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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与酿造业的重要酶源
——β-淀粉酶基因在禾本科植物的进化与表达

淀粉酶是一种水解酶，是目前发酵工业

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类酶。β-淀粉酶（1，4-
α-D-glucanmaltohydrolase，EC 3.2.1.2）
是一种外切型糖化酶，作用于淀粉时，能从

α-1，4糖苷键的非还原性末端顺次切下一

个麦芽糖单位，生成麦芽糖及大分子的β-
界限糊精。由于该酶作用底物时，发生沃尔

登转位反应（Walden inversion），使产物由

α-型变为β-型麦芽糖，故名β-淀粉酶。β-
淀粉酶是食品工业与酿造业的重要酶源，同

时也被广泛应用于粮食加工、发酵、医药和

纺织等行业。

近年来，对植物编码β-淀粉酶基因的

研究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在蛋白质结

构、热稳定性、突变体和遗传规律、基因表达

模式和调控机理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研究

进展。与微生物相比，植物的β-淀粉酶酶

活力高、耐热性好、作用pH范围广，更适合

于食品工业和酿造业的生产要求。在植物

中，β-淀粉酶由多基因家族编码，并且各个

基因的功能也不尽相同。除催化淀粉的降

解外，部分β-淀粉酶还行使转录因子功能

调控其他基因表达。

在禾谷类植物中，普遍认为存有两种不

同酶活力的β-淀粉酶基因，一种是以高活力

存在的β-淀粉酶，主要存在于禾本科植物的

胚乳中，当种子萌发时，此种β-淀粉酶的酶

活力会显著升高。而另一种则是以相对酶

活性较低的形式，普遍存在于植物的各个组

织器官中的β-淀粉酶。禾谷类籽粒中淀粉

的降解和转运需要β-淀粉酶参与催化，从而

为种子萌发提供能量，但在各个器官中普遍

存在的β-淀粉酶基因则被认为与种子萌发

的关系不大，可能与营养贮藏和抗逆相关。

禾本科是种子植物中最有经济价值的

大科，是人类粮食和牲畜饲料的主要来源，

也是加工淀粉、制糖、酿酒、造纸、编织和建

筑方面的重要原料。在基因组水平上对禾

本科植物重要功能基因的进化和表达分析

将为进一步开展功能鉴定奠定基础，并为重

要农作物的遗传改良提供借鉴。

《科技导报》2014年第31期29—36页

刊登的杨泽峰等“禾本科植物β-淀粉酶基因

家族分子进化及响应非生物胁迫的表达模式

分析”，在基因组水平上鉴定出目前已经测序

的水稻、玉米、谷子、高粱和二穗短柄草5个

禾本科植物基因组中编码β-淀粉酶的基因，

并基于生物信息学开展了进化和表达分析，

结果发现禾本科植物的β-淀粉酶基因可以

分为10个同源基因簇，并且部分同源簇在进

化过程中受到了正选择等适应性进化的作

用。此外还发现水稻β-淀粉酶基因的表达

模式受到干旱、高温、低温等非生物胁迫的调

控，表明该基因家族可能参与了多种非生物

胁迫的响应过程。本期封面为水稻β-淀粉

酶基因在多种逆境条件下和多种组织器官中

的表达模式图，由杨泽峰提供。本期封面由

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吴晓丽吴晓丽））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大量消耗资源、劳力密集的粗放阶段向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创新阶段转变。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要在2020年左右把我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工作的特点是需要大量的科学数据。计量工作的主要作用正是保证
各种各样科学仪器的准确性以及所获得的数据的可靠性。因此，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型阶段，计量工作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其重
要作用。

我国自古有重视计量工作的优良传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度量衡，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王莽时代的遗
物，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莽嘉量”是一件古代度量衡器具中的瑰宝。它集度、量、衡3种国家标准于一身，还兼有二进制和十进制
两类标准量，其科学性令每一位当代参观者惊叹不已。清代太和殿门口的台阶上，放置着容量和时间的计量标准“嘉量”和“日晷”，也充分
说明对计量工作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认识到计量工作对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涉及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于1955年在
国务院直属机构中设立了“国家计量局”，统一管理全国的计量工作，并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计量机构，负责全国计量量值的一致和
统一。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提出“科技要发展，计量须先行”，并于1965年成立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逐步建立独立自
主的国家计量基准、标准系统，使得我国的计量科技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计量工作更为重视。1985年，我
国第1部“计量法”公布，使计量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国务院于2013年3月2
日发布了“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指出20世纪第2个十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
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计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世界范围内的计量技术革命将对各领域的测量
精度产生深远影响。

这里特别指出的世界范围内的计量技术革命，主要是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逐步用量子计量基准复现，以代
替原来用实物计量基准复现的做法。计量是可以溯源到标准量的测量，各种计量标准量最终要溯源到计量单位制的基本单位。目前广泛
应用的国际单位制SI有7个基本单位：时间单位秒（s）、长度单位米（m）、质量单位千克（kg）、电流单位安培（A）、温度单位开尔文（K）、光度
单位坎德拉（c）和物质量单位摩尔（mol）。20世纪上半叶以前，基本单位的量值由实物计量基准复现和保存。实物基准一般是根据经典
物理学的原理，用某种特别稳定的实物来实现。例如，一根保存在巴黎国际计量局（BIPM）的X型截面的铂铱合金尺上的两条刻线之间的
距离被定义为长度单位米（m），一个保存在巴黎国际计量局的铂铱合金圆柱的质量被定义为质量单位千克（kg），等等。但是，这样的实物
基准一旦制成后，总会有一些不易控制的物理、化学过程使其特性发生缓慢的变化，因而它们所保存的量值也会有所改变。此外，最高等
级的实物计量基准全世界一般只有1个或1套，一旦发生意外被损坏，就无法完全一模一样地复制出来，原来连续保存的单位量值也就会
因此而被中断。

上述问题已经使传统的计量体系日益不能适应实际需要。近几十年来量子物理学的成就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全新的途径。2005
年10月，国际计量委员会（CIPM）召开会议，准备在用基本物理常数定义计量单位方面迈出新的步伐。会议决定，原则上准备用普朗克常
数h重新定义质量单位千克（kg），用基本电荷e重新定义电流单位安培（A），用波尔兹曼常数k重新定义温度单位开尔文（K）；同时还考虑
用阿佛加德罗常数N重新定义物质量单位。CIPM希望各国国立计量研究所进行准确的基本物理常数测量，并考察实物基准的稳定性，以
备实施新的基本单位定义的需要。2018年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有可能对此作出正式的决议。届时国际单位制的稳定性、精确性和可
靠性将大大提高，从而可在更长的时间内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但实现这样的目标也非易事。特别是要在2018年用普朗克常数h重新定义质量单位千克（kg）有一些困难。英国计量院（NPL）在
1975年，美国计量院（NIST）于1980年就启动该项研究。后来，国际计量局、瑞士、法国、韩国、新西兰等均开展了相应课题。至今历时近
40年，离开预定的目标仍有一些距离。所以，英国的Natur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重新定义千克单位”列为当前人类面临的五大实验难题
之一（Nicola Junes. Five experiments as hard as finding the Higgs[J]. Nature, vol.481，14-17）。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中国亦应加大努力，跟上国际计量科学的新步伐。 2006年，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提出了一种“焦尔天平法”，可用普朗克常数复现千克单位的量值。与各国所用的“瓦特
天平法”相比，避免了难度很大的动态测量。最近，国际计量局主编的《计量学》（Metrlogia）杂志专
门出版了一期讨论此问题的专刊，题目为“瓦特与焦尔天平法”，已把国际上通行的方法与我国的
方法并列。列出的测量数据只有加、美、中3国的结果，可见国际上对中国的方法相当重视。中国
课题组的成员正在积极努力，争取到2018年为解决这一难题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国计量工作面临新需求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3）

张钟华，江苏苏州人，计量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等职。曾用交叉电容法建立国家电容标准，用低温核磁共振法建立国家强磁场标准、

用量子化霍尔效应建立国家电阻标准等，均为国际最好同类标准之一，其中国家电阻标准

不确定度达到10-10量级，为世界第一。

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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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发布科学计划，对重要科学领域、重大前瞻问题的超前研

判、提前部署、重点支持、集中研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遴选、

报道国际组织、科技大国 2013年发布、启动的 28项重大科学计划。

这28项科学计划涉及航空航天、生命科学、地球环境、能源材料、综合

研发5个重要科技领域，分别是：①航空航天：“2013—2020年俄罗斯

航天行动”国家计划，中国“2013年航天计划”，英国“国家航天技术计

划”，日本新版“宇宙基本计划”，美国“战略太空技术投资计划”，印度

“火星探测计划”，韩国“2040宇宙远景”计划，美国“小行星捕获计

划”，“2013—2015年俄罗斯航空工业发展计划”，美国“XS-1空天飞

机计划”；②生命科学：欧盟“人脑工程计划”，美国“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

划”，世界卫生组织“2013—2020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③地球

环境：中国“天气研究计划（2013—2020年）”，中国“气候研究计划（2013—2020
年）”，美国“北极研究5年计划”，中国“应用气象研究计划（2013—2020年）”，中
国“综合气象观测研究计划（2013—2020年）”，日本“海洋基本计划（2013—
2017）”，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际海洋发现计划（2013—2023）”；

④能源材料：欧盟“石墨烯计划”，美国“清洁能源制造计划”；⑤综合研发：中国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韩国“第三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法国

“未来 10年投资计划(PIA)”，中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

（2013—2018）”，欧盟“地平线2020”。

利用GPS定位全天候、高效率、低成本的特性设计出一种新型的轨道外部几

何参数测量系统。该系统由卫星系统、加载接收机的轨检仪、控制网和GPRS发射

站组成。测量前，先构建边连式同步图形扩展式带状轨道监测控制网，并在现有的

轨检仪上加载GPS接收机。测量过程中，轨检仪沿轨道运动：GPS控制网中4个
GPS基站与轨检仪上GPS流动站实时采集定位信息；定位信息经双差处理和整周

模糊度解算后，得到RTK（real-time kinematic）观测量，确立轨道中心线；结合轨

检小车测出的轨道内部几何参数和轨道中心线，解算出轨道高程。静态实验与外

场试验结果表明：该测量系统自动化程度较高，静态观测误差在0.5 mm以内，动态

误差在15 mm以内，完全能够满足轨道外部几何参数高精度测量的要求。

等量吸附热是表征固体表面吸附非均匀性的重要参数。采用高低温吸附仿真实

验装置，对九里山无烟煤、新元贫煤、潘北气肥煤进行瓦斯吸附测试，通过计算等量吸

附热与吸附量的关系，探讨从常温（30、20℃）降至低温（-10、-20、-30℃）对煤表面不

均匀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变质程度煤的瓦斯吸附量都随温度降低而增大；在常

温时（30、20℃）煤的等量吸附热随吸附量的增大而减小，表明煤表面能量是不均匀

的。降温至-10、-20、-30℃时煤的等量吸附热几乎和吸附量无关，表明煤表面是均

匀的。煤吸附瓦斯理论Langmuir方程在低温环境（0℃以下）将更加适用。

甲烷在不同煤上的等量吸附热

P1 我国计量工作面临新需求
创新型工作的特点是需要大量的科学数

据。计量工作的主要作用正是保证各种各样科

学仪器的准确性以及所获得的数据的可靠性。

在国家经济模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型阶

段，计量工作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其重要作

用。本文主要介绍了随着历史发展，我国计量

工作正在面临新需求的情况。

P7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中国的科技体系暴露出缺乏系

统性以及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种种弊端，阻碍了

科技的发展，影响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与规模

化，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呈现了近期有关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的动态。

P9 干细胞疗法，是契机也是考验
近年来，干细胞在医学上的作用日益突显，

同时围绕着干细胞疗法的争议也逐渐成为关注

的焦点。对于干细胞疗法的应用并不单纯地基

于安全性考虑，还有宗教信仰的因素也夹杂其

中。干细胞治疗虽然可以被视为是人类攻克疾

病的契机，但也同时面临着考验。

P11 切实有效的英国皇家学会
培训课程

为帮助科学家拓展视野，更好地与媒体交

流，同时为青年科学家答疑解惑等，英国皇家学

会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培训课程，包括通

信和与媒体沟通技巧、政府人员与科学家配对

计划、科学创新及其商业经营、如何开展教育展

览及“师友”辅导计划。

P88 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的
任务

对照世界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现状来

看，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着一些重大科学

研究任务，如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类起

源问题、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中华民族的考

古学认知问题等。

P89 同行评议与科学共同体
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成

立，建立起同行评议系统。我国是1982年从

美国引进同行评议方法。30多年来，在科学

基金分配、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了国内外科学

共同体的一致好评。同行评议对国内科技管

理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科研管理和人才培养产

生着较大的影响。当然，同行评议在理论上和

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做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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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20142014--1010--2121至至20142014--1010--3131））

1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发射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4日 02:00，我国自行研制的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

试验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准确进入近地点高度为209 km、远地点高度41.3万km的地月

转移轨道。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突破和掌握探月航天器再入返

回的关键技术，为嫦娥五号任务提供技术支持。飞行试验器飞

行过程约8天。

2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破2％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3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2013年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指出，201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简称R&D）经费继续保持增长，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

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首次突破2%。

3 美国商业太空飞船携小鼠返回地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5日，在经历了约1个月的国际空间站之旅后，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的龙货运飞船携带小鼠和其他货物降落在太平洋

上。龙飞船的第4次空间站送货任务完成。龙飞船从空间站带

回约1.5 t货物。返回“乘客”包括1个月前携带上天的小鼠。这

也是商业飞船首次运载哺乳动物活体往返空间站与地球，主要

目的是研究微重力对动物的影响。

4 中国低轨移动通信卫星研制取得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6日，由清华大学—信威通信空天信息网络技术联合研究

中心研制的灵巧通信试验卫星完成全部在轨测试，工程任务取

得成功，中国首颗低轨移动通信卫星研制取得突破。灵巧通信

试验卫星于9月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搭载发射，通信覆

盖区直径约2400 km，实现了覆盖区内卫星手持终端语音业务、

数据业务和移动互联网业务，主要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澳大利亚成功移植“死亡心脏”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4日，澳大利亚悉尼圣文森特医院医生利用历时12年探索

出的一项新技术，成功实施以停跳20 min心脏为供体的移植手

术。供体心脏被放入一种装有保存液的便携式仪器内，后者能

够保持心脏组织的血液流通，使其恢复生机。迄今，这项新技术

已经帮助3名患者成功换心，其中2人恢复良好。

6 日本展出公元前300年古老饭团：已碳化灰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6日消息，一场名为“大饭团

展”的展览会在日本横滨市都筑区

市历史博物馆举办。此次展会共

展出各式出土米团 70余个，其中

包括从会场所在地都筑区“北川表

上遗址”中日本古坟时代（约公元

250—600年）后期人类居住遗址

挖掘出土的炭化饭团，石川杉谷遗

址挖掘出土的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00年—公元250年）中期的

饭团，后者经考证为日本“最古老饭团”。

图片来源：人民网7 我国首次在大洋大规模布放深海潜标阵列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1日，我国最先进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科学号圆满完成西

太平洋科学考察航次，顺利返回青岛奥帆基地码头。科学号在

太平洋西边界流关键海域成功布放17套深海潜标、并回收3套

深海潜标。其中，包括6100 m潜标1套，收放潜标总长度达20
万m以上，这是中国首次在大洋大规模布放深海潜标阵列。

图片来源：新华社

8 NASA火星模拟住宅曝光：配备有3D打印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23日消息，美国航空航

天局火星模拟住宅曝光，里

面包括厨房、浴室、餐厅、食

品储存间及 6间卧室，并配

备有3D打印机等。该住宅

为宽 11 m的穹顶形建筑，

分为上下 2层，居住面积约

1000 m2，由太阳能电池板

提供能源。根据计划，科学

家们需要模拟类似火星环境中的生活，包括：通信延迟、没有电

力、严格用水等。

图片来源：NASA

9 中国2013年新增石油探明储量超10亿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22日消息，最新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4）》显示，

2013年中国石油新增探明储量10.83亿 t，天然气新增探明储量

6159.11亿m3，煤、铜等重要矿产勘察成果显著。

10 日本研制出人工手指 可像正常人类手指一样屈伸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24日，日本东京大学竹内昌治竹内昌治率领的研究小组宣布，通过把

人工培养的肌肉组织安在人工关节上，成功制作出了能像人类

手指那样屈伸的人工手指。此次开发的人工关节由2个肌肉组

织牵拉，不容易变僵硬，2天后仍能运动。这使得人工手指有望

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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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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地沟油”，一串串贬义词便大

着胆子蹿出来。地沟油成分复杂，食用

后对人体危害很大，令人深恶痛绝。然

而，正是这样的一种油在国内餐馆中屡

禁不止，流向餐桌的报道也频见报端。

若将大量的“地沟油”转化为生物燃料则

可实现变废为宝。10月 22日，将地沟油

转化为生物燃料的项目——“中美航空

生物燃料示范项目”于杭州正式投入运

营。

示范项目是波音公司与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合作

建立的，采用的技术成

本比加氢脱氧等其他

技术低 50％以上。该

项目日产量为 650 L，
预计每年将18亿L废弃食用油转化为生

物燃料。目前，地沟油转化成的生物燃

料已经在航班上得以使用（10月23日《人

民日报》）。

以辩证的思维看，任何事物都有两

面性。当某一事物展现出不利的一面

时，转变思路，发掘其可用的优点并改造

它，使之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却是个不

错的选择。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当一项

研究的道路不通时换个角度思考或许能

激发灵感；而对于一个国家，当科研体系

开始逐渐展现出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一面

时，更要及时地加以探讨、改革。

长期以来，中国的科技体系暴露出

缺乏系统性以及有效的监督机制等弊

端，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影响科技成果的

产业化与规模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已

经成为科技界的共识。近日，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

案》已经获得批准，即将发布实施。

科技计划就像是科研活动中的“指

挥棒”，起着引领的作用，它是科技有条

不紊发展的重要保证。此次改革将瞄准

重大、核心、关键的科技问题，设立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以目标和绩效为导向，明

确优化了五项原则：一是转变政府科技

管理职能，二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三是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四是明

