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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保护环境 系统治理污染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地球这一生命摇
篮，提供着大气、水、植物、动物、土壤、岩石矿
物、太阳辐射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适宜的自然环境，滋养了人类的健康发展；而
大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及荒漠化、干旱等恶
劣的自然灾变，会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

人类活动又影响着自然环境。特别是
18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科学技术
的进步，人类活动的范围、规模不断扩大，现

已成为影响地球环境稳定的主导负面因子，
凸显的植被退化、水土流失、气候变化、生物
灭绝，对地球生命系统存续敲响了警钟。而
20世纪以来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土壤污
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造成了一系
列生态危机，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及发展。

对环境污染问题，人类历史上早有关
注。英国 1285年开始遭受煤烟污染的困
扰，曾于1306年颁布禁止燃煤的法令；随工
业化发展，在 1833年颁布《水质污染法》，
1863年实施《制碱业管理法》，1869年发布
《保护野生动物法令》。此后，工业发达国家
逐渐遭受并开始重视环境污染问题。但20
世纪60年代前，在人们的意识及理念中，大
自然一直是人类征服与控制的目标，而非保
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20世纪 70年
代，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才开始成为国际社
会共同关注的重要事项。

1972年6月5—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通过了《人类
环境宣言》。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提交《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
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1991年，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
动物基金会发布《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
战略》报告，明确人类必须将经济发展与保
护环境协调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992年6月3—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并签署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2002年8月26日至9
月4日，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可持
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
可持续发展承诺》。经过联合国及各国政府
的共同努力，控制污染、保护环境、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成为全球共同奋斗的任务和目标。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是一个综合性难
题，既须从单纯防治一次污染向系统防治系
列污染、单独控制个别污染向协同控制复合
污染转变，统筹协调污染治理、总量减排关
系，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子；更须正确处理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自觉推动低碳发
展、循环发展、绿色发展，改善环境质量，防
范环境风险，努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加快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为促进大气污染治理的研究与实践，
《科技导报》2014年第33期组织出版“大气
污染治理专题”，在“专题论文”栏目刊登“燃
煤电厂电除尘PM10和PM2.5的排放控制”等
11篇论文，“卷首语”、“本刊专稿”、“科技工
作大家谈”、“书评”栏目发表相关主题的文
章。在本专题组稿、审稿中，《科技导报》编
委、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闫克平提供诸多支持和帮助。本期封面图
片显示了城市大气污染的景况及燃煤电厂
污染治理后的图景，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
计。 （（本刊记者本刊记者 陈广仁陈广仁））



我国细颗粒物（PM2.5）导致的大气污染形势日趋严峻，复杂的室内污染源以及人类更久的室内停留时间，使得室内PM2.5污染对人类健
康的危害更明显，更持久。开展一次和二次PM2.5污染治理工作，方可改善大气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

研究发现，一些民用和商用建筑内的空气污染程度极高，是室外空气污染的数倍至数十倍，而人类约70%~90%的时间在室内度过。
因此，室内PM2.5过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PM2.5易引起人体呼吸道疾病、眼睛和皮肤过敏等健康问题，其中，PM2.5重点“攻击”人类
肺部，并引发全身各系统疾病。据统计，全球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约为210万，死亡原因与大气中PM2.5等悬浮颗粒物浓度上升所
造成的人体肺部损害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因健康问题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所以，解决室内PM2.5污染问题对于保障民众健康
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以人为本”科学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的重要体现。

目前我国室内PM2.5污染治理形势较为严峻。外源性PM2.5是我国室内PM2.5的重要污染源之一。而室外空气质量虽有改善，但要完全
达标，短期内尚难实现。高速的城镇化进程及人口的增长将给我国资源、能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在“十二五”期
间增长16.6%，2020年将达到41.98亿 t，比2015年增长6.36%。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造成大气
污染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正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与环境保护需求不协调的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在室内PM2.5污染防控与
治理方面缺少有针对性的法规标准。2012年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将于2016年实施生效，但此标准仅适用于室外大气环境。法规
约束与指导的薄弱无疑进一步加大我国治理室内PM2.5污染的难度。此外，对室内PM2.5监测、治理和基本物化性质及病理危害等认识的不
充分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挑战。因此，在应对室内PM2.5污染时，应从源头控制入手，多管齐下，才能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进一步完善室内大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完善室内大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均将颗粒物的
污染控制和室内空气质量改善技术研究列为大气污染领域的重要任务。《蓝天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指出，室内空气质量已成为影
响群众生活健康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对室内PM2.5污染防治技术具有迫切需求。虽然目前我国对室内PM2.5治理予以足够重视，但我们应
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相关法制法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急需修订完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体系，严格执行国家大气环境保护规划，做
到遵循统筹区域环境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加强能源清洁利用，控制区域煤炭消费总量；创新区域管理机制，提升联防联控管理能力
等原则。

加强室内加强室内PMPM22..55来源解析与监测研究来源解析与监测研究：准确的污染源解析是有效治理PM2.5污染的基础。而我国室内PM2.5污染源众多，急需准确的来
源解析。研究表明，室内空气中约30%以上的PM2.5来源于室外；吸烟、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家具、化妆品等也是室内PM2.5主要来源；而农
村地区以传统炉具、燃料污染为主。因此，应研究室内PM2.5浓度与污染源相关性，建立室内PM2.5浓度预测模型。并针对不同类型室内
PM2.5污染的特点，发展物理、化学、生物、电子、光学等多学科多技术综合应用的监测手段，研发移动、便携式监测共性技术设备，形成特殊
环境以及区域尺度下的PM2.5应急监测能力。

加强室内加强室内PMPM22..55先进防控技术与设备研究先进防控技术与设备研究：源头防控是降低PM2.5污染最直接的方法，包括使用清洁燃料、室内禁烟、室内装饰装修采用
生态绿色建材等；基于PM2.5的穿透特性和室内外空气PM2.5的时空关联性，探讨建筑通风、新风系统防控PM2.5污染的技术措施；室内PM2.5

净化技术的研究亟待加强，包括基于高效粒子过滤器滤除技术、静电吸附技术、纳米粒子光催化分解技术、低温等离子体技术等。而基于
以上先进技术及耦合工艺，开展空气净化器的设计与优化研究，有望开发出低能高效的新型净化技术。

加强加强PMPM22..55物化特性及健康风险研究物化特性及健康风险研究：对PM2.5的物化性质及健康风险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明PM2.5质量、表面积及化学组成等物
化性质对其生理毒性的影响至关重要。目前，对PM2.5监测主要以质量分布来监测，而研究发现PM2.5生物毒
性与其表面存在更为紧密的相关性。另外，探明水分、电荷性质、化学组成等对PM2.5形成、去除效率的影响
有利于开发新型的PM2.5去除技术。此外，我们对PM2.5对人类健康危害的机制还没完全清楚，尤其是PM2.5对
人类健康长期危害的致病机制以及对疾病的诱发效应。急需建立PM2.5污染与疾病诱发的关系，并完善相关
的应急机制及预案。

室内PM2.5污染形成机理复杂，污染来源途径多样，经济环境生态制约因素多，亟需科技创新突破。从根
本上解决室内PM2.5污染问题，需建立长效机制，任重而道远。在目前大气环境PM2.5短期内难以达标的情况
下，节能减排，改善空气质量，人人有责！

源头防控与综合治理相结合
改善室内PM2.5污染状况

（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大学，西安 710025）

侯立安，江苏徐州人，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解放军第

二炮兵工程大学教授，第二炮兵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等职。长期致力

于环境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

科技导报 2014，32（33）

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1



2014年11月 第32卷 第33期 总第459期 鸣 谢
感谢74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789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审读每期《科技

导报》。

感谢中国科协办公厅向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赠阅《科

技导报》。

感谢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向历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和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赠阅《科技导报》995册。

感谢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向在国际组织任职的科技工作者赠阅《科

技导报》100册。

感谢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向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秘书长赠阅

《科技导报》197册。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力打造《科技导报》，使之成为中国

的Science和Nature，并与全国科技界一起使中国从科技大

国走向科技强国。

◆ 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源期刊
◆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源期刊
◆ 美国CA、CSA、Ulrich收录期刊
◆ 英国SA/INSPEC、CABI收录期刊
◆ 俄罗斯AJ/VINITI收录期刊
◆ 波兰IC收录期刊

谨致作者
敬请本刊作者允诺：稿件中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

容；投寄给本刊的稿件（论文、评论、图表、照片等，“读者之声”栏目刊登

的文字除外）自发表之日起，其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即授予本刊，并

许可本刊在本刊网站和本刊授权的网站上传播。

对于上述合作条件有异议者，请在来稿时申明；未作申明者，本刊将

视为同意。谢谢合作，并致诚挚敬意。

刊名题写：段云

★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
出版单位奖

★ 中国科技期刊方阵“双奖期刊”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

Editor-in-Chief
CHEN Zhangliang
Vice Editors-in-Chief
SU Qing
WANG Wulin
SHI Yongchao
WANG Feiyue
GAO Wei
Sponsor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ublishing House
Address
No. 86, Xueyuan South R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1, China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bk@mail.cibtc.com.cn)
E-mail
wuxiaoli@cast.org.cn; chenguangren@cast.org.cn
Subscription (36 Issues)
CNY540.00/USD540.00

主管/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出 版 者 科技导报社
主 编 陈章良
社长/副主编
苏 青 suqing@cast.org.cn
副社长/副主编
王务林 wangwulin@cast.org.cn
史永超 shiyongchao@cast.org.cn
副主编
王飞跃 feiyue@ieee.org
高 炜 wgao419@gmail.com
编辑部负责人
陈广仁 chenguangren@cast.org.cn
李 娜 lina@cast.org.cn
论文编辑
吴晓丽 wuxiaoli@cast.org.cn
刘志远 liuzhiyuan@cast.org.cn
王媛媛 wangyuanyuan@cast.org.cn
田 恬 tiantian@cast.org.cn
陈华姣 chenhuajiao@cast.org.cn
赵业玲 zhaoyeling@cast.org.cn
韩星明 hanxingming@cast.org.cn
栏目编辑
祝叶华 zhuyehua@cast.org.cn
王丽娜 wanglina@cast.org.cn
汤锡芳 tangxf@nsfc.gov.cn
石萌萌 shimengmeng@cast.org.cn
本期执行责任编辑 王媛媛，汤锡芳
美术编辑
王静毅 wangjingyi@cast.org.cn
编 务
吕 佳 lvjia@cast.org.cn
杨小舟 yangxiaozhou@cast.org.cn
发行部负责人
于 辉 yuhui@cast.org.cn
编辑部
010-62138113 kjdbbjb@cast.org.cn
发行部
010-62118198 kjdb@cast.org.cn（网上订刊）

刊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邮 编 100081
网 址 www.kjdb.org
博 客 www.sciencenet.cn/u/kejidaobao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2-872（国内）， TP3092（国外）
中国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海外发行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5号，邮编10004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035号
印刷装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7857

CN 11-1421/N
国内售价 15.00元人民币
国外售价 15.00美元



导

读

▶P23 燃煤电厂电除尘PM10和PM2.5的排放控制 I：
电除尘选型及工业应用

P51 钢铁烧结烟气多污染物的排放特征及控制技术

P67 大气颗粒物浓度与重金属元素分析研究进展

P7 我就在这里，静静等你
科学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留下清

晰的印迹。本期风云“刮”来两大科学领域中的
重要成果——人类探测器有史以来第1次在彗
星登陆以及预示着物理学又一次革命的暗物质
的搜寻空间进一步缩小。

P9 “211工程”“985工程”走向之争
“211工程”“985工程”走向之争近期形成

了一次媒体大讨论，主张废除者认为，这种对
高校的行政分层带来重重问题，而反对者认
为，“211工程”“985工程”是特定历史阶段的
产物，有其存在价值，不能轻易废除。其实，这
场争论的背后揭示的正是地方高校长期发展

“困境”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生态与改革的
大问题。

P11 从系统发育分析进化
生态学中的特化

进化生态学（evolutionary ecology）是利
用生态学、遗传学、进化生理来考虑和分析生态
学问题的一个学科，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
科。而特化（specialization）是由一般到特殊
的生物进化方式。指物种适应于某一独特的生
活环境、形成局部器官过于发达的一种特异适
应，是分化式进化的特殊情况。本期英国皇家
学会推介栏目为读者讲述“从系统发育分析进
化生态学中的特化”。

P12 促进燃煤电厂烟尘超低排放
为了促进燃煤电厂节能减排，世界各国对

燃煤电厂烟尘处理的工艺技术都做出了很大
改进。本文比较国内、外传统烟尘处理技术的
发展，并以神华集团为例，介绍目前中国烟尘
处理领域的进展。

P94 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保障制度
如何在制度层面上科学、有序、高效地推

进科学研究是当今现代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
之一。不同单位的科学研究保障制度不尽相
同，且与学校自身的历史文化、研究特色等都
有关系。作为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吸纳了
世界优秀的科学研究人员，其科学研究对于学
校整体实力贡献很大，其相应的科学研究保障
制度也显得尤为重要。

P95 共建同行评议系统
同行评议系统是正确实施同行评议方法

的保证体系，建立可靠的同行评议系统是各国
科学基金会或资助拨款机构的首要任务。同
行评议系统一般包括：专家库、评审准则、评审
人守则、反馈机制、申诉程序和监督机构等。
一个理想的同行评议系统受下列条件限制：不
太紧缺的资源，无私的决策群体，宽广的专家
选择面，单一学科和单一价值准则。本文做了
逐一介绍。

针对电除尘细颗粒物

（PM2.5）排放控制，提出利用电

除尘指数指导电除尘本体和电

源设计选型技术的原理和方

法，并介绍电除尘改造的应用

案例。通过优化电除尘指数、

采用三相高压电源开展电除尘

改造和选型。通过电除尘和脱

硫塔除雾器的同步改造，可以实现烟囱出

口颗粒物排放浓度低于 5 mg/m3，同时，

PM2.5（直径2.5 μm以下的颗粒物）排放浓度低于2.5 mg/m3。示范工程还表明当电

除尘器出口PM10（直径10 μm以下的颗粒物）排放在6~30 mg/m3时，PM2.5占PM10

比例为6%至20%；当PM10排放在5~15 mg/m3时，PM2.5排放可低于2.5 mg/m3。

单相和三相电源的功率系数比较

监测了钢铁烧结烟气的排放特

征，发现SO2排放浓度沿着烧结机方

向呈现机头和机尾低、中部高的特点，

二噁英的排放浓度与烟气温度正相

关，温度高于 250℃时二噁英的排放

浓度出现峰值。调研了数十台烧结机

的烟气排放特征，表明SO2排放浓度

≤2000 mg/m3的占63%，要求脱硫效

率 大 于 90% ；>2000 mg/m3 的 占

37%，要求脱硫效率大于96%。NOx排放浓度≤300 mg/m3的占86%，烟气无需

脱硝可直接排放；在 300~600 mg/m3之间的占 14%，要求脱硝效率大于 50%。

二噁英排放浓度为1.0~5.0 ng TEQ/m3，必须采取控制措施才能达标排放。针对

烧结烟气SO2和二噁英浓度高的特点，论述了基于活性炭吸附的活性炭法，以钙

基吸收剂脱硫为主、活性炭（焦）脱二噁英为辅的SDA法、MEROS法、IOCFB法
等4种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及脱除效果。

PCDD/Fs浓度随烟气温度及风箱位置的变化

综述了大气颗粒物浓度与

重金属元素分析方面的研究进

展，阐述了大气颗粒物的界定、

来源和组成、途径和危害、检测

仪器和方法、相关技术标准等，

比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检测仪

器等的发展情况，指出中国在法

律法规、监测标准、测量仪器开

发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开发

自动、在线、连续监测大气颗粒物的浓度及所含重金属元素的种类、含量等一体

化仪器是检测仪器的发展方向。

大气颗粒物的粒径与人类头发直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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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1111--1111至至20142014--1111--2020））

1 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彗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13日，欧航局彗星探测器罗塞塔分离的菲莱着陆器，于北京时间00:05确认成功登

陆彗星“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这是人造探测器首次登陆一颗彗星。罗塞塔计划

始于1993年，耗资约13亿欧元，2004年3月发射升空，旨在分析和观察距离地球5亿km
远的67P/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彗星。科学家认为对彗星发散出的气体、尘埃以及彗星

核结构等进行研究，将有助人类探索与太阳系形成、地球上水的来源乃至生命起源有关

的奥秘。图片来源：资料图

2 大连骆驼山发现一处重要古人类活动遗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13日消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大连自然博物馆专家在大连瓦房店复州湾镇

东南3 km处的骆驼山，发现一处重要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该遗址的时代与北京周口店猿人所处时代相

近，有可能将东北地区出现古人类活动的时间提前至50—30万年前。截至目前，对该遗址的发掘面积仅

有100多m2，已发现化石30多种，获得万余件动物化石标本。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3 自然指数发布：中国科研产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13日，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显示，

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中国是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全球领先国家，

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在东亚和东南亚15国中，中国、日

本和韩国是科研产出的前三甲，我国居首。我国是亚太地区研

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增长率最高的国家。随着科研投入增大，科

研质量也在提升。

4 中国成功发射遥感卫星二十三号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5日，搭载遥

感卫星二十三号的

运载火箭在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发

射。当日02:53，我
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二号丙

运载火箭，成功将

遥感卫星二十三号

送入太空。遥感卫

星二十三号主要用

于科学实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作物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域。这

