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图片说明·

提升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性能的途径

近年来，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作为

主要能源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日

渐枯竭，且化石燃料的燃烧产生了大量温室

气体和其他污染物，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

严重的威胁。因此，迫切需要寻求可再生的

清洁能源来替代化石燃料，如太阳能、风能

和水能等。但是，这些新能源的使用存在地

域限制且不能连续供给，是间隙性能源。因

此，广泛应用可再生新能源的关键是能源存

储。

锂离子电池能将电能以化学能的形式

进行存储，化学能又能以电能的形式释放出

来，具有高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及相对简

单的反应机制特性，被认为是解决能源存储

问题的主要方法。目前，锂离子电池已经作

为许多电子产品（笔记本电脑、手机、相机

等）的主要电源。锂离子电池在电动汽车领

域也表现出巨大的能源优势。锂离子电池

中，正极材料的成本占整个电池成本的大部

分，同时还决定着整个电池的能量密度。与

目前广泛应用的正极材料 LiCoO2相比，三

元层状结构正极材料 LiNi1/3Co1/3Mn1/3O2具

有高的可逆容量，稳定的结构，高的热稳定

性和低成本等优点，其结合了 LiCoO2、

LiNiO2、LiMnO2的优点，性能优于各个单一

组分正极材料，存在明显的三元协同效应。

在电动汽车、混合式电动汽车等能量存储高

功率密度和高能量密度领域中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

《科技导报》2014年第 32期第 72~77

页刊登了李继利等的综述文章“锂离子电池

层状结构三元正极材料 LiNi1/3Co1/3Mn1/3O2

的研究进展”，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探

讨了对 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进行电

化学性能优化的 3种方法：体相掺杂、表面

包覆及制备特殊结构纳米材料。重点讨论

了各种形貌纳米结构的 LiNi1/3Co1/3Mn1/3O2

正极材料提高锂离子电化学反应动力学，即

在提高材料大倍率充放电性能方面具有独

特的优势。纳米材料的形貌和结构对材料

的电化学性能影响较大。制备不同形貌纳

米级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寻找纳米

材料形貌与电化学性能之间的关系将是下

一步研究重点。纳米结构材料的振实密度

较低，细小的颗粒使得工业生产中的电极涂

覆和装配有一定难度。因此，如何在减小材

料粒子尺寸的同时保证较高的振实密度，是

研究纳米级 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产

业化的关键。

本期封面为浸润法合成的电化学性能

优异的三元 LiNi1/3Co1/3Mn1/3O2纳米/微米异

质空心微球的透射电镜及傅里叶变换照片，

由李继利提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赵业玲赵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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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可见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

自主创新分为：技术革新、原始创新和创造发明。技术革新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改进，广泛开展技术革新，积少成多，也会对整体技

术发展带来较大促进作用。

原始创新必须改变技术的科学知识基础，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电视机由阴极射线管发展为液晶电视、照像机由胶卷照像发展为数码

照相机等等；在石油化工领域，重油催化裂化催化剂由无定型硅铝发展为结晶硅铝的分子筛，大幅度提高了转化率，增产汽油；加氢催化剂

雷尼镍中的晶态镍发展为非晶态镍，也大幅度提高了加氢活性。

技术发明是要推出一项前所未有的技术。如尽人皆知的爱迪生发明电灯；近年开发的替代能源，如风力发电、光伏电池太阳能发电、

微藻生物柴油均属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发明。

原始创新和发明构思的形成渠道是多种多样、十分广阔的。回顾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技术创新和发明案例，新构思形成的途径有：受

文献启发和交流讨论，如分子筛裂化催化剂的发明；移植其他学科的知识，如铂重整工艺的发明；实验中的意外发现，如异丁烷/丁烯烷基

化；已有科学知识的新应用，如喷气燃料缓和临氢脱硫醇新工艺；其他行业会议的收获，如累托石层柱分子筛；此外，还有国外专利的启发、

学术交流讨论的启发等等，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创新、发明。所以创新发明新构思形成的道路十分广阔；它的形成还要靠

多学习，多实践，日积月累，同时也要靠多交流、多讨论，依靠集体智慧。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讲过：“如果说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

善于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所以勤奋坚持，才能创新。

《西游记》的主题歌里面有两种精神，一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各尽所能的团队精神；另一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

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翻山涉水两肩霜花，风云雷电任叱咤”和“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甜酸苦辣”的坚持到底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走自

主创新之路，攀登科技高峰的精神支柱。

基于近代学者王国维的“学问三境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周立伟提出了创造四阶段的论述：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科研的准备阶段：迎着困难，勇于攀登，高瞻远瞩，苦苦思索。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科研的探索阶段：追求真理，百折不挠，无论多大挫折，终不后退，冥思苦想，孜孜以求。

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科研豁朗阶段：几经艰苦奋斗，突然受到启发，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灵感突现。

第四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科研的验证阶段：实践检验、理论升华，创造性思维豁然贯通，仅是端倪初露，尚要验证、发展和加工扬弃。

在2005年“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后，我也回味了20年来的酸甜苦

辣，我的感受是：

市场需求、好奇驱动、苦苦思索、趣味无穷；

灵感突现、豁然开朗、发现创新、十分快乐；

高兴之余、烦恼又起、或为人员、或为条件；

还有试验挫折，好似吃“麻辣烫”，又辣又爱，坚持下去，终获成果。

展望未来，我们要鼓励原始创新，更要鼓励发明。要敢于想前人所未想，善于做前人所未做。要营

造宽松的创新环境，不以成败论英雄，鼓励发奋坚持。最后，还是要以企业为创新基地，将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取得社会经济效益，以富强国家，惠及人民。

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3）

闵恩泽，四川成都人，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

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

者，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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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 地下空洞的面波探测

P35 高填方路堤土中爆破数值模拟

P65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上古生界泥页岩储层定量表征

P1 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院士将

自主创新分为技术革新、原始创新和创造发明，

并分别进行阐述。他指出，要鼓励原始创新，更

要鼓励发明。要敢于想前人所未想，善于做前

人所未做。要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不以成败

论英雄，鼓励发奋坚持。文章还阐述了关于科

研的精神境界问题，耐人寻味。

P7 太空是所有人的太空
太空是所有人的太空，因此，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关注航天领域。本文将带领读者去了

解最近发生在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事件，同时体

会无论成败，人类探索太空的信念都是坚定不

移的。

P11 评估药物在环境中对野生动物
和生态系统的风险和影响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加剧及越来越

密集的粮食生产，全球药品的消耗量也不断攀

升。研究显示，生态系统和生物组织中广泛存

在药物残留，对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为读者介

绍环境药物浓度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带来的

风险和影响。

P12 欧洲近年科学传播活动的
特点及趋势

近年欧洲科学传播活动坚持与青少年科

学教育紧密结合，但缺乏批判性反思内容；科

技新闻报道中重视新媒体传播渠道，却暴露出

从业人员素质亟待培训提高的现实状况。因

此，欧洲研究项目的评估越来越看重科学传播

的元素。

P88 现代人起源之争
人类的起源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

题。无论直立人是在非洲演化还是在亚洲演

化，最早的古人类是从非洲分散到旧大陆的观

点是没有争论的，现代人的起源才是人类学领

域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

P89 同行评议方法不可取代
同行评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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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科技政策领域的专家针

对同行评议可靠性进行的研究认为，当人类任

何决策系统都可能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同行评

议自然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唯一切实可行

的评估办法。然而，应该认识到同行评议并不

完善，理想状态也难以实现。本文做了阐述。

利用有限元方法对

Rayleigh面波的波场特

征进行数值模拟，比较不

同网格长度对 Rayleigh
面波频散的影响，针对

20 Hz的主频震源，确定

当网格划分长度为 0.5
m时可满足要求。由于

Rayleigh面波散射的时

距关系为双曲线，在地面布置检波器可接收到地震信号，根据地震记录所携带的地

质信息对非均匀地质体进行查找，通过数值模拟验证其有效性。以Lafayette体育

馆的空洞为例，研究表明Rayleigh面波勘探结果与电法探测的结果吻合。通过频

散数据按等效半空间法，反演得到V-H频散曲线排列和x-H-V速度等值线图，在

勘探深度范围内，能较准确地确定地下空洞的位置。

频散曲线

由于进行多次、大规模爆破成腔试验研

究存在一定难度，本研究采用爆炸流体动力

学数值分析方法，模拟土中爆腔形成和周围

土体挤密效果。对现场爆破试验采集到的

爆炸波波速进行分析，推导出土壤的相关参

数，然后采用基于ANSYS/LS-DYNA中多

物质ALE算法，对土中爆破成腔进行分析，

得到爆腔大小与土体压实度关系以及爆腔

周围土体密度随爆心距变化关系，爆破成腔

数值模拟结果与现场爆破试验结果具有较

好的一致性。
应力随爆心距的变化对比

页岩气主要以游离态和吸附态两种形式赋存在泥页岩中，泥页岩中的微孔隙

和微裂缝是页岩气的主要储集空间和渗流通道，孔裂隙的发育程度关系到泥页岩

中含气量的多少。结合场发射扫描电镜、氩离子抛光和核磁共振等技术，对鄂尔多

斯盆地东缘台头剖面上古生界泥页岩中微孔隙和微裂缝的形态进行分析，并对微

米级孔隙、纳米级孔隙、裂缝的大小和发育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分析认为：台头剖

面泥页岩中微米级孔隙孔径平均值分布范围为1.32~5.58 μm，平均面孔率分布范

围为19.48%~23.66%，有机质纳米级孔隙平

均孔径分布范围为56.51~80.75 nm，平均面

孔率分布范围为7.45%~9.66%，裂缝百分数

分布于0.69%~5.13%，有效孔隙度为0.25%
~1.33%，占总孔隙的16%~46%。综合分析

认为台头剖面山西组泥页岩储层最佳，山西

组泥页岩埋深较浅，微米级孔隙发育，裂缝百

分数和可动流体百分数分别为 2.18%、

10.82%，有效孔隙度均值为 0.76%，占总孔

隙的16%~41%。 残余、有效孔隙度及阀点值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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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1111--0101至至20142014--1111--1010））

1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圆满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日 06:42，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

定区域顺利着陆，我国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圆满成

功，标志着我国已全面突破和掌握航天器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的

高速再入返回关键技术，为确保嫦娥五号任务顺利实施和探月工

程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于10月24日

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2 中国首辆永磁高铁下线 最快3年商业化运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6日消息，由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研究所研制的新一代高速列

车永磁同步牵引系统，已成功通过国家铁道检测试验中心的地面

试验考核。首辆装有永磁牵引系统的高铁已经在南车青岛四方

整车下线，接下来将进入考核试验阶段，最快3年后实现商业化

运营。

3 国内首套自主研发的埃博拉病毒防护装备正式投入使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3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宣布，针对西非埃博拉

疫情研制的正压防护头罩、正压防护服、负压隔离处置帐篷、负压

隔离转运舱等装备，已运用于非洲塞拉利昂和马里疫区，为中国

援塞医疗检测队和维和医疗分队筑起生命屏障。此次研制的系

列防护装备均为自主研发，能满足埃博拉疫情现场应急防控和防

护要求，主要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国际同类产品水平。

4 中国新型南海九号钻井平台完钻千米水深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5日，“南海九号”

承钻的首口千米水深

井在我国南海顺利完

钻。此次完钻的陵水

25-1-1井作业水深

975 m，完 钻 深 度

3930 m，位于琼东南

盆地深水区的陵水凹

陷东部。该井不仅为

“南海九号”作业的第

1口深水井，也是中国海油采用锚泊式定位方式进行钻井作业的

水深最深的一口井。

图片来源：资料图

5 中国科学家完成水稻5个“近亲”基因组测序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5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立志高立志团队完成了亚洲栽

培稻5个“近亲”的全基因组测序，获得了高质量的基因组参考序

列。亚洲栽培稻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该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

高度杂合的普通野生稻和长雄蕊野生稻基因组精细图谱的绘制。

6 干细胞修复子宫内膜成功 实现世界再生医学领域
重大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3日消息，一位37岁的无锡产妇在南京鼓楼医院产下一名健

康男婴。这是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研究所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

用自身骨髓干细胞和智能生物材料修复子宫内膜之后，成功产下

的第2例婴儿，标志着该技术具有充分的临床可行性。

7 “海洋六号”完成深海资源调查航次和大洋科考任务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5日，隶属于国土资

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

局的中国科考船“海洋六

号”顺利完成 2014 年深

海资源调查航次和中国

第 32 航次大洋科考任

务，返回广州海洋地质专

用码头。“海洋六号”于 5
月 28 日从广州起航，历

经162天，航程3万多km。

图片来源：新华社

8 西藏发现古象雄王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群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2日，西藏阿里地区两处古象雄王国时期墓地遗址处，新发现

并清理了一座土坑墓和五座洞式墓，并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墓葬

距今1800年左右。5座洞式墓葬一字排开，属带有竖井墓道的洞

式墓。各墓室都保存有较好的长方形箱式木棺，成组的大小陶器

以及大量马、羊等动物骨头。木棺内有墓主人尸骨及精美随葬品。

9 中子散射科研平台在绵阳投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5日，我国首个中子散

射科研平台已在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

所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利

用我国科学实验用反应堆

“中国绵阳研究堆”提供稳定

中子束的该平台，目前已“搭

载”国内首个中子应力分析

谱仪等9台达到国际水平的

中子散射和中子成像装置。

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10 抗晚期胃癌新药阿帕替尼上市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9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家 1.1类新

药“甲磺酸阿帕替尼片”获批上市。这是我国在肿瘤治疗领域取

得的又一重大突破。阿帕替尼是全球第一个在晚期胃癌被证实

安全有效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也是晚期胃癌标准化治

疗失败后，疗效最好的单药。

（排行依据：本刊遴选出的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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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晴朗的夜晚，当我们仰望璀

璨苍穹的时候，会为星空之美发出由衷

的赞叹。但是我们也许从未想过，这样

的星空不只属于投身太空探索事业的科

学家、工程师和航天员，而是属于我们每

一个人，属于全人类。

北京时间 10月 29日 6时 22分，美国

轨道科学公司（Orbital Sciences Corpora⁃
tion）的天鹅座飞船从美国弗尼吉亚州瓦

勒普斯岛发射升空，但在点火仅 6 s后便

发生爆炸，火箭落到发射台又引起了二

次爆炸。所幸事故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火箭

爆炸原因还在调查中

（10月29日新华网）。

2014年 1月 9日，

美国轨道科学公司首

次成功发射天鹅座飞船，正式开始为国

际空间站运送物资。7月13日，天鹅座再

次成功发射，为国际空间站送去实验设

备和给养。该公司也成为第 2家执行此

类任务的私人公司。在此之前的2012年
10 月 7 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从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

了自行研制的猎鹰 9 号火箭，并将龙

（Dragon）宇宙飞船送入轨道。这是该公

司的货运飞船首次承担向国际空间站运

送物资的任务，也是首次由私营商业公

司执行类似的任务。

爆炸发生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

关注。可是正当调查人员紧张地调查和

分析事故原因时，另一场悲剧又接踵而

至。2014年10月31日，英国维珍银河公

司（Virgin Galactic）研制的全球首架载人

商业飞船“太空船 2号”在测试飞行时坠

毁于莫哈维沙漠。事故导致一名飞行员

死亡，另一名飞行员重伤。目前尚不知

道事故的具体原因，调查人员称可能是

因为一个安全装置启动过早。与此同

时，搭载太空船2号的白骑士 2号飞行器

则安全着陆（11月1日人民网）。

维珍银河公司成立于2004年。为实

现商业太空游，该公司先后研发了太空

船 1号和太空船 2号亚轨道飞行器。这

次坠毁的太空船 2号一次可搭载 2名机

组成员和 6名游客，预计于 2015年首航，

每张太空游的“船票”价格为 25万美元。

目前已有700多人预定了太空游，其中包

括著名物理学家 Steven HawkingSteven Hawking和好莱

坞著名影星 Leonardo DiCaprioLeonardo DiCaprio等人。按

照计划，游客会被飞行器送入距地面约

15000 m的高空，并在自动漂浮的状态

下，体验数分钟的失重状态，最后返回地

面。

两起事故接连发生，使得人们再次

考虑太空探索事业的发展前景，特别是

国家航天机构与私人商业公司的合作模

式。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为例，该

机构先后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轨道科

学公司签订过价值 16亿美元和 19亿美

元的合同，将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的

任务外包给这两家公司，而这也是美国

在结束航天飞机的使命后提出的替代方

案。

此前的成功合作表明，私人商业公

司在太空探索中有许多优势。首先私人

公司采用商业化运作，在设计、采购、制

造、发射和维护等各个环节中都可以大幅

度降低成本，这也是两家公司受到NASA
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这些公司没

有政府机构中的官僚架构，因此在工作

效率和创新能力上也很有可能更胜一

筹。有了这些优势做基础，再加上各国

越来越重视航天技术的发展，私人公司

在航天领域内异军突起也就不足为奇，

同时他们的蓬勃发展也就更令人期待。

然而最近发生的这两起事故无疑为

高速发展的私人太空探索踩下了刹车，

也提醒我们去注意一些曾经被忽视的问

题。私人公司在控制成本的过程中可能

会不重视监督环节，从而埋下质量隐患，

同时过分追求效率、急于求成也有可能

破坏研发的内在规律。此外，太空探索

计划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缺乏国家机

构的有效协调和组织以及资金上的有力

支持也会使得某些项目推进困难，造成

计划的推迟或取消。因此，如何将航天

机构与私人公司有效地结合起来、充分

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已经成为航天领域

内的一个重要课题。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明确一点，航天

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我们在努

力提高安全性的同时绝对不能因噎废

食。整个航天史就是一个在挫折中不断

前进的历史。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和

哥伦比亚号的两次爆炸几乎给美国的载

人空间计划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是不

会动摇航天人造福全人类的坚定信念。

悲痛过后，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还是重新

振作起来，继续完成

航天英雄们未尽的事

业。

令人感到欣慰的

是，最近在航天领域

内还有一个好消息。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局 11月 1日宣布，北

京时间 11月 1日 6时 42分，中国探月工

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返回器在内蒙

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试验获

得圆满成功（11月1日人民网）。

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于10月24日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进入地月转

