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图片说明·

全国博士生学术年会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2014年5月23—25日，由中国科协常

委会青年工作专门委员会、中国科协组织人

事部主办的“第12届全国博士生学术年会”

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

170余位博士生与会交流，来自云南省各高

校的数百名学生参加年会活动。开幕式上，

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乐，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分

别作了题为“培育优良学风，做好博士论

文”、“从‘纳米科学’到‘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从事物理学前沿研究的经历”的特

邀报告，并与博士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在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生

物物理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组织下，57位

博士生分别在物理学、化学与化工、现代生物

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分会场作学术报告。

在“科学大师与博士生面对面”活动中，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

坦福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奥谢罗夫，诺贝尔

奖获得者、德国生物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

克学会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厄温·内

尔，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清

华大学教授姚期智等国际科学大师与博士

生进行互动交流。

全国博士生学术年会是面向高年级在

读博士生的高层次学术会议，2002年由中

国科协常委会青年工作专门委员会倡议设

立，每年举办 1次，已先后在深圳、苏州、乌

鲁木齐、西安、长春、重庆、绍兴、呼和浩特、

长沙、济南、成都举办11届，2300余名博士

生参加学术交流，230多位院士、专家到会

点评指导；同时，还举办了 6 场人才推介

会。博士生学术年会的举办，为提升博士生

的科研和创新创业能力、深化学科交叉融

合、拓宽就业创业渠道、促进青年科技人才

成长提供了有效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扩大全国博士生学术年会的

影响，展示本届年会学术交流的成果，《科技

导报》2014年第34期出版第12届全国博士

生学术年会专题，集中刊登 10篇本届年会

交流的研究论文和综述文章。

本期封面图片为多抗体包被的树状物

靶向识别和结合循环肿瘤细胞，源自第26~

32页刊登的谢静静等的专题论文“多功能

化的纳米材料络合物体外特异性结合和调

控结肠癌细胞的研究”。本期封面由王静毅

设计。 （（本刊记者本刊记者 吴晓丽吴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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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以材料划分年代是一大特色，如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等，这足以说明人类文明与材料的关系。今天，我们周围的物质世
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新颖的智能手机、最新型的平板电脑、最时尚的可穿戴电子器件都充满了时代感。然而，无论是谷歌眼镜、阿
特拉斯机器人、synapse芯片、人造树叶、远程医疗，还是阿科桑底生态城、特斯拉电动车、和谐号高铁、神州号飞船都离不开先进材料。先
进材料科学与工程正在改变当今世界和我们的生活。

一般来说，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或特殊功能的材料和传统材料改进后性能明显提高或产生新的功能均可称为先进材料，主要包括
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等。先进材料可以导致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从而推进产业变革。白光LED的出现，开辟了
照明的新纪元。液晶屏替代阴极摄像管，曾带来了显示革命；现在OLED、打印显示、激光显示又开始崛起，可谓一代材料、一代器件、一代
整机。

近十几年，先进材料研究成果密集涌现，有人断言21世纪将是材料革命的时代。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加大财政投入：
美国2011年启动的先进制造伙伴关系计划中设置了材料基因组计划，2013年欧盟石墨烯旗舰项目列支了10亿欧元的巨额经费，德国、日
本也在其国家高技术计划中安排了先进材料的研发内容。不难看出，先进材料是其他战略新兴产业的基础，采用先进材料已成为未来技
术和新兴产业的标志和特征之一。

1）先进材料发展呈现出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器件一体化、纳米化、复合化的特点。其作用在高马赫数飞行器、微纳机电系统、新医
药、高级化妆品和新能源电池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2）先进材料在行业科技进步中举足轻重。例如，高性能特殊钢和高温合金是高铁轮对和飞机发动机最好的选择，超高强铝合金是大
飞机框架的关键结构材料，高强高韧耐腐蚀钛合金则是蛟龙号壳体及海洋工程不可或缺的材料。

3）先进材料联用或与其他学科、领域的深度融合成为其发展的另一特点。高k和更高k材料与新型金属栅结合引领集成电路顺利走
向45 nm及以下技术节点。钙钛矿材料和有机材料联用催生了有前景的新型太阳电池。智能材料与3D打印结合形成4D打印技术。有
机复合材料、生物活性材料与临床医学结合分别产生和发展了“电子皮肤”和组织再生工程。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已用于航空航天和先进交
通工具。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使太赫兹技术在环境监测、医疗、反恐方面得以应用。超材料以微结构和先进材料结合，在电磁波和光学领域
获得引人注目的成果。柔性电子学材料、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的市场前景广阔。

4）先进材料与物质科学发展相辅相成。自旋电子学材料、铁基及新型超导材料的研究方兴未艾。阻变、相变及磁存储材料将改变传
统的半导体存储器。纳米孪晶结构探索出一条合成超硬材料的新路径。富勒烯、碳纳米管开辟了碳基材料的发展前景；石墨烯剥离成功，
引发了二硫化钼、单层锡、黑磷、硅烯、锗烯等二维材料的研究热潮。

5）高通量计算、高通量合成与表征以及大型数据库加速了材料设计、性能预测和制备工艺模拟，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生产成
本，为先进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提供了变革性的新方式。低铼高温合金和新型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就是很好的实例。最近，在拓扑绝缘体
材料中，计算预测的量子反常霍尔现象已被实验证实。此外，具有超级导电能力的砷化镉材料也是理论计算在前，实验在后。

6）先进材料研究成果正快速产业化并不断降低成本。据市场预测，直径450 mm硅片将用于14 nm及以下技术节点的集成电路，可
继续降低成本，使新技术和新产品以最短的时间、最合理的价格普惠大众。

7）先进材料的研发与生产还必须考虑节能环保与可再生，并进行全生命周期评价。诸如有毒材料的替代，中重稀土的减量使用，膜
材料用于海水淡化，建筑节能材料的应用，生物基材料的研发以及“短小轻薄”理念付诸实践等。同时，低碳及环境友好的制备技术也得到
了快速发展，如共轭微孔高分子材料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催化为环碳酸脂。

8）先进材料发展要注重军民融合，鼓励开拓军转民产品市场。宽禁带碳化硅、氮化镓基的下一代射频高能效高功率器件即有潜力的
军民融合的高端电子产品。

9）先进材料制备的新方法、新工艺、新装备至关重要，必须协调发展。
先进材料也是我国“工业强基”的四大支柱之一；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中国制造2025”急需大量先进材料。近年来，我国先进材料

研发水平不断提高，产业发展迅猛；但核心竞争力不强，部分高端产品仍受制于人。今后，关键先进材料的研发、工程化与产业化将是我国
研究单位、大学、企业、政府和市场关注和着力的重点。

展望未来，先进材料的研发会涉及纳米尺度、飞秒时间、量子力学原理，并将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
点，宜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计算与数据挖掘，加强问
题导向与市场导向，加强创新驱动，加强与重大工程和新兴产业的结合，促进先进材料的工程化、产业化向更
高层次、更科学化、更综合化、更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先进材料的群体性出现以及众多颠覆性技术
的应运而生，将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明亮的曙光。

发展先进材料 迎接科技革命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 100088）

屠海令，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电子材料研究与工程化，现任中国科协常

委，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

长。

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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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 第32卷 第34期 总第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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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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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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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期刊方阵“双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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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P33 基于全场光学相干层析术的猪肝组织亚细胞成像

P41 基于光纤链路的高精度时间频率传输与同步

P69 基于有效约束集法的混合梁斜拉桥合理成桥状态确定方法

P1 发展先进材料 迎接科技革命
先进材料是其他战略新兴产业的基础，采

用先进材料已成为未来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标志

和特征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屠海令认为，先

进材料的群体性出现以及众多颠覆性技术的应

运而生，将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

明亮的曙光。

P7 《星际穿越》背后的科学与思索
科幻大片《星际穿越》再次点燃了公众关

注科学的热情。本文将带领读者去关注影片

背后的科学，了解近期我们在气候变化、空间

技术和天体生物学等领域内所做的研究。

P11 英国皇家学会系列化学活动
英国皇家学会经常举办公开讲座、学术会

议和各种主题展览，大部分活动都面向公众开

放，可以免费参与。在2015年，英国皇家学会

将邀请与化学相关的科研人员进行一系列化学

相关的活动。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为

读者介绍其中的3项活动。

P12 关于发展光伏发电与抽水蓄能

组合的太阳能电站的建议
随着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使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太阳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但是目

前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本文结合多年的研究

与管理经验，对太阳能电站的建设提出合理、

可行的建议。

P88 我国科技发展的文化制约因素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

经济繁荣的时代，都有适宜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观念作为人文社会环境的支撑。本文就我国

“重综合轻分析，重人情轻规则，重实用轻求

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及其对科技事业发

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P8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程科学

项目申请书书写建议（I）
科学基金项目工程科学所从事的研究主

要属于应用基础研究，即针对具体实际科学目

的或目标，为获得应用原理性新知识的独创性

研究。对于工程科学，科学基金项目不仅要回

答“知其然”，更要回答“知其所以然”。本文对

科学基金工程科学项目的申报书书写提出建

议，以利于科学基金的申报、评审和研究工作。

建立全场光学相干层析系统（OCT），可对生物细胞进行高分辨率

层析成像。该系统基于Linnik干涉结构，采用低相干白光光源卤钨灯

照明和大数值孔径的显微物镜，理论分辨率可达0.7 μm × 0.7 μm（横

向 ×轴向）。系统采用电荷耦合元件（CCD）采集数张样品和参考镜的

干涉图，通过三步移相算法获取层析图，最后合成三维图像。与荧光标

记细胞等其他生物组织成像的方法相比，全场OCT成本低廉、对细胞

无损伤、分辨率高。该系统能够完成对洋葱表皮细胞和猪肝组织切片

细胞等生物组织实现层析成像，分辨率高、成本低、结构简单便于调节，

为实现高分辨率光学相干层析成像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方法。

猪肝组织切片

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之间往返80 km的商用光纤链路上进行了

时间频率同时传输与同步实验。采用时间频率同时传输与同步的方法，获得了7×
10-15/s，5×10-19/d的频率传输稳定度结果；通过在发射端主动探测并补偿时间脉冲

信号在光纤中传输的时间延迟，实现了±50 ps的时间同步稳定度指标。鉴于目前

基于光纤链路的频率传输方案均受限于点对点传输的问题，设计并完成了可多点

下载的频率接收系统，使时间频率传输与同步网络的建设成为可能。

时间频率同时传输与同步的原理

针对混合梁斜拉桥的结构特点，提出基于有效约束集法的混合梁斜拉桥合理成

桥状态优化方法。以混合梁斜拉桥主梁、桥塔的弯曲及拉压能量之和为目标函数，

以钢箱梁段竖向位移、桥塔水平位移、主梁上下缘及桥塔两侧应力、斜拉索索力及

其均匀性为约束条件，建立混合梁斜拉桥合理成桥状态的二次规划数学模型，采用

有效约束集算法进行合理成桥状态的优化。实例优化及比较结果显示，优化所得

成桥状态，主梁竖向位移-22~8 mm，桥塔塔顶水平位移为向主跨侧偏20 mm，结

构整体线形平顺；钢箱梁上下缘及钢桥塔两侧应力为-84.43~16.38 MPa，混凝土

主梁上下缘及混凝土桥塔两侧应力为-16.31~-0.003 MPa，结构内力及应力均与

无约束最小弯曲能量法计算结果相近；斜拉索索力为2061~2457 kN，其分布比无

约束最小弯曲能量法的计算结果更均匀，且边墩具有更大的压力储备，表明该方法

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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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1111--2020至至20142014--1111--3030））

1 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首座大型水电站开始发电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3日，历时近8年、总投资96亿元的藏木水电站首台机组正

式投产发电。这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建设的第1座大型

水电站，6台机组总装机容量51万 kW。藏木水电站第2台机组

将于12月中旬发电，6台机组2015年全部投产发电。藏木水电

站位于海拔3300 m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山南地区加查县境

内，设计年发电量25亿kW·h。

2 俄罗斯向国际空间站发射载人飞船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4日，俄罗斯航天部门在

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用

“联盟 FG”运载火箭将载人飞

船“联盟TMA15M”送往国际空

间站。“联盟”火箭于莫斯科时

间 00:01发射升空。此次前往

国际空间站驻站的3位宇航员

分别来自俄联邦航天署、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他们将

在太空工作169天，完成上百项科学实验并迎接多艘货运飞船。

图片来源：新华网

3 北斗系统首获国际组织认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4日，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第94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认可的航行安全通函，这标志着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取得面向海

事应用的国际合法地位。这是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标准首次

获得国际组织的系统认可，将促进北斗系统在国际海事领域的全

方位应用。

4 “菲莱”在彗星表面检测到有机分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1日消息，欧洲航天局的科学家证实菲莱号登陆器在降落

的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表面检测到了有机分子。含碳有

机分子是地球生命基础，这个发现可以为人类了解地球形成早期

的化学成分提供线索。菲莱的传感器在穿过了10~20 cm厚的

灰尘之后，触碰到了一层像冰一样坚硬的物质，这显示登陆的彗

星表面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柔软。

5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将赴西南印度洋科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2日20：45，向阳红09船靠泊

江阴苏南国际码头。此后 2天，它

将再次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赴西

南印度洋执行 2014—2015年试验

性应用航次第二、三航段任务。此

次，蛟龙号将前往西南印度洋中国

大洋协会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试验

性开展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调查与评价。预计2015年3月19
日返抵青岛。

图片来源：人民网

6 中国天河二号成为世界超算双料冠军 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1日消息，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

统，在国际TOP500组织首次正式发布的超级计算机高性能共轭

梯度（HPCG）基准测试排行榜上，位居世界第1。此前，由该组织

发布的第44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中，天河二号位居

榜首，获得“四连冠”。世界超算两项桂冠花落天河，标志着中国

超级计算机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7 快舟二号小型固体运载火箭创造我国航天发射最快纪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1日，快舟二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入轨。该卫

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主要用于各类灾害应急监测和抢险救

灾信息支持。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快舟小型固体运载火箭由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研制，采用国际首创的星箭一体化技术，创

造了我国航天发射的最快纪录。

8 陕西唐代墓葬发现大幅面山水画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3日消息，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考古人员自 3月

开始对西安市长安区大兆

街道办事处郭庄村的唐代

壁画墓进行考古发掘，墓

主人是闻名于世的画家韩

滉的父母。该墓的巨幅山

水图是目前发现的唐代墓

葬里幅面最大、最完整的

一幅山水画。专家认为该

壁画内容十分珍贵，它把

中国山水画历史从人们所

知的宋代提前到唐代。 图片来源：资料图

9 IPCC第5次评估报告：过去30年为1400年来最暖时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24日消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丹

麦哥本哈根发布了 IPCC第5次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报告确

认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气候变化，而气候系统变暖毋庸置疑。数据

显示：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0.85℃，在

北半球，1983—2012年可能是过去1400年中最暖的30年。

10 欧核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再发现2个新粒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2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科学家通过对大型强

子对撞机（LHC）从2011—2012年间对撞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了2个此前已被理论预测过但从未“现身”的亚原子粒子：Xi_b′和
Xi_b*。新粒子的质量约为质子质量的6倍，属于重子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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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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Inter⁃
stellar）近期上映后迅速引发观影热潮。

影片叫好又叫座不仅说明导演 ChristoChristo⁃⁃
pher Nolanpher Nolan的号召力依旧强大，而且还罕

见地在大众中间刮起一阵科学旋风。大

家走出电影院后，依然在热烈地讨论着

虫洞、黑洞、引力弹射、五维空间、时间旅

行等等这些曾经看起来距离我们生活非

常遥远的物理概念。宇航员通过虫洞前

往另一个星系寻找宜居星球这样一条故

事的主线也再次引发我们对地外生命的

关注：宇宙中的其他角

落是否存在生命？如

果存在，究竟在何方？

两位天体物理学

家最近的研究在大的

方向上为我们解答上

述疑问提供了参考。来自以色列耶路撒

冷希伯来大学的Tsvi PiranTsvi Piran和西班牙巴塞

罗那大学的Raul JimenezRaul Jimenez在预印本网站

arXiv.org上发表论文指出，在宇宙中仅有

10%左右的星系中可能存在类似人类的

复杂生命；同时在宇宙大爆炸发生后的

50亿年内，宇宙中的任何角落都不会有

生命（11月27日《中国科学报》）。

他们是在对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进

行研究后得到这些结论的。伽马射线暴

是来自天空中某一方向的伽马射线强度

在短时间内突然增强，随后又迅速减弱

的现象，主要有两种形式：短伽马射线暴

和长伽马射线暴。后者比前者更罕见，

持续时间更长，同时能量也高得多。低

强度、短时间的辐射不会对生命造成毁

灭性的影响，但是如果暴发的距离足够

近，持续时间较长，伽马射线就能够引发

一系列化学反应，进而破坏行星大气中

的臭氧层。在这些保护气体消失后，来

自行星母星的致命紫外辐射会导致行星

上的生命大灭绝。

最近研究发现，长伽马射线暴主要

发生在金属丰度较低的区域中，而星系

边缘地区受伽马射线暴的影响较中心区

域会更小。与银河系相比，大多数星系

要更小且金属丰度更低。这两位科学家

据此推测，90%的星系由于存在太多的长

伽马射线暴而无法支持生命的存在。同

时由于宇宙大爆炸后50亿年内所有星系

都是这个情况，因此在这一阶段宇宙中

不可能存在生命。

虽然目前这一结论只是两位科学家

的推测，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加以验证，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庆幸人类在