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98次飞行。

图片来源：新华社

5 中国民用飞机首次进入美国市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13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飞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美国维信航空公司签署20架运12系列飞机销售合同。这

是国产民机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标志着运12飞机已经被发

展最成熟、要求最严格的美国市场所认可，在中国民机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

6 大洋科考第34航次起航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16日，执行大洋科考第34航次任务的“大洋一号”船从三亚

起航。按照我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

同，本航次主要任务是履行“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

同”，对多金属硫化物进行合同区勘探，兼顾环境基线和生物多

样性等调查。本航次计划时间219天，航程约2万海里，分为5
个航段，预计2015年6月22日返回青岛。

7 纽约首个埃博拉患者痊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0日，纽约市首个埃博拉患者Craigspencer已经痊愈。美

籍医生Craigspencer先前作为“无国界医生”人员在几内亚从事

医护工作，10月17日返回美国，10月23日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

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收治9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其中1人死亡。

8 我国首条30 t轴重重载铁路建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16日消息，随着满载1.2万 t煤炭的 J55001次试验列车驶

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站，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中南部铁路通道

组织实施的1.2万 t重载列车运行试验取得成功。该列车综合试

验段的编组为前后各两台轴重 30 t的牵引列车、中间 100辆

C96型新型货车，列车总长1489 m。

9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亮相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17日消息，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亮相中国国

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华龙一号”是由中国广核集团和中核

集团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联合研发设计的三代核电机型，安

全等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10 量子密钥分发安全距离刷新纪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1/30]

15日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潘建伟及其同事张强张强、

陈腾云陈腾云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科研人员

合作，将可以抵御黑客攻击的远程量子密钥分发系统的安全距

离扩展至200 km，刷新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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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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一位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

了一则消息：“妈妈，‘韭菜’号登上彗星

了！”这是上小学的女儿向她“播报”的新

闻。小朋友眼中的“韭菜”号，正是在

“67P/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以下简称

“67P”）彗星上登陆的“菲莱”号。

“菲莱”号登陆器是“罗塞塔”号彗星

探测器的两个主要部件之一。人类研制

“罗塞塔”号以延长自己的视线，探究遥

远的彗星。

说起“罗塞塔”，不免会想起当今英

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三宝”之一——

“罗塞塔石碑”，它也是

“罗塞塔”号命名的来

源。据记载，罗塞塔石

碑是一位法军上尉于

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

三角洲的罗塞塔港口

城镇郊外发现的，碑上分别用希腊文字、

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

有公元前 196年的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

登基的诏书。后来考古学家对照各个语

言版本，解读出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

文字结构，因此，这块大名鼎鼎的“罗塞

塔石碑”被看作了解古埃及语言与文化

的关键基础。以“罗塞塔”命名的彗星探

测器无疑被寄予着能成功探测拥有太阳

系诞生初期原始特征的古老彗星的厚

望，以解开太阳系起源之谜。

早在2004年3月2日，“罗塞塔”号被

发射升空，历经10多年的飞驰，于2014年
8月 6日追上 67P彗星。由于 67P彗星距

离地球约5亿km，人类与探测器通信有近

半小时的延时，再加上彗星喷射气体和尘

埃，因此在遥远的太空操控“菲莱”抵达预

定地点面临很大困难与风险。在随后 3
个月的并肩飞行之中，“罗塞塔”号经过对

彗星的观察与测算，完成了对“菲莱”号着

陆点的选择。最终，“菲莱”在接触彗星的

同时弹跳两次后，落在一处峭壁的阴影

中，将自己固定在彗星表面（11月 22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空间局于北京

时间13日凌晨确认了这一结果。

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彗星，具

有历史突破性的意义，“菲莱”号在天文

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菲莱”号携带 10个实验仪器，计划

对67P彗星的表面元素、磁场等信息进行

采集。然而，遗憾的是，欧洲航天局15日
清晨确认“菲莱”号因电力不足已经“休

眠”，与地球中断联系。尽管如此，“菲

莱”号仍然完成了预定任务——启动了

携带的所有实验设备，并且将着陆之后

获得的数据传回地球。传回的数据显

示，在彗星表面检测到有机分子。

“菲莱”号还在彗星上默默等待，我

们期待着足够的阳光洒在它的身上，早

日将它唤醒与人类建立联系，带回在彗

星上采集的珍贵样本。

相比正处于 5亿 km开外的“菲莱”

号，充满宇宙空间的暗物质更是神秘而

不可见。在宇宙质量中占着绝对比例的

暗物质，是 1933 年瑞士天文学家 FritzFritz
ZwickyZwicky基于对星系的观察推断得出的，

此后，暗物质的存在被越来越多的实验

结果证实，很多科学家踏上了搜寻暗物

质实体的征程。意大利暗物质实验组

（DAMA/LIBRA）、美国CoGeNT实验组等

均曾宣称发现疑似轻质量暗物质的信

号。然而，2014年8月24日，由上海交通

大学牵头的大型暗物质探测“熊猫计划”

（PandaX）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使用 120 kg
级液氙探测器获得的实验数据，对先前

发现疑似轻质量暗物质信号的实验结果

提出质疑。11月 10日，中国暗物质实验

合作组在 Physical Review D上发表的论

文再次显示，暗物质的存在区域不可能

在美国CoGeNT实验组所称的范围内，从

而在更大范围内排除了当前理论预期的

暗物质存在空间。

中国暗物质实验合作组由清华大

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原子能研

究院和雅砻江流域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

组成，于 2010年起在位于四川雅砻江锦

屏山 2.4 km以下的锦屏实验室开展暗物

质直接研究工作。研究人员用单体质量

约为 1 kg、能量阈值约为 300 eV的点接

触高纯锗探测器开展实验，结果在质量

为10 GeV以下的范围内没有探测到暗物

质信号（11月13日《北京青年报》）。中国

暗物质实验合作组采用与美国 CoGeNT
实验组相同的探测器原理，从而有力地

推翻了他们先前提出的结论。

虚无缥缈的暗物质研究是一个充满

挑战的课题，现在得到的很多实验结果

互相矛盾，只有多个具有竞争性的实验

同时验证暗物质的存

在才更具有说服性。

中国暗物质实验合作

组的研究成果在暗物

质的寻找之路上又迈

进一步，进一步缩小

了寻找暗物质的范围，中国暗物质研究

已进入国际前沿水平。

作为目前粒子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

领域的前沿课题，对暗物质的研究可谓

如火如荼。近日，美国和加拿大物理学

家提出，GPS卫星及其他原子钟网络或许

能成为寻找暗物质的工具。他们指出，

当暗物质构成的星系风吹过地球系及其

卫星时，可能会使GPS系统的钟变得不

同步，通过时差就能探测到暗物质（11月
19日《科技日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11月17日的Nature Physics上。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李政道曾道

出暗物质研究的困难与重要意义：“暗物

质是笼罩 20世纪末和 21世纪初现代物

理学的最大乌云，它将预示着物理学的

又一次革命。”假若暗物质实体能够成功

探测，它将成为继日心说、万有引力定

律、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之后物理学领

域的重大突破。

暗物质还在与人类玩着捉迷藏的游

戏，它招手呼喊着“我在这儿”引导着我们

去寻找。暗物质探寻之路就像“罗塞塔”

号携带着“菲莱”号飞向彗星一样，一天比

一天接近目标，终有一天，就追上了它。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静静等你静静等你

暗物质还在与人类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它招手呼喊着“我在

这儿”,引导着我们去寻找。暗物质探寻之路就像“罗塞塔”号携带

着“菲莱”号飞向彗星一样，一天比一天接近目标，终有一天，就追

上了它。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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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为何要研究宇宙的起源，这对世界、

人生有意义吗？我也不知道我的研究有

什么用。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这对将来

会产生什么意义，但我做这项工作就是

为了满足好奇心，好奇心是人和动物最

大的差别所在。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丁肇中丁肇中

《广州日报》[2014-11-13]

我们正面临一场应对癌症的战争。

在中国，发病率较高的依次为肺癌、胃

癌、食管癌、肝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往

往是预后效果不太好的类型，所以死亡

率相对较高。很难想象没有健康，怎么

能有一个完整的“中国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竺陈竺

科学网 [2014-11-12]

过去30年，我国农业在利用占世界

9%耕地成功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 20%
的13亿国人的吃饭问题，到2013年实现

粮食产量“十连增”辉煌成就的同时，也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30年间，化肥、农

药用量递升，牲畜粪便、秸秆等废弃物剧

增，已造成农村和农田的广泛面源污染

和土壤肥力下降等严重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学院教授生物学院教授 陈文新陈文新

《科技日报》[2014-11-13]

土壤退化是因自然特别是人为因素

影响所导致的土壤质量下降，甚至完全

丧失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的过

程。由于耕地过度农垦，用养失调；草场

超载过牧，滥垦滥挖等不合理的人类活

动，目前我国土壤沙化退化现象严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朱昌雄朱昌雄

《科技日报》[2014-11-13]

现在很多学科与计算科学融合形成

了交叉学科，这是因为在他们的领域里

如果有一个精通计算机科学的人，可以

使得他们的工作获得本来不可能取得的

成果。作交叉研究是比较辛苦的事情，

尤其是领域相差甚远。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

姚期智姚期智

《中国科学报》[2014-11-13]

智能是机器人研发的战略制高点。

机器人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在多尺度上认识人类大脑、模拟人

类大脑。如果我们想引领人工智能的发

展，在国际上占据学术和产业制高点，就

应发展类人脑智能技术，为应对机器人

革命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毅曾毅

科学网 [2014-11-12]

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劳动力成本持续增长、劳动力出现结

构性短缺，将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

发展的动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电控制及自动化系教授机电控制及自动化系教授 蔡鹤皋蔡鹤皋

中国新闻网 [2014-11-17]

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继陆、海、空、

天4个疆域之后的第5疆域，与其他疆域

一样，网络空间也须体现国家主权，保障

网络空间安全就是保障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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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 [2014-11-11]

船舶综合电力系统将传统船舶相互

独立的机械推进系统和电力系统以电能

的形式合二为一，通过电力网络为船舶

推进、通信导航、特种作业和日用设备等

提供电能，实现了全船能源的综合利

用。因此，船舶动力采用综合电力系统

已成主流。综合电力系统被誉为船舶动

力的第三次革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

教授教授 马伟明马伟明

《中国科学报》[2014-11-11]

做科研，什么时候都要瞄准前沿。

我希望实验室能够发展成为大气污染研

究方面的一支生力军，不但要在理论、技

术、方法等方面获得一席之地，还要为国

家环境污染治理和国际气候谈判提供更

加有力的决策支撑。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自发王自发

《中国科学报》[2014-11-11]

人类吃现代基因技术改造的食品，

将是必然趋势。那么，我们如何确认来

源于克隆动物的食物对人类是安全的？

这要靠大量的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模式生物研究中心主任模式生物研究中心主任 费俭费俭

科学网 [2014-11-12]

谈到互联网技术的魔力，现在更多

的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产

业界的应用。但大数据时代也存在“数

据太大”的危机。数据量大到每隔2年数

据量翻番，以至于到2020年全世界必须

建设100万个数据中心，只有全年石油产

量全部转化为电能，才能满足这些能耗

中心的用电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电信科学技术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总工程师研究院总工程师 邬贺铨邬贺铨

科学网 [2014-11-12]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不讲条件，

反倒觉得很有激情，因为那是“国家需

求”。国家的需求在发展，我的研究也不

能停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汪尔康汪尔康

中国新闻网 [2014-11-17]

现在，在国内的不同场合，越来越多

的专家开始在科学领域讲故事，他们试

图把非常专业的领域知识用有趣的故事

表述出来。当然，这些故事会引导一些

期望接受科研训练的学子尝试步入科学

的殿堂。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朱朝东朱朝东

《中国科学报》[2014-11-10]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资料图

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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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1工程工程”“”“985985工程工程””走向之争走向之争
“今后，更多的国家重大项目将会在

支持范围、遴选条件等方面对地方高校

一视同仁，破除‘211工程’‘985工程’（以

下简称“211”“985”等身份壁垒，更加注

重绩效评价。”11月 21日，教育部副部长

杜玉波杜玉波在“2014年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

作研讨会”上表示。此番言论被媒体纷

纷解读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211’
‘985’高校存废的首次公开表态”。

其实，早在 11月 13日，教育部“微言

教育”官方微博就已经对流传、发酵月余

的“211”“985”废除言论进行了澄清：建

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加快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战略决策，今后，将进一步加

强顶层设计，避免重复交叉，提高集成效

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不存在废除“211工程”“985工程”

的情况。但是，寥寥数语并没有止住存

废之争——媒体一发而不可收，纷纷继

续就此刊发报道、评论，或指出“211”
“985”乃是使用行政手段将高校进行分

层，造成诸多问题；或指出应该辩证看待

“211”“985”存废之争。更有媒体指出

“211”“985”存废之争，背后揭示的是地

方高校长期发展“困境”以及中国高等教

育整体生态与改革的大问题。

频遭诟病：行政分层问题多

11月22日，《新京报》发布对1012人
的调查结果，四成受访者认为“211”

“985”应该终止。不少媒体也纷纷刊发

评论指出，“211”“985”应该废除，理由是

“211”“985”以行政手段为高校划分出三

六九等，带有计划经济年代的深刻烙印；

更为关键的是，“211”“985”的行政头衔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的资源分配，

也成为了高校“贫富”差距的分水岭——

以获得科研经费比例为例：2013年，作为

“211”“985”序列的清华大学科研总经费

最多，为 39.31亿元，财政拨款为 27.75亿
元，占了 70.6％，而非“211”“985”的高校

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4.6亿元

中仅有26.1％为财政拨款，约1.2亿元，两

者科研经费所获的财政支持相差 23倍

多；“211”“985”高校的地域性平衡也遭

遇诟病，“211”“985”工程院校中有50%集

中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6个省份或

城市，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而社

会上用人单位也因为高校的行政划分，纷

纷对毕业生设出“非‘211’‘985’高校毕业

生不用”的高门槛，导致就业歧视产生，由

此引发社会不满，也成为本次关于“211”
“985”两大工程存废大讨论的导火索

之一。

存在价值不容置疑

虽然诟病“211”“985”之声此起彼

伏，但也有观点认为应该辩证看待问题，

不可轻易废除已经推行 20 年的“211”
“985”两大工程。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振天刘振天

11月 23日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指出，

“两大工程是在我国高教基础薄弱、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采取非均衡战略扶

持一批有条件的高校优先发展、建设高

水平大学、冲击世界学术高地的重大决

定。虽然政府财政选择性投入，确实存

在有欠公平问题，但不能否定特殊时期

特殊政策的必要性。”他认为，“以不公

平、效益低等原因否定工程意义，进而废

除工程”的想法是“短视的”。

人民网 10 月 19 日发表评论称，

“211”“985”院校的设立有其浓厚的时代

背景，也的确为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

高甚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极

大贡献，其存在的价值不容质疑，尽管带

来的问题亦不能回避，但不主张轻易废

除“211”“985”。
该评论进而指出，随着“211”“985”

的实施，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

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

不公平和教育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这都

是国家在实现高校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带

来的，必须正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

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这是解决高等

教育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破解

“211”“985”院校发展的关键。高等教育

既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需要去行政化

的思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在机制上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211”“985”两大工程。

打破高校身份壁垒 路在何方

关于“211”“985”，无论是废除还是

改革，破除高校的身份壁垒已经箭在弦

上，由此，其改革方向也被纷纷揣测。

首当其冲的是杜玉波在“2014年省

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研讨会”上的另一

段讲话——关于“中国好大学”的“4个比

度”，即“办学定位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领导精力、师资力

量、资源配置等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度，办

学质量和效益对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度，

学生、家长、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满意

度”，这被认为或许是未来高校的评判指

标。

另一个强烈的改革信号是动态竞争

机制的引入及协同创新计划的实施。刘

振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赞成在

两大工程中引入竞争、监督和公开机制，

不要画地为牢、资源垄断，可以选择和淘

汰，以激励高校更好更快发展。”21世纪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熊丙奇则披露称，有

关部门已在推进“2011”计划，这一计划

从“985”注重学校整体、“211”注重学校

学科，调整到注重学校、学科间协作，包

括和社会企业协作。

“211”“985”等工程之外，更深次的

问题被认为是我国高等教育宏观财政的

分配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教授洪成文洪成文对媒体表示，不得不正视

的两个问题是，谁来分配我国的高校经

费拨款？国家的高教经费应以什么形式

下拨？对第一个问题，国际高等教育的

经验是，经费分配者既不是高校，也不是

政府，而是第三方。对第二个问题，则是

经常性经费拨款的比例，不能低于专项

经费的比例。

熊丙奇也认为，应该探索建立新的

教育拨款体系，与此同时学校要建立现

代大学制度，坚持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

真正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本文为

媒体综合报道）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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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 11月 13—14日，由中国科协、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主办，广东省科

协等单位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科技期刊

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中国科协党组

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出席会议并

讲话。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李静海李静海，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林雄林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

