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图片说明·

逆境胁迫预处理使得植物组织培养高再生不再是梦

植物组织培养高再生是植物转基因育

种的前提条件，其性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植

物转基因育种的广度和深度。然而，目前在

很多植物种类，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粮食作物

品种，高再生品种严重不足，直接影响这些

植物的转基因育种研究工作。因此，选育高

再生植物品种对于加速植物转基因育种进

程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离体组织培养再生性能受多种因

素影响，已得到广泛共识。早期用于提高植

物组织培养过程再生性能的策略往往侧重

于基因型筛选、培养基改良和植物生长调节

剂搭配等方面，忽略了逆境胁迫对植物离体

组织培养再生效果的影响。

选育耐/抗逆境胁迫植物品种一直是植

物抗逆育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对于确保

植物产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的研究

发现，经逆境胁迫预处理的植物，其离体组

织的再生性能也能显著提高。通过对用于

遗传转化的外植体，在进行组织培养前，进

行诸如氧化、渗透、水分、伤害和温度等胁迫

预处理后，其再生出新植株的能力比未进行

胁迫预处理的相同来源的外植体的要明显

提高。这一发现将为植物组织培养再生能

力的提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策略，极大地

促进植物转基因育种进程，加速对植物微观

领域分子功能的认识。相比通过基因工程

手段提高植物组织培养再生性能来说，具有

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研究周期短等特点，是

一项十分值得推广的方法。

《科技导报》2014年第 28/29期第 97~

103页发表的佘茂云等“非生物胁迫处理对

植物离体组织培养再生效果影响研究进展”

一文，主要从氧化、渗透、伤害及温度胁迫等

几个方面，综述了不同胁迫前处理对后续植

物组织培养再生的影响，轻微或短时间的胁

迫对植物再生均有促进作用，为改进植物组

织培养再生率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但植物

再生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实际操

作时尽量控制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或综合

考虑多种因素的正向作用，对培养的植物材

料进行合理地前胁迫处理，以期获得最佳的

组织培养效果。

本期封面图片自上而下示意为组织培

养过程中的4个关键阶段，分别为幼胚离体

培养→愈伤组织诱导→愈伤组织再分

化→再生植株阶段。封面图片由佘茂云

提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吴晓丽吴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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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普遍以论著及其影响力来评价学者。因此，论著署名成为与众多学者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热点问题，一些浮躁心态和违规行

为也相伴而生。

一方面，有人凭借其权力或影响力在并无多少学术贡献的论著上署名或占据超出其贡献的署名顺序。例如，有些研究团队负责人在

团队成员发表的所有论著上署名，人尚未到中年，却已论著等身。又如，有些指导教师将研究生、博士后作为廉价劳动力，按照自己制定的

“潜规则”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或在他们撰写的论文上将自己署名为第1作者。再如，个别大学竟然明文规定，研究生发表论文时

其导师应为第1作者，把违背科学道德的“潜规则”变成“内部制度”。

另一方面，有人将论著署名作为“人情社会”的重要礼物，以此谋取“跨越式”发展。例如，有些人出于晋升职称、获得奖励的需求，在学

术团队内部或合作伙伴之间私下赠送论著署名权，调整论著署名顺序。又如，有些团队负责人对团队成员之间的著作权进行“统筹规划”，

以确保这类“礼尚往来”取得“最佳成效”。再如，有些媒体误导公众，赞扬某学术前辈为了“提携”后人，放弃在具有主要学术贡献的论文上

署名。

在我国学术界，诸如此类的论著署名乱象比比皆是，对本该神圣和纯洁的学术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导致众多处于弱势群体

的青年学者、研究生敢怒而不敢言。这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泯灭了他们的学术创造性。甚至使他们在学术生涯之初就无奈

地接受这样的“潜规则”，并将这类恶习继续“传承”下去。

在20世纪之前，科学家属于自由职业者，大多独自从事个人感兴趣的研究。因此，他们既无多少论著署名的纠纷，更无根据其论著署

名接受学术评价的压力。20世纪以来，科学研究的团队化特征日趋显著，论著署名及其排序也日趋复杂。与此同时，政府和学术机构均建

立了基于论著及其影响力的学术评价和奖励机制，给学者们带来了荣誉和动力，也带来了诱惑和压力。因此，如何在论著署名中体现著作

权归属、如实反映学者的贡献，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管理问题。

在如何看待论著署名这个复杂问题上，取得共识的思想基础是回归论著的本质。我认为，论著既反映作者的学术贡献论著既反映作者的学术贡献，，又体现作者对又体现作者对

人类文明人类文明、、科技发展和人文关怀的多重责任科技发展和人文关怀的多重责任，，更记录下作者探求真理的真实历程更记录下作者探求真理的真实历程，，甚至记载下某些尚未发现的谬误甚至记载下某些尚未发现的谬误。。因此因此，，是否在论著上是否在论著上

署名应遵循署名应遵循33项原则项原则：：一是客观反映研究过程一是客观反映研究过程，，二是具有学术贡献二是具有学术贡献，，三是能够承担责任三是能够承担责任。。至于署名顺序，除了少部分学科以作者姓名字母排

序之外，多数学科是按照作者的学术贡献大小排序。在此基础上，许多期刊采用通信作者来体现研究项目负责人对论文负第一责任，有的

期刊则要求注明每位作者的学术贡献。

我们应该看到：论著署名不仅是学术规范问题，更是学术道德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人类学术活动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科学精神

作为其基石绝对动摇不得，也改变不得。学术论著犹如人类建造科学大厦的基石和砖瓦，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都决定着大厦是否坚实

稳固，是否抵御风雨。论著署名规范与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既容不得以“潜规则”为由侵权，也容不得无原则礼让馈赠。这是科学

精神在系统末梢的灵敏反应。能否敬畏和弘扬科学精神，决定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

我们应该看到：规范论著署名是明晰知识产权归属的重要环节，而知识产权保护是建设创新国家的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自1990年颁布以来，历经3次修正，包含了对论著署名权责的详尽表述，署名权既不能侵犯，也不能转让。但目前全社会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理解还远远不够，甚至漠视无形资产的正当权益。在大学这样的基层学术机构中，要用法制建设保障学术道德建设，为学者的思想

意识增加一道法律防线，以抵御功利主义对科学精神的侵蚀。

我们应该看到：论著署名不规范只是表象，其背后诸多深层次的成因更值得关注。论著署名不规范

折射出学术界浮躁之风弥漫、急功近利盛行。多年来，政府和学术界惯于依靠各种评优来催生创新成

果，但成效并不理想。现在应该给学者们“松绑”，使大家像学术前辈那样潜心治学。同时要抓紧改进和

完善学术评价体系，规范论著署名。开展这些工作迫切需要全社会的密切协同，有关政府部门、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专业学会、学术期刊、出版商等负有重要责任，而做好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论著署名：客观、贡献、责任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胡海岩，上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

兼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盟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宇航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主要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非线性动力学、多柔体动力学、结构振

动控制研究，同时开展高等教育和科技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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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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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回顾与展望

P104 小行星表面热物理模型

P117 2013年度中国SCI期刊引证指标评析

人类正在走向以可再生

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可持

续能源时代。为促进绿色低

碳、智能安全、可持续能源体

系的构建，本文从太阳能是

地球能源的主要源头、能源

利用简史、清洁及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潜力和未来等方

面，回顾了清洁、可再生能源

利用发展的历史，指出未来应进一步创新

发展太阳能、大力发展风能、继续开发水

能、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积极发展氢

能、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

回顾小行星热物理研究中两种热物理模型TPM（thermal physical model）和
ATPM（advanced thermo physical model），进而讨论其科学应用及适用范围，及

在未来小行星探测任务中可能工程应用价值。基于TPM可推算小行星的表面热

惯量性质，利用ATPM不仅可以研究小行星的表面热惯量与表面粗糙度等特性，还

能深入研究小行星的 YORP效应（Yarkovsky-O'Keefe-Radzievskii-Paddack
effect）。研究表明，在目前的观测精度下TPM和ATPM均可有效地研究并揭示小

行星基本热物理性质。

隼鸟号和“嫦娥二号”拍摄的小行星图像

基于汤森路透公司发布的2013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系统分析了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SCI收录的165种期刊的主要文献计量指

标变化。结果表明，2012年度 JCR和2013年度 JCR共同收录的150种期刊的总

被引频次平均值和影响因子平均值在2013年分别上升了17.7%和10.8%，上升幅

度明显高于JCR收录的全部8474种期刊的8.0%和3.5%。并且，2013年度中国已

有13种期刊在相关学科位居Q1区，且有5种期刊 IF的相对位置位于同类期刊的前

10%，表明中国SCI期刊在某些学科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初步比较分析了67
种受“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期刊和83种未受资助期刊影响力变

化情况。

P1 论著署名：客观、贡献、责任
在如何看待论著署名这个复杂问题上，取

得共识的思想基础是回归论著的本质。中国
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认为，
论著既反映作者的学术贡献，又体现作者对人
类文明、科技发展和人文关怀的多重责任，更
记录下作者探求真理的真实历程，甚至记载下
某些尚未发现的谬误。因此，是否在论著上署
名应遵循 3项原则：一是客观反映研究过程，
二是具有学术贡献，三是能够承担责任。

P7 2014诺贝尔奖：
科学新的里程碑

诺贝尔科学奖记录着一百多年来科学研究
的重大成就。本文为读者介绍了2014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及医学奖的获奖
成果，同时说明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

P11 探索月球起源的挑战和展望
数个世纪以来，与月球相关的研究一直是

令人沉迷的科学议题。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
介栏目为读者介绍发表在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A的“探索月球起源的挑战和展
望”专题。

P12 未来非常规天然气发展的
“领头羊”

致密气在美国大规模成功的开发与利用加
快了我国致密气勘探开发的步伐，在全球能源
短缺和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下，必须要改变我
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在非常规天然气之中，致
密气储量最为丰富，理应引领非常规天然气的
发展。

P27 数理与人文
学者在构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引导某一

门学问走向新的方向时，他们的原创力从何而
来？这是理性的选择？还是读万卷书的结
果？丘成桐认为，最重要的创造力，在有了踏
实的知识基础后，源于丰富的感情。他认为，
对自然界的真和美的丰富情感，对于文学和科
学来说是共通的。科学上的创造力不足，正是
因为科学家的人文修养不足所致。

本文贯通文理，殊为难得。

P12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管理及资助成效

中央财政于2008年设立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金投入从 2008年的
1亿元持续提高到了2014年的30亿元，目前
已覆盖 92所中央高校。本文就资金设立背
景、资金定位、使用原则、申请与管理以及取得
的成效做了介绍。

太阳是由氢和氦组成的炽热气团，

内部进行着核聚变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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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0909--2121至至20142014--1010--1010））

1 印度首个火星探测器成功入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4日，印度首个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安”号成功进入火星轨道。“曼加里安”号探测器目前正

在离火星表面大约500 km处正常运行，距离地球2.15亿km。当地时间7:30，“曼加里安”号探

测器发动机开始点火，24 min后将探测器推入火星轨道。随后，在美国、欧洲、印度和澳大利亚

的4个太空雷达监测站均收到探测器信号，确认其进入火星轨道。图片来源：新华社

2 美国龙飞船抵国际空间站 送首台太空3D打印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1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

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这是这种飞船第4次向国际空

间站运送物资。飞船送去首台太空3D打印机、20只小鼠和其

他货物。美国航天局将测试评估3D打印技术在太空微重力环

境下的工作情况。

3 全球首例成功避免单基因遗传病试管婴儿诞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5日消息，世界首例经MALBAC基因组扩增高通量测序

进行单基因遗传病筛查的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

生。婴儿父亲所患的单基因遗传病是指由基因组DNA上1个

或1对等位基因突变所导致。治疗方式应用了近年来新发展的

2代测序技术，其中，MALBAC单细胞全基因组均匀放大技术是

这一工作的关键技术。

4 日本大学医院成功实施全球最精细活体肺移植手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4日，日本冈山大学医院宣布成功进行了一例受体为33
个月大的男童、供体为其母亲的活体肺移植手术。手术摘取母

亲左肺的下叶，将其分割为 2部分，作为新的左右肺移植给男

童。接受移植的是2岁零9个月的男童，是日本年龄最小的肺

移植患者。手术于8月31日实施，男童于9月13日取下人工呼

吸器，22日开始不再使用吸氧设备，恢复自主呼吸。

5 湖南超级杂交稻百亩攻关示范片亩产1004 kg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５日，湖南省龙山县超级杂交稻

第 4期亩产 1000 kg攻关示范片现

场测产验收实现预期目标，平均亩产

1004.5 kg。验收专家组５日在该县

农业局对外界公布科研攻关成果。

龙山县超级杂交稻百亩攻关示范片

属于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

示范工程，是袁隆平率团主持的南方

稻区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工程。 图片来源：龙山新闻网

6 高分二号首次释放亚米级黄金数据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29日，15幅拍自距离地面 60
万m高空的1：4000的卫星影像公

布，影像来自于我国首颗亚米级高

分辨率卫星高分二号。亚米级遥感

数据在国际遥感领域被称作“黄金

数据”。高分二号卫星是中国自主

研制的首颗空间分辨率优于1 m的

民用光学遥感卫星，具备快速机动

侧摆能力和较高的定位精度。

7 中国自主研发肝癌诊断试剂将投入临床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1/30]

8日消息，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王红阳王红阳课题组

经10余年攻关，成功研发出新型肝癌诊断试剂Glypican-3（以

下简称GPC3）。该课题组与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的GPC3检测试剂盒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颁发的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将正式在临床推广应用。

图片来源：新华网

8 2013年我国SCI论文数量达23.14万篇 位居世界第2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1/30]

8日消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了2013年度中国科技

论文统计结果。统计显示，我国的SCI论文数量已达23.14万

篇，位居世界第2。但在显示论文影响力的指标——被引用次

数上，我国排位第4。统计还显示，世界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次

数是11.05次，而我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的平均被引用率为

7.57次，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9 中国实时地转海洋学观测阵大洋观测网初步建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8日，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共布放了196个“实时地

转海洋学观测阵”（即argo）剖面浮标，仍在海上正常工作的有

107个，中国argo大洋观测网初步建成。中国argo计划的组织

实施，确保了我国argo大洋观测网在国际argo计划中的地位，

并有权共享全球海洋上由其他国际 argo计划成员国布放的 1
万多个浮标的观测资料。

10 中国首个海岛兆瓦级微电网建成投运 新能源发电298.4 kw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26日9:30，国内首个在海岛建立的兆瓦级微电网——南麂岛微网经过168 h试运行后正式投入运行。南麂岛微网示范工程监控

系统显示：新能源发电功率为298.4 kW，储能71.98 kW，柴油发电为零。试运行以来，新能源累计发电29070 kW·h，占总负荷需求

56%。岛上供电模式进入全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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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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初，全世界科学界的目光都

会聚焦到瑞典。瑞典皇家科学院会公布

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获奖名

单，而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则会揭晓诺贝尔

生理学及医学奖花落谁家。在此之后，多

位科学家会因为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卓

越成就而被载入史册。而在这本记录人

类一百多年来探索未知世界历程的史册

中，2014年又要增添9位科学家的名字。

2014年最先开启诺贝尔科学奖大幕

的是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10月6日，

拥有美英双重国籍的 John O'KeefeJohn O'Keefe以及

一对挪威夫妇Edvard MoserEdvard Moser和May-BrittMay-Britt
MoserMoser 因为“发现构成

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而获奖。与此同时，

Moser夫妇也成为历史

上第 5 对获得诺贝尔

奖的夫妻（10月6日果壳网）。

3人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出大脑里

的“定位系统”。1971年，John O'Keefe发
现大脑海马体里有一种神经细胞，每当

老鼠身处屋子的某个特定地点的时候，

这种细胞总是会被激活。其他神经细胞

则在大鼠身处其他地方的时候被激活，

于是他认为这些“位置细胞”组成了屋子

的地图。2005年，Moser夫妇发现了大脑

定位系统的另一个关键成分，即一种被

称为“网格细胞”的神经细胞。这些细胞

组成了一个坐标系，允许生物进行精确

的定位和寻路。他们的后续研究表明，

地点细胞和网格细胞共同作用使得定位

和导航成为可能。这套系统就像是大脑

中的GPS，而人类大脑的定位系统和老鼠

的定位系统有相似的地方。正是得益于

他们的出色工作，我们可以回答长期以

来困扰人类的难题——大脑如何给周围

的空间创造地图，我们如何在复杂的环

境中寻找路线。

1天之后，10月 7日，诺贝尔物理学

奖揭晓，日本科学家 Akasaki IsamuAkasaki Isamu 和

Amano HiroshiAmano Hiroshi以及日裔美籍科学家NaNa⁃⁃
kamura Shujikamura Shuji因为“发明有效率的蓝色发

光二极管，催生明亮而节省能源的白色

光源”而获此殊荣（10月7日新浪网）。这

个结果也继承了诺贝尔奖最初的宗旨，

即奖励对全人类带来巨大益处的发明。

当3位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用半导体发出一道蓝光时，他们在发光

技术的领域里开启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红光LED和绿光LED当时已经问世很久，

但是没有蓝光LED的存在，白光灯就无法

制造出来。蓝光LED的发明补足了光谱

上最后一块缺口，让基于LED的白光照明

和全彩色显示成为可能，为之后出现的所

有 LED照明灯、LED背光液晶显示器和

LED全色显示点阵铺平了道路。

白光 LED灯发出明亮的白光，既持

久又节能。由于全球电力的近 1/4都用

在照明上，白光 LED灯为节约地球资源

作出巨大的贡献。鉴于LED的使用寿命

可达10万小时——而白炽灯只可用1000
小时，荧光灯可用10000小时——照明材

料的消耗也大大减少。在提高全球15亿
无法接受电网供应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

面，LED灯有着光明的前途——由于所

需的能量较低，廉价的本地太阳能就能

给LED灯供能。因此尽管蓝光LED仅仅

被发明了 20年，但它已带来了一种全新

的白光生产方式，也为全人类带来了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10月8日，最后一项诺贝尔科学奖公

布结果，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

Eric BetzigEric Betzig、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

化学研究所的Stefan W. HellStefan W. Hell以及美国斯

坦福大学的William E. MoernerWilliam E. Moerner因为“在

超高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方面的贡献”

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0 月 8 日科学

网）。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光学显微技术

无法突破一条极限：它永远不可能获得

比所用光的半波长更高的分辨率。早在

1873年，Ernst Abbe就给传统的光学显微

镜分辨率规定了一个物理极限：它不可

能突破 0.2 μm，这个极限后来也被成为

“阿贝极限”。然而，2014年诺贝尔化学

奖的得主却使用荧光分子成功绕开了这

一极限。

这次获奖的是2项独立的技术。第1
项是Stefan W. Hell于2000年研制的受激

发射减损（STED）显微技术。用该技术仔

细扫描样本，得出的图像分辨率打破了

Abbe提出的显微分辨率极限。Eric Betzig
和William E. Moerner则分别独立地进行

研究，为第2种技术打下了基础，即单分子

显微技术。这种方法依赖于开关单个分

子荧光的可能性。科学家对同一区域进

行了多次“绘图”，每次仅仅让很少量的分

散分子发光。将这些图像叠加起来产生

了密集的纳米尺寸超分辨率图像。

3位获奖者突破性的工作将光学显

微技术带到了纳米尺度，我们可以使用

光学显微镜对神奇的纳米世界一探究

竟。现在，科学家们

能够观察到分子是如

何在大脑神经细胞之

间生成神经突触，可

以追踪帕金森病、阿

尔兹海默症和亨廷顿症患者体内相关蛋

白的累积情况，同时还能跟踪受精卵在

分裂形成胚胎时蛋白质的变化过程。因

此这项技术也将会对生物学和医学的研

究产生深远的意义。

在 2014年诺贝尔奖结果揭晓之前，

汤森路透公布了2014年度“引文桂冠奖”

