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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盐湖学基础理论，构建“大盐湖产业”体系

盐湖学是研究盐湖体系的化学、物理和

生物与其环境和资源的性质及特点，并推进

其工程化的一门边缘应用基础科学。盐湖

学的基本任务是用多学科的原理为指导，系

统地调查研究与评价盐湖，为人类与盐湖的

协调及其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技

术依据，为持续发展大盐湖产业服务；当代

已形成的综合利用和高值化的盐湖矿业-

盐类化工联合企业、生物技术等为基础的盐

湖农业与盐湖旅游业，这样大规模、多样性

和综合性盐湖产业称之为“大盐湖产业”。

中国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开展

较大范围的盐湖调查，近60年来，在盐湖沉

积与古气候和古环境、盐湖矿产资源地质调

查、盐湖资源化学、盐湖资源开发工程技术

和综合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盐湖与健康、

盐湖生物等领域研究取得一些重大进展。

发现和评价了陆相钾盐察尔汗和罗布泊钾

镁盐型矿床和新类型锂硼钾（铯、铷、溴）特

种盐湖矿床，研发了钾盐、硼酸盐、锂盐的工

业开发工程和工艺技术，为建立中国钾盐和

锂硼基地奠定了基础；开展了中国新生代盐

湖带变迁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及青藏高

原新生代湖泊演化古气候、古环境研究，建

立了盐湖长期科学观察站，全面分析了中国

西部盐湖遥感信息研究。盐湖沉积地球化

学和微体古生物与盐矿物组合研究，揭示柴

达木盆地西部出现多次冷湿事件，反映西风

带对该区有重要影响；将盐类矿物划分为冷

相、暖相和广温相 3种类型，盐矿物作为厘

定气候指标提供依据。利用盐湖及其沉积

物开发旅游、保健及美容产品，开展解池等

盐湖卤水漂浮浴、疗泥保健研发。

为展示中国盐湖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引

领中国盐湖学与盐体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科技导报》以第12届国际盐湖会议的召开

为契机，有幸邀请到大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盐湖与热

水资源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郑绵平郑绵平担任《科技

导报》客座编委，组织出版“盐湖学专题”。

本期“卷首语”发表了郑绵平院士的“盐

湖农业与盐碱农业”一文，“专题论文”刊登

了1篇综述文章和7篇研究论文，着重总结

了中国盐湖学的成果和进展，探讨了未来盐

湖体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本期封面图片为青海现代盐湖与雅丹

地貌的合成图，其中钻井为青海油田与中国

地质科学院在柴达木东部气钾兼探科学钻

探，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提

供，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全球盐湖、盐碱地广泛分布，我国西部内陆盐湖和东部滨海盐水域和盐碱地总面积约达1.06亿hm2，既是重要盐类资源，也是值得引

起重视的土地资源，随着“盐湖农业与盐碱农业”观念和养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传统农业由淡土耕地向盐土耕地扩展，可改善盐区环境、

对世界人口膨胀、农产品不足等问题，为人类的食物供应获得更为广阔的来源。特别是在中国西部和西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受近期气候

干暖、湖面下降、湖泊盐化、淡水生物锐减、湖区牧场退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湖泊干涸、盐湖流域荒漠化趋势

加剧，比如在北京周边的6大湖泊中的安固里诺尔、查干诺尔、乌拉盖高毕等急速干涸，张北县的安固里诺尔，距北京200 km，在2004年干

涸，湖盆流域盐碱地荒漠化。北京每年春季频繁发生的沙尘暴，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环境。研究表明，京津地区尘暴物质主要来源于

这些众多干涸湖泊中的盐、碱和粉尘物质。据1：50万卫星照片初步统计，西北地区干涸湖泊总面积约10万km2，约占产生尘暴物质的

90%以上。因地制宜地发展“盐湖农业”，不仅可部分替代化石能源，节能减排，又可绿化环境，降低粉尘污染外围城市环境，对于荒漠治

理、生态环境保护、扩大食物来源和弥补牧草不足，对发展西部落后地区经济，开拓具有干旱、半干旱地区特色农业，有其现实和长远战略

意义。

盐湖农业（盐碱农业）是指在盐（咸）水域和盐碱地环境进行的农业生产，包括盐生动植物、养殖和种植品，钱学森先生在1994年4月

24日给笔者来函中指出“盐湖农业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农业，是利用盐湖生态环境及日照，通过生物生产商品，是农、工、贸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盐湖农业是21世纪的产业”。

盐湖和盐碱地对于一般动植物是一种极端环境，由于其含盐度较高，一般的生物不可在其中生存。因此，通常给人的印象似乎盐湖、

盐碱地是死寂的、没有生物活动的水域。其实不然，在这类高盐环境中，还有少数生物种群与其种群的多数成员不同，能够适应高盐环境，

而得以生长、繁衍。这种生物我们称为盐生生物或盐生物。随着环境含盐度的增高，盐生生物的属种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寡有天敌，这些

属种反而可以繁衍，其中不乏具有主要经济实用和科学意义的属种。例如在盐水域中，主要适于低盐水—中盐水的螺旋藻（Spirulina）含

蛋白质高（50%~73%）；卤虫（Artemia）主要适于20~11 g/L 盐度，由于高含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而成为对虾和名贵鱼类饲料。盐藻（Du⁃

naliella sp.）富含β-胡萝卜素、甘油和脂肪酸等多种保健品。又如在盐碱地盐生物种有很多富含淀粉、油脂、纤维素，可以作为能源植物加

以利用，统称为耐盐碱能源植物（Salina tolerance energy plants），例如大量生长的碱蓬、盐蒿、海蓬子、柳枝稷和油葵，可能成为能源植

物。此外，在盐碱地土生土长的甘草、黑枸杞等，则可作为药用和营养品加以培植利用。

鉴于以往国内外盐碱地利用研究，多注重采取人工改良土壤工程措施来适应“淡水”作物生长；而提出“盐湖农业”的发展思路是利用

现有规模的生物资源或改良抗盐作物，遵循盐碱水土自然形成规律，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培植适应当

地的耐盐和嗜盐品种。建议将我国盐湖区和盐碱地列入国家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在近期选择条

件合适的地区，如钱学森先生指出的在格尔木北部盐碱地作为发展“盐湖农业”试点。

盐湖农业与盐碱农业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7）

郑绵平，福建漳州人，盐湖学家和矿床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盐湖科学研

究及矿产开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现任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

室主任，国际盐湖学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顾

问。长期致力于盐类矿产地质和盐湖综合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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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cience和Nature，并与全国科技界一起使中国从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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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P22 藏北南部介形类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典范对应分析

P29 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SL-1孔粒度参数指示的5.33 ka BP以来的

水位变化

P50 柴达木盆地外生硼矿床成矿特征与找矿方向探讨

P1 盐湖农业与盐碱农业

典范对应分析是一种直观反映动物群落、属种分布与环境因子间

关系的直接排序方法，已在生物界及生态环境研究方面得到广泛应

用。为调查西藏地区介形类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2012年对藏北南部

49个不同水体表层沉积物中的介形类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介形类10
属 22种，其中 Limnocythere dubiosa、Ilyocypris bradyi和 Candona
candida在49个样点中出现频数分别达19次、13次和9次，是藏北南

部地区的常见种。介形类的生存环境同其水体的物化性质（pH值、电

导率及组分等）有重要关系，应用典范对应分析，对藏北南部地区49个
样点的22种介形类与8个环境因子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得出介形类分

布与8个环境因子间的相关性均在80%以上，表明该地区不同水体环境因子的变

化对介形类分布的影响很大，水体的8个环境因子中对介形类分布影响最大的是

电导率、pH值及亚硝酸盐含量。

我国西部内陆盐湖和东部滨海盐水域

和盐碱地广布，总面积约达0.99亿hm2，既

是重要盐类资源，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土地

资源，随着“盐湖农业与盐碱农业”观念和养

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传统农业由淡土耕地

向盐土耕地扩展，可改善盐区环境，缓解世

界人口膨胀、农产品不足等问题，为人类的

食物供应获得更为广阔的来源。

P7 效率追求是科技发展的推动力

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着人类生产和生

活的效率，而人类对效率无止境地追求也反

过来推动科技向前发展。本期风云呈现了

人类对效率的追求推动了科技的发展。

P9 科学家重申小行星撞击地球
风险

逾100位科学家和宇航员等人近期共同

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100X小行星声

明”，呼吁全球各界高度关注可能碰撞地球的

小行星，加快搜寻并尽快建立小行星防御机

制。虽然小行星可能撞击地球的报道并不鲜

见，但人们往往认为它太过遥远，科学家却严

肃指出，小行星撞击地球并非天方夜谭，应该

积极采取措施预防灾难发生。

P11 全球范围内海洋生态系统的
稳态转换

人们已通过全球多个不同的海洋生态

系统，越来越多地观察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发生了突然、剧烈和持久的转换。本期英

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为读者介绍全球范围

内海洋生态系统的稳态转换的研究进展。

P12 科普活动主题策划需把握的
原则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科协组织开展的“科学家与

媒体面对面”活动为例，分析科普活动主题

策划需把握的原则，并针对主题策划的薄弱

环节给出相关建议。

P88 科学发展周期性的研究概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事物的发展是波

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研究表明，科学

发展也具有周期性，即以一种不断重复的方

式前进。本文论述了科学发展的周期性以

及研究中的难点。

对取自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深水区的SL-1孔开展年代学和粒度参数研究，

以此重建了该湖5.33 ka BP以来的水位变化。结果表明，5.33~4.25 ka BP是一

期较为稳定的高湖面期，湖面波动较小，始终维持在高湖面，后期（4.30～4.25 ka
BP）湖面开始下降；4.25~2.20 ka BP，风力加强，湖面较上一期有所降低，属湖面

降低期，风力作用的影响增加；2.20~1.90 ka BP，稳定的低湖面期；1.90 ka BP至
今，高湖面期。但有几期短暂而快速的湖面降低，湖面降低的持续时间一般为20~
50 a，具有约0.10 ka和0.20 ka的周期性，约0.20 ka的准周期基本贯穿了色林错

自5.33 ka BP以来的湖面变化。这种周期在青藏高原冰芯氧同位素恢复的温度

序列中也存在，说明在百年尺度上，温度对色林错的湖面变化有一定影响。

中国硼矿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急需寻找可

替代外生硼矿床。哈克盆地位于柴达木盆地

北部边缘，隶属于“溯源找矿”区域，该区硼矿

和硼矿化形成为NW-NWW向山前逆冲断裂

及NE向断层所控制。对盆地内岩石、沉积物、

水系B含量分析结果表明，B含量具明显正异

常，水化学组分富 B、Li而贫 Br、I，∑Ce ∑Y
比值接近地壳，成矿来源主要为富硼地下水及

富硼基岩。针对盆地内典型外生硼矿床——

居红土硼矿研究发现如下规律：硼矿体主要分

布于晚更新世细粒沉积物之上，反映了稳定条件沉积特征；矿区碎屑沉积物纵向呈

明显正粒序变化，硼矿主体自下而上随碎屑粒度由粗变细，B2O3含量由低到高，而

自洼地中心向边缘，矿层呈中间厚向两侧变薄并逐渐尖灭的特点；首次通过光释光

测年数据表明，矿床形成于晚更新世≥28 ka；据硅华大部分变为低温石英和C蛋

白石以及稀碱金属元素Li＞Rb＞Cs，表明硅华业经长期“脱水老化”。综合矿区碳

酸盐沉积物碳氧同位素和硅钙华底板XRD等研究，将居红土硼矿形成过程划分为

3个阶段：I早期硅钙华沉积阶段，II下部硼矿初始沉积阶段，III主体硼矿沉积阶

段。本文为祁连山地区硼矿床的形成机制和成矿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认识，并

就下一步盆地内找矿方向进行了探讨。

含钙华砂质黏土中的钠硼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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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1212--0101至至20142014--1212--1010））

1 美猎户座载人飞船完成首次试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美国东部时间5日11:29，搭载猎户座载人飞船的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德尔塔大推力火箭

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猎户座发射升空，进行持续约4.5 h的首次不载

人试飞。猎户座飞船是继航天飞机后的美国新一代载人航天工具，有望搭载人类前往火星，这

标志着人类第1艘以深空探索为目标的载人飞船首次试飞取得成功。

图片来源：NASA网站
2 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器沉睡9年被唤醒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7日，美国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飞行器从沉睡中被唤醒，此

时距离其发射已有9年。新视野号探测器将于2015年1月从距

离冥王星2.6亿 km的上空测冥王星，会沿着椭圆形轨道航行，

并在 2015年 7月临近研究任务结束时到达冥王星轨道近地

点。新视野号于2006年1月发射升空。

3 日本小行星探测器隼鸟二号升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当地时间 3 日 13:22，日
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

三菱重工业公司宣布，在鹿儿

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利用

H2A火箭发射了隼鸟二号小

行星探测器。隼鸟二号是隼

鸟号小行星探测器的后续机

型，它将花费3.5年时间，前往

1999JU3号小行星，预定2020年底返回地球。隼鸟号小行星探

测器是全球首个在地球重力圈外天体的固体表面着陆、在采集

了岩石样品后回归地球的探测器。

图片来源：资料图

4 世界最大恐龙骨架在北京亮相 长约38 m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3日，世界上最大的恐

龙复原骨架巨型汝阳龙首

次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亮

相。巨型汝阳龙生活在距

今 1.2亿年前的河南，其化

石保存是迄今全球大恐龙

中最多的一种。长约 38
m、头 部 离 地 面 高 度 达

14.5 m的巨型汝阳龙复原骨架引来观众驻足。

图片来源：人民网

5 世界最大天文望远镜将动工 比哈勃清晰16倍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8日消息，位于德国慕尼黑北部的欧洲南方天文台宣布将

正式批准建造欧洲特大天文望远镜。该项目于2010年立项，选

址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中部海拔3060 m高的塞罗阿马索内斯

山顶。该光学和红外天文望远镜光圈直径超过39 m，集光能力

比世界现有最大的光学望远镜强13倍，成像清晰度将达到哈勃

太空望远镜的16倍。

6 科学号启程赴西太平洋海域科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3日，我国最先进的海洋科考船科学号起航赴西太平洋雅

浦海山海域，执行任务。科学号此次搭载5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

员，将开展“深海海洋环境与特殊生态系统”项目研究，共持续

73天。

7 《自然》出版集团宣布：开放所有研究论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日，《自然》出版者集团宣布：所有《自然》研究论文免费让

读者阅读，但不能免费复制、打印或下载，该政策同样适合于该

集团旗下的其他48种杂志，科学家可以用ReadCube阅读软件

免费阅读和分享论文。ReadCube阅读软件是被唯一许可的阅

读软件，可以阅读PDF版本，是该集团投资的阅读平台软件。

8 “DNA之父”诺贝尔奖章拍卖 成交价475万美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4日，美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得主、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美国科学家James WatJames Wat⁃⁃
sonson的诺贝尔奖牌，不出数分钟即以475万美元成交。这是第1
位在世诺贝尔奖获奖者拍卖奖牌。Watson曾因发表涉种族言

论，遭业界排挤，事业每况愈下。希望借这次拍卖“重新投入公

众社会”。佳士得也同时拍卖Watson在获奖宴会上发表演说的

5页纸手稿，成交价为36.5万美元。

9 我国首个埃博拉病毒检测试剂获国家注册证书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1日消息，我国首个埃博拉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在继8月19
日应急获得军队特需药品注册证书后，日前又获得国家医疗器

械注册证书。该试剂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和深圳市普瑞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其获批国家注册

证书标志着该试剂可在有资质的医院等机构合法使用，为埃博

拉病毒的早期诊断和防控提供了可靠的产品储备。

10 世界首例无造影剂三尖瓣瓣周漏介入封堵术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1/30]

3日消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脏外科为一例高龄心

肾功能不全患者，在不使用造影剂的条件下实施三瓣膜置换术

后三尖瓣瓣周漏介入封堵术。手术难度极大，国内外未见类似

报道。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术后5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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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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着人类生产和