刊司司长艾立民艾立民，广东省科协主席黄达黄达

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陈运泰、王鼎盛王鼎盛等

出席会议。国内外科技期刊界共600余

人参会。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11-14]

戈登研究会议代表团

访问中国科协

11月4日，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陈章良陈章良在中国科技会堂会见戈登研

究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
es，GRC）前任主席Peter J. StangPeter J. Stang、主席

Edward A. DennisEdward A. Dennis、副主席John W. KoJohn W. Ko⁃⁃
zarichzarich一行。陈章良代表中国科协欢迎

戈登研究会议代表团来访，他表示，戈登

研究会议是探讨生物、化学、物理等领域

前沿进展的重要学术会议，在国际学术

界享受较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中国

科协愿意支持戈登研究会议的发展，鼓

励中国科研人员积极参与会议并提议研

讨主题，在戈登研究会议中发出中国科

学家的声音。戈登研究会议代表团介绍

了戈登研究会议的情况及对华合作的整

体设想。戈登研究会议已多次在香港举

办，吸引众多中国科研人员参会。代表

团希望继续在香港举办，促进中美两国

科研机构在科技前沿领域的合作交流。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4-11-06]
2014全球信息技术主管大会召开

11月 10—12日，2014全球信息技

术主管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国科协、陕西省人民政府指

导，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主办，中

国电子学会、中国首席信息官联盟等单

位联合承办。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冯长根出

席大会并致辞。来自20多个国家信息技

术相关领域的 1000多位领军人物参加

大会。大会以“全球信息技术变革的新

机遇”和“创新发展与信息技术主管使

命”为主题，从智能制造与新型工业化、

物联网与智慧城市、互联网与工业融合

创新、云计算与移动互联、大数据、信息

安全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分析。为

期3天的会议议程中包含全体会议、高峰

对话、圆桌论坛、主题研讨、专题培训和

商务活动等一系列活动。

中国电子学会 [2014-11-15]
第四届吴文俊人工智能奖颁发

第四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11月 11日在上海揭晓，共评出 21个奖

项。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高潮高潮，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梅宏，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德毅李德毅等为获奖者颁奖。获奖项目共包

括 1个成就奖、7个创新奖和 13个进步

奖。其中，中南大学教授蔡自兴蔡自兴的“创建

智能科学理论，推动智能科学发展”成果

获成就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强张立强的

“复杂空间数据智能处理与建模的理论

与方法”成果获创新奖一等奖；清华大学

等获进步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等获创新奖二等奖。吴文

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是中国智能科技

领域唯一以院士命名、依托社会力量设

立的科学技术奖。

科学网 [2014-11-12]
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高峰论坛举办

11月10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高峰论坛在珠海举办。本届论坛由国

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主办，珠海市人民政

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

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宇航学

会、中国航空学会、国际航空研究理事

会、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协办，国家国防科

技工业局新闻宣传中心等承办。论坛主

题为“合作共赢——共创航空航天产业

美好未来”。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

日本等17个国家的航空航天机构官员、

学者及企业代表参加论坛，就产业政策、

国际合作、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人才培

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中国国

际航空航天高峰论坛自2002年以来已连

续举办7届，成为国际航空航天领域具有

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专业交流平台。

中国航空学会 [2014-11-15]
细胞研讨会首次在亚洲举行

11月 9—11日，细胞出版社和中国

医学科学院首次携手，在北京举办以癌

症研究为主题的细胞研讨会（Cell Sym⁃
posium Hallmarks of Cancer: Asia）。

这也是细胞研讨会首次在亚洲举行。会

议为期3天，邀请众多癌症研究领域国际

顶尖学者担任报告人，吸引了近900位来

自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参

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陈竺、诺贝尔奖获

得者Michael BishopMichael Bishop以及国际知名的白

血病和前列腺癌专家Owen WitteOwen Witte，分别

以白血病、靶向治疗及前列腺癌的最新

进展为主题作特邀报告。细胞研讨会系

列于2010年由细胞出版社创办，目的是

通过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各

种热点，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最杰出的专

家和学者们，进行紧密交流和合作。

《中国科学报》[2014-11-10]
第四届创新中国论坛召开

11月15日，以国家战略资源保障体

系建设为主题的“第四届创新中国论坛”

在北京举行，论坛对国家的矿产资源保

障体系建设问题，从国家战略的宏观设

计到细分领域微观问题的处理提出尖锐

而中肯的建言。由李政道李政道与中国科学报

社共同发起的创新中国论坛此前已成功

举办3届。此次论坛由刚刚成立的创新

中国智库这一公益智囊组织执行。论坛

上，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研讨。中国

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刘

建明建明谈到，要突破单纯“找矿、买矿”的思

路，全方位“开源节流”，唯此我国矿产资

源安全保障才能不断增强。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盐湖中心主任郑绵平郑绵平针对国家重要的战

略资源——青海盐湖综合开发利用现状

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九三学社中央副

主席、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贺铿

就国家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存在问题和对

策阐述观点。中国冶金矿业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刘文胜刘文胜，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

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高尚王高尚等

分别发表意见。 科学网 [2014-11-16]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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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从系统发育分析进化生态学中的特化从系统发育分析进化生态学中的特化

进化生态学（evolutionary ecology）
是利用生态学、遗传学、进化生理来考虑

和分析生态学问题的一个学科，它是生

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特化（special⁃
ization）是由一般到特殊的生物进化方

式，指物种适应于某一独特的生活环境、

形成局部器官过于发达的一种特异适

应，是分化式进化的特殊情况。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 Jana C.Jana C.
VamosiVamosi，Scott ArmbrusterScott Armbruster 和 SusanneSusanne
S. RennerS. Renner整理编辑了“从系统发育分析

进化生态学中的特化”专题，发表在Pro⁃
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杂志

2014年281卷1795期（图1）。专题使用

一系列广泛的生物系统（包括植物、蝴

蝶、鱼类和两栖动物）研究特化对谱系多

元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物种宏观

进化中的特化式进化包括平行、分歧、辐

射、趋同，权衡取舍的遗传机制似乎延伸

到不同种群生命历史的不同方面。反过

来，由于一类物种从一个角度来说可能

是特化种，在另外角度是一个泛化种，因

此当人们只从单个轴线来考察特化时，

这些权衡影响到人们是否能认为，特化

对一个种系的成功进化来说是否有效

果。最后，地域范围如何影响特化种的

形态和灭绝？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http://rspb.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special-feature-2014

图1 封面图片为刀嘴蜂鸟在进食西番莲

宿主特化种的海葵鱼是环境

生态位泛化种
为什么泛化种和特化种可以在自然

界共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让进化

生物学家感兴趣的问题。虽然特化种和

泛化种在单一生态维度上利用资源并存

的局面已经从理论和经验上得到解释，

但是从多资源维度（如营养、生态）的生

物系统考虑，则未得到较好的解读。实

际上，这样的系统可以为泛化种和特化

种物种在单一资源维度上经典的稳定进

化共存理论提供一种替代。作者探讨了

海葵鱼（clown fishes）中的这种系统和

不同资源维度间的潜在权衡。这个标志

性种群的所有种类是与海葵的共生物

种，并在海葵宿主的特异性中显示出种

间差异。此外，海葵鱼在其分布中发展

出不同环境特化。在这项研究中，作者

测试了宿主特异性（与一类海葵鱼物种

相关海葵数）和环境特异性（表示为跨越

气候梯度的生态位宽度大小）之间存在

的关系。研究发现，宿主范围和环境特

异性在温度，盐度和 pH条件下呈负相

关，这可能表示这两种类型的专门化分

工在迫使物种只在一个单一方向之间分

工的权衡。多维资源空间中的权衡可

能成为解释泛化种和特化种共存的新

理论。

授粉作用中花管长度特化的种内

发散和收敛
花管通常被认为为适应传粉形态进

行适应性特化的结果。研究者对具有地

理学差异性的鸢尾科植物 Tritoniopsis
revoluta的花管进行研究，探索了花管长

度的演变。作者研究了鸢尾科种群的花

管长度是否与传粉喙的长度相关，花粉

的传播是否在不同传粉者的存在下发

生，及花粉的传播是否在由同一传粉者

来传粉的远亲种群间发生。作者还研究

了花管长度的进化是否有方向性。形态

不同的传粉者之间的变化总是与花卉形

态的转变相关，即使种群近亲相关。当

远亲种群由同一个传粉者授粉时，它们

有相似的花管长度。花管长度的变化往

往是由短到长，但相反的情况并不少

见。对种群水平的系统发育进行校正

后，作者发现花管长度和传粉喙长度之

间高度的线性正相关，这表明植物对不

同传粉者在不同部位生发生功能上的特

化。然而，由于此系统中花管长度的进

化可能是一个双向过程，向本地传粉者

种群的特化不太可能导致进化和生态死

角，如渠限化或范围限制。

逃离极端特化：西番莲、蝙蝠和刀

嘴蜂鸟
植物/授粉特性匹配的一个突出的例

子体现于花蜜管长达6~14 cm的西番莲

安第斯种和喙长达 11 cm的刀嘴蜂鸟

（Ensifera ensifera）之间。这种西番莲

具有特殊的花药和柱头位置及自交不亲

和性，使得他们依赖于刀嘴蜂鸟的传

粉。野外观察结果表明，鸟类和植物的

分布完全匹配，且刀嘴蜂鸟的稀缺性导

致西番莲的减少。作者在这里使用核酸

和质粒DNA序列来调查这些共生关系演

变的频率和时间。37个具有极长花管的

物种中有26个（70%）有种系发育，19种

对蜂鸟来说花管过短的物种中 13 个

（68%）有种系发育，7个由蝙蝠授粉的植

物种类中有 4个，因此在西番莲属亚类

Tacsonia中（加 11外群）共计 43（69%）

的物种有种系发育。研究人员对系统发

育进行时间校准，来推断任意转换授粉

者这一情况的发生发展速度。结果表

明，Tacsonia是单系类群，它的干群追溯

到 10.7 Ma，符合刀嘴蜂鸟短喙亲种在

11.6 Ma时期的散度。祖先由刀嘴蜂鸟

或是短嘴蜂鸟授粉已无法得到确切的推

断，但Tacsonia分支的辐射早期，具有极

长花管的花已进化出专门由刀嘴蜂鸟授

粉。另外，存在一些不支持刀嘴蜂鸟依

赖性的证据，主要涉及向蝙蝠和短喙鸟

传粉的转移。除了极不对称的情况，即

一种鸟类与多种植物分支协同进化，刀

嘴蜂鸟系统是专门授粉者不驱动植物发

生特化的一个最好例子，并且表明它是

维护隔离种群的前提，随后导致了异域

物种的形成。

（（田恬田恬 编译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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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燃煤电厂烟尘超低排放促进燃煤电厂烟尘超低排放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文//肖创英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神华国能（神东电力）集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科技工作大家谈·

1 传统烟尘处理技术的发展
国内外采用的传统燃煤电厂污染物控制技术主要为：热烟

气通过SCR选择性催化脱硝，干式电除尘器DESP除尘前利用
空预器使烟气温度降到120~140℃。为提高脱硫效率和控制水
雾排放，在湿式脱硫FGD塔前后加装热交换器GGH，使烟气温
度降到70~90℃再进入脱硫塔，脱硫后的烟气从60℃左右再加
热到70~90℃排放。

欧洲燃煤电厂至今仍采用这一技术路线，实现烟囱出口颗
粒物排放5 mg/m3左右，其工艺路线1[1]为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为控制烟尘排放不高于10 mg/m3，
在传统工艺路线的基础上，加装了湿式电除尘WESP。WESP安
装在脱硫塔 FGD后、烟气加热交换器GGH前，并在 1000 MW
大型燃煤机组上得到推广应用，技术路线2[2]为

为了降低电厂环保设备的运行和投资费用，日本20世纪90
年代末开始推广应用低低温电除尘技术，技术路线3为

在同样实现低于10 mg/m3颗粒物排放的前提下，技术路线
3与技术路线 2的主要区别为：1）GGH在技术路线 2中装备在
DESP之后，技术路线 3中改装在DESP前；ESP的烟气温度从
120~140℃左右降低到烟气酸露点以下（约90℃）实现低低温电
除尘；2）脱硫后不再采用WESP控制颗粒物和SO3的排放，加热
后的烟气可直接排空。

降低电除尘器入口烟温，既可改善电除尘的除尘效率，也可
利用烟尘高效吸附烟气中的 SO3气溶胶 [2]。部分早期安装的
WESP已被关停。例如，日本新日铁住金鹿岛电厂507 MW燃煤
机组在采用低温省煤器后，WESP不在运行。据不完全统计，在
日本利用此技术路线的燃煤电厂总装机容量已超过 15000
MW，其中包括多台1000 MW等级的燃煤机组，从实际运行看，
电厂的颗粒物排放一般低于5 mg/m3。

中国电力集团在最近2年开始推广低低温电除尘技术。例
如，华能北京热电厂2013年对4台250 MW燃煤机组开展了低
低温电除尘改造，4台低低温电除尘配套8台ZH三相高压电源，
在国内首先实现了电除尘出口烟尘排放10 mg/m3，为进一步推
广应用低低温电除尘积累了经验。
2 中国烟尘处理技术进展

按《GB13223—20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国重
点地区现有燃烧锅炉的烟尘排放浓度限值为 20 mg/m3。神华
国能集团有限公司提倡污染物超低排放和绿色发电，成功开展
对现役燃煤机组环保设备改造，并提出新建机组环保技术路线。

根据国内外燃煤电厂污染物控制的经验和教训，为落实中

国制定的《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提出了烟尘排放5 mg/m3的技术
路线4：

该技术路线满足环保设备建设或改造的3个基本原则：1）
污染物长期稳定超低排放；2）环保设备可适应多种燃煤特性；3）
系统建设（改造）的投入产出和环境绩效最优。

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重点行业
PM2.5过程控制与减排技术与装备”支持下，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
司积极开展对燃煤电厂PM2.5的排放控制示范研究，先后在135、
300、600、1000 MW机组开展了集成低省、电除尘和脱硫塔烟尘
趋零排放技术路线的示范电厂研究[3-6]，积累了烟尘趋零排放的工
程应用经验，为实现燃煤电厂PM2.5排放低于2.5 mg/m3创造了成
功案例。实际证明，通过对电除尘本体小分区优化设计和采用高
效三相高压电源，技术路线4可完全满足烟尘低于5 mg/m3、NOx

低于35 mg/m3、SO2低于50 mg/m3的排放要求[4]。例如，天津大
港发电厂综合采用烟气调质、低温省煤器、高效电除尘、高效除
雾器等改造及煤质控制、运行优化调整等烟气全流程6项措施，
以低成本实现了全厂4台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达到燃气机组排
放标准。其中天津大港发电厂3号机组的应用表明，电除尘出口
和烟囱出口的颗粒物排放均低于5 mg/m3，同时，PM2.5的排放低
于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环保示范电厂标准 2.5 mg/m3的要
求。4台机组静电除尘器改造与电袋除尘相比节省投资约6000
万元，且不增加维护费用；与湿式静电除尘器相比，节省投资约
1.4亿元。初步测算，天津大港发电厂4台机组每年可节省各项
运行成本300万元左右。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项目
（2013AA065000）。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Meij R, Winkel H. The emiss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M10 and trace elements from a modern coal-fired power plant
equipped with ESP and wet FGD[J].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
gy, 2014, 85: 641-656.

[2] Fujishima H, Maekawa N, Ohnishi S et al. Novel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technologies in japan- colder side ESP and new
wet- type ESP application for boiler facilities[C]//2001 MEGA
symposium. USA, 2001: 1-17.

[3] 王仕龙,陈英, 韩平,等. 燃煤电厂电除尘PM10和PM2.5的排放控制 I:
电除尘选型及工业应用[J]. 科技导报, 2014, 32(33): 23-33.

