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图片说明·

肿瘤治疗的绿色疗法——热疗

热疗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古希腊著名

医生希波克拉底即认为：“药物不能治的可

用手术治，手术不能治的可用热来治疗，热

不能治的就无法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预

言了热疗在肿瘤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过去，热疗受技术所限导致加热温度不

高，加热不均匀，治疗效果差异大，对深层肿

瘤效果差。随着近代物理加温技术的发展，

热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首先，加温技

术手段多样化，如出现射频、微波、超声、激

光、红外线和磁感应等加温新技术，大幅提

高了能量并能够进行局部加温，使其从全身

热疗迈向局部热疗，从低温热疗发展到高温

热疗，提高了热疗对局部尤其是深层肿瘤的

疗效。其次，现代电子技术和医学影像学的

发展，使得热疗过程中的精确控温和体内精

确定位成为可能，这在治疗肿瘤的同时使正

常组织的损伤程度降低。热疗能有效杀伤

恶性肿瘤，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与放疗、化疗产生协同

互补作用，增加患者对放疗和化疗的敏感

性，同时又能减轻放疗、化疗的副作用，因而

被国际医学界称为“绿色疗法”。

磁感应加温治疗作为一种新型热疗技

术，能够将热能集中到肿瘤部位，而正常组

织不受热损伤；具有自控温的特点，可使患

者免受有损测温的困扰，具有安全性好、升

温时间短和微创等特点。目前应用于肿瘤

磁感应临床治疗的磁热介质主要为铁磁热

籽、磁性纳米颗粒。铁磁热籽可以通过居里

点实现自控温，目前热籽已经在脑瘤、前列

腺癌、口腔癌、胆管癌及食管癌等肿瘤中进

行临床研究。磁性纳米粒子通过奈尔弛豫

及布朗弛豫机制升温，并可进行不同的表面

修饰而携带不同的化疗药物，从而针对不同

肿瘤的特异性产生热化疗效应，也可以将抗

体、基因等连接于磁微球上，使其在发挥热

疗作用的同时实现其他的生物学功能，极大

提高了纳米技术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

磁感应治疗技术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大

大提高了加热的特异性,有望克服传统热疗

方法加温特异性差和副作用多等缺陷，创造

一种崭新的治疗模式。目前，德国率先研制

出世界上第一台可用于临床治疗的MFH（R）
300F型磁感应热疗机，开始用于临床治疗。

清华大学唐劲天研究小组经过10年的实验，

试制出了第三代磁感应热疗设备，并联合湖

南省肿瘤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开始中国肿

瘤磁感应热疗临床试验，初步确认其安全性

和有效性，交变磁场治疗设备及金涂层合金

热籽获得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此外，以磁性纳米粒子为治疗介质的磁

流体热疗已完成了全部临床前研究，目前仅

德国开展了磁性纳米粒子热疗的临床试验，

中国有望成为继德国之后全球第二个将纳米

技术应用于肿瘤临床治疗研究的国家，在医

疗技术创新方面可望获得新的突破。

针对肿瘤热疗技术的热点问题，2014
年 4月 29—30日，科技导报社主办了主题

为“热疗技术创新突破与助推行业发展新模

式的建立”的《科技导报》学术沙龙。围绕本

次沙龙研讨的相关内容，《科技导报》2014
年第 30期出版“肿瘤热疗技术专题”，集中

刊登了展示肿瘤热疗研究、临床等最新进展

的5篇综述文章、6篇研究论文。

本期封面图片显示研究人员正在观察

热疗后肿瘤细胞坏死情况。封面图片由欧

阳伟炜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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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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世界人口不过30亿，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全球人口已超过70亿，人口激增，消费扩大，加上部分人群对最大利润和无限享受
的追求，大大刺激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情索取和对自然环境的残酷破坏，同时也诱发和加重了自然对人的报复——水害灾害加重、滑坡
泥石流频发、大量的土地荒漠化、水源因污染和堵截调引而愈显短缺，因此，哲人们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号召，确属治国治世之道！

所谓自然，广义而言便是除主体人之外的整个客观世界。
狭义的自然是指地球上的有机（有生命）界和无机（无生命）界。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属于有机界，也称生物界；岩石、矿物、水、土和空

气等所有无机物都属于无机界。有机界和无机界的物质体——自然体通常被称为自然资源；它们所形成的环境被称为自然环境。自然资
源和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还有学者将自然划分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第一自然是指人类尚未扰动或基本没有扰动的“天然自然”或“自在自然”；第二自然
是指人类活动严重参与的以及人用自己的劳动智慧所创造的第二自然。

我们所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或和谐发展中的自然，主要是指狭义的自然或者说是第二自然，科技工作者应当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而不懈努力！
要实现和谐相处，人们必先正确的对待自然

正确对待自然的标志是：
1）人从主观上尊重和善待自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说“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

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2）人向自然的索取，不应超越自然的可再生和可恢复能力，努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
3）人对自然的伤害，包括污染和毒化，减少到环境可以容忍的程度，并及时采取了补偿和修复措施；
4）在改造自然中实行治理与开发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
5）节约（资源）型社会逐步建立，摒弃高消费和超前消费；
6）“天蓝、地绿、山青、水秀、人富”的山川秀美境界逐步实现。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正确认识自然，加强科学研究
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必然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自然现象，甚至混合着人为因素，增加了识别的难度，如全球气

候变暖问题、雾霾问题、厄尔尼诺现象、水旱灾害变化趋势等，人们在这些重大问题面前要表现出“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
作”，应当承认人对自然现象的理论认识，有时落后于技术工艺的进步，这一方面因为人的生命的短暂性，妨碍了认识的深化和传承；另一
方面的是因为投入研究的力量不够，领导人未能完全认识这种重大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人们认识局限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认真观
察，不要随意表态而造成误导，例如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有无完全的内在联系，尚无定论；再如厄尔尼诺现象与水旱现象是因
果关系，还是伴生现象，亦无充分论证，但其因果关系却被夸大了，难免造成不良后果。因此，作者建议国家应支持开展自然变化方面重大
的具有长远意义的研究，甚至在国家层面恢复和强化综合交叉研究。还应完善和加强基础监测资料的获取，例如我国地下水动态观测资
料的不完善，影响着我们对水文现象、地质灾害和地震预报的深入研究。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必须在改造客观的同时，加强对人类自身的改造，力争实现“三态”平衡

“三态平衡”是笔者1997年在陕北考察时提出的理论认识，意指在人类活动十分强烈的形势下，要想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
生态平衡，必须做到“自然生态”、“人的心态”和“社会世态”的综合平衡。

所谓生态是指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或态势；人类生态学所说的生态是指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态势。
所谓心态，是指驱动人的行为的心理态势。影响心态的因素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道德素养，行为准则及习惯、信仰等。
所谓世态，是指驱动众人行为，影响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社会态势。影响世态的因素包括属于社会主流为社会所倡导的世界观、人

生观、社会风气、文化教育、社会信仰、伦理道德、政策导向以及社会成员的精神文明素质等。
要正确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正确处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按照是否推动历史，是否有益于生态平衡，是否有益于人民群众的长

远利益来衡量个人、群体和社会行为以及政策导向的正确性；要树立大公无私、顾大局、识大体，具有社
会公德，一切从有益于人民大众最高利益出发的人生观。

要对社会成员进行保护生态环境的知识教育，使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必
要性及其保护途径。

只有具有上述人生观和世界观，又具有生态意识和环保知识的人，才能作到心态的平衡，世态的平
衡，才能促进生态的平衡，从而实现新的天人和谐和天人合一，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实现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长安大学，西安 710054）

李佩成，陕西乾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长安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农业水土工

程、地下水渗流、国土整治、水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的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工作。1964年

提出潜水井群非稳定渗流计算的“割离井法”理论及相应公式，使其成为能满足不同水

文地质条件和水井不同运行方式的13种求解模型，解决了灌排井群工程设计中的重大

难题。1970年代初参与研发成功一种适合于黄土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的“黄土辐

射井”，推广到十多个省区，打破“黄土不能成为含水层”的传统认识；主持国家“七五”攻

关项目“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定位试验─枣子沟试区建设”时，提出“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的处理开发资源与保护环境的辩证方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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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热疗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P25 超声热疗的现状与应用

P30 微波热消融技术的临床应用进展

P7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高科技
将科学发现精致巧妙地应用于生活中造福

人类，是科学世界引以为豪、令人欣慰的成就。

iPS细胞、3D打印、纳米技术、电子器件……都

将重塑人类的未来。

P9 对抗埃博拉 未来或迎持久战
自 2014年 3月在西非暴发以来，埃博拉

出血热传播速度不断加快，造成死亡人数不断

升高。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疫情虽已宣告终

结，但西非整体疫情仍未得到控制。欧美等国

已经出现感染病例，英法也被认为传入几率较

高。此外，一度有埃博拉病毒变异消息传出，

虽很快被否定，但复杂局面不容轻视。对抗埃

博拉，“未来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P11 解读社会经济科学中的

偏微分方程模型
基于偏微分方程（PDE）的数学模型已成

为科学和工程领域大部分分支学科中定量分

析的一个组成部分，近来偏微分方程也扩展至

生物医药和社会经济科学领域。本期英国皇

家学会推介栏目为读者解读从社会经济科学

中产生的偏微分方程模型。

P12 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辐射

监测技术研发建议
潜艇救生不容忽视，相对于常规动力潜艇

来说，因核潜艇上装有反应堆，核潜艇严重核事

故往往伴随有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导致其事故

危害更大，救援技术更加复杂，难度更大。本文

提出相关研发建议。

P88 科学家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责任
科学家的主导价值追求是探索真理这一

观点，不仅为无数科学家的实践所昭示，而且

也得到了科学家思想上的一致认同。

P89 地方科学基金的战略投资
地方科学基金是中国科技资助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体量越来越大，影响日益凸

显。但是，如何谋划地方科学基金的战略投资

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新

加坡为例，介绍国立研究基金会战略投资的重

要性，并对地方科学基金投资科技创新以促进

地方发展提出参考建议。作者认为，以小博

大，提升对地方创新的引领作用，是地方科学

基金需要培养的战略思维。

热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疾病治疗方法，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有用

热疗治愈疾病的历史记载。本文主要从技术、产品和临床3个方面综

合回顾了现代热疗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各种热疗如微波、射频、超声的

技术进步和新型热疗技术如磁感应热疗的出现。分析表明，目前热疗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实现更高的治疗温度，温度控制更

精确，副作用更小，疗效更好；在肿瘤治疗领域，热疗甚至有可能成为

一种新的主流治疗手段，在一些常见的良性疾病治疗方面也将得到更

广泛的应用。

超声热疗是利用生物组织吸收超声波能量使自身温度升高的特性，通过高温

致死病变组织或低温促使病变组织康复的热疗技术。该热疗具有微创、安全、高效

等特点。利用高温致死病变组织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已应用于子宫肌瘤、乳腺肿瘤、

前列腺肿瘤、肝肿瘤等的临床治疗，在脑肿瘤及神经系统疾病方面尚处于临床应用

研究阶段。低强度超声的低温升热疗对于产后出血治疗和神经组织愈合等有较好

疗效。本文对高强度聚焦超声和低强度超声热疗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应用进行了

综述。

肿瘤微波热消融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现代物理学与医学相结合的高新技术，

自20世纪90年代起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广泛用于实体脏器良恶性肿瘤的治疗，在

小肝癌的治疗领域其疗效已可与外科手术媲美；在肺癌、肾癌等领域的治疗也取得

了一定成效；另外甲状腺结节及子宫肌瘤等部分良性肿瘤患者也因该技术的发展

而受益。随着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肿瘤治疗领域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P45 磁流体靶向热疗对小鼠胰腺癌的作用

为探讨磁流体靶向热疗对小鼠胰腺癌的体外和动物治疗作用。利用前期建株

的小鼠胰腺腺泡细胞癌株（MPC-83）分别进行体外热疗和动物实验。对MPC-83
进行水浴热疗，分别调热疗温度为37、42、46、50℃，作用30 min，显微镜观察细胞

形态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和坏死细胞百分比。选择4周龄雌性昆明种小鼠，

建立MPC-83胰腺癌皮下肿瘤模型，观察磁流体热疗（46℃和50℃）对荷瘤小鼠的

作用及其病理学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46℃和50℃热疗细胞凋亡和坏死百分比

分别为46.13%、89.33%，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热疗后

第14天，46℃和50℃热疗组肿瘤生长率分别为-0.64±0.73和-0.72±0.79，与3个
对照组比较，肿瘤生长受到明显抑制（P＜0.05）。病理学检查示磁流体对照组，在

注射磁流体24 h可见散在的磁性纳米微粒在一定范围内分布于肿瘤细胞之间，部

分肿瘤细胞和吞噬细胞吞噬了磁性纳米微粒。热疗14 d肿瘤完全消失的小鼠皮下

组织未见肿瘤细胞，可见皮下残存磁性

纳米微粒，被吞噬细胞吞噬。各对照组

小鼠瘤体生长旺盛，细胞核浓染分裂，可

见病理性核分裂像。磁流体靶向热疗可

以达到杀伤胰腺癌细胞的理想温度，能

有效抑制MPC-83胰腺癌生长，延长小

鼠生存期。
不同浓度磁流体在交变磁场中的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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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42014--1010--1111至至20142014--1010--2020））

1 中国散裂中子源首台设备投装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5日，在广东东莞大朗镇中子源路1号十几米深的地下隧道

内，中国散裂中子源加速器项目的第1台设备——负氢离子源投

入安装，标志着这项国家大科学工程正式从土建转入项目设备安

装阶段。该项目预计2017年秋天打出第1束散列中子，2018年

春达到国家项目验收标准。中国散裂中子源加速器是发展中国

家的第1台散裂中子源，与美国、日本和英国散裂中子源一起成

为世界4大脉冲式散裂中子源。

2 中国甲骨文发现34个新字和新字形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6日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

等部门和机构的专家从旅顺博物

馆馆藏1800多片从未公布过的罕

见甲骨中，发现了 34个新字和新

字形。数量之多在近二三十年甲

骨研究史上罕见，目前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已经将新字全部

考释破解出来。本次发现的新字

有人名、地名、方国名、祭祀名、语气助词等，内容涉及农业、宗教、

气象、战争等。新字的破解和新史料的发现也将成为澄清殷商历

史疑点，揭开历史谜团的新钥匙。

图片来源：新华社

3 斑马鱼1号染色体全基因功能获破解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15日消息，中国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团队成功完成对斑马鱼

1号染色体上1333个基因的敲除以及功能破解。斑马鱼因其全

身布满多条深蓝色条纹似斑马而得名。其基因和人类的相似度

达到87%。斑马鱼的鳍、鳞和部分心脏都可以再生，对人类截肢

再生治疗意义重大。

4 中国科学家提出构建全球变化科学卫星观测系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13日，科学家在2014亚太遥感国际会议上建议，以应对人

类生存所面临的全球变化问题为主要科学目标，构建中国的全球

变化科学卫星观测系统。提出发展由7类6颗卫星组成的全球变

化系列科学卫星的构想。这7类6颗卫星包括大气碳卫星、气溶

胶卫星、森林生物量卫星、冰川卫星、昼夜间灯光卫星、海洋盐度

卫星。

5 科学家发现天然甲病毒M1具有选择性抗肿瘤作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14日消息，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颜光美颜光美课题组公布了天然

甲病毒M1具有选择性抗肿瘤作用的最新研究成果。动物实验

表明，经尾静脉注射的M1病毒能显著富集在肿瘤组织并抑制肿

瘤生长，正常器官则不受影响。课题组使用临床标本离体活组织

培养模型进一步证实了新型溶瘤病毒的有效性和特异性。研究

工作还证明了M1病毒作用的分子遗传学机制。

6 中国首个滨海发射场在海南文昌建成 可射重型火箭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7日消息，位于海南省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已基本竣工，

具备投入使用条件，这将是中国首个滨海发射基地，也是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低纬度发射场之一。文昌航天发射基地未来可用于

发射正在研制中的重型“长征五号”以及正在预研制中的其他系

列运载火箭，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大质量极轨卫星、大吨

位空间站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航天器的发射任务。

7 上万新种子加入北极“末日种子库”保粮食安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13日消息，为确保全球粮食安全，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种新

作物种子加入北极“末日种子库”中。这个位于挪威北海岸Sval⁃
bard岛上的种子库已储存 82.5万个品种，代表 1.3万年农业历

史。这些种子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种繁多，包括小

麦、大麦、玉米、高粱、珍珠粟、茄子、鹰嘴豆和花生等。

8 中国首个亿吨级铁矿山企业在鞍钢揭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1日，由鞍钢矿业、攀钢矿业和卡拉拉铁矿整合组建的鞍钢

矿业集团在辽宁鞍山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国内首个亿吨级铁矿

山企业。2013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超过8亿 t，对外依存度高达

70%。鞍钢亿吨级铁矿山企业成立，将在对抗衡国外价格垄断、

平抑进口矿价格、提升我国铁矿石保障能力、维护国家产业经济

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9 首款3D打印车试行：全车仅40个零件时速80 km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14日，全球首辆 3D打印汽车

“斯特拉迪”现身纽约街头。该打印

汽车制作周期 44 h，最高时速可达

80 km。整辆汽车的零件成本约为

3500美元，只有2个座位，全身是碳

纤维及塑料。全车只使用了40个零

件，且依靠电动能源，充一次电花费

3.5 h，可以行驶大约100 km。“斯特

拉迪”金属外面是黑白的皮革外套，轮廓分明，与跑车相似。底盘

很低，有2个定制的皮革座椅。

10 NASA公布太阳合成图像 仿佛巨型南瓜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13 日 消 息 ，美 国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发布了利用太阳活跃区域的图

像创建的复合图片，图中的太阳看起来

像巨型的万圣节南瓜灯。NASA使用的

图像来自2组不同波长的光线，由太阳动

力学天文台观测。

图片来源：腾讯网

图片来源：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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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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学发现精致巧妙地应用于生活