获奖名单。这份名单被看作是诺贝尔奖

的“风向标”，因为从 2002年到 2013年这

12届名单中，最终有 35位引文桂冠奖得

主获得了诺贝尔奖。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的名单中首次同时出现了 4位华裔科

学家，包括物理学家杨培东杨培东、张首晟张首晟，化

学家邓青云邓青云以及生物学家钱泽南钱泽南。虽然

4人最终并没有获奖，但是 4位科学家在

各自研究领域内已经获得了世界级的成

就，他们作为杰出的代表也向世界科学

界发出了华人科学家响亮的声音。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大学和科研机

构还没有培养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但

是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科研投入

的不断加大，特别是管理体制的不断健

全和创新精神的备受重视，中国科学家

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的科技

成果。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科学家会

继续披荆斩棘，勇攀高峰，并且最终摘取

诺贝尔奖这座“科学界的王冠”。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杨书卷杨书卷））

20142014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科学新的里程碑科学新的里程碑

一百多年来，诺贝尔奖就像是一部史诗一样，记录着人类在

科学研究的旅程中征服过的一座座高峰，也歌颂了人类探索未知

世界的勇气与智慧。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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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教育固然需要适应市场需求并且经

过市场调节，但教育并非仅仅服务市场，

而是服务整个社会！从历史文化长河的

绵延来看，教育可以延续到永远，而市场

仅止存于一定历史阶段。教育应该比市

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教育只能俯

首贴耳听从“市场指令”，那才是教育的

堕落、文明的悲哀。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 章开沅章开沅

《科技日报》[2014-09-10]

我国目前有19个核反应堆，才占了

全国电力的 2%，我国核电不是多而是

少。对于核安全问题，认真分析国际的

核事故，可以在技术和管理上齐下手，把

核电搞得更安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 杜祥琬杜祥琬

中国广播网 [2014-09-23]

过分看重排名对大学的影响很糟

糕，美国最好的大学甚至会抵制排名，希

望中国大学有不在乎排名的自信。我对

博雅学院本科生的期待是，他们能够在

大学奠定广阔的基础，毕业后成为想成

为的任何人才。大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

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

学问家。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 甘阳甘阳

《南方日报》 [2014-09-23]

阅读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开阔视

野，还在于从中提升与充实自己的情怀

与气质。我想不仅仅是科技工作者，不

管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情怀与气质都将

影响一个人最终能达到的高度。做科研

需要专注与坚持，需要发自内心喜欢，否

则很难心无旁骛地坚持下来。我做博士

的时候，我的同屋劝我转行做经济——

这对学数学的人来说太平常了，收入何

止翻几番！但我从没想过转行，因为纯

数学是我的兴趣所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副校长副校长 席南华席南华

《光明日报》[2014-09-23]

20年后的学术大师大都应该出自现

在的青年教师（有人昵称“青椒”）之中。但

如今的青年教师现状的确不容乐观，主要

表现在3个方面：资源少，知名度低，社会

认可度差。其主要原因是，现在“青椒”们

普遍面临着“竞争强、压力大、经济条件困

难”等问题。他们自身也存在着经验少、

定位模糊、专业方向不明等缺陷。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铁铮铁铮

《中国科学报》[2014-09-25]

人一生中的黄金创造期一般在

26~46岁之间，诺贝尔奖获得者出成果

的年龄平均在46岁左右。因此，重视青

年科研人员，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人

才战略的根本。但在我国，无论初级还

是中级岗位青年科研人员，学术地位目

前普遍太低，起步（条件）差。他们在高

校大都只能任讲师，被琐事所累，成才之

路缓慢，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

野生动物资源学院院长野生动物资源学院院长 马建章马建章

《光明日报》[2014-09-25]

当雾霾已经到严重程度，部分城市会

选择洒水解决，但如果雾霾已从光化学反

应转为液相反应的时候，其实靠洒水抑制

扬尘并不正确，而只会加重雾霾。治理思

路上要有时空的选择——正常情况下有

道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没有道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贺克斌贺克斌

中国新闻网 [2014-09-25]

在对本科生的专业知识教育方面，

我国大学普遍存在课程陈旧、教材老化、

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加之教师不投入教

学、不认真备课，不把学术研究中取得的

成果用到教育教学中，导致不少大学生

认为大学学习“学难致用”，“必修课选

逃，选修课必逃”成为大学一景。

————21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熊丙奇

《中国科学报》[2014-09-25]

科研工作一定程度上属于“自娱自

乐”，通过一番挣扎和探寻，最终获得某种

突破性的成果，并从求索的痛苦中解脱出

来，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愉悦”。再比如写

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希望在高水平期刊上

发表。一开始被拒掉很痛苦，或者需要重

新做实验、补充数据，最终过了这个坎儿，

发表了，很多同行引用你的文章，关注你

的工作，和你交流，这就是成就感。

———北京大学工学院材料系教授—北京大学工学院材料系教授

占肖卫占肖卫

《中国科学报》[2014-09-26]

在野外，一棵树的叶子上下都不一

样。如不亲临现场，永远都搞不清楚。

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做起研究来才得心

应手。植物资源不仅对植物科学研究有

价值，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意义重

大，一种植物、一个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

家的命运。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邢福武邢福武

《中国科学报》[2014-09-26]

科研是为了什么？在高校，教师当

然是主要的科研力量，但科研更应该成

为教学的后盾。科研和教学本应密切相

关、不可分离，但现在好像不是这样。教

学才是老师的天职。这对任何教师来

说，都是颠之不破的真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西北大学

造山带地质研究所所长造山带地质研究所所长 张国伟张国伟

《中国科学报》[2014-09-25]

在大学生活开始之前，我希望大家做

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唤醒”内心深处

的梦想！走过这座令人感怀的“思源之

门”，愿同学们谨记“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的校训，以家国情怀济天下，博雅厚德。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校长校长 张杰张杰

《中国科学报》[2014-09-22]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广播网

图片来源：资料图

8



科技导报 2014，32（28/29） www.kjdb.org

子宫移植争议子宫移植争议：：科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科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
长久以来，子宫缺失困扰了许多希望

生儿育女的夫妻。然而近期的一则新闻，

或许会重燃他们生育后代的希望。10月
3日，1名存在天生性子宫缺陷的瑞典女

性在接受了子宫移植手术后1年，顺利剖

腹产下1名健康男婴，这是全球首次成功

移植子宫孕育新生命。10月 4日出版的

The Lancet也刊登了这一医学病历报告。

这一医学突破大受生育专家推崇，但有些

专家却认为，活体移植器官的方法是有争

议的，因为它涉及从活着的捐献者体内取

出子宫，同时被捐赠者需接受强效的免疫

抑制剂药物，这对捐赠和被捐赠双方而

言，都风险巨大，并且有违道德伦理。

医学突破或圆生子梦

据统计，全球大约每 4500名女性中

就有 1名患有先天性子宫阴道缺陷综合

征（MRKH），即无子宫症。在子宫移植技

术研发之前，MRKH患者希望孕育宝宝

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代孕，但在包括挪

威和瑞典的许多欧洲国家，法律明确禁

止代孕。因此子宫移植技术的成功应用

或许会圆MRKH患者的生子梦。

The Lancet报道称，目前世界上还有

另外 6名接受了子宫移植的女子正在孕

育，其中有5名女子的子宫是来自自己母

亲的捐赠，另外 1人的子宫是由 1名绝经

多年的女子提供。现在仅瑞典就有 9名

女子接受了子宫移植手术。

2000年，沙特阿拉伯的Wafa FageeWafa Fagee
医生将一位46岁的进行子宫切除手术的

妇女的子宫移植至另一位26岁的女性体

内，这是首个有记录的子宫移植案例，但

被移植的子宫 3个月后因为血栓问题而

不得不再次被移除。2011年8月，土耳其

的 Derya SertDerya Sert在土耳其阿克代尼兹大学

医院接受子宫移植手术，器官供体为一

位去世的妇女。手术后 3周，Sert首次出

现月经。扫描显示，她体内的新子宫相

当健康且运转良好。2012年 9月 18日，

瑞典哥德堡大学和萨尔格伦斯卡大学医

院宣布成功完成世界首例母女之间子宫

移植手术。2名母亲分别向自己的女儿

捐献子宫。目前，英国、法国、日本、土耳

其等国家都在尝试子宫移植技术。而受

瑞典女子接受子宫移植后成功怀孕、产

子的消息的鼓舞，英国大约 60对夫妇也

希望借助这项领先技术生下孩子。不

过，由于手术耗资不菲，目前只有 5对夫

妇有财力实现这一心愿。

虽然多国积极参与子宫移植技术的

研发，并已有成功移植案例，但是子宫移

植技术能否生育出健康宝宝的未知性使

其阻力重重，技术难题和活体移植子宫

所存的争议是目前最大的限制因素。

技术难题仍然存在

科学家们已经在动物实验中验证了

子宫移植的可行性，并且已有瑞典女性

子宫移植后顺利产子的成功案例，但这

并不意味着子宫移植已经成为一项成熟

的医学技术，这项技术还存在诸多待解

决的问题。

子宫在移植之后会在接受者体内出

现排异反应，因此接受者要服用多种药

物控制排异反应。尤其是接受子宫移植

后成功怀孕的女性，在怀孕前已经服用

大量免疫移植药，这些药物是否会导致

婴儿早产并增加新生儿低出生体重风险

尚不知晓。女性接受子宫移植的目的是

为了生产自己的后代，但大量服用排异

药物，有可能让子宫移植的初衷落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瑞典哥德堡大学的

Mats BrannstromMats Brannstrom博士选择了一种温和的

免疫抑制养生法，以减低副作用和术后

感染风险。Mats等研究人员表示，7位接

受者中只有 4位出现了极微小的排斥现

象，例如白血球增多。英国妇产科专家

Richard SmithRichard Smith则表示，从技术角度而言，

实施子宫移植手术后还需观察1年，以确

定没有排异反应，然后才能植入受精卵。

除了排异反应外，女性的子宫是个复

杂而又纤细脆弱的器官，为它供血的只有

4根非常细的血管，因此很容易产生血块

凝结。例如，Wafa Fagee医生实施的子宫

移植手术，最后就是因为血栓而不得不再

次移除移植的子宫。与此同时，由于移植

手术并没有将子宫连接至输卵管，因此接

受移植子宫的妇女并不能自然怀孕，医生

会采取卵子进行试管受精制造胚胎。并

且由于捐赠子宫不能承受自然分娩时肌

肉自然收缩等压力，通过子宫移植所产下

的宝宝都必须通过剖腹产手术接生出来。

与此同时，由于子宫移植妇女需要

长期服用免疫药物来防止排斥现象，一

旦通过移植手术后生儿育女后，体内移

植的捐赠子宫就必须在接受剖腹产的同

时被摘除掉。这样接受者将不需要终身

服用免疫抑制药，所以这种移植只能是

短期的。

道德伦理争议无法避免

子宫移植技术在为MRKH患者带来

福音的同时，也迅速引起了伦理争议。

目前进行的子宫移植大部分为活体移

植，为了降低排异反应，移植手术多存在

于母女之间的子宫移植。即便如此，英

国的研究小组称发现了不能接受的风

险，他们反对使用活体供者。该研究小

组的发言人Neil HubandNeil Huband表示，子宫移植

并不是拯救生命的移植，它与心脏、肺、

肝脏、肾脏等的移植存在本质上的不

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医学伦理学家

Ruby CatsanosRuby Catsanos也对这样一个重大外科手

术存在的风险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对活

体供者的风险，他提出如果只是为了进

行有争议的“生活质量”移植，那么子宫

移植是否合理，还有待考证。

但曼彻斯特大学生物伦理学专家

John HarrisJohn Harris却不这样认为，他表示，只要

捐助者充分了解它们捐献子宫的用途，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并且一开始捐献肾

脏进行科学试验也不是用来拯救生命，

但其目前被广泛推广为先进的医学治疗

手法，并且医生们都积极鼓励人们冒险

捐献肾脏。

而对于存在的这些争议，英国一慈

善机构的子宫移植项目负责人 RichardRichard
SmithSmith表示，对待子宫移植技术仍然要持

一定的谨慎态度。目前仅从道德伦理学

角度认为让子宫捐献者进行该项手术并

不能拯救生命。但其实在这项技术的背

后，如何让受体者成功的受孕才是目前

科学技术的重大难题，并且对于这项技

术的应用前景，首要关心的问题是如何

在保证母体的血液足够充分流动下，婴

儿从胎盘获得足够的营养。

（本文参考生物探索网站资料，特此

致谢） 文//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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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中国科协八届十一次

常委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主

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七届

中国科协年会框架方案的报告》，听取

了《关于开展独立第三方科技评估工

作的报告》、《关于中国科协推荐两院

院士候选人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

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的工作汇报》

等。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的

规定，经韩启德提名，会议一致表决通

过，尚勇尚勇同志任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4-09-26]

中国科协组团参加第二届

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9月 18—21日，第二届中国（武汉）

期刊交易博览会在武汉举行，中国科协

应邀以“开放创新融合——中国科协科

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为主题组团参

展。110余种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

响力提升计划和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的中

英文期刊进行展示，参观人数达7000余

人次，取得良好效果。中国科协展团获

得“优秀组织奖”和“设计创意奖”；《知识

就是力量》、《植物学报》（英文版）、《中国

国家地理》、《舰船知识》等期刊被评为

2014年“中国最美期刊”。

近年来，中国科协分别实施了精品

科技期刊工程、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

力提升计划，有力促进我国科技期刊的

发展，推动了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数字

化、专业化、品牌化，进一步提升了中国

科技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09-25]
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举办

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中国

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

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于9月20—26日

在中国科技馆举行。

2014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是

全国科普日的重点示范性活动，与全国

各地开展的科普日活动时间同步。活动

围绕“创新引领未来、创新改变生活、创

新在我身边、创新圆我梦想”活动主线设

计，组织科学传播专家、科技工作者和科

普志愿者以及部分有代表性的创新型企

业参与。同时，设立网络科普在线活动

区，集中展示全国各地开展的在线科普

活动，并通过连线让公众参与其他地方

开展的部分科普日活动。

北京市科协 [2014-09-23]
上海市科协学术年会

聚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不同产业之间的跨界渗透与跨界创

新，能否为上海带来一个引领全球的新

产业？现代医学科学发展有着怎样的特

点与趋势，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去

推动医学转化与学科融合发展？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其

优势与短板又在哪里？9月 22日，上海

市科协第十二届学术年会特邀报告会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信息化咨询

委员会委员李德毅李德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曹雪涛，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杜德斌杜德斌分别围绕上述问题发表演

讲。上海市科协第十二届学术年会组织

召开近200场学术交流活动，包括4场综

合学术研讨会，以及若干项专题学术交

流活动，吸引超过2.5万名科技工作者参

与。

上海市科协 [2014-09-25]
2014亚太航空航天技术

学术会议举行

为期3天的2014亚太航空航天技术

学术会议于9月24日在上海开幕。会议

由中国航空学会、英国皇家航空学会澳

大利亚分会、韩国航空宇航学会与日本

航空宇航学会联合主办，由中国航空学

会与中航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联合承办。

与会代表30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澳大

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印度以

及蒙古等国家。

会议邀请了5个大会报告：中航工业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益益

小苏小苏——“航空多功能—高性能结构复

合材料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 John VincentJohn Vincent——

“未来20年亚太地区的空中交通”；韩国

科学技术院MinJeaTahkMinJeaTahk——“用于合作

运输的多功能自主无人机系统”；日本电

子导航研究所Yutaka FukudaYutaka Fukuda——“日本

空管体系远期规划”；中航工业无线电电

子研究所所长王国庆王国庆——“下一代飞机

的任务系统”。会议还安排了7个并行会

议室进行 67组专业交流，270余名代表

宣读论文。

中国航空学会 [2014-09-25]
2014年度邵逸夫奖颁奖

9月24日，2014年度邵逸夫奖颁奖

典礼在香港举行。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学

教授Daniel EisensteinDaniel Eisenstein和英国杜伦大学

物理学教授Shaun ColeShaun Cole、英国爱丁堡大

学天文学研究院宇宙学教授 John PeaJohn Pea⁃⁃
cockcock获天文学奖。日本京都大学生物物

理学教授Kazutoshi MoriKazutoshi Mori和美国加州大

学旧金山市分校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

教授 Peter WalterPeter Walter 获生命科学与医学

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讲座教授

George LusztigGeorge Lusztig获数学科学奖。每项奖

金为100万美元。

邵逸夫奖于2002年创立，旨在表彰

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上获得突破性

成果并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科学

家。邵逸夫奖由邵逸夫奖基金会管理及

执行，每年颁奖1次，本次颁发的是第11
届邵逸夫奖。

《光明日报》[2014-09-26]
2014年诺贝尔科学奖项揭晓

北京时间10月6日下午，2014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来自美国及

挪威的3位科学家John O'KeefeJohn O'Keefe、、May-May-
Britt MoserBritt Moser 和 Edvard I. MoserEdvard I. Moser 获奖。

获奖理由是“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

细胞”。 北京时间 10月 7日下午，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来自日本及美

国的3位科学家 Isamu AkasakiIsamu Akasaki、HiroshiHiroshi
AmanoAmano、Shuji NakamuraShuji Nakamura获奖。获奖理

由是“发明了高效蓝光二极管，带来了明

亮而节能的白色光源”。北京时间10月

8日下午，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来

自美国及德国的3位科学家Eric BetzigEric Betzig、
Stefan W. HellStefan W. Hell和William E. MoernerWilliam E. Moerner获
奖。获奖理由是“研制出超分辨率荧光

显微镜”。每项奖金为800万瑞典克朗。

科学网 [2014-01-08]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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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探索月球起源的挑战和展望探索月球起源的挑战和展望

数个世纪以来，与月球相关的研究

一直是令人沉迷的科学议题。可以认

为，现代天文学的启蒙从伽利略的观测

发现开始，这项令人惊奇的发现表明月

球并不平滑。按照人们先前的想法，月

亮应当是天空中的完美球体，相反的，月

亮表面就像地球那样，具有不规则的外

貌特征。阿波罗号登月成功，开创了人

类认识月球的新纪元，针对月球进行的

科学研究正处于一个令人兴奋的发展阶

段。用于阐明月球起源的2个关键信息

的研究数据越来越全面，首先是新的动

力学模型，这些模型不仅基于有效的计

算机代码，更基于对冲积层基础参数的

探索；其次是对月球和陆地样本中一些

特定元素进行的同位测定，这些测定的

精密度也已今非昔比。

“探索月球起源的挑战和展望”专题

（图 1）发表在 Philosophical Transac⁃
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2014 年

372卷 2024期，由 David J. StevensonDavid J. Stevenson
和Alex N. HallidayAlex N. Halliday整理编辑，包含 1篇