[4] 王仕龙. 燃煤电厂电除尘PM10和PM2.5的排放控制 II: 电除尘电源改
造与 PM10 和 PM2.5 的排放（以 660 MW 机组为例）[J]. 科技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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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仕龙, 陈英, 韩平, 等. 燃煤电厂电除尘PM10和PM2.5的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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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出版“清华大学专辑”

为了集中展示我国代表性科

研团体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系统性

研究成果和整体风貌，《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中文版推出“中国知名

大学及研究院所专栏”，并于2014
年第 10期出版“清华大学专辑”。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生物

系）始建于1926年，云集了大批优

秀的生物学家，为我国生命科学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专辑介

绍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4位教授（孟安明孟安明、施一公施一公、陈陈

晔光晔光、戴俊彪戴俊彪、邓海腾邓海腾、管吉松管吉松、李蓬李蓬、刘万里刘万里、刘玉乐刘玉乐、欧光欧光

朔朔、王宏伟王宏伟、吴畏吴畏、谢道昕谢道昕、俞立俞立）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的进

展，高水平展现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结构生物学、发

育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蛋白质组学、海洋生物

学、微生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2014-10-24]
推荐人：《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编辑部，胡克兴，徐秀玲

GPB“转化组学”专辑出版

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GPB）“转化组学”专辑

于10月30日出版，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方向东方向东及德国萨尔大

学Andreas KellerAndreas Keller组织刊登了6篇该领域最新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祁鸣祁鸣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易鑫易鑫等利用全外

显子测序技术，鉴定了疑似 4B2型腓骨肌萎缩症患者中一个新的

SBF2移码突变；土耳其伊兹密尔技术研究所Jens AllmerJens Allmer等利用计算

机预测的方法表明，弓形虫中的microRNA
具有直接调节宿主基因表达的潜能；专辑中

分别对生物大数据的机遇和挑战（李亦学李亦学、陈陈

洛南洛南），二代测序技术在法医学中的应用（严严

江伟江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顺铂敏感性的药

物基因组学（黄榕黄榕）及基于信号通路的分析工

具在复杂疾病研究中的作用（饶绍奇饶绍奇）的最新

进展进行综述。不同组学技术间的交叉使用

是转化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可帮助指导临

床试验的治疗决策，造福人类。

GPB [2014-11-18]
推荐人：GPB编辑部，谢珊珊

3D打印技术制备煤岩模型
成为研究新途径

准确表征与直观显

示岩体复杂的内部结构

与应力场是解决诸多地

下工程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中国矿业大学煤炭

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

点实验室鞠杨鞠杨等运用

CT成像、三维重构和3D打印技术制备了

包含复杂裂隙的天然煤岩模型，借助三

维应力冻结和光弹技术，直观定量地显

示了单轴压缩载荷作用下复杂裂隙煤岩

内部的应力场分布特征。研究表明：通

过 3D打印技术制备的煤岩模型具有与

天然煤岩一致的裂隙结构特征；3D模型

的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和泊松比等

力学性能指标接近于天然裂隙煤岩；在

不连续裂隙周边的高应力分布区域以及

应力级差等方面，3D模型的实验结果与

数值模拟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该方

法能够直观定量地显示不连续不规则裂

隙对煤岩的强度、变形以及应力集中区

的影响。 《科学通报》[2014-11-12]

表型可塑性助竹类植物适应
异质生境

目前对竹类植物表型可塑性的实现

方式及其异质生境适应对策未见系统总

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竹类生态

学的发展。江西农业大学施建敏施建敏等从形

态可塑性、选择性放置、克隆整合和克隆

分工等4个方面对竹类植物的表型可塑

性研究进行分析和梳理，结果表明：竹类

植物在异质生境中具有明显的表型可塑

反应，主要采用形态可塑性、选择性放置

和克隆整合来适应异质生境，而克隆分

工的普遍性仍有待验证；目前侧重于研

究构件形态和生物量分配格局，而很少

深入探讨形态、生理和行为等可塑性机

理。今后竹类植物表型可塑性研究重点

在于：克隆整合的格局与机理；克隆整合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克

隆分工的形成及其与

环境关系；表型可塑性

的等级性及环境影响；

不同克隆构型的表型

可塑性特征及其内在

机制。研究结果发表

在《生态学报》2014年

第20期。

《生态学报》[2014-11-11]

柴油机尾气中可溶性有机物
（SOF）的高效去除催化剂

大气中 PM2.5是影响雾霾的重要因

素，而城市柴油车等机动车尾气排放占

有较高的分担率。柴油车尾气中碳烟颗

粒物吸附有相当含量的可溶性有机物

（SOF），含有多种对人体有致癌作用的物

质。浙江大学催化研究所韩玉惜韩玉惜等研究

了高活性Pd/CexZr1-xO2的制备及其对柴

油机尾气中可溶性有机物的催化氧化性

能的影响。采用共沉淀结合乙醇超临界

干燥方法，制备了不同铈锆比的CexZr1-
xO2复合氧化物，采用浸渍法制备了负载

Pd的催化剂，通过XRD、N2吸脱附、H2-
TPR和静态储氧量测试等表征技术，考

察了它们的结构性质和性能，并将其应

用于柴油机尾气 SOF的催化氧化反应

中。研究表明，该铈锆复合氧化物具有

圆柱形管状介孔结构，孔径分布范围较

宽，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因而有利于对

SOF的吸附；锆的添加

使铈锆复合氧化物体

相氧向表面迁移的能

力增强，进而提高了载

体及其负载 Pd催化剂

的储氧量、还原性能和

对 SOF 的催化氧化性

能。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4-11-25]
推荐人：《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编辑部，寿彩丽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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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科学家重建柏科早期化石类群系统发育树

分子系统学研究显示，杉木属是现生柏科中最早分化出的类群，然而尚未有研究揭示这些类似杉木的

早期柏科化石类群在柏科系统树中的精确位置。它们是位于柏科系统树基干的不同演化等级，还是属于一

个包括现生杉木在内的单系类群，仍然是一个疑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史恭乐史恭乐与国外同行

组成的“蒙古白垩纪植物”研究团队系统研究并整体重建了产自蒙古国早白垩世的化石新种“周氏似纵（Ela⁃
tides zhoui sp. nov.）”。研究成果10月8日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上。

化石材料为三维立体保存，球果、雄球花和营养枝叶直接相连，形态上与现生杉木非常类似。研究选取

22组形态特征，对包括柏科现生种和早期柏科化石种在内的22个类群进行了分支系统分析。分支分析分

别采用了完全基于形态学数据的传统方法，和以分子系统发育树为骨架的分子骨架法。结果显示，侏罗纪

和白垩纪类似杉木的化石类群和现生杉木共同构成一个单系类群，这一单系类群位于柏科系统树的最基

部，与现生柏科的其他类群构成姊妹群。该项研究确证杉木是一类非常古老的活化石，它的历史可追溯至

一亿七千万年前的中侏罗世甚至更早。在恐龙时代，杉木的祖先遍布北半球，形态和生态多样性都远高于

现生杉木属。 中国科学院网站 [2014-11-14]
“奇异恐手龙”现真形

近50年来，奇异

的兽脚亚目恐龙“奇

异 恐 手 龙 ”（Deino⁃
cheirus mirificus）一

直被认为是古生物学

上最为引人入胜的谜

团之一。此前，人们

只是从 1965 年在蒙

古发掘出的2个巨大前肢知道它们，人们

也曾认为它们属于似鸟龙、镰刀龙或是

一个全新的兽脚亚目恐龙分支当中的一

员。韩国地质矿产资源研究院古生物学

家Yuong-Nam LeeYuong-Nam Lee等人组成的团队重

返蒙古，在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

了这种恐龙的2个几乎完整的骨架，详细

描述了“奇异恐手龙”。 研究论文发表在

11月 13日出版的Nature上。研究结果

显示，“奇异恐手龙”是一种巨大的动物，

头骨为鸭嘴形，驼背，是似鸟龙中已知最

大的，生活在潮湿环境中，所吃的东西包

括植物和鱼。

《自然》中文版网站 [2014-11-13]

深海地平线事故漏油深藏海底
2010年深海地平线漏油事故，超过

1/3 的流入墨西哥湾的石油“从未露

面”。自那时起，科学家一直试图定位失

踪的 200万桶原油。10月 27日刊登于

PNAS上的研究报告显示，一大部分漏油

被存储在横贯 3200 km2的深海沉积物

中，这一区域比之前预计的大 20~100
倍。“它们占据了失踪漏油的很大一部

分。”科学家说，目前尚不清楚海床上的

这些污染浓聚物是否对生态系统产生重

大影响。在研究中，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

分校海洋地球化学家David ValentineDavid Valentine及

其同事将重点放在了有机化合物藿烷

上。藿烷是石油中一种不反应的成分，因

此能够长时间追踪漏油。基于NRDA数

据，研究人员描绘了一个面积约3200 km2

的海底藿烷浓聚物水平明显高于背景值

的图像。但藿烷并非

均匀分布在该区域，而

是呈现马赛克样式。

研究人员预测，4%~
31%的石油被圈闭在

污染区内的海底沉积

物中。研究人员表示，

该研究将指导未来的

深海溢油响应。

《中国科学报》[2014-11-05]

人类基因组重组图谱公布
美国研究人员构建出一张人类基因

组中染色体交换遗传信息的详细图谱，

这将有助于解析这些位点如何影响人类

基因组的进化，以及在遗传疾病的发病

机理中发挥何种作用。研究成果发布在

11月14日的Science上。

人体细胞为了能形成精子和卵子，

二倍体细胞（每个包含 2个机体DNA拷

贝）需要完成一种特殊的细胞分裂，通过

这种称为减数分裂的细胞分裂形式，

DNA数量减半。减数分裂涉及多种遗传

信息的交换，也就是亲代染色体之间通

过重组 recombination发生遗传物质交

换。重组过程由DNA双链断裂（DSB）开

始，它的完成帮助人类遗传变异进化。

之前的不少研究聚焦于人类重组过程，

如这种重组在何处发生，发生频率等，但

至今科学家对此认知依然有限。研究人

员在男性个体中直接

检测重组启动元件

DSB，并由此构建出

重组启动位点高分辨

率图谱，这将能帮助

科学家们深入了解重

组过程的分子机制。

生物通网站 [2014-11-15]

分子马达使高脂肪食物易致糖尿病
过量摄取高脂肪食物，为何容易患上糖尿病？日本东京大学特聘教授广川信隆广川信隆率领的研究小组10月27

日在Developmental Cell上报告说，他们在动物实验中确认，过多摄取高脂肪食物易患糖尿病与“分子马达”

KIF12有关。“分子马达”以纳米为单位，是细胞内的一类蛋白质，也是细胞内化学能与机械能转换器，消耗营养

并完成特定的运动，实现特定功能。在45种已发现的“分子马达”中，KIF12的功能一直是个谜。研究组利用

实验鼠进行研究发现，KIF12大量分布在胰腺和肾脏中。如果这种蛋白质失去功能，在分泌胰岛素的胰腺细胞

中，负责调整细胞内反应的细胞器功能就会受损，导致患上糖尿病。研究小组分析了参与这一过程的各种物

质的结构后，认为治疗胃溃疡的药物“替普瑞酮”可能有效，于是连续2周给患糖尿病的实验鼠喂食“替普瑞

酮”，结果发现，这些实验鼠的胰岛素分泌量基本达到正常实验鼠水平。人体也有KIF12蛋白质，实验组今后

准备调查替普瑞酮是否能够作为治疗和预防糖尿病的药物使用。 新华社 [2014-11-16]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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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亡羊补牢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犹未晚也
———读—读《《直面危机直面危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感有感

梅雪芹 等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2014年1月第1版，定价：42:00。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苏青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学普及出版社，研究员。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拉萨北京两茫茫，彼雾霾，此湛

蓝。一国迥异，何处话感伤？纵使自得

居首都，尘满面，情何堪？

夜来幽梦忽还乡，戴口罩，闭门窗。

自顾无言，惟有肺紧张。但愿来年金秋

夜，月如斯，圣洁光。”

2014年10月8日，北京进入入秋后

的第一个重度雾霾天气日。其时，我正

在拉萨出席中国科协援藏工作会议。当

晚，站在布达拉宫广场呼吸着醉人的新

鲜空气，欣赏纯净天空中皎洁明亮的圆

月，禁不住步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

十日夜记梦》韵，调侃而作以上《拉萨遥

望北京感慨》。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雾霾是人们

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

统表述。高密度人口的经济及社会活动

所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尤其是PM2.5（空

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μm
的颗粒物）的排放量，一旦超过大气循环

能力和承载度，细颗粒物浓度将持续积

聚，并在受静稳天气等气候条件的影响

下而产生雾霾。作为一种大气污染状

态，雾霾天气对人类健康影响甚大，极易

导致急性鼻炎、急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喘、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和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

及由此伴生的高血压、冠心病、脑溢血等

心脑血管疾病。2014年 1月 4日，国家

减灾办公室、民政部首次将雾霾天气纳

入2013年自然灾情进行通报。据统计，

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其

中7个在中国。如今，北京已经四面“霾”

伏，雾霾已经成为热点名词，雾霾天气已

经成为公众热门话题，治理雾霾已经成

为广大中国人的热切希望。

《直面危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

护》由环境史研究专家梅雪芹教授担纲

撰写，在这部环保研究专著里，雾霾和河

流污染、采矿污染、垃圾污染等环境污染

一道，被认为是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

大危机之一。本书其中的一个章节以

“致命的烟雾”为名，针对人类进入工业

化进程以来所呈现的两种典型空气污染

形式——煤烟型空气污染和光化学空气

污染，专门讲述了发生在1952年冬季英

国的伦敦烟雾事件和20世纪中叶美国的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描述了由此带

给人们健康和生命的巨大危害。“……巨

大的烟幕降临市区，导致城市中心的能

见度急剧下降，让楼房、街道变得朦朦胧

胧。在这阳光被遮蔽的白天，洛杉矶的

数千居民感到眼睛刺疼，喉咙被刮擦一

般，并伴有咳嗽、流泪、打喷嚏等症状，严

重者呼吸不适、头疼恶心，难受至极。”如

果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还只是让南

加州的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由此出现了

严重的问题，那么，伦敦烟雾事件则让整

个英国人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慌。“据统

计，在（1952年）12月5日之后的一周时

间里，伦敦死了 4703人，远远高于前一

年同期的 1852人，而在大雾之后的 2个

多月时间内，又有超过 8000 人相继死

亡。”“不少人死在了病床上，以至于医院

的太平间满员，不得不借用解剖部门的

实验室，而市政府在了解情况后甚至在

好几个地方安排了临时停尸所。一时

间，负责殡葬事务的工作人员用光了储

备的棺材，花店用于编织葬礼花圈的鲜

花也脱销了。”

与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相比，中

国目前一些大城市的空气污染事件或许

已经达到了难分仲伯的地步；如不及时

加以控制，伦敦烟雾事件的悲剧很难说

不会在中国重演。《直面危机——社会发

展与环境保护》一书以英、美、日等发达

国家工业化进展为背景，讲述其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的出现、恶化

和应对的历史，旨在分析人类生产、生活

方式的变革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

系的变化及其结果和危害，无疑可以为

思考和治理当前我国包括雾霾天气在内

的相关环境污染问题提供历史的经验和

智慧。

当前，为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

量，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从控制PM2.5入手，

通过采取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

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重

大举措，已经让人们慢慢看到了治理雾

霾污染的希望。2014年 11月APEC峰

会期间，北京的天空连续出现罕见的蓝

天，以至于惊喜的北京人将这期间的北

京蓝天命名为“APEC蓝”。然而，“APEC
蓝”毕竟短暂，在我写这篇书评的时候，

APEC峰会刚刚结束不久，北京又开始反

反复复重现雾霾天气，令人嘘嘘不已。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诚如美国历

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所言：“环境正在

向我们发起反扑；有鉴于此，我们倡导一

种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当然，由来已

久的观念和制度难以轻易改变，而今天

是我们在这颗星球上度过余生的第一

天。我们将重新开始。”

是的，我们将重新开始。治理雾霾，

保护环境，我们重新开始，从我做起，从

今天做起。认真阅读《直面危机——社

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中所描述的那些发

生在异国他乡的环境污染危难事件，设

身处地体会那些地方的人们所遭遇的创

伤和痛苦，直面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包括

雾霾在内的各种环境污染危机，亡羊补

牢，犹未晚也。

《直面危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

护》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出版的

“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之一，热切

期待丛书的后续图书早日面世，以飨广

大热心环保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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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徐明松 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10
月第1版，定价：220.55元。

王大闳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先驱”，

他以现代建筑理念、营造模式与中国传

统建筑精神有机结合，为二战后台湾建

筑界如何面对传统、如何诠释现代，作出

了重要的启蒙与示范贡献。他设计 的国

父纪念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方案、建国南

路自宅、虹庐等，都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

的重要范例。《建筑师王大闳 1942—
1995》是台湾建筑史学者、评论家徐明松

多年来对王大闳建筑成就的研究成果，

不仅以专论形式收录了对其中39个建筑

案例的评述，更以文献形式详尽记录了

王大闳先生的所有建筑作品，以及他在

文学方面的创作。此次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可以让更广大

范围的读者全面了解并重新评价王大闳

在思想与实践上的重要历史价值。

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

袁越 著。新世界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第1版，定价：35.80元。

《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袁越7年

走访全球转基因种植大国，通过征询全

球顶尖生物领域科学家，深度访谈各国

转基因政策制定者，深入各国转基因种

植现场，用最生动、直观的方式，让我们

了解到转基因产品在各个国家的生产、

传播、食用，以及它背后复杂的经济与政

治关系，更让我们洞彻这项技术是如何

在30年中，被不断谣传和误读，逐渐演变

成一场人造的恐慌。作者曾于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从事分子免疫学研究。在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工程中心担任