中造福人类，是科学世界引以为豪、令人

欣慰的成就。曾经，从基础研究到技术

应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这个“迅

速跟进”的时代，由科学推广到技术，甚

至到蓬勃兴盛的市场，似乎都成了“一霎

间”的事。

iPS细胞的基础研究还在行进途中，

相关的技术应用、市场探索已经如火如

荼地展开。据日本《朝日新闻》10月16日
报道，日本的一家著名化妆品公司宣布，

他们依靠京都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成

功使用 iPS细胞实现了“返老还童”：将一

位 67岁日本男性的皮

肤细胞恢复到和他本

人 36岁时的皮肤基本

相同状态。

在微博上，许多知

名演员会争相晒出个人“逆生长”的图片，

令普通大众啧啧称奇，羡慕不已。但这种

“逆生长”大都是动刀动针、PS摄像的结

果，和真正的逆生长毫不搭界，而此次实

验却是完完全全的皮肤细胞“逆年龄”：从

1980 年开始，该名男子一直定期提供

36~67岁间 5个不同年龄段的皮肤细胞，

由京都大学的 iPS细胞研究所将其转化为

iPS细胞。经化妆品公司分析，作为老化

指标的染色体状态在5个年龄段均有所恢

复，连67岁时采集的皮肤细胞也恢复到了

和36岁时大致相同的状态。

这是一项“对抗”皮肤老化机制的研

究，由于涉及商业秘密，技术的具体细节

并未披露。但对于市场需求激增的美容

行业，这种真正的“逆生长”技术显然具

有不可估量的未来。

另一项热门技术“3D打印”已经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全面开花”，而近日最

新的报道是，英国在全世界首次使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人体面容的独创性整形。

病人是一名29岁的男子，2年前曾因

为一场车祸事故而面部严重毁容。进行

手术前，医生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创建

CT扫描和头骨三维模型的制作。在这期

间，他们反复矫正和比对，以确定如何最

好地重新组装他破碎的左脸颊、眼窝以

及恢复他的脸的对称。

之后。医生首先采用钛材料3D打印

了男子脸部的的支撑骨架，重构了颧骨，

然后再通过自定义式的 3D打印模型、轮

廓、面部和组织，以修复他损伤的脸。一

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开始进行8个小时的

整容手术。

“无与伦比的结果！”英国莫里斯顿

医院的颌面外科医生 Adrian SugarAdrian Sugar对手

术非常满意，“这是3D打印技术在组织重

建上的首次应用，它比我们之前采用的

各种修复手段都更完美，更精确。”而该

男子在手术前后的对比照片一经披露，

观感的震惊度就立刻引起了轰动（10月

16日英国《独立报》）。

高科技能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需

要各行各业的科学家具有敏锐的创新才

华，去追寻物美价廉、超级实用的技术线

索。除了 iPS细胞研究、3D打印，最近加

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研究人员也使用纳米

技术巧妙解决了一个看似普通、却让数

以百万计的人每天都头疼不已的问题。

干眼症是一种慢性炎症，最终会导

致眼睛损伤，仅在美国就有超过 6%的人

罹患此病，而唯一缓解痛苦的办法是使

用掺杂药物的眼药水。但是，由于眼睛

的自我净化能力会冲刷掉 95％的药物，

患者必须经常1天滴3次眼药水，不仅麻

烦，还会给眼球带来不小的疼痛和刺

激。现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研究人

员开发出一种含纳米粒子的外用溶液，

一次使用便可解决1周的干眼症状。

技术发明者是该校一名年轻的博士

生Sandy LiuSandy Liu。他的方法是锁定注入生物

相容性的纳米粒子与环孢霉素A在眼药

水中，可以在 5天的时间内，逐步将注入

药物的纳米粒子适量递送到眼球表面，

并黏附其上，让眼睛逐渐吸收，所含的药

物剂量只是通常所需药物的 5%，减少了

对眼球的刺激，大大方便了患者。

精巧的改进会解决巨大的问题。也

许在不久的将来，纳米眼药水将会摆上

各大药店的货架，彻底改变人们使用眼

药水的方式。而随着应用电子技术的发

展，人工义肢研究领域也传来了好消

息。

在过去 50年中，虽然人工义肢的外

观和结构改善很多，但在基本功能和控

制方面的进展几乎完全止步不前，不过，

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近日发表了2
项重要成果：用逼真的触觉反馈引导假

肢，用肌内电极发送可靠的运动指令，被

认为是打破了“停滞50年之久”的显著突

破。

第 1项研究的负责人是美国凯斯西

储大学神经工程师 Dustin TaylorDustin Taylor。他改

进设计的指尖压力传

感器极其精密细腻，2
位受试者使用这套设

备 带 来 的 触 感 ，能

100％地摘除细小的

樱桃梗，轻拍、持续压力或者轻抚触摸等

感觉酷似真实，令人惊奇，

另一项研究中，瑞典查尔姆斯理工

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Marx CataloniaMarx Catalonia重新

设计了人造义肢发送运动命令的方式。

传统义肢系统通过外置电极来记录肌肉

活动，皮肤和组织层会扭曲信号，影响义

肢的控制性。现在，Catalonia利用钛螺丝

将义肢直接与骨头相连，将记录电极直

接植入肌肉中，直接获取肌肉信号。受

试者是一位货车司机，他评论说：“感觉

就像一个真正的手臂。我以前的义肢不

但难以控制，冬天还经常不听使唤，而移

动新义肢只需用上以前1/5的力气，运动

范围也更大了。”

不过，由于2项成果都需要在人体中

植入电极，连接线也必须穿透皮肤，这极

易造成皮肤感染或电极损坏。因此，如

何缩小电极的尺寸，使其有一天能够安

全植入皮下，将是科学家们即将攀登的

又一个高峰。

高科技“飞入寻常百姓家”，是科学

的另一场发现之旅，需要在我们习以为

常的生活中寻找高科技所能带来的改

变。从理论到实践，从基础研究到技术，

简单方便的实用主义正在智慧地建构起

人类的未来。 文//杨书卷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飞入寻常百姓家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高科技的高科技

高科技能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需要各行各业的科学家具有

敏锐的创新才华，去追寻物美价廉、超级实用的技术线索。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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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推动能源革命，实现低碳发展，新兴

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加艰巨

的任务。德国、日本、美国等多国调整了

核能战略，美、俄、中都在争夺技术竞争

优势，各国都在突破非常规油气开发，扩

大天然气比例成为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

选项。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教授

何建坤何建坤

《中国科学报》[2014-10-14]

能源安全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

种能力。

———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所能源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所能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范英范英

《中国科学报》[2014-10-14]

搞科研就应像在木板最厚的地方打

洞，坚持一辈子只研究一个课题，哪怕倾

其一生时光，都值得。现在的“基金决定

论”伤害了太多有思想的年轻人。带着

功利化的眼光看待科学研究工作，我们

如何能够遇到好的课题？只有对科学研

究入迷的人，才会真正忽略名利。入迷

了，也就没时间找关系、要基金，就会不

断地在木板最厚的地方打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林群林群

《中国科学报》[2014-10-14]

大学从过去的精英教育迅速转型为

大众教育。供给迅速增加自然会导致大

学毕业生的起薪受到负面影响，同时由

于大学并未对这种迅猛扩招作好准备，

教育质量的下降也影响了整体的起薪。

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正常结果，

是市场供求变化的必然反映。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常进雄常进雄

《中国科学报》[2014-10-14]

今天的中国高校，科学研究被抬高

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不只是研

究型大学，即便教学型乃至职业型学校，

都将科研成绩当作学校是否优秀、教师

是否能升职、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的指

标。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

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

论文发表，就能一俊遮百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许纪霖

《新闻晨报》[2014-10-13]

目前，部分高校将课题经费同研究

人员薪酬挂钩，导致申请课题成为研究

者的致富手段。对此，可建立学术同行

评价机制，转变对研究人员的行政性考

核，一改当前的量化评价指标。同时，取

消科研提成制度，科研人员的待遇不与

申请课题经费挂钩，实行年薪制，在国

外，年薪制和终身教授制度、学术自治，

是保障学术自由，激发学者科研创造活

力的最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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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网 [2014-10-13]

过分强调科技为经济服务，轻视科

学对全人类知识文明的贡献。反映在科

研经费支持上，就是基础科研经费占研

发经费比例过低。如果觉得基础科学不

容易出成果就不做，如果看到基础科学

不能很快产生应用效应就不做，这就是

功利主义的想法，是影响中国整体创新

能力提高和人才培养水平的一大因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周忠和周忠和

《中国科学报》[2014-10-13]

我常常教导学生，要获得本征的实

验数据就离不开高质量的样品和精密的

实验技术，因此要不惜花大力气和投入

大量的时间制备高质量的样品、发展尖

端实验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副校长

薛其坤薛其坤

新华网 [2014-10-11]

不少导师把研究生当苦力，这怎么

行？现在不少教授都当“老板”了，拿到

一个几百万的项目就叫研究生干活，为

自己完成任务服务。让研究生做一点可

以训练基本技能，但不能让他们反复做

同样的事情，否则得不到提高。 要相信

年轻人的智慧和能力，把他们放到科研

最前沿，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李德仁李德仁

《楚天都市报》[2014-10-12]

我一直有一个“禾下乘凉梦”，可这

个梦实现起来不容易。要让人能乘凉，

稻子就必须长到比人还高。如果按照亩

产来说，至少需要达到1500 kg以上。我

们下一步是在第4期成功的基础上开展

第5期攻关，我的计划是暂时先到这里，

“禾下乘凉梦”会由年轻人继续。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袁隆平袁隆平

新华网 [2014-10-11]

在科学作为一个行业的今天，更需

要呼吁职业操守、行业规范。作为行业，

就需要一批敬业的优秀人才。让真正喜

欢科研、会做科研的的学者安心做学问。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华王德华

《中国科学报》[2014-10-20]

我们很多教授、博士生导师基本上

是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科研项目和研究

生身上，忽略了一个问题——本科生入

学时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也对自己的

专业方向充满了困惑，尤其是由低年级

进入高年级的转型时期，最需要学术上

有成就的教授给予指点迷津，但教授对

本科教学的不重视，无疑给年轻人浇了

凉水，这将直接打击其学习的积极性。

———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能源学院教授能源学院教授

黄文辉黄文辉

《中国科学报》[2014-10-13]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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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埃博拉对抗埃博拉 未来或迎持久战未来或迎持久战
2014年10月18日消息，世界卫生组

织（WHO）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受埃博拉

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利比里亚、

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已导致

4546人死亡，9191人感染。

自 2014年 3月在西非暴发以来，埃

博拉出血热这一致命性极高的流行病传

播速度逐渐加快，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

升高。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美国均出

现感染者，有科学家甚至指出，埃博拉或

于10月底传入英国和法国。此外还一度

传出埃博拉病毒经变异后可通过空气传

播的观点。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正如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Tom FriedeTom Friede所说，对抗

埃博拉病毒，“未来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疫情蔓延

据美联社报道，10月9日，利比里亚、

塞拉利昂和几内亚 3国总统集体急切向

国际呼吁增拨资金、加派医生，增加医院

床位，以对抗形势严峻的埃博拉疫情。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除上述疫情最为严

重的西非3国外，埃博拉病毒已经越过大

洋，开始从非洲扩散至美国和欧洲。

目前，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美国均

出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其中美国已经

出现 3例本土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例。而

英国《独立报》网站 10月 5日报道称，科

学家根据埃博拉疾病蔓延趋势以及空中

客运的数据推算，在 10月 24日之前，埃

博拉病毒蔓延到法国的几率为 75%，到

达英国的几率为 50%。即使航班减员

80%，前述可能性仍为15%和25%。法国

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出现感染者的国家之

一，因为埃博拉出血热蔓延最严重的几

个国家都是法语国家，与法国交通来往

频繁。

埃博拉疫情为何会暴发及蔓延？美

国过敏性和感染性疾病国立研究院科学

家 Peter JahrlingPeter Jahrling10月 18日表示，可能是

因为这种致命性病毒变得比以前更加容

易感染。Jahrling解释称，他的医疗团队

现在疫区中心——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

亚工作，他们发现埃博拉病人的病毒载

量远高于之前的病例。“我们测试发现埃

博拉病人的病毒载量上升得很快、很高，

远高于过往病例，这或许意味着病毒燃

烧得更快、更猛烈。”Jahrling说，“如果这

是真的，将会很难办。”

病毒变异？没有证据

国内部分媒体以“埃博拉病毒已变

异”为题解读 Jahrling的言论，个别科学家

甚至发表惊人言论称，埃博拉病毒将有

可能通过空气传播。10月3日，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传染病中心主任Michael T. OsMichael T. Os⁃⁃
terholmterholm在接受访问时指出，这种致命性

病毒曾在灵长类动物之间通过呼吸途径

传播。虽然当前主流认知是，埃博拉病

毒主要通过接触传播，而非通过空气传

播，但当前埃博拉病毒传播速度前所未

有，过去4个月人与人间传播量很可能超

过过去500~1000年的总量。如果某些病

毒发生变异，可能会发展到通过空气传

播。若真如此，埃博拉病毒会迅速传播

到全球。面对这种可能，人们需要做好

准备。铂杜大学生物学副教授 DavidDavid
SandersSanders也认为，埃博拉的确具有流感等

空气传播病毒的一些特征，不能忽视未

来通过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但这种观点立刻受到部分科学家严

厉批评，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

长、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 Peter PiotPeter Piot
对媒体表示，埃博拉病毒可能通过空气

传播是完全不负责的提法，这种病毒的

传播方式与之前素有25次暴发的情况一

致，只会通过血液和分泌物传播。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治中心副

主任高福高福研究组 8月 28日也在《科技导

报》2014年第 24期发表“埃博拉病毒病：

流行病学、生态学、诊断、治疗及控制”一

文详细介绍埃博拉病毒及其预防与控

制，文章指出，虽然有动物实验报告埃博

拉病毒可通过气溶胶传播，但是目前尚

无人与人经近距离飞沫或空气传播的报

告。《科学美国人》杂志近期则撰文指出，

如果站在埃博拉病毒的角度，目前的血

液体液传播方式对其来说运行良好，不

存在任何“进化压力”，它没有必要费尽

心思把自己变成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全

新病毒。

复杂局面不容忽视

埃博拉疫情令全世界忧心，所幸也

有好消息传来。继塞内加尔 10月 17日

宣布结束疫情后，WHO 10月 20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作为西非的重要疫情国，同

时也是非洲的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

连续 42天没有发现新的埃博拉病例，由

此可宣布疫情结束。另外，欧洲的首位

本土埃博拉感染者、西班牙护士 MaríaMaría
Teresa Romero RamosTeresa Romero Ramos已几乎痊愈。

虽然上述2国宣布疫情结束，但这并

不意味着西非整体疫情好转。利比里

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疫情仍令人胆

寒，利比里亚总统在英国广播电视公司

新闻中称，该国疫情仍然严重，已有逾

2000人死于埃博拉，希望全世界都施以

援手。而埃博拉在该国传播得如此迅

速，主要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紧急救援及

医疗力量。而卫生系统先进严密的美欧

国家也接连出现埃博拉感染病例，这也

让全世界无法掉以轻心。

面对当前局面，WHO援引尼日利亚

的例子指出，政府的积极应对和对病患

者的有效追踪，最终证明可以有效控制

埃博拉病毒感染。与疫情严重的西非 3
国不同，尼日利亚卫生官员 100%地监控

了所有的病毒接触者——曾经与病毒感

染者接触过的人都必须做好标识，同时

他们的监控期被保证为21天。

高福实验组发表在《科技导报》的文

章也指出，1976年以来，埃博拉出血热的

实验室诊断、调查处置、感染控制等技术

已取得巨大进步。该病在具备良好监测

系统和卫生应急体系完善的国家发生大

规模传播的可能性极小。这当然是个好

消息，不过复杂局面之下，仍要做好持久

战准备。正如 10月 15日新华国际时评

指出，面对埃博拉，我们应该做好心理和

物质上的准备，而且要落实到操作细节

上，绝不能让其演变为世界的下一个艾

滋病。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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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 10月 9—10日，全国科协系统对口

援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央对口支援西藏工作 20
周年电视电话、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

神，动员全国科协系统对口援助西藏，

为西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和智力支

撑。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

记尚勇尚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西藏自治区党

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白玛

赤林赤林致辞。会议由中国科协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主持。

西藏自治区科协 [2014-10-15]

中国科协与河北省政府

签署合作协议

10月 14日，中国科协、河北省政府

《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

型河北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河北保定举

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

尚勇尚勇，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

省长张庆伟张庆伟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河

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赵勇主持签约仪式。中国

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河北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许宁许宁，河北省政协副主

席、省科协主席段惠军段惠军，财政部教科文司

副司长霍步刚霍步刚等出席签约仪式。根据合

作协议，双方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发挥中国科协组织独特优势，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促进河北经济结构调整、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崛起，以保定市作为

试点，重点在建立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市、

建设环首都现代农业示范带、服务创新型

河北建设决策、加强河北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等方面加强合作。来自在京高校、央

企、中关村科技企业的负责人，23个全国

学会代表，通过全国学会邀请的28位来

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其他省份的

专家、企业家等，来自中国科协有关部门

负责人，以及河北省有关人士参加活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10-16]
中国气象学会成立90周年

座谈会举行

10月 11日，中国气象学会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在青岛举行。中国科协副主

席冯长根冯长根，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

会理事长秦大河秦大河，中国气象局局长、中国

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郑国光郑国光等出席会议并

致辞。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气象学

会名誉理事长曾庆存曾庆存等百余位院士、专

家出席座谈会。冯长根指出，中国气象

学会是我国最早成立、最早恢复工作的

全国性自然科学学会之一，也是国内外

具有重要影响的气象科技社团。学会90
年的发展不仅促进气象科学的发展，也

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竺可桢竺可桢、涂长涂长

望望、叶笃正叶笃正等气象科学大师的科学精神、

大师风范和高尚品德，也成为广大科技

工作者学习的典范。秦大河也强调称，

近30年来，中国气象学会一直面向经济

社会建设和气象事业发展大局开展活

动，学会工作呈现出了新的局面，整体实

力和社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中国气象学会 [2014-10-15]
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聚焦“克隆动物食品”