茫茫宇宙中能有地球这样一个家园，同

时更应该感受到保护这个家园的责任和

使命。《星际穿越》开篇表现的恶劣气候

和粮食减产让人印象深刻，这也成为影

片主人公离开地球寻找新家园的根本原

因。现在的地球当然没有影片中描绘得

那样糟糕，但是我们也逐渐可以感受到

气候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和居住的环境带

来的巨大影响。海岛即将消失、冰川已

经融化等等这样的新闻已经不绝于耳，

科学家的研究也不断揭示出气候变化对

植物和生态的影响。

由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大学（Uni⁃
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科学家组成的

研究小组近期在PLOS ONE上发表论文

指出，气候变化可能会加重植物的致敏

性。这项研究表明，当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增多时，致敏性植物会产生更多的花

粉。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约为

400 ppm，而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

称，这一浓度必须控制在450 ppm以内才

能避免许多严重的后果。如果浓度上升

到这一危险值的话，一个直接的结果就

是花粉量会增加 25%，这无疑会给对花

粉过敏的人带来更大的痛苦（11月 5日

The Washington Post）。

最近另一项研究同样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一个英国的研究小组在 Current

Biology上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

发现气候变化可能破坏蜜蜂与植物之间

的关系，即更温暖的春天会导致蜜蜂的

生命周期发生变化，而这会让蜜蜂与靠

蜜蜂授粉的植物不能同步（11月11日《中

国科学报》）。

研究人员将一种独居蜜蜂的记录与

早花蜘蛛兰的开花时间的记录以及英国

气象局的气候记录进行了比较。该研究

发现春天气温每平均上升 1℃，雄性蜜蜂

在附近飞行的时间会提早 9天。与此同

时，雌性蜜蜂出现稍晚于雄性，接近兰花

授粉时期的峰值。该研究首次证明了气

候变化将导致一种植物与其传粉者之间

关系的变化，而如果这种长期建立起来

的关系被进一步改变，可能会带来严重

后果，届时蜜蜂将无食可觅。

如果我们现在就能认识到气候变化

问题的严峻性并立刻行动起来，那么在

可以预见的未来影片中所描述的毁灭性

灾难不会发生，人类

也不会为了寻找新的

家园而一定要离开地

球。不过，这并不是

说我们就要停止发展

空间技术的脚步，因

为空间技术不仅能帮助我们离开地球，

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身处的宇

宙。

11 月 25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在国际空间站上使用 3D打印技

术成功打印出印有“MADE IN SPACE/
NASA”字样的铭牌，这也让科学家和工

程师们看到了空间站自我打印零部件的

希望（11月 27日科学网）。这台 3D打印

机由美国“太空制造”公司设计制造，并

由宇航员 Barry WilmoreBarry Wilmore于 11月 17日安

装在国际空间站上。这件作品将于2015
年被送回地球，供NASA的专家进行测试

和研究。如果3D打印技术被证明在失重

状态下同样可靠的话，那未来在太空探

索中的应用前景就不可限量，在空间站

建设和维护以及建立月球或者火星基地

时都可以大展身手。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星际穿越》这

部影片，在强大的明星阵容、炫目的视觉

效果和跌宕的故事情节之外，也许影片

留给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对空间技

术的展望以及对宇宙中的生命这样终极

问题的思考会显得更加珍贵。同时影片

主人公 Joseph CooperJoseph Cooper和 Amelia BrandAmelia Brand身

上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值得我们去体会，

毕竟这是一种人类面对困难、战胜危机

的强大力量。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星际穿越星际穿越》》背后的科学与思索背后的科学与思索

在影院火爆的票房和影迷热烈的讨论之外，电影《星际穿越》

还留给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对空间技术的展望以及对宇宙中

的生命这样终极问题的思考。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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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如果我国的研究经费申请及使用方

法不改变，则绝大部分科研经费仍将主

要用于资助能写 SCI论文的科技人员。

若高校也只强调写SCI论文为主，则实际

工程应用研究开发能力也会下降，相应

的专业课的师资，慢慢就会演变成只会

写 SCI论文，与国内的产业状况严重脱

节，将难以培养出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与

实际工程应用能力的科技人才。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教授 汪晓军汪晓军

《中国科学报》[2014-11-21]

目前，车内空气污染问题成为继我

国装饰装修和家具污染、室内环境中的

PM2.5污染之后第3大危害人体健康的室

内环境污染问题。车内空气中存在的挥

发性有机物有上百种之多，包括烃类、醛

类、酮类物质等。由于汽车经常开窗通

风以及大气的扩散作用，PM2.5会进入车

内，导致车内空气质量下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炮兵工程设第二炮兵工程设

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侯立安侯立安

《中国科学报》[2014-11-24]

只有最严格的，甚至超过欧美国家

的排放标准才能控制PM2.5在内的大气环

境污染。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污染

状况更加复杂，燃煤排放和机动车排放

的叠加让污染治理更加棘手。中国在执

行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下，污染情况将有

望在2年之后开始好转。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院士院士 丁仲礼丁仲礼

科学网 [2014-11-24]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不仅是数量第

一，而且，相较以往，现在国内本土专利

申请量也超过国外来华的专利申请量。

虽然我国专利在国内的申请量很大，但

真正能够走出去的却很少。国外对我们

本土的专利并不十分认可。我们专利的

实施率、转化成生产力的水平依旧较低，

因此，不要单纯拿数量“论英雄”。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系主任 李顺德李顺德

《中国科学报》[2014-11-24]

食品添加剂在中国被妖魔化了，规范

使用添加剂不会危害身体健康。食品添

加剂和非法使用添加剂是两个概念，界线

很重要。真正由食品添加剂引发的食品

安全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食品安

全总体合格率达到90%，北上广达9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研究员研究员 陈君石陈君石

南都网 [2014-11-23]

中医药学作为传统医学的突出代

表，是目前保存最完整、影响力最大、使

用人口最多的传统医药体系。它植根于

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惠及东方、影响世

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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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网 [2014-11-24]

正如计算机刚研制出来的时候主要

用于大型计算，随后逐渐进入家庭一样，

未来机器人产品也会从工业应用走入千

家万户。从与人类生活结合更为紧密的

角度讲，机器人发展的趋势应该是高度

的智能化、具有综合服务能力的、以人为

中心的甚至具有类人思维能力的类人机

器人。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副研究员 曾毅曾毅

光明网 [2014-11-24]

预测到 2025年中国制造业可进入

世界第2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
年将位居第2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

制造强国；2045年可望进入第1方阵，成

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

———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济周济

《科技日报》[2014-11-24]

如果用以前的地质理论和观念，现

在很多的非常规油气是无法发现的。创

新的观念是打开非常规油气宝库的一把

“金钥匙”。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非常规天然气非常规天然气

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院副院长 姜振学姜振学

《科技日报》[2014-11-25]

博士研究生阶段是创造力最旺盛、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时期，国内外许多

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都源自博士研

究生在实验室的创新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侯建国侯建国

《中国青年报》[2014-11-23]

我支持并赞成具有高等学历之才

俊，厉行于生产一线，使所学理论知识运

用于生产实际，这不仅不是轻用人才，反

而是历练和造就能担当未来大任的精英

之正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

卢强卢强

《中国青年报》[2014-11-24]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我热爱科

学研究，所以整个身心全都投入了进

去。做学问应该像激光那样，方向性强、

单色性好、能量集中，集中精力做一件事

直至完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欧阳晓平欧阳晓平

《中国科学报》[2014-11-24]

几十年来，使自己忘我以求、锲而不

舍的动力，可说只是“兴趣”两字。因为

有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当我数十年如一

日孜孜不倦地探索学问上的真理时，就

会因为有了一股莫大的、自发的热爱情

感而痴心、入迷。科研已成了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每天要吃饭、要睡

觉一样。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岩土同济大学岩土

工程研究所教授工程研究所教授 孙钧孙钧

中国岩土网 [2014-11-21]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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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引进人才科研经费海外引进人才科研经费““挪用挪用””纠纷纠纷
2014年 10月 24日，Science发表专题

文章“Show me the money: A bitter dis⁃
pute laysbare questionable practices in
China’s foreign-talent programs”，报道称

曾为华南师范大学引进人才的英国圣安

德鲁斯大学Ulf LeonhardtUlf Leonhardt质疑其在华南

师范大学的科研经费遭“挪用”。华南师

范大学否认这一说法，双方各执一词，一

场纠纷就此引发。

中止合作的“千人计划”入选者

2012年9月，以隐形斗篷理论框架概

述引起关注的理论物理学家Leonhardt受
邀为光电中心特聘教授，他每年在此从

事科研工作3个月，全年报酬共计人民币

40万元，合同为期 5年。加入光电中心

后，除了每月丰厚薪资，光电中心还帮助

其申请到 2个人才计划：“千人计划”，在

中国兼职工作至少3年的外国人才，可获

得一次性50万元的安置补贴；广东省“领

军人才”计划，提供 100万元的一次性补

贴，外加不超过 500万元的 5年期研究经

费。

但合作开始不久，Leonhardt便发现

合同有不妥之处，于是聘请律师团队进

行调查，结论认为，Leonhardt的科研经费

可能被不合理使用。加之对经费管理等

方面的看法存在分歧，2014年1月15日，

Leonhardt向华南师范大学及光电中心寄

去合同终止函。光电中心希望与 Leon⁃
hardt协商处理并继续合作，遭到拒绝。6
月 26日，华南师范大学正式解除聘任合

同。

研究经费是否被挪用

原本该是一项愉快的合作，但高昂

补贴及巨额研究经费的获得刚刚开启合

作序幕，经费如何使用与管理就成为双

方争论的焦点。

Leonhardt对即将开始的兼职工作已

拟定好研究主题，对研究经费也作了规

划：“领军人才”500万元经费大部分用来

支付他的报酬和日常开支，剩下 150万

元，可支付差旅费并邀请招待研究人员

来访。然而，加入团队不久，Leonhardt便
质疑光电中心将500万元经费挪用。

Leonhardt称，工作开始之前，光电中

心就用“领军人才”经费购买了直线电机

平台和控制器、单色仪、激光器、4台手提

电脑，共计 71万元。Leonhardt说，“我计

划的理论研究并不需要这些设备。”

Leonhardt还指控光电中心利用他的

名字编造项目、骗取经费。为“领军人

才”准备的预算显示，500万元研究经费

中有 270万元将用于“领军人才”申请书

上列出的第3项课题──“超分辨率显示

和超材料”，以购置光谱设备等器材。Le⁃
onhardt说，他从没见过此申请和预算。

对此，Leonhardt接受《中国青年报》

采访时表示：“不只我被愚弄了，政府和

资助部门也被愚弄了，从长远来看，他们

将为科研腐败、滥用研究经费付出惨痛

代价。”

然而，对于 500万元科研经费，光电

中心表示有自己的预算。光电中心认

为，Leonhardt申请的“领军人才”计划是

团队项目。按照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

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工作经费由用人

单位根据领军人才在研项目的实际需

要，与“领军人才”共同研究确定工作经

费的安排使用。华南师范大学对 500万

元经费实行专项管理。Leonhardt经费的

预算主要用于人员费、设备费、出版文献

信息费、会议差旅费、能源材料费、试验

外协费、项目管理费。

光电中心成员黄雯黄雯代表中心回应

称，虽然 Leonhardt是“领军人才”研究项

目的负责人，但这是团队项目，既需要他

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光电中心的全职员

工展开工作。

对此，中国科学院大学副研究员赵赵

燕燕告诉《科技导报》，经费使用的争议来

自地域差异产生的不同观念，“中国学者

的理解是：帮助 Leonhardt申请到的资助

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团队共同拥

有。但是外国人认为只要按照事先拟定

的合同去做，就足够了。这是契约意识

的问题。我们则更在意模糊契约。”

“经费应该按照预算使用。以我的

经历来看，澳洲绝大部分科研经费的使

用和预算相同。特别是非预算项目的费

用，不能从该经费中支出”，而谈及挪用

经费的问题，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研究

员喻海良喻海良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

挪用科研经费的现象在国内科学界比较

普遍。“很多人认为在科研经费使用过程

中，只要是‘真实’用于‘科研’就可以

了。例如，用甲项目经费去购买乙项目

需要的设备。这是典型的‘挪用科研经

费行为’。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无经费

管理意识的行为。”

除了经费使用无法达成统一，双方

对经费管理亦存在分歧。leonhardt曾签

署的中文版文件显示：光电中心行政副

主任李军李军可以在 Leonhardt不在广州时，

以他的经费购买设备。但光电中心给 le⁃
onhardt的文件英文版只写明，李军可以

在其外出办事时签署与 leonhardt的经费

有关的财务文件。

对此，光电中心何赛灵何赛灵表示：“在中

国，必须‘灵活’处事，事情未必按规矩

办，但并无恶意。”光电中心成员表示：le⁃
onhardt前期同意如此安排，他罔顾中心

给他的帮助，他每月收到133333元，并不

关心具体细节。

对此，喻海良表示，科研经费使用很

难“制度化”。限制过死会对科研进展产

生负面影响。限制过于宽松，则会造成

“挪用”现象。

海外引进人才计划自实施至今，取

得很多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引进高层次

人才方面，谈及如何应对该计划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科研经费使用及管理等方面

的问题，喻海良表示，一方面要提高科研

人员的业务意识与修养，让他们懂得什

么情况属于“挪用”经费，绝大部分人都

是无意识行为。此外，若批准经费等于

预算经费，应严格按照申请时的经费使

用。如果批准的经费额度低于预算经

费，负责人可以在“预算项目”内自由支

配经费。而对于不合格的人员，国家应

及时劝其退出海外引进人才计划团队，

以维护该计划的声誉，否则，不少人员会

认为该计划成为国外极个别学者和极个

别大学合伙“套取巨额科研经费”的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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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中国力学学会 2014
年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九届、第十

届理事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市开幕。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尚

勇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杨

卫卫，上海市副市长赵雯赵雯，中国力学学会

第九届理事会理事长胡海岩胡海岩、副理事

长刘人怀刘人怀、上海大学校长罗宏杰罗宏杰等出

席并致辞。大会选举杨卫为中国力学

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长。

中国力学学会 [2014-11-19]

“百人计划”20周年

交流研讨会举行

11月25日，中国科学院第四届人才

发展主题活动日暨“百人计划”20周年交

流研讨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

长、党组书记白春礼白春礼出席会议并发表讲

话。2014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海外

评审专家”代表、海外优秀青年人才代

表、中国科学院新入选的“百人计划”和

“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及院内优秀人才

代表等共300余人参加。会上播放了“百

人计划”20周年纪念片；对 2014年度终

期评估优秀的“百人计划”入选者代表进

行了表彰；不同时期的“百人计划”优秀

入选者代表朱日祥朱日祥、朱永官朱永官、刘继峰刘继峰受邀

进行交流发言，介绍在“百人计划”支持

下的成长经历。大会以隆重简朴的形式

对“百人计划”20周年进行了回顾和纪

念。

中国科学院网站 [2014-11-26]
第三期中国科协科技期刊

主编（社长）沙龙举办

11月21日，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主办、中国煤炭学会承办的第三期中国

科协科技期刊主编（社长）沙龙在北京举

办。来自有关科研院所、高校、出版机构

的专家学者和国内有关英文科技期刊的

主编、社长等约 60人参加，沙龙主题为

“如何加快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

进程”，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宋宋

军军、刘兴平刘兴平出席活动。

本期沙龙针对国外英文科技期刊办

刊模式、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化途径

以及如何提升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

影响力等议题进行热烈讨论，并一致认为

办好英文科技期刊是我国科技期刊工作

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

化不仅要体现在期刊的内容和形式上，更

要体现在服务的国际化上。同时，与会代

表就不同类别的英文期刊，如基础研究类

和工程技术类期刊应有不同的国际化办

刊模式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11-27]
2014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举办

11月 15—16日，由中国农学会、中

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共同主办的

2014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在昆明召

开。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学会会长张张

桃林桃林，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仇和，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刘旭刘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文华李文华、程顺和程顺和、陈温福陈温福、喻树喻树

迅迅、朱有勇朱有勇等出席论坛。张桃林作题为

“加强资源环境保护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大会报告。仇和介绍了云南发展

高原特色农业的情况。刘旭、朱有勇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周东周东

美美分别作“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的多功能

性”“作物多样性调控病虫害技术体系构

建及应用”“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土壤环境

问题”的学术报告。此次论坛以农业生

态文明建设为主题，设有大会报告和5个

分会场学术交流，安排了70多个学术报

告和一系列研讨交流，来自全国的500余

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中国农学会 [2014-11-25]
“吴阶平-保罗·杨森

医学药学奖颁发

被称为“中国医药最高荣誉”的“吴

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简称“吴

杨奖”）11月27日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

13位专家学者获奖，吴杨奖名誉主席、十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桑国卫，

吴杨奖共同主席、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

医院协会会长黄洁夫黄洁夫，吴杨奖共同主席、

北大药学院教授张礼和张礼和等致辞。数百位

医药卫生界人士参加仪式。

吴杨奖设立于1994年，20年来奖励

了中国临床医学、药学和卫生学领域300
多位杰出学者。今年新增“基础医学”奖

项，清华大学施一公施一公、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所邵峰邵峰获奖。此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曹彬曹彬等获得临床医学奖，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李波李波等获药学

领域奖，新疆医科大学姚华姚华等获公共卫

生奖，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陈春明陈春明获特殊贡献奖。

赛先生微信公共账号 [2014-11-27]
14位中国大陆科学家

新当选 IEEE会士

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IEEE）公

布2015年度新当选的 IEEE会士名单，其

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蔡宁蔡宁、东南大

学教授程明程明、东南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崔铁军崔铁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范平志范平志等