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五是坚持公开透

明和社会监督（10月21日《人民日报》）。

科技计划的改革是国家层面的改

革，它明确了各类计划的边界，重构了科

技计划体系，对于科研项目的管理将依

托专业机构，政府的职能则从资金的具

体分配和项目的日常管理转变到管宏

观、管规划、管监督等上来。作为中国最

高科研机构的中国科学院，也开始步入

改革之中，正式启动研究所分类改革试

点工作。

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家需求以及人

才、学科等资源的优势力量，首批将试点

建设信息工程、微小卫星 2个创新研究

院，与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高校、企

业等共建共享，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强

中国科学院内外开放和政产学研用合

作，整合力量，聚焦目标，激发创新活力

（10月22日《中国科学报》）。

无论是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改革，

还是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分类的改革，都

是为了避开科技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激

发出科技创新活力，提高科研工作的效

率，产出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此外，科

技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公平、合理的机制

作保障，也需要一个高效协作的环境，如

今，科研合作已是大势所趋。10月22日，

中、德、美等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组成的

研究小组称，揭示出现代人在地球上“殖

民扩张”的历程。

研究人员从一根 45000年前智人的

股骨中提取迄今最古老的DNA并测序，

发现该智人有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根据基因，研究人员推测尼安德特人和

智人混居的时间在距今不超过6万年，为

预测智人进入南亚的时间提供了大致的

年代（10月24日《科技日报》）。

对于人类迁徙的研究，需要在全球

采集DNA样本，尤其需要多个国家联合

开展合作。多国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集思广益、优势互补、共

享资源，产出更优异的研究成果。另一

方面，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科研成果

的转化也更加凸显出必要性，而研究机

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更有助于将研究成

果付诸于应用。

早在 2010年，清华大学与北京信威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启动了“灵

巧”研制工程，以开展通信小卫星创新设

计和低轨移动通信创新技术试验为主要

任务。10月 26日，清华大学与北京信威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联合研制

的灵巧通信试验卫星成功完成全部在轨

测试试验（10月 27日

《人民日报》）。

灵巧通信试验卫

星是一颗低轨移动通

信卫星。低轨道卫星

用于通信不仅由于轨道低使得信号传输

路程短、能耗小，而且多个卫星组成的通

信系统能够实现全球覆盖。灵巧通信试

验卫星也是我国首颗低轨移动通信卫

星，它于 9月 4日发射升空，重约 135 kg，
飞行轨道高度约 780 km，通信覆盖区直

径为2400 km左右，主要性能指标优于国

际现有的低轨移动通信在轨卫星的最好

水平，将有效解决我国通信覆盖率低的

现状。

清华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堪称校企合

作的典范，不仅解决了我国的实际需求，

而且还实现了产学研协同创新。高校和

研究所拥有众多科研设备与资源，企业

与之合作能使这些设备与资源得到有效

利用，提高效益。10月 27日，《关于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

会开放的意见》经会议审议通过，将采取

多种措施推进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

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这在更大程

度上发挥科研资源的效用，并且将有效

解决我国科技资源较分散、重复、封闭、

低效和专业化服务能力差等问题。

我国科技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释

放出的积极信号将推动多种资源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激发出创新活力，驱动科技

快速发展。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科技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将推动多

种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激发出创新活力，驱动科技快速发展。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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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通过研究从数据科学到电脑到智脑

的演化，也许能从无数据到大数据建立

人脑图谱，在移动计算和现有的大数据

当中尝试“创造大脑”，创造一个部分的

功能或者仿真一个功能，使电脑向智脑

转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怀进鹏怀进鹏

中国新闻网 [2014-10-26]

我于 2003 年有幸入选“百人计

划”。回首这十多年的科研历程，我深切

地感到，“百人计划”是我的科学人生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十几年来，生物

物理研究所通过人才引进，成功的实现

了科研队伍的代际转移。可以说，没有

“百人计划”，就没有生物物理研究所今

天的群星闪耀和稳步发展。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

徐涛徐涛

《中国科学报》[2014-10-24]

在当前的医学前沿领域，我国有几

个人占有一席之地？有几项研究成果是

世界性的？ 我认为做科学研究，更多靠

智慧，而不是靠条件。比如我国医学专

家发现沙眼衣原体、探索出大面积烧伤

救治、断手再植、发现青蒿素等都是世界

级贡献。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院长院长 曹雪涛曹雪涛

《成都日报》[2014-10-26]

你不能只去研究那些大家认为你应

该研究的领域。在科学界，几百年以来，

那些最有创意的人都是破坏了我们之前

知识结构的人，他们改变了我们对于世

界的认识。你要有开创性的想法，要有

勇气接受不同的事物，做不同的研究，要

敢于对自己说：我想做出开创性的成果，

我要做吃螃蟹的第一人。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退化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退化

疾病研究所所长疾病研究所所长 Stanley PrusinerStanley Prusiner
《中国青年报》[2014-10-25]

国外申请课题很容易，但科学家会

用绝大部分精力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

而国内很多时候恰恰相反，申请课题很

费劲，但结题时往往草草了事。要改变

这种状况，必须让科研“去权威化”“去行

政化”，把科研的主导权真正交给科研人

员，交给科研机构。

———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教授 刘澄刘澄

《中国科学报》[2014-10-22]

科学具有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特

征或精神气质。尽管在历史上的某个时

期，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在某些科学家身

上，不乏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例子，但

是总的来说，科学毕竟是国际主义的或

世界主义的。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李醒民李醒民

《中国科学报》[2014-10-24]

一个城市，信用体系建立不起来，就

谈不上智慧建设。中国建设智慧城市发

展方向是实现基于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科

学决策。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艰

巨的任务，我们还刚刚起步，还需不懈努

力，科学决策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

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江贻芳江贻芳

《中国科学报》[2014-10-24]

人的头脑不是填满知识的容器，而

是待被点燃的火种。教育一开始只有

“博”，才能让学生发现所长，一旦发现且

开发了，就成功了。这是一个人的发展

机遇，任何教育都不能剥夺。难道做科

学就是搞公式推理吗？事实上，我的灵

感都是靠艺术启发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

校长校长 杨福家杨福家

《解放日报》[2014-10-23]

要想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所，必须

具备3个条件：第一，持续出一流成果，引

起国际同行注意；第二，多数研究组长具

备国际声誉；第三，也是最难的一个条

件，要出现开创性的人物，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若能培养出像

这样的领袖人物，就是真正成功了。

———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

所长所长 蒲慕明蒲慕明

《解放日报》[2014-10-23]

早上走到老中关村的东口处，仰望

着庄严的学术会堂，仰望着牛顿和爱因

斯坦这两位世界科学伟人的雕像，想起

了钱玄同先生当年给其子钱三强“从牛

到爱”的题字。 一代一代科学家开拓与

创造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事业，而缅怀

前贤的最好纪念，就是从他们的肩上接

下这份历史担当。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樊洪业樊洪业

《中国科学报》[2014-10-23]

我绝不是天分高的人。我很早就认

识到我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就集中我所

有的能力做一件事，就是我认为最重要

的事。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丁肇中丁肇中

《中国青年报》[2014-10-21]

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影响力可以

在神经科学领域，可以在生命科学界，可

以在中国的教育科研体制内，也可以是

对世界的影响力，各自有不同的范畴。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你在某个地方所做

的事情，影响力会扩展波及到其他地

方。比如我们在清华闯出一条科教改革

的路子，不光是让清华受益，而且能够让

其他学校借鉴。这样一来，影响力就扩

大了。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鲁白鲁白

《中国科学报》[201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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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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是契机也是考验是契机也是考验
干细胞是一种尚未充分分化且不成

熟的细胞，它具有再生成各种组织器官

的潜在功能。目前很多疾病依靠传统医

学手段难以攻克，干细胞疗法的产生和

应用可以帮助病人缓解痛苦。许多科研

人员认为，对于绝大多数疾病来说，包括

神经性疾病、糖尿病、慢性心脏疾病、肾

脏病、肝脏疾病、癌症和艾滋病等，都可

望借助干细胞技术得到康复。尤其是获

得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日本

科学家山中伸弥山中伸弥发现诱导多功能干细胞

（iPS细胞）之后，似乎让更多人看到了干

细胞疗法的曙光。近期，又有不少关于

干细胞的研究成果占据了新闻版面，但

围绕着干细胞疗法的争议也同时成为新

闻关注的焦点。干细胞治疗虽然可以被

视为人类攻克疾病的契机，但也同时面

临着考验——宗教因素与技术难题是干

细胞治疗必须跨越的难关。

干细胞疗法为再生医学带来曙光

在最初干细胞应用于医疗的研究当

中，胚胎干细胞的应用一直备受关注和

争议。而当科学界在为干细胞疗法争论

不休时，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另辟蹊径，

成功绕开了争议中心的胚胎干细胞，利

用细胞重编程技术成功将小鼠纤维细胞

诱导成诱导多功能干细胞，长期受到伦

理学家批判的干细胞疗法有了新的进

展，iPS细胞的建立被称为是干细胞研究

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

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也逐渐突显了

干细胞疗法在医学上的乐观的应用前

景。据 10月 20日新华网报道，北京大学

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周专周专等成功将人源

神经干细胞移植到患帕金森病大鼠的大

脑纹状体，成功缓解了患病大鼠的症

状。10月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3项
干细胞治疗相关的临床试验纷纷启动，

涉及瘫痪患者的脊髓损伤治疗、糖尿病

治疗以及白血病治疗。其中，神经干细

胞移植患者已康复出院，无任何并发

症。而在此前不久，美国Advanced Stem
cell 公司科学家Robert LanzaRobert Lanza成功利用胚

胎干细胞对 2种老年衰替性眼病进行了

改善；日本神户理化研究所眼科专家高高

桥雅桥雅，利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细胞）

对与年龄相关的视网膜退化疾病进行治

疗。这些突破性的试验预示着干细胞治

疗正大步向前迈进，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渐现曙光。

虽然干细胞疗法可能会带给患者新

的希望，但是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徐国彤徐国彤

在接受《医学界》杂志采访时称，干细胞

带给人希望，不是说它已经有成熟的、可

以应用到临床的技术，而是因为它的特

性，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巨大的分化潜

能，使再生医学有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前

景。周专也表示他们的研究成果还需要

更多动物实验乃至人体实验进一步论

证；此外，有免疫排斥问题需解决，他们

在实验中需要每天给大鼠注射免疫抑制

剂。他推测，使用病人自身的人工诱导

多功能干细胞有望解决排斥问题，但他

强调仍须进一步实验验证。

伦理争议与技术难题并存

虽然干细胞疗法的研究成果频频发

表于各大知名期刊，也有部分科研成果

成功利用于一些疾病的治疗当中，但在

许多发达国家，干细胞疗法一直备受争

议，因为最初的干细胞来源于胚胎细胞，

受到了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欧盟法院

也于2011年宣布禁止干细胞研究进入专

利申请程序，认为该技术涉及人类胚胎

干细胞系，有悖于伦理道德和公共政

策。美国则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从联

邦到各个州，对于干细胞的态度一直摇

摆不定。美国生物伦理学会认为干细胞

疗法的行为是可耻的，因为它破坏了一

个新生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生物

伦理学家 Insoo HyunInsoo Hyun也反对干细胞医疗

的应用，他表示，“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

的确为很多病人带来特殊的治疗手段，

但是这样也为带着其他目的的实验铺开

了道路。”

除了伦理之争，干细胞疗法的技术

难题也是争论点之一。目前干细胞唯一

的成熟应用是在治疗白血病上，造血干

细胞移植已持续半个多世纪，在安全性

和有效性上都已经得到证实。然而，干

细胞治疗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当前在全

球范围内仍处于实验性治疗和临床试验

阶段，包括有效性、安全性、质量可控性

在内的很多问题依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6月17日出版的Nature上，意大利

科学家发表评述文章，分享了该国研究

人员与“意大利可疑干细胞疗法事件”做

斗争的经验和观点，他们的行为亦成为

近年来国际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重要事

件。2013年5月，意大利的国家卫生服务

机构承诺向意大利 Stamina基金会（私人

组织）支付390万美元经费给该基金会开

展干细胞临床研究。但众多科学家和政

府官员认为，Stamina基金会制备细胞的

方法有缺陷，同时，能证明这些治疗方法

有效的证据也很少。意大利米兰大学的

Elena CattaneoElena Cattaneo、罗马大学的Gilberto CorGilberto Cor⁃⁃
bellinibellini与其他一群干细胞学家一起，亦对

Stamina基金会的临床研究提出质疑。他

们强调意大利的这一干细胞疗法缺乏规

范程序、科学性和有效性证据。基金会

提供的制备细胞方法，经分析发现既没

有评估细胞类型，也缺乏基本的病原检

测手法，让患者处于极大的风险中。

美国一些专家也对干细胞疗法的应

用表示了怀疑。麦克林医院帕金森病专

家Oliver CooperOliver Cooper表示，目前没有科学和临

床证据表明造血干细胞和神经干细胞对

帕金森氏症的病人有益。他说，目前科

学界还不确定这些注入的干细胞能否在

几天后仍然存活。斯坦福大学研究自闭

症的神经生物学家Ricardo DolmetschRicardo Dolmetsch也

宣称，目前干细胞学界和自闭症学界的

共同观点是，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将干细

胞疗法用于自闭症的治疗。他对这些

“干细胞治疗”可能导致的癌症或是自免

疫疾病的风险表示担忧。

干细胞疗法的发展，或许能使得再

生医学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但在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技术与伦理争议，也是

干细胞疗法未来在临床应用道路上必然

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 文//祝叶华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9



科技导报 2014，32（31）www.kjdb.org

·科学共同体·

10月 28日，香港工程师学会经验报

告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出席会议。香

港工程师学会会长张志刚张志刚介绍了香港工

程师学会为会员提供服务及在承担政府

职能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来自32家全国

学会的 64 位学会工作人员参加了报告

会，并结合香港工程师学会的成功经验进

行了热烈讨论。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4-10-29]

江苏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成立

10月24日，江苏省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简称江苏省农技协）成立暨全省农技

协组织建设工作推进大会在南京市召

开。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陈章

良良，江苏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惠陈惠

娟娟，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严少华严少华

出席会议并讲话。江苏省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省

辖市科协负责人和农技协工作部门负责

人、涉农县（市、区）科协负责人约200余

人参会。会上选举产生江苏省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严少华当选为

理事长。

此前，江苏有基层农技协组织4200
多个、会员达100多万人。虽然基层农技

协组织数量多，但由于规模较小，组织化

程度低、信息交流不畅等因，难以实现跨

地区、跨专业的联合发展。江苏省农技

协主要建立在合作经济组织之上，通过

结合本地优势资源，发展区域性特色产

业，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江苏省科协 [2014-10-28]
纪念中国首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50年活动举行

2014年 10月 19日，由中国科协新

技术开发中心、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

红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的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

年”活动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委员长顾秀莲顾秀莲，解放军原副总参谋

长张黎张黎，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

冯长根冯长根等出席活动并发言。与会各界人

士300余人共聚一堂，追忆这一伟大的历

史事件。

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

[2014-10-20]

第二十五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

会议开幕

10月17—21日，由中国国际科技会

议中心、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组委会、

中国心脏联盟、亚太心脏联盟联合主办

的第二十五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

亚太心脏大会、国际心血管病预防与康

复会议在北京开幕。大会主席胡大一胡大一发

表主旨演讲。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王陇

德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彬王彬为大会

致辞。中国科协副主席程东红程东红出席了女

性健康科普论坛。世界心脏联盟前主席

Sidney C. SmithSidney C. Smith、美国心脏协会主席ElEl⁃⁃
liott M Antmanliott M Antman、欧洲心脏病学会前主席

Panagiotis VardasPanagiotis Vardas、美国心脏病学学会

主席Patrick OPatrick O’’s Garas Gara等出席会议并作

大会学术演讲。

本届大会以“电子健康服务：新起点

心健康”为主题，设有13个会议领域，400
多个会节。来自国际顶级心脏专业学术

组织通过19个联合论坛，从最新指南到

进展荟萃，从实践病例到重大试验，多角

度展现国际心血管领域的资讯和研究。

中国科协国际科技会议中心

[2014-10-20]
第四届中国湖泊论坛举行

10月 23—24日，以“湖泊保护与生

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湖泊

论坛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安徽省政协

副主席夏涛夏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科

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宋军宋军主持开幕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孟伟、茆智茆智，德国巴伐利

亚州环保部水务司司长M.M.格拉姆鲍夫格拉姆鲍夫，

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高斌友高斌友等为论坛分

别作题为“流域水污染控制认识与实践”

“防控农业面源水污染、保护湖泊水质的

农田水利技术及其降污效果”“莱茵河流

域管理（以康斯坦茨河为重点）”“巢湖治

理与保护总体策略和创新实践”的主题

报告。中国科协有关部门、全国学会有

关代表，有关省（市）科协和从事环境保

护和湖泊研究的专家代表 200 余人参

会。与会代表围绕湖泊综合治理与保

护、湖泊治理的科技与产业支撑、巢湖生

态文明建设研究3个专题展开研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10-27]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第25届院士大会开幕

10月26日，为期4天的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第25届院士大会在阿曼首都马斯

喀特开幕。会议由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白春礼主持，来自全

球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多位科学

家、10余个国家的科技部长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代表参会。

本次会议增选了46名新院士，其中

包括 10位女科学家，共有 11名来自中

国。发展中国家科学院设有农业科学奖、

生物学奖、基础医学奖、联想科技奖等11
个科学奖项。大会宣布了本年度各奖项

评选结果，19名科学家分别获奖，其中南

非科学家库阿拉伊沙库阿拉伊沙··卡里姆卡里姆荣获最高奖

项——联想科技奖。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张福锁张福锁获得农业科学奖。

新华网 [2014-10-27]
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关注非常规地质

10月 25—26日，由中国科协主办、

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中国

科学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协办的以

“观念与创新：非常规地质”为主题的第

93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北京举

行。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50余

位专家、学者参加沙龙讨论。中国科协学

会学术部副部长刘兴平刘兴平、中国科学院离退

休干部局副局长曹以玉曹以玉等出席沙龙。

近年来，以页岩气、致密砂岩油气、煤

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为代表的非常规油

气地质研究、地热能和干热岩的勘探开

发、非常规资源及行星地质的研究迅猛发

展，涌现出许多新观点、新学说，为人类可

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能源资源、星际地质

研究领域。本次沙龙围绕“中国页岩气可

持续发展”“页岩油和致密油发展方向和

关键问题”等多项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4-10-30]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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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切实有效的英国皇家学会培训课程切实有效的英国皇家学会培训课程
英国皇家学会除举办公开讲座、学