迄今，克隆动物食品相关的很多科

学问题尚未厘清，克隆动物食品的法规

和标准等也未得到政府与社会的足够关

注。10月10—11日，中国科协在上海召

开以“克隆动物食品的未来”为主题的中

国科协第91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探讨克隆食品的未来和安全。沙龙由上

海市科协承办，来自相关领域的近40位

专家学者参加。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免

疫学家郭礼和郭礼和主持沙龙，与会专家进行

热烈讨论并提出如下建议：加强克隆动

物食品的相关研究，争取在技术上取得

领先地位；制定克隆动物食品安全性的

评估标准；做好相关政策研究，对克隆动

物食品能否列入新资源食品给予权威解

读；加强克隆动物食品的科普宣传。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10-14]
第四期中国科协学会

改革发展论坛召开

10月14日，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主办，中国稀土学会承办的第四期中国

科协学会改革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主

题为学会如何开展民营企业技术职称评

定中技术水平评价工作。中国科协全国

所属学会、地方科协及地方民营企业等

45位代表参加论坛。其中，中国腐蚀与

防护学会副秘书长张小红张小红、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栾大凯栾大凯、广东佛山市科协学会工

作部部长陈锋登陈锋登、江西省赣州市虔东稀

土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曾明曾明、中国稀

土学会秘书长助理卢先利卢先利等也先后介绍

经验与想法。其余参会代表则根据各自

学会的工作特点进行深入、热烈探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10-17]
第十六届中美

前沿科学研讨会举行

10月11—13日，由中美两国科学院

联合举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

美国卡弗里基金会共同支持的“第十六

届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

自中美两国科研机构和大学的80多名优

秀青年科学家出席会议。本届会议主要

围绕9个世界前沿科学专题进行报告和

讨论，包括银河系中心 SgrA 黑洞的观

测、长链非编码RNA、人类微生物丛及其

菌群、生物正交化学、极端气候、大数据

处理、情绪的神经基础、量子通讯、面向

大众的科学交流。会议旨在通过跨学科

领域的交流和讨论，开阔与会学者的科

学视野，启发创新思维，并推动中美两国

青年科学家的合作。中美前沿科学系列

研讨会始于1997年，迄今已有1300多名

中美青年科学家参加此会。

中国科学院网站 [2014-10-17]
王飞跃获诺伯特·维纳奖

2014年 IEEE系统、人与控制论国际

会议于 10月 5—8日在美国圣地亚哥召

开。从会议传来消息，中国自动化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科技导报》副主编王飞跃王飞跃荣

获诺伯特·维纳奖，他因其在复杂系统的

智能控制与管理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和杰

出成就，成为自该奖设立以来获奖的首

位中国大陆学者。诺伯特·维纳奖是为

纪念“控制论”创始人而设立，由 IEEE系

统、人与控制论学会管理，是该领域的最

高奖项。

中国自动化学会 [2014-10-17]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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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解读社会经济科学中的偏微分方程模型解读社会经济科学中的偏微分方程模型
基于偏微分方程（PDE）的数学模型

已成为科学和工程领域大部分分支学科

中定量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近来偏微

分方程也扩展至生物医药和社会经济科

学领域。偏微分方程在生物医药和社会

经济科学中极具应用前景，但由于这些

领域的研究方向普遍更为开放，以至于

出现了各种新颖的数学难题。

偏微分方程设计出的数学模型，可

以用于研究经济学中一些重要的问题，

并引起数学家的兴趣，探讨基于这些偏

微分方程产生的广为人知的属性，同时

列出一些开放性问题以待今后研究。

“解读社会经济科学中的偏微分方

程模型”专题（图 1）发表在 Philosophi⁃
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2014年372卷2028期，由Peter MarPeter Mar⁃⁃
kowichkowich，Martin BurgerMartin Burger和 Luis CaffarelliLuis Caffarelli
整理编辑，包含 1篇前言文章和 12篇研

究论文。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从

中选取4篇文章为读者介绍偏微分方程

模型在社会经济学中的各项应用。

http://rsta.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72/2028.toc

由局部纳什均衡驱动的非保守

经济中财富的演变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DegondDegond等开

发了一个模型，适用于非保守的经济环

境中财富的演变，扩展了DegondDegond等开发

出一种理论（J. Stat. Phys. 154, 751–
780（doi:10.1007/s10955- 013- 0888-
4））。该模型考虑的是在一个游戏理论

框架中交互的理性代理商系统。通过以

往研究，这种扩展驱动财富和经济结构

变量中代理商的动态变化，成本函数是

用来代表每个代理的风险规避策略。

即，代理更有可能与市场交互，当市场的

可预见性更高时，个体风险更低。这产

生了一个用于得出有效的单一小型代理

商密度的动力学方程，并使用纳什均衡

作为局部的热动平衡。

作者考虑了一个规模分离的体制，

其中大规模动力学由上述局部平衡的流

体动力闭合来实现。随后开发出一种广

义碰撞常量，来克服非保守性质的财富

在流体动力闭合推导财富分布演变的大

规模动力学时的难度。得到了一个用于

大规模代理商密度和平均财富的气体动

力学型方程系统。

http://rsta.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72/2028/20130394.full

平均场稀疏优化控制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FornasierFornasier等介绍

了常微分方程制约的有限维稀疏最优控

制问题相关的严格限制过程，在将移动

人口分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动态上，建

模分析简约的干预措施，在无限维的最

优控制问题上，将常微分方程系统用于

领导者，再加上弗拉索夫型偏微分方程

来共同进行约束，以此来控制追随者概

率分布的动态变化。在古典平均场理论

中，人们通过单一平均影响来简化所有

其他个体对任何给定个体的影响，研究

了大量的小型个体彼此自由地相互作

用。在本研究中，作者并非针对领导者

实际还受到外部政策制定者影响的情

况，而是突出其追随者的数量N达到无

限大时的影响。通过有限维稀疏的最优

控制问题的Γ 限，与控制追随者动态的方

程的平均场限制同步发展，来实现稀疏

的平均场优化控制的技术推导。

http://rsta.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72/2028/20130400.full

通过领袖进行民意共识的玻尔兹

曼型控制
意见的形成和动态过程引出所谓的

民意共识的研究是在社会科学的数学模

型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继近来有学者

引入了玻尔兹曼型控制方式，意大利费拉

拉大学的PareschiPareschi等考虑了一批根据目

标函数来实现民意共识而修改其相应策

略的意见领袖。玻尔兹曼型控制的主要

特征是，由于瞬时二进制控制形式，它可

使成本函数的最小化嵌入到相应的波尔

兹曼方程的领袖间微观相互作用中。相

关的福克-普朗克渐近限制的衍生，可以

给出稳态解的解析表达式。研究结果显

示了玻尔兹曼型控制方法的有效性和战

略上引领追随者意见的领袖控制的能力。

http://rsta.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72/2028/20140138.full

纳入住房信息后进行犯罪的非局

部密度估计
考虑到事件地点往往是离散样本，

人们希望产生的概率密度可以对空间域

发生事件的相对概率进行建模。标准密

度估计技术并不纳入通过空间数据报告

的先验事件。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对事

件不能现实发生的地点分配到显著正的

概率。特别是建模入室盗窃时，标准密

度估计可以得出在没有住宅的地方发生

入室盗窃的预测结果。

纳入上述空间数据可以报告有效区

域的密度。当建模极少事件时，更多的

先验事件可以帮助正确地弥补这个鸿

沟。对空间数据和事件数据之间相关性

的学习和执行可以对更少事件产生出更

好的估计。美国加州大学的WoodworthWoodworth
等通过H1索伯列夫半范数正则化提出了

最大惩罚似然估计的非局部版本，从空

间数据中计算非局部权重，以获得更精

确的空间密度估计。作者从圣费尔南多

谷入室盗窃数据集中，由房屋数据或卫

星图像报告的非局部权重评估了该方法

的应用。

http://rsta.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72/2028/20130403.full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社会经济科学中的

偏微分方程模型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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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辐射监测技术研发建议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辐射监测技术研发建议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文//邢丽丽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92609部队，高级工程师。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20世纪前90年间，国外发生了近500起非战斗海损事故，

导致84艘潜艇沉没，其中核潜艇7艘。1963年4月10日，美国

“长尾鲨”号核潜艇遇难，沉没于新英格兰外海约2560 m水深的

海底，129名船员全部遇难，酿成了世界潜艇史上最惨的悲剧。

21世纪初，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因艇上鱼雷爆炸而沉没

于巴伦支海，船员全部遇难；2003年8月30日，俄罗斯海军北方

舰队“K-159”号退役核潜艇在从巴伦支海科拉半岛格列米哈基

地拖往科拉湾修船厂拆卸途中，因遭遇风暴而葬身海底，9人遇

难。近40年来，各国潜艇发生事故共160余起，船员死伤近800
人。前苏联和俄罗斯核潜艇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共发生事故

120多起，而美国海军有8艘潜艇因意外事故而沉没或退役。所

有这些都使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潜艇救生这个不容忽视的主题

上。相对于常规动力潜艇来说，因核潜艇上装有反应堆，核潜艇

严重核事故往往伴随有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导致其事故危害更

大，救援技术更加复杂，难度更大。

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辐射监测遭遇困境

无论常规动力潜艇，还是核潜艇，以及其他核动力舰船，当

发生严重事故沉于海底，船员无法靠自身力量完成逃生自救时，

需要实施外部紧急援潜救生。相对于常规动力舰船来说，核动

力舰船发生严重事故后，往往还伴随放射性物质的扩散，会在艇

体周围形成辐射场，给援潜救生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在实施

援潜救生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必须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对

艇体周围尤其是外部救援装置（如救生钟）与失事潜艇的对接区

域的辐射水平、人员的表面污染水平、空气中的放射性气溶胶浓

度等能够做到充分掌握，制定并执行科学合理的援救方案，以最

大限度地保护船员生命和健康免受损害。目前，通用的辐射监

测仪器一般很难适用于较大深度的、水下承压测量，常规监测方

法和手段无法正常进行，所以，应抓紧开展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

监测技术研究，为核动力舰船失事后援潜救生及辐射防护提供

技术支持，真正实现“快速反应，有效援救”的目的。

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辐射监测技术研发建议

开展水下艇体周围辐射场监测是实施严重核事故情况下核

动力舰船援潜救生的第一步，也是保证船员辐射安全的关键，做

好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必须针对核动力舰船核事故特点，在以

下方面开展针对性的研究工作。

1）分析研究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辐射监测特点

实施有效的辐射监测应建立在对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辐射

监测特殊性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很难真正掌握援潜救

生期间的辐射水平，无法为救援行动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因

此，对核动力舰船辐射监测特点的分析研究是开展核动力舰船

援潜救生辐射监测技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核动力舰

船援潜救生辐射监测仪器设备应考虑失事舰船周围辐射水平变

化大、时效性更强、轻便、防水、耐压等特点。首先，发生的核事

故不同，核动力舰船的辐射场变化就会不同。放射性物质泄漏

量越大，舰艇及舰艇周围的辐射水平就会越高，这种不确定性就

要求辐射监测仪器设备应具有较宽的测量范围。其次，核动力

舰船沉没于海底，时间对于救援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要求监

测仪器要有较快的反应速度。再者，目前国内外援潜救生用得

最多是救生钟，由于空间狭窄，所以要求辐射监测仪器要非常轻

便、小巧。最重要的，由于舰艇失事后距离海面较深，要求辐射

测量仪器不但能够防水，而且还要能够承压。因此，必须全面分

析舰艇失事援潜救生辐射监测的特殊性，分析影响辐射监测的

各种因素，为辐射监测仪器配置及监测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2）研制水下辐射监测仪

水中辐射监测与放射性核素分析一直是辐射监测的重点和

难点。目前国内外许多厂家生产的水下γ探头具有防水功能，可

快速监测水下γ剂量率水平，但一般只能探测到水下20~30 m
的深度，否则会因信号传输、耐压不够等原因导致探测失效或探

测器损坏。结合对援潜救生辐射监测特点及制约性因素的分

析，进行水下救援辐射监测仪器的可用性及适宜性分析，以决定

所需的辐射监测仪器设备是否可用或根据要求进行研制。在改

装或研制的过程中，应通过对水中γ剂量率测量和γ能谱分析方

法等方面的研究，着力解决自动取样、水下γ剂量率监测、水下γ
脉冲采集、解谱技术、系统控制与谱分析软件开发等技术难点，

研制开发适用于援潜救生特点的水下辐射自动监测仪。

3）辐射监测仪器配套建设

根据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辐射监测的要求及辐射监测仪器

适宜性分析，提出适用于核动力舰船援潜救生的辐射监测仪器

设备配套建设方案，在方案中应明确提出建设的指导思想、依

据，达到目标，适用范围，列出仪器设备的来源（包括定型产品、

研制等）、性能指标、数量等。其中，辐射监测仪器设备配套建设

要考虑援潜救生辐射监测涉及很多环节，各个环节的辐射监测

具有不同的要求和特点，如在实施救援前需要用到水下探头，但

在救生钟内更多的要用到表面污染监测仪或空气中放射性气溶

胶监测仪等，需要综合考虑。

4）援潜救生辐射监测方案

深入研究援潜救生辐射监测的环节和内容，并根据援潜救

生的各个环节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结合配套仪器设备，制定援潜

救生辐射监测方案，在方案中明确监测方法、监测内容、监测频

次等内容，并具有很好的普适性，便于实施。另外，在方案中还

应考虑援潜救生人员以及被救援人员的辐射防护问题，包括个

人受照剂量的监测与控制，防护服、防毒面具、口罩等防护器具

的穿戴要求，服用碘片、促排灵等药品的时机及要求，救援人员

的轮换等，均需与方案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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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纳米晶Li7Si3合金的制备与性能表征

北京工业大学宋晓艳宋晓艳等利

用金属Li片和Si粉为原料，结合

粗晶熔炼、高能球磨以及纳米晶

烧结等工艺技术，制备得到了纳

米晶Li7Si3合金块体。采用Riet⁃
veld结构精修方法和纳米压痕

法分别对制备的纳米晶Li7Si3进
行了晶体结构精修和杨氏模量

测试分析，获得了与粗晶 Li7Si3
差别较大的晶胞参数以及原子占位信息。

结果显示，随着晶粒尺寸减小到纳米尺度，Li7Si3的
晶胞发生一定程度的膨胀，并得到纳米晶Li7Si3合金块体

的杨氏模量为 30.6±2.4 GPa，从而为定量研究纳米晶

Li-Si合金的相稳定性和相变行为提供了相应实验材

料，并为构建纳米晶Li-Si合金相图提供了基础数据。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4-10-10]
推荐人：《北京工业大学学报》，梁洁

有机朗肯循环系统动态特性分析

华北电力大学苗政苗政等设计并搭建了以R123为循环工质的有机朗肯循

环试验台，并对其动态运行特性进行了研究。该机组采用涡旋膨胀机作为

热工转换设备，采用导热油锅炉模拟低温热源，并在试验过程中保持导热

油出口温度为150℃。通过交流测功机测量膨胀机输出转矩、转速及功率。

研究人员对机组动态特性的测试分为2种模式：恒流量模式和恒转矩

模式。在恒流量模式下，R123的质量流量恒定，随着膨胀机转矩的逐步

增大，膨胀机进出口压比增大，同时膨胀机入口过

热度减小，系统输出性能表现为膨胀机输出功率

和机组热效率的增大。在恒转矩模式下，以工质

泵运转频率9 Hz为界，膨胀机进出口温度可分为

2个明显的区域：温度稳定区和温度快速下降区。

随着R123质量流量的增大，膨胀机入口过热度减

小，输出功率增大，而系统热效率增大趋势较为平

缓。2种运行模式都存在最大输出功率，同时，试

验结果表明系统输出功率和热效率的实测值明显

低于通过膨胀机进出口温度计算得到的计算值。

《科学通报》[2014-10-08]

活化温度影响竹柳基活性炭性能

及其制备过程中副产物组成
北京林业大学邵琳邵琳

琳琳等以一种常见的环境

修复材料竹柳为原料来

制 备 竹 柳 基 活 性 炭

（WAC），考察了不同活

化温度对 WAC 性质及

其除污染性能的影响，

同时评估了制备过程中气态和液态副产

物的生成规律与利用潜能。

结果表明，随着活化温度的升高，

WAC产率下降，热解油产率上升，而热解

气产率相对稳定。6组WAC均具有较高

的比表面积，最高可达 1526 m2·g-1，但

比表面积值随活化温度的升高呈下降趋

势；WAC的碘吸附值和亚甲基蓝吸附值

最高可达 1122.25 mg · g- 1 和 415.50
mg·g-1，对重金属Pb2+和硝基苯的最大

吸 附 量 分 别 为 9.20 mg · g- 1 和 4.21
mmol·g-1。WAC制备过程中热解气主

要组分为H2、CH4、CO和CO2，随活化温

度升高，H2和CH4含量上升，CO2含量下

降，热解气的总燃烧热值升高。热解油

的组分较为复杂，杂环类、烷烃类、烯烃

类和有机酸类有机物含量较高，且随活

化温度变化明显，在活化温度为 650 ℃
时，热解油的燃烧热最大。

《环境科学学报》[2014-10-06]

基于双组分PDF模型的GSP
气化炉数值模拟

GSP气化炉是国内最近引进的西门

子公司开发的粉煤气化技术，由于对其

炉膛内气固反应流动特性认识不足，运

行中出现耐火砖烧穿、合成气含灰过高

等问题。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毕大鹏毕大鹏等

利用数值模拟方法，采用双组分PDF模

型耦合湍流—化学反应、随机轨道法耦

合湍流—颗粒运动，针对GSP气化炉内

多相反应流场建立三维数值模型。

计算结果与实验

值及文献计算结果一

致，表明该模型可用

于GSP气化炉的模拟

计算。研究发现，炉

膛内流场主要分为旋

转射流区、内回流区、

外回流区和管流区。

高温区位于发生氧化反应的旋转射流区

和内回流区上部，而外回流区和管流区

主要发生还原反应，温度较为均匀；炉膛

高度1/3位置处为高温火焰直接冲刷处，

在运行时需重点考虑该位置的热防护。

《化工学报》[2014-10-05]

利用红外相机研究神农架自然

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规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李广良李广良等利

