显；随着运营

时间的增长，各横断

面阳坡坡脚融化速率

均大于天然冻土地基

融化速率；各横断面

除阳坡坡脚的其余部

位在运营 25年以前，

人为上限退化率基本

小于天然冻土上限，

运营 25年后，人为上

限退化率逐渐大于天

然冻土上限。 过渡段计算模型剖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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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0909--1111至至20142014--0909--2020））

1 中国海域发现首个自营深水高产大气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15日，，“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南海北部琼东南盆地深水区的陵水17-2构造测试获

得高产油气流，日产天然气160万m3，即9400桶油当量。这是我国海域自营深水勘探的首个

重大油气发现，标志着我国已基本掌握自主勘探开发深水油气资源的全套能力。图片来源：新华社

2 俄“联盟”号载人飞船成功着陆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1日早晨，俄罗斯“联盟TMA－12M”号载人飞船在哈萨克

斯坦成功着陆，两名俄罗斯宇航员斯克沃尔佐夫斯克沃尔佐夫、阿尔捷米耶夫阿尔捷米耶夫

和1名美国宇航员斯旺森斯旺森已安全出舱。这艘载人飞船返回舱降

落在距离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甘市东南 148 km的地方。3月

26日，“联盟TMA－12M”号载人飞船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

天发射基地发射升空，3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停留期间进行了

多项科学实验。

3 穿黄隧洞充水试验成功 南水北调中线全线具备通水条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15日，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上游线隧洞充水水位达到设

计要求高程，标志着穿黄隧洞工程充水试验成功，至此，南水北

调中线干线全线具备通水条件。穿黄工程于2005年9月27日

开工建设，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西约 30 km处，全长 19.3 km。

此次充水试验旨在检验隧洞结构的安全性能。

4 中国将建立医学科研诚信档案制度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11日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医学科

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针对近年来时有发生的医学科研不端

行为，我国将制定学术诚信档案制度，并设立管理机制进行监

督。该规范要求，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并实行医

学科研诚信档案制度，作为评估、评审科研项目及成果等工作的

重要依据。

5 古生物学家发现翼龙新属种 酷似阿凡达飞行翼兽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1日消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汪筱林汪筱林

领导的中外联合团队在辽西热河生物群中发现两件与电影《阿

凡达》中的飞行翼兽伊卡兰极为相似的翼龙标本，这一新物种被

命名为阿凡达伊卡兰翼龙。两件标本，一件保存了完整的头骨

和下颌，部分身体骨骼。另一件保存了完整的头骨、下颌和部分

颈椎。二者有类似结构，应该属于同一属种。

6 中国首款智能动力小腿假肢填补国内产业空白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5日，国内首款智能动力小腿假肢“风行者”上市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标志着我国首款智能膝

下假肢产品正式面世。目前智能假肢领域主要由国外厂商垄断，“风行者”上市填补了国内膝下智

能假肢的产业空白。

7 南京学者发现世界最完整的“伪郭公虫”化石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15日消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黄迪颖黄迪颖、蔡晨蔡晨

阳阳发现世界上最完整的“伪郭公虫”化石。这块“伪郭公虫”化石

来自内蒙古宁城县道虎沟村的道虎沟，距今约1.65亿年，体长约

3 mm。该“伪郭公虫”化石被命名为中华侏罗盾边伪郭公虫。

这块中华侏罗盾边伪郭公虫化石，是目前已知的第1块确切的伪

郭公虫科甲虫化石。

8 中国吨位最大客滚船“渤海钻珠”轮下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2日上午，渤海轮渡股份有

限公司斥资近 4亿元建造的“渤

海钻珠”轮，在黄海造船有限公

司船厂顺利下水。这艘客滚船

总吨位 3.5 万 t，可载大小车辆

300余辆，乘客定额为 2300人，

是目前国内吨位最大、载客数量

和载车数量最多的客滚船。

图片来源：资料图

图片来源：新华社

9 日本实施全球首例 iPS细胞移植手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2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宣布实施世界首例利用 iPS细胞

完成的移植手术。在2小时的手术中，神户市综合医院医疗中心

的Yasuo KurimotoYasuo Kurimoto率领医疗小组，清除了患者视网膜上的异常

血管和损坏组织，随后将1.3×3.0 mm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层

移植到患者眼中。如果患者恢复正常，有望1周后出院，而评估

手术安全性及疗效将持续1年。

10 中国连续发现8个亿吨级油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12日，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和财政部组织

实施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3年来，该行动实现重大进展，新增

石油探明储量39.47亿 t、天然气2.3万亿m3，在鄂尔多斯、塔里

木和渤海湾盆地连续发现8个亿吨级油田，在鄂尔多斯、四川和

塔里木盆地连续发现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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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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瞩目，亿万人期待——9月 9
日，新“苹果”到来。

虽然苹果“教主”乔布斯乔布斯已经逝去，

但其缔造的苹果帝国神话仍在继续。在

发布会上，超大尺寸的 iPhone、移动支付

软件 Apple Pay，以及智能手表 Apple
Watch——苹果公司最终以长久以来备

受关注的3款产品，架构出未来移动业务

的支柱。

作为 IT产业链中最具话语权的厂

商，苹果公司谈论自己的产品时无比骄

傲：“苹果公司凭借 iPod和 iTunes网上商

店引领数字音乐革命，凭借 iPad定义了

移动媒体和计算机设

备的未来，以其革命性

的 iPhone 和 App Store
重 新 发 明 了 移 动 手

机。现在，我们又走向

新的征途。”

新的 iPhone代表苹果公司的最新旗

舰产品，拥有一个全新的高清Retina 屏

幕，更是装上了超级力量Apple Pay，即快

速使用指纹识别来授权支付过程。而Ap⁃
ple Watch，足以体现苹果对“未来”的诠

释：它代表着“智能穿戴”以及其后极其热

门的智能健康、智能医疗等大数据产业。

而这背后的一切，则是拥有5亿用户

的苹果“连接一切”的雄心壮志：与“人的

连接”——facetime、iMessage再次升级社

交的体验，支持直接发送语音等功能；与

“家庭的连接”——Homekit在Siri语音技

术的配合下，实现对家庭门窗、空调等设

备的开关；CarPlay可以“连接汽车”；Ap⁃
ple Pay可以直接预定酒店、开启酒店房

门；Apple Watch担负了采集数据功能，并

可监测心律，并通过 Healthkit“连接健

康”，随时采集用户的身体数据，并指导

用户进行健康锻炼。最后，通过 Apple
Pay的支付方式，完美聚合苹果“连接一

切”的闭环。

当然，“连接一切”的想法虽然美妙，

但是实行起来并不简单，其他如谷歌、微

软、三星等公司均拿出了看家本领，力图

来一场“苹果阻击战”。苹果是否能依托

强大的硬件软件结合能力、海量用户、技

术储备和App 生态环境，突破自我，继续

引领未来，全世界还要拭目以待（9月 10

日新华网）。

本次的苹果发布会上，Apple Watch
是最耀眼的明星，这也是近两年最热发

烧点的“可穿戴设备”的集中体现：以你

的身体为家，栖息在手腕之上，与你紧紧

依偎，从而成为“你”的一部分。由此有

评论家认为，因为“可穿戴设备”，让人们

从所未有地接近了“后人类”时代。

而且，智能手表仅仅是“可穿戴设

备”的一种形式。香港理工大学研究人

员日前开发出一种新型柔性导电纤维，

可以和能像普通布料一样剪裁缝制成衣

服，借助这种材料，有望制造出能够与衣

物融为一体的可穿戴设备。

也就是说，这项研究就是能够让“电

路板”像普通布料一样柔软耐用，科学家

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电脑纺织技术，将

金属导电纤维与普通的纤维材料，按照

独特的编织方法纺织在一起，即柔软又

能导电，可以进行拼接、编织和刺绣，制

成穿着舒适的时尚服装，还能直接扔进

洗衣机里进行水洗、甩干、烘干。令人更

惊奇是，这种“电路板布料”还具备极好

的抗拉伸性能，甚至还能经受住子弹的

撞击，使用极长的时间，完全是“完美无

缺”地制造下一代与皮肤接触的电子设

备的材料，例如能够记录人体温度、排汗

量、心跳等数据的智能服装。看来，随着

新材料的出现，在Apple Watch之后，其

他各类的可穿戴设备也将迎来新一轮的

发展热潮。

在“连接一切”的战场上，苹果也不

乏来自中国的对手。就在时隔一天的 9
月 10 日，中国互联巨子百度也召开了

“2014百度世界大会”，提出了自己的智

能连接方式：“百度大脑”。

“百度大脑”致力于人通过声音、音

乐、图片、视频等和世界进行交流。比如，

通过“百度直达号”，可以提供皮肤预诊服

务，即拍下患病部位的照片上传，“百度大

脑”会将照片与存储的数据库比对，拿给

出初步的预诊建议；“百度大脑”的Baidu⁃

Eye集视听说于一体，在户外和博物馆

中，它能帮助人们识别出不认识物体，介

绍物体属性和相关背后的故事；在商场

中，它能根据我们的兴趣和偏好，推荐感

兴趣的商品，还能随时随地在商场内指

路、识别商品；“百度大脑”也是当前最受

关注的无人驾驶的先锋技术，它能识别出

路面的车辆、行人、指示牌、路障以及应对

各种突发状况，迅速做出正确反应。

在“百度大脑”与大数据平台结合

后，更能延伸出无比巨大的应用空间，如

流行疾病预测、智能交通规划、商品预测

管理等等。结合近几年成功的实验数

据，百度公司对“百度

大脑”的未来信心满

满，而近日微软亚洲

研究院院长张亚勤张亚勤加

盟百度，更让人看到

了中国 IT业的光明前景（9月 10日《科技

日报》）。

不过，在一派热火朝天的“连接一

切”的欢呼声中，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尼

克·比尔顿却在 14日抛出了一则耐人寻

味的花絮：他在过去几年的采访过程中

发现，包括已故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在

内的多名科技行业领袖，却都在限制子

女对数码产品的使用！

当 iPad刚上市时，乔布斯的话语就

令人惊讶：“我的孩子们还没有用过

iPad。我们会限制他们在家中使用的技

术产品。”3D Robotics 总裁安德森在家中

的所有数码设备上都启用了家长控制，

并与子女约定了使用这些设备的时间限

制；OutCast Agency总裁康斯坦丁诺普不

允许 5岁的小儿子在非周末使用数码产

品，而大一点的孩子每天只被允许使用

数码产品 30 min。通常，来自科技行业

的父母比来自科技行业之外的父母更严

格限制孩子，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提前

看到了技术带来的危险，如色情内容、同

龄人之间的霸凌行为，以及对这些数码

设备的上瘾等。我自己曾有过这样的经

历，不希望同样的经历发生在孩子身

上。”在数字产品逐渐统治这个世界的过

程中，“科技爸爸”们的做法值得整个社

会深思。 文//杨书卷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新新““苹果苹果””来袭来袭

这背后的一切，是拥有5亿用户的苹果“连接一切”的雄心

壮志。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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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当前我国面临着“水太少”“水太脏”

等水危机，资源化、能源化应成为废水处

理的新目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教授环境学院教授 钱易钱易

《科技日报》[2014-09-10]

搞农业科学，简单来说，就是生产问

题要解决，科学问题要回答，要做到“顶

天”和“立地”。“立地”就是教农民把文章

写在地上，将研究变成农民可以利用的

技术；“顶天”是要把技术原理讲清楚，使

别人在利用的时候不至于走歪路，更好

地推广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逄焕成逄焕成

《科技日报》[2014-09-10]

我们人之间，不同的人种，甚至同样

人种之间个体差异是巨大的。每一个人

对药物的反应和治疗的反应都不一样，

人体也非常复杂，所以导致个别医疗意

外的发生，这不一定就是医务人员的差

错所造成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校长 曾益新曾益新

新华网 [2014-09-12]

如果只想学专业技能的知识，那么

你是非常卑微的。来到大学对于同学们

来讲更重要的是一个“悟道”的过程”。

我们更需要的是思想和智慧。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杨玉良

新民网 [2014-09-12]

通俗点说，癌症化学预防就是利用

一些天然的化合物，来阻止、减缓或者逆

转癌症的发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病

因学、计算生物学的知识，通过细胞、生

物实验，最终让癌症的发病率降低 1/3，
早期癌症患者的治愈率提高1/3，晚期癌

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1/3。
———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 董子明董子明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9-10]

欧洲研究委员会高度重视青年科学

家，致力于让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独立性，

并且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充分发挥潜

力。给予他们追梦的自由，为他们铺垫

追梦的路径，是推动科技突破和激发创

新的关键。

———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

Jean-Pierre BourguignonJean-Pierre Bourguignon
《光明日报》[2014-09-12]

焦虑症在科技界远比在其他行业更

为普遍，因为科技界是高度竞争性的领

域，无形的内外压力时时存在，一旦最初

的焦虑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它就会沉淀

下来，并且具有累积效应。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教授教授 李侠李侠

《中国科学报》[2014-09-12]

作为教育理念，通识教育强调大学

教育不仅要有知识的理性，而且要有人

文的理性，注重大学生人格、精神和气质

的涵养，防止人的异化。作为教育方式，

通识教育强调成才环境的营造，意图通

过特定的学校生活形态和文化方式来达

到熏陶学生的目的。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熊庆年熊庆年

《中国教育报》[2014-09-15]

作为理念，从学术界到施政部门，逐

步认识到智慧城市是个“开放的复杂巨

系统”。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从“系统科

学”出发，首先需要“总体设计”，也容易

取得共识。但是，如何进行“总体设计”，

这就需要科学、具体的可操作性平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戴汝为戴汝为

《中国科学报》[2014-09-15]

我认为人才评价体系的设计应适度

超前，才能发挥引导作用。随着时代发

展，它应当不断演进，不能被条条框框束

缚住。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主任基金委员会主任 杨卫杨卫

《光明日报》[2014-09-16]

对于很多年轻的北大人来说，缺少

的往往不是雄心壮志，而是“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的精神。未来会面临很多选

择，有时难免会让人目迷五色、眼花缭

乱。当你四顾茫然时，请不要急躁，路永

远都在自己的脚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

王恩哥王恩哥

《北京晨报》[2014-09-13]

欲重建师道，政府要回归责任意

识。今天学校中师道退化，政府有相当

的责任。如某些教师身上存在的过分功

利和职业精神缺失的现象，虽说教师要

负主要责任，但客观上亦有政府的责

任。政府规定的教师待遇太低，致使教

师们不得不分心，琢磨如何多挣一点“工

分”，多挣一点奖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原校长原校长 李培根李培根

《中国青年报》[2014-09-16]

开学致辞既要表达学校的传统、精

神、灵魂，也要体现校长本人的学识、视

野、思想。即便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要

有新的表达方式。如果把学生讲睡着

了，那肯定是校长的失职——要不就是

他没什么思想，要不就是在念稿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韩震韩震

《中国青年报》[2014-09-16]

青少年时期，我就对材料很好奇。

出于对新事物的好奇，高考时，我选报了

化学专业。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

物理和化学越来越感兴趣。从此我就开

始了漫长的科研道路，其间既有研究的

辛酸和艰辛，也有成功的充实和喜悦，还

有选择时的迷茫。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

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所研究员 黄长水黄长水

《中国科学报》[2014-09-12]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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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发展推广面临新考验杂交水稻发展推广面临新考验

9月17日，《中国科学报》发表“拿什么

拯救杂交水稻”报道文章，指出随着农业

技术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我国杂交水稻发

展面临新的考验。该文发表后迅速引起

广泛关注及各大媒体转载。

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杂交水稻研

究。1973年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实现籼型

三系配套，1975年基本建立杂交稻种子生

产体系，成为世界上第1个将杂种优势应

用于水稻生产的国家。半个世纪以来，杂

交水稻作为农业高科技成果，其应用和推

广为中国及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

贡献。然而，随着传统农业向着规模化、

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信息化的现代农

业转变，水稻等作物的杂种优势利用承受

着巨大冲击。成本过高、产品同质化问题

突出、缺乏适应规模化生产的品种等一系

列因素制约着杂交水稻的发展及推广。

杂交水稻的发展和推广正面临着新的

考验。

杂交稻种植成本升高

成本居高不下，农民增收难成为目前

制约杂交水稻推广及应用的重要因素之

一。

据《农民日报》9月2日报道，我国杂交

稻能够成功应用主要归结于产量优势（一

般能增产10%以上）、种子价格优势（2008
年以前每千克杂交稻种子价格在12元以

下）、育秧技术优势（杂交稻大田用种量只

有常规稻的10%~20%）。而当下，由于种

种因素，杂交稻的优势正在减弱。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陈立云陈立云接受《科技

导报》采访时表示，这些因素首先包括，与

早期相比，现在的杂交稻种子价格太高，

这是劳动工价大幅提高、杂交稻种子生产

成本增加、种子公司采用高价位运作、知

识产权费用增加、商业化育种体系的建立

等成本都加入到种子价格中造成的。其

次，当前种田大户的增加，使耕作方式发

生改变，其中最大改变是水稻直播、机插、

机收面积的增加，而这直接导致用种量增

加2~3倍。种子价格高，用种量大，势必大

幅度增加大田用种成本，降低杂交稻的竞

争力，从而造成了杂交稻种植面积下降。

除种子价格升高之外，杂交水稻的后期培

育投入也比普通稻高。河北大学中国乡

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李昌平 2011年 4
月27日于《南方农村报》撰文指出，常规作