术会议和各种主题展览等面向科研人员

和公众参与的活动之外，也会向科研工

作者提供各种培训课程（图1），帮助科学

家拓展视野，更好地与媒体交流，同时为

青年科学家答疑解惑等。英国皇家学会

的培训项目包括：通信和与媒体沟通技

巧、政府人员与科学家配对计划、科学创

新及其商业经营、如何开展教育展览及

“师友”辅导计划。

https://royalsociety.org/training/

通信和与媒体沟通技巧
英国皇家学会为帮助科学家与媒体

交流开展了3门课程。根据自身时间的

安排，可以选择为期2天的住宿课程，内

容包括通信技巧和与媒体沟通的技巧，

充分的课后时间可以使学员们进行更深

入的交流。如果时间并不充裕，则可以

选择单独开设的通信课程和媒体沟通课

程进行学习。

通信技巧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科学

写作与编辑，指导科学家撰写新闻稿和

报刊文章；提示科学家在向大众解释科

学项目的同时，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技

术性专业词汇，同时注意与不同受众交

流时应该注重沟通技巧；还有针对科学

家展开的一些交流和表达训练。

媒体技能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帮助

科学家建立对媒体的基本概念，如何处

理与媒体间的关系及常见错误，在做采

访或接受采访时应具备的技巧，最近的

一些新媒体传播手段，甚至包括帮助科

学家走进媒体的新闻故事和深度报道科

学研究背后的一些内容。

这项培训的导师是在BBC工作5年

的新闻编辑 John，及“明日世界”20多年

的资深主持人Judith。

政府人员与科学家配对计划
该计划帮助英国国会议员、公务员

和一些顶级科学家之间搭建桥梁。通过

“威斯敏斯特周”和互相探访，英国皇家

学会支持参与的科学家与国会议员或公

务员进行配对。帮助议员和公务员与从

事实践研究的科学家建立长期联系，帮

助科学家理解政治决策及其相关压力。

自2001年以来超过250个科学家已

经与国会议员和公务员进行配对。克

隆、转基因作物、气候变化和纳米技术，

这些都是在议会讨论中的前沿问题。英

国皇家学会提供的配对计划，使议员们

有机会探索自己决策背后的科学内容。

同时该计划还提供了工业领域和学术界

合作的机会，使科学家了解政策制定过

程，探索与政府分享知识的方法。

申请参与配对计划的科学家须具备

至少2年的博士后研究经历或与之相当

的研究经验。申请人也应能表现出良好

的社交沟通技巧，尤其是具备向非专业

领域人员介绍自身研究的能力。

科学创新及其商业经营
该课程由英国皇家学会设计，与帝

国学院的商学院合作，帮助研究人员更

好地理解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间的关

系、科学企业家的含义及运作一个成功

的研究小组的方法。该课程仅允许由英

国皇家学会或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

理事会（BBSRC）资助的研究人员参加。

培训内容借鉴了业务和管理方面的最新

理论，并将利用顶尖科学家、跨国科学公

司管理者和商业专家在演讲中提及的研

究内容和第一手经验的数据作为案例进

行分析。该课程共有3个独立模块分别

是：科技与经济、领导效能、科技创业。

科技与经济模块将探讨科学研究在

经济中的作用及科学与工业、社会间的

关系，理解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关于在校

科研资金申请问题的解读，应如何管理

科学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的合作。

领导效能模块侧重在科研团队中，

有效地巩固领导力和管理能力，包括团

队中的沟通和提高团队效率等方面。该

模块的内容关系到所有需要管理组员和

团队的研究科学家，与会者将探讨具有

感染力的领导者所具备的属性、特质和

行为，以及在领导团队过程中接受有关

他们个人风格方面的反馈。

科技创业模块中，学员将与创业、经

营和融资等领域的专家讨论科学创业面

临的挑战和机会。学员将有机会把自身

的研究进行包装，推销给专家小组，并得

到专家评审的反馈。这有助于拓展视

野，应如何进行技术转让和学术创业，如

何商业化一些学术思维，如何沟通现有

的商业计划和早期融资。

如何开展教育展览
教育展览课程是面向于热心科普工

作的英国皇家学会研究人员的一门课

程。提高科学家与年轻人的沟通技巧，

增强教育宣传的有效性，并提升现有推

广活动的影响力。课程适合于任何希

望与公众沟通进行科学传播但“零基

础”的科研人员，也适用于已经做过一

些学校或青少年展览活动，但仍想提高

他们的沟通技能并学习宣传方法的研

究人员。

培训将把授课和实践活动相结合，

让学员有机会思考自身的学习体会及对

科学传播的理解。该课程为期2天，在课

程的间隔时间中，让学员与他们合作的

附属学校或学院进行活动。

“师友”辅导计划
英国皇家学会展开的辅导计划也是

一项“师友”计划，为正处于职业生涯早

期的受英国皇家学会资助的新晋青年研

究员提供事业支持；与之分享关于职业

发展、研发和基金资助等方面的经验和

建议。

正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新研究员将

有机会阐述自己喜好的指导方式，辅导

协调员将尝试找出他们觉得合适而有效

的导师。随后配对的“师徒”合作伙伴将

在当年进行数次会面或联系，深入讨论

一些青年人员常常面临的问题。如何规

划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确保按自己要

求的目标前进；了解目前面临的资金环

境，知道在何时何地寻找额外资金的支

持；如何带领和管理一个研究小组；如何

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引导组内的研究

成员等。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英国皇家学会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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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的政策建议省级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的政策建议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文//周丽 1，张希良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 清

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2009年，我国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比2005年下降40%~45%，并进一步下达了“十二五”各地区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由于我国碳排放在地

域上有很大差别，分析各个地区排放现状，有助于了解省份、区

域之间能源消费、碳排放之间的异同，也有助于寻找未来减少碳

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有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国内减排政

策。然而，目前我国还缺乏一套完整的省级二氧化碳排放核算

方法。因此，为确保实现国家减排目标并合理制定地方排放指

标，需提出一个科学的考虑国情特点的省级二氧化碳排放核算

方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决策参考。

基于生产侧的地区碳排放核算方法的不足

国内碳排放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展了

地区碳排放的核算和分析工作。但是，对于地区碳排放核算方

法大多采用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参考方

法，即基于该地区的能源消费量及排放因子，也是基于生产侧的

碳排放核算。但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分布和使用具有不均衡

性。部分省份，例如山西、内蒙、陕西和新疆，向外省输送大量电

力，并以火电为主；部分省份，比如北京和上海外购了大量电

力。目前的能源消费统计体系中，转移的电力消费计入电力输

入省份的能源消费总量。火电外送对当地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

碳排放量都有影响，尤以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显著。因此，基于

生产侧的地区碳排放核算方法由于缺乏地区性的排放因子，导

致地区排放量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基于消费侧的地区碳排放核算方法的挑战

在碳核算体系中，国际通行的原则是在碳排放发生地进行

计量，该方法能够体现某地区所有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然而，该方法在我国应用中面临了诸多问题。

1）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由于中国还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

监测数据，目前只能基于化石燃料的消费量计算。中国的地区

能源消费统计来源主要有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年鉴、

《新中国统计60年资料汇编》等。然而，现有历史数据存在数据

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

2）各地区分品种能源消耗数据不够明晰。根据地区能源消

费平衡表，各地区能源消费品种不够细致。分品种能源的最后

一项为“其他能源”，包括回收能和非商品能源。缺乏对于“其他

能源”项目明确的解释，因此无法准确核算各地区煤、油、气、电

和热力的分类别数据。

3）缺乏地区能源热值的数据。在现有研究中，各地区都统

一采取当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中公布的“各种能源折标

准煤参考系数”。然而，各地区实际能源消费的品种并不完全等

于全国平均值。由于缺乏地区能源热值的数据，会导致地方排

放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

4）现有统计体系缺乏电力输送关系数据。各省份消费的电

力所对应的一次能源量必须追溯到电力生产端。同时为体现区

域间电力输送的公平关系，必须考虑省份间电力调入调出关系，

从而根据本地电力生产结构以及调出/调入地的电力生产结构核

算该地区电力消费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目前并没有相关

电力输送的官方统计数据。

5）现有统计体系缺乏分区域电网的电力排放统计。目前，

我国电力调出/调入地均是基于某一个区域的电网，而非一个省

份。因此，统计数据不仅需要包含一个省份范围内的电力生产

结构，还需要对一个区域电网的电力生产结构和排放进行统计

核算。

建议

1）完善地方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体系。为了支撑各个地区

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方法、分析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必

须改进现有的能源与排放数据统计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地方分品种能源统计类别需要更加明细，需要明确“其

他能源”的含义和内容；二是增加地方电力调入调出数量及相应

电网排放因子的数据统计；三是加强地方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

性，减少地方能源数据总和与国家统计数据的误差；四是加强地

方能源热值数据的分类别统计，或是细化能源消费品种类别，比

如将原煤细化为不同热值的煤炭品类。

2）采用基于消费侧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尽管基

于消费侧的地区碳排放核算方法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地方数

据统计体系完善的基础上，该方法对于我国具有很好的适用

性。它能够考虑地区间电力输送关系的国情特点，反映地区能

源需求与碳排放的实际情况，能够减少地方数据与国家数据的

差异性，较好地支撑我国地区碳排放相关分析的相关研究，为国

家碳排放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参照性的数据基础。

3）建立标准的地方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方法和数据库。无

论采用哪种地方碳排放核算途径，都必须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

的地方碳排放核算方法以及相应统一的地方碳排放相关数据统

计数据库，从而保证碳排放数据的一致性和合理性。标准的核

算方法和基础数据有助于不同学者、机构等研究省份、区域之间

能源消费、碳排放之间的异同，从而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更

加科学、合理的国内减排政策，包括地方碳强度指标分解、地方

碳强度指标考核方法等。为实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

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宏伟目标提供有力的科学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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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大规模视觉计算”专题出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王亮王亮、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Anton van den HengelAnton van den Hengel以及芬

兰奥卢大学Matti PietikainenMatti Pietikainen共同组织了“大规

模视觉计算”专题。专题围绕与大规模视觉计

算相关的理论、技术与应用等热点问题，从不同

方面介绍了这个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专题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丽王丽等提出一

种新颖有效的方法来表达面部表情特征，该方

法结合了面部行为编码系统和均匀局部二值化

模式；井冈山大学的刘欢刘欢等针对腹部全景重构问题，提出了光照鲁棒

的、抗模糊的组合特征描述子用于图像匹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刘青刘青

山山等提出一种新颖的鲁棒的文本检测方法，该方法结合了视觉外观与

几何推理规则；印度耶路撒冷工程学院的R. MinuR. Minu等结合了多模态图

像本体论的概念，提出基于本体论的图像检索系统；沈阳航空大学的姬姬

晓飞晓飞等提出改进的时空运动特征，用于视频中的人的运动行为识别；印

度安娜大学的 L. BalajiL. Balaji等针对视频编码中模式确定的计算复杂度问

题，提出利用层之间的关系来减少冗余的候选模式问题。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ation and Computing (IJAC) [2014-10-12]
推荐人：IJAC，陈培颖

室温钠离子电池最新研究进展

与其他储能方式相比，室温钠离子电池具有一系列

优势，而寻找廉价且性能优异的钠离子电池电极材料是

实现钠离子储能电池实际应用的关键之一。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胡勇胜胡勇胜等研究发现Cu元素

能够在P2/O3层状材料中实现Cu2+/Cu3+氧化还原电对

的可逆转变，而且储钠电位在3.2 V vs. Na+/Na以上，这

是首次在二次电池中真正实现Cu2+/Cu3+氧化还原电对

的可逆转变，并且表现出非常小的电化学极化。该研究

成果发表于《中国物理 B》2014
年第11期。

这一研究成果对设计和发

展室温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提

供了新的方向，意味着可以利用

成本低廉和环境友好的Cu取代

正极材料中常用的Ni、Co有毒

元素，并达到同样的电化学性

能，同时降低电池成本。

《中国物理B》[2014-10-17]
推荐人：《中国物理B》，王久丽

基于CMIP5多模式结果评估人类

活动对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区

气候变化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李春香李春香等

基于CMIP5多模式的

历史试验以及单因子

强迫气候归因试验结

果，评估了温室气体、

气溶胶、土地利用及所

有人类活动对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区气

候变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所有人类活动和温室气

体强迫会引起全球陆地显著增温，特别

是由温室气体强迫引起的北半球中高纬

地区近60年的增温幅度几乎是历史变化

的 2~3倍，气溶胶的降温效应则对近 60
年来的全球变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土地利用在大多数干旱半干旱区具有微

弱的降温作用。近60年，中国北方干旱

半干旱区的气温和降水变化受人类活动

的影响最为显著。基于集合经验模态分

解的结果，大多数地区气温和降水的年

代际和多年代际变化特征均是所有人类

活动综合作用“同步叠加”在自然变化之

上的一种结果；其中，气溶胶在大多数地

区显著促进温度的多年代际变化，土地

利用在澳大利亚地区则起到明显的抑制

作用；对降水的多年代际变化而言，气溶

胶的贡献相对比较突出，而温室气体和

土地利用对全球降水的多年代尺度特征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科学通报》[2014-10-15]

钼酸锌-碳复合材料在染料敏化

太阳能电池对电极中应用
大连海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唐蓓蓓唐蓓蓓等采用水热合成法制备出片状结

构钼酸锌，并以其为原料，添加石墨（G）
或导电碳（Cc），利用喷涂法分别制备出

ZnMoO4、ZnMoO4-G 和 ZnMoO4-Cc
对电极催化材料，应用于染料敏化太阳

能电池（DSCs）中。

实验结果表明：以

ZnMoO4 为对电极材

料的DSC光电转换效

率为4.19%，在分别添

加石墨及导电碳制备

成复合对电极材料后，

其相应的光电转换效

率分别提高到 6.56%
及 7.36%。其中，ZnMoO4-Cc对电极

与相同条件下铂对电极的光电转换效率

（7.81%）相当。电化学阻抗，循环伏安法

及 Tafel 极化曲线测试结果表明，Zn⁃
MoO4、ZnMoO4-G 和 ZnMoO4-Cc 3

种材料均具有一定的导电性和电催化

性能。

《无机材料学报》[2014-11-20]

提高测量可靠性的多传感器数据

融合有偏估计方法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自动化系岳元岳元

龙龙等为了提高测量数据可靠性，多传感

器数据融合在过程控制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

研究人员基于有偏估计能够减小最

小二乘无偏估计方差的思想，提出采用

多传感器有偏估计数据融合改善测量数

据可靠性的方法。首先，基于岭估计提

出了有偏测量过程，并给出了测量数据

可靠性定量表示方法，同时证明了有偏

测量可靠度优于无偏测量可靠度。其

次，提出了多传感器有偏估计数据融合

方法，证明了现有集中

式与分布式无偏估计

数据融合之间的等价

性。最后，证明了多传

感器有偏估计数据融

合收敛于无偏估计数

据融合。实例应用验

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自动化学报》[2014-09-20]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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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全球最纤薄的发电机问世

美国科学家10月23日在Nature上发表研究报告称，他们首次在一块单个原子厚度的二硫化钼（MoS2）
内观察到了压电效应，证实了此前的理论预测，并研制出全球最纤薄的发电机兼力学感知设备，其不仅非常

透明轻质且可弯曲可拉伸。

压电效应指的是拉伸或按压一种材料会导致其产生电压，或者反过来，施加电压会导致物质被拉伸或者

收缩。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仍没有在几个原子厚度的材料内观测到压电效应。该研究的合作者、佐治亚理工

学院材料科学和工程学教授Wang ZhonglinWang Zhonglin表示：“最新研究不仅为二硫化钼等二维材料提供了新属性，也

有助于科学家们研制出采用力学控制的新型电子设备。”另一合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力学工程学教授JamesJames
HoneHone表示：“这种材料只有单个原子层那么厚，有望被制成可穿戴式设备，或许可以将其整合进布料内，将人

体运动的能量转变为电，从而为可穿戴传感器、医疗设备或手机供电。” 《科技日报》[2014-10-23]

沙漠禽鸟为水源长途迁徙
一项新研究指出，

一种澳大利亚滨鸟能够

发现并迅速飞往一场大

雨在沙漠中形成的短暂

存在的湖泊。这种名为

斑长脚鹬的鸟比体形最

大的鹬略大一点，通常

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但它们偶尔

迁移到内陆地区，在水体附近繁殖和养

育后代。研究成果发表于 10月 15日出

版的Biology Letters上。

研究结果称，在某些情况下，鸟类离

开2个相隔甚远的位置，沿着不同路线越

过沙漠，最后聚集在相同的偏远内陆湖

泊。在 2.5天里，有的斑长脚鹬飞过了

2200 km，研究人员表示，这一距离和速

度几乎是其他已知沙漠水禽的2倍。同

时，尽管许多迁移始于远方降水发生之

后，但也有一些鸟直到形成湖泊的降雨

发生并结束数周后才启程。因此，尚不

清楚是什么为落后的斑长脚鹬提供了线

索，然后将目标导向湖泊。该研究小组

表示，不太可能是早已结束的与风暴有

关的天气模式，而可能是盐碱湖洪水发

出的气味，或者丰年虾的慷慨赋予。

《中国科学报》[2014-10-24]