用红外相机对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

野生动物分布范围和活动规律进行调

查。

实验人员于 2010年8—9月和2011
年3—9月，在95个位点分别放置红外相

机，每台相机在每个位点放置时间为1~2
个月。共获得野生动物照片9665张，其

中有效照片 536张；有效照片中兽类占

82%，鸟类占 18%，经鉴定，兽类有 19
种，鸟类有 9种。在海拔 2219~2597 m
的区域和寒温性针阔混交林中拍摄的动

物种数和拍摄率均最高，说明这些区域

的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最多。

同种动物在不同的植被型下拍摄率

不同，说明该种动物对各植被型的偏好

程度不同。

对 6种最常见兽类和 2种雉类的研

究表明：在寒温性和温性针阔混交林中

拍摄率最高的是斑

羚、红腹角雉，在温

性针阔混交林拍摄

率最高的是毛冠鹿，

在寒温性针阔混交

林中拍摄率最高的

是野猪、梅花鹿、红

腹锦鸡，在针叶林中

拍摄率最高的是鬣羚。

《林业科学》[2014-09-2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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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最早恒星诞生困难

南京大学施勇施勇领衔的国际团队的研究成果显示，早期恒星形成的效率比类银河系中的效率低10~100倍，

这就意味着最早的恒星诞生要比今天的恒星形成难得多。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10月16日出版的Nature上。

理论上说，宇宙大爆炸之后，气体随着宇宙膨胀而渐渐冷却，在大约130亿年前，开始坍缩形成宇宙第一代

和第二代恒星。这些恒星内部剧烈的核聚变反应把氢和氦合成各种元素。气体中的金属元素含量是影响恒

星形成的关键因素，如果金属元素少，恒星形成的效率就低。不过，这些理论预测一直缺乏有效的天文观测来

证实。

研究人员利用赫歇尔天文台的远红外空间望远镜，对2颗距离地球比较近的“化石”星系（Sextans A和

ESO146-14）进行了观测研究，发现两者金属含量只有我们银河系金属含量的7%和9%，这就意味着早期的

恒星诞生要比今天的恒星形成难得多，形成效率大约低10~100倍。 《南京日报》[2014-10-17]

仿生合成新型铁蛋白纳米粒
药物载体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阎锡蕴阎锡蕴课题组

依据人体天然铁蛋白独

特的壳核结构，成功仿

生合成了 24 聚体铁蛋

白纳米粒子，并将该纳

米材料的新特性应用到

肿瘤靶向治疗。相关成果 10月 14日发

表于PNAS上。

研究人员合成的24聚体铁蛋白纳米

粒子外壳直径为12 nm，内腔为8 nm，能

有效装载化疗药物阿霉素。这种新型药

物载体不仅能在肿瘤组织富集，而且使

肿瘤细胞内的药物浓度提高10倍，使阿

霉素所致的心脏毒性降低7倍。研究还

发现，铁蛋白载体结合肿瘤细胞膜上的

转铁蛋白受体，是其靶向肿瘤的分子基

础。此外，该铁蛋白载体生物相容性好，

不易引起排斥反应，毒性小。

《中国科学报》[2014-10-20]

海獭缘何伶牙“利”齿
一项新研究称，通常以蛤蜊、蟹类和

其他带壳生物为食的海獭，有着异乎寻

常的不易破碎的坚固牙齿。根据实验室

测试结果显示，海獭牙齿的牙釉质表面

比人类牙釉质坚硬2.5倍多，主要原因是

海獭牙釉质的微观结构具有显著特色。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 10月 15日出版的

Biology Letters上。

在所有哺乳动物中，牙釉质中的微

小磷酸钙晶体能赋予牙齿表面一定硬

度。这些晶体被富含蛋白质胶体的薄

膜层所分离，以便避免牙齿破碎。人类

的牙釉质中，每毫米该组织大约有 14
个此类抗裂保护层，但海獭却拥有 19
个。

研究人员指出，之

前的研究发现，早期古

人类或人类家庭成员鲍

氏傍人，每毫米牙釉质

中也有约19个蛋白质凝

胶抗裂保护层。230~
120万年前，鲍氏傍人生活在非洲，因其

巨大的、有厚厚牙釉质的臼齿而被昵称

为胡桃钳子人。

这些结果显示，鲍氏傍人的牙齿可

能比科学家之前推测的更抗破碎，结果

可能改变了这些早期人类的饮食观念。

《中国科学报》[2014-10-20]

爱尔兰开发出世界首个
石墨烯-橡胶传感器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先进材料与生物

工程研究中心和物理学院的研究人员近

日成功合作，将石墨烯添加入市售橡胶，

使橡胶在保留原有机械性能的同时具备

了导电性，从而制造出世界上首个可穿戴

的石墨烯-橡胶传感器。该研究成果已

经发表于美国化学会NCS Nano杂志上。

测试结果显示，当混合橡胶被拉伸

时，流经混合物的电流会发生很大变

化。因此，若将该石墨烯-橡胶混合物嵌

入衣物，则能感知呼吸、脉搏等最细微的

人类活动。该研究为开发基于橡胶的可

穿戴传感器开辟了道路，使其可用于监

测血压、关键运动和呼吸。

此外，石墨烯-橡

胶传感器还具备多种

潜在用途，例如用于开

发高灵敏度的气囊、监

控身体运动的医疗设

备、作为婴儿猝死症和

成人睡眠窒息症的早

期预警系统，以及嵌入衣物以监控运动

员的动作或病患的康复治疗。

《中国科学报》[2014-10-17]

瑞典科学家研究称：练力量对抗抑郁

来自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肌肉力量的练习似乎可以像肝脏清除体内毒物一样，滤掉造

成压力的化学物质，阻止它们到达大脑。这一新发现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运动可以减轻压力，也为抑郁症

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研究成果发表于10月7日出版的Cell上。

科学家通过试验发现，强健的肌肉可以生成更多的被称为KATS的保护性蛋白，这种酶可以分解清除血液

中被称为犬尿氨酸的应激化学物质，阻止它们进入大脑而导致抑郁症症状。犬尿氨酸是一种可以导致抑郁症

状发生的化学物质；但是肌肉发达者却对该化学物质不敏感。事实上，肌肉发达者血液中犬尿氨酸的含量一

直没有升高，原因是肌肉生成的KATS酶可以迅速分解破坏犬尿氨酸。研究成果表明：肌肉可以具有类似肝脏

和肾脏一样神奇的解毒功能，训练有素的肌肉通过生成保护性酶来清除血液中应激性化学物质，从而起到保

护大脑的作用。 《生命时报》[2014-10-1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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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政府治理与宋代医学的发展及创新政府治理与宋代医学的发展及创新

韩毅 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年3月第1版，定价11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王雅克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博士研究生。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医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仁政”之学，

经宋代而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其中最明

显的一个变化是，宋代皇帝和政府对医

学发展给予了空前关注，发布了数量众

多的医事诏令。那么，医事诏令作为探

究宋代国家和医学关系的最佳途径，它

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医事诏令作为

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如何运行，中央政

府决策如何制定？诏令制度对宋代医学

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

员韩毅新著《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

医事诏令研究》一书，就是围绕两宋时期

的医事诏令，探讨宋代政府的管理政策与

医学发展的关系、皇帝的诏令与政府的政

策等外在因素对医学发展产生的影响等

问题的一部专著。该书在前人研究基础

上，提出并回答了“与儒家‘仁政’思想和

国家统治密切相关的医学，在政府的重

视、支持与治理下是如何得到发展的”这

一重要的学术问题，深化和拓展了学术界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全书共 68.4万字，

笔者通读后受益匪浅，该书的出版对于

医学史乃至科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

和启发作用。

内容丰富，深刻揭示了宋代政府发展

医学的政策、措施及其成就

该书以两宋时期 18位皇帝颁布的

2813条医事诏令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

了宋代医事诏令的内容与运行机制。宋

政府组织实施的医学活动，主要有对前

代医学文献的校定与刊刻，新医学著作

的编撰与推广，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预防

与应对，医学机构的建立与管理，医学教

育的分科与改革，医官的选任与磨勘以

及巫医的控制与改造等。从中可以看

出，宋代医学的发展之所以在中国古代

医学史上有里程碑式意义，除了与医学

本身的发展规律、两宋高度发达的文化

以及譬如印刷术的改进与推广等技术因

素相关外，最为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皇

帝的重视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

策支持。宋代医学取得了突出成就，在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文献学、中医临床

学、中医药物学、中药方剂学以及医学管

理等方面多有突破与创新。这些都与两

宋时期的政治背景有密切关系，皇帝和

政府通过颁布大量的诏令以及相应的政

策，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医学的发展，才取

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

思路新颖，解决了宋代医学发展的若干

重要问题

该书的研究思路对于科学史，尤其

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

值。全书9个章节按照“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写作，

从为何要研究宋代医事诏令，到宋代医

事诏令以及相关政策如何影响宋代医学

的发展，在构筑宋代社会医疗体系的过

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再到医事诏令

在宋代医学发展中的局限作用，问题意

识极为清晰。

该书认为，在医学发展中，宋朝皇帝

常常用诏，也用更为严厉的手诏、敕或

制，这些都是皇帝最高意志的体现。宋

代皇帝多次将医学视作“仁政”，从国家

战略的角度和加强统治的目的出发，积

极发展医学。皇帝诏令在医学发展中具

有国家政策和法律保障的作用，弥补了

《宋刑统》、《编敕》等法律文书的不足，极

大地顺应了宋代社会发展。宋代皇帝对

医学的态度，对于营造整个社会重视医

学起了政策性的导向作用。这些新的研

究视域，是以往的著作中未曾出现的，对

于深入理解“国家与医学”的关系，具有

较强的启发意义。

史料丰富，收集到大量极为珍贵的原始

文献

从史料整理及解读的角度而言，中

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所需资料的分布往往

非常零散，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专

门性史料都不是很多。如何在大量的史

料中寻找有效信息，对于研究者来说都

是首当其冲的挑战。

该书的写作基础是作者辑录的60余

万字的《宋代医事诏令年表与史料》，广

泛涉及到医学史文献、历史文献、科技史

及地方志文献达300余种，国内外相关研

究著作及论文近200种，从而使研究建立

在一个尽可能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之

上，如此，才会尽量避免研究结论的失之

偏颇。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前提下，如何

解读是关键。全书通过21张表格，对宋

代医事诏令的数量和内容，政府编修、出

版新本草学著作以及方书著作的情况，

医学机构的设立及其变化，宋代医学诸

科内容，宋代医官的迁转官阶变化，两宋

政府医官的选任等做了详细统计和分

析，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对宋代巫医流行

及地域分布情况的统计，使读者本身对

宋代巫医的流变形成直观的认识。

广泛借鉴学科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

研究方法

该书广泛应用医学史、社会史和文

化史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内外史相结合

的学科史研究方法的成功应用，值得总

结和深思。从内史的角度而言，该书深

入中国古代医学，如本草学、方书学、针

灸学、药物学以及疾病防治等领域，探究

宋代官修医书对于医学发展的影响。从

外史的角度来看，重要的社会因素，如经

济政策、政府管理、文化思潮、教育革新、

内外战争等，在一定时期内，或者是客观

上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或者是阻碍了科学

的发展。如宋辽、宋金、宋蒙长期存在的

战争，使得宋政府格外关注折伤科、疮肿

科、金镞科等外科医学的发展；而疫病的

多发，又促使宋政府、医学家和士大夫积

极探索疫病的成因，为政府制定防疫政策

和研制防疫药物提供可行性建议，客观上

推动了宋代医学分科的发展。该书突出

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即把宋代

医学的发展放到整个社会中去研究，使读

者对宋代医学发展的内外环境了然于

胸。这种研究方法，使科学史研究角度更

为多样化，研究领域更为宽广，其结论也

就更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总之，该书对政府治理与宋代医学

发展及创新的研究，史料详尽，视野宽

广，结论客观，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医

学在两宋时期的发展情况以及进一步推

动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而言，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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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张琪医论医话集锦

江柏华，潘洋 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4月第1版，定价：68.00元。

本书是从国医大师张琪既往的著作

和讲座中收集整理的关于中医教育、中

医临床以及学术思想的总结，全书所列

举案例均是张琪中医临床用药经验和中

医各科病证独到辨治经验的汇总，其中

临床案例是最能反应其学术思维和临床

辨证的有效验案，能突出反映他精深的

造诣和独具匠心的临证经验，全书按中

医的思维排序，内容依次为中医人才培

养与发展篇、中医医论杂谈、临证医话随

谈3部分，涉及中医的基本理论、病因病

机、诊法、治疗法则，以及方剂和药物的

临床运用等。本书内容宏博，见解深邃，

启迪心智，既可以直接指导中医临床诊

断与治疗以及新药的开发研究，又让人

从中获得听国医大师畅谈的享受。

吴征镒自传

吴征镒 述，吕春朝 记录整理。科学出版

社，2014年4月第1版，定价：180.00元。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吴征镒自述

1916—2011 年 95 年间各时段所经所

历。吴征镒自幼对植物稚趣甚浓，逐渐

演变为终生志向，为中国植物学现代化

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基础性、

前瞻性和开拓性贡献。自传记述吴征镒

学术成长的过程，包括抗日战争到解放

战争中艰辛的学习求知历程、新中国初

期科学事业的创建经历、科学春天到来

的欣喜、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科技创新发

展和收获以及自身情操修养的体会。从

吴征镒学术成长过程折射出其治学为人

的真谛，道悟出一生追寻科学真理的坚

毅和执着，展示真诚、坦荡、谦和的风尚，

品味科学文化的情趣。一位在科研道路

行进70余年老者的经历若对后人有所启

迪和帮助是作者立书的心愿。

泡利物理学讲义

[美] Pauli W. 著 洪铭熙 苑之方 译。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定价：

69.00元。

194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Pauli W. 所著的《泡利物理学讲义》是理

论物理学的一套十分严谨、精练的经典

教材。现根据MIT出版社1973年出版英

译本（Charles P.Enz 主编，S.Margulies
和 H.R.Lewis 合译的 Pauli Lectures on
Physics）并参考德文原版翻译出版，以供

我国大学理工科师生及相关科研人员参

考。本套讲义原版分6卷出版，内容分别

为：电动力学；光学和电子论；热力学和

气体分子运动论；统计力学；波动力学；场

量子化选题。现将1—3卷合成一辑，4—
6卷合成一辑出版。

矩阵分析
[美] Roger A. Horn Charles R. Johnson
著, 张明尧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年9月第1版，定价：119.00元。

华章数学译丛《矩阵分析》从数学分

析的角度阐述了矩阵分析的经典和现代

方法，主要内容有特征值、特征向量、范

数、相似性、酉相似、三角分解、极分解、

正定矩阵、非负矩阵等，新版全面修订和

更新，增加了奇异值、CS分解和Weyr标
准范数等相关的小节，扩展了与逆矩阵

和矩阵块相关的内容，对基础线性代数

和矩阵理论作了全面总结，有1100多个

问题，并给出一些问题的提示，还有很详

细的索引。华章数学译丛：《矩阵分析》

可作为工程硕士以及数学、统计、物理等

专业研究生的教材，对从事线性代数纯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员来说，该书

也是一本必备的参考书。

基因兴奋剂与竞技运动

[加] Schneider, A. J. [美] Friedmann,T.
著，杜宏武 译。科学出版社，2014年5月

第1版，定价：60.00元。

《基因兴奋剂与竞技运动》一书针对

当今科学界与体育界对治疗人类遗传疾

病的基因操纵技术可能会被用于身体健

康的运动员，以增强他们运动能力的担

忧而撰写，以期引起科学界、体育界、政

治界更多的人对基因增强以及运动兴奋

剂问题的关注。运动员、科学家、政策专

家及感兴趣的读者通过本书可了解基因

转移、基因治疗、人类实验和临床研究、

基因增强以及体育压力等相关领域的知

识。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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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研究生新生的
科研选择焦虑症

新学期的开始意味着大批科研新兵

的到来。面对科学研究的塔尖，研究生

新生攀爬态度的选择，蕴藏着“科研选择

焦虑症”的身影。所谓“科研选择焦虑

症”，是指面对科学研究的召唤，科研新

兵由其摇摆不定以及患得患失的犹疑态

度所产生的焦虑情绪。焦虑往往源自个

人期望和现实成就之间的冲突。倘若科

研新兵长期遭受“选择焦虑”的折磨，轻

则无心向学，重则抑郁寡欢，甚至酿成极

端悲剧。

“科研选择焦虑症”分为2个层面：第

1层焦虑是“准入资格焦虑”，集中于是否

愿意或者能否被容许踏足科学研究的殿

堂；第2层焦虑是“能级匹配焦虑”，聚焦

如何克服面对科研难题一筹莫展所带来

的低自我认同。

“准入资格焦虑”由师生双方的选择

共同决定。首先，要撇开那些无力引导

学生享受科学乐趣或只将学生视作“廉

价劳动力”的导师。若学生怀抱科学理

想却遇人不淑，要坚持学术抱负，树立自

主培养的坚定信念并持之以恒地践行恐

怕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其次，若研究生

以学位挂帅，对科研毫无兴趣，则导师只

能眼睁睁看着学生“躺在起跑线上”，只

待终场哨响时将学生连拉带拽地撵出终

点线。再次，若导师经过严格考核，发现

学生在科研方面的积极性并非真实意愿

的表达，而是迫于周边环境胁迫而“强作

欢颜”，则合作关系注定不会长久。对

此，导师与其“死皮赖脸地纠缠”，不如

“高贵尊严地放手”。最后，哪怕学生愿

意潜心治学，其“准入资格焦虑”并不会

因此而彻底消失，仍会不时扰人心绪：一

方面，缺少了科研历练，很难称得上名副

其实的硕士，故完全放弃科研追求多少

有些不甘心；另一方面，科研与求职就业

的关联度看似不大，耗费众多时间发表

学术论文却未曾积攒任何“实用性”技

能，会不会沦成招聘市场上的 loser？特

别是学生极易受至亲之人的影响，有时

亲朋好友一句无心之言，经过科研小兵

的过度解读，往往抵消掉导师苦口婆心

的千言万语。“准入资格焦虑”在那些读

研目的不明确者身上，最为常见。

“能级匹配焦虑”起因于学生的不自

信。很多科研新兵一边准备开始攀爬之

旅，一边却在头脑中预设各种失败模式，

其挑战自我的勇气逐渐流逝，直至选择

逃离。由于大学阶段很少接受严谨务实

的科学训练（那些为求简历更漂亮而参

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者，大多无法藉

此成长为真正的科研新人，反倒让他们

错误地以为科学研究就是粗制滥造地东

拼西凑。这样埋下的“坏基因”，不知道毁

掉了多少本有可能成长为“学术达人”的

好苗子），科研新兵面对棘手问题时，多存

畏难心态；同时，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认知

出现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的错估，导致进

展不顺时科研热情遭受严重打击。还未

真正踏上科研之路，却在预想“选择错误”