生活的效率，而人类对效率无止境地追

求也反过来推动科技向前发展。比如电

池，虽然现在使用起来已经非常便捷，但

我们对较高能量转换率的追求促使研究

不断前进，一步步制造出性能更优异的

电池。

燃料电池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污

染物排出量少等优点，在电池家族中具

有很大优势。然而，目前燃料电池的能

量转换效率远没有达到科学家满意的程

度。电解质膜的质子

传导率是制约电池能

量转换效率的重要原

因，因此对电解质膜的

研究是提高燃料电池

能 量 转 换 效 率 的 关

键。11月 26日，在线发表于Nature上的

一篇论文显示，石墨烯和氮化硼等可作

为燃料电池中良好的质子传导膜，能够

提高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

石墨烯中的碳原子是以 sp2杂化轨

道组成的，因此它是只有1个碳原子厚度

的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状的平面薄膜，二

维氮化硼纳米材料也具有相似的六角网

状结构。研究人员发现，石墨烯和氮化

硼等这种具有单原子层厚度的二维纳米

材料可以使质子容易通过，而其他物质

就难以穿过，它们是较好的质子传导

膜。通过升高温度或者加入催化剂，能

够明显地促进质子穿越传导膜（12月1日
《光明日报》）。

据报道，在这项中外合作的工作中，

中国科学家的核心贡献是用计算机模拟

了二维纳米材料的微观孔隙结构，解释

了质子穿透的机理，并计算出质子通过

膜材料所需的最小能量，对该过程给出

了定量化的描述。这种质子传导膜不仅

提高了燃料电池中能量转换的效率，还

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电池几乎是电子产品必需的零部

件，如今，我们在高科技时代中的生活被

电子产品充斥着。然而目前为止，纸张

使用的频繁程度仍不亚于电池。纸张的

出现曾经掀起一场书写材料的革命，促

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随着节约与环保

意识的增强，纸张在使用中被提倡双面

打印。但是，双面印刷后，纸张上的资料

如果失去保存价值的话，这张纸恐怕就

只能成为废品了。纸张的大量使用消耗

很多木材，并且随意丢弃还会对环境造

成污染，因此，人们希望传统纸张的使用

效率还可以再提高。近日，美国加州大

学河滨分校的研究人员就研制出可以反

复使用的纸，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12月2
日的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新研制出的纸是通过加热来实现可

擦写的，它以玻璃或塑料薄膜形式为介

质，通过氧化还原染料亚甲蓝、中性红和

酸性绿分别制备得到蓝、红、绿 3 种基

色。染料含催化剂二氧化钛纳米晶体和

增稠剂氢纤维素以增加纸的高可逆性和

可重复性。这种纸以染料作为成像层，

紫外光减少染料至其无色状态，就完成

了写入当成像材料与周围环境中的氧发

生反应时，字迹便消失。若将其加热至

115℃，就可以加速擦除的过程，使字迹在

10 min内消失。这种纸在循环使用20多
次后，在对比度和分辨率上没有显著损

失。研究人员表示，该纸在外界环境下

可保持超过3天（12月5日《科技日报》）。

这种纸的反复使用成倍提高了它的

使用效率，其优点是制作简单，生产成本

低，对环境污染小。如果它能得到普遍

应用将会节省大量纸张，一定会为保护

森林、减小环境污染增添上光辉的一

笔。它的意义或许还不仅限于此。一般

来说，纸张是书籍印刷不可或缺的材

料。古人云，“书非借不能读也”，此句是

说借来的书会产生紧迫感，才会如饥似

渴地阅读。试想一下，如果将新研制的

纸用作印刷书籍，恐怕大多数读者在拿

来之后都会昼耕夜诵吧。

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使用效率，更

不缺乏科学研究。我们平时所用的护肤

品是很好的例子。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分

为很多种类，有男士专用或女士专用，还

有油性、干性或中性皮肤使用，这些细微

的分类一方面尽可能地满足每个人的需

求，另一方面还使有效成分根据不同的

皮肤发挥它的最大效用。然而，科学家

们并不满足于此，近日，英国伦敦帝国学

院的教授克里斯克里斯··图马佐图马佐就研发出一种

可根据基因定制生产的适合自己的护肤

乳清。

胶原蛋白是皮肤

的主要成分，它的流

失会使皮肤组织出现

萎缩、粗糙、松弛、皱

纹等衰老现象。爱美

之人用含胶原蛋白的

护肤品来达到减缓皮肤衰老的目的。然

而，过多的胶原蛋白不仅会造成浪费，也

会损害皮肤，并且每个人分解胶原蛋白

的速度又不一样，所以，根据个人的自身

情况制作专属护肤品非常必要。

此项研究是利用微芯片基因快速测

序仪将个人的基因编码分析出来（能在

30 min内完成），据此测出身体分解胶原

蛋白的速度，再根据其速度制作出抗老

化乳清，就能够满足个人皮肤所需的胶

原蛋白和抗氧化剂的数量，达到减少皱

纹的目的。这种乳清还包括能够改善皮

肤状况的其他活性成分，如桑树根提取

物、维生素A、维生素C、红色巴伦草、三

肽、氨基酸等。18个月的临床实验证明，

它能在 12周内减少 30%的细纹和皱纹

（12月2日《科技日报》）。

此项研究使得胶原蛋白得到高效率

的利用，这是科学家第1次深入基因层面

制作适合个人的抗老化护肤品。

科学研究中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向我

们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部融入“如

何更高效、更便捷利用资源服务于自身”

的历史，只要人类对效率的追求不停止，

探索的脚步就会继续前行。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效率追求是科技发展的推动力效率追求是科技发展的推动力

科学研究中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向我们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一部融入“如何更高效、更便捷利用资源服务于自身”的历史，只

要人类对效率的追求不停止，探索的脚步就会继续前行。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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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遥感卫星地面站是为全国乃至国际

提供卫星遥感数据及空间遥感信息服务

的社会公益型装置，是我国对地观测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站以来即始终坚持

秉承开放、共享原则。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 郭华东郭华东

《科技日报》[2014-12-03]

我国目前的网络防范体系还是老三

样，也就是2000年前后提出来的建立防

火墙、入侵监测和病毒防范。靠这老三

样封封堵堵，是防不胜防的。应对互联

网安全问题，光靠修修堵堵、缝缝补补，

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院长计算机学院院长 沈昌祥沈昌祥

《中国科学报》[2014-12-02]

现在的同学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快速

发展的时代，因此一定要打好基础。大

学是什么？当你走出校门，把大学中所

学习的具体知识都忘记，剩下的就是大

学教会你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是素

质，是能力。

———南开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龚克

中国新闻网 [2014-12-03]

虽然目前地热能源开发还是星星之

火，但未来潜力巨大。地热能可以不分

昼夜、不分四季地利用，在可再生能源中

利用系数最高。西藏羊八井地热站已开

发利用了27年，一直运行得很好。国家

应重视地热开发的巨大潜力，提供相关

政策扶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总工程师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总工程师 多吉多吉

《中国科学报》[2014-12-03]

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估体系，对已有

的结果强调太多，这使很多已有过一些

成就的科研人员垄断了研究的大资金，

而且科学家们也会一味地追求大项目、

大资金，从而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意

义——并非只有大项目大基金才能带来

大结果。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iHuman研究所研究所

教授教授 Kurt WüthrichKurt Wüthrich
《文汇报》[2014-12-03]

论文，尤其是SCI论文在考核中所占

的分值太高了。论文导向十分严重，老

师们把发表论文视为最重要的工作，却

很少乃至不做项目。此外，大学排名和

学校要申请重点学科、硕士、博士授予

点，在申请资料里，SCI论文数也是非常

重要的指标，直观、可靠，为懒惰的行政

思维所喜。

———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系教授精细化工系教授 林中祥林中祥

科学网 [2014-12-04]

科研的评估是很复杂的体系，因为

科学是真理，很难用数据衡量。我认为

最需要改变的，是科研评估必须关注未

来，关注年轻人，给他们更好的成长土

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赵东元赵东元

《文汇报》[2014-12-03]

将高影响力的论文发表作为科研评

估标准，在过去曾经给中国的科学发展

带来很大推动作用，但在中国科研整体

水平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时，这一标准已

经不再完全适用。我认为，应该为有发

展前景的项目，以及有科研潜力的年轻

人提供更多的支持，要选择那些原创性

的科研人员，但如何建立科学的标准去

发现他们，还需深入探讨。

———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

纽约大学教授纽约大学教授 汪小京汪小京

《文汇报》[2014-12-03]

在彗星探测方面，我国还缺乏研

究。期待中国自主的深空探测计划尽早

立项，为中国科学家获得第一手科学数

据、作出重大科学发现搭建好平台。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主任主任 吴季吴季

《中国科学报》[2014-12-02]

找机会听一堂名师的课，听一场真

正科学家的学术报告，找机会与有智慧

的人、有修养的人、有思想的人一起工

作。有过这样的经历了，人的一些想法

也许就会改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华王德华

《中国科学报》[2014-12-01]

在全球各种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指

标的排行榜上，中国经常是总量很高、人

均很低。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烟草行

业，不仅生产总量世界第一，人均是世界

第一，利税也是世界第一。中国人口占

世界 20%，却吸掉了全世界 40%的卷

烟。同时中国也是烟害的“世界第一”，

中国现有吸烟者3亿人，每年因烟害死亡

100多万人，又是“世界第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秦伯益秦伯益

《中国科学报》[2014-12-01]

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教育的人，我是

陶行知的崇拜者，陶行知怎么讲的？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才是教育

家。成天脑筋转着想怎么得点好处，这

怎么叫教育家呢。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教授

章开沅章开沅

《中国科学报》[2014-12-05]

在中国所有的学术型学位都不能培

养从业者，只能培养研究者。我们不像

艺术类院校的毕业生能拿作品获取毕业

资格。我们必须写研究论文。创意写作

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国内有的学校已

经展开。我希望我们科幻方向能有创意

写作的学位提供给公众。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教授教授 吴岩吴岩

《新京报》[2014-12-02]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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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重申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科学家重申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逾100位科

学家和宇航员等人近期共同签署了一项

联合声明——“100X小行星声明”，呼吁

全球各界对可能碰撞地球的小行星给予

高度关注，加快搜寻并尽快建立小行星

防御机制。虽然小行星可能撞击地球的

报道并不鲜见，但人们往往认为它太过

遥远，科学家却严肃指出，小行星撞击地

球并非天方夜谭，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预

防灾难发生。如果地球遭遇小行星碰撞

袭击，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谁在迫近地球

签署“100X小行星声明”者中包括34
名来自美、俄的宇航员，以及英国皇家学

会前主席、天文学家Martin ReesMartin Rees，进化生

物学家Richard DawkinsRichard Dawkins在内的科学家以

及英国知名歌手、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谷

歌和微软公司一线技术人员等人。

声明指出，现在可能与地球相撞的

小行星、流星、彗星等数量已增大至 100
万颗，但是人类仅仅探测到 1万颗，只占

总量的 1%。这意味着人类随时面临着

小行星进入大气层，造成全球范围的巨

大灾难。

关于小行星可能撞击地球的报道时

常见诸报端。本月科学家还发布警告

称，一颗名为RQ36的巨大小行星可能会

在 2182年撞击地球，并可能引发大规模

的破坏和物种灭绝；英国航空总局也表

示他们观测到另一颗比地球大10倍的小

行星正在接近地球，这使得后者正处于

危险之中。

除预测撞击之外，现实版撞击也曾

经上演过。2013年2月，坠落在俄罗斯车

里雅宾斯克市附近的一颗陨石就导致过

千人受伤，数百栋窗户玻璃破裂，造成巨

额经济损失。此次事件前后，国家天文

台宇宙暗物质与暗能量研究团组首席科

学家陈学雷陈学雷连续撰写 4篇文章介绍相关

信息。据文中介绍，有可能撞击地球的

小行星是一些在太阳系内公转的天体，

总体数量可能超过100万个，直径几百千

米到几米不等。大部分小行星轨道位于

火星和木星的轨道之间，远在地球公转轨

道之外，因此并没有撞击地球的危险。但

是，也有少数小行星，其椭圆轨道具有较

大的偏心率，因此其轨道与地球轨道相交

叉，这类小行星被称为阿波罗（Apollo）型

小行星。还有少数小行星其轨道大部分

在地球轨道以内，但远日点在地球轨道以

外，称为阿登（Aten）型小行星。这些小行

星的轨道与地球轨道交叉，因此有可能撞

击地球。此外，还有阿莫尔型（Amor）的

小行星，目前其轨道都在地球轨道之外，

但其近日点比较接近地球轨道，因此有时

也会接近地球。

虽然迄今小行星撞击地球没有对人

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但这并不表示小行

星撞击地球的几率很低。据美国1992年
解密的国防支持项目（DSP）卫星资料，

1975—1992年，DSP卫星观测到了136次
小行星在地球大气中爆炸的事件，其能

量在 500 t 到 1.5 万 t 之间，平均每年 8
次。此外，根据美国空军在 1960—1974
年间运行的全球大气声波探测器阵列以

及劳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在美国西部安装

的一个声波探测阵列1983—1996年的数

据，劳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推

断平均每年都有一个 1.5万 t当量的小行

星进入地球事件。另据估计，大约每两

三千年可能有一次通古斯（1908年发生

在俄罗斯通古斯河附近的大爆炸被认为

是陨星撞击事件，其爆炸威力相当于500
枚原子弹或者几十颗氢弹同时爆炸）类

型的陨击，每 50 万年左右，会有一次

1000 m直径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如何探测小行星及预防其撞击

“我想，加快搜寻有可能撞击地球的

小行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

小行星还没有对人类造成重大的伤害，

但更大灾难的发生是可能的。因此，作

为科学家，有必要指出这种风险，让各国

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灾难的发生。”陈学雷

告诉《科技导报》，不过，他也指出，预防

小行星撞击是有一定难度的。

陈学雷指出，预防小行星撞击地球

的第一步是探测到小行星。小行星不发

光，只靠反射太阳光才被我们看到，因此

当它离我们较远时并不容易看到。特别

是有些小行星轨道的大部分在地球轨道

以内，这样在大部分时间里它离太阳都

比较近，那就不太容易观测到。

据陈学雷文章介绍，为了侦测这些

潜在的“危险分子”，天文学家们开展了

一系列观测计划，如 LINEAR计划、空间

监视（Spacewatch）计划、NEAT计划、LO⁃
NEOS计划、CINEOS计划、La Sagra 计划

等。此外，还有一些更大型的多用途计

划，如美国在夏威夷建造的由 4台 1.8 m
望远镜构成的Pan-Starrs 巡天计划，拟在

智利建造的 8 m口径大视场的巡天望远

镜LSST等，这些望远镜将以极快速度巡

天，从而找出几乎所有的近地天体。现

在这些计划已发现近万个近地天体，其

中上千个被列为潜在危险天体。

“另一方面，观测到小行星后，它们

的轨道也会因受到扰动而发生变化，因

此还要保持监视。而且如果探测到小行

星，要避免它们撞击地球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如果有较长的预警期还比较好，

如果是突然发现，则不容易处理。”陈学

雷告诉《科技导报》。

科学家从 20世纪 60年代就开始研

究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事件，比如使用核弹、航天器撞击小行星

使其改变轨道，或者使用安装到小行星

上的火箭发动机、太阳帆或在它附近用

聚焦太阳光、激光、等离子束等办法进行

驱动，甚至给小行星一个冲量将其俘获

使之成为地球的卫星等等。陈学雷认

为，这些研究说明了较早发现危险的重

要性。“如果能够提前几十年发现可能撞

击地球的小行星，就能有充分的时间进

行针对性的设计。特别是可以预先研究

小行星的性质，以选定最好的方案，并为

此研制专用的航天器，在距离地球最远

处改变其轨道，而且这样也会留有足够

的冗余时间，以观察第一方案是否成

功。如不成功可再采取其他方案。”正如

陈学雷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目前我

们还未做到这一点，但这在技术上是有

可能实现的”。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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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 12月 2日，中国科协创新评估专家

座谈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出席会

议并讲话。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徐匡迪，中国

科协荣委、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书记

处第一书记、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

会副主任邓楠邓楠，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静海李静海，中国

科协荣委、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委会主

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

任齐让齐让等参会。会议由中国科协党组

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主持。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4-12-02]

第三届世界低碳生态

经济高峰论坛举行

11月 21日，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主

办，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科协等单

位支持，江西省商务厅、江西省发改委、

江西省科协等单位承办的第三届世界低

碳生态经济高峰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强卫出席并致辞。中国科

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出席

论坛，江西省省长鹿心社鹿心社主持论坛。中

外与会者紧紧围绕“生态、开放、合作、共

赢”主题，以全球化视野，共同探讨世界

低碳生态经济合作发展问题，为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阿贝阿贝··特斯哈特斯哈

耶耶··阿贝阿贝、坦桑尼亚鲁夸省省长史黛拉史黛拉··

MM··曼雅尼亚曼雅尼亚、博茨瓦纳驻华大使萨萨拉萨萨拉··

乔治乔治、津巴布韦驻华大使保罗保罗··奇卡瓦奇卡瓦，

有关国家部委、省区领导，受邀的国际组

织和境外友好省（州、县）代表，世界500
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国内500强企业、央

企代表，港澳台工商界知名人士，商协会

负责人，赣商代表，专家、学者等约800人

参加论坛。

江西省科协 [2014-11-28]
中华中医药学会

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11月21—22日，中华中医药学会第

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全

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罗富和，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王国强，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刘谦刘谦，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李清杰李清杰，中国科协和有关部委的代表，两

院院士代表，各有关学会（协会）代表出

席大会开幕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副省级市中医药学会，解放军中医药学

会，各专科分会，学会主办系列期刊以及

各有关单位代表共 600余人参加大会。

王国强当选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

事会会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 [2014-12-01]
第四届云南省科协学术年会

关注发展生物种业

11月28—29日，云南省科协举办的

以“发展生物种业，助推高原特色农业”