科学家揭开太阳界面区神秘面纱
10月 17日，Science杂志刊登一组

5篇论文，公布了美国新型太阳观测卫星

的第一批观察结果，初步揭开了太阳界

面区的神秘面纱。

这组论文的作者之

一、美国哈佛－史密森

天体物理学中心田晖田晖表

示，他们利用2013年发

射的太阳界面区成像光

谱仪卫星观测发现，界

面区充满了间歇性的极

高速度的小尺度喷流，是过渡区的一种

主要结构。而在大部分现有的太阳风模

型中，界面区里物质外流的速度一般只

有每秒几千米，且流动是稳定与连续不

停的。

他们的观测还表明，过渡区是非常动

态的 ，其局地的厚度可能远远 超过

500 km。而现有的太阳大气模型里，太阳

过渡区基本上是一个静态区域，只有

500 km厚的区域，这些模型预测的过渡区

辐射一般比实际观测的要低几个数量级。

新华网 [2014-10-21]

新药或可减少结肠癌前息肉形成
美国布法罗大学（UB）医学与生物医

学科学学院开展的一项动物研究结果表

明，一种口服的生物药物可成功治疗肠

道中的慢性癌前期炎症。这一研究成果

发表于 10 月 15 日出版的 Cancer Re⁃
search上。

根据研究人员介绍，这是首次将一

种口服生物制剂成功用于改变遗传病的

自然史；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一个使个

体处于结肠癌高危风险的突变。利用肠

道癌前病变动物模型，文章第一作者、布

法罗大学医学院“医学科学家训练项目”

的博士研究生Allen ChungAllen Chung和他的研究

小组确定，慢性发炎肠道中的某类免疫

细胞，可以重组进而有助于疾病的发展，

并不是防御它。利用肠道癌前病变动物

模型，Chung和他的研究小组确定，慢性

发炎肠道中的某类免疫细胞，可以重组

进而有助于疾病的发展，并不是防御它。

“我们现在参与的研究，有望能够确

定，我们在小鼠模型中

所观察到的一些免疫

现象，是否代表了某些

人类患者的肠道疾病，

这些人携带的遗传突

变使他们倾向于患上

结肠癌。”Chung 表

示。

《中国科学报》[2014-10-24]

科学家发现负责处理死亡细胞的2种受体

Nature Immunology 10月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介绍了免疫系统处理死细胞的不同方法。人体内每

天有数十亿死细胞产生，而死细胞的累积会引发组织异常。因而扮演细胞垃圾收集者的特定细胞就很有存

在的必要。

研究人员发现，在死细胞收集清除过程中，免疫细胞会使用到不同的细胞受体，这些细胞受体被统称为

TAM受体酪氨酸激酶。而TAM受体—Mer和Axl能识别依附在死细胞表面的蛋白并标记下来以便后续处

理。Mer大多在正常情况下运行，通过移除死细胞来保持组织的免疫耐受性。而相反的是，Axl在发炎时会

数量激增并将移除过程接管过来。随着目前针对TAM受体的临床治疗方法在癌症和自动免疫类疾病方向

的发展，Mer和Axl功能上的区分变得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2014-10-24]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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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探索星空的探索星空的400400年征程年征程

[美] 唐纳德·G·约克，欧文·金格里奇，

张双南 主编，徐泓 方伟 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3年 11月第 1版，定价：

13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鞠强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人类的历史是一条曲折向前的道

路，一些重要的事件就是这条路上的里

程碑，标示着一个个转捩点。帝国的崛

起、领袖的上台以及战争的爆发与结束

等等事件可以即刻吸引世人的目光，同

时显著地改变当时当地人类的生活。有

的时候，这种改变非常剧烈，会有爆炸性

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宫殿会

倒塌，硝烟会散去，很多政治、军事事件

的影响很快就会消弭于历史的尘埃中。

还有另外一类事件，发生的时候悄无声

息，无人关注，然而伴随历史的推进，其

影响会逐渐显现并且愈发深远，而对未

来的意义甚至不可估量。1608年，汉斯·

利伯希（Hans Lipperhey）无意中发明望

远镜正是后者之一。

望远镜的发明在17世纪初的西欧科

学界激起了一阵涟漪，伽利略在得知这

一消息后开始制作可以观察星空的天文

望远镜，近代科学革命由此拉开大幕。

作为一家眼镜店的主人，利伯希绝对不

会想到自己的发明不仅改变了人类探索

星空的历史、大大地加快了人类认识宇

宙的步伐，更是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文明

进程。

利伯希发明望远镜400年后，世界各

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一重要的事

件，2008年 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视野

400（New Vision 400，NV400）会议”正

是其中之一。主办方在会议之后将此次

会议报告等成果汇编成书，随后又译成

中文，即是《天文学革命：仰望星空 400
年》一书。

全书共分六篇24章，以望远镜为主

线展开，内容涵盖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超

新星、气态星云、暗物质、暗能量和黑洞

在内的几乎所有当代天体物理学研究的

热点领域，同时涉及暴涨理论、弦理论和

多重宇宙等更多未解的谜团。在这些问

题的相关研究中，每一次取得重要进展

都离不开望远镜的重要贡献。本书对这

些内容的介绍均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基

础，可以勾勒出一幅目前人类探索星空

的全景图，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然而，本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虽

然此书的撰稿人名单中包括了诸多世界

著名学者，同时又有很多图表、数据和公

式，但编者却希望此书的读者群能够不

仅仅局限在学术界。正如编者在序言中

所说，除了借由本书的内容来认识天文学

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外，我们还可以以目

前的知识和思考为基础去探讨天文学和

整个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例如望远镜对社

会的影响以及望远镜与自然界“大问题”

之间的关系等。这种宏观的视角显然要

超出天文学研究本身，而这也正是本书不

同于其他学术专著的最大特点。

利伯希发明的望远镜最初只是两片

透镜的简单组合，后来伽利略和开普勒进

行了改进，大幅提高了望远镜的性能。在

光学望远镜之后，射电望远镜又成为探索

星空的利器。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

系列空间望远镜的升空，我们观察宇宙的

角度也更为全面。不过，这部恢弘的历史

对于更多人来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本

书中很多文章特别是前3章的作者都是

重大科学发现的亲历者，他们用自己的经

历讲述望远镜发展的历程，不仅具体而生

动，而且更有感召力，可以在学术界之外

激发起更多对望远镜建设的关注和支

持。例如，我国目前正在贵州省平塘县建

设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公众对项目的背景和意义知之甚少。如

果能够借由纪念望远镜发明400年的机

会通过本书向公众做一场望远镜的科普，

激励青少年投身天文学事业，那无疑具有

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

望远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因

此不可能脱离社会而高高在上。本书开

篇就引用了古罗马著名哲学家西塞罗

（Cicero）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对着

天上的事物沉思，那么在他面对人间事

物时，其所言所思就会更加高尚。”这说

明，我们对星空的探索不仅拓展了我们

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而且也深刻地影

响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从屈

原的《天问》到梵高的《星夜》，星空给了

人类无数艺术的灵感和心灵的归宿。

更有现实意义的是，天文学研究尤

其是望远镜发明之后的天文学研究，直

接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举一个例

子，对于近代以前的中国这样一个以农

业立国的国家来说，精确历法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研究员孙小淳在本书第17章就提到，

望远镜传入中国后对明朝晚期的天文学

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徐光启利用望

远镜观测日食的结果最终说服皇帝用西

法改革旧历；徐光启还进一步认识到西

方科学是建立在严格的演绎推理之上

的，并产生了继续推动天文学发展并与

实践相结合的想法。

不过，徐光启的希望并没有成为现

实，科学革命也最终没有在中国发生。

作为主编之一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张双南在本书的序言中也提

到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

问”。他以自己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为基

础，试着通过天文学的发展历史、透过天

文望远镜来讨论这一问题，并且给出自

己的理解和认识。望远镜作为科学革命

的催化剂，作为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与

实践为一体的重要发明，在我们回溯历

史的时候又扮演了新的角色。

本书有限的篇幅当然不能包罗自望

远镜发明起400年来人类仰望星空的历

程，但是精彩的内容已经可以为我们描

绘出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从 1608年

这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开始，天文学家不

断为我们对星空的认知开辟了新的疆

界，而“阿波罗11号”登月的意义并不亚

于哥伦布带领水手们远航去发现新大

陆。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了

解太阳系甚至银河系，而是把目光投向

越来越远的宇宙深处。我们想知道地球

是否是宇宙中的生命孤岛，亦或生命的

种子在宇宙中遍地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我们世界观的改变正是得益于400
年前开始的天文学革命。如果从这个角

度来看，我们就能发现本书最大的意义

所在：这不仅是我们对过去的总结，更是

一段全新征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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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想象：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

[美] Jonah Lehrer 著，简学，邓雷群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定

价：56.00元。

Jonah Lehrer 是牛津大学 Rhodes
scholar，关注 20世纪的文学艺术，对艺

术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曾于

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神经学，在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Eric Kandel的实

验室里做过有关记忆的生物学研究实

验。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以神经科学

为依据，生动地阐述文学艺术世界的灵感

来源。作者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以科学

的视角揭示大脑是如何产生创造力的：左

脑还是右脑更擅长创造？爱做白日梦更

有利于发挥创造力吗？鲍勃·迪伦怎么创

作歌词？莎士比亚为何会成为人类历史

上最伟大的剧作者？城市有利于激发人

的创造力？以上问题都是本书围绕“我

们如何想象”这一主题来探讨的。

自然的历史

[美] Tome Baione 著，傅临春 译。重庆大

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定价：78.00
元。

该书是一本极佳的珍本合集，内容

丰富多彩，涵盖了许多主题。无论读者

选择首先关注书中精美的插图，还是文

字内容本身，它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抓住

你的眼球，令你沉醉其中。一册在手，你

将随博物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

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本书的编辑

和内容范围的广度（甚至研究了维多利

亚时代自然史图书的装订）都值得称

道。这本来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珍

藏令人愉悦。它向读者们呈上自然史上

罕见的艺术珍品和文章。

宇宙的奇迹

[英] Brian Cox，Andrew Cohen 著，李剑

龙，叶泉志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年10月第1版，定价：88.00元。

Brian Cox教授带领我们穿越时间

与空间，开始一段充满真知灼见而又令

人兴奋的旅程：你会见证那个137亿年之

久，930亿光年之广，1000亿个星系星罗

棋布，而每个星系又包含着千亿、万亿颗

恒星的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我们把这

个地方称作宇宙。它如此广阔复杂，几

乎无法想象它能被人类所了解。然而在

过去的100年里，科学家们开始将宇宙看

似无穷无尽的复杂性化简成人类能够理

解的知识，并总结出适用于所有时间、所

有地点中的所有事物的自然规律。Bri⁃
an Cox教授将会用地球上我们所熟悉的

事物，为我们解释甚至带我们体验深空

中那些宏大而深奥的现象，将变幻莫测、

不可思议的宇宙带入活生生的现实。用

一种特殊而易于理解的方式为这些问题

寻找答案。

云与大气现象
张超，王燕平，王辰 著。重庆大学出版

社，2014年8月第1版，定价：36.00元。

该书是我国第 1本关于云朵的原创

科普书。介绍了114种（含亚种、附属、从

属、特殊形态）云和大气现象，收录了300
余幅精美图片，每一种云都有形态描述

和识别要点，部分种类亦包括与相近种

类的区分方式，以及该种云出现后有可

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状况。其中包括近 2
年国际上最新发表的云种糙面云（又译

作波涛云）、珠穆朗玛峰的旗云、大片虹

彩云、“火彩虹”环地平弧、“倒彩虹”环天

顶弧、多重佛光、各种日月晕、马蹄云、悬

球云等多种难得一见的天空奇景。3位

作者积累10年的倾心之作，由此打开识

别天空的一扇华丽之门。

记忆的风景

[荷] Douwe Draaisma 著，张朝霞 译。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7月第 1版，定

价：42.00元。

记忆中的某个场景，为什么会像照片

一样清晰地印刻在脑海中？尘封已久的

往事，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恍如昨日？转瞬

即逝的似曾相识感，是前世的轮回还是现

世记忆的魔法？虚无缥缈、错综复杂的人

类记忆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荷兰格

罗宁根大学心理系教授Douwe Draais⁃
ma将带你进行一次记忆的探秘之旅，与

你一起揭秘个体生命编年史“自传体记

忆”的运作规则，并为你转动记忆的万花

筒，展现“似曾相识”“闪光灯记忆”“普鲁

斯特现象”“濒死体验”等各式记忆风景的

奇幻瑰丽。作者笔下的记忆研究，既有着

学者的客观严谨，又饱含浪漫的诗意和人

文情怀。翻开本书，在作者温柔诗意的叙

述中聆听记忆的回响，给自己一个机会放

慢疾驰的脚步，回望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悠

悠时光。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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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坚持梦想 永不放弃

2013年金秋 9月，我带着感激与憧

憬来到北京理工大学，成为机电学院兵

器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始

了新阶段的学习与生活。我很荣幸加入

到药剂组这个大家庭，跟随张建国教授

学习含能材料的合成与制备。作为新成

员的我，对于这个新环境无疑是陌生的，

但导师和师兄、师姐热情和亲切的指导

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如今我已融入到这

个大家庭。学习生活既忙碌又充实，我

学到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很多朋友。回

顾我读博士以前的学习经历：7岁开始读

小学、13岁开始读初中、16岁开始读高

中、19岁开始本科4年的学习，23岁开始

硕士研究生阶段 3年的学习，到如今 27
岁的我将进行4年的博士阶段学习。我

知道未来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但这

并不能阻挡我的求学之路，我坚信知识

能够改变命运，所以我绝不放弃！

我的硕士学位是在中北大学获得

的，学习的专业是安全技术及工程，研究

方向是可燃气体与粉尘爆炸特性。回想

起读硕士期间3年的学习生活，我心中不

由得燃起对我的导师谭迎新教授的感激

之情。由于气体与粉尘爆炸实验存在一

定的危险性，所以谭老师每次都亲自在

我们旁边指导与监督，提醒我们注意安

全。我也深深认识到实验对科研的重要

支撑作用：通过实验现象能够让我对科

研对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能对科

研问题进行验证和解释。3年的硕士学

习生活让我对安全专业领域有了懵懂的

认识，迈入了科研的门槛，我对科研产生

了浓厚兴趣，明确了为科研事业奋斗的

决心，因此，我积极复习功课，希望继续

攻读博士学位。

当进入北京理工大学攻读博士时，

入学的喜悦刚刚过去，我就感到自己正

在面临很大的挑战。我发现，无论是发

表论文的水平，还是科学研究的深度，博

士的要求都比硕士阶段高，而且从安全

技术及工程专业跨到了兵器科学与技术

专业，这对我而言更是极大的挑战。因

此，我的读博生活必然会遇到更多困难

和阻碍。

幸好张建国老师亲切耐心的教导让

我感到无比温暖，也激励我奋发图强。

为了能够更早地学习专业知识以及进入

实验室工作，我将基础课都选在第 1学

期，按照培养计划的要求一共9门课（18
学分）。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也进一

步扩充了自己的知识面。平时跟师兄、

师姐的交流让我深刻认识到没有牢固扎

实的基础知识就没有科研的创新。作为

一名跨专业进入研究组的学生，我意识

到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追上别人。因此

课余时间，我大量阅读有关化学方面的

教材，尤其是有机化学和配位化学。课

题方向还涉及化学计算，因此量子化学

的知识和相关软件如Gaussian，Materi⁃
als Studio也在进行学习；相关仪器的操

作和分析也需要学习很多知识，比如四

大光谱：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

和质谱。这一切都是新的领域，新的认

识。因此我勤动笔，勤思考，碰到不懂的

就及时向同学、师兄、师姐以及导师请

教。文献查阅本身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论文写作是以阅

读大量文献为基础的。因此我系统学习

了EndNote软件和文献、专利检索工具，

对文献进行泛读和精读。尤其是在阅读

英文文献时，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专业

词汇的匮乏，中文的思维模式局限以及专

业基础知识的薄弱。碰到问题就要想办

法解决，比如哪个单词不认识，我就利用

电脑或工具书去查阅，或者请教其他人。

每阅读一篇文献我都耗费了很大精力。

虽然过程艰难，但是既然一心求学就只有

迎难而上。搜索学习文献，没有任何捷

径，只有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阅读和思

索，才能有所收获，得到新的启示。

在化学实验的道路上也同样没有任

何捷径，而且可能遇到更多挫折！化学合

成实验中常常得不到预期结果，但不能因

为实验失败就放弃尝试，记得实验组的师

兄、师姐在西山做实验时，为了合成DHT
（3，6-二肼基-1，2，4，5四嗪），经历过很

多次失败才成功地拿到其单晶结构。所

以成功是建立在一次次失败的基础上。

作为博士生，不能只是纵向发展，横

向扩宽知识面也同样重要。学科之间并

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在

学习信息、系统、控制这门课时，控制论

中提到了利用反馈信息，使系统减少偏

移，趋于稳定状态。在化学学习中，会有

理解偏差的问题，比如把活化能理解为

活化分子具有的平均能量就属于这种情

况，这种问题需要及时纠正，否则会影响

下一步信息的输入，也就是更深一步的

学习。

此 外 ，

导师在我博

士阶段起到

了重要的作

用。只有多

交 流 ，导 师

才能明确指

出现阶段的问题与不足，便于我们及时

做出调整，而且导师的以身作则也会让

学生用更加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对待科

研。在西山实验室，由于LA（叠氮化铅）

敏感度很高，危险性较大，张建国老师亲

自进行 LA压药，每操作完一步，都进行

讲解并提出注意事项，这件事令我印象

深刻。每个周末我都会跟张老师通过邮

件联系，将本周的情况进行总结并汇报，

张老师也都及时回复，确定下一步的目

标和内容，使得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成功需要持之以恒，科研工作更是

如此。在学习的道路上勤奋和刻苦是必

不可少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我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很多

问题需要解决。我会珍惜博士学习的宝

贵机会，及时对自己的实验工作进行总

结，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去学习、去思考、

去实践。科研之路虽然困难重重，但我

坚信只要坚持自己的科研之梦，永不放

弃，就可以走得更远！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博士研究生

秦涧秦涧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科技导报》“读者之声”栏目征稿

为促进科技交流、优化学术环境、分享

科研经验、倾听前沿呼声，《科技导报》“读

者之声”栏目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生

征稿。

征文范围：

1）个人科研体会；学术交流、实地考察

的见闻、心得；实验室趣闻；申请课题、项目

研发的经历、感悟；导师/研究生交流的经验

及小故事；科研论文撰写、投稿的体会、收

获等。

2）对《科技导报》办刊的评论、意见、建

议；投稿、审稿的经历、感受；对科研论文、

栏目文章的评论、评议；对办刊方针、刊物

定位、栏目设置、整体特色的认识、评价等。

征文要求：1000~2000字左右/篇，所述

不求全面，但求真实真切，具有原创性、合

理性、可读性。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编辑部编辑部

87



科技导报 2014，32（31）www.kjdb.org

21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任务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任务