带来的不良后果将成为“学习中不能承受

之重”，充分说明科研新兵的“能级匹配

焦虑”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由于“不科研”是当下研究生的主流

选择，所以部分站在科研大门之外的旁

观者看到治学者作出成绩时，他们未必

会衷心送上祝福；一旦治学者弄砸了，他

们可能会持幸灾乐祸的心态加以嘲笑和

讥讽。对于年纪尚轻的科研新兵们而

言，因为科研绩效不佳而产生“自我价值

劣化”的挫败感，自然更加驻足不前，甚

至丧失选择继续前行的勇气和果敢。最

严重者，纠结于“凡事难两全”的利益核

算，最终做了自己都不齿的逃兵——既

辜负了亲人的期望，又推诿掉对导师的

责任，说不定就此养成“逃避型人格”。

“能级匹配焦虑”多出现在自我认知和自

我认同容易受他人左右者身上，常令导

师头疼不已。

“科研选择焦虑症”会带来压力，让

人心烦意乱；倘若处理得当，却也能催生

动力，使人心潮澎湃。科研新兵常忽视

“选择焦虑”的双重性，只注意到问题得

不到解决时的山重水复，看不到潜能被

激发后的柳暗花明。无论处于哪一种焦

虑状态，一旦焦虑累积到令科研新兵感

到难以为继时，为调适心理和应对压力，

通常会选择3种策略：一是“打开天窗说

亮话”。直接向导师言明“科研之痛”，获

得导师的理

解和谅解，

转而商讨其

他适宜的培

养模式；二

是“半推半

就”。既不敢向导师递交退出研究团队

的申请，又无法产出符合要求的学术成

果，总是处于“有苦劳无功劳”的境地，这

极易在师生之间酿成误会，引发信任危

机；三是“阳奉阴违”。表面上体现出浓

厚的科学兴趣，私下却将资源集中于与

学术研究无关之事，时间一久，导师意识

到被欺瞒，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甚至相互

攻讦直至彻底决裂。

为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导师和科

研新兵都应该重视“科研选择焦虑症”的

不利影响。高校和导师群体理所应当提

供必要的心理辅导和可得的社会支持，

帮助科研新兵们做好身心维护。当新兵

出现“科研选择焦虑症”时，导师责无旁

贷，应与其共同寻觅应对之策。对于“准

入资格焦虑”者，他们大多拥有反复无常

又纠缠不清的心态，而这一心态的产生

主要源于对科学研究的理解不够，导师

须得善加开导、引导和指导，帮助他们认

清科研训练能够练就“可转移技能”，即

惟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才能提升获得

高端就业岗位的成功几率，才能享受真

正的成就感。对于“能级匹配焦虑”者，

他们太过于注重做事的目的性而忽视掉

“过程才最重要”，这根植于其对成功的

错误理解。导师应当引导他们树立“成

功并非获得预设的结果，而是在通往目

标的历程中所实现的自我超越”这一不

那么急功近利的理念。当科研新兵不再

惧于犯错，也不再原地踏步，而是信心满

满地走在学术的康庄大道时，能否产出

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也就并非最重要的评

判标准，关键在于借助研究生阶段学术

经历所产生的“增量”，给科研新兵的未

来沉淀更多“存量”，直至实现人生的“质

的飞跃”。这才是帮助科研新兵摆脱“科

研选择焦虑症”的正确之道。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工程管理系—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工程管理系

副教授副教授 王进王进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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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责任科学家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责任

文//马来平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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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如果说一个人的价值追求是对一定

价值目标的执着向往并力图达到此目标

的强烈驱动倾向的话，那么，对于作为科

学认识主体的科学家群体而言，其主导

价值追求就是探索真理。确切地说，是

探索自然界的真理。

科学家的主导价值追求是探索真理

的观点，不仅为无数科学家的实践所昭

示，而且也得到了科学家思想上的一致

认同。例如，爱因斯坦曾经根据科学动

机的不同，把科学家分为3类：视科学为

特殊娱乐的人；视科学为猎取功利工具

的人；视科学为理解宇宙的神圣事业的

人。他认为，前2种人充其量不过是科学

的同路人，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可以随时

脱离科学队伍去从政、经商或从事任何

一种职业。第3种人则大不相同，他们是

一批对求真情有独钟的人，是科学队伍

的主力或中坚力量，是真正具备探索真

理价值追求的人。在爱因斯坦看来，科

学家的主导价值追求是探索真理。

对于科学家来说，以探索真理为主

导价值追求意味着：在世界观上，科学家

应当自觉或自发地选择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立场。即坚信外部世界具有客观规律

性；坚信客观规律的可认识性；坚信认识

趋向于简单性。否则科学家认识和追求

自然真理的认识活动是无从谈起的。其

次，在人生目标上，科学家应当忠于职

守，勇攀科学高峰。要有勇气把对自然

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作为自己的第一生活

需要、作为自己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就是说，不是官本位、不是伦理本

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

实本位、真理本位；要忠诚于科学事业，

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攻坚克难，不

辞辛劳，一往无前。与此相适应，它还意

味着，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科学家应当

把探索真理的主导价值追求贯彻到底，

勇于承担下列各项社会责任：

关心技术应用关心技术应用。。首先，科学家应当

积极推进技术应用。科学成果一旦产

生，就应当及时转化为技术，以期服务社

会发展。然而，科学成果转化为技术应

用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其中技术的成熟

度是重要条件之一。对于提高技术的成

熟度，科学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义不

容辞的责任；其次，科学家有责任预测、

防止或尽可能降低技术应用的负面效

应。科学家应提前介入技术应用的负面

效应，尽可能在科学研究及其转化为技

术应用的过程中，预见其负面效应，及时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一旦技术成果负

面效应充分暴露，应当积极研究应对措

施，努力从技术上为消除或减少技术应

用的负面效应提供条件。

引领社会风尚引领社会风尚。科学关于扩展被证

实了的知识的体制目标决定了科学家在

科研活动中必须遵守一整套行为规则。

这套行为规则是“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

色彩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体。”其具体内

容被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概括为普遍主

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

规范。普遍主义强调彻底的客观精神，

所针对的是企图以家庭、种族、信仰等个

人的社会属性影响甚至支配科学成果评

价和科学队伍准入资格的行径；公有性

和无私利性强调科学是公共知识的增

长、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使命，针对的是专

制国家以国家目标为借口压制科学界学

术交流和研究自由的行径；有组织的怀

疑强调独立的批判精神，针对的是非民

主社会所惯用的愚民政策等。尽管默顿

科学规范所设定的尽可能排除社会因素

和主观随意性干扰的目标颇有些理想化

色彩，但大体说来，这套规范所体现的尊

重事实、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基本精神

是正确的。而且，这套规范虽然旨在用

于科学活动，但在许多基本点上，对社会

各界的行为规范均具有一定的示范作

用。科学家对科学规范的践行，有利于

求真、理性、批判、自由、平等、公正、敬

业、诚信等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利于

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热心科学普及热心科学普及。。应当充分认识科学

家包括顶尖级科学家参与科普的不可替

代性和无比重要性。这是因为：1）科普

是科学研究的延伸和继续。在科学普及

过程中，科学成果可以进一步接受社会

实践的检验，科学家也可以从大众对科

学成果的反应中，了解社会对科学成果

的多样化需求和发现研究的新线索。2）
科普是培养科学新人的大课堂。科普尤

其一线科学家身临其境的科普，可以激

发年轻人对科学的兴趣，增强他们的科

技意识，从而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加入

科学队伍。3）科普是营造科学发展良好

社会氛围的重要途径。科普是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大

众化，它可以促进公众对科学技术及其

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可以有效地提高公

民的科学素质。4）科普是科学家利用科

学文化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进步的必由之

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成就辉煌，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民族文化需要

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发展。欲如此，除

了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开放性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长

之处以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向中华

民族文化传统不断注入科学精神、科学

思想和科学方法等科学文化的精髓。总

之，正像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所说：

“科学，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

学，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

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工

作，谁来完成呢？”

以上所述，从应然的角度，阐明了科

学家需要努力的方向。山东乡村儒学现

象等大量事实证明，包括科学界在内的

知识分子对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

担当是有高度自觉意识和满腔热忱的，

他们能够、也一定会不负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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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科学基金的战略投资地方科学基金的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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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亮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地方科学基金是中国科技资助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量越来越大，影

响日益凸显。但是，如何谋划地方科学

基金的战略投资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重要问题。本文以新加坡为例，介绍战略

投资的重要性，并对地方科学基金投资科

技创新以促进地方发展提出参考建议。

地方科学基金的重要性

尽管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据，但几

个代表性地方科学基金的数据仍然为我

们估计其体量和影响提供了依据。北京

市自然科学基金自 1990年成立以来共

资助 3459 个项目，经费总额达 3.5 亿

元。成立于 1993年的湖南省自然科学

基金 20年来共投入资金 1.6亿元，资助

项目5630个。由此可见，地方科学基金

的体量越来越大，影响也日益凸显。在

这种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挥地方科学

基金的创新引领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与“国家队”相比，地方科学基金的

规模和影响都较小，往往发挥至关重要

的“衔接”和“育苗”作用，为科研人员申

请国家级项目提供前期准备和基础支

撑。但是，对于地方科学基金所属的每

个地区来说，其资助规模和作用又是非

常明显的。由于“撒胡椒面”，什么学科

和研究方向都资助，地方科学基金常常

“为他人作嫁衣裳”，成为国家和上级科

研项目的陪衬或补充。与此同时，地方

科学基金的大量投入分散在各个部门，

尽管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但如何协

调而聚焦最有潜力和影响的领域去密集

投资，却是一项值得深加思考的问题。

新加坡的战略创新投资

新加坡从劳动密集型经济演化为知

识密集型经济，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重

要作用。新加坡投入大量科技资金，推

动创新引领、国际合作与人才招引。

2006 年1月，新加坡成立国立研究基金

会（NRF），下设于总理公署。研究、创新

及创业理事会（RIEC）是全国科技领导机

构，总理李显龙是主席，NRF是其执行机

构，其职能是协调各个政府部门的研发

计划并制定科技发展战略。2011—2015
年新加坡科研经费将达到161亿新元（约

人民币 805亿元），短短 20年增长 10余

倍。科技投资使新加坡在生物医药、水

科技、能源等领域取得长足进展，成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新加坡科技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聚焦少数几个方向高强度投资以产

生显著影响。科技研发具有很强的不确

定性，以高风险和高失败率著称。“撒胡

椒面”式的科研投入看似公平，但实际上

可能极大地损失了效率。与之相比，仅

仅关注少数几个方向，带有明显的孤注

一投色彩。“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

往往充满风险，因为如果选错方向就可

能覆水难收。但是，国际咨询、跨部门整

合和领导人的前瞻性思维，能够确保科

研投资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式是合理的，

过程是可控的，结果是可预期的。

新加坡没有淡水资源，饮用水多数

依赖邻居马来西亚，如果短供就会“卡脖

子”，因此生死攸关。为此，新加坡建国后

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与水相关的技术研发，

将其作为立国之本予以重视。目前，它在

水技术领域世界领先，并开始出口水再生

和水处理技术。因为地处马六甲海峡，坐

拥石油运输的黄金海道，新加坡关注的另

一个科研方向就是能源，在石油冶炼和石

化领域取得突破进展。新加坡设立能源

创新办公室这样一个跨部门工作组，负

责规划和执行能源战略并发展能源产

业，2011年拨款达1.95亿新元。

NRF还设立“概念证明”资助计划，

每个项目资助最高25万新元，目标是一

年内把科研概念转化成商业产品。以医

疗器材组为例，NRF特别关注本地医疗

问题并创造经济价值。骨痛热症是新加

坡的主要疾病，2013 年累计病例达

22101起。由于尚无疫苗和特效药，尽快

确诊以展开治疗是对抗骨痛热症的最有

效方法。NRF资助项目研发快速确诊仪

器，以缩短确诊过程并尽快诊疗。

NRF非常注重科研合作，专门设立

“大学－企业研究室”计划，由NRF、企业

和大学共同出资，吸引国内外企业与本

地大学合作，为市场提供与产业界需求

挂钩的研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2013
年7月，南洋理工大学和飞机引擎制造商

劳斯莱斯联合设立第 1个研究室，投入

7500万新元，研发航空和海事技术。第

2个由吉宝企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共同

设立，投入 7500万新元，联合开发深水

钻油和深海探掘技术，以提高新加坡的

岸外与海事优势。

在人才招引方面，NRF通过许多计

划培养科研人才和吸引外国科学家，并

积极与世界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

NRF推出的“新加坡科学家回国计划”，

除了为符合条件的新加坡籍科学家提供

长达5年的研究经费，在其正式回新前还

承担往返旅费和住宿费。

以小博大

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的经

验可以服务于中国许许多多的地区和城

市。新加坡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而

其关键在于用一国之力发展一座城市，

更加有效地整合部门并形成合力，“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其作用就会凸显。

以小博大，提升对地方创新的引领

作用，是地方科学基金需要培养的战略

思维。例如，沿海省区市的水产风险或

台风灾后应对、干旱地区的节水蓄水研

究、高原地区的地方病研究、山区的复杂

地质研究等，都是亟待研究的地方重大

问题。如果地方科学基金能够集中火

力，将科研资金的60%~80%都投入到这

些领域，相信是可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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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找工作的研究生一些建议给找工作的研究生一些建议

·职 场·

文//刘庆生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

空间信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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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我常和身边一些正在找工作的学生

交流，感受到他们的焦急。在真心希望

他们能找到一份合适工作的同时，又觉

得他们中的一些人需要一点过来人的帮

助和建议。以下我提供一些建议，希望

能抛砖引玉。

1）简历不要出现错别字。简历是给

人的第一印象，能反映出来一个人是否

认真、能否注重细节。可能有的学生天

生粗心，但你必须得告诉自己养成认真

的习惯，尤其写简历时不能出错。写简

历也像写论文，投稿之前，一定多找人帮

忙看看。

2）简历完全可以更美观。很多人喜

欢用表格式简历，比如个人情况部分分

成很多单元格，研究经历、获奖情况等用

一个大单元格。但我倒觉得用表格不一

定清晰，最好顺着写下来，比如个人信

息、教育背景、研究经历、获奖情况、发表

论文等，每一部分的标题可以加粗并用

灰色底纹突出显示。

3）可能要准备几份简历。一个人的

专业背景和专业技能或许能适应几份相

关的工作，要根据应聘岗位的不同而设

计不同的简历，分别突出适合某个岗位

最关键的内容。如果应聘科研岗位，要

突出科研方面的独立思维能力和从事相

关领域研究的经历；如果应聘技术支撑

岗位，要更多突出实验技能和服务方面

的能力。

4）不要虚的，只要“干货”。简历内

容应该只写有实质贡献的文字，不需要

很多描述性的词语，做到最大程度的精

炼。有的学生写获奖情况时，会写“在研

究生二年级期间，荣获‘某某学校三好学

生’称号”之类的话；其实应该用时间倒序

写成比如“2000年 某某学校三好学生”

或者“某某学校三好学生 2000年”。

5）列出参加过的项目课题。如果研

究生期间参与了导师主持的项目课题，

应该写到简历里。这个信息可以让招聘

单位知道你可能参与了项目设计到实施

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人形成独

立的科研思维是很重要的。

6）要找人帮忙多获取一些信息。有

的学生告诉我，他不敢去找自己的导师

或者其他老师谈找工作的事。每当这时

候我就立刻鼓励说，你能多找人帮忙就

一定要多找，我们出发点不是为了“走后

门”，而是为了获得更多信息。并且，如

果两个应聘人条件相当，招聘单位一般

会更倾向于选择熟人推荐的，所以不要

害怕找身边的师友帮忙。

7）做好讲解 PPT。这个不用多解

释，现在的研究生，在学期间每个人都作

过很多次报告。做PPT的时候注意上文

提到的做简历中要注意的几点，应该也

会有所帮助。特别注意：做PPT时，要简

约，不要花哨。

文//黄晓磊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福建农林大学生物防治研究所，

教授。

做项目与做研究做项目与做研究

2014年 6月，我以教学督导员身份

参加学校一个院系招聘面试“试讲会”。

一位年轻人提供了一份精致的彩色个人

简历，列出了在硕博连读的5年期间参加

的9个项目名称，包括科技部“973项目”

和几个部级项目。这让我们有种望尘莫

及的感觉，因为印象里，一般教授们都很

难同时拥有如此多高级别的科研项目。

申请人在校期间获得的个人荣誉也是

“琳琅满目”，有14项，包括优秀研究生党

员、“三下乡”活动奖等。

但是，当我在简历的成果栏目中搜

寻应聘者在读研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时，

发现得到的结果与前面项目反差实在太

大。有一位性格直爽的教授带有质疑口

吻说：“你参与这么多高级别项目，怎么没

有看到发表对应的‘高级别’学术论文？”

我则委婉地从另一个侧面询问了一下年

轻人的学术理念和对科学研究的理解。

询问他在硕博5年间是否参加过国际学

术会议，即使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

议”，是否用英语报告过研究成果，他如实

告知：没有。实际上在他列出的学术成果

清单中也没有这些基本内容，例如没有一

篇第1作者的英文学术论文。

在我的印象中，在研究生阶段只埋

头做项目，不注重学术研究的现象，例如

上述情况并不是个例。在一些任行政领

导的导师与学术权威们拥有数十甚至上

百人研究生的团队中，由于团队带头人

拥有大量资源，尤其是项目，只需要学生

们“埋头拉车”，不需要他们“抬头看路”