物虽然产量比杂交作物低，但肥料、农药

的使用量要少 20%左右。现在我国杂交

水稻产量虽高，但需投入的肥料、农药等

也同步增加。杂交稻种种植成本的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增收难。

产品同质化凸显

除了成本问题外，杂交水稻产品同质

化现象严重也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早在2009年4月9日，农业部种子管

理局种业发展处处长马志强马志强接受《时代周

报》采访时就曾指出：“虽然说表面上杂交

稻品种很多，但同质化严重。”《时代周报》

当期评论指出，众多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

表明，中国杂交水稻遗传差异较小，遗传

背景单一。以三系杂交稻为例，目前生产

上所使用的大部分杂交水稻组合都是由

野败型或与野败型类似的不育系配出

的。20世纪90年代初，生产上使用的杂交

稻的母本不育系 95%左右来源于野败型

细胞质。

“品种同质化比较厉害，种植面积被

挤占，好品种的种植面积不断下降。”9月
1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朱英国朱英国接受《中国科学报》采

访时表示，杂交水稻里面各种类型要并

举，不同类型各有优缺点，要提倡杂交水

稻品种的多样性。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研究所教授彭彭

少麟少麟也在2009年4月9日《杂交水稻种子

生产遭遇困境》一文中强调：在推广好品

种的同时必须强调对于品种多样性的保

护，应该采取各种办法，把杂交水稻品种

多样性保护起来。

与现代农业耕作方式匹配遭遇挑战

现有杂交水稻品种无法与现代农业

耕作方式相匹配，成为杂交水稻研究应用

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现代农业生产

中机械化程度提高，直播、机插秧作为规

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被迅速推广，然而，

直播和机插对杂交稻性状要求的最大改

变之一是生育期变短、产量下降种稻效益

降低。陈立云告诉《科技导报》，种植耕作

方式的改变，使农户对品种的特性要求发

生改变，如要求生育期变短，米质更好，稳

产性更好，适合轻简栽培，种田效益更高

等。而生产上目前还缺乏这样的品种。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尽快使杂交水

稻制种技术与现代的耕作栽培技术相配

套，以后可能40%~50%的品种会被淘汰。”

陈立云 9月 17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

访时指出。

研究数据显示，我国杂交水稻年推广

面积 6.7万 ha以上的品种数由 2004年最

高的59个下降至2012年的29个；主要推

广品种中单个品种年均推广面积由 1993
年的14.2万ha，大幅降至2012年的2.5万
ha，降幅高达82.5%。如何使杂交水稻重

新焕发生机，是现在农业科学界和全社会

关注的重要问题。“拯救杂交水稻是一项

系统工程，各级政府部门、种子企业、科技

工作者要密切配合，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前

提下，分工合作，协同创新，各自承担起相

应的职责。”陈立云告诉《科技导报》，他认

为杂交水稻未来发展及推广可从以下方

面完善：首先是大幅度减低杂交稻种子卖

给农民的价格。从科技进步的方面考虑，

一是选育超高异交结实率的亲本，大幅度

提高杂交制种产量；二是选择最佳制种基

地和时段，大幅度提高杂交制种的安全

性、产量、质量和效益；三是进行全程机械

化制种，降低种子生产成本。其次是培育

适合当前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生产所

需要的杂交稻新品。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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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 9 月 16 日，2014 年首都高校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由中国科协、

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

席韩启德韩启德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中国科

学院院士吴良镛吴良镛、杨乐杨乐、杨卫杨卫作宣讲报

告，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6000多名

研究生新生现场聆听报告。这是第 4
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都高校科学道

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2014-09-17]

世界科学中心峰会国际程序

委员会主席一行访问中国科协

9月 12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尚勇

在中国科技会堂会见世界科学中心峰会

国际程序委员会主席、日本科学未来馆

馆长毛利卫毛利卫一行。中国科协副主席程东程东

红红，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

束为束为等陪同会见。

尚勇在会谈中表示，中国科协一直

致力于推动中日科学交流，与日本科技

振兴机构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入。

2016年，中国科技馆将在北京举办亚太

科学中心协会年会，希望得到日本科技

振兴机构等方面的支持和协助。2017年

世界科学中心峰会将在日本举办，中国

科协及各科技馆愿意积极与日方合作，

促进该峰会的成功举办。他表示，期待

通过毛利卫一行的访问推进中国科协与

日本科技振兴机构以及世界科学中心峰

会的合作，扩展双方合作渠道和范围。

毛利卫表示，日本科技振兴机构与中国

科协开展了多方面合作，日本科学未来

馆期待中国科协及各科学馆对 2017年

世界科学中心峰会的支持与协助。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4-09-19]
中国科协与新华社就推动

科普信息化建设进行工作会谈

9月10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尚勇，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束束

为为与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党

组成员周树春周树春，新华网董事长、总裁、党

组书记田舒斌田舒斌一行进行工作会谈，就进

一步推动科普信息化建设进行商讨。

尚勇表示，新华社拥有众多国内分

社和境外分支机构以及自有采编队伍，

中国科协可以广泛动员科技工作者，组

织全国学会和各级地方科协，共同推动

科普信息化建设工作。双方优势互补，

集成优质资源，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提

供具有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艺术性

和时效性的科普信息产品周树春表示，

新华社将加强与中国科协的合作，搭建

国际一流的科普平台。

中国科协科学普及部 [2014-09-16]
中国科协代表团参加联合国

互联网治理论坛

第九届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于 9
月2—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吴海鹰吴海鹰率

领中国科协咨商代表团参加。本次论坛

主题为“连接五大洲，增强互联网多方治

理”，着重关注新出现的多方互联网治理

模式，并希望论坛为互联网治理的所有

相关各方广泛而多样的观点提供全面对

话的机会。会议代表集中讨论网络中立

性、网络安全、网络监督、社交媒体、言论

自由、数字不平等及其他互联网相关问

题。此次论坛吸引了来自135个国家近

3400名代表参加。论坛为期 4天，共设

120个分会，其中专题研讨会 87个。中

国科协联合国咨商信息技术工作委员会

成功地举办了2个研讨会。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4-09-17]
全国学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座谈会召开

9月 15日，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召

开全国学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座谈

会，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山西省晋中市、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科协的有关负

责人，以及中国宇航学会、中国通信学

会、中国农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

国化工学会等25家全国学会的负责人员

参加座谈会。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宋军宋军首

先传达中国科协党组领导近期就推进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到有关地市调研的有

关指示。他表示，要充分发挥全国学会

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推进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区的发展。2014
年中国科协将在全国选取10个城市做示

范区建设试点。保定、晋中、鄂尔多斯 3
地先后简要介绍本地区科技资源需求情

况。参会人员就如何发挥所在学会优

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了

广泛讨论。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09-16]
2014求是科学奖颁发

9月 13日晚，一年一度的求是科学

奖颁奖典礼在复旦大学举行，清华大学

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薛其坤获2014年

“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得人民币100万

元奖金。另外10位优秀的海归青年学者

获“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每人将获5万

美元/年的研究资助，连续 3年。颁奖典

礼后半场的Panel Discussion由复旦大

学校长、两度求是科学奖得主杨玉良杨玉良主

持，主题为“为科学而科学：基础研究的

意义，价值和环境”。由曹雪涛曹雪涛、何大一何大一、

蒲慕明蒲慕明、饶毅饶毅、施一公施一公、王晓东王晓东、薛其坤薛其坤、

杨学明杨学明、张泽张泽等9位知名科学家参与，现

场探讨当下我国应该从何处着手创造条

件，鼓励自由探索、原始创新，从而促进

基础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科学网 [2014-09-14]
首届河北省科协年会召开

9月11日，由河北省科协、中共沧州

市委共同主办，渤海新区管委会、沧州市

科协承办的“首届河北省科协年会”在沧

州市渤海新区召开。河北省委副书记赵赵

勇勇，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

束为束为，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段段

惠军惠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军械工程学院静

电与电磁防护研究所所长刘尚合刘尚合等 200
余人出席开幕式。本届年会以“创新驱

动，打造河北沿海率先发展增长极”为主

题，举办了多场专家报告会、高校院所与

新区企业人才项目洽谈对接会、沧州渤海

新区发展战略院士专家座谈会等。中国

科学院、天津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与渤

海新区部分企业进行了人才项目洽谈对

接，对接会上共有9家高校、科研院所同

渤海新区的 30多家企业进行了 28个项

目的对接，涉及石油化工、新能源、装备

制造等多个行业，形成合作意向18项。

河北省科协 [2014-09-19]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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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转基因食物与预警原则在欧洲的应用转基因食物与预警原则在欧洲的应用（（IIII））
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继续介

绍英国皇家协会对英国议会启动的“转

基因食物与预警原则在欧洲的应用”项

目提出的 6个主要问题中的其他 3项问

题的回答。

2）欧盟和英国对转基因食品的规定

如何影响了英国的国际竞争力？

可以在 3个层次上观察到现行法规

对英国竞争力的影响。（1）经济竞争力。

日益严格的法规迫使其他国家的公司和

投资远离英国和欧洲，主要流向北美。

EASAC2013年报告针对欧洲正降低转

基因竞争力进行详尽分析，强调在欧洲

进行转基因技术应用研究所需的成本和

负担正在增加。（2）农业竞争力。一个有

竞争力的农业系统需要适应性和可持续

性，转基因技术是可以用来解决这些问

题的方法之一。转基因技术可以在短期

内提供新的发展，可以是类似于传统的

植物育种技术取得的成果，但往往实现

起来更快速、更精确。正在引入的性状

包括植物的抗病性、干旱耐受性和抗生

物胁迫性。在中长期内有机会引入对作

物彻底的显著改善，例如提高光合效率

和改型一些农作物，使他们一年多收并

允许常年种植。最近一个如获批准可改

善英国农业竞争力和适应力的新型作物

案例是诺维奇塞恩斯伯里实验室的一个

抗白叶枯病马铃薯品种遗传修饰试验。

（3）科技竞争力。目前转基因研究的壁

垒（参见问题4所示），意味着英国在该领

域未开发出足够的能力，并且正在失去

其基础研究的成果，使成果让给如加拿

大、美国等国家，也包括新兴经济体，如

中国和巴西。英国皇家学会认为，为使

英国在世界上拥有农业技术的领先地

位，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研究和培训基

地，囊括食品作物生产的可持续集约化

方面的各个学科，如农学、植物生理学、

病理学和普通植物学、土壤科学、环境微

生物学、杂草科学昆虫学。

3）在英国研究转基因食品的特殊障

碍是什么？

英国在不同领域都拥有有助于转基

因技术的在食品生产发展、应用上的强

大的科学基础。然而，存在一些障碍防

止这项研究有效地转化为有用的农业解

决方案。

阻碍了转基因研究的2个主要因素

是运行田间试验的操作性困难及获得欧

洲监管机构批准一项新转基因作物花费

高昂。在英国运行的田间试验要考虑较

高的安全性成本，因为这些试验经常被

抗议者破坏。此外，开发和审批过程的

时长和费用意味着，小规模的参与者，如

校办机构和其他中小企业，被阻碍在市

场之外。这种限制支持了大型跨国公司

正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研究工作转移到

其他国家。这样的结果导致缺少商业合

作伙伴将资金和技术投入到给转基因产

品的研发中。

4）欧盟关于转基因食品预警原则的

应用申请是否合适？欧盟是否认清并妥

善处理危害和风险的概念？

关于预警原则的应用。欧盟在1990
年通过立法来控制转基因生物的使用，

彼时利用重组DNA技术进行作物的开发

还处于起步阶段。预警原则在当时得到

采用，原因是缺乏证据表明转基因生物

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与现有方法开发的

生物相比，是否有不同或者更大的风险。

人们对基因组的理解和使用转基因

作物的经验，自 1990年以来快速增加，

科研机构的共识是，现有的科学证据已

经不再有适用于通过预警措施来控制利

用重组DNA技术开发的有机体。例如植

物对除草剂产生耐受性的情况，风险来

源于性状的引入，而不是来源于性状的

引入方法。更重要的是，任何风险/收益

分析与已识别的潜在风险的影响是相对

应的，不应当限制于一种基因改良技术。

在常规的应用中，预警原则评估的是采

取行动过程所带来的风险，但无法评估

不做某事的风险。目前，该系统是偏向

维持现状，而适当的平衡性评估应考虑

所有可能的方案和每项方案完整的成本

和效益。预警原则的实施应包括无需任

何限制的重新评估。

从危害和风险的概念来说。预警原

则涉及行动导致危害的可能性，即可能

的危害源。风险评估不仅考虑可能产生

的危害，也应考察它们发生的可能性。

在近万米的高空一架飞机构成危险，因

为有巨大的潜在危害，但人们依旧可以

飞行，是因为法规使得这一风险处于可

接受的低水平。因此重要的是，应专注

于伤害产生的风险，而不是讨论抽象的

预防原则的应用。

虽然有可能通过严格检测来验证一

个特定性状的新作物是否会导致某一特

定危害，但风险评估过程中不可能检查

每一项意外事件，尤其是在没有合理假

设与新技术特性的伤害相关联的时候。

然而，尽管它无法证明绝对安全，但是经

验可以让人们越来越有信心，任何潜在

的危害，即使目前还是未知的，其可能性

仍非常小。

一个高质量的安全评估体系应该包

括考虑已识别危害的可能性（行动的风

险）、保持现状下已识别危害的可能性

（不作为的风险）及获益的可能性。合理

的预防措施在对待未知或非预期风险的

可能性上应包括一些元素，但是这方面

应该结合更多更新可用信息来考虑。

综合上述针对咨询项目问题的回

答，英国皇家学会的议案认为，在未来的

研究过程中，应采用更广泛的证据来考

量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同时将其作为

可持续的和具有恢复力的农业生态系统

评估中的一部分。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法

规体系来考量转基因技术的未来，将研

究重点从农作物的生产方法转移至优良

作物性状的引入。相关法规的发展应包

括潜在的获益和风险评估，同时也要考

虑这两项评估的不确定性。在常规应用

中，欧盟的预警原则评估的是当人们采

取一定行为时所获得的风险，而忽略了

不采取某行为时产生的风险。预警原则

的实施应包括对任何限制措施的再评

估，即当一段恰当时间后出现新的证据

时，这些限制措施是否仍然需要。如果

聚焦于检验这样一些清晰的假设，即某

新型农作物的一项品质或其应用将导致

环境或健康损害，则安全性评估应进一

步改善。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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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慧医疗发展现状及措施建议我国智慧医疗发展现状及措施建议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文//刘晓馨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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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医疗是指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

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推动医疗信息化模式创新，最终实

现实时、智能化、自动化、互联互通的动态服务。随着物联网“十

二五”规划的出台以及各省区市智慧城市的规划或落实，我国智

慧医疗建设取得有效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亟待突破。笔者

通过对我国智慧医疗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我国智慧医疗发

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建议。

我国智慧医疗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与大多数国家类似，我国的智慧医疗建设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正从临床信息化走向区域医疗卫生

信息化的发展阶段，部分城市相继提出了智慧医疗的建设理念

和方案，其中，上海市制定了覆盖医疗保障、公共卫生、医疗服

务、药品保障的智慧医疗蓝图；北京市以智慧医疗建设为契机，

建立了覆盖急救指挥中心、急救车辆、医护人员以及接诊医院的

全方位、立体化急救医疗信息协同平台系统；武汉市计划未来5
到10年，建成智慧医疗卫生信息系统；苏州推出了“智慧医疗手

机挂号系统”，市民既可通过手机登陆制定网站在市区部分大型

医院付费挂号，又可实时监控医院的挂号情况；云南省携手 IBM
共同打造基于面向服务的架构（SOA）的“医疗信息化资源整合

平台”，缔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智慧医疗。

在远程医疗方面，我国发展速度较快。由于远程医疗在信

息标准、传输介质和技术要求上有其自身特点，我国三级医院在

该领域大都有一定的尝试和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卫星、光

缆、电话线等多种媒体的远程医疗手段投入使用，该项技术在对

偏远地区进行医疗对口支援和培训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受

到好评。

尽管如此，我国智慧医疗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

（1）缺乏统一标准和顶层设计。目前我国许多城市的智慧

医疗建设都是各自为政，开发的系统数据结构和格式不统一，无

法互联互通，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

（2）医院信息系统和区域医疗信息协作平台仍不完善。目

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智慧医疗建设重点仍集中在临床信息系

统建设阶段，大部分一级以下医院及部分二级医院正在建设医

院信息系统（HIS），大部分三级医院及部分先行的二级医院，已

基本完成第一轮HIS系统建设，部分先进的三级医院已进入HIS
系统整合阶段。但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医院信息系统和区域

医疗信息协作平台建设总体水平仍很落后。

（3）尚未真正实现电子病历。随着全国HIS系统在医院的

逐步展开，民间的标准化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推

动电子病历的发展。但目前电子病历的实际运用还存在现实的

困难，医院之间或医院与社保之间数据交换与共享非常困难；同

时，我国现阶段的卫生信息立法滞后，法学理论中缺乏对电子病

历的法律地位的明确规定，医务人员的电子签名问题尚未得到

解决，在出现医疗纠纷时电子病历尚不具有法律效应。因此，我

国所有应用电子病历的医院到目前为止都未实现真正无纸化。

（4）电子健康档案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建设电子健康档

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技术、法律等多个领域。目前我

国电子健康档案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理想的电子健康档案尚

未问世。

智慧医疗发展措施建议

将物联网技术用于医疗领域，借由数字化、可视化模式，可

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效用。随着医疗卫生社区化、保健

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通过RFID等相关终端设备在家庭中进

行体征信息的实施跟踪与监控，通过有效的物联网传输，可以实

现医院对患者或者是亚健康病人的实时诊断与健康提醒，从而

有效地减少和控制病情的发生与发展。此外，物联网技术在药

品管理和用药环节的应用过程也将发挥巨大作用。

切实有效推动我国智慧医疗产业发展，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完善政策环境。完善智慧医疗组