为主题的第四届云南省科协学术年会暨

生物种业发展论坛在云南举行。会议主

论坛设在昆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围绕“生物种业

走出去”和“云南茶叶咖啡产业发展中的

种业问题”分别设立分论坛。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金黎平金黎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省科协

主席朱有勇朱有勇，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作

物转基因育种总监章旺根章旺根在主论坛分别

作题为“我国马铃薯种业技术创新”“我

国西南与中南半岛的农业跨境合作”和

“作物转基因技术的魅力所在”的学术报

告。报告探讨了国内外生物种业发展的

最新趋势和进展，对云南省推进高原特

色农业现代化提出了建议。29日，中国

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在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分论坛上作题为“转

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学

术报告。

云南省科协 [2014-12-02]

中国动物学会第十七届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11月17—20日，中国动物学会第十

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中国动物学会成立80周年纪念会在广州

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动物学会

理事长陈宜瑜陈宜瑜，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郑德

涛涛，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郑光美、朱作言朱作言、孟孟

安明安明、金力金力、桂建芳桂建芳，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林

浩然浩然、马建章马建章，中国动物学会第十四届理

事会理事长陈大元陈大元等出席会议。来自全

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中国动物学会会员，动物学界的专家、

学者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学生代

表，工作人员近70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

邀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王祖

望望、金力金力、、桂建芳桂建芳，清华大学教授李蓬李蓬，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魏辅文魏辅文，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范张国范，中

山大学教授何建国何建国等分别作大会特邀报

告。此外，共有 204位学者和研究生在

11个专题讨论会上作学术报告。

孟安明当选中国动物学会第十七届

理事会理事长。陈宜瑜应邀担任中国动

物学会第十七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动物学会 [2014-12-04]
2014中国科协热点问题

学术报告会举行

12月8日，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气

象学会承办，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中华中

医药学会、中国女医师协会协办的“2014
中国科协热点问题学术报告会”在北京

举行。会议旨在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对科

学技术相关问题的认识，代表科技界对

国际国内重大科技事件和社会关注的热

点科学问题发出声音、表明态度，承担科

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会议邀请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高福高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

院院长刘清泉刘清泉，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张小曳张小曳，黑迈数码科技（Human dig⁃
ital）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忻国华忻国华就中西

医重大传染病的防控、雾霾成因及对策

思考、互联网时代的时尚平民化和平民

时尚化等主题进行报告。会议邀请20余

家媒体进行新闻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运泰陈运泰主持会议，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

沈爱民沈爱民出席会议并发言。

中国科协网 [2014-12-0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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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全球范围内海洋生态系统的稳态转换全球范围内海洋生态系统的稳态转换

人们已通过全球多个不同的海洋生

态系统，越来越多地观察到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发生了突然、剧烈和持久的转

换。这种稳态转换可以用跨临界阈值非

线性系统的相关理论来解释，理论和观

测都显示某一特定稳态可能无法代表一

个稳定不变的状态。当然要将该领域观

察到的突然变化与复杂系统的数学理论

联系起来，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 。 Alessandra ConversiAlessandra Conversi、ChristianChristian
MöllmannMöllmann、Carl FolkeCarl Folke 和 Martin EdMartin Ed⁃⁃
wardswards整理编辑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生态

系统的稳态转换”专题，从海洋生态系统

的稳态转换理论进展、驱动因素、管理办

法及综合信息4个部分分别论述这一主

题（图 1）。本期英国皇家学会推介栏目

从每个部分分别选取1篇文章为读者介

绍这一领域的发展情况。

http://rstb.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
content/370/1659

图1 全球范围内海洋生态系统的

稳态转换专题封面，图片展示了

温带地区珊瑚礁崩溃情况现状

恢复力的指标：稳态转换早期

预警的展望和局限
在临界点附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分

叉点附近，生态系统慢慢从微小扰动中

恢复过来。这种缓慢可以解读为低恢复

力的标志，因而该生态系统可以很容易

地通过某个临界转变颠覆为另一个对比

鲜明的状态。这种临界慢化（CSD）现象

的指标为时间相关性和方差的升高。这

些CSD指标可以在临界点附近提供预警

信号。又或者，它们提供出一种可能性，

让人们辨识出珊瑚礁、湖泊或其他生态

系统的恢复力大小。CSD广泛发生在处

于临界点附近的复杂生态系统中，这意

味着其强大的通用性。然而，CSD指标

并非体现在发生稳态转换的所有情况

中。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稳态转换都

与临界点有关。在这篇文章中，VasilisVasilis
等回顾了大量文献，揭示了基于CSD的

临界转变早期预警信号。

鉴别夏威夷群岛的多个珊瑚礁

系统及其驱动因素
珊瑚礁恢复力的损失可能导致底栖

结构的剧烈变化，也即通常称作的稳态

转换，这将显著改变生态系统的过程和

功能。瑞典皇家科学院的 Jean-BapJean-Bap⁃⁃
tistetiste等认为，夏威夷群岛在自然和人文

条件上横跨了很大的梯度，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调查多个珊瑚礁系

统及其动态变化和潜在的驱动因素间的

关系。作者利用探索性统筹方法和统计

学推断，对当前最全面的一个珊瑚礁系

统数据集进行分析，以探查、可视化和定

义潜在的多个生态系统稳态。这项研究

表明夏威夷群岛有3个不同的珊瑚礁系

统，分别由硬珊瑚、草皮藻类和大型藻类

为主导。增强回归树的结果显示，这些

预报器通过非线性模式来帮助解释这些

稳态的发生，草食动物生物量是除了污

水、纬度和深度之外的主要驱动因素。

海洋生态系统的稳态转换：

生态系统管理的挑战和机遇
人们已经在全球海洋生态系统中观

察到稳态转换。这些现象可能导致沿海

的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剧烈变化。将稳态

转换纳入管理显然需要综合的、基于生

态系统的管理（EBM）方法。EBM已经成

为一个全球公认的海洋管理范式，然而，

尽管EBM的理论发展快速迅猛，却鲜有

案例，并且许多实施或拟定的EBM方案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稳态转换的特性。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治理署的PhillipPhillip等

提出如何利用生态系统综合评估（IEA）
的概念，将稳态转换更好地纳入 EBM。

作者通过总结生态系统组件的状态，甄

别和评级潜在风险，评估可供替代的管

理策略，来讨论实施 IEA的适用性和不足

之处。IEA正发展为可以解决稳态转换

的EBM方法，然而，需要有统计、分析和

模拟建模上的进步来使 IEA成为发生稳

态转换系统的具有持续适用性的策略管

理方法。

海洋系统稳态转换的整体视图
意大利国立研究委员会、普利茅斯

大学的AlessandraAlessandra等认为，了解海洋系

统稳态转换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生态环

境，更在于开发出有效的海洋管理措施

来保证对人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虽

然稳态转换的理论相当丰富，但有关实

时海洋生态系统突然变化的驱动因素、

机制和特点还未在业界达成共识。

作者发现，在稳态转换理论和实测

突然变化的情况上，海底珊瑚礁和深海

海洋系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作者认为

长期以来有关自上而下的营养因素还是

自下而上的物理因素诱发稳态转换的争

论，可以通过考虑多个压力源的协同相

互作用，及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的特点

来消解。作者提出一个对海洋系统稳态

转换进行全盘考察的框架，该框架认为

多个外生驱动因素与内源机制相互作用

导致突然的、灾难性的转变。同时，这些

压力源的延时协同效应也削弱了生态系

统的恢复能力，并最终使生态阈值超

限。最后，考虑到海洋环境中压力增加

的预测来源于当前的气候变化评估，作

者建议海洋管理方法应包括环境阈值的

知识，并制定出考察稳态转换动态和特

点的工具。唯有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动态

的整体视图，才能跨越这项重大的挑战。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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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主题策划需把握的原则与建议科普活动主题策划需把握的原则与建议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孙小莉 1，钟琦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2.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

究员。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科学和利用科学宣言》中提到：在21世纪，科学是人类的

共同财富，未来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公平生产、传

播和使用。由此可以看出科普工作任重而道远。科普活动是较

常见和效果较好的科普形式之一，也是推进科普事业发展的有

效载体和重要手段，在整个社会的科普体系中具有基础的地位

和作用，利用科普活动平台必将推动科普工作的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第

12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强调要围绕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开

展科普工作，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科技工作者应该主动

加强与大众媒体的沟通合作，利用媒体的力量以科学知识引导

公众正确地理解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相关的科学道理。基于

此背景，中国科协组织开展了“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旨在

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全国学会和大众媒体的作用，结合社会热

点、焦点开展科普，建立一个科学家与大众媒体广泛沟通的渠

道。2011—2014年，“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已经成功举办

了49期，在科学界、媒体界、政府及公众中取得了一定的反响。

科普活动的主题策划是活动策划的重心，是指围绕某一社

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或新闻事件，经过谋划，提炼出主题，并

紧扣主题进行报道。科普活动主题的策划，首先要明确主题策

划的原因、目的和任务以及策划事件的类型，以保证科普活动的

主题不会偏离其宗旨。结合对“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的分

析，科普活动主题策划应把握以下原则。

1）引领舆论导向。科普活动主题的策划要服从大局，必须

引导公众积极向上，积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

进形成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是为

了更好地向公众开展科学传播、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

家、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因此在引导公众积极向上、维护社会

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科普平台的重要作用。

2）把握主题策划时机。对正面的社会热点，扩大传播力

度，增强其影响力；对于负面的社会热点，引导其发展方向，降低

负面作用；对突发性热点要抓住时机，做好媒体舆论的引导力，

做好科学的解释以减少公众的猜测。准确把握热点事件的策划

时机，在事件发生的不同时期，根据受众群体策划相应的科普活

动主题。

3）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科普活动主题要反映社会现

实，反映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回答公众关心的问题。从“科学

家与媒体面对面”4年来的活动看，主题选择既有诸如环境保护、

自然气象、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又有公众关注的高端科技、航空航天、天文物理等领域的热点话

题，这些主题的选取基本反映出了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

4）突出明确的主题。科普活动主题的策划要突出明确的

主题，对热点问题进行透视，要追求深度与力度。“科学家与媒体

面对面”的每期活动都紧跟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设立明确的活动

主题，并围绕活动主题展开3~4个话题，由相关专家详细解读。

5）注重品牌的树立。品牌富含品质、服务、形象与承诺，科

普活动要通过品牌战略的实施，树立自身良好的品牌形象，取得

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实践证明，主题的策划能够使媒体

引导舆论，引发社会关注，持续的主题策划报道则能够使媒体形

成品牌的影响力。“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科普活动主题策划应

兼顾其品牌形象的塑造，凸显其系列活动的个性特点，通过主题

策划突出其品牌的定位，体现品牌的价值。“科学家与媒体面对

面”平均每期邀请4~5位专家，既有专业领域的院士、教授、研究

员等，又有在一线工作的工程师。每期活动约有 30家媒体参

与，既有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又有网络、数字等新媒

体。每期活动凸显了品牌的特色资源，各学科领域的专家、领军

人物及特色媒体给该活动以鲜明的定位，通过活动表达其观点，

有助于特色品牌的形成。

科普活动的主题能否给公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主题策

划成功的第一关卡。一个成功的科普活动主题不但要符合媒体

的定位和公众的心理需求，具有突出的品牌特色和创新形式，还

要具有引导力和号召力。结合“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4年来活

动分析，建议如下：

1）注重科普活动主题策划的品牌效应，追求科普活动最大

化效能的发挥和可持续发展。活动效能的发挥，不仅仅依靠活

动本身，还要注意与活动相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明确活动的目的和预期的效果，策划前要做好受众的调

查和分析，了解社会的舆论热点，了解社会发展态势和社会环

境，正确把握主题的选择。同时也建议主题策划后期做好受众

的反馈分析，以便评估策划的效果。

3）成立专门的主题策划组，从不同渠道遴选主题。基于目

前海量的互联网信息，可运用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手段自动获取

准确、实时的社会热点信息，既大大提高活动主题的征集效率，

又能很好地反映社会的现实热点问题。

4）注重建立专家和媒体库资源，做好科学家和媒体的协

调、沟通及培训工作，为主题策划做好筹备工作。合适的科学家

不但要经过挖掘和发现，还要进行必要的培训，增强科学家的媒

体经验，提高科学家的媒介素养，引导他们为活动准备关键的信

息。同时也要指导媒体记者和科学家沟通的技巧，把握传递信

息的最佳时机，帮助媒体了解科技研究状况，引导媒体客观准确

传播科学信息，避免媒体炒作和曲解科学。

总之，科普活动主题策划是科普活动策划的关键所在，要明

确策划的目的和任务，把握舆论导向、策划时机等方面的原则，

才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实现科普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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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新型原子滤光器滤波带宽
接近原子自然线宽

超窄带光学滤光可以有效抑制背景光，同时读取微

弱的信号光。激光雷达、大气遥感、激光和量子通信等

领域的实践表明，利用吸收、发射及内部能量转换等物

理特性的原子滤光是实现超窄带光学滤光的理想方法

之一。

原子滤光器能够有效地进行频谱滤波，提高光学信

号的探测灵敏度。为了探索超窄带光学滤光在基于原

子系综的量子存储器、窄带单光子源等领域的新应用，

需要研制滤光中心频率能够与原子的共振频率相匹配

的超窄带、高透过率和大调谐范围的原子滤光器。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詹明生詹明生课题组利用量子干涉诱导的法

拉第效应，获得了 87Rb原子D1线（795 nm）原子滤光的超窄滤光带宽，实现了

10 MHz的接近于原子自然线宽的滤光带宽，其透过率为33.2%，并且通过改

变耦合激光的频率能够实现滤光通带中心频率的调谐。此外，实验还研究了

原子滤光透过率随耦合光频率及光强的变化关系。

在下一步工作中，研究人员将通过选择不同的原子能级，实现更高的原子

滤光透过率；并利用充入缓冲气体来增加光和原子的作用时间，进一步压窄原

子滤光器的通带带宽。

Chinese Optics Letters [2014-12-10]
推荐人：Chinese Optics Letters 张然

研究获得刨花板基材表面处理的
较佳方法

刨花板是最常见的人造板之一，是家具制造

和建筑装修等行业的重要材料，但因其表面粗糙、

容易吸潮和纹理不美观等缺陷，需要进行表面二

次加工来提高其表面性能，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张秀青张秀青等采用砂光、

涂白胶和涂导电漆等不同表面处理方式处理刨花

板基材，综合考虑上粉量及涂膜性能，获得刨花板

基材表面处理的较佳方法。结果表明，刨花板表

面处理的较佳方式是涂

导电漆，其次是砂光处

理，最后是涂白胶。涂导

电漆处理的刨花板基材，

粉末涂饰的固化条件为

160℃ 下 烘 干 10 min。
固化后的粉末涂层性能

为：涂膜附着力 1级，硬

度 4H，具有较好的耐水

性。

《林业科技开发》[2014-11-25]
推荐人：《林业科技开发》田亚玲

炭疽芽胞杆菌内CRISPR位点

不存在多态性
为考察炭疽芽胞

杆菌中规律成簇的间

隔短回文序列（CRIS⁃
PR）位点多态性情况

及基于CRISPR位点

多态性的分子分型方

法是否在炭疽芽胞杆

菌分型中适用，研究人员下载NCBI数据

库中6株炭疽芽胞杆菌基因组并截取其

中CRISPR位点片段序列。

根据炭疽芽胞杆菌内CRISPR位点

信息，设计相关引物，以193株炭疽芽胞

杆菌基因组为模板PCR扩增CRISPR位

点片段测序。本地Blast比对截取序列

及测序结果，查看CRISPR位点在炭疽芽

胞杆菌中的多态性情况，并比较炭疽芽

胞杆菌与蜡样芽胞杆菌和苏云金芽胞杆

菌内CRISPR位点情况。结果表明，基于

CRISPR位点多态性的分子分型方法不

适用于炭疽芽胞杆菌分型，但可以用于

区分炭疽芽胞杆菌与蜡样芽胞杆菌和苏

云金芽胞杆菌，炭疽芽胞杆菌内CRISPR
位点不存在多态性。

《微生物学报》[2014-11-26]

滇西南地区地壳速度结构的

区域波形反演
研究人员利用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

研究所于 2010—2011年在滇西南地区

布设的宽频带流动地震台所记录的三分

量高质量波形资料，采用小生境遗传算

法通过波形反演，获得了研究区P波速度

模型。

结果显示，滇西南

地区地壳厚度为 38~
43 km，上地幔顶部平

均速度为 7.9 km/s，地
壳速度存在明显的横

向不均匀性。思茅地

块的上地壳和下地壳

厚度均呈现出明显的

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增厚趋势，说明该地

块地壳增厚由上地壳和下地壳共同增厚

形成。腾冲地块中地壳和下地壳的平均

厚度及速度均小于保山地块和思茅地

块，思茅地块部分路径上的下地壳和上

地幔速度均较低，可能与印度板块东向

俯冲引起地幔热物质上涌等动力过程密

切相关。研究结果对认识青藏高原形成

与演化动力过程提供重要地震学约束。

《科学通报》[2014-12-05]