前言文章，2篇讨论性文章，7篇综述文

章，9篇研究论文。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

介栏目从中选取4篇文章为读者介绍围

绕月球起源展开的各种讨论。

http://rsta.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72/2024.toc

图1 探索月球起源的挑战和展望

月球同位素问题研究
普渡大学的MeloshMelosh在文中提到，近

期关于地球和月球同位素成分的比较表

明，不同于太阳系中人们所知的其他天

体，月球——这颗地球的卫星，与地球几

乎具有相同的每一个同位素体系。然

而，月球的化学成分却与地球不同，主要

表现为较低含量的挥发物和可能较高的

铁离子丰度。这些令人吃惊的结果，无

法用当前关于月球起源的主流模型来轻

易地解释，如果针对这一现象人们可以

进行正确解读，有可能将提供一条关于

月球形成的重要线索。目前对同位素类

似结果的解释，有假说认为存在一个与

地球同位素成分相同的撞击块，也有人

认为存在一个纯冰的撞击块，在撞击后

完全汽化。近期的一些假说遵循一个推

论，即地球-月球系统在早期的共振作用

中损失了大量的角动量。同位素相似的

结果，可能成为当前检验有关月球起源

任何理论的试金石。

通过月球样本研究来理解月球

含水的起源和进化
英国开放大学兼自然历史博物馆学

者 AnandAnand和 BarnesBarnes等通过近期使用现

代化仪器对月球采回样本进行的持续分

析，使得对月球内部含水问题的认识发

生了范式化的转移。近期对月球样本的

研究发现月球内部含水，最近在月球科

学领域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莫过于在

月球表面确切发现有水或水冻冰存在的

证据，这些证据由环月探测器探测发

现。综合考虑，采回样本和环月探测器

的探测结果表明，月球正如人们之前所

想象的那样，并非一个无水的天体。新的

观察和测定结果支持了月球内部可能含

水及月球表面清晰水库的存在。此外，结

合月球样本中水量丰度和氢同位素成分

综合分析，有助于追踪和阐明月球水库形

成的相关过程和来源。一系列的来源都

有可能对月球水库的形成起到贡献，包括

月球原初的含水、来源于陨石的水冻冰及

太阳风的氢与月球土壤形成的水。近期

这些研究中有2个最突出的发现，月球内

部至少有一部分的水富含量可与地球上

的洋中脊玄武岩源区相当，地球和月球

的水可能拥有同一个来源。

探索月球：打开太阳系内部的

一扇窗
伦敦大学的CrawfordCrawford和曼彻斯特大

学的JoyJoy认为，月球的地质学记录包含了

太阳系内部历史的大量档案，包括理解

地球-月球体系起源和进化的信息、岩态

星球的地质学进化及局部宇宙环境。在

文章中，他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探索月球

的一个简要综述，并描述了未来的探索

将如何在理解月球、地-月体系乃至太阳

系上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文章认为，未

来研究的进步需要有更多来自于月球表

面采集回来的样本，并使用更新的科学

仪器对其进行分析。有一些科学目标可

以通过机器达成，如原位的地球化学和

地质物理学测定，及完好地返回目标样

本的任务。然而，从更长期来说，月球科

学将极大受益于更新换代的月球表面的

人工操作技术，如近期“全球探索路线

图”的实施。

岩浆海洋冻结过程中月球地幔

是收缩亦或是扩张？
卡耐基华盛顿研究所Elkins-TantonElkins-Tanton

和耶鲁大学的BercoviciBercovici的研究探讨了月

球地幔的多种行为。月球收缩功能的缺

乏通常用于论证月球经历的低温时期有

限，认为月球具有相对低温的初始状态。

早期的低温状态，进一步限制了月球岩浆

海洋的深度。然而，最近的GRAIL重力测

量表明，岩脉侵位于下地壳，这需要整个

星球范围内的月球扩张。从岩浆海洋的

状态开始，作者表明月球岩浆海洋的固化

最有可能导致早期月球地壳的扩张，并且

地壳的黏稠松弛会使收缩或膨胀这样的

早期构造特征无法得到永久记录。引起

这些由岩脉记录下来的扩张，最有可能的

进程，是新固化月球地幔在累积覆盖过程

中的融化。

（（田恬田恬 编译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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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非常规天然气发展的未来非常规天然气发展的““领头羊领头羊””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文//李伟 1，师严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东北电力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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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密气又称致密砂岩气，是指渗透率小于0.1 md的砂岩地

层天然气，通常情况下没有自然产能或自然产能较低，需要经过

特殊的技术作业才具有开采价值，与页岩气和煤层气并称为世

界三大非常规天然气。世界范围内，美国在致密气开发方面最

为成熟，我国紧随其后。致密气在美国大规模成功的开发与利

用加快了我国致密气勘探开发的步伐，这对于我国天然气的发

展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

构中，煤炭消费比重长期居高不下，2013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

为36.1亿 t，约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7.5%，天然气的消

费量为163.2×109 m3，仅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1%。在全球

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下，必须要改变我国的能源消

费结构，而能源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就是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

费的比重，提高石油、天然气及其他清洁能源的比重。根据2010
年油气资源评价和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结果，我国常规天然气

的资源量为52×1012 m3，非常规资源量达到280.6×1012 m3，资源

量十分巨大，是常规天然气的5.4倍左右，而在非常规天然气之

中，致密气储量最为丰富，理应引领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

1 我国致密气资源勘探开发现状及优先发展的优势

致密气资源在我国广泛分布于鄂尔多斯、四川、塔里木、柴

达木、准噶尔和松辽等10多个盆地，有利区面积为32×104 km2，

资源量约占已知勘探总量的90%。我国致密气开发已经初步形成

规模：2012年我国致密气产量为300×108 m3，2013年我国致密气

产量达到340×108 m3，几乎是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1/3。预计到

2030年，我国致密气产量将可能达到1000×108 m3。由此可知，我

国致密气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从现有数据来看，我国致密气储量

丰富，开发条件优良，当前应重点考虑、优先发展其主要优势为：

1）数据切实可靠，资源储量巨大

采用类比法初步估计我国致密气的技术可采资源量约为

12×1012 m3，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这一数字还会不断增大，而

目前我国致密气累计探明率仅为技术可采资源量的18%，并没

有实现致密气资源的全面勘探开发，如果加快勘探开发的进度，

发展潜力巨大。

2）开发技术成熟，开发经验丰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致密气开发经过探索起步、快

速发现和快速发展3个阶段，现在已经克服了技术上的难题，关

键技术已基本过关，逐步形成了有效的开发主体技术和规模配

套技术，直井、丛式井、多分支井、水平井分段压裂等相关技术进

步明显，为致密气大规模开发提供技术保障。

3）与常规气有交叉，具有成本优势

在资源分布上，我国致密气与常规天然气有很多重叠的地

方。致密气开发在管道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以利用常规

天然气现有的基础设施，降低了致密气开发成本，从而提高其开

发的经济效益。

2 致密气资源发展的对策建议

1）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

国家要尽快出台致密气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其提升到国家

战略高度，并作为调整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应、降低天然气对

外依赖的主要着力点。目前我国对煤层气和页岩气的补贴分别

为0.2元/m3和0.4元/m3，而对致密气却没有专门的补贴政策，这

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致密气开发的经济性。国家应通过价格

补贴和税费减免来引导和鼓励致密气的发展。

2）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加快形成科研创新体系

目前，我国致密气开采所使用的技术主要有富集区优选、井

位优选技术、多级加砂压裂技术等，与其他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应当加快对致密气勘探开发技术的研究工作，大幅度提高致密

气的单井产量和开发效益，加强技术的攻关和实验；提升致密气

探测开发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技术瓶颈，降低致密气勘探

开发成本的投入；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培养高科

技人才，尽早形成科研创新体系。

3）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逐渐形成市场定价机制

2014年5月21日，我国与俄罗斯签订了天然气长期购销协

议，这一方面加剧了我国能源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另一方面，由

于中俄天然气协议价高于国内气价，导致天然气的价格出现倒

挂效应。因此，我国亟需合理制定天然气与其他能源的比价关

系，加快天然气定价制度改革，推进阶梯价格机制，大力推动包

括致密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工作，尽快形成市场定价机

制，实现天然气价格合理化。

4）创新监管制度，加强人才培养

国家应尽早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将致密气开发纳入监管

体系，实现政策的制定与监管工作相分离；制定全面的监管标准

和规范以及相应的处罚条例和措施，形成与致密气资源发展相

适应的自我监管、市场监管和环保监管等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加

强对监管队伍和人员能力的建设和培养，建设一支综合素质高、

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过硬的监管队伍，实现国家对致密气行业

的有效监管。

就我国而言，在非常规天然气中煤层气与页岩气的开发利

用正在起步，离规模化和商业化开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到

2030年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将达到2000亿m3，致密气将成为增

长的主要引擎。未来我国致密气的开采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

可期效益，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加快致密气发展的步伐将会

提高我国能源保障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同时还可成为

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的重要手段。从节能减排角度而言，致密

气的开发利用也将为环保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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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单个量子点的远程激发和探测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李强李强

等提出并验证了一种利用银纳米

线上传播的表面等离激元实现远

程激发和远程探测单量子点荧光

的新技术，该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

荧光成像模式。

该研究组发现照射到银纳米

线一端的聚焦激光束可以激发沿

着银纳米线传播的表面等离激元，距离激光光斑数微

米处的量子点可以被表面等离激元激发并发射荧光，

同时量子点的一部分能量可以转化为沿着纳米线传播

的表面等离激元并最终在纳米线的端头发射出来。由

于沿着纳米线传播的表面等离激元是高度局域在纳米

线表面的，所以只有在纳米线近场区域内的量子点才

可以被激发并探测到，从而使得该技术具有很高的空

间分辨率和很低的背景噪音。

《中国物理B》[2014-09-19]
推荐人：《中国物理B》，王久丽

苏禄海的“通风”过程：历史数据分析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李立李立和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甘子甘子

钧钧根据历史观测研究了苏禄海的“通风”过程，并论及其盆间交换。

研究结果表明，在近表层苏禄海的海水更新过程不仅经由民都洛海峡

和锡布图海峡发生，而且有赖于太平洋经苏里高海峡和保和海入流和南海

经巴拉巴可海峡的入流。在表层下方，副热带次表层水（SLW）的核心层位

于约200 m处，可经民都洛海峡不受地形阻挡地进入苏禄海。另一方面，

尽管深度足以令其通过，并无SLW经锡布图海峡流入的迹象。由于侵入

的水体来自南海之北太平洋中层水（NPIW）的上部，它的密度通常不足以

使之沉到海底。因此，其对流过程一般仅及某一中

间深度，导致一不起眼的盐度极小值层。在该层之

下（从1200 m直至海底）则是均一的苏禄海深层水

（SSDW），其盐度仅略高于极小值。有观测证据显

示，在民都洛的入口附近，南海的水文条件季节差

异显著，使之有些时候会提供给民都洛-班乃海峡

入流以密度较高的海水。因此推测，SSDW是来自

民都洛-班乃海峡入流水体性质变化所导致的间歇

性深对流。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14-09-01]
推荐人：Acta Oceanologica Sinica，龙艳梅

年龄对布氏田鼠和长爪沙鼠能量

代谢的影响
布氏田鼠和长爪

沙鼠是内蒙古草原同

域分布的 2种啮齿动

物，前者的体重和野

外寿命要明显小于后

者，这符合寿命随体

型增大而增加的一般

规律。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刘新宇刘新宇等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

随年龄增加，2种动物的能量代谢特征的

改变。

研究发现布氏田鼠的非颤抖性产热

能力随年龄增加而降低，而长爪沙鼠的

非颤抖性产热能力随年龄增加而保持稳

定。布氏田鼠的摄食能力和身体脂肪储

备随年龄增加而降低；而长爪沙鼠摄食

能力不随年龄改变，脂肪储备则随年龄

增加而增加。长爪沙鼠的基础代谢水平

低于布氏田鼠，其繁殖成熟时间更长。

通过研究结果推测，这些随年龄而变的

生理特征反映了2种动物不同的生活史

对策：布氏田鼠更倾向于尽快繁殖，其他

与生存相关的生理指标随年龄增加而迅

速降低，而长爪沙鼠更倾向于将能量投

入到较晚期的存活和繁殖。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4-09-18]

含卤有机化合物与甲状腺素转运

蛋白相互作用的卤代效应
甲状腺素（THs）干扰物（TDCs）能与

THs竞争甲状腺素转运蛋白（TTR）的结

合位点而影响 THs体内平衡。TDCs结

构中的卤素基团是影响 TDCs与 TTR相

互作用的关键性结构因子。大连理工大

学环境学院杨先海杨先海团队研究分析了卤代

化合物与TTR的复合物结构和卤代化合

物与TTR的相互作用势（logRP），发现卤

键和卤氢键、诱导效应和疏水效应是影

响有机卤化合物与TTR相互作用的关键

因素。

研究表明，卤键

（主要是卤氧键）和卤

氢键的形成，增强了

有机卤化合物与 TTR
的相互作用。对可电

离化合物，诱导效应

是 卤 素 基 团 影 响

logRP大小的重要因素，疏水效应是卤素

基团影响多溴联苯醚（PBDEs）等不可电

离化合物与TTR相互作用的主要因素。

《科学通报》[2014-09-22]

石墨烯/Ni/TiO2/CNTs复合物的

制备及其光催化性能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吕慧吕慧等通过溶剂热法，在石墨烯表面负

载掺杂镍的纳米二氧化钛膜，制备石墨

烯/Ni/TiO2复合材料；然后以掺杂的镍为

催化剂，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原位生长

碳纳米管（CNTs），得到石墨烯/Ni/TiO2/
CNTs复合材料。

研究人员通过 XRD、SEM、TEM、

拉曼等方法对制备样品的晶型、微观形

貌等进行了表征，考察了样品在紫外光

及可见光下对甲基橙的光催化降解性能

等。

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石墨烯和

CNTs 的加入使得 Ni/TiO2、石墨烯/Ni/
TiO2、石墨烯/Ni/TiO2/
CNTs 复合物的光催

化活性依次提高，并

且 石 墨 烯/Ni/TiO2/
CNTs 复合物中石墨

烯含量越多时，所得

复合物的光催化降解

性能越好。

石墨烯含量最大的石墨烯/Ni/TiO2/
CNTs样品，在紫外光下对甲基橙的降解

率达到 98%，在可见光下的光催化降解

效率比掺镍TiO2提高了3.5倍。

《无机材料学报》[2014-10-20]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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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细菌隐藏的对付抗生素的秘密武器

9月9日，普林斯顿大学Robert AustinRobert Austin研究团队在Biomicrofluidics上报道了他们所发现的2类相似的

大肠杆菌菌株如何通过截然不同的基因突变迅速发展出相似水平的抗生素耐药性。

研究团队使用了一种定制的微流体仪器，它包含大约1000个相连的可供细菌种群生长的微生境。该仪

器可产生类似于与在细菌自然生存环境，如消化道和人体其他内部结构中所发现的复杂的食物梯度和抗生

素。通过对接触过抗生素环丙沙星（Cipro）的野生型和GASP突变型菌群的基因组排序，研究人员发现不同

的基因变异可导致相似水平的抗药性。比如，在GASP中有2种不同的突变菌株出现：一种抗药的GASP菌

株，它的进化方式是通过从感染细菌的病毒中借用“DNA”残片，从而成为了不需要生物膜就可以在外界压

力中存活的菌株。另外一种抗药GASP菌株没有通过“嫁接”方式，而是通过其他几种途径最终也产生了抗

药性。能够使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相同的问题说明细菌能够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基因“武器”对抗抗生素，从而

使它们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更不易被消灭。 Biomicrofluidics [2014-09-09]
推荐人：美国物理联合会科技新闻部，张铮铮

科学家称最早的鸟类可能没有

胸骨
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周忠和周忠和研究

团 队 9 月 23 日 在

PNAS 上发文称，对

已知最早的有羽毛

的恐龙近鸟龙和最

早的鸟类之一会鸟

的研究表明，最早的鸟类可能没有胸骨，

飞行能力十分有限。

研究人员表示，以往研究的近鸟龙和

会鸟的化石标本数量极其有限，因此对它

们没有胸骨有3种解释，一是化石本身保

存不够完整，胸骨在埋藏过程中丢失；二

是个体发育不完全，胸骨为软骨，没有骨

化，所以没有保存为化石；三是这两种动

物本来就没有发育出胸骨这一结构。在

新研究中，周忠和等详细统计研究了山东

天宇自然博物馆收藏的226件近鸟龙化石

标本，以及96件会鸟的化石标本。骨组织

学分析表明，无论最大的成年个体还是最

小的未成年个体，都不存在胸骨，从而说

明胸骨不存在并非个体发育原因造成。

新华网 [2014-09-09]

肿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大连医科大学教育部肿瘤创新团队

汪洋汪洋课题组取得重大研究突破，研究成

果9月8号发表在Cancer Cell上。

在研究中发现，RBM4蛋白是基因剪

接的重要分子，也被认为是一个肿瘤抑

制因子。激活RBM4可选择性剪接Bcl-
x 基因，使其具有抗肿瘤特性。同时

RBM4可反向调控剪接调节因子SRSF1
对靶标的剪切，从而更

好地发挥其抑癌作用，

为肿瘤预后预测和治

疗提供了新靶点。汪

洋的最新研究成果还

表明，剪接因子RBM4
在肿瘤中的应用，为开

发新的治疗方法，来阻

止使癌细胞增殖和扩散的遗传通路变

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同时，RBM4
的数量，决定相关基因被正确地剪接，阻

止癌症的发展和转移。这意味着，癌症

患者中的RBM4水平，实际上可以预测

存活率。 科学网 [2014-09-25]

侏儒星系首次发现特大质量黑洞
天文学家日前首次发现了有力证

据，表明在一个侏儒星系中存在一个特大

质量黑洞。这一发现表明，特大质量黑洞

在周围宇宙中的数量可能是之前估计的2
倍，它们中的许多都隐藏在那些看似不起

眼的小型星系的中心。美国盐湖城犹他

大学的Anil SethAnil Seth和同事在9月18日出版

的Nature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最初对超小型矮星系

M60-UCD1产生了兴趣，这部分缘于其

释放的X射线暗示它可能蕴涵着一个黑

洞。美国宇航局的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

的图片表明，这一星系在其中心蕴涵着

一个高密度的质量团，然而研究人员并

不知道如何利用质量推测出一个黑洞的

存在。特大质量黑洞通常拥有约0.5%的

聚集在星系中央的

恒 星 的 质 量 ，而

M60-UCD1 的黑洞

则具有约 18%的星

系恒星的质量，从而

使得这一引力怪物

能够对星系的形状

和结构施加更大的

影响。

《中国科学报》[2014-09-28]

非洲发现第1种会游泳恐龙

古生物学家日前公布了世界上第1种已知会游泳的恐龙，它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水中，以巨鲨、锯鳐和

肺鱼为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能适应水中生存的恐龙。研究人员在9月26日出版的Science上发文称，这

种棘龙属的生物同时拥有不同寻常的骨密度，这或许能够帮助它们沉入水底捕捉猎物。

主持这项研究的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的Nizar IbrahimNizar Ibrahim表示：“这是第1种表现出了这些令人难

以置信的适应性的恐龙。”Ibrahim等人称这种恐龙的独特之处为，它的鼻孔长在头顶上部，这使它们能边游

边呼吸；扁平的大脚、长长的前肢、短小的后肢和骨盆使它适合划水或在泥浆中行动；它的骨头致密，因此能

像企鹅一样控制在水中的沉浮，而不是简单地漂在水上。Ibrahim说，这种恐龙与以往熟知的都不同，“研究

这种恐龙就像研究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一样”。“它的脚甚至可能生有脚蹼。”研究小组成员之一、米兰博物

馆的Simone MaganucoSimone Maganuco称。 《中国科学报》[2014-09-17]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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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获奖的切身体验获奖的切身体验 诺奖的诺奖的““规律规律””探寻探寻

[澳] 彼得·杜赫提著，马颖，孙业平译，

高福，徐小宁审校。北京：科学出版

社，2013年5月第1版，定价: 4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游苏宁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华医学会，编审。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对于设立已逾百年的诺贝尔奖，国