织机构建设，明确发展目标、建设规划、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计划。加强各级卫生信息机构和医疗卫生单位信息机构建设，

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出台智慧医疗建设指

导意见和配套政策，在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产业发展、财政补贴

等方面给予便利和扶持，为智慧医疗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推进相关标准制定，统筹规划。由政府部门对智慧医

疗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智慧医疗领域

标准化工作的制定，整合各方力量，打破业务领域壁垒，从源头

上统筹智慧医疗建设与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短期行为。做好

各项业务应用系统的需求分析、统筹设计和信息资源整合利用，

满足“以人为本”、以居民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为基础，逐步建立

共享的基础数据资源库，实现跨机构、跨地域医疗信息统一高

效、互联互通和共享协作的要求。

（3）推动关联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智慧医疗

建设具有复杂性、协作性、高标准和激发创新的特性，产业发展

将为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信息安全产业等多个

产业带来新的推动力。因此，要充分发挥智慧医疗建设的产业

辐射作用，推动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以此为契机 ，建立以

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

总之，当前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为我国智慧

医疗产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我国智慧医疗

产业应紧密结合我国国情，针对当前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加强

部署，从政策、标准以及产业层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从而推

动我国智慧医疗产业取得有效突破，带动周边产业发展，为我国

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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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发现白腐真菌Trametes sp. SQ01
漆酶新功能

山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杨秀清杨秀清和文潇玮文潇玮利用紫外可见

光谱分析法，研究了漆酶对 8
种不同取代基的 HOPDAs 的

转化情况，并对漆酶的稳态动

力学参数进行了测定。

结果表明漆酶可以在没有

任 何 中 介 物 的 条 件 下 催 化

HOPDAs，并生成无色的物质，

尤其是漆酶可以催化 3,8,11-
3Cl HOPDA，而这一物质几乎不能被 BphD和 Rhodo⁃
coccus sp. R04转化。稳态动力学分析表明，在 5种

HOPDAs中，10-Cl HOPDA是漆酶的最适底物，其Km与

HOPDA和 8-Cl HOPDA相近。尽管 3,10-2F HOPDA
并不是漆酶的最适底物（Km=17.02 μmol/L），但是它的

转化效率（kcat/Km）是最高的。这说明漆酶可以有效转化

多种HOPDAs，这为多氯联苯的降解提供了一种新的思

路。

《微生物学报》[2014-08-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张晓丽

O/H/O生物工艺中焦化废水含氮化合
物的识别与转化

为考察焦化废水中含氮化合物的去除过程，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

能源学院易欣怡易欣怡等在与实际生产330×104 t·a-1焦炭工艺相配套的焦

化废水处理工程O/H/O生物工艺中，检测了原水与生物出水中含氮化

合物的种类与形态，以及各单元工艺中无机氮及部分有机氮化合物的

浓度，分析特征化合物的转化。

研究发现，焦化废水原水中含有的无机氮化合物主要为

NH4
+-N（33.6%）、氰化物（7.5%）、硫氰化物（40.4%），NO2

--N及NO3
--

N的含量约为1%，折算总氮浓度约为240 mg·L-1，占82.5%左右；有

机氮当中，可检测到胺类 14种，有机腈类 22种，含氮杂环化合物 76
种，以总氮形式表达其浓度低于50 mg·L-1，约

占 17.5%.处理过程中，O1反应器能够把氰化

物、硫氰化物氧化为氨氮，有机氮发生形态改

变；H反应器中，环状含氮化合物通过水解作

用实现分子开环转变为氨氮，回流液中的硝态

氮实现反硝化转变为氮气；O2反应器能够将低

价状态的含氮化合物转变为硝态氮；生物出水

中，硝态氮占总氮的70%以上；含氮化合物的

转化受反应器的性质与运行条件控制，表现出

复杂性。

《环境科学学报》[2014-09-06]

提出含有平面结构场景的捆绑调整
捆绑调整是计算机

视觉中三维结构恢复过

程的重要步骤。捆绑调

整通常将空间中点与点

坐标的调整视为相互独

立的过程，但是在包含

有自然物和人工物的场

景中，由于存在多余的

自由度，这种调整方法会导致优化结果

偏离真值。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

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谢远帆谢远帆等提出了

一种带有共面约束和平面夹角约束的捆

绑调整，用于优化带有平面的场景。

借助新的参数化方法，共面约束和

夹角约束可以方便地进行表示，并且带

有这2类约束的捆绑调整求解过程，仍然

是一个无约束的非线性最小二乘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带有先验信息的捆

绑调整提供了对结构的更准确估计。由

于先验信息的加入，增强型法方程的维

度变高，借助了稀疏的求解技术和预条

件子方法，大大降低了求解时间。最后，

为了在实际应用中能够自动寻找出夹角

约束，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大完全图的贪

心方法，该方法尽可能多地保留了夹角

约束。 《自动化学报》[2014-08-20]

4-硝基苯胂酸合成反应的热力学

计算机模拟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吕乐吕乐等采用

密度泛函理论中的B3LYP方法，通过计

算机模拟，研究了4-硝基苯胂酸合成反

应中各物质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对反应

热力学进行了模拟计算，通过计算，优化

了反应物与产物的几何构型与电子分

布，并得到了4-硝基苯胂酸合成反应的

主副反应焓变、Gibbs自由能变以及反应

平衡常数。

模拟计算结果表

明，主反应的焓变为

-15.0 kJ·mol- 1，为放

热反应，副反应的焓变

为10.0 kJ·mol-1，为吸

热反应，主反应的标

准 Gibbs 自由能变为

39.7 kJ·mol-1，而副反应的Gibbs自由

能为 45.2 kJ·mol-1，该反应为不可逆反

应。4-硝基苯胂酸合成反应的热力学性

质的计算为反应工艺条件的控制和热力

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化工学报》[2014-09-05]

高超声速飞行器前缘缝隙流动

数值模拟研究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空气

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张昊元张昊元等通过分

析高超声速飞行器前缘防热瓦结构，建

立了一种开缝前缘的简化模型。针对这

一模型的流场通过求解三维可压缩Navi⁃
er Stokes方程进行了数值模拟。

研究了缝隙诱导形成的三维旋涡的

空间分布特征和旋涡运动对物面气动加

热的影响规律。模型圆弧段缝隙肩部倒

圆区因存在较强的三维效应形成“常规”

高热流区，而缝隙内主旋涡再附致使侧

壁上存在一个“非常规”高热流区；模型

平直段展向流动诱导缝隙上方出现较强

的旋涡运动，同时流

动在缝隙倒圆区形成

分离涡并于缝隙侧壁

面再附，受这些旋涡

运动的影响，缝隙肩

部倒圆区转变为局部

热流低值区，缝隙侧

壁上存在局部热流高

值区。

《宇航学报》[2014-08-1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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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无创筛查前列腺癌的新方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前列腺癌是男性疾病中最常见的癌症之一，也是首要癌症死因。1/6的男

性会在他们的一生中罹患这种癌症。广东医学院李绍新李绍新等证实了一种无创筛查前列腺癌的新方法的潜

力。该研究成果发表于9月2日出版的Applied Physics Letter上。

该方法结合了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和一种新的精密的光谱数据处理分析算法技术——支持向量机。表

面增强拉曼光谱的敏感性可辨别低丰度关键分子如DNA，蛋白质和脂肪分子的细微信号，配合使用支持

向量机可有效地显示出样本光谱信号的细微区别。研究人员对68个健康志愿者和93个被临床确诊罹患

前列腺癌的病人的血液样本进行了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结合支持向量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新方法对前

列腺癌症病例识别的准确率高达98.1%。 Applied Physics Letter [2014-09-02]
推荐人：美国物理联合会，张铮铮

咖啡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
一个国际研究小

组在罗布斯塔咖啡基

因组中鉴别出了超过

25000 种蛋白质合成

基因，该项研究成果发

表于 9 月 4 日出版的

Science上。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找到了使咖

啡与其他植物区分开来的基因家族，正

是这些基因让咖啡因的含量在咖啡树中

名列榜首。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基因编

码了甲基转移酶，后者能够通过在3个步

骤中增加甲基团从而将一种黄嘌呤核苷

分子转化为咖啡因。相比之下，茶和可

可豆则利用与研究人员在罗布斯塔咖啡

中鉴别出的甲基转移酶不同的酶合成咖

啡因。参与该项测序研究的美国纽约州

水牛城大学基因组学家Victor AlbertVictor Albert认
为，这一发现表明，植物制造咖啡因的能

力至少进化了2次，一次发生在咖啡树的

祖先那里，另一次则出现在茶与可可豆

的共同祖先之中。

《中国科学报》[2014-09-17]

抗菌感染靶标确证研究获进展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杨财广杨财广

课题组、蒋华良蒋华良课题组与美国芝加哥大

学合作，针对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转肽

酶SrtA发展了小分子抑制剂，并探索了

小分子的作用机制及其治疗耐药菌感染

小鼠的效果，相关研究成果 9月 16日发

表于PNAS上。

在该项研究中，经

过合作研究，研究人员

从 生 物 学 角 度 证 实

SrtA是有前景的候选

抗菌靶标，研究基于

SrtA的晶体结构，虚拟

筛选了30万个化合物

的小分子库，并获得抑制SrtA酶活的苗

头化合物。同时还开展了药物化学合

成，改善了小分子的活性及理化性质，并

通过交叉的体外生物化学实验证实，该

小分子靶向SrtA抑制底物多肽以及表面

蛋白的转肽反应。研究还揭示了小分子

对SrtA转肽SpA的抑制活性，并在活细

菌上展示了小分子抑制剂的作用模式以

及调控的生物学表型。实验表明，该小

分子可以较好地延长感染小鼠的生存

期，具有一定的治愈效果。该所研究人

员进一步揭示了该小分子有抑制革兰氏

阳性菌SrtA的广谱活性，具备进一步开

发成治疗广谱阳性菌感染的新类型抗菌

药物的价值和潜力。

《中国科学报》[2014-09-17]

全球焚烧垃圾产生大量毒气
8 月 19 日 刊 登 在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期刊的研究报告

显示，全球超过4成垃圾遭焚烧处理，产

生的污染与有毒物质远高于官方统计。

这项研究首次对全球的垃圾焚化数据，

以及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汞与

悬浮微粒等污染物质，进行整体评估。

研究人员根据人口、人均垃圾制造量

等现有数据，加上官方的垃圾处理相关数

据，计算出每年全球 20亿 t垃圾，高达

41%都被烧掉。印度与中国的民众焚烧

最多垃圾，若计算垃圾堆焚烧的垃圾数

量，巴西、墨西哥与中国则最多。全球大

部分空气污染来自燃烧垃圾，这些废弃物

包括塑料、电子产品、家具与食物。研究

显示，29%可穿透肺部

的细悬浮粒子、10%的

汞都来自燃烧垃圾。

研究同时也指出，全球

燃烧垃圾产生的碳排

放量，相当于 5%人为

产生的二氧化碳，助长

温室效应。 环球网 [2014-09-09]

最后一种猿类基因组被“破译”

一个国际科研小组称他们已经完成了对生活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长臂猿的基因组测序工作。至

此，地球上所有猿类的遗传密码全部被“破译”。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9月11日出版的Nature上。

研究人员在长臂猿基因组中找到了与前臂和前臂肌腱生长发育有关的基因。基因组研究还表明，猿

类与猕猴等旧世界猴的分化出现在2900万年前，而长臂猿与大猿之间的分化则出现在1680万年前。新

成果也将有助于了解染色体重组现象。科学家还发现了长臂猿基因组特有的一种重复DNA（脱氧核糖核

酸）序列，这些被称作LAVA的片段有上千个之多，它们影响细胞分裂过程中与染色体分离有关的基因。

研究人员还表示，LAVA的存在也许可以解释为何长臂猿染色体重组频率较高。

新华网 [2014-09-11]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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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别样的传教士别样的传教士

沈迦，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2月第

1版。定价：48.00。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陈晓红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看到《寻找·苏慧廉》是被它的推荐

导语所吸引，但并没有对这本书抱有太

大希望，因为既不是我所熟悉的作者，也

不是我所熟知的传主。但是它的副标题

告诉我，这是我喜欢的领域——传教士

与中国。传教士因为同中国屈辱的近现

代史紧密相连，总是能调动我们强烈的

民族自尊心，让人想起轰轰烈烈的义和

团运动以及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以及思

想，即使国外学者写的关于著名传教士

的研究作品因为受到研究体例等方面的

限制也无法进行全面展示。比如德国柯

兰霓著的《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

作》、法国伊夫斯等著的《耶稣会士张诚

——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

一》都是用严谨的论著体例考证传教士

的生平及其在思想上的变化，虽史料充

足，终因缺乏故事性而与中国传统阅读

习惯中的传记相去甚远。这本《寻找·苏

慧廉》却用不一样的表现手法，给我们展

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传教士的一生和他的

精神世界，从而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

传教士真实生活的窗。正如沈昌文在

《是与不是》这篇小文中讲道，游走在各

种体裁中间的文章也许是吸引人的好文

章。我想，这本游走在历史、游记、传记、

评论、研究论文中的《寻找·苏慧廉》从可

读性来看是本好书。

《寻找·苏慧廉》这本书并不是从大

众熟知的传教士着手，而是通过一个大

家并不熟悉的“小人物”切入，管中窥豹

式地描写了传教士的生活，无论是传主

还是写法都让读者觉得新鲜。家喻户晓

的传主的传记固然可以吸引大众的阅读

兴趣，但是，不为读者所熟知的传主的传

记却可以从更生动、更平民化的生活中

细致地刻画出另外一种有血、有肉、有情

的历史。

这本书不同于国内大多参考其他学

者研究文献的研究著作，而是作者沈迦

用了六七年时间，到传主足迹所至之处

认真收集最原始的一手资料，采访同传

主相关的可复原历史的人物，用心所做

的一本书。英国，中国的温州、太原、上

海、香港、澳门这些苏慧廉足迹所至之处

都留下作者的身影；英国国家图书馆、英

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

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

台北胡适纪念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哈佛

大学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明尼苏

达大学图书馆，这些可以查到苏慧廉资料

的地方都留下作者的借阅记录。可贵的

是，这些研究全部是作者自己支付费用完

成的，不是为了完成一个研究课题，而是

为了完成一个信念。这对于从事研究的

人来说也是一次纯粹的精神之旅。

在此之前我并不识苏慧廉，在此之

前我对传教士的印象停留在科技史的书

本里，那只是一个个将西学带到中国的

名字。然而，在看完这本书之后，眼前浮

现的是一个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传教士

传奇的一生。他从少年的意气风发到暮

年苍老的背影都清晰起来。我们感到了

苏慧廉初来传教时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

和文化的无助，他为了拯救温州百姓的

灵魂和身体而一次次扩建医院的辛劳，

为了发展山西教育而作出的努力以及回

到英国后仍然为中国文化传播而做的功

德。重要的是，它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

传教士经历的甲申教案、庚子教案、义和

团运动，感受到了他们作为一个“人”所

感受到的无助——虽然之前在历史教科

书上读到他们狼狈逃跑时感到多么扬眉

吐气。通过苏慧廉，之前的传教士形象

在我心中也丰富起来，自此他们不再是

一个个相似的脸谱，也不再是一串串冰

冷的名字。

虽然在科技传播领域的认识传统

中，传教士用科技作为手段达到传教的

目的，被认为并无真正让中国通过科技

富强之意。作为整体的认识，这些观点

并无太多偏差，国内对传教士的研究也

大多证明这些论证的科学性。在这本书

中我们却能感到一个传教士对中国的热

爱，他不止一次地呼吁要为这个国家做

些实事，兴办医院和教育。他说，中国给

了我们茶，我们却给了他们鸦片，英国亏

欠中国太多了。这种呼吁不仅仅是口

号，而是落实在了他所做的每件事情

上。苏慧廉，是一个别样的传教士。同

时，谁又能否认，每一个“苏慧廉”都不可

能是一个别样的传教士呢？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史学书籍，从

思想层面来看，它在一些地方也触动着

我们反思在科技发展中应有的理智。书

中提到，苏慧廉曾在《拓荒布道》一书中

描述他最初不愿来中国布道的想法，“因

为传教士居然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

前出售一个纯粹的理论，这个理论不能

给他们带来现世的利益”。这是一个年

轻人听到“中国”这个国家时最初的想

法，我们且不评价这种想法是否正确、中

华文化到底是否可以用“实用主义”来概

括，但是对于我们经常会思考的“钱学森

之问”，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也许会有容

易理解的答案。不重视基础和对纯粹真

理的追求，只重视短期利益和眼前利益，

应该也是当下中国科技发展的瓶颈所

在。就连苏慧廉的女儿也指出，“东方在

很短的时间内接受了我们几个世纪的科

技积累，也就是说，东方突然就与爱因斯

坦面对面了，而在此之前，他们尚不知牛

顿为何方神圣”。我们在看到今天科技

发展现状的时候，需要扪心自问，是否跳

级过快而并未打牢根基呢？

当然，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本书作

者因受祖母影响而信仰基督教，使得本

书充满对传主崇敬的感情，这使本书增

色，但同时也使本书局限在个人的感情

中而缺乏更加理性的判断，包括对历史

事件和个人。虽然其中也提到有些在山

西大学堂任教的教员对苏慧廉有微词，

但并未对苏慧廉的性格和处事等方面做

全面的刻画和描写，这也许是中国式充

满感情色彩的传记的共同弱点。

假使我又见了你，隔了悠长的岁月，

我如何致意？

以沉默，以眼泪。

——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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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中国海洋能技术进展 2014★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编著。海洋出版社，