添加秸秆类生物质有效降低

长平煤灰熔融温度
研究人员借助高温热台显微镜、扫

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灰熔点仪和X射

线衍射仪考察了添加稻草和棉秆2种秸

秆对长平煤灰熔融特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添加2种秸秆都能有效地

降低长平煤灰的熔融温度，随添加比

例的增大混合灰熔融温度呈降低趋势。

在高温弱还原性气氛下，长平煤灰主要

矿物组成为耐熔性石英和莫来石；而添

加秸秆后产生了白榴石、尖晶橄榄石、钙

长石等低温共熔化合物，使长平煤灰熔

点降低。不同灰的高温熔融图像表明，

煤灰在熔融过程中

由于受热而使固相

持续软化，形成了不

利于难熔物分解的

高黏度熔体；而煤和

稻草的混合灰在熔

融时形成了易发生

流动的低黏度熔体，

能够促进矿物质发

生反应而更易熔融。

《化工学报》[2014-12-05]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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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首次用成体干细胞培养出肾脏组织

成体干细胞是指存在于一种已经分化组织中的未分化细胞，能够发育成特定的组织。日本研究人员

在动物实验中，首次在试管内利用成体干细胞成功培养出类似肾单位的立体管状组织。研究成果于11月

25日发布在Stem Cells上。

研究人员从成年实验鼠肾脏中采集了成体干细胞，在培养皿内制作出细胞团块，然后将细胞团块放入

凝胶状物质中，再加入促其生长的特殊蛋白质。3~4周后，培养出了50~100个类似肾单位的立体管状组

织。这些组织中含有肾小管和肾小球等结构，并具有部分肾脏的功能。

肾脏是由约100万个肾单位形成的集合体，能过滤血液中的废物并生成尿排到体外。研究小组认为，

虽然形成完整的肾脏还需要能将肾单位连接在一起的细胞以及血管等，但是这一成果已接近完整的肾单

位形态，是人工制作肾脏的第1步。该成果有助于弄清肾脏再生机制，并有望对肾病患者开展再生医疗。

新华社 [2014-12-05]
科学家找到人类定居青藏高原的

原因
兰州大学西部

环境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环境考古研究

团 队 发 现 在 距 今

3600年左右，气候开

始变冷的背景下，人

类大规模永久定居青

藏高原，而农业技术

革新是促成大规模定居的主要原因。研

究成果发表在11月21日的Science上。

研究团队发现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

上的活动从短期季节性游猎到大规模永

久定居，经历了漫长的适应过程，古人类

大规模向青藏高原扩散发生于距今3600
年之后，以大麦为主的麦作农业为人类

提供了长期的食物来源。研究团队首次

提出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3步走”模

式：距今 5200年前，旧石器人群在青藏

高原低强度季节性游猎；距今 5200~
3600年，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东北

部海拔 2500 m以下河谷地区大规模永

久定居；距今 3600年以后，农牧混合经

济人群向高海拔地区大规模扩张。

史前人类如何定居高海拔缺氧且寒

冷的环境是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的科学问题，研究人类定居青藏高原的

历史，对认识人类如何适应高原极端环

境以及藏族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网 [2014-11-30]

硅化学领域新进展助力寻找

星际物质
日本东京大学科学家确定了2种具

有高度活性硅化合物的电磁辐射光谱，

将有助于天文学家在星际介质中寻找相

关分子。研究成果发表于 11月 14日的

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上。

研究人员Yasuki EndoYasuki Endo表示：“正如

人体的指纹和DNA序列可以被用来识别

人的身份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分子辐

射的电磁波频率来识别分子。”他和其他

研究人员考虑是否会有与 SiCN来自同

族，但具有更长碳链的分子存在于星际

介质中。为了填补这些知识的缺口，En⁃
do 研究组制造出了 SiC2N 和 SiC3N 分

子。他们使用喷气式飞机混合前体气

体，再用电场脉冲轰击混合气体最终得

到所需的分子。随

后，研究人员使用傅

里叶变换微波光谱

仪对这 2种分子的

电磁辐射进行了测

量。为找到辐射光

谱中的峰值，研究人

员使用理论计算作

为导向。

实验使得在星际介质中找寻Si2N和

Si3N分子成为了可能，如果这2种分子在

天体中被发现，并且确定是大量存在的，

就能够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来了解这

些分子的产生机制，并为了解其他含硅

分子的形成方式提供线索。

《中国科学报》[2014-12-04]

量子点发光二极管研究获进展
浙江大学彭笑刚彭笑刚课题组与金一政金一政课

题组合作，研究的以量子点为电致发光

材料的新型LED器件的性能超过了其他

量子点 LED，并且该新型器件可以通过

简单的溶液加工路线制备而得。研究成

果发表于11月6日Nature上。

经过20年的研究，量子点发光二极

管的综合性能——包括效率、寿命、加工

工艺——还远落后于人们的期待，主要

是量子点与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器件适配

性和量子点发光二极管的特殊结构2个

方面的原因。此次研究人员为量子点发

光二极管设计并合成了特殊的量子点，

对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本身器件特性进行

了剖析，找到了该类器件结构的关键问

题，再通过在器件中插入1层纳米绝缘层

解决了正、负载流

子注入平衡的关键

难点。这2个方面

的成功，从实验上

验证了量子点发光

二极管实用化的可

行性，预示着量子

点发光二极管有望

在照明与显示产业

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科学报》[2014-12-02]

牡蛎可生物转化无机砷降低毒性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张黎张黎团队发现牡蛎在干净或轻度污染环境中可对砷进行有效生物转化并达

到解毒效果。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Aquatic Toxicology第158卷上。

研究人员对无机砷在牡蛎体内的生物转化和解毒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在对照组和暴露组牡蛎体内，砷主要

以有机形式存在。这表明牡蛎在干净或轻度污染环境中，可有效地对砷进行生物转化并达到解毒作用，但牡蛎体

内的生物转化具有一定的容量限制，其转化效率随着暴露浓度的升高而下降。研究表明，砷在牡蛎细胞内主要与

起重金属解毒作用的金属硫因蛋白结合，可进一步降低砷对牡蛎的毒性作用。《中国科学报》[2014-12-08]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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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冲上云霄：大型喷气机的飞行

Stanley Stewart，John Edwards 著，吴土

星，黄德先，张永忠 译。浙江人民出版

社，2014年12月第1版，定价：50.47元。

该书作者是拥有超过30年飞行经验

的英国航空机长，具备深厚的飞行理论

基础和丰富的飞行经验。作者以波音

777为蓝本，把僵硬枯燥的飞行原理转变

成了易懂有趣的飞行现象，把航空发展

的历史不露声色地融入到许多内容之

中，带你认识飞机与飞行的方方面面：飞

机构造、飞行原理、飞行程序、飞行导航

系统、空中交通管制、飞行机组职责等

等。同时，请你坐上机长之位，亲历一段

从伦敦到波士顿飞越大西洋的实际飞

行。文笔细腻流畅，深入浅出。本书提

供更多与飞行员的训练、知识与技能相

关的信息，为读者提供飞机内在的数据，

读起来生动有趣，且有教益。本书内容

介于科普读物和专业书籍之间，配有大

量插图和照片，非常适合那些向往航空、

热爱航空，尤其是对大型民用飞机感兴

趣的读者阅读。对航空、飞行业内人士，

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电子，电子！谁来拯救摩尔定律

张天蓉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12
月第1版，定价：25.27元。

本书讨论了如下问题：什么原因造

成了摩尔定律的危机？谁来拯救它？电

子技术背后有哪些物理理论？相关的物

理学家们当前在研究些什么热门课题？

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延续摩尔定律吗？电

子在半导体中是怎样“舞蹈”的？此书将

带你走近与此有关的物理及工程领域，

从回顾半导体以及电的历史开始，到三

只脚的魔术师——晶体管的发明；从原

子模型的历史演化，到热门的自旋电子

学研究，一直到目前的纳米技术以及凝

聚态中的前沿进展，诸如量子霍尔效应、

拓扑绝缘体等。

秦岭自然观察手册

赵纳勋，张希明，董伟 编。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2014 年 10 月第 1 版，定价：

35.00元。

秦岭是中国地理上一条最著名的南

北分界山脉，它处于中国地质图上中央

造山带的一个重要部位，不仅地质期次

多，而且岩浆活动、地质变形、岩石变质、

新矿成形等地质现象也比较多，诞生了

著名的五岳之一——西岳华山、高山湖

泊、第四季冰川遗迹的太白山，被称为是

野外的天然地质博物馆和野外的地质实

验室。同时，秦岭又是中国地理上最重

要的南北及气候分界线，它以其屏障作

用，成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与亚热带

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重要分界。复杂多

变、富有特色的地质地貌和气候类型孕

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生物

多样性极为丰富。该书由秦岭自然保护

区第一线的自然保护工作者编写，第一

部分介绍旅游路线、生态旅行方法以及

旅行途中的自然观察方法，第二部分介

绍在该地游览所能观察到的动植物，其

中动植物章节附有在野外拍摄的识别照

片和物种的识别方法。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补编
[美] R.P.Feynman，M.A.Gottlieb，R.Leigh⁃
ton 著，潘笃武，李洪芳 译。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4 年 10 月第 1 版，定价：

35.00元。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补编》是对于著

名物理学教材《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的补

充。

通过马修·桑兹的回忆以及对理查

德·费恩曼、罗伯特·莱顿和罗丘斯·沃格

特的采访，本书生动地呈现了《费恩曼物

理学讲义》的成书历程以及作者在加州

理工学院的那段岁月。本书还收录了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的遗珠篇章——费

恩曼在加州理工学院讲解过的部分内

容。为了对讲义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

书后提供了精彩的习题。

邓稼先学术讲义 I-电动力学

邓稼先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
月第1版，定价：33.00元。

在我国核武器研究初期，国家选调

一大批青年才俊加入研究行列。为了使

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尽快

进入角色，邓稼先编写了“电动力学”基

础讲义，并进行讲授。这本讲义是基础

的理论知识，但对于当时特定时期和特

定科研领域人才的快速培养，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发展中的

一部分。本书是根据邓稼先在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工作期间为新进该院的科技

工作者辅导授课的讲义整理而成，主要

是为非物理学专业的工作人员讲授场论

基本概念与理论，以促进其在相关研究

领域工作的能力。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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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研究生应该如何提高学习和
科研的能力

提高学习和科研的能力对研究生阶

段的学子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读

书的时候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尤其是

《华罗庚科普著作》中谈治学的内容，我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读一遍。现在我

开始带研究生了，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

为现在我每天还是要学习、工作，也在培

养自己的能力。把经验写下来，一方面

总结自己的体会，另一方面也希望给研

究生提些建议，希望他们少走弯路、能够

迅速成长。

研究生可分为爱学习与不爱学习两

类。不爱学习的研究生，理由可能很多，

我不想劝他们，因为劝说一般不起作用，

只有自己某一天深刻领会到才会不懈追

求。爱学习的研究生，对“知识就是力

量”的道理有深刻领会，但还需要明白

“知识并不等于力量”，有时候能够解决

实际问题的知识才是“力量”，所以不但

要有“知识”，还要知道怎么用“知识”。

不少研究生求知欲强，学习、工作也很刻

苦，但没有值得称道的成绩，这是因为他

们只知道学习知识，不知道工作也是学

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能力培养就在

工作与学习之中。

研究生应该怎样学习

在探讨怎样学习之前，要明确应该

学什么？在探讨应该学什么之前，首先

要“虚心”。有些研究生基础并不扎实。

很多知识已经忘记了或根本就不知道。

即使知道，如果再看一遍，结合实践经验

必然会有新的理解。培根在《论读书》中

说：“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无知者羡读

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

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

凭观察得之。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

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寻章

摘句，而应推敲细思。”看了这句话足以

让自己警醒。所以只要是自己需要用到

的知识，都要虚心学习。如果需要学习

的知识很多，只能先学习当下最迫切需

要的，孟子说“当务之为急”。

在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并且能够虚

心读书之后，就需要知道怎样学习？学

习的目的之一是用，是解决问题，如果仅

仅是知识“仓库”，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不如那些没有知识能够办成实事的

人。所以说“知识本身不是力量”，知识

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很多教授很有

知识，但仍然没有多少成就，就是因为不

会用知识。《尚书》中说，“知之非艰，行之

惟艰”，说的是“知易行难”。培根说的很

明白：“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

在书中，而在书外。”但“用书之智”并不

能“全凭观察得之”，还需要“实践”，还需

要“思考”，也就是要在工作中学习、在解

决实际问题中学习。在运用知识的过程

中，才会深刻地思考知识，从而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明白“知识”与“本质”或“实

质”的区别与联系。这个过程产生的经

验与新的认识就是“能力”，“知识+经验”

才是真正的力量。只有实践才是创新的

源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训是“德

才兼备，知行合一”，讲的非常好。

研究生应该怎样工作

谈起“研究”或“工作”，小部分研究

生可能有抵触情绪。因为中国的研究生

“待遇”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是“廉价劳动

力”，所以很多研究生只愿意“学习”，不

愿意“研究”或“工作”。如果不愿意“研

究”或“工作”，对所学的理解就有限，学

到的知识当时不用，以后可能用不到，白

白浪费时间。所以中国刻苦“学习”的研

究生很多，但很少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这也许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

年没有培养出来国际公认大师的一个原

因（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孟子说：“待文

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

无文王犹兴。”所以，杰出人才不是培养

出来的，能够看清时弊、敢为天下先、力

挽狂澜的才是杰出人才。培养出来的人

才是“凡民”。我个人认为没有培养出来

大师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培养，而是因

为理工科教育与人文教育、思想教育脱

节了，我们的研究生没有思想、不会“思

考”。所以我们的研究生不妨读读《四

书》《道德经》等书，明白事理，要有思想、

有理想、敢为天下先。

在思想和认识上明白了研究生主要

就是研究、创新、工作，所有的学习都为

创新服务，就可以安心讨论怎样做研究

了。研究生不能只在意怎样发表几篇论

文然后顺利拿到学位，而对创新不感兴

趣。实现个人价值、人生目标归根结底

是要创新，别人的成功经验只能借鉴不

能模仿。第一个说女人像花的是天才，

第 二 个 是

庸才，第三

个 是 蠢

才。所以，

学习、工作

与 创 新 是

三 位 一 体

的，单纯的学习、工作或创新都难以达到

预期的目标。作为研究生要以创新为导

向，刻苦工作、学习只是充电。研究生经

过本科的学习已经具备从事科研的必要

知识了，如果只考虑学习就不是合格的

研究生。创新是一个不断实践和重新认

识的过程，在创新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加

深自己对知识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并获

得运用知识的能力。正因为只有在研究

的实践中才能产生灵感或加深自己对知

识、规律的认识，所以研究生导师也要参

与到研究的第一线，不然创新的灵感就

会枯竭。

研究生应该怎样培养自己的能力

能力是综合素质的体现，最根本的

是思想素质。研究生必须不断提高思想

认识，对所从事的研究必须有正确的认

识，工作态度要端正、积极，遇到困难能

够坚持不懈直到解决问题，人际关系和

洽，能够保持健康体魄。思想，是统帅，

是灵魂；不注意思想，成天忙于事务，就

会迷失方向，会很危险。因此研究生不

但要认真从事科研工作，补充必要的科

学知识，还要学习怎样做科研、怎样做

人、怎样思考。

研究生不要担心难以做出贡献、不

要担心自己的观点、方法被别人知道。

你的贡献越多，你的价值越得到体现，才

越会受到重视。只有不懈地付出、奉献，

才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科研需要尝试，所以爱迪生的名言

“失败是成功之母”广为流传。不断尝试

之后，也许你觉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做一

些其他的尝试，其实当你发现“走投无

路”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有很多条路不能

走了，你已经看透了很多事物的本质，会

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只要一直走下去，成

功必然属于你。俞敏洪说，“在绝望中寻

找希望，人生必将走向辉煌。”科研也是

一样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

副教授副教授 刘波刘波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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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周期性的研究概况科学发展周期性的研究概况

文//杨正瓴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杨正瓴，天津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

程学院，副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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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三

大规律之一，作为这个哲学模式的一种

具体体现，人类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表现为“准周期性”，即一种大体近似的

在不断重复中前进的方式。

多个科学著作（如：1954年英国科学

学家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1962年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的《解说科学文化史

年表》，1984年中国著名科学学家赵红州

的《科学能力学引论》）中，都阐述了近代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存在转移现象的观

点，即近代世界科学中心依次为意大利

（1540—1620 年）、英 国（1660—1750
年）、法 国（1760—1840 年）、德 国

（1840—1910年）和美国（1920至今）。

它们的峰值有 80 年左右的周期性，即

1620 年、1710 年、1790 年、1870 年和

1950年。具体时间虽然有一定争议，但

这种“科学中心转移”现象有大量的证据

支持。文艺复兴、英国革命、法国大革

命、德国革命和南北战争，是促成相应科

学中心形成的政治原因。

用更加定量的方法进行研究，赵红

州对其主编的《大科学年表》列出的近

5000项重大科技成果以及美国格伦所著

的《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中的 2800项

文学、戏剧、艺术和音乐重要成果的年份

进行傅里叶分析后发现：科技大事有16、
22、26、33、37、41、47、54、72、86、100、
127年的周期性，文艺有 12、21、27、33、
36、41、49、58、75、90、101、119年的周