人不仅极为关注，而且一直期待能早日

花落中华大地。尽管对于诺奖有各种各

样的介绍，也不乏获奖者的传记问世，但

对其中“规律”的探寻，一直困扰着我们。

最近，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得主、来自澳大利亚的彼得·杜赫提出

版了自己的新书《通往诺贝尔奖之路》。

承蒙该书中文版审校者高福院士馈赠，

先睹为快。杜赫提在书中真实再现了他

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不凡经历，讲述了

自己所受到的不墨守成规的教育，原本

置身局外的感触，以及对不同观念的探

寻如何塑造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针对

研究人员的真实状况，作者用既幽默又

敏锐的笔调道出了“圈内人”的看法。他

指出：科学在改善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科学家需要在普及科学知识

上加倍努力。同时，他逐条总结了获得

诺贝尔奖的要素。在该书中文版前言

里，杜赫提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对科技

的投入，以及中国科学家对科学孜孜不

倦的追求。本书内容通俗易懂，语言风

趣幽默，适合大众阅读，同时也是那些希

望取得突出成果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的重

要参考读本。

引人入胜的科普精品

对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言，发表洋洋

万言的学术著作易如反掌，而为普通读

者撰写一本深入浅出的科普小书，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文学技巧来

介绍自己晦涩难懂的学术研究并非易

事。窃以为作为顶尖科学家的杜赫提极

具科普的天赋。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瑞典效应”

“科学文化”“科学生涯”“免疫：科学的故

事”“个人的发现与新的使命”“下一个还

是美国的世纪吗？”“透过不同的视角：科

学与宗教”“探索未来”“怎样获得诺贝尔

奖”以及附录等。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

仅在正文之前刊登了致谢和科学术语对

照表，而且在附录中列出了有关的资料、

书中出现过的缩略语，并向读者推荐了

一些作者认为必读的好书，于细微之处

彰显科学家的严谨和为读者着想的理

念。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专门为中

文版的出版作了序。

杜赫提表示，撰写本书的目的是想

要吸引那些对某一特殊科学故事希望获

得更多信息并且进行深入探索的普通读

者。作为一位旁征博引的学术大家，书

中的主要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多年来

浸淫于科研界及其本人对传记和历史的

涉猎而获得的感悟。科学是无疆界的，

尽管作者谦虚地表示本书仅为一个在医

学界工作的实验师的管见，但出版后好

评如潮。《自然》的评论称：杜赫提打开了

科学世界的宝库。《美国医学会杂志》认

为：这是一本对积极进取的科学家来说

既有趣又有用的读物。

科学故事的现身说法

杜赫提通过叙述故事来展示科学界

对科学本原的探寻。作者通过阿基米德

洗澡的经典故事向读者诠释了科学研究

的过程：阿基米德做的看上去是个简单

的实验（洗澡），进行了一项观察（水面升

高了），提出了一个假说（他用身体置换

出了等体积的水），然后他以一种不但公

开而且任何想重复研究的人在智力上都

能掌握的方式报告了这一发现。他只是

抓住了很普通的东西进行思考，从而说

出了一条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得到了国

王的报酬。对于自己的经历，杜赫提从

在澳大利亚的出身谈起，与读者分享了

他早年的兴趣，以及他与罗夫·辛克纳吉

一起在T细胞和免疫防御本质方面的研

究，对分子结构的相关研究使得其作用

机制呈现出更清晰的科学蓝图，这项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令其获得了诺

贝尔奖。

作为基础科学家，杜赫提用敏锐且

不失幽默的笔调罕见地诠释了科学家对

现实的看法。他明确指出了科学希望解

决的重大问题，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自己

的科学工作，同时，也毫无保留地传授了

自己在研究项目的选题、经费和组织以

及科学论文撰写方面的经验和心得体会

及其科学研究生涯的回报。听完他的故

事，读者将会对20世纪生物学的发展有

更深刻的认识。杜赫提强调，科学在改

善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

于在日常科学报道中存在大量谬误，迫

切需要科学家在科普方面做得更好。他

虽然在最后逐条总结了如何才能获得诺

贝尔奖，包括要持之以恒、心胸宽广和兼

容并包，但显然，这本书更是在描述和探

寻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激励国人的肺腑之言

杜赫提坚信，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

有祖国。作为一位功成名就且拥有淡泊

之心的科学家，他不仅激励和奖掖后进，

还对未来世界进行了宏观预测。

他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这是一本

有关科学及如何“做”科学的书，读者对

象是那些正在规划自己人生道路的年轻

人和制定科学政策的决策者。“做”能够

获得诺贝尔奖级科学的“窍门”，是把研

究资源有意导向促进发现与创新，这就

意味着要建设一流的科研院所与大学，

去聘用和支持真正有才华、顶尖的年轻

研究人员。

培根写道：“对人类唯一重要的知识

在经验上根植于自然世界。”科学家用的

是归纳推理的方法，即从观察（数据）到

概括（理论）的方法。作者认为，自然界

不能用我们的臆断来解释。对权威观点

的依赖，认为权威重于推理、发现和证

据，不但对真理和科学研究精神是致命

的，而且对人类和整个世界都有损害。

资深研究人员可以帮助、促进创新研究，

但是，僵硬的“等级”制度会浪费资源，绝

对难以推动工作开展。直至最近，世人

才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研究实力的大幅

提升，诺贝尔奖水平的基础科学研究和

获奖所需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已经快速建

立起来。杜赫提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世

界将见证出自中国科学家的诺贝尔获奖

者。他还坦言：“其实，如果有诺贝尔农

学奖的话，恐怕袁隆平先生早就获得了，

他的杂交水稻工作是超一流的。”

笔者愿借其吉言，希望中国科学家

通过艰辛的努力和广泛的国际合作，早

日实现自己的诺奖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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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量子力学（第一卷）

[ 法] C.Cohen- Tannoudji，B.Diu，F.Laloe
著，刘家谟，陈星奎 译。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4年7月第1版，定价：139.00元。

《量子力学（第一卷）》第1作者为法

国科学家Claude Cohen-Tannoudji，因
发展激光冷却与陷俘原子的方法与朱棣

文和W. D.Phillips共同获得1997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量子力学（第一卷）》根据

Claude Cohen- Tannoudji 和 Bernard
Diu、Franck Laloe3人合著的法文第2版

译出。原书共2卷，第一卷内容有：量子

力学的基本概念，量子力学的数学工具，

量子力学的假定和简单应用，一维谐振

子，角动量的普遍性质，中心势场中的粒

子，氢原子。《量子力学（第一卷）》共7章，

每章都有丰富的补充材料。该书叙述详

细，物理概念清晰，不仅适用于科研工作

者、高等院校师生，且便于对该学科感兴

趣的读者自学。

量子力学 I

顾樵 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 9月第 1
版，定价：88.00元。

该书是一部内容丰富、贯通中西的

综合性量子力学专著，根据作者20多年

来在德国和中国开设量子力学讲座和相

关研究成果提炼而成。全书共17章，划

分为6个层次：背景知识，基本理论，基本

理论问题的新解法，重要专题讨论，扩展

到其他学科，联系到最新进展和前沿课

题。全书注重自身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严谨性、完整性与实用性。将中国传统

教材与国外先进教学内容相结合；将量

子力学的纵向演化与知识现状相结合；

将基本理论问题与相应的新解法相结

合；将概念性表述与专题讨论相结合。

本书适合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可供高等院校教师和科研院所技术人员

在理论研究与工程技术中使用，还可供

在国外学习的本科生、研究生及访问学

者参考。

数学模型在生态学的应用及

研究

杨东方，陈豫 著。海洋出版社，2014年8
月第1版，定价：60.00元。

通过阐述数学模型在生态学的应用

和研究，定量化地展示生态系统中环境

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变化过程，揭示生态

系统的规律和机制，以及其稳定性、连续

性的变化，使生态数学模型在生态系统

中发挥巨大作用。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的今天，通过该书的学习，可以帮助读者

了解生态数学模型的应用、发展和研究

的过程；分析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各种

各样生态数学模型；探索采取何种数学

模型应用于何种生态领域的研究；掌握

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和技巧。本书适合

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和相关学科的专

家参阅，也适合高等院校师生作为教学

和科研的参考。

没有束缚的舒适的建筑：

西泽立卫对谈集
[日] 西泽立卫 著，谢宗哲 译。重庆大学出

版社，2014年8月第1版，定价：36.10元。

西泽立卫与多位日本知名建筑家在

各具特点的建筑现场进行对谈，包括家

原广司、伊东丰雄、妹岛和世，也有前卫

建筑师石上纯也、藤本壮介。彼此提供

了富于洞见的意见与敏锐的批评，分享

了各自的创作历程与建筑理念。西泽立

卫在情感和精神层面上，梳理了人、建

筑、自然的关系，阐发了其建筑思想的精

髓。几位建筑家的思绪碰撞，展现出当

今日本建筑界的思想高度，对建筑设计

和都市生活颇具启发意义。喜爱建筑的

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建筑的精神，美的

体验。

直面雾霾：中国电力发展与

环境保护新思考

王志轩 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4年 9
月第1版，定价：65.00元。

该书探讨了雾霾天气的特点和成

因，论证了电力燃煤不仅不是雾霾产生

的主要原因，而且以电力为核心优化能

源系统是科学解决雾霾污染的关键，进

而提出能源系统优化的指标体系、方法

措施及政策建议；分析评价了大气污染

物总量控制及浓度控制的区别，提出了

制定适宜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建议、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所需的技

术、市场和法律条件，治理火电厂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烟尘的思路、措施；论证和

分析了排污收费、排污权有偿使用的误

区，提出停止对火电厂排污收费、慎重出

台环境税、科学推进排污权交易等观点

等。该书可供环保、能源等领域管理人

员参考，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不失为认

清雾霾真相的读物。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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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对Ebola出血热的几点思考

2014年 2月，西非 Ebola出血热疫

情暴发，感染及死亡人数都达到历史新

高，引起公众及学界极大关注。《科技导

报》2014年第 32卷第 24期“本刊专稿”

栏目刊登了Ebola出血热文章，该文引发

了我的思考。我想从以下几方面谈谈我

的认识：

1）Ebola出血热在非洲的流行，是世

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以来最难对付的

一种传染病。正如WHO总干事Dr Mar⁃
garet Chan2014年9月18日在联合国安

理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的，这不仅是公共卫

生的危机，还是一场社会危机，一场人道

主义的危机，一场经济危机，也威胁流行

区以外国家的安全。我们相信依靠WHO
的路标图，在世界各国的支持下，能够在

6~9个月控制Ebola出血热的流行。

2）面对Ebola出血热不必恐慌。Eb⁃
ola出血热感染具有疫源性，与当地的果

蝠、森林羚羊等动物可能有关，38年以来

仅限于中、东非国家；其他国家的患者均

来源于流行地区，并未在本国流行，类似

于以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流行的Nipah
脑炎，它是一种副粘病毒，与当地的果蝠、

猪等动物有关。西非的Ebola出血热流行

较严重，死亡率较高，还与当地的贫困有

关。WHO曾说要采取中国的经验，但要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我国已有170多名医

务人员和防疫专家去塞拉利昂防控，那里

有7万中国公民。迄今没有传播到其他国

家。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也不会流行。

3）在非洲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

迄今尚无一例感染病例，国内也无一例

输入病例，但是很可能会有的。我国的

防控策略是：及时检测，及时诊断，及时

发现和及时隔离（或治疗），建议西非国

家要根据当地情状来实施防控策略。

4）我们具有应对“突发传染病防控

技术网络系统”：包括12个核心检测实验

室，91个省市级中心实验室和800多个哨

点医院或医疗机构，对突发传染病的5大

征候群：肺炎、脑炎、腹泻、发烧出血和发烧

出疹，约300个病原体要求在3天内作出

诊断。H7N9是一种全球全新的病毒疫

情，在长江三角州农村出现半年左右，当

样本进入实验室仅 2天时间就阐明了病

原，从发现病毒到基本控制疫情，我国仅

花费2个月的时间。我国2008年就已研

制Ebola诊断试剂，WHO认为我国的诊断

试剂是目前最灵敏的一种，早在2014年

春秋已经向海关和哨点医院的医务人员

进行过培训。因此我国人民对Ebola出血

热疫情要认真对待，没有必要太恐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研究员研究员 侯云德侯云德

大学教育不能标准化

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什么？简单

来讲是培养人才，如果进一步细化，培养

内容最重要的都包括哪些？可能 1000
个人会有 1000种不同的回答，思想、知

识、技能……

为了培养人才，大学教育首先要根

据社会需求设置不同的专业，然后根据

专业制定教学计划，确定课程，再制定每

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如此制定出培养方

案，教学部门和教师按章执行。多少年

来，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流程培养学生的，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对于教育管

理部门而言，每门课程越细化、越标准

化、越精致越好，于是便有了不同级别的

精品课程、网络教育精品课程等，各高校

也以获得不同级别、不同数量的课程作

为评价自己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作个假设，针对一个专业，如果

请全国各门课程的名师，将该专业的每

门课程，都做成国家级精品课程，然后以

某个大学为试点，让这些专家们来上课，

前提条件是上课内容必须完全和网上公

布的录像一样。那么请问，这个专业培

养质量究竟如何？

就个人而言，我心里有一个肯定的

答案：那就是 90%的学生都难以从这样

的课程中真正受益，如果教学管理环境

比较宽松，可能那 10%偶尔旷课的学生

反倒有希望。

原因何在？大学教育是一个系统工

程，我们将其分解后执行，每个部分都很

精确到位，结果整体却达不到应有的效

果，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大学教育首先要培养学生远大的理

想、正确的价值观、高度的责任感、宽广

的胸襟、仁爱的情怀（更不要说起码的礼

仪培养、行为修养等细节了，目前大学生

这方面的素养严重缺失）……一个大学，

如果没有教给学生这些东西，就是严重

的失职，这样的大学几乎可以关门了。

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这些基本的素养和

涉及的知识哪门课程会教给学生？即使

个别课程有相关知识，也不够全面系统，

难以达到真正“育人”的教学效果。因

此，即便学

生在大学接

触到的每门

课程都是国

家 精 品 课

程，所有课

程汇总的效

果却难以培养出普遍素质较高的学生！

如果每个老师都能自觉担负起培养

学生人文精神和举止修养等责任，以这些

作为指导思想，在讲授知识的同时，用较

短的时间，顺便讲点“题外话”，对学生从精

神层面加以引导，这才是真正对学生负责

任。每个老师人生阅历不同，感悟不同，

这样汇总起来，一定能给学生更多的思想

启迪。现在大部分高校有督导制度，然

而，这些真正对培养学生有重要作用的

“题外话”，有督导或领导听课时许多老

师却难以自由表达，几乎所有国家级精

品课程的网站录像里也不会涉及。

众所周知，有些精品课程的申请目

的更多是为了完成考核任务，督导和领

导也知道教师个性化的重要。因此，虽

然教育技术在不断更新发展，网络化参

与程度提高，但许多有经验的老师依然

采取传统的方式授课，用他们自身的言

行在影响学生。这也许更有利于学生精

神气质的培养和塑造。

大学教育是不能标准化的，但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目前考察的问题却越来越

细，我认为，这是有弊端的。只要学校的

教育方针、原则方向是正确的，具体教材

的选择、课程的实施，不应该一概而论，

应该给予大学更多自主发挥的权利。考

核的事情越多，表面上看是成绩斐然，是

对学生负责，实际上，反而对学生综合素

养的提升造成不利环境。对于大学而

言，教学管理部门的工作也一样需要改

善，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有自己的特点，

让学院针对自身特点去因材施教未必是

坏事。当然，适当加强对教师的考核还

是有必要的，尽量让有思想、有知识、真

正对学生负责的老师去上课，此外，还要

注重学生以及社会对教学工作的评价。

李克强总理指出：“政府不该管的坚

决放掉”，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大学的教

学管理部门，也要多思考这个问题。培

养学生的事情做了那么多，是否获得了

最佳效果，不负大学真正的使命？

———宁波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宁波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教授 俞立平俞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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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指由

人类活动产生的，在环境中难于降解并

长期存在的、具有生物毒性和富集性的、

可通过大气等环境介质长距离迁移的一

类有机污染物的总称。POPs具有致癌、

致畸、致突变等毒性，同时由于其具有强

亲脂性，易于在生物体内富集，并随食物

链积累、放大，最终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

影响。POPs污染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远

超常规污染物，因此一直是环境科学研

究的热点领域，特别是对其在环境中归

趋（或称环境命运）的研究，成为解决

POPs污染的关键所在。

1 POPs研究起源

1962 年，由海洋生物学家 Rachel
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

版，该书标志着人类首次开始关注环境

问题。该书以生动而严肃的笔触描写了

滥用农药等化学品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最终严重危害人类自身的健

康。该书是一本划时代的环保著作，为

世人敲响了环保的警钟，在世界范围内

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

环境问题的关注，促进了环境保护组织

的成立，最终促使联合国于 1972年6月

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

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启了全球环

境保护的历程。此后，2001年5月，包括

中国在内的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

斯德哥尔摩签署了旨在消减POPs 排放

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公约

旨在保护环境及人类健康免受POPs的

危害。公约将12类POPs 列为优先控制

名单，其中包括9种农药狄氏剂、异狄氏

剂、艾氏剂、滴滴涕、六氯苯、氯丹、七氯、

毒杀芬、灭蚁灵，1种工业原料多氯联苯，

2种副产物二噁英和二苯并呋喃。该公

约于 2004年 5月 17日正式生效。此后

于 2009年和 2011年分别又新增加了 9
类和 1类优先控制的 POPs。公约中优

先控制POPs的名单是开放的，随着新型

化学品的出现和人们对其认识的不断深

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污染物被确定为

POPs而加以控制和消除。

2 纷繁复杂的学科

随着POPs引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

严重，POPs也逐渐成为环境领域研究的

热点，其研究可一度与重金属污染研究

并驾齐驱。通过“Web of Science”搜索

关键词“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结果显示POPs研究文章的年出版量在

近 20年期间呈指数增长。当然这只是

POPs研究文章的冰山一角，但也足以反

应环境学者对POPs研究的重视。

POPs环境污染研究是一门纷繁复

杂的学科，涉及环境监测、环境分析、生

态毒理、风险评价、污染修复等诸多领

域，包括：（1）环境介质中POPs含量和分

布的监测，涉及大气、水、沉积物、土壤和

生物（包括人体）等环境介质中POPs的

含量水平和分布特征的研究；（2）POPs
检测方法和监测技术的研究，包括对典

型POPs检测方法、分析手段的改进和优

化，对新型POPs分析方法的建立，以及

对样品采样方法、采样工具及采样技术

的优化等；（3）POPs生物富集性与生物

毒性的测定，涉及对各类POPs生物毒性

的测定和评估，以及生物累积和放大效

应的评估等；（4）POPs环境命运的研究，

该方向涉及内容较多，包括POPs在各介

质间的迁移和转化、POPs大气长距离迁

移、POPs的二次排放和界面交换、POPs
的生物和非生物转化、POPs光降解及生

物降级途径以及POPs扩散模型和降解

模型的研究等；（5）POPs污染源及排放

清单的研究，主要包括各类POPs的环境

来源的观测与解析、污染源排放清单和

排放通量的筛查与估算等；（6）POPs的

人体暴露与风险评估，主要涉及研究普

通人群或特殊暴露人群血液和尿液中各

类 POPs的含量以及代谢产物和途径、

POPs的饮食摄入和呼吸摄入量等；（7）
POPs污染的修复治理，包括物理修复如

活性炭吸附、化学修复如光催化氧化、微

生物修复如高效降解菌株的筛选和强

化、植物修复如耐性植物或超积累植物

的筛选等；（8）复合污染的研究，对包含

POPs和其他污染物如重金属在内的复

合污染的修复研究。

3 POPs研究展望

受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影响，POPs的
研究在近10年的时间达到空前繁荣的景