移轨道。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

确控制下，试验器成功实施 2次轨道修

正，于27日飞抵月球引力影响球，开始月

球近旁转向飞行。28日晚，试验器完成

月球近旁转向飞行，进入月地转移轨道。

30日再次成功实施 1次轨道修正后重返

地球。首次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已全面突破和掌握航天器以

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的高速再入返回关键

技术，为确保嫦娥五号任务顺利实施和

探月工程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太空探索中，无论面对成功与失

败，我们都要始终怀有这样一个信念，即

太空探索绝对不是少数人的昂贵游戏，

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科学实

践。太空探索的丰硕成果在过去、今天

和未来都在有力地推动人类生活变得更

加美好。也许世界上第1个太空游客、美

国人Dennis TitoDennis Tito在国际空间站上说过的

一句话可以表达此中的真谛：太空是所

有人的太空！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太空是所有人的太空太空是所有人的太空

在探索太空的征程中，无论面对成功或者失败，我们都要始

终怀有这样一个信念：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人或哪个国家的专属领

地，而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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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建立一个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为

主体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医学大平台，顺应

沿丝绸之路国家的医药卫生市场需求，整

合丝路各国在医学教育、医疗服务、医学

研究等方面的资源，可以更好地推动丝绸

之路经济带各国医学教育、医疗卫生、医

学研究的联合发展，更好地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服务。

———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新疆医科大学校长新疆医科大学校长 哈木拉提哈木拉提··吾甫尔吾甫尔

《中国科学报》[2014-10-23]

如果从 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

算起，我从事嫦娥任务飞控工作已经整

整 10年了。飞控总体就像一座桥梁一

样，连接着测控系统和飞行试验器系统，

我要做的就是思考如何将这座桥设计得

完美，搭建得牢固。我告诉自己必须主

动作为，用精、准、全的思考引领任务。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

总体主任设计师总体主任设计师 席露华席露华

人民网 [2014-11-01]

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似乎在信息

技术领域并没有特别强调国产化，这是

因为他们不是网络强国。中国既然希望

成为网络强国，那就要学习美国，在信息

技术领域涉及到安全的产品，尽可能采

用国产化的产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计算研究所研究员计算研究所研究员 倪光南倪光南

《华西都市报》[2014-11-03]

我国的科技计划管理在过去相当长

时间里与国情相适应，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随着近年来科技经费的大幅增长，科

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需求，

这种管理模式逐渐显露出不合理之处，

所以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规划战略局规划战略局

局长局长 潘教峰潘教峰

《科技日报》[2014-11-04]

罕见病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时光倒

退几十年，一些常见病也属于罕见病，一

些罕见病今天已逐渐成为常见病。遗传

病占罕见病的80%~90%，遗传病很少有

治愈的可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研究所

教授教授 张宏冰张宏冰

中国科技网 [2014-11-04]

我们医院每天有40~50台肝切除手

术，是全世界肝病手术最集中的医院，但

实际上我们还远远无法解决肝癌的问

题。我认为，“私人订制”的个性化治疗

才是未来根治恶性肿瘤的方向。好的药

物要能靶向多靶点，好的医生要学会量

体裁衣、私人订制。这就是强调个性化

的重要性和最大的临床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东方肝胆上海东方肝胆

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外科研究所副所长 王红阳王红阳

科学网 [2014-11-04]

我会要求学校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

展、根植于社会和参与全球事务，让大学

的教育和研究深入社会的最前沿，通过

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角色以解决人类社会

面临的棘手问题。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校长校长 Michael M.CrowMichael M.Crow
《科技日报》[2014-11-03]

建立一个全球种子库十分有必要，

自然界大多数的植物都以种子的形式存

在，只有保存好种子，才能保证植物物种

不断繁衍下去。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种子科学系主任种子科学系主任 王建华王建华

中国农业新闻网 [2014-11-03]

人类不能创造基因，种子却包含了

一种植物所有的DNA，虽然人类对植物

的认识和利用还很浅薄，但种子库将是

未来的产业基础，还可能成为人类的“救

命稻草”。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种子采集部负责人种子采集部负责人 蔡杰蔡杰

中国农业新闻网 [2014-11-03]

中青年是科学创造的“黄金年龄”。

但青年人才一旦在最初几年得不到资助，

客观或者主观的原因，会使其陷入“马太效

应”之中，越得不到项目和资金就越失去获

得项目和资金资助的能力和机会，在这种

远离课题、远离资金、远离荣誉的困境中，

如果青年人没有定力，不能执着坚守，那

么他们成长的“时间窗”就会慢慢关闭。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

杨合同杨合同

《科技日报》[2014-11-03]

虽然在过去的10多年中，研究中心

经历了初期组建和异地搬迁的过程，但

是在各方领导和同行的支持关怀下，在

全体成员的努力下，研究中心并没有间

断出成果。所取得的成绩还得到国际、

国内政府部门及同行的认可，并对国家

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回顾走过的路程，

我们为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具有影响

的回报而感到欣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黄季焜黄季焜

《中国科学报》[2014-11-03]

2003年秋天，经历了多次辗转后，我

带着家人又回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促进一个人

的发展有很多因素，但是一个好舞台却

永远是最关键的。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胡文平胡文平

《中国科学报》[2014-11-03]

科学家的社会使命，远远超越科学

本身。不求生命无尽，只求一生的贡献。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斯坦福大

学物理系教授学物理系教授 张首晟张首晟

《赛先生》微信公号 [2014-11-03]

做科研，要能吃苦，耐得住寂寞。如

果一个人每天从事自己的爱好，还有不

菲的报酬，这样的工作该多棒！

———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 沈健沈健

《中国青年报》[2014-11-01]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人民网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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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2014年8月1日，英国萨里大学教授

高扬高扬和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

究员刘金国刘金国在 Science上合作发表了题为

China’s robotics successes abound 的研究

报告，对中国机器人研究取得的成就和

存在的问题进行评述，引发热烈反响。

随着我国晋升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市

场，机器人技术研究及产业发展全面升

温。然而，中国机器人研究也正在遭遇

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技术基础薄弱、核

心零部件依赖进口、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堪忧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机器

人技术及产业发展能否实现突破，是学

术界与产业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

问题。

自主研发能力不足

“中国机器人技术研究在过去的十

几年中主要侧重于特种机器人技术研

究，在一些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如水

下机器人、空间机器人等，但研究重复性

太高，缺乏技术的整合，不具有系统性的

技术优势。”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

所副所长李瑞峰李瑞峰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

时表示，中国已经研制出一系列机器人

型号产品，在机器人系统设计技术、控制

器技术、机器人应用技术方面有了很好

的积累，但总体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机

器人技术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李瑞峰告诉《科技导报》，研究基础

薄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在工业机器人产

业化方面的开发较晚，机器人的零部件

技术均需要技术的积累，中国原创性机

器人产品较少，受国外垄断型机器人企

业的技术影响较大。并且，中国机器人

研发投入不高也造成技术水平受限。

研发技术与产业化应用相互衔接不

畅也是制约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原因

之一。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然王天然 6月

19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所说：要想

技术发展进步并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支撑，机器人自身首先要有大规模的产

业应用，技术只有在应用当中才能不断

提升。而中国机器人研发技术并未得到

大量应用。

高性能器件依赖进口现象严重

除了机器人研发的整体水平与国外

存在差距，关键技术如高性能器件的研

发也成为机器人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

题。刘金国、高扬在Science上撰文指出，

目前中国机器人研发过程中最大的问题

是高性能机电器件依赖进口现象较为严

重，这制约了中国机器人技术的长远发

展。

目前，中国机器人进口主要体现在两

个层面，即整机进口和关键器件进口，两

者的进口比例都占70%以上，其中高性能

机电器件技术缺乏尤其凸显。“高性能机

电器件与整个机器人研发过程的各个环

节密切相关，对于实现机器人的主要功能

而言必不可少”，刘金国9月24日在“中国

科技网”上介绍说，就机器人产品而言，其

主要的高性能机电器件包括高精密减速

器、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等。因在机器人研

发和制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高性

能机电器件依赖进口的现象引起机器人

研究领域学者们的担忧。

李瑞峰告诉《科技导报》记者，我国

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之所以依赖进口，

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刚刚起步，未形成规

模化生产，对零部件企业的需求拉动不

足造成的。

而核心高性能器件依赖进口，也导

致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市场形成被动垄断

局面。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新销售的

机器人总量约 11~12万台。其中国产机

器人约占总数的10%，90%依赖进口。

不过李瑞峰也表示，关键高性能器

件依赖进口的状况未来会有改观，随着

国产机器人的批量化生产，零部件产业

的企业积极性将得到提升，促使零部件

厂商在资金、技术方面进行更多投入。

他表示：“3~5年时间，国产机器人零部件

将会满足机器人产业的需求。”

市场潜力大 中国如何抓住机遇

国际机器人专家普遍认为，机器人

发展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来自

《经济日报》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

欧盟启动世界最大民用机器人研发计

划，投入 28亿欧元。美国发布了机器人

发展规划及路线图，瞄准研发新一代与

人紧密协作的机器人。各国争相布局充

分证明了机器人正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切

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

格局。

“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劳动力

成本持续上升、人口红利逐渐衰退等原

因，使得我们迫切需要大量工业机器

人。”11月 4日，中国新闻网发表评论指

出，机器人技术是促进我国从制造大国

到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技术支撑。机器

人在中国已从“备选”成为“必选”。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最近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3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

人 3.7万台，约占全球销量的 1/5，成为全

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预计 2020
年，这个体系产业销售收入将达到3万亿

元。中国不仅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

人市场，也是成长最快的市场。尽管如

此，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利用水平仍然很

低，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

2014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在

出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

时表示：中国不仅要提高机器人水平，而

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这一切都表明机器人产业正迎来良

好的发展机遇。

“中国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汽车、电

子、机械加工、物流仓储、食品、化工等行

业，在机器人应用方面的需求非常广

泛”，李瑞峰告诉《科技导报》：中国机器

人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在一些急需替代

人力的场合使用机器人也面临很大的技

术难度，这需要提出创新性的行业技术

解决方案，提高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满

足机器人使用的必要条件，培养机器人

应用人才，增强企业使用机器人的信心，

降低机器人使用的成本。只有多管齐

下，中国机器人技术及产业才能抓住机

遇，形成长远发展的良好格局。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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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 11月 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在北京会见中国科

协组织的杨衍忠杨衍忠先进事迹报告团。他

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向杨衍忠同志

学习。杨衍忠是江西省地矿局赣南地

质调查大队高级工程师，2014年 5月因

病去世。他18岁进入地质调查队，坚持

从事野外地质找矿工作，退休后整理近

600万字地质勘探资料献给国家，为发

展祖国地矿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中国

科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陪

同并主持会见活动。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4-11-03]

首届中国大地测量和

地球物理学学术大会召开

10月25—26日，第一届中国大地测

量和地球物理学学术大会于在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召开。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2000余名

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大会旨在促

进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IUGG）中国委员会的发展，结合国际科

学理事会（ICSU）发起的“未来地球”计

划，促进四大计划中国委员会的科学家

共同参与。会议主题为从全球变化到未

来地球，涉及冰冻圈科学、大地测量学、

地磁学与高空物理学、水文科学、气象学

与大气科学、海洋物理科学、地震学与地

球内部物理学、火山学与地球内部化

学。大会由4个特邀报告与43个分会场

专题交流报告组成，同时设立10名优秀

研究生论文奖以鼓励青年学者。大会开

幕式与特邀报告环节由 IUGG中国委员

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吴国雄与 IUGG
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张

建云建云主持，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

院士谢克昌谢克昌，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颙陈颙等出席大会并致辞。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4-11-02]
河南省第七届学术年会举行

10月28日，以“创新成就梦想”为主

题的河南省第七届学术年会在河南洛阳

召开。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陈

章良章良，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雪陈雪

枫枫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副校长詹启敏詹启敏出席年会开幕式

和相关学术交流活动。陈章良与北京科

技大学教授梅绍祖梅绍祖应邀分别以“中国农

业发展现状与挑战”“电子商务、物流与

互联网金融”为题作特邀报告。

河南省学术年会是河南省科协为广

大科技工作者搭建的综合性学术交流平

台，现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年会由河南

省科协和洛阳师范学院联合主办，洛阳

市科协和有关全省学会协办，年会设 19
个分会场进行多学科学术交流，来自河

南省内1500余名科技工作者参会。

河南省科协 [2014-10-31]
第七届海洋强国战略论坛举办

10月31日至11月1日，第七届海洋

强国战略论坛在南京举行，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出席并讲

话。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连陈连

增增，中国海洋学会理事长王曙光王曙光，中国太

平洋学会会长张登义张登义，中国科学院院士

苏纪兰苏纪兰、王颖王颖，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业立袁业立、

潘德炉潘德炉等出席论坛开幕式。潘德炉、王

颖、南京大学教授葛晨东葛晨东、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授张文木张文木、海军军事部门王校轩王校轩、

江苏省沿海地方代表唐庆宁唐庆宁分别作题为

“近海水体环境的卫星遥感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论南海海疆国界线”“海权拓

展的节点与国运兴衰”“海洋强国与海洋

安全”“关于江苏海洋强省战略的思考”

的主旨报告。4个分会场分别就相关海

洋热点问题，作了65个专题报告，吸引了

来自近50个不同行业和不同学科的700
余名科研人员参加。此次论坛由中国海

洋学会与中国太平洋学会、南京大学联

合主办，中国科协、国家海洋局支持，中

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承办。

中国海洋学会 [2014-11-04]
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集中研讨雾霾问题

11月1—2日，中国科协在北京举行

第9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主题是

“大气雾-霾研究中的科学问题和思考”，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小曳张小曳，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石广玉石广玉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贺克斌贺克斌担任领衔科学家。来自全国

20多家科研院所和学术团体的 30余位

专家围绕大气雾-霾相关问题展开热烈

讨论。本期沙龙由中国气象学会承办，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协办。

与会专家针对大气雾-霾与能源结

构，雾-霾形成机制及其来源认识，雾-霾

污染控制对策，雾-霾与健康等方面的最

新研究进展和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交流

互动。讨论认为，燃煤是导致我国雾-霾

形成的最主要来源，机动车排放也对污

染发生有重要贡献，部分地区生物质燃

烧等也助推了处在高位的大气污染。控

制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不断改善煤的清

洁利用是控制我国煤炭造成大气污染的

2条主要路径。加强各种二次气溶胶形

成机制的贡献程度的定量研究是会议形

成的共识。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11-04]
图象图形技术军事应用

前沿峰会召开

10月26日，由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主办、解放军理工大学承办、中国图象图

形学学会数码影像专业委员会、中国科

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协办的图象图形

技术军事应用前沿峰会在解放军理工大

学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刘永才刘永才，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秘

书长刘凯龙刘凯龙，解放军理工大学野战工程

学院院长严骏严骏等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图象图形前沿技术

军事应用进行研讨，特邀11位院士和专

家作主旨报告，报告高屋建瓴，精辟论

述，深入交流，气氛热烈。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2014-11-03]
中国兵工学会理事会换届

10月27日，中国兵工学会第八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学会分

支机构、地方学会和团体会员单位推荐

的232位会员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听取

学会第七届理事长马之庚马之庚代表第七届理

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等，并选举产生了

由179名理事组成的第八届理事会。尹尹

家绪家绪当选为理事长，胡海岩胡海岩、刘仓理刘仓理、曾曾

毅毅、聂晓夫聂晓夫、邓智尤邓智尤、王晓锋王晓锋、于小虎于小虎当选

为副理事长，于小虎兼任秘书长，47位理

事当选为第八届常务理事。

中国兵工学会 [2014-10-28]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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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评估药物在环境中对野生动物评估药物在环境中对野生动物
和生态系统的风险和影响和生态系统的风险和影响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加剧及

越来越密集的粮食生产，全球药品的消

耗量不断攀升，最近研究显示，生态系统

和生物组织中广泛存在药物残留，对环

境和生态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评估药物在环境中对野生动物和

生态系统的风险和影响”专题由KathrynKathryn
E. ArnoldE. Arnold，A. Ross BrownA. Ross Brown，Gerald T.Gerald T.
AnkleyAnkley和John P. SumpterJohn P. Sumpter整理编辑，发