14位科学家来自中国大陆。IEEE是目

前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

其会员人数超过 40万人，遍布 160多个

国家，在电气与电子工程、计算机与控

制、通信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IEEE 会士是该组织授予其会员的最高荣

誉，每年当选人数不超过 IEEE会员总人

数的0.1%。

科学网 [2014-11-27]
王中林获

2014材料领域“世界技术奖”

11 月 14 日，世界科技联席组织

（World Technology Network，简 称

WTN）宣布，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

系统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王中林王中林当选2014
年度材料领域“世界技术奖”（World
Technology Awards in Materials）的唯

一获奖人。该奖专门奖励在科技领域作

出具有深远意义创新工作的领军科学家

和组织。

“世界技术奖”是涵盖材料、生物、通

信、环境、信息等 20个领域的世界级奖

项，其材料领域奖项的历届获奖名单包

括多位材料科学领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或化学奖得主。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

研究所网站 [2014-11-19]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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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英国皇家学会系列化学活动英国皇家学会系列化学活动

超临界流体——用于绿色化学的

绿色溶剂？
超临界流体（SCF）是公认的，对发展

可持续和绿色的化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的溶剂，广泛应用于学术界和工业界，常

用于化学合成、提取和分析等（图1）。

诺丁汉大学化学院教授、葛兰素史

克碳中和实验室总监 Peter Licence和

利物浦大学化学系教授Andrew Cooper
共同组织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探讨超

临界流体的未来。Peter Licence的核心

研究课题是超临界流体和室温离子液体

等替代传统溶剂的溶剂系统，同时开发

它们特殊的物理特性，发展对环境无害

的材料和产品，推动高效，清洁的化工行

业发展。Andrew Cooper的研究方向为

聚合材料、多孔有机笼、晶体工程、超临

界流体、二氧化碳捕集、能源生产用材料

和高通量材料的方法学等。

本次研讨会将于 2015年 4月 13—
14日于伦敦皇家学会举办，具体议程安

排将在近期公布，会议将出版专题论文

发表在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A杂

志。

https://royalsociety.org/events/2015/
04/supercritical-fluids/

化学真的这么难吗？
化学的发展道路很少为外人所欣

赏。然而化学支撑着许多学科，小到基

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食品和运动科学，

大至宇宙和行星科学。那么，为什么公

众对于化学的印象没有发生过改变呢？

人们对于化学的联想通常是困难、抽

象和危险。化学家经常使用爆炸和冒泡

玻璃器皿的视觉景象来推广他们的研究

对象，因此，公众对化学的视觉印象并不

能使人们了解该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本次法拉第奖主题演讲中，获奖

者、伦敦大学学院化学系教授 Andrea
Sella（图2）认为，化学家自己是造成这种

印象的“罪魁祸首”。化学家需要用新的

方式来谈论化学这个主题，尝试向他人

诉说一些深入在实验研究背后的故事。

在本次主题演讲中他将探讨如何使

化学成为一种对智力的挑战，不仅可以

在实验中应用，化学也向人们揭示一些

最深处的科学之谜，比如生命的起源和

生物格局的形成之谜。Andrea Sella的

研究方向主要是镧系复合物的合成及其

电子结构，尤其是铈（IV）复合物的结构。

同时他也涉足半导体介孔材料的低温模

板合成，包括二氧化钛、硅和锗。

https://royalsociety.org/events/2015/
02/faraday-prize-lecture/

催化改变社会
催化行业成功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造

福 社 会 。 由 皇 家 学 会 院 士 Graham
Hutchings教授、皇家学会院士Richard
Catlow 教授、Christopher Hardacre 教

授和Matthew Davidson教授组织的“催

化改变社会”研讨会将于 2015 年 6 月

8—9日在伦敦皇家学会举办（图3）。

本次会议将讨论催化剂设计上的最

新进展，特别是应用于水净化等非传统

应用领域的改进催化剂。会议组织者将

集结广义催化领域（异质、同质和生物）

的科学家、桥接化学家、工程师、生物科

学家和理论家等共同探讨这一主题。

本次活动的组织者Graham Hutch⁃
ings教授现任职于卡迪夫大学，从事多

相催化领域逾35年，金催化的创始人之

一，发表论文和专利超过530篇，是催化

剂领域的领军人物。Richard Catlow教

授现任职于伦敦大学学院化学系，研究

工作主要结合计算机模拟和实验技术来

探索复杂材料的结构、性质和反应性。

Christopher Hardacre教授现任职于英

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化学与化学工

程学院，研究内容广泛涵盖液体和气相反

应催化、材料结构和用于化学加工的离子

液体。Matthew Davidson是英国巴斯大

学化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基础结

构和键合、用于有机转化的试剂和催化

剂，及其在可持续化学中的应用。

本次活动具体议程安排将在近期公

布，会议将出版专题论文发表在 Philo⁃
sophical Transactions A杂志。

https://royalsociety.org/events/2015/
06/catalysis-sm/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2 演讲者Andrea Sella教授

英国皇家学会经常举办公开讲座、学术会议和各种主题展览，大部分活动都面向公众开放，可以免费参与。在2015年，

英国皇家学会将邀请与化学相关的科研人员进行一系列化学相关的活动。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为读者介绍其中

的3项活动。

图1 超临界流体

图3 Pompom-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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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光伏发电与抽水蓄能组合的关于发展光伏发电与抽水蓄能组合的
太阳能电站的建议太阳能电站的建议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丁光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安徽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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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然而，20世纪中期之后，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常规的能源是有限的，人们渐渐把目光投向了可再生能

源。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社会不仅要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还

要更加重视保护环境，尽可能多地用洁净的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每秒钟到达地面的能量高达

80万kW·h，它用之不竭并且清洁安全，可以直接利用，无需运输

开采且不造成任何污染，因而，世界各国都将发展太阳能等新能

源作为重要的战略选择。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太阳能也

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分散性和不稳定性，使太阳能的大

规模应用增加了难度。目前，外太空的太阳能利用，分散的小型

用电器的太阳能利用以及住宅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利用等都

在发展，但是，大规模的能够平稳持续发电的太阳能电站建设却

很困难。

发展太阳能产业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创新很多方面的技术，

但是，当前这一系列的技术中“短板”何在？专家指出，可再生能

源发展到今天，下一步的技术重点是找到一种既可以实现电站

级储能又可以实现成本可控的技术。传统的蓄能装置（例如飞

轮、蓄电池等）对于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站而言，显然是不可行

的。在工程实践中，一般有这样的经验：某种技术的重大创新和

一些原有技术的重新组合都能够突破困境；对一个技术路线，如

果只从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孤立地讨论，或许不是可取的，但是，

如果综合起来考虑，则是可行的，甚至是最佳的。我们可以把光

伏发电和水力发电组合起来，借助抽水蓄能技术来突破建设大

规模太阳能发电站的储能薄弱环节。下面将从几个方面论证此

方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传统的抽水蓄能电站是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抽水至

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水库发电的水电站。在

发展新能源时，由于抽水蓄能电站是电力系统中可靠、经济、寿

命长、容量大、技术成熟的储能装置，故在风能和核能中已经得

到重要的应用。对于太阳能发电的不稳定性，可以利用抽水蓄

能的方法来解决，运行方式如下：光伏组件发电—将下水库中水

抽到上水库—上水库放水发电—向电网输送电能。这种光伏发

电和水力发电的组合中，光伏发电本身带有起伏性、间歇性，甚

至随机性，而水力发电本身则是连续的、稳定的、全天候的，通过

两者的结合，光伏发电得到的电能将以水体的势能储存起来，庞

大的水库水体平抑了太阳能的起伏，保证了输出的水力发电是

平稳的、连续的。显然，这种光伏和水力组合发电站与通常的抽

水蓄能电站运行存在区别，后者在用电低谷时抽水储能，用电高

峰放水发电，主要用于电网调节；前者水力发电则是持续的，主

要将不稳定的光伏直流发电变换成平稳的交流电力。基于这种

储能方式上的组合电站，具有以下优势。

1）光伏发电技术和抽水蓄能电站都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它

们的组合方式是前后相继，没有交叉重组，同时由于相关的工程

建设与管理也比较成熟，这就极大地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前期

投入。

2）地面上的太阳能辐射能流密度低，因此，在利用光伏发

电时，要想得到一定的功率，需要面积相当大的光伏组件，并且

占地较多。但是，若与抽水蓄能电站组合，库区本身就是光伏电

站用地，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特别是，如果利用原有抽

水蓄能电站建设光伏电站，那就不需要另外的用地。此外，这种

组合电站还可以通过适当改造大量中小型水库来建设太阳能电

站，因此光伏发电的用地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从而大大降低建设

成本。

3）光伏发电是直流电，很多用电器却要求交流电，如果再

并入电网，则在光伏发电系统中必须配置逆变器；而在光伏水力

组合发电系统中，输出的本身就是交流电，因此逆变器和对应的

控制装置不再需要，这样既降低了成本，也便于管理。

4）太阳能的部分不稳定性源于气象影响，阴雨天太阳辐射

的降低，会导致水库中抽水量的减少，但是，雨水却自动起到了

天然的补偿作用。

5）太阳能发电对于偏远乡村山区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地区

可以结合水利工程建设光伏水力组合电站，而依靠光伏发电的

电力提水设施，也有助于水利工程发挥效益。

综上所述，通过抽水蓄能电站方式能够解决大容量光伏发

电系统的储能问题，建设光伏和水力组合太阳能电站，不仅技术

上可行，而且经济上合理，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能源发展之

路。在较短的时间里，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快速成长，特别是，光

伏电池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世界第一，光伏发电也在高速增长，但

是，其发电规模仍然不大，电池电站“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情

况亟待改善，应尽快加强更加经济、更加环保的光伏发电的研究

与建设。我们呼吁积极的政策及时扶持，适当的资金和智力及

时投入，使这种非常环保的光伏发电与抽水蓄能组合的太阳能

发电站快速发展起来，更好地解决中国的环境与能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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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人肠道产柚苷酶菌株分离、鉴定及其
对柚皮苷的转化特性

河北农业大学陈静陈静和王秀伶王秀伶等从健康人

肠道微生物菌群中分离能将柚皮苷高效转化

为柚皮素的特定细菌菌株。根据 16S rDNA
序列及相关生理生化特性分析，对所分离的

柚皮苷转化菌进行菌种鉴定，并测定转化菌

株对底物柚皮苷的转化动态和转化能力。分

离得到4株能将柚皮苷转化为柚皮素的细菌

菌株，将其分别鉴定为布劳特氏菌（AUH-
JLD3）、肠球菌（AUH-JLD7）、拟杆菌（AUH-
JLD104）和巴氏链球菌（AUH-JLD109）。

转化动态研究结果表明，所分离的4株细菌菌株均能在12 h内

将0.2 mmol/L底物柚皮苷转化为柚皮素；转化能力测定结果显示，菌

株AUH-JLD3、AUH-JLD7、AUH-JLD104及AUH-JLD109能够高

效转化底物柚皮苷的最大浓度分别为 0.2 mmol/L（平均转化率

66.67%）、0.8 mmol/L（平均转化率86.49%）、0.2 mmol/L（平均转化

率73.68%）以及1.6 mmol/L（平均转化率93.20%）。本研究首次从

人肠道菌群中分离得到4株能将柚皮苷转化为柚皮素的细菌菌株，其

中巴氏链球菌AUH-JLD109对底物柚皮苷转化能力最强。

《微生物学报》[2014-11-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编辑部 张晓丽

基于3D打印技术的岩体复杂结构与
应力场的可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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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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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模型打印与应力

冻结技术相结合为实现地下岩体

内部复杂结构与三维应力场分布

的定量表征与可视化以及印证数

值模拟结果提供了新途径。

《科学通报》[2014-11-12]

内蒙古隆起晚古生代构造隆升的

沉积记录
内蒙古隆起位于华

北克拉通与兴蒙造山带

的过渡部位，受古亚洲

洋俯冲、闭合过程的影

响，在晚古生代发生了

重要的构造隆升。华北

盆地北缘紧靠内蒙古隆

起，其晚古生代沉积记录了内蒙古隆起的

构造活动历史。本研究对盆地冀北—辽

西地区的晚石炭—中三叠世地层进行了

详细的沉积体系分析和物源研究。

结果表明：盆地由远滨—滨岸、扇三

角洲、三角洲、河流4种沉积体系充填而

成，总体上经历了由海陆交互到陆相的

进积充填过程；古水流数据、碎屑锆石

U-Pb年龄和Hf同位素表明盆地物源来

自内蒙古隆起，源岩由中上元古界碎屑

岩和碳酸盐岩、寒武—奥陶系碳酸盐岩、

晚古生代岩浆岩以及少量前寒武结晶基

底组成；根据沉积体系和物源变化将盆

地划分为3个充填序列，这些序列记录了

内蒙古隆起的隆升和侵蚀过程。

《地质学报》[2014-11-20]

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测定

保健酒中16种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研究人员建立了保健酒中16种邻苯

二甲酸酯类物质（PAEs）的气相色谱－三

重四极杆质谱（GC-QQQ-MS）测定

法。样品采用正己烷提取，使用 GC-
QQQ-MS测定，监测方式为选择离子监

测（SIM），利用保留时间和碎片离子丰度

比值判断定性结果，利用特征离子质量

色谱峰面积－浓度标准曲线法定量，并

用建立的方法分析了81批实际样品。

实验结果表明：目标化合物特征离

子质量色谱峰的峰面积

与其质量浓度在各自的

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

好（r2≥0.9959）；在 低 、

中、高3个浓度的添加水

平下样品加标回收率除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甲 酯

（DMP）为 52.3%~58.7%外，其余 15 种

化合物为 88.6%~107.3%，相对标准偏

差（RSD，n=6）为 0.1%~6.8%。该研究

方法具有灵敏、简单、准确、线性范围宽

等优点，可满足保健酒中邻苯二甲酸酯

类物质的检测需要。《色谱》[2014-11-08]

不同土壤条件下节水灌溉对

棉花产量和灌溉水生产力的影响
在黑河中游边缘绿洲田间试验研究

不同肥力和粒级组成梯度的5种土壤（砂

土S1、S2，壤砂土S3和砂壤土S4、S5 3
个质地类型）条件下节水灌溉对棉花产

量及灌溉水生产力的影响，设3个灌溉水

平分别为：常规充分灌溉（I1）、减量

10.5%节水灌溉（I2）和减量 21.0%节水

灌溉（I3）。

结果表明，与充分灌溉相比，减量

10.5%和21.0%的节水灌溉，在棉花不同

生育期的地上单株生物量和叶面积及收

获时的茎干生物量有所降低，但籽棉产

量有所增加；土壤质地与灌溉量对棉花

霜前花率、生物量及产量有显著的交互

效应。节水灌溉可显著

提升棉花的灌溉水生产

力，在水资源紧缺的边

缘绿洲区，对新垦的砂

质土壤种植耗水量较低

的棉花并进行节水灌溉

管理，是实现区域节水

和土地合理利用的适宜选择。

《土壤学报》[2014-11-11]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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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研究实现人工构建自组装多酶体

在自然界，细胞通过漫长的进化获得了许多按一定空间结构组装在一起的多酶复合体，在这些复合体中，

酶与酶之间可以形成底物通道，减少中间产物（尤其是有毒物质）的扩散，以达到高效的胞内催化功能，在细胞

代谢过程和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模拟天然的多酶复合体，在胞内人工构建超分子多酶体，是生物催

化和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华东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自组装超分子多酶体的研究中取得

重要突破。研究成果发布在10月15日的Angewandte Chemie上。

为解决如何实现多聚体酶精确组装的问题，研究人员选择了2个异种微生物来源的多聚体酶作为技术模

型，利用蛋白质自身同源自聚特性以及相互作用蛋白结构域和其配体的异源相互作用特性，采用生物技术，成

功实现了这2个多聚体酶在胞外和胞内的自组装，得到了结构高度有序的层状超分子多酶体。与未组装的酶

相比，无论是催化性能还是蛋白质稳定性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中国科学报》[2014-11-22]

杂环化合物碳－氢键官能团化

获突破
杂环化合物广泛

存在于药物分子中，在

药物合成和发现过程

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杂环的存在不

仅能够影响药物分子

与受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而且有利于提高药物分子的溶解

度。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余余

金权金权、戴辉雄戴辉雄以N-甲氧基甲酰胺为导向

基团，采用零价钯作为催化剂，通过绿色

环保的空气为氧化剂，现场生成具有催

化活性的二价钯物种，实现了杂环化合

物碳-氢键官能团化新突破。研究成果

于11月10日在线发布在Nature上。

研究人员构建的催化体系实现了56
个杂环化合物的碳-氢官能团化反应，显

示了对杂环中N、S、P等原子的容忍性和

底物结构的兼容性，很好地克服了这些

杂原子对反应区域选择性的影响。该反

应打破了碳-氢键活化中传统的选择性

规律，实验中表现出很高的催化效率以

及原子经济性，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有

望在药物分子多样性合成及修饰方面实

现应用。

《中国科学报》[2014-11-24]

科学家解释老年人癌症多发原因
老年人往往是癌症的高发人群。美

国卡内基研究所华人科学家郑诣先郑诣先的研

究团队发现，一种叫做B型核纤层蛋白的

蛋白质数量减少可能是“罪魁祸首”。研

究成果发布在11月6日的Cell上。

人衰老过程中，

免疫器官会衰老，这

个过程被称为免疫衰

老。免疫衰老会诱导

全 身 性 炎 症 反 应 升

高，导致包括癌症在

内的多种疾病。研究

人员对野生型果蝇的免疫器官脂肪体进

行观察发现，“年老”果蝇可能出现小肠

恶性增生，是因为果蝇衰老过程中其脂

肪体细胞中的B型核纤层蛋白会逐渐减

少。

这一发现表明，哺乳动物衰老过程

中免疫器官的衰老可能与B型核纤层蛋

白水平降低有关。免疫器官衰老在导致

炎症反应升高的同时，可能会导致小肠

等器官内局部免疫反应失控，进而导致

器官功能紊乱。这项研究成果为解释老

年人体内出现的全身性慢性炎症和癌症

发病率升高提供了一种可能。

新华社 [2014-11-27]

