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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年年 寄寄 语语
2014年刚刚过去，2015年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科技导报》全体同事向广大读者、作者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诚挚的问候。

2014年，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科技导报》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表现在：

学术质量进一步提高学术质量进一步提高。。2014年，《科技导报》报道科技新闻2600余条，刊载科技文章350余篇、学术论文和研究综述约450篇，约请两

院院士撰写“卷首语”34篇；组织出版了“生物质纳米纤丝化纤维素与气凝胶”“材料科学”“植物工厂及其发展战略”“植物病害绿色防控”

“临床肿瘤学进展”“肿瘤热疗技术”“大气污染治理”“2014年全国博士生学术年会”“盐湖学”“可拓学”共10组高水平专题，受到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关注与欢迎。

同时，约请了一批高水平学者就学界或社会热点科技问题撰稿，发表学术见解。例如，高福院士的“埃博拉病毒病：流行病学、生态学、

诊断、治疗及控制”、路甬祥院士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回顾与展望”、丘成桐院士的“数理与人文”、求是基金会的“转基因求是论”等，

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学科发展。

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14年，《科技导报》纸版订户约6000个，同时每期推送电子版约5000份；开通了微博、微信平台，特别推

送优秀论文59篇；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EurekAlert！中文版的国际科研成果推送平台上发布优秀论文12篇；与“今日科学”网站签订了

《内容合作协议》；“埃博拉病毒病：流行病学、生态学、诊断、治疗及控制”专稿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许多读者纷纷投稿和推荐稿件，《科

技导报》精彩内容得以迅速传播，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期刊品牌建设取得进展期刊品牌建设取得进展。。为更好地传播优秀科学文化，倡导学术百家争鸣，2014年创设了科技导报社“科学百家讲坛”活动，全年组

织举办了2次学术报告会，分别是：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思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的“数理

与人文”。先后在北京、杭州2次举办题为“肿瘤热疗技术”和“水污染处理和环境治理”的《科技导报》学术沙龙；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

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2014年可拓学学术年会”；科研人员踊跃参会，报告内容得到参会人员的高度评价。

为提高《科技导报》在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全年举办了3期“科技期刊编辑学术沙龙”，邀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主办的《中国科学基金》原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汤锡芳、国家科技名词委员会的代晓明、科爱公司的Blanger，分别作了题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解读”“科技名词的规范使用”“OA期刊的运作”的学术报告，会议同时向一些同行进行视频直播，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众多科技

期刊编辑参加。

学术指标保持稳定学术指标保持稳定。。据中国科技信息情报研究所2014年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数据，《科技导报》2014年影响因

子为0.322，总被引频次1250，综合指标42.2，在综合类科技期刊各项指标中分别排第5、2、2名，与上一年基本相同。

栏目进行适度调整栏目进行适度调整。。2014年，《科技导报》恢复了“科技基金”栏目，进一步提高了科研人员对各类科技基金的认识，有效地指导了各

类科技基金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2015年，《科技导报》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科协的智力资源优势和渠道优势，继续组织刊载高水平学术论文，精心策划开展高质量学术

活动，持续关注科技热点、焦点，报道科技发展动态，积极引导学科发展方向，更好地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

组建新一届高效组建新一届高效、、务实的编委会务实的编委会。。完成编委会换届，新一届编委会由顾问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组成；顾问委员会成员主要由资深科学

家组成，大多为两院院士或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理事长；工作委员会成员主要由活跃在科研一线的中青年科学家组成，大多为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新一届编委会将形成高效、务实的工作机制，有力推进《科

技导报》的学术质量建设和期刊发展。

进一步找准期刊定位进一步找准期刊定位，，明确发展方向明确发展方向。。新一届编委会将研究确定《科技导报》在当前形势下的办刊方向和

读者定位，以此制定新一届编委会的工作目标和《科技导报》“十三五”发展规划，努力将《科技导报》办成特色

鲜明、竞争力强的高水平科技期刊。

调整出版周期调整出版周期，，提升学术质量提升学术质量。。从2015年1月起，《科技导报》由旬刊改为半月刊。与此同时，将对相关栏

目进行调整，进一步加强选题策划，重点抓好高水平专题、综述的约稿工作，增加报道高端学术活动、高水平科

研项目、优秀科技人才事迹等内容，快速提升刊载论文质量，更好地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

我相信，在大家的开拓进取和共同努力下，《科技导报》将越办越好，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欢迎。

祝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陈章良，福建福清人，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毕业，理学博士，教

授。历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副校长，中国农业

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现任中国科

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科技导报》主编。为第八、九、十届全国人

大代表、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一、十

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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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审读每期《科技导报》。

感谢中国科协办公厅、组织人事部、国际联络部、学会服务中心的大

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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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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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导报》简介

● 创刊于美国创刊于美国 1978年11月，由全美华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发起，美

籍华裔科学家聂华桐、潘毓刚、钱宁等提议创办，并得到中美两国数百位

著名学者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陈省身、杨振宁、张明觉等著名华裔科

学家受聘担任编委，美籍华裔学者钱宁教授出任首任主编。

1980年1月，《科技导报》创刊号在美国出版，在中国大陆发行，销售

约10万册，引起社会轰动。创刊号的“发刊词”将办刊宗旨确定为：

促进中外科技学术交流，探讨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

由于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并缺乏专职编辑队伍，1980 年出版 2 期、

1981年出版1期后，遂停刊。

● 发展于中国发展于中国 1985年春节，在海内外各界人士强烈要求下，《科

技导报》复刊。1986年1月，《科技导报》归属中国科协主管；1991年1

月，由中国科协主管、主办，成为中国科协学术会刊。1994年1月，朱光

亚院士担任主编；2003年7月，冯长根教授接任主编；2014年8月，陈章

良教授接任主编。

自2004年7月起，《科技导报》调整办刊定位，转变为以发表自然科

学各学科专业原创性研究论文为主的学术性期刊，力图办成一份有影

响、有特色、有品位的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学术期刊。

● 主要特色主要特色 综合性：发表内容涵盖自然科学所有领域；评论性：

评论重大科技事件、热点、人物、现象；新闻性：报道国内外重要科技新

闻、事件、活动、进展；学术性：发表原创前沿研究论文和综述。

主要栏目有：卷首语、本刊专稿、专题论文、研究论文、综述文章、科

技风云、科技事件、科技工作大家谈、科技界声音、科技新闻热点排行、科

技期刊亮点、科学共同体要闻、书评、图书推介、科技纵横捭阖、职场、读

者之声等。

收录和荣誉



·封面图片说明·

纺锤体蛋白 INMAP高表达裸鼠荷瘤模型构建

纺锤体是由大量微管及其结合蛋白

纵向排列组成的中部宽阔、两极缩小的

细胞器。其中染色体和纺锤体微管之间

的相互作用受到严密调节，使染色体能

够平均分配到子细胞中。细胞分裂中染

色体的正确分离是遗传信息稳定性的保

证，因此纺锤体在此过程中起到举足轻

重的作用。

无论是结构性还是功能性的纺锤体

蛋白，其异常表达都可能造成纺锤体组

装紊乱，进一步影响细胞生长命运或增

殖 属 性 。 INMAP（interphase nucleus
& mitotic apparatus protein）是北京师

范大学梁前进课题组发现的一种纺锤体

蛋白。该课题组已经从分子来源、基因

表达和生理功能等方面证明了该蛋白是

一种纺锤体组装调控蛋白，并通过保障

着丝粒完整性等作用维持染色体的稳定

和细胞周期的正常运行。

INMAP蛋白高表达导致肿瘤细胞在

分裂过程中出现多中心体、多核、多极纺

锤体，甚至纺锤体微管无序化等现象，最

终引起细胞异常分裂，影响肿瘤发生的

细胞的生长。基因表达异常与肿瘤发生

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热点，也是攻克癌症

的弹着点；构建裸鼠荷瘤模型来研究肿

瘤的特性，从基因表达和相互关系上探

讨基因在细胞增殖中的重要性是很有效

的途径。因此，本课题组利用稳定高表

达 INMAP的HeLa细胞株构建了裸鼠荷

瘤模型，检验 INMAP高表达对肿瘤细胞

致瘤性的影响。皮下接种细胞使裸鼠荷

瘤，瘤组织的石蜡切片经苏木素-伊红

（H&E）染色后显示：细胞排列疏松，核固

缩而深染、破碎和溶解现象多；可见大片

无细胞结构的坏死区域；核分裂相出现

的几率很少。结果表明：在裸鼠体内，IN⁃
MAP过表达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促进细

胞凋亡。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水平的 IN⁃
MAP通过 p53/p21相关通路影响HeLa
细胞生长，促使细胞凋亡。可见 INMAP
蛋白通过协调纺锤体形成、保障着丝粒

蛋白完整性等途径在细胞有丝分裂中发

挥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有助于细胞恶性

增殖等机理的探究。

《科技导报》2015年第1期17~21页

发表了朱艳等的“利用多克隆抗体检测

纺锤体蛋白基因 INMAP在肝癌细胞中的

表达”研究论文，该文通过诱导原核表

达，获得可溶性的 His-INMAP 融合蛋

白，经镍亲和柱分离纯化、免疫小鼠，制

备了特异性较高的 INMAP多克隆抗体。

用新制备抗体检验出 INMAP在几种肝癌

细胞系中具有异常表达和多态性。

本期封面图片表现了 INMAP高表达

裸鼠荷瘤模型的构建，由朱艳提供，何梦

洁协助图片编排。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

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媛媛王媛媛））

导 读▶
P63 基于PLS的下向进路

多参数优化方法
P10 朱光亚学术思想的启迪
2014年12月24日，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先生诞

辰90周年纪念日前夕，朱光亚学术思想座谈会在中

国科技会堂举行。朱光亚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我国

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国防科技战

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与会者深情回忆了朱光

亚的学习、工作经历，重温其科学报国精神，颂扬其崇

高思想品德。本文根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以期缅怀

先者，启迪后人。

P126 与陆埮院士交往二三事
“我和陆埮院士从没见过面，但由于《科技导报》

工作的缘故，曾多次和他打交道，保持邮件通信近十

年。他的学识和人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

我终身难以忘怀。”“科学人物”为本刊新设栏目，首篇

文章通过作者亲历的几件小事，描述了一位从未谋面

但心中又难以忘怀的科学家形象。

为研究下向进路稳定性与

多参数间的关系，提出采用正

交数值模拟试验法和偏最小二

乘法分析下向进路稳定性影响因素，并运用安全系数法和可靠

度分析优化下向进路多参数，进而开展工业试验。结果表明：

1）影响下向进路稳定性因素依次为：承载层厚度>进路宽度>

进路高度>进路侧帮弹模>承载层弹模>充填体泊松比，且前3

个因素影响效果显著；2）偏最小二乘法分析对承载层拉应力的

拟合和预测效果良好，误差控制在15%以内；3）可靠度分析优

化下向进路多参数较

安全系数法更为合理，

可实现下向进路安全

高效经济开采。工业

试验效果良好，表明偏

最小二乘法优化下向

进路多参数具有很好

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承载层拉应力回归方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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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42014--1212--2121至至20142014--1212--3131））

1 蛟龙号首潜海底热液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3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西南印度洋下潜，这是我国载人潜水器首次到海底热液区下潜

作业。海底热液区是蛟龙号从未去过的特殊海底地形。这次下潜深度预计在2700—3000 m，

计划水下作业时间6小时。主要任务是复核潜水器各系统功能，熟悉作业环境，开展近底观察，

拍摄高清照片和高清录像。蛟龙号22日在印度洋首次下潜时，发现潜水器入水后出现电路故

障。在潜水器回收后，工程技术人员排除了故障。图片来源：新华社

2 我国遥感无人机首航南极测绘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3 日，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考队

“南极地貌遥感调查”项目组在观测无

人机飞行姿态。当日下午，一架白色

“极鹰一号”小型遥感无人机在距中山

站10 km处的冰盖上成功起飞，1 h后

携带500余张高清遥感照片着陆，标志

着中国第 31次南极科考队“南极地貌

遥感调查”项目取得关键性进展。这是

我国首次在南极地区使用无人机进行

遥感测绘作业。 图片来源：新华社

3 风云二号08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31日9:02，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

箭成功将风云二号08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风

云二号08星是风云二号03批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工程的第

2颗业务应用卫星。风云二号08星和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

三号甲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负责研制。这是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03次飞行。

4 三峡电站年发电988亿kW·h 首次居全球首位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截至2014年12月31日24:00，三峡电站全年发电量达988
亿kW·h，创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新的世界纪录。2014年度，三

峡水库来水量比多年平均偏枯2.8%，三峡电站全年满负荷运行

时间累计达706 h。目前，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2250万 kW，位

居世界第1。

5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卫星26号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7日 11:22，我国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遥感卫星 26号送入太空。

遥感卫星 26 号主要用于科学试

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作物估产及

防灾减灾等领域。遥感卫星26号

和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 4号

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负责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第202次飞行。

6 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发布 清华大学位居榜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3日，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了中英文版2014
年“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 清华大学高居榜首，其余依次

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同时

该排行榜还研究了500所国外一流大学。该排行榜评价高校国

际显示度时运用了Web of science等大数据方法，这在大学国

际化评价研究中属于首创。

7 Science公布2014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0日消息，Science杂志公布了其评出的2014年十大科学

突破，欧洲“罗塞塔”人造探测器首次登陆彗星被选为本年度最

重要的科学突破。另外9个重大科学突破分别是：从恐龙到鸟的

转变；年轻血液有“返老还童”功效；机器人“自主”合作；仿人脑

芯片；可治糖尿病的细胞；印尼洞穴艺术；操纵记忆；立方体卫

星；生命基因密码“添丁”。

8 Nature放眼2015年十大科学领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31日消息，Nature杂志对2015年诸多科学领域的动向进行

了展望。其中受到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粒子加速器；气候协

议；终结埃博拉；矮行星之旅；崭新实验室；胆固醇抑制药物；时

空中的波；古老谜团的答案；各国科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海洋

观测。

图片来源：新华社

9 英国研究人员利用人类皮肤细胞制造出生殖细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25日消息，研究人员利用皮肤细胞，制造出原始的人工精

卵，这项技术可望成为不孕症的治疗方式。剑桥大学科学家将

人类胚胎干细胞精心培育5天后，制造出性细胞。研究显示，同

样的程序能够将成人皮肤组织转变成初期的精卵。科学家认

为，这些细胞可以成长为成熟的精卵。这项研究的下个阶段，就

是将这些原始细胞注射至老鼠的卵巢里，观察它们是否能够发

育完全。

10 首款13.3英寸电子纸显示器问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23日，北京大上科技有限公司在京发布了一款基于“电子墨

水”技术的电子纸显示器“纸显”。这是全球第1款真正意义上的

环境光反射式电脑显示器。纸显采用13.3英寸最大E-ink电子

纸屏而研制，是目前最大的可商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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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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标志着一年之始。它最早载