象，但也随之带来一些研究误区，包括：

（1）盲目性的重复监测，在科研项目和学

术文章的驱使下，很多学者对POPs的研

究趋之若鹜，进行不必要的重复监测，造

成了资源的浪费；（2）盲目追逐新型

POPs的监测，而缺乏实质性的机理探

讨。

古语有云：“日中则昃，月满则亏”。

在经历20年的研究繁荣期后，有学者预

言POPs的研究已经达到瓶颈。笔者认

为，相关研究其实还远未达到顶点。今

后POPs的研究方向应着力于：（1）继续

针对 POPs 在环境中的降解、迁移转化

和归趋进行深入研究。POPs被禁用后，

原有的一次污染源逐渐消失，而环境中

的POPs会再次挥发进入大气，形成二次

污染，因此需着重针对POPs的二次污染

开展研究。应采用实际监测与理论模型

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多手段对POPs归趋

进行研究。（2）加强针对POPs人体暴露

和代谢过程的研究。保护人类健康是解

决环境问题的本质，因此要加强对POPs
人体暴露方面的研究，为防范POPs风险

提供理论依据。（3）建立我国的POPs环

境标准。我国POPs研究相对滞后，应加

强POPs环境水平和排放清单的筛查，制

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POPs环境标准，为

防治POPs污染提供依据。（4）利用联合

技术实现包含POPs在内复合污染的高

效修复和治理。环境学者应该跳出单一

思维模式，利用物理、化学、生物等联合

手段对复杂的复合污染实行修复，这也

必然涉及到多学科理论的交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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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立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完

善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制度，提高其高

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中

央财政于 2008年设立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

金）。资金投入从 2008年的 1亿元持续

提高到了2014年的30亿元，目前已覆盖

92所中央高校。专项资金以非竞争性的

自主经费投入，与目前科研经费主要靠

竞争性获得的惯例有所区别，其设立为

中央级高校的青年科研人员成长提供了

宽松的环境。

2 资金定位

财政部和教育部文件明确要求：专

项资金主要用于高校支持开展自主选题

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学术思想新颖、

交叉领域学科新生长点等基础学科、应

用学科方面的创新型研究项目。文件明

确了专项资金一是支持中央高校开展自

由探索、自主创新活动，二是支持中央高

校参与国家项目竞争前的培育，其实施

注重探索和建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长

效支持机制。人员方面主要是支持中央

高校的青年教师及品学兼优并具有较强

科研潜质的在校学生，一般年龄应在 40
周岁以下，适度支持引进正在国外学习

工作，年龄在45岁及以下的专家学者。

3 使用原则

专项资金由各高校在经费开支范围

内，根据本校实际情况自主安排使用，遵

循“稳定支持、自主安排、公开公正、统一

管理”的原则。财政部和教育部先后多

次发文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

专项资金执行过程中，按照国家科

研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和预算，统一管

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严格执行年度

预算“零结余”制度。开支范围主要包

括：测试化验加工费、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材料费、差旅费、会

议费、设备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专家

咨询费、劳务费等。但不得购置大型仪

器设备，不得开支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

工资、奖金、津补贴和福利支出，不得分

摊学校公共管理和运行经费、偿还学校

债务、支付罚款、捐赠、赞助、投资等。

4 申请与管理

文件明确了高校是专项资金具体使

用管理的主体，对教师和研究生申请项

目的程序未做具体要求。但教育部和财

政部要求，要确保公开公正，组织程序应

包含申报、评审、签订任务书、实施、验收

或评价等。同时要求，已获支持尚未结

题的不能申请新的项目。学校可根据本

校基本科研需求，按照科学民主的原则，

通过校内公开评议、公示等方式，统筹规

划，自主选题、自主立项、自主安排设立

项目，由教师或研究生根据学校安排向

学校申请项目资助。

5 取得的成效

专项资金的实施得到了中央高校的

普遍认可和支持，已成为中央高校自主

开展科研的重要资金来源。实践证明，

专项资金促进了学校青年人才的成长、

科学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产出，为中央

高校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提出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

考核。各高校也在积极的探索相关考核

方式和办法。通过美国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检索获 SCI和
SSCI收录文献并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1）专项资金促进了中央高校科技论

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截止到2014年8月23日，获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的 SCI、SSCI收
录论文共计 48516 篇，其中，2010 年

1504篇，2011年7200篇，2012年12678
篇，2013 年 16167 篇，2014 年 10967

篇。获资助文献逐年提升，增长迅速。

文献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反映出文

献发表后被同行关注的程度，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论文的质量。论文被引用次

数超过200次的文献有12篇，这12篇文

献涉及研究领域以化学和材料科学居

多，刊载的期刊杂志均位居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的 JCR（Journal Cita⁃
tion Reports，期刊引证报告）Q1区。其

中，2012年，1篇以浙江大学崔元靖为第

1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钱国栋为通信

作 者 ，题 为“Luminescent Functional
Metal-Organic Frameworks”的文献发

表 在 美 国 CHEMICAL REVIEWS 杂 志

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达到了906次（检索

时间：2014年 8月 23日）,该杂志的 5年

影响因子(5-Year IF)超过了 40，是化学

领域的顶级期刊。12篇文献中还包含武

汉理工大学黄海军在国际顶尖期刊NA⁃
TURE上发表的一篇题为“Evidence for
an oxygen-depleted liquid outer core
of the Earth”的论文。

2）专项资金促进了中央高校的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

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的

文献，标注有国际（地区）合作的共有9244
篇，占总文献数的19.1%，涉及中国以外

的国家（地区）有94个，其中，文献数超过

500篇的国家分别是美国（3869篇）、澳大

利亚（757篇）、日本（738篇）、英国（720
篇）、加拿大（615篇）、德国（527篇）、新加

坡（456篇）、法国（527篇）。数据表明，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促进了中央级高

校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中外科

学家通过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进行了

广泛的科技合作研究。

129



科技导报 2014，32（28/29）www.kjdb.org

关于晋升职称的一些体会关于晋升职称的一些体会

·职 场·

文//马臻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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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高校教师都面临晋升职称的挑

战和困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来提

供些认识和体会。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是不是谁的

学术水平高，谁就能晋升？听起来似乎

应该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一句话这么

简单。首先，学术水平（“才高八斗”“学

富五车”）只是达到的一种状态或者说

“能量级”，用人单位更看重你为它创造

了什么价值。并且，用人单位眼中的价

值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发表几篇学术

论文。其次，学术水平的高低在有些情

况下不容易判断，尤其当不同候选人的

研究方向不同、彼此差距不悬殊或者参

加评审会的投票者自身的学术判断力不

强时。有的投票者甚至会说，你虽然发

表了不少论文，但那只是因为你的研究

方向容易发表论文。

第 2个问题：是不是自己的教学课

时、科研成果比别人多就能晋升职称？

听起来像是没错，但实际上，职称晋升并

非“算工分”，而是综合考量的。还有其

他考虑因素，比如候选人从事的研究方

向是否更有意义、是不是院系需要大力

发展的、候选人对院系的学科建设有多

大贡献、是否参加所在院系的服务工作、

升职后能否实现更大的价值等等。从领

导的角度来讲，升职不仅仅是对你过去

贡献的奖励，更是对你在将来实现更大

价值的期待。如果你升职后，还是做自

己的一小摊研究，每年发表几篇不痛不

痒的论文，既不能申请到大的项目，又不

能推动团队建设，那为什么要优先考虑

你呢？

还有一些复杂的因素。职称晋升并

非不限名额，只要符合条件都能晋升，而

是多个候选人竞争一两个名额，一般由

院系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投票来决

定谁胜出，再在学校层面评审。既然是

投票，就有博弈。比如，申请晋升时，正

好遇上几匹“快马”，那么竞争会很激

烈。而如果没有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

手，即使不是足够出类拔萃，也能填补空

缺名额，成功晋升。

针对以上在职称晋升中可能遇到的

实际情况，我来提供一些经验和思路。

申请晋升遇到挫折时，别只是从自

己的角度想自己是够格的，而要多思考

一下你的同事有哪些优点值得你学习，

你自己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别只是想着

自己的苦衷，也要了解你同事的诉求和

评委们的考量，哪怕你不认同他们的一

些思维方式（例如论资排辈）。用圣严法

师《智慧100问》里的话说，“有智慧的人

明察秋毫，不但能看清正面，也能了解反

面，且能超越正反两面，落实于绝对的客

观，这样才能看得到真正的事实、真正的

原因和真正的结果。”

还要认识到自己工作本来的目的。

我也曾经历评职称失败，一度有些失

落。后来我多次到一家医院的牙科诊所

就诊，只见墙上按照职称的高低，依次贴

着所有医生的照片。无论哪个医生，他

们都一丝不苟地为病人看病，并没有因

为自己职称低而懈怠工作。这给我很大

的启发：工作的目的既不是纯粹为了挣

钱，也不是为了评职称，而是出于对这个

职业、这份工作的热爱。周国平在《人生

哲思录》中写道：“一切从工作中感受到

生命意义的人，勋章不能报偿他，亏待也

不会使他失落。内在的富有找不到、也

不需要世俗的对应物。”

“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强自己才是

正道。辛西娅·夏皮罗的《公司绝不会告

诉你的 50大秘密》认为，晋升的诀窍是

“将自己定位在所向往的级别之上，并为

之不断努力，作出远高于常规的贡献。”

我也有类似的体悟：当怀着理想，把精力

投入到工作中去以后，每过一段时间都

能看到些进步，简历上不断增添新的内

容，自己的内心也更加坦然。

有时候，评职称是一种感觉：你怎么

看自己，你的同事怎么看你。你在心理

和能力上有没有准备好升职？在各方面

（包括资历、业绩、穿着、谈吐、思想的深

度）看起来已经像个教授了，还是像个高

级博士后？你的同事有没有在心理上接

纳你加入他们的教授圈子？当你达到一

定的成熟度，看起来完全像个教授了，并

且准备好承担更大的责任了，升职是自

然而然的。反之，有的人说话抖抖索索，

不能独当一面，甚至连自己的科研内容

都说不清，这样的人很难得到认同。

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别人对你的认

同。大卫·达勒桑德罗在《凭什么升职：

初入职场必须懂得的10大显规则》中写

道：“公司里每个人的表现都不断地受到

来自上司、客户、厂商、同事、下属以及其

他一些很重要的人的观察和评价。每一

天，通过你在与别人打交道过程中所作

出的每一个点点滴滴的举动，这群人中

会有一些人形成对你的某些看法……通

过成百上千次交流形成上千条看法，最

终产生了对于你是怎样一个人这个问题

的一致意见。”在你所在的院系，周围人

也会形成对你的印象，并会互相交流对

你的看法，这会对你的晋升产生影响。

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不仅需要实现

工作业绩，更要注重为人处世。莎伦·伦

德·奥尼尔、埃尔沃德·N·查普曼的《职场

心理学》写道，“加入一个组织，但忽视你

周围的同事，无异于自毁前程，因为任何

人都无法逃避职场人际关系。”想一想，

你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以外，有没有参

加院系组织的各种活动（比如文体活动、

学科建设讨论会）？有没有做一些公共

服务工作（比如参加学生科创项目评审、

给学生作讲座）？平时有没有和同事交

流工作和生活？在院系分配学科建设费

时，是表现得谦让、豁达，还是咄咄逼

人？当其他课题组的学生向你求助时

（无论是借用仪器、讨论科学问题，还是

寻求人生、职业方面的指点），你是积极

提供帮助，还是找各种理由把别人拒之

门外？在职场上生存，不仅仅需要智商，

还需要情商和“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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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招聘·

研究员

[广州]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方向：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环境与生态安全、物种

的演化形成与维持、生物多样性保育、植物资源储备与可持续利

用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有连续3年及以上

海外科研工作经历，在国外获得助理教授及以上职位或相当职

位，年龄不超过40岁，做出过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在重要

核心刊物上发表过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或掌握关键技术、拥

有重大发明专利等，其研究水平足以担当学术技术带头人。联

系人：夏汉平，电话：020-37252678，电子信箱：xiahanp@scib.ac.
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大学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量子信息、

全固态激光、生物光子学、光学传感与光通讯、微纳光子学、光伏

技术、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分子工程与纳米医学、细胞工程与

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影像、生物医学信息与系统生物学、生物能

源与合成生物学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量子电子学与光

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交

叉学科背景。联系人：秦亦强，电话：025-83686587，电子信箱：

job_eng@nju.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研究员

[厦门]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方向：环境综合监测技术、环境污染控制技术与化工工程、

环境修复技术（污染场地、地下水等）、环境系统分析与模型、环

境信息技术（智能城市）、环境系统生物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年龄 40岁以下，具有 3年以上海外科研经历并有正式教学或科

研职位。电话：0592-6190967，电子信箱：trwang@iue.ac.cn。详

情见：http://www.cas.cn/rc。

教授/副教授/讲师

[北京] 北京大学

心理学系招聘研究人员。方向：认知神经科学、工业与经济

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要求：具有心理学相

关领域博士学位，具有相关方向研究经验，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

文。电子信箱：sli@pku.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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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副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基础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基础软

件及软件过程。岗位1. 研究员。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担任相关

领域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5年以上。岗位 2. 副研究员。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担任相关领域助研2年以上，有项目管理的能力

和经验，并发表过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电话：010-62562561，
电子信箱：zhaopin@iscas.ac.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教授/副教授

[南京] 河海大学

先进材料与力学研究中心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力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材料、海洋工程等。要求：具有

博士学位，具有相关方向研究经验，并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

联系人：张建峰，电子信箱：jfzhang@hhu.edu.cn。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杭州] 浙江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招聘研究人员。方向：

先进控制理论、机器人技术、模式识别、智能交通、电力电子和电

气传动、智能电网和新能源发电、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大数据、

云计算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研究经验，并在相关研究方向发表过

高水平研究论文，年龄不超过 45岁。电子信箱：xkx@zjut.edu.
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招聘教师。方向：环境科学、环境工

程、给水排水工程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水污染控制工

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置工程、环境安全与仿真、资

源回收利用、环境监测、环境化学和环境生物技术等相关研究经

验，并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电话：0571-28008214，电子信箱：

zhaoyuehua@mail.zjg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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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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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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副教授

[天津] 南开大学

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方向：药物

靶标的疾病分子机制研究；药物设计的结构基础；药物分子合成

与筛选；药物分子生物分析；药物分子的传输。要求：具有博士学

位，具有相关方向研究经验。申请副教授职位者具有博士后科研

经历，申请教授职位者具有助理教授以上科研职位。电子信箱：

chem-bio@nank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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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环境与水生态研究组招聘研

究人员。方向：流域水污染机理与控制途径及生态工程技术；氮

磷营养物质在流域和水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湿地生态

工程技术原理与应用实践。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科的研究背景，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发表2篇以

上 SCI论文。具有相关工作经验以及海外留学背景者优先。联

系人：张洪，电子信箱：hongzhang@rcees.ac.cn。详情见：http://
www.cas.cn/rc。

助理研究员

[南京] 南京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伟教授研究

组招聘研究人员3名。方向：单细胞成像、单纳米粒子成像、电分

析化学、化学发光分析、单细胞及单分子检测等。要求：具有博

士学位，具有仪器系统搭建及维护经验，或具有生物分析化学相

关研究经验，或纳米材料合成及表征研究经验。联系人：王伟，

电话：025-83592185，电子信箱：wei.wang@nju.edu.cn。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副教授/讲师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功能金属材

料。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金属功能材料（磁性材料、电性材

料、热电材料或其它金属功能材料等）相关研究经验，发表过重

要的科研论文。有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历者优先。电话：

020-87112846，电子邮箱：shlpeng@scut.edu.cn。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清华大学

材料学院超材料课题组招聘博士后2~3名。要求：具有物理

学、电子学、材料科学、光电子学、力学、热物理博士学位，发表过高

水平研究论文，年龄40岁以下。有建模和仿真、光和电磁波测试、

电磁介质陶瓷与器件、纳米制备与加工等方面经历者优先。电子

信箱：zhouji@tsinghua.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RNA生物学课题组招聘博士后。方向：新颖

RNA 修 饰 对 小 分 子 RNA（microRNA）及 长 链 非 编 码 RNA
（lncRNA）功能的影响及分子机制；DNA主动去甲基化过程及核

酸（DNA/RNA）表观遗传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即将获得博

士学位，具有生命科学或其相关的科学研究背景，具有扎实的

RNA生物学基础，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具有

以下专长者优先：具有 RNA生物学的严格训练，尤其是熟悉

CLIP或者 PAR-CLIP等技术；熟识生物信息或计算生物学分析

（尤其是RNA-seq数据的分析）；具有丰富的人类细胞系操作经

验，熟悉蛋白组学的研究。电子信箱：chengqi.yi@pku.edu.cn。详

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环境纳米材料实验室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研究组招聘

博士后。方向：废弃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年龄35岁以下，具有废弃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相关科研工作经历，

以第1作者在本专业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联

系人：任慧敏，电话：010-62849161，电子信箱：hmren@rcees.ac.
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方向：哺乳动物系统发育生物地理学、功能形态学及适应性

进化、生物多样性研究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动物学、生

态学、分子生物学及生物信息学基础及基因组学研究背景，有良

好的英文阅读、写作和口头交流能力，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

域发表过SCI论文。联系人：夏霖，电子信箱：xial@ioz.ac.cn。详

情见：http://www.cas.cn/rc。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方向：应用单分子荧光技术研究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的关

系，在细胞水平研究GPCR的调控途径及分子机制。要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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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具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或者具有物理光学相关的

研究背景，能够协助课题组长指导研究生。电子信箱：

yongfangzhao@ibp.ac.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研究员

[武汉]湖北大学

有机化工新材料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招聘研究人员。方

向：氟化学品、能源转换化工新材料、高性能高分子材料。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正高级职务或在海外知名大学担任助理教

授 及 以 上 职 务 。 电 话 ：027- 50865294，电 子 信 箱 ：cxzx_
2011@hubu.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招聘博士后。岗位1. 心血管疾

病机制转化研究方向博士后。要求：具有生物学、基础医学或相

近学科博士学位，在国内外代表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具有

免疫学、血液病学或心血管疾病机制研究背景，有实验动物学、

疾病动物模型的实际操作能力，能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岗位 2.
心血管疾病创新治疗研究博士后。要求：具有临床药理学或相

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一定医学或临床工作背景。岗位3. 实验

室研究助理。要求：具有医学、生物学或相近学科博士学位，年

龄 45岁以下，具有海外科研经历。具有扎实的生理学、病理生

理学和实验动物学研究背景，有在本学科领域代表性的SCI刊物

上发表过系列研究论文。拥有以下条件者优先：心血管疾病机

制研究和实验动物模型构建经历；炎症、免疫细胞分离和功能鉴

定 研 究 经 历 ；科 研 项 目 申 请 和 承 担 经 历 。 电 子 信 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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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土壤植物互作团队招聘博士后。方向：土壤-植物体系中重

金属有效性/毒害模型与安全阈值研究；土壤-植物体系中养分

转化与耕地质量时空演变模拟研究。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

40岁以下，以第 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发表过 SCI论文，能够全

脱产在本站进行研究工作。联系人：李菊梅，电话：010-
82108649，电 子 信 箱 ：lijumei@caas.ac。 详 情 见 ：http://www.
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上海] 复旦大学

基础医学院何睿课题组招聘博士后。要求：具有免疫学、细

胞/分子生物学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小鼠模式生物实验经验；以第 1作者身份在 SCI期刊上发表

过研究论文。具有免疫细胞信号传导研究经验者优先。电子信

箱：ruihe@fudan.edu.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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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宁波] 宁波大学

高等技术研究院招聘博士后。方向：电子、电路与系统、自

动化、精密仪器、机械及机械电子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

35岁以下，近3年内，在本领域的C类期刊上发表或被SCI、EI等
重要检索收录 2篇以上学术论文；或公开出版专著 1部；或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或新型实用专利1项；或者主持1项省部级以上科

研项目；或参加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或作为参加者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技成果二等奖1项。具有测量分析仪器相关领域工作经

验者优先。电子信箱：wenluhong@nbu.edu.cn。详情见：http://
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毕业生

[大连] 大连大学

方向：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与信息系统、软件工程、微电子

学、集成电路、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图像信息隐藏、信息安全、

模式识别、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生物信息学、生物网络、机

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汽车）、机电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机

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相关方向研究

背景，并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能够全职到校工作，年龄35岁
以下。联系人：王丹，电话：0411- 87403719，电子信箱：

wangdan@dlu.edu.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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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比利时] Catholic University
Leuven