表在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杂志 2014年第 369卷

第 1656期（图 1）。专题刊载了 18篇文

章，介绍了环境药物浓度对脊椎野生动

物相关风险的最新研究进展。专题通过

整体性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药物的环境暴

露情况，涵盖富裕和贫穷国家的陆地、淡

水和海洋生态系统。根据野外和实验室

数据，在野生动物药物暴露的种群和群

落水平上，探查了动物生理和行为改变

的证据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同时研究

了药物残留对动物死亡和繁殖的影响。

图1 评估药物在环境中对野生动物和

生态系统的风险和影响专题

专题中通过食物网呈现出药物的吸

收、代谢转移和间接作用。鉴于该领域

研究的逻辑和伦理复杂性，一些研究侧

重于用来区分最可能伤害野生动物的化

合物的技术，及预测非靶标物种中药物

生物利用度、代谢和毒性的建模方法。

本期特辑致力于帮助澄清有关环境药物

影响的不确定性，突出其中的机遇，并告

知读者正在进行的与之相关的科学和政

策辩论。

http://rstb.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69/1656.toc

药物生产带来的污染：过去与未来
早在 16世纪，Paracelsus认为，“剂

量导致毒性”。瑞典哥德堡大学的 Lars⁃
son等认为，实际上，人类排泄到环境的

药物浓度是有限的，主要是因为药物只

以给定的剂量用于一小部分人群。相反

的，最近的研究已经确定，药品生产作为

直接源头，排放出高浓度的药物废弃物，

在某些情况下，大大超过毒性阈值。由

于生产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其产生的风

险便与药物的使用方式无关。同时，由

于排出的药物没有消耗，相比人体排泄

而言，药品制造业产生的相关环境风险

包括了不同且更广泛的药品。尽管制造

污染并不普遍，但药物排放引起耐药微

生物的发展仍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在

问责制度、创新激励、法律缺口、替代措

施和成本控制等方面，生产和排泄的风

险管理也是不同的。作者回顾了药物生

产排放及暴露于这些排放的影响的相关

研究，对比了生产和排泄带来环境污染

的风险和管理，并突出了最近的一些举

措。

环境浓度下一种抗抑郁药对鸟的

行为和生理产生的影响
约克大学的 ArnoldArnold 等在文章中指

出，许多野生动物的食物被污水处理厂

的废水和田间污泥所污染，但由此产生

的人类药物对陆地物种的暴露仍研究得

较少。研究者在可预测的野外暴露水平

下，在越冬的22周内对野外捕捉的八哥

（Sturnus vulgaris）给予常见的抗抑郁药

氟西汀（FLUOX）或对照实验。随后将鸟

从分组的鸟类饲养场转移至单独的鸟

笼，在2天内研究其对氟西汀的反应。敢

为性、探索性和活动水平没有表现出治

疗影响，对照组和氟西汀组隔离后粪便

中的皮质酮（CORT）代谢物水平倾向不

同。对照组在第 1天排泄出更高CORT
浓度的鸟比排泄出更低CORT代谢物的

鸟，在第2天损失了更多的体重。在氟西

汀组中未发现CORT代谢产物和体重损

失的关联。当作者研究鸟从饲养场的转

移时，发现对照组的鸟在围绕日出和日

落的重要觅食期间寻觅食物托盘的频率

比氟西汀组更高，该行为适合于越冬鸟

类。虽然个体差异使对测得亚致死终点

的解释充满挑战，但作者的数据仍表明，

氟西汀在环境相关的浓度下可显著改变

动物的行为和生理。

利用已有数据确定人用和

兽用药物对水生动物生态学

影响的优先关注度
明尼苏达大学的 LaLoneLaLone等在文中

提到，医药创新已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用

和兽用药品的发现和使用。药物不可避

免地进入环境，带来对非目标生物暴露

下产生意外影响的可能性。要在环境中

获取代表所有物种整个机体的慢性毒性

数据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有必要优先对

一些药品进行实证检验和实地监测。当

前优先级评估策略通常强调药物暴露的

可能性（即预测的/测得的环境浓度），而

仅在有限的程度上考虑药物对非目标生

物体的潜在影响。然而，药物开发过程

中产生出大量的哺乳动物药代动力学和

作用机制（MOA）数据，用来了解药物对

目标人群的靶点特异性和疗效。一项评

估人用和兽用药物风险的综合的优先级

评估策略，将利用可用的药代动力学和

毒代动力学数据评估对非目标生物体产

生不利影响的潜在可能性。文章中，作

者交叉利用了哺乳动物的吸收、分布、代

谢和排泄数据，分析水生动物中跨物种

分子靶点的一贯性，并在不良后果的形

成机制上对治疗MOA进行解读，以确定

毒性测试和环境监测中需要优先关注的

药物。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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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年科学传播活动的特点及趋势欧洲近年科学传播活动的特点及趋势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文//胡俊平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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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中的科学”（SIS）是欧盟第七科技框架中的重要板块

之一。为此，欧盟于2010年1月启动了为期2年的“欧洲社会中

科学的政策和研究活动监测”项目，有38个国家参与，涵盖了欧

盟27个国家以及与欧盟第七框架相关的11个欧洲国家。该项

目成果之一是在各国数据收集和报告基础上合成了总报告，重

点描述了欧洲各国近期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辩论、科技决策中的

公众参与和科学运用，以及科学传播活动的特点与趋势。这对

我国现阶段科学传播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欧洲各国学校科学教育和传播不断强化

而批判性反思呈现微弱

各国报告显示，面向青少年的科学传播活动的基本趋势是

内容不断丰富，无论是学校的科学教育还是课程外的活动都在

不断增长。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的活动大都是在学校环境下组

织开展的。通常的形式是学生们参观研究中心和大学，与科学

家接触，了解研究过程；或是科学家进入校园与学生们交流。另

一个提升学生科学技能和兴趣的工具是组织竞赛。学生们比拼

思想、技术和创造力。这些竞赛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跨学

科课题和主题。

各国对青少年科技能力和兴趣的显著关注却没有伴随对培

养学生批判性反思活动的重视。这些反思是针对社会中科学的

作用及相关社会问题。极少数国家报告了与社会问题相关的组

织化和制度化的活动及其批判性反思，但这方面的努力是分散

的，往往缺乏对目标群体的重要影响。卢森堡的报告注意到，缺

乏关于科学对社会影响和伦理问题的批判性反思，可能是基于

吸引更多青少年投身科学的潜在考虑。还有的国家报告强调，

传播科技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与已建立的宣传传播模式相违

背。换言之，关键是“兜售科学”，因此把科技如何影响社会的批

判性反思放在了脑后。

欧洲各国科技新闻业发展缓慢，科学传播培训现状亟待提升

各国报告强调了新媒体在科技传播中日益增长的使用。绝

大多数国家在过去5年中网络媒体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这种趋

势在东南欧尤为显著，中西欧和中东欧稍逊。新媒体重要性的

增长明显影响到了科技信息的获取性。许多国家报告表明，公

众获得科技信息的机会的确增加了，但有一种意识也在增长，即

科技信息的可获取并不意味着学到了知识和培养了兴趣。如此

一来，存在信息过量的潜在风险。如果大多数公众不能从众多

的科技信息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这种可获取性付出的是清晰

度和质量的代价。

各国报告描述了旨在推动科技新闻业发展的活动以及与社

会中科学有关的培训活动。一个显著趋势是缺乏训练有素的科

学记者。一些国家确实有科技记者培训计划，但培训形式通常

局限于普通记者培训中的非强制性课程或是个体组织或协会举

办的非制度化课程或座谈会。

科学传播相关主题处在“社会中的科学”研究项目的优先位置

“科学传播”是欧洲各国关于“社会中的科学”的常见研究项

目主题。有24个国家列出的一项或多项研究计划是在科学传

播方面，与普及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风险相关。项目描

述聚焦在电子教育、争议性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文化参与、技

术发展、传统出版和电子出版、创新性科学教育途径、数学和自

然科学教育提升、视听科学、社会不平等和环境、科学普及测度

的发展、健康传播以及大众媒体的结构性变化等。

“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也很活跃。有23个国家的报告陈

述了与此相关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些项目聚焦在如何提升公众

对科学的认识和兴趣，这些项目与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相关。

公民参与和理解各类科学话题和技术发展（比如合成生物学、干

细胞研究、纳米技术、气候变化、创新过程、健康）在一些国家很

突出。

在与科学教育相关的研究项目中，有2点特别明显。其一，

在新成员国（如塞浦路斯和爱沙尼亚）以及一些相关国家（如阿

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中，科学教育是一个常见的研究题目。所

开展的研究倾向于聚焦国家水平的科学教育的提升，同时关注

教师的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过程；其二，科学教育也是一些北欧国

家的研究课题，比如爱尔兰、丹麦、挪威等。工程教育的发展、科

技教师教育的先进方法等与科学教育相关的问题也包括在项目

之中。

科学传播成为欧洲研究项目的重要评估元素之一

科学传播是欧洲研究项目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有12个

国家将科学传播的相关活动作为项目评价的重要评估标准。在

整个欧洲，这种趋势显而易见。在不少案例中，关于公众宣传和

对话的传播策略都包含在评估标准中。在一些案例中，研究结

果发布的策略是强制性的；还有一些案例，鼓励在研究计划中包

含研究结果发布的策略。为了向大众传播科研结果，一些国家

提出了“清晰而容易理解的语言”“研究数据的管理”“研究结果

开放”“从终端用户的视角考虑”等项目评估标准。

其他的研究项目SIS评估元素包括研究职业生涯、伦理道

德、风险和可持续性、研究项目的社会相关性、利益相关者的包

容性等。相对而言，科学传播、研究职业生涯比其他的标准更重

要一些。但研究项目传统的一些评价标准，比如“项目的科学质

量、原创性”“论据的说服力”比上述SIS的相关评价标准更为重

要。

综上所述，近年来欧洲科学传播活动坚持与青少年科学教

育紧密结合，但缺乏批判性反思内容；科技新闻报道中重视新媒

体传播渠道，却暴露出从业人员素质亟待培训提高的现实状

况。令人欣慰的是，科学传播是社会与科学研究项目的优先内

容；欧洲研究项目的评估越来越看重科学传播的元素。这种趋

势将给欧洲科学传播活动带来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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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乙酸钙不动杆菌磷脂酶C在
大肠杆菌中重组表达、纯化及酶学性质

江南大学汪艳红汪艳红等以A. cal⁃
coaceticusATCC17902 基 因 组

DNA为模板，PCR扩增得到 2段

磷脂酶C基因（PLC1、PLC2），构

建重组大肠杆菌表达质粒并转化

大肠杆菌 BL21（DE3）中，实现

PLC1、PLC2基因的表达。IPTG
诱导表达后，经镍柱亲和层析纯

化重组蛋白。成功构建 2株产磷

脂酶C的重组大肠杆菌并纯化，

样品经SDS-PAGE分析在80 kDa附近均出现显著的特

异性条带。得到了酶的活性、最适温度、最适pH的等酶

的特性。底物特异性分析表明，PLC1、PLC2均水解磷脂

酰肌醇，对其他种类磷脂不能水解或水解程度很低。

文章首次实现了A. calcoaceticusATCC17902来源

的磷脂酶C的重组表达与功能验证，为其他食品安全性微

生物来源的磷脂酶C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微生物学报》[2014-10-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张晓丽

针对DNA长片段靶标的锌指筛选体系

锌指蛋白能够特异性识别目标DNA序列，常被作为分子靶向因子用

于定点核酸编辑以及定点转录调控等方面。目前常规采用的实验方法

得到的锌指蛋白通常结合的目标DNA序列较短，结合能力不强，因而一

直难以高效运用在核酸序列与调控蛋白在基因组上的原位互作等方面

的研究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鹏刘鹏等构建了一个高通

量筛选系统，利用N4噬菌体gp8毒蛋白和LacZ作为报告基因，以300
bp以上的DNA长片段为靶标，来筛选能够结合多位点的锌指蛋白组合，

提高锌指蛋白应用的精确度以及效率。该系统

针对小鼠Nrxn-1a启动子区域进行了锌指蛋

白文库筛选，得到了具有序列选择特异性的混

合锌指蛋白库，并对筛选结果进行了初步功能

验证。研究表明，本系统具有简便快捷的特点，

不仅大幅度缩短了筛选时间，而且减少了因靶

标序列DNA片段较长而不得不反复设计多位

点结合锌指蛋白造成的成本浪费；筛选得到的

锌指蛋白库具有较高的长片段DNA靶标结合

能力和一定的序列特异性，并且能够在真核细

胞内特异地结合目标DNA序列。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4-10-25]

聚丙烯/阻燃剂填充聚丙烯
交替层状复合材料的阻燃及
力学性能研究

四川大学高分子

研究所高万里高万里等利用

微层共挤出技术制备

得到不同层数（2、4、
16和 64层）的聚丙烯

（PP）/阻燃剂（IFR）填

充 PP（PPFR）交替层

状复合材料，研究了层数改变对复合材

料阻燃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偏光显微镜观察发现，PP层与PPFR
层沿层状样品的厚度方向交替排布，层

界面则随着层数的增加而增多。非等温

结晶测试结果显示，界面的增多使更多

的 IFR可以分布在层界面附近，使整个层

状复合体系表现出越来越接近传统 IFR
填充体系的异相成核结晶行为，表明 IFR
的分布可以通过层数的调节进行调控。

垂直燃烧、极限氧指数（LOI）以及微型量

热测试结果表明,层数提高可以有效提高

复合体系自熄能力，显著降低热释放速

率。与2层试样相比，64层试样的LOI从
19.5提高到了25。而拉伸性能测试结果

显示，随着层数增加，复合材料的拉伸强

度变化较小，但断裂伸长率显著提高。

《高分子学报》[2014-10-20]

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中游
水沙时空变化的定量评估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环境与灾害监测评估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班璇班璇等定量评价三峡蓄水后长江中游流

域水文情势的时空变化，为长江中游生

态保护和区域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采用变化范围法分析了长江干流 5
个水文站的流量、含沙量日均数据，定量

评估了三峡工程蓄水后，长江中游水沙

变化度最大的江段和水文指标类别，及

其对应的生态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三

峡蓄水后，下游河道含

沙量的变化度远大于

流量，除城陵矶站外，

含沙量较蓄水前有了

大幅度下降，宜昌站的

含沙量下降幅度达到

了一个数量级，洞庭湖对长江干流含沙

量有明显的调蓄作用。流量的变化度随

着与大坝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且在7—11
月流量下降幅度明显。这些水文节律的

变化将影响下游鱼类产卵栖息地以及滞

洪区水生生物与周边植被的生长。

《水科学进展》[2014-09-25]

基于星上动态指令调度的
卫星使用效能提升技术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田志新田志新

等针对传统任务管理模式采用静态约束

指令序列导致卫星使用效能的不足，提

出一种基于有向图模型的动态约束自适

应任务管理方案。

研究人员采用面向用户的星地任务

控制接口，利用地面仿真和星上实时遥

测获取任务运行过程的动态约束参数，

星载计算机据此动态生成任务指令序

列。针对某高性能光学卫星的仿真试验

表明，与传统任务管理模式相比，卫星操

作接口复杂度减少

88.5%，任务注入效率

提升699%，有效载荷

数据传输效率提升

10%，全球数据获取

能力提升 11%，对我

国区域的实时数据获

取能力提升100%。

《宇航学报》[2014-10-1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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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糖尿病：复杂性的丢失

哈佛医学院统计物理学家Madalena D. CostaMadalena D. Costa，哈佛医学院Beth Israel Deaconess医学中心和哈佛大

学 the Wyss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ly-Inspired Engineering的心血管病专家Ary GoldbergerAry Goldberger带领研究人员

发现血糖的微小波动可能蕴藏着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丰富的信息。血糖中短期的微小波动（长期波动也一样）

并不代表不相关的随机性，而是在编码复杂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健康人身上要明显复杂于糖尿病人，这点是

医生们以前从未系统持续地观察到过的。研究成果发表于 9月 23日出版的Chao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Nonlinear Science杂志上。

在疾病发作时，血糖波动中信息的复杂性会明显丢失，研究组因此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研究糖尿病的方

式，他们称之为“动态血糖测量法”，一种解码隐藏于波动中的信息的方法，有别于以往只是依赖定期的检查

和取平均值的方法。提取血糖微小波动中的信息可能会阐释人体生理机能中一些未被充分理解的前沿问

题，甚至有可能为监测和治疗糖尿病提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基于维持和恢复人体整体控制系统的复杂性，

哈佛研究人员将这一概念称为“将系统作为目标”。

Chao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Nonlinear Science [2014-9-23]
推荐人：美国物理联合会科技新闻部，张铮铮

过渡金属高氧化价态研究取得

新进展
复旦大学化学系

教授周鸣飞周鸣飞研究组等

在高氧化价态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相

关研究论文于 10 月

23 日 发 表 于 Nature
上。

氧化价态反映了元素在化合物中的

化合状态及其在化学反应过程中状态的

变化情况。其高氧化价态化合物由于具

有高氧化性，可用于工业反应中的氧化

剂和催化剂。研究人员提出若进一步将

中性四氧化铱分子的d电子电离生成四

氧化铱正离子，则铱将有可能处于 IX价

态的观点。为了从实验上验证这一观

点，研究人员采用脉冲激光溅射—超声

分子束载带技术在气相条件下制备了四

氧化铱离子，采用课题组最近建立的串

级飞行时间质谱—红外光解离光谱技

术，成功获得了气相四氧化铱离子的红

外振动光谱，首次证实了气相四氧化铱

离子具有正四面体结构，其中的铱处于

IX价态，从而在实验上确定了 IX价态化

合物的存在。

《中国科学报》[2014-10-27]

长时间尺度亚洲冬季风研究

获重要进展
兰州大学与美国国家大气与海洋管

理局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研究的一项最新成果显示，在长时间尺

度上，轨道参数驱动的海、陆温度及气压

差异是长时间尺度亚洲冬季风演化的主

因，除此之外，北半球高纬度冰盖范围和

北大西洋冰川融水是东亚冬季风强度变

化的重要因素。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10
月21日出版的Climate Dynamics。

该研究组这项最

新研究使用耦合气候

模式，并采用连续气

候模拟方法，连续模

拟了全新世期间东亚

冬季风的演化序列，

在此基础上对比了模

拟冬季风强度与戈壁

沙漠南缘的全新世风成沉积记录，二者

具有较好一致性，进一步证实了该项模

拟的可靠性。气候模拟结果所揭示的全

新世气候变化机制表明：轨道参数所驱

动的海、陆温度及气压差异是全新世亚

洲冬季风演化的主因，除此之外，全新世

早期劳伦太德冰盖和北大西洋冰川融水

也是促使早全新世较强的东亚冬季风的

重要因素。 科学网 [2014-10-29]

喀喇昆仑山冰川增长之谜揭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位于亚

洲喀喇昆仑山脉的冰川却没有任何消融

迹象。美国科研人员通过建模，解释了

这一反常现象。研究成果发表于 10月

12日出版的Nature Geoscience上。

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家对该

区域直到 2100年的气象类型进行模拟

分析，发现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和东南部

的水分是来自于每年的雨季。与之相

反，喀喇昆仑山的降水出现在冬天，当然

就是降雪了。该研究团队强调，他们的

模型显示随着地球温度升高，喜马拉雅

山脉大部分区域在夏季降水增多。但是

喀喇昆仑山脉正好相反，夏季降水少，冬

季落雪多，使得这

里 的 冰 川 持 续 增

长 。 该 模 型 还 显

示，这些冰川在该

地区会持续存在，

直至 2100 年。此

后，如果全球变暖

的步伐不再与今日

相同，冰川的存在状态也会随之改变。

《科技日报》[2014-10-27]

太阳导致量子三重态威胁人体DNA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展示了小型蛋白质是如何在紫外光的照射下分解为量子三重态的。10

月21日，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物理联合会出版的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期刊上。

研究者用紫外激光照射气相的肽分子—酪氨酸和苯基丙氨酸，这些蛋白质都是人体内具有吸光性能的

氨基酸分子。随后，研究者使用紫外到红外的光谱技术观察这些分子, 研究它们的结构随时间的变化。最终

发现有些分子在紫外光的照射下不是直接分解，而是形成了中间过渡的量子三重态。研究人员指出，因为电

子的结构可以影响分子对外界的反应，了解电子经历三重态，有助于人们对分子光致损害的潜在后果有更深

一步的了解。 《中国科学报》[2014-10-28]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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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嗨嗨，，请买一本数学书请买一本数学书
————《《XX的奇幻之旅的奇幻之旅》》书评书评

[美] 史蒂夫·斯托加茨 著，鲁东旭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第

1版，定价：42.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杨冬晓 1，孙建平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河北科技大学，讲师；2.河北