期性[1]。可以发现，这些周期不少大致符

合意大利学者Ferruccio Mosetti于1960

年发现的 ( )2 k

（k=1，2，3，…）的天、地现

象周期性（其单位一般为年，也可以是

天、万年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人们所遇到

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

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和人类历史

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论断。这为我们寻

找科技活动的周期性指引了方向。以气

温为例，古气候的研究发现，气温变化往

往伴随降水的变化，而气温和降水对农

牧业生产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天文变

化引起地球自然条件的变化，再引起人

类生产变化，进而影响人类的思维活动

这一因果链条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

多项分析表明，北半球陆地气温具

有周期性。对 1850年以来仪器记录的

北半球陆地气温的傅里叶和小波分析发

现，其存在大约3、5、8、11、21、33年的周

期。2012年，钱维宏等人在对现代大气

观测与中国东部历史旱涝记录等资料分

析基础上，发现近千年东亚夏季风干湿

型指数序列和百年以上气候背景后的全

球平均气温序列中，存在大约60年的准

周期性[2]。

地球气温变化受到太阳黑子、太空

辐射、大行星运动、地球自转、月球轨道

变化等多种准周期因素的影响，这些准

周期性往往符合 ( )2 k

序列。这似乎暗

示太阳系里存在一种现在还不清楚成因

的“量子”作用机制。因此气温一直是研

究全球变化的一个很好的综合性指标。

据先前分析，数学和物理学大事共

有的周期约是5年、7~9年、16年、21年、

34~38年、48~50年 [3]，这里多见与北半

球气温周期相近的周期：5、8、21、33
年。可以大胆猜测，气温变化可能是引

起科技大事周期的原因之一，尽管它的

周期不可能完全由气温的变化决定。

不仅如此，其他的周期中也存在与

气温相接近的周期。相关的数据有：资

本主义古典经济学有4个周期，即基钦周

期（3.3年）、朱格拉周期（10年）、兹涅茨

周期（2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
年）；2012年，荷兰的 B. de Groot和 P.
H. Franses发现多种社会经济变量里有

4个周期呈现正态分布：8.423（±1.162）、

21.03（±2.422）、31.57（±1.625）、54.73
（±0.811）年；俄罗斯大事年表存在 2.7、
3.6、5.2、7、8、11.6、16、22、27、38、43、
49、81、94、113、141、188年等周期。这

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气温—农

牧业生产—社会革命—科技活动”因果

链条的存在性。

大量的实证分析都支持科学发展存

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准周期性。科学

发展的周期性、经济周期性以及北半球

气温变化的周期性之间存在大致的共有

周期。研究科学发展的周期性，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研究科学发展的周期性，

结合自然条件的周期性，可以探究它们

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通过人工选择和

调节自然条件来加速科技进步。此外，

全球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的方

面，较少考虑它对“人类思维”的影响，科

学发展周期性提醒我们，全球变化可能

会对人类的思维产生一定的影响。

科学发展一般是一个过程，其大事

发生的精确时间以及大事强度的量化等

不容易确定，需要多学科研究人员的共

同努力，可见科学发展周期性研究中面

临的困难。分析方法的选取也是其中的

难点之一，早期主要采取统计方法，20世

纪60年代开始采用傅里叶分析，今后应

该采用小波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更先进

的数据分析方法。此外，由于科学发展

是在社会革命、多种自然条件综合作用

下发展进步的，因此，除气温外，反映自

然条件变化的其他指标的筛选与获取，

也是未来研究必须面对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赵红州, 郑文艺. 科学与文艺知识波谱结

构的比较研究[J]. 科学学研究, 1992, 10
(2): 21-26.

[2] 钱维宏, 林祥, 朱亚芬. 东亚夏季风年代际

进退与中国和全球温度变化的联系[J]. 科
学通报, 2012, 57(26): 2516-2522.

[3] 杨正瓴. 数理科学大事的周期性[J]. 科技

导报, 2014, 32(1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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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来贵 1，朱旺喜 2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研究内容：回答对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具体做什么

1）针对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分析系

统结构组成部分、时空秩序和联系规则，

相应建立结构模型；分析系统内部环境和

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立环境模

型；分析结构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演化

过程，建立演化机理模型与本构关系。

2）从系统的孕育开始，经历潜伏、发

生、暴发、持续、衰减，直到终止的过程中

每一个阶段发生的机械（力学）、物理、化

学、生物、甚至社会现象。如果工程承受

外界静力、动力作用，须建立工程系统模

型的静力、动力学本构关系；如果工程承

受外界流体作用，须建立工程系统模型的

固体-流体相互作用的力学本构关系；如

果工程承受外界机械（力学）-化学作用，

须建立工程系统模型的力学-化学本构关

系；如果工程承受外界机械（力学）-物理-
生物作用，则须建立工程系统模型的机械

（力学）-物理-生物本构关系。

3）数学模型要具体到基本假设、微

分方程或积分方程还是能量方程进行描

述。甚至包括本构模型及其判据、初始

条件、边界条件、解法等。

4）实验要具体到利用什么原理，测

试什么变量；明确说明测试的量与理论

分析的关系。

5）求解方法要具体到什么数值法、

什么解析法等。

研究内容要注意：

1）将拟解决的科学问题进一步分

解，论述具体、深入、创新性地要做什么，

使研究团队可依照研究内容进行具体落

实研究工作。

2）理论（模型）研究、数值方法、实验

（试验）研究，必须要有侧重，要有深度，

对研究内容有深的理解和认识；处理好

具体内容与保密的关系。

3）研究内容（强调做什么）紧扣拟解

决的科学问题特别是拟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题，与研究方案（强调怎么做）、技术路

线（强调研究思路、步骤和顺序）逻辑上

要一致，要能够实施、呼应选题。

4）研究内容反对“大题小作”，提倡

“小题深作”“小题精作”；同时要具体、创

新、重点突出，要有学术深度。

5）如果理论研究、实验研究、模型研

究、方法研究等只是项目整体的部分研

究内容，最终研究内容要归题到拟解决

的科学问题上。

研究目标：回答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完成

后达到的科学目的

针对所要研究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通过理论、实验及数值模拟等研究过程，

回答：探讨、揭示什么规律或发生机理；

提出、建立什么理论（模型、判据）；阐明、

阐述什么原理；利用什么方法求解方程

或证实什么结果；通过什么手段，解决什

么问题；通过什么研究，达到什么科学目

的。

研究目标一般是与内容对应的，一

项研究内容对应一个或几个科学目标，

也可能几项研究内容对应一个科学目

标；避免过大或空泛或非学术目标。

拟解决关键科学问题：回答拟解决科学

问题中的难点、重点问题

拟解决关键科学问题主要是项目拟

解决科学问题中范围更小且重要的瓶颈

问题，解决后一通百通。是研究内容的

难点或重点问题，或研究过程中对达到

预期目标有重要影响的部分研究内容或

因素，或为达到预期目标所必须掌握的

关键技术或研究手段。

拟解决关键的科学问题，是申请项

目中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此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可行性及特

色与创新中均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具体、

深入地论述。

研究方案：回答对拟解决科学问题怎样

去做来完成研究内容

研究方案包括有关方法、技术路线、

实验手段、关键技术等说明。

1）研究方法：一般包括采取调研与

现场考察、实验研究、理论分析、数值模

拟、现场应用和综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各种主要方法应具体论述怎样去

实现研究内容细节过程，具体的想法和

思路、方法和手段。详细、具体论述，彰

显出对拟解决科学问题的已经有深入的

前期思考、理解和准备。但也要注意论

述的尺度和方法，不要让专家误解为拟

解决的科学问题很简单或已经完成了。

2）技术路线：回答完成拟解决科学

问题的途径、步骤、方法与内容上的逻辑

性。主要回答以拟解决科学问题为主

线，研究内容的流程、顺序及内在逻辑关

系和步骤。强调研究思路和过程在逻辑

上的先后顺序、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相

互配合的关系。具体撰写时采用语言叙

述与流程过程图相配合的方式。

3）实验手段：介绍实验中具有创新

性的具体措施，包括实验方法、操作步

骤、试验材料、化学试剂、试验仪器、试验

设备等等。

4）关键技术：项目实施过程中特别

在实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技术和措施。

可行性：回答完成拟解决科学问题

在主、客观条件与学术上的可能性

1）主观上可行性。包括项目主持人

和项目队伍结构包括知识结构、专业结

构、年龄结构，前期研究基础及学术声

誉、科学品格、兴趣爱好、献身精神、学术

专长等。

2）客观上可行性。包括各种软硬件

条件如文献资料、实验室条件、经费、单

位支持、国际合作、已有的研究基础等。

3）学术上可行性。依据科学技术发

展水平、研究队伍的研究能力，论述“拟

解决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在学术上的可能性。

4）如果条件不具备，补充什么条件

并如何完成研究内容。

5）可行性分析论述为什么能做，告

诉专家和科学基金管理者为什么所研究

内容合理，目标明确，研究方案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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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英语作学术报告如何用英语作学术报告
·职 场·

文//邵鹏
作 者 简 介作 者 简 介 哈 佛 大 学 医 学 院 ，Research
Fellow。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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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加，不少科

技工作者都会遇到用英语作学术报告的

场合。怎样准备一个高质量的英语学术

报告呢？笔者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和想法。

首先要承认，用英语作学术报告对

我们中国人来说不容易，甚至很困难。

但语言不是唯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

汉、英语思维方式的差异。从一个对英

语学术报告完全没有经验的新手，到能

够得心应手，要经过千锤百炼——我个

人的体会，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思维方法

的过程。

报告给谁讲，方法大不同

当你准备一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答案是

——你的听众是谁。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这决定了你要讲述的“故事”应该如

何描述，报告的内容深入到何种程度，以

及你要带给你的听众什么样的信息。这

主要取决于对方的知识结构以及你要介

绍给对方的信息。同样的内容，针对不

同的听众，讲述方法完全不同，甚至有天

壤之别。有的报告需要直奔主题、侧重

描述你研究的方法和细节——比如给研

究生、小同行讲的时候，再复杂和枯燥的

内容，他们也有必要、有能力理解；有的

场合需要在讲清楚研究方法和结果的同

时，把一些时间放在你的课题的背景和

意义上——比如给大同行讲，或者在交

叉学科学术会议上；如果是科普报告，则

需要将科学的语言和内容，转换成容易

让普通人理解的“故事”。

设计报告要由简入繁，重点突出；讲故事

要由大到小，引人入胜

设计学术报告，就像你构思写一本

书，或者一篇学术论文。应该先定大的

框架结构，然后逐渐细化，深入到具体内

容。要把握好深入的分寸——别指望把

你工作的每个细节都面面俱到地放在幻

灯片里，要把最为关键信息传递出去。

回想一下你自己听过的报告，你能够记

住多少细节信息，比如每一步公式的推

导，或者某个人实验中使用的设备的所

有参数？一个成功的学术报告，应该重

点突出，让听众听过之后得到几条“能够

带回家的信息（take home message）”

就够了。报告过后，听众脑海里应该形

成一个像科技论文的摘要一样清晰的脉

络。如果你打算用 10分钟讲 20页干巴

巴的公式推导，打住！3分钟以后，台下

的呼噜声就响起来了。作报告多了，经

验增加，你就能更好地把握听众审美疲

劳的阈值。如果某些繁琐的细节非常关

键，比如一些理论背景、公式推导，那就

放在最后作为附件，等有人问到了再展

示出来给大家看。

讲故事由大到小，指的是开始的背

景部分面要宽，清楚地向读者介绍你所

在的研究领域的现状，以及研究的意义

和重要性。然后逐步将视野缩小到你研

究的具体问题上，这个思考过程如同一

个倒金字塔的结构。每一个研究，肯定

都是某一个领域中冰山的一角。我目睹

过有学者在国际会议上用幻灯片上罗列

自己文章的“光辉业绩”，大而空地讲述

自己实验室的“优秀成果”，我自己感觉

这样是不太合适的，听众也感觉味同嚼

蜡。相反，我还见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会议上很认真地讲述具体的科学问题，

非常受欢迎。

幻灯片的制作也非常重要

幻灯片再赏心悦目，也应该为报告

服务。有一些制作幻灯片的基本原则，

已经被很多优秀的演讲者总结过，此处

不再赘述。这里提3点人们最常忽略的

细节：1）幻灯片上字体大小要适中：要根

据作报告的房间大小，决定你所用的最

小的字体。通常不要用16号以下的字体

——包括图表中坐标轴的标注，都要让

坐在最后一排的人都看清幻灯片上的每

一个字母；2）文字密度要适当，尽量摆出

要点，不要大段摘抄文字——别让读者

聚精会神地读文字，而不是一心一意听

你讲；3）尽量多使用图片——正如西谚

所 说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一图胜过千言。

幻灯片做多少张合适？学术界普遍

接受的原则是约1分钟时间对应1张幻灯

片。这样报告人的语速和单位时间的信

息量会被调整到让听众容易接受的程度。

逻辑，逻辑，逻辑！

作学术报告，要有一条非常清晰的

逻辑线。这是指每一张幻灯片之间的自

然、合理地过渡，也指你基于数据和分

析，得出的每条结论都精确、无误，值得

推敲。如果有哪条信息在逻辑上存在漏

洞，下面的专家会很容易找出来。在学

术报告里要避免假、大、空的毛病，言之

有物才是好报告。

不要过多地担心语言问题

英语口语是我们的弱项——这个没

有别的办法，只能多加练习，但不用过多

担心。国际会议上通常是南腔北调，什

么版本的英语“方言”都有。学术圈里对

于来自五湖四海的报告人的语言问题，

还是非常宽容的，毕竟语言只是工具，听

众更关心的是你的工作。但报告人一定

要多做准备。一个基本要求是，尽量用

简洁、流畅的语言将信息点表达清楚。

写逐字稿，背诵下来是个好办法。实在

没底，可以带上写了关键字的小卡片，不

时看一眼。不过千万别盯着卡片而忘了

和听众视线交流。

关于回答问题

报告之后的提问环节，通常会让我

们很紧张。准备的时候，最好反复考虑，

听众有可能会在哪里提出什么问题，做

到有备无患。当然，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可能被抛出来，沉着应对就好。如果自

己的研究有缺陷而别人提出来，不妨坦

率承认、“恭维”一下提问者的敏锐并感

谢对方。如果有提问者“纠缠”于某个问

题不依不饶，或者你始终听不懂对方在

说什么，不妨告诉他（她），更多的问题，

我们可以会议结束后单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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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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小组主任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等离子体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招聘研究小组主

任1~2名。应聘条件：1）对科学研究有热情、专注的追求和敬业

精神，具有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热忱，积极拓展学科知识背景，

真正践行多学科交叉与融合；2）研究方向：等离子体源设计与特

性诊断，学术背景要求为电气工程、等离子体物理或相关专业，

在低温等离子体源设计、低温等离子体特性诊断或者低温等离

子体与物质相互作用方面具有研究经验和特长；3）年龄在34岁
以下（具有与生物医学相关研究经验者，年龄37岁以下），博士学

位；4）以第 1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一流专业期刊发表 3篇或 3
篇以上学术论文；5）优秀的中英文表达能力、英文阅读及学术论

文撰写能力；6）富有责任心及团队合作精神。应聘者申请时需

提供如下材料：1）电子版简历（中英文）：简历格式不限，但应包

含本人研究领域和应聘的岗位（学科方向）名称、个人成长经历

与家庭信息、研究成果列表；2）主要研究成果：3项主要成果的电

子版，含成果水平的简要介绍（中英文）；3）推荐信：2份业内专家

的推荐信（中英文）；4）对交叉学科的理解及本人定位（中英

文）。联系人：孔刚玉、刘定新，电话：029-82664748，电子信箱：

mglin5g@gmail.com、liudingxin@mail.xjtu.edu.cn。 截 止 日 期 ：

2015-08-31。

教授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方向：茶学、食品科学、蔬菜、果树、园艺工程、农产品安全、

作物遗传育种、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作

物栽培与耕作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植物病理、农药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木材科学与技术、森林保护学、森

林培育、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兽医学、特种经

济动物饲养、水产科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产品贮藏与加工工

程、农业信息化工程、农村能源工程等。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

龄45岁以下。海外应聘者具有助理教授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

或在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有4年以上工作经历；国内应聘者

应担任教授或其他相应职位。联系人：李梦飞，电话：0551-
65786168，电子信箱：rsk@ahau.edu.cn。详情见：http：//www.
sciencenet.cn。

教授

[广州]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大学院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教授。申请

者应具有博士学位；现任教授或者有5年以上副教授任职经历；

有熟练的阅读专业书籍文献和撰写论文及学术交流的英语能

力，熟练掌握其他外语亦可；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及应用；50周
岁以下，身心健康；具有在拟聘专业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能力与