于《晋书》，已经沿用 4000多年。比起元

旦来，整个人类的历史要长久、繁杂得

多，对它的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

不断推进。近日，就有科学研究将陕西

省蓝田公王岭直立人的生存年代从原先

普遍接受的 115万年前提早到大约 163
万年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

对蓝田公王岭直立人的研究始于20
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对其化石形态研

究发现他们有着比周

口店直立人更原始且

近 似 于 爪 哇 人 的 特

征。20 世纪 80 年代，

蓝田公王岭直立人的

生存年代处于 115 万

年前的观点得以普遍

接受，但仍有争议。21世纪以来，中国科

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照宇朱照宇

等研究团队依托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

采用土壤地层学、地球化学、生物地层学

等多学科的方法，通过对十余个地质剖

面的测量和数千组样品的测试分析，最

终发现含有公王岭直立人头盖骨化石的

层位是位于“下粉砂黄土L15”之下，化石

层位于古地磁吉尔萨正极性漂移事件和

奥杜威正极性亚时之间。研究结果显

示，蓝田公王岭直立人赋存的地层最合

理、最可能的年代是 163万年前，把以往

的结论向前推进了近 50万年（2014年 12
月29日《中国科学报》）。

这项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直立人可能

在更早的时间出现在东亚大陆的观点，

或许会对人类起源和迁徙格局的认识产

生新的调整。

对于人类历史的研究，有时缺乏资

料记载，后来人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线

索一步步向前推进还原历史真相；对于

人类正在经历的事情，尤其是随时都可

能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疾病，更是倾

注大量心血进行研究，以使人类能够更

健康地生活。癌症作为生命杀手之一，

已经有大量研究围绕它展开。癌症的致

病因素细数起来五花八门，综合来看，癌

症可能是“坏运气”、环境与遗传这3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谓的“坏运

气”，是指细胞发生不能预防也不能影响

的突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

Bert VogelsteinBert Vogelstein等人对这 3种因素所起的

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由“坏运气”引

起的癌症风险不容忽视。

研究人员采用数学模型来研究这 3
种因素对31种癌症的作用。细胞绝大多

数突变发生在分裂期，不同器官和组织

中细胞的分裂次数是不同的。研究人员

的统计结果显示，其中 22种——包括血

癌与胰、骨、睾丸、卵巢癌和脑癌——主

要是由于随机突变导致的，即“坏运

气”。其他 9种癌症类型——包括大肠

癌，基底细胞癌和吸烟有关的肺癌——

则主要受到环境和遗传因素的影响。相

关研究成果于1月2日发表在Science上。

看来，不少癌症患者要归咎于自己

的“坏运气”了。对于健康的人，这项研

究也不禁让人增添几分担忧。虽然这种

偶然性的“坏运气”引发的癌症比例较

高，但并不是说癌症不能预防。人们常

说，适当地饮用一些红酒对癌症有一定

的预防作用。这不无道理，红酒中的白

藜芦醇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2014年12
月 22日，在线发表于的Nature上的论文

显示，对白藜芦醇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

它可有效激活人类细胞中一种进化上古

老的应激反应。

TyrRS是一种将氨基酸酪氨酸与编

码它的遗传物质关联起来的 tRNA合成

酶，在此项研究中，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

所（TSRI）的研究人员将它与白藜芦醇放

在一起，并通过X射线晶体学等试验证实

白藜芦醇模拟酪氨酸，能够紧密地装入

TyrRS的酪氨酸结合口袋中。TyrRS与白

藜芦醇结合会将其引导至细胞核中，研

究人员再追踪结合白藜芦醇的TyrRS，发
现它抓住并激活了对寿命产生很大影响

的PARP-1蛋白，进而产生一系列保护性

基因，包括肿瘤抑制基因 p53和长寿基因

FOXO3A与 SIRT6 活化（2014 年 12 月 23
日生物通网站）。

此项研究使人类认识了有关白藜芦

醇已知有益效应的一个新的基本机制。

然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更重要的莫过

于它提供了一个健康、有益的饮食方法

——适当地食用一些含有白藜芦醇的物

质，比如葡萄酒、花生、桑葚等。

细胞生物学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

关于干细胞的研究更是赚足人们的眼

球。2014 年 12 月 24
日，在线发表于Cell上

的一项研究显示，人

类首次将皮肤细胞完

全在体外诱导成诱导

多能干细胞（iPS），并

使其分化为人类成熟

的精子和卵子细胞。

比起用小鼠的皮肤细胞进行的研

究，用人类皮肤细胞要困难很多，研究人

员通过构建一种新型 iPS细胞即“原始细

胞”解决了困难。原始生殖细胞在未进

入生殖嵴之前，和不同的生殖嵴细胞的

结合决定它可分化成精原细胞或卵原细

胞。研究人员构建试验模型，还发现

SOX17基因是体外培养出成熟精子和卵

子细胞的关键基因，CD38糖蛋白是添加

在人类原始生殖细胞表面的标记物质。

在此项研究中，有 40%的细胞变成原始

生殖细胞，转变率较之前体外培养的方

法要高得多（1月1日生物探索网站）。

这项研究如果得以成功应用，将会

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更会给无法生育

的家庭带来希望，使生命得以繁衍。但

是，就像克隆技术产生的争议一样，此项

研究也会面临很多伦理上的争议，再加

上还需要长期的观察以确保技术上的安

全，未来会存有不少未知风险，其应用也

会面临很大挑战。

生命不息，探索不止，在源远流长的

历史长河中，人类以科学的精神演绎着

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的执着追求。我

们深信，在科学的照耀下，人类生命一定

会有更辉煌的未来。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生命不息生命不息，，探索不止探索不止

对于人类历史的研究，有时缺乏资料记载，后来人只能根据

前人留下的线索一步步向前推进还原历史真相；对于人类正在经

历的事情，尤其是随时都可能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疾病，更是倾

注大量心血进行研究，以使人类能够更健康地生活。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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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和很优秀的人接触，阅读文学经典，

是我做事情、过难关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院长院长 席南华席南华

《国科大》[2014-12-30]

合成化学在现代化学中处于基础和

核心地位，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

大贡献，它还将继续创造更美好的未

来。通过合成创造价值，用合成的分子

影响和改变世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丁奎岭丁奎岭

《中国科学报》[2014-12-30]

也许会有人问，医生的天职是治病

救人，科研应当是科研人员的事情。其

实，这是一种偏颇的观念。医学科技的

发展，仅依靠专门研究机构是远远不够

的，众多的医学界的发明创造是来自于

临床实践工作的发现和经验总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曹雪涛曹雪涛

科学网 [2014-12-30]

科研是医院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医疗技术水平也是衡量医院综合实

力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临床医生需

要通过科学研究，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以保证知识结构不会老化、操作技术

不会过时、临床思维不会僵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所长所长 代涛代涛

科学网 [2014-12-30]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无论地

球科学、生命科学还是其他学科，都是要

探究自然的本质和规律，所以我们要亲

近自然，走进自然，融入自然。几十年

前，我去过西北，那里的绿洲、荒漠在我

的印象中一直很深刻。现在一些西北的

研究项目，如果在地理概况上有错误，我

都能一眼看出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 傅伯杰傅伯杰

《国科大》[2014-12-30]

西藏水资源丰富，开发后对于国内

电力供应和西藏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如果不开发，当下游全部开发完毕以后，

上游的开发就比较困难了。有关报道也

指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可能会出现

在这里。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陈传友陈传友

《中国科学报》[2014-12-29]

如果没有人类干预，我们应当正处

于物种极大繁荣，迅速繁衍的时代，而非

面临物种极速灭绝。人类或许正以自己

的手“制造”着生物大灭绝。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许汉奎许汉奎

中国新闻网 [2014-12-27]

做学问、做研究切忌跟风，要不受各

种“热闹”干扰方可。只有坐得住，才能

立得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副校长副校长 蒋庄德蒋庄德

《中国科学报》[2014-01-02]

传统的煤炭利用方式不革命不行。

煤炭领域革命的核心在于整体推进煤炭

在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清洁利用。基于

煤炭资源和水资源条件以及资源开发所

面临的多重约束和影响，新形势下我国

煤炭资源开发的战略布局应该调整为

“保护与减轻东部，稳定开发中部，加快

开发西部”。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 谢克昌谢克昌

《中国科学报》[2014-01-01]

长期艰苦的野外科学考察，是我 40
多年科研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青

藏高原外，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角落，

记得每当我在祖国南方热带雨林高山深

谷中采集标本，风餐露宿时，每当我在祖

国东北沼泽及北大荒考察，迷失路途，忍

饥挨饿时，想起了党，想起了党对我们共

产党员“艰苦奋斗，不畏艰辛，努力攀登

科学高峰”的教导，不少困难均迎刃而

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赵其国赵其国

《中国科学报》[2014-01-02]

我认为自己成功的最大秘诀应该是

运气。因为有太多科研工作者都在努力

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梦想都是

获得诺贝尔奖。但你必须要在正确的时

间、正确的领域内从事科研才行。所有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有可能获得诺贝

尔奖。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Paul NursePaul Nurse
《中国科学报》[2014-01-01]

每个人，都是不断地在生存与兴趣

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有时候需

要顶住生存压力去追求人生理想。而创

新，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事情，需要经过一个培养过程，千万不能

为创新而创新。最好的工作通常是经过

长期冥思苦想而得到的，按部就班获得

的价值通常不会太大。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院研究员 吕金虎吕金虎

《国科大》[2014-12-30]

对于学生而言，成绩好和能力强不

一定等价。成绩固然重要，但不能用苍

白的分数衡量学生能力，学生自己要意

识到方法的重要性。大学是获取知识、

给创新打造坚实基础的重要时期，学生

应该多参加创新活动，要注重创新精神

的培养，不能尽信书，要敢于质疑，敢于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不断挖掘大脑

潜力，提升创造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知识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知识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王众托王众托

《中国科学报》[2014-12-26]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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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年引人关注的科技事件年引人关注的科技事件
2014 年悄然逝去，2015 年翩然而

至。岁末年初的回顾，一些令人难忘的

科技事件往往会不由地浮上脑海。立足

“科技事件”栏目的视角和我们关注的问

题，本文盘点其中尤为引人关注或者颇

具争议的科技事件，以致逝去的一年。

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暴发

2014年初，埃博拉出血热在西非国

家相继暴发，部分国家疫情严重。埃博

拉出血热是埃博拉病毒感染所致的一种

急性传染病，病死率可高达 90%。2014
年 8月 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西非埃博

拉出血热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

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埃

博拉出血热防控疫情周报”显示，截至

2014年11月18日，西非3国——利比亚、

塞拉利昂、几内亚共报告埃博拉出血热

病例 15319例，死亡 5444人。其中利比

里亚报告病例 7082例，死亡 2963人；塞

拉利昂报告病例 6190例，死亡 1267人；

几内亚报告病例 2047例，死亡 1214人。

其时，塞拉利昂疫情仍处持续高发期。

2014年疫情是埃博拉出血热发现以来规

模最大的暴发流行，此次疫情虽然与西

非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体系薄弱有

很大关系，但仍然引发全球关注，并为各

国敲响警钟。

STAP研究成果涉嫌造假事件

2014年年初，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

育生物学实验室研究人员小保方晴子小保方晴子和

同事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指出，将从新生

小鼠身上分离的细胞暴露在弱酸性环境

中，能够使细胞恢复到未分化状态，并使

其具备分化成任何细胞类型的潜能。这

一引发轰动的研究成果，随着众多实验

组表示难以重现，招致铺天盖地的质

疑。随后，小保方晴子撤回论文并按要

求重复实验，期间其导师笹井芳树笹井芳树自缢

身亡。2014年12月19日，日本理化学研

究所召开记者会，公布小保方晴子在全

程监控状态下重复自己先前实验的结

果，数据显示原论文中“成功制备”的

STAP嵌合体胚胎一个都没有制备出来。

根据先前规定期限，实验就此终止。小

保方晴子发布公开信称“对这样的结果

感到非常困惑”，并主动提出辞职。这一

事件年初发端，逐步演变成为本年度最

大也最令人痛心的学术丑闻。

原初引力波发现之争

2014年 3月 18日，美国哈佛大学史

密森天体物理中心 John KovacJohn Kovac等人（BI⁃
CEP2团队）举行发布会，宣布首次在宇宙

微波背景辐射中找到由引力波留下的B
模式极化信号。被誉为“时空涟漪，大爆

炸回响”的原初引力波被认为是人类迄

今为止可以捕捉到的来自最早宇宙——

约 138亿年前的信号。该发现被誉为诺

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成果。然而，来自普

林斯顿大学的宇宙学家David SpergelDavid Spergel很
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错误”，在进行研究

后，他认为这可能只是科研人员计算错

误导致的结果，并于当年5月发表与人合

写论文指明错误。然而在发表这一看法

后，Spergel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并引

发论战。虽然 BICEP2团队在 2014年 6
月发布进一步研究数据时更加谨慎，但

Spergel并不满意。事实证明，更多的科

学证据逐渐站在 Spergel一边，BICEP2射
电望远镜捕捉到的信号可能只是宇宙尘

埃。不过争论的最终解决，还有待更多

的卫星数据分析进行验证。

“密西西比婴儿”艾滋病复发

2014年 7月 10日，美国卫生官员和

专家宣布，曾被认为“功能性治愈”的艾

滋病女童“密西西比婴儿”在停药 2年多

后体内再次检测出HIV。因母亲是艾滋

病患者，“密西西比婴儿”出生 30小时后

即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此

后连续 27个月HIV检测结果呈阴性，医

生宣布该女童已被“功能性治愈”。鼓舞

人心的抗艾奇迹仅维持短暂1年，艾滋病

毒便卷土重来。艾滋病是全球公认的医

学难题，研究者们已经在治疗艾滋病之

路上波折重重，这个消息无疑使他们再

次跌入深渊。不过，“密西西比婴儿”案

例也带来了新的启迪，对婴儿更有效的

用药时机、HIV在“密西西比婴儿”体内藏

匿处、检测手段及水平对于诊断结果的

意义等问题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

中国PX项目风波

2014年 3月 30日，广东省茂名市区

群众在市委门前聚集，表达对该市拟建

芳烃（PX）项目的不满和抗议。这是继厦

门、大连以及宁波等地发生民众抗议建

设 PX化工项目事件之后的又一次同类

事件。PX项目在中国的建设缘何频频受

阻？《科技导报》发现，公众对 PX毒性的

恐慌首当其冲。此外，公众还担忧PX作

为化工原料的安全性，如燃爆泄露风险

等。专家指出，可认为PX对人的影响与

汽油相当，PX项目和同类石油化工生产

的安全风险一样可控。正如评论所指，

对PX项目的“抵制”，更是公众多年来对

工业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健康危害

的不满，值得政府、企业及社会各层面深

刻反思。

子宫移植争议

10月 3日，1名存在天生性子宫缺陷

的瑞典女性在接受了子宫移植手术后 1
年，顺利剖腹产下 1名健康男婴，这是全

球首次成功移植子宫孕育新生命。这一

医学突破大受生育专家推崇，但也有人

认为，该方法涉及从活着的捐献者体内

取出子宫，同时被捐赠者需接受强效的

免疫抑制剂药物，这对捐赠和被捐赠双

方而言，都风险巨大，并且有违伦理。英

国某研究小组反对的理由是，子宫移植

并非拯救生命的移植，它与心脏、肺、肝

脏、肾脏等的移植存在本质不同。但曼

彻斯特大学生物伦理学专家 John HarrisJohn Harris
却表示，只要捐助者充分了解他们捐献

子宫的用途，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并且一

开始捐献肾脏进行科学试验也不是用来

拯救生命，但其目前被广泛推广为先进

的医学治疗手法。对于上述争议，英国

一慈善机构的子宫移植项目负责人表

示，对待子宫移植技术仍然要持一定的

谨慎态度。其实在这项技术的背后，如

何让受体者成功受孕才是目前科学技术

的重大难题。

……

无论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

学术造假行为，还是围绕重要研究成果

的争议，最终都将成为时间的注脚或被

时间一一验证。逝者已已，惟愿由它们

带来的思索给我们以有益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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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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学术思想的启朱光亚学术思想的启迪迪
———朱光亚学术思想座谈会召—朱光亚学术思想座谈会召开开

2014年12月24日，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诞辰90周年纪念日前夕，朱

光亚学术思想座谈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会议由中国科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核学会承办。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尚勇、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周济、总装备部科技委

员会主任刘国治刘国治，以及中国核学会荣誉理事长王乃彦王乃彦等多位院

士和专家代表、朱光亚生前同事代表，中国核学会等单位、部门

的专家学者和朱光亚亲属等60余人出席座谈会并发言。会议

由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主持。中国科协办公厅主任吴海吴海

鹰鹰也出席了会议。

朱光亚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

者之一，也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曾

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

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主任等职，为我

国的国防事业乃至科技事业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

与会者纷纷发言，深情回忆朱光亚的学习、工作经历，重温

其科学报国精神，颂扬其崇高思想品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纵有千言，难道万一。本文根据会议记录，着重梳理朱光亚学术

思想，以期对当今学人有所启迪。

以爱国精神作为其思想灵魂

朱光亚青少年时代就决心献身科学、报效祖国，他认为：“只

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

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他一生始终保持

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1950年初，朱光亚发起并执笔

（与52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致全体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