调节蛋白或可降低心血管疾病

截肢风险
外周动脉病变是导致腿部截肢的一

种常见病因。一种与新血管生成有关的

蛋白质或许可以降低此类疾病带来的外

周动脉病变乃至截肢风险。研究成果发

布在11月2日的Nature Medicine上。

英国诺丁汉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重点考察了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对此类疾病的影响。这种信号

蛋白以 2种形式存在，分别发挥 2种作

用，既可以促进新血管生长，也可以抑制

其生长。研究发现，在外周动脉病变患

者体内，这种蛋白全部以抑制血管生长

的形式存在，导致堵塞的股动脉周围无

法形成新的血管以缓解血流不足造成的

腿部组织缺血。研究人员给肥胖或患有

糖尿病的实验鼠体内注入一种抗体，发

现这样可有效阻止抑制血管生长的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形成，使其发挥促进血管

生长的作用。

此项研究为治疗外

周动脉病变找到了新的

标靶，通过操纵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改善腿部

血液供给，降低组织坏

死导致的截肢风险。

新华网 [2014-11-22]

计算生物学新模型揭示植物无融合生殖遗传机理

无融合生殖是植物不经过精卵融合而产生种子的一种现象。通过无融合生殖产生的子代，具有与母本完

全相同的基因型，因而能有效地利用杂种优势，并保持世代的遗传稳定性。近年来，无融合生殖还被认为是植

物对特定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具有不可替代的进化作用。北京林业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研究出具有原创性的

计算生物学新模型，首次用统计方法揭示了植物无融合生殖的遗传机理，探讨了仅用实验手段无法回答的复

杂生物学问题。研究成果于10月30日在线发布在New Phytologist上。

研究人员利用新模型对2组正反交作图群体数据进行基因定位分析，发现了影响无融合生殖的基因，验

证了中国山核桃与美国山核桃在种子无融合生殖比率中存在的差异。新的模型对无融合生殖机理的发现与

许多早期实验结果相吻合，将有利于发现更多未知的东西。 《中国科学报》[2014-11-20]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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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宇宙能源的来源及未来之路宇宙能源的来源及未来之路

[英] 加里·麦克拉肯、[英] 彼得·斯托

特 著，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译。原

子能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定价：

4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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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给地球带来了光和热，使地球

生物得以繁衍生息。太阳为何可以日复

一日、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

量？这一问题曾长期困惑着科学家们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太阳内部一

定存在一个能量源，其产生的能量总量

等于太阳外表辐射的能量总量。直到20
世纪早期，物理学家提出了“核聚变”这

一概念，太阳发光发热、维持能量输出的

原理才为人们所知晓。聚变，不仅是太

阳的能量来源，也是整个宇宙运转的能

量来源。《宇宙能源——聚变》一书便对

此作出了完美诠释。

该书以非常通俗的语言和表达形式

向我们展示了核聚变的原理和发展进

程，正如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前主任克

里斯·卢埃林·史密斯教授在书的序言里

所说：“加里·麦克拉肯和彼得·斯托特在

聚变研究中有着卓越的成就，正当核聚

变在能源领域被视作一张具有潜力的王

牌的观点日益被接受时，他们的书《宇宙

能源——聚变》出现了。”

《宇宙能源——聚变》中译本由核工

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组织翻译，原子能出

版社出版。麦克拉肯先生亲自为中译本

撰写新序和后记，使译著增色不少。核

聚变科学作为一门尖端学科，涉及众多

相关领域，尽管陆续有聚变方面的科学

专著出版，但普通读者要了解核聚变知

识还是有一定难度。《宇宙能源——聚

变》中译本一书，凭借其前瞻性学科内

容、通俗的语言文字、图文并茂的特点，

入选了中国核学会科普丛书。

该书从宇宙的形成开始，生动地向

读者展现了核聚变的原理和发展过程，

从太阳的生命周期演绎出氢的燃烧和重

元素的产生过程。当太阳的能量来自于

核聚变得到广泛认可之后，科学家开始

探索在地球上实现核聚变反应。为了让

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核聚变”，作者将

“核聚变”和它的孪生兄弟“核裂变”放在

一起进行比较，并形象地告诉我们：核聚

变，即2个较轻的原子结合形成1个较重

的原子；核裂变，即1个较重的原子分裂

变成较轻的原子。大家熟知的原子弹即

根据核裂变原理制成，而能量更为巨大

的氢弹则是通过核聚变来实现。当然，

氢弹是爆炸性核聚变，瞬间释放的能量

往往给人类带来灾难。而我们需要的是

让核聚变反应实现可控，并按照人们的

需要长期、持续释放，从而造福人类。

现在一提到“核”，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核辐射。尤其在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

发生之后，人们更是谈“核”色变。此书

会帮助读者摒弃对“核”的偏见和刻板印

象，并对核聚变能源的安全性及未来发

展充满信心。现在的商用核电站运用的

是核裂变原理，相比而言，核聚变在安全

方面更有优势，应用前景也更为广阔。

作者娓娓道来，通过分析核聚变反

应的输入与输出，非常通俗地解释了核

聚变能源为何是安全、清洁的。核聚变

反应发生在氢的两种同位素——氘和

氚。氘天然存在于水里，氚不能以游离

态的方式存在于自然界，但可以通过锂

和核聚变反应产生的中子反应获得。因

此，核聚变的主要原料为水和锂，相比核

裂变的原料铀而言，核聚变的原料几乎

是没有放射性的，并且广泛存在、容易获

取。核聚变反应的主要产物为氦气，是

一种惰性气体，无毒、无放射性，对环境

几乎没有影响。

作者还生动地解释了科学家是如何

利用“所罗门的魔瓶”——磁场，来约束

世界上最神奇的“魔法”——聚变的。氘

和氚必须非常靠近才能使其原子核合并

而实现核聚变，而这必须通过气温加热

大约2亿℃才能实现。温度如此之高，在

怎样的容器中实现这样的反应，也是摆

在科学家面前的难题。该书归纳分析了

科学家们惯常采取的2种方式，一种是用

磁场在燃料与器壁之间形成一个壁垒，

通过磁场把带电粒子约束住，防止它们

撞击周围的器壁，即磁约束核聚变；另一

种是迅速压缩并加热原料，在其向外扩

展并接触器壁之前就发生反应，燃料的

惯性让其不得逃逸，称为惯性约束核聚

变。书中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还为读者展

示了世界各国实验室最为前沿和令人振

奋的研究进展，无疑坚定了人类科学而

和平地利用核聚变发展核能的信心。在

诸多核聚变实验装置中，一个被称为“托

卡马克”（TOKMAK）的装置脱颖而出。

它是利用磁约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

形容器，中央是环形真空室，外面缠绕线

圈，在通电的时候内部产生巨大的螺旋

型磁场，通过加热到很高温度以达到核

聚变的目的。作者阐述了基于托卡马克

的核聚变研究“三部曲”，为读者勾画出

核聚变现状及未来的美丽图景。

随着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n⁃
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
tal Reactor，ITER）的启动，中、美、俄、

欧、韩、日、印七方签署协定，通过国际合

作共同实施核聚变这一大科学工程项

目。ITER计划是继国际空间站之后的又

一项大型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在和平利

用核能和解决人类能源需求上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在拉丁语中，ITER的含义为“路”，寓

意未来能源发展之路。《宇宙能源——聚

变》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深刻阐述了发

展核聚变能源的现实意义。随着人口的

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增长，人类

在供应未来能源需求上没有很多选择，

而核聚变能则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正如书的后记中所说，“核聚变的成功发

展，将是给予我们子孙后代极好的礼物，

并给人类未来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能源。”作者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

喻：1 L水用作核聚变燃料所产生的能量

相当于燃烧300 L汽油产生的能量。如

果受控的核聚变反应得到实现，那么解

决地球上的能源问题指日可待。

总之，《宇宙能源——聚变》中译本

带领广大读者领略了核聚变的巨大能量

和无穷魅力。此书不仅适合从事核聚变

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或高校师生阅读，也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公众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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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形状

[美] 刘宇昆 著，耿辉 等 译。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4 年 11 月第 1 版，定价：23.80
元。

本书收录了刘宇昆短篇创作生涯中

的众多佳作，包括 2002 年创作的《纱

蝉》，2014年的最新短篇《解枷神灵》；更

有在未来作家竞赛比赛时的即兴作品

《涅槃》《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及同麦

克·雷斯尼尔合作的《拟态植物》。这11
篇异彩纷呈的杰作，从遥远的历史真相

到眼前的信息过滤，从外星人的思维之

谜到机器人的道德困惑，从为人父母的

情感之路到奇点时刻的真正降临，为读

者呈现了广阔的科幻创作视野。刘宇昆

——首位华裔“雨果奖”“星云奖”双料作

家，英文版《三体》译者，他的作品结合东

西方文化精粹，在描写技术进步影响社

会的同时，充满浓郁的人文关怀，令人惊

艳。

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

[英] 戴维·多伊奇 著，王艳红，张韵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定

价：46.60元。

本书创作是一次大胆的、包罗万象

的智力探险。内容涉及自由意志、创造

力与自然规律、人类的未来与起源、现实

与表象、解释与无穷。作者秉持坚定的

理性和乐观态度，对人类选择、科学解释

和文化进化的性质得出新结论。他的核

心结论是，“解释”在宇宙中有着基础性

的地位。解释的范围和造成改变的能力

是无穷无尽的。它们唯一的创造者——

诸如人类这样能够思考的生物——是宇

宙万物中最重要的实体。一切事物都在

理性的延伸范围内，不仅是科学和数学，

还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在通

用物理规律允许的情况下，进步没有限

制。

数学与生活

[日] 远山启 著，吕砚山，李诵雪，马杰 等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 10月第 1
版，定价：31.10元。

数学是高等智慧生物的共有思维，

是对真理的探索，对矛盾的怀疑，但它绝

非晦涩难懂的学问，非应试目的的数学

是纯粹而朴实的智慧。本书为日本数学

教育改革之作，旨在还原被考试扭曲的

数学，为读者呈现数学的真正容颜。本

书既包含初等数学内容，又包含微分、积

分、微分方程、费马定理、欧拉公式等高

等数学内容。作者运用多个学科的知

识，结合日常生活和东西方脍炙人口的

故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数学知识和

原理一一呈现，犹如有趣的故事集。愿

读者凭借此书发现数学的本原之美，发

现美的本原源于数学。

Z创新：赢得卓越创造力的曲线

创意法

[美] Keith Sawyer 著, 何小平，李华芳，吕

慧琴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

第1版，定价：34.40元。

卓越的创新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地产

生，需要精心培养。华盛顿大学心理学

教授Keith Sawyer将自己多年来对创新

力的研究总结为一种全新模式——Z创

新。作者认为，创新不似闪电，瞬间便可

光华万丈点亮世界，而是跬步多积，见解

滴滴，增量变化发展的结果。创新的产

生遵循Z字形。Z创新包含提问、学习、

留意、游戏、思考、融合、选择、落实等8个

步骤。且每一个步骤不是直线递进的，

我们可以从学习直接跳到融合，从留意

跳到提问。若能熟练使用这8个步骤，创

造力就不再稀奇、神秘而令人生畏了。

创新力自我评估测试题、丰富的案例和

小故事，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应用书中

内容。

重正化群理论：对实验磁学的影响

[德] Kobler U，Hoser A 著。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4 年 10 月第 1 版，定价：52.80
元。

磁学的自旋波理论和超导的BCS理

论是典型的重整化理论之前的理论。这

两个理论都只考虑了原子论的（离散化

的）相互作用而没有考虑连续固体的能

量自由度。从Kenneth G. Wilson（1982
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先驱工作开始，我们

知道连续固体的一个特殊的对称性：长

度标度变换不变性。本书综述了近50年

来固体物理的实验，并用唯象的方式指

出磁序和普通超导的动力学出现主要受

连续固体的场论粒子而不是磁子或Coo⁃
per对的控制。在磁序中相关的粒子称

作GSW玻色子，在超导里相关的粒子称

作SC玻色子。本书适合凝聚态、材料科

学和粒子物理等领域的研究者和研究生

阅读。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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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复试提交的
研究计划勿再流于形式

最近两个月，陆续有准备考博士的

学生给我发邮件“套磁”，才意识到又是

一轮研究生考试和录取季节的到来。

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学生往往要经

历较大的甚至是痛苦的转型。本科生到

硕士生的培养经历转型，博士生和硕士

生培养标准的差异也很大。

既然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培养标准不

同，那么入学标准（以及转博的标准）、此

后的培养方式也该有明显差异。然而现

实是：博士生成了硕士生 3—4 年级到

5—6年级，是硕士生培养的简单延续，或

者仅仅是时间的积累。导致该现象的原

因很复杂，既有导师的认识水平和培养

能力问题，也不排除个别人的私心因素。

与我在以前博文中批评过的，博士

生入学时要求提交的推荐信千人一面，

导致推荐信这种了解学生背景的方式几

乎失去效力的情况类似，从几年前开始

要求博士生复试时提供的研究计划，现

在也基本上沦为摆设。我在复试时看到

的很多研究计划，要么空洞无物，要么明

显是从项目申请书中抄来的，完全达不

到让博士生拟定研究计划的初衷。

作为教师，我虽然不能扭转该现象，

但至少可以“独善其身”，即在能够掌控

的范围内，创造适当的小环境来改善此

现象。于是，从 2013年开始，我要求学

生在入学前提供一份读博期间的研究计

划，即 research statement或proposal。
我告诉联系我的考生，虽然提交该计划已

经是现行考博要求的一部分，但遗憾的是

基本上都流于形式。我要求提交的计划

应该可以作为将来的研究计划使用。当

然这不意味着现在就定好课题了，计划可

以修改甚至在必要时推倒重来。

不过，研究计划需要满足两个前提：

一是和我实验室的大方向一致，二是不

仅具有科研价值（意义）而且有可操作性

（可行）。研究课题应主要由学生提出，

涉及到可操作性的部分，例如需要的设

备、条件和科研合作等，可以向我咨询。

总之，通过撰写计划可以提高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和系统思维，这对于一个

博士生来说十分重要。

研究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1）提出

研究课题的背景和依据；2）如何实现，包

括大体框架和关键步骤，特别是如果关

键步骤失败怎么办？一般的对策是要有

替代方案。当然在形式上别忘了，提交

的研究计划要有标题和摘要。

考虑到不少学生可能对此毫无概

念，因而建议他们参照国外一些高校的

有关指南。我推荐了如下2个参照：美国

康奈尔大学关于撰写 research state⁃
ment的教程，或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申请入学教程的第3部分。

我建议学生在不迟于复试前一周把

研究计划给我。如果能早些给我更好，

那样还有机会完善，否则我只能直接给

出评判而无法帮助其改进了。

如果是申请—考核制，没有了复习

的压力，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准备研

究计划上，并和对你有兴趣的潜在导师

讨论博士求学期间做什么和怎么做。这

个过程固然有助于导师考察学生的思维

和基础，从而下决心录取TA，也就是把几

年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TA身上；其实从

学生的角度看，又何尝不是未来导师开

始培养你的第一步。所以做学生的不要

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或者采用对付的态

度，否则将来难免后悔。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方唯硕方唯硕

科研需要“新、定、全”

最近研究生都忙着选题，交流过程

中发现学生们往往不能把握选题的一些

基本原则，选好题目意味着一项研究成

功了一大半，另外课题设计也十分重要，

在此根据个人理解谈谈做科学研究的基

本要求，希望对科研新手有所帮助。

首先要新。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

魂，没有创新就失去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性。当然创新有一定层次，有开天辟地

式的重大学术贡献，有修修补补形式的

微小创新。一般来说研究生阶段很难开

展有重大学术贡献层次的研究，大多数

属于微小创新层次，一个常见的科研人

生过程是经过硕士、博士、博士后培养，

然后开展独立研究，才能真正成长起

来。不可否认有少数人研究生阶段就有

重要学术贡献，而且研究生也应该时刻

保持着勇敢开展重大创新研究的期盼和

愿望，但对大部分研究生来说，首先要弄

清楚“什么是科研”，这是基本的要求和

目标，即先要明确科研规范，掌握基本的

科研技术手段，包括选题目、设计课题、

完成实验和写论文等具体一系列工作能

力。这些科研过程和技巧都可以在导师

和同事协助

指 导 下 完

成，积累和

培养系统的

科研经验。

其次要

定。这个要

求相对高一些，就是在新的基础上，要力

求获得确定性的判断。就我所做的研究

举例说明，如果要研究某个信号通路在

某个效应中的作用。必须设法获得确定

某一效应确实需要该分子的证据，可用

基因敲除，也可以用药物阻断，当然任何

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但总原则是确认性

越大越好。例如你认为某个分子是某种

药物发挥作用的介质，基因敲除后这个

药物作用应该消失或部分消失。当然能

继续深入确定分子作用的结合部位更

好，如将这个蛋白的结合部位突变掉，也

应该能消除该效应。如果继续深入确

认，可分析药物和目标分子结合后到底

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后续效应过程。总

之，研究确定性是研究质量的重要标准。

最后是全。全是研究的更高要求，

也可说是研究完整性的表达，全指所做

研究内容不但要全面，而且要系统。例

如细胞研究最后能结合动物模型，最后

能结合人类的临床数据。找到一个分

子，要从基因、蛋白和活性等多个方面进

行分析。研究转录因子，不仅要分析此

蛋白的含量，也要观察此蛋白的DNA结

合活性，还要观察转录因子的目标基因

表达情况。做某一个表型，例如发现具

有抗衰老效应，至少要从常规的3个信号

通路分析和考虑。

上述3个方面，新是科研的灵魂，确

认是科研追求的目标，全面是形成完整

故事，也是科研基本功的体现。确认和

全面往往和新有一定关联，如果一个思

路足够新，只需要描述现象就可以。如

果一个思路不够新颖，只能依靠确定性

和全面性来获得研究亮点，否则难以说

服审稿人接受学术成果，至少不可能说

服高水平杂志的审稿人。其实我们平时

阅读文献审阅论文，也基本上依靠这3个

方面，一看文章是否新颖，二看是简单描

述性研究还是机制研究，所谓机制研究，

就是看是否有确定性的新解释，三是看

研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如何。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教授—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教授