2014年7月第1版，定价：42.00元。

本书跟踪研究当前主要海洋国家的

海洋能发展战略、国际组织的海洋能计

划和国外海洋能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

势，结合我国海洋能技术发展现状，对近

年来我国海洋能技术的进展和成果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本书共分

为：海洋能发展政策、海洋能资源状况、

海洋能开发利用技术进展、海洋能公共

支撑服务系统建设、海洋能技术国际进

展与合作5章，力求全面反映近年来我国

海洋能开发利用工作，汇总我国海洋能

开发利用的主要成就。本书主要针对海

洋能管理人员和海洋能技术研究人员，

旨在为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提供参考，为

研究人员了解相关海洋能技术进展和开

展针对性研究提供依据。

三疣梭子蟹分子遗传学与

遗传育种★

崔朝霞 著。海洋出版社，2014年8月第1
版，定价：80.00元。

本书详细记述了此项科学技术在三

疣梭子蟹的养殖育种方面的应用。培育

优良苗种和通过遗传改良来选育优质、

高产、抗逆的新品种，是加快发展三疣梭

子蟹养殖业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三

疣梭子蟹的育种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应

重视传统育种和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

有必要对当前梭子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关键问题进行一次整理和规范。为了我

国三疣梭子蟹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迫

切需要开展梭子蟹养殖各项基础理论的

研究依靠科技进步，降低成本，提高效

益，更需要利用科技力量助推养殖观念

从传统的“大养蟹”向“养好蟹”转变，从

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防微杜渐，走健康

养殖之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

续占有一席之地。

优秀大学生成长手册

[美] 戴夫·埃利斯 著，毛乐 等译。科学出

版社，2014年5月第15版，定价：48.00元。

书中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生

活、成长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全面、具

体、实用的指导，例如：大学生在大学期

间如何进行自我评估、如何做好学习规

划、如何合理安排时间、如何增强记忆、

如何参与课外活动、如何进行有效阅读、

如何做笔记、如何锻炼批判性思维、如何

应对大学的各科考试、如何理财、如何在

公开演讲中克服恐惧、如何为就业做准

备、如何进行职业规划……书中的一切

对大学生都至关重要。本书是《优秀大

学生成长手册》的第15版；本书的出版目

的是通过提出一种让大学生终生受益的

成功模式，帮助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尽快

度过困惑迷茫期，帮助其在大学阶段取

得出色的成绩，从而实现从平凡到优秀

的蜕变。

微小光学与微透镜阵列
刘德森 等 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 4月

第1版，定价：128.00元。

微小光学是研究微米尺度范畴内光

与物质相互作用和微米尺寸光学元件的

制作、光学特性和应用的科学，是光学的

新发展和重要国际前沿。本书结合作者

及其同事多年的研究工作成果，全面、系

统地讨论了变折射率光学、多种(特别是

异形孔径)微透镜阵列和其他微小光学元

件的基础理论、设计方法、制作技术、光

学特性和器件应用，全书既注意了理论

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又注意了内容上的

实用性，最后简单讨论了微小光学今后

的发展动向。本书适用于从事光纤通

信、变折射率光学、微纳光学、光纤传感

技术、集成光子学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学院有

关专业的老师、研究者和高年级学生阅

读参考。

机载双天线干涉合成孔径雷达

地形测绘原理与方法

谭克龙 苗小利 白志刚等 编著 。科学出

版社，2014年4月第1版，定价：68.00元。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基于“高效能航

空 SAR遥感应用系统地形测绘应用示

范”课题的研究工作逐渐形成的，同时也

参照了一些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论

著。全书的内容安排从 SAR、InSAR的

一般原理，引出机载 InSAR平面定位原

理、高程测量原理，并详细论述机载 In⁃
SAR地形测绘应用研究中的关键技术，

包括机载 InSAR的定标测量及控制测量

技术、机载 InSAR影像的调绘方法、干涉

数据处理方法、机载 InSAR技术生产3D
产品的工艺流程和3D产品制作方法等。

注：带★图书可联系本刊发行部惠购。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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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我博士科研经历中的
经验和教训

自从2006年12月博士毕业，虽然没

有留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但是一直也

没有停止和年轻的工程师以及在校学生

的交流往来。一个偶然的触动，引发我

反思自己博士期间的经验和教训。写此

文章，只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

验和体会，而不是想吹嘘自己。因为，我

觉得只有自己的切身体会，才最深刻。

我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非线

性系统鲁棒自适应控制，主要的研究对

象是空天飞行器，而我当时选择研究的

控制理论方法叫轨迹线性化控制（Tra⁃
jectory Linearization Control）。我的研

究任务简单说来就是考虑空天飞行器的

飞行特征，为其设计一个足够稳定的飞

行控制系统。

轨迹线性化控制方法是美籍华裔教

授朱建潮（Jim J. Zhu）在1998—2000年

期间最先提出来的。直到2005年我第1
次接触时，轨迹线性化控制方法都算是

很新颖的一种非线性控制方法，在国际

上少有论文发表，而在国内则无人从事

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正是因为轨迹线

性化控制方法的新颖性，我综合比较了

该方法与其他非线性控制方法的优劣，

作出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即不仅要将

该方法成功运用于空天飞行器的飞行控

制系统设计，还要克服轨迹线性化控制

方法可能存在的不足，通过改进它，使它

能够应对空天飞行器的飞行特性对于控

制系统性能的挑战。之所以称这个决定

比较大胆，是因为：第1，我需要自学大量

新的和艰深的理论知识，这将是对我的

自学能力和领悟能力的重大考验；第 2，
在研究的道路上，我将成为一个孤独

者。假如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我

连找个交流讨论的人都很困难。

研究初期，一切都看似非常的顺

利。经过一番努力，我熟悉和掌握了轨

迹线性化控制方法并以空天飞行器对被

控对象，设计实现了空天飞行器的飞行

控制系统。仿真验证时，我发现轨迹线

性控制方法虽然有效，但是鲁棒性不足，

即在被控对象存在未知的干扰和不确定

性时，整个控制系统会不稳定，并会随着

不定性的增大，性能衰减直至最终整个

控制系统发散。经过研究，我利用神经

网络对未知非线性函数的逼近能力，将

神经网络自适应技术与轨迹线性化控制

方法相结合，提出一种新的鲁棒自适应

轨迹线性化控制结构。但没有想到我真

正的挑战便从此开始：当我经过一系列

的公式推导得到完整的鲁棒自适应轨迹

线性化控制算法，并用于空天飞行器控

制律设计后，一经运行却发现，整个控制

系统是发散的！我做了无数次的仿真，

修改了无数次的参数，整个控制系统仍

然是发散的，整个研究陷入僵局。

本文写到这里才是我最想与大家分

享的，我想知道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别人

会怎么做。当时为了突破这个难题，我

做了如下几件事：

第 1，我将相关的非线性控制理论、

轨迹线性化控制理论、神经网络自适应

控制理论教材和论文，重新阅读了一

遍。我做此事的目的，是确认我的思路

和方向是正确的。

第2，我开始和国内国外的很多专家

讨论。包括朱建潮教授在内，我给国内

外众多研究非线性系统自适应控制、神

经网络自适应控制的专家写过电子邮

件，得到过他们的帮助。

第 3，我暂时放弃了空天飞行器模

型，而转用简单可靠的数学模型作为研

究对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空天

飞行器数学模型自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影

响整个研究。

第 4，我用同样的研究思路，采用不

同不确定消除技术，即非线性干扰观测

器技术，重新进行理论推导、控制器设

计，并成功开发出种基于非线性干扰观

测器的鲁棒轨迹线性化控制新方法。

第 5，我说服自己的师弟和师妹，为

自己建立了一个小的研究团队。我向他

们充分阐明了当时的状态，请他们考虑

帮助我一起攻克难题。这些师弟和师妹

不仅可以和我一起进行更加深入的讨

论，同时，他们在仿真中获得的数据，成

为我分析的依据，对于我最终解决问题

起到很大作用。

做完这些事情，我开始重新研究我

的神经网络轨迹线性化控制。最终，我

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真让人哭笑不得，仅

仅是错了一个正负号！原来我在引入别

人的神经网络自适应控制思想的同时，

想当然地也将别人的自适应调节律引用

过来，也就是说，我做了大量的公式推

演，但在最后一步，我放松了警惕。而恰

恰在自适应调节律问题上，我的自适应

调节律刚刚

和别人符号

相 反 。 所

以 ，别 人 的

结果是收敛

的 ，我 的 结

果 是 发 散

的。找到并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之后，我

很快达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要

求，顺利地完成我的博士学业。

时隔8年之久，我仍然对当时的情形

历历在目，确实印像太过深刻。将经验

和教训一并总结，供更多的朋友借鉴和

参考：

第 1，一丝不苟、严谨细致是重要的

科学素质。其实最简单和最直接的解决

方案是仔细将公式重新推导一遍，或者

请人帮助推导一遍。在科研的道路上，

一丝不苟、严谨细致不仅是重要的科学

态度，更是重要的科学能力。

第 2，重视理论、相信理论是突破困

难的根本。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

在宏观层面指引正确的方向，所以当遇

到困难的时候，我最先想到和最先实施

的就是检查和确认理论分析结果的正确

性，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解决问题是迟

早的事情，而我扎实的理论基础，也得益

于当时反复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推导。

第3，科学研究和解决问题时需要逼

迫自己主动一点、再主动一点。从前，性

格内向、老实稳重是大多数人对我的评

价。然而，因为读博士，因为遇到的困

难，我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从博士毕

业至今，我逐渐习惯于建设性的思维和

积极的行动，而不是无休止地抱怨或者

停滞不前。

第4，交流与合作是取得最终成功的

重要保证。在攻克难题的整个过程中，

我不仅结识了一大批该领域内的科研同

行、专家教授，并通过交流与合作，和实

验室的师弟师妹结下深厚的友情，我想

这是比我取得博士学位更宝贵的东西。

时至今日，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

协会的一名成员，我会更加鼓励年轻朋友

能够抓住机遇，投身和推动国家的科学技

术发展。希望通过分析自己的经验和教

训，给予更多朋友些许启迪，祝愿他们在

科学和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

———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器适航—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器适航

审定中心高级工程师审定中心高级工程师 朱亮朱亮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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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随着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的逐渐提

高，2011 年中国对外石油依赖度超过

55%，预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

度将达 62%。大规模的石油进口，会加

重中国对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因此发展

生物航空替代燃料不仅可以促进航空业

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本国的国家能

源安全。同时，航空业作为“高碳”俱乐

部的重要成员之一，在节能减排和国际

原油价格飙高的双重压力下，也迫切需

要研发航空替代燃料。

“绿色天空”——航空运输业的出路

目前航空燃料主要为航空煤油，它

比汽油重，比柴油轻，是为飞行的极端环

境研制的，但其终归是石油产物，因此受

原油价格影响严重，并且不可避免的存

在环境污染问题。面对能源危机和气候

变化的双重挑战，当下的国际共识是，寻

找清洁替代能源，发展航空替代燃料。

据统计，全球航空运输业每年消耗

15~17亿桶航空煤油。而随着石油资源

的日益紧缺，燃料成本的上升就成为了

航空业最大的成本支出。目前，燃料成

本占航空公司总成本的比例已经接近

40%。除此之外，环保门槛日益苛刻，航

空煤油产生的CO2虽然只占人类排放量

的 3%，但作为跨区域的运输业来说，其

产生的温室效应的危害却远远大于其他

交通运输业[1]。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IATA，简称“国际航协”）

代表整个航空业向国际民航组织（ICAO）
提出了2020年前实现无碳增长，2050年

碳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 50%等目标。

2009年8月欧盟也公布了“绿色天空”计

划。2010年10月 ICAO第37次会议上，

所有成员国（截止到 2004 年的统计数

据，共有188个成员国）承诺了一个框架

性减排目标：到2020年全球燃油效率平

均每年提高 2%，到 2050年航空业实现

碳中和。碳中和的实现方式包括生物燃

油、空管技术改进、飞机和发动机技术的

创新等。2000多家航空公司被纳入欧盟

排放交易体系，其中包括35家中国公司。

而目前寻找航空替代燃料面临着比

寻找汽车替代能源更严峻的问题。最主

要的障碍不仅是生产、运输上的困难，更

重要的是在极冷环境下如何大量存储与

使用替代燃料。目前研发的替代燃料，

在成本上还远高于传统能源。因此发展

替代燃料的关键还是原料与技术的突

破。

航空替代燃料的应用与发展

航空替代燃料的研究已有几十年时

间，并且已经逐步开始应用于航空领

域。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大的航空公司完

成了生物燃料试飞。英国维珍航空公司

作为第一家完成生物燃料试飞的航空公

司，其燃料的来源主要是椰子油和棕榈

油。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试飞燃料的原材

料则是海藻油和麻风树油。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也使用第二代可再生能源燃料完

成了试飞，原材料为麻风树油。

航空生物燃油的合成技术主要有以

下3种：费托合成技术、氢化处理技术以

及生物合成烃技术。费托合成技术是将

含碳物质气化得到合成气之后再合成液

体烃的技术，该技术由德国科学家家

Fischer Frans和 Tropsch Hans首先提

出，简称 F-T合成。利用费托合成的生

物质合成油工艺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

生物质原料，包括森林和农业废弃物，木

质加工业底料，能源作物，以及城市固体

废弃物等。氢化处理技术具有“不与人

争粮”“不与粮争地”的特性。其主要原

料为稻壳、秸秆、木屑和藻类等非粮食作

物和废弃动物油脂等。而用作航空燃料

的生物燃料必须具有航适性，即不仅需

要具备可再生新型生物燃料的各种特

性，还必须要具有更好的燃烧性能和安

全性能。美国Honeywell’s UOP公司研

发的UOPTM工艺和Syntroleum公司研

发的Bio-SynfiningTM工艺是目前比较

典型的第二代航空生物燃料技术。是通

过改变催化剂的类型以及转化途径，利

用生物合成烃技术也可以产出汽油、柴

油等其他液体燃料。该工艺得到的烃类

液体燃料在组成、性能和功能方面完全

可以替代现有的石油产品。并且。该工

艺所需的氢气可以通过水相重整过程直

接提供，而且生物质原料中的非水溶性

组分经过分离后燃烧产生的能量，可以

为该工艺提供所需的热量和电力，因此

该工艺仅需要很少的外部能源[2]。

空中客车公司（简称“空客”）长期致

力于支持各地创新性航空燃料替代项

目，截至目前，已与美洲、欧洲、澳大利

亚、中东、马来西亚和中国展开了合作。

从2012年开始，中国在航空替代燃料方

面也陆续开展了国际合作项目，共同推

进替代燃料的开发、规模化生产和商业

化进程。2012年 8月，空客与清华大学

合作开展环保型航空替代燃料研究，研

究内容涉及选定替代燃料、建立产业链

和推广商业化模式等。2012年 9月，空

客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共同推进航空生物燃料在中国的生产和

应用。

研发航空替代燃料是应对温室气体

排放和保持航空运输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战略措施。航空替代燃在满足适航标

准的前提下，也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

体系，来确保航空飞行的安全。目前国

外已建立并逐步完善航空替代燃料的标

准评价体系，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方面

还比较落后，尚未建立一整套科学的保

证航空替代燃料适航性的评价体系。为

了加强航空替代燃料在我国航空领域中

的应用，实现我国航空业节能减排和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我国应积极参与到技

术研发以及燃料标准的制定当中，促进

航空替代燃料在航空业中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凯, 夏祖西, 孙婷. 航空生物燃料热稳定

性研究[J]. 石油化工应用, 2012, 31(4):
1-4,20.