文//刘庆柱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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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是近代形成的以地质学和生

物学的学科方法研究人类及与其相关历

史的科学。作为世界考古学重要组成部

分的中国考古学，自19世纪末考古学传

入中国以来，虽然仅有百余年，但是其所

取得的成就已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对

照世界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现状来

看，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着一些重大

科学研究任务，如包括“中国人”在内的

现代人类起源问题、国家起源与形成问

题、中华民族的考古学认知问题等。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问题，20世纪80
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根据遗传学

研究与非洲、欧洲和西亚等地的古人类

化石与考古学资料，提出世界各地的现

代人均起源于约 15~20万年前的非洲，

大约10万年前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

当地的古人类。他们与古老人类属于不

同物种的一种新人类。还有一些学者根

据东亚与旧大陆各地古人类化石与旧石

器时代考古发现，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

到晚期智人，从体质人类学上观察具有

一脉相承的特征，他们使用的石器发展

序列相连，其考古学文化变化前后相承，

从古人类与考古学两方面都说明他们有

着连续不断进化的可能性，因而提出现

代人类是从当地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学术

观点。前者被称为现代人类起源“一元

说”，后者则称为现代人类起源“多地

说”。现在还难以说哪种学说正确，这方

面的科学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新资料、新

方法，相关学科之间还需更多取长补短，

克服单一“学科”在现代人类起源研究上

的局限性。我认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多

元说”与“一元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考

古学、古人类学与分子生物学不同学科，

基于本学科的不同方法，从而得出不同

结论。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不同学

科，是人们为了认识、了解自然与人文及

社会等客体，而将这些“客体”进行“人

为”的“分割”而创设的。因此，各种各样

的“学科”在认知“客体”世界时，有其科

学性、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可

避免的局限性。因此，在涉及现代人类

起源这类“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必须进

行学科的“整合”，必须“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这样才能使

人类起源的研究，更接近科学。中国学者

也应该走出国门，走进非洲，与国外学者

共同开展世界现代人类起源的全面、深入

研究，从而深化对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的认

识，并使国际学术界更多了解中国学者提

出的现代人类起源“多地说”。

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实际上就是

目前所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

一涉及多学科的项目开展十余年来，取

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一些关键性学术问

题，还有待深化。首先是研究课题本身

的学科界定，并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重

视。“国家起源”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属

于“政治学”学科范畴。但是开展“国家

起源”的科学研究，不是“政治学”学科所

能够独立完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

靠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结

合，从科学研究资料的获得，到科研技术

路线的设计以及涉及国家起源与发展的

相关理论的探索，必须置于“大科学”的

视域之下。所谓“大科学”就是自然科

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体”。其

实国家起源的“原动力”是由人类科学技

术的发展决定的。考古学所揭示出的人

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与社会整体所使用的“工具”

密切相关。因此，考古学所表述的“石器

时代”与“原始社会”相对应，“青铜时代”

与“奴隶社会”相对应，“铁器时代”与“封

建社会”相对应，“蒸汽机时代”与“资本

主义社会”相对应。考古学采取多学科

结合的方法，利用人类先进的自然科学

技术研究人类历史，更深刻、更广泛、更

科学认知“自身”历史。从而使诸如“国

家起源与形成”这类科学研究更为“科学

化”，由国家科技部立项的国家重大科研

项目——“中华探源工程”的十余年科学

实践，在这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

“科学化”作出了示范。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是 21
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紧迫的科学研究任

务。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

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考古学

有可能利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更为精密、

严谨的技术路线，深入进行中华民族形

成与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分子生物学在

这一领域展现出了其特殊的重大学术贡

献，一批与此相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已经

立项，相关科研成果已经相继面世。这一

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学研究，应该说刚刚开

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对作为56个

民族集大成的中华民族的“认知”、“认同”

问题上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道路，由于

多种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国的广泛

应用，发现了不少过去考古研究中无法

涉及或被忽略的方面，从而极大地拓展

了学科研究领域，深化了科学认知，提高

了科研工作效率，加大了科研的量化成

分，促进了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科学化、现

代化、国际化。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应

该越来越使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

为一体，这种“融汇”过程本身就是中国

考古学学科“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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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与科学共同体同行评议与科学共同体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原

局长，研究员。图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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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吴述尧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学中许多被证明很有效的社会公

约产生于17世纪后期（300多年前）现代

科学诞生的过程。那时候，许多科学家

对其工作保密，以防别人宣称为己有。

当时的杰出人物，包括牛顿，都不喜欢报

导他们的发现，因担心别人会宣布优先

权，这种担心常成为现实。伦敦皇家学

会秘书奥登伯格提出了解决新发现公

开，同时保证其作者荣誉的难题的办法，

他保证在学会的《哲学会刊》上迅速发表，

并当作者的优先权出现问题时提供学会

的官方支持，从而说服了科学家。奥登伯

格还开创了将投稿文章送给能够判断其

质量的专家审查的办法，这些创新导致了

现代科学杂志和同行评议的诞生。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高级专家

Chubin在他的专著《无同行的科学——

同行评议和美国的科学政策》一书中给

出同行评议的定义：“同行评议是用于评

价科学工作的一种组织方法，这种方法

常常被科学界用来判断工作程序的正确

性，确认结果的可靠性以及对有限资源

的分配，诸如杂志版面，研究资助经费，

公认性和特殊荣誉。”同行评议可严格定

义为：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

家来评定一项工作的学术水平或重要性

的一种机制。而价值评议除了学术质量

标准（这是同行评议的要点）外，还要增

加另外一些准则，诸如适时性，普遍性，

可开发性和可应用性等。在理论文献上

同行评议与价值评议是有区别的。在实

践中，要区分二者是很困难的。对以好

奇心驱动为主的研究的决策中，与价值

评议相反，同行评议起了很大作用。

科学共同体是学术团体、研究机构

和从事科学活动的群体的总称，在西方，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文献中最常用，国内

称之科技界。今日的科学和技术已成为

左右人类命运的重要力量，然而，在17世

纪，科学被少数学者创立之时，它的价值

只为社会上层统治者中间的少数人所认

识。进入20世纪以来，更多的人都认识

到，科学具有改变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巨大能力。1945年，美国人布什

在他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报告

中断言，基础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新知识，

为国防、为消灭疾病，为新产品、新产业

和新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必需。他同时建

议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由政府拨款资

助基础研究，以改传统的、主要来自慈善

机构和其他私人来源的基础科学资助状

况。战后几十年里，布什的见解得到了

充分的理解。基础研究得到了联邦政府

和私营工业的支持，在工业试验室和迅

速扩大的高等院校中发展壮大，研究以

及科技人员队伍的迅速壮大带来了显著

的成果。科学共同体在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和培育科学道德的过程中

也形成了民主、自由和诚信的自律原则，

一代又一代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不断

地更新着研究队伍，从而推动着研究事

业的发展。德国马普学会文献分析专家

lntg Bommann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全

球科学产出，从18世纪中期的1%，到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2%~3%，再到 2012
年的8%~9%，这相当于全球的科学产出

每9年就会翻番。科学共同体在人类文

明进程的长河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

作用。

1950 年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

（NFS）成立，建立起同行评议系统，并不

断完善。50多年来，NFS将美国R&D预

算经费的4%用于资助科学研究，产生的

新思想使美国科学取得全方位国际领先

地位，为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培养了高水平人才。1994年在美国举行

的对联邦机构的绩效评估中，NFS是最

受信赖的。NFS前主任Neal Lane说：

“NFS作为公共基金的责任管理者的信

誉，归功于完善的同行评议程序。”。而

美国知名学者Rustun Roy在“利用同行

评议取舍——对科学选择理论的贡献”

一文中断言：“正如赢得诺贝尔奖的科学

家的成就表明，同行评议系统是美国科

学家成功的源泉。”。2001年在纪念诺贝

尔奖颁奖 100周年的大会上，时任NFS
主任Colwel宣称：“截至2000年，NFS共

资助了78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

优秀科学家不遗余力的资助，使NFS成

为美国科学的强大驱动器！”。

我国 1982年从美国引进同行评议

方法，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成立，根据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建立了

同行评议系统，并逐渐完善。20多年来，

在基金分配、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了国

内外科学共同体的一致好评，为此赢得

基金总额的快速增长。它的评审系统也

对国内科技管理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科研

管理和人才培养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当然，同行评议在理论上和实践中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科学政策的研究认

为，同行评议有明显的固有不足，虽然荒

谬的偏见和腐败是很少见的，但人们并

不能完全杜绝人为的失误。“不幸的爱因

斯坦”可能是历史上同行评议最大的失

误。1919年11月发生日食期间，英国天

体物理学家埃丁顿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

义相对论，几十名著名的科学家一致提

名爱因斯坦为 1920年诺贝尔物理奖候

选人。但当时身为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

委员、19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

主的加尔斯德兰的一票否决，他不喜欢

相对论。另一位评委奥森，同样是一个

不相信相对论的人，他在评委会中充当

“和事佬”的角色，让爱因斯坦获得1921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他在光电效

应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并注明不包括

相对论！这样使得20世纪最伟大的两项

科学发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中的一项

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给诺贝尔奖留下

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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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工作和生活矛盾的一些实用方法缓解工作和生活矛盾的一些实用方法

·职 场·

文//马臻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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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青年教师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矛

盾。一方面，急需在教学、科研等方面证

实自己。另一方面，照顾家庭、抚育小孩

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无论在工作还是生

活上，付出才会有收获，但每天的时间是

个定值，在这方面花的时间多了，在那方

面花的时间就少了。

工作和生活的矛盾会引起焦虑。例

如，我下午4点把小孩从幼儿园接到家并

等妻子下班回家后，心里很是纠结。如

果这时我开车去学校继续工作，路上可

能堵车，并且让妻子在家烧饭，孩子无人

看管，我不放心。即便赶到学校，可能也

工作不了多久，因为晚回家会影响妻女

休息。而如果我晚上不去学校，则有种

愧疚感，想到同事们正在挑灯夜战，我的

压力更大了。平时要是遇到小孩生病，

更是雪上加霜。这些实际情况促使我思

考缓解矛盾的一些实用方法。

把时间和精力要么花在工作上，要

么花在家庭上，避免做“节外生枝”的

事。有一年我的妻子在国外，圣诞节前

夜到商店门口通宵排队买打折的包。她

不是为了自己买，而是经不起国内朋友

的再三请求而代购，结果在寒风中站了

一夜，不但自己得了重感冒耽误了一个

星期的工作，而且她的朋友在收到包后，

将其加价转卖给了别的“小姐妹”。这真

是个教训！回国工作后，曾有人怂恿我

们炒股票、投资理财、上电视台做娱乐节

目，我都断然拒绝。

要work smart（聪明地工作）。在大

学里，考核总有些基本的指标，比如完成

一定课时数、申请到科研项目、发表科研

论文、指导研究生等。如果能把精力集

中在这些基本的任务上，至少能生存下

来，压力也没那么大。反之，没有按照工

作单位的要求去做，不但把自己搞得很

累，也会给家庭带来负担。妻子的科研

工作就是到国外实验室，利用对方的大

型仪器，集中1~2周时间测数据，然后带

回来花半年时间分析数据、撰写科研论

文。照理说，这种“生产模式”非常有利

于既有事业又有家庭的女性科研工作

者。但在入职初期，她“东一榔头西一棒

子”，做了很多课题，没有及时把数据整

理成文，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聪明工作，还表现在让研究生分担

课题组的一些公共事务，比如购买电脑、

送修打印机、制作课题组主页等。这能

锻炼他们的办事能力，让他们了解学校

内部办事流程，知道导师当课题组长的

不易，也能节约导师大量时间。相反，如

果事必躬亲，那会使自己很累。当然，以

上所指的都是课题组的公共事务。绝不

可以让学生做私事，比如带小孩、搬家、

去医院照顾老人等。

把时间花在家庭上，要有分工。在

家里，我的妻子主内，我主外。她主要照

顾小孩，而我负责一些“抛头露面”的事，

比如联络家电维修、办房产证、接送小孩

等。有些场合需要夫妻同时出席，比如

开车带小孩看舞台剧。也有很多场合不

必夫妻同时出席，比如周末我把妻女送

到妻子的娘家，自己回学校加班，等她们

吃完晚饭，我再开车把她们接回家。“各

取所需”，也节约了时间。

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小孩在看电

视，我就处理电子邮件。周末一家三口

一起去早教班，妻女进教室后，我就坐在

门外的凳子上看书。闲暇时，我不看电

视，而是去做一些买菜、理发、汽车保养

等“任务型”的事情。

如有可能，错峰出行。比如做汽车保

养，利用寒假、暑假的非双休日时间，且避

开上下班高峰时间。错峰出行还包括外

出旅游、购物等等。特别是过年前几天，

上海的路上很清净，开车出行很方便。

利用一些现代的购物、付款或者预

约方式，比如网上购物、网上订票、网上

预约挂号、网上银行、把水电煤气费电话

费账单和银行卡绑定以便自动扣款、电

话预约汽车保养等等。

花钱“买”时间。入住教师公寓后，

妻子抱怨说她蹲在地上用毛巾擦地板，

每周花6个小时。于是，我们找了一个钟

点工上门打扫。搬到新家后，我们买了

一种干湿两用拖把，可以装上一次性静

电除尘纸或者湿巾进行清洁。虽然拖把

和一次性纸巾价格较高，但使用这种产

品带来了便利。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

没时间烧饭就叫外卖或者去饭店吃饭、

买离学校近的房子（哪怕单价颇高）、买

车方便上下班等等。去机场自己打车或

者坐地铁，而不是找朋友开车送。搬家

也是一样，还不如找专业的搬家公司，一

次完成，只要几百元。

长辈的支持对家庭和事业能起很大

作用。我的父母曾在妻子出国做博士后

时帮我们全天候带小孩。妻子回国工作

后，我的母亲和岳母白天轮流到教师公

寓，帮我们带小孩。后来，我的父母主动

把他们浦东的房子卖掉，在我家附近买

了一套二手房，既方便接应，又能腾出些

钱给我们还房贷。当然，让长辈带小孩，

就得考虑他们的感受和实际困难。不希

望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为你辛苦地带小

孩，你却在办公室里看电视剧！

综上所述，理顺关系很重要。“理顺

关系”，就是指梳理好和工作、生活相关

的各种关系（包括健康、财产、亲情、抚育

孩子的“运转模式”、在工作单位的“生产

模式”等），做好最为本质的事情，使家庭

往好的方向走。

时间管理也很重要。通过实践，能

找到适合自己家庭使用的方法，有些书

籍也能给自己“充电”。我时常翻阅的包

括博恩·崔西《吃掉那只青蛙》、梁佩玲

《图解时间管理》、邹鑫《小强升职记：时

间管理故事书》、李践《高绩效人士的五

项管理》、石田淳《不懂带人，你就自己做

到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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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招聘·

研究员

[上海] 同济大学

附属口腔医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医学与生命科学。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 45岁以下。具有教授或研究员职务

者优先。联系人：李琳，电话：021- 66311625，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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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副教授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地理科学、旅游管理、会展

经济与管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和酒店管

理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相应学科的专业背景，管理经

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具有海外科研经历者优先。应聘教

授者年龄不超过 50岁，应聘副教授者年龄不超过 45岁。电话：

021-57126295，电子信箱：sit_rs@shnu.edu.cn。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教育部环境断裂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3~5名。方向：腐蚀电

化学、环境断裂机理（SCC，HE 和 CF）、材料多尺度模拟计算

（DFT，MD和PF等）、材料力学和断裂物理、信息功能陶瓷等。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海外博士后以上科研经历，在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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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副教授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方向：超快

光谱、飞秒激光技术、超快光谱技术、纳微光谱成像技术、超快动力

学、时间分辨光谱、非线性光学、有机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或发光材

料的光谱特性研究等相关领域；光电材料相关理论模拟与计算、理

论化学计算、凝聚态物理及计算、前沿理论计算、物理化学；有机光

电、有机光电材料合成化学、聚集态结构与性能、器件物理、柔性印

刷电子学等；无机光电、光学玻璃与光纤、无机稀土发光材料、光与

材料相互作用、光纤激光器、激光与光学工程等。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具有相关方向研究背景，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高水平

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电话：020-22237016，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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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方向：土木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电气工程、交

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

工程、力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建筑学、物理学、数学、生命科学、

药学、化学等。要求：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应聘教授者年龄

不超过 50岁，应聘副教授者年龄不超过 40岁，应聘博士后者年

龄不超过35岁。具有副教授、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者优先。联

系人：曾晔，电话：028-66366202，电子信箱：talent@home.swjtu.
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合肥]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数学、原子与分子物理、光学

等离子体物理、量子通信、物理学、化学等。岗位1.教授。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副高以上或相当职称，年龄不超过40岁，以

第1作者身份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岗位1.副教授。要求：具

有博士学位，年龄 35岁以下，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优先。岗位

3. 博士后。要求：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2年，年龄 40岁以下，能

够全职进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电子信箱：gfkd2y@sohu.com，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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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讲师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研究中心招聘研究人员 5名。方

向：大面积、高质量宽禁带半导体衬底的研究；电子器件级高质

量宽禁带半导体单晶薄膜及掺杂方法的研究；高温、高效、大功

率微波器件及高效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的研究；基于宽禁带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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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应聘讲师者年龄 32岁以下，应

聘副教授者年龄 35 岁以下。具有相关方向 2 年以上工作经

历，以第 1作者身份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 2篇以上高水平学术

论文。联系人：张明辉，电话：029- 82668155，电子信箱：

zhangminghuicc@mail.xjtu.edu.cn，截止日期：2015-07-31。详情

见：http://www.sciencenet.cn。

副研究员

[南京]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暗物质与空间天文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岗位1. 暗物质粒