经验，教学效果良好，能够承担2门以上拟聘专业本科生和研究

生课程的教学任务并指导研究生；在应聘前5年内，需同时具备

以下工作业绩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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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作者或通信作者不少于5篇，其中SCI收
录论文不少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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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国家级以上重点项目或2项国家

级科研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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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部省级重大项目的子课题；或获得部省级教学、科研

成果3等以上奖励（前3名以内）。联系电话：020-84115010。

教授/副教授

[南通]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招聘教授/副教授若干名。招聘专业：药剂学、药理

学、分子生物学、药物化学、微生物与生物技术药学、药物心理学

等研究方向。招聘教授要求：爱岗敬业、勤奋踏实，具有较强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具有上述领

域的海内外博士学历、学位；具有多年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海

外应聘者现职需为助理教授以上，并作为PI主持过上述研究领

域课题的经历。国内应聘者现职需为教授，并有主持过国家级

项目或国家重点或重大研究课题的经历或国自然“优青”获得

者；在上述领域取得较高学术造诣并有一定影响，以通讯作者或

第 1作者身份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多篇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1965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招聘副

教授要求：爱岗敬业、勤奋踏实，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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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上述领域的海内外博士学历、学位；具有海

外博士后工作经历2年以上；在上述领域有较高学术水平，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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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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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招聘胶合材料学、包装

工程、生物质气（液）化技术与工程和木结构建筑等相关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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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85427742，电子信箱：mei@njfu.edu.cn，shizi@njfu.edu.cn。

助理研究员

[北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生态实验室刘玲莉组招聘助理

研究员。岗位职责：利用野外控制实验、梯度实验、数据整合、统

计模型等方法探讨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影响；协助

完成或独立承担相关科研项目中研究生培训、实验设计、野外站

点建设、野外采样、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论文撰写等工作。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热爱科研工作，遵纪守法，遵守学术道德规

范、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较强的亲和力、事业心和责任心；

有良好的专业基础知识，在相关研究领域中系统地接受过所需

专业训练的申请者优先考虑；具有较好的英文专业文献阅读能

力和较强的中英文写作能力；年龄35周岁及以下，身心健康。应

聘者申请时需提供如下材料：1）填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公

开招聘人员申请表》；2）个人简历，包括可以证明个人能力水平

的材料，如：论文首页、专利证书复印件等；3）毕业证书、学位证

书复印件；4）对应聘岗位的理解陈述；5）北京市体检医疗机构

（二级以上）的健康体检表。联系人：刘玲莉，电话：010-
62836160，电子信箱：lingli.liu@ibcas.ac.cn。截止时间：2015-03-
20。详情见：www.ibcas.ac.cn。

讲师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研究院（原塑

性成形工程系）拟向海内外招聘教师2名。要求：具有相关领域

海外名校博士学位或国内博士毕业生且具有两年国内外一流大

学或科研机构工作经历（含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学术研究处

于同领域同龄学者的领先水平；年龄35周岁以下，热爱高等教育

和科研事业，具有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富有开拓精

神；具有金属材料或塑性成形或模具加工或相关力学等方面的

研究背景；具有良好的学术水平与潜力，在国际主流期刊发表过

学术论文；能够胜任相关课程讲授工作。电话：021-62933705，
电子信箱：htang@sjtu.edu.cn。

博士后

[上海]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武利民教授、陈敏教授课题组招聘博

士后研究人员1~2名。参与有机－无机纳米复合微球的合成及

结构调控、空心微球的合成新方法、胶体微球在能源、生物等领

域的应用等研究工作。要求：最近几年在国内外获得材料、高分

子、化学或化学工程等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受过系统良好的科

研训练；对胶体微球研究具有强烈的兴趣和较好的研究背景，具

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工作勤奋踏实，具有团队协

作和科研探索精神；具有英文学术论文阅读及写作能力，以第 1
作者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应聘者将个人简历、学位和学历

证书等复印件、发表论文目录及代表作全文以及其他可以证明

本人能力和学术水平的相关资料发送至 lmw@fudan.edu.cn或

chenmin@fudan.edu.cn。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戈峰研究员研

究组招聘博士后2~3名。方向：CO2与O3浓度升高对植物－蚜虫

或烟粉虱-病毒作用的分子机制；农田景观格局对害虫影响的生

态机制。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分子生物学、植物学、昆虫学

和生物统计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背景，以第1作者在相关领域发表

过 SCI 论文。联系人：戈峰，电话：010-64807123，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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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与西咸新区联合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

条件：已获得博士学位者或预计2015年7月31日以前毕业并取

得学位的应届博士研究生；身体健康，能够全脱产在本基地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和敬业精神，较强的

独立工作和团队协作能力，能够高效地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招聘专业：根据国务院批复要求，结合西咸新区开发建设实际，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历史文化传承为主题，重点招

收城市规划与设计，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社会学，中国古代史（先秦、秦

汉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向）等专业。

申请人员向西安交通大学或西咸新区博士后创新基地提交下列

材料电子版：1）《博士后进站申请表》（可从中国博士后网站下

载）；2）本人简历（含学习和工作经历、主要研究成果等）；3）有效

身份证扫描件；4）博士学位论文摘要；5）代表作2篇；6）博士学位

证书复印件（应届生可毕业后补交）；7）2位本学科领域博士生导

师的推荐信；8）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同意其做博士后的意见；9）回

国留学人员应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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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意见》或回国人员证明。联系方式：1）西咸新区研究院：联系

人：秦蓉、鲁雯雪，电话：029-33186031，029-33186030，电子信

箱：xxyjy_postdoctor@163.com；2）西安交通大学：联系人：贺睿、王

小梅，联系电话：029-82668755，电子信箱：hr@mail.xjtu.edu.cn。
截止日期：201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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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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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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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研究中心

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可见光光催化材料的合成、表征及应用开

发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2名。要求：具有光化学、材料学专业

背景，入职前获得博士学位，从事过光催化等相关方向的优先考

虑；有良好的科研积累，能够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和论文写作，

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者优先考虑；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具备较

强的独立工作能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较强的组织协调能

力；遵守职业道德、勤奋爱岗，有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应聘者请

填写应聘人员申请表，将申请表及能证明本人能力、水平的相关

资料（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获奖证书复印件，代表性论文多篇

等）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招聘电子信箱。电话：010-
82543537，电子信箱：zhi-mail@mail.ipc.ac.cn。详情见：http：//
www.ipc.ac.cn。

博士后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曹林奎教授课题组因课题研

究需要，拟招聘生态学专业博士后研究人员1~2名。主要研究方

向：农田碳氮循环及其环境效应、生态农业技术与面源污染控

制。要求：具有从事土壤学、土壤化学方面研究经历的、已经获

得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者；在攻读博士期间取得较好的研究成

果，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有进取心，热爱科学，善于思考，并具

有良好的英文阅读与写作能力；具有较强的沟通和表达能力，以

及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为人厚道、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学术和

科研竞争，在近期内可到岗。联系人：曹林奎，电话：021-
34206930，电子信箱：clk@sjtu.edu.cn，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

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0-210室。

博士后

[广州]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地质工程学院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博

士后科研人员。要求：已经或近期即将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

专业背景为地质学及相关学科等；具有开拓的科研工作能力；熟

练掌握相关的实验技能，有良好的表达及沟通能力，一定的英文

阅读和写作能力，发表过相关领域的 SCI论文；具有优秀的团队

合作精神。应聘者将本人简历（包括学习、工作和研究经历，发

表论文目录，获奖情况，推荐信等）、博士毕业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以及博士论文、代表论文或SCI论文电子版或扫描件发送至招聘

信箱或寄至：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号中山大学地环大楼

C105。联系人：张老师，电话：020- 84112370，电子信箱：

zhangzh@mail.sysu.edu.cn。

博士毕业生

[杭州]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化学系因工作需要，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专职科

研人员2名。要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强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遵纪守法，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生物医学相关领域

的博士学位，具有良好的中英文写作能力，能建设和管理细胞房

或者擅长制备和表征各种无机纳米材料，年龄不超过 30周岁。

截止日期：2014-12-31，电子信箱：fhuang@zju.edu.cn。

博士毕业生

[南京]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招聘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电力系统自

动化、智能电网）、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博士。要求具有博士学

位，在上述相关学科领域发表过系列高水平的论文或者拥有领

先的技术成果，团队精神强。联系人：袁老师，电子信箱：

IAT@njupt.edu.cn。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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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奥地利]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is soliciting applications for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terested candidates with a mathematics
related PhD and a strong background i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fields-sparsity, dictionary learning, compressed sensing,
approximation theory, geometric functional analysis (concentration
of measure), optimisation, harmonic analysis, machine learning-are
invited to apply, by electronically submitting a motivation letter
with a short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interests, a cv including list of
publications and up to 3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in pdf format
to karin.schnass@uibk.ac.at.karin.schnass@uibk.ac.at.（源于Science [2014-11-21]）

博士后

[丹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opens a postdoc position in Proteome
Bioinformatics. The candidate will primarily focus on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mass- spectrometry- based proteomics
data. This includes developing new, improved methods for
analyzing spectra, optimization of analysis protocols, and
application of these to specific datasets. The focus will be
on improv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st-translationally modified
peptides, which arise in cellular signaling processes and through
chemical modification, in particular in ancient samples, which may
also consist of mixtures of species. The work will involve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oteomics Program at CPR. Qualifications:
Candidate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PhD degree in science or
equivalent; An analytical aptitude of devis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blems; Experience with
programming is required, preferably in as scripting language like
Python; Knowledge in molecular biology or biochemistry is
required; Prior experience with bioinformatics or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is highly desirable; Experience with analysis of
proteomics data would be considered a distinct advantag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both oral and written; Demonstrate
enthusiasm, motivation, flexibility and confidenc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group leader Lars Juhl JensenLars Juhl Jensen by E-
mail:lars.juhl.jensen@cpr.ku.dk.lars.juhl.jensen@cpr.ku.dk.（源于Science [2014-12-04]）

博士后

[法国] INSERM UMR1064

INSERM UMR1064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Liver
Immunology. The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liver immunology in
tumour, autoimmune and allogeneic conditions, investigating new
pathways of immune regulation, and developing innovative
immunotherapy strategies based on modulation of the hepatic
immune respons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join a challenging

project seeking to characterize new molecular and cellular
mechanisms involved in immune tolerance induction via liver-
targeted gene transfer. This project combines preclinical in vivo
approaches on mouse models as well as in vitro studies on human
primary cells. The ideal candidate will be a highly motivated,
recent doctoral graduate with experience in immunology, molecular
biology, and cell culture techniques. Validated experience in
experimental animal models is necessary. Knowledge of hepatology
and viral gene transfer technology would be highly advantageous.
Good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essential, along
with the ability to work in a team, autonomy, originality and
enthusiasm. Interested candidates are invited to send a CV and
cover letter including a brief statement of scientific experience and
interests and a minimum of 2 references to Dr S. Conchon.Dr S. Conchon. Apply
at http://ec.europa.eu/euraxess/index.cfm/jobs/jobDetails/http://ec.europa.eu/euraxess/index.cfm/jobs/jobDetails/3396547833965478..
（源于Science [2014-12-04]）

博士后

[美国]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open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Biologist. The candidat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expert investigators in computational
biology, sarcoma biology, translational therapeutics, and molecular
pathology. The candidate will also analyze high throughput
genomic data and work with computational and laboratory- based
investigators to identify the mutational programs and pathways
involved in sarcomagenesis and to identify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Position requires a PhD or equivalent in biological
science, mathematics, physics, bioinformatics, or a related fi eld
with a strong quantitative background. Proficiency with scienti fic
computing software (Matlab, R) and scripting languages are also
required. The ideal candidate will have solid programming skills
and extensive research experience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For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CV, bibliography, brief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names of 3 references to bic-recruit@cbio.bic-recruit@cbio.
mskcc.org.mskcc.org.（源于Science [2014-12-04]）

博士后

[美国]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s seeking a post doctoral fellow to join
their group. They are seeking a highly motivated investigator that
will be devoted to one of their neuroimaging program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should have ample experience in performing
fMRI experiments and analyzing functional as well morphological
data. The position requires an individual that functions
independently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will be mostly hers/his. The Fellow will also need to be
resourceful to pursue assistance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ject

94



科技导报 2014，32（35） www.kjdb.org

within the Center and across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duties
include supervising a Research Assistant, recruitment of subjects,
and IRB communication. The candidate should also have: An
advanced degree (PhD, MD, or related); Strong verbal and written
English abilities; Extensive experience with neuroimaging analysis
software (fsl, spm, afni, etc.), Knowledge of matlab or other
computational software.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en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o careers.painimaging@gmail.comcareers.painimaging@gmail.com: Cover
letter describing research interests and experience; Updated CV;
Three professional reference: must provide reference name, current
title,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源于 Science [2014-12-
04]）

博士后

[美国] Illinois Natural History
Survey

The Illinois Natural History Survey (INHS) is soliciting
applications for a two-year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Scientists whose research interests fit within those of the Illinois
Natural History Survey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curriculum vitae and Research Proposal. The Research
Proposal is limited to three pages, not including references, and
should address the research plan and budget proposed for the two-
year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advance of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applicants must identify and contact a research sponsor at the
INHS who is willing to sponsor the Postdoctoral Associate.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applicants who can develop a strong
research plan that merits additional and continued external
funding. Research plans that build on existing INHS research
strengths by adding new directions or new analytical techniques
are encouraged. Applicants should have completed a PhD by the
start date of the position (expected before December 31, 2015) and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Proposal and
curriculum vitae, applicants should arrange for 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o be sent. Applications must be sent
electronically to E-mail: hroffice@inhs.illinois.eduhroffice@inhs.illinois.edu by January 31,
2015.（源于Science [2014-12-04]）

博士后

[法国]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is soliciting applications for a
post- doctoral researcher in Biomaterials Science. The applicants
must have a PhD in the field of biomaterials science or polymer-
based materials chemistry. The ideal candidate would have an
expert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opolymer hydrogels, their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zation as well as some practical skills in
cell biology. In addition,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a significant
background in scan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ic microscopy.
Past experience in liquid chromatography,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would be also appreciated. The post holder is
expected to be self-motivated with a strong laboratory commitment
to deliver milestones to the funding agency (ANR). Candidates
should ha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be
highly motivated for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 and have strong
documentation, oral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To Apply:
Applications to include a covering letter, CV, and the contact
details of three referees should be submitted via E-mail to thibaud.thibaud.
coradin@upmc.fr.coradin@upmc.fr.（源于Science [2014-12-05]）

博士后

[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Iowa

University of Iowa h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position for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o pursue pro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
vitro human models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leveraging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genomic DNA (> 5,000), fibroblasts (> 250)
and iPSC (>50) models of discrete CHD phenotype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Next Gen Sequencing and animal models, they
investigate basic mechanisms of human cardiac development. The
ACRC is housed in a beautiful new building and has state-of-the-
art core facilities. Candidates must have a PhD and/or MD in
molecular biology or related field.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human
ES and iPS cells is preferred. If interested, please send CV to:
Peter J. Gruber, MD, PhD, Co- Chair, Abboud CardiovascularPeter J. Gruber, MD, PhD, Co- Chair, Abboud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Iowa, Carver School of Medicine.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Iowa, Carver School of Medicine.
E-mail: peter-gruber@uiowa.edu.peter-gruber@uiowa.edu.（源于Science [2014-12-05]）

博士后

[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is soliciting applications for a number of
postdoctoral or more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in the Neuroscience
of Attention & Perception Laboratory (NA&P Lab), led by Dr.
Sabine Kastner. The lab studies attention at various levels of
processing from subcortical structures (LGN, pulvinar) to higher-
order cortex (fronto-parietal areas) using a variety of state of the
art methods in normal human and patient populations, as well as
non- human primates. Essential qualifications for these positions
include: a PhD in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Cognitive Science or
other closely related field. Human studies require candidates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fMRI. Such candidates must pass a
standard MR safety screening in order to work in the MR
environment. Animal studies require candidates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working with behaving non- human primates and/or
background in electrophysiology of the visual system. All
candidates must possess strong quantitative skills (e.g. Matlab,
C ++ , Python). Applicants should apply online at https://jobs.https://jobs.
princeton.edu/ (requisition no.princeton.edu/ (requisition no. 14008821400882)) and submit a cover letter,
CV, research statement,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3 references.
（源于Science [201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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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ship position in structural biology with an
emphasis in cryo- electron microscopy. Applicants should hold a
PhD, or MD or equivalent degree, and will be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vigorous and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research
program, and teach at both the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s.
UCI has made a major commitmen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of-the-art electron microscopy facility and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al biology in the new facility. Applicants
should upload a Curriculum Vitae, at least 3 letters of reference, a
3- 5 page outline of future research plans, and a teaching
statement. A separate statement that addresses past and/or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to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 Electronic
submission instructions can be found at: https://recruit.ap.uci.edu/https://recruit.ap.uci.edu/
apply/JPFapply/JPF0267602676.. This same URL can be used for uploading
reference letters separately.（源于Science [2014-12-05]）