中激情洋溢地疾呼：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

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

着我们。这段文字表达了青年朱光亚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深

情，承载着一代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他在风雨沧桑、

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中，始终视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高于一

切，不辞辛劳地忘我工作、忘我奋斗、忘我奉献，参与领导、创造

了“两弹”等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与会者表示，朱光亚给我们

最大的启示是，“堪大任者必以报国为已任”，成功和自身价值的

实现一定要与国家、民族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倡导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

朱光亚在组织研发核武器时期，内无基本的研究条件，外有

严密的技术封锁，仅仅依靠零星的技术资料和独立自主、迎难而

上的进取精神，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理论研究、设计制造、外

厂试验的技术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其自力更生的决心和

勇于创新的魄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光亚倡导自力更生的进取精神还体现在科学问题的决策

上。20世纪80年代，国家讨论核工业发展方向问题时有两种意

见，一种是从国外引进核电站建设；一种是我国自力更生建设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站。当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代表性核电

站项目是我国的秦山核电站，此前秦山核电站建设过程中遇到

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在讨论核电发展方向时，有不少人认

为还是应该走引进核电站建设之路。当时国防科工委包括朱光

亚等领导坚决主张一定要自力更生地建设自己的核电站，同时

还要用引进和自主建设两条腿走路。与会者表示，现在看来，这

是非常正确的一条道路。

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及其宣传

朱光亚一生做出的彪炳史册的重大科技成果，与其一丝不

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密不可分。他做

事极为认真，特别强调严肃、严格和严密的“三严”作风。他对工

程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极为精细、精益求精、周到细致，每到关键时

刻，他敢于负责、决策果断，同时又有科学严谨的管理办法。

在科研之外，朱光亚还认为要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

学态度的宣传，并指出科学宣传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他强

调，要支持专业科技工作者、科技新闻工作者和广大科技人员向

迷信、愚昧、落后等各种反科学、伪科学做斗争，捍卫科学尊严。

重视用科学方法组织大型科研攻关项目

朱光亚在核武器研究项目攻关的工作中摸索出一套科学的

方法来组织大型的科研攻关项目。他主张在大型的科研攻关项

目中，首先做出非常深入的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在战略思考的

前提下，确定重大工程项目每个阶段的目标，并把这些目标进行

分解，找出难点，然后一一进行技术攻关。他领导第一颗原子弹

点火装置的研制，明确了由低到高、逐步通过技术关的研究思

路，之后领导团队先做物理实验，再做产品实验，先做地面静态

试验再做空投动态试验；他领导氢弹项目攻坚，先进行多点探

索，再进行重点突破，理论方案、技术方案、制造实验方案环环相

扣，专门安排3次核试验逐步验证过关，2年8个月实现了从原子

弹到氢弹的跨越。

在研究项目攻关过程中，朱光亚倡导开展概念研究、科技信

息评估和技术集成实验，将科学划分为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先期技术开发的预先研究3个阶段。尤其支持把预先研究从

整体研究里分离出来，并且把它具体化。他认为，研究要先从总

体开始，从战略开始，人才培养也要与此相呼应，经过实验室预

先研究的培养锻炼之后，再通过大型科研项目的锻炼，科技人才

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与会者表示，30年的实践证明，朱光亚提出

的把预先研究从整体研究里分离出来的思路是正确的，预研工

·科学共同体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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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推进使得我国国防领域技术储备大大增强，为国防科技的

发展攒足了后劲。

在项目管理中，朱光亚还倡导“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他认

为，要主动耐心地做科技人员的工作，让他们自己明白事情的必

要性以及如何才能做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把科

技人员的思想、智慧、力量组织起来，才能真正把事情办好。

倡导战略思维，不断深化发展战略研究

朱光亚一生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了许多重大的

战略性意见、建议，堪称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典范。他始终积

极倡导并身体力行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战略管理，善于从战略

和全局高度紧跟时代步伐，瞄准国际前沿，思考和研究宏观性、

前瞻性的战略问题，积极参与战略决策。他以深远的战略眼光

先后参与组织制定863计划、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筹建中国

工程院，为建立健全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光亚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的引领者和推动

者，他肩负的都是开创性、高难度、长周期的大科学攻关项目，作

为一位战略科学家，他首先要求研究队伍做好发展战略研究，由

他统领做好顶层设计，明确方向、目标、重点、技术路线和策略

群，并且深入进行再思考。为此，一方面，他在工作中非常重视

国内外科技信息的评估分析，力求知己知彼，并指出不能只停留

在情报调研的水平上，要有判断地进行跟踪研究分析，有所为有

所不为；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视总体概念研究，他提出了概念

研究的4个层次：顶层战略层次、物理层次、系统技术层次、体系

层次，使工作全局能够立于战略高度，并且在一个非常清晰的思

路引领下来开展工作。

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朱光亚承担的研究任务多半是大型的国防工程技术任务，

应用性很强，但是基于对国际科技情况的了解，他深知我国科学

技术的弱项首先在于基础研究，而高水平的创新工程技术恰恰

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在核武器研究当中，他曾经大力支持核

数据的理论和试验工作，重视基础性试验手段和装置的建设，强

调理论和试验的结合及数值模拟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样看上去

会使项目进展变慢，实际上却能使系统分析等基础工作做得更

扎实，尽可能避免以后走弯路，反而会缩短工程整体完成的时

间，而且可以减少开支。

朱光亚重视基础研究的思想也体现在863计划的组织和实

施过程中。在863计划实施的初始阶段，他支持把一部分资金

放到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用于新概念、新构思的创新研究，以

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和人才的成长。同时他又具体推动了国

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和863重点实验室建设，在一些项目的具体

工作中，他提出不急于让工程上马的指导意见，要先弄清楚基础

物理问题和关键技术，为以后打下扎实基础。实践证明，一些项

目因为基础工作扎实，反而更快地实现了工程化。

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培养

朱光亚始终心系我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他不仅极力倡导

要充分重视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以身示

范，对青年人悉心指导。他指出，如何为培养和造就大批青年科

技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是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也

是现在老年、中年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老一辈科技工作者

要把培养大批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当做一项重要任务，甘做人梯，

无私奉献，努力造就一大批跨世纪人才。朱光亚积极推动我国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在给中央领导的建议中，多次谈到

要真正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人才制度。1987年，时任中国

科协副主席的朱光亚积极支持时任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的倡

议，推动设立面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

技奖”（该奖项1994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迄今为止已

经评选颁发 13届科技奖励，先后有 1297个个人和 1个集体获

奖，大多数获奖者已成为各个学科和技术领域的带头人。在朱

光亚倡导下，1992年中国科协创立了“青年学术年会”，1995年

设立“青年科学家论坛”，鼓励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通过相互切

磋、交流研讨，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倡导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

实践中，许多研究方向的取舍，许多重大项目的决策，常常

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和国际战略态势和国家长

远需求相关联的。比如在国家高技术计划新概念武器研究的决

策当中，朱光亚引导大家对国际上的主要高技术计划比如“美国

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动态剖析，要求大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

20世纪80年代，世界核大国之间开展核军备控制谈判时，朱光

亚提出除了政治家、外交家参与之外，还需要科学家参与，并提

出军备控制物理学这样一个清晰概念，事实证明这样做极具重

要性。当时大家绞尽脑汁地切磋一项新的军事战略技术的目标

应该怎么制定，他没有代替专家组去作一个具体决定，而是讲了

一个古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之踵的故事，指出强敌也

有弱点。在这样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指引下，一个具有中国特

色的战略目标变得豁然开朗。

……

座谈会上，与会者多次谈到朱光亚赤诚报国的追求、严谨求

实的学风、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以及甘居幕后、淡泊名利、淡然

率真的超凡品格。言之殷殷，且催人奋进。“哲人虽逝，其道永

存”，朱光亚先生的思想与精神是当下科技工作者宝贵的精神财

富和不竭的动力源泉，与会者热烈呼吁以朱光亚为榜样，团结拼

搏，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杜祥琬、钱绍钧钱绍钧、张金麟张金麟，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佳洱陈佳洱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三院副院长、总研究师张红文张红文，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田东风田东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院

长万钢万钢，中国核学会副秘书长申立新申立新等专家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并发言。

本文由本刊编辑李娜根据朱光亚学术思想座谈会与会者发言记录

整理而成。会议资料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提供，特此致谢。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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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3日，中国科协与深圳

市人民政府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深圳市成为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

工程示范市。在签约仪式上，中国科协

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深圳市

委副书记、市长许勤许勤签署了《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 深圳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沈爱民沈爱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科

协主席蒋宇扬蒋宇扬等出席签约仪式。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12-26]

中国科协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科协发布第六届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名单

2014年 12月 18日，中国科协网发

布“中国科协关于表彰第六届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的决定”，决定授予包信和包信和等

10名同志“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

号，授予丁长青丁长青等37名同志“十佳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授予田野田野等962
名同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上

述名单是根据《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

选表彰办法》规定，经推荐单位评选推

荐、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评

审、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而发布的。中国科协号召广大科技工

作者要以入选者为榜样，学习他们心系

祖国、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操，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爱岗敬业、甘于奉

献的职业操守，淡泊名利、敢于担当的优

秀品质。 中国科协网 [2014-12-18]
中国科协“奋力实现中国梦”

内蒙古报告会举行

2014年12月16日，由中国科协、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主办的“弘扬科学道德

践行‘三个倡导’奋力实现中国梦”报告

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中国科协副

主席程东红程东红出席报告会并致辞。

报告会上，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

书馆”馆长钱永刚钱永刚，我国力学和管理学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刘人怀，我国第一代

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

院院士黄旭华黄旭华分别作题为“钱学森的科

学报国精神”“百年追梦、科技兴国”“此

生无悔——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历程”的报

告。内蒙古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企事业

单位和中央驻内蒙古区有关单位负责人，

内蒙古军区和武警内蒙古总队政治部官

兵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各高校负责人及师

生代表，各自治区学会、科研院所负责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科协干部

职工共计1000多人聆听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科协 [2014-12-24]
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全国学会高级研修班举办

2014年 12月 16—18日，由中国科

协科普部主办、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协会承办的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

家、全国学会高级研讨班在中央党校中

直机关分校举办。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出席并发表讲话，各

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全国学会负责人近150人参加。中国科

协科普部部长杨文志杨文志、联合国卡林加科普

奖获得者李象益李象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史习平史习平、中央网信办新闻传播局副局长汪汪

祥荣祥荣、北京斑马骑士有限公司CEO徐毅徐毅

斐斐、中国科技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周荣庭周荣庭、

全球地球物理信息技术科学首席科学传

播专家陈会忠陈会忠分别作报告。会期期间，天

津大学教授亢一澜亢一澜等101名专家被聘为

第3批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中国科协科学普及部 [2014-12-30]
第五届国际科联工作协调委员会

全体会议举行

2014年 12月 23日，中国科协国际

科联工作协调委员会（ICSU-CHINA）全

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协副主席、

国际科联副主席李静海李静海出席会议。国际

科联工作协调委员会主席、国际科联执

行局成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吴国雄主持

会议。国际科联工作协调委员会委员及

相关学会、国际科联工作协调委员会秘

书处有关工作人员等40余人参会。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国际科

联工作协调委员会副主席张建生张建生作国际

科联工作协调委员会 2014年工作总结

和2015年工作计划报告。18位在 ICSU
各科学联合会任职的专家分别介绍了各

科学联合会的基本情况和 2014年开展

的主要工作，中国科协所属学会与各科

学联合会的合作及承办重要国际会议情

况，中国科学家在科学联合会的任职情

况，各科学联合会未来几年将开展的重

要活动和国际会议等。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4-12-25]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2014学术年会举行

2014年 12月 20—21日，中国中文

信息学会 2014学术年会暨理事会在北

京举行，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

会开幕式由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

员孙乐孙乐主持，来自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

专家、学者420余人参会。会议邀请上海

交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梅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沈家沈家

煊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倪光南倪光南，北京大学教授金芝金芝，中山

大学教授张军张军，百度公司博士沈抖沈抖等作

学术报告。他们深入分析计算机、语言、

认知等学科的充分交叉与融合的现状，

从不同角度阐述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前

沿动态及未来趋势。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2014-12-23]
中国抗癌协会代表团出席

2014年世界抗癌大会

12 月 3—6 日，由国际抗癌联盟

（UICC）主办的 2014年世界抗癌大会在

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召开。会议围绕主题

“Joining Forces, Accelerating Prog⁃
ress”，通过主题发言、专题报告、壁报交

流、圆桌讨论、现场辩论等形式对癌症的

预防和筛查、诊断和治疗、康复和姑息治

疗、癌症防控系统等议题进行探讨与交

流。来自115个国家的2700余名代表参

加大会。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郝希山率

协会代表团出席大会，来自中国的12篇

论文被大会遴选为发言篇目，38人论文

被遴选为壁报交流篇目。上海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秦晓健秦晓健

荣获“全球青年抗癌领袖”称号。12月4
日，大会特设中国专场，主题为“中国的

癌症治疗和转化研究”。

中国抗癌协会 [2014-12-2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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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办事机构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办事机构

运作现状与服务创新建议运作现状与服务创新建议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张佳良，朱宇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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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学会是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是党和政

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科协的组成部分，是发

展我国科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已达

200个。学会作为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组织形态，云集各学科领

域专家学者，智力密集、人才荟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学会组织建设和活动状况，很大程度影响着科技工作者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着科技界参与自

主创新的质量和水平。

2013年度全国学会年检完成，从188个参加民政部年检的

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相关数据，反映出学会办事机构总体状

况和发展脉络，显示出学会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以

及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学会的整体发展应该紧随

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学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力量的作用

仍需充分展现，学会凝聚力、创新与服务能力以及持续发展活力

有待增强。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改革社会

组织管理制度，逐步推进与行政脱钩，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

机制，科技类社会组织管理方式面临重大变革。民政部已经取

消对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和代表机构的登记审批，学会组织管

理方式和制度设计亟待重构调整，全国学会应群策群力共谋改

革发展之路。

办事机构和二级机构是全国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

展活动的重要依托力量，是学会组织建设的2个非常重要的指

标，关乎学会生存和发展。

创新组织机构建设，使学会“有家有业”

2013年，188个全国学会拥有办事机构479个。办事机构越

多，学会工作越细致，学会发展越迅速，学会组织建设越完善。

2011—2013年，办事机构逐年递增，如2011年448个，2012年

476个，2013年479个，但是形态各异，表明学会发展参差不齐。

拥有高效、专业化专兼职工作人员对学会未来发展至关重

要。2013年度学会工作人员2894人，专职2322人（占80%），

同比分别增加3.4%和2.7%；平均年龄42.3岁，本科以上的工作

人员由 75.8%增至 79.3%，表明学会组织机构稳定，人员社会

化、专业化趋势明显。全国学会须依托自身优势，培养高素质稳

定的专兼职人员，才能有效推进自主、自立、自强、自律发展。

学会发展须“有家有业”，即有数量适当的工作人员、有满足

需要的办公场所、有开展业务的经费、有为会员服务的活动，有

健全的规章制度，有志愿者注册制度等等。据2013年检数据，

98.4%的学会建立了印章保管使用制度，95.2%建立了档案管理

制度，86.2%设置了考核制度，71.8%有业务培训制度，充分表明

办事机构制度日趋完善，但须创新机构建设，强化独立法人意

识，从体制上推动学会自主活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强化会员主体地位，倡导道德自律，增强学会凝聚力

2013 年度，全国学会个人会员 456.79 万人，同比增加

5.25%；单位会员 4.25万个，同比增加 0.89%。二级机构 3366
个，同比增加1.39%。

会员是学会立会之本，是衡量学会工作的重要标准。学会

应该结合大环境创新服务方式，利用信息渠道，及时充分地满足

会员学术需求，维护其合法权益，才能不断增强对会员的吸引

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建议学会设立会员工作机构，建立多元结

构会员制度；建议设立会员建议呈报制度等沟通机制，为学会建

设、社会发展和重大科技问题建言献策；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评

审、科技奖项和表彰奖励等导向作用；积极推进会员专业技术资

格认证以及双边、多边和国际互认。

倡导道德自律同样是学会重要作用之一。当前屡现学术浮

躁、急功近利、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建议成立学会道德与权益

委员会，监督会员科学道德规范情况，建立会员诚信档案，受理

学术不端行为投诉，并予以记载、跟踪、披露、谴责和惩戒。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升学会创新服务能力