研究助理，加州圣地亚哥市生物技术公

司从事生物制药研究。

文明之光（第二册）

吴军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 7月

第1版，定价：59.00元。

计算机科学家吴军暨创作《浪潮之

巅》、《数学之美》之后，将视角拉回到人

类文明史，以他独具的观点和纵横捭阖

的文字从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却

在过去被忽略的历史故事里，选择了有

意思的几十个片段特写，有机地复原出

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貌。《文明之光》系列

第二册讲述了从近代科学兴起，到工业

革命时代，以及原子能应用这一历史阶

段，共8个专题。为了创作本书，作者走

遍世界各地寻访当年文明的遗迹，并到

各大博物馆参观了大量的文物。加上在

不同文化、不同机构下科研工作的积累，

这一切赋予他难得的史料厚度和知识底

蕴；而从科学家向投资家身份的成功转

型，使得他常常能道出超越同侪的见

识。本书文字优美，图文并茂，引人入

胜，是适合人们欣赏品读的好书。

最伟大的医生
[美] Henry E. Sigerist著，李虎，张盛钰，

柯秋梦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6
月 第1版，定价：45.00元。

Henry E. Sigerist是当代最重要的

医学史家之一，在医学史研究中引入社

会学视角的先驱。曾先后执教于苏黎世

大学、莱比锡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等。本书以简明流畅的方式描绘了从古

希腊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到心血

运动的发现者哈维、牛痘免疫的首创者

詹纳、现代医学教育的始祖奥斯勒等 48
位伟大医生的生平和业绩，以此为线索，

勾勒出西方医学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

伟大医生的生平传记，也是一部系统梳

理西方医学源流的优秀医学史著作。

中国萤火虫生态图鉴

付新华 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第1
版，定价：38.00元。

萤火虫是我们小时候可爱的玩伴，

装在玻璃瓶中、缝在豆荚中、塞在南瓜藤

中……这些都是美好童年回忆的一部

分。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多都移居在城

市，萤火虫离我们愈来愈远，我们对萤火

虫也逐渐淡忘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

展，萤火虫的栖息地破坏严重，种群数量

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下降。为了保护这些

美丽的暗夜精灵，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全

中国的萤火虫种类、分布及数量。付新

华是我国第一个从事萤火虫研究的博

士。2000年至今从事萤火虫的生物多样

性、行为及生态保护研究。在本书中，作

者以十余年的萤火虫研究成果编撰出

版，收录了中国常见萤火虫的标本、外生

殖器形态及生态照片，可以作为爱好者

研究萤火虫的工具书，也可以作为萤火

虫爱好者野外赏萤的指导书。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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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科技导报》2014年第 31期“RS推

介”栏目刊登了“切实有效的英国皇家学

会培训课程”一文，该文编译自英国皇家

学会网站内容，我查看了原网页，发现

“切实有效的英国皇家学会培训课程”一

文第一部分内容当中的“通信和与媒体

沟通技巧”中“通信”对应的原文是com⁃
munication，这里译为“通信”并不准确，

应译为“传播”更恰当。英国皇家学会的

目的是培训两种技能：传播技能与媒体

技能。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研究员 武夷山武夷山

理性思考，迈好大学工作
第一步

——读《与初入高校任教青年教师

的问答》后的感悟

每年都有许多博士研究生成为大学

老师。初入职场，信心满怀，时光流走，

热情渐减：职称、教学、房子、车子、孩子

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更加忙碌，理想与

现实之间出现许多矛盾，困惑涌上心

头。读了刊登在《科技导报》2014年第

26期“职场”栏目“与初入高校任教青年

教师的问答”一文，想起自己入职后的点

点滴滴，我有些思考和大家分享。

先行立足，后求发展

到一个单位后，先求得生存，才能发

展。要学会观察：这绝不是让你见风使

舵、溜须拍马，而是观察周围的生存环

境，即使见到令你反感的人或事，也要理

性分析事物背后的原因，冷静应对环境

的变化，而不是信口开河。

熟悉规章，心中有数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其特定的氛围。

如果你认为这符合你的人生观与价值

观，可以去适应。如果不符合，也没必要

抱怨。成熟，从不抱怨开始。太多的抱

怨，会让生活毫无章法，只会带来坏心

情。无法适应职场环境时，要么退出，要

么融入。在融入过程中，要在保持独立

人格的前提下，努力前行。前行过程中，

一定不要忘记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如

晋升职称需要哪些条件等，尽早达到这

些要求。

热爱生活，关注亲情

入职2年后，很多教师开始关注职称

问题。特别是看着与自己同时入职的同

事，已经是副教授或是教授时，心理落差

就会产生，很可能会产生各种情绪，甚至

迷失自我。但我认为：比职称更重要的

是生活，开心活着比什么都好。评职称

需要能力、阅历，也需要学会等待。这话

听起来像阿Q精神，有种不求上进的感

觉。但仔细想想，职称评定涉及多种因

素，有些凭借奋斗可以获得，例如：突出

的工作业绩与不断提升的个人能力，有

些则是不可控因素，例如：机遇、所处单

位的人才选拔策略等。与其让这些事困

扰生活，不如热爱生活，多关注身边的亲

情、友情。与亲友聊天、喝茶，倾吐烦闷，

或者到野外走走，释放压力，当然，在放

松中也别忘记赶路。这样，工作效率会

提高，各种事在无形中可能更顺利。

教学科研，齐头并进

对于初入高校的新教师来说，提高教

学能力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站上讲台之

前，需要熟悉所教授的课程内容，设计教

案、课件，但更大的挑战是，站上讲台，传

播知识，让学生们理解知识，灵活处理遇

到的问题。还需要与学生们展开交流，

倾听他们对你教学的评价，接受教学评

估专家的评估，从而形成自己的教学方

法与艺术。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觉到时间不够

用，每天都非常匆忙，根本没时间思考科

研如何开展。这正是许多新教师面临的

严峻挑战，需要重视。如果在新岗位上

1~2年不做研究，不读文献，你会发现，自

己已经无力再写出满意的文章。因此，

无论多忙都要挤出时间，阅读文献，一年

要写 1~2篇文章。在教学的过程中，科

研也要不断长进。

———武警警官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武警警官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讲师讲师 李本先李本先

学习与享受

每一年，我国众多高校都会迎接一

批新入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多少学生

曾经或者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要

上大学、读研究生？在这里谈谈我的看

法。

我认为，上学的第一目的是读书，更

确切地说，是学习知识，特别是所在专业

的知识。这似乎不言而喻，其实未必。

不少人是为了拿文凭，不然，学校里怎么

会有那么多逃课的学生？有些学生，平

时不学习，考试作弊，企图蒙混过关。更

多的人，平时不认真学习，考试前死记硬

背“复习题”，应付考试，考试结束后，很

快便忘干净。这只是为了获得文凭，并

不是真正的

学习知识。

有 些“ 专

家”、“青年

导师”告诉

学生，在学

校是为增长

见识，而不是学知识，岂不知没有真正的

知识怎会有见识，有真知才能够有灼见。

那么，读书的目标是什么？

第 1个目标是要较好地解决生存问

题。总体来说，读了大学或做了研究生，

可以而且应当期望将来能够得到较高质

量的生活。为了获得好饭碗，仅有文凭

还不够。一开始，文凭可能起作用，时间

长了，还得看工作能力。只有真正学到

东西、打好基础，才能够提高能力。

第 2个目标是为别人做点事情。首

先是家人，特别是父母，要报答他们的养

育之恩。然后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

情。此话听起来好像是空话大话，其实

不然。人不能过于自私。我们读书要明

理，要有追求和责任感。

第3个目标是提高修养：思想修养、

文化修养、科学修养，做愿意且擅长的事

情。能够做感兴趣的事情自然是幸福

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能按

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总要受到外界或者

自身条件的限制。比如，有的学生很愿

意做科学研究，这当然是好的。但是，这

需要条件：首先是自身的知识结构、科学

素养；其次是外界是否能够提供做研究

的环境和物质条件。若不能满足上述条

件，一味凭所谓兴趣一条道走到黑，最后

的结果可能是悲惨的。

为了实现上面的目标，最重要的就

是要认真读书学习。为了应付考试、获

得文凭而学习，这只是学习的第一个层

次。更高层次上的学习是为了汲取知

识。是自觉自发的行为，所以，这样的学

习不会痛苦，可以看作精神上的享受。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乐之才是学习的高境

界。乐之是没有功利色彩的，是一种享

受。有精神和文化享受的生活才是真正

幸福的生活。读书学习的爱好是最能够

持久的，能够使人长久受益。所以，如果

我们在学校能够养成读书学习的爱好，

这应当是教育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

冯大诚冯大诚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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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保障制度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保障制度

文//赵兵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副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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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纵横捭阖·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如何在制度层面上科学、有序、高效

地推进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面临的共同

问题之一。不同单位的科学研究保障制

度不尽相同，且与学校自身的历史文化、

研究特色等都有关系。作为世界著名学

府，哈佛大学吸纳了世界优秀的科学研

究人员，其科学研究对于学校整体实力

贡献很大，其相应的科学研究保障制度

也显得尤为重要。

严谨的人员管理、安全培训与准入制度

哈佛大学科研人员的安保制度相对

完善。由于各学院相对独立，进入学院

的员工、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必须持

有 ID卡，其他人员进入需由内部人员提

前申请并办理访客临时 ID卡。

安全培训是科研工作的首要前提。

每个新进人员会接受相关部门的讲座或

者在线培训直至合格，包括如何正确使

用个人防护设备、操作公共仪器设备、处

理耗材和生物废品、处理安全事故和采

取正确的应急措施等。此外，严格的实

验室准入制度保证了人员安全和实验室

设备的正常使用，如进入实验室前需进

行专业的医学评估等，这些安全制度和

管理方式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频繁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哈佛大学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的密

集程度和范围之广为国内高校所不及。

各学院几乎每天都有规模不等、内部或者

外部受邀研究人员的学术讲座，全院人员

都可参加。只要去听讲座，几乎可以每天

有免费午餐、茶点等。这些学术讲座内容

新颖，形式不拘一格，旨在介绍前沿和交

叉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和手

段。此外，学院内部主要研究人员定期轮

流讲座的交流机制也值得借鉴。所有研

究人员包括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在

研的博士、博士后等都被安排定期进行学

术讲座，交流最新研究进展。

哈佛大学在科研上通常以教授领衔

的团队作为基本单元，通常的学术交流

方式为组会讨论制度，通常讨论内容包

括前期工作、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

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此外，远程视频

会议的交流讨论在哈佛也已屡见不鲜，

这种不拘一格的学术专业精神令人钦

佩，也是科研保障制度下的一种习惯。

为了营造研究及创新的环境，哈佛

大学鼓励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一些学

院例如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文理学院

及公共卫生学院，交流学生与访问学者

来自世界各地六七十个国家，高度的国

际化加强了其执牛耳的学术地位，同时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发展空间。

高效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机制

哈佛大学不同研究单位之间已经建

立起相对完善的大型实验仪器设备的共

享机制，允许不同校内单位甚至盟校单

位（例如MIT、BU等）的研究人员共享使

用。以纳米系统中心为例，中心有专人

进行管理。使用者首先需要申请 ID，然

后进行仪器使用专业培训。培训信息会

提前1年发布到网上以供查询，培训考试

合格后的用户会获得 ID使用权限，之后

即可在线预约使用。这种共享机制使得

大型仪器的使用效率空前提高。

有所侧重的教学科研关系与人才培养

体制

哈佛大学对科研与教学关系的处理

做到了相互结合、有所侧重。哈佛大学

对教师的评价包括3方面：教学水平、科

研水平及对学校的贡献。相对于其他两

者而言，有关科研水平的评价在评价体

系中所占权重最大。一般学院均有相当

比例的人员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不承

担教学任务。科研带动、服务和促进教

学的理念体现在学院的许多方面，利用

自身在科学研究上的高水平成果以及所

获得研究经费的多少来说明自己的实力

在哈佛体现得非常明显——尽管一些学

者指责大学重科研轻教学正在损害美国

出色的教育和研究。

哈佛大学自身的人才培养体系非常

复杂。单就学制而言，学生的基础课程

占据相当的时间。哈佛的博士生一般需

要4年甚至以上攻读学位，前2年需要进

行课程学分的学习和考试，这比国内一

些大学的半年或1年的时间要求明显偏

多。当然这期间，博士生可进入课题进

行研究工作，但总体而言，时间紧迫、要

求较高。

激烈的竞争氛围对科研水平的要求

不少人认为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术名

校的氛围是温和宽松的，其实不然，其学

术竞争和职位竞争超乎想象。最著名的

是所谓的“非升即走”（up or out）和终身

（Tenure）的教师任职制度。首先，哈佛

的教师尤其是教授的聘用是通过公开岗

位和专业要求面向全球招聘的；其次，副

教授一般不是终身教职，并且学校的终

身教职制度一般很少给本校副教授晋升

机会。除了达到教学要求外，还要不断

争取高水平科研项目和发表高水平研究

成果，如果在一个考核期内没有高水平

项目或成果，就得考虑另谋他就了。即

使是终身教授也有梯次之分，例如学科

教授、学院教授、大学教授和基金会或创

建者冠名教授有巨大差别。一些学院如

需晋升教授，除教学要求外，科研方面的

需要 20 名以上的同行推荐、NSF 或者

NIH项目支持以及顶尖期刊上发表的高

水平论文，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丰富的校园文化对科研的辅助作用

哈佛大学的标志 VERITAS 意为真

理，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哈佛学子以及研

究人员。哈佛大学拥有独特的历史和文

化底蕴，缤纷多彩的活动令人印象深刻，

给科研人员以文化熏陶，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科研人员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公派

访问学者计划的资助（20120831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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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同行评议系统共建同行评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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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评议系统是正确实施同行评议

方法的保证体系，建立可靠的同行评议

系统是各国科学基金会或资助拨款机构

的首要任务。同行评议系统一般包括：

专家库、评审准则、评审人守则、反馈机

制、申诉程序和监督机构等。一个理想

的同行评议系统受下列条件限制：不太

紧缺的资源，无私的决策群体，宽广的专

家选择面，单一学科和单一价值准则。

专家库专家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的专家库包含30多万名科学家，涵盖了

所有学科。NSF的年申请量5万份左右，

年度评审项目最多的专家不超过 7项。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专家库不足

10万名科学家，而年申请量已超过18万

份，个别专家年评审项目几十份。选好

评审专家是同行评议最关键的一步，也

是最难的一步。当今，新学科、新人快速

涌现的时代，扩充和更新专家库是非常

重要的一环，基金会要与科学共同体的

学术机构或组织保持密切的沟通与交

流，以保证专家库的科学家在学科中的

权威性。

评审准则评审准则，包括申请条件，申请人所

在单位的承诺，通讯评议人选择，评审组

成员的组成与更换，利益冲突的回避制

度等。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评审办法中特

别规定了鼓励申请人自荐2名评议人，理

事会至少要采用其中一人，允许申请人

提出哪些是他们希望回避的评议人，加

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理事会出版的同行

评议手册包含：理事会组成机构及同行

评议程序，不同资助形式的同行评议是

如何进行的及使用的不同准则，“同行”

是如何选择的。

评审人守则评审人守则，发达国家科学基金会

的通讯评议是不给报酬的，评审组会议

也只报销参与专家的旅费，评审工作是

学术界一项较高的荣誉。NSF要求评议

一份申请不少于8小时，必要时还要核对

数据。科学家也认为评审工作付出的精

力和时间是值得的。NIH的评审人守则

在评议会场上人手一份，还在评议会场

张贴，警示评审人要科学、客观、诚信！

这与科学共同体弘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

道德一脉相承。这里特别要关注的是申

请人、评审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问题，这是社会现象在科学共同体内部

的反应，许多基金会把它作为一个重要

问题研究和处理。NSF、NIH和加拿大自

然科学和工程理事会都制定了专门的管

理办法和回避措施。

反馈机制反馈机制，对申请者而言，可以改进

其研究工作，对评议人而言，可感受到他

们的意见起到了作用，对整体机构而言，

给研究人员提供了进一步申请和取胜的

机会。进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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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资助决策的信

息。这样，或许可避免因匿名评审而造

成暗箱操作的不良影响。也可能弥补由

于资助率低而受到挫伤的大量未批准申

请人对同行评议望而生畏的情绪。

申诉程序申诉程序，虽然荒谬的偏见和腐败

是很少见的，但人们并不能完全杜绝人

为的失误。由于同行评议方法属于共识

决策，而创新思维往往是非共识的。为

了挽救失误，NSF和NIH都设有专门机

构接受申诉，当然，申诉的程序也是严格

的，防止一些人无理取闹。以NSF的统

计数来看，年平均投诉者不足10份，而复

议后更改资助决定的非常少。如果这样

的复议与相关的学会组织联合起来复

议，也就是有第三方介入，会大大提高同

行评议的透明度。

监督机构监督机构，凡涉及拨款的部门必设

监督机构，普遍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而

在同行评议系统中，除了资助经费的管

理，重点是监督同行评议方法本身的固

有不足引来的一些不轨行为。这样的监

督人员除了经济知识，尚要有一定的科

学修养。

综上所述，同行评议系统的规则和

运作与科学共同体密不可分，NSF的同

行评议两次受到社会冲击而没有被取

代，是受到了科学共同体的支持，英国研

究理事会的同行评议不可取代的研究结

果也同样是科学共同体的支撑。然而，

两国的关于同行评议的研究报告，都留

下了“要广泛地向学术团体通报同行评

议的实施过程”的警句。德国研究中心

（DFG）的同行评议系统是与科学共同体

共建的，保持着同行评议的科学性、客观

性和权威性，多年来未见申诉项目，也没

有取代性的批评，为我们开创了改善同

行评议系统的先河。

同行评议的概念源自科学共同体，

又是一种在基础研究中尚不可取代的方

法为科学共同体服务。实践证明，在同

行评议的实施中，要潜心研究同行评议

方法本身固有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对交

叉学科的研究，青年学者的好奇设想等

方面不断要有新构想、新措施。无论是

研究的问题，还是改进的措施都要以开

放的形式听取来自科学共同体的意见和

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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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只有学术团体能把握