Catholic University Leuven seeks for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 solar thermal technology. Required profile: PhD in
Mechanical/Chemical/Aerospace/Materials Engineering. Solid
background in thermal-fluid sciences with excellent mathematical
skills, highly motivated team player, fluent in English with good
writing skills. Responsibilities: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igh temperature solar thermochemical
technology via design, modeling, and testing of solar
thermochemical reactors and processes, publications in refereed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Particular focus of the open positions
will be on the use of Shape Memory Alloy (SMA) springs as
actuators to track the sun. The project involves: (1) estimation of
the variation of the force exerted by an SMA spring with respect to
temperature, (2) experimental testing and viability of SMA spring
use in actuating Stirling engine coupled dish, (3) development of a
receiver for efficient heating of the Stirling engine working fluid.
The project involves in depth heat transfer analysis with radiation
heat transfer focus, and thorough optical ray tracing via TracePRO
commercial software modeling. Contact: Please email your
curriculum vitae and short statement of purpose to Nesrin OzalpNesrin Ozalp at
nesrin.ozalp@kuleuven.benesrin.ozalp@kuleuven.be with a subject KU-Solar.（源于 Science

[2014-09-24]）

博士后

[美国]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is looking for a postdoctoral fellow that
is a highly motivated person(s) with research experience in the
areas of virology and/or immunology to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projects on HIV/AIDS pathogenesis, prevention & therapies.
Technologies of novel humanized mouse models, lentiviral vectors,
RNAi, and stem cells are used in this work. (Representative work:
Berges BK et al, Virology 397: 100-103, 2010, Neff CP et al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3:66ra6, 2011, Veselinovic et al
Virology 432:505- 510, 2012, Akkina R, Blood 122:2144, 2013).
Please go to job http://jobs.colostate.edu/postings/http://jobs.colostate.edu/postings/35433543 for full job
description and to apply.（源于Science [2014-09-24]）

博士后

[比利时] Catholic University
Leuven

Catholic University Leuven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Microfluidics-based exosome analysis for the detection of
residual and metastatic cancer cells. The following topics will
be studied in this project: testing in-house generated panel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coupling of antibodies to beads; developing
digital ELISA assays on existing microfluidics platform; developing
advanced on- chip bioassays for molecular profiling of exosomes;
analytical and clinical validation of developed bioassays and
microfluidics platform. Tasks related to this position includ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above mentioned topics; Dissemination
of results and writing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Supervision of PhD
students working on related topics. For this project, They are
looking for a highly motivated, communicative researcher having
obtained a PhD degree in Bioscience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Biomedical Sciences, Biosciences or equivalent and with a proven
track record in bio-assay development including expertise in
nanoparticle technology, sensor platforms, antibody- and DNA-
based detection assays. Motivation letter, C.V. and names of two
referee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jeroen.lammertyn@biw.kuleuven.jeroen.lammertyn@biw.kuleuven.
be.be.（源于Science [2014-09-25]）

博士后

[希腊] 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 IBMCB

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 IBMCB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ject“NMTrypI,
New Medicines for Trypanosomatidic Infections”.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volved in the synthesis of new ring-substituted
phospholipid analogues and in performing structure-activity
studies. Qualifications: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Hold a BSc
degree in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or Pharmacy; Hold a
PhD degree in Organic or Medicinal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Previous experience in medicinal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and
in particular in the synthesis,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sation of
bioactive compounds is required. Experience in the use of state-
of- the- art NMR, MS and IR equipment is required; Good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required; Previous
experience in the synthesis of antiparasitic compounds or of
phosphorus containing compounds and in particular phospholipids
will be appreciated.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by October
8th , by email to tcalog@eie.grtcalog@eie.gr or by post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Dr Theodora Calogeropoulou, Institute of Biology, MedicinalDr Theodora Calogeropoulou, Institute of Biology, Medicinal
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4848 Vassileos Constantinou Avenue,Vassileos Constantinou Avenue,
1163511635 Athens, Greece.Athens, Greece.（源于Science [2014-09-25]）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Houston

University of Houston opens a post-doctoral fellow position to
study the mechanisms of therapeutic actions of anti-cancer
compounds targeting various bio- markers on cancer and cancer
stem cells. The candidate must have a PhD in Biology,
Biochemistry or related fields within the area of Chemica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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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nts with knowledge in cell signaling and cell biology, in
particular related to cancer cell survival,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are especially encouraged to apply. Strong experience in
mammalian cell culture, cell survival assays (MTS, MTT), western
blots and ELISA techniques are main requirements, while any
other biomedical research related expertise will be valued.
Applications will be taken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Applicants
must apply online at https://jobs.uh.eduhttps://jobs.uh.edu and select posting number
S002717. Please submit cover letter, resume/CV, and list of
references with on-line application.（源于Science [2014-10-07]）

博士后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s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and Cellular
Oncology is seeking qualified applicants for full time postdoctoral
scholar positions. The primary activity of a Postdoctoral Scholar is
academic research in association with a faculty member or team.
Openings currently exist in research teams investigating core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etastases, the effect of ionizing radiation on
metastases, investigation of antibodies/drugs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l radiotherapy, and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cancer
vaccines that can be employed with radiotherapy. Qualified
applicants must possess a doctorate degree. Ideal candidates
would possess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olecular biology and
animal models of metastasis. The level of the position and
compensation are dependent upon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ience.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submit curriculum vitae,
bibliography,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at least three references to Dr. R. Weichselbaum,Dr. R. Weichselbaum,
Dept. of Radiation and Cellular Oncology,Dept. of Radiation and Cellular Oncology, 57585758 S. MarylandS. Maryland
Ave, MCAve, MC90069006, Chicago, IL., Chicago, IL. 6063760637, USA, USA or via E-mail to:
dcorrea@radonc.uchicago.edu.dcorrea@radonc.uchicago.edu.（源于Science [2014-10-07]）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ship with an academic appointment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departments: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Integrative Physiology, Computer Science, or Molecular, Cellular,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They anticipate that the appointment
will begin August 2015. The Institute seeks to build on its
strengths in human behavioral, quantitative, and statistical
genetics. Successful candidates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individuals whose research on human genetics utilizes whole-
genome data i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sub- disciplines:
statistical genetics; behavioral/psychiatric genetics; genetic
epidemiology; population genetics; computational biology.
Appointee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missions
of both the Institute and their academic department. Minimum

requirements are a PhD, MD, or equivalent terminal degree.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a CV,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terests, 3 to 5 sample research papers, and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3 professional references. Application
materials are accepted electronically at http://www.jobsatcu.com/http://www.jobsatcu.com/
postings/postings/8844588445 (job posting number F(job posting number F0177101771).). E-mail: hr-hr-
ada@colorado.edu.ada@colorado.edu.（源于Science [2014-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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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ibilities will include teaching courses at the
introductory and/or upper-division level that support one or more
of their undergraduate majors (i.e., Biology, Biochemistry,
Environmental Science, Global Health, and Neur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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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obs.stthoma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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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E(JONE26152615@stthomas.edu);@stthomas.edu); email
subject line should read“EPI JOB Candidate’s Name”. A PhD
and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is strongly preferred; ABD will be
considered (with initial appointment at the rank of instructor).（源

于Science [2014-09-24]）

助理教授

[美国] Syracuse University

Syracuse University (SU) is soliciting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to support ongoing interests in
neuroscience, epigenetics and aging/development at any point
across the lifespa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part of the epigenetics and neuroscience
research foci and the Aging Studies Institute at SU as well as
interact with colleagues from other SU departments and the
adjacent SUNY campuses of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Forestry. Candidates must have a PhD
in any area of biology relevant to this search as well as productive
postdoctoral research experienc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develop an independent, extramur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 S/he will also teac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courses
and develop new courses appropriate to her/his expertis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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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For full consideration,
applicants must complete an online application at www.sujobopps.www.sujobopps.
com (#com (#071372071372)) and arrange for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o
be submitted at www.sujobopps.com.www.sujobopps.com.（源于Science [2014-09-25]）

助理教授

[美国]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collateral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to manage and conduct research in the
molecular pharmacology of ion channel function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system. The candidate must have a PhD in
pharmacology, neuroscience or molecular biology, with at least
three years of relevant postdoctoral training, as well as experience
i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scientific manuscript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Applicants should be experienced in analysis of
biochemical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ion channel regulation in
colonic inflammation and in opioid- induced bowel dysfunction.
Specific skills with performance and analysis of molecular
pharmacology studies utiliz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confocal
microscopy, immunoassay, real time PCR, mutagenesis, DNA
cloning, and other molecular techniques are required. Submit a
CV,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reference contact
information, by November 30, 2014, to Search Committee
(F14190) at swcox@vcu.edu.swcox@vcu.edu.（源于Science [2014-10-07]）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opens a position for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xposure science and industrial hygiene. This position will
integrate cutting edg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exposure science
into ongoing well established programs in industrial hygiene (IH),
population sciences, and risk assessment. The posi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the mission of the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as it maintains vibrant IH and
exposure science programs, while simultaneously moving these
programs beyond their traditional boundaries. The overlap between
exposomics and industrial hygiene will span occupational and non-
occupational arenas. Interested candidates must apply online and
include a CV, a letter of intent including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scholarly goals and how they see themselves fitting
with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ree professional references at: http://employment.umn.edu/http://employment.umn.edu/
applicants/Central?quickFind=applicants/Central?quickFind=123676123676.. Applicants may also send
materials to: Search Committee Chair: Gurumurthy Ramachandran,Search Committee Chair: Gurumurthy Ramachandran,
Professor,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Professor,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MCof Minnesota, MMC 807807, Campus Delivery Code, Campus Delivery Code 88078807,, 420420
Delaware Street SE Minneapolis, MNDelaware Street SE Minneapolis, MN 5545555455, USA., USA.（源于 Science

[2014-10-07]）

助理教授/副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s searching for two
outstanding candidates with a strong research record in disabilities
frequently observed in vetera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ensory loss and
mobility impairment. Other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promotion of
health and wellness among veterans with disabilities.
Qualifications: Applicants must hold a doctoral degree at the time
of appointment and have a record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that would qualify for appointment at the rank of assistant or
associate professor in any of the departments of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dure: Please create your candidate profile at jobs.
illinois.edu and upload your letter of application that includes a
statement of your research interest, curriculum vitae, and names,
addresses, and phone numbers of three references by the closing
date. All requested information must be submitted for your
application to be considere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sition, applicants may contact: Jacob J Sosnoff, PhD, Chair,
Search Committee: Disability- Veterans Issues, Kinesiology andDisability- Veterans Issues, Kines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Community Healt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906906 S. Goodwin Ave,S. Goodwin Ave, 301301 Freer Hall, MCFreer Hall, MC 052052, Urbana, IL, Urbana, IL 6180161801,,
USA.USA. E-mail: jsosnoff@illinois.edujsosnoff@illinois.edu Phone: 217217--333333--94729472..（源于

Science [2014-09-24]）

教授

[美国]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s Center in New
Orleans, LA (http://www.medschool.lsuhsc.edu/phar) is seeking
candidates with successful and funded research programs to apply
for an advanced rank (full professor) 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strong record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the desire to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Expertise in all areas of pharmacology will be
considered, but special consideration will be given to those that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strengths of the
department which include cardiovascular biology and
neuroscience. Other areas of consideration include drug and
alcohol abuse, pulmonary, pain, and cancer/toxicology. Candidates
must have a PhD, MD or MD/PhD.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strong record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lead an active
nationally-funded research program.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also have a strong commitment to develop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Qualified candidates should submit their curriculum
vitae that includes previous and current research support, teaching
experience,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plans, and the names of three
references to: SOM-Recruits@lsuhsc.edu;SOM-Recruits@lsuhsc.edu; reference SOM-Pharm-
position.（源于Science [201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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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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回顾与展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回顾与展望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北京 100864
摘要摘要 人类正在走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可持续能源时代。为促进绿色低碳、智能安全、可持续能源体系的构建，本

文从太阳能是地球能源的主要源头、能源利用简史、清洁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和未来等方面，回顾了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

发展的历史，指出未来应进一步创新发展太阳能、大力发展风能、继续开发水能、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积极发展氢能、在确保

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

关键词关键词 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能源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N09, TK0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01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lean, Renewable Energy Utilization

AbstractAbstract Human is going into a green, low carbon, sustainable energy era, which will mainly rely on renewable energ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low carbon, smarter, safet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lean,
renewable energy utilization from a viewpoint that almost all energy sources on earth mainly come from the solar energy. A brief history of
energy utilization is included and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future of renewable energy are discussed.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in the future human should further innovate to develop solar energy, strive to develop wind power, continue to develop water power,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omass energy, and actively develop the hydrogen energy and nuclear power on a
basis of secure and efficiency.
KeywordsKeywords green energy; 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 development history of energy

LU Yongxia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864, China

人类正在走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可持续能

源时代。地球上的能源大都来自太阳能。2014年是太阳能

发展史中值得记念的年份，175年前的 1839年，法国科学家

A. E. 贝克雷尔（Alexandre-Edmond Becquerel，1820—1891）
发现光能使半导体材料不同部位之间产生电位差，后来被称

为“光生伏打效应”，简称“光伏效应”；110年前的1904年，A.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提出光子假设，成功

解释了光电效应，因而获得了 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60
年前的 1954 年，美国科学家 G. 皮尔松（Gerald Pearson，
1905—1987）、D.恰宾（Daryl Chapin,1906—1995）、C. S.富尔

兰特（Calvin Souther Fullerand，1902—1994），在美国贝尔实

验室首次制成了转换效率为 6％的实用单晶硅太阳能电池

（图1）。在致力构建绿色低碳、智能安全、可持续能源体系的

今天，回顾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的历史并展望未来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图1 为太阳能应用奠定科学基础的著名科学家

（a）A. E. 贝克雷尔 （b）A. 爱因斯坦 （c）G. 皮尔松、D. 恰宾、

C. S. 富尔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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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无论是科技、数学，或人文科学，内容愈来愈

丰富，分枝也愈来愈多。考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工具愈来

愈多，能够发现不同现象的能力也比以前大得多，一方面全

世界的人口大量增长，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习俗的人，

在互相交流后，不同观点的学问得到融会贯通，迸出火花，从

而产生新的学问。

从前孔子讨论自己的学问时说：吾道一以贯之。现在的

学科这么多，这么复杂，今天有人能做得到孔子所说的一以

贯之吗？我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

学者在构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引导某一门学问走向新

的方向时，我们会问，他们的原创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

人看得特别远，找得到前人没有发现的观点？这是不是一个

理性的选择？还是因为读万卷书而得到的结果？

上述这些当然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最重要

的创造力，有了踏实的基础后，却源于丰富的感情。

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看到：屈原作楚辞，李陵作河梁送

别诗，太史公作《史记》，诸葛亮写《出师表》，曹植作赠《白马

王彪诗》，庚信作哀《江南赋》，王粲作《登楼赋》，陶渊明作《归

去来兮辞》，他们的作品都可以说是千古绝唱。然后，我们又

看到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李煜、柳永、晏殊、苏轼、秦

观、宋徽宗、辛弃疾，一直到清朝的纳兰容若、曹雪芹，他们的

文章诗词，热情澎湃，回肠荡气，感情从笔尖下滔滔不绝地倾

泻出来，成为我们见到的瑰丽的作品。这些作者，并未刻意

为文，却是情不自禁。绝妙好文，冲笔而出。

何以故？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太史公说：意

有所郁结也。能够影响古今传世文章的气必需要至柔至远，

至大至刚！

南北朝时，刘勰着《文心雕龙》，他评论五经，认为从文学

的角度来看，经文都是上品，以其载道也，载道的文章必定富

有文气。道不一定是道德，也可以是自然之道。至于数理方

面，也讲究相似的文气。

自希腊的科学家到现代的大科学家，文笔泰半优美雅

洁。正如上述；他们并没有刻意为文，然而文既载道，自然可

观。数理之与人文，实有错综交流的共通点，互为学习。

古代希腊人和中国战国时的名家，雅好辩论，寻根究

底。在西方，因此而产生了公理的研究，影响了整个自然科

学的发展。从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到牛顿的三大定律，到爱

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莫不与公理的思维有关。

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中国，科学的突变或革命都以深刻的

哲学思想为背景。希腊哲学崇尚自然，为近代的自然科学和

数学发展打好了基础。中国人偏重人文，对科学主要的贡献

在应用科学。但有趣的是中国人提出五行学说，希腊人也企

图用五种基本元素来解释自然现象。中国人提出阴阳的观

点，西方人也讲究对偶，事实上，希腊数学家研究的射影几何

就已经有 pole和 polar的观念。文艺复兴时的画家则研究

perspective geometry，对偶的观念，从那些时候，已经开始了。

值得一提的是：对偶的观念虽然肇源于哲学和文艺思

想，但对近代数学和理论物理的影响，至大且钜。在现代数

学和粒子物理中，由对偶理论得到的结果，更是具体入微。

七十年前，物理学家已经发现负电子的对偶是正电子，而几

何学家则发现光滑的紧致空间存在着庞卡来对偶性质。近

三十多年来，物理学家发现他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引入的

超对称观念，可以提供粒子物理和几何丰富的思想，它预测

所有粒子都有超对称的对偶粒子，同时极小的空间和极大的

空间可以有相同的物理现象，假如实验能够证明超对称的想

法是正确的话，阴阳对偶就可以在基本物理中具体地表现出

来了，说不定现代物理的概念可以修正和改进中国人对阴阳

的看法。

文艺复兴的科学家理文并重，他们也将科学应用到绘画

和音乐上去。笛卡儿、伽利略到牛顿和莱布尼兹这些大科学

家们在研究科学时，都讲究哲学思想，通过这种思想来探索

大自然的基本原理。以后伟大的数学家高斯、黎曼、希尔伯

特、梵尔等都寻求数学和物理的哲学思想。黎曼创造黎曼几

何，就从哲学和物理的观点来探讨空间的基本结构。至于爱

因斯坦在创造广义相对论时，除了用到黎曼几何外的观念，

更大量地采用到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想法。

数理与人文数理与人文
丘成桐

哈佛大学，剑桥02138，美国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N0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D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02

作者简介：哈佛大学数学教授、物理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引用格式：丘成桐. 数理与人文[J]. 科技导报, 2014, 32(28/29):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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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中水溶性钾含量测定的四苯硼酸钾肥料中水溶性钾含量测定的四苯硼酸钾
重量法改进及国际标准制定重量法改进及国际标准制定
范宾，储德韧，商照聪

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摘要 对肥料和土壤调理剂中水溶性钾含量测定应用最广泛的分析方法——四苯硼酸钾重量法进行系统研究与改进，取消了现

有方法中添加甲醛以掩蔽NH+
4的步骤。通过对标准物质和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肥料样品的对比实验分析，验证了新方法具有更高

的准确性和与原方法相当的精密度。经国际标准化组织肥料与土壤调理剂专业委员会推荐，由上海化工研究院牵头组织国内外

14家分析实验室进行了实验室间比对，统计结果表明，新方法的适用性好且精密度高，因此将推荐其作为新国际标准分析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肥料；水溶性钾含量；四苯硼酸钾重量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03

Improvement on Determination of Water-soluble Potassium Content
in Fertilizers by Potassium Tetraphenylborate Gravimetric Method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bstractAbstract The most wildly used analytical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water- soluble potassium content in fertilizers and soil
conditioners, namely the potassium tetraphenylborate gravimetric method, i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and improved, and the procedure
of masking ammonium by adding formaldehyde is abolished.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on both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a series of
fertilizer samples show that the newly- developed method is more accurate than the former method, and of compatible precision.
Recommended by the ISO Technical Committee 134 (Fertilizers and Soil Conditioners), an international ring test with 14 participating
labs around the world is conducted by the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Statist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new
method is both universal and precise, thus it will be approved as the next-generation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 new ISO standard.
KeywordsKeywords fertilizer; water-soluble potassium content; potassium tetraphenylborate gravimetric method

FAN Bin, CHU Deren, SHANG Zhaocong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Testing Center, Shanghai 200062, China

钾作为植物必需营养元素中3种最基本的元素（氮磷钾）

之一，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1,2]。由于钾肥的规模化生产

对资源的依赖性很强，而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粮食生产与消费

国，恰恰又是钾盐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3]，国内巨大的钾肥市

场需求长期以来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来满足[4]。从世界范围

看，钾肥的主要生产国与主要消费国之间的匹配度相对较

低，在国际贸易中各国进出口钾肥的质量检验工作显得十分

重要。建立一套普适性好、操作性强、准确度和精密度高的

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方法一直是各国分析化学家和肥料工

作者的共同目标[5,6]。

肥料中钾含量测定，主要是指测定其中能够直接被植物

吸收利用的水溶性钾成分[1]。随着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的不断

发展进步，针对肥料中钾含量（水溶性钾含量）的测定方法层

出不穷，主要包括重量法、容量法、火焰光度法、ICP方法等[2]，

32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088


科技导报 2014，32（28/29）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5-26；修回日期：2014-07-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0603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高校科研计划项目（XJEDU2011 I 28）；乌鲁木齐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

（H121323001）
作者简介：帕丽丹·吾术尔，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老年性痴呆的中、维、西医干预，电子信箱：pld425@sina.com；努尔买买提·艾买提（通信作者），教授，研

究方向为新疆重大疾病的维吾尔医干预，电子信箱：oglanl972@126.corn；哈木拉提·吾甫尔（共同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新疆重大疾病

的维吾尔医干预，电子信箱：halmurat@263.net
引用格式：帕丽丹·吾术尔, 买吾拉尼江·依孜布拉, 努尔买买提·艾买提, 等. 阿尔茨海默病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大鼠模型血清代谢组学研究[J]. 科技导

报, 2014, 32(28/29): 39-47.