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

府职能转移的需要，也是提升服务创新、服务社会和政府能力及

自我发展的需要，必将对学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使学会成为地

位超脱、价值中立、客观公正的社会第三方组织，真正成为提供

科技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成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协同力量。

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可以扩大学会活动空间、拓展学会

服务社会空间、提高学会社会地位、增强学会吸引力和凝聚力，

同时获得政府经费支持，增加经费来源渠道，可谓一举多得。近

10年来，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在科技奖励、人才评价、成果和

技术鉴定、科研项目和机构评价、技术标准和规范制定等方面获

进展，有超过100个全国学会承担或曾承担相关工作。据2011
年清华大学对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秘书长调查，30.86%表示

承接职能后机构权威性将增加，23.4%表示机构知名度将增加，

13%表示收入将增加。

全国学会抓住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机遇，主动作

为是基本前提。在承接职能上，学会必须主动争取，不断积累经

验，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其二，智力资源优势是学会履行

职能的重要条件，调动和发挥组织网络资源为学会更好地履职

打下坚实基础；其三，以服务质量为核心，建立权责明确、规则公

开制度是学会取得社会公信力的关键因素；其四，提升学会自身

能力是根本保证。学会的优势在于人才高度密集，但弱点是其

专家散布，机构规模小，调动和控制资源能力较弱；其五，相关部

门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是学会承接职能的有力保障。

学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共同体的重

要组织形式，负有孕育创新思想、激发创造活力的重要功能，承

担着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推进自主创新、传播科学文化、

规范学术行为、推动学术生态建设、提供服务和反映诉求的重要

职责，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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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播种量与氮肥运筹对直播杂交籼稻
抗倒伏潜力及产量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青壮年

急剧减少，直播稻因其具有轻简化、劳动力

需要少、节水等优点而倍受人们青睐。但直

播稻易倒伏问题严重制约了其产量的提高。

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教授马均马均等

以早熟杂交稻组合446A/518为试验材料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播种量的增加，植

株的抗倒伏能力有一定的降低，而氮肥运筹

方式对水稻节间倒伏指数的影响差异较大。当播种量小于 22.5
kg/hm2时，穗肥比例的增加会加大植株倒伏的风险，而当播种量增

加到 30.0 kg/hm2时，增加穗肥比例有利于提高植株的抗倒伏能

力。分析表明，在不同播种量和氮肥运筹方式下水稻茎秆理化性

质与植株的抗倒伏能力显著相关。在播种量为22.5 kg/hm2、底肥:
蘖肥:穗肥比例为5:2:3时直播稻的产量相对较高，且其茎鞘理化性

质均有利于植株的抗倒伏能力。该研究结果为探索直播稻高产栽

培技术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14-11-20]
推荐人：《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编辑部 胡清华

压力波动预止阀关闭特性
对泵站水锤的影响

为获得压力波动预止阀在防护泵站水锤方面的水力性能，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王福军王福军教授课题组采用特征

线法，通过构建水泵与压力波动预止阀的数学模型，以宁夏固原

地区某高扬程泵站为例，详细分析了压力波动预止阀的5种关闭

特性曲线对泵站水锤防护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压力波动预止阀在全开状态并选择针形阀曲线

类型时达到最大外泄量；压力波动预止阀在关闭过程中，通过阀

门流量的减少率接近于阀门开启面积的减少率。当压力波动预

止阀选择为蝶阀类型的减速关闭曲线时，

可使泵站出口压力波动最先达到稳定。同

时，当压力波动预止阀的曲线类型由加速

关闭曲线、常速关闭曲线至减速关闭曲线

变化时，整个输水系统最高压力极值下降，

而系统最低压力极值上升。因此，压力波

动预止阀关闭特性选择为减速关闭曲线类

型时，可防护的系统最高压力最小，最低压

力最大，从而更有利于水锤防护。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2014-10-28]
推荐人：《排灌机械工程学报》编辑部 徐云峰

网格模型偏微分方程曲面重建
中的边界曲线构造

在数字几何处理

领域，几何形体通常用

具有固定细节层次的

多边形网格模型来表

示。因受带宽限制，使

用这类复杂网格模型，

需要漫长的数据传输

时间。对此，研究者进

行了广泛探索。南京师范大学庞明勇庞明勇和

南洋理工大学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苏林苏林合作，在基

于网格简化方法和离散曲面测地线计算

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自动的

PDE曲面重建方法。首先，对复杂模型

简化并分片处理；通过计算离散曲面的

测地线为每个分片定义相应的PDE边界

条件曲线；进而构造复杂模型的PDE拟

合表面；最后，通过细分方法建立原模型

的多分辨率表示。由网格模型提取PDE
曲面片的边界条件。

实验表明，该方法可对具有不同几

何复杂度的网格模型进行处理，产生具

有细分连通性的多分辨网格模型。逼近

精度取决于初始网格模型中曲面片的数

量和PDE边界条件曲线（或PDE面片）的

个数。实验所得到的表示形体曲面的偏

微分方程只需少量系数表示，PDE参数

方程表示方法可用于复杂模型的交互式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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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部 寿彩丽

考虑空气影响的干旱区土壤
水分运移模式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朱红艳朱红艳与长安

大学水与发展研究院的贾志峰贾志峰等合作，

根据石河子垦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模型

特定的边界条件及参数，建立适合该区

的包气带饱和带水、气二相流的质热传

输模型，模拟土壤水分、温度的动态变

化，并利用实测土壤温度、土壤含水率数

据进行模型检验。

结果表明：模拟的

土壤温度和含水率能

够较好地反映实测值

的变化规律，各土层模

拟精度评价指标表明

考虑空气影响的模拟

结 果 更 接 近 实 测 结

果。对于9.7 mm日降

水量的入渗深度，耦合模型可影响20 cm
深土壤含水率，单相模型可影响到30 cm

深左右。降水当日考虑空气模拟的蒸发

速率比不考虑空气模拟的蒸发速率大

7.7%；降水后1 d，不考虑空气影响导致

蒸发速率比考虑空气的小3.19%。

《农业机械学报》[2014-12-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通过民航
旅客传入我国风险较低

为评估西非埃博拉病毒病传入中国

的可能航线和风险，研究人员基于 2013
年10—12月的国际民用航空客运数据，

分析疫情最严重的 3个西非国家（几内

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来中国大陆旅

客传入疫情的风险。

根据数据预测 2014年 10—12月可

能传入的埃博拉病毒感染旅客为0.54人

次 ，其 中 利 比 里 亚

0.35 人次、塞拉利昂

0.16 人 次 、几 内 亚

0.03 人 次 。 结 果 表

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通过民航旅客传入我

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风险较低。

《科学通报》[2014-12-29]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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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不用鼻子也能提升嗅觉

科学研究表明，专业气味分辨师可以从心理上增强他们的比赛能力。相关成果发表在2014年12月的

Journal of Sensory Studies上。

研究人员请20名专家分辨47种代表日常气味的化学物质，然后，1组参试者在10天内参阅他们闻过的

10种物质的照片，并用1 min想象每种物质的味道。当重新对参试者分辨化学气味的能力进行测试后发现，

那些练习过“嗅觉心理意象”的人其分辨能力提升到训练之前的4倍。

分辨能力的提升会根据闻到的气味产生差异。参试者闻芫菜和塑料的分辨能力提升得最多，然而对蘑

菇和橡胶气味的分辨能力却几乎未提升。这可能是因为对不同气味进行心理想象的难度存在差异，或许需

要在如何形成令人难忘的气味的心理想象方面进行基础训练。

《中国科学报》[2015-01-04]

全球多处发现古老富氢地下水
以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为首的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确认，在全

球多地都发现了富含

氢的古代地下水，其

化学性质与深海热液

喷口附近的水非常类

似，暗示着这些古老水或许能为地下生

态系统提供支持。研究成果在 2014年

12月17日在线发表于Nature上。

科学家们曾认为，地下微生物生态

系统最终要依赖阳光和光合作用生存。

但2006年，在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

地下 4 km深处发现了以氢为食的岩栖

微生物。研究人员汇总了从32个采矿点

的200多个钻孔采集的氢产量数据，这些

矿点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南非和斯堪的

纳维亚半岛。他们确认这些地方存在10
亿多年前的古代水，并且氢含量很高。

计算结果显示，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每

年产生的氢气是科学家以前认为的百倍

之多。这些氢气来自2种化学反应，一种

是岩石内的天然放射性使水分子分解成

氢气和氧气，另一种则是古老岩石常见

的矿物蚀变反应。

火星上也有数十亿年前的岩石，并

且这些岩石也具有产氢潜能，因此新的

研究发现或许可为寻找火星生命提供参

考。

《科技日报》[2015-01-04]

激光有助于判断苹果成熟度
研究人员利用生物散斑技术，向金

苹果表面照射氦氖激光，然后分析激光

的反射情况，来测量苹果的成熟度。研

究成果发表在2014年12月10日的Ap⁃
plied Optics上。

研究人员利用的激光能量比普通激

光指示器仅高2 mW，当激光探测到苹果

光滑表面的微小瑕疵

时会发生不规则反弹，

最终出现小规模的颗

粒状外观。当水果成

熟后，这些“颗粒”的图

案会变得越来越小，研

究人员将之归因于苹

果细胞活性在成熟过程中出现的提高。

研究人员表示，该技术最终能够帮

助农民精确判断采摘果实的最佳时期，

并预测该水果保存的时间。

《中国科学报》[2014-12-23]

皮肤下的脂肪细胞能够抵抗细菌

侵犯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研

究人员发现，皮肤下的脂肪细胞可帮助

保护人类免受细菌侵犯。研究成果发表

于2015年1月2日的Science上。

人体对微生物感染的防御是复杂且

多层次的，涉及许多细胞类型。人们过

去认为，一旦皮肤屏障遭到破坏，就由中

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等细胞来保护我们

防止败血症。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常

见菌，是人类皮肤和软组织感染的主要

原因。研究人员将小鼠暴露于金黄色葡

萄球菌之下，在数小时内检测到感染位

点脂肪细胞的数量和大小均显著增高。

更重要的是，这些脂肪细胞生成了高水

平的称作为CAMP的抗菌肽，它是对抗

感染的第1道天然防线。CAMP过少，人

们会频繁遭受感染，但过量的CAMP可

驱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其他一些炎症疾

病。研究测试表明，

脂肪细胞也可生成

抗菌肽，在啮齿类动

物和人体中的这一

免疫反应相似。此

外，相比体重正常的

受试者，肥胖受试者

的血液中具有更多

的CAMP。
生物通网站 [2015-01-05]

低血糖指数饮食或无助于防心血管病

在西方营养学界流行的血糖指数可显示不同食品提升体内血糖的幅度，但目前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

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方面，血糖指数低与高的饮食并无明显区别。因此，没有糖尿病的人

即使是超重或者肥胖，也不用关注或担忧饮食的血糖指数。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2014年12月17日的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招募了163名具有高血压前期或 I期（即轻型）高血

压的超重成年人，为他们提供4种不同的饮食。在为期5周的调查期间，这些人被要求参与至少2种饮食的

试验。4种饮食均基于抑制高血压型食谱制定，多果蔬、多乳制品且少油脂，其区别在于血糖指数和碳水化合

物含量不同。研究发现，在健康饮食前提下，低血糖指数与高血糖指数饮食相比，总体上没有减少心血管病

风险因素，也没有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新华社 [2014-12-29]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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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英国皇家学会卓越出版英国皇家学会卓越出版350350年年
2015年，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出版机

构英国皇家学会，将庆祝最早的同行评

议期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出版350周年。

1665 年，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长

Henry OldenburgHenry Oldenburg创办了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希望可以出版以“自然哲

学”内容为主的期刊，以替代书信成为科

学家之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并将经过同

行评议的文章永久地保留下来，“自然哲

学”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改为“科学”。该

刊是世界上第一本科学研究方面的专门

性期刊，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同行评议期

刊，除了在1676—1683年有短暂停刊之

外，该刊物一直出版至今。在初期该刊

物由Henry Oldenburg私人投资出版；

在18世纪该刊物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的

官方出版物；在19世纪，专业期刊和学术

团体不断出现，该刊物又面临着与期刊

商业化的竞争；在20世纪，学术出版越来

越商业化，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和可靠性

是否还如同以往？这是现在人们正在思

索的问题。

从创立至今，学术期刊使新思想和

新发现可以自由地在国际间交流，促进

了基础研究的发展和科学进步。为庆祝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出版 350周

年，英国皇家学会将开展一系列学术活

动，下面为读者介绍其中的部分活动。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出版

的350年
在 2014年 12月 1日—2015年 6月

24日，英国皇家学会拟举办免费展览，讲

述关于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杂志Philo⁃
sophical Transactions的故事（图1）。

从17世纪起源时的私人信件，转变

成公开交流，至1887年正式从一个综合

期刊转变为“A”和“B”辑，分别出版物理

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论文；在 1997年，期

刊第一次“上线”，在网络上供读者阅读；

2010年，为适应 21世纪的网络世界，从

1943年开始的文章，都可以在网站上免

费浏览阅读。这一系列的改革变迁都顺

应时代。更多关于该期刊出版背后的故

事可以参考官方出版的读物。

https://royalsociety.org/~/media/pub ⁃
lishing350/publishing350- exhibition-
catalogue.pdf

纪念日活动
2015年 3月 6日，英国皇家学会会

举办纪念日活动，其中包括科学电影发

布和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专题特

辑发布。科学电影会展示科学论文是如

何激发顶级的科学家思维和影响人们周

围的世界。专题特辑对发表在 Philo⁃
sophical Transactions A & B的经典论

文进行回顾，引起高水平科学家的探讨

并发布最新的研究内容。

生存还是毁灭？科技期刊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2015年 3月 19—21日将举办研讨

会 ，探 讨 科 技 期 刊 和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的发展历史是以何种方式

影响现在的科学研究。科学出版的未来

在不断变化，本次会议将从长远的角度思

考，通过审查科技期刊出版的变革和挑

战，回顾过去的3个半世纪并展望未来。

本次会议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与科

技期刊出版相关的人员，探讨从17世纪

到21世纪，包括编辑内容，插图技术，传

播模式，阅读和商业可行性等在期刊工

作中产生的变革。

https://royalsociety.org/events/2015/
03/publish-or-perish/

学术科研交流的未来
2015年 4月 20—21日及 2015年 5

月5—6日，英国皇家学会分别组织科研

人员、出版商、资助者、图书管理者和政

策制定者参加2场学术研讨会，针对科研

交流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辩论（图 2）。

辩论的内容将集中在学术交流和学术评

价这 2 个方面，Philosophical Transac⁃
tions是提出了同行评议的概念，并沿用

至今，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同行评议

的弊端也不断涌现，包括在评议过程中

具有的重复性和一些不当行为，关于科

学研究的质量和真实性的把握，以及对

创新性思想的判断。

所以在350年后的现在，人们不得不

对学术交流和评价的现状重新审视，是

否有更好的科学传播途径？

仿生学（bio-inspiration）的新技术
2015年 5月 27—28日将举办关于

“仿生学新技术”的研讨会（图 3）。生物

结构的完善来源于数十亿年的细化过程

中地球上生命的进化。所以人们为什么

不从自然中发现并设计人类自己的新技

术呢？本次研讨会以仿生学新技术为主

题，由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一起探讨大自

然是如何启发他们的工作并指导新的技

术设计。本次会议将采用网络直播的形

式，让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参与

到讨论中来，会议上的演讲和会议论文

也会在会后发表在网站上。参加会议可

以参考网站的具体说明。

https://royalsociety.org/events/2015/
05/bioinspiration- of- new- technolo⁃
gies/

图3 仿生学新技术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第1期
刊物封面

图2 研讨与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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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元素收藏元素收藏：：视觉冲击下的科学启迪视觉冲击下的科学启迪