外国语职业学院，讲师。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试想你走进书店，希望寻找一本书，

让它在闲暇之际成为你愉悦心情又寓教

于乐的好朋友。文学、哲学、历史传记，

抑或绘画、园艺、生活百科，它们都可能

是你理想的玩伴。而此时走来一位面容

和蔼、彬彬有礼的中年人，微笑着递给你

一本，封面上赫然印着一个由各种线条

组成的X符号——“数学？”你会吃惊吗？

可能刹那间你的思绪就回到了纷乱复杂

的高数课堂上：黑板上是密密麻麻的公

式，老师的声音催人欲睡，却又不断提醒

你马上要进行令人心惊胆战的考试。

不，没人希望把那种不愉快的感觉再带

到舒适的床头灯下。你可能会犹豫，会

掉头就走。但且请留步，听一听这位中

年人——本书作者史蒂夫·斯托加茨的

介绍，他会告诉你这本《X的奇幻之旅》有

着怎样的魅力，而曾令不少人敬而远之

的数学又包含着何等迷人的乐趣。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

伯特说：“斯托加茨掌握了一种奇妙的本

领，他让所有困惑你的数学知识变得更

清晰易懂，引领你发现数学奇妙、惊奇和

美丽的新世界。”若是认真读完本书的

人，都会由衷地感到此言非虚。作为一

名资深的数学教授，斯托加茨深深地痴

迷于幽远玄奥的数字之美。但作为一名

热门的科普作家，他也明白：并非所有人

都能从纯专业角度去欣赏数学。因此在

2010年，借着为《纽约时报》撰写科普专

栏的契机，他设想一个“疯狂”的计划：向

普罗大众证明数学的“优雅”，激发人们

学习数学的热情。最后凭借深厚的专业

知识、优美的文笔和对社会文化丰富的

了解，这个专栏大受好评。到了 2014
年，这本《X的奇幻之旅》结集出版，成为

红极一时的科普畅销书。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步步体会它化“艰涩”为“神

奇”的妙处吧。

首先，这本书会引导你发现生活中

的数学无处不在。作者举例：逛商场时

你看中了一款8折出售的牛仔裤，但导购

神神秘秘地将你拉到一边：“要开发票

吗？那还要收取4%的税，不如我先按原

价开发票、算税款，然后再给您打8折，还

能省不少钱！”你会相信导购的话吗？一

件商品，是在打8折基础上收4%消费税，

还是按全价收税再整体打8折，哪种才是

最省钱的方案？可能你一下子就被弄糊

涂了，但作者告诉你，这个消费陷阱里只

蕴含着一条最简单的数学原理——乘法

交换律：a×b=b×a。不管怎样计算，总价

y都相当于原价x乘以（80%）和（1+4%）

两个系数。先乘后乘对消费者来说结果

一样，但销售方可因发票上原价的数额

较大而统计出较高的营业额。类似的例

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或是股票盈亏的计

算，或是看电影时购票的技巧，说不定在

读到某处时你就会忽然感慨：这么明了

的数学问题，当初怎么就没早想到呢？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数学小贴士”也

许已经非常有趣，但还并不是本书全部

的魅力所在。对一位科普作家真正的考

验，要看他是否能把数学最艰深复杂的

一面向人娓娓道来，在这方面斯托加茨

再次展现出他的天才。书中讲到了一个

极为抽象的课题——专门研究数字性质

的“数论”，连作者本人都认为这是一个

“令人呼吸困难”的纯理论领域。但一开

篇他却谈起一部小说——《质数的孤

独》。书中的主人公是一对患有自闭症

的青年男女，他们努力试图融入社会，并

在彼此的心灵中找到了共鸣与救赎。斯

托加茨深深地感动于这个勇敢而忧伤的

故事，并引用了书中一段文字：

质数只能被 1和它自己整除。质数

永远是可疑的、不合群的孤独者，有时

候，马蒂亚又觉得也许质数最大的愿望

就是变成一个普通的自然数，不再那么

格格不入，但是，这个愿望永远也不可能

实现……他和爱丽丝就是一对孪生质

数，他们都很孤独，他们同样迷失在这个

冰冷的世界里，他们是彼此唯一的安

慰。但他们之间仍隔着不可逾越的障

碍，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地紧挨着彼此。

如果我们曾经对艰深的“数论”抱有

未知的恐惧，那么在读完这段文字之后

你会发现，关于质数性质中最核心的几

个问题：“质数不能被随意分解为质因

数”“孪生质数非常稀少，但会不断出现”

等等，都随着这诗意的文字一起深深烙

印在你的脑海中。在斯托加茨看来，理

解数学的模式从来不是单一的，这门从

人类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学问渗透着对自

然和心灵的哲理思考。因此在讲述一个

个数学专题的同时，他不断引证对流行

歌曲、时政要闻甚至当红明星衣着打扮

的独到见解，仿佛他的课堂不只有一块

黑板，而是一个热闹的俱乐部、一间琳琅

满目的博物馆。

“斯托加茨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数

学老师！”科普作家乔舒亚·福尔这样

说。除了清晰的逻辑思路和丰富的例证

分析，还有什么能使一位数学老师更加

完美？我想就只有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

了。本书有着极为轻松流畅的表达风

格：作者一点也不避讳自己心爱的数学

在大众心目中的“可怕”形象，直接明了

地在书中写下一张告示：“警告！长时间

接触数学证明可能会产生如下副作用：

夜间盗汗，惊厥恐惧。极少数患者可能

患上欣快症。使用前请务必咨询医生的

专业意见。”他更不计较有些人把数学家

当做迂腐“怪胎”的偏见，直截了当地坦

白：自己年轻时曾为了一场恋爱费尽心

机、废寝忘食地进行科学钻研，目的竟是

为了总结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恋爱数学

公式”，并认定自己最终可悲的情感失败

只是源自其中几个指数的错误。看到这

里，你也许会止不住哈哈大笑，但正因为

这种坦白可亲的态度，读者会感到进入

一个数学家的世界，和他同步思考并不

是不可预期的事情，相反那将是一场有

益而又有趣的旅程。

因此，请拿起这本《X的奇幻之旅》，

去体会数学的魅力与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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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创新自信力

[美] 汤姆·凯利，戴维·凯利 著，赖丽薇

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定

价：37.60元。

该书讲述了如何释放、培养和提升

创造力，字里行间充满真知灼见，令人信

服。今天，创新和创意已被公认为商业

成功的驱动力，也是领袖人物身上最可

贵的素质之一。作者提醒我们，人人都

不乏灵感与见识；并阐述了创新是一种

思维倾向、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另辟

蹊径寻找解决方案的积极策略。我们未

必都能成为艺术家，但却可以成为更具

有创意的人。作者运用他们在斯坦福大

学设计学院工作中的实例，向我们展示

了解决问题时应如何发掘创意源泉与想

象力，并透露了释放我们蕴而未发的创

意火花的具体策略。该书给予我们改变

世界的勇气，激励我们把突破性理念付

诸行动，从而使我们的事业和生活蒸蒸

日上。

暗淡蓝点

[美] Carl Sangan 著，叶式辉，黄一勤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 11月第 1版 ，

定价：38.51元。

全书首先回顾了历史上有关人类在

宇宙中地位的种种观念，接着根据20世

纪中叶以来空间探测的成就对太阳系作

了全方位的考察，然后评估了将人送入

太空的种种理由，最后是作者本人对人

类未来的太空家园的长远展望。本书是

享誉全球的美国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

Carl Sangan 60岁时出版的科普名著，

其主题关系到人类生存与文明进步的长

远前景——在未来的岁月中，人类如何

在太空中寻觅与建设新家园。该书叙述

风格宛如一部纵贯往昔、今日与未来的

史诗，于宏伟缜密间编织着大量扣人心

弦的精彩故事。

悖论：破解科学史上最复杂的

9大谜团

[英] Jim Al Khalili 著，戴凡惟 译。中国

青年出版社，2014年 10月第 1版，定价：

24.10元。

本书介绍了最具代表性的9个悖论，

它们横跨整个科学史，对于每个时代科

学家们最关注的议题提出质问。这些悖

论都属于“认知悖论”，处于似非而是与

似是而非的矛盾中，但其实只要仔细思

考，就可以找出其中的假设漏洞，轻松破

解。从古到今，这些复杂的谜题考验过

无数顶尖的科学家，让他们百思不得其

解。本书作者被誉为“科普界的明日之

星”，他认为，这些悖论就像是露出水面

的冰山一角，而水下还隐藏着丰富广博

的科学知识。想一探科学上的诸多奥

秘，还有什么方法比透过破解谜题更有

乐趣呢？如果你喜欢挑战自己的逻辑思

考，该书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让你在反

复论证中获得启发。

宇宙之美
[日] 渡部润一，渡部好惠，自然编辑部

著，郑敏 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7月

第1版，定价：49.00元。

从宇宙诞生到宇宙未来，本书以全

彩大开本的精美装帧，讲述浩瀚宇宙的

神秘之美。每一个天体都在多维空间中

书写自己的故事。从太阳到太阳系的其

他成员，再到恒星、星团、银河系和其他

星系，7个章节全方位介绍宇宙天体的基

础数据、形态特征、运行规律等知识。包

括：我们的太阳系，夜空中熠熠生辉的恒

星，从银河到宇宙的尽头，银河系和他的

小伙伴们等内容。

周期表

[意] 普里莫·莱维 著，牟中原 译。山东

文艺出版社，2014 年 6 月第 1 版，定价：

28.00元。

氢，和星星、太阳里燃烧的元素一

样。它的凝聚产生了这永恒而孤寂的宇

宙。

《周期表》是普里莫·莱维最为著名

的作品，他凭借丰富的化学家的知识，以

各种元素为隐喻，创作了一系列相互纠

结的半自传故事，既包含了他所出身的

皮埃蒙特犹太社会、他从中学开始的化

学学习，亦表达了他对二战时大屠杀的

反思与回应。在作者笔下，各个化学元

素的不同性质，它们美丽的结构式，随着

情节的进展得到了一一展现。元素不仅

是有诗意的，更具备丰富的哲学意义。

英国伦敦皇家研究院曾将《周期表》评为

“有史以来最好的科学著作”。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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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南湖师恩
——记我的导师刘旭霞教授

最初认识我的导师刘旭霞教授始于

2012年 4月，那是研究生考试成绩公布

后不久，我无缘第一志愿的北京某高校，

准备调剂，当时联系了国内多所学校，但

始终没有收到复试通知。后来在朋友的

推荐下，了解到与我本科母校——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仅一湖之隔的华中农业大

学有调剂名额，于是积极申请，并给刘老

师写了一封邮件，希望能够成为她的学

生。刘老师很热心地回复我，让我好好

准备，如果接到复试通知，可以选择她为

导师。我也十分幸运地抓住这几乎最后

机会，顺利通过复试面试，成为刘老师团

队的一员。

导师对我很好，在学校确定录取我

之后，即让我提前来华中农大参加团队

研讨会，学习了解研究状况，这对我后来

的学习和研究很有帮助。本科毕业后的

暑假，我便提前进入华中农大研究室，跟

着导师和师兄师姐学习，初步了解团队

关注的转基因法律问题和农业法学研

究。由于之前只是学习一般的法学理论

和基础知识，对于具体某个领域的法学

研究关注得不多，所以刚来时，感觉压力

很大，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习。特别是

之前并没有十分注意的“三农”方面相关

法学研究，在逐渐读书、看文献和导师讨

论之后，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慢慢建立起

从事科研的自信。

暑假期间，导师鼓励我撰写一篇小

论文投递全国种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论坛，并去哈尔滨参加该学术会议，这对

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自我出生以来，

从未去过北方，这次独自去东北，而且是

去和专家学者一起交流，我担心自己不

能胜任，但仍然满怀好奇积极参会。也

正是借着这次出去学习的机会，我认识

了很多从事农业科学和软科学研究的前

辈，开拓了视野，更加期盼研究生阶段的

学习和研究。

研究生阶段的生活简单而充实，大

部分时间都是在研究室读书、看文献、写

论文，每当有新的想法和发现，就及时和

导师、团队成员分享，大家通过讨论会和

平时的交流互相了解学科领域发展前

沿，就某些疑难复杂问题进行反复辩论

和查证，最终形成一定的结论和意见，这

对每一个团队成员而言，都是研究生学

习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导师对大家是十

分开放和包容的，鼓励大家多多参加学

术会议和讨论交流，同时对学术要求很

严格，对我们撰写的论文初稿常常改动

数次或数十次，才算放心。导师也很关

心我们的身心健康，不时给我们带一些

她自制的食物或者在外地出差的特产，

让大家品尝。每到节假日，导师还会邀

请我们去她家里吃她亲手做的饭菜，那

味道比食堂的鲜美多了。每年我们系里

毕业晚会，导师必定要为毕业生送上自

己表演的节目，这也成为晚会的高潮。

我最佩服导师的，是她对科研的执

着和对学生的关爱，这两者并不冲突。

经常在网上看到有学生埋怨导师逼着做

很多任务，并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不满，这

种导师可能也十分执着于科研，但不太

考虑学生的想法；当然，也可能学生确实

没有完成基本任务，而把责任归到导师

头上。现在很多导师所带的学生有限，

自己承担的课题和科研任务繁重，学生

往往要做很多实验和调查研究，但这并

不是师生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这要

看导师对科研和学生的爱是否真诚，是

否坦然，是否不掺有杂质。科研的目的

是发现真理，找到真正有益于人类和社

会的瑰宝。发表论文、撰写著作、申请项

目等等只是科研的形式和过程，并非科

研的结果。现在有些老师对此过于看

重，因而强迫学生不顾身体不讲条件做

实验、写论文，恰恰违反了科研的本质。

而有些老师认为这也是爱学生，并说一

切都是为了学生，多出成果对以后工作

和继续深造有用，但是这样强扭的瓜，就

算是“甜”的，又有何意义呢？导师和学

生对科学问题的探讨和深入研究，都应

该是非功利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在一定

的研究实践基础上，总结和探寻能够启

发和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道理，这也是

导师常常和我们所讲的。

2014年开学以后，我就进入研三，时

间过得飞快，我知道我留在学校的时间

不多了。导师会问我以后要做什么，我

却常常说不知道，因为我想做的很多，而

真正能做什么又真的不完全清楚。我始

终认为，每一段奋斗的旅程都是有意义

的，最终的结果却未必那么重要，也许一

切都会水到渠成。导师也很支持和理解

我，她自己对于名利的看淡，也更加坚定

我对学习对生

活的信念。其

实我不是一个

听话的学生，

导师让我专注

于学术研究和

力所能及的课外实践，而我却做了很多

看起来没有用的工作，当然，也许有人会

赞赏我，但我只在乎我所做的每一个选

择，或多或少对别人对社会对自己是有

意义的。其实，我知道导师是为了我好，

她也经常提醒我，要有所取舍。不过，当

我真正去做的时候，导师并没有强力阻

拦我，反而默默地给予我支持，我去北

京、上海参加一些非学术类的公益组织

论坛和培训，导师也为我报销花费，这份

感动，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

在我来华中农业大学的时候，我跟

导师说要跟着她好好学习，争取为团队

做一些贡献。到现在为止，我知道我并

没有达到当初的目标，倒让导师为我操

心不少，对此我深感惭愧，常常提醒自己

趁着年轻，趁着在学校的美丽时光，再多

做一些，多向导师学习，多看书，多写文

章，只希望能在有限的日子里多努力，不

只是为了导师，而是为了自己。我很感

谢导师给我的教导和帮助，我会铭记这

份师恩到永久。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沈大力沈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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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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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传超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博士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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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起源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

要课题。人猿分离之后，地球上出现的

人科物种有许多种，人科这一谱系中已

知的最古老的人科物种的化石是在非洲

发现的距今大约700万年前南方古猿阶

段的撒海尔人乍得种，而在亚洲和欧洲

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都属于直立人阶

段，不超过200万年，因此学界普遍接受

和认同人类起源的最初地点是在非洲这

一论断。但是，亚洲的直立人化石和非

洲的直立人化石在年代上还无法区分

开，能人是在非洲演化成直立人然后扩

散到整个旧大陆，还是能人的后代有一

部分离开非洲并且在非洲之外演化成直

立人随后分布到整个旧大陆，至今也未

有定论。无论直立人是在非洲演化还是

在亚洲演化，最早的古人类是从非洲分

散到旧大陆的观点是没有争论的，现代

人的起源才是人类学领域争论最为激烈

的问题之一。

现代人起源的问题牵涉到2种学说：

“出非洲”说和多地区起源说。2种假说

都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的东非直立

人，然后大致在100万年前走出非洲，迁

移到欧亚大陆。

多地区起源学说则认为不同大陆上

的古人类独立、连续地进化成了现代人，

即由各地的非洲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

德特人、东亚直立人各自独立进化到现

代人类的几大人种。例如亚洲蒙古人种

是由亚洲的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等直立

人，经过大荔人和马坝人等早期智人阶

段，直系演化发展成柳江人和山顶洞人

等晚期智人，再发展到现代的亚洲蒙古

人种。还有一些中间学说，比如多地区

起源附带杂交，既承认现代人的多地区

起源，又认为不同大陆上的古人类有过

基因交流。多地区起源说的最强有力的

证据来自不同地区保存的从古人类各个

阶段直到现代人的完整的化石记录，包

括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古人类学家们

依据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考古文化，认

为各地区的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

智人在人类骨骼和形态上均表现出了连

续进化的特征，因此他们的进化应该是

连续的。

但“出非洲”说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

10万年前非洲的第 2次迁移，走出非洲

以后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种。支

持非洲起源说的证据主要来自分子人类

学的研究成果。1987年，艾伦·威尔逊等

人组成的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研

究小组提取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新

几内亚以及澳洲土著群体的共147名妇

女的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进行研

究，并绘制了线粒体DNA的系统树，这个

系统树的根部出现在非洲，时间约距今

20万年。威尔逊诙谐地说：“我们可以将

这位幸运女性称为夏娃，她的世系一直

延续至今”，这就是著名的“线粒体夏娃”