助理教授

[美国] Framingham
State University

Framingham State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nts for a full- time,
tenure- track position as assistant professor beginning September
1, 2015.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ill be a limnologist with a
specialty in algal biology. Teaching responsibilities will include an
upper level botany course, a freshwater biology/limnology course
and participation in general biology classes for majors and non-
majors. Applicants must have a PhD in a relevant field in Biology,
a strong commitment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be able to
foster a collaborative atmosphere among students and faculty.
Please apply online by submitting a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 proposed research plan, and
three current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For full consideration,
applicants must also submit via postal mail official transcripts for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degrees to Dr. StephenDr. Stephen
Dinkelacker, Biology Department, HHDinkelacker, Biology Department, HH316316C,C, 100100 State Street,State Street,
Framingham, MAFramingham, MA 0170101701--91019101, USA., USA.（源于Science [2014-12-05]）

助理教授/副教授

[美国] Bemidji State University

Bemidji State University is seeking a physiologist specializing in
human physiology or a related field, such as medical physiology,
pathophysiology, endocrinology, neurophysiology, cardiovascular
physiology, renal physiology, respiratory physiology, or
reproductive physiolog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will be to teach

undergraduate/graduate lectures and laboratories in freshman
biology,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medical physiology,
genetics, capstone projects, and to develop courses related to area
of expertise. In addition to classroom teach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pursue research activities in
area of expertise; Participate in program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Collaboratein the expansion of the Medical Sciences program and
be part of a committe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 cadaver
program. The applicant should demonstrate a knowledge of and
interest in diverse cultures and populations. All applicants must
be able to lawfully accept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of an offer of employment. Apply online: http://www.http://www.
bemidjistate.edu/offices/human_resources/employment/bemidjistate.edu/offices/human_resources/employment/
faculty_administrator/.faculty_administrator/.（源于Science [2014-12-03]）

助理教授/副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faculty position at the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 tenure-track, or
associate professor, tenured, in the area of Neurobiology with an
emphasis on motivated behavior, decision making, and sensory
motor integration.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is expected to start in
the Fall of 2015. All applicants must have a PhD or equivalent
degree in Neuroscience or related fields.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on December 15, 2014 and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Please submit a single PDF file with a Cover Letter, CV,
a research statement (up to 4 pages), teaching statement (up to 2
pages), and a list of three references, including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Send all materials to biofacultyad@utsa.edubiofacultyad@utsa.edu with
subject: Neuro Search 2015. Se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UTSA Biology department at: http://bio.utsa.edu.http://bio.utsa.edu.（源 于 Science

[2014-12-05]）

助理教授/副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chool of Medicine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position at the assistant or associate
professor level in the area of basic biology of diabetes and
metabolic disease. Candidates must have a PhD and/or MD
degree, postdoctoral experience, and a track record of research
excellenc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1) build
and maintain a high quality, extramurally-funded research
program, 2) achieve excellence in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and
graduate students, 3) provide service to the University and
academic community at a level commensurate with his/her career
stage, 4) contribute to the maintenance of a collegial and
collaborative academic environment. To Apply: please apply via
http://apptrkr.com/http://apptrkr.com/553489553489..（源于Science [201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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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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盐湖与盐沉积学术探秘盐湖与盐沉积学术探秘

郑绵平 著，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
版，定价：25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尼古拉·沙德林 1，张永生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南海生物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 中国地质科学院盐

湖资源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译/孔维刚
译者简介译者简介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

所，博士研究生。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 1956年毕

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中国盐湖和盐类沉积研究。他的研究

涵盖了盐湖地质、盐湖化学、盐湖生物

学、盐湖沉积与全球气候变化、盐湖卤水

锂-硼-钾提取和中和利用技术、大盐湖

产业（盐湖矿业、盐湖农业和盐湖旅游

业）开发等多个盐湖相关学科领域与资

源高值化利用。在对盐湖整体综合研究

的基础上，从盐科学体系出发，创立了

Salinology（盐湖学/盐学）这门边缘交叉

新学科。

2003年，本文作者之一沙德林曾和

郑绵平一同考察了俄罗斯克里米亚盐湖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库尔纳科夫建立盐

湖水化学理论的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

的），切身感受到郑先生严谨求实、勤于

思考的工作作风。

本文另一作者张永生自1997年起，

一直追随郑先生，从事中国盐湖、盐类沉

积科学研究，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感受

先生的不懈创新，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值此郑先生80华诞和从事地质工作

60周年之际，“郑绵平选集——中国盐湖

和盐类沉积”公开出版。2014 年 7 月

14—18日在河北廊坊召开的第十二届国

际盐湖会议上，与会来宾都有幸获赠了

这本佳作。

郑先生早在1989年就出版了《青藏

高原盐湖》一书，该书介绍了 20世纪 80
年代及之前针对青藏高原盐湖调查所取

得的成果，揭开了青藏高原盐湖神秘的

面纱，该书是国家科技进步奖主要成果

之一（1990，矿-1-002）；成为中国盐湖

研究的工具书。本书收集了他多年来发

表的大部分重要论文。总结了盐湖研究

方面重要的创新成果，为当代盐湖研究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详实资料。该书分 5
个部分分别阐述了盐湖学的内涵、意义

及研究方法。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盐湖学与盐体系

研究。包括盐湖学理论的建立及盐类科

学研究技术的发展历程。提出盐湖学是

研究盐湖体系的化学、物理和生物与其

环境和资源的性质和特点并推进其工程

化的一门边缘应用基础科学，需应用多

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此外，本

章通过地球与火星蒸发岩的类比分析，

研究两个星球盐类沉积特征及其历史。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中国盐湖及其资

源。介绍了中国盐湖资源的多样性、分

布特征及动态变化，对中国盐湖资源进

行了详细的解读。根据青藏高原300余

个盐湖和湖泊的大量数据，对青藏高原

水化学组份做了系统的划分。提出“多

级盐湖成矿模式”。按盐湖的盐类组份

和地质构造背景差别，将其概分为普通

盐湖和特种盐湖。本章还介绍了作者提

出的低盐热水成矿作用。

第三章对盐湖沉积物作为重建古气

候变化指标的研究进行了论述。首次披

露了扎布耶盐湖 128 Ka以来高分辨率

湖芯环境记录，揭示高原腹地阶段5末次

间冰期以来的古气候的变化历程，辨认

出 6个Heinrich事件，新仙女木（YD）和

8.2Ka冷事件。

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地质生态学和盐

湖农业方面内容。对于盐湖生物学家的

研究及青藏盐湖生物资源开发非常有参

考价值。1982年首次在西藏扎布耶盐湖

发现大面积嗜盐藻，并在拉果错养殖卤

虫等生物，提出盐湖环境地质生态学研

究方向及“盐湖农业”新概念，引起国内

外有关学术界的重视。

第五章全面概括了中国成盐时代和

成盐盆地分布特征，有大量关于钾盐矿

床的数据和作者的找钾思路，提出中国

成盐环境的特殊性：具有成盐多期性；成

盐时代的差异性；成盐作用迁聚性；物质

成分多样性；海相盐盆地规模较小；盐盆

地后期变动大和多液态矿产等特点。构

造基底性质对钾盐盆地的形成具有关键

性控制作用等。

本书是首部涵盖盐湖与盐类沉积领

域的著作，为未来国际盐类科学研究指

明了发展方向。作者十分关注发展盐类

研究前沿，诸如“盐湖农业”。他率先将

盐类矿物划分为冷相、暖性及广温相，

“可以从盐类矿物中提出一套有根据的

古气候的‘温度-湿度计’。其运用的结

果，对于西北干旱地区的古气候时期划

分和不同气候条件的转型所得的结果，

使人吃惊地看到它与黄土高原黄土-古

土壤序列的可比性和差异性”（中国《第

四纪研究》，主编刘东生）；书中还进行了

地球与火星盐沉积类比论述，对于推进

类地行星盐类学有重要价值。作者尤其

注重结合人们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通过

盐湖微细含锂沉积研究，查明了重要的

天然碳酸锂及含锂白云石等，不仅揭开

了悬而未决的该类沉积锂赋存状态之

谜，还发现了一种新型巨大的锂矿床；据

青藏高原特种盐湖与温泉锂、硼、铯的成

因联系，在世界上首次发现超大型铯硅

华矿产。这些研究被中国地质学家叶连

俊先生评价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理

论上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在产业上有

所贡献”。钾盐对粮食生产有重要作用，

然而目前中国钾盐 50%依赖进口，郑先

生致力找钾研究近60年，预计会有新的

突破。本书概要介绍了他在柴达木察尔

汗和罗布泊第四纪钾盐湖所作的历史贡

献外，还通过深入调查分析，从新特提斯

形成局限海的成盐背景和滇西南特定的

复杂的地质构造条件，推断江城地区勐

野井矿井中马尾丝状钾盐矿体可能是沿

断层由深部侏罗纪含钾岩系挤压塑流到

表层，并得到钻探验证，而提出“二层楼”

找钾模式，拓展了兰坪—思茅成盐带深、

浅部找钾前景。特别是指导和发现新类

型砂砾岩型富钾卤水资源，为开拓柴达

木西部深部卤水综合性钾盐资源作出重

大贡献。

本书是一部盐类科学的重要著作，

其中有一些资料首次由中文译成英文，

这为外国同行了解中国盐湖打开了一扇

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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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盐类研究的重要性行星盐类研究的重要性
孔维刚，郑绵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7
摘要摘要 人类已在火星、木卫二及土卫二上发现了大量盐类矿物，木卫三、木卫四也可能有盐类存在，可见盐类在行星普遍存在。

盐类研究对于行星科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盐类光谱研究直接帮助研究者对探测数据进行解译，确定盐类矿物种类，在探测数

据不明确的情况下，盐类稳定性质等还可以帮助限定盐类矿物在探测区域出现的可能性；其次，盐类矿物是行星多层圈相互作用

的产物，对行星盐类的研究可以获取行星相关过程中的地质历史信息，根据所研究盐类起源的不同，盐类研究有助于理解行星内

部的演化、表面水溶液环境、大气成分和结构；此外，盐类起源是生命起源的基础，行星盐类研究是地外生命探索的关键步骤之

一。本文综述2008年至今开展的火星盐类类比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类地行星；盐类；起源及演化；地质历史；类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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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Salt Studies in Planetary Science

AbstractAbstract Salts were found on Mars, Europa, and Enceladus, and were indicated to exist on Ganymede, Callisto, thus the salts might
be common on planetary bodies. Salt studies are, therefore, important for the planetary science. First, the spectroscopic studies of salts
serve references for the phase identifications by the analysis of the mission data, and the stability properties of salts can help identify
the possible salt phases when the mission data do not give clear indications. Second, salts are the produ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pheres of a planet, thus studies of planetary salts can provide rich information on the geological history of a planet. On the basis of
their different origins, salt studies can help understanding the planetary interior, the surface aqueous processes, and the atmosphere.
In addition, the origin of salts is the foundation for life occurrence, thus the planetary salt studies are one of the key steps for
searching extraterrestrial life. Since 2008,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carried out analogue studies on Martian salts, thus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brief review of the analogue studies in the world.
KeywordsKeywords terrestrial planets; salts; origin and evolution; geological history; analogue studies

KONG Weigang, ZHENG Mianping
MLR Key Laboratory of Saline Lak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20 世纪，人类对地球盐类的研究取得了巨量成果。

Zheng等[1]和郑绵平等[2]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半个

多世纪的盐湖实际研究工作积累，对前人成果进行了高度概

括，发展了“盐湖学”这一重要的科学领域。21世纪开始，行

星科学领域盐类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地质科学院

盐湖与热水资源研究发展中心则成为国内最早关注这一新

领域的团队之一，郑绵平等[3,4]在基于更高层次对盐科学、盐

体系的探讨中对该领域进行了初步介绍。基于对地球及火

星盐类的深入对比分析，Zheng等[5]进一步对火星盐类研究提

出了若干重要的科学问题，为火星盐类研究提供重要思路。

本文除阐述火星盐类研究外，将补充其他类地行星盐类

研究的进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盐类研究对于行星

科学的重要性，并围绕可能对行星盐类研究有意义的方向进

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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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南部介形类分布与环境因子的藏北南部介形类分布与环境因子的
典范对应分析典范对应分析
宋高，王海雷，郑绵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摘要摘要 典范对应分析是一种直观反映动物群落、属种分布与环境因子间关系的直接排序方法，已在生物界及生态环境研究方面

得到广泛应用。为调查西藏地区介形类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2012年对藏北南部49个不同水体表层沉积物中的介形类进行调

查研究，获得介形类10属22种，其中Limnocythere dubiosa、Ilyocypris bradyi和Candona candida在49个样点中出现频数分

别达19次、13次和9次，是藏北南部地区的常见种。介形类的生存环境同其水体的物化性质（pH值、电导率及组分等）有重要关

系，应用典范对应分析，对藏北南部地区49个样点的22种介形类与8个环境因子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得出介形类分布与8个环

境因子间的相关性均在80%以上，表明该地区不同水体环境因子的变化对介形类分布的影响很大，水体的8个环境因子中对介

形类分布影响最大的是电导率、pH值及亚硝酸盐含量。从物种分布看，Eucypris rischtanica、Leucocythere dilitata、
Cypricercus moguntiensis和 Limnocytherellina kunlunensis 4个种对环境的适应性相对较强。Leucocythere postericosta、
Limnocytherellina bispinosa和Candona houae 3个种与电导率和亚硝酸盐含量明显正相关，且相关性较大，它们的高频度出

现指示水体电导率及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在藏北南部地区的常见属种中，Limnocythere dubiosa的分布与pH值明显正相关，是

水体高pH值良好的指示生物，而 Ilyocypris bradyi和Candona candida则对水体低电导率有着良好的指示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现生介形类；生态分布；典范对应分析；环境因子；藏北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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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for Distribution of Extant Ostracod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outh of Northern Tibet

AbstractAbstract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 is a direct sequencing method which can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mmunities, distributions of species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in a simple way, and be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ology distrib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factors effectively. It has been used in the biology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dely. In
this paper, 49 surface sediment samples are collected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extant ostracode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for water bodies in south of northern Tibet in 2012. Total of 10 genera and extant ostracodes of 22 species are identified,
among which, Limnocythere dubiosa, Ilyocypris bradyi and Candona candida are the common species with high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19, 13 and 9, respectively in Ali and Naqu regions, Tibet. CCA reveals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more than 80% between the
extant ostracodes distribution and the eight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ggesting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many species is high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Among eight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conductivity, the pH value and the nitrite content are the most
affective variables on the species occurrence. Eucypris rischtanica, Leucocythere dilitata, Cypricercus moguntiensis and

SONG Gao, WANG Hailei, ZHENG Mianping
MLR Key Laboratory of Saline Lak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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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SL-SL-11孔粒度参数孔粒度参数
指示的指示的55..3333 ka BPka BP以来的水位变化以来的水位变化
王海雷，郑绵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摘要摘要 对取自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深水区的SL-1孔开展年代学和粒度参数研究，以此重建了该湖5.33 ka BP以来的水位变

化。结果表明，5.33~4.25 ka BP是一期较为稳定的高湖面期，湖面波动较小，始终维持在高湖面，后期（4.30～4.25 ka BP）湖面

开始下降；4.25~2.20 ka BP，风力加强，湖面较上一期有所降低，属湖面降低期，风力作用的影响增加；2.20~1.90 ka BP，稳定的

低湖面期；1.90 ka BP至今，高湖面期。但有几期短暂而快速的湖面降低，湖面降低的持续时间一般为20~50 a，具有约0.10 ka
和0.20 ka的周期性，约0.20 ka的准周期基本贯穿了色林错自5.33 ka BP以来的湖面变化。这种周期在青藏高原冰芯氧同位

素恢复的温度序列中也存在，说明在百年尺度上，温度对色林错的湖面变化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粒度；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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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Level Changes Indicated by Grain-size of Core SL-1 Sediments
Since 5.33 ka BP in Selin Co, Central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ronology and the grain- size of core sediments retrieved from deep area of Selin Co, central
Qinghai-Tibetan Plateau (QTP), to reconstruct the lake level changes since 5.33 ka BP. Lake level changes of Selin Co are in several
distinct stages: 5.33-4.25 ka BP sees a continuous high lake level with tiny fluctuations; the lake level goes down during the period of
4.25-2.20 ka BP, and the wind contributes much to the sedimentary of Selin Co; 2.20-1.90 ka BP is a stable low lake level period;
1.90 ka BP-present sees a high lake level since 5.33 ka BP with several short and fast fluctuations. 0.1 ka and 0.2 ka cycles are
recover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low lake level usually lasts for only 20-50 a. The 0.20 ka cycle, which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temperature sequence recorded in the ice core from the QTP, goes through the whole period since 5.33 ka BP, indicating that on the
centennial scale, the air temperature is important for the lake level variations of Selin Co.
KeywordsKeywords central Qinghai-Tibetan Plateau; Selin Co; grain-size; lake level change