[美] Theodore Gray著，陈沛然 译。 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 2月第 1版，定

价6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胡俊平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外人看来，西奥多·格雷（Theo⁃
dore Gray）的确很“疯狂”：他的收藏品

竟然是化学元素。这个“科学怪人”曾经

获得200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是因为他

发明了一张“元素周期表桌子”。那是一

张按照元素周期表的样式设计制作的木

质桌子，摆放着元素周期表中对应元素

的收藏品。到2009年，他的藏品达到了

2300多件。这本《视觉之旅：神奇的化学

元素》，就是这些特殊藏品的见证。

像大多数藏品爱好者那样，格雷对

这些元素藏品能够如数家珍，包括元素

的存在形貌、性质特点和应用等。作为

一位化学家，他在专业上没有任何障

碍。如果把阅读这本书比作是参加了一

次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盛宴，那么精美的

图片就是绝对主料，其中的文字则是调

味的配料。人们喜欢色泽上很有吸引力

的食物，最终不只是为了一饱眼福，而是

获取营养。欣赏这些化学元素的图片，

读者们所收获的也不仅仅是乐趣和好奇

感，而是在视觉冲击下的科学启迪。

任何文字表达，都没能比得上图像

给人以直观和真实的感受。在本书中，

每种元素，都有一张整版的大尺度主图，

另加3~5张不等数量的小尺度配图。不

同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翻阅页面的先

后顺序、停留时间的长短都可能不一

样。小读者们首先是被形状最奇特、颜

色最炫目的图片所吸引。而“俗气”的大

人们，恐怕最先要看的是“铂”、“金”这些

贵金属元素的图片。不妨就以这些元素

为例，欣赏一下这些精彩绝伦的图片吧。

78号元素“铂”，主图展示的是一张

铂材质的金属网，看起来像蚊帐，实则是

实验室中的物品。配图是用铂制作的实

验用具（如电极、过滤器）或医疗用具的

图片。这些物品与一般读者有些距离

感，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而 79
号元素“金”与此大相径庭，主图展示的

是1890年发现的一块重达1盎司的天然

纯金块，配图有高纯度的真空气相沉积

金晶体、镀金的廉价首饰、年代久远的金

涂料、铀电镀工艺制备的“希利金”等。

这些图片囊括了金元素的天然状态、纯

晶体态、悬浮液态、涂层等多种形态，让

读者见识到形形色色的金元素。

还有一些比较难收集或难以用图片

来表现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子序数为 1
的氢元素。氢元素的主图就不是一件藏

品，而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看到的鹰状星

云，这种壮观的景象是宇宙中大量的氢

吸收了太阳光形成的。位于元素周期表

最右侧的惰性气体元素，在纯净状态下

通常是无色气体，作者又是怎样用图来

展现这些无影无踪的物质呢？2号元素

氦、10号元素氖等元素的配图中，有一个

古老的安瓿，“空空如也”。但主图却是

散发彩色光的元素符号造型：这利用了

霓虹灯的原理，让惰性气体在电流下发

出有颜色的光。还有一些元素具有“杀

伤力”，比如放射性元素，翻到92号元素

铀这一页，就会看到一块30 g的铀金属，

这种元素是可以用来制作原子弹或建设

核电站的！

尽管图片是这本书的绝对主角，但

书中的文字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本书中，文字的段落是与小尺度的配

图镶嵌在一起的。这些文字不仅补充了

图片不能直接传递的内容，还使得阅读

的过程变得轻松幽默，平添了几分乐

趣。这些文字就像是爽口的调味料一

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从整体结构上看，这本书大多数元

素的介绍文字具有一个典型的特点：最

后一段文字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引

出相邻的元素。比如，7号元素氮，它的

最后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们的四周有

许多氮，大气中超过 78%的成分是氮。

另外22%是什么？大部分是我们赖以呼

吸的氧。”这样就把8号元素氧介绍出场

了。作者准确又巧妙地找到相邻元素之

间的这种关联，形成一个自然的过渡。

从语言特点上说，这本书在准确传

达科学信息的前提下，文字表达做到了

活泼生动、幽默诙谐，又充满个性色彩。

4号元素铍是一种可以用作导弹和火箭

部件的元素，同时又是受女士们喜欢的

绿宝石中的一种元素。针对这一性质特

点，作者写道：“铍是一种快活的、像詹姆

士·邦德那样的金属，在这一刻能发射火

箭，而在下一刻能取悦女士。”再比如，介

绍9号元素氟的化合物特氟隆时，作者写

道：“最著名的高稳定性氟化合物特氟

隆，它的发现纯属偶然。那么多重要的

化学产品都是由于意外的因素被发现

的，真让人怀疑化学家究竟是多会做错

事的一群人。或者，也许当那些意外毁

了他们的一天的时候，他们具有善于从

意外中发现惊喜的特殊能力。”通过这种

调侃的活泼语气，作者把特氟隆的意外

发现的科学事实进行了介绍，同时又把

科学家善于观察和思考、绝不放弃任何

现象的个性进行展现。

同样，本书图片说明的文字也不刻

板生硬。比如，在介绍一个装有砷的小

铁罐时，作者的说明是：“为什么有些人

会带着一小罐砷？我无法理解。”在一个

用银线做的短裤图片旁，作者的旁白是：

“如果真的有必要加以防护，用银线做的

短裤可以抵御电磁场。”对所谓的“镭避

孕套”的图片说明是：“镭避孕套——谢

天谢地——其实根本不含镭。”总之，作

者讲述科学事实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

这种特别的表达，让读者深深感觉到：科

学也是有温度的。

不得不说，这本图书对于专业的化

学研究人员而言也具有很强的参考价

值。即便是专业人员，也不一定对这100
多种元素非常熟悉；即便是在文字上熟

知了，也不一定有机会能见到含有这些

元素的物质。何况这本书的右侧页面边

缘空间还给出了各种元素原子半径、晶

体结构、电子填充顺序、原子发射光谱等

专业特征数据。感谢西奥多·格雷这深

具创意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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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创造力：心流与创新心理学

[美]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著，黄珏苹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 1
版，定价：47.14元。

本书是“心流之父”、积极心理学大

师Mihaly Csikszentmihalyi历时30年潜

心研究的经典之作。他访谈了包括14位

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91名创新者，分析

他们的人格特征以及他们在创新过程中

的“心流”体验，总结出创造力产生的运

作方式，提出了令每个人的生活变得丰

富而充盈的实用建议。创造力并不是凭

空产生，它来自构成系统的3个要素之间

的互动。这3个要素分别是：包含符号规

则的文化、给某个领域带来创新的人，以

及该领域中被认可、能证实创新的专

家。对于创造力的观点、产品或发现，这

3者都必不可少。一个人看起来很有个

人“创造力”并不能成为决定他是否有创

造力的条件，重要的是他创造的新奇事

物是否被一个领域所接纳，这也许是机

会、毅力或天时地利相结合的结果。富

有创造力的人之间彼此千差万别，但他

们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非常喜欢自

己做的事情。他们通过从事费力、有风

险且困难的活动扩展自己的能力，从中

体会到“心流”。

人类的天性：基因、文化与人类

前景

[美] 保罗·R·埃力克 著，李向慈，洪佼宜

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定

价：56.90元。

人类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为什

么只有人类才会互相说话写字呢？人类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个性？基因是

否真的决定了一个人的一切？这些疑

问，你都将在本书中找到答案。该书打

破人性是单一、持久，且由遗传决定的假

设，认为人性应如同人类本身一样地多

样化，而不仅受控于基因。作者以人类

演化史为脉络，将栩栩如生的例子与严

谨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结合，讲述了

演化是如何作用的，以及人类过往的演

化对未来的重要性。作者强调，除了生

物遗传的影响，文化、环境的变化都在演

化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文化演化不

但创造了文明，也是文明毁灭的主要力

量。在演化的路上，人类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超弦理论：探究时间、空间及宇宙

的本原

[日] 大栗博司 著，逸宁 译。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29.90元。

空间和时间究竟是什么？物质的本

原不是点，而是弦？黑洞、高维度空间应

该如何解释？“超弦理论”是继牛顿力学、

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后，时空概念的“第 3
次革命”。“超弦理论”统一了引力理论与

量子力学的矛盾，超越了“弦理论”的局

限，解释标准模型中“费米子”与包括上

帝粒子的“玻色子”的振动形态。本书

中，大栗博司教授以通俗、风趣的语言讲

解了量子物理基础、“弦理论”到“超弦理

论”的最新发展、“超弦理论”的理论原理

及证明，并在“超弦理论”下重新思考与

探究了时空概念。

知识的边界
[美] David Weinberger 著 ，胡 泳 ，高 美

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12月第 1
版，定价：29.80元。

曾经，我们知道怎么去获取知识。

我们的答案来自于书籍或者专家。我们

会确定事实，继续前进。而在网络时代，

知识已经进入了网络中，出现了史上最

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是不同的。所有

确定性都被连根拔起，话题再无边界，没

有人对任何事情能达成一致。然而，对

于知识的捕猎者而言，这是最好的时期

——如果你知道如何获取知识的话。作

者在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网络化的知识

如何增进对商界、科学界、教育界和政府

的理解，并且，和人们不得不依赖传统专

业知识来源的时代相比，它又怎样做到

令人们可以作出更明智的决策。这本开

创性的著作，动摇了我们知识观的基础。

现代植物生态学研究进展

钟章成，董鸣，陶建平，等 编。科学出版

社，2014年11月第1版，定价：208.00元。

本书是作者们多年来在生态学特别

是植物生态学研究领域的概括总结。主

要内容包括四川植被地理，中国植被分

布，群落更新，入侵植物生态学，寄生植

物生态学，植物生态毒理，植物克隆生态

学，濒危植物的保护和生态适应和应用

生态学等诸多领域在我国的研究成果、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本书适于生态

学、环境科学、生物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

究人员、专家及研究生阅读。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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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方法的是与非学术评价方法的是与非：：从影响因子说开去从影响因子说开去

文//朱大明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高级工程

师。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学术评价的方式方法是学术评价体

制的关键。目前，以论文影响因子等评

价学者的量化评价方法备受重视却争议

不断。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在内的75家

机构和150多名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关于

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可谓是对“影响

因子”最沉重的一击，引发学界热议 [1]。

该宣言主张：“科学界应该停止使用影响

因子评价科学家；影响因子不能用于评

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

资助等各种评审。”之后，Science发表社

论重申该观点，并强调指出 [1]：影响因子

的不恰当使用妨碍科研创新；为了客观

评价研究者的科学贡献，需要知名同行

科学家作为评价者，认真评阅某个研究

者的代表研究成果，重视科学内容本

身。对此，令人深思的是：用影响因子评

价科学家真是一无是处而须立即废止

吗？影响因子与同行评议可否并行不

悖？

使用影响因子评价科学家（论文作

者）主要有3种具体做法：借用期刊的影

响因子表征其刊载论文的质量和作者的

学术水平；用作者所发表论文的影响因

子（论文“代表作”总被引频次除以论文

数）表征论文及其作者的学术影响力；用

h 指数表征作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

位。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和缺陷早有众多

评说和争议，此不赘言。事实上，即使是

“借用期刊影响因子表征其刊载论文的

质量水平”这一简单、粗糙甚至明显不合

理的做法，也有其合理的初衷：影响因子

高的期刊整体质量水平较高，投稿量大

而录用率低，同行评议把关相对严格，因

而其发表的论文质量一般来说也相应较

高；这比当初只看论文数量而不问其发

表的“质量档次”也是一种进步。笔者绝

无提倡此评价方法之意，只是为说明任

何评价方法都有其相对合理性，都有产

生的历史背景和适用条件或范围，当然

也都有其缺陷和局限。想当年，美国物

理学家 J.E.Hirsch提出 h指数法用于评

价科学家的学术成就，Science和Nature
不也立即作了宣传报道吗？而h指数法

与影响因子可谓一脉相承，其最富有创

意之处是用一个数值综合表征科学家学

术贡献的量和质，堪称学术评价的一个

创新；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

就基础研究而言，研究内容—同行

评议—论文发表—同行引用—影响因子

是相互关联的；影响因子其实也是一种

同行评价，是论文在较大范围和较长时

间内获得同行评价的相对客观的量化表

征。即使是论文的“自引”，只要确属学

术论证需要并经同行评议认定，也是有

效引用；即使是负面引用，也同样发挥了

促进学术批评和学术探讨的价值。关键

是如何正确理解，避免人为歪曲或采用

不端手段制造影响因子。

针对影响因子的缺陷，最为推崇的

是同行评议。毫无疑问，同行评议是科

研评价最基本的方法，但现实中也并非

无懈可击：评议人的价值偏好、学术修

养、学识水平、科学范式乃至人际关系和

利害冲突等不可避免地影响评价结果，

其客观性、公正性大打折扣 [2]；我国学界

当初将SCI论文数和影响因子等作为学

术评价指标的初衷正是针对同行评议存

在各种人际关系影响的不正之风。更值

得注意的是，同行评议一样可能阻碍科

学创新：科学权威压制新发现、贬低新成

果、阻碍科学后起之秀历来不乏典型实

例。事实上，同行评议本身也存在诸多

问题和争论，也在不断探索、改进之中。

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学术评价指

标等同于科研导向。探索未知、追求真

理、创造效益是科技的宗旨和基本导向，

而评价（直接的或间接的）则是对其水

平、影响和效益的某种表征。如果说迷

失了科研的基本导向而致使“影响因子

滥用”“影响因子扭曲”，那么同行评议一

样可能滥用或扭曲。影响因子本身并无

原则性错误；错的是被简单化地滥用，以

及急功近利片面追求。

学术评价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从

逻辑上看，任何评价方法若冠以“绝对”

“唯一”“至上”的头衔而“滥用”都可能导

致谬误。论文数量、引文分析、影响因子

等是现代科学计量学的基本内容。任何

一种评价方法都有其特定的理念、内涵、

目的和效用，都有其相对合理性、针对性

和片面性，更有其特定的规则和适用范

围，而不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更不能

滥用或歪曲。对类型多样、因素复杂的

学术评价，没有单一指标，只有综合指

标；没有最合理的方法，只有更合理的方

法；没有绝对尺度，只有相对尺度；没有

普遍标准，只有特定标准——与其动辄

“叫停”或“取消”某种方法，不如针对现

实问题予以纠偏、修正和规范，恰当地使

用，并综合多种方法互补、对比、印证。

对同行评议，须进一步制定规范化的评

议要点、要则和评价标准，在操作方法方

面应不断创新；而对影响因子，在引文计

量的同时则更应注重引文内容分析，在

同行评审中加强对论文引证内容、引证

价值和引证效用的审查。

毋庸讳言，评价制度不健全、评价体

系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急功近

利、浮躁、浮夸甚至学术腐败之风。学术

评价方法固然有缺陷，有许多课题值得

探究，而一味指责或一概否定却无创见

则于事无补，积极探寻新的更合理的评

价方法更为必要，也更值得鼓励[3]。而最

关键的是有效遏制与学术评价相关的各

种学术不端行为。

参考文献
[1] 李娜.“科学家对影响因子说不”引热议[J].