孙学军孙学军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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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技术创新

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有适宜的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人文社会环境的支

撑。一个国家产品的创新依赖于技术创

新，而技术创新依赖于科学创新，科学创

新又与人的思想解放状况和文明发展程

度密切相关。本文就我国“重综合轻分

析，重人情轻规则，重实用轻求知”的思

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及其对科技事业发展

的影响进行分析。

重综合轻分析

在科研活动中，可以依据理性知识

或直觉感悟，通过微观分解或整体综合、

定量分析或定性把握等方法认识事物。

西方倾向于依据理性知识，用微观分解

的方法研究问题。爱因斯坦曾指出：“西

方科学的发展是以2个伟大的成就为基

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

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

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

找出因果关系。”从文艺复兴开始，以分

析方法为特征的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从

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并进

一步将自然科学划分为物理、化学、生物

等学科，将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及各种

影响因素逐个隔离开来，分别进行追根

问底的深入探究，如对物质的研究从分

子到原子，再深入到原子核、基本粒子及

其内部结构。分析方法对近代科学的建

立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伽利略的自由

落体实验就是利用分析方法的典范。他

把实验和数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完

整的科学研究方法程序：观察现象—提

出假设—逻辑推理—实验检验—数学演

绎—形成理论。

我国学者则倾向于从全局观点进行

综合整体研究，虽然也认识到整体由部

分组成，但往往只着眼于各部分之间的

外部联系及相互作用，很少分析其深刻

内涵。以医学为例，中医传统理论基于

阴阳二气之调和，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

之相生相克；西医则以人体解剖为基础，

从器官到组织，再到细胞、细胞核、染色

体、基因等等。综合方法本身并无不妥，

而且在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可以

有效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象的产

生，问题在于如果只进行综合而不加以

深入分析，所得的只能是笼统的、推测性

的结论而不是精确的结果，也不能形成

精深的理论和体系。在曹冲和阿基米德

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就是“抽象思维”和

精益求精的分析精神。遗憾的是，眼下

有部分研究工作仍停留在“曹冲称象”的

水平上 [1]。学术论文中普遍存在着大而

化之的现象，很少被海外同行所引用。

重人情轻规则

中国社会有着影响深远、源远流长

的“讲人情”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的“文

化基因”。在科研活动中，科研人员之间

的互动交流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科研

人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人际关

系上，人际关系的潜规则往往高于规章

制度的明规则。差序格局是人类学家费

孝通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和西方的团

体格局相对比，反映了中国人办事由亲

及疏的行为原则。因此，关系不仅指人

与人之间的友好互助关系，更是一种办

事的方法和技巧，是为了达到一种利益

上的考量而专门去建立的关系，是一种

不守规矩、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思维方

式和做事习惯。施一公和饶毅曾在“中

国的科研文化”一文中指出：“做好的研

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

重要”[2]，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从

生产科学知识这种生产性努力转移到通

过不正当手段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这种

分配性的努力上。留美学者、哈佛大学

物理系的尹希认为：“印度不论什么地方

都比中国‘破’得多，然而它却能吸引到

在美国最顶尖的印度学者回去。印度学

者愿意回国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工作

受到重视，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讨论学

问，科学家不需要整天请人吃饭。”[2]人际

关系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重实用轻求知

我国传统文化坚持经世致用的实用

主义价值观，往往强调“学以致用”而忽

视“学以致知”，重“术”轻“学”，忽视、轻

视乃至蔑视没有实际用处的形而上的东

西，缺乏“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

学”的理念。法国科学家彭加勒说：“科

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

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了乐趣，

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

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它就不值得认

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

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用主义价值观

由此得到强化，并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

用，比如注重利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

进而使“中国制造”闻名于世。实用主义

价值观与功利主义科学观密切相关，功

利主义科学观以工具主义、技术主义为

主要特征，科学被视为改善人类生活和

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这样的价值

观导致研究者在技术发明之后，往往止

步于应用，而缺少追根问底的动力和求

知、求真的精神，这是“中国创造”匮乏的

重要原因之一。功利主义时常遮蔽了科

学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甚至使科学沦

为技术的附庸。我们应鼓励纯粹的出于

兴趣而不是功利实用的科学研究。

综上，我国有必要大力改造不利于

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祛除仍盘

根错节的封建专制文化（如：官本位文

化、血亲文化等）的影响，改变功利主义

的科学观，以营造一个宽松的、有利于创

新的科研环境。

参考文献
[1] 冯长根. 科研论文与学术成果评价[J]. 科

技导报, 2011(35)：15-17.
[2] 王志珍.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关键在体制

[J]. 民主与科学, 2009(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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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工程是人类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

客观世界的活动和主要方式。工程科学

是以工程为研究对象，运用综合性的知

识体系；是反映所有工程共同特征和规

律、站在诸多工程技术知识和工程管理

知识之上的具有最高系统性质的知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工程科学所从事

的研究主要属于应用基础研究，即针对

具体实际科学目的或目标，为获得应用

原理性新知识的独创性研究。对于工程

科学，基金项目不仅要回答“知其然”，更

要回答“知其所以然”。本文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工程科学项目的申报书书写提

出建议，以利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

报、评审和研究工作。

申报题目：凝练准确的科学问题

申报题目本身应是一个科学问题，

或者是从几个科学问题中凝练出的精

华。在项目名称有限的字数内，让专家

和基金管理者能够明白申请者具体做什

么研究，或研究对象是什么，或用什么研

究方法，或拟解决什么科学问题；体现出

“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的内涵，

不是技术工艺、产品设计、技术应用、工

程设计或施工问题。应当准确恰当，简

明具体，醒目规范，主题明了，字数适中，

不应当引起歧义与误解。切忌皮大馅

小，盲目拔高，词语重复，语序错乱。项

目名称不可太大、空洞或太长等。申报

题目如果有新概念、新含义、限定性词语

或有特指范围，甚至可能引起歧义的题

目，应在立项依据中应予以说明。凝练

的科学问题是整个申请书的灵魂，申请

书要围绕这个主线或中心来撰写。

摘要：包括科学问题、研究方法、内容、目

的与应用前景

摘要是申请书的缩写，需要包含申

请书的精髓。因此，摘要具体要求就是

要明确项目是哪类工程问题及对应的科

学问题及其研究目的；重点是突出申请

者与研究方法相对应的研究内容新见

解；以第三人称的角度采用科学语言，撰

写时不列举例证，不描述研究过程，不自

我评价，不用不通用的缩写词或代码，不

用图、表、化学结构式及数学公式等；不

要与研究目标雷同。

关键词：代表申请书主题内容的单词或

词组

关键词从申请书中萃取出的、表示

主题内容信息、能反映申请书主题概念

的条目和单词、词组或术语。一级学科

名词如动物学、物理学、力学等及意义宽

泛的词汇如安全、保护、表达等不宜作为

关键词。关键词是分派函审专家、检索

申请者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依据。

立项依据：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科

学问题

立项依据可以依照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论述。

1）工程背景。以众多工程现象、事

实为背景，描述与选题紧密相关的、具体

的、本质相同的工程问题；用几个或几类

最典型、最准确的工程实例来说明。

2）提出科学问题。这几个（类）工程

实例对应的科学本质是什么？以自然现

象为基础，凝练、抽象、升华，对应什么实

质与基本规律，并凝练出科学问题。该

科学问题属于较大范围的大概念。提出

的科学问题要明确、具体。

3）研究现状评述。针对所凝练的科

学问题的整体研究水平、地位和影响等

方面问题，选用最新、最经典的国内、外

文献，分门别类地对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归纳，反映最新、最经典成果水平；从科

学理论、模型建立、数值模拟、实（试）验

手段及研究方法、演化机理、结果结论等

方面进行评述，即阐述文献中在科学理

论、模型建立、数值模拟、实（试）验手段

及研究方法、演化机理、结果结论等方面

从科学角度解决了哪些问题。

4）存在及拟解决的科学问题。说明

前期研究的科学问题什么内容、哪些方

面、哪些子题、哪些部分还没有解决，或

尚无研究清楚、或不深入、甚至有错误，

直接阻止了工程问题解决，是解决工程

问题的瓶颈。进而凝练没有解决、但可

能解决的、拟解决的科学问题。拟解决

的科学问题描述中，一般应包括关键科

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特别是实验技术）问

题，为论述申请书学术上的可行性、特色

与创新奠定基础。

5）选题科学意义。可从拟解决科学

问题完成后产生的工程意义、社会意义

谈起，进而重点阐述科学意义。工程意

义可从工程稳定性、工程优化、经济实用

等方面说明；社会意义可从社会稳定、环

保、民生、生命财产及生产安全等方面说

明；科学意义须从科学概念、科学理论、

模型建立、数值模拟、实验手段、演化机

理、结果结论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学术影响、对学科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进

行说明。衬托出工程问题和拟解决科学

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

6）项目研究思路。在前人基础上，

要解决什么、如何解决拟解决的科学问

题，结合项目的技术路线，简介研究内容

的前后顺序、步骤及其逻辑关系等怎么

开展研究工作。不要与摘要雷同。

7）应用前景。如果解决了拟解决科

学问题内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在相关工

程领域中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撰写立项依据时的注意事项：

1）针对性要强，开门见山。泛泛表

达的语句、众所周知的科普知识及与主

题无关的论述不要写，如：“随着我国经

济迅速发展……”“随着煤炭工业的蓬勃

发展……”等。

2）题目可能引起歧义的必须要在立

项依据中解释清晰，不能引起误解。

3）参考文献要与前面科学理论、模

型建立、数值模拟、实验手段、演化机理、

结果结论等的分类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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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高校师资主要来源是本校毕业

的博士或者引进的专业人才，这些年轻

老师既是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高

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推动力。一位合格的

高校教师应在知识体系、教学能力和道

德责任感方面满足一定条件，才能保证

教学质量，从而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素养

与创新精神的学生。本文针对药物分析

专业，浅析青年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

刚刚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最主要的

问题，一个是缺乏系统的教育学、心理学

培训，教学经验不足。另一个与他们的

专业有关，虽然青年教师经过多年的专

业学习，发表了多篇SCI论文，但是很难

把这些研究成果与科研思路用在教学

中，换句话说就是对传统知识了解不足，

基础不扎实。因此，除了必要的岗前培

训、跟班听课以外，还需要下苦功夫，立

足专业本身，拓展知识面，通过不断的思

考与实践，提升专业素质，积累更多的教

学经验，从而提高教学能力。

青年教师应该热爱教育事业，这是

教学的源动力。教学与科研相比，并非

不重要，只是现行的高校教师评价体制

无法有效地评价教师的教学工作。一个

青年教师也许可以发表SCI论文，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但是对于教学却

是从零开始，并且需要“挪用”科研时间，

所以没有对学生的“爱”作为动力，怎么

会努力地了解学生、改善自身的教学实

施呢？学生的反馈对青年教师的成长很

重要，这种非常直观和直接的沟通，能促

进青年教师对药物分析专业以至于药学

教育的整体思考。我们教学生，不是让

他们仅仅关注如何完成一个实验，发表

一篇论文，而应该让他们面对社会药学

事件时，能够从药物分析专业角度去认

识这些问题，进而使他们逐渐具备对药

品质量控制的强烈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因为热爱教学，教师授课过程才能身临

其境地展现药物分析研究中严谨、踏实、

胆大、心细的心理特质，教师的这些内在

的心境同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提

高学生对药物分析课程的认同感。

一旦你投入教学中就会发现，自己

对传统药物分析的理解存在不足。药物

分析本科教学目标是为学生提供能胜任

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临床使用过程中

分析检验工作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知识技

能，这些非常基础的东西是今后学生科

研或者工作的保证；然而青年教师由于

过于“专业”，容易成为“知识的搬运

工”。例如“称量”是所有数据获得的最

初步骤，称量的精度决定了结果的准确

程度，“称量 2.0 g”究竟是用电子天平、

扭力天平还是托盘天平？称量范围是多

少？药典和教材都给了答案。但是称量

的“准确度”与称量工具选择的关系，对

于习惯使用电子天平的青年教师来说，

并不清楚。这就需要青年教师熟读药物

分析教材和参考书，必要时查阅文献，请

教资深教师，甚至通过实验研究去丰富

专业知识，才能在课程中融入药物分析

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另外，青年教师应

加强药学其他学科的知识储备，引导学

生利用化学基本知识去学习药物的鉴

别、杂质检查与含量测定中分析方法的

建立和优化。例如在《药物分析》第七版

教材抗生素的分析中，关于头孢呋辛酯

的杂质检查，如果照本宣科，学生无法听

懂，授课教师必须从药物结构入手，了解

杂质对药物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影响，才

能在课堂上有效引导学生去分析问题。

当然青年教师应利用自身科研优势

提高药物分析专业素质，进行“科研反哺

教学”。药物分析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青年教师可通过参与药品质量研究、体

内药物分析等技术开发项目，锻炼并提

高自身药物分析实验技能，了解并熟悉

药物分析专业领域内的技术规范与标

准，加强药物分析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统

一。这样青年教师就能够将专业技术身

体力行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获得规范

的指导，同时教师自身的研发经验也会

使课堂案例思路更清晰、更吸引人。通

过实际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进

一步让学生大胆设计，开展科研实践，积

累对相关专业的兴趣。

教学是需要反思的。教学以学生为

中心展开，所以教师对于教学设计，应该

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角度出发，选取与

药物分析相关的问题为切入点，引导学

生主动学习。青年教师最容易满堂灌、

面面俱到；也容易过分注重教学形式而

忽略教学内容，使得教学没有药物分析

的学科特点。例如讲授“抗生素类药物

分析”时列举过多的抗生素使用管理制

度，虽然活跃了气氛，拓展了知识面，但

是忽略了药物分析中强调的结构—性质

—分析方法的主线。因此青年教师要通

过不断的教学回顾，抓住药物分析专业

特点进行教学设计，不仅授课语言要亲

和、简洁、具有启发性，肢体语言要拉近

教师与学生的距离，书面语言如板书、课

件、测验、作业等更需要体现出课程框架

与教学重点。

博士毕业并不一定具有很好的教学

能力，虽然教学基本功可以训练，但是如

何抓住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特点进行教

学才是青年教师重点需要考虑的问题。

备课一小时和备课一整天的效果差别是

不言而喻的，你给课堂付出多少，课堂对

你的回馈就有多少，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就

会提升多少。教学是一项质量工程，教师

应该是课堂的引导者，越过一棵树而俯瞰

整个森林，掌控课堂教学进程。所以青年

教师一定要从教学目标和培养人的角度

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提高专业素

质，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学习成

效，从而让学生得到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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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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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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广州]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环境学院招聘环境科学与工程或大气科学专业教

授 1名。要求：具有博士学历，50周岁以下；现任教授（或研究

员）或者有5年以上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任职经历；掌握所从事

领域的国际研究动态，有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与之相当的科

研项目的经验；研究成果显著，在本专业有较高的学术知名度，

能在本学科领域独立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具有在本专业从事

教学工作及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教学效果良好；有熟练的阅读专

业书籍文献和撰写论文、开展学术交流以及讲授课程的外语能

力；有在国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院所 1年以上学习和工作的经

历，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近5年内取得以下成果：1）在本学科重要

学术刊物上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7篇以上（其中第一作者或通

信作者不少于 5篇），2）主持 1项国家级以上科研项目或作为主

要参加者（前3名以内）参加2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或主持1项
国家级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的子课题，或主持1项省部级重大项

目，或获得部省级教学、科研成果 3等奖以上奖励（排名第 1）。

电话：020-39332739，电子信箱：hjxy@mail.sysu.edu.cn。

研究员

[北京]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招聘多柔体动力学、接触碰撞力学、

机器人学、机器人控制学、机械电子学或相关学科研究领域的研

究员4名。研究方向为：柔性机械臂动力学建模与实时仿真、机

械臂智能与控制系统、机械臂硬件在环动力学仿真系统或碰撞

动力学建模、仿真与实验验证。联系人：肖杨，电子信箱：

dssl@mail.tsinghua.edu.cn。

研究员/副研究员

[武汉]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IAS）为直属学校相对独立运行的科

研机构，涵盖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研究领域，强调

以基础研究为主，聚焦学科前沿，倡导学科交叉，围绕重大科学

问题开展探索研究，面向全世界招聘30~40名不同职级的研究院

或副研究员。研究员岗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已经或近期能够

达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青年千人或青年拔尖人

才等水平，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学术成绩突出的国内外知名大

学教授、研究院所研究员可以放宽到 50岁）。副研究员岗位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下，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背

景和博士后经历。联系人：许漪，电话：027-68754327，电子信

箱：wdgyy@whu.edu.cn。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招聘森林培育学、林木遗传育种、生物