[2] 刘广瑞, 颜蓓蓓, 陈冠益. 航空生物燃料制

备技术综述及展望[J]. 生物质化学工程,
2012, 46(3):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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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

基金项目）“公开、公平、公正”（以下简称

“三公”）评审原则反映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管理文化的精髓。“三公”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规定

的基金项目资助工作的根本原则，伴随

着从组织规划、申请评审、资助实施的整

个项目生命周期。

“三公”体现在制定基金发展规划和

项目年度指南上。《条例》第七条明确规

定：“基金管理机构……制定基金发展规

划和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应当广泛听取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有

关国家机关、企业的意见，组织有关专家

进行科学论证。”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官

方网站的公示和意见征集，拥有了广泛

听取社会各界声音的渠道，也使得每一

位不同角色的基金人具有了表述自己想

法的机会。通过对建议的征集、汇总、论

证和修订，最终面世的基金发展规划和

项目年度指南不仅代表了国家层面自然

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体现

了社会各界对不同学科基础研究的迫切

需求。

“三公”体现在依托单位的注册资格

上。《条例》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和其

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开展基础研究的

公益性机构，可以在基金管理机构注册

为依托单位。”普通地方高校与国家重点

建设高校相比，总体师资水平和科研实

力相差巨大，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限项

推荐的条件下更是难以得到申请的机

会。基金项目给予了每个依托单位均等

的申报机会，使得地方高校能在国家级

项目的研究层面上拥有一席之地，对地

方高校重点学科和学位点的申请、建设

与评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最

重要的是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将对高校

的人才培养工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公”体现在基金项目申请人的资

格条件上。《条例》第八条规定：“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

可以申请，其他科研人员通过2名与其相

同研究领域的高级职称专家推荐也可申

请。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

单位的，经与注册的依托单位协商并取

得同意，并可以依照条例规定申请基金

项目资助。”年轻教师由于从事科研工作

的时间较短，在某研究领域内积累不足，

难以形成自己明确的科研方向，同时因

为不具备高级技术职称，在现行对申请

人资历极为看重的各级科技项目评审体

系中，很难获得立项支持甚至根本得不

到申请的资格。基金项目坚持自由探

索、注重创新潜力、发现和培养科技人才

的特点为年轻教师形成科研方向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打开了通往科研世界的希

望之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条例中所

规定的有条件的非依托单位人员申请制

度，给大量在企事业单位和因特殊原因

无工作单位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

申请科研项目提供了重要渠道，实现了

基金管理部门、依托单位和基金申请人

三赢的局面，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

才。

“三公”体现在基金项目的评审过程

中。按照《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章程》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系列管理

办法的规定，基金项目的评审一般需要

经过科学部初审、同行专家通讯评审、学

科评审组会议评审和委务会批准四个阶

段。初审所审查的内容在基金委的管理

办法及年度项目指南中已作出详细的规

定，审查标准对所有申请人一视同仁。

通讯评审通过 ISIS系统向函评专家发送

需评项目的申请书和评议表，在收回评

议结果后利用公式计算出项目的总分

数，高于某一分值的项目可以作为建议

资助的项目进入会议评审阶段。会议评

审专家在充分考虑通讯评审意见和资助

计划后（部分项目需要现场答辩），结合

学科布局和发展对项目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进行表决，半数以上同意的项目可

获得资助。对于有争议的项目由2名以

上会评专家联名推荐，并经2/3以上专家

表决同意后方可获得资助。另外，《条

例》规定了公布通讯评审阶段专家反馈

意见制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和

评审专家的回避制度、以及申请人对项

目不予受理或不予资助决定有异议的复

审申请制度。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

度性规定，让申请人对于评审过程的公

正性充满了信心，使基金项目的评审形

成了一个科学有效的体系，能够保证在

“三公”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选拔出创新

性强的项目予以立项支持。

“三公”体现在监督管理的机制中。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的

规定，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履行独立

监督职能的监督委员会，受理有关基金

项目的投诉和举报，对基金项目的申请、

评审、管理及实施等环节进行监督。任

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有自然科学基金委工

作人员、评审专家、依托单位、项目申请

人或负责人有违背科学道德或违反科学

基金管理规章的不端行为，均可以进行

检举或控告。对于被检举的不端行为，

通过具体情节轻重和当事人态度，分别

作出书面警告、中止或撤销项目、取消项

目申请或评议资格、内部通报批评、通报

批评的处理；对于涉嫌违反党纪、政纪

的，转交有关部门或所在单位处理；涉嫌

违法犯罪的，转交司法机关处理。

“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审原则已经

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工作也赢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可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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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招聘研究助手的考虑因素我招聘研究助手的考虑因素

·职 场·

文//方唯硕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

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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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0年来我的实验室里一直只有

1~2名研究助手。一方面是受资源限制，

另一方面即使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仍

然强调精兵和高效的理念，主动放弃扩

张机会。近来课题进展略显缓慢，我认

为有必要适当增加人手。于是从 2014
年春节过后就在多个网站上张贴招聘广

告。这次招聘我投入了不少精力，前后

面试了五六名申请者才确定录用人员，

看过的简历则更多。

招聘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认真

对待。理由很简单，人员是事业发展的

生命线。对于一个总人数不多且大部分

是学生的实验室，助手的重要性相当高，

因此在招聘PI上势必要亲力亲为。虽然

简历初筛可以交给助手去做，以节省一

些时间和精力，但这样也冒着错过某些

有潜力人员的机会，毕竟助手和PI本人

的视野、经历、着重点都会有所不同。

从我自己和所里其他研究组这几年

招聘的情况看，国外毕业的博士或国内

名校博士毕业且到国外做过博士后的人

员进入课题组做助手已不罕见，而我过

去的观念是这类人应该申请做PI从事独

立研究。上述情况固然可以作为当前就

业形势严峻、高校和研究所进人要求水

涨船高的注脚，但在实际情况中其实也

与申请者的个人意愿以及背景强弱有

关。和我一起面试的同事就曾经说过，

和一些国外毕业的博士相比，国内好学

校的博士发论文也能达到甚至超过他们

的档次。当然发表论文与研究能力之间

是否正相关，常常引起争议，这里不展开

讨论。

我通常会在招聘广告上列出详细的

要求，目的是希望尽量排除相关性过低

的申请，节省招聘双方不必要的时间成

本支出。不过，从广告中的内容无法看

到我在招聘中究竟看重申请者的什么素

质。这里就亮一下我这个招聘者的底

牌。虽然大家在评价标准的细节上会有

不同，但经过多年来的招聘和与同事交

流，体会到我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以供缺乏招聘和应聘经验的新人参

考，也很愿意和同仁交流。

应聘者最好有良好的论文发表记应聘者最好有良好的论文发表记

录录。。我同意整体上质比量重要，但最好

是质和量都有。有时申请者仅发表单篇

的高影响因子论文，有一定偶然性，可能

并非由于申请者的科研能力很强，而主

要是导师选题好、实验室基础好、本人运

气好等一些非个人能力因素使然。在比

较不同人员的发表情况时，我倾向于把1
篇“一区”论文折算为2篇“二区”论文后

比较。我当然知道这种做法有局限性，

实际操作时不会僵化地处理。对于熟悉

的领域我会根据论文的具体内容给出适

当评价，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则请相关

领域的专家给出评价。

如果应聘者的发表记录不够好如果应聘者的发表记录不够好，，那那

么推荐信一定要给力么推荐信一定要给力。。好的推荐信不是

漫无目的地对应聘者进行夸奖，那些针

对性强而且真实的推荐信才会给你最大

的帮助。能否获得一封这样的推荐信，

取决于一个人和导师、领导、同事的相处

之道，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人的

情商。如果求职者想回避导师、领导的

推荐，或者是导师、领导不肯写推荐信，

需要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而且来自其

他人（例如来自非导师的同一教研室或

者系的老师）的推荐信中最好能对此有

所解释。当然，大家能理解学术界确实

有些差劲的导师。如果你不幸摊上这样

的导师，而且他/她已经恶名远扬，那求职

者就不用担心因为拿不到他/她的推荐信

而影响自己找工作了。

应聘者最好有课题组需要但尚不具应聘者最好有课题组需要但尚不具

备或者需要大量使用的技术专长备或者需要大量使用的技术专长。。其实

招聘广告中列出优先考虑的技能，通常

就是这些需要的专长。如果应聘者有机

会通过熟人事先了解招聘者的实验室情

况，可在申请材料中强调自己具有这些

专长。不过，多数申请者事先并没有机

会了解内情，那么在与招聘者交流时，一

旦了解到有关需求，而你又恰好有这样

的专长，要善加利用，凸现自己能够为这

一实验室作出重要贡献。

还有一些其他有助于加分的因素还有一些其他有助于加分的因素。。

如果求职者有协助导师指导本科生和低

年级研究生、独立或协助申请科研基金、

参与论文审稿、课题组事务管理等能力

或经历，也别忘了适当地展现自己，因为

这些事务也是课题组/实验室运转过程中

要面对的。需要提醒求职者注意的是，

阐述这些内容时要实事求是，切忌大而

无当，更不要吹嘘夸大，否则加分因素会

变为减分因素。有时上述那些加分因

素是否能够加分，也取决于实验室的需

求：有的组很大，分工明确，去了就是要

做好一颗螺丝钉；有的组较小，则更欢迎

多面手。

另外，申请者的态度也很重要。如

果你真心希望到某个实验室，想办法体

现出来，但不需要靠奉承。虽然每个老

师的要求不尽相同，但我相信大多数人

会希望招聘到的助手具有诚实、可靠的

品质。这些品质怎么评价？在申请和面

试过程的很多细节中会体现出来。有时

候看似一件小事，却会影响你获得一份

工作，所以关注细节也很重要。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我的要求太多，

过于挑剔。不过我既往的招聘经验表

明，凡是当初放松标准招进来的人员，到

后来基本上都会感到不满意。对此我也

进行了反思，要尽量避免为了填满一个

职位退而求其次，否则将来会让自己和

招聘进来的人都难受（招聘进来的人难

以达到相应的岗位要求，也会很难受）。

最后提醒求职者，上述内容虽然具有一

定普遍性，但仍然是仅供参考，不要随便

套用。求职时重要的一点，是体现出你

申请的针对性。没有人喜欢千人一面而

且信息不足的申请材料，也没有人喜欢

对岗位需求一无所知、随意乱投简历的

求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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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招聘·

研究员

[苏州]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

研究所

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招聘副总指挥。要求：满足中国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要求，能够全时在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工

作，在测试领域有10年以上工作经历，精通设备研发，熟悉微纳

加工工艺及设备。具有真空大科学设置工作经历者优先。联系

人：王瑗，电话：0512-62603086，电子信箱：ywang2007@sinano.ac.
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教授/副教授/讲师

[宁波] 宁波大学

岗位1. 学科带头人。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近5年主持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1项或2项以上国家

级项目，在A、B类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以上，曾担任学科团队带

头人。岗位2. 学术骨干。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近3年主持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1项或省部级教学科

研项目2项，在SCI二区以上发表论文2篇以上，或获国家发明专

利2项以上。岗位3. 优秀博士。要求：具有博士学位，近3年在

本领域C类期刊上发表或被SCI、EI等收录学术论文2篇以上，或

公开出版专著 1部，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电话：0574-
87600288，电 子 信 箱 ：rsc@nbu.edu.cn。 详 情 见 ：http://www.
sciencenet.cn。

助理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土壤生态过程与生态重建

研究组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土壤功能微生物类群（菌根真菌）

生物多样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菌根共生体协同适应

逆境胁迫（重金属污染及干旱胁迫）的分子及信号机制。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良好的微生物学专业背景和研究经验，掌握

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和方法，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主

流刊物至少发表 2篇 SCI论文。具有海外留学经验者优先。联

系人：陈保冬，电子信箱：bdchen@rcees.ac.cn。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清华大学

战略环境评价研究中心招聘博士后。方向：战略/规划环境

评价相关的基础研究与项目实践。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38
岁以下，具有环境规划、环境经济、环境模拟、环境政策评估、生

态系统评价、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相关专业背景。具有水环境

系统分析、水系统建模、流域规划、水资源综合评价或具有区域

规划背景者优先。电子信箱：lyan@mail.tsinghua.edu.cn。详情

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深圳] 北京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流域水环境课题组招聘博士

后。要求：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较强的环境科学、环境

工程、给水排水或水文学/水力学专业背景，已发表SCI期刊文章

或高水平国内核心期刊论文。具有流域水文水质模型、城市排

水系统模型、水环境信息学研究经验者优先。联系人：秦华鹏，

电话：0755-26035291，电子信箱：qinhp@pkusz.edu.cn。详情见：

http://www.yingjiesheng.com。

教授/副教授/讲师

[南京] 中国药科大学

方向：药学各学科及药学相关学科。岗位1. 教授。要求：具

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50岁，在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助理

教授及以上或相当职务。岗位2. 副教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并具有博士后或其他研究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 40岁。岗位 3.
讲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博士后或其他研究工作经历，

年龄不超过35岁。联系人：胡春蕾，电话：025-86185091，电子信

箱：rsc@cpu.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集成计算材料科学与工程中心招聘

研究人员。方向：计算材料物理与化学、计算材料热力学与动力

学和计算材料工程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2年以上海外

研究经历。联系人：孙志梅，电子信箱：zmsun@buaa.edu.cn。详

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方向：以生物质谱为核心的多种蛋白质组学和糖蛋白质组

学分析技术和方法；适用于生物样品和临床样品的新型糖组学

的分析技术和方法；蛋白质及其翻译后修饰的表达调控及其在

人体功能和临床疾病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要求：具有分析化

学、生物学、临床医学相关领域博士学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

高水平研究论文。联系人：高环宇，电子信箱：huanyu_130722@
126.com。详情见：http://www.cas.cn/rc。

博士后

[广州] 中山大学

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Jong Kim教授课题组招聘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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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肿瘤学。要求：具有肿瘤学、生物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具有分析肿瘤组织等临床标本的基因组及表观遗传信息相关研

究经验，了解其发病机制。能用英语熟练交流者优先。电子信

箱：zoc2013@yahoo.com。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研究员/副研究员

[青岛]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海洋生物与碳汇研究中心招聘研究人员。方向：海洋生物

特色资源、海洋生物功能材料、海洋生态环境科学、海洋碳汇生

态工程。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相关方向研究经验。研究员

需符合“青年千人计划”、“百人计划”、“山东省泰山学者海外特

聘教授”等岗位要求；副研究员要求获得博士学位后有 2年以上

科研工作经历，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篇研究论文。联系人：苏

华，电话：0532-80662785，电子信箱：suhua@qibebt.ac.cn。详情

见：http://www.cas.cn/rc。

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力学与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流体力学、动力学与

控制、计算力学、生物力学、固体力学等。岗位1. 教授。要求：具

有博士学位，年龄50岁以下。具有境外高校副教授、助理教授或

相当职务；国内人才应担任国内高校教授或相应职位。岗位 2.
学术骨干。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45岁以下。海外留学归国

人才在境外著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或有3年以上工作经历；国内

人才优先考虑国家级、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联系人：李丹

柯，电话：028-87600797，电子信箱：lidanke@163.com。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方向：天然免疫信号通路相关蛋白及其复合物的结构与功

能研究。要求：近期获得博士学位，具有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

学、细胞生物学等相关研究背景，具有良好的英文写作及交流能

力。电子信箱：zjliulab@ibp.ac.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方向：系统仿真、运筹优化、测控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处理、

计算机技术、电子工程、控制工程、热能工程、工程力学、精密仪

器及机械、宇航工程、动力学与控制等。岗位1.“千人计划”研究

员。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50岁以下，在国外知名大学或著

名科研机构获得教授或相应职位。岗位2.“青年千人计划”。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 5年以上海外科研经历，年龄不超过 40
岁，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研发机构有正式教学

或科研职位。电话：010-82178819，电子信箱：yanglei@csu.ac.

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方向：纳米发电机与自驱动系统；复合型纳米发电机；压电电

子学、压电光电子学及智能系统。要求：具有凝聚态物理、材料、微

电子学、化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有从事纳米材料合成、微电子

学或纳米结构物性测量方面的研究经历。联系人：王中林，电子信

箱：wangzhonglin@binn.cas.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

[镇江]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固体力学、工程

力学、一般力学、结构工程、减灾防灾及防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

程、道路与铁道工程、建筑学、工程管理等。岗位1. 教授。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年龄45岁以下，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或实验室工

作经验，主持完成过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省部级重大项目。具有

海外研修或留学经历者优先。岗位2. 副教授。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年龄40岁以下，近5年在国际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有SCI/
EI等高水平学术论文。岗位3. 讲师/博士后。要求：具有博士学

位，年龄35岁以下，发表过SCI/EI等高水平学术论文。研究方向

为固体力学中的弹性、塑性、损伤断裂以及计算力学者优先。联

系人：倪荣臻，电话：0511-88797036，电子信箱：tmlxxy@ujs.edu.
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方向：膜蛋白结构生物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即将获得

博士学位，在结构生物学或生物化学相关领域获得过良好的科

研训练，以第1作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专业研究论文。电子信

箱：xiaoboliang@moon.ibp.ac.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土壤分子生态学研究组招聘博士后2~3名。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具有微生物学、生态学和土壤学等相关学科背景，在本专

业主流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过研究论文。具有微生物生态学、氮

循环或生物地理学相关研究经历者优先。联系人：张丽梅，电

话：010-62849500，电子信箱：zhanglm@rcees.ac.cn。详情见：http:
//www.cas.cn/rc。

院长

[汕头] 汕头大学

工学院招聘院长。方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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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土木工程。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具有教授职称或在境外知名高校受聘副教授及以上职务，

熟悉高校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了解海内外高等教育情况，有管

理经验、组织协调能力和跨学科交流能力，有境外学习、工作5年
以上经历，年龄不超过 50 岁。联系人：李畅，电话：0754-
86502365。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特聘教授

[杭州] 浙江大学

冷冻电镜中心招聘负责人。要求：具有物理、材料或生物专

业博士学位，并具有国外博士后科研经历，在冷冻电镜或电子显

微学领域内至少有 10年的科研经历并有突出的业绩。电子信

箱：liuwei666@zju.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招聘教师。方向：生物医学电子学。

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担任海外知名大学或机构副教授以上职

位，或在国内高水平大学担任教授职务。在相关领域权威期刊

发表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文。电话：020-87112846，电子邮箱：

shlpeng@scut.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方向：信息与通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土木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光学工程、系统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安全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

数学、物理学、力学、软件工程、统计学、生物学等。要求：具有博

士学位，年龄不超过40岁，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联系人：张

艺，电话：010-51683432，电子信箱：rczp@bjtu.edu.cn。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方向：基因调控网络的动力学及演化；基因（转录中及转录

后）调控过程的表观遗传学建模；细胞特异性和组织特异性的基

因调控。要求：具有数学、统计、物理、计算机、系统生物学、生物

信息学、进化生物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至少有 1篇以上第 1
作者 SCI文章，熟悉 UNIX/Linux系统。有数学建模经验者优

先。电子信箱：zhangzhihua@big.ac.cn。详情见：http://www.cas.
cn/rc。

博士毕业生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招聘教师。方向：化学反应工程、分离工程、化工

过程强化、化工热力学、能源化工、材料化学工程、化学产品结构

组成与调控、化学产品分子设计与模拟。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年龄35岁以下，具有1年以上海外学习或者工作经历，在本专业