科技导报, 2013, 31(15): 9.
[2] 黄涛. 科研评价的异化和对策[J] . 科技导

报, 2010, 28(10): 118-119.
[3] 朱大明. 对学术评价体制要批评, 更要创

见[N] . 科学时报, 2012-02-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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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与陆埮埮院士交往二三事院士交往二三事

·科学人物·

文//苏青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科技导报

社，社长/副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我和陆埮院士从没见过面，但由于

《科技导报》工作的缘故，曾多次和他打

交道，保持邮件通信近十年。他的学识

和人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

我终身难以忘怀。

第一次和陆院士打交道是 2005年

底。这一年是“世界物理年”，也是爱因

斯坦关于狭义相对论在内的5篇不朽论

文发表100周年，《科技导报》为此约了一

组理论物理研究论文，准备以“世界物理

年专稿”刊载在当年最后一期；同期《科

技导报》还创设了“诺贝尔成果奖介绍专

题”栏目，约请相关专家从专业角度评介

最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

化学奖研究成果。这期《科技导报》“卷

首语”文章如能对世界物理年、爱因斯坦

和诺贝尔奖进行综合评论，将会十分圆

满。我以前曾读过陆埮院士和内蒙古大

学物理学系罗辽复教授合著的科普图书

《从电子到夸克》，在网上看过陆院士关

于天体物理方面的讲座报道，发现他不

仅知识面非常广，人也很随和。于是，11
月5日，我打电话约请他为这期《科技导

报》撰写“卷首语”文章，希望当月25日前

交稿。这是一篇命题作文，要求在2000
左右的文字里涵盖如此多的内容，难度

之大可以想见。令人感动的是，陆老师

不仅爽快答应了，而且一个星期后就交

了稿。这篇题为“世界物理年与诺贝尔

奖”的文章[1]，文字优美，视野开阔，寓意

深刻，与全刊相关论文紧密呼应。

陆埮院士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研究员，我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长期

致力于粒子物理、伽玛射线暴、脉冲星、

奇异星和宇宙学等领域研究。2007年9
月30日，他给我发来邮件，说他与罗辽复

教授合作写了一篇题为“宇称不守恒发

现半个世纪的回顾”文章[2]，打算向《科技

导报》投稿。该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宇称

不守恒相关问题给出了物理诠释，评论

了作为天体和宇宙演化的调控者及地球

上生命起源的可能触发者——弱作用，

是两位学者专门为纪念宇称不守恒定律

发现50周年而写。陆院士发现，按照《科

技导报》论文编排格式要求，参考文献如

一一列出论文题目，不仅会给作者增添

许多麻烦，还将占据很大篇幅，故建议不

列论文题目。我俩为此进行了讨论，我

强调科技期刊论文参考文献标注有国标

要求，他认为参考文献只需标出刊名、

年、卷、期、起止页即可准确找到文章的

出处，没有必要标论文题目浪费宝贵的

版面。他举例说，《天文学报》、《物理学

进展》、Chinese Journal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以 及 国 际 著 名 的

Nature和 Science等学术期刊，参考文

献都不标注原文题目。他甚至找到了

《科技导报》一组也不在参考文献中标注

原文题目的论文例证。陆院士不仅作风

严谨，而且态度谦恭，“向您请教”“顺便

提个建议”“是不是合适”等谦辞，在讨论

问题的邮件中随处可见，令我这个晚辈

陡生敬意，深感不安。

2009年7月22日，中国长江流域等

地区观测到日全食天象，这是 1814-
2309年间中国境内可观测到的持续时间

最长的一次日全食活动。日食从印度拉

开帷幕，经尼泊尔、不丹、孟加拉、缅甸进

入中国，掠过太平洋后从日本南侧列岛

上空落幕，在地球上可见的全过程长达3
小时25分，掩食带全长15150 km，平均

宽度 230 km，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的

0.71%，成为历史上覆盖人口最多的一次

日全食。8月13日将出版的第15期《科

技导报》为此策划了“日全食专题”。7月

28日，全部论文已落实，唯独“卷首语”还

没着落，我再次发邮件向陆埮院士求助，

希望他就日全食天文学观察的科学意

义，以及如何引导青少年热爱天文学发

表评论，并恳请他争取8月4日交稿。陆

院士当晚就回了信：“这次日全食是百年

难遇的机会，而且地点正好又是在中国，

确实值得集中报道。不过，就内容而言，

我觉得由上海天文台前任台长赵君亮教

授来写更加合适。我的研究领域不在这

方面，赵先生对此比较熟悉，且今年7月

刚在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门讲

这次长江日全食的图书，应是最合适的

人选。”我没跟赵君亮教授打过交道，怕

时间匆忙不能落实，于是赶紧给陆老师

回复邮件希望还是他来帮忙。8月3日，

见没有动静，我又往陆老师家里打电话

催稿，接电话的是他老伴周精玉教授。

周老师告诉我，已经有好几家学术期刊

和大众媒体向陆老师约日全食的稿件，

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不可能有时间给

《科技导报》写稿，让我赶紧想别的办

法。我心里一阵发凉，转念又想陆院士

从不轻易应允写稿，一旦答应可谓一诺

千金，心里又存了一分希望。果不其然，

8月 5日，我接到了陆院士发来的附有

“2009年长江流域观测到的特大日全食”

文章的邮件[3]，不禁欣喜若狂，激动不已。

我一直期盼当面向陆埮院士讨教，

遗憾的是，2014年 12月 3日，陆院士不

幸病逝，享年83岁。由于长期超负荷工

作，陆院士2014年初身体就时感不适；9
月10日，在准备去苏州和常熟作学术报

告的路上，他突然跌倒，导致脑溢血，从

此卧床不起。看到媒体的这些报道，我

心里感到无比的自责，恨自己当初不该

“催命”似地向年逾古稀的陆老约稿。

写完这篇怀念文章已近凌晨，缅怀

故人，睡意全消。拉开窗帘，抬望夜空，

寻找 2012年被命名为“陆埮星”的国际

永久编号第 91023号小行星，恍惚觉得

这位慈祥的老者正在天国和我对视。尽

管我从未和陆埮院士谋过面，但他却像

明亮的星星一样永远闪耀在我的心里。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陆埮. 世界物理年与诺贝尔奖[J]. 科技导

报, 2005, 23(12): 1.
[2] 陆埮, 罗辽复. 宇称不守恒发现半个世纪的

回顾[J]. 科技导报, 2007, 25(21): 63-68.
[3] 陆埮. 2009年长江流域观测到的特大日全

食[J]. 科技导报. 2009, 27 (15): 1.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埮

图片来源：重邮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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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程科学项目申请书书写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程科学项目申请书书写建议（（ⅢⅢ））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特色与创新之处：拟解决科学问题中的

学术特点与学术新颖性

紧紧围绕拟解决的科学问题、特别

是关键科学问题或关键技术问题，在探

讨发生机理、分析方法上（理论、解析或

数值方法）、实验手段或方法、研究内容、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或预期成果等方面

学术上的创新点和先进性。即发现新问

题、提出新概念、采用新方法、设计新实

验、论证新定理、建立新模型、验证新理

论、寻求新规律、解释新现象、得到新结

果等具有探索未知事物、揭示自然规律

的观点和原理。应当注意：

1）创新点要具体、明确，避免把“创

新”扩大化。

2）不要泛泛谈多学科交叉。填补

国、内外空白不能说是创新和特色。

3）不要将非线性科学、系统科学、协

同学、突变理论、采矿学、地质学等学科

交叉视为创新，要聚焦到一点或几点。

4）提出申请人的研究特色和新颖的

学术思想，一般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

题”和“关键技术问题”相呼应。

研究基础

包括申请者及其团队与所选择科学

问题相关的前期研究学术成果、学术声

誉及学术影响等方面的积累和完成拟解

决的科学问题及其研究内容的主客观条

件。注重研究工作的学术积累与申报书

的相关性、典型性与时效性。

申请书的整体要求

1）逻辑上要前后一致。立项依据、

研究内容、科学目标、拟解决关键科学问

题与创新之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技

术路线等）、可行性等，要始终围绕工程

问题所凝练的科学问题特别是拟解决的

科学问题展开，以拟解决的科学问题为

主线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

2）对于研究特殊性或差异化的科学

问题，要在申请书中始终体现与普遍性

问题的差异，突出特殊性。如急倾斜与

缓倾斜矿体、薄煤层与中厚煤层、浅层与

深层矿体、薄基岩与厚基岩、深部与浅部

开采、充水与无水边坡等在分析系统结

构、系统环境及相互作用过程（系统演

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研究内容、科学目

标、拟解决关键科学问题与创新之处、研

究方案（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等方面

始终体现差异性。

3）研究内容强调对拟解决的科学问

题具体做什么，而研究目标强调研究内

容完成后所达到的科学目的，研究方案

强调对研究内容怎么做，技术路线强调

研究内容的顺序、步骤与逻辑关系。研

究内容、科学目标、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

之间密切联系，是对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不同方面的描述，不要混淆。

4）书写格式要科学规范，包括参考

文献引用，西文字母大小写和正斜体，物

理量及单位，数字的使用，公式、表格、化

学表达式等规范书写。

5）语言表述要科学和规范，文字精

炼，避免繁琐，杜绝口语化。采用科学语

言、科学数据，利用科学推理、符合逻

辑。申请书中的标点符号、参考文献、西

文字母大小写和正斜体、物理量及单位、

数字、公式、表格、化学表达式等书写要

规范。尽量少用“我们”“本文”“本项

目”“该项目”“本课题”“本部分”“笔者”

“首先”“接着”“然后”“最后”等口语化用

词；多余的“的”“了”“其”“本”等字应删

除；在一句话后尽量少用括号进行解释。

建议

1）把握科学基金的基本要求，掌握基础

科学的基本概念

一切事物运动都有自然的规律性，

要采用正确的科学路线，提倡以事实为

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由表及里，由浅

入深，由简入繁，由低级到高级，由中间

向两头扩展，寻求这种事物发展变化的

基本规律。同时要有一个开放的学术态

度，注意学科交叉融合，注重学术交流合

作；要学习、掌握系统科学思维方式，掌

握基础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

方法和手段；基础科学研究要追求知其

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即掌握事物发展

（演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寻求基础

研究的规律性。

2）选择适宜的研究领域

在一个或者众多工程领域中，申请

者要运用观察、比较、分析、归纳等科学

方法，将看似没有联系、没有规律的工程

现象，依据工程过程发生的本质，将要研

究工程演化过程中具有共同自然规律的

各种现象凝练、抽象成科学问题。该过

程是对工程问题的深化与升华，并非工

程本身。工程系统有其自身发生、发展

的演化规律，科学基金申请者应注重发

现、掌握这些规律，进而透过工程现象看

本质，提出工程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

么发生？怎样发生? 对应什么科学问

题。因此，申请者要掌握工程形成过程

中的结构、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时的不同

演化阶段，即从孕育到潜伏、潜伏到发

生、发生到暴发、暴发到持续、持续到衰

减、衰减到终止等过程。工程中系统结

构内部元素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

与环境之间不同演化阶段一般具有不同

的科学问题，不同科学问题具有不同的

研究内容、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

方案并相应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

结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在选择

适宜的研究领域的基础上，要有好的“点

子”；要抓住这个好“点子”的主要矛盾或

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

题和关键技术问题，达到什么科学目的、

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并要论证拟解决

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的可行

性、先进性；说明已经具备的主观条件、

客观条件以及需要申请完成这个好“点

子”研究所需要的经费。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力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工程科学一处，处长/研究员。图右为

本文第1作者，图左为本文第2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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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教师
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

从中国高校的发展趋势来看，科研

在高校教师的考核和工作要求中显得越

来越重要，一般来说，科研工作内容主要

包括研究论文、学术著作和科研项目或

科技成果转化的产值。高校教师工作业

绩的好坏大体上可以用科研的指标来考

察，而其教学工作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成为边缘化的东西了，许多人不会过

多去关心教学的好坏。科研在实际工作

中获得主体地位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

面：

1）科研工作的内容考核指标更客观

和公正，而教学的评价较为主观和复

杂。对一个人来说，判断科研成绩如何，

只要简单罗列出发表的论文、著作和完

成的项目就可以，结果显而易见，简单明

了。任何人对这些结果都会有较为明

确的判断。而对高校来说，科研论文的

数量、发表期刊层次的高低、学术著作的

质量和科研项目经费的多少都是一个大

学排名和影响力的重要参数，目前情况

下，无论什么样的人担任校领导，都对这

些指标很重视。但对于教学的评价，主

要指标是教师承担了哪门课程，一学期

授课多少节，讲课水平如何，而讲课水平

如何，很难用硬性指标来衡量。如果非

要把教学作为考核内容，那教材编了几

部，教学论文写了多少，教改项目完成了

几项等都可列为考核范围，看似与评价

“科研”的考核办法相似，然而，不同教师

对教学付出的精力和心思并不同，而讲

课水平高低也缺少认真考察。基于这样

的境况，目前，大学里不少教授都不太愿

意认真去给学生讲课，而更多的现象是

把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工作中。

2）科研的成果属于个人，而教学的

工作属于他人。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科研成果署名是教师个人，不管何时何

地，只要遇上考核、奖励、评职称和升职

等等都可以用得上。而教学工作很难得

到适当的评价，属于集体成果，除非你是

教学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比如获得

国家级的教学奖或头衔，似乎才能得到

一些认可。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获得

这样的奖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

人也很难完成这种蜕变，必须有团队的

支持。此外，精心培养的学生并非短时

间就能成才，即便成才也很难归因于你

的付出；而科研则不同，只要基本条件具

备，许多时候可以一个人拼命努力出成

果，过段时间再与同行合作交流，发表的

论文立刻就能算作自己的成绩。由于上

述种种原因，授课现在被一些大学教师

视为“最不划算”的工作。

但从理论上讲，谁都知道教学和科

研同等重要。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位大学

校长这个问题，他们都会说：教学和科研

都很重要。可是在这样的理论“共识”

下，整个社会和大学群体实际上并没有

去实践这样的“共识”，时间长了，很多人

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都逐渐认为科研

才是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工作，从目前的

形势来看，怀有此想法的人在高校里都

能“如鱼得水”。

这就如同一个国家的未来靠的是教

育一样，所有人都懂这个道理但实践

起来又有种种问题。一个国家的科研水

平，本质上是靠培养人才来完成的。科

研的体制和人类社会以及生物界的发展

遵从同一条规律，任何体系的进步都是

靠群体的筛选和淘汰机制完成的，而淘

汰和筛选的前提是必须培养和维持足够

的样本，只有维持足够的个体成长才能

实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现在社会上很

多人都说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每年支出

巨额研究经费，批准那么多科研项目，只

有极少数人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整体水

平依然不高。牛顿、爱因斯坦甚至创造

中国四大发明的人都没有获得过项目经

费，不是照样取得瞩目成就。所以搞科

研的人太多，花的钱也太多，应该把钱只

投给那些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其他的人

都不给或少给，这样也能避免浪费，还能

提高投入产出率。此想法当然失之偏

颇，因为事物的发展并非如此，哪个人或

哪个研究方向会涌现大的突破，谁也无

法事先预知。因此无法断定科研经费要

投向哪里才能最节省资源。整个科研群

体的发展必须要经过“大浪淘沙”式的继

承和发展，才能孕育出重大的科研成

果。如果仅仅选出几个天才式的人物去

搞几个某些人认为重要的方向，那可能

最后的结果是更差。所以在科研发展的

过程中，培

养大量更优

秀的后继人

才，让他们

继续投入科

研领域是一

个国家科研持续进步中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大学和科研机构只重视科研而

忽视教学和人才培养，那么对一个专家

和学者而言，他可以成长为世界级的大

师，可以在某个方向领导世界潮流，但他

的学术生涯结束后，该方向便不再领先，

不再继续前进。这就是没有重视人才培

养显而易见的弊端，而此弊端却在只重

视科研而轻视教学的中国不断出现，并

且还将继续出现。对于大学而言，不能

持续培养出好的后备人才而只用科研经

费堆出几个学术“大腕”的做法，不是其

应该发展的方向，而现在，我们的高校却

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些挣扎在高

校科研机构的大学教师很无奈：我只是

一个教师，能管那么多吗，我只能管自己

做科研，不想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操心

我的教学和学生培养。这就是中国高校

目前最现实的科研生态环境。

———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

张林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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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年，法国数学家达朗贝尔（Jean d'Alembert，1717—
1783）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
主编的《百科全书》撰写绪论[1]，提出了按照人类思维方式为