同行专家的学术权威性。要确认各类资

助模式的学术评价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第三方，有必要邀请科学共同体对

资助机构的工作进行定期的评估，使同

行评议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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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七年记从教七年记

·职 场·

文//甘阳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催化科

学与工程系，教授/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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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博士毕业已经十三年，任教师七

载且已入四十不惑之年，下文算不上经

验，仅是我的一些不惑感想。

诚信做人、勤勉做事、谨慎识人

人无信不立，守信之人值得信赖。

我认为做人可以利己，但不应谋私、损

人、恶意利用别人并过河拆桥。在高校

里，守信的对象既包括校院系领导、职能

部处人员、院系同事，当然也包括学生。

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对上级笑脸相迎而

对同事和学生满脸寒霜，这样的人根本

不值得信赖。

做事要有主动性，如果能多走一步

路、主动做些额外工作，有时会无心插柳

柳成荫。比如我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

作不久，学院起草规划文件发给各位教

授提意见，本可以随便翻翻不写一字的，

但我基于兴趣和对文字的敏感，将文件

从头到尾改了一遍，改动包括文字、措

辞、数据等有百十处。这一举动给院领

导留下了我认真、文字水平好的初步印

象，这也许跟后续推荐我任一些职务有

正相关性。有些人却总爱抱怨，满腹牢

骚，极尽推脱延误之能事，发邮件不回，

打电话不应，仿佛从信息时代穿越到了

另一个时空，这样的人可能赢得尊重和

他人的信赖吗？

自己做好人不易，识人交友更需谨

慎。识人不应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某些人看似耀眼，吹牛能舌灿莲花，待人

八面玲珑，但是深入相处后，却似渐近茅

厕、越近越臭。多年的经验让我深信君

子之交淡如水，如果同事之间利益纠葛

多，则很难发展成朋友。

科研要主动出击、借势而行，也要耐得住

寂寞；科研经费够用就好

年轻人（包括海归）开始科研工作都

不容易，缺少经费、没有门路、学生不愿

来、论文难发、考核晋级压力大，似乎很

难打开局面。其中能破局的利器就是主

动出击。我刚到校时，一边利用及时拨

付的启动经费购置仪器设备装备实验

室，也充分利用学院给予的信任、独立和

自由，就当那段时间是学术休假，看了几

十本数理化天地生的科普闲书算是充

电，同时也应邀用了半年时间为一个影

响因子较高的知名综述期刊写了一篇综

述。学院对此综述的发表还颇看重，对

我在校内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

用。此外，我较频繁地参加国内外学术

会议并主动联系访问当地的教授。几个

国内外的合作者就是开会时认识的。我

有次开会与几位著名学者同桌吃饭聊

天，并先后把几位都请到学校访问过。

上述举动带来了两个没预料到的结果：

我的学生参加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有了国

外导师，学校增加了我的招生名额；另

外，院领导也颇为认可我对提升学院的

国内外影响力和人才引进所做的贡献。

科研有时也要耐得住寂寞。我的第

1个博士生论文的工作系统性很强，属于

基础研究。虽然论文发表的期刊影响因

子并不高，投稿的经历也很曲折，而且博

士论文盲审的时候还遭到了不公正打

击，但是一篇文章在2013年获得了一个

国际期刊竞争性非常强的首届最佳论文

奖！这个例子也成为我给学院研究生上

学术写作课的绝佳例证。

科研经费也不是越多越好。已逝的

黄昆先生说过，经费数达到自己能够掌

控的地步就好。的确，借用美国太平洋

西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王鸿飞的话，很

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通过做不太想做的项

目来支撑自己想做的工作。项目太多就

没法专心于自己想做的，且一个小课题

组也没有资源来支撑几百万元的项目。

招收指导学生要严格也要宽容，教学也

是最好的招生宣传

我现在招收研究生总要考虑学生能

否顺利毕业，毕业后如果不从事科研还能

否立足。组里的硕士生想继续读博士，我

一般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反复强调国

内的博士毕业后就业面窄、竞争更激烈，

对科研没有足够的热情和好奇心的话，读

博的过程也会很痛苦。学生开始读博士

后，我对他们会宽严相济。一般而言，新

生的文献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都不

强，我要求学生阅读重要文献务求融会贯

通、不留疑问，很多时候一篇文章要在组

会上讨论数次。学生最兴奋的就是通过

细读抓住文章中的错误，这时我会马上鼓

励学生联系原作者进行深入讨论。我的

几位导师曾对我很宽容，我也尽量帮助学

生解决在研究和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把他

们当作廉价劳动力“使唤”。

上课也要照顾到学生的实际情况，

感受他们的困难，激发学生的兴趣。比

如，上催化课程时，我会偏离大纲，组织

同学对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进行激烈而

深入的讨论。现在我意识到教学其实也

是最好的招生宣传，上过我的课而毕业

的数百名学生就是“宣传员”：现在基于

他们的推荐已经有学生来慕名求学了。

处理好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家庭和睦

安康是基础

前几天和夫人、小孩在学校食堂吃

晚餐，我看着蹦蹦跳跳的儿子和笑呵呵

的夫人，不由感到全家在一起，其乐融

融。事业上有挫折不可怕，如果家庭这

个支柱也失去了和睦和安康，打击才会

更大。我们都在强调实验室安全，动画

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中大头儿子说

过一句话：小孩面对的最大的不安全就

是父母不和。所以，上次一位许久未联

系的朋友来信问我最近如何，想来是问

我工作忙不忙，我想了想，答复说“全家

均安康”。

最后，借用杭州灵隐的一副对联送

给那些走在寻找自己的路上的同行——

立定脚跟，背后山头飞不去；执持手印，

眼前佛面即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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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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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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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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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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8729393，010-68729139，
传真： 010- 68729393，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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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学院招聘院长。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已取得教授及相当

职务，学术造诣深、学术业绩突出，在国内外本学科领域有重要

的学术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对“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优秀人才予以优先考虑；

熟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了解国内外高等教育状况和发展趋势，

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国际化的学术视

野，能引领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在国内外知名大学担任

系主任（或以上）职务3年以上的管理工作经历；富有改革创新意

识和团队精神，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乐于奉献，作风民主，公道

正派，廉洁自律；全职到岗工作，愿意投身院、系管理工作；身心

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要

求 。 联 系 人 ：赵 同 胤 ，电 话 ：0755- 26033739，电 子 信 箱 ：

ztyszsz@hit.edu.cn，hr@hitsz.edu.cn。详情见：http://www.hitsz.edu.
cn/。

院长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招聘上海研究院院长、绵阳研究院院长、唐山研究院院长各

1名。要求：在学科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

具有博士学位（有重大科技成果或重要学术成就者可放宽）、教

授职务（或国外著名高校进入终身系列的副教授）；熟悉高等教

育规律，了解国内外高等教育情况，有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较好

的组织协调能力；曾在著名大学的院（系）、研究所或实验室担任

过领导职务者优先；有国际教育背景、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和引领

相关学科领域发展的思路；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职业道德、创

新意识和团队精神；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年龄不超

过 50周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联系人：周志，张军琪，电

话：028-66366072，028-66366073，电子信箱：gongxuan@swjtu.
edu.cn。详情见：http://www.swjtu.edu.cn。

教授/副教授

[盘锦] 大连理工大学

方向：光驱动或电化学驱动催化水氧化及氧/氧键形成机理、

光驱动或电化学驱动催化还原质子制氢及氢/氢键形成机理、光

驱动或电化学驱动二氧化碳还原催化剂研发、太阳能驱动光解

水制氢分子器件的组装(纳米材料、催化剂等光阳极或光阴极)、
新型染料敏化或量子点敏化太阳能电池、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

池、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新型储能材料(锂离子电池)、分子水平光/
热转换材料、非商品实验设备及实验平台(太阳能电池及光解水

制氢分子器件放大设备)自主设计、建造(workshop硬件及软件)。
要求：应聘者需在如下某个或某几个领域有雄厚的研究基础：金

属有机化学、有机及无机化学、分子催化、电化学、光-电化学、光

化学及光物理、纳米材料化学；具有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工作经

历，正围绕以上某个研究方向从事前沿探索工作；应聘者年龄副

教授不超过 35岁、教授不超过 40岁。联系人：段丽娜，电话：

0411-8498637，电子信箱：duanln@dlut.edu.cn。邮件标题为“应

聘人工光合作用研究所+职位+姓名”。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大学

量子电子学与光学工程系招聘教授及副教授。方向：量子

信息；全固态激光；生物光子学；光学传感与光通讯；微纳光子

学；光伏技术等。要求：应聘者需获得理学或工学博士学位，具

有很好的发展潜力，有出色研究成果和较长资历者优先。电子

信箱: job_eng@nju.edu.cn。

教授/副教授/讲师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方向：生物学、基础医学（含法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等学科的各专业方向。要

求：讲师需具有博士学位，年龄32岁以下，符合西安交通大学讲

师招聘条件；青年学术骨干需具有博士学位或海外博士后研究

经历，年龄 35岁以下，符合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或教授招聘条

件；高水平学术带头人需有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经历和独

立从事研究的能力，在相关领域取得较突出的研究成果，符合国

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等条件。联系人：叶老师，电

话：029-82657660，电子信箱：yeyan@mail.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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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大学

方向：信息功能材料：如光电子材料、非线性光学材料、半导

体材料等；能源材料：如储能材料、光伏电池等；生物医用材料；

材料工程：如晶体生长技术、界面结构与性质、薄膜和超薄膜制

备技术（MBE/MOCVD/SPUTTERRING等）及微纳加工技术；计算

材料科学、材料基因组计划。要求：应聘者需获得理学或工学博

士学位，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有出色的研究成果和较长资历的

优先。岗位要求：独立开展学术活动，承担教学和公共服务任

务 。 联 系 人 ：秦 亦 强 ，电 话: 025- 83686587，电 子 信 箱:
job_eng@nju.edu.cn。

研究员

[成都]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

方向：水文学；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地貌学或第四纪地质

学。要求：在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取得博士学位，海外人

才需有连续3年及以上海外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40周岁（特别

优秀的人才年龄不限）；国内人才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年龄不超过45岁；在本学科领域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做

出过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在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过有影

响的学术论文或掌握关键技术、拥有重要的发明专利等；有能力

带领团队在本领域开展研究并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成果；

全时全职在岗工作；恪守科学道德，学风正派、诚实守信、严谨治

学，具有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建设而奋斗的奉献精

神 。 联 系 人 ：张 金 山 ，电 话 ：028- 85239614。 电 子 信 箱 ：

zhaopin@imde.ac.cn。详情见：www.imde.cas.cn。

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饶子和研究组招聘研究员1名。方向：新发、再发传染病病

原体相关的蛋白质结构、功能以及创新药物的研究。要求：拥有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领域博士学位。电话：010-
64888467，电子信箱：raozh@ibp.ac.cn。详情见：http://www.ibp.
cas.cn。

研究员/副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能源动力系统及其关键技术团队招聘研究员及副研究员。

方向：固体燃料清洁转化。要求：化学工程与技术、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催化反应工程等专业基础；国内外知名大学、科研

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系统地开展过煤/生物质热解、气化、燃烧、净

化、化学链燃烧/气化、碳捕集领域的相关研发工作，成果得到国

际上认可；有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

计划执行能力，可独立开展工作；年龄 45岁以下。电话：010-
82543108，010-82543138；电子信箱：zhaopin@iet.cn。

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范祖森研究组招聘研究员 1名。方向：血液细胞转分化机

制、LncRNA与肿瘤干细胞自我更新机制。要求：拥有干细胞、肿

瘤干细胞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电子信箱：fanz@moon.ibp.ac.
cn。详情见：http://www.ibp.cas.cn。

研究员/副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方向：生态环境；固体地球科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

在35周岁以下（1980年1月1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可以适当放

宽）；生态环境领域：以第1作者身份在国外SCI收录的重要学术

刊物上发表过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本所认定的一区刊物论文

不少于5篇。固体地球科学领域：以第1作者在国外SCI收录的

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5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本所认定的一区

刊物论文不少于3篇。曾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以上奖励（前3
名）；或曾获得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或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

奖，中科院优秀博士论文或与上述奖励级别相当的奖励。以第1
作者身份在 3大顶级学术刊物（Nature，Science，PNAS）上发表原

创性论文 1篇以上（含 1篇）。电话：020-85290059，电子信箱：

gigrsc@gig.ac.cn，详情见：http://www.gig.ac.cn。

研究员/副研究员

[北京] 清华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系遥感-水文-气象-气候研究团队（HydroSky
团队）招聘研究员及副研究员。方向：基于卫星雷达遥感和信息

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水文水资源新理论、技术与应用；在跨时空

尺度上围绕遥感、水文、气象、气候、人类多系统相结合的观测、

模拟和预报；全球和区域水系统循环集成；水文气象地质灾害与

极端气候变化预警；智慧城市以及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等。电子信箱：tsinghuawater@gmail.com。

副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李国红研究组招聘副研究员 1名。方向：主要利用生物化

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小鼠遗传学等技术手段研究小鼠

早期胚胎发育和细胞谱系建立过程中的表观遗传调控机理研

究。要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领域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liguohong@ibp.ac.cn。

博士后

[上海] 北京大学

陆雅海课题组招聘博士后2名。方向：厌氧微生物种间相互

作用；产甲烷菌的环境适应机理。要求：已获得或近期即将取得

博士学位；身体健康；具有厌氧微生物实验操作技能。电子信

箱：luyh@pku.edu.cn，zhangjianchao@pku.edu.cn。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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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is seeking a motivated post-
doctoral fellow to conduct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viral discovery
in humans and animals using metagenomics in the laboratory of
Dr. Eric Delwart, Senior Investigator. Candidates should possess a
PhD and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virology, nucleic acid
manipulation and sequence analysis. Experience in bioinformatics
a plus. To express your interest please complete the BSRI
Employment Application located on their website at http://www.http://www.
bsrisf.org/employment.aspbsrisf.org/employment.asp and submit with a resume and cover
letter by December 12, 2014 to: Human Resources, Blood SystemsHuman Resources, Blood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Research Institute, 270270 Masonic Ave., San Francisco, CAMasonic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1894118,,
USA orUSA or E-Mail to: BSRIcareers@bloodsystems.org.BSRIcareers@bloodsystems.org.（源于 Science

[2014-11-13]）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the NIH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Big Data Computing.
The postdoc will work on the NIH- funded project titled

“KnowEnG: A Scalable Knowledge Engine For Large-Scale
Genomic Data”(2014-2018). The appointed person will work on
developing and demonstrating computational tools for prediction of
organismal phenotypes from annotated genomes, and will be
directly supervised by faculty members Saurabh Sinha (Computer
Science) and William W. Metcalf (Microbiology).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Bioinformatics, Systems Biology, or a related field,
obtained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is required. Working knowledge
of data mining and statistics applied to biological domains is
required. Application materials to be submitted include a letter of
interest (including email address), C.V., two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wo professional letters of
reference, collated in a single PDF file. Please email these
materials to sinhas@illinois.edu.sinhas@illinois.edu.（源于Science [2014-11-13]）

博士后

[美国]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
opens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in the Viral Pathogenesis and
Evolution Section, Labora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LID).
Applicants must have a PhD, MD, or equivalent, less than 5 years
of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and a history of productivity evidenced

by publications. Candidates should have experience in
immunology, including flow cytometry, experimental animal work,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ntibodies. Experience with vaccine
development, virology, or experimental pathogenesis would be
helpful. Candidates should submit a curriculum vitae, inclu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and a personal
statement describing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plans to
Jeffery K. Taubenberger, MD, PhD, Chief, Viral Pathogenesis andJeffery K. Taubenberger, MD, PhD, Chief, Viral Pathogenesis and
Evolution Section, LID, NIAID, NIH,Evolution Section, LID, NIAID, NIH, 3333 North Drive, RoomNorth Drive, Room
33EE1919A.A.22 MSCMSC 32033203 Bethesda, MDBethesda, MD 2089220892--32033203 USA.USA. Phone: 301301--
443443--59605960,, Fax: 301301--480480--16961696,, E-mail: taubenbergerj@niaid.nih.taubenbergerj@niaid.nih.
gov.gov. Visit Careers at NIAID at http://go.usa.gov/http://go.usa.gov/77tt3434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NIAID and how to join this exciting and
dynamic research organization.（源于Science [2014-11-13]）

博士后

[比利时]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UCL) opens a post-doc position
in Neuroscience. The current position focuses on studying the link
between amyloid and Tau pathology in vivo and involves viral
vector and CRISPR-Cas9 technology. You are a highly motivated
person striving for quality, interested in working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in a
team. Expert skills in studying in vitro, in vivo and/or ex vivo
animal models in the field of neuroscience are recommended. You
have less than 5 years post-doc experience, and have not resided
in Belgium for more than 1 year during the last 3 years.
Applications should include a CV, a brief statement of your
interest in the application. Following an initial selection,
references will be asked by mail. Please, send the applications as
a single pdf document to Prof. I. Dewachter (IIse.(IIse.
Dewachter@uclouvain.be).Dewachter@uclouvain.be).（源于Science [2014-11-14]）