阿尔茨海默病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阿尔茨海默病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
大鼠模型血清代谢组学研究大鼠模型血清代谢组学研究
帕丽丹·吾术尔 1，买吾拉尼江·依孜布拉 2，努尔买买提·艾买提 2，哈木拉提·吾甫尔 2

1.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神志病科，乌鲁木齐 830000
2. 新疆医科大学维吾尔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为研究阿尔茨海默病（AD）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大鼠模型血清代谢物的变化，利用代谢组学核磁共振（NMR）技术，根据维

吾尔医学理论，采用多因素复合作用建立异常黑胆质证载体动物模型后再予以聚集态Aβ1-40双海马定向注射制备AD异常黑胆质

病证结合大鼠模型，收集各组大鼠血清，利用核磁共振波谱（1H-NMR）技术测定核磁共振氢谱，建立模型大鼠血清的代谢指纹

谱，运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法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法分析研究各组大鼠血清中代谢产物差

异。OPLS-DA分析结果显示，各组血清多种代谢组份有显著性差异，单纯痴呆组大鼠血浆中乳酸、糖蛋白、丙酮、极低密度脂蛋

白（VLDL）、甲酸和不饱和脂类的含量增加，丙二酸的含量降低；异常黑胆质证组大鼠血清中糖蛋白和β-葡萄糖的含量增多，缬氨

酸、酪氨酸、苯丙氨酸和1-甲基组氨酸的含量降低；AD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组大鼠血浆中的不饱和脂类含量增加，甘氨酸、苯丙

氨酸、1-甲基组氨酸、蛋氨酸、丙二酸及β-葡萄糖的含量降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单纯痴呆组大

鼠组比较，异常黑胆质证组大鼠血浆中的亮氨酸、缬氨酸、丙氨酸、酪氨酸、α-葡萄糖、β-葡萄糖、肉碱、柠檬酸和不饱和脂类的含

量降低。AD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组大鼠血浆中丙氨酸和丙酮的含量降低，β-葡萄糖和肌酸的含量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异常黑胆质证组比较，AD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组大鼠血浆中α-葡萄糖、β-葡萄糖、肉碱和柠檬酸的含量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得出，异常黑胆质证与AD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协同促进作用，AD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

大鼠模型体内糖代谢紊乱和能量代谢障碍，与单纯痴呆模型及异常黑胆质证模型比较，代谢产物及代谢途径在病变过程中发生

了演变，AD异常黑胆质病证结合大鼠模型的代谢变化更为复杂。

关键词关键词 异常黑胆质证；阿尔茨海默病；病证结合；核磁共振；代谢组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291.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04

Serum Metabonomic Study of Alzheimer's Disease Rat Models
with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Abstract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rat model with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an
abnormal savda rat model with multiple factors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Uighur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Aβ1- 40

WUSHUER Palidan1, HIZBILLA Mawlanjan2, AMAT Nurmuhammat2, UPUR Halmurat2
1.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fifliated to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00, China
2. Traditional Uighur Medicine Institut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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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轴压缩作用下含不同倾角裂隙的单轴压缩作用下含不同倾角裂隙的
类岩石试样力学特性类岩石试样力学特性
王卫华，王小金，姜海涛，严哲，李双蓉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对含有不同倾角的预制裂隙类岩石试样进行单轴静载态压缩试验，研究裂隙倾角对于试样强度、破坏模式、破坏过程及裂

纹起裂和扩展规律的影响。研究发现，含有预制裂隙的类岩石试样与完整试样的应力-应变曲线相似，可分为压密段、线弹性段、

裂纹稳定扩展段、应变软化段和残余强度段。含裂隙岩石的峰值抗压强度随裂隙倾角的逐渐增大呈V字形变化，裂隙倾角45°
时，岩石的峰值抗压强度最低，裂隙倾角0°和90°时，岩石的峰值抗压强度最高。裂纹的起裂角随裂隙倾角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裂纹的起裂速度和稳定扩展速度随裂隙倾角的增大逐渐增大。裂纹随载荷的逐渐增加，从预制裂隙尖端开始起裂，在初始加载

阶段，由于岩石还具有一定的强度，裂隙扩展不明显，达到一定的载荷时，裂隙迅速而稳定扩展，直至完全破坏。

关键词关键词 裂隙岩石；单轴压缩；裂隙倾角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45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05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Rocklike
Specimens Containing Single Cracks of Different Inclination Angles
under Uniaxial Compression

AbstractAbstract The effect of crack inclination angle on strength, failure mode, failure process, law of crack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is
studied by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on rocklike specimens with single pre-existing cracks of different inclination angl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stress- strain curve of the cracked specimen goes through five stages: compressive densification stage, stable linear
elastic stage, crack extension stage, strain softening stage and residual strength stage,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intact sample. The peak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cracked sample changes as a V-shaped curv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inclination angle, and the
minimum peak compressive strength is at the angle of 45° and the maximum compressive strength at angle 0° or 90° . The crack
initiation angle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inclination angle; on the contrary, the initiation speed and stable
propagation speed of the crack increase with the crack inclination angle. The crack starts to expand with the increasing load
gradually. The crack extension is stable and not obvious at first, when the load reaches a certain value, the crack expands quickly
until the cracked specimen is broken completely.
KeywordsKeywords cracked rock; uniaxial compression; crack inclination angle

WANG Weihua，WANG Xiaojin，JIANG Haitao，YAN Zhe，LI Shuangrong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工程中遇到的岩体，由于其内部含有各种软弱结构面，

例如断层、节理、裂隙等，其力学特性与完整岩石有很大不

同。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于含裂隙岩石的力学特性做了大量

研究工作。Wong等[1]进行了单轴压缩条件下含单孔岩石的

劈裂破坏试验，并应用MFPA2D模拟破坏过程。结果表明，

使裂纹开始扩展的轴向压力的大小由缺陷的几何参数决

48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090


科技导报 2014，32（28/29）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5-27；修回日期:2014-07-04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1ZX05013-002）
作者简介：杨朝蓬，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油气渗流机制与油气藏工程，电子信箱: yangzhaopeng@petrochina.com.cn
引用格式：杨朝蓬, 沙雁红, 刘尚奇, 等. 苏里格致密砂岩气藏单相气体渗流特征[J]. 科技导报, 2014, 32(28/29): 54-58.

苏里格致密砂岩气藏单相气体渗流特征苏里格致密砂岩气藏单相气体渗流特征
杨朝蓬 1，沙雁红 2，刘尚奇 1，韩彬 1，杨元明 3，刘剑 1，梁光跃 1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 中海油研究总院，北京100027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致密砂岩储层气体渗流机理是准确建立渗流模型、评价产能、合理开发气田的理论基础。对单相气体在苏里格致密气藏

渗流过程中的介质变形、滑脱效应、高速渗流的机制进行实验研究。采用定围压、降低内压的方式评价了苏里格致密砂岩气藏的

应力敏感性，利用Brace方法求得苏里格致密气藏岩样的有效应力系数，通过实验研究了滑脱效应在致密储层中可以忽略的最

低压力值。结果表明，苏里格致密气藏存在较强的应力敏感性。在保持岩心所受有效应力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忽略滑脱效应的

最低压力值随着储层渗透率的增加而减小。由于致密砂岩储层渗透率极低，气体的渗流速度受限，在足够高的压力平方差下气

体流动仍然属于达西流的范畴，因此气体在致密气藏基质中流动时不会出现高速非达西流。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砂岩；应力敏感；滑脱效应；有效应力；高速非达西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06

Flow Behavior of Single-phase Gas in Sulige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AbstractAbstract The gas percolation mechanism i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ccurately establishing the seepage model, evaluating productivity
and developing gas reservoirs. The mechanisms of stress sensitivity, slippage effect, and high- speed flow in the Sulige tight gas
reservoir are studied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flow behavior of the single-phase gas. The method of confining pressure unchanging-pore
pressure changing i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stress sensitivity of the Sulige tight gas reservoir. The stress sensitivity of tight gas
reservoir is proved to be strong. The effective stress coefficients of Suilge tight gas reservoir samples are obtained through Brace
method. The minimum pressures in which the slippage effect will disappear are studied i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effective stresses on
rock samples are constant. The minimum pressur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eservoir permeability. Seven rock samples are
adopted in the experiment to study the high- speed flows in tight gas reservoir and low permeability gas reservoir. In the low
permeability rock samples, the gas flow exhibits the high-speed non-Darcy behavior. But due to the very low permeability, the gas
flow rate is restricted in tight gas reservoirs, and the flow still belongs to Darcy-flow under a sufficiently high pressure difference.
Thus, there exists no high-speed flow in the matrix of tight gas reservoirs.
KeywordsKeywords tight gas reservoir; stress sensitivity; slippage effect; effective stress; high speed non-Darcy flow

YANG Zhaopeng1, SHA Yanhong2, LIU Shangqi1, HAN Bin1, YANG Yuanming3, LIU Jian1, LIANG Guangy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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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油藏流体渗流规律实验研究致密油藏流体渗流规律实验研究
赵玉集 1,2，王学武 2，凌浩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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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3. 中海石油天津分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天津 300452
摘要摘要 采用光电微流量计实现了微细流量的精确测量，建立了一套致密油藏岩心渗流曲线测试方法，分析了喉道半径、微裂缝和

流体性质对致密油渗流规律及启动压力梯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岩心由不同级别的喉道组成是致密油产生非线性渗流的本

质，真实启动压力梯度与最大喉道半径具有较好的幂律关系，拟启动压力梯度和平均喉道半径具有较好的幂律关系；与基质型岩

心相比，含微裂缝岩心的真实启动压力梯度和拟启动压力梯度都有所降低，真实启动压力梯度降低的幅度大于拟启动压力梯度；

与模拟地层水相比，利用模拟油得到的真实启动压力梯度和拟启动压力梯度都有所增大，渗透率越低，不同流体介质得到的真实

启动压力梯度和拟启动压力梯度差异越显著。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油；渗流规律；启动压力梯度；微裂缝；微流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07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Porous Flow Law of Tight Oil Reservoir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cise measurement of the micro flow by the photo- electric micro meter, a method to measure the
differential pressure flow curves of tight oil core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influence factors, such as throat radius, micro fracture
and fluid property, on the porous flow law of tight oil reservoir and the start-up pressure gradient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essence of nonlinear flow in tight oil core is that the cores are composed of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throats. The real start-
up pressure gradient and the maximum throat radius have a good power-law relationship, and the pseudo start-up pressure gradient
also has a power- law relationship with the average throat radius. The core with micro facture has smaller real & pseudo start-up
pressure gradients than the core without any micro fracture. The real and pseudo start-up pressure gradients will be greater when
using formation oil than those when using formation water in the experiment. The lower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core, the greater
difference of the real and pseudo start-up pressure gradients.
KeywordsKeywords tight oil; porous flow law; start-up pressure gradient; micro fracture; micro flow

ZHAO Yuji1,2, WANG Xuewu2 LING Haochuan3

1.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Langfang Branch, PetroChina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Langfang 06500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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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Bakken、Eagle Ford、Barnet等致密油勘探开发取得

重大突破，使得致密油成为继页岩气之后全球非常规油气勘

探开发的又一新热点[1～3]。中国致密油分布广泛，鄂尔多斯盆

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等均有丰

富的致密油储量，据初步估算，全国各探区致密油资源量可

达（106.7~111.5）×108 t[4]，同时，致密油也是中国最有潜力的

非常规资源和重要的接替资源，逐渐成为目前开发的热点[5～7]，

是目前中国非常规油气开发领域最为现实的选择，但致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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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开平凹陷恩平组地震反射珠江口盆地开平凹陷恩平组地震反射
特征与沉积体系展布特征与沉积体系展布
王升兰 1，刘晖 2

1. 中海油研究总院，北京 100027
2.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北京 100029
摘要摘要 开平凹陷位于珠江口盆地西南部，在古近纪为一NE-ENE向展布的断陷盆地。在地震反射特征识别恩平组沉积界面的

基础上，依据地震反射结构和井-震标定在恩平组识别出5种沉积相类型。浅湖亚相表现为中频率、强振幅、连续平行席状地震

相，分布于凹陷中心；滨湖亚相表现为中高频、中连续、亚平行席状地震相和中频率、中弱振幅、中连续上超地震相和中高频、弱振

幅、中连续微波状地震相，主要分布于凹陷南部；三角洲相表现为高频率、变振幅、中连续前积地震相和中高频、中弱振幅、中等连

续、弱前积地震相，主要发育于凹陷东部和东北部；扇三角洲相表现为低频、弱振幅、断续杂乱楔形地震相，主要分布于凹陷西部

控凹断层下降盘；冲积扇相表现为低频、弱振幅、断续杂乱充填地震相，局限于西部控凹断层的上升盘。

关键词关键词 沉积环境；沉积相；地震相；恩平组；开平凹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08

Seismic Reflection and Depositional System of the Enping Formation
in the Kaiping Depression of the Zhujiangkou Basin

AbstractAbstract The Kaiping Depression is located on the western Zhujiangkou Basin. It is a Paleogene faulted basin in the NE- ENE
direction. Based on results obtained from drills and seismic reflections, five sedimentary facies are identified in the Enping Formation.
The shallow lake facies is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frequency, strong amplitude, continuity and parallel sheet, distributed
in the center depression. Littoral lake facies includes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high frequency, medium amplitude,
continuity, and sub-parallel sheet, on- lap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frequency, medium-week amplitude and medium
continuity, and micro-waved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high frequency, week amplitude and medium continuity, deposited
on the southwestern depression. Delta facies includes progradation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zed by high frequency, varying amplitude and
medium continuity and weak- progradation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high frequency, medium- week amplitude and
medium continuity, mainly developed on the east and northeast. Fan delta facies is tangle-some wedge seismic facies,,characterized by
low frequency, week amplitude, and low continuity , distributed on the down-thrown sides of west depression-controlling faults. Alluvial
fan facies is tangle-some filling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zed by low frequency, week amplitude, low continuity, limited on the up-thrown
side of a west depression-controlling fault.
KeywordsKeywords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facies; seismic facies; Enping Formation; Kaiping Depression

WANG Shenglan1, LIU Hui2
1. CNOOC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27, China
2. Oil & Gas Survey,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2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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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中北斜坡碳酸盐岩裂缝分布特征塔中北斜坡碳酸盐岩裂缝分布特征
叠前叠后综合预测方法叠前叠后综合预测方法
张新超 1，2，孙赞东 1

1. 中国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南阳 473132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质地球物理综合研究中心，北京 102249
摘要摘要 针对塔中北斜坡碳酸盐岩内多期应力作用下形成的裂缝，研究了采用叠前P波方位AVO反演和叠后相干属性相结合的

裂缝分布特征预测方法。结果显示，塔中北斜坡碳酸盐岩内发育单组裂缝和多组裂缝，叠后相干属性预测的裂缝多与断裂控制

的裂缝分布一致，这些裂缝多发育在断裂破碎带中，由于断裂附近为两个方向的应力释放区，北东向和北西向裂缝都易发育，易

形成多组裂缝；叠前P波方位AVO反演预测的裂缝多分布在隆起、背斜顶部，由于隆起、背斜等构造带主要受北东向挤压应力作

用，易形成单个方向的裂缝（单组裂缝）。结果表明，叠后预测能够表述裂缝与断裂之间的关系，而叠前预测则能够补充表述断裂

之间的裂缝分布，两者结合的预测方法能够更准确地揭示裂缝分布特征，且与塔中北斜坡的地质规律相符合。

关键词关键词 碳酸盐岩；裂缝分布；叠后相干属性；叠前P波方位AVO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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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grated Prediction Method of Fracture Distribution Using
Pre- stack and Post- stack Seismic Data in Carbonate Rock in the
North Slope of Tazhong Area

AbstractAbstract A new method for fracture predic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identify the distribution of carbonate fractures developed
under the multi-stage stress action in the North Slope, Tazhong area. Studies show that fractures are developed in a single-azimuth set
and a multiple-azimuth set in carbonate rock there. The predicted fractures with the post-stack coherent attribute are mostly distributed
around faults, and developed in fault-fracture zones. These fractures are always in a multiple-azimuth set, because they are developed in
two main directions by the relief of dipole- stresses. And the fractures predicted by the P- wave azimuth AVO inversion are always
developed in the tops of the anticline and the uplift belt. They are always in a single- azimuth set, because they are developed by a
persistent and single northeast directional stress relief.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with the post-stack coherent
attribute could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between fractures and faults, while the results of the pre-stack method could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fracture distribution between faults. And the integrated prediction results not only more accurately reflect the fracture
distributions, but also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North Slope in Tazhong area.
KeywordsKeywords carbonate rock; fracture distribution; post-stack coherent attribute; pre-stack azimuth AVO i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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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地高压燃气钢管结构可靠性分析埋地高压燃气钢管结构可靠性分析
李军 1,2，秦朝葵 1，严铭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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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津城建大学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天津 300384
3.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天津 300074
摘要摘要 基于可靠性理论建立埋地钢管失效模型，采用验算点一次二阶矩法研究了设计压力为4.0 MPa条件下埋地高压燃气钢管

结构可靠性的影响因素及规律。结果表明，对钢管结构可靠性影响较大的随机参数依次为材料屈服强度、钢管壁厚、工作压力、

竖直载荷、钢管弯曲系数、管径、钢管基座系数和弹性模量；当所有随机参数的变异系数统一取0.05且保持不变时，钢管结构可

靠性随材料屈服强度、钢管壁厚、钢管基座系数等均值的增大而增大，随工作压力、竖直载荷、钢管弯曲系数、弹性模量等均值的

增大而降低；当各随机参数均值不变时，变异系数越大，钢管结构可靠性越低，无论是与失效概率成正相关的参数还是呈反相关

的参数均如此。

关键词关键词 埋地燃气钢管；结构可靠性；失效概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996.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10

Structural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Buried Steel High- pressure
Gas Pipeline