知识分类的方法。这里所指的思维方式，是回忆、推理和想

象。达朗贝尔将知识分为历史、科学和艺术，它们分别对应

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创造未来。

2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并未更多注意达朗贝尔的见解。

其实，它可以看作探究科学与艺术关系的一条线索。

1 科学家交替运用两种思维

科学整体离哲学很近，需要哲学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意

义的上位思考；科学家个体则距艺术不远，需要丰富的想象

力，以飘逸空灵的思维方式产生多种多样的理论构想与解决

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

人类探索自然的实践走上正确的道路，归因 2次哲学指

引的转折。一次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2]，探索者开始与神话分

手。以古希腊思想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 625—公元前

547）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认为，宇宙是与神无关的客体，人

类通过理性探索，可以理解它们。这是一次认识论意义上的

飞跃，真正的科学探索活动由此诞生。另一次发生在公元

16—17 世纪，以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

础”这一哲学论断，化为可以操作的科学方法，建立了近代科

学传统。从此，人类开始用实验编织围捕自然奥秘的大网，

努力使自然科学成为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的人类知识体系[3]。

然而，近代科学传统在哲学上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这

一传统要求“人们通过归纳实验与观测事实，发现普遍规

律”，人类有限的条件与能力，不可能积累足够的事实，难

以通过逻辑与实证发现自然的普遍规律。难怪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屡次感慨：“逻辑与推理不可能

帮助我们发现任何新的事物。”科学家开始采用一种变通的

办法，根据有限的事实作出假设，构建想象中的理论模型，再

通过实验检验，对模型给予确认、修证或否定。实验提供的

事实是确定的知识，理论模型是想象的产物，可以在多种可

探究艺术在科学活动中的价值探究艺术在科学活动中的价值
张开逊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北京 100120
摘要摘要 艺术与科学是源远流长的人类活动，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但艺术在科学活动中具有重要价值。科学关注

物质世界的规律，关注运用自然规律解决人类实际问题的方法；艺术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关注心灵对美与和谐的向往。这种迥异

的思维方式，可能帮助科学家重新思考那些过于熟悉的事物。科学整体离哲学很近，科学家个人距艺术不远。

关键词关键词 艺术；科学；科学活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N0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01

Explore the value of art in scientific activities
ZHANG Kaixun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for Machinery Industry,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rts and sciences are human activities of long history. Though difference lies in their study objects and way of thinking,
art is of great value in scientific activities. Science is concerned with the law of physical world, through which human coul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On the other hand, art pays attention to human's spiritual needs, longing for beauty and harmony in our heart, and
this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may help scientists to rethink the things which were once so familiar. Science is generally close to
philosophy, likewise the individual scientist is not far from an artist.
KeywordsKeywords arts; sciences; scientific activities

收稿日期：2014-11-21；修回日期：2014-12-18
作者简介：张开逊，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传感技术，电子信箱：labsensor@sina.com
引用格式：张开逊. 探究艺术在科学活动中的价值[J]. 科技导报, 2015, 33(1):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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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6-06；修回日期：2014-09-30
基金项目：《科技导报》博士生创新研究资助计划项目（kjdb2012003）；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22017）；北京师范大学抗性基因资源与分子发育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1204，201307）；北京师范大学细胞增殖与调控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1001）
作者简介：朱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分子细胞遗传与功能基因，电子信箱：zhyzhmz@163.com；梁前进（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分子细胞遗传

与功能基因，电子信箱：Lqj@bnu.edu.cn
引用格式：朱艳, 康璟妍, 王钰, 等. 利用多克隆抗体检测纺锤体蛋白基因 INMAP在肝癌细胞中的表达[J]. 科技导报, 2015, 33(1): 17-21.

利用利用多克隆抗体检测纺锤体蛋白基因多克隆抗体检测纺锤体蛋白基因
INMAPINMAP在在肝癌细胞中的表达肝癌细胞中的表达
朱艳 1,2，康璟妍 1,4，王钰 1，孙乐 3，张海江 3,5，梁前进 1,2

1.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抗性基因资源与分子发育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增殖与调控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3. 京天成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101111
4. 兰州市第四中学，兰州 730050
5.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摘要摘要 为探究纺锤体蛋白 INMAP的功能及其在细胞恶性增殖中发挥的作用，制备 INMAP多克隆抗体。利用0.1 mmol/L IPTG
于16℃诱导His-INMAP融合蛋白进行原核表达，SDS-PAGE及免疫印迹检测蛋白表达。4.0 mol/L尿素处理包涵体获得可溶

性融合蛋白，镍亲和柱分离纯化融合蛋白抗原并检测蛋白浓度及纯度。以所获抗原免疫4只Balb/c小鼠，收集心脏抗血清。以

纯化前、后的原核表达产物作为抗原，检测 INMAP多克隆抗体的特异性。通过免疫印迹分析 INMAP在正常肝细胞系L-02及5
个肝癌细胞系（PLC、HepG2、SUN449、SMMC-7721和BEL-7402）中的表达差异。结果显示，His-INMAP融合蛋白主要以包

涵体形式存在，经 4.0 mol/L尿素处理可获得可溶性目的蛋白，且纯化后的抗原纯度较高（94.1%）。INMAP多克隆抗体能与

INMAP抗原特异结合。INMAP在6种肝细胞中具有多态性，除PLC外，在其他肝癌细胞中其基因表达水平显著下调。本研究制

备的 INMAP多克隆抗体特异性高，为 INMAP基因功能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 INMAP；肝癌细胞；多克隆抗体；包涵体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75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02

Detecting expression of spindle protein gene INMAP in hepatoma
cells by polyclonal antibody

Abstract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INMAP of spindle protein and its role in malignant cell proliferation, an INMAP polyclonal
antibody is prepared. The prokaryotic expression of His-INMAP fusion protein is induced at 16℃ by adding 0.1 mmol/L isopropyl-β-

ZHU Yan1,2, KANG Jingyan1,4, WANG Yu1, SUN Le3, ZHANG Haijiang3,5, LIANG Qianjin1,2

1.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ene Resource and Molecular Development,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Regulation Bi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3. AbMax Bio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1111, China
4. No. 4 High School of Lanzhou City, Lanzhou 730050, China
5. Beijing Health Guard Biotechnology Inc., Beijing 10017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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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裂缝性油藏开发过程中，随着油藏压力下降，岩石骨

架承受的有效应力逐渐增加，岩石发生弹塑性形变导致储层

孔隙结构发生变化，称为油藏应力敏感（又称压敏效应）[1~3]。

目前，许多学者通过岩石应力敏感性实验研究了裂缝性

油藏孔、渗随有效应力变化及应力敏感评价方法和标准[4~7]；

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油藏工程理论推导或油藏数值模拟研究

应力敏感对裂缝性油藏合理注水时机应力敏感对裂缝性油藏合理注水时机
及压力保持的影响及压力保持的影响
郑浩，苏彦春，张迎春，王月杰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天津 300452
摘要摘要 对于具有应力敏感的裂缝性油藏，在开发过程中因地层压力下降导致基质与裂缝体积缩小，渗流能力降低。如何有效抑

制这种油藏特性对开发效果和最终采收率的影响，是制定裂缝性油藏开发策略的关键。本文以渤海某裂缝性油藏为例，对应力

敏感与注水时机及地层压力保持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应力敏感时，裂缝性油藏合理注水

时机为地层压力降至饱和压力时实施注水；在考虑应力敏感时，裂缝性油藏合理注水时机由应力敏感程度决定。当油藏压力降

至饱和压力处渗透率保留率在80%以上时，注水时机为地层压力降至饱和压力时实施注水。否则，必须在原始地层压力实施注

水。同时，裂缝性油藏合理地层压力保持水平应该维持合理注水时机下的地层压力不变，但考虑到后期提液、打井等挖潜措施及

综合调整的实施，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

关键词关键词 应力敏感；裂缝性油藏；注水时机；压力水平；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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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tress sensitivity on reasonable water-flooding time and
pressure level in fractured reservoir
ZHENG Hao, SU Yanchun, ZHANG Yingchun, WANG Yuejie
Bohai Oilfield Research Institute, Tianjin Branch of CNOOC Limited, Tianjin 300452, China
AbstractAbstract For stress- sensitive fractured reservoirs, the decrease of seepage ability is inevitable due to reduction of pore volume
caused by formation pressure drop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How to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influence of it on the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and ultimate recovery is the key to developing fractured reservoi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is paper takes a fractured
reservoir in Bohai Oilfield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tress sensitivity on reasonable water- flooding time and formation
pressure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stress sensitivity, the reasonable water- flooding time was when the
formation pressure dropped to saturation pressure, while with consideration of stress sensitivity, it was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stress sensitivity. When the retention rate of permeability was above 80% at reservoir saturation pressure, the reasonable water-
flooding time was also when the formation pressure dropped to saturation pressure. Otherwise, water-flooding must be carried out at
original reservoir pressure. Meanwhile, the formation pressure for reasonable water-flooding time should be kept constant, or slightly
elevated with consideration of subsequent developing measures and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KeywordsKeywords stress sensitivity; fractured reservoir; water-flooding time; pressure level;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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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郑浩, 苏彦春, 张迎春, 等. 应力敏感对裂缝性油藏合理注水时机及压力保持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1):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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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化东北油气分公司科研项目（G5800-12-ZS-HX053）
作者简介：黄业千，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油气集输与处理，电子信箱：hyq.syky@sinopec.com
引用格式：黄业千, 李玉凤, 谭文捷. 腰西区块CO2驱地面系统优化[J]. 科技导报, 2015, 33(1): 28-32.

腰西区块腰西区块COCO22驱地面系统优化驱地面系统优化
黄业千，李玉凤，谭文捷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CO2驱采出流体的地面集输与处理工艺是实施CO2驱提高采收率技术的重要环节。通过对采出流体及伴生气物性参数

变化、集输系统适应性、联合站已建系统改造和伴生气处理等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腰英台油田腰西区块开展CO2驱先导试验

地面工程的优化改造方案。在已建油田开展CO2驱先导试验，应优先开展现有系统的适应性分析，评价利用现有设施的可行性，

尽量减少工程投资，提高项目整体经济效益。

关键词关键词 CO2驱；采出流体；油水混输；腰西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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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he ground engineering system for CO2 flooding in
Yaoxi block

AbstractAbstract The gather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CO2 flooding produced fluid is a key issu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echnical
feasibility for recovery enhancement by CO2. An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gram for ground engineering for CO2 flooding pilot
test in Yaoxi block of Yaoyintai oilfield has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analysis of properties of the produced fluid and associated gas,
adaptability for the gathering system, existing system improvement and processing for associated gas. This paper suggested that to
minimize engineering investment and improve economic benefit of the project, it is a priority to analyze the adaptability of existing
systems and access the feasibility using existing facilities in CO2 flooding pilot test at existing oilfields.
KeywordsKeywords CO2 flooding; produced fluid; oil-water mixed transfer; Yaoxi block

HUANG Yeqian, LI Yufeng, TAN Wenjie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a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83, China

CO2驱油是将CO2注入油层以其作为驱油剂，利用其减少

驱替阻力、降低原油黏度、促进原油体积膨胀和混相效应等

特性来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技术，具有提高采收率和实现CO2

减排的双重作用[1~7]。CO2驱油最早始于 20世纪 70年代的美

国，现已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目前全球

注 CO2 驱油项目达 135 项，占提高采收率增加产量的

41.28%[8~11]。近年来，中国在胜利、苏北、中原、吉林、长庆、大

庆等油田先后开展了CO2驱油试验，取得了一定效果[12~14]。

腰英台油田位于松辽盆地，是中国石化东北油气分公司

的主力油田。腰英台油田目前已建有联合站1座，采用加热、

三相分离器脱水、大罐沉降的工艺流程。腰西区块位于腰英

台油田西部，建有接转站1座，油井采出流体在接转站进行气

液分离，经加热、加压后输送至联合站进行进一步处理。从

2009年开始，腰英台油田腰西区块利用附近的松南气田所产

CO2开展驱油先导试验。为保证后续生产，避免CO2采出流体

对现有集输与处理设施产生影响 [15]，有必要对CO2驱后采出

流体对现有系统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同

时对CO2驱采出流体的处理方案进行研究，优化、改造现有工

艺及设施。

1 采出流体及伴生气物性参数变化
根据腰英台油田先期开展的先导试验结果发现，实施

CO2注气后，原油密度、黏度降低。产出流体 pH值呈下降趋

势，一般从9降至8左右，见气井pH值呈明显下降趋势，均降

28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352


科技导报 2015，33（1） www.kjdb.org

某油田产出原油为高含蜡油，其原油含蜡量为 32%~
46.4%，凝点为 36~39℃，析蜡点温度为 42~48℃，油藏井底温

度仅为50℃，井口环境温度30℃。原油生产中未采取任何热

力保障措施，因此在原油井筒、集输、外输系统的运行温度均

低于原油的析蜡温度，出现较严重的蜡沉积问题。现场生产

中，油井井筒蜡沉积通过每天1到3次的机械刮蜡解决，频繁

的停井刮蜡严重影响油田的生产效率及安全运行。

受该油田采用气举采油工艺及井场电力负荷等条件限

制，宜采用化学清防蜡方法。研发新型原油流动改进剂

AT-2，延缓油井结蜡周期。AT-2为表面活性剂型流动改进

剂，其主要成分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醋钠盐、烷基酚聚

氧乙烯醚等。本研究通过室内实验模拟油井生产过程中蜡

沉积，通过称量蜡在钢制容器壁上沉积的量来评价AT-2的

防蜡黏壁效果，以验证AT-2应用于该油田防蜡的可行性。

考虑到AT-2乳化原油的防蜡机理，为避免AT-2对原油脱

水的影响，测试了AT-2脱水能力及AT-2对破乳剂脱水能

力的影响。

1 主要清防蜡技术

目前国内外油气田主要的清防蜡技术有热力清蜡、化

学清防蜡、强磁和声波防蜡、管柱电加热及微生物清防蜡技

术等。

原油流动改进剂应用于防蜡的实验原油流动改进剂应用于防蜡的实验
唐志伟，党伟，谭文捷，王莉莉，胡长朝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某油田产高含蜡原油，在采出及集输过程中造成严重蜡沉积，影响油田的正常生产。利用该油田原油样品，进行新型原油

流动改进剂AT-2的防蜡黏壁及协同破乳剂分水实验。结果表明，AT-2在采出液样品含水10%~50%时，具有较好的防蜡黏壁

效果，在含水40%时黏壁量减少率达到最大值75.36%；当采出液中AT-2浓度≤100 mg/L时，原油后续脱水不受影响。实验表

明AT-2可用来解决该油田的蜡沉积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 原油流动改进剂；高含蜡原油；防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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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wax application of crude oil flow improver
TANG Zhiwei, DANG Wei, TAN Wenjie, WANG Lili, HU Changchao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AT-2, a new crude oil flow improver, has been developed targeting the wax deposition problem in an oilfield. Anti-
wax and water separation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AT- 2 had a satisfactory anti-wax effect on the
produced liquid sample with watercut of 10%~50%. When the watercut was 40%, the maximum wax reduction rate was achieved,
reaching 75.36%; meanwhile, the water separation was not affected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AT- 2 was lower than 100 mg/L.
Considering the watercut of the wells having the wax problem is lower than 50%, the application of AT-2 would solve the wax
deposition problem.
KeywordsKeywords crude oil flow improver; waxy oil; anti-w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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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晓乐，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井筒复杂流动与控制，电子信箱：gxl_cqus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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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海底泵举升钻井井筒泥浆性能深水海底泵举升钻井井筒泥浆性能、、
温度和压力场耦合规律温度和压力场耦合规律
郭晓乐，龙芝辉，苏堪华，刘竟成

重庆科技学院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摘要 井筒温度和压力场计算是深水海底泵举升钻井设计的重要内容。综合考虑温压场与泥浆性能，特别是泥浆流变性能的相互

影响，建立深水海底泵举升钻井井筒传热和流动耦合计算模型，并与常规隔水管钻井计算结果进行比对。结果表明：受海水低温

影响，上部井段环空温度小于入口温度，海底泵举升钻井井筒温度小于常规隔水管钻井，需注意低温时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带来的

安全隐患；海水段和地层段压力存在不同的压力梯度，地面泵压小于循环压耗，海底泵举升钻井井筒压力小于常规隔水管钻井；

考虑泥浆密度和泥浆流变性能变化对井筒温度、ECD和泵压均有影响，相对来说，ECD受前者影响较大，而井筒温度场和泵压受

后者影响较大；两者都考虑，泵压计算误差将大大降低。

关键词关键词 深水钻井；海底泵举升；温度场；压力场；泥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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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laws of mud property, flow and heat transfer in borehole
of deepwater subsea mud lift drilling