子探测卫星（DAMPE)的相关科学研究。要求：具有物理学（粒子物

理、核物理）博士学位，精通Galprop，具一定粒子物理基础，以第1
作者身份在国际主流期刊发表3篇以上暗物质间接探测方面的论

文。具有博士后经历者优先。岗位 2.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DAMPE)的数据处理。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天体物理研究背

景，具有较丰富的Fermi-LAT数据处理经验和较好的编程经验，在

暗物质间接探测、宇宙线方面发表过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数据

处理成果。具有博士后经历者优先。电话：025-83332087，电子

信箱：rjcpmo@pmo.ac.cn。详情见：http://www.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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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武汉]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复杂生物体系核磁共振波谱研究团队招聘研究人员。方向

1.分析化学、波谱分析。要求：具有分析化学、生物化学等相关专

业博士学位，熟悉色谱、质谱、核磁等仪器分析技术。应聘副研

究员者取得博士学位后有 2年及以上相关专业海外研究经历。

方向2.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要求：具有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动力学研究等

经验，具有生物大分子制备、纯化、检测及其结构和功能研究等

经验，熟悉生物分析相关仪器设备的操作。应聘副研究员者取

得博士学位后有2年及以上相关专业海外研究经历。电话：027-
87197056，电子信箱：zhangxu@wipm.ac.cn。详情见：http://www.
cas.ac.cn。

助理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高福研究组招聘研究人

员。方向：晶体操作、数据收集、结构解析等。要求：具有物理、

数学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熟悉计算机及各种程序（如分子动力学

与模拟，NMR或晶体结构解析等程序），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

实验经验，以第1作者身份在本专业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过2篇
以上 SCI研究论文。电子信箱：gaof@im.ac.cn。详情见：http://
www.cas.ac.cn。

科研助理

[天津]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方向：采用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手段，开展原核生物基

因调控、酶动力学、工业酶的基因工程改造与表达等研究。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在微生物分子改造、表达系统构建等方面有

较强的科研背景，在质粒构建、蛋白纯化与表达方面有丰富的经

验，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电子信箱：

song_h@tib.cas.cn。详情见：http://www.cas.ac.cn。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陈章渊课题组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方向：相干通信网络、

可变带宽交换、网络物理损伤机制、软件定义光网络等。要求：

具有通信或网络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光学等物理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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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ostdoctor.org.cn。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工学院席鹏课题组招聘博士后。方向：光学工程、光机电一

体化。要求：具有光学工程、激光、光电子或应用物理等方面博

士学位，熟悉软件编程、数据分析、CAD，实验能力强，以第1作者

身份发表过2篇以上被SCI期刊收录的科学论文，并以主要研究

者的身份参与至少1项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相关科研课

题的申请。具有光学显微成像研究基础，有相关光机电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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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动物生态研究组招聘博士后2~3名。方向：数学生态学

（采用数学与模型方法，研究动物种群时空分布与动态机制）；动

植物关系（主要研究森林或草原生态系统动物-植物相互作用及

动态机制）；行为生态学（鼠类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及神经生

物学机制及生态环境的影响）。要求：具有生物学或相关专业背

景博士学位，以第1作者或者通信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发表过国

际论文。联系人：李宏俊，电话：010-64807110，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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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方向：利用单分子 FRET 和单分子追踪方法，研究 NPY
receptor的信号转导的机制。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生物化学，分

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相关领域受过良好的科研训练，具有

GPCR领域的研究经历，并发表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联系人：

赵永芳，电话：010-64888806，电子信箱：yongfangzhao@sun5.ibp.
ac.cn。详情见：http://www.cas.ac.cn。

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化与细胞所葛高翔研究组招聘博士后。方向：细胞微环境

对肿瘤发生及转移的调控。要求：具有生物学或医学专业博士学

位，掌握基本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以第1作者在

SCI杂志上发表过研究论文。有动物实验研究经验者优先。电子

信箱：gxge@sibcb.ac.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动物生态研究组招聘博士后。方向：以鼠类等有害生

物种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种群暴发成灾规律与调节机制，植

物-动物-微生物复杂互作生态关系。要求：具有生物学或相关

专业背景博士学位，具有相关领域研究经验，以第1作者或者同

等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国际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能够

进行以下研究：（1）数学生态学。采用数学与模型方法，研究动

物种群时空分布与动态机制；（2）动植物关系。研究森林或草原

生态系统动物-植物相互作用及动态机制。（3）行为生态学。研

究鼠类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及神经生物学机制及生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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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联系人：李宏俊，电话：010-64807110，电子信箱：lihj@ioz.
ac.cn。详情见：http://www.cas.ac.cn。

博士后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李福彬课题组招聘博士后。要

求：具有免疫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能

够适应实验室工作环境，能够开展小鼠相关和其它实验室工作，

以第 1作者身份发表过 SCI论文。具有相关研究背景和国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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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方向：氮循环及相关功能微生物生态学。要求：具有博士学

位，年龄不超过35岁，在本研究领域内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

联系人：邓峰煜，电子信箱：houlijun_ecnu@sina.com。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兆才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方向：肿瘤发生信号机制。要求：具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有肿瘤学或动物试验从业经验者优先。

电子信箱：zczhou@sibcb.ac.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
com。

博士后

[武汉] 中国农业科学院

油料作物研究所招聘博士后。方向：油料作物研究。要求：

具有分子生物学、遗传育种、分子生物学等博士学位，年龄40岁
以下，近3年内以第1作者身份发表SCI、EI收录学术研究论文单

篇影响因子达 2.0以上或累计影响因子达 3.0以上。联系人：胡

志勇，电话：027-86712076，电子信箱：huzhiyong@oilcrops.cn。详

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禹城综合试验站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农田生态系统健康

田间监测诊断平台；区域尺度农田生态系统多要素优化配置。

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35岁以下，能胜任野外实验、调查和科

学考察工作。具有以下条件者优先：具有气象、土壤、植物营养、

农学、水文、遥感等相关专业的研究背景；具有扎实的田间实验

基础和分析测试技能；具有关环境科学领域内数学模拟的工作

经历和基础；在SCI杂志上已发表有学术论文。联系人：任萌，电

话：010-64889029，电子信箱：yes@igsnrr.ac.cn。详情见：http://
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环境学院湿地演化与生态恢复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招聘博士

后。方向：潜流带水文生态污染研究。要求：具有环境与生态相

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具有环境、水资源、浮游藻类生态、气象等方

面研究背景，会使用R统计语言，处理非线性相关与空间统计等

问题，发表过SCI研究论文。熟悉浮游藻类生态、集水区模式模

拟、最佳管理作业者优先。电子信箱：ymkair@gmail.com。详情

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神经生物学课题组招聘研究人员。方向：与帕金森综合症

相关的转基因细胞和动物模型中引起其神经功能紊乱的分子与

细胞生物学机制。要求：具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

物学等相关学科专业博士学位，具有细胞分子生物学实验基础，

具备细胞培养、动物细胞转染、mRNA及蛋白表达分析、原代神

经元细胞的分离与培养、冰冻组织切片、免疫组化等相关实验技

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具有小鼠立体手术治疗相

关技能者优先。联系人：张云鹤，电子信箱：craneer@163.com。

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大连]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快速分离与检测研究组招聘研究人员。方向：在线质谱技

术及应用、高分辨质谱应用研究、环境化学、环境催化、化学传感

器研究。要求：具有物理、化学等方向博士学位，具有相关研究

方向研究经验，发表过相关工作的研究论文。联系人：李海洋，

电子信箱：hli@dicp.ac.cn。详情见：http://www.cas.ac.cn。

博士毕业生

[长沙]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区域农业生态中心区域与景观生态组招聘研究人员。方

向：植物生理生态、植物水分关系、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面源污

染、生态环境遥感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较强的室内外

试验能力、较强的数理统计、模型开发和应用能力，以第1作者发

表SCI论文2篇以上具有作物模型、Matlab编程经验者优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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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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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美国]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is seeking a motivated individual to
join their studies on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 Exosomes and the elucid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heir
action. Ongoing studies involve the delivery of purified exosomes
secreted by human or mouse bone marrow MSCs or human
umbilical cord MSCs to rodent models of lung injury and repair,
with focus on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hronic lung disease &
hypoxic signaling. PhD, MD or equivalent degree is required, and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olecular biology, biochemistry, or a
related discipline is highly desirable.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extracellular microvesicles, stem cells, inflammation, or animal
models of disease will complement current research direction.
Please mail curriculum vita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 to: Stella Kourembanas, MD, Chief, Division ofStella Kourembanas, MD, Chief, Division of
Newborn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Harvard MedicalNewborn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Harvard Medical
School, ChildrenSchool, 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s Hospital Boston, 300300 Longwood Avenue,Longwood Avenue,
Boston, MABoston, MA 0211502115, USA or, USA or email material to: alex.alex.
mitsialis@childrens.harvard.edu.mitsialis@childrens.harvard.edu.（源于Science [2014-10-21]）

博士后

[爱尔兰]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seek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to design
and synthesise novel cyclodextrins capable of forming
nanoparticles and of incorporating peptide/proteins as cargos. As
part of the team you will also liaise with scientists at the
partnering companies and collaborators within the TRANS- INT
consortium. While the research will mainly involve organic
synthesis, collaborations will afford experience in chemistry/
biology interactions and physical measurements on colloidal and
nanoparticulate systems. They are seeking an enthusiastic,
motivated synthetic chemist with an ability to work to a high
standard with a proven track record in publishing papers in peer
review journals. The research requires skills in peptide/protein
chemistry. Candidates should posses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planning, organising, team working, practical, problem solving,
record keeping and computing skills. Funding for this post is
available for 1 year and the salary will be commensurate with
experience. For Informal Enquiries on the post candidates should
contact: Caitriona O’Driscoll, Professor and Head of School, E-
mail Address: Caitriona.odriscoll@ucc.ie,Caitriona.odriscoll@ucc.ie, Telephone: 02149013960214901396..
（源于Science [2014-10-22]）

博士后

[捷克] St. Anne's University
Hospital in Brno

Inter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_St. Anne’'s University

Hospital in Brno seek a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 to join an EU-
funded research project within laboratories of Organic Synthesis
and Medicinal Chemistry that involves: synthesis of structurally
complex molecules with targeted biological activity; for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ssential chemical methodology; rational
design and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enzyme activators/inhibitors
affecting key cell-signalling pathways. Prerequisites for successful
role performance: PhD in organic chemistry with solid prior
experience in organic synthesis; additional experience in
medicinal chemistry advantageous; history of excellent research
productivity; ability to design and execute synthesis of organic
compounds of medium- to- high complexity and elucidate their
structure using 2D NMR. Please send a cover letter, a concise
summary of previous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the curriculum vitae
including a publication list to alena.malachova@fnusa.cz.alena.malachova@fnusa.cz.（源 于

Science [2014-10-23]）

博士后

[美国] ExxonMobil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ExxonMobil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has an immediate opening
for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its Corporate Strategic Research
laboratory located in Annandale, NJ. They are seeking a candidate
to join a team executing programs aimed at understanding and
manipulating microbial metabolism related to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must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and demonstrated scientific excellence in 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microbial genetics, protein engineering, and/or synthetic
biology. A PhD in microbiology, biochemistry or related field is
required. Experience with hydrocarbon metabolism, community
analysis, and metatranscriptomics/metaproteomics is desirable.
Candidates should also be willing to explore new areas and have
excellent analytical skills, strong leadership skills, and outstand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llowing him or her to develop broad based
research programs. Please submit your cover letter and resume to
their website at www.exxonmobil.com/ex,www.exxonmobil.com/ex, click on Search openings
and use the keyword“Microbiologist”.（源于 Science [2014- 10-
23]）

博士后

[德国]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Immunobiology and Epigenetics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Immunobiology and Epigenetics in
Freiburg, Germany is offering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Chromatin Regulation (Head: Dr. Asifa Akhtar).
The position is available for an initial two-year appointment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They are looking for enthusiastic,
highly motivated, science- driven and experienced postdoctoral
fellows to join their team to unravel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94



科技导报 2014，32（31） www.kjdb.org

that regulate gene expression.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PhD or
equivalent doctoral degree with at least 3 years of proven research
experience in molecular biology, biochemistry, genetics and/or
high-resolution imaging. Prior experience working in Drosophila or
mouse models is encouraged. Candidates must have at least one
first author publication. Furthermore, the ability to work in a team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an asset. Please apply online via the
jobmarket at their homepage: http://www.ie- freiburg.mpg.de/jobs.http://www.ie- freiburg.mpg.de/jobs.
They are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your complete application
documents (including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a CV).
Please ask three of your referees to send recommendation letters to
schmidl@ie-freiburg.mpg.de.schmidl@ie-freiburg.mpg.de.（源于Science [2014-10-24]）

博士后

[瑞士] ETH Zurich

ETH Zurich-BEL opens a position for a postdoc/scientist with
Neurobiology and Patch-clamp Background for Axonal
Electrophysiology with Patch Clamp and Microelectrode Arrays
(MEAs). A suitable candidate must be an expert in
electrophysiology, have extensive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patch
clamp and a background in neurobiology/neuroscience. Moreover,
experience in cell preparations and staining techniques, as well as
in techniques to assess cell status and viability are expected. The
candidate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interdisciplinary work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s/neurobiology/ data processing. Basic
programming skills (Matlab) are required, and a background in
mathematics,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will be helpful. The
candidate must be able to fluently communicate in English (oral
and written) and be willing to work in a highly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ith students and PhD students. The
activities will include also project management, as the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lead/participate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 complete application package includes CV, transcripts and at
least two reference letters.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exclusively via E-mail: brigitta.elhadj@bsse.ethz.ch.brigitta.elhadj@bsse.ethz.ch.（源于 Science

[2014-10-24]）

博士后

[美国]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is recruiting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o identity cellular genes
important for control of human herpesvirus infection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perform genetic testing to identify and
characterize new cellular genes important for controlling virus
infections. Candidates must have an MD or PhD, less than 5 years
of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in immunology. To
apply, email a CV and cover letter with a brief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interests to Jeffrey Cohen, MD,Jeffrey Cohen, MD,
jcohen@niaid.nih.gov.jcohen@niaid.nih.gov.（源于Science [2014-10-24]）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are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position in chemical
synthesis of materials for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ill carry out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in the new
Sustainability,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mplex on the CU
Boulder East Campus in which RASEI is housed. The research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a multidisciplinary
institute aimed at develop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pproaches to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Close collaborations with faculty from
across the CU Boulder campus will be essential. Teaching and
academic duties will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hom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through a joi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home department and RASEI. Application materials are
accepted electronically at https://www.jobsatcu.com/postings/https://www.jobsatcu.com/postings/8950689506..
（源于Science [2014-10-24]）

助理教授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an independent Jesuit University, is
seeking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track animal physiologist
position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 to begin in August,
2015. The area of specialization within the realm of animal
physiology is open.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l physiology and general biology lecture and laboratory
courses for majors and non-majors and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upper level courses in their specialty.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an active research program that involves mentorship
of undergraduates are expected. Applications, including a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statement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research interests, selected reprints, and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must be submitted via the University’s Employment Online site,
https://universityofscrantonjobs.com.https://universityofscrantonjobs.com.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December 1, 2014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源于Science [2014-10-24]）

助理教授/副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n
assistant or associate professor position in the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with a potential start date of July
1, 2015. This is a state funded position with nine months of
guaranteed salary support. Candidates for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must have completed all degree requirements except
dissertation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and a PhD or equivalen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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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d within one year of the start date. Candidates for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position must have a doctoral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related field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The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is December 1, 2014. Apply at
http://apptrkr.com/http://apptrkr.com/531422531422.. Please direct questions to sph_acadsph_acad
@berkeley.edu.@berkeley.edu. Please reference the position title in your email.
（源于Science [2014-10-24]）

助理教授/副教授

[美国]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eeks an assistant o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Qualifications: PhD in Materials
Engineering, or a related engineering discipline. Industrial
experience is preferred. The applicant must be committed to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highest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caliber, and maintain a student- centric approach at
all time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productive, responsible and caring citizens of the world. Candidate
should have research interest in polymers, biomaterials, or
nanomaterials, and will also be a highly motivated self- starter,
have excellent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s skills, and be a
team player.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full consideration submit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in pdf form to http://apptrkr.com/http://apptrkr.com/536958536958::
curriculum vitae, statement of teaching interest: philosophy,
experience and preferred courses (two page maximum, 11pt font),
proposed research plan (two page maximum, 11pt font),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name, phone# and email) for three references
by January 15, 2015 9PM, PST.（源于Science [2014-10-24]）

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美国]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is expanding its faculty at the assistant,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 rank (tenure- track) to enhance their
research focus in intermediary metabolism and protein
biochemistry. Minimal qualifications for the position are a PhD
and/or MD plus at least two years of postdoctoral research and
with a demonstrated record of high quality productivity at all
career levels. For consideration at the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
rank, the candidate must have a successful research program with
a demonstrated record of productivity and a sustained record of
extramural funding.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an extramur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
and demonstrate excellence in the departmental teaching mission.
Please submit as a single electronic file with a cover letter, C.V.,
research statement summarizing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plans, and the names (inclu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to: Ms. Janelle Weaver,Ms. Janelle Weaver,

jweaverjweaver44@hsc.wvu.edu.@hsc.wvu.edu. （源于Science [2014-10-23]）

教授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senior faculty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Tissue Engineering.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Aquatic organismic models,
Aquatic mammalian models, Tissue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Tissue engineering.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proposed for
appointment to the Eugene Bell Professor in Tissue Engineering.
This search for the endowed position is targeting candidates at the
senior associate or full professorial levels. The endowed chair
holder will also hold joint appointment and direct research
activities at the Eugene Bell Center for Regenerative Biology and
Tissue Engineering of the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at Woods
Hole, Massachusetts, an affili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andidates must have a doctoral degree in a relevant field of
study and have an outstanding research record.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strong
research program and to teach at both the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s. To apply, please visi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 Academic Career Opportunities website
(academiccareers.uchicago.edu),(academiccareers.uchicago.edu), posting number 02380. The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s will start on December 1, 2014 and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源于Science [2014-10-24]）