信息学、森林保护学和水土保持学相关专业的教授和副教授。

招聘教授的基本条件为：曾主持过国家级项目，45周岁以下（业

绩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有海外研究背景者优先。副

教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35周岁以下（业绩特别优秀的，

年龄可适当放宽），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或具有2年以上博士后

研究经历的优秀人才，有海外研究背景者优先。电话：025-
85427345，电子信箱：tmyin@njfu.com.cn，shizi@njfu.edu.cn。

助理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招聘助理研究员。

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和 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或具有博士后经

历，具有交叉学科的研究背景，符合中心招聘研究方向，并已

经取得重要的科研成果；其中，符合“优秀海外人才计划”申请

条件的，可申请“优秀海外人才计划”；对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在读

期间已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应届毕业生或其他有突出成绩的，

可以破格引进；为所从事领域国际上同龄人中的最优秀人才，

具有突出的学术潜力、创新性的思维和能力，在科学研究方面取

得具有同行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或具有成为本学科国际学术

带头人的发展潜力，入选者须全职到位工作。联系电话：010-
62613242、010- 82541787、010- 82541775，电子信箱：jiaocha@
amss.ac.cn，详 见 ：http://www.ncmis.cas.cn/rczp/kyrczp/201411/
t20141111_267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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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员

[北京] 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公开招聘多名研究人员从事心

肺血管相关疾病病因学、发病机制及转化医学研究。要求：从事

心血管相关疾病病因学、发病机制及转化医学研究，曾经主持科

研项目者优先；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具有良好的

团队协作精神和科研能力；研究人员具有博士学位，博士后及国

外留学人员优先。电子信箱：qinyanwen@vip.126.com。

助理研究员/讲师/工程师/实验师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研究院招聘讲师、助理研究员及工程师

或实验师7名。要求：具有海洋科学和技术领域相关专业海外知

名大学博士学位，或具有国内知名高校博士学位且具有在海外

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博士后工作经历；作为主要作者在国际

刊物上发表过研究论文，具有较强的中英文写作与交流的能力；

具备良好的教学科研能力；热爱科研，具有创新意识；身体健康，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电话：021-34207705，电子邮箱：

tally@sjtu.edu.cn。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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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陆剑实验室招聘博士后1~2名。研究方向：应

用整合基因组学手段，在物种内变异和物种间分歧的水平上研

究非编码RNA的进化、功能、和生物调控意义。要求：已经或将

要取得国内外大学或研究机构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生命科学或

其相关的科学研究，并取得出色的科研成果；对基因或非编码

RNA的进化、功能及其生物调控具有兴趣；具有独立科研工作能

力，学术发展潜力优异，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较强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

究论文。电子信箱：LuLabpku@gmail.com。

博士后

[广州]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戚华宇实验室招聘

博士后1名。方向：小鼠精原干细胞自我更新与增殖的分子机制

研究。要求：有一定相关方向（包括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的

研究经验，熟悉常用分子生物学实验方法；拥有博士学历；具有

良好的英文阅读和听说能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电子信

箱：qi_huayu@gibh.ac.cn。

博士后

[北京]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周律课题组招聘博士后1~2名。方向：污（废）水处

理清洁生产工艺；污（废）水源分离及分质资源化技术。要求：已

获得或近期即将取得博士学位；身体健康；具有较强的研究能

力，包括具有较强水处理实验及大型分析仪器操作技能。电子

信箱：xu-yy14@mails.tsinghua.edu.cn。

博士后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招聘博士后。方向：非线性动力系统、时间

序列与复杂网络相互表征研究；复杂网络动力学、时序网络研

究；miRNA序列、蛋白质表达和肿瘤细胞繁殖的生物数学研究；

群体、个体移动行为的模型建模及数据挖掘；图像分割、识别算

法研究及工程实现。要求：申请人须具有数学、物理、统计学或

信息科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身体健康，能够全职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具备良好的英文表

达能力；已取得显著科研成果的申请者优先考虑；入站博士后须

根据研究中心安排参与项目研究，以及协助合作导师申请科研

项目；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和申请专利成果。电话：0755-
26032119，电子信箱：zhao.yi@hitsz.edu.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黄韶辉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
名，要求已获得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博士

学位。方向：细胞器（即 Lamellar Body in type II pneumocyte）形

成的分子机制及相关疾病研究；研发和应用超灵敏和超高分辨

率荧光光谱和荧光显微镜技术。电子信箱：shaohuih@ibp.ac.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苗龙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1名。

方向：以秀丽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为模式动物，利用细胞

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等多种方法，结合生物电镜、生物成像

等先进手段，对精子发生、活化、运动和精子竞争分子机理进行

深入研究。要求：拥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领域博

士学位。电子信箱：lmiao@moon.ibp.ac.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环境生物分析研究组和理论环境化学研究组招聘博

士后研究人员3~4名。方向：1）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分子毒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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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非动物毒性测试方法研究（2名，具备环境毒理学、生物化学、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公共卫生背景，具有分子毒理学研究经历

者优先考虑）；2）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计算毒理学研究（1~2名，

具备计算化学、计算生物、生物信息学、或者药物设计背景，具有

分子动力学和量化计算研究经历者优先考虑）。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或博士论文已答辩即将获得博士学位；能够独立从事科研

工作，具备责任心和团队精神，科研报告写作能力较强，在本专

业主流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过研究论文，能用英语与国际合作人

员进行学术交流。方向1联系人：郭良宏，电话：010-62849685，
电子信箱：LHGuo@rcees.ac.cn。方向 2联系人：张爱茜，电话：

010-62849157，电子信箱：aqzhang@rcees.ac.cn。

博士后

[上海]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尹俊课题组招聘力学与机械工

程方向博士后1名，从事聚合物神经导管的制备与性能测量、聚

合物材料本构关系的建模和神经轴突生长的物理建模等研究。

要求：在国内或国外新近获得力学、机械工程、生物工程、化工等

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身体健康；具有扎实的连续介质力学基础

和计算力学的研究经验，具有生物材料实验或聚合物合成经验

者优先；具有学术论文英文写作和科研工作交流能力，发表过相

关高水平研究论文；具有强烈的科研责任感、创新意识和团队协

作精神，有较强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应聘者将个人简历、学位

和学历证书等复印件、学位论文、发表论文目录，2名同行专家的

联系方式，以及其他可以证明本人能力和学术水平的相关资料

发送至 jyin@fudan.edu.cn。

博士后

[重庆]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面向海内外招聘具有

药学、中药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医学等相关背景的

博士后30名。应聘者将个人详细简历、发表论文情况和研究计

划连同2位高级职称或业内专家推荐信以“应聘博士后”为主题

发送至招聘电子信箱。电话：023-68250247，电子信箱：frr000@
163.com，liliccli@163.com。详情见：http://www.swu.edu.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多相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招聘博士后 1名。要求：具有博士学历，年龄 30岁以下，身体健

康；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学习能力强；具备良好的科研论

文、报告（中英文）撰写能力。此外，还要熟悉铝合金冶炼技术、

工艺流程，熟悉合金冶炼厂的工艺开发和机理研究，具备独立完

成各类项目研究的能力，热爱科研工作。应聘者将个人简历（学

习、工作经历，研究背景，发表论文，获奖情况等详细材料），身份

证、学历和学位证书复印件以及获奖证书复印件等其他相关证

明材料发送至招聘电子信箱。联系人：赵老师，电子信箱：

zhzhao@home.ipe.ac.cn。详情见：http://www.gs.imr.ac.cn/plus/view.

php?aid=3053。

博士后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面向海内外招收师资博士后。要求：具有较

好的研究基础和学术发展潜力，同时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

能力和良好的课堂教学能力；在国内外本学科核心及以上期刊

上发表有高水平学术论文（署名均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或具

有在国外本学科高水平大学或科研机构产出的高质量业绩成

果；身心健康，综合素质好，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高的

外语水平，非外语专业人员应具备运用一门外语开展学术报告

的能力，至少能运用外语阅读和撰写专业论文（同等条件下，

GRE、托福、雅思等外语成绩达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出国研修要求

者优先考虑）；获得博士学位时间不超过 3年，且年龄不超过 35
岁。电话：029-85310457，电子信箱：boguanban@snnu.edu.cn。

博士毕业生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教学科研岗现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2015年优

秀应届毕业生若干名。要求：2015年度海内外知名大学优秀应

届毕业生（含博士后），培养方式为全日制统招统分，具有博士学

历学位或本专业领域最高学历学位；国内博士毕业生（含博士

后），原则上应毕业于国内本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的知名院校；

年龄一般不超过32周岁（经学校审批，特别优秀的博士后或具有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博士毕业生年龄可适当放宽至35周岁）；

具有较强的外语（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经过短期培训后能够

进行双语教学；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较强的研究能力，所从事

的研究工作在本学科领域内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并取得创新

性研究成；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符合大

学对教师政治思想、学术道德等方面的要求。联系电话：010-
68912334，电 子 邮 箱 ：renshichu@bit.edu.cn。 详 见 ：http://
renshichu.bit.edu.cn/zpxx/ypby/49231.htm。

博士毕业生

[杭州]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智能生物产业创新

团队面向校内外公开招聘专职科研人员 2名，参与项目研究工

作，2人分别开展农产品品质检测和分级装备的科研工作与开展

农产品品质检测相关仪器科研工作。前者要求：具有工学博士

学位，年龄不超过35周岁，机械电子类专业背景；善于沟通和交

流；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服务意识,诚信正直、踏实肯干、工作细致、

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工程实施和管理能力。后

者要求：具有工学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35周岁，电子、信息或仪

器仪表等专业背景；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服务意识,诚信正直、踏

实肯干、工作细致、责任心强，善于沟通和交流；具有较强的逻

辑思维能力和智能仪器开发能力。报名截止时间：2014 年

12 月 31 日，详情见：http://hr.zju.edu.cn/cn/redir.php?catalog_id=
10136&object_id=34265。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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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美国]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s available to study mechanisms of
Hedgehog signal transduction at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Memphis, TN.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biogenesis and
secretion of the Hedgehog ligand, regulation and signaling of the
signal transducer Smoothened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downstream
effectors to which it signals. Applicants should have or expect a
PhD degree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The selected postdoctoral
fellow will actively develop their own research project, perform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ith minimal supervision, develop new
procedures as needed and interact collaboratively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lab.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Prior experience with signal transduction research and/or
Drosophila or zebrafish model systems is preferred.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apply for job 32548 at https://jobs.stjude.org/https://jobs.stjude.org/
CSS_APO_Postdoc/.CSS_APO_Postdoc/. Contact Information: Stacey Ogden, PhD;Stacey Ogden, PhD;
Assistant Member, Department of Cell & Molecular Biology; St.Assistant Member, Department of Cell & Molecular Biology; St.
Jude Children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s Research Hospital; 262262 Danny Thomas Place;Danny Thomas Place;
Memphis, TNMemphis, TN 3810538105-- 36783678, USA., USA. E- mail: Stacey.ogden@stjude.Stacey.ogden@stjude.
org.org.（源于Science [2014-11-21]）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Alabama, Birmingham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for Post- Doctoral Fellows for studies of
mechanisms of leukemia stem cell transformation, growth
regula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ovel
approaches to target leukemia stem cells.Specific areas of
investigation relate to (i) microenvironmental mechanisms of altered
growth and drug resistance of leukemia stem cells (ii) abnormalities
in intracellular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cluding altered signaling
and abnormal SIRT1- mediated modulation of p53 signaling in
leukemia stem cells (iii) sequential acquisition of genetic
abnormalities leading to stem cell dysfunction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rapy- related myelodysplasia pathogenesis. An
MD or PhD degree or foreign equivalent is required. A candidate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and
experience in studying primary human and murine hematopoietic
cells will be preferred. Please send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with the names of three references to: Ravi Bhatia MD,Ravi Bhatia MD, Director,Director,
Division of Hematology-Oncology, Department of Medicine,Division of Hematology-Oncology, Department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Alabama,University of Alabama, 17201720 22nd Avenue South, NPnd Avenue South, NP 25552555A,A,
Birmingham, ALBirmingham, AL 3529435294--33003300, USA., USA. E-mail: rbhatiarbhatia11@uab.edu.@uab.edu.
（源于Science [2014-11-21]）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Maryland

The Institute for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BB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ockville, MD) is seeking a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fellow. They are seeking an individual with
an interest in protein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biology to
participate in a new IBBR initiativ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enter
for Biomolecular Therapeutics (CBT).The position requires a PhD
in structural biology, biochemistry, or a closely related discipline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tructural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and/or protein chemistry techniques. Experience in eukaryotic
protein expression systems and/or cell culture methods is a plus.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have a track record of success in
a collaborative, multi-disciplinary environment. Applicants should
send their CV,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names/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to: https://ejobs.umd.edu/postings/https://ejobs.umd.edu/postings/
3099930999.. Review of candidates will begin December 15, 2014.（源于

Science [2014-11-20]）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Arizon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position available to study
structures/functions of DNA G- quadruplexes and their drug and
protein interactions. Seeking a PhDwith experience in NMR and
macromolecule structure analysis. Submit cover letter, resume &
three references to: Dr. Danzhou Yang, College of Pharmacy, Univ.Dr. Danzhou Yang, College of Pharmacy, Univ.
of Arizona, Tucson, AZof Arizona, Tucson, AZ 8572185721, USA. (http://www.pharmacy.arizona., USA. (http://www.pharmacy.arizona.
edu/directory/danzhou- yang- phd).edu/directory/danzhou- yang- phd).Candidate must have a PhD in
Chemistry, Biophysics, or a related field.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include: experience in high-field NMR spectroscopy of
macromolecules; experience in biophysical methods; demonstrated
excellence in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源

于Science [2014-11-24]）

博士后

[美国] Cornell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are available to study Hedgehog signaling in
development and cancer at Weill Medical School of Cornell
University. They work focuses on the elucidation of molecular
mechanism of Hh signal transduction using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including molecular,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ical,
biochemical, and genetic methods. We also study the embryonic
patterning and primary cilia that are related to Hh signaling.
Experience in molecular biology, mouse genetics, developmental
biology, and/or cell biology is desirable. Applicants with own
funding will be considered favorably.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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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support applicants to apply for fellowship or scholarship.
Highly motivated candidat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exciting
research field should email or FAX cover letter, CV, & reference
information to: Baolin Wang, PhD, Weill Medical College OfBaolin Wang, PhD, Weill Medical College Of
Cornell University,Cornell University, 13001300 York Ave, Rm W-York Ave, Rm W-404404, NY, NY, NY, NY 1006510065,,
USA.USA. E-mail: bawbaw20012001@med.cornell.edu.@med.cornell.edu. Fax: 212212--746746--88248824..（源

于Science [2014-11-25]）

博士后

[美国]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he UW Clean Energy Institute invites innovative researchers to
apply for 3 full- time new postdoctoral positions at the rank of
Research Associate (12 month service period)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They are recruiting exceptionally talented
researchers who have recently received their PhD degree (or
foreign equivalent) to join CEI laboratories at the UW campus or
its affiliates.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have an outstanding record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s judged, in part, by their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ir fields, and
quality of proposed research plan in CEI focus areas.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open positions, candidates must submit an
online application, CV, statement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prospective UW mentor letter, research project summary, and 3
letters of reference. Applicants must have earned a PhD, or
foreign equivalent, by the date of appointment.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EI or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to the WRF
Innovation Fellows Program, visit www.cei.washington.edu/www.cei.washington.edu/
innovation.innovation.（源于Science [2014-11-25]）

博士后

[瑞典]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Nuclear Theory and Few- Body Physics group at Chalmers
performs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nuclear structure and reaction
theory, few- body physics, nuclear forces, effective field theory,
and the physics of ultracold atomic gase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research performed by the postdoctoral fellow will focus on the
modeling of rare nuclear processes using chiral effective field
theory and ab initio nuclear structure theory. Therefore, prior
experience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areas are desirable: nuclear
many- body theory, chiral effective field theory, fundamental
symmetries, quantum field theories and computational physics.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group and its research activities is
available at http://fy.chalmers.se/subatom/nt/index.php.http://fy.chalmers.se/subatom/nt/index.php. Candidate
must have a doctoral degree in a relevant field (nuclear physics);
the degree should generally not be older than three years.（源于

Science [2014-11-21]）

博士后

[美国]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

The Dendrite Morphogenesis and Plasticity Unit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 (NINDS) have an
open position for postdoctoral fellow to study dendrite development
and experience- dependent structural plasticity using Drosophila
as the model system. Applicants should have recent (<3 years)
PhD degree in Neuroscience, Physiology or Cell Biology.
Individuals with research experience in genetics or advanced
imaging techniques, and a history of solid prior publications are
preferred.Please send a CV, a brief statement of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goals, and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ree
references to quan.yuan@nih.gov.quan.yuan@nih.gov.（源于Science [2014-11-25]）

博士后

[挪威]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TNU is seeking a highly motivated postdoctoral fellow. The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pursue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 particular focus is on designing robust
and cost-efficient network architectures and approaches to support
communica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nodes in coastal and arctic
maritime operations and surveillance (CAMOS) sensor networks for
the IME Lighthouse project CAMOS. A possible application
scenario is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 for deep sea mining.
The design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nsor networks, such as heterogeneous nodes
and intermittent communication. The architectures and approaches
should also incorporate a management framework that enables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network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desired performance criteria, e.g. delay, reliability and network
energy efficiency. To apply: http://ec.europa.eu/euraxess/index.cfm/http://ec.europa.eu/euraxess/index.cfm/
jobs/jobDetails/jobs/jobDetails/3396304233963042..（源于Science [2014-11-24]）