学说。许多后续研究也支持了“线粒体

夏娃”学说，比如复旦大学金力实验室用

严格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证据分析包括

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群起源问题。

2种学说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其他古

人种能否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杂交及他

们对现代人的基因库是否有所贡献。尼

安德特人（以下简称尼人）为解决上述问

题提供了线索。尼人是已经灭绝了的古

人种，他们2.5万年前生活在欧洲以及中

亚和西亚的部分地区。化石证据显示尼

人与早期现代人极可能共存了 2万年。

如此长时间的共存，尼人与现代人的栖

居地在中东和欧洲甚至还有重叠，这就

极大增加了尼人和现代人基因交流的可

能性。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途径是直接

将尼人和现代人的 DNA 序列进行比

对。已有的众多尼人的线粒体DNA 数

据无一例外均证明尼人对现代人的基因

库没有贡献。但也可能尼人可与现代人

杂交，只不过他们的线粒体基因经漂变

而逐渐丢失了。2010年，德国马普研究

所Pääbo领导的研究组对尼人全基因组

分析就得到了稍有不同的结果，非洲现

代人中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尼人的遗传成

分，但是在非洲之外的现代人群中，都发

现有1%~4%的尼人基因组成分。而且，

这些基因交流是在大约7万年前现代人

刚刚走出非洲的时候发生的，其后就再

也没有发生过，虽然现代人与尼人在欧

洲共存了数万年。所以走出非洲以后分

化形成的世界各地的人群中都保存了相

同的尼人基因比例。

4万年前生活在北亚的丹尼索瓦人

（以下简称丹人）的全基因组也被成功解

析，在亚洲大陆上的现代人群中没有发

现任何丹人的遗传成分。反而，在大洋

洲的新几内亚土著人群中发现了大约

6%的遗传比例。很有可能新几内亚土

著的祖先在迁徙途经中南半岛时接触到

了丹人群体，发生了基因交流。所以可

以确定，丹人的地理分布很广泛，至少从

北亚到东南亚都存在，而且人口不少，有

机会把可观的遗传基因流传到新几内亚

现代人中。

东亚现代人为何没有与丹人发生基

因交流，这是一个不容易解释的事实。

研究者曾经期待早期的东亚现代人会有

更多的尼人或者丹人遗传成分。但是，

2013年新发布的北京周口店地区4万多

年前的田园洞人基因组，却与现代的中国

人几乎没有差别，没有更多尼人或丹人的

遗传成分，其线粒体也是“出非洲”的支系

之一。由此看来，现代人与尼人和丹人之

间的基因交流可能发生过，但是非常有

限，对现代人的贡献很少。古基因组学的

这些研究成果并不能推翻由线粒体和Y
染色体得出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证

据，更加不支持多地区起源说中认为现

代人源于各地区的古人类的说法。

关于人类起源的遗传学机制目前还

知之甚少，但随着基因组数据的不断积

累，以及进化基因组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终有一天，人类起源之谜能够真正被解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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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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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同行评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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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各国的基

金会或拨款机构中普遍采用同行评议方

法决定资助哪些课题（即评审），评估研

究课题的进展（即检查），以及评价课题

的研究结果（即绩效）。同行评议方法的

基本方式包括通信评议，评审组评审和

实地调查。通信评议普通是每份申请选

3~5位评议人，他们都是该领域或接近

该领域的专家，选择的首要标准是在该

专业领域的权威性。评审组一般按大学

科组建，其成员或选举或推荐产生，有一

定的任期，他们是申请项目资助与否的

核心决策机构。实地调查多为重大项目

或投资金额高的研究课题，调查组由专

家和管理人员混合组成。

同行评议系统包括专家库，评议准

则，评议人守则，反馈机制，申诉程序和

监督机制等。一个理想的同行评议系统

应满足下述要求：不太紧缺的资源，无私

的决策群体，宽广的专家选择范围，单一

的学科和单一的价值准则。国内外科技

政策领域的专家针对同行评议可靠性进

行的研究认为，当人类任何决策系统都

可能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同行评议自然

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唯一切实可行的

评估办法。然而，应该认识到同行评议

并不完善，理想状态也难以实现。因此，

继续努力工作，使同行评议尽可能地有

效，是理所应当的义务。

20世纪60—70年代，同行评议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但在目前激烈竞争研究

经费的情况下，加之科学发展的速度和

规模不断壮大，学科交叉、融合的状况日

趋复杂等因素，使得同行评议处于紧张

状态。加之由关系网引发的利益冲突，

分学科管理促成的学科壁垒，迅速增长

的年青人受到业绩权重影响，以及匿名

评审造成的难以杜绝的剽窃行为等因素

促成同行评议固有不足的显现。年平均

20%左右的资助率也“中伤”着大量的申

请人群，引起一些社会效应。

诸如对青年研究人员，非传统的研

究课题，交叉学科领域和新的研究领域

等都会引起一些不满意的批评。1989

年，我国先行的管理学者赵红洲在“论科

学的民主”（《光明日报》）一文中指出“人

们越来越发现，同行评议助长了学术界

的权威主义，破坏着科学的民主气氛”。

1990年，牛津大学教授马尔维在“同行评

议亟待改革”一文中指出：“目前同行评

议经常被滥用和误用，各评审委员会逐

渐变成了指导和管理研究的机构，成了

配给和分发紧缺资金的机关。”。特别是

在经费有限而质量好的项目又很多的情

况下，同行评议可能是不可靠的。1991
年，以Moran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科学家

提出以抽签取代同行评议的倡议。20世

纪 70年代末、80年代末，美国的同行评

议经受了两次颠覆性的批评，美国国会

组织评审团进行过全面的调查研究，两

次调查的结论同出一辙：“同行评议的方

法是评审研究申请和找出发展科学良机

的重要机制，目前尚没有其他方法可以

取代。……问题是这些机构（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NIH）所采用的择优支持制度是否行

之得当，是否对弊病有足够的防范措

施”。为此，NSF和NIH都设立了由一位

副主任领导的研究小组加强了同行评议

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研究是全面开放的，

保持着与科学共同体的沟通。一套可靠

有效的同行评议系统需要不断地加以完

善并具有适应变化的开放性。20世纪

90年代初，同样的事情又在英国发生了，

受国务大臣Bakey的委托，英国研究理

事会的顾问委员会（ABRC）组织了一个

调查组，依据社会上的批评，对英国研究

理事会的同行评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

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尚没有可行的办

法能替代同行评议对基础研究进行评

审。即同行评议是评价基础研究质量的

唯一可行和有效的决策方法，得到了绝

大多数学术团体的支持。但是，在同行

评议的实施中要继续潜心研究同行评议

方法本身固有的不足之处；要广泛地向

学术团体通报同行评议的实施过程，包

括提供有关同行评议、战略、管理和投资

决策的信息；要选好同行专家；要把决策

结果以反馈的形式向研究团体提供回

音；要确认各类资助模式的学术评价标

准是完全一致的；要用适当形式的检查

和评估来说明事先评审的结论正确与

否。为此，我们可以引用英国前首相温

斯顿·丘吉尔对民主的著名描述：“它不

是一个好东西，但是目前尚没有比它更

好的东西！”。

在这方面，或许德国的做法值得借

鉴，德国研究中心联合会（DFG）的同行

评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由全国200多

个学术组织提名，通过8万多名科学家无

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每4年在统一的

时间，用统一的方式进行选举。选出的

委员任期4年，可以连任一届，这样保证

了DFG同行评议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

威性，在德国尚未出现过否定同行评议

的批评。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实施拨款

向民生倾斜的政策，致使科学基金处于

不增反降的趋势，引起科学共同体的极

大不安。1994年，克林顿政府颁布《科学

与国家利益》的报告，强调政府对基础科

学的承诺，以及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改

善健康、环境，国家安全和生活质量）之

间的关系。1997年，在美国国家科学理

事会（NSB）授权下，NSF修改了评审准

则：1）申请项目的科学价值和质量；2）申

请项目能产生哪些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科学共同体的理解是:要么是世界一流的

研究，要么为国家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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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的交际规则电子邮件的交际规则

·职 场·

文//张艺琼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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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参与筹备一个学术会议，在

处理电子邮件过程中发现很多常见的邮

件使用问题。例如：有的邮件没有标题，

邮件正文没有称呼和署名，有些作者提

交的论文摘要没有个人信息和联系方

式，有些作者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放

在邮件正文而不是附件的摘要文档里等

等。平时也常常收到不合规范的电子邮

件，因此在这里谈谈电子邮件的交际规

则，希望对即将步入职场或者已经入职

的朋友有所帮助。

首先首先，，电子邮件要有一个有效的标电子邮件要有一个有效的标

题题。。能否非常直观地告诉对方你发送邮

件的目的，是衡量标题是否有效的重要

因素。撰写标题要思考哪些是对方已知

信息，尽可能言简意赅地为对方提供新

信息而不是已知信息。以向学术会议专

用电子邮箱投稿为例：向“语篇分析学术

研讨会”投递摘要，一个有效的标题不是

“语篇分析学术研讨会投稿”，而是“投摘

要：XX大学李明”。前一个标题包含了冗

余信息，因为“语篇分析学术研讨会”对

收件人来说是已知信息；后一个标题的

“投摘要”说明邮件目的，“XX大学李明”

说明发件人是谁，因此为收件人提供了

更多的新信息。

一个好的邮件标题有助于提高跟陌

生人沟通的效率。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说

给某“大牛”（著名研究者）发求助邮件不

回复，有可能是邮件的标题没能吸引“大

牛”的注意力。比如，你给“大牛”发了一

封题为“求助”的邮件，“求助”对“大牛”

没什么信息价值，忙得团团转的“大牛”

可能没功夫理会你。但改个标题有可能

就能引起“大牛”注意，比如改成“求教

XXX理论的应用问题”，或者是“求 YYY
一文，无法下载”，当然 XXX理论和 YYY
一文得跟“大牛”有关，能激起他的兴趣，

就是得给他个理由打开你这个陌生人的

邮件。特别需要补充一点，发邮件求助

之前，先想想是否真的需要求助别人。

我常常收到一些邮件要我的论文（PDF
文件），通常我会很乐意给对方发过去，

但有些索求者是本校的学生，学校数据

库就能下载论文，那为何不自己下载呢？

标题在有些邮件的回复中也需要考虑。

比如，有参会者通过回复学术会议征稿

的邮件咨询参会的住宿问题，可是沿用

前一封邮件标题，多了个“re”，没有更改

标题注明咨询的是住宿问题，那查邮件

的人有可能会忽略这个咨询。有时候熟

人之间的邮件来往也经常从一个话题转

到新话题，为了方便自己和对方查找，建

议在一个新话题开始时根据话题内容和

交际目的更改邮件标题。

第二第二，，电子邮件正文要有称呼和署电子邮件正文要有称呼和署

名名。。称呼收件人标记着邮件交际事件的

开始，也体现了对对方的尊重。邮件署

名与称呼相对应，是一个完整邮件交际

事件不可缺少的部分。我筹备的这次会

议收到一些没署名的邮件，邮件显示的

发件人不是真实姓名，却是诸如“无言无

语失落中”之类的网名，导致我无法知道

发件人是谁。很多人用QQ信箱发邮件，

先前的在线交流已经说明了情况，接着

发封邮件可以省略标题、称呼署名等内

容。或者你给自己的同学发送邮件，对

方知道你是谁，那么不称呼、不署名可以

接受；但给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发邮

件需要有清晰有效的标题和称呼署名。

不能把熟人交往的惯例转移到跟陌生人

的邮件来往中。

第三第三，，使用邮件附件要考虑如何更使用邮件附件要考虑如何更

有效地提供信息有效地提供信息，，以节省收件人处理邮以节省收件人处理邮

件的时间件的时间，，同时附件文档名称要简洁明同时附件文档名称要简洁明

了了。。以我负责的这次会议为例，有的人

在用邮件投稿时，把个人信息放在邮件

正文，没有放在附件的摘要文档中，我不

得不将其个人信息拷贝粘贴到其附件文

档，再保存到电脑硬盘，花去不少时间。

我想，投稿者应该既在邮件正文提供个

人信息，又在附件文档中提供个人信息，

以减少收件人的工作量。

在平时的工作邮件中，一般使用附

件是内容较长、文档需要保留格式和红

章等情况，但如果不需要保留文档格式，

应该将内容直接贴到邮件正文里而不是

通过附件发送，这样能节省对方打开附

件的时间。勿以善小而不为！

关于文档命名，我这次收到的摘要

有的命名为“123”，还有的命名为“新文

档”。文档命名不是自己怎么方便就怎

么处理，而是要想怎么方便对方查找和

存储。一般会议投稿的文档名可以是

“姓名+空格+摘要题名”，因为一般会议

摘要都是按姓名和摘要题名来编排，提

供这两项信息的文档名有助于工作人员

整理摘要。如果某个会议的传统是按高

校排名顺序来排的（虽然我从没见过这

种情况），那就应该以你学校的名称来命

名文档。在沟通中处理信息要勤动脑

子，将不同场合的信息联系起来处理，多

想想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做和这样做的效

果如何，就知道如何才可以高效地为对

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此外，发送重要电子邮件，别忘了使

用邮件的抄送功能！若干年前我代替一

位休假的同事负责一门课程，期末考试

前夕，我将考试时间和地点通过邮件发

给相关教务员请她通知学生。教务员没

回复我的邮件，我打电话进行确认时，她

告知我邮件已收到，会通知学生。结果

她忘记通知造成了教学事故，同时她一

口咬定我没给她发过邮件。我吸取了教

训，从那以后，我在将每封重要的电子邮

件发给相关人员的同时，也会抄送给自

己和相关领导。

最后一个小建议：能通过电子邮件

完成的事情尽量不要打电话，因为打电

话有可能干扰对方工作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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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招聘·

博士毕业生/博士后出站人员

[北京]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科研岗位面向海内外招聘博士

毕业生、博士后出站人员若干名。主要专业：地球物理学、地球

探测与信息技术、地质学、地磁或空间物理、大地测量或重力学、

土木工程、电子工程及仪器研发等。要求：年龄不超过40周岁，

在相关专业领域的核心期刊发表过科研论文。下列情况将优先

考虑：在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或具有博士后工作

经历（2年以上）者；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者；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获得者。联系方式：陈老师，电话：010-68729393、
68729382，传真：010- 68729393，电子邮箱：rczyb@cea- igp.ac.
cn。详见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网站http://www.cea-igp.ac.
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诚招博士后若干

名。研究方向为：震源物理与数字地震学、地球动力学、工程地

震、地震波理论研究、应用地球物理勘探、地磁学或空间物理、电

子工程或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等。联系方式：陈老师，电话：010-
68729393、68729139，传真：010-68729393，电子邮箱：rczyb@cea-
igp.ac.cn或 yanzhaoban@cea-igp.ac.cn。详见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研究所网站http://www.cea-igp.ac.cn。

院长

[广州] 华南农业大学

兽医学院、园艺学院、动物科学学院和食品科学学院招聘院

长。要求：熟悉高等教育规律，了解国内外高等教育情况，具有

良好的个人品质、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有先进的办

学理念和丰富的管理工作经验，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具有开

阔的国际视野和应聘学院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经历，在本

学科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国内应聘者应具有博士学位

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海外应聘者应具有海外博士学位

(或博士后研究经历)。院士、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年

龄一般不超过50岁（对特别优秀者，年龄要求可适当放宽）。联

系人：陈德权，胡东生，电话：020-85283500，85283566 。电子邮

箱：zzbgb@scau.edu.cn，传真：020-38632667。截止日期：2014-
11-30，详情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
id/13554。

院长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招聘生命学院院长 1名。要求：热爱教育事

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质；

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和学科建设，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较好

的管理经验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引领本学科发展的办学思路，

实绩突出。曾在国内外著名大学的院（系）、研究所或实验室担

任过领导职务者优先；具有博士学位，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

（海外应聘者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主要从事和承担生命科学

领域的工作，学术造诣较高，在国内外本学科领域有重要的学术

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敬业精神、创新意

识和团队精神，乐于奉献，公道正派，作风民主，坚持原则，廉洁

自律。；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特别优秀者条件可适当放宽。联

系人：张学良，电话：029-88494106；15002958528，传真：029-
88494106 ；电子邮箱：hongtd@nwpu.edu.cn。详情见：http://renshi.
nwpu.edu.cn/info/1073/1732.htm。

教授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招聘教授若干名。要求：1.年龄一般不超过

45周岁。2.学历、资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具有博士学位，在

学科排名靠前的国内重点高校或本领域内知名研究机构、大型

企业工作，已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2）具有博士学

位，在海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回国人员。3.科
研经历、学术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近5年主持过国家级科

研项目；2）以主要完成人身份（排名前3）获得过省部级2等奖及

以上奖励（有个人获奖证书）；3）从海外直接引进的人才，本人曾

作为主要成员参加所在团队的重要研究项目。4.近5年以第1作
者或通信作者身份在本领域学术期刊发表一系列高水平论文，

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理科（含生物、环境类）：发表本研究领

域顶级期刊论文或An1类论文4篇，或发表本研究领域公认的权

威期刊论文或An2类及以上论文8篇；2）工科（含管理科学与工

程）：发表本研究领域顶级期刊论文或An1类论文3篇，或发表本

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论文或An2类及以上论文6篇；3）人文

社科：发表 SSCIA&HCI类论文或CSSCI中本学科公认的权威学

术期刊论文6篇，且近5年出版过1部及以上代表性学术著作, 并
得到过省部以上政府部门出版资助（第 1作者）。联系人：张

艺，电话：010-51683432；电子邮箱：rczp@bjtu.edu.cn，截止日

期：2014-11-30。详情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
Info/index/id/13594。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招聘教授/副教授若干名。招聘专业：机械制

造、机械设计、机电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精密仪器、测试计

量技术、化学工程、应用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雷达与信号处理、通信与信息系统、光学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图像处理、信息安

全、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轨道交通、导航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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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新能源、

力学、数学、物理学、土木工程、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加

工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生物医学工程、法学、知识产权、公

共管理、社会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

国际贸易、管理科学与工程、情报与档案管理、外国语言文学、设

计艺术等相关学科专业。基本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学术水平

高，科研能力强。其中，应聘“青年教授”职务的申请人年龄不超

过35岁。联系人：孟扬，姬文超，电话：025-84316943，电子邮箱：

my@njust.edu.cn，rcb@njust.edu.cn 。 详 情 见 ：http://talent.
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id/13584。

教授/副教授/讲师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招聘教授/副教授/讲师

若干名。招聘专业：信号处理，传感网络技术，故障诊断、损伤检

测/监测、检测声学等。要求：具有博士学；应聘教授者年龄在40
岁以下、应聘副教授者年龄在35岁以下，学科带头人年龄可适当

放宽；具有在国外著名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学习或者工作经历优

先考虑；成绩突出者可推荐特聘教授和青年科技英才岗位。联

系人：李煜佳 ，电子邮箱：jixie@ecust.edu.cn。详情见：http://
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id/13612。