和领域的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高水平学术论文。联系人：高

艺 霞 ，电 子 信 箱 ：hgxy@ecust.edu.cn。 详 情 见 ：http://www.
sciencenet.cn。

博士毕业生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分子微生物学、水生生

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酵与代谢

工程、生物转化与制造、海洋生物工程、生物药物工程、生物系统

工程、生物能源工程、生物分子工程、生物过程工程、食品科学、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等。要求：具

有博士学位，年龄35岁以下，具有1年以上海外学习或者工作经

历，在本专业和领域的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高水平学术论

文。联系人：焦国君，电子信箱：shgb@ecust.edu.cn。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教育部环境断裂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3~5名。方向：腐蚀电

化学、环境断裂机理（SCC，HE 和 CF）、材料多尺度模拟计算

（DFT，MD和PF等）、材料力学和断裂物理、信息功能陶瓷等。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海外博士后以上科研经历，在相关领域

发表过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联系人：岩雨，电话：010-
62332345，电子信箱：yanyu@ustb.edu.cn。详情见：http://www.
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合肥]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数学、原子与分子物理、光学

等离子体物理、量子通信、物理学、化学等。岗位1. 教授。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副高以上或相当职称，年龄不超过40岁，以

第 1作者身份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岗位 1. 副教授。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年龄35岁以下，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优先。岗位

3. 博士后。要求：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2年，年龄 40岁以下，能

够全职进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电子信箱：gfkd2y@sohu.com，截止

日期：2014-12-31。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45岁以下。国外应聘者担任高水

平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务或其他相应职务，国内应聘者担任教

授或相应职务。在权威期刊上发表 4篇以上有影响的系列论

文。联系人：吕挥，电话：025-85891809，电子信箱：lvhui401@
126.com。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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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法国]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WHO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WHO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training fellowships in 2015- 2016 to coordinate
and conduct both epidemiological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into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ancer. Disciplines covered are:
epidemiology (including genetic and molecular), biostatistics,
bioinformatics, and areas related to mechanisms of carcinogenesis
including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molecular genetics,
epigenetics, and molecular pathology. There is an emphasis on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from: http://training.iarc.fr/en/fellowships/postdoc.php.http://training.iarc.fr/en/fellowships/postdoc.php.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150150 cours Albert-Thomas,cours Albert-Thomas, 6937269372
Lyon CedexLyon Cedex 0808, France. Tel: +, France. Tel: +3333 ((00))472472 7373 8484 4848; Fax: +; Fax: +3333 ((00))
472472 7373 8080 8080;; E-mail: fel@iarc.fr. http://www.iarc.fr.fel@iarc.fr. http://www.iarc.fr.（源于 Science

[2014-09-11]）

博士后

[丹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seeks for a postdoc of Condensed Matter
Theory. The position will be part of a growing research
environment including collaboration with researchers within the
broader condensed matter group at NBI. Significant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with other theoretical end experimental groups is
also expected to take plac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group
please see http://cmt.nbi.ku.dkhttp://cmt.nbi.ku.dk. Further inquires related to the
project can be directed to Brian M. Andersen at bma@fys.ku.dkbma@fys.ku.dk.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Department is linked at http://www.http://www.
science.ku.dk/english/about-the-faculty/departments/.science.ku.dk/english/about-the-faculty/departments/. Inquiries
about the position can be made to Robert Feidenhans'l. The
position is open from 1. January 2015 or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after.（源于Science [2014-09-12]）

博士后

[捷克] Palacky University

Palacky University opens a position for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on
the visual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in motor control of locomotion
in children (P54). Experimental work including the analysis of
kinetic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alking in children
with normal motorics and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of
motorics with manipulation of such experimental factors as the
type and intensity of walking, physical qualities of the
environment, controlled limitations of visual perception and
anticipation, degree of physical burden and using the paradigm of
double tasks. Fellowships are open to the young scientists who

finished their PhD studies in an appropriate field after March 28,
2008. Excellent level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to work
concurrently on more projects, and ability to prioritize tasks are
expected.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via email (please use
subject heading POSTDOC P54) to vera.holubova@upol.czvera.holubova@upol.cz and as
a copy to rudolf.psotta@upol.czrudolf.psotta@upol.cz. The application has to include:
detailed CV including the list of publications; abstract of the PhD
thesis;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previous supervisor; two letters of
reference; proposed research project description (max. 2 pages);
scanned copy of PhD diploma.（源于Science [2014-09-12]）

博士后

[意大利] University of Rome Tor Vergata

University of Rome Tor Vergata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funded by the ERC Starting Grant NATURE NANODEVICES in
the laboratory of Biosensors and Nanomachine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r. Francesco Ricci. The overriding goal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mimic Nature in the design of novel nucleic
acid based nanodevices that detect cancer, provide detection-
driven therapy, and monitor treatment efficacy. The candidate will
engineer and optimize highly specific biomolecular DNA- based
nanodevices that undergo binding-induced conformational changes
upon target binding and, in doing so, signal the presence of the
cancer marker or release a therapeutic cargo. Requirements:
Expertise in bioengineering, DNA sensors, cell imaging, synthetic
biology, DNA/RNA aptamers, DNA computation, DNA
nanodevic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and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he laboratory can be found at www.francescoriccilab.www.francescoriccilab.
com.com.（源于Science [2014-09-12]）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laboratory of Dr. April Pyle. Research is focused on
improv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keletal muscle progenitor cell
differentiation from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Development of
reprogramming, differentiation and in vitro and in vivo analysis of
skeletal muscle cells are key components of the NIH funded
research project. Research will also include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iation, correction and screening platforms
using control and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DMD)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Candidates must possess a PhD or
equivalent degree and have excellent training in tissue culture,
cell analysis and molecular biology techniques.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skeletal muscle and
animal models is highly desirable. To apply, please provide a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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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career goals in a cover
letter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 with your
application. Please send materials to apyle@mednet.ucla.edu.apyle@mednet.ucla.edu.（源于

Science [2014-09-12]）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open postdoctoral fellow
positions in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in the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Pathobiology.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PhD degree in
Microbiology, Cell biology, Immunology, or a related field.
Experience in small animal model and host immune response to
microbial pathogens is preferred.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study the pathogenesis of Coxiella burnetii and the mechanisms of
vaccine-induced immunity against Q fever. C. burnetii is an
obligate intracellular gram-negative bacterium that causes the
worldwide zoonotic disease, Q fever. Their research program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against C. burnetii infection in
animal models and development of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against Q fever. To apply, email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and
the names/phone numbers of three references to: Guoquan Zhang,Guoquan Zhang,
DVM., PhD,DVM., PhD, via E- mail: zhangguo@missouri.eduzhangguo@missouri.edu.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department website: http://www.cvm.http://www.cvm.
missouri.edu/vpbio/faculty/zhang.html.missouri.edu/vpbio/faculty/zhang.html.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immediately and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s are filled.（源于

Science [2014-09-12]）

博士后

[美国] UT Southwestern

UT Southwestern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o study
mechanisms of chromatin- dependent transcription and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cofactors and
the general transcription machinery. In vitro-reconstituted
chromatin transcription systems are frequently used in the lab to
identify factors and pathways leading to gene activation and
repression. Current focuses include transcription mechanisms and
chromatin dynamics regulated by p53, AP- 1, HPV- encoded E2
and E6 proteins, and Brd4 BET family proteins. The candidate
must have a PhD and a strong background in transcription,
chromatin, protein 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is preferred.
Please forward your CV and names of three referees to: Dr. Cheng-Dr. Cheng-
Ming Chiang, Simmon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UTMing Chiang, Simmon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53235323 Harry Hines Blvd.,Harry Hines Blvd.,
NDND22..210210H, Dallas, TexasH, Dallas, Texas 7539075390--88078807, USA. Phone: (, USA. Phone: (214214)) 645645--
61286128, Fax: (, Fax: (214214)) 645645--63476347,, E-mail: Cheng-Ming.Chiang@Cheng-Ming.Chiang@
UTSouthwestern.edu.UTSouthwestern.edu.（源于Science [2014-09-13]）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one
faculty position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with an expected
start date of July 1, 2015.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candidates
in the broadly defined fields of experimental physical chemistry,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inorganic chemistry. However, they will
consider creative and energetic candidates who show extraordinary
promise or accomplishment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any area
of chemistry. The basic qualification for this position is the
completion of all PhD or equivalent degree requirements in
Chemistry or a related field except the dissertation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A PhD or equivalent degree in Chemistry or a related
field is required by date of hire. All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their
most recently updated curriculum vitae and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and provide at least three but no more than fiv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 cover letter and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are
optional.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heir web- based system at: https://aprecruit.berkeley.edu/apply/https://aprecruit.berkeley.edu/apply/
JPFJPF0053700537..（源于Science [2014-09-08]）

助理教授

[波兰] Lod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od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eeks a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Applied Computer Science. Requirements: PhD degree
in the discipline of computer science; very good knowledge of C,
C ++ and C# programming languages; ability to develop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Windows 8 and Windows Phone 8 platforms; good
knowledge of Objectiv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the ability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designed for iOS platform; ability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for mobile devices using HTML5 technology;
good knowledge of F# and TypeScript programming languages;
good understanding of security in network- based computer
systems; good knowledge of parallel programming paradigms on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 using CUDA and OpenCL technologies;
experience in research on imag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in 3D
electrical capacitance tomography; teaching experience on
programming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iOS, Windows and Windows
Phone, HTML5 technology,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security of
network-based systems, both individually and as a part of a team;
fluency in Polish language; fluency in English language. E-mail:
mariola@kis.p.lodz.pl.mariola@kis.p.lodz.pl.（源于Science [2014-09-12]）

助理教授

[美国] Yale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faculty appointmen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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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ssistant professor from individuals investigating important
questions in biology at the cellular or molecular level. The
Department encourages applications from candidates using any
experimental system, from microbes to multicellular organisms.
The broad research interests of the faculty include molecular
biology and chemical biology, cellular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computational biology, microbiology, genetics, neurobiology, plant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They expect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establish an active research group, be an interactive member
of the faculty, participate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raining, and engage in regular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teaching. Teaching skills are essential. Submit cover letter, a
curriculum vitae and a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interests on line to
https://academicjobsonline.org/ajo/Yale.https://academicjobsonline.org/ajo/Yale.For questions, please E-
mail mcdb.search@yale.edu.mcdb.search@yale.edu.（源于Science [2014-09-12]）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Biology Department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in
Epidemiology.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have a broad
background in biology, will exhibit potential to develop a research
program that crosses and/or transcends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etween epidemiology and biology, and will establish a
high- quality research program tha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undergraduate collaboration and has potential to be competitive for
external funding. To apply, visit http://jobs.stthomas.edu (https://http://jobs.stthomas.edu (https://
www.stthomas.edu/jobsatust/).www.stthomas.edu/jobsatust/). Please submit a cover lett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how your expertise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Department’s programs, a CV, a description of your research
agenda, and a statement of your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experience, and arrange to have three electronic reference letters
sent to Patrycja Jones (JONEPatrycja Jones (JONE26152615@stthomas.edu)@stthomas.edu); email subject
line should read“EPI JOB Candidate’s Name”.（源 于 Science

[2014-09-12]）

助理教授

[美国] Ohio University

Ohio University seeks an individual for a full-time, tenure-track,
9-month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beginning August 15, 2015.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an
outstanding, extern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 in any area of
quantitative plant biology. Individuals with experience in plant
biolog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re invited to apply. The ideal
candidate should have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in statistical 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lant processes or interactions. Minimum
Qualifications: PhD in plant biology, or biology with an emphasis
on plants, or a related field,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cy with R programming. Preferred: 1~2 years postdoctoral
work using quantitative plant biology and evidence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o apply, complete and submit an online application
(www.ohiouniversityjobs.com)(www.ohiouniversityjobs.com) and attach required documents (CV,
cover letter, statement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research
interests/goals, 3 publications representative of your research,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3 references, and unofficial transcripts for
the PhD). Please direct questions to Dr. Morgan Vis, DepartmentDr. Morgan Vis, Department
Chair,Chair, vis-chia@ohio.eduvis-chia@ohio.edu.（源于Science [2014-09-13]）

副教授

[波兰] Uniwersytet Gdański

Uniwersytet Gdański seeks fo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Candidates
applying for the position must hold a habilitation in history, and a
specialty of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The candidates should prov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Proficiency in Polish is required. The documents
should include: Cover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Gdańsk; Curriculum Vitae; Personal data form;
Summary of personal accomplishments; Diploma transcript of
habilitation in the specialty of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List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other research information (incl.
research grants) in the fiel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formation
on other accomplishments in didactics and research (e.g.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in scientific societies); Two references from
associate professors with at least one employed in an academic/
scientific institution other than the University of Gdańsk; The
references sh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qualification,
predisposition for scientific and didactic work; Good command of
the Polish language; A candidate's declaration that the University
of Gdańsk will be the main employer once the candidate has won
the contest. See at http://ec.europa.eu/euraxess/index.cfm/jobs/http://ec.europa.eu/euraxess/index.cfm/jobs/
jobDetails/jobDetails/3394949833949498..（源于Science [2014-09-12]）

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美国]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is seeking exceptional
candidates of the highest caliber for new faculty positions for
laboratory research at all tenure track levels.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an independent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 or expand their current programs addressing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cancer. Several new recruits will
augment an intellectually vibrant and growing group of full- time
faculty. They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investigators who plan
to bridge a deep knowledge of specific human cancers with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and analysis. Interested candidates are
invited to submit to the Department of Oncological Sciences at
oncsci.search@mssm.eduoncsci.search@mssm.edu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in one PDF file:
Curriculum vitae; Up to three manuscripts;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plans; Contact
details of 3 referees; unsolicited letters should not be sent.（源于

Science [201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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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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未来 20
年，我国需要增加30%~50%的粮食产量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

的需求。由于常年的虫害、作物病害、土壤污染和退化、水资

源短缺以及劳动力流失，农业部门任务艰巨，而且这些问题

也随着气候变化而加剧。

为保障食品供给，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受到日益关注。

2008年，中国启动了一项为期12年、投资250亿元的计划，以

推动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但 6年过去了，项目进展缓

慢以及公众的误解使得中国科学家们倍感失望。同时，一些

社会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则担心这些转基因技术提议者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次论坛由NSR常务副主编蒲慕明主持，与 5位不同领

域的与会者一起讨论有关转基因技术的诸多问题。

政府大力支持，发展依旧缓慢
蒲：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持怎样的态度？

朱：目前，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国十分紧迫。随着人口增

长，这一问题会更加严重。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号文件，即

中央政府每年第 1份政策文件，在过去几年一直聚焦农业问

题的原因，其中特别提到了种子产业和转基因技术。政府意

识到转基因技术对于解决民众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且大力投

资其研发。

卢：这与全球转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相一致。2013年，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达到1.75亿ha，相当于全球耕地面

积的11%以上，比上一年度增长3%。

朱：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数以百计

的田间试验被批准实施，6个转基因作物已被批准用于商业

转基因作物在中国转基因作物在中国
Jane Qiu

编者按编者按 近些年，转基因作物及相关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争论，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

及推广的可行性、转基因监管政策的制定、转基因伦理问题等等方面的争论使得转基因作物在中国成为一个复杂而影响广泛的

问题。近期，National Science Review（NSR）组织了一次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专家讨论会，以英文的形式发表于NSR论坛栏目。

《科技导报》以中文翻译的形式呈现讨论内容，供大家参考。图片为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

本文翻译自NSR论坛文章“Controversy of GM crops in China”，译者为徐丁尧。原文引用格式为：Qiu, J. Controversy of GM crops in China.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14; 1: 466-470

刘兵：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卢宝荣：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张兰英：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农民在地种子选育和共享网络”负责人之一

周云龙：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研究员，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朱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蒲慕明（主持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兵 卢宝荣 张兰英 周云龙 朱祯 蒲慕明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344+.1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D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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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76149）；《科技导报》博士生创新研究资助计划项目（kjdb2012002）
作者简介：宋渤，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流体热物性，电子信箱：ckssvva@163.com；王晓坡（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流体热物性，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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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宋渤, 田远思, 王晓坡, 等. CO2/HCs混合物宽区域黏度模型的热力学研究[J]. 科技导报, 2014, 32(27): 19-22.