博士后

[捷克]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ASCR

Applications are invited for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to work
on molecular structure- function relationships and physiology of
purinergic P2X receptors.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should have
PhD from biomedicine, biochemistry or biophysics, and should be
experienced in patch clamp technique and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chemical methods used in the laboratory. In addition to conduct
a research, the applicant will guide methodological courses on

“Basis of receptor neurophysiology”. The application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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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include a cover letter summarizing the applicants’career,
past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statement of motivation, and
research interests (1-2 pages), CV and a list of publications, copies
of certificates and grad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wo
references. The entire application should be sent as one single
PDF file to Hana ZemkovaHana Zemkova (zemkova@biomed.cas.czzemkova@biomed.cas.cz and a copy to
cbv@biomed.cas.czcbv@biomed.cas.cz) by December 5, 2014.（源于 Science [2014-
11-26]）

博士后

[丹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is recruiting outstanding, ambitious
candidates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to join their group. The overall aim is to understand th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vertebrate organogenesis
using the zebrafish liver as a model. We focus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 cell fate decisions in the early foregut,
in particular between liver and pancreas, and how subsequent
morphogenetic processes, such as cell shape changes and
migration, are controlling organ size and position during
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on. Qualifications include：A PhD in
cell biology, genetics, developmental biology, biophysics or a
similar field; A strong publication record along with experience in
developmental biology or biophysics; Experience in confocal and
live imaging is desired; Experience in cell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is desired.Experience with zebrafish as an experimental
model is considered an advantage; Strong motivation and excellent
scientific skills are essential; Good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oral and written are essential.To apply: http://ec.europa.eu/http://ec.europa.eu/
euraxess/index.cfm/jobs/jobDetails/euraxess/index.cfm/jobs/jobDetails/3396302233963022..（源于 Science [2014-
11-24]）

博士后

[美国]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This position will develop strains of thermophilic filamentous fungi
that produce high levels of cellulases for application in the
conversion of biomass to biofuels. Key success factors include:
recent PhD in Mycology, 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or
related areas; expertise in genetic manipulation of fungi; expertise
in applying genomics/transcriptomics to study of fungi; good
computer skills;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ability to write grant proposals and establish independent
funding. Apply directly online at http://http://5050..7373..5555..1313/counter.php?/counter.php?
id=id=2405624056 and follow the on-line instructions to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源于Science [2014-11-24]）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The Institute for Integrative Genome 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new faculty member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to develop a state- of- the- art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area of mammalian virology.Areas of
interest could include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replic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of RNA viruses, virus- host interactions,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and viral pathogenesis.Candidates who
incorporate systems biology approaches, large- scale genomic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bioinformatics and/or visual
microscopy to their research programs are preferred.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vigorous, innovative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 that is
well funded, teach effectively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and participate in departmental and interdepartmental
graduate programs. Applicants must have a PhD and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Interested individuals should send: (1) a curriculum
vitae, (2)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statement of teaching is
encouraged but not required and (3)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visit http://www.genomics.ucr.edu/,http://http://
cnas.ucr.edu/faculty/openings.html.cnas.ucr.edu/faculty/openings.html.（源于Science [2014-11-24]）

助理教授

[美国] Texas A&M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at Texas A&M University-Corpus
Christi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in
Plant Biology with an emphasis on field-based research of coastal/
marine plants. Appointment at a higher rank may be considered for
qualified candidates. Candidates must have a PhD degree in biology
or closely related discipline and demonstrate active involvement in
relevant societies.Postdoctoral experience is preferred, but not
required.Applications are particularly encouraged from individuals
with active, federally-funded research programs and strong external
collaborations who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modern research
laboratories and equipment, including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ir
molecular, microscopy and analytical facilities.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develop a vigorous, externally-funded
research program, supervise graduate students, and teac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courses. Apply online at https://https://
islanderjobs.tamucc.edu.islanderjobs.tamucc.edu. Application must include: cover letter
describing qualifications,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terests,
curriculum vitae, and the nam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four
references.Fo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Dr. Paul Zimba (paul.Dr. Paul Zimba (paul.
zimba@tamucc.edu), Search Chair,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zimba@tamucc.edu), Search Chair,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Texas A&M University- Corpus Christi.Texas A&M University- Corpus Christi.（源于 Science [2014- 11-
24]） （（编辑编辑 孙杨慧孙杨慧（（实习生实习生），），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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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基因问题应该如何谈？

鲁白：求是科技基金会举办的主题为“转基因求是论”的

求是之家沙龙，主要涉及两大类问题：一类是与学术有关的

问题，比如生物多样性、基因漂移、转Bt基因棉花会不会导致

害虫产生抗性、人类健康等；另一类是与监管有关的问题，诸

如政府的监管制度是否合理、各级部门的实施情况、民众有

没有遵循政府的规章制度等。对我来说，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转基因问题会在中国争议这么大，为什么现在全民都在议

论、都在关心？

朱祯：转基因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科

学角度，这个技术安不安全，有没有风险？如何规避风险？

如何突出优势？第二，从经济角度，推广转基因在经济上有

没有价值？这可以由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共同讨论；第三，从

政治层面这一更高层次考虑，可能涉及到国际贸易甚至公众

的反应。所以，讨论转基因必须按照这3个层次进行，如果3

个层次混为一谈，永远谈不清楚。

黄大昉：转基因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与

政治、社会、经济、公众心理相互交错。在一个问题上必须抓

主要矛盾，那么主要矛盾是什么？

先说讨论的思路。从国家战略上考虑，一是粮食安全问

题。粮食安全是国家领导人最关心的，也是有责任感的科学

家所关心的；二是国际竞争力问题，也就是说，你若不发展转

基因技术，将来怎么办？今后科技发展的趋势是什么？从科

学角度讲，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技术安全不安全。如果不安

全，前面两个问题都不用考虑。也就是说，转基因产业化必

须安全。至于监管问题、社会心理问题、科普宣传问题，都是

随之而来、派生出来的问题。所以，讨论转基因如果抓住这

几个大问题，思路就比较清楚，讨论可能会有成果。

鲁白：美国人已经吃了十几年的转基因食品，当初美国

政府是如何让公众接受转基因食品的？过程是什么样？

转基因求是论转基因求是论

主编按主编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留学，有幸参与了国际上最早的转基因技术研究。回国后，我作为国内第一批科研工作者

始终致力于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技术是一项重要的生物技术，对解决未来粮食短缺、保障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转

基因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对其生产应用、发展前景，在社会上引起争论是正常现象。但目前，社会公众对于转基因的争论，已经不

只局限在科学范畴，而变成了广泛参与的社会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转基因提出16字要求，即确保安全、自主创新、大胆研究、慎重推广。这对

我们理性看待转基因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因此，我希望，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大众媒体，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在科学的基

础上讨论转基因技术的利与弊。只有这样，转基因技术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为进一步促进科技界、学术界及社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正确理解和积极支持，2014年5月18日，求是科技基金会在北京

举办主题为“转基因求是论”的求是之家沙龙，沙龙主要围绕转基因问题应该如何谈、主粮是否应该转基因化、食品安全与健康、

食品标识的难题、环境生态、转基因的决策机制与管理模式、转基因产业化的现状与展望等议题进行讨论。本次沙龙由清华大学

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教授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吴孔明，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调研员何艺兵，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

发，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巡视员石燕泉，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

员杨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与会交流，求是科技

基金会运营总监陈列辉、特约研究员汪亦兵列席会议。本次沙龙的研讨内容，由求是科技基金会传播副总监马业勤整理成章，

《科技导报》加工提炼，作为“本刊专稿”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科技导报》主编 陈章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344，N0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D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1

求是科技基金会，《科技导报》编辑部

收稿日期：2014-11-18
引用格式：求是科技基金会,《科技导报》编辑部. 转基因求是论[J]. 科技导报, 2014, 32(34):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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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9-26；修回日期：2014-10-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273548）
作者简介：谢静静，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多功能纳米材料及应用，电子信箱：xiejing910016@163.com；贾力（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肿瘤转移的

预警和预防，电子信箱：pharmlink@gmail.com
引用格式：谢静静, 赵蓉利, 陈红宁, 等. 多功能化纳米材料络合物体外特异性结合和调控结肠癌细胞的研究[J]. 科技导报, 2014, 32(34): 26-32.

多功能化纳米材料络合物体外特异性多功能化纳米材料络合物体外特异性
结合和调控结肠癌细胞的研究结合和调控结肠癌细胞的研究
谢静静，赵蓉利，陈红宁，解晓东，贾力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肿瘤转移的预警和预防研究所, 福州 350002
摘要摘要 循环肿瘤细胞（CTCs）因携带原发肿瘤的一些生物特性以及自身独特的生物学功能，在癌症的诊断、治疗和转移预防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外周血中CTCs的低含量使其检测、分离和富集有一定技术难度。本文选取结肠癌HT29细胞为CTCs模
型，以表面高表达的EpCAM为生物标记物，选取纳米级高分子聚合物G6 PAMAM dendrimers为基质，多价络合针对EpCAM
的抗体来构建络合物，实现体外对HT29细胞的特异性捕获及活性调控。应用红外、动态光散射、紫外和荧光等方法表征络合物

的理化特性，荧光分析法考察络合物对HT29细胞的识别和捕获，MTT、荧光拍照、流式分析法显示络合物对捕获的HT29细胞的

活性调控。结果表明，制备的络合物可以高特异性地识别和结合贴壁的和悬浮的HT29细胞，从而对捕获的细胞产生一定的活

性下调作用，但不产生严重的细胞毒效应。可见，利用具有多价络合效应的纳米材料来共价连接针对CTCs表面标记物的靶向

抗体，有望实现在病人血中对CTCs的特异性捕获和活性调控。

关键词关键词 循环肿瘤细胞；PAMAM dendrimers；抗体络合；细胞捕获；活性调控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3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2

Specificity of Capturing and Restraining Colon Cancer Cells in Vitro
by Multifunctional Nanomaterial Conjugates

AbstractAbstract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in cancer diagnosis, therapy and metastasis prevention, owing to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erived from themselves and primary tumor. However, low concentrations of CTCs in peripheral blood
made their detection, isolation and enrichment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colon cancer HT29 cell as a CTC
model and took the nanoscale G6 PAMAM dendrimers as scaffolds for multivalent conjugation with antibody against EpCAM to realize
the specific capture and activity regulation at HT29 cells in vitro. FTIR, DLS, UV and fluorescence measurements were made to show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njugates. Microscop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dicate the recognition and capture behaviors to
target cells. MTT, fluorescence and flow cytometric analyses were made to demonstrate the regulation on the viability of captured
cell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pared conjugates were able to specifically recognize and bind the adherent and floating HT29
cells, and down-regulate the activity of captured cells without producing significant cytotoxic effects. The present study may provide
promise for capturing and restraining the rare CTCs in patient blood by using nanomaterials multivalently conjugated with targeting
antibodies against biomarkers on CTC surface.
KeywordsKeywords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PAMAM dendrimers; antibody conjugation; cell capture; cell activity regulation

XIE Jingjing, ZHAO Rongli, CHEN Hongning, XIE Xiaodong, JIA Lee
Cancer Metastasis Alert and Prevention Center, College of Chemistry,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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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9-26；修回日期：2014-11-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275198，60978069）；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0802880013）；国防基础科研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朱越，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场光学相干层析系统，电子信箱：daoxiaomi1991@163.com；高万荣（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医学光

学，电子信箱：wgao@njust.edu.cn
引用格式：朱越, 高万荣. 基于全场光学相干层析术的猪肝组织亚细胞成像[J]. 科技导报, 2014, 32(34): 33-36.

基于全场光学相干层析术的猪肝组织基于全场光学相干层析术的猪肝组织
亚细胞成像亚细胞成像
朱越，高万荣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南京 210094
摘要摘要 建立全场光学相干层析系统（OCT），可对生物细胞进行高分辨率层析成像。该系统基于Linnik干涉结构，采用低相干白

光光源卤钨灯照明和大数值孔径的显微物镜，理论分辨率可达0.7 μm × 0.7 μm（横向 ×轴向）。系统采用电荷耦合元件（CCD）
采集数张样品和参考镜的干涉图，通过三步移相算法获取层析图，最后合成三维图像。与荧光标记细胞等其他生物组织成像的

方法相比，全场OCT成本低廉、对细胞无损伤、分辨率高。该系统能够完成对洋葱表皮细胞和猪肝组织切片细胞等生物组织实

现层析成像，且分辨率高、成本低、结构简单便于调节，为实现高分辨率光学相干层析成像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医用光学；全场光学相干层析术；移相干涉术；生物组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N24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3

Imaging of Liver Biopsy Cells with Full-fiel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bstractAbstract Aninterference microscope for ultrahigh-resolution full-fiel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FFOCT) system was developed
for imaging of biological media. The experimental setup is based on a Linnik- type interferometer illuminated by a low coherence
tungsten halogen lamp and equipped with high numerical aperture microscope objectives. The theoretical resolution of the system is
0.7 μm×0.7 μm(lateral× axial). En-face tomographic images were obta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interferometric images recorded by a
smart CCD camera and 3-step phase-shifting algorithm.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used 4-step phase-shifting algorithm with less speed
of shifting the phase. Three-dimensional images can then be generated from these tomographic images. Compared with fluorescence
labeling image, FFOCT has advantages of low cost, no damage, and ultrahighresolution. En-face images of onion surface cellsand liver
biopsy tissue cells showed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for generating en-face images of biological tissues. Our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igh resolution, low cost and simple arrangement for adjustment, providing a practical method for FFOCT imaging.
KeywordsKeywords medical optics; FFOCT; phase-shifting interferometry; biological tissue

ZHU Yue, GAO Wanrong
School of Electronic and Optical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全 场 光 学 相 干 层 析 术（full- fiel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FFOCT）于 1998 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
Fujimoto工作组提出[1]，是一种可以对生物组织的横断面进行

非接触和非破坏性成像的技术，此后相继有关于该系统的报

告[2~4]。FFOCT使用白光光源且基于并行检测技术，无需横向

扫描即可获得样品的二维图像，与逐点扫描成像相比，不但

具有很高的三维分辨率，还具有很快的成像速度。同时，由

于白光的价格较低[5]，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成本，对医学成像

及临床应用有着重大意义。近年来，在国际上被极多运用于

活体生物组织和细胞的三维成像，如法国Boccara小组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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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朝良，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血流成像，电子信箱: chaoliangchen@163.com；高万荣（通信作者），研究方向为生物医学光学成像，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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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朝良, 高万荣, 廖九零. 一种用于小血流速度测量的优化多普勒谱域光学相干层析术[J]. 科技导报, 2014, 32(34): 37-40.

一种用于小血流速度测量的优化多普勒一种用于小血流速度测量的优化多普勒
谱域光学相干层析术谱域光学相干层析术
陈朝良，高万荣，廖九零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南京 210094
摘要摘要 提出一种能够有效提高组织中小血流成像质量的优化多普勒光学相干层析术（DOCT）。该方法通过利用谱域光学相干

层析术(SDOCT)在同一横向位置对相邻和隔行A扫相位差求平均的方法来实现。介绍了该方法的理论原理，并且通过血管模拟

实验验证了其可行性。在模拟实验中，通过改变脂肪溶液在毛细玻璃管中的流速，利用传统相位方法和本文提出的方法分别对

速度进行测量，然后分别计算速度的平均标准差并进行比较。对老鼠耳朵的血流进行活体测量，再分别利用两种方法进行多普

勒速度图像的重构。实验结果证明，在小血流速度测量方面，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在不增加相邻A扫时间间隔的情况下，有效地

抑制由于系统相位不稳定而引起的相位噪声，从而提高血流速度图像的信噪比和测量精度。

关键词关键词 光学相干层析术；多普勒效应；血流成像；信噪比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N24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4

Optimized Doppler Spectral 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for Small Blood Flow

AbstractAbstract A new method is presented forimaging the small blood flow velocities in vessels by a spectral 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based on averagingphasedifferences between adjacent and interval A- lines at the same lateral position. The proposed
method is theoretically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by measurements of flowing particles within a glass capillary with known mean
velocitie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s of different flow velocities of the particl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determined by conventional phase- resolved method. In vivo experiments on a mouse ear and the Doppler flow velocity
maps are reconstructed by both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suppress
the phase noise caused by phase instabilities, improve the signal- to- noise ratio of phase difference and accuracy of velocity
measurement for small blood flow without increasing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adjacent A-lines.
KeywordsKeywords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Doppler law; imaging of blood flow; signal-to-noise ratio

CHEN Chaoliang, GAO Wanrong, LIAO Jiuling
School of Electronic and Optical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基于相位的多普勒光学相干层析术（PRDOCT）[1,2]是一种

对组织血流成像的扩展型频域光学相干层析系统（FDOCT），

而频域光学相干层析术包括谱域光学相干层析术[3]和扫频光

学相干层析术[4]，其原理是通过计算组织中同一深度的两次A

扫之间的相位改变量来提取组织中的血流速度。在过去的

10年间，很多对优化 PRDOCT系统性能的方法被提出。例

如，浙江大学的 Huang 等 [5]提出一种基于高阶互相关的

Doppler速度成像方法，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速度图像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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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超，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时间频率同步与应用，电子信箱：chao_gao@126.com；王波（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时间频率系统，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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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高超, 王波, 白钰, 等. 基于光纤链路的高精度时间频率传输与同步[J]. 科技导报, 2014, 32(34): 41-46.