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苏州]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何玉龙教授课题组科研人

员1名。要求：具备在淋巴管生物学、血管生物学、肿瘤生物学、

或血液细胞发育等至少1个方向有扎实的研究背景，以第1作者

发表高质量的相关研究论文；热爱科研，工作勤奋踏实，有良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主动性好，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全日制生物化

学、遗传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医学等相关专业，近年取得全日制

博士学位；在生物化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等方面有扎实的知识

与实验技能；有良好的中文与英文论文撰写能力；1980年 1月 1
日（含）以后出生。联系人：李艳，电话：0512-65880899转3616，
电子邮箱：liyan.1027@aliyun.com。截止日期：2014-11-30. 详情

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id/13607

教授/副教授

[南通]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招聘教授/副教授若干名。招聘专业：药剂学、药理

学、分子生物学、药物化学、微生物与生物技术药学、药物心理学

等研究方向。要求：1.教授。爱岗敬业、勤奋踏实，具有较强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具有上述领域

的海内外博士学历、学位；具有多年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海外

应聘者现职需为助理教授以上，并作为PI主持过上述研究领域

课题的经历。国内应聘者现职需为教授，并有主持过国家级项

目或国家重点或重大研究课题的经历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青”获得者；在上述领域取得较高学术造诣并有一定影响，以通

信作者或第1作者身份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多篇较高水平的学

术论文；1965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 副教授。爱岗敬业、勤奋踏实，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上述领域的海内外博士学历、学位；具有

海外博士后工作经历2年以上；在上述领域有较高学术水平，以

第1作者身份发表SCI较高影响因子学术论文2~3篇以上；1980
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联系人：张

伟，电话：13806291839；0513-85051728，传真：0513-85051858，
电子邮箱：zhangw@ntu.edu.cn。详情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
index.php?s=/Info/index/id/13559。

教授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招聘教授若干名。招聘专业：1. 能源与环境

学科领域（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核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

工程、电气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土木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

学）；2. 机械、空天与材料学科领域（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

术、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3. 理科领域

（数学、物理学、统计学、化学）；4. 电子与信息学科领域（电子科

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5. 医学与生命学科领域（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口腔医学、中西医结合、护理学、生物

学、生物医学工程）；6. 人文社科学科领域（哲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法学、社会学、教育学、体育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设计学）；7. 管理与经济学科领域（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8. 以上领域交叉学科。招

聘要求：1. 学风严谨，遵纪守法，德才兼备，具有博士学位，年龄

一般为 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放宽至 45周岁；2. 在所从事

领域已取得突出的学术业绩，为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已获得学

术界同行的高度认可。 3. 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创新思维，具

备成为该领域领军人才的潜质。联系人：梁栋，刘莹，电话：029-
82668267，82668975。 传 真 ：029- 82663876 ，电 子 邮 箱 ：

liangdong@mail.xjtu.edu.cn，lybobo@mail.xjtu.edu.cn。 详 情 见 ：

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id/13599。

教授/副教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招聘教授/副教授若干名。要求：1. 教授。自

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教授（研究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周

岁；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研究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周岁；有一

定的学术造诣，在本领域的研究已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成果，

能胜任本学科核心课程和前沿课程的教学任务。2. 副教授。自

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副教授（副研究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
周岁；人文社会科学副教授（副研究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
岁；在本领域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能胜

任本学科的教学任务。联系人：张亚男，电话：021-54344727，孙
汀，电话：021- 62231156。详情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
index.php?s=/Info/index/id/13568。

92



科技导报 2014，32（32） www.kjdb.org

副教授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招聘副教授若干名，要求：1.年龄一般不超过

38 周岁。2.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取得博士学位，具备良好的国

际交流水平与能力。3.科研经历、学术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近5年主持过国家级项目；2）以主要完成人身份（排名前3）获

得过省部级2等奖及以上奖励（有个人获奖证书）；3）从海外直接

引进的人才，本人曾作为所在团队项目的主要实施成员。4.近5
年以第 1作者或通信作者身份在本领域学术期刊发表 SCI检索

（人文社科为 SSCIA&HCI CSSCI检索）论文 6篇，且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1）理科（含生物、环境类）：发表本研究领域顶级期刊论

文或An1类论文1篇，或发表本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论文或

An2类论文 3篇；2）工科（含管理科学与工程）：发表本研究领域

顶级期刊论文或An1类论文1篇，或发表本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

期刊论文或An2类论文2篇；3）人文社科：发表SSCIA&HCI类论

文或CSSCI中本学科公认的权威学术期刊论文2篇。联系人：张

艺，电话：010-51683432；电子邮箱：rczp@bjtu.edu.cn，截止日

期：2014-11-30。详情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
Info/index/id/13594。

讲师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招聘讲师若干名，要求：1.年龄一般不超过35
周岁。2.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取得博士学位，具备良好的国际

交流水平与能力。3.以第 1作者或通信作者身份在本领域学术

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理科（含生物、环境

类）：发表An5类及以上论文 8篇，或An4类及以上论文 6篇，或

An3类及以上论文3篇，或发表本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论文

或An2类及以上论文 2篇；2）工科（含管理科学与工程）：发表

An5类及以上论文6篇，或An4类及以上论文4篇，或An3类及以

上论文2篇，或发表本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论文或An2类及

以上论文 1篇；3）人文社科：发表 CSSCI期刊论文 7篇，或发表

SSCIA&HCI类论文或CSSCI中本学科公认的权威学术期刊论文

1篇。联系人：张艺，电话：010-51683432；电子邮箱：rczp@bjtu.
edu.cn，截止日期：2014-11-30。详情见：http://talent.sciencenet.
cn/index.php?s=/Info/index/id/13594。

师资博士后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招聘师资博士后若干名，要求：1. 具有良好的

教育背景，取得博士学位，年龄一般在 32周岁以下；2. 以第 1作
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本领域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满足下

列条件之一：1）理科（含生物、环境类）：发表An5类及以上论文6
篇，或An4类及以上论文4篇，或An3类及以上论文2篇，或发表

本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论文或An2类及以上论文1篇；2）工
科：发表An5类及以上论文 4篇，或An4类及以上论文 2篇，或

An3类及以上论文 1篇；3）人文社科：发表CSSCI期刊论文 5篇。

联系人：张艺，电话：010-51683432；电子邮箱：rczp@bjtu.edu.cn，
截止日期：2014-11-30。详情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
php?s=/Info/index/id/13594。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招聘教授/副教授/博士后若干名。招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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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环境科学与工程、建筑学、物理学、数

学、生命科学、药学、化学、人文社会科学。联系人：曾晔，李印

川；联系电话：028-66366202；电子邮箱：talent@home.swjtu.edu.
cn。详情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id/
13343。

特聘教授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招聘特聘教授若干名。招聘学科和专业：

1. 系统生物学或分子生物学（病毒性疾病、肿瘤方向）、药代动力

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生命科学。2. 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工程、

药物代谢与生物药剂学、分子药理学与药物毒理学。3. 生物信

息学。4. 护理学、临床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营养学。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应聘者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主持过重大

科研项目研究，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有较高影响因子的

论文，或掌握关键技术，拥有重大发明专利，或在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领域国

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对本学科建设具有创新性构想和战略

性思维，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达到或保持国内外先进水平

的能力。善于培养青年人才，注重学术团队建设，能带领一支创

新团队协同攻关。海外应聘者获得博士学位后应有连续2年以

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一般应在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获

得助理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国内应聘者应具备教

授职务。联系人：王兵，李敏，电话：025-85811051，传真：025-
85811051，电子邮箱：liminnju@163.com ，详情见：http://talent.
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id/13255。

教授/副教授/讲师

[天津]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招聘教授/副教授/讲师若干名。

招聘方向：工商管理方向（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方向），财务、

会计方向（含会计学、财务管理等方向）。要求：具有相关专业博

士学位，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优先考虑；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有

较好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能够胜任教学工作；能够全职在

天津大学工作；良好的外语写作及语言交流能力。联系人：凌

帅，文宇；电话：022-27403422；电子邮箱：hr14@tju.edu.cn。详情

见：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id/13200。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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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德国] Max Planck Institut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Biophysical Chemistry in Göttingen
(German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positions as Postdoc or
PhD student (Code- Number 22- 14). You should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physics, chemistry, computer science and/or
mathematics and hold a PhD or a Masters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ny of these or a related field, be highly interactive and willing
to collaborate efficiently with experts from all natural sciences.
Depending on the topic, candidates should be able to translate
physical concepts into program code and be familiar with a
scripting and a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 Postdoc position is
limited to one year with a possible one year extension. PhD
candidates have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one of several
available interdisciplinary PhD programs, with three years funding
and extension possibili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Please send your application including cover letter
(explaining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your CV, and publication
record (if applicable) preferably via email as single PDF file
in relation to the code number 22-14 to ausschreibungausschreibung2222--
1414@mpibpc.mpg.de.@mpibpc.mpg.de.（源于Science [2014-10-21]）

博士后

[美国]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o work on the genetics and molecular neurobiology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in the laboratory of Dr. Alison Goate,
Director of the new Center on Alzheimer’ s Disease, a
multidisciplinary center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genetic risk for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isorders.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to work on several
projects, including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to identify variants
that protect APOE4 carriers from developing AD and whole exome
sequencing in late-onset AD families to identify novel genetic risk
factors. Applicants should hold a PhD in genetics, genomics,
bioinformatics, computer science, statistical genetics, or molecular
neurobiology/stem cell biology. Please upload a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and the names, phone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es of 3 people who could provide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http://neuroscience.mssm.edu/goate/goate_positions_applicaton.html.http://neuroscience.mssm.edu/goate/goate_positions_applicaton.html.
（源于Science [2014-10-31]）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Miami

University of Miami open postdoctoral positions in Dr. Toborek’s

laboratory at the Miller School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Miami, Florida. The
main focus of their research is on HIV-1-induced molecular and
cellular mechanisms of injury to the brain endothelium and the
blood-brain barrier. The work involves both cell culture research
and animal experiments. The candidate is required- upon the
appropriate training-to work with HIV-1. The ideal candidate for
this position will be a recent doctoral graduate, who is highly
motivated and has expertise in virology, molecular biology, cellular
techniques, and/or animal experimentation. Please send cv and
letter of interest to Dr. ToborekDr. Toborek at mtoborek@med.miami.edu.mtoborek@med.miami.edu.（源于

Science [2014-10-31]）

博士后

[新西兰] University of Otago

University of Otago open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for a full- time
postdoctoral fellow to investigate the physiology of nerve cell
circuits in the basal ganglia and cortex and the effect of these
circuits on behaviour in brain disease. The position is funded by a
grant from the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of New Zealand. The position is fixed- term until 30 September
2016 with an immediate start.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ill bring
established expertise in vivo electrophysiological recording and
behavioural analysis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dependence.
Applicants should hold a PhD in a relevant biological science with
research experience in vivo cellular electrophysiology. Experience
with accompanying histological techniques and operant behaviour
is highly desirabl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with minimum supervision. To see
a full job description and to apply online go to: www.otago.ac.nz/www.otago.ac.nz/
humanresources/join-otago.humanresources/join-otago.（源于Science [2014-11-03]）

博士后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Health System,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is seeki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with a PhD in Biochemistry. The incumbent will
investigate various areas of Diabetes and Atherosclerosis
Research. The candidate must demonstrate expertise in molecular
and cellular research. Experience in western blotting, mRNA/RT-
PCR, use of anti-sense technology, maintenance of cell lines, and
performance of ELISAs are required. Ability to handle small
animals is preferred. Position duration is one year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and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Please
respond with CV via email to Dr. Ishwarlal JialalDr. Ishwarlal Jialal at:
ijialal@ucdavis.edu.ijialal@ucdavis.edu.（源于Science [201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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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

[美国]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La Jolla, California, has a position
available for study of viral-induced hemorrhagic diseases. Unique
opportunity to study tropical viral zoonoses, virally induced
immunopathology, T cell epitope discovery, innate and adoptive
immune functions during viral infection and both virus genetic
diversity and human genetic bases for disease progression.
Applicants with a background in virology and/or immunology
preferred, but all well- qualified applicants encouraged to send a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 to mbaobo@scripps.edu and bsully@scripps.edu.mbaobo@scripps.edu and bsully@scripps.edu.（源于

Science [2014-11-03］]）

博士后

[美国] Temple University

Temple University is seeking postdoctoral scientist for R01-
supported NIH projects to study axon regeneration, neural repair
and myelination in the CNS in Shriners Hospital’s Pediatric
Research Center (SHPRC).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s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animal models (neuron, axon, or myelin
injury), histology, behavioral test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neuro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The
candidates with research experience in neural repair/regeneration,
myelination, CNS injury or disorder models will be considered
favorably.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PhD, MD/PhD or equivalent
in the field of neuroscience, molecular/cellular biology,
biomedicine or biochemistry.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have
ampl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new research skills and are expected
to perform innovative and cutting- edge research projects funded
by NIH independently following appropriate training. Please send
curriculum vitae and reference information to Dr. Shuxin LiDr. Shuxin Li
(Shuxin.li@temple.edu).(Shuxin.li@temple.edu).（源于Science [2014-11-03]）

博士后

[美国] Geisinger Health
System

Geisinger Health System is seeking postdoctoral fellow for
Geisinger Translational and Molecular Medicine Program.
Applications from recent MD or PhD graduates (<5 years) with
strong research experienc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are encouraged.
These positions provide funding, a clear set of aim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new discoveries that can be rapidly translated
into clinical care.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suitably qualified
and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s demonstrating strong writing
skills. To apply, please send curriculum vita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
to: Jocelyn Heid, Professional Staffing at jheidJocelyn Heid, Professional Staffing at jheid11@geisinger.edu@geisinger.edu

((570570--214214--61176117).). Apply here: http://www.Clickhttp://www.Click22Apply.net/Apply.net/66hkhk88jyz.jyz.
（源于Science [2014-11-03]）

博士后

[美国]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opens a post doctoral fellow position. A
PhD in pharmacokinetics, pharmacometrics, epidemiology or
biostatistics along with experience doing physiological based
or population- based mixed effect pharmacokinetic modeling is
required. The individual in this position will develop and apply
pharmacokinetic models to aid in the prediction of chemical and
drug tissue withdrawal times in food producing animals for the aim
of insuring safe foods for human consumption. This work is
primarily involved in making interspecies extrapolation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 the USDA- supported national Food Animal
Residue Avoidance Databank (FARAD) as well as designing
experiments and analyzing data obtained in new animal trials.
Please send your letter of interest, curriculum vitae and list of
three references to: Lori Gilmore, ICCM, College of VeterinaryLori Gilmore, ICCM,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Kansas State University.Medicine,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E-mail：lgilmore@vet.k-state.lgilmore@vet.k-state.
edu.edu.（源于Science [2014-11-04]）

博士后

[美国]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laboratory of Dr. Henry T.- T. Sun, Professor of Cell Biology at
School of Medicine at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New York,
USA. They are in search of highly motivated, creative individuals
with a strong interest in epithelial biology. They are presently
focusing their efforts on bacterial/host urothelial interactions,
membrane trafficking and urothelial stem cell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cell culture, transgenic mouse and a wide range of
biochemical,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ical techniques.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PhD in cell biology/biochemistry with at least one
publication in membrane or stem cell biology. The candidate
should have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pplicants should send a single PDF file containing their CV
along with a summary of their previous research experience,
accomplishments, and experimental expertise. They should also
arrange for 3 letters of reference to be sent directly to Dr. Henry
Sun via E-mail at: suntsunt0101@nyumc.org.@nyumc.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http://sun-lab.med.nyu.edu/.http://sun-lab.med.nyu.edu/.（源于Science [2014-11-04]）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is recruiting tal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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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to joint their team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scholar
(http://shumlab.ucsf.edu).(http://shumlab.ucsf.edu). The postdoctoral fellow will characterize
this mouse and perform translational work using human cell lines
from patients. Prior experience in mouse models of autoimmunity,
multi- color flow cytometry, and molecular and cellular
immunology is desired. Candidates must have a recent PhD in
immunology, cell or molecular biology or related fields. Applicants
must be able to design and conduct experiments, prepare and
present research findings at meetings and write scientific
manuscript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a highly motivated
individual with an outstanding publication record, excellent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with the ability to work
independently.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1) a cover
letter outlining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2) CV 3) a list of three
references with contact information including mailing address,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源于Science [2014-11-04]）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 is seeking a biologist working in the
broad areas of cell, molecular or developmental biology. They
encourage candidates whose work integrates perspectives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whose research program will fit within
their Integrative Biology PhD program to apply. Applicants must
have a PhD and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develop extramur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s, direct
graduate students, and teach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partment, see http://biology.uno.http://biology.uno.
edu/.edu/. Applications will be accepted electronically as a single PDF
file that combines: curriculum vitae,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Send application materials to Dr.Dr.
Wendy Schluchter, biology@uno.edu, Integrative Biology SearchWendy Schluchter, biology@uno.edu, Integrative Biology Search
Committe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NewCommitte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 LAOrleans, LA 7014870148, USA, Telephone, USA, Telephone 504504--280280--63086308, FAX, FAX 504504--
280280--61216121..（源于Science [2014-11-04]）

助理教授

[美国] Ohio Northern University

Ohio Northern University is seeking a assistant professor of
Biological and Allied Health Sciences. Work includes team
instruction of a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ourse for Allied
Health science majors. Documentation of excellence in teaching is
required. Conducting research involving undergraduates is
expected. Work is performed under minimal supervision. Rank
commensurate with experience and credentials. Phi Beta Kappa
member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Principal Responsibilities:
Instruction of students in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ourses;
Prepare course materials, equipment, and work area for classroom

and laboratories; Orders or procures supplies, equipment, and
resources needed for the laboratory; Coordinate activities with
other instructors in course to design and execute course and lab
material and assignments; Develop a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gram; Contribute to faculty governance activities; Attend
department meetings; Participate in student recruiting activities;
Acts as a research mentor for students; Maintains pertinent
records; Observes work and safety rules; Other duties as assigned.
Minimum Qualifications: PhD in Biology or related field. To apply
go to jobs.onu.edu/postings/jobs.onu.edu/postings/27772777..（源于Science [2014-11-04]）

助理教授/副教授

[韩国]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one 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 in Immunology at the rank of assistant
professor (or higher). They seek candidates studying Cellular
Immunology 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regulation, which may
include Immune Regulation and Inflammation-related Cellular
Immunology, although outstanding candidates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other areas of immunology are also encouraged to
apply.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must hold a PhD, MD, or MD/
PhD degree and have a strong record of research productivity.
Participation in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is required.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partment, visit http://si.http://si.
kangwon.ac.krkangwon.ac.kr or send emails to minjiminji83808380@kangwon.ac.kr.@kangwon.ac.kr.
Applications must be received before November 13, 2014.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knuhr@kangwon.ac.kr regardingknuhr@kangwon.ac.kr regarding to application
process or related questions.（源于Science [2014-11-02]）

教授

[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seeks a distinguished senior or mid- career
scholar to be a leading faculty member within the Andlinger
Center for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acee.princeton.edu).(acee.princeton.edu).
Candidates from all disciplines in engineering and the sciences
are welcom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receive a joint faculty
appointment between ACEE and an academic department that will
depend on the candidate’s particular field. Potential research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biosynthesis of or biomass conversion to fuel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energy- water nexus, energy- relate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green computing, smart grids, and smart
buildings. Complet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and succinct description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at https://jobs.https://jobs.
princeton.eduprinceton.edu (see requisition #1400688). Candidate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before December 31, 2014.（源 于 Science

[2014-11-04]）
（（编辑编辑 孙杨慧孙杨慧（（实习生实习生），），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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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1-12
作者简介：苏青，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电子信箱：suqing@cast.org.cn
引用格式：苏青. 怀念师昌绪院士[J]. 科技导报, 2014, 32(32)：15-16.