（即思考学术问题）。尤其是一些任务紧

迫的项目，有时还需要学生加班加点干。

而且由于带头人整天忙于对外交流和社

会活动，无暇顾及团队内学生们或师生之

间学术交流。所以，在这样的团队中，尽

管研究生参加的项目大（指经费多）、级别

高，但也只是“做项目”，用通俗话说就是

“打工”。当然，在这样的课题组内，如果

有些学生具有很强的自主科研意识和独

立能力，他们会充分利用这些项目及导师

的科研平台资源，勤奋刻苦努力，也会取

得很好的科研成果。否则只埋头做项目，

尤其是一些学术含量不高的项目，哪怕级

别再高，收获依然甚微，这样的研究生在

应聘工作时自然不会有什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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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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江苏警官学院

方向：公安学、公安技术学、法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

龄不超过 45岁，获得博士学位后有连续 2年以上的海外教学科

研工作经历，在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获得助理教授及以上

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有较高影

响因子的论文，或掌握关键技术，拥有重大发明专利。联系人：

王鹏，电话：025-52880318，电子信箱：wangpeng@jspi.cn。详情

见：http://www.science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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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招聘室主任。要求：具有博士学

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经历，年龄不超过55岁。具有

主持国内外大型科研项目的经验，具有带领科研团队的经历。

电子信箱：zhaopin@iie.ac.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

[开封] 河南大学

特种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方向：高

性能纳米润滑材料大规模工业化应用、面向低品石油开采的纳

米材料与技术、纳米结构光电器件、基光电材料、量子点发光二

极管、高效能薄膜光伏电池。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学术带头人

年龄45岁以下；学术骨干年龄40岁以下，博士后35岁以下。具

有海外留学经历者优先。电话：0371-23881358，电子信箱：

gjh78@henu.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方向：茶学、食品科学、蔬菜、果树、园艺工程、农产品安全、

作物遗传育种、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作

物栽培与耕作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植物病理、农药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木材科学与技术、森林保护学、森

林培育、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兽医学、特种经济

动物饲养、水产科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产品贮藏与加工工程、农

业信息化工程、农村能源工程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45岁
以下。海外应聘者具有助理教授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或在国外

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有4年以上工作经历；国内应聘者应担任教

授或其他相应职位。联系人：李梦飞，电话：0551-65786168，电子

信箱：rsk@ahau.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方向：系统仿真、运筹优化、测控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处理、

计算机技术、电子工程、控制工程、热能工程、工程力学、精密仪

器及机械、宇航工程、动力学与控制等。岗位1.“千人计划”研究

员。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50岁以下，在国外知名大学或著

名科研机构获得教授或相应职位。岗位2.“青年千人计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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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科研职位。电话：010-82178819，电子信箱：yanglei@csu.ac.
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讲师

[南京] 中国药科大学

方向：药学各学科及药学相关学科。岗位1. 教授。要求：具

有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50岁，在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助理

教授及以上或相当职务。岗位2. 副教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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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不超过35岁。联系人：胡春蕾，电话：025-86185091，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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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力学与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流体力学、动力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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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计算力学、生物力学、固体力学等。岗位1. 教授。要求：具

有博士学位，年龄50岁以下。具有境外高校副教授、助理教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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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在境外著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或有3年以上工作经历；国内

人才优先考虑国家级、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联系人：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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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cience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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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1-28008214，电子信箱：zhaoyuehua@mail.zjgsu.
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方向：以生物质谱为核心的多种蛋白质组学和糖蛋白质组

学分析技术和方法；适用于生物样品和临床样品的新型糖组学

的分析技术和方法；蛋白质及其翻译后修饰的表达调控及其在

人体功能和临床疾病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要求：具有分析化

学、生物学、临床医学相关领域博士学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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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副教授/讲师

[盘锦] 大连理工大学

方向：石油与化学、海洋科学与技术、食品与环境、生命与医

药学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科研工作经历，应聘讲

师者年龄不超过 35岁，应聘副教授者年龄不超过 40岁，应聘教

授者年龄不超过 45 岁。电话：0427- 2631937，电子信箱：

pjzhaopin@dlut.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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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方向：动物生态和进化基因组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

有分子生态、群体遗传学、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或计算数学等

相关领域研究基础。应聘助理研究员者，须在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或近3年内）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至少发表SCI论文1
篇（IF>5或Top15%）。联系人：李孟华，电话：010-64806336，电
子信箱：menghua.li@io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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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戈峰研究员研

究组招聘博士后 2~3名。方向：CO2与O3浓度升高对植物-蚜虫

或烟粉虱-病毒作用的分子机制；农田景观格局对害虫影响的生

态机制。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分子生物学、植物学、昆虫学

和生物统计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背景，以第1作者在相关领域发表

过 SCI 论文。联系人：戈峰，电话：010-64807123，电子信箱：

gef@ioz.ac.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生物学、信息学、基因组学或遗传

学等相关专业研究背景，以第1作者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过有

影响的研究论文。联系人：刘江，电话：010-84097498，电子信

箱：liuj@big.ac.cn。详情见：http://www.cas.cn/rc。

博士后

[北京] 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招聘博士后。方向：新兴污染物的吸附特性及机

理研究；新型高效吸附剂的开发及去除水中污染物的应用研究；

吸附CO2的高效吸附剂的研发及应用。要求：具有环境科学与工

程、化学、材料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有吸附研究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邓述波，电话：010-62792165，电子信箱：dengshubo@
tsinghua.edu.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广州] 中山大学

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向孟清教授课题组招聘博士后。方

向：神经发育学。要求：具有分子遗传、神经发育、生物信息学等

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并以主要作者身份在SCI或本领域核心期刊

上发表过高水平学术论文，熟悉常规的分子生物、细胞生物和遗

传学等相关技术。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和有动物实验及胚胎显

微操作经验者优先。电子信箱：qxiang@gmail.com。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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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水资源研究中心招聘博士后。方向：流域尺度生态－水文

过程的耦合模拟、数据同化与软件开发；污染物在非均质含水层

中运移的试验研究与数值模拟。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相关

研究方向科研背景，并发表过高水平SCI研究论文。有海外留学

经验者优先。联系人：王晓丽，电话：010-62767687，电子信箱：

XL_Wang@pk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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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研究院朱永群课题组招聘博士后2名。要求：近期

或即将获得生物学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具有生物化学、细胞生

物学或者结构生物学等相关的研究背景，并有较强的实验设计

和动手能力，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电子信

箱：zhuyongqun@zju.edu.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毕业生

[昆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招聘研究人员。方向：温室植物的引

种、繁育栽培与景观配置。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良好的植

物学、特别是植物分类学功底或具有较强的园林植物学知识，具

备一定的植物景观配置技能，年龄40岁以下。联系人：王世琼，

电话：0871-65223006，电子信箱：wangshq@mail.kib.ac.cn。详情

见：http://www.cas.cn/rc。

博士毕业生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技术研究院微波系统团队招聘技术负责人。要

求：具有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熟悉射频系统和

微波组件的开发研制流程，具有独立设计开发2种以上的微波系

统产品的经历，熟悉主流的系统或微波仿真软件的使用，了解掌

握相关质量、工艺要求。具有3年以上组织团队工作者优先。联

系人：谢宛君，电话：028-61831119，电子信箱：riest@uestc.edu.
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毕业生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医药学院海洋药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方

向：基于海洋无脊椎动物化学防御物质的药物先导化合物发现；

海洋共生微生物代谢调控及其代谢产物结构优化合成；海洋药

用生物新资源发现与海洋中药新药研究。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年龄35岁以下，具有海洋药用生物资源学、海洋天然产物化学、

化学生态学等研究背景，以第 1作者身份发表过 SCI研究论文。

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优先。电话：0532-82031536，电子信箱：

changyun@ou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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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毕业生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招聘教师。方向：高分子材料、无机材

料、生物材料、纳米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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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婷，电子信箱：

clyb@ecust.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方向：利用小鼠模型研究病毒、疫苗等抗体反应机理。要

求：具有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熟练掌握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细胞培养等基本生物学实验操作技能；具有熟练的英语读写能

力，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能工作两年以上。具有

免疫学或病毒学研究背景者优先；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者

优先。应聘副研究员者要求有2年以上博士后经历。联系人：刘

懿蕃，电子信箱：liuyifan@moon.ibp.ac.cn。详情见：http://www.cas.
ac.cn。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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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德国] ABNOBA GmbH

ABNOBA GmbH seek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Pharmaceutical
Process Engineering for 24 months. Technological objectives:
Production of API loaded DDS ready for pre-clinical testing;
Establishment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ready for industrial scale-
up.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of the DDS are developed in a team
of experienced and early stage process engineers, while the quality
and suitability of the DDS is characterized together with
immunologists and pharmacists.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Either
PhD degree or a minimum of 4 years and a maximum of less than 10
years of fulltime equivalent experience in research (including PhD
training) in engineering (chemical, process, biomedical or
biotechnology) or sciences (pharmaceutics, biomaterials, biophysics
or biochemistry) or adjacent scientific or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Mobility: The applicant must not have worked or lived in Germany
for more than 12 months during the last 3 years.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ome or several of the
following fields: colloids, surface science, drug delivery systems,
process engineering, separation and centrifugation technology;
Competitive publication records; Proficiency in English in both
writing and professional conversation. Please send your application
and CV to: Dr. Gero Leneweit, Project Coordinator,Dr. Gero Leneweit, Project Coordinator,
Leneweit@abnoba.de.Leneweit@abnoba.de. Project website: http://www.decentaid.eu.http://www.decentaid.eu.（源

于Science [2014-10-15]）

博士后

[美国] 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opens a fellowship
opportunity in the Division of Biochemical Toxicology (DBT). The
selected participant will join DBT’s Computational Modeling team,
which develops and uses pharmacokinetic and mechanistic
models to describe the multifaceted biological system- compound
interactions in support of NCTR’s objectives and the FDA mission.
Qualifications: A Doctoral Degree in biological sciences, toxicology,
pharmac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hematical sciences or a
related discipline received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Experience in
any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software (e.g., acslX, Berkeley
Madonna, Matlab, etc.) and knowledge of pharmacokinetics and
toxicological principles is desired. To be considered, please send a
current CV/resume to the attention of annie.lumen@fda.hhs.gov.annie.lumen@fda.hhs.gov.
Please reference FDA-NCTR- 2014- 0068 in all communications.
（源于Science [2014-10-14]）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open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posi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ir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aimed at
elucidating the molecular basis of chick neural crest and placode
cel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Associate will conduct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assist in the training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laboratory of Dr. Lisa Taneyhill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boratory skills should include the ability to perform
various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chemical assays, such as
recombinant DNA/cloning; DNA, RNA, and/or protein blott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or in situ hybridization. Experience with
microscopy and spectroscopy, chick embryology (including
microdissections and electroporation), and tissue culture is highly
desirab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lab, please see http://www.
ansc.umd.edu/people/lisa- taneyhill. Qualifications: An advanced
degree (PhD) in Developmental, Molecular and/or Cell Biology is
required. Fluency in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is required.
Applicants must apply through eTerp at https://ejobs.umd.edu.https://ejobs.umd.edu.（源于

Science [2014-10-15]）

博士后

[美国] National Jewish Health
in Denver

National Jewish Health in Denver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laboratory of Dr. Magdalena M. Gorska. Dr. Gorska’s laboratory is
focused on non-genetic transmission of predisposition to allergy and
asthma between generations. The basic goals of the laboratory are to
elucidate the cellular/molecular nature of the parental information,
the transmission routes, and the cellular/molecular receivers of the
parental information in offspring. In regard to “receiver”
identification, the laboratory initial focus is on cells of the immune
system. The translational goals are to identify early life footprints/
biomarkers of predisposition to allergic diseases and provide targets
for development of disease prevention regimens.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the laboratory uses mouse models, human cell systems and a
variety of immunological, signaling and epigenetic approaches. An
ideal applicant should have a doctoral degree (PhD or MD),
background in immunology, experience in mouse models and good
knowledge of standard research practices and methods. The candidate
should be highly motivated, enthusiastic about science, learn quickly,
think creatively and independently and work efficiently. Applicants
should email CV and a list of three references to Dr. Magdalena M.Dr. Magdalena M.
Gorska (gorskam@njhealth.org).Gorska (gorskam@njhealth.org).（源于Science [2014-10-15]）

博士后

[丹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elevation of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as part of
the Ice2Ice project. The position is part of the Ice2Ice project that
works on identifying whether Arctic and sub-Arctic sea ice cover
excerts important controls on past and future Greenlan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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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ce sheet variations. This particular position will focus on
measuring and interpreting total air content from Greenland ice
cores. As part of the Ice2Ice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pplica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a stimulating and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t the Centre for Ice and Climate (www.(www.
iceandclimate.dk)iceandclimate.dk). Applicants are furthermore expected to have
longer stays at one of the partner institutions of the Ice2Ice project;
Bergen University and UNIResearch in Bergen, Norway or theBergen University and UNIResearch in Bergen, Norway or the
Da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DMI), Copenhagen, Denmark.Da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DMI), Copenhagen, Denmark.（源于

Science [2014-10-16]）

博士后

[希腊] 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

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 seek a post-doc researcher
to perform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bulk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graphene-based hybrid materials with
multichromophoric arrays composed of eg. zinc-porphyrin and boron
azadipyrrin,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properties after fabrication in
photoelectrochemical cells.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The candidates
must hold a BSc and a PhD in Chemistry. Evaluation criteria: PhD in
the field of carbon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20% ); Experience in
chemical functionalization of carbon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30% ); Experience in spectroscopic characterization of carbon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30%); Experience in electrochemistry and
thermal analysis (10% ); Experience in photoelectrochemical cells
(10% ). Candidates should send their application and CV no later
than 28/10/2014, either electronically at the secretariat of TPCI Mrs.
P. Seriatou (pseria@eie.gr) or via conventional mail at TheoreticalTheoretical
and Physical Chemistry Institute, 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and Physical Chemistry Institute, 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Foundation, 4848 Vassileos Constantinou Avenue, AthensVassileos Constantinou Avenue, Athens 1163511635,,
Greece,Greece, stating clearly "For the position: PostDoc-"For the position: PostDoc-33-Project-Project
FUNGRAPH".FUNGRAPH".（源于Science [2014-10-16]）

助理教授

[美国] Furman University

Furman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track position in
biology and neuroscience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to begin in
August 2015.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must be able to teach
biochemistry and contribute to courses and research in Furman’s
neuroscience major. Other teaching includes a seminar for first-year
students, introductory biology, a core level biology course (cell
biology, genetics, or physiology) and offerings in the candidate’s
specialty. The area of research specialization is flexible, but must
encompass the nervous system and should complement existing
strengths in the Biology department. Biologists whose work
integrates views from multiple areas of biology and other science
disciplines are particularly encouraged to apply. Candidates must
have the PhD (by June 2015 at the latest) and show evidence both of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a commitment to establishing a

productive research program at an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 To be
considered for this position please visit their web site and apply on
line at the following link: www.apptrkr.com/www.apptrkr.com/530843530843..（源于 Science

[2014-10-13]）

助理教授

[美国]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seeks applicants for a 9-month, full- time
(1.0 FTE), 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 in Forest Pathology. This
position is a joint posi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Forest Ecosystems
& Society (http://fes.forestry.oregonstate.edu/) with a tenure home in
BPP.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establish an innovative
and competitive research program that pursues scholarly work in the
area of Forest Pathology. Research specialization within Forest
Pathology is open, although as part of the research effort, the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address emerging and/or re-emerging
diseases in forest ecosystems of Oregon. Recognition will be given to
collaborative efforts with researchers at OSU and at other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include a PhD
with research experience in plant pathology, mycology or closely
related field, and a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and enhancing
diversity.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is strongly preferred. Other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include research experience in forest
pathology, potential for effective teaching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gram, and a record of/commitment to
work with underrepresented/underserved students or other
audiences. To review the position description and apply, go to
posting #_0013186_ at http://oregonstate.edu/jobs.http://oregonstate.edu/jobs.（源 于 Science

[2014-10-13]）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two tenure- stream
appointments to join the Division of Biomolecular Science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vibrant,
independent and externally funded program of research, to supervise
research trainees at all levels including graduate students and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eaching at the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s. Upon appointment, he or she will be
nominated for a Canada Research Chair II. Canada Research Chair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o foster
research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t Canadian universities (http://www.
chairs-chaires.gc.ca/). All qualified candidates are invited to apply
by clicking on the link below. Applications should include a
covering letter of application, curriculum vitae, 2~3 page statement
of research plans, and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interests.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this position, please contact
Diana Becevello (Diana.becevello@utoronto.ca).Diana Becevello (Diana.becevello@utoronto.ca). All application
material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at https://utoronto.taleo.net/https://utoronto.taleo.net/
careersection/careersection/1005010050/jobdetail.ftl./jobdetail.ftl.（源于Science [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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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invites applicants for a 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in the broad field of Mammalian
Bacteriology.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PhD, MD or MD/PhD
specializing in Microbiology or related disciplines with a minimum
of two years of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A strong record of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experience in bacteria-host interaction using
mammalian systems is required.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Microbiology research and complement
existing areas of expertise at UCR in the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and Microbiology, the Microbiology Graduate Program and
the School of Medicine. Existing research strengths include
Pathogenesis of Plant and Animal Diseases, Disease Control, Host
Immune Response, and Fundamental Science of Microb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partment is available at: http://http://
plantpathmicro.ucr.edu.plantpathmicro.ucr.edu.（源于Science [2014-10-15]）

助理教授

[美国] Brandeis University

Brandeis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the position of 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beginning in the fall of 2015,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areas of biophysics, soft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and biologically- inspired material science. They seek candidates
interested in broad collaborations with a vision towards integrated
sciences in which physics overlaps with other disciplines.
Candidates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teaching programs while engaging in forefront research. Brandeis
University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divers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such as the NSF- funded Materials
Researc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er focused on biologically-
inspired materials and an NIH- supported training program in
Quantitative Biology. First consideration will be given to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December 15, 2014. Applications, which
should be submitted through Academic Jobs On line at https://https://
academicjobsonline.org/ajo/jobs/academicjobsonline.org/ajo/jobs/46994699,, should include a detailed
curriculum vitae,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interests, a research plan,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源于Science [2014-10-15]）