基于光纤链路的高精度时间频率基于光纤链路的高精度时间频率
传输与同步传输与同步
高超 1,2，王波 1,2，白钰 1,3，苗菁 1,3，朱玺 1,3，李天初 4，王力军 1,2,3,4

1. 清华大学精密测量联合实验室，北京 100084
2.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3. 清华大学物理系，北京 100084
4.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3
摘要摘要 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之间往返80 km的商用光纤链路上进行了时间频率同时传输与同步实验。采用时间

频率同时传输与同步的方法，获得了7×10-15/s，5×10-19/d的频率传输稳定度结果；通过在发射端主动探测并补偿时间脉冲信号

在光纤中传输的时间延迟，实现了±50 ps的时间同步稳定度指标。鉴于目前基于光纤链路的频率传输方案均受限于点对点传

输的问题，设计并完成了可多点下载的频率接收系统，使时间频率传输与同步网络的建设成为可能。

关键词关键词 时间频率同步；光纤传输；原子钟比对；稳定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5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5

Fiber Based Time and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The continuous, precise time and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system was built on an 80 km single urban fiber link,
betwee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 Through precise time and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the
frequency dissemination stability of 7×10-15/s and 5×10-19/d was obtained; with active transfer delaycompensation at the transmitting
site, the time synchronization inaccuracy was< 50 ps. For the current fiber based frequency dissemination schemes, the
disseminated frequencysignal can only be recovered at specific location. A multiple-access RF dissemination scheme was proposed
and demonstrated. Using this method, the stable disseminatedfrequency signal can be recovered at an arbitrary node along
theentire fiber pathway, which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the time-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network in the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time and frequencysynchronization; fiber dissemination;atomic clock comparison; stability

GAO Chao1,2, WANG Bo1,2, BAI Yu1,3, MIAO Jing1,3, ZHU Xi1,3, LI Tianchu4, WANG Lijun1,2,3,4

1. Joint Institute for Measurement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recis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 Department of Precision Instruments and

Mecha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Department of Physic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4.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 Beijing 100013, China

准确的守时，时间传递与同步是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

科技问题之一 [1,2]。拥有相同本振频率且时间同步的时钟在

导航上有着重要的应用。在现代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例如

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
中，所有星载钟都需要保持振荡频率和时间的高度同步，时

间的同步精度直接决定定位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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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数据平台敏感数据安全共享的一种大数据平台敏感数据安全共享的
框架框架
董新华，李瑞轩，何亨，周湾湾，薛正元，王聪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摘要 大数据平台存储了海量的用户敏感数据，这些敏感数据的共享有助于企业降低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成本，实现数据

增值，而数据的安全共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敏感数据安全现状，提出了一个大数据平台敏感数据安全共享系统

框架，包括数据平台上敏感数据的安全提交、存储、使用和销毁；研究了基于密文异构转化的代理重加密算法和基于虚拟机监控

器的用户进程保护方法等关键技术，为系统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支撑。该框架能够保护用户敏感数据的安全性，有效实现这些数

据的安全共享，同时使数据拥有者完全掌握自身数据的控制权，从而有利于营造现代互联网信息安全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关键词 安全共享；敏感数据；代理重加密；进程空间保护；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0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6

A Framework for Secure Sharing of Sensitive Data on Big Data Platform

AbstractAbstract Vast amounts of users' sensitive data are stored on the big data platform. The sharing of sensitive data will help
enterprises to reduce the cost of providing users with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achieve value-added services of data. However, the
secure sharing of data is an urgent problem. By analyzing the present security situation of sensitive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for secure sharing of those data on big data platform, including security submission, storage, use and destruction of
sensitive data on the semi-trusted big data sharing platform. Relevant key technologies were studied, such as the proxy re-encryption
algorithm based on heterogeneous cipher- text transformation and user process pro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which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ystem functions. The framework well protects the security of users' sensitive
data, and shares these data effectively and saf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data owners have complete control of their own data, which is
conducive to foster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modern Internet information security.
KeywordsKeywords secure sharing; sensitive data; proxy re-encryption; process space protection; big data

DONG Xinhua, LI Ruixuan, HE Heng, ZHOU Wanwan, XUE Zhengyuan, WANG Co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随着信息数据化步伐的加快，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的海量数据在快速产生。通过对这些大数据的收集、整

理、分析和挖掘，又能得到海量的个人用户敏感数据。这些

数据除了满足本企业自身需求外，也可以存储在大数据平台

上为其他企业提供租用服务，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和数据资产

化。因传统云存储只是被动地存储明文数据或加密过的数

据，并不会对密文数据进行计算操作，可以认为这些数据是

“死”的数据。而大数据平台是数据（包括敏感数据）交换的

场所，可提供海量数据的存储和计算服务。计算服务主要是

指参与方利用平台对数据进行操作（如密文数据转换，功能

加密等），即可以把“死”数据盘活。为了展示大数据平台上

敏感数据的流动过程，一个应用敏感数据的实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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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云的水利信息化数据共享体系基于数据云的水利信息化数据共享体系
构建模式构建模式
陈昂 1,2，隋欣 1,2，廖文根 3，段浩 1，陶洁 1,2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 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3.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北京 100120
摘要摘要 从水利信息化发展的新方向论述了当前开展水利数据云共享建设的必要性，通过分析中国水利信息化建设的实践，探讨

了未来数据共享平台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分析指出，早期信息化管理分散、各部门水利信息化建设的适用范围较窄、未形成

统一的存储标准等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基础资源整合，对基础设施、水利业务应用等资源进行统筹规划是实现共享

体系建设的前提，开展数据存储标准建设和数据安全保障建设是保障数据共享体系建设成功和良好运行的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 水利信息化；云存储；数据共享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7

Construction of Data Sharing System of Water Information
Based on Cloud Storage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on of a water information data sharing system in China and identifie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data sharing platform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e of China's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zation. The main problems ar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earl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narrow scope of various water
information departments, and ununified storage standards. On this basis, the future direction for construction of China's water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is proposed. The premise if overall planning of such resources as infrastructures and water resources
applications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basic resources. A unified data storage standard and data security are key factors and foundations
to guarantee a successful and well-operated data sharing system.
KeywordsKeywords water information system; cloud storage; data sharing

CHEN Ang1,2, SUI Xin1,2, LIAO Wengen3, DUAN Hao1, TAO Jie1,2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2.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China
3.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Planning and Design General Institute,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120, China

水利信息化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水利信息采集、处

理、存储与共享，达到全面提升水利工作效率的目的。水利

属于社会公益型事业，2011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从民生和国家利益的战略

高度强调了水利的重要性。水利管理实行流域、区域管理相

结合的管理方式，水利信息化建设是实现流域信息资源整

合，实现水资源基础信息、地理空间信息、水管理信息共享，

并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主要途径。随着水利信息化

53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258


科技导报 2014，32（34）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9-25；修回日期：2014-10-17
基金项目：“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

作者简介：文天柱，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复杂军用电子装备自动测试技术和智能故障诊断技术，电子信箱：wentianzhu1987@aliyun.com
引用格式：文天柱, 许爱强, 陈育良. 可拓理论与SOM网络相结合的多故障诊断方法[J]. 科技导报, 2014, 32(34): 58-61.

可拓理论与可拓理论与SOMSOM网络相结合的多故障网络相结合的多故障
诊断方法诊断方法
文天柱，许爱强，陈育良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烟台 264001
摘要摘要 针对采用SOM网络进行多故障诊断时，要求多故障模式相似且不包含标准故障输出的限制，提出将SOM网络与可拓理

论相结合的多故障诊断方法。首先采用SOM网络对训练样本进行聚类，得到故障模式及其聚类中心。然后针对每种故障模式

的每个特征构造在聚类中心处取得最大值的关联函数，并以各特征的关联函数值为基础，设计多故障评价指标实现多故障诊

断。最后采用汽轮发电机组振动信号的频谱数据对算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正确识别待诊断样本的单故障和多故障

模式，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关键词 多故障诊断；SOM网络；可拓理论；关联函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206.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8

Multi-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Extension
Theory and SOM Network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 fault diagnosis algorithm combining SOM network with extension theo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that multi- fault modes should be similar and do not contain the standard fault output when SOM network is used for
multi-fault diagnosis. First, the training samples are clustered by SOM network, and the fault modes and these clustering centers can
be obtained. Second, the dependent function of each feature for each fault mode is set up where the maximum value can be obtained
at the clustering center. Next,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multi-fault modes is designed for multi-fault diagnosis, which is based on the
dependent function values of features. Finally, the spectrum data of vibration signal of steam turbine generator unit is adopted to
verify the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single- fault mode and multi- fault modes can be correctly distinguished by this
method, so the algorithm is feasible.
KeywordsKeywords multi-fault diagnosis; SOM network; extension theory; dependent function

WEN Tianzhu, XU Aiqiang, CHEN Yuliang
Naval Aeronautical and Astronautical University, Yantai 264001, China

随着武器装备系统化、综合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对其进行维修、保障的难度也急剧增加。故障诊断技术作为

降低武器装备维修保障费用、延长使用寿命、保持战备完好

性的重要手段，得到了广泛关注。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基于

知识的故障诊断方法，具有良好的非线性和并发性处理能

力，以及联想和记忆功能，比较典型的神经网络模型有前馈

神经网络模型、反馈神经网络模型、自组织神经网络模型和

随机神经网络模型等。自组织映射（self-organizing map，
SOM）网络是一种典型的自组织神经网络模型，由于采用竞

争式的无导师监督学习规则，所以在训练过程中不需要已知

样本的故障类型，就可以自动对输入模式进行聚类，具有自

组织和自适应能力[1]。文献[2]应用自组织神经网络对汽轮机

回热系统进行故障诊断；文献[3]将自组织神经网络用于轴流

分机不对中故障诊断；文献[4]将自组织神经网络用于汽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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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战场态势显示标绘技术三维战场态势显示标绘技术
蒲玮，李雄，吴成海

装甲兵工程学院，北京 100072
摘要摘要 为提高三维战场态势显示标绘的图形效率和人机交互性，在总结分析战场态势信息基本理论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显示

与标绘两方面的军事需求和OSG/Qt结合使用的软件架构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了程序框架的线程模式优化方法和基于帧缓存对

象的离屏纹理烘焙技术的军标符号显示生成算法。设计和实现了三维战场态势显示标绘软件模块，并对模块进行了多种实现方

法的比较测试，检查验证了相关技术方案和关键技术对于提高系统绘制效率和人机交互的有效性。

关键词关键词 三维战场态势；显示标绘；线程模式优化；帧缓存对象；OSG/Qt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91.4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09

Three-dimensional Battlefield Situation Display and Plotting Technology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method of thread mode for OSG/Qt framework and a generating algorithm for military
standard symbol display using off-screen render to texture technology based on frame buffer object, to improve the display efficiency
and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of three- dimensional battlefield situation display and plotting. The basic concept of battlefield
situation information was summarized, and the military demand of display and plotting and OSG/Qt architecture were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software module of three-dimensional battlefield situation display and plotting was designed and tested to verify the
plotting efficiency and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veness of the solution and key technology.
KeywordsKeywords three-dimensional battlefield situation; display and plotting; optimization of thread mode; frame buffer object; OSG/Qt

PU Wei, LI Xiong, WU Chenghai
Academy of Armored Forces Engineering , Beijing 100072, China

计算机作战仿真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军事训练手段，在指

挥训练、战术训练等军事训练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仿真训

练中，战场态势信息是指作战双方在战斗力量对比、战斗部

署和战斗行动等方面形成的状态和形式信息，是导调控制人

员把握训练进程、参训人员正确决策的基础，战场态势显示

标绘是作战仿真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传统的战场态势标

绘显示系统在二维军事地形图的基础上进行态势符号信息

的标绘，随着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的发展，三维战场环境可

视化仿真技术，以更加形象直观的优势成为仿真训练系统中

战场环境呈现的基本形式。三维战场态势显示标绘是指在

三维战场环境可视化仿真的基础上，运用二维的军队标号系

统，对战场态势进行显示和标绘。由于战场环境可视化显示

方式从二维军事地图转变为三维战场环境，因此，出现了二

维军标在三维环境中如何进行标绘和显示的技术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文献[1]将军标符号作为三维实体，采用

动态网格平面的方法进行渲染，文献[2]在优化网格化分的基

础上，提出了军标符号的3点地形匹配算法，文献[3]设计和实

现了一种基于DEM网格划分的军标符号网格优化算法，提高

了军标符号的地形匹配程度，文献[4]提出了一种采用公告板

技术实现静态点状军标显示的问题，但以上方法存在以下不

足：使用网格构建大面积复杂军标需增加三角面数目，增加

系统负担；军标地形匹配采用3点或多特征点匹配算法，无法

解决军标的部分面积被地形遮挡影响显示效果的问题；而采

用全地形网格匹配，会加大系统负担，在进行大规模作战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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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效约束集法的混合梁斜拉桥基于有效约束集法的混合梁斜拉桥
合理成桥状态确定方法合理成桥状态确定方法
戴杰 1，屈骏 2，乔建刚 3，秦凤江 1

1.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西安 710064
2.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 710075
3.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天津 300051
摘要摘要 针对混合梁斜拉桥的结构特点，提出基于有效约束集法的混合梁斜拉桥合理成桥状态优化方法。以混合梁斜拉桥主梁、

桥塔的弯曲及拉压能量之和为目标函数，以钢箱梁段竖向位移、桥塔水平位移、主梁上下缘及桥塔两侧应力、斜拉索索力及其均

匀性为约束条件，建立混合梁斜拉桥合理成桥状态的二次规划数学模型，采用有效约束集算法进行合理成桥状态的优化。实例

优化及比较结果显示，优化所得成桥状态，主梁竖向位移-22~8 mm，桥塔塔顶水平位移为向主跨侧偏20 mm，结构整体线形平

顺；钢箱梁上下缘及钢桥塔两侧应力为-84.43~16.38 MPa，混凝土主梁上下缘及混凝土桥塔两侧应力为-16.31~-0.003 MPa，
结构内力及应力均与无约束最小弯曲能量法计算结果相近；斜拉索索力为2061~2457 kN，其分布比无约束最小弯曲能量法的计

算结果更均匀，且边墩具有更大的压力储备，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关键词关键词 混合梁斜拉桥；合理成桥状态；二次规划；有效约束集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48.2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10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Reasonable Completion State for
Cable-stayed Bridge with Hybrid Girder Based on Active Set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ble-stayed bridge with hybrid girder, an active set method is proposed
to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completion state for the cable-stayed bridge with hybrid girder. A quadratic programming model is built,
with the total bending and axial energy of the girder and the pylon a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steel
box girder, th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the pylon, the normal stress in the concrete girder and pylon, the cable force and their
distributional uniformity as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s. The active set method is employed to optimize the completion state of the cable-
stayed bridge with hybrid girder. The optimization and comparis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ompletion state
obtained through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 smooth shape of the whole structure is obtained, with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main girder in the range of -22-8 mm, with the top of the pylon having a horizontal pre-deviation of 20 mm to the main span,
and with the internal force and the normal stress in the whole structure all similar with what obtained from the unconstraint minimum
bending energy method. The normal stresses in the steel girder and the steel pylon are in the range of -84.43-16.38 MPa, and the

DAI Jie1, QU Jun2, QIAO Jiangang3, QIN Fengjiang1

1. School of Highwa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2. CCCC First Highway Consultants Company Limited, Xi'an 710075, China
3. Tianj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Tianjin 30005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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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得到了广泛应用，对科学和产业产生了巨

大影响。关于大数据的准确定义，科学界仍缺乏统一认识，

从字面上理解，其最本质的特点在于数据量“大”，除此之外，

还包括了获取、管理及处理时的复杂性。大数据具有明显的

时代特征，习惯上将其总结为4个“V”：规模性（volume），高速

性（velocity），多样性（variety）和价值稀疏性（value）。由于大

数据的这些特征，使其有更大可能产生数据质量问题，即出

现不一致、不精确、不完整、过时等问题或者描述同一实体的

数据出现冲突（简称为实体不同一）等错误[1]。大数据有可能

产生数据质量问题，其具体原因如下：

1）由于规模性，大数据获取、存储、传输和计算过程中可

能产生更多错误，如果对其采用人工错误检测与修复，将导

致成本极其巨大以致难以有效实施。

2）由于高速性，数据的大量更新会导致过时数据迅速产

生，也更易于产生不一致数据，为人工错误检测与修复带来

困难。例如，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设备中包含了15亿个传感

器，平均每秒收集超过4亿条实验数据，更新的数据将会导致

之前存储数据迅速过时，而在更新速度如此快的情况下，传

统方法难以有效用新数据替换对应的旧数据。

3）大数据的多样性指的是数据来源和形式上的多样，这

使得数据有更大的可能产生不一致和冲突。例如，在互联网

上不同电子商务网站中获取到的描述同一商品的数据有很

大可能存在冲突。

如果没有良好的数据质量，大数据将会对决策产生误

大数据质量管理大数据质量管理：：问题与研究进展问题与研究进展
王宏志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要摘要 当前大数据在多个领域广泛存在，大数据的质量对其有效应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需要对大数据进行质量管理。

尽管数据质量管理方面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由于大数据具有规模大、速度快和多样性高的特点，现有的方法难以适用于大数

据质量管理。本文针对错误发现、错误修复和劣质数据查询处理，综述了大数据质量管理的问题与挑战，认为大数据质量管理的

挑战主要有计算困难、错误混杂和缺少知识3个方面。本文依据这3个方面的解决方法，对大数据质量管理目前的研究进展进行

了综述，并展望了大数据质量管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数据质量；大数据；数据清洗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11.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4.011

Big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Progress
WANG Hongzhi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Big data have wide applications. Since the quality of big data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se data-centric applications,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big data are in demand. Although some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for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have
been proposed, due to the volume, variety and velocity of big data, current methods could hardly be applied to data management for
big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error detection, error repair and query processing of dirty data in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identifies intractability, mixed errors and the lack of knowledge as three new challenges to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The progress of big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se three aspects is reviewed and open problem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oposed.
KeywordsKeywords data quality; big data; data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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