AbstractAbstract Urban gas facility is one of the urban lifeline engineering and many variables affect buried gas pipeline failur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randomness and uncertainty of variables on the safe operation of urban gas pipeline, the reliabilit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ipeline are studied. Moreover, buried pipe failure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ructural
reliability of the urban high-pressure gas pipeline are analyzed, under the design pressure of 4.0 MPa, using the advanced First Order
Second Moment (FO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s of variables on the buried gas pipeline reliability are in the following
descending order: the material yield strength, the pipe wall thickness, the internal fluid pressure, the vertical load, the bending-
moment coefficient, the pipe diameter, the deflection coefficient, the elastic modulus and any other factors. Keeping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s at a constant of 0.05, the pipe reliability index increases with the material yield strength, the pipe wall thickness, the
deflection coefficient, and decreases with other variables mentioned abov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iability index is related with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the greater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the smaller the reliability index. This conclusion is substantiated not only for
the parameter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but also for the parameters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 probability.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o improve the structural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urban high-pressure gas pipeline.
KeywordsKeywords buried steel gas pipeline; structural reliability; failure probability

LI Jun1,2, QIN Chaokui1, YAN Mingqing3

1.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2. School of Energy and Safety Engineering,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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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工程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城市生命线

工程之一[1]。然而，埋地高压燃气钢管的安全运行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如钢管材质、环境土壤特性、工作压力、路面载

荷等。由于城市用气的不规律性及钢管敷设环境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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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LS-DYNALS-DYNA的间柱开采贫损爆破的间柱开采贫损爆破
控制技术控制技术
罗周全，齐飞祥，谭浪浪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尽可能降低间柱采场开采的贫化和损失、充分回采间柱矿产资源，是某矿山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控制间柱采场复杂

边界的角度，运用显示动力分析软件LS-DYNA对间柱采场边排孔的装药结构、两帮和两端的边孔距进行数值优化，对比4种间

隔装药结构方案边界处测点的x向振动速度方差，得到间隔比例为0.588最优装药结构方案产生的爆破振动最均匀；根据第四强

度理论，得出最合理两帮和两端边孔距分别为1.6 m和1.2 m，此时对充填体和岩石造成的破坏最小。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试验间

柱采场，验证了间柱采场贫损爆破控制技术的有效性。

关键词关键词 间柱采场；爆破控制；装药结构；边孔距；LS-DNYA；贫化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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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ution and Loss Blasting Control of Pillar Mining Based on
LS-DYNA

AbstractAbstract In a certain underground lead-zinc mine, an urgent task is to decrease the dilution and the loss of the pillar stope mining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o mine the pillar mineral resources full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stope complicated boundary, the explicit
dynamic analysis software LS-DYNA is used for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charging structure of side holes，and the
spacings of sides and both ends of pillar stop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x- direction vibration velocity variances of four interval
charging structure plans at the boundary measurement points shows that the blasting vibration is the most uniform by the optimal hole
charging structure scheme with the interval proportion of 0.588. The optimal hole spacings of sides and both ends are, respectively,
1.6 m and 1.2m with the minimum destruction of rock and backfill based on the Fourth Strength Theory. Applying the research result
to the trial pillar stop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illar stope dilution and loss control is verified.
KeywordsKeywords spillar stope; blasting control; charge structure; side hole spacing; LS-DYNA; dilution and loss

LUO Zhouquan, QI Feixiang, TAN Langlang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贫化和损失是评价采场回采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对矿

山的经济效益有重要影响 [1,2]。如何有效地实现间柱开采贫

损控制问题是某矿山当前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为完成年

产18万 t金属量的目标，某矿山采用大爆破法[3]对间柱进行开

采，势必会打破矿房充填体的应力平衡状态，使得间柱采场

的边界和两帮矿房采场充填体的应力场和位移场变得复杂，

造成矿石较大的贫化和损失。

从控制间柱采场复杂边界的角度，对间柱采场的贫损

爆破控制技术进行研究，运用显式动力分析软件 LS-
DYNA[4~6]对间柱采场边排孔的装药结构、两帮以及两端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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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一种基于PEGAPEGA算法的算法的UAVUAV区域覆盖区域覆盖
搜索路径规划方法搜索路径规划方法
赵晨皓，刘永兰，赵杰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西安 710051
摘要摘要 为解决不规则区域内UAV最短覆盖搜索路径的规划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求解方法。首先，利用机载传感器探测范围对任

务区域进行栅格化离散，将区域覆盖搜索路径规划问题转化为一个可求解的旅行商问题；然后，利用多种群并行算法框架及精英

策略对遗传算法进行改进并重新设计算法的适应度函数，提出一种并行精英遗传算法用于问题的求解。实验仿真结果表明，提

出的求解方法对于UAV区域覆盖搜索路径规划问题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提出的PEGA算法收敛速度快，得出的最优解质量较

高；通过改进适应度函数能够有效减少远距离两点相连的情况，对于覆盖搜索路径规划结果产生了明显的优化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无人机；并行精英遗传算法；区域覆盖搜索；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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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Planning Method of UAV Area Coverage Searching Based on
PEG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for the shortest path planning of UAV coverage searching in irregular regions. First, the
mission area was dispersed with rasterisation by using the detection range of airborne sensor, and the path planning problem of area
coverage searching was translated into a travelling salesman problem that can be solved. Then, the genetic algorithm was improved by
using the multi- group parallel algorithm frame and elitist strategy, and the fitness function of the algorithm was redesigned. The
parallel elitist genetic algorithm was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TSP problem.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pplicable to the path planning problem of UAV area coverage searching. The proposed PEGA algorithm had a high convergence
speed and the optimal solution had satisfactory quality. Improving the fitness function reduced the case of long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connected, apparently optimizing the path planning results.
KeywordsKeyword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parallel elitist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area coverage searching; path planning

ZHAO Chenhao, LIU Yonglan, ZHAO Jie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Colleg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51, China

UAV区域覆盖搜索指利用UAV对大面积任务区域进行

覆盖性搜索行动，其在战场侦察、区域搜救以及巡逻示警等

方面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相关研究学者

的广泛关注。

曾维彪等[1]针对静态区域的全区域覆盖问题，基于Acar

算法得出了一种延障碍物边缘检测关键路径点进行搜索覆

盖的方法，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工程化应用价值。Hutchison[2]

将多UAV对圆形区域内随机分布目标点协同侦察问题归纳为

一个旅行商问题（TSP），利用区域等分的方法对目标区域进行

等分，最后用模拟退火算法得出了求解方案。Koenig等 [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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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汽车横摆稳定性的差动制动模糊重型汽车横摆稳定性的差动制动模糊
控制方法控制方法
李韶华 1，吴金毅 2

1. 石家庄铁道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石家庄 050043
2. 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72
摘要摘要 针对重型汽车研究了横摆稳定性差动制动模糊控制方法，以横摆角速度和质心侧偏角为控制目标，利用差动制动产生适

当的横摆力矩，提高车辆的横摆稳定性。根据具体车型建立了重型汽车的虚拟样机整车模型，并利用Matlab/Simulink搭建了差

动制动模糊控制系统，通过ADAMS-Matlab联合仿真分析了不同车速、制动减速度、路面附着系数和转弯半径下的车辆响应。

结果显示，应用差动制动模糊控制方法，在各种工况下均能使车辆的横摆角速度、质心侧偏角和侧向加速度明显减小，且制动减

速度、转弯半径越大控制效果越明显，在低路面附着系数下也能达到明显的控制效果，表明该方法可有效提高重型汽车在转向操

纵下的横摆稳定性。

关键词关键词 重型汽车；横摆稳定性；差动制动；模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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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zzy-logic Controller Design for Heavy Vehicle Based on
Co-simulation

AbstractAbstract A fuzzy- logic controller system is designed for improving the heavy vehicle's yaw stability in this paper. The control
objectives of this system are the yaw rate and the body sideslip angle. With the differential braking, a corrective yaw moment is
generated to improve the vehicle's yaw stability significantly. A vehicle virtual prototype model is establish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ams/Car. A fuzzy controller is designed for the yaw stability control system in the Matlab/Simulink environment and is combined
with the vehicle mode1. The vehicle responses at various running speeds, brake decelerations, road frictional coefficients and road
curve radii are analyzed by co-simul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differential braking fuzzy controller can reduce the yaw
rate, the body sideslip angle and the lateral acceleration noticeably and thus improve the vehicle's yaw stability effective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brake deceleration and the road curve radius, the control effect is enhanced. Even on a low frictional coefficient road,
the controller can also have an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reducing the danger of the vehicle going out of control.
KeywordsKeywords heavy vehicle; yaw stability; differential braking; fuzzy-logic control

LI Shaohua1, WU Jinyi2
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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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摆稳定性控制是车辆稳定性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侧向风等干扰或者不同路面条件下的制动都可能会

使车辆丧失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无法在短时间内

作出响应。因此,有必要开发车辆稳定性自动控制系统。已

有的研究表明,横摆力矩控制是提高车辆操纵稳定性的一个

有效方法[1]。横摆力矩控制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改变车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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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物胁迫处理对植物离体组织培养非生物胁迫处理对植物离体组织培养
再生效果影响研究进展再生效果影响研究进展
佘茂云 1，殷桂香 1，杜丽璞 2，张平治 1，叶兴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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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植物离体组织培养再生性能受多种因素影响。早期关于提高植物组织培养和植株再生效率的策略往往侧重于基因型筛

选、培养基改良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搭配等方面，忽略了环境胁迫条件对植物离体培养再生效果的影响。据此，综述了不同胁迫诱

导对植物离体组织培养再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氧化、渗透、水分、伤害和温度等胁迫。氧化胁迫对植物细胞的再生过程具有双重

作用，即氧化胁迫引发植物体内相关抗氧化胁迫酶类合成，从而促进再生，但是发生氧化胁迫的细胞因其细胞膜通透性发生改

变，易导致细胞死亡；短期渗透胁迫对植物胚性愈伤组织再生能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伤害通过影响相关基因表达而对体细胞

胚胎产生积极作用；温度对植物体细胞胚胎发生的影响具有发育阶段的特异性以及处理强度的依赖性，适度的温度处理可诱导

出较多的胚性愈伤组织。因此，对用于组织培养的外植体进行适当的逆境胁迫前处理，有助于植物组织培养过程胚性愈伤组织

的产生，并最终促进植物离体组织培养再生性能的提升。

关键词关键词 植物；胁迫；诱导；组织培养；植株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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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mpact of Abiotic Stresses on Plant
Regeneration During Tissue Culture in vitro

AbstractAbstract Plant regeneration performance during tissue culture in vitro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o improve plant regeneration
efficiency, the previous strategies focused on genotype screening, optimization on media components, and combination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while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on plant regener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different stress-induced effects on plant regeneration during tissue culture in vitro, including oxidative
stress, osmotic stress, wounding, and cold stress. The oxidative stress plays a dual role in the plant regeneration process, i.e.,
induction of relevant stress antioxidant enzymes synthesis contributing to plant regeneration positively and changes on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caused by oxidative stress leading to cell death negatively. The short-term osmotic stres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plant
regeneration potential. Wound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omatic embryogenesis by activating the relevant gene expression.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 embryonic cells depends on the plant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treatment intensity, and
moderate temperature pretreatment can induce more embryonic calli. Therefore, appropriate stress pretreatment on explants used for

SHE Maoyun1, YIN Guixiang1, DU Lipu2, ZHANG Pingzhi1, YE Xingguo2

1. Crop Institute,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efei 230031
2.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tional Key Facility for Crop Gene Resources and

Genetic Improvement,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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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表面热物理模型小行星表面热物理模型
季江徽 1，2，余亮亮 1，2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南京 210008
2. 中国科学院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摘要摘要 回顾小行星热物理研究中两种热物理模型 TPM（thermal physical model）和 ATPM（advanced thermo physical
model），讨论了其科学应用及适用范围，分析了其在未来小行星探测任务中可能的工程应用价值。基于TPM可推算小行星的表

面热惯量性质，利用 ATPM不仅可以研究小行星的表面热惯量与表面粗糙度等特性，还能深入研究小行星的 YORP效应

（Yarkovsky-O'Keefe-Radzievskii-Paddack effect）。研究表明，在目前的观测精度下，TPM和ATPM均可有效研究并揭示小

行星基本热物理性质。

关键词关键词 小行星；热物理模型；热惯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134.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15

Progress of Therm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on Asteroids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work, we review two kinds of thermophysical models widely adopted in the therm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of
asteroids, i.e., TPM and ATPM, and further discuss their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and applicable scopes in the investigations. In
general, TPM can be used to derive thermal inertia of the asteroid, whereas ATPM can not only be applied to the of therm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steroids such as thermal inertia, surface roughness, etc., but also reveal the YORP effect of asteroids. It is
shown that TPM and ATPM are applicable to effective exploration of the asteroids’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in terms of present
observation accuracy. The likely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for future asteroid missions is also briefly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asteroids; thermophysical models; thermal inertia

JI Jianghui1,2, YU Liangliang1,2

1. Purple Mountain Observa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Planetary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小行星一般指环绕太阳运动的岩石或金属天体，其体积

和质量比行星小得多，绝大多数分布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

的主带区域。研究通常认为小行星是行星形成过程的半成

品，与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有重要的联系。由于质量较小，

大多数小行星的形状极不规则。然而，这些体积虽小又无大

气的小行星上却可能蕴含地球生命和水体起源的关键线索，

同时也蕴藏着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原始信息，因而具有重要的

科学研究价值。

在众多小行星中，近地天体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的

轨道与地球轨道很接近或相交，存在与地球相撞的可能，因

此对地球与人类的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2013年 2月 15
日，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陨石事件中一颗直径约15 m的小天

体在空中发生爆炸致使近1200人受伤，近3000座建筑受损，

类似事件几十年发生一次。据估计在地球附近存在着数百

万颗几十米大小的近地天体，它们经常撞击地球，对人类、其

他生物圈和地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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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变化对人口健康影响研究中国气候变化对人口健康影响研究
评述评述
王灏晨 1，路凤 2，武继磊 1，郑晓瑛 1

1.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中心，北京 100871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北京 100050
摘要摘要 综述了中国气候变化特点及气候变化对人口直接或间接的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着重介绍了气候变化对传播性疾病的发

病率和影响范围变动，气温变动对非传播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对儿童、老年等脆弱人群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影响环

境和农作物产量对人口健康产生的间接影响。随着气温升高，传播性疾病发病率提高，影响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扩大。热浪或寒

潮都会增加不同类型非传播性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带来负面影响。儿童、老年及其他体弱的人，面对气候变化，承受力弱，容

易产生负面健康效应。气候变暖对空气、水和土壤等环境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从而可能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农作物产量在

气候变化时期波动性大，需要注意其对人体营养摄入的影响。最后提出本领域中未来应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包括在研究方向方

面，研究除疾病外的其他健康的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层次的研究对象、城市化带来的影响等，在研究方法方面，建议加强实证研

究、交叉学科建设、加强对干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等。

关键词关键词 气候变化；人口；健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16

Review on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Population Health in China
WANG Haochen1, LU Feng2, WU Jilei1, ZHENG Xiaoying1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ies of features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as well as direct or indirect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population health, to highlight the changes in the incidence rate and spread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the direct
impacts of temperature change on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ate of n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on vulnerable groups like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The paper also introduces indirect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crop yields on population health. As
temperature rises, the incidence rate and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increase. Heat wave or cold spell will
increase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n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cause negative impacts.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other valnerable groups have a lower resistance to extreme weather, thus are prone to negative health effects when facing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causes negative impacts on air, water and soil, which could bring harm to human health. Crop yield
has a large fluctu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needs more attention to study its impact on population nutritional
intake.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re provided, including health impacts besides diseases, research objects

1.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on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Population
Science, Beijing 100871, China

2.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Related Product Safety, Chin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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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3年度中国年度中国SCISCI期刊引证指标评析期刊引证指标评析
任胜利 1，宁笔 2，程维红 3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社, 北京100085
2. 汤森路透科技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100190
3.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学报》编辑部, 北京100081
摘要摘要 基于汤森路透公司发布的2013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系统分析了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

SCI收录的165种期刊的主要文献计量指标变化。结果表明，2012年度JCR和2013年度JCR共同收录的150种期刊的总被引

频次平均值和影响因子平均值在2013年分别上升了17.7%和10.8%，上升幅度明显高于JCR收录的全部8474种期刊的8.0%
和3.5%。并且，2013年度中国已有13种期刊在相关学科位居Q1区，且有5种期刊 IF的相对位置位于同类期刊的前10%，表明

中国SCI期刊在某些学科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初步比较分析了67种受“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期刊和83
种未受资助期刊影响力变化情况。

关键词关键词 引证分析；科技期刊；期刊引证报告；中国大陆；香港地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8/29.017

Citation Analysis of SCI-covered Journals by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rea in 2013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3-edition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issued by Thomson Reuters, we analyzed the main bibliometric
indexes of the 165 SCI-covered journals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rea. Compared with the data of 2012-edition
JCR, the average total citation and average impact factor are increased by 17.7% and 10.8%, respectively,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8.0% and 3.5%) of the 8474 journals included in JCR. Of the 165 journals, there are 13 and 5
journals in the first quartile (Q1) and top 10% of impact factor partitions, respectively, showing some Chinese SCI journals have
relatively higher impact in certain disciplines. We also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67 journal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Plan of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for 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s”and the 83 journals which are not supported by this
project.
KeywordsKeywords citation analysis; journal;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rea

REN Shengli 1, NING Bi 2, CHENG Weihong3

1. Department of Public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85, China
2. Beijing Co. Ltd., Thomson Reuters Scientific Information, Beijing 100190, China
3.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Acta Agronomica Sinica,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根据 2014年 7月 30日汤森路透公司发布的 2013年度

《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1]，2013年度基

于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统计的有引证数

据的期刊共有8474种，与2012年度的8471种基本持平[1]。在

2013年度的 JCR中，以PEOPLES R CHINA标注、收录以中国

大陆及香港地区为主的科技期刊共计有163种，相比2012年
度的152种增加了11种（增幅为7%），其中影响因子大于1.0
的期刊由2012年度的55种增长至66种（增幅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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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独立见解和观点表独立见解和观点，，行文力求深入浅出行文力求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言简意赅、、逻辑清晰逻辑清晰、、

有理有据有理有据、、观点鲜明观点鲜明、、切中要害切中要害，，可读性强可读性强，，并附必要的参考文并附必要的参考文

献献。。每篇文章约每篇文章约22002200字字。。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照片照片、、电子信电子信

箱箱。。

科技职场科技职场
期望博士生及一线科研人员讲述求职期望博士生及一线科研人员讲述求职、、就业就业、、创业的经历创业的经历、、

经验和成败事例经验和成败事例，，论述申请论述申请、、评审评审、、完成科研基金项目的经验完成科研基金项目的经验、、

教训和体会教训和体会。。每篇文章约每篇文章约22002200字字，，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照片照片、、

电子信箱电子信箱。。

读者之声读者之声
欢迎读者针对欢迎读者针对《《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具体科研论文具体科研论文、、栏目文章等进行栏目文章等进行

评议评议，，或讲述求学或讲述求学、、求职求职、、科研科研、、工作中有益的感受工作中有益的感受、、经历经历、、故事故事

等等。。

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学术不端行为举报
欢迎科研人员举报自然科学欢迎科研人员举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发生的论文抄工程技术领域发生的论文抄

袭剽窃袭剽窃、、一稿多投一稿多投、、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要求提供可以要求提供可以

核实的确凿证据核实的确凿证据。。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在线投稿网址在线投稿网址：：

http://www.kjdb.org/cn/dqml.asphttp://www.kjdb.org/cn/dqml.asp
投稿信箱投稿信箱：：kjdbbjb@cast.org.cnkjdbbjb@cast.org.cn

20142014年出版年出版3636期期，，每期定价每期定价1515..0000元元//册册，，全年定价全年定价540540..0000元元//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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