博士后

[美国]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iami FL, has two post-doctoral
positions. Research in their group focuses on identif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regulating HIV latency in the CNS and Lung with an
ultimate goal towards eradicating viral reservoirs in these target
organs. Lung research will also emphasize on the effects of HIV
and cigarette smoke on mucociliary clearanc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Candidate must have a MD or PhD degree and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Experience with
mouse and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 Blood brain barrier
model, aptamer selection and RNA interference is a plus. Position
requires working with HIV. Successful candidates should
demonstrate a strong commitment to an academic research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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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are invited to send a current CV, a letter indicating an
interest and describing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plans, and
the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to Dr.Dr.
Hoshang UnwallaHoshang Unwalla, E-mail: hunwalla@fiu.edu.hunwalla@fiu.edu.（源于 Science [2014-
11-14]）

博士后

[美国] Duke University

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s a two year industry
sponsored postdoctoral fellow position to conduct research to
elucidate the epigenetic mechanisms that contribute to the“islet
brake” hypothesi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 in proliferative
capacity of young to old islets. You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and design in conjunction
with PI (Simon Gregory, PhD), be able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data produced, and to synthesize these findings into manuscripts
for publication and/or formatted for the submission of grants. The
post- doctoral fellow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and
conducting molecular analyses of DNA methylation and RNA
profiling as part of a large group focused on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pancreatic islet function in diabetes. The
Postdoctoral Fellow will b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in Dr. Gregory’
s ongoing lab meetings and the larger research group. Applicants
who apply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have had previous
epigenomic, RNA-Seq and analysis experience, both in the direct
gene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ta. Prospective candidates should
send a cover letter, CV plus two references to sarah.broz@duke.sarah.broz@duke.
edu.edu.（源于Science [2014-11-14]）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s presently seeking post- doctoral
candidates interested in translational research on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such as Alzheimer’s and Parkinson’s
disease as well as ALS and Frontotemporal Degeneration.
Applicants should have recently received a PhD degree in
neuroscience, biochemistry or a related field. Preferred candidates
will have prior experience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research,
with demonstrated expertise in cell culture and studies of animal
model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Training in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protein biochemistry is highly
desirabl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assist in the assessment
and study of mouse model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In
addition, this position may eventually supervise and direct the
workflow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research specialists.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an electronic copy of their CV along
with a cover letter describing their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interests to: Virginia Lee and John Trojanowski, c/o ThembiVirginia Lee and John Trojanowski, c/o Thembi
Maiden,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or, Center for NeurodegenerativeMaiden,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or, Center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Diseas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Medicin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36003600 Spruce St., MaloneySpruce St., Maloney
33rd Floor, Philadelphia, PArd Floor, Philadelphia, PA 1910419104, USA., USA. E-mail: tmaiden@mail.tmaiden@mail.
med.upenn.edu.med.upenn.edu.（源于Science [2014-11-14]）

博士后

[美国]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invites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to apply for a two to five year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at one of
the premier research sites in the world. The position is open to (1)
recent PhD's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euroscience, neuropharmacology, or other applicable disciplines;
and (2) MD's with training in psychiatry, neurology, nuclear
medicine, radiology or other relevant fields.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demonstrated record of excellent scientific writing skills as
well as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and presentation skill. In addition,
experience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 will be an advantage:
developmental/pediatric neuroimaging, multimodal neuroimaging
techniques (MRI, PET, MEG), conducting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xperiments, and/or neuroimaging of clinical populations.
Experience with SPM, FSL, Freesurfer, UNIX/LINUX/ and/or
programming skills (MATLAB, C++; Python) is desirable, but not
required. A curriculum vitae, letter of interest outlining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goals, and three letters forwarded directly from
recommenders should be sent to: Karen Berman, MD; C/O JasminKaren Berman, MD; C/O Jasmin
B. Czarapata, PhD; NIH BuildingB. Czarapata, PhD; NIH Building 1010, Rm, Rm 33CC209209;; 90009000 RockvilleRockville
Pike; Bethesda MDPike; Bethesda MD 2089220892-- 13651365 USA. (USA. (301301)) 435435-- 76457645,, or
electronically to jasmins@mail.nih.gov.jasmins@mail.nih.gov.（源于 Science [2014- 11-
14]）

博士后

[美国] Yale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open postdoctoral positions to study the signaling
mechanisms of GPCRs and Wnts and their in vivo functions in the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Please see their recent publications
and webpage for detail: Dve. Cell 27,215; JCB, 200, 419; Nature
Cell Biology 4, 686; Dev. Cell 21, 1038, Immunity 33, 340,
Science 321, 1350, JCI 118, 195, Science 315, 1278, Science
314, 136, Nat Genet. 37, 945, Nat. Cell Biol. 7, 399, Cell 114,
215, Mol. Cell 7, 801, Science 287, 1046. Self- motivated
individuals with an advanced degree in any area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specially those who are skilled in advanced imaging
and mouse work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Please send CV and
names of three references to: Dianqing (Dan) Wu, PhD, Professor,Dianqing (Dan) Wu, PhD, Professor,
Vascular Biology and Therapeutics,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Vascular Biology and Therapeutics,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P.O. Box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P.O. Box 208089208089, Rm-, Rm-337337E,E,
1010 Amistad Street, New Haven, ConnecticutAmistad Street, New Haven, Connecticut 0652006520--80898089, USA., USA. E-
mail: dan.wu@yale.edu.dan.wu@yale.edu.（源于Science [2014-11-15]）

（（编辑编辑 孙杨慧孙杨慧（（实习生实习生），），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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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可分为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

境、地质环境、生物环境等。18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经济社会

飞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逐步显现。20世纪下半叶，环境污

染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环境保护事业提上日程，但至今

未很好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兼得的问题。当前，环

境污染仍是一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

城市是人类活动高度集中的场地，也是环境污染的重灾

区。本文遴选部分城市空气污染案例，介绍大气污染的经历

及治理举措，简述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进展，探讨大气污染

治理技术的发展及要求。

1 城市大气污染治理

1.1 英国伦敦市

1813年，英国伦敦市首次出现重大空气污染记录案例。

1952年 12月 5—8日，伦敦出现极浓的灰黄色烟雾，4天时间

死亡4000多人，2个月内有8000多人陆续死亡，发生“伦敦烟

雾事件”[1]。

大气污染状况：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平原，跨泰晤士

河。公元50年兴建城市，12世纪成为英格兰首都，16世纪随

英国快速崛起而扩大，18世纪随工业革命和商业繁荣急速发

展，19世纪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

1900年人口增加到 200万，20世纪 60年代人口达到 800万。

伦敦空气湿润，多雨雾，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起以蒸

汽机为动力、用机器代替手工的工业革命，大型火力发电厂、

煤厂、化工厂林立，昼夜不停地燃烧煤炭，产生海量的二氧化

硫和煤烟粉尘，长期烟雾笼罩，被称为“雾都”，在 1873年、

1880年、1882年、1891年、1956年、1957年、1962年发生12次
严重大气污染事件[1]。

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
陈广仁，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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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生态环境是支撑人类生存及发展的关键条件。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许多国家先后发生严重大气污染问题。为吸取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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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key condition to support human life and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to the whole world, but also an important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human. Since the 18th century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rious air pollution events have occurred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air pollution, and summary the experiences on the treatment of air pollution, the major air pollution
events occurred and the treatment measures of air pollution in som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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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仕龙 1，陈英 1，韩平 1，张国庆 2，郑钦臻 3，沈欣军 3，李树然 3，闫克平 3

1.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3
2. 天津大港发电厂，天津 300272
3. 浙江大学生物质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摘要摘要 针对电除尘细颗粒物（PM2.5）排放控制，提出利用电除尘指数指导电除尘本体和电源设计选型技术的原理和方法，并介绍

电除尘改造的应用案例。通过优化电除尘指数、采用三相高压电源开展电除尘改造和选型。通过电除尘和脱硫塔除雾器的同步

改造，可以实现烟囱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低于5 mg/m3，同时，PM2.5（直径2.5 μm以下的颗粒物）排放浓度低于2.5 mg/m3。示范

工程还表明当电除尘器出口PM10（直径10 μm以下的颗粒物）排放在6~30 mg/m3时，PM2.5占PM10比例为6%至20%；当PM10排

放在5~15 mg/m3时，PM2.5排放可低于2.5 mg/m3。

关键词关键词 电除尘；细颗粒物；电除尘指数；三相电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3.002

PM10 and PM2.5 Emission Control by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SP)
for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 ESP Sizing and Applications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for fine particle emission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so-called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SP) index, a novel ESP sizing method is presented for both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By using three-
phase rectifier transformer power sources, ESPs give very high collection for fine particle emission control. The ratio of PM2.5 over
PM10 is between 6% and 20%. When PM10 emission is around 5-15 mg/m3, PM2.5 is below 2.5 mg/m3. By upgrading ESP and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FGD), particle emissions can be reduced to below 5 mg/m3, and PM2.5 below 2.5 mg/m3.
KeywordsKeywords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PM2.5;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index; three-phase T/R power source

WANG Shilong1, CHEN Ying1, HAN Ping1, ZHANG Guoqing2, ZHENG Qinzhen3, SHEN Xinjun3,
LI Shuran3, YAN Keping3

1. Shenhua Guoneng Energy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100033, China
2. Tianjin Dagang Power Plant, Tianjin 300272,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Biomass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中国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国，燃煤锅炉主要有工

业锅炉和电站锅炉，大型燃煤电站颗粒物的排放控制技术

和设备仍以电除尘为主 [1,2]。《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23—2011）》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现有火力发电

燃煤锅炉烟囱出口烟尘排放限值全国为30 mg/m3，重点地区

特别排放限值为20 mg/m3。然而目前大部分燃煤电厂粉尘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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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仕龙，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燃煤电厂复合污染控制和管理，电子信箱：wangshilong@shenhua.cc
引用格式：王仕龙. 燃煤电厂电除尘PM10和PM2.5的排放控制 II: 电除尘电源改造与PM10和PM2.5的排放（以660 MW机组为例）[J]. 科技导报, 2014, 32(33):

34-38.

燃煤电厂电除尘燃煤电厂电除尘PMPM1010和和PMPM22..55的排放的排放
控制控制 II:II:电除尘电源改造与电除尘电源改造与PMPM1010和和
PMPM22..55的排放的排放（（以以660660 MWMW机组为例机组为例））
王仕龙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3
摘要摘要 通过对比660 MW燃煤锅炉电除尘改造前后细颗粒物（PM2.5）和颗粒物（PM10）的排放，讨论电除尘改造的必要性及可行

性。四电场电除尘器在常规单相电源供电下，PM10和PM2.5的排放浓度分别在63和23 mg/m3左右，总排放在75 mg/m3左右；采

用三相高压电源时PM10和PM2.5的排放可控制在15和2.5 mg/m3以下，总排放在18 mg/m3左右，PM10和PM2.5的排放分别减排

76%和89%以上。

关键词关键词 电除尘；细颗粒物；颗粒物；电源改造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3.003

PM10 and PM2.5 Emission Control by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SP) for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I: Evaluation of ESP Upgrading in Terms of
PM10 and PM2.5 Emission Reduction with A 660 MW Generator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PM10 and PM2.5 emission reduction by upgrading four-filed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s (ESPs) with a
660 MW coal-fired power generator. By using a traditional single-phase high-voltage rectifier transformer (T/R), the PM, PM10 and
PM2.5 emissions are around 75, 63 and 23 mg/m3, respectively. After upgrading the T/R by using a three-phase T/R, the PM, PM10 and
PM2.5 emissions drop below about 18, 15 and 2.5 mg/m3, respectively. Their reduction efficiencies are around 76%, 76% and 89%,
respectively.
KeywordsKeywords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PM2.5; PM10; power source retrofitting

WANG Shilong
Shenhua Guoneng Energy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100033, China

自 2014年 7月 1日，国家执行《GB 13223—2011火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现有火力发电燃煤锅炉烟囱出口烟

尘排放限值一般地区为30 mg/m3，重点地区特别排放限值为

20 mg/m3。尽管目前国家尚未对 PM2.5和 PM10的排放进行特

别要求，但严格控制燃煤锅炉PM10和PM2.5排放是实现绿色发

电的关键。开展现役电除尘改造，降低PM10和PM2.5的排放，

是电力行业面临的重大技术和经济课题。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重大项目“重点行业

PM2.5过程控制与减排技术与装备”（2013—2015）主要开展燃

煤锅炉PM2.5排放不高于10 mg/m3的关键技术和示范研究[1]。

电除尘技术因处理烟气量大、除尘效率高、设备阻力低、

使用简单可靠、运行维护费用低且无二次污染等优点，是电

力行业的首选除尘技术[2~5]，但目前对大型燃煤锅炉电除尘细

颗粒物排放控制的研究报道较少[6]，从控制PM10和PM2.5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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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科技导报, 2014, 32(33): 39-42.

燃煤电厂电除尘燃煤电厂电除尘PMPM1010和和PMPM22..55的排放的排放
控制控制 IIIIII：：电除尘电源及小分区改造与电除尘电源及小分区改造与
PMPM1010和和PMPM22..55的排放的排放（（以以44××330330 MWMW
机组为例机组为例））
王仕龙 1，陈英 1，韩平 1，许兵 2，李增枝 2，郭占纬 2，郑钦臻 3，沈欣军 3，李树然 3，闫克平 3

1.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100033
2. 天津大港发电厂，天津 300272
3. 浙江大学生物质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310027
摘要摘要 讨论了4台典型电除尘改造和细颗粒物（PM2.5）排放控制，对四电场电除尘器通过本体小分区和电源改造实现了颗粒物

（PM10）和细颗粒物（PM2.5）的超低排放控制。仅对五电场电除尘器进行电源改造，即可实现PM10和PM2.5的超低排放，电除尘出

口PM10和PM2.5可分别控制在15和2 mg/m3以下。脱硫塔对PM10有较好的捕集效果，但对PM2.5的去除几乎没有效果。电除尘

振打引起的二次飞扬过程及烟气温度也影响PM10和PM2.5的排放，当烟气温度从150~160℃降低到约110℃时，电除尘出口及脱

硫塔出口的PM2.5均在2 mg/m3以下。

关键词关键词 电除尘；细颗粒物；电源改造；小分区供电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3.004

PM10 and PM2.5 Emission Control by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ESP）for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II: Applications with A 4×330 MW Power Plant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upgrade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s (ESPs) with four 330 MW coal-fired generators. For the
two four-field ESPs, the upgrading includes replacement of high-voltage electrodes and the high-voltage power sources. For the two
five- field ESPs, only the power sources are retrofitted. The ESP outlet PM10 and PM2.5 emissions are less than 15 and 2 mg/m3,
respectively. The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FGD) can be effective for PM10 emission reduction, but not for PM2.5.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the rapping and gas temperature effects on particle emission. When reducing the gas temperature from 150-160℃ to about
110℃, PM2.5 emission from the ESP or FGD is always less than 2 mg/m3.
KeywordsKeywords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PM2.5; power source retrofitting; multi-sec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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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电除尘燃煤电厂电除尘PMPM1010和和PMPM22..55的排放的排放
控制控制 IVIV：：采用二维采用二维PIVPIV除尘除尘
沈欣军 1,3，郑钦臻 1，宁致远 1，王仕龙 2，韩平 2，闫克平 1

1. 浙江大学工业生态与环境研究所，杭州 310028
2.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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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利用粒子成像测速法（PIV）和电子低压冲击仪（ELPI），研究实验室规模的电除尘器（ESP）内电场强度、电晕放电功率和

气流场等因素对PM10（粒径小于10 μm的颗粒物）分级收尘效率。电除尘器为线-板式电极结构，其中板-板间距为200 mm，高

电压电极为单根或双根。实验颗粒物采用艾灸烟作为示踪粒子，气体流量85 m3/h，颗粒物初始质量浓度33 mg/m3左右。实验

结果表明，随着电场强度或电晕放电功率的增加，在高压电晕极线周围气流场从有规律的单个涡旋发展为相互作用的多个涡旋，

优化电晕放电离子风分布是提高PM10收集效率和降低电耗的关键。从颗粒物个数浓度、外加电场或电晕放电功率看，可将电除

尘器性能以电场强度为3 kV/cm为界分为2个区域。当电场强度低于3 kV/cm时，分级除尘效率随着电场强度或电除尘指数的

增加而增加。然而，当电场强度远大于3 kV/cm时，收尘效率基本不变或降低。

关键词关键词 电除尘；粒子成像测速法；细颗粒物；颗粒物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3.005

PM10 and PM2.5 Emission Control by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SP)
for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V: Investigations on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by Means of 2D PIV Technique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PM10 (particle matter with a diameter less than 10 μm) grade collection efficiencies of a laboratory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SP) in terms of the electric field, corona discharge power, and gas flow patterns by means of the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and the electrical low pressure impactor (ELPI) technique. The wire-plate ESP has a plate-plate distance of
200 mm, together with a single or two high-voltage electrodes. Moxa-moxibustion smoke is used as the tracer for evaluation of the gas
flow and particle grade collection efficiency. Experiments, performed in air with a total gas flow rate of 85 m3/h and initial particle
mass concentration of around 33 mg/m3, show that with increasing the field strength or corona discharge power, the flow chang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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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烧结烟气多污染物的排放特征钢铁烧结烟气多污染物的排放特征
及控制技术及控制技术
朱廷钰，刘青，李玉然，闫晓淼，齐枫，叶猛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湿法冶金清洁生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监测了钢铁烧结烟气的排放特征，发现SO2排放浓度沿着烧结机方向呈现机头和机尾低、中部高的特点，二噁英的排放浓