COCO22/HCs/HCs混合物宽区域黏度模型的混合物宽区域黏度模型的
热力学研究热力学研究
宋渤，田远思，王晓坡，刘志刚

西安交通大学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49
摘要摘要 基于Vesovic-Wakeham理论，建立CO2/HCs二元混合物黏度预测模型，对CO2/CH4，CO2/C2H6，CO2/C3H8，CO2/n-C4H10和

CO2/iso-C4H10这5种重要CO2/HCs二元体系的黏度进行了预测，温度范围为273.15～973.15 K，压力范围为0.1～200 MPa，最大

黏度预测值达140 μPa·s。与大量文献实验数据的比较表明，所预测的黏度计算值具有较高的精度，可以满足工程应用的实际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Vesovic-Wakeham理论；黏度；CO2/HCs；二元混合物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0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2

Viscosity Molding of CO2/HCs Fluid Mixtures in Wide Thermodynamic
Ranges

AbstractAbstract The CO2/HCs fluids are widely discussed in the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studies. The viscosity,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port propertie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applications of CO2/HCs mixtures in different fields.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re effective to supplement the experimental viscosity data in wide thermodynamic ranges. In this paper, viscosity models are built for
CO2/HCs binary mixtures based on the Vesovic-Wakeham theory. The viscosity correlations and the potential parameters of pure
species are selected from literature and utilized in the constructions of models. The viscosities of five industrially important CO2/HCs
binary systems are predicted 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from 273.15 K to 973.15 K and at the pressure up to 200 MPa. The studied
systems are CO2/CH4，CO2/C2H6，CO2/C3H8，CO2/n-C4H10 and CO2/iso-C4H10. The calculated values are compared with a large amount of
experimental viscosity data over a wide temperature-pressure range. The extens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alculated viscosity values
of the present work could be used with confidence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KeywordsKeywords Vesovic-Wakeham theory; viscosity; CO2/HCs; binary mixtures

SONG Bo, TIAN Yuansi, WANG Xiaopo, LIU Zhigang
Key Laboratory of Thermo-Flui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二氧化碳/轻烃混合物（CO2/HCs）在工程生产和科学研究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 2]。CO2/HCs混合物是一类优势互补的

替代制冷剂，CO2可以抑制HCs类物质的可燃性，二者混合还

可以降低CO2较高的运行压力。天然气储层中注入CO2，能够

促进天然气的增产回收，并且是一种碳储存的有效途径。同

时，研究典型的CO2/HCs二元体系间作用，可以进一步揭示流

体微观运动与宏观表象的相互关系。

黏度是流体最重要的迁移性质之一，对于CO2/HCs混合

物的研究和应用，黏度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数据。目前国内外

对CO2/HCs混合物质的热力学性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验

研究 [3～6]，而对迁移性质研究的较少，亟待开展相关的工作。

对于混合物的黏度而言，实验测量手段无法完全满足实际所

需，这就需要利用理论预测方法弥补实验的不足，准确、大量

地获得混合物的黏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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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圆管中流体的微观流动机制微圆管中流体的微观流动机制
朱维耀，田英爱，于明旭，韩宏彦，张雪龄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针对低渗透油藏储层孔隙喉道小的特点，采用管径为20、15、10、5 μm的微圆管，以去离子水和煤油为流动介质，研究微

圆管中流体的微观流动规律，分析去离子水和煤油的实验流速、有效边界层厚度与压力梯度的关系，考察壁面润湿性和流体黏度

对微流动规律的影响。研究表明，微管中流体流速与压力梯度基本成线性关系，随着微管管径的减小，流体流动的非线性程度增

强，且驱动压力越大，微管有效边界层厚度越小，参与流动的流体更多，有效流体边界层厚度占微管管径的比例也随之降低；微管

壁面由亲水性变为疏水性后，流体流速均高于改性前，微管管径越大，作用效果越显著；改变流体黏度时，出现明显的启动压力梯

度特征，实验流体黏度从2.40 mPa·s增至10.20 mPa·s时，对应的启动压力梯度由1.26 MPa/m增加到6.83 MPa/m。

关键词关键词 低渗透；微圆管；微流动；启动压力梯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357.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3

Mechanism of Microscopic Fluid Flow in Microtubes

AbstractAbstract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usually has small pore throat.Based on this characteristic, the mechanism of microscopic fluid
flowin microtubes was studied using one-dimensional microtubeswith inner diameters of 5, 10, 15, 20 μm with deionized water and
kerosene as the flow media.The relationshipsamong flow rate,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and pressure gradient are revealed.Microtubule
surface wettabilitywas changed from hydrophilic to hydrophobic with mixtures of dimethyldichlorosilane, kerosene, and siliconearein
different proportions to form four different simulated oil viscosities to study the law governing the fluid flo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uid flow rate hada linearrelationship with pressure gradient, but nonlinearity of fluid flow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decrease of the
microtubule diameter. Also, the higher the driving pressure, the smaller the effective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and the ratio of
effective fluid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to microtubulediameter decreased with pressure gradient. The fluid velocity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modification of the microtubule wall from hydrophilic to hydrophobic,and the larger the size of microtubules,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effect. The pressure gradient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26 MPa/m to 6.83 MPa/m when the viscosity of the flow
media was changedfrom 2.40 mPa·s to 10.20 mPa·s.
KeywordsKeywords low permeability; microtubes; microflow; pressure gradient

ZHU Weiyao, TIAN Ying'ai, YU Mingxu, HAN Hongyan, ZHANG Xueling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掌握流体在微尺度效应下的微观流动规律，是实现高效

开采的基础。研究流体在低渗透储层内的渗流问题，对于石

油天然气等地下流体资源开发、地面工程及河流堤坝防渗等

具有重要意义[1～4]。低渗透油藏储集层孔道微细，孔隙结构复

杂，比表面积较大，流体分子的平均自由程与流动特征尺寸

比值相对增大，流体流动规律明显不同于宏观尺度下的流

动，流动特性不再符合传统连续介质流体力学理论，流体在

低渗透储层中流动产生微尺度效应[5～8]。目前，许多学者试图

从微观动力学角度解释微通道中流体的流动现象。孙尚武

等 [9]在不同微圆管中进行了水和硅油的流动实验，发现

Navier-Stokes方程依然适应，但选用的微管管径均在 10 μm
以上；王斐等[10]研究了亲水和疏水的微圆管内水的流动特性，

发现流动规律偏离经典理论，避免润湿性对偏离程度有一定

的影响；李洋等[11]在管径为 5~20 μm的熔融石英微管中进行

了去离子水的流动特征实验研究，认为微管中流体的低速流

动具有非线性特征，且随着微管半径减小，流动非线性程度

收稿日期：2014-06-10；修回日期：2014-07-02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1ZX05051）；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3CB228002）；教育部专项（FRF-MP-Ｂ12006B）
作者简介：朱维耀，教授，研究方向为渗流力学、流体力学、油气田开发，电子信箱：weiyaook@sina.com
引用格式：朱维耀, 田英发, 于明旭, 等. 微圆管中流体的微观流动机制[J]. 科技导报, 2014, 32(27):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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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思, 教授，研究方向为流体机械，电子信箱：huangsi@scut.edu.cn
引用格式：黄思，杨富翔，宿向辉. 运用CFD-DEM耦合模拟计算离心泵内非稳态固液两相流动[J]. 科技导报, 2014, 32(27): 28-31.

运用运用CFD-DEMCFD-DEM耦合模拟计算离心泵耦合模拟计算离心泵

内非稳态固液两相流动内非稳态固液两相流动
黄思，杨富翔，宿向辉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广州 510640
摘要摘要 对于泵内固液两相流数值模拟，一般方法是将固体颗粒相视为拟流体，采用多相流的CFD方法进行计算，但这难以体现

固体颗粒形状大小、碰撞、凝聚和分离等特性。本文以工程中常用的 IS型离心泵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M离散元法结合CFD方

法，采用EDEM-Fluent耦合，模拟计算离心泵内非稳态固液两相流动，探索泵内固体颗粒群运动规律及其对外特性的影响。计

算采用的固体颗粒密度为1500 kg/m3，泵入口固相体积率为15%，粒径在1.0～3.0 mm范围内随机变化。计算得到了固液两相

泵随时间的外特性变化，包括泵扬程、泵内固体颗粒体积的变化规律；得到了泵内固体颗粒群的运动轨迹和固相体积率分布等有

价值的结果。

关键词关键词 CFD-DEM耦合；离心泵固液两相流；颗粒群轨迹；非稳态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35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4

Unsteady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Solid-Liquid Two-Phase
Flow in Centrifugal Pump by CFD-DEM Coupling

AbstractAbstract In a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solid- liquid two- phase flow in pumps,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is to treat solid
particles as a kind of quasi-fluid, using the CFD in the multiphase flow case, but in this w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lid particles,
such as the shape and size, the collision, the agglomeration and the separation, can not be reasonably re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unsteady solid- liquid two-phase flow in an IS type centrifugal pump is simulated numerically, using the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DEM) combined with the CFD method. With the coupling of the codes of the EDEM and the Fluent, the motions of the solid particle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pump performance are investigated. In the simulation, the solid particles are 1500 kg/m3 in density, 15% in
the volume rate at the pump inlet, 1.0-3.0 mm in sizes in a random distribution. Some valuable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including
the time-dependent head, the particle trajectories and the solid volume rate distributions in the centrifugal pump.
KeywordsKeywords CFD-DEM coupling; solid-liquid two-phase flow in centrifugal pump; trajectories of particle group; unsteady numerical
simulation

HUANG Si, YANG Fuxiang, SU Xianghui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离心泵广泛用于各种固液混合介质的输送，研究固体

颗粒对泵内流场及外特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工程价

值[1～5]。目前针对流体-颗粒系统的数值模拟，主要有多相流

的CFD方法和CFD-DEM耦合方法。多相流CFD方法是基于

连续介质假设，在欧拉坐标系下把颗粒相看作是整体分散但

局部连续的拟流体相进行多相计算。现有的主要商用CFD
软件一般都包含上述多相流模型，众多学者采用该模型计算

了水泵固液两相流动，并得到了一些研究成果[6~14]。但由于该

方法的颗粒相按连续介质进行处理，从本质上削弱了固体颗

粒非均匀结构的真实性，难以体现颗粒形状大小、相互碰撞、

聚合和分离等特征。

离散元法（distinct element method，DEM）起源于20世纪

70年代[15]，并逐渐应用到有关颗粒系统的计算。该方法考虑

颗粒的形状大小、材料属性、粒径分布等因素，根据牛顿第二

定律求解每个颗粒的受力、位置和速度等变化。CFD-DEM
耦合方法是采用DEM法和CFD法分别求解颗粒和流体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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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CFRC分形微带阵列分形微带阵列天天线研制线研制
陈雪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微波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基于矩量法分析FRC（fractal rectangular curve）分形天线，并用Designer仿真软件进行验证，两者结果基本吻合，对比

FRC分形前后的性能，在驻波与辐射性能相同的情况下，FRC分形有效减小了天线尺寸。设计32个单元的微带阵列天线，该阵

列天线采用泰勒分布、不等相馈电，实现了高增益、低副瓣的扇形波束，并使波束指向偏离法线47°。经过测试，微带阵列天线波

瓣宽度为5°，副瓣低于-20 dB，交叉极化低于-20 dB，验证了矩量法的分析结果。

关键词关键词 FRC分形；矩量法；微带阵列天线；泰勒分布；低副瓣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N828.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5

Design of FRC Fractal Microstrip Patch Array Antenna

AbstractAbstract The FRC fractal antenna is analyzed using the MOM (method of moment), and verified with Designer, and a good
agreement is obtained between their results. The FRC fractal is smaller than the theoretical size of the original rectangular patch with
the similar VSWR (voltage standing wave ratio) and pattern. A 32-element microstrip array antenna is designed, with high gain, low
sidelobe and fan beam with Taylor distribution, pointing at 47° from the norma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fabricated antenna
reach a bandwidth of 5°, the SLL of -20 dB and the cross polarization level of -20 dB, which verifies the result of the MOM.
KeywordsKeywords FRC fractal; MOM; microstrip array antenna; Taylor distribution; low sidelobe

CHEN Xue
Key Laboratory of Microwave Remote Sensing, National Space Science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微带天线具有低剖面、重量轻、成本低等优点，是星上天

线的较好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关于微带天线

的理论研究，广泛应用于移动通信、卫星系统、武器系统和全

球定位系统等[1]。

将分形理论应用于微带天线设计，可实现天线的多频段

和小型化。1975年，Mandel[1]提出分形概念，其结构的自相似

性和空间填充性是分形的主要特征。而分形天线，将分形几

何学应用于天线设计理沦，在天线的几何结构上具有分形特

征，从而改善传统天线的性能。1988年，Nathan Cohen制作

了分形天线[2,3]。此后，国外对分形天线及其性能开展了广泛

研究 [4~7]，目前分形天线已成为天线研究领域的热点。实际

上，分形天线的应用由来已久，如螺旋天线和对数周期天线

等宽频天线都属于分形天线的范畴。常见的分形天线有

Koch分形曲线[5]应用分形边界构造、三角形Sierpinski分形地

毯天线 [6]、Minkowski分形环 [4]和用于电子标签的Hilbert分形

天线[6,7]等。

在微带贴片天线中，分形改变了贴片的电流分布，使电

流沿着曲折的导体面而非简单的几何面分布，增加了电长度，

因此可减小天线尺寸；另一方面，由于分形几何具有自相似特

征，天线可获得多频带特性。这些优点已得到广泛证实[8~10]。

当星上载荷过多时，受布局限制，经常需要天线的主波

束指向偏离一定角度，但对于微带天线来说，由于互耦的存

在，角度偏离过大时会影响天线的副瓣电平。

本文用矩量法分析贴片单元，并设计制作32个单元的分

形贴片阵列天线。为了适应航空遥感任务要求，天线的指向

需要偏斜47°，须不等相馈电，而不等相馈电会改变贴片单元

之间的耦合，加大设计难度。本文采用FRC分形天线作为阵

列单元，在较小阵元间距的条件下，实现高增益，低副瓣的赋

形天线性能，使天线指向偏移法线 47°。通过比较仿真结果

与测量结果，验证FRC分形天线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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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迭代泛函网络在中短期钟差预报中正交迭代泛函网络在中短期钟差预报中
的应用的应用
刘强 1，陈西宏 1，胡邓华 1，薛伦生 1,2，韩贝贝 3，张群 4

1.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西安 710051
2. 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西安 710072
3. 解放军第93492部队，北京 102101
4.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西安 710077
摘要摘要 在卫星钟源无法与地面钟源进行实时比对的时段中，准确预报卫星钟差对于维持卫星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卫

星钟差的中短期预报问题，选择多项式模型对钟差进行建模分析，设计了一种基于滑动窗模型的正交迭代泛函网络算法。利用

泛函网络的非线性学习能力对钟差预报模型进行拟合分析，采用正交函数作为泛函网络的基函数簇，并引入滑动窗思想来更新

输入层元素进行迭代训练，获得较小的预报误差。分析表明，预报时间小于12 h时，预报误差为0.2~0.5 ns，预报精度与 IGU P
精度相当；当预报时间为24 h时，预报误差总体在1 ns，预报精度略次于 IGU P精度；当预报时间为1个卫星周时，最大误差达

130 ns，难以满足卫星运行对钟源的要求。研究表明：该算法适合于短期卫星钟差预报，不适合中长期钟差预报。

关键词关键词 泛函网络；钟差预报；迭代运算；正交序列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22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6

Application of Orthogonal & Iterative Functional Networks to
Intermediate and Short-term Clock Error Prediction

AbstractAbstract Accurate satellite clock error prediction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satellite stable operation when satellites' clocks are not
able to compare with those on the ground.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intermediate and short-term clock error prediction, a polynomial
model is chosen to predict the clock error, and an orthogonal iterative functional networks algorithm based on a sliding window model
is designed, which takes advantage of the non-linear learning ability of functional networks to fit and analyze the clock error model.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when the prediction time is less than 12 h, the predicted errors are between 0.2 ns and 0.5 ns, which is
equivalent to IGU P. When the prediction time is 24 h, the overall errors are around 1ns, which is slightly less than IGU P. When the
prediction time is a satellite week, the maximum error may reach 130 ns, which does not meet the reqirement of the satellites. It is

LIU Qiang1, CHEN Xihong1, HU Denghua1, XUE Lunsheng1,2, HAN Beibei3, ZHANG Qun4

1.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Colleg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51, China
2. College of Marine Engineering,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3. Unit No.93492 of PLA, Beijing 102101, China
4. Information & Navigation Colleg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7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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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阴琪翔, 周国庆, 王涛, 等.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铁路路桥过渡段温度场三维数值分析[J]. 科技导报, 2014, 32(27): 43-48.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铁路路桥过渡段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铁路路桥过渡段
温度场三维数值分析温度场三维数值分析
阴琪翔 1，周国庆 1，2，王涛 1，夏利江 1，刘宇翼 1

1. 中国矿业大学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州 221116
2.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徐州 221116
摘要摘要 基于过渡段相变三维传热分析模型，对未来30年路桥过渡段温度场进行分析与预测，研究了过渡段阴阳坡时空效应对路

桥过渡段长期热稳定性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随着路桥过渡段运营时间的增长，各纵断面最大融化深度部位逐渐由过渡段转

移到台背后路基，各横断面最大融深及最大融化速率位置均由阳坡坡脚转移到路基中心与阳坡路肩之间，相同运营时间，沿台背

方向阴坡坡脚冻土上限变化并不明显；随着运营时间的增长，各横断面阳坡坡脚融化速率均大于天然冻土地基融化速率；各横断

面除阳坡坡脚的其余部位在运营25年以前，人为上限退化率基本小于天然冻土上限，运营25年后，人为上限退化率逐渐大于天

然冻土上限。

关键词关键词 热稳定性预测；数值模拟；路桥过渡段；多年冻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44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7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rmal Field in Permafrost Embankment-
bridge Transition Section of Qinghai-tibet Railway Bridge

AbstractAbstract A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permafrost roadbed-bridge transition section thermal field is built and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adopted to predict and compare the thermal field for different transition section height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ermafrost by raising temperature by 2.6℃ in the coming 50 years. The calc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time, the maximum
thawing depth profile parts move gradually from the transition section to the place behind the embankment，and the positions of the
largest cross-sectional thawing depth and the maximum thawing rate move from the northern slope foot between the slope shoulders to
the subgrade center. The cross sectional northern slope foot thawing rate becomes greater than the natural thawing permafrost
foundation rate. For the rest parts of the transect before the operational 25 years, the artificial permafrost table degradation rate is
lower than the natural permafrost table, and 25 years later, the artificial permafrost table degradation rat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ural permafrost table gradually.
KeywordsKeywords heat stability predic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roadbed-bridge transition section; permafrost