助理教授

[美国]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eeks to recruit a new tenure-track faculty
member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 Applicants holding a PhD
and/or MD degree and demonstrating an outstanding record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will be considered. They are interested in
individuals whose research addresses fundamental issues in
neuroscience and who show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innovation,
scholarship, and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high-profile research program attracting substantial extramural
funding. Applicants will submit (in PDF format) a cover letter, a CV,
and a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plans. Applications must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Please plan to request at least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pplications received by December 1, 2014 will
be ensured full consideration. All other inquiries may be directed to
neurobiofacsearch@northwestern.edu.neurobiofacsearch@northwestern.edu.（源于Science [2014-10-15]）

助理教授/副教授
[美国] Drexel University

Drexel University (www.drexel.edu/biology) is seeking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 at the assistant or associate
professor level with a research program focusing on the broad area of
cell biology. They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individuals
investigating cytoskeleton-based mechanisms of cellular
morphogenesis and intracellular transport, mechanical regulation of
nuclear organiz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cell and organismal stress
responses, protein homeostasis and autophagy. Successful
candidates are expected to establish extramur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s.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PhD, MD, or DPhil as well as
appropriate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Please access this link: http://http://
www.drexeljobs.com/applicants/Central?quickFind=www.drexeljobs.com/applicants/Central?quickFind=7913879138 to attach
CV, two-page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 goals, and a
statement on teaching philosophy & experience. Your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should be emailed to bioapply@drexel.edubioapply@drexel.edu with the
applicant’s name as a subject line. The deadline for receipt of
applications is November 30, 2014.（源于Science [2014-10-14]）

副教授/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 seeks outstanding candidates for a tenure- track or tenured
position at the rank of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of
Biomedical Sciences to conduct cutting-edge research in the areas
of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tissue regeneration, cell signaling
and/or gene regulation at the Center for Craniofacial Molecular
Biology (CCMB). Candidates must have a PhD in developmental
biology, stem cell biology, or molecular biology, and should have a
DDS/DMD or equivalent dental degree. Candidates must have
demonstrated a strong track record of NIH funding and high quality
research with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field of craniofacial
developmental and stem cell biology.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a cover letter, complete curriculum vitae, statement of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plans, selected recent publications, and
arrange to have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sent to: Dr. Yang Chai,Dr. Yang Chai,
Search Committee Chair, USC Center for Craniofacial MolecularSearch Committee Chair, USC Center for Craniofacial Molecular
Biology, Herman Ostrow School of Dentistry of USC, c/o Ms. PatriciaBiology, Herman Ostrow School of Dentistry of USC, c/o Ms. Patricia
Thompson,Thompson, 22502250 Alcazar Street, CSAAlcazar Street, CSA 103103, Los Angles, CA, Los Angles, CA 9003390033,,
USA.USA. E-mail:pathomps@usc.edu.pathomps@usc.edu.（源于Science [20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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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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疗（hypertherm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高热或过

热，是一门古老的医学。自有文明史以来，人类就懂得用热

来治疗疾病。在古希腊、埃及、中国以及日本都有使用热水

浴治疗疾病的记载。中国古代的医生用砭石和火治疗疾病，

并以此创造了针灸术；《外台秘要》中也记载了用千金灸治疗

瘰疬（可能是结核或肿瘤）的方法，这可能是有关热疗最早的

记录，现在民间仍流传着用火针、小烙铁治疗外科疾病，其中

也包括浅表的肿瘤。几千年前中国就已经使用药物熏蒸、药

浴、热水浴、温泉浴、艾灸、火罐等方法治疗疾病，在5000年以

前的埃及，医生的文稿中就有用加温治疗乳腺肿瘤的记载，

这是现今发现的西方关于热疗的最早文献记录。被称为“医

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Hippocrates就曾用加热治疗肿瘤，他

收稿日期：2014-08-13；修回日期：2014-10-10
作者简介：唐劲天，教授，研究方向为肿瘤学，电子信箱：tangjt@mail.tsinghua.edu.cn
引用格式：唐劲天, 郭静, 阳兵, 等. 热疗的发展历程与展望[J]. 科技导报, 2014, 32(30): 15-18.

热疗的发展历程与展望热疗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唐劲天 1,2，郭静 3，阳兵 2,4，张晓冬 2,4

1.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粒子技术与辐射成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2. 中国热疗医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北京 100084
3. 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9
4. 北京经纬浩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要摘要 热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疾病治疗方法，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有用热疗治愈疾病的历史记载。本文主要从技术、产品和临

床3个方面综合回顾了现代热疗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微波、射频、超声等热疗技术的进步和磁感应热疗等新型热疗技术的出现。

分析表明，目前热疗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实现更高的治疗温度，温度控制更精确，副作用更小，疗效更好；在肿瘤治

疗领域，热疗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主流治疗手段，在一些常见的良性疾病治疗方面也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热疗；微波；射频；超声；磁感应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0.5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0.001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Hyperthermia
TANG Jintian1,2, GUO Jing3, YANG Bing2,4, ZHANG Xiaodong2,4

1. Key Laboratory of Particle & Radiation Imaging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Physic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hina Hyperthermia Med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Beijing 100084, China
3.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al Sciences,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Beijing 100029, China
4. Beijing Jingwei Haolia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176, China
AbstractAbstract Hyperthermia has a long history of disease treatment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ure of
diseases using hyperthermi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technology of hyperthermia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clinical development, introducingvarious technologies, such as microwave
hyperthermia, radio frequency, ultrasound, and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magnetic induction hyperthermia. The current hyperthermia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to a new height, with higher treatment temperature, more precise temperature control, less side effects, and
better efficacy. In the field of cancer treatment, hyperthermia may become a new mainstream treatment, and will be more widely
applied in common benign disease treatment as well.
KeywordsKeywords hyperthermia; microwave; radio frequency; ultrasound; magnetic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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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8-13；修回日期：2014-08-15
基金项目：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生创新奖学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127006）
作者简介：周著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肿瘤热疗超声无创监测，电子信箱：zhouzhuhuang@126.com；吴水才（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医学

电子与信息处理，电子信箱：wushuicai@bjut.edu.cn
引用格式：周著黄, 吴薇薇, 吴水才, 等. 肿瘤热疗超声无创监测技术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4, 32(30): 19-24.

肿瘤热疗超声无创监测技术研究进展肿瘤热疗超声无创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周著黄 1，吴薇薇 2，吴水才 1，杨春兰 1，林仲志 3，崔博翔 4

1. 北京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北京 100124
2. 北京工业大学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北京 100124
3. 长庚大学资讯工程系，中国台湾 333
4. 长庚大学医学院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系，中国台湾 333

摘要摘要 肿瘤热疗是用加热方式杀死癌细胞，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一种重要手段。肿瘤热疗分为传统热疗（41～45℃）和热消融治疗

（>60℃）。在肿瘤热疗中，对治疗区组织温度及热凝固区进行无创测控是保证热疗安全和提高疗效的关键，本文综述肿瘤热疗超

声无创测温及热凝固区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超声无创测温主要基于声速和热膨胀、超声衰减系数、背向散射能量、B超图像纹

理等参数的温度相关性。热凝固区超声检测主要基于超声组织定征技术，包括Nakagami统计模型、超声衰减、超声背向散射积

分、超声弹性成像、组织散射子平均间距、次谐波低频声发射等。提出了肿瘤热疗超声无创监测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包括监测

精度验证方法的研究、针对组织个体差异自适应调整参数的研究、减少组织运动干扰的方法研究、多维多参数监测方法研究、实

时计算技术的研究及肿瘤热疗实验数据共享中心的建立。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热疗；超声；无论监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44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0.002

Recent Advances in Noninvasive Ultrasound Monitoring of
Thermal Therapy for Tumors

AbstractAbstract Thermal therapy is a technique to kill tumor cells with heat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umor treatmen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conventional hyperthermia (41-45℃) and thermal ablation (>60℃). For thermal therapy, noninvasive monitoring of
tissu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thermal lesion (coagulation zone) formation in the treatment area is the key to guaranteeing
treatment safety and efficacy. In this review, recent advances in noninvasive ultrasound-based temperature estimation and thermal
lesion detection techniques are presented. Noninvasive ultrasound temperature estimation is based on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such
parameters as speed of sound and thermal expansion, ultrasound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backscattered energy, and B-mode ultrasound
image texture feature. Noninvasive ultrasonic thermal lesion detection is based on ultrasound tissue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These
techniques include the Nakagami statistical model, ultrasound attenuation, integrated backscatter, ultrasound elasticity imaging, mean
scatterer spacing, and low- frequency acoustic emission. Future developments of noninvasive ultrasound monitoring techniques for

ZHOU Zhuhuang1, WU Weiwei2, WU Shuicai1, YANG Chunlan1, LIN Chung-Chih3, TSUI Po-Hsiang4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2. Colleg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3.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iwan 333, China
4.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iwan 33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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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热疗的现状与应用超声热疗的现状与应用
菅喜岐，丁鑫

天津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学院，天津 300070
摘要摘要 超声热疗是利用生物组织吸收超声波能量使自身温度升高的特性，通过高温致死病变组织或低温促使病变组织康复的热

疗技术。该热疗具有微创、安全、高效等特点。利用高温致死病变组织的高强度聚焦超声已应用于子宫肌瘤、乳腺肿瘤、前列腺

肿瘤、肝肿瘤等的临床治疗，在脑肿瘤及神经系统疾病方面尚处于临床应用研究阶段。低强度超声的低温升热疗对于产后出血

治疗和神经组织愈合等有较好疗效。本文综述高强度聚焦超声和低强度超声热疗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热疗；高强度聚焦超声；低强度超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68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0.003

Status Quo and Applications of Ultrasound Hyperthermia

AbstractAbstract In ultrasound hyperthermia, tissue absorbs ultrasonic energy to elevate the temperature of itself, while high temperature
ablates diseased tissue and low temperature prompts its recovery. Ultrasound hyperthermia has the advantages of noninvasion, safety
and high efficiency.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with the high temperature elevation has great clinical applications to uterine
fibroids, breast tumor, prostate tumor and liver tumor. It also has a bright future in treating brain tumor and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Low- intensity ultrasound hyperthermia has great treatable effect on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nerve tissue heal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quo and applications of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yperthermia and low- intensity
ultrasound hyperthermia.
KeywordsKeywords hyperthermia; HIFU; low-intensity ultrasound

JIAN Xiqi, DING Xin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 China

超声热疗是一种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在治疗过程中，

超声波部分能量被生物组织吸收转变为热能，使组织温度升

高，进而可达到高温致死病变组织或低温促使病变组织康复

的治疗目的。全球对超声热疗的基础机制、临床应用及相关

热疗设备等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目前高强度聚焦超声热疗

已经应用于肿瘤、帕金森病等的治疗。低强度超声热疗具有

治疗产后子宫出血等的临床应用前景。本文综述高强度聚

焦超声热疗和低强度超声热疗的发展、现状及临床应用。

1 高强度聚焦超声热疗
1.1 高强度聚焦超声热疗的发展与现状

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

是一种新兴非侵入的局部高温治疗肿瘤技术。该技术是将

置于人体外超声换能器发出的低能量超声波透过皮肤聚焦

于体内肿瘤病灶，利用超声波产生的热效应等将病灶组织热

凝固性致死。HIFU凭借其无创，无放化疗毒副作用，且可重

复进行治疗等优势，已在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成

功应用于临床治疗子宫肌瘤、乳腺癌、前列腺癌、肝肿瘤、软

组织肉瘤等。

1942年 Lynn[1]率先提出高强度聚焦超声概念。1956年

Burov[2]首先应用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肿瘤，并发现短时间高

强度照射产生的热效应比长时间低强度照射的热效应效果

好。1975年以来，关于HIFU治疗神经胶质瘤、肉瘤、肝细胞

瘤、腺癌等的动物实验的报告逐渐增多。1997年重庆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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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热消融技术的临床应用进展微波热消融技术的临床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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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肿瘤微波热消融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现代物理学与医学相结合的高新技术，自20世纪90年代起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广

泛用于实体脏器良恶性肿瘤的治疗，在小肝癌的治疗领域其疗效已可与外科手术媲美；在肺癌、肾癌等领域的治疗也取得了一定

成效；甲状腺结节及子宫肌瘤等部分良性肿瘤患者也因该技术的发展而受益。随着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肿瘤治疗领域

将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热消融；微波消融；超声介入；肿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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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Microwave Thermal Ablation

AbstractAbstract Microwave thermal ablation is a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merging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modern physics and
medicine in the 1970s.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cure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since the 1990s when this technology was put
into use in the clinic, which is comparable with surgical operation in treatment and curative effect of small liver cancer. Moreover,
microwave thermal ablation has some effect in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and kidney cancer. In addition, patients who are attacked by
benign tumors, such as thyroid nodules and uterine fibroids, benefi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Oncotherapy will enter a
brand new development stage with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this technology.
KeywordsKeywords umor thermal ablation; microwave ablation; ultrasonic intervention; canc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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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肿瘤消融（microwave ablation）是 20世纪 70年代现

代物理学与医学相结合的高新治疗技术，至21世纪迅速发展

成为临床肿瘤治疗技术的主要方法，即影像引导下的肿瘤原

位灭活。目前，学术界公认该治疗技术具有微创、精准、高

效、副作用小等优势。在临床上它有效弥补了传统外科切除

的不足，又可充分结合肿瘤内科技术，因此近年来日益受到

临床医生的重视与欢迎，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一项重要分

支——微创消融治疗学。

微波消融技术对比射频、激光等热消融技术具有升温

快、瘤内温度高、受碳化及血流速度影响小、消融范围大等优

点，在较大的实体脏器肿瘤（≥3 cm）治疗中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临床应用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1]。目前，微波消融技术

不仅在前列腺癌、肝癌、肺癌、肾癌、腹膜后及肾上腺肿瘤等

恶性实体脏器肿瘤中得以广泛应用、而且在甲状腺结节、肝

血管瘤、子宫肌瘤等良性肿瘤治疗中日益普及[2]，甚至用于颅

脑肿瘤的治疗[3]。

肿瘤微波消融技术起源于温热治疗，20世纪70年代作为

外科辅助治疗设备的微波刀开始应用于临床，因其止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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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加权弥散加权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恶性肿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恶性肿
瘤早期疗瘤早期疗效评价及效评价及NN分期的应用分期的应用
唐蛟，赵宇，刘志刚，王晖

湖南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长沙 410013
摘要摘要 近10年来，功能磁共振成像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恶性肿瘤治疗疗效早期评价以及良恶性淋巴结的鉴别。弥散加权磁共振

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技术是功能磁共振成像的一种，是目前唯一应用于临床的可测量人体内水分子扩散运

动的方法。它通过测量活体组织内的水分子弥散运动,从而为早期评价患者对治疗的反应、良恶性淋巴结的鉴别提供重要信

息。本文综述了功能磁共振尤其是弥散加权磁共振成像在恶性肿瘤早期疗效评价及淋巴结良恶性鉴别的研究进展，认为弥散加

权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无创性的功能成像检查方法，通过其高分辨率以及功能成像的特点在以上两方面已经显示出较

PET/CT更大的优势，具有相当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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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Early Therapeutic Evaluation of Malignant Tumor Treatment and
Accurate Lymph Node Staging

Abstract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study the early therapeutic
evaluation of malignant tumor treat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 nodes.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WI)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fMRI technologies, which issensitive to the microscopic motion of water molecules and allows for
noninvasive characterization of biological tissues based on their water diffusion properties. The degree of restriction of water diffusion in
biological tissues is related to tissue cellularities and the integrity of cell membranes. Thus, DWI may demonstrate early changes in
cancers at the cellular level, such as the breakdown of cancer cells or the distortion of the microenvironment. This paper reviews
published articles concerning both the early therapeutice valu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 nodes. As a
noninvasive screening method with its high resolution and functional imaging features, DWI has shown superiority compared with PET/
CT, bearing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prospects.
KeywordsKeywords radiotherapy; hyperthermia;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sponse; lymph nodes

TANG Jiao, ZHAO Yu, LIU Zhigang, WANG Hui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of Hunan Cancer Hospital;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Xiangya School of Medcin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China

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有手术、放疗、化疗及热疗

等。如何早期评价放疗、化疗及热疗的疗效，是临床医师决

定病人合理有效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持续无效的治疗不仅

增加毒性反应和经济负担，更延误合理有效的治疗黄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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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肿瘤磁感应热疗技术的磷酸钙应用于肿瘤磁感应热疗技术的磷酸钙
磁性骨水泥介质的研究磁性骨水泥介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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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磁性骨水泥是一种能兼顾骨修复和肿瘤热疗的新型磁感应热疗介质。为了获得性能优良的磁性骨水泥，本研究选择7种
微米级金属介质，分别对其形貌、升温能力、磁学性能进行筛选，筛选出性能优良的磁性介质。优选出的磁性介质与磷酸钙骨水

泥按照不同比例混合，制备出不同配比的磁性骨水泥。通过测试凝固时间、抗压强度、体外升温等指标，进一步确定了磁性骨水

泥的最优配比，为其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磁感应热疗；骨肿瘤；骨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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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Magnetic Bone Cement for Tumor Magnetic Hyperthermia

AbstractAbstract Magnetic bone cement is a novel magnetic medium that generates heat under alternating fileds for bone tumor treatment as
well as recovery of bone fracture. Seven kinds of metal microspheres were chosen to test their heat-generating abilities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The selected materials were then mixed with calcium phosphate bone cements (CPC) at different powder liquid ratios. The
setting time, mechanical tests, magnetic properties, and heat-generating abilities of the cement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ovel CPC-based magnetic bone cement had satisfactory heat- generating ability, which could be further applied for magnetic
hyperthermia clinically.
KeywordsKeywords magnetic hyperthermia; bone tumor; bone 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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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流体靶向热疗对小鼠胰腺癌的作用磁流体靶向热疗对小鼠胰腺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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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探讨磁流体靶向热疗对小鼠胰腺癌的体外和动物治疗作用，利用前期建株的小鼠胰腺腺泡细胞癌株（MPC-83）分别进