教授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n endowed
senior faculty position in the area of molecular engineering for
water resources.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New purification methods by physical or chemical methods, New
materials for membranes or treatment of the membranes, Catalytic
process in water, Organic chemistry in water, Tracer technologies
in hydrology,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abatement in environment.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proposed for appointment to the
Crown Family Professor of Molecular Engineering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Water Research Initiative at the Institute for Molecular
Engineering. This search for the endowed position is targeting
candidates at the full professorial level. Candidates must have a
doctoral degree in a relevant field of study and have an
outstanding research record.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strong research program and
to teach at both the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s. To apply,
please visi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s Academic Career
Opportunities website (academiccareers.uchicago.edu)(academiccareers.uchicago.edu), posting
number 02386.（源于Science [201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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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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未来的科学计划引领未来的科学计划
陈广仁 1，朱宇 1，苏青 1,2

1. 科技导报社，北京 100081
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100081
摘要摘要 制定、发布科学计划，对重要科学领域、重大前瞻问题的超前研判、提前部署、重点支持、集中研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文遴选、报道国际组织、科技大国2013年发布、启动的28项重大科学计划。这28项科学计划涉及航空航天、生命科学、地球环

境、能源材料、综合研发5个重要科技领域，分别是：①航空航天：“2013—2020年俄罗斯航天行动”国家计划，中国“2013年航天

计划”，英国“国家航天技术计划”，日本新版“宇宙基本计划”，美国“战略太空技术投资计划”，印度“火星探测计划”，韩国“2040宇
宙远景”计划，美国“小行星捕获计划”，“2013—2015年俄罗斯航空工业发展计划”，美国“XS-1空天飞机计划”；②生命科学：欧

盟“人脑工程计划”，美国“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世界卫生组织“2013—2020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③
地球环境：中国“天气研究计划（2013—2020年）”，中国“气候研究计划（2013—2020年）”，美国“北极研究5年计划”，中国“应用

气象研究计划（2013—2020年）”，中国“综合气象观测研究计划（2013—2020年）”，日本“海洋基本计划（2013—2017）”，中国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际海洋发现计划（2013—2023）”；④能源材料：欧盟“石墨烯计划”，美国“清洁能源制造计划”；⑤
综合研发：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韩国“第三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法国“未来10年投资计划(PIA)”，中国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欧盟“地平线2020”。
关键词关键词 科学技术；科学计划；科学前沿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G323，N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01

Science Programmes Lead to the Future
CHEN Guangren1, ZHU Yu1, SU Qing1,2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81, China
2.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Developed and published scientific programme aims to focus on the important fields of science, major issues ahead of the
deployment of forward-looking, focusing on support, centraliz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lected and reported 28 major
science programmes belo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s released and launched in 2013. They are:
① Aviation and aerospace: The state programme“Russia's Space Activities for 2013—2020”, China“Space Program in 2013”, the
UK“National Space Technology Programme”, Japanese new version of“Basic Plan for Space Policy”, the US NASA“Strategic Space
Technology Investment Plan”, India“Mars Orbiter Mission”, South Korea“2040 Space Prospect”, the US NASA“Asteroid Redirect
Mission”, Russia“State Programme on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2013—2015”, the US DARPA“Experimental Spaceplane
(XS- 1) Program”; ② Life sciences: the EU“Human Brain Project”, the US NIH“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itiative”,“Action Pla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2013—2020)”; ③ Earth
sciences: China CMA“Weather Research Program (2013—2020)”, China CMA“Climate Research Program (2013—2020)”, the US

“Arctic Research Plan: FY 2013—2017”, China CMA“Application Meteorology Research Program (2013—2020)”, China CMA
“Research Program for Integrat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2013—2020)”, Japan“Basic Plan on Ocean Policy”, China“Action
Plan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2013—2023)”; ④ Energy and material:
the EU“Graphene Flagship”, the US“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 ⑤ Comprehensive R&D: China“Circula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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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泽峰，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植物功能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电子信箱：zfyang@yzu.edu.cn；徐辰武（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数量遗传

学与生物信息学，电子信箱：qtls@yzu.edu.cn
引用格式：杨泽峰, 徐暑晖, 王一凡, 等. 禾本科植物β-淀粉酶基因家族分子进化及响应非生物胁迫的表达模式分析[J]. 科技导报, 2014, 32(31): 29-36.

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ββ--淀粉酶基因家族分子进淀粉酶基因家族分子进
化及响应非生物胁迫的表达模式分析化及响应非生物胁迫的表达模式分析
杨泽峰，徐暑晖，王一凡，张恩盈，徐辰武

扬州大学农学院；教育部植物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作物遗传生理重点实验室，扬州 225009
摘要摘要 β-淀粉酶（beta-amylase，BAM）是一类关键的淀粉水解酶，在禾谷类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植物多种非

生物胁迫响应相关。本研究通过系统发育分析，将水稻、玉米、高粱、谷子、二穗短柄草5种禾本科植物中共54个BAM基因分为

10个同源基因簇，每个同源基因簇都涵盖了这5个物种，因此推测在禾本科祖先物种中至少含有10个BAM基因，并且在禾本科

植物分化后没有发生明显的基因丢失事件。基于对编码蛋白质序列的功能分化分析，表明同源基因簇间存在明显的进化速率的

差异。对10个同源基因簇进行了适应性进化检测，发现有3个同源簇在禾本科植物的进化过程中经历了适应性进化。此外，对

水稻β-淀粉酶的表达分析发现，一些β-淀粉酶具有组织特异性表达特征，并且至少有5个水稻的β-淀粉酶基因具有受到非生物

逆境的胁迫而表现出不同的表达模式。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探讨禾本科BAM基因的生物学功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 β-淀粉酶；同源基因簇；功能分化；正选择作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43.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02

Molecluar Evolution and Expression Patterns Under Abiotic
Stresses of Beta-amylase Gene Family in Grasses

AbstractAbstract Beta- amylase (BAM)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complete degradation of starch tometabolisable or fermentable sugars
during the germination or maltingof cereal grains. It was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the abiotic stress responsesof crops. A genome-wide
survey of BAM genes in 5 grass species was performed, including rice, maize, sorghum, Setaria, and Brachypodium, by describing
their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functional divergence, and adaptive evolution. The phylogeny classified the gramineous BAM genes
into 10 clusters of orthologous genes (COGs), and the genes in the same COG shared the syntenic region. Functional divergence
analysis provided statistical evidence that both the shift in the evolutionary rate pattern and cluster-specific alterations of amino acid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contributed to COG-specific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BAM genes in grasses. In addition, 3 COGs were found
to be influenced by positive selection through maximum likelihood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rice BAM gen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resultsrevealed that they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under the treatments of abiotic stresses. These
observations may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further functional detection of BAM genes in grasses.
KeywordsKeywords beta-amylase; cluster of orthologous genes; functional divergence; positive selection

YANG Zefeng, XU Shuhui, WANG Yifan, ZHANG Enying, XU Chenwu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Crop Genetics and Physiology; Key Laborator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Plant Functional
Genomics; Agricultural Colleg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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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柳醇解液化工艺研究沙柳醇解液化工艺研究
张秀芳，王克冰，闫晓霖，赵一斌，郭潇敏

内蒙古农业大学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18
摘要摘要 随着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渐消耗及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通过可再生生物质资源生产液体燃料和有机化

学品的研究日益受到青睐。本研究以硫酸为催化剂，乙醇为溶剂，充分利用内蒙古丰富的生物质资源沙柳，对其进行醇解液化。

考察溶剂浓度、反应温度、沙柳用量、催化剂用量等因素对液化率的影响，通过正交实验找出较优液化条件。当溶剂为无水乙醇、

液料比（mL:g）为60:1、反应温度为170℃、硫酸浓度为0.06 mol/L、反应时间为2 h时，沙柳的液化效果最好，液化率达90.94%。

关键词关键词 沙柳；醇解；液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914.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03

Alcoholysis of Salix Psammophila Liquefaction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exhaustion of coal, oil, natural gas and other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the worsening environment,
the production of liquid fuels and organic chemicals through renewable biomass resourc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study, with the ethanol as solvent and the dilute sulfuric acid as catalyst, the Salix psammophila, an abundant biomass
resource in Inner Mongolia is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 of the alcoholysis liquid, and the effects of the solvent concentration,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the dosage of Salix psammophila, and the dosage of catalyst on the liquefaction rate are investigated. Through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the best liquefaction conditions are found: The solvent is ethanol, the ratio of liquid and solid is 60∶1,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is 170℃, the sulfuric acid concentration is 0.06 mol/L, and the reaction time is 2 h.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effect of liquefaction of Salix psammophila is the best and the liquefaction rate reaches 90.94%.
KeywordsKeywords Salix psammophila; alcoholysis; liquefaction

ZHANG Xiufang, WANG Kebing, YAN Xiaolin, ZHAO Yibin, GUO Xiaomin
College of Science,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18, China

能源问题历来是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和深入研究的课

题。随着石油、煤、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消耗，利用

可再生生物质资源生产燃料与化学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

视。生物质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具有数量巨大，价格低廉，可

实现碳循环等优点[1]，它们的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和

木质素，这些组分可以通过多种技术途径（液化、醇解等）转

化成众多小分子化合物和高附加值化学品及燃料。反应产

物主要包括有多元醇、呋喃类化合物、有机酸及其酯类衍生

物、短链烷烃等基础平台化合物。它们的大规模利用，将有

助于解决石化资源短缺及其应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对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

沙柳，属杨柳科落叶丛生直立灌木或小乔木，是一种广

泛生长在内蒙古和西北沙漠地区的植物，也是极少数可以生

长在盐碱地的植物。沙柳不但产量高，且具有高能源价值，

是一种理想的能源植物 [3]。沙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纤维素

（含量53%）、半纤维素（含量23%）和木质素（含量10%），含有

大量的以羟基为代表的潜在活性基团，是较好的化工原材

料。然而，沙柳中纤维素结晶度高达 60%~70%，它以纤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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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 GPSGPS 定位原理的轨道外部定位原理的轨道外部
几何参数测量系统几何参数测量系统
傅勤毅，刘芝平，李焜武

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利用GPS定位全天候、高效率、低成本的特性，设计出一种新型的轨道外部几何参数测量系统。该系统由卫星系统、加载

接收机的轨检仪、控制网和GPRS发射站组成。测量前，先构建边连式同步图形扩展式带状轨道监测控制网，并在现有的轨检仪

上加载GPS接收机。测量过程中，轨检仪沿轨道运动：GPS控制网中4个GPS基站与轨检仪上GPS流动站实时采集定位信息；

定位信息经双差处理和整周模糊度解算后，得到RTK（real-time kinematic）观测量，确立轨道中心线；结合轨检小车测出的轨道

内部几何参数和轨道中心线，解算出轨道高程。静态实验与外场试验结果表明：该测量系统自动化程度较高，静态观测误差在

0.5 mm以内，动态误差在15 mm以内，完全能够满足轨道外部几何参数高精度测量的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GPS；轨道外部几何参数；控制网；外场试验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216.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04

An External Railway Geometric Parameter Measurement System
Based on GPS

AbstractAbstract An external geometric parameter measuring system is designed using the GP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track
inspection technology and GP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re combined into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composed of a four-component-
satellite system, track inspection apparatus carrying a receiver, control network and GPRS station. The track observation network is
built at first while GPS base stations are already set up. At the same time, the GPS receiver is loaded on the existing track inspection
instrument as a moving station. The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 consists of GPS base stations and a moving
station. Then, real-time location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by the GPS stations while the track inspection instrument walks along the
track. The positioning data are processed by the double differencing carrier phase algorithm. The integer ambiguity resolution based
on LAMBDA ( the least-squares ambiguity decorrelation adjust method) is the key problem of the GPS positioning. Next, the position
of the antenna center is calculated. Finally, using internal geometric parameters and antenna center positioning data, the external
railway geometric parameters a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of the static experiment and field test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ic observation error is within 0.5 mm while the dynamic measurement error is less than
15 mm,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bor cost of the system is low due to high automation.
KeywordsKeywords GPS; external railway geometric parameters; control network; field test

FU Qinyi, LIU Zhiping, LI Kunwu
School of Traffic &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41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172


科技导报 2014，32（31）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6-10；修回日期：2014-07-10
基金项目：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42BAB212003）；江西省教育厅科学基金项目（GJJ14397）
作者简介：王洵，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激光光学，电子邮箱：wangxecjtu@126.com
引用格式：王洵, 黄克林. 高斯涡旋光束在ABCD光学系统中的传输[J]. 科技导报, 2014, 32(31): 46-49.

高斯涡旋光束在高斯涡旋光束在ABCDABCD光学系统中的光学系统中的
传输传输
王洵，黄克林

华东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南昌 330013
摘要摘要 为了研究高斯涡旋光束在ABCD光学系统的传输演化规律，基于广义惠更斯菲涅耳积分公式，推导了拓扑荷为+1的高

斯涡旋光束经ABCD傍轴光学系统传输的解析表达式，并数值模拟和分析高斯涡旋光束在自由空间传输中4个观察平面上的

光强分布和相位分布的特点。结果表明：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高斯涡旋光束的光斑尺度明显增大，但光强也随之减小；同时从

相位奇异点发出的等相位线由射线变成弧线，最终形成螺旋线结构。

关键词关键词 高斯涡旋光束；光学系统；自由空间；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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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tion of Gaussian Vortex Beams in an ABCD Optical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propagation of Gaussian vortex beams in an ABCD optical system, an analytical propagation equation of
Gaussian vortex beams with a unit topological charge through a paraxial ABCD optical system is derived based on the generalized
Huygens-fresnel integral formulae. According to the obtained analytical representation, the light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and the phase
distributions of a Gaussian vortex beam in several observation planes in the free space are illustrated and analyzed by numerical
ex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propagation distance, the beam spot is enlarged obviously, but its intensity
decreases. Meanwhil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isophase line of a Gaussian vortex beam is a ray emanating from the singularity in the
original input plane, bu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agation distance, the isophase line changes from radial to arc and finally takes
on a spiral shape.
KeywordsKeywords Gaussian vortex beam; optical system; free space; propagation

WANG Xun, HUANG Kelin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涡旋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无论是水中的漩涡还

是大气云图中的龙卷风都呈现出涡旋的表现形式，而对光学

涡旋现象的认识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Airy首次发现在透

镜的焦面上会形成一种反常的光环 [1]，之后激光的产生才使

得对光学涡旋的认识更加清晰。光学涡旋是一种点相位缺

陷的光场，由于该点的实部和虚部都为零，所以其相位不确

定，相位缺陷处的振幅为零，被称为相位奇异点[2]，过奇异点

的传播方向即为涡旋轴，因此涡旋光束会形成围绕涡旋轴的

螺旋型波前相位结构。光学涡旋作为一种特殊的光场，它不

仅拥有螺旋型波前相位结构，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还具有确

定的光子轨道角动量[3~5]，这为光学涡旋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在相同的激光参数条件下光学涡旋光

摄系统的轴向束缚力是聚焦的高斯光束的几倍[6]，这不仅可

以实现在较低的激光功率条件下对生物细胞的非接触式捕

获和操纵，而且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小对生物活性细胞的损

伤；而涡旋光束利用携带的轨道角动量传递信息，与传统技

术的编码方式不同，可以具有更强的保密性。因此光学涡旋

光束的暗中空结构、无加热效应、确定的光子轨道角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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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砂岩气井的应力敏感效应渗流模型致密砂岩气井的应力敏感效应渗流模型
蔡振华 1，廖新维 2，尚宝兵 3，安雷 4

1.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天津 300452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北京 102249
3.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 300452
4.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常规气藏的压裂气井生产时一般包括线性流动和径向流动阶段，椭圆流动被认为是过渡阶段而往往被忽略。致密砂岩气

藏的渗透率极低，具有较强的应力敏感性，压力传播速度较慢，各个流动阶段在时间尺度上被延长，椭圆流动将持续很长一段时

间，成为致密砂岩气井的重要流动阶段。目前试井分析中，常规模型与实际压力双对数曲线往往有较大差距。为精确描述致密

砂岩气井的流动特征，运用保角变换方法建立椭圆系坐标下的渗流模型，采用应力敏感系数表示储层的应力敏感特征，通过摄动

方法和变量分离，将拉普拉斯空间下的控制方程转换为马丢方程和变型马丢方程从而求解。通过分析理论曲线发现：应力敏感

效应增加了拟井底流压降，并使得拟压力导数曲线末端上翘，产生假边界现象。该模型能够更加准确表达致密砂岩气井的渗流

特征，对致密气试井具有较好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砂岩气井；应力敏感；椭圆流动；解析模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06

Analytical Model in Elliptical Flow Period of Tight Sand Gas Well
Considering Stress Sensitivity

AbstractAbstract The flow phases of fractured gas well in a conventional reservoir usually cover a linear flow period and a radial flow
period. The elliptical flow period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 transition phase and thus ignored. The tight gas is the most realistic
unconventional gas in China. Tight gas reservoirs are featured with low permeability and strong stress sensitivity. The pressure
transmits slowly and every flow period is fairly extended. The elliptical flow phase at a tight gas well keeps a quit long time, even
lasts for a couple of years. Therefore, the elliptical flow stage can't be ignored. When it comes to well test analysis, the conventional
model is usually hard to match the double log curve in the field. To describe the flow phases more accurately, a flow model in
elliptical coordinates is built through conformal transformation. The stress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is utilized in the model to consider
the stress- sensitivity of tight gas reservoirs. After perturbation transforming and variable separation, the controlling equation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Mathieu equation. Then it can be solved with a corresponding method. It's found that the stress sensitivity makes
a higher pseudo-BHP drop and an end of derivative curve up warp. This model can simulate the flow period of tight sand gas well

CAI Zhenhua1, LIAO Xinwei2, SHANG Baobing3, AN Lei4
1. CNOOC EnerTech-Drilling & Production Co., Tianjin 300452, China
2. 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3. Tianjin Branch of CNOOC Ltd., Tianjin 300452, China
4. Sinopec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Beijing 10008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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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朱桂林, 王学忠. 准噶尔盆地春风油田薄浅层超稠油水平井蒸汽驱试验[J]. 科技导报, 2014, 32(31): 55-60.