YIN Qixiang1, ZHOU Guoqing1,2, WANG Tao1, XIA Lijiang1, LIU Yuyi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Geomechanics and Deep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地球多年冻土区分布广阔，全球多年冻土区面积约占

总陆地面积的 25%，中国多年冻土区约占国土面积的

22.4%[1,2]。冻土地区的病害主要来源于冻胀与融沉作用，其

中青藏线路桥过渡段作为整个青藏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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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LCDLCD分解的微震信号分析与识别分解的微震信号分析与识别
赵国彦，邓青林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针对矿山微震监测信号识别难，识别速度慢的问题，引入新的非平稳信号的分析方法——局部特征尺度分解法（LCD），该
方法可以自适应地将一个复杂的信号分解为若干个瞬时频率具有物理意义的内禀尺度分量（ISC）之和。与传统的经验模态分解

（EMD）相比，LCD计算的效率更高，并能更好地抑制端点效应。分别对矿山典型的岩石破裂微震信号和爆破振动信号进行LCD，
结果表明，2种信号均得到了有效的分解。对各 ISC作频谱分析表明，2种信号在频率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对各 ISC作Hilbert变换，

得到的能量分析结果表明，2种信号在能量分布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该方法为快速、准确地识别微震信号提供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 微震；LCD；Hilbert变换；信号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8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icro-seismic Signal Based on
LCD Decomposition

AbstractAbstract A new method for non-stationary signal analysis, local characteristic-scale decomposition (LCD), was applied to analysis
of micro-seismic signal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differentiation of micro-seismic signals in mines and improve differentiation
efficiency. With LCD, a complicated signal self- adaptively decomposes into a number of intrinsic scale components (ISC), whose
instantaneous frequencies have physic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method, LCD
method has higher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and better restriction of end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was effective to use LCD to
decompose typical micro-seismic signals of rock fracture and blast vibration signals in mines. Frequency spectrum analysis of each
ISC shows that the two kinds of signal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Hilbert transformation of each ISC
shows that they also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nergy distribution. This method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rapid and accurate
differentiation of micro-seismic signals.
KeywordsKeywords micro-seismic; LCD; Hilbert transform; signal analysis

ZHAO Guoyan, DENG Qinglin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随着微震监测技术在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矿业发

达国家的兴起，中国越来越多的地下矿山也相继引进并装备

了微震监测系统。工程试验表明，岩体破裂变形会产生大量

的微震信号，每一个信号都含有岩体内部状态变化的丰富信

息，对系统接收到的微震信号进行分析、处理，可作为评价岩

体稳定性的依据[1,2]。但矿山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干扰因素多，

如机械设备运转、凿岩爆破施工等均会产生大量的噪声。因

此，如何快速、准确地识别有效的微震信号是当前微震监测

技术领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3]。

目前的微震监测系统，还无法实现有效微震事件的自动

识别和记录，而人工识别效率低，易出错。因此运用时频分析

技术从信号中提取相关的信息尤为重要，例如短时傅立叶变

换[2,3]，小波变换及小波包分析技术[4,5]等，但这些方法都缺乏自

适应性。1998 年，Huang 等 [6] 提出了经验模态分解方法

（EMD），由于其良好的自适应性而被广泛运用于微震、爆破

振动信号的分析之中[7~10]，EMD分解得到的分量信号光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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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滑脱效应的欠饱和煤储层渗透率考虑滑脱效应的欠饱和煤储层渗透率
模型模型
薛培，王延斌，王晋，张新，范晶晶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在多孔介质应力-应变本构公式基础上，考虑有效应力效应、基质收缩效应、滑脱效应对煤储层渗透率的影响，建立欠饱和

煤储层的渗透率动态模型，以沁水盆地某煤层气田为例，模拟储层压力从初始值降至衰竭压力过程中煤储层渗透率变化，分析模

型参数敏感性。结果显示：在开发初期，欠饱和煤储层储层渗透率持续下降，储层压力下降至临界解吸压力时，渗透率降至最低

点，之后渗透率开始上升；储层压力由初始值下降至临界解吸压力3.80 MPa时，渗透率下降至最低值0.186×10-3 μm2，之后渗透

率开始上升，当储层压力下降至2.77 MPa时，渗透率恢复至初始值，储层压力下降至衰竭压力时，渗透率上升至初始值的3.182
倍；兰氏体积应变、杨氏模量及滑脱系数参数值越高，储层最终渗透率改善幅度越大，泊松比值越高，储层最终渗透率改善幅度越

小；与其他参数相比，兰氏体积应变对煤储层最终渗透率改善的影响最为重要。

关键词关键词 欠饱和煤储层；渗透率模型；滑脱效应；有效应力；基质收缩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8.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09

A Permeability Model of Undersaturated Coal Reservoir Considering
Slippage Effect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ess-strain constitutive equation of porous media, a permeability model of the undersaturated coal reservoir
is presented considering the effective stress, matrix shrinkage and slippage effect. Using the model and parameters from the coal seam
of Qinshui basin, the permeability variations of this block in the process of reservoir pressure changing from the initial value to the
depletion pressure are predicted. The model parameter sensitivity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rsaturated coal reservoir, the coal reservoir permeability declines until the reservoir pressure drops to the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after that the permeability rises. The sim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al reservoir permeability in the Qinshui basin reduces
to 0.186×10-3μm2 when the pressure drops to the critical desorption pressure (3.80 MPa), then the permeability begins to rise with the
pressure decline and rebounds to the initial value at 2.77 MPa, and finally at the depletion pressure 0.92 MPa, the permeability
reaches to 3.182 times the initial value. Sensitivity analysis points out that the larger the value of Langmuir volume strain, Young's
modulus and slippage coefficient, the bett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inal permeability, while the Poisson ratio is just the reverse. The
Langmuir volume strai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parameter of the final permeability.
KeywordsKeywords undersatured coal reservoir; permeability model; slippage effect; effective stress; matrix shrinkage

XUE Pei, WANG Yanbin, WANG Jin, ZHANG Xin, FAN Jingjing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煤储层渗透率作为影响煤层气井产能的关键参数，在煤

层气开发过程中，主要受有效应力效应、基质收缩效应和滑

脱效应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目前国外报道，应用较为广

泛的渗透率动态模型主要包括 Palmer & Mansoori模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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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三场环境下页岩蠕变模型的建立深部三场环境下页岩蠕变模型的建立
与试验与试验
王艳春，王永岩

青岛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青岛 266061
摘要摘要 针对深部环境的复杂性，建立了温度-应力-化学三场共同作用下页岩试样蠕变模型，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页

岩在复杂环境下蠕变特性的温度效应和pH值化学效应明显，同一级应力水平下温度越高或者化学酸碱性越强，页岩的瞬时应

变、蠕变应变及蠕变速率越大，达到稳态蠕变阶段的时间也明显延长。pH值对蠕变特性影响程度比温度的影响更明显。采用非

线性元件代替常规线性元件，得到了页岩在深部环境下非线性黏弹塑性蠕变模型，该模型符合深部实际情况，能较好地模拟页岩

在深部复杂环境下蠕变，从而求出模型参数。通过试验数据和拟合曲线吻合情况，验证了本模型的正确性。

关键词关键词 深部环境；页岩；温度-应力-化学三场共同作用；蠕变特性；非线性蠕变模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454，TD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10

Creep Model Establishment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Shale
Under Three Field Deep Environment

AbstractAbstrac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ep environment, a creep model is built and the experimental study is conducted of the
shale under the thermal-mechanical-chemical joint act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are investigated. The experimental
study reveals that both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chemical pH value play a promo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reep under this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or the chemical pH value, the larger the instantaneous strain, the creep strain and the
creep rate will be, and the longer it will take to reach the steady-state creep stage; the impact of the chemistry pH value on the creep
properties of the shal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the temperature. With the method of replacing the conventional linear
component with a nonlinear one to describe the nonlinear rheological part, a nonlinear viscoelasto-plastic creep model of the shale
under the deep complex environment is built, which agrees well with the actual deep situation and can better simulate the creep
properties under the deep complex environment. The model parameters are obtained, an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experimental curves with the theoretical ones. This model can be used for the shale creep behavior prediction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and pH values within the rang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Keywords deep environment; shale; thermal-mechanical-chemical joint action; creep properties; nonlinear creep model

WANG Yanchun, WANG Yongyan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随着地下开采不断向纵深发展，高温度、高应力及化学

腐蚀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环境 [1]使深部岩体表现出强流变特

性、大变形等特点，对深部岩体工程稳定性造成威胁越来越

严重，甚至可能带来严重工程事故。

目前国内外开展温度场，特别是加入化学场的三轴应力

岩石蠕变规律试验研究较少。李荣等[2]进行了泥页岩三轴蠕

变实验研究，泥页岩三轴蠕变产生了过渡蠕变和稳态蠕变两

个阶段，主要表现为稳态蠕变阶段，还得出了蠕变量与时间

相关、蠕变中起强化作用的主要因素是蠕变变形等结论。王

永岩等[3]进行了渗流对泥质页岩蠕变影响研究，表明蠕变量

和蠕变速率都随渗流量的增加呈现非线形增大。目前为止，

国内岩石的蠕变试验大都集中在单一应力场[4～6]及两场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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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萨北过渡带复合热载体吞吐适应性大庆萨北过渡带复合热载体吞吐适应性
研究研究
赵明国 1，察兴辰 1，贾慧敏 1，杨洪羽 2

1. 东北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大庆 163318
2.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六采油厂，榆林 718600
摘要摘要 大庆萨北过渡带已进入高含水期并且产量递减速度较快，在模拟地层条件下，进行了不同焖井时间的复合热载体吞吐室

内实验。通过对复合热载体吞吐的采收率、含水率、生产气油比等指标进行评价，探索了该油藏进行复合热载体吞吐开采的可行

性。结果表明：复合热载体吞吐对于开采该油藏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但其效果与焖井时间、吞吐周期有关。复合热载体吞吐焖井

时间太短或过长效果都比较差。在同样条件下，复合热载体吞吐焖井时间增加，含水率、气油比降低，当焖井时间达到一定时间

后，含水率、气油比增加。随着吞吐周期增加，采收率降低，含水率、气油比增加。对于大庆萨北过渡带，焖井时间为150 s时效

果最好，吞吐3个周期。

关键词关键词 大庆萨北过渡带；复合热载体吞吐；焖井时间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4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11

Adaptability of the Composite Heat Carrier Huff and Puff in
Daqing Sabei Transitional Zone

AbstractAbstract The reservoir development in Daqing Sabei transitional zone is now in the high water cut period, and the production
declines rapidly. Under such situations, the composite heat carrier huff and puff in-house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to achieve a
better reservoir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the recovery rate, the water cut and the production gas-oil ratio,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mposite heat carrier huff and puff in Sabei transitional zone is explored. It is shown that the composite heat carrier huff and
puff enjoys a very good performance, which depends highly on the soak time and the huff and puff cycles. The over-time or too-short-
time well soak will both result in a poor performanc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water cut and the production gas- oil ratio
declin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oak time. When the soak time goes over 150 s, the water cut and the production gas-oil ratio will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huff and puff cycle, the oil recovery, the water cut and the gas-oil ratio increase. The optimal soak
time for the Daqing Sabei transitional zone reservoir is 150 s, with the highest recovery and the lowest production gas-oil ratio and
the huff and puff cycles should be three or four periods and three cycles for the best result.
KeywordsKeywords Daqing Sabei transitional zone; composite heat carrier huff and puff; soak time

ZHAO Mingguo1, CHA Xingchen1, JIA Huimin1, YANG Hongyu2

1. 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2. No.6 Oil Production Plant,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Yulin 718600, China

大庆油田萨北过渡带实验区原油储量大，目前该区块采

油井综合含水率已超过 94%，但采出程度只有 32.17%，可采

储量仍有较大部分未被动用。该区块含油面积3.1 km2，埋藏

深度890~1129 m，油层平均厚度27.6 m，平均孔隙度27%，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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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油田难采储量有效动用潜力评价江苏油田难采储量有效动用潜力评价
杨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分公司，扬州 225009
摘要摘要 随着江苏油田油气勘探成熟度的不断提高，低渗或特低渗、深层、薄层低丰度、自然产能低、产能递减快、常规开采方式无

法实现经济有效开发的难采储量比重逐年增加。本文在高邮凹陷、金湖凹陷以及海安凹陷等26个断块岩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难采储量的地质特点，研究了此类油藏的主流喉道半径、可动流体饱和度、拟启动压力梯度、原油黏度和黏土矿物含量 5个评

价参数，并从储层特征及技术经济风险上，评价了难采储量的有效动用潜力。研究表明，在不采取储层改造、油价730 $/t下，

江苏油田未动用难采储量中有50%以上的断块较难动用。在较高的油价和储层改造的基础上，江苏油田难采储量才能得到有

效的动用。

关键词关键词 难采储量；有效动用；评价参数；岩心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12

Evaluation of Effectiv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Difficult Mining
Reserves in Jiangsu Oilfield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maturity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Jiangsu oilfield, mining reserv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exploit
increase year by year,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 permeability or extremely low permeability, deep layer, thin layer with low
abundance, low natural capacity, dramatic decrease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difficulties in effective exploitation by conventional
mining methods. Considering the geological features of these reserves, this paper studies five evaluation parameters for these reserves
including the mainstream throat radius, movable fluid saturation, quasi start- up pressure gradient, crude oil viscosity, and clay
minerals content, on the basis of core analysis of 26 blocks in Gaoyou sag, Jinhu sag and Hai’an sag.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se reserves was evaluated with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risk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50% of blocks in the unexploited difficult reserves of Jiangsu oilfield remain difficult to exploit with no
reservoir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oil price of 730 ＄/t. A higher oil pri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servoir are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se reserves.
KeywordsKeywords difficult reserves; effectiv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parameters; core analysis

YANG Peng
Jiangsu Oilfield Company,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Yangzhou 225009, China

油田难开采储量是一个相对概念，根据江苏油田复杂小

断块油田的自身特点，把低渗或特低渗、深层、薄层低丰度、

自然产能低、产能递减快、常规开采方式无法实现经济有效

开发的油气归属于难开采范畴。随着油气勘探成熟度的不

断提高，发现的油藏储量品质越来越差，截止2011年底，江苏

油田已发现未开发的探明、控制、预测三级储量达8178×104 t。
为了有序、有效动用这些储量，有必要对这类油藏进行有效

动用潜力评价。

早期国内外对低渗透、特低渗油藏的储层有效动用潜力

评价主要借用渗透率、孔隙度、中值半径、丰度和产能等几个

中高渗油藏评价参数表征，然而随着恒速压汞、核磁共振等

实验手段及低渗、特低渗油藏储层微观结构和渗流机制的新

认识，霍英彩等[1]、杨正明等[2]提出新增喉道半径、可动流体饱

和度、启动力梯度和有效驱动因子４个参数作为低渗透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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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水泵系统研究进展光伏水泵系统研究进展
万晓凤，康利平，余运俊，张燕飞

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南昌 330031
摘要摘要 光伏水泵系统无需电网和燃油，因而在干旱缺水地区及无电地区的应用前景非常好。然而光伏水泵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系

统造价昂贵，最大功率点跟踪方法繁多但通用性差，电机与水泵的类型选择和容量匹配复杂等难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光伏水泵的

推广使用，亟待解决。通过对国内外论文中出现的光伏水泵系统的多种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电机与水泵的选用方案及其容量

匹配等进行综述，总结了各种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的优缺点及其适用范围、各类驱动电机的应用范畴及水泵容量的匹配原则，为

不同应用条件下光伏水泵系统的合理选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光伏水泵系统的优化设计提出5点建议，提出光伏水泵系统今

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光伏水泵；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容量匹配；优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K51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7.013

A Review of the Photovoltaic Pump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The photovoltaic pump system is promising in the arid and non power grid areas, because it can operate without fuel and
without being connected to a power grid.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photovoltaic pump
system, such as the cost of the system is much too expensive,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involves various methods
with poor universality, and the matching of the motor and the pump capacity is complex.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address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hotovoltaic pump syste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studies, including the MPPT
technology, the selection schemes and their capacity matching of motor and water pump.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ll
kinds of MPPT technologies are summarized with respect to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all kinds of drive
motor and the capacity matching principle of pump as an adequat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a photovoltaic
pump system under different application conditions. Finally we put forward five suggestions for the optimum design of the photovoltaic
pump system, and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hotovoltaic pump system.
KeywordsKeywords photovoltaic pump;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technology; capacity matching; optimum design

WAN Xiaofeng, KANG Liping, YU Yunjun, ZHANG Yanfei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choo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由于远离海洋，云量少，晴天多，农

牧业缺水严重。以新疆地区为例，农业用水量 0.8220 m3/m2

（548 m3/亩）[1]是全国同等数据的 1/3；牧草地面积虽然有

5.1114×1011 m2（76670.70万亩），但是其中只有3.4489×1010 m2

（5173.35万亩）为可灌溉草场[1]，其余大部分是天然草场。灌

溉难一直是困扰中国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大难题。

自然灌溉困难，就必须使用提水灌溉。常用的提水灌溉

方式有普通电力水泵、燃油机水泵、光伏水泵，它们使用的能

源不同，因而适用范围各异。中国西部干旱地区，尤其是新

疆的南疆地区，人口稀少，居民居住分散,一般村庄只有 20~
50户人家，村庄之间距离却有几十到几百千米，且平均距离

电网70 km以上。由于这些地区远离电网，交通不便，在该地

区每架设 1 km的 11 kV电网成本约 14万元，而每架设 1 km
的35 kV电网成本约8万元[2]。可见在新疆等西部地区，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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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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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