怀念师昌绪院士怀念师昌绪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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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忆了与两院院士师昌绪交往的经历，介绍了师昌绪院士接受《科技导报》约稿、采访并发表卷首语、采访稿的情况，简述

了师昌绪院士在《中国机械工程技术路线图》新书首发式上的发言，从中可管窥师昌绪院士对中国基础研究、机械工程技术发展

的真知灼见。

关键词关键词 师昌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科技导报》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01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reminisces the association with academicians Shi Changxu, recalls the incidents that Shi Changxu accepted the
request for manuscripts and the interview with publishing of foreword or interview paper by "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 It also
describes briefly the speech at the launch of the book“Technology Roadmaps of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which, one can
learn Shi Changxu's insights deeply i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Shi Changxu; State Supre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winner;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SU Qing1,2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81, China
2.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Beijing 100081, China

2014年11月10日7∶07，中国高温合金研究的奠基人、材

料腐蚀领域的开拓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

年96岁。

11月10日下午4∶00左右从同事吴晓丽博士发来的短信

得知师老去世消息时，我正在北京远郊的爨底下景区度假。

秋风瑟瑟，落叶纷纷，流水呜咽，日落草黄，伤感之情不禁涌

上心来。

我是1994年认识师昌绪先生的。那年春节前夕，时任北

京理工大学校长王越院士邀请了40多位院士夫妇来校联谊，

师昌绪先生携夫人郭蕴宜一同光临。作为联谊会的组织实

施者，为了活跃现场气氛，我特意在节目演出期间安排了猜

灯谜活动。所有灯谜都由我用到会院士及其配偶的姓名做

谜面，如“给小苗浇水——叶培大”，“红外线夺冠——朱光

亚”，“勾践（秋千格）——王越”等。

给师昌绪院士出灯谜费了我很多心思。唐代有位诗人

叫金昌绪，《全唐诗》仅存他《春怨》一首五言绝句：“打起黄莺

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诗运用层

层倒叙的手法，描写了一位青年女子对远征辽西丈夫的思

念，构思奇巧，别具一格。据此，我给师老制作的谜面是“效

法唐诗《春怨》作者”。谜底被揭开后，师老高兴得眼睛眯成

一条缝，不停地用手抚摸光亮亮的脑壳呵呵直笑。

那一年的上半年，师老经常来找王越校长商谈工作。从

他们的交谈中得知，师昌绪、张光斗、王大珩、张维、侯祥麟、

罗沛霖6位院士联名上书创建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已得到国务

院批准，作为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师老需要与

筹备领导小组成员王越院士商谈组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等事宜。76岁的师老神旺体键，满面红光，精神矍铄，每次都

是从中关村家里徒步往返北京理工大学，从来都不让我们校

长办公室安排车辆接送。

时光冉冉，光阴似箭。2004年9月，我在海南博鳌参加第

6届中国科协学术年会时，又见到了应邀参会的师昌绪老先

Cherish the Memory of Shi Chang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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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类）项目（201200231200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404273）
作者简介：杨立云，博士，研究方向为光测力学、爆炸理论与工程爆破技术，电子信箱：yangly@cumtb.edu.cn
引用格式：杨立云, 许鹏, 高祥涛, 等. 数字激光高速摄影系统及其在爆炸光测力学实验中的应用[J]. 科技导报, 2014, 32(32): 17-21.

数字激光高速摄影系统及其在爆炸光测数字激光高速摄影系统及其在爆炸光测
力学实验中的应用力学实验中的应用
杨立云，许鹏，高祥涛，孙金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为解决爆炸光测力学中的高速数据采集问题，建立了基于泵浦激光器和Fastcam-SA5数字高速相机的数字激光高速摄

影系统，并应用于爆炸载荷下的焦散线实验、光弹性实验和纹影实验。结果显示，该数字激光高速摄影系统真实记录了爆生裂纹扩

展情景、裂纹尖端焦散斑、光弹模型试件表面等差线条纹，以及切缝药包产生的冲击波在空气中的传播过程；清晰的数字照片验证了

该数字激光高速摄影系统的可行性和先进性，实现了“一套系统，多种实验”，丰富了爆炸光测力学的测试手段及应用范围。

关键词关键词 数字激光高速摄影系统；爆炸光测力学实验；焦散线；光弹性；纹影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34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02

Digital Laser High-speed Photography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hotomechanical Tests with Blast Loading

AbstractAbstract For the high speed data acquisition in photomechanical tests with blast loading, a digital laser high-speed photography
system consisting of a pumped laser and the Fastcam- SA5 digital high- speed camera is built and applied to the caustics, the
photoelasticity, and the schlieren experiments, combining with a blast loading setup. It is shown that the images of the caustics at the
running crack tip, the arithmetic line stripes on the surface of photoelastic model specimens, and the propagation process of the
blasting wave in the air from charging with slots are recorded clearly, indicating that the new digital laser high-speed photography
system is reliable. Also the concept of "one system, various experiments" is realized, which provides some new testing methods and
new application fields in blasting mechanics.
KeywordsKeywords digital laser high-speed photography system; photomechanical test with blast loading; caustics; photoelasticity; schlieren

YANG Liyun, XU Peng, GAO Xiangtao, SUN Jinchao
School of Mechanics &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爆炸涉及物质在高速、高温、高压等极端条件下的复杂

物理行为，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具有强烈破坏作用的

动力现象，材料的动力响应也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变化特

征，理论计算得到其精确解是不可能的，因此，实验测试技术

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中，光测力学应用范畴甚广，包括

光弹性实验、焦散线实验、纹影实验、干涉实验、散斑实验

等[1]。焦散线实验在解决因裂纹尖端附近区域应力急剧变化

导致的裂纹尖端应力奇异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常用于

研究裂纹尖端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等问题；光弹性实验可以

进行全应力/应变场的分析；纹影实验则主要用于爆轰与冲击

波物理实验中，显示流场、冲击波阵面及在透明介质中的传

播过程。

纵观光测实验力学的发展，光源和相机的改进无疑是推

动其发展的最大贡献者。目前，最著名的光测力学仪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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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6-27；修回日期：2014-07-25
基金项目：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航空科学基金项目（KZ36110221）
作者简介：樊振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薄壁复杂整体铝合金铸件凝固成形控制与新型合金开发，电子信箱：fanzhenzhong2010@163.com
引用格式：樊振中, 郑卫东, 张显峰, 等. 淬火转移时间对A357铝合金力学性能与微观组织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4, 32(32): 22-27.

淬火转移时间对淬火转移时间对AA357357铝合金力学性能铝合金力学性能
与微观组织的影响与微观组织的影响
樊振中 1，郑卫东 1，张显峰 1，李红 2，王少华 1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
2.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采用OM、DSC、SEM与TEM，结合力学性能测试研究淬火转移时间对A357铝合金力学性能与微观组织的影响。结果表

明：随着淬火转移时间由 3 s延长至 49 s，A357铝合金经T6热处理后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与延伸率分别由 351 MPa、275
MPa与12.4%降低至320 MPa、254 MPa与6.5%，合金材料的抗拉强度连续下降，屈服强度变化较小，延伸率呈现出先上升后

下降的变化趋势。初生与共晶Si相逐渐由细长的针状或片层状转变为椭圆球状或棒状，平均长度为10～25 μm，平均宽度为

5～10 μm，当淬火转移时间超过35 s后，初生与共晶Si相则仍以细长的针状或片层状形貌为主。拉伸断口形貌以韧窝断裂为

主，附带部分沿晶断裂，随着淬火转移时间的增加，断口表面韧窝数量随之减少，沿晶断裂裂纹数量不断增加；Mg与Si元素集中

分布于晶粒边界处的二元与三元共晶组织中，Al元素广泛分布于晶粒内部及晶粒边界处；人工时效过程析出的Mg2Si强化相长

度约为0.2～1 μm，宽度为0.02～0.08 μm，且随着淬火转移时间的延长，Mg2Si强化相的析出数大量减少，长径比不断下降，合金

材料的强度与塑性随之降低。

关键词关键词 A357铝合金；淬火转移时间；力学性能；微观组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G166.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03

Influence of Quenching Transfer Time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A357 Aluminum Alloys

AbstractAbstract In the present work, the effects of quenching transfer time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A357
aluminum alloys a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optical microscopy (O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as well as tensile mechanical properties testing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quenching transfer time from 3 s to 49 s, the tensile strength, yield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of A357
aluminum alloys are reduced from 351 MPa, 275 MPa, and 12.4% to 320 MPa, 254 MPa, and 6.5% , respectively after T6 heat
treatment, together with a continuous declining of tensile strength, tiny variation of yield strength and a continuous variation of
elongation. The average length and width size of silicon particles are 10～25 μm and 5～10 μm, respectively, and the morphologies
of neonatal and eutectic silicon particles evolve from needle and lamellar structures to spheroidal and rod structures after the T6 heat
treatment process. Silicon particles are shown as needle and lamellar mostly when the quenching transfer time exceeds 35 s. The
tensile fracture morphology is observed as dimple and intergranular fracture, and the intergranular fracture is increased with the
prolonged quenching transfer time. Magnesium and silicon elements are distributed nearby the grain boundaries and the binary and
ternary eutectic structures, whereas the aluminium element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grain and grain boundaries. The length and width

FAN Zhenzhong1, ZHENG Weidong1, ZHANG Xianfeng1, LI Hong2, WANG Shaohua1

1.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China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95, China
2. Sch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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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洞的面波探测地下空洞的面波探测
林义 1,2，黄云艳 3，孙克勤 3

1. 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成都 610031
2.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兰州 730000
3. 四川农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成都 611830
摘要摘要 利用有限元方法对Rayleigh面波的波场特征进行数值模拟，比较不同网格长度对Rayleigh面波频散的影响，针对20 Hz
的主频震源，确定当网格划分长度为0.5 m时可满足要求。由于Rayleigh面波散射的时距关系为双曲线，在地面布置检波器可

接收到地震信号，根据地震记录所携带的地质信息对非均匀地质体进行查找，通过数值模拟验证其有效性。以Lafayette体育馆

的空洞为例，研究表明Rayleigh面波勘探结果与电法探测的结果吻合。通过频散数据按等效半空间法，反演得到V-H频散曲线

排列和x-H-V速度等值线图，在勘探深度范围内，能较准确地确定地下空洞的位置。

关键词关键词 Rayleigh面波；运动学；动力学；有限元；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3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04

Explorating Underground Cavity by Rayleigh Surface Wave

AbstractAbstract The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economic exploring methods to check and find the underground cave, with physic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different from the around medium. One of the exploring methods is the use of the Rayleigh surface wave. The
Rayleigh surface wave theory and the dispersion characteristics in transmiss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Rayleigh surface
wave field characteristics are simulat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Shaking with different main frequency epicenters, some models
are established with dissimilar depth and size, and tallied up the results of the kinetics and the 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yleigh surface wave. Using the experiment result of the Rayleigh surface wave exploring methods in Lafayette University's
gymnasium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for instance, this methods in checking and finding the underground cave are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Rayleigh surface wave; kinetic; dynamic; finite element method; numerical simulation

LIN Yi1,2, HUANG Yunyan3, SUN Keqin3

1. Faculty of Geo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2. Nor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 of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anzhou 730000, China
3.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Sichu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hengdu 611830, China

伴随着公路、铁路、机场等国家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大

面积场地工程地质勘察越来越多，Rayleigh面波勘探具有分

辨率高、受场地影响小、设备简单、速度快等优点，在工程勘

察中有广泛应用。地下局部非均质体对Rayleigh面波传播具

有散射和频散效应，针对防空洞、动物洞穴、冲刷淘蚀坑、煤

矿采空区、岩溶空洞等地下空洞，Rayleigh面波勘探具有其他

物探方法不具有的优势，应用越来越多。夏唐代等[1]利用有

限单元法建立了平面内地基的动力刚度矩阵，分析了复杂地

基中地质表面点的竖向位移与波速、表面相位移角和水平距

离的变化关系。夏江海等[2]通过Rayleigh面波来反演剪切波

的波速，结果表明反演计算的稳定性和效率都满足要求。曹

圣华等[3]根据Rayleigh面波实测波速值区分软土或非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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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填方路堤土中爆破数值模拟高填方路堤土中爆破数值模拟
魏连雨 1,2，刘艳竹 1，李海超 1，魏凯 1

1. 河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天津 300401
2. 河北省土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 300401
摘要摘要 由于进行多次、大规模爆破成腔试验研究存在一定难度，本研究采用爆炸流体动力学数值分析方法，模拟土中爆腔形成和

周围土体挤密效果。对现场爆破试验采集到的爆炸波波速进行分析，推导出土壤的相关参数，然后采用基于ANSYS/LS-DYNA
中多物质ALE算法，对土中爆破成腔进行分析，得到爆腔大小与土体压实度关系以及爆腔周围土体密度随爆心距变化关系，爆破

成腔数值模拟结果与现场爆破试验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关键词关键词 高填方路堤；爆破；爆腔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16.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05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lasting in Highly Filled Embankment Soil

AbstractAbstract Since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difficulty to carry out a large number of large-scale blasting experiment studies, this
paper uses an explosive fluid dynamics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to simulate the explosion cavity formation and the effect of soil
compaction around the explosion cavity. First the explosion wave velocity collected from blasting test are analyzed to derive the
relevant parameters of the soil, and then with the ANSYS/LS-DYNA ALE algorithm for multiple materials, the problem about blasting
the cavity of the soil is analy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xplosion chamber and the degree of compaction of soil before blasting,
and how the soil density around the explosion chamber changes with the blasting distance are obtained. There is a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blasting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ield blasting test results.
KeywordsKeywords highly filled embankment; blasting; explosion chamber; density

WEI Lianyu1,2, LIU Yanzhu1, LI Haichao1, WEI Kai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Civi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Hebei Province, Tianjin 300401, China

目前，国内外学者利用爆破法处理软土地基 [1~3]，发现此

种方法对土体有一定的压实效果，而在山区高速公路高填方

路堤建设中，有时因填筑施工技术或材料问题导致路堤中存

在软弱区域，此种路段路堤填料一般为山皮土或者黄土，道

路建成通车后发生路面整体沉降现象，因此，引入爆破挤密

土体技术来加固高填方路堤[4]，炸药在土中爆炸结束后，形成

的地下爆腔同时腔周围土体受到一定挤压，再向腔体逐层

填料并压实即可实现高填方路堤的加固过程。但限于爆

破模型试验操作和测量的复杂性，进行多次、大规模试验

研究存在一定难度，因此，爆炸流体动力学的数值模拟技

术则是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手段。韩宝成等 [5]运用数值模拟

方法对土中封闭爆炸成腔进行了仿真研究，采用 LS-
DYNA3D求解运算的基本过程，并运用该程序对集中装药条

件下土中爆炸成腔进行了三维模拟，结果表明，该程序可以

用来模拟土中爆炸成腔，得到的空腔与药包半径之比与实验

基本吻合。王仲琦等[6]通过数值计算，分析了不耦合装药爆

炸载荷下不可压缩介质作为垫层的黏土挤压过程，数值结果

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以往的数值模拟研究对土的动态参数没有太多详尽的

研究与探讨。本研究通过ANSYS/LS-DYNA软件建立有限元

模型，根据现场黄土爆破试验中经压电式压力传感器采集到

的数据，通过TST5910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进行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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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来源钝顶螺旋藻砷富集特性不同来源钝顶螺旋藻砷富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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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鄂托克旗园林绿化局，鄂尔多斯 016109
摘要摘要 为进一步探讨2个不同来源钝顶螺旋藻的砷富集特性，明晰藻液砷浓度与生长、产量及藻粉砷含量的对应关系，在不同质

量浓度砷溶液中培养鄂尔多斯钝顶螺旋藻与引进螺旋藻藻种，通过比较2藻种生长情况、藻粉的干重及藻粉中砷的质量比，分析

2藻种对砷的适应性和抵抗性。结果表明，在0~0.32 mg/L的砷环境中，2藻种生长均没有受到抑制，当地藻种产量高于引进藻

种，在各砷浓度下鄂尔多斯钝顶螺旋藻藻粉砷质量比明显低于引进种。

关键词关键词 钝顶螺旋藻；藻粉；砷富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4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06