度与烟气温度正相关，温度高于250℃时二噁英的排放浓度出现峰值。调研了数十台烧结机的烟气排放特征，表明SO2排放浓度

≤2000 mg/m3的占63%，要求脱硫效率大于90%；>2000 mg/m3的占37%，要求脱硫效率大于96%。NOx排放浓度≤300 mg/m3

的占86%，烟气无需脱硝可直接排放；在300~600 mg/m3之间的占14%，要求脱硝效率大于50%。二噁英排放浓度为1.0~5.0
ng TEQ/m3，必须采取控制措施才能达标排放。针对烧结烟气SO2和二噁英浓度高的特点，论述了基于活性炭吸附的活性炭法，

以钙基吸收剂脱硫为主、活性炭（焦）脱二噁英为辅的SDA法、MEROS法、IOCFB法等4种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及脱除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钢铁工业；烧结烟气；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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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Pollutants from Iron- steel
Sintering Flue Gas and Review of Control Technologies

AbstractAbstract The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of the iron-steel sintering flue gas shows that the SO2 concentration is high in
the middle of the sintering machine and low at the head and tail parts along the sintering direction. The dioxins concentration has
positive a correlation with the flue gas temperature, and reaches a peak value as the temperature above 250℃. The proportion of the
SO2 concentration below 2000 mg/m3 occupies 63%, and the over 2000 mg/m3 occupies 37%. Therefore, the desulfurization efficiency
should be higher than 90% and 96%,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the NOx concentration below 300 mg/m3 is 86%, and the flue gas
can be discharged directly without treatment.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NOx concentration between 300 and 600 mg/m3 is 14%, and
the denitration efficiency should be higher than 50%. The dioxins concentration between 1.0 and 5.0 ng TEQ/m3 has to be reduced to
reach the national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O2 and dioxins concentrations from the sintering flue
gas, four kinds of multi-pollutant simultaneous control technologies are reviewed. 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belongs to an integrated
control technology, while SDA (spray drying adsorption), MEROS (maximized emission reduction of sintering) and IOCFB (inner outer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methods belong to collaborative control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SO2 absorbed by calcium-based sorbents
and the dioxins adsorbed by activated carbo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the four technologies are demonstrated and the removal
efficiencies ar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Keyword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sintering flue gas; pollutant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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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汞污染监测及控制技术燃煤汞污染监测及控制技术
潘伟平，张永生，李文瀚，滕阳，王家伟，刘钊，徐鸿

华北电力大学国家火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2206
摘要摘要 燃煤汞排放是全球汞污染的重要人为排放源，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格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对燃

煤过程开展汞污染监测及控制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中国燃煤汞污染排放特征、现状及标准，论述了燃煤烟气中汞的监测技术

和汞污染控制技术，探讨了今后燃煤烟气中汞监测及控制技术的发展。认为，在监测技术方面，需要开发长期稳定运行的高精

度、高可靠性且价格低廉的仪器，方便中国更多排放源的监测；另外由于中国燃煤高灰、高湿度的特点，需要针对中国燃煤条件开

发抗干扰性能强的测试仪器。控制技术方面，应加强协同控制技术的研发，掌握各个环节中化学条件的变化；加强吸附剂喷射技

术的研发，开发高效低成本的吸附剂。

关键词关键词 燃煤烟气；汞；汞污染监测技术；汞污染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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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ury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Technologies for Coal Power Plants

AbstractAbstract Changing China's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habits has been difficult for a long time, and in a foreseeable future,
coal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ajor sector in the production of electricity. Mercury emission during coal combustion is a major
anthropogenic source contributing to global mercury emissions.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monitor and control mercury emissions during
coal combustion. In this paper, mercury emissi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for coal fired power plants in China are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mercury monitoring systems and controlling technologies is also addressed. On the aspect of
monitor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high-precision, high-reliability, and low-cost instrument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meet the need of
mercury emission sources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trument should also be able to handle the high ash and high moisture
flue gases typically found in Chinese coal fired power plants.
KeywordsKeywords flue gas; mercury; mercury monitoring technology; mercury controlling technology

PAN Weiping, ZHANG Yongsheng, LI Wenhan, TENG Yang, WANG Jiawei, LIU Zhao, XU Hong
National Thermal Powe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人类在公元前6世纪对汞就有所接触，炼丹术、甲骨文涂

朱砂、汞齐镀金法都是针对汞的探索。当今，随着世界各地

汞污染态势的扩大，需深入研究汞污染问题。汞原子的微观

特性决定了汞单质具有熔点低、流动性高、易挥发和化学稳

定性强的特点[1]，会通过大气和洋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沉

积在各种生物体中，顺着食物链最终富集到人体内，严重威

胁人类健康[2]。

1 燃煤汞排放现状及标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 年全球汞评估报告》（UNEP

global mercury assessment 2013）[3]的估算结果显示（图 1），

2010年全年，全世界人为向大气中排放汞的总量约为1960 t，
这其中约有50%来自亚洲。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汞

排放量约占亚洲的60%，全球的30%。图1[3]是该报告估算的

2010年人为排放到大气中汞的全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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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细颗粒物污染的来源空气细颗粒物污染的来源、、危害及危害及
控制对策控制对策
赵顺征，易红宏，唐晓龙，高凤雨，左嫣然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近年来由空气细颗粒物（PM2.5）引起的大气污染现象频发，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环境问题。结合国内外研究，综述了

PM2.5污染的来源、危害及控制对策的相关研究进展。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排入大气中的一次颗粒物、一次颗粒物与大气中的气

态污染物相互作用形成的二次颗粒物是PM2.5的主要来源。长期暴露在PM2.5环境中，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神经

系统及免疫系统的健康造成伤害。PM2.5还会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针对中国PM2.5的污染现状，提出了

PM2.5污染的控制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大气污染；细颗粒物；污染控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3.008

Source and Harm of Air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ollu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Abstract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tmospheric pollution caused by air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happens frequently in most areas of
China, 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human body health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thus received extensive concern form the
whole societ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source and harm of air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ollu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The primary particulate matter and secondary particulate matters, largely produced by human activity,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PM2.5. When people are constantly exposed to air polluted by PM2.5, the human respiratory system, cardiovascular system, nervous
system and immune system are jeopardized badly. In addition, PM2.5 could cause a decline in the atmospheric visibility, which will
affect the normal production and lif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PM2.5 pollution, comprehensive suggestions for China's PM2.5

pollution control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Keywords air pollution;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ollution control

ZHAO Shunzheng, YI Honghong, TANG Xiaolong, GAO Fengyu, ZUO Yanran
College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形势日趋严重，污

染特征呈现出多污染物高浓度同时存在的复合型污染类

型。以工业尾气和汽车尾气排放为主的废气污染已经严重

影响到正常生活、生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空气细颗粒物

（PM2.5）污染的危害更为严重[1~3]。

PM2.5是分散在大气中的固态或液态颗粒物的一种，其空

气动力学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μm。PM2.5来源多、地区特性

强、随季节变化性大，是大气中化学组成最复杂、危害最大的

污染物之一 [2,4,5]。由于 PM2.5比表面积大，因此易携带大量有

毒有害物质，经呼吸道进入人体肺部深处及血液循环，对人

体产生严重危害。此外，PM2.5还会对气候和大气能见度造成

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PM2.5的关注和研究。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日本等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

果已被用作制定政策的依据。目前中国也开展了相关研究

工作。本文着重综述空气细颗粒物的来源、危害及控制的最

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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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颗粒物浓度与重金属元素分析大气颗粒物浓度与重金属元素分析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葛良全 1，刘合凡 1，郭生良 2，罗耀耀 1，赵剑锟 1

1. 成都理工大学地学核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59
2. 成都国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 610000
摘要摘要 综述了大气颗粒物浓度与重金属元素分析方面的研究进展，阐述了大气颗粒物的界定、来源和组成、途径和危害、检测仪

器和方法、相关技术标准等，比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检测仪器等的发展情况，指出中国在法律法规、监测标准、测量仪器开发等

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开发自动、在线、连续监测大气颗粒物的浓度及所含重金属元素的种类、含量等一体化仪器是检测仪器的

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大气污染；大气颗粒物；重金属元素；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3.009

Progress in Analysis of Concentration and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in
Atmosphere Particulate Matter

AbstractAbstract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analysis of concentrat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 and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in atmosphere at
home and abroad is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 in atmosphere, its origin and composition, pathways and
hazards, testing equipment and methods,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so on. The paper also compares the testing equipment and methods
and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shown that our country lags behind in these aspects. It is also pointed that
instruments which can automatically and continuously do online testing should be developed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Keywords air pollution;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heavy metal element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E Liangquan1, LIU Hefan1, GUO Shengliang2, LUO Yaoyao1, ZHAO Jiankun1

1. Nuclear Technology &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Nuclear Techniques in Geoscien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2. Chengdu China Ray Technology Co., Ltd., Chengdu 610000, China

颗粒物污染是大气环境污染的一种主要类型，许多城市

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就是颗粒物。颗粒物中含有酸性氧化

物、重金属、有害有机物、细菌和病菌等多种有毒有害成分，

组分非常复杂，对大气环境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并危及人

体健康。在中国，随着近年工业强市战略实施和城市化进程

加快，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城市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特别

是PM2.5和PM10成为最主要的污染物。PM2.5的粒径小、比表面

积大，更易于富集空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具有更强的穿

透力，可以随着人的呼吸进入体内，甚至进入肺泡和血液中，

使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机率明显升高。近年来，中国对大气

颗粒物污染越来越重视，相应研究也较多，尤其是京津冀（如

北京[1]、天津[2]、河北[3]）、珠三角（如广州[4]、深圳[5]、珠海[6]、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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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臭氧污染与净化技术研究室内环境臭氧污染与净化技术研究
进展进展
易忠芹 1,2，王宇 1，田小兵 2，王秀艳 1，金陶胜 1

1.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071
2. 上海风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200436
摘要摘要 随着灰霾等空气污染现象的日益频繁，人们对室内空气质量越来越关注。臭氧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结

合近年来国内外对室内环境中臭氧污染的相关研究，分析室内臭氧污染的来源和目前室内环境臭氧污染情况，探讨目前有关臭

氧净化治理的方法与技术，指出应进一步发展更为高效、实用的多相热催化等净化技术。

关键词关键词 臭氧污染；净化技术；室内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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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or Ozone Pollu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ies

AbstractAbstrac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ir pollutants, like haze, have aroused people's great concern about the indoor air quality. Ozone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indoor air quality.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research on indoor ozone pollu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ources of indoor ozone and indoor pollution are analyzed and reviewed, and some current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for ozone purification are discussed.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 some more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multiphase thermal catalysts are suggested to be developed for ozone purification.
KeywordsKeywords ozone pollution; purification methods; indoor air quality

YI Zhongqin1,2, WANG Yu1, TIAN Xiaobing2, WANG Xiuyan1, JIN Taoshe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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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之一，人们生活和

工作在室内环境中的时间已达到全天时间的80%~90%，特别

是老人、儿童以及患病人员，因此，室内空气质量直接影响着

人们的身心健康 [1]。室内空气污染物主要包括CO、NOx、O3、

VOCs等[2]，其中臭氧具有强氧化性，几乎可以和任何物体的

表面反应，室内臭氧污染主要来源于室外环境和室内臭氧发

生源（如打印机、复印机等）[1,3~8]。暴露于臭氧中会引起呼吸

疾病，损伤肺功能，加剧哮喘，刺激眼鼻，削弱人体对感冒等

疾病的抵抗能力，加快肺组织老化[9~15]。臭氧还可以与室内其

他化学物质发生反应产生二次污染，如萜烯与臭氧反应形成

超细微粒、醛、过氧化氢、羧酸等物质，更容易刺激呼吸系统

和心血管系统，对人体健康产生更大危害[16]。结合近年来国

内外对室内环境中臭氧污染的相关研究，分析室内臭氧污染

的来源和目前室内环境臭氧污染情况，针对目前有关臭氧净

化治理的方法与技术进行探讨，认为应进一步发展更为高

效、实用的多相热催化等净化技术。

1 室内空气臭氧污染来源
中国大气污染类型是以颗粒物、二氧化硫为主的煤烟型

污染，近年来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以氮氧化物和碳氢化

合物为主要污染物的汽车尾气型污染也逐渐严重，而臭氧是

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光化学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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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事故后放射性废物的影响及福岛核事故后放射性废物的影响及
处置对策处置对策
张琼，王博，王亮，张春明，刘福东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100082
摘要摘要 福岛核事故中，氢气爆炸破坏反应堆厂房顶盖，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造成周边环境大面积污染。事故后续处理过程

中还产生大量二次污染物。因此，福岛核事故后放射性废弃物呈现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给后续核污染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本文介绍福岛核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厂内污染情况，分析污染种类、特点、应对措施等，总结该事故中放射性废弃物处置对

策及其对中国核电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 福岛核事故；放射性废物；环境影响；处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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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Disposal Measures of Radioactive Waste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bstractAbstract During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 huge amounts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 leaked out of the reactor building shell
and polluted a large surrounding area. Furthermore, the secondary pollutants produced during the subsequent processing are still
active. Therefore, the radioactive wastes in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ge amounts and wide range.
It remian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disposal measur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fter the accident,
especially in the site of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The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posal measures of the radioactive
wastes a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Suggestions on disposal measures of radioactive wastes and the inspiration on China's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are summarized.
KeywordsKeywords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radioactive waste; environmental impact; countermeasures

ZHANG Qiong, WANG Bo, WANG Liang, ZHANG Chunming, LIU Fudong
Nuclear and Radiation Safety Cente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82, China

放射性废物为含有放射性核素或被放射性核素污染、活

度浓度大于清洁解控水平、预计不再利用的物质[1]。放射性

废物通过释放射线和释放热能等对环境造成物理、化学和生

物毒性危害[2]。放射性废物来源包括核燃料生产过程、反应

堆运行过程、核燃料处理过程及其他如核武器生产试验和相

关医院、学校、科研单位等所排出的含有放射性的物质[3]。对

于核电厂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其处理流程如图1所示，

依据是否含有放射性，进行不同的处理或再利用。核电厂发

生事故后，产生的废物一般处于图中红圈所示的位置，随后

依照核电厂处理废物的流程进行处理[4]。对于放射性废物的

处理流程，如图2所示[5]。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东海岸爆发大地震，地震引发的

15.5 m的海啸波浪席卷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导致全厂完全断

电，失去最终热阱。3月12日，1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生氢气

爆炸；3月13日，3号机组堆芯失去冷却，在第2天反应堆厂房

发生氢气爆炸；3月14日2号机组失去冷却，第2天安全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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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MultiPatchMultiPatch模型的大气污染三维模型的大气污染三维
扩散模拟扩散模拟
武锋强 1,2，杨武年 1，张文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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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绵阳 621010
摘要摘要 垂直尺度上的污染浓度分布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三维大气污染模拟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结合三维GIS，采
用多面模型与高斯烟羽数学模型集成的方式，通过边界值计算、三角条带构建、多面内插与渲染等技术方法，构建了基于三维的

高斯污染扩散系统，探讨了污染物迁移规律和三维模型生成算法，并对某工厂含SO2有害气体连续排放过程进行了二维与三维

模拟，分析了大气污染物质量浓度空间分布特征，并计算得到该污染源大气污染最大落地点距离为206 m。实践表明，采用多面

模型表达三维污染物空间分布具有快速、直观的优势，也利于剖面与三维空间分析运算。

关键词关键词 空气质量评价；高斯污染扩散系统；三维GIS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11.5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3.012

Research on 3D Simulation of Air Pollution Diffusion Based on
MultiPatch Model

AbstractAbstract The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vertical scale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o, it is greatly
significant to research 3D simulation of atmospheric diffusion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ith 3D GIS, a Gauss pollution diffusion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the Gaussian diffusion model and the multiPatch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boundary value calculation,
building triangle strip, multipatch interpolating and rendering. The migration process of air pollution and a 3D diffusion model
generation algorithm are also introduced. Moreover, the dynamic diffusion process of SO2 in a factory is simulated by 2D and 3D
schemes, based on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re achieved and the maximum landing distance is obtained as 206
m.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shows that the way of 3D simulation based on the multipatch model is effective and
suitable for profile computing and spatial analysis in 3D space.
KeywordsKeywords air quality assessment; Gauss pollution diffusion system; 3D GIS

WU Fengqiang1,2, YANG Wunian1, ZHANG Wenjun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Geo-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气污染（如雾霾）已经成为主要环境

问题之一，严重制约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因此，监测、模拟、

治理大气污染已成为当前一项非常关键的任务。一般来说，

大气污染扩散模拟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物理模拟，即根

据相关原理建立物理模型，对有害气体的迁移变化过程进行

实验研究，如黄顺祥等[1]利用室内水槽模拟大气污染物的扩

散；二是数学模拟，即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根据污染物迁移

变化规律，建立数学模型，对有害气体扩散规律进行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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