准噶尔盆地春风油田薄浅层超稠油准噶尔盆地春风油田薄浅层超稠油
水平井蒸汽驱试验水平井蒸汽驱试验
朱桂林，王学忠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新春采油厂，东营 257000
摘要摘要 针对准噶尔盆地春风油田多轮次蒸汽吞吐后开发效果变差、亟需开发接替技术的难题，立足于春风油田埋藏浅、高孔高

渗、地层平缓、温度低、储集层薄、地下原油黏度高、热采水平井整体开发的油藏条件，开展了水平井蒸汽驱先导试验。试验区动

用地质储量102×104 t，部署注汽井5口，对应21口油井，注汽井、生产井均为水平井，井距100 m，排距140 m，水平段长度200
m，注汽速度5 t/h，采注比1.2。钻打了3口观察井，实时监控油层温度、压力。试验已历时19个月，从单井日产油量、含水、阶段

采出程度、地质储量采出程度等开发指标对比分析看，蒸汽驱见效明显。在考虑稠油递减规律的前提下，蒸汽驱比蒸汽吞吐产量

增幅为48%。证实，薄浅层超稠油水平井蒸汽驱技术切实可行。试验过程中形成了“立足高温微汽窜采油”的开发理念和动态监

控体系、水平井高温汽窜治理、水平井蒸汽吞吐引效、大斜度注采一体化泵等配套技术。

关键词关键词 水平井蒸汽驱；薄浅层超稠油；水平井高温汽窜治理；微汽窜采油；春风油田；准噶尔盆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07

Horizontal Steam Flooding Pilot Test for Thin Shallow Super Heavy
Oil of Chunfeng Oilfield in Junggar Basin

AbstractAbstrac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production performance after multi cycles of steam huff and puff necess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sede technology, in the Chunfeng Oilfield in Junggar Basin reservoir. In view of the shallow burial depth, the high pore high seepage,
the permeability, the low formation temperature (22-28 ℃), the thin reservoir thickness (2-6 m, averaging 3.5 m), the high underground
crude oil viscosity (50000-90000 mPa·s),and the horizontal well thermal recovery，the horizontal steam flooding pilot test for the thin
shallow super heavy oil of Chunfeng Oilfield is developed and carried out. The test area includes geological reserves of 102×104 t, 5 steam
injection wells, 21 production wells. Both steam injection well and production well are horizontal wells, with the well spacing of 100 m,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rows of 140m, the horizontal section length of 200 m, the steam injection rate of 5 t/h, the production injection ratio
of 1.2. 3 observation wells are drilled to monitor the real-time reservoi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The pilot test lasted 19 months，and the
steam flooding shows good performances with the indications as the single well daily oil production, the water cut, the periodical recovery
percent of reserves, and with the recovery percent of OOIP being comparatively analyzed. In view of the heavy oil production declining,
the steam flooding yields a production increase of 48% as compared with the steam soaking. The horizontal steam flooding pilot test for the
thin shallow super heavy oil is confirmed to be feasible. With the pilot test，the conception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micro- steam
channeling production is formed, and the dynamic monitor and control system is established. together with a series technologies,

ZHU Guilin, WANG Xuezhong
Xinchun Oil Production Plant, Shengli Oilfield Company, Sinopec, Dongying 257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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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格气田胺基聚合物防塌钻井液体系苏里格气田胺基聚合物防塌钻井液体系
张明 1,2，李天太 2，李达 3，衣德强 3

1. 中国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北京 102249
2. 西安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西安 710065
3. 长庆油田公司苏里格研究中心，西安 710021
摘要摘要 为解决苏里格气田水平井钻遇泥页岩地层存在的水化膨胀缩径和严重造浆问题，开发了一种强抑制胺基防塌钻井液体

系。室内性能评价实验表明，该钻井液体系具有良好的抑制性、很强的抗温、抗钙、抗污染能力，对气层伤害很小，属于清洁水基

钻井液体系。在苏里格气田现场应用3口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表明该钻井液体系有利于提高苏里格气田泥页岩地层井壁的稳

定性，解决泥页岩地层钻井液流变性难控制的难题，实现保护储层的要求，能够满足苏里格气田钻井的需要。

关键词关键词 水平井；钻井液；胺基聚合物；抑制性；井壁稳定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25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08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Amido Polymer Anti-collapse Drilling
Fluid System in Sulige Gas Field

AbstractAbstract During the drilling operation of horizontal wells in Sulige gas field，tight hole and severe mud-making formations are often
encountered in shales. A new high inhibintion amino anti-sloughing drilling fluid system is developed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An
evaluation of its capability shows that the inhibitor has a good compatibility with common drilling fluid，and is useful to maintain
drilling fluid stability under a high temperature and improve the filtration property of drilling fluid. The organic amine base drilling
fluid system has good inhibition，a strong anti-temperature，anti-calcium and anti-pollution ability，and creates less damage to the
formation. It is a clean water-based drilling fluid system. The results of field application show that the drilling fluid can improve hole
stability, solve poor reheology during drilling across shale formation，realize formation protection，and meets the need of drilling in
Sulige gas field, having a broad prospect of applications.
KeywordsKeywords horizontal well；drilling fluid；amido polymer；inhibition；hole stability

ZHANG Ming1,2, LI Tiantai2, LI Da3, YI Deqiang3

1. 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102249，China
2. 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China
3.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lige,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Xi'an 710021，China

胺基钻井液是近年发展的一种新型水基钻井液[1~3]，在国

外是水敏性泥页岩钻进的优选体系，已获得了广泛应用。有

机胺有较高的抑制能力和防泥包能力，因此胺基钻井液体系

具有抑制性强、机械钻速高、储层保护效果好、保护环境等特

点[4~6]。苏里格气田储层非均质性强，随着水平井的大规模开

发和水平段的不断延伸，在水平段钻遇泥页岩后，经常会发

生卡钻等恶性事故，通常采取提高钻井液的密度来平衡地层

压力，导致钻井液固相含量高、摩阻高，并且还不能有效地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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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河油田注气井管道腐蚀特征及规律塔河油田注气井管道腐蚀特征及规律
张江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塔河油田为海相沉积形成的碳酸盐岩油田，地层液具有高矿化度、高Cl-、高含CO2、高含H2S特点，而注气井注气、焖井及

生产过程中，含有溶解氧，使得腐蚀环境更加恶劣。通过分析油田碳酸盐岩油藏注气井地层采出液水、管道生产运行工况以及在

注气工艺的调研基础上，应用X射线衍射（XRD）分析、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及点腐蚀影像（VMS）分析等测试分析手段，研究注气

井井下及地面管道腐蚀产物及形貌特征，通过在注气井井底油管、井口及采油树内管道及地面生产管道内挂入3种在用材质的

监测挂片，研究注气、焖井及生产过程中不同监测部位的管道的腐蚀速度、形态及规律，研究规律为：从井底、井口到地面管道，随

着监测周期加大，腐蚀坑的加深及加大，腐蚀速率增大；由注气过程、焖井过程向生产过程腐蚀程度逐步变大，纵向腐蚀能力增

强；注气及生产过程中的35CrMo、P110S及P110 3种管道在用材质的耐蚀性变差。通过分析建立了注气、焖井以及生产过程

中控制油田注气井井底、井口及地面管道腐蚀特征及规律的机理模型。

关键词关键词 塔河油田；注气井管道腐蚀；监测挂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30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09

Tahe Oilfield Gas Pipeline Corro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AbstractAbstract Carbonate oilfield in Tahe oilfield for marine sedimentary formation, formation fluid with high salinity, high Cl-, high CO2,
high H2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jection gas well gas injection, soaking and production process, containing dissolved oxygen, make
the corrosion environment even worse. Through mining based liquid water analysis, pipeline operation condition analysis and gas
inje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for gas injection wells of carbonate rock reservoir, analysis, application of XRD diffraction intensity of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and point corrosion image analysis VMS test analysis methods, study on the
reaction of corrosion products and morphology of downhole and surface pipelin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pipeline in gas injection
well tubing downhole, wellhead and Christmas tree and ground production pipeline hang into the three in material for monitoring
coupon, to study the gas injection, soaking and production process in different monitoring sites of pipeline's corrosion rate,
morphology and rule of law, to: from the bottom, wellhead to the ground pipeline, with the increase of corrosion pit monitoring period,
deepen and strengthen, the corrosion rate increased; the process of gas injection, soak process to the process of corrosion degree
gradually become larger, longitudinal corrosion capability is strong; gas injec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of 35CrMo, P110S and P110
three kinds of pipeline with corrosion resistance material change differ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mechanism model and a gas injection,
soaking and production process control of injection well bottom, wellhead and ground pipeline corro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KeywordsKeywords Tahe oilfield; corrosion gas injection well pipe hanging piece rate; monitoring

ZHANG Jiangjiang
Northwest Oilfield Company,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Urumqi 830011, China

塔河油田为中国石化的主力油田之一，是加里东构造不

整合面附近形成的奥陶系海相碳酸盐岩油田，地层液中盐水

矿化度高，平均为220 g/L，高含Cl-，平均为130 g/L，酸性气体

CO2、H2S含量高，平均值分别为 2.5%、5568 mg/L。塔河油田

油井注氮气中含有约2.5%～5.0%的氧气，使得注氮气井注气

及焖井过程、自喷及机抽生产过程中管道地层液中含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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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环境下煤表面吸附的均匀性试验低温环境下煤表面吸附的均匀性试验
岳高伟 1,2，王兆丰 2，谢策 2

1. 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焦作 454000
2.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焦作 454000
摘要摘要 等量吸附热是表征固体表面吸附非均匀性的重要参数。采用高低温吸附仿真实验装置，对九里山无烟煤、新元贫煤、潘北

气肥煤进行瓦斯吸附测试，通过计算等量吸附热与吸附量的关系，探讨从常温（30、20℃）降至低温（-10、-20、-30℃）对煤表面

不均匀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变质程度煤的瓦斯吸附量都随温度降低而增大；在常温时（30、20℃）煤的等量吸附热随吸附量

的增大而减小，表明煤表面能量是不均匀的。降温至-10、-20、-30℃时煤的等量吸附热几乎和吸附量无关，表明煤表面是均匀

的。煤吸附瓦斯理论Langmuir方程在低温环境（0℃以下）更加适用。

关键词关键词 吸附；低温环境；表面均匀性；等量吸附热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8.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10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al Surface Adsorption Uniformity in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AbstractAbstract The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to measure the solid surface inhomogeneity during its adsorption. In
this paper a high/low temperature adsorption experiment device is utilized to test the gas adsorption of anthracite coal of Jiulishan coal
mine, lean coal of Xinyuan coal mine and gas- fat coal of Panbei coal min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ranging from 30 to -30℃. Then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of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and adsorption capacity, the influence of coal surface inhomogeneity is discussed
at ordinary temperatures (30, 20℃) and low temperatures (-10, -20, -30℃). The analy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as adsorption capacities
of different coal ranks all increase with the decrease of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 In an ordinary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30, 20℃ ) the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of coal decreases as the gas adsorption capacity increas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al surface energy of
adsorption is heterogeneous. But when cooling to -10, -20, or -30℃, the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is almost irrelevant to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coal,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al surface energy of adsorption is uniform. So the Langmuir equation of the coal gas adsorption
theory is more suitable to a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below 0℃).
KeywordsKeywords adsorption;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surface uniformity;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YUE Gaowei1,2, WANG Zhaofeng2, XIE Ce2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2. School of 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煤是一种含有发育孔、裂隙的固体介质，其表面上永远

存在着微孔、裂隙等并掺有杂质，使得煤表面具有不同的吸

附性质，同时也改变了临近表面区域的性质，即煤表面不均

匀性 [1~3]。在常温（0℃以上）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煤

吸附瓦斯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4~9]，从理论分析和实验测试两

方面证实了煤表面的不均匀吸附。聂百胜等[1]、周来等[10]分析

了煤吸附瓦斯的特点，通过煤表面自由能理论阐述了煤表面

自由能分布不均匀特性。蔺亚兵等[3]通过分析吸附热方程预

测煤吸附瓦斯等温曲线与实测值的偏差，指出煤表面能量的

不均匀性和表面离子的复杂性。陈昌国等[2]建立简化的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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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建波，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煤田、矿产等地球物理勘探，电子信箱：lao_86@126.com；周文纳（通信作者），讲师，研究方向为重、磁及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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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闫建波, 周文纳. 张量曲率边界识别方法在煤田火烧区磁异常中的应用[J]. 科技导报, 2014, 32(31): 75-79.

张量曲率边界识别方法在煤田火烧区张量曲率边界识别方法在煤田火烧区
磁异常中的应用磁异常中的应用
闫建波 1，周文纳 2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田地质局，银川 750001
2. 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甘肃省西部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摘要摘要 为了准确识别煤田火烧区边界位置，对火烧区磁异常进行更加精细的解释，将张量曲率边界识别方法引入到煤田火烧区

磁异常的解释中，探讨分析煤田火烧区磁异常的张量曲率特征。根据煤田火烧区磁异常的特点，利用张量曲率的较大特征值和

较小特征值分别圈定煤田火烧区和正常区。模型试验中，通过与常用的Theta图以及垂向导数等方法对比，体现了张量曲率分

析方法在地质体边界识别中的优越性，验证了该方法在火烧区边界识别中的有效性。将该方法应用于乌达某煤田实测磁异常数

据的解释，发现利用该方法圈定的火烧区范围和其他勘探结果以及已知地质资料相符，说明该方法可以准确有效地识别煤田火

烧区和正常区边界范围，为煤田火烧区的磁异常解释提供很好的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张量曲率矩阵；煤田火烧区；磁异常；边界识别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31.2+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11

Application of Curvature Gradient Tensor Matrix in Magnetic
Anomaly of Burnt Coal Are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vature gradient tensor matrix (CGTM) method to identify the edge of burnt coal areas more
accurately and to interpret the magnetic anomaly in more detai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GTM of the magnetic anomaly in the burnt
coal areas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 that the larger and smaller eigenvalues of CGTM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burnt coal areas and normal areas of the coalfield. In the model tests, the Theta map and vertical derivative edge
detection method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GTM.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CGTM method is superior in edge detection of
geological sour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was also demonstrated. Finally, the method was applied to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gnetic anomaly of Wuda coalfield.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CGTM method had good agreement with other known geological data. It
shows that the method could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edge of coalfield fire areas and normal areas, and is useful for
interpreting the magnetic anomaly of coal fire areas.
KeywordsKeywords curvature gradient tensor matrix; burnt area of coalfield; magnetic anomaly; edge detection

YAN Jianbo1, ZHOU Wenna2

1. Ningxia Bureau of Coal Geological Exploration, Yinchuan 7500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Western China (Gansu Province);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合理地开采和利用煤炭资源可

以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在煤田区，煤

层自燃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往往造成大量煤炭资源损失，危

害生态环境，而且极大影响煤炭储量的计算和煤炭资源的合

理利用。确定煤田火烧区的位置和范围，可以为及时制定遏

制和灭火措施，确保煤田区的安全以及避免资源的浪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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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堆压力容器钢辐照硬化脆化的反应堆压力容器钢辐照硬化脆化的
中子注量率效应中子注量率效应
王荣山，徐超亮，黄平，刘向兵

苏州热工研究院，苏州 215004
摘要摘要 针对中子注量率对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RPV）钢辐照硬化脆化的影响，总结了不同铜含量RPV钢的辐照硬化脆化的

中子注量率效应。结果表明，在低铜（Cu≤0.08%）和高铜（Cu＞0.08%）RPV钢中，中子注量率对辐照硬化脆化有不同的作用结

果。在中子注量率≤1×1012 n·cm-2·s-1（E＞1 MeV）的条件下，中子注量率对低铜RPV钢辐照硬化脆化无明显影响，在＞1×1012

n·cm-2·s-1（E＞1 MeV）的条件下，尚无确定结论；高铜RPV钢辐照至富铜团簇硬化平台后，注量率对硬化脆化无影响，而达到辐

照硬化平台之前，注量率对辐照硬化脆化有不同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RPV钢；辐照硬化脆化；中子注量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L351+.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1.012

Summaries of Neutron Fluence Rate Effects on Hardening and
Embrittlement of Nuclear Reactor Pressure Vessel Steels

AbstractAbstract The effect of neutron fluence rate on hardening and embrittlement of nuclear reactor pressure vessel (RPV) is summarized.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neutron fluence rate on hardening and embrittlement has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low-Cu (Cu≤0.08%)
and high-Cu (Cu＞0.08%) RPV steels. The irradiation hardening and embrittlement have no relationship with neutron fluence rate up
to 1×1012 n·cm-2·s-1 (E＞1 MeV) in low-Cu RPV steel, but do not show definite connection if the fluence rate ＞1×1012 n·cm-2·s-1

(E＞1 MeV). The hardening and embrittlemen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luence rate if the plateau in Cu-related hardening is
reached. The behavior of Cu-containing steels is more complex at the pre-plateau fluence.
KeywordsKeywords RPV steel; irradiation hardening and embrittlement; neutron fluence rate

WANG Rongshan, XU Chaoliang, HUANG Ping, LIU Xiangbing
Suzhou Nuclear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Suzhou 215004, China

反应堆压力容器（reactor pressure vessel，RPV）是核安全

一级设备，是压水堆核电站寿期内不可更换的大型部件，直

接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与经济效益。核电站运行期间，处于高

温高压和强中子辐照环境中的RPV钢性能逐渐退化，发生

辐照硬化脆化现象。RPV钢辐照硬化脆化行为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材料化学成分 [1~3]、微观组织与晶粒

尺寸 [4,5]，中子注量 [6~13]、中子能谱 [14,15]、辐照温度 [16,17]、中子注量

率[18,19]等。目前国际上对辐照硬化脆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

集中在材料化学成分、中子注量与辐照温度等方面。而在中

子注量率引起的辐照脆化，由于中子注量率与中子能谱对辐

照脆化的影响相互交织在一起，导致中子注量率对辐照硬化

脆化影响研究困难，目前缺乏系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由

于商用堆辐照监督管空间有限，辐照监督数据缺乏，在评估

RPV辐照脆化程度时，常采用试验堆（materials test reactor,
MTR）加速辐照进行研究，但商用堆包括沸水式反应堆

（boiling water reactor，BWR）和压水式反应堆（pressu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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