WANG Hailei, ZHENG Mianping
MLR Key Laboratory of Saline Lak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青藏高原是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区域，众多学者围

绕高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包括青藏高原各期隆升的时

代及高原隆升对气候环境的影响等[1~4]。对高原内部的气候

环境变化，也借助冰芯[5,6]、树轮[7~9]和湖相沉积[10~13]等材料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高分辨率是当前古气候、古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趋势，最终可为建立模拟模型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提供基

础。冰芯和树木年轮具有较高的分辨率，且定年较为可靠，

被广泛应用于近代高分辨率的气候变化研究。但两者均受

分布范围的限制，且树木样本一般年代较近，研究范围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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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矿物组合特征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矿物组合特征
对晚全新世气候的响应对晚全新世气候的响应
林勇杰 1，2，郑绵平 1，2，王海雷 2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摘要摘要 对气候敏感区青藏高原中部色林错SL-1孔岩心样品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表明，SL-1孔岩心的矿物主要包括文石、方解

石、水菱镁矿、白云石和石膏以及细碎屑物石英、白云母、绿泥石、长石等。根据岩心中矿物及其组合的意义，以1135 a BP和
2900 a BP为界，可将色林错湖区5090 a BP以来的气候环境演变划分成明显不同的3个阶段，反映了色林错湖区气候总体上

凉干-冷干的变化。同时，在中后期多次出现典型的冷相矿物水菱镁矿的富集沉积，揭示了色林错湖区在晚全新世期间存在多次

百年尺度的冷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色林错；青藏高原中部；矿物组合；古气候；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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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Holocene Climatical and Environmental Evolutions Inferred from
Mineralogical Records in Selin Co, Central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bstractAbstract The X- ray diffraction (XRD) analysis of the core SL- 1, collected from Selin Co, the climate sensitive regions in the
central Qinghai-Tibetan Plateau, reveals that the minerals in the core mainly include aragonite, calcite , hydromagnesite, dolomite,
gypsum and clastic materials such as quartz, muscovite, chlorite, feldspar, etc.. Based on the mineralogy of the sediments, three
climate evolution stages are identified in Selin Co area since 5090 a BP, i.e. , 5090-2900 a BP; 2900-1135 a BP; 1135-0 a BP. The
climate was changed from cool dry at 5090-2900 a BP to cold dry 1135 a BP-present, with a transition during 2900-1135 a BP.
Meanwhile, several cold events are also retrieved in the late Holocene, according to the accumulation of hydromagnesite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core.
KeywordsKeywords Selin Co; central Qinghai-Tibetan Plateau; mineral assemblage; paleoclimate; cold event

LIN Yongjie1,2, ZHENG Mianping1,2, WANG Hailei2
1.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2. MLR Key Laboratory of Saline Lak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湖泊是地质环境的记录器，利用湖泊沉积记录重建不同

时间尺度的气候环境演化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1]。矿物是湖

泊沉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能够揭示湖区的古气候和古

水文条件的潜力[2]，而今所有湖泊环境代用指标中，有关矿物

学记录及其古环境意义的研究不多，在有限的研究报道中，

大多数也仅是作为辅助的环境代用指标。随着一门新兴边

缘学科——沉积矿物学的兴起和发展，湖泊沉积记录中的矿

物学研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3]，例如，运用碳酸盐矿物[4～6]、黏

土矿物[7,8]、外源碎屑矿物[9]和盐类矿物[10～12]探讨湖区的气候环

境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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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淑丽, 郑绵平. 川东北寒武纪盐盆成盐环境及其找钾意义[J]. 科技导报, 2014, 32(35): 41-49.

川东北寒武纪盐盆成盐环境及其川东北寒武纪盐盆成盐环境及其
找钾意义找钾意义
王淑丽，郑绵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摘要摘要 四川盆地东北部寒武系蒸发盐发育，该区钻孔见有高矿化度卤水，建南地区中寒武统覃家庙组沉积厚层石膏及石盐（建深

1井），钻遇石盐累计厚度达120 m，各盐层之间仅夹有薄层石膏，石盐单层最厚达80 m（可能存在挤压增厚），结束了对于本区未

达到石盐沉积的认识。对建深1井岩盐沉积段岩屑样品（石盐岩屑尚难识别其是原生石盐还是次生石盐）的溴氯系数进行分析

得出，其溴氯系数值相对较低，一般为0.05~0.22。将水溶与酸溶的钾离子百分含量进行对比，酸溶的钾离子含量明显高于水溶

钾离子含量，约为水溶的1.3~2.0倍，可能与石盐岩屑中存在较难溶于水的含钾矿物有关。川东北现有多口井钻遇寒武系高矿化

度含（富）钾、溴、锂卤水，其含量最高可分别达4.6 g/L、886 mg/L和148 mg/L，可进行综合利用。研究认为该区卤水的较高，Li+

含量既不是完全由海水浓缩而成的沉积卤水，更不是溶滤盐类的结果，推测与该地区的水—岩作用、火山活动与深部来源的热水

有关。综合分析本区的成钾条件和亚洲寒武系成盐成钾的广泛性，认为应关注及加强研究该区成盐找钾。

关键词关键词 川东北；寒武系；溴氯系数；成盐环境；成钾条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5.005

Cambrian Salt- forming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ern Sichuan
Basi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Finding Potash

AbstractAbstract Cambrian evaporites are in a wide distribution and the brine with high salinity was found in northeastern Sichuan basin.
The thick layer of halite and gypsum in Qinjiamiao formation of Middle Cambrian was found in Jiannan area. Well Jianshen 1
encounters the thick halite layer, with accumulative thickness of up to 120 m, with thin-bedded gypsum, and with the single –layer
thickness of halite reaching a maximum of 80 m (might be thickened by squeezing), which overturns the previous conclusion that this
area has not reached the halite deposition stage. The bromine to chlorine ratio is analyzed for halite debris (it is not eas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halite debris is primary or secondary) and the Br × 103/Cl value ranges mostly from 0.05 to 0.22, indicating that the
seawater has not reached the stage of sylvite deposition. Comparing the percentages of the water-soluble and acid-soluble potassium
ions, the potassium ion content of acid-soluble is found to be about 1.3-2.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ater-soluble, and this may
because the rock salt debris contains water insoluble potassium-bearing minerals. There are several wells that encounter the high
salinity brine in northeastern Sichuan basin, with the K+, Br-, and Li+ concentrations up to 4.6 g/L, 886 mg/L and 148 mg/L, respectively
for well Tian 2 in Wuxi. In addi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igh Li+ content in the brine is neither from the concentration of sea
water, nor from the leaching of salts.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water/rock interaction, the volcanic activity or other hot water of deep

WANG Shuli, ZHENG Mianping
MLR Key Laboratory of Saline Lak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41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287


科技导报 2014，32（35）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9-16；修回日期：2014-11-05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1212011120046）
作者简介：齐路晶，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沉积地质与沉积矿产，电子信箱：fzqlj456515@163.com；郑绵平（通信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为

盐湖学和盐类地质矿床学，电子信箱：zhengmp2010@126.com
引用格式：齐路晶, 郑绵平, 武国朋, 等. 柴达木盆地外生硼矿床成矿特征与找矿方向探讨——以雅沙图地区哈克盆地为例[J]. 科技导报, 2014, 32(35):

50-60.

柴达木盆地外生硼矿床成矿特征与柴达木盆地外生硼矿床成矿特征与
找矿方向探讨找矿方向探讨
———以雅沙图地区哈克盆地为例—以雅沙图地区哈克盆地为例

齐路晶 1,2，郑绵平 1,2，武国朋 1,2，张雪飞 2，杜少荣 1,2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摘要摘要 中国硼矿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急需寻找可替代外生硼矿床。哈克盆地位于柴达木盆地北部边缘，隶属于“溯源找矿”区域，

该区硼矿和硼矿化形成为NW-NWW向山前逆冲断裂及NE向断层所控制。对盆地内岩石、沉积物、水系B含量分析结果表明，

B含量具明显正异常，水化学组分富B、Li而贫Br、I，∑Ce ∑Y比值接近地壳，成矿来源主要为富硼地下水及富硼基岩。针对盆

地内典型外生硼矿床——居红土硼矿研究发现如下规律：硼矿体主要分布于晚更新世细粒沉积物之上，反映了稳定条件沉积特

征；矿区碎屑沉积物纵向呈明显正粒序变化，硼矿主体自下而上随碎屑粒度由粗变细，B2O3含量由低到高，而自洼地中心向边缘，

矿层呈中间厚向两侧变薄并逐渐尖灭的特点；通过光释光测年数据表明，矿床形成于晚更新世≥28 ka；据硅华大部分变为低温

石英和C蛋白石以及稀碱金属元素Li＞Rb＞Cs，表明硅华业经长期“脱水老化”。综合矿区碳酸盐沉积物碳氧同位素和硅钙

华底板XRD等研究，将居红土硼矿形成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I早期硅钙华沉积阶段，II下部硼矿初始沉积阶段，III主体硼矿沉

积阶段。

关键词关键词 硼矿；矿床特征；找矿方向；哈克盆地；居红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5.006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ing Process of Juhongtu Boron Deposit
in Yashatu, Qinghai Province

Abstract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boron resources is not promising in our country, so it is urgent to find alternative exogenous boron
deposits. The Huke basin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Qaidam basin, belonging to a "resource prospecting" area. The NW-
NWW Piedmont thrust and the NE fault control the form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oron deposits and the mineralization points
in Juhongtu and surrounding areas. The regional rock, the sedimentary and the water content have obvious positive anomalies of B,
and the water is rich in B, Li and poor in Br, I, and the ∑Ce ∑Y ratio is close to that of the earth's crust, reflecting that the
metallogenic source comes from the groundwater and the boron source rock. From the Juhongtu boron ore and the typical exogenous
boron deposit, it is found that the boron ore is distributed in the upper Pleistocene series on fine grained sediments, reflecting stable

QI Lujing1,2, ZHENG Mianping1,2, WU Guopeng1,2, ZHANG Xuefei2, DU Shaoro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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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叶传永, 王志明, 郑绵平, 等. 柴达木盆地西部尕斯库勒盐湖周缘岩系和湖内沉积物含铀性模拟[J]. 科技导报, 2014, 32(35): 61-71.

柴达木盆地西部尕斯库勒盐湖周缘岩系柴达木盆地西部尕斯库勒盐湖周缘岩系
和湖内沉积物含铀性模拟和湖内沉积物含铀性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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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地质科学院盐湖与热水资源研究发展中心，北京100037
3.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北京 100029
4. 中核集团铀资源勘查与评价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要摘要 以柴达木盆地西部尕斯库勒盐湖周缘岩系和湖内沉积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淋滤实验和悬浮平衡模拟实验，探讨该盐湖不

同物源的含铀性。分析表明，尕斯库勒盐湖周缘3种岩系（老地层、上新世含盐岩系、第四纪沉积物）淋滤液水化学特征类似，且

从淋滤液水化学特征可知该盐湖水化学具有明显的再溶盐特征；3种岩系淋滤作用强烈，盐湖第四纪沉积物中的铀最容易被淋

出，上新世含盐岩系中的铀次之，蚀源区岩石中的铀难淋出；悬浮平衡实验表明，悬浮液中铀含量随平衡时间增长呈现先迅速降

低而后缓慢升高的变化趋势，而沉积颗粒物中铀含量变化趋势与悬浮液中铀含量刚好相反，说明铀在悬浮液和沉积颗粒物之间

确实发生了交换，且交换速率较快；在平衡实验初期，悬浮液中铀含量快速降低的现象可能是悬浮液中的铀被固相吸附所致；不

同时期铀的来源分析表明，在新近纪和第四纪早期，尕斯库勒盐湖内卤水和沉积物中的铀主要来自周边岩石的风化淋滤作用，铀

补给量相对较少，而到了第四纪中、晚期，铀主要来自上新世含盐岩系风化淋滤和深部水补给，再加上沉积物和周边岩石化学风

化，铀补给量相对前一时期大得多。

关键词关键词 周缘岩系；湖内沉积物；淋滤实验；悬浮平衡实验；含铀性；尕斯库勒盐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9.1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35.007

Simulation Experiments on the Uraniferous Possibility of Peripheral Rock
Series and Sediment from Gasikule Salt Lake, Western Qaidam Basin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uraniferous possibility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the leaching experiments of peripheral rock series
and the equilibration experiment of sediment from Gasikule Salt Lake located in the west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are conducted in this
paper. It is shown that the leachate has similar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types of rock series (old strata, Pliocene salt-bearing

YE Chuanyong1,2, WANG Zhiming3, ZHENG Mianping1,2, HAO Weilin3,4, LIN Xiaobin3,4, HAN Ju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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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邢恩袁, 张永生, 苏奎, 等.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纪盐系地层烃源岩特征及资源远景[J].科技导报, 2014, 32(35): 72-77.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纪盐系地层烃源岩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纪盐系地层烃源岩
特征及资源远景特征及资源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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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3. 长江大学地球科学院，武汉 430100
摘要摘要 盐系地层所指示的古沉积环境更有利于优质烃源岩的发育。通过对551块纵向连续碳酸盐岩样品进行热解测试，利用降

解率法对有机碳恢复处理，得到可供烃源岩评价的热解数据，结合单井岩相特征综合分析显示：镇钾1井马家沟组烃源岩整体有

机地化指标偏低，部分为中—好级别烃源岩，主要分布于马五段相。马家沟组有机质丰度指标总有机碳（TOC）平均值为0.18%，

各组中马二段TOC平均值最高，为0.28%；TOC最大值出现在马五段，为1.04%。镇钾1井有机质类型多数为 III型干酪根，但仍

发育有一定量的 I型和 II1型干酪根，分布在马五段和马四段。整体上，马家沟组烃源岩已高过成熟，进入生气为主的演化阶段。

泻湖相最有利于发育烃源岩，开阔台地相次之；黑灰色泥晶灰岩—（膏质）准同生灰色云岩—烟灰色岩盐的蒸发旋回中常见相对

高的TOC值。研究表明，烃源岩有机参数纵向变化特征显示马五段最有利于发育烃源岩，是天然气、石盐、钾盐等多种资源蕴藏

的有利层位。

关键词关键词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马五段；盐系地层；烃源岩；有利成矿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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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Resource Prospect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in Ordovician Salt-bearing Strate in Ordos Bas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salt-bearing strate i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e source rock, and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other minerals. The vertical continuous 551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continuous geochemical data for Well Zhenjia1 are obtained
by the pyrolysis experiments, and by the degradation ratio method after restoring the organic carbon, combined wit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ingle well facies display, it is shown that the geochemical indicators of Majiagou Formation source rock in Well
Zhenjia1 are in overall low，a part of the samples are in normal- good level, mostly in the 5th Majiagou member. The organic
abundance as well as the TOC averaged value are 0.18%, the TOC of the 2nd Majiagou member is the highest, with the average value
of 0.28%, and the 5th Majiagou member has the highest value of 1.04%. The types of organics in Well Zhenjia1 are mainly typ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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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玉米elm1突变体使得光敏色素载色体合成受阻并导致光敏色素活性下降，从而使得突变体植株表现出对光的不敏感

性。为研究玉米ELM1基因序列的多态性及其与主要农艺性状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对玉米ELM1基因在80个自交系中进行了目

标序列重测序，并与株高和穗位高2个株型性状以及穗长、穗粗、轴粗、穗重、行粒数、穗行数和穗粒数7个穗部性状进行关联分

析。ELM1基因在供试玉米自交系中共有85个变异，包括73个SNP和12个 Indel。尽管该基因的编码区不含 Indel，但15个
SNP变异位点依然可以将编码区划分成7种单倍型，并编码6种ELM1蛋白质。关联分析发现，玉米ELM1基因中1个非同义突

变位点与穗位高存在显著关联，另有2个非同义突变位点与行粒数存在显著关联。

关键词关键词 玉米；ELM1基因；序列变异；株型和穗部性状；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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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Variations of the Maize ELM1 Gene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Plant Types and Ear Traits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deficiency of the synthesis for the phytochromechromophore in the maize elm1 mutant, the phytochrome activity
might be reduced and the mutant plant might show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 insensitivit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the maize ELM1 gene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important agronomic traits, the sequences of the maize ELM1 gene
are captured in 80 inbred lines in the present study, an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sequence variations of this gene and 2 plant
types (including plant height and ear height) and 7 ear traits (ear length, ear diameter, cob diameter, ear weight, kernels per row, rows
per ear and kernels per ear) are determined. A total of 85 variants, including 73 SNPs and 12 indels, are detected from the full
sequences of this gene in the tested inbred lines. Although in the coding regions, the indel is not included, with the SNPs of CDS
sequences, the maize ELM1 gen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7 haplotypes, which encode 6 different ELM1 protein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inbred lines for all 9 plant types and ear trai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association analysis, one
nonsynonymous SNP i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ear height, while two other nonsynonymous SNP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kernels per row.
KeywordsKeywords maize; ELM1 gene; sequence variations; plant type and ear traits; associ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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