Characterization of Arsenic Concentration in Spirulina platensi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bstractAbstract Comparative study is carried out on the dry weight, the growth（OD560）and the arsenic content of the spirulina powder at
different arsenic concentrations for the Spirulina platensis from the alkaline lake of Erdos plateau and the introduced species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senic enrichment and analyze the arsenic adaptation and the arsenic resistivity of two spieces of
Spirulina platen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two spieces of Spirulina platensis is not inhibited, the production of Spirulina
platensis from Erdos is higher than the introduced, and the arsenic content of spirulina powder i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e introduced
at different arsenic concentrations.
KeywordsKeywords Spirulina platensis; spirulina powder; arsenic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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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PLC 模糊模糊 PIDPID 控制系统在培养基控制系统在培养基
发酵温度控制中的应用发酵温度控制中的应用
李文华，刘江红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阜新 123000
摘要摘要 为解决培养基二次发酵存在成品率低、产品同一性差、自动化水平低、能耗高及发酵隧道内温度控制的复杂性等问题，提

出了基于PLC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应用PLC实现了计算机对发酵过程的数据采集和实时控制。该系统采用模糊PID控制算法，

其中模糊控制器和PID调节器都通过PLC实现，保留了PLC控制系统抗干扰能力强、控制灵活、可靠等特点，提高了控制系统的

智能化水平和精度。实际应用表明，该系统能有效控制培养基二次发酵隧道内的温度，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产品的品质，减少

人力损耗和成本。

关键词关键词 培养基；发酵；PLC；模糊PID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27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07

Application of PLC Fuzzy PID Control System to Medium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Control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existence of secondary fermentation medium low yield, the poor product
identity, the low level of automation, the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many other urgent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the
secondary fermentation medium temperature control inside the tunnel by proposing a computer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PLC, with the
computer data acquisition and the real-time control of fermentation process. Fuzzy PID control algorithm is adopted in the system, the
fuzzy controller and PID adjustor are realized by PLC, which not only has the agile, reliable peculiarity and the ability of anti-
jamming of a PLC control system, but also improves considerably the intelligence level and the control precision of the control system.
The practic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econdary fermentation medium temperature inside the tunnel,
grea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autom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reduce the labor intensity and the human losses and costs,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with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KeywordsKeywords medium; fermentation; PLC; fuzzy PID

LI Wenhua, LIU Jianghong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由于发酵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天气、季节变化的影响，发

酵过程大多以人工控制为主，大大影响了工艺和管理水平的

提高，造成发酵系数低、生产不稳定、能耗大、成本高等问

题。单就培养基二次发酵而言，就存在成品率低、产品同一

性差、能耗高、自动化水平低等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采用

计算机控制技术，对发酵过程进行优化操作、自动控制和管

理很有现实意义。

培养基二次发酵是影响食用菌工业产品质量的重要因

素，而温度又是影响培养基二次发酵的重要因素[1]，因此，本研

究以培养基二次发酵的温度为控制对象，采用PLC（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并结合模糊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对其进行

过程控制设计，以期提高模糊PID控制系统的准确性，使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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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盆地下白垩统烃源岩特征二连盆地下白垩统烃源岩特征
及其对油气分布的影响及其对油气分布的影响
陈治军，高怡文，李科社，贺永红，刘护创，于珺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西安 710075
摘要摘要 二连盆地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始于1955年，目前已发现了扎布油田、吉格森油田等十余个油田，但是二连盆地的勘探也存

在着地质情况复杂、勘探难度大、探明程度低等问题。已有研究表明，虽然50余个凹陷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沉积单元，有相似的烃

类生成、运移和聚集特征。但是每个凹陷，甚至是同一凹陷中不同的洼槽，它们烃源岩的展布、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差别很大。

分析了二连盆地20余个凹陷、30余口探井下白垩统烃源岩资料，总结烃源岩的展布、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对比它们的差异性以

及对油气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连盆地下白垩统烃源岩对油气产出情况和油气分布有着很大的影响，暗色泥岩累计厚度大、

有机质丰度基本达中等以上、有机质类型更偏腐泥型—I型或 II1型、埋深大于该凹陷生油门限深度的凹陷油气产出情况更好。阿

尔善组烃源岩对油源的贡献比腾格尔组更大，阿尔善组烃源岩对油气的分布影响程度更大。

关键词关键词 烃源岩特征；下白垩统；油气分布；二连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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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Lower Cretaceous Source Rock and Its Effects on
Hydrocarbon Distribution in Erlian Basin

AbstractAbstract Th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of Erlian Basin began in 1955, and now more than 10 oilfields have been found, such as
Zhabu oilfield, Jigesen oilfield. But, difficulties exist in the exploration of Erlian Basin, due to, for example, the complex of deposit
geology and the low level of proven deposits. The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there are 50 sags with an independent sedimentary unit
of their own, and with their own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carbon generation,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even in different subsags of the same sag, the distribut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and geo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are differ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ta of more than 20 sags in Erlian Basin and the Lower Cretaceous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of more than 30 wells. And then, some common features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are revealed, and their differences and the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oil and gas are compared. It is
shown that 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ower Cretaceous source rock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oil and gas in Erlian Basin. Therefore, for the sags with thick dark mudstone, the abundance of organic matter is basically above
the medium, the organic matter type is more partial sapropel (type I or II1), and the dark mudstone is buried deeper than its oil
generation threshold depth, and is more conducive to oil and gas outpu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ource rocks of Aershan group to the
reservoir is bigger than that of Tenggeer group, so the source rocks of Aershan group have a bigger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oil
and gas.
KeywordsKeywords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Lower Cretaceous; hydrocarbon distribution; Erlian Basin

CHEN Zhijun, GAO Yiwen, LI Keshe, HE Yonghong, LIU Huchuang, YU Jun
Reseach Institute of Shanxi Yanchang Petroleum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Xi'an 710075, China

4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195


科技导报 2014，32（32）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6-16；修回日期：2014-08-01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08ZX05051）
作者简介：孟江辉，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石油地质，电子信箱：mjhyzu@163.com
引用格式：孟江辉, 刘洛夫, 高永进. 东营凹陷沙四下亚段-孔店组储层流体包裹体特征及油气充注期次[J]. 科技导报, 2014, 32(32): 54-59.

东营凹陷沙四下亚段东营凹陷沙四下亚段--孔店组储层孔店组储层
流体包裹体特征及油气充注期次流体包裹体特征及油气充注期次
孟江辉 1，刘洛夫 2，高永进 3

1. 长江大学非常规油气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武汉 430100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3. 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地质研究院，东营 257015
摘要摘要 东营凹陷深层的沙四下亚段-孔店组是该区油气勘探的接替层系，以沙四下亚段-孔店组储层流体包裹体为研究对象，通

过包裹体显微荧光观察和均一化温度测试，结合埋藏史和热史模拟，分析了研究区油气充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东营凹陷南坡

沙四下亚段-孔店组储层经历过1期油气充注，发生于明化镇组沉积期至现今；而北坡经历过3期油气充注，分别发生于沙三段

沉积期、馆陶组沉积期和明化镇组沉积期至今；南坡沙四下亚段-孔店组油源来自于上覆的沙三下和沙四上亚段烃源岩，北坡比

南坡埋深更大，且有沙四下亚段烃源岩的贡献；不同的地质背景、油气来源及生储配置关系，导致东营凹陷南、北坡沙四下亚段-
孔店组油气充注期次的显著差异。

关键词关键词 流体包裹体；均一化温度；油气充注史；红层；东营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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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 Inclu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ydrocarbon Charging Stages
of the Lower Section of 4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and
Kongdian Formation in the Dongying Depression

AbstractAbstract The lower section of the 4th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and Kongdian formation (Esx4-Ek) in the deeper Dongying
depression are supersedure strata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microscopic fluorescence and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test of fluid inclusion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imulation of burial and thermal history, the hydrocarbon charging
characteristics of Esx4-Ek reservoir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Esx4-Ek reservoirs in the south slope of Dongying depression
experienced one stage of hydrocarbon charging, which is from the Minghuazhen to the present day. However, the Esx4-Ek reservoirs in
the north slop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hydrocarbon charging, which are the 3rd member of Shahejie period, Guantao period, and
Minghuazhen to the present day. The burial depth of the north slope is deeper than that of the south slope. The oil source of Esx4-Ek
reservoirs in the south slope is overlying Esx3 and Esx4 source rocks, whereas the oil source of the north slope contains Esx4 source rock.
The different geological backgrounds, oil sources, and source- reservoir combination patterns lead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hydrocarbon charging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slopes.
KeywordsKeywords fluid inclusion;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hydrocarbon charging history; redbeds; Dongyi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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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上古生界泥页岩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上古生界泥页岩
储层定量表征储层定量表征
赵可英 1，郭少斌 1，刘新社 2，赵会涛 2，侯云东 2，王怀厂 2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西安 710018
摘要摘要 页岩气主要以游离态和吸附态两种形式赋存在泥页岩中，泥页岩中的微孔隙和微裂缝是页岩气的主要储集空间和渗流通

道，孔裂隙的发育程度关系到泥页岩中含气量的多少。结合场发射扫描电镜、氩离子抛光和核磁共振等技术，对鄂尔多斯盆地东

缘台头剖面上古生界泥页岩中微孔隙和微裂缝的形态进行分析，并对微米级孔隙、纳米级孔隙、裂缝的大小和发育程度进行定量

分析。分析认为：台头剖面泥页岩中微米级孔隙孔径平均值分布范围为 1.32~5.58 μm，平均面孔率分布范围为 19.48%~
23.66%，有机质纳米级孔隙平均孔径分布范围为56.51~80.75 nm，平均面孔率分布范围为7.45%~9.66%，裂缝百分数分布于

0.69%~5.13%，有效孔隙度为0.25%~1.33%，占总孔隙的16%～46%。综合分析认为台头剖面山西组泥页岩储层最佳，山西组

泥页岩埋深较浅，微米级孔隙发育，裂缝百分数和可动流体百分数分别为2.18%、10.82%，有效孔隙度均值为0.76%，占总孔隙

的16%～41%。

关键词关键词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上古生界；泥页岩；微米级孔隙；纳米级孔隙；裂缝百分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10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of Shale Reservoir of Upper
Paleozoic Shale in the Eastern Margin of Ordos Basin

AbstractAbstract Shale gas exists in forms of free state and adsorption state in shale. Micro pore and micro fracture in shale are the main
locations of the reservoir space and the drainage channels of the shale gas and the gas content is related to the pore fracture growth
degree.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micro pore and the micro fracture in the shale reservoir.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argon ion polishing and the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he micro pore and
micro crack morphologies in the Upper Paleozoic in the eastern margin of Ordos Basin are analyzed. The pore size and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micro-scale pore, the nano-scale pore and the fracture a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in reservoir space of shale is the micropore and the microcrack with organic pore as revealed mainly by the
argon ion polishing and the clay mineral micro pore as revealed mainly by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micron pore size is
in the range of 1.32~5.58 μm and its average area percent of pore is in the range of 19.48%~23.66%.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organic
micro pore is in the range of 56.51~80.75 nm and its average area percent of pore is in the range of 7.45%~9.66%. The percent of

ZHAO Keying1, GUO Shaobin1, LIU Xinshe2, ZHAO Huitao2, HOU Yundong2, WANG Huaichang2

1. School of Energy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Xi'an 71001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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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江江，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油气田地质、技术工程，电子信箱：jiangjiang224@126.com
引用格式：张江江, 刘冀宁, 高秋英, 等. 湿相CO2环境管道内沉积物及对腐蚀影响的定量化研究[J]. 科技导报, 2014, 32(32): 67-71.

湿相湿相COCO22环境管道内沉积物及对腐蚀环境管道内沉积物及对腐蚀
影响的定量化研究影响的定量化研究
张江江 1，刘冀宁 1，高秋英 1，羊东明 1，臧晗宇 2，张涛 2，肖雯雯 1，江瑞 2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乌鲁木齐 830011
2.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110016
摘要摘要 为研究湿相含CO2腐蚀环境下管道底部沉积物对腐蚀的影响，在管道内底部湿相盐水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沉积物结

垢趋势，研究管道内沉积物形成及类型。应用电化学噪声技术和金相分析法对湿相CO2环境下20#低碳钢无、有沉积物覆盖下的

电位噪声、电流噪声及噪声电阻等腐蚀相关参数进行测试，对腐蚀形貌进行观察。结果表明，湿相CO2环境下有沉积物相比无沉

积物覆盖的20#碳钢电流、电位噪声随时间变化曲线波动性大，噪声电阻的倒数降低87.5%～95%。通过室内及现场实验测试

20#低碳钢监测挂片定期清除沉积物、缓蚀剂防护条件下腐蚀失重及点腐蚀参数，得出定期清除沉积物及缓蚀剂防护能分别降低

20#碳钢均匀腐蚀80%、43%，点腐蚀速率57%、92%。

关键词关键词 湿相CO2；沉积物；电化学噪声；定量；20#碳钢腐蚀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17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11

Sediment in the Formation in Wet CO2 Environment of Pipelin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of Its Corrosion Effect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wetting phase in CO2 corrosion environment with bottom sediments on the corrosion
of pipeline. In the pipeline bottom, the wet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composition of brine, the sediment of scaling tendency, the
sediment formation and the types of pipeline internal sediment. The electrochemical noise technique and the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are applied for the 20# low carbon steel in the wet CO2 environment, with no sediment covered under the potential noise, the current
noise an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noise, and the corrosion morphology is observ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20#

carbon steel without sediments, the potential noise and current noise have a time-varying volatility in the wet CO2 environment, and
the resistance noise is reduced by 87.5% ~95% . With the sediment removal and a regular monitoring of the corrosion inhibitor
corrosion weight loss and corrosion and other parameters in laboratory and field experiments, the regular cleaning deposit and
corrosion inhibitor levels of the 20# low carbon steel sheet, can, respectively, be reduced by 80%, 43%, and 57%, 92% for the point
corrosion rate.
KeywordsKeywords wet phase CO2; sediment; electrochemical noise; quantitative; corrosion of 20# carbon steel

ZHANG Jiangjiang1, LIU Jining1, GAO Qiuying1, YANG Dongming1, ZANG Hanyu2,
ZHANG Tao2, XIAO Wenwen1, JIANG Rui2
1. Northwest Oilfield Company,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Urumqi 830011, China
2. Institute of Metal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China

塔河油田地面原油集输金属管道指经过计转站脱气脱

硫后的地层产出液经地面集输输送至联合站的金属管道，主

要材质为20#碳钢，输送介质主要为原油和高矿化度盐水，综

合含水约为 38%，且高含CO2，体积分数约为 2.8%，由于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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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层状结构三元正极材料锂离子电池层状结构三元正极材料
LiNiLiNi11//33CoCo11//33MnMn11//33OO22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李继利，曹传宝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三元层状结构LiNi1/3Co1/3Mn1/3O2具有较高的可逆容量、结构稳定性、热稳定性和相对较低的成本，成为电动汽车领域最具

前景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之一。综述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的结构、电化学性能及对其进行性能优化的掺

杂、表面包覆和制备特殊纳米结构材料的3种方法。其中，纳米材料的研究是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究热点之一。材料的电

化学性能与粒子尺寸、形貌、多孔性、结晶性和比表面积紧密相关。因此，提高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的电化学性能时，要充

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层状结构；LiNi1/3Co1/3Mn1/3O2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131.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12

Research Progress of Layered Structural LiNi1/3Co1/3Mn1/3O2 as a
Cathode for Li-ion Battery

AbstractAbstract Layered structural LiNi1/3Co1/3Mn1/3O2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materials used as a cathode for Li-ion battery in electric
vehicles, mainly due to the high capacity, the stable structure, the thermal stability and the low cost of LiNi1/3Co1/3Mn1/3O2. In this review,
the structure,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s and the methods for improving its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s of LiNi1/3Co1/3Mn1/3O2,
such as doping with other ions, coating with other materials and the preparation of special structural nanomaterials, are included.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ers on Li- ion battery are concerned with various nanomaterials.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s of material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ize, the morphology, the porosity, the crystalline features and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the material. Therefore,
these eff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improving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s of LiNi1/3Co1/3Mn1/3O2 cathodes.
KeywordsKeywords lithium ion battery; cathode; layered structure; LiNi1/3Co1/3Mn1/3O2

LI Jili, CAO Chuanbao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锂离子电池作为便携式电子产品（如笔记本电脑、移动

通信设备、相机等）的主要电源受到人们广泛关注[1,2]。目前，

锂离子电池中所使用的正极材料主要有 LiNi1/3Co1/3Mn1/3O2、

LiCoO2、LiMn2O4、LiFePO4等。其中，LiCoO2是最早实现商业化

生产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但是由于其比容量偏低（约

140 mA·h·g-1），且价格昂贵，毒性较大，使其在未来高功率密

度和高能量密度设备中的大规模应用受到限制[3]。2001年，

Ohzuku等[4]首次报道了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在电

压区间 3.5~5.0 V，电流密度 0.17 mA·cm-2时，其放电比容量

高达200 mA·h·g–1。之后，三元层状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

料受到广泛关注。三元层状结构正极材料 LiNi1/3Co1/3Mn1/3O2

因其具有高可逆容量，稳定结构，高热稳定性和相对较低成

本，成为LiCoO2最具前景的替代材料之一[5~16]。三元层状结构

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结合了LiCoO2、LiNiO2、LiMnO2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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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普的动力、优势、途径和价值
——对大学科普相关问题的一个经验分析

翟杰全 1，任福君 2

1.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1
2.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基于对科学技术发展、大学职能扩展、大学自身特点的分析，探讨了大学科普的动力因素、优势、途径和价值等相关问题。

大学在当代社会结构中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任，是科学技术原始创新的源头组织之一，拥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资

源、设施资源、人力资源等软硬资源，在科普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资源体系。在当代科普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大学可以通过多

种途径和方式参与社会的科普工作，在科普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大学科普；大学职能；科普工作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2.013

The Motivation, Superiority, Ways and Significance of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lated Issues in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stract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ciene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extension of university func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ies, the motivation, the superiority, the way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scienen and technology origin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sources, with a heavy responsibility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conducting science researches. With abundant scienen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resources, facilities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university forms a unique resource system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uses, the univers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ways
and patterns.
KeywordsKeywords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fun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ZHAI Jiequan1, REN Fujun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促进公众理解

科学的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科技发达国家）受到

普遍重视，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团体、公司企

业、大众媒体乃至各类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各种科技传播和普

及（以下简称“科普”）活动，探索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各种有

效形式，推动科普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科普实践更加

活跃，科普形态更加多样，科普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当代科

普已经成为一个利用多样化渠道、传播多样化内容、达成多

样化目标的活跃的社会传播系统，拥有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增进公众理解科学、服务公众参与科学、服务科学技术创新

等多样化、分层化的任务目标[1,2]。

高等学校（以下统称“大学”）在当代社会结构中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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