行体外热疗和动物实验。对MPC-83进行水浴热疗，分别调热疗温度为37、42、46、50℃，作用30 min，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变

化，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和坏死细胞百分比。选择4周龄雌性昆明种小鼠，建立MPC-83胰腺癌皮下肿瘤模型，观察磁流体热疗

（46℃和50℃）对荷瘤小鼠的作用及其病理学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46℃和50℃热疗细胞凋亡和坏死百分比分别为46.13%、

89.33%，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热疗后第14天，46℃和50℃热疗组肿瘤生长率分别为-0.64±0.73
和-0.72±0.79，与3个对照组比较，肿瘤生长受到明显抑制（P＜0.05）。病理学检查示磁流体对照组，在注射磁流体24 h可见散

在的磁性纳米微粒在一定范围内分布于肿瘤细胞之间，部分肿瘤细胞和吞噬细胞吞噬了磁性纳米微粒。热疗14 d肿瘤完全消

失的小鼠皮下组织未见肿瘤细胞，可见皮下残存磁性纳米微粒，被吞噬细胞吞噬。各对照组小鼠瘤体生长旺盛，细胞核浓染分

裂，可见病理性核分裂像。磁流体靶向热疗可以达到杀伤胰腺癌细胞的理想温度，能有效抑制MPC-83胰腺癌生长，延长小鼠生

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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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ancer Effect of Magnetic Targeting Hyperthermia on Mouse
Pancreatic Cancer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sses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magnetic fluid hyperthermia (MFH) on mouse pancreatic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were respectively established using the unique mouse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MPC-
83). Apoptosis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MPC-83 were measured with flow cytometry and microscopy after heating to 42, 46,
and 50℃ with water bath for 30 min. Four-week-old female Kunming mice were selected to establish subcutaneous pancreatic cancer
model. The therapeutic effect (46℃ and 50℃) was evaluated by detecting various influences including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Flow
cytometry revealed the apoptosis and necrosis rate of MPC-83 were 46.13% (46℃) and 89.33% (50℃). Fourteen days after hyperthermia,
the tumor growth rate were -0.64±0.73 and -0.72±0.79,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each control group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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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型水冷微波消融天线的热场特性集束型水冷微波消融天线的热场特性
刘有军，闫剀，聂晓慧，郭雪梅，南群

北京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北京 100022
摘要摘要 单一发射极的水冷却微波天线对于直径＜3 cm的肿瘤已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对于体积较大的肿瘤治疗效果并不理

想。本研究基于一种新型集束型微波天线，讨论在不同功率和时间下，有效消融区域的形态、温度分布等特性。采用不同微波功

率和时间对离体牛肝进行消融，记录测温点的温度上升曲线，并测量消融尺寸。结果表明：15 min内，40 W最大消融面积为

25.627±2.400 cm2，最大消融体积为 81.655±3.500 cm3，消融区域横纵比 0.660±0.020。15 min内，60 W最大消融面积为

49.803±2.900 cm2，最大消融体积为244.965±4.000 cm3，消融区域横纵比0.777±0.010。当肿瘤横径＜5.3 cm，纵径＜6.9 cm
时，建议使用40 W的加热功率。当消融肿瘤体积较大，肿瘤形状为类圆形时，建议使用60 W的加热功率。进行消融手术尽量

使用小功率、长时间的治疗方式，可使临床医生准确控制消融范围，避免消融其他器官组织。

关键词关键词 微波消融；温度场；离体；微波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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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Field of Water-cooled Microwave Ablation Antenna with
Three Antennas

AbstractAbstract The single antenna of water- cooled microwave antenna for treating tumor cells with a diameter less than 3 cm has
satisfactory therapeutic effect, but it is not ideal for large tumor cells. Based on a new type of microwave antenna with three antennas,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characteristics under different power and time, including the effective ablation area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Bovine liver was ablated in vitro under different microwave power and time, the temperature rising curve was recorded at
the measuring points, and the ablation size was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in 15 min, the maximum ablation area under 40
W was 25.627±2.400 cm2, the maximum ablation volume was 81.655±3.500 cm3, and the aspect ratio of the ablation area was within
0.660±0.020. Within 15 min, the maximum ablation area under 60 W was 49.803±2.900 cm2, the maximum ablation volume was
244.965 ± 4.000 cm3, and the aspect ratio of the ablation area was 0.777 ± 0.010. When the tumor diameter <5.3 cm, and the
longitudinal diameter <6.9 cm, 40 Wis recommended for use. When the tumors are larger and with a quasi-circular shape, 60 W is
recommended for use. Low-power and prolonged treatment helps clinicians to accurately control the ablation range, avoiding ablation
of other organs and tissues.
KeywordsKeywords microwave ablation; thermal field; in vitro; microwave antenna

LIU Youjun, YAN Kai, NIE Xiaohui, GUO Xuemei, NAN Qu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2, China

肝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每年有超过50万人因

为肝癌病症而死亡[1]，由于肿瘤部位、肿瘤数目的不同，传统

的手术切除治疗和超声引导下经皮酒精注射治疗，并不能取

得理想的效果[2~6]。微波消融是近20年来迅速发展的肿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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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DF方案联合顺铂腹腔热灌注化疗方案联合顺铂腹腔热灌注化疗
治疗晚期胃癌的临床研究治疗晚期胃癌的临床研究
吴稚冰 1,2，吴侃 1，李夏东 1，景赛赛 1，郑智爽 2，唐荣军 2，赖建军 2，王佳浩 2

1.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疗科，杭州 310006
2. 杭州市肿瘤医院肿瘤热疗中心，杭州 310006
摘要摘要 为观察和比较多西他赛周方案给药联合5-氟尿嘧啶（5-FU）和顺铂（DDP）静脉化疗与多西他赛（DOC）、5-氟尿嘧啶静

脉给药联合顺铂腹腔热灌注，治疗晚期胃癌患者的初步疗效和副反应，将90例晚期胃癌患者，随机分入多西他赛、5-氟尿嘧啶和

顺铂静脉化疗组或多西他赛、5氟尿嘧啶静脉化疗联合顺铂腹腔热灌注化疗组，静脉化疗组45例，热灌注化疗组45例。研究表

明，静脉化疗组有效率为44.4%（20/45），热灌注化疗组为66.7%（30/45），其中完全缓解（CR）1例，有统计学差异（P=0.038）；临
床受益反应（CBR）评估，静脉化疗组有效率为64.4%（29/45），热灌注化疗组为82.2%（37/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58）；
两组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神经毒性等，无统计学差异。多西他赛周方案、5-氟尿嘧啶联合顺铂腹腔热灌注化疗

方案治疗晚期胃癌近期疗效优于单存静脉化疗，两组副反应相似，耐受性良好。

关键词关键词 晚期胃癌；多西他赛；5氟尿嘧啶；顺铂；腹腔温热灌注化疗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0.009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with DF Regimen Combined with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Perfusion Chemotheraphy with Cisplatin

Abstract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observe and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ide effect of weekly docetaxel combined with 5-fluorouracil and
cisplatin intravenous treatment and weekly docetaxel plus 5- fluorouracil intravenous combined with intraperitoneal perfusion (CHPP)
with cisplatin treatment. Ninety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were randomized into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group (45 patients)
who received docetaxel 36 mg/m2, iv, 1wk×3wk, CF 200 mg/m2, iv, d1-5, 5-Fu 500 mg/m2, iv, d1-5, DDP 25 mg/m2, iv, d1-3, repeated
every four weeks for two cycles and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plus CHPP group (45 patients) who received docetaxel 36 mg/m2, iv, 1wk×
3wk, CF 200 mg/m2, iv, d1- 5, 5- FU 500 mg/m2, iv, d1- 5, DDP 75 mg/m2, CHPP, d1, and abdomen hyperthermia treatment with
radiofrequ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patients were assessable for response in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group and CHPP group.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group was 44.4%. The response rate of CHPP group was 66.7%, including one CR.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38). The clinical beneficial response (CBR) in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group
and CHPP group were 64.4% and 82.2%,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ppare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458). The major toxicities were
myelosuppression, nausea/vomiting and neurotoxicit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id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ocetaxel
administered by weekly infusion plus 5-fluorouracil combined with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perfusion chemotherapy with cisplatin in

WU Zhibing1,2, WU Kan1, LI Xiadong1, JING Saisai1, ZHENG Zhishuang2, TANG Rongjun2, LAI Jianjun2,
WANG Jiahao2

1. Department of Oncology, 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Hangzhou 310006, China
2. Center of Hyperthermia Oncology, Hangzhou Cancer Hospital, Hangzhou 31000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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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微波肿瘤热化疗多中心临床大功率微波肿瘤热化疗多中心临床
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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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通过对使用大功率微波作为热源的亚高温热化疗与常规化疗的对比观察，探讨了肿瘤热化疗疗效和不良反应与常规化疗

之间的差异。对13608例使用大功率微波热疗机实施全身亚高温热疗配合化疗患者与15408例常规化疗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

应进行对比，分析了微波场亚高温条件下化疗的机理及热疗温度、治疗时间、疗程与疗效的关系，以及微波热化疗疗效及不良反

应与常规化疗之间的差别。结果显示，大功率微波热源的亚高温热化疗有效率为81.15%，常规化疗有效率为39.03%，且微波热

化疗所致的不良反应率较常规化疗低。表明大功率微波热化疗治疗肿瘤的疗效明显优于常规化疗，而且减轻患者化疗的不良反

应，是肿瘤治疗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关键词 微波；亚高温热疗；化疗；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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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Multi- center for Tumor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High Power Microwave-hyperthermi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in efficacy of tumor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and their adverse reactions through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The former 13608 cases underwent whole body mild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with high-powered microwave hyperthermia machine, and the latter 15408 cases underwent
standard chemotherapy. We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chemotherapy under microwave hyperthermia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mperature control, time, course, and efficacy of treatmen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of high-powered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was 81.15%, and that of standard chemotherapy was 39.0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ZHANG Yueshan1, GUO Fang2, TANG Tiegang3, HUANG Jianjin4, WANG Lijun5, DU Xi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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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D-BSD-20002000深部热疗联合化疗改善老深部热疗联合化疗改善老
年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临床年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临床
观察及护理观察及护理
赵婷婷，丁丽，王晖，武晓楠

北京医院肿瘤内科，北京 100730
摘要摘要 为探讨BSD2000深部热疗联合化疗对老年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及护理策略，并观察治疗后近期疗效和不

良反应是否存在优势，选取2009年10月至2013年3月在北京医院肿瘤内科确诊的41例老年恶性肿瘤患者，给予化疗联合热疗

的治疗方法，治疗前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观察治疗后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同时评估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热疗前给予心

理护理及相应的准备工作，热疗过程中加强监测及不良反应的护理。研究表明，41例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疼痛好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总体有效率为58.54%，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热疗联合化疗治疗老年晚期恶性肿瘤可以

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且治疗效果较好，副作用可以耐受。热疗前后给予一定的心理护理及加强不良反应的监护，是减少并

发症、保证热疗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关键词 晚期肿瘤；化疗；热疗；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5+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0.011

Clinical Research Improvement of Life Qualities by BSD2000 Deep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Elderly Cancer
Patients and Clinical Care

Abstract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improvement of life qualities of elderly cancer patients in advanced stage treated with
BSD2000 deep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The short-term efficacy and adverse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strategies for clinical care were discussed. Forty- on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received BSD2000 deep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Beijing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09 to March 2013. Before treatment, their life qualities were
evaluated.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fe qualities was observed, and theefficacy and adverse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
were evaluated. Psychological care and preparations were taken before treatment. Careful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for adverse effects
were given during trea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fequalities of the 41 patients were improved apparently, and the pain was
reduced. The overall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was 58.54% withno severe side-effects. BSD2000 deep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s able to improve the life qualities of elderly cancer patients in an advanced stage with satisfactory efficacy and
acceptable adverse effects. Psychological care and careful monitoring help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 and promote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KeywordsKeywords advanced cancer; chemotherapy; hyperthermia;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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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浅疏松地层气超浅疏松地层气、、水层识别方法水层识别方法
———以大庆某地区黑帝庙层为例—以大庆某地区黑帝庙层为例
张威 1,2，张剑风 2，赵玉秋 3，王博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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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九采油厂，大庆 16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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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大庆某地区黑帝庙储层压实程度低、成岩作用差、物性好，导致气、水层的电性特征相近而难以区分。在储层岩性、物性、

水性和电性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中子测井为气层敏感曲线。以中子测井曲线为核心，建立中子测井与深侧向电阻率、密度、

声波时差的交会图，确定气层解释下限标准。利用电阻率与声波时差、自然电位以及中子测井与密度、声波时差在气、水层匹配

关系的不同，提出多曲线重叠与气测资料综合定性判断气层方法。为进一步扩大气层响应特征，采用多曲线定量计算气层解释

综合判断参数，并与自然电位曲线交会区分气、水层，取得较好效果。15口试气井解释结果与试气结论进行背对背验证，气层解

释符合率达到了84.4%。

关键词关键词 超浅疏松地层；气、水层；曲线重叠；下限标准；气测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31.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0.012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Gas and Water Layers in Extra Shallow
Unconsolidated Formation: Taking the Heidimiao Reservoir in An
Area of Daqing as an Example

AbstractAbstract The compaction degree of the Heidimiao reservoir in a Daqing area is very low, the digenesis is poor, but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formation are good. Therefore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s layer are so close to those of the water layer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 reservoir layer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to take the neutron
logging as the sensitive curve of the gas lay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above mentioned properties. With the
neutron logging curve as the central key, the cross- plots of the deep lateral resistivity, the density, the acoustic travel time are
established to determine the lower limitation standard of the gas zone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atch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sistivity and the acoustic travel time or the spontaneous potential and, alternatively, between the neutron logging and
the density, or the acoustic travel time in gas and water layers, a comprehens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 is proposed to determine the
gas layer by using the multi- curve overlapping combined with the gas logging data.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gas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rehensive judgment parameters are calculated by the multi- curve to interpret the gas layer quantitatively.
Better results are achieved in distinguishing gas and water layers by using the cross- plots between these parameter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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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复合煤层露天矿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复合煤层露天矿
初始拉沟位置确定初始拉沟位置确定
白润才 1，王寰宇 1，李雁飞 2，李雪健 2

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矿业学院，阜新 123000
2. 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海拉尔 021000
摘要摘要 露天矿合理拉沟位置的确定对露天矿生产接续、剥采比控制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应用层次分析的基本决策理论，建立露

天矿拉沟位置方案综合评价分析模型，结合内蒙古宝日希勒露天煤矿煤层赋存情况及开采现状，分析了三采区上部煤层采空区

重新拉沟、开采下部煤层的可行性及必要性。依据露天矿拉沟位置的选择原则以及该矿的特殊地质地形条件，设计两个拉沟位

置方案，分别分析各因素对下部煤层拉沟位置选择的影响。利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比较各方案的优缺点，最终确定出最合理的拉

沟位置方案。结果表明，层次分析法的评价结果符合实际情况，且计算简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关键词关键词 层次分析法；拉沟位置；拉沟方案；优化比选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82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0.013

Determination of the Composite Coal Mine Initial Trenching Position
Based on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bstract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open-pit reasonable trenching position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to open-pit mine production continue
and stripping control. The essay applicate the basic decision theory of analytic hierarchy, construct hierarchical analysis model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open-pit mine trenching position scheme, combined with the coal storage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mining
in Inner Mongolia Baorixile open-pit mine, explain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al mine ditch in the mined out area of
three mining the upper coal seam and exploit the lower coal seam. According to the choosing principle of open- pit trenching
position and the mine special g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 conditions, design two trenching position optim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lower coal seam trenching position selection.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scheme comparison, eventually determine the most reasonable trenching position schem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valuation result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ccords the actual situation, simple calculation, and has stronger
practicability.
KeywordsKeyword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renching position; trenching project; optimization of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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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近年来，中国建设一批大型露

天煤矿，部分露天矿的矿床赋存复杂，煤层总数多，煤层厚度

变化大，如宝日希勒露天煤矿、伊敏河露天煤矿、元宝山露天

煤矿等[1~3]。在露天煤矿开采的初期，由于某些煤层的厚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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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红外在生物医学临床上的应用及其远红外在生物医学临床上的应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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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远红外是一种具有强热作用的放射线。作为物理治疗的一种，远红外用于辅助治疗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肾病等多种

疾病，表现出良好的临床效果，但是其作用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本文从分子信号通路视角，分析远红外与细胞周期、细胞自身

保护、第二信使和后转录调控因子等的关系，提出远红外治疗诸多疾病的可能的分子机制，并总结了近年来远红外在生物医学临

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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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Mechanism of Far- infrared Therap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Biomedicine

AbstractAbstract Physical therapy is an integrating domain of medicine resorts to physical modalities for the work- up,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orders and defects. As a representative physical therapy, far- infrared radiation (FIR), an invisible electromagnetic
wave with wavelength ranges 3-1000 μm, has been an adjuvant treatment for various diseases with good clinical effects, includ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iabetes mellitus, chronic kidney disease; howeve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FIR works
remains elusive. In the present study, by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text mining, we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FIR on signaling
transduction networks including cell cycle, cellular self- defense, second messages and post-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FIR therapy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inhibition of growth,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cancer cells, increased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and mod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some circulating miRNAs and heat shock
proteins, and through which, it may be a beneficial compliment to some chronic diseases without any side effects. Finally, we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of FIR therapy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ine.
KeywordsKeywords physical therapy; far-infrared radiation; molecular signaling transduction

WANG Yang1, SHUI Shanshan2, WANG Xia1

1. School of Medical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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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线是一种具有强热作用的放射线，波长范围大约是

0.75~1000 μm。远红外（Far-infrared Radiation，FIR）是波长

较长的红外线光谱，波长在3~1000 μm之间，波长不同，穿透

能力也不同。医学上应用远红外光的波长范围介于 4~400
μm之间，可以穿透 3~5 mm的组织，但不会对人体造成伤

害。远红外疗法作为物理疗法中的一种，通过远红外辐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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