AbstractAbstract The calculation of wellbor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deepwater subsea mud lift drilling (SMD)
design.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mud property,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model of flow and heat transfer
in the borehole of SM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fected by the low seawater temperature, the upper wellbore annulus temperature was
lower than the mud entrance temperature; the temperature in the borehole of SMD was lower than that of regular deepwater drilling;
the potential safety problems caused by gas hydrate formation need to be watched. The pressure gradients in the borehole we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sea section and underground section. The pump pressure above the ground was lower than the circulating
pressure loss, and the pressure in the borehole of SMD was lower than that in regular drilling. Both mud density and viscosity had
impact on the equivalent circulating density (ECD) and pump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in the borehole, while the former had
relatively large impact on ECD, and the latter had relatively large impact on the pump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When both were
considered, the calculation error of pump pressure would be greatly reduced.
KeywordsKeywords deepwater drilling; subsea mud lift drilling;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mud property

GUO Xiaole, LONG Zhihui, SU Kanhua, LIU Jingcheng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随着石油能源需求的急剧增加，对深水油气资源的勘探

开发日趋重要。为了克服深水导致的地层安全泥浆密度窗口

窄的难题，各石油公司研发了不同的双梯度钻井工艺，其中海

底泵举升钻井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由于深水钻井地层安全

密度窗口窄，井筒压力计算要求更加精确，但海底泵举升钻井

在国内应用较少，对其温压场的研究还不多。

深水钻井中井筒内存在低温（海水段）和高温（地层段）两

个温度场，温度会使泥浆密度和流变性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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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压裂是煤层气开采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增产手

段[1~4]。现场压裂施工的研究中缺乏对地下煤层压裂裂缝可

视化的有效监测手段，基于理想化假设的煤层压裂数值模拟

研究则很难真实地反映煤层压裂裂缝的真实扩展规律 [5~8]。

煤层压裂室内实验可以直接监测裂缝起裂和扩展的过程，也

方便直接观察压裂结果，而煤层拟三轴压裂实验中试样均处

在两个水平主应力相等的应力状态中，与绝大多数煤层气储

层处在两个水平主应力不相等的应力场中的客观事实不

符 [9~14]。真三轴压裂实验能真实反映煤层压裂时所处的三轴

应力环境，而目前有关煤层真三轴压裂实验的文献报道并不

多见。因此，开展煤层真三轴压裂室内实验，对进一步探究

煤层压裂机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煤层真三轴水力压裂实验系统

实验系统主要由MTS伺服压裂液泵注系统、真三轴模拟

压裂实验架、围压系统和辅助装置组成，如图1所示。

煤层气井真三轴压裂实验煤层气井真三轴压裂实验
董光

中国石化华北分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郑州 450006
摘要摘要 为进一步认识煤层气井压裂裂缝起裂和扩展机制，利用真三轴大尺寸水力压裂实验系统，采用取自矿区原煤煤块制作的

试样，通过真三轴压裂实验，研究了不同围压组合条件下煤层压裂裂缝的起裂和扩展特征。研究表明：地应力状态和煤层中发育

的天然裂隙对压裂裂缝的起裂和扩展有着直接影响。小规模天然裂隙的存在使得裂缝扩展压力出现频繁小幅波动，压裂裂缝在

扩展过程中多见路径转向，压裂过程中煤层天然裂隙的大量开启造成压裂液大量滤失直接损耗压裂时的水力载荷，不利于压裂

形成高导流能力的水力裂缝。当三向主应力差较小时，煤层压裂产生的裂缝宏观形态更为复杂，可能会同时产生垂直缝和水平

缝。

关键词关键词 煤层气井；水力压裂；真三轴应力；天然裂隙；裂缝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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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 fracturing experiment of coalbed methane well under
triaxial stress
DONG Gu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que, Huabei Sub-Company, Sinopec Group, Zhengzhou 450006, China
AbstractAbstract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hydraulic fractur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mechanisms of coalbeds, hydraulic fracturing
experiments under triaxial stres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raw coal specimens from a coalmine with a large-size true triaxial hydraulic
fracturing test system. Th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albed hydraulic fracture were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triaxial
stress stat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ress state and coal cleat had a direct effect on hydraulic fractur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The existence of small-scale cleat caused the hydraulic fracture propagation pressure to fluctuate frequently within a
narrow range. The swerve of many fracture propagation paths was observed, and the filtration of fracturing fluid led to loss of
propagation pressure. These problems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high conductivity hydraulic fracture. The coalbed hydraulic
fracture will be more complex with lesser degree of principle stress difference, and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fractures may be both
generated. This experiment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coalbed fracturing mechanisms.
KeywordsKeywords coalbed methane well; hydraulic fracturing; triaxial stress; cleat; fracture propagation

收稿日期：2014-07-01；修回日期：2014-09-24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1ZX05045）。

作者简介：董光，博士，研究方向为油气田开发及储层改造，电子信箱：huabeidg@126.com
引用格式：董光. 煤层气井真三轴压裂实验[J]. 科技导报, 2015, 33(1): 43-46.

43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355


科技导报 2015，33（1）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7-07；修回日期：2014-08-12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3BAA03B02）；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B2014-053）
作者简介：王永龙，讲师，研究方向为矿井瓦斯防治、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等，电子信箱：wwyylong@126.com
引用格式：王永龙，孙玉宁，王振锋，等. 瓦斯抽采钻孔受限空间内钻屑运移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1): 47-51.

瓦斯抽采钻孔受限空间内钻屑运移瓦斯抽采钻孔受限空间内钻屑运移
特征特征
王永龙，孙玉宁，王振锋，宋维宾

河南理工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焦作 454000
摘要摘要 应用气力输送理论，建立钻屑颗粒群孔内悬浮模型，推导钻屑颗粒群启动最小气流速度求解方程，结合案例分析钻屑颗粒

直径、摩擦系数及钻孔倾角对钻屑颗粒群启动速度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施工俯孔时，最小启动风速存在极值θD，θD<θ<0时，伴

随钻孔倾角θ绝对值增大，所需最小启动风速va逐渐增大，在θD～-π/2范围，伴随钻孔倾角绝对值的增大，所需最小启动风速va呈

现小幅度减小趋势；施工仰孔时，存在角度θU，当0<θ<θU时，伴随仰孔倾角逐渐增大，所需最小启动风速逐渐降低，当θ>θU时，钻屑

在自重作用下自行滑落；摩擦系数对最小启动风速的影响规律与钻孔倾角类似，当俯孔倾角θ=-π/2时，不同摩擦系数曲线交于

同一点，表明当θ=-π/2时，最小启动风速与摩擦系数无关。

关键词关键词 瓦斯抽采；钻屑；最小启动风速；钻孔倾角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08

Transpor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rilling cuttings in gas drainage
borehole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pneumatic conveying theory, the suspension model of drilling cutting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minimal start-
up speed of the drilling cuttings was derived, and the influence of diameter of drilling cuttings,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drilling angle
on the start-up speed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downward drilling engineering, there existed a drilling angle θD when the
start-up speed reached its maximum value. When the drilling angle was in the range of θD～0, the start-up speed va increased with
increase of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drilling angle; when the drilling angle was in the range of θD～-π/2, va decreased slightly with
increase of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drilling angle. In upward drilling engineering, there existed a drilling angle θU. When the drilling
angle was in the range of 0~θU, the start-up speed va decreased gradually with increase of the drilling angle; when the drilling angle
θ＞θU, the drilling cuttings will slide under gravity. Similar influence of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on the minimal start-up speed was
obtained. When the drilling angle θ=-π/2, different curves met in one point, indicating that the start-up spee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KeywordsKeywords gas drainage; drilling cuttings; minimal start-up speed; drilling angle

WANG Yonglong, SUN Yuning, WANG Zhenfeng, SONG Weibin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瓦斯在煤体中以游离和吸附两种状态存在，是矿井瓦斯

灾害的根源，瓦斯抽采是保障煤矿安全开采、实现瓦斯综合

利用的前提[1~3]。受煤层地质条件及现有抽采理论技术限制，

目前，井下瓦斯抽采仍然是预防矿井瓦斯事故的主要技术手

段[4]。钻孔施工是井下瓦斯抽采工作最为重要的环节。施工

钻孔是通过流体动力或钻杆本身的排渣动力，将钻头破煤形

成的钻屑排出孔外，根据排渣动力源不同，钻进排渣方式分

为流体排渣和机械排渣两种方式[5]。流体排渣分为水力排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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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控制的局部通风机智能控制基于模糊控制的局部通风机智能控制
系统系统
李文华，李春雷，于宁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阜新 123000
摘要摘要 针对传统矿井局部通风机控制系统存在的缺陷，设计了基于模糊控制理论的局部通风机智能控制系统。引入巷道温度、

瓦斯浓度及巷道等效深度等参数，应用模糊控制理论建立变频器控制电压与现场温度、瓦斯浓度的函数关系，并建立考虑巷道等

效深度影响的变频器控制电压计算方法，利用变频调速技术，实现了对局部通风机通风量的智能控制。实际运行结果显示，该智

能控制系统能够保证掘进巷道的通风安全，可节约36.9%的电力消耗，且可实现局部通风机工作效率的最大化。

关键词关键词 局部通风机；智能控制系统；模糊控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27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09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of local fan based on fuzzy control

AbstractAbstract 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of local fan based on fuzzy control theory was designed in view of the defects of control
system of local fan in conventional mines. The roadway parameters of temperature, gas concentration and the equivalent depth were
introduced,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of voltage of frequency converter and field temperature and gas concentration was established
by fuzzy control theory, and the algorithm of voltage of frequency converter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equivalent depth of roadway was
established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of local fan by frequency control. Practical opera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guarantee the ventilation safety of excavation roadway, save 36.8%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the local
fan.
KeywordsKeywords local f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fuzzy control

LI Wenhua, LI Chunlei, YU Ni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矿井局部通风机功率的选取是以保证最大掘进深度时

瓦斯浓度不超限为前提，由于风机的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

比，而目前普遍的控制方式是风机始终全速运行，通过调节

风门开度或风叶安装角度来调整风量，效率低，尤其在巷道

较短时经常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电能浪费十分严重 [1]。

由于变频调速在通风系统中具有节能作用[2,3]，并考虑到以往

系统忽略现场温度及巷道深度对通风系统的影响，以及通风

系统具有非线性、多耦合、多干扰的性质，难以建立准确的数

学模型，而模糊控制方法能有效避免建模难问题，实现良好

的控制性能[4,5]，因此，本研究引入巷道温度、瓦斯浓度和巷道

等效深度等参数，利用变频调速技术，提出一种基于模糊控

制方法的局部通风机新型智能控制系统，以全面提高局部通

风机系统的控制性能，实现安全与节能的要求。

1 控制系统原理及结构
局部通风机通过变频调速实现既保证通风安全又提高

运行效率的目的。由于采掘工作面的需风量主要与巷道温

度、瓦斯浓度及巷道深度有关，因此控制系统综合考虑这三

种因素确定所需通风量，控制原理如图1所示。

系统运行时，由瓦斯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采集相应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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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地压危险性等级识别的随机森林冲击地压危险性等级识别的随机森林
模型及应用模型及应用
李宝富 1,2，刘永磊 2

1. 河南理工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焦作 454000

2.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哈密 839000

摘要摘要 为快速、准确地预测冲击地压危险性，借鉴随机森林理论，选取影响冲击地压的10项主要因素：煤层、倾角、埋深、构造情

况、倾角变化、煤厚变化、瓦斯浓度、顶板管理、卸压、响煤炮声作为判别因子，建立冲击地压危险性识别的随机森林模型。利用重

庆砚石台矿24组实测数据作为学习样本建立随机森林分类器，在对样本分类的同时，计算预测变量的重要性值GI，发现构造情

况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后是响煤炮声和倾角。利用其他12组现场数据作为预测样本对该模型进行测试，预测结果与实际情

况吻合较好。

关键词关键词 冲击地压；随机森林；变量重要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32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10

Determination of classification of rock burst risk based on random
forest approach and its application

AbstractAbstract Arandom forest (RF) modelfor rock burst identification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RF theory to forecast rock burst
risk rapidly and accurately. Ten indices, ie, coal seam, dip angle, buried depth, structure situation, change of dip angle, change of
coal thickness, gas concentration, roof management, pressure relief and shooting were used as the criterion indices for rock burst
prediction in the proposed model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rock burst impact. Twenty- four typical rock burst instances of a coal
mine were used to createa RF classifier. RF is a combination of tree predictors, and variable importance is measured by Gini
importance (GI) when the forest grows. The GI shows that structure situa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followed by shooting
and dip angle. Another 12 groups of rock burst instances were tested as forecast samples, and the predicted results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actual situation.
KeywordsKeywords rock burst; random forest; variable importance

LI Baofu1,2, LIU Yonglei2
1.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2. Ham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mi 839000, China

冲击地压是矿井开采中发生的一种动力现象，严重威胁

矿井的安全生产。随着矿井开采活动逐渐向深部延深，冲击

地压将越来越严重。据不完全统计，30%以上的国有重点煤

矿发生过冲击地压灾害[1~4]。如何及时准确地判断冲击地压

成因，并对其危险性进行准确快速的预测预报，已成为煤矿

安全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由于冲击地压问题的

复杂性，冲击地压的预测预报至今仍然是采矿工程深部开采

中最困难的研究热点与难题之一。

目前代表性的冲击地压传统预测方法有：经验类比法、

地音与微震系统监测法、钻屑法、流动地音检测法等，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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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PLSPLS的下向进路多参数优化方法的下向进路多参数优化方法
尚雪义 1，李夕兵 1，王泽伟 1，彭康 2

1.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2. 重庆大学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4
摘要摘要 为研究下向进路稳定性与多参数间的关系，提出采用正交数值模拟试验法和偏最小二乘法分析下向进路稳定性影响因

素，并运用安全系数法和可靠度分析优化下向进路多参数，进而开展工业试验。结果表明：1）影响下向进路稳定性因素依次为：

承载层厚度>进路宽度>进路高度>进路侧帮弹模>承载层弹模>充填体泊松比，且前3个因素影响效果显著；2）偏最小二乘法分

析对承载层拉应力的拟合和预测效果良好，误差控制在15%以内；3）可靠度分析优化下向进路多参数较安全系数法更为合理，

可实现下向进路安全高效经济开采。工业试验效果良好，表明偏最小二乘法优化下向进路多参数具有很好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下向进路；正交试验；偏最小二乘；安全系数；可靠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85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11

Multiparameter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downward drift
mining based on PLS

AbstractAbstract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parameters and stability of downward drift, orthogonal simulation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downward drift. Safety coefficient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optimize these parameters. On the basis of that, an industrial test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actors affecting
tensile stress of the loading layer in a descending sequence in terms of significance are thickness of the loading layer, drift width, drift
height, two-sided elastic modulus of the drift, elastic modulus of the loading layer and Poisson ratio of the backfill, and the first three
factors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others. 2) Satisfactory fitness and forecast were obtained through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with
errors controlled within 15% . 3)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the safety coefficient method in optimizing multiple
parameters, which can achieve safer, more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downward drift exploitation. The satisfactory results of industrial test
indicate that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in optimizing multiple parameters for downward drift
mining.
KeywordsKeywords downward drift; orthogonal test; partial least squares; safety coefficient; reliability analysis

SHANG Xueyi1, LI Xibing1, WANG Zewei1, PENG Kang2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Mine Disaster Dynamics and Contr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随着无轨自行设备在地下金属矿山的推广应用，下向进

路胶结充填采矿法以其回收率高、贫化损失小、回采强度大

等显著优势，进入现代化采矿技术之列[1]。下向进路采矿法

成败的关键在于承载层的稳定性[2]，而承载层的稳定性由承

载层厚度、进路宽度、进路高度、充填体泊松比、进路侧帮弹

模和承载层弹模决定[3]，若多参数设计保守则会造成资源浪

费，反之则会存在安全隐患，为此需要建立一种承载层稳定

性综合评价方法，以实现下向进路安全高效经济开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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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罗周全, 陈杰, 谢承煜, 等. 深部采场无底柱深孔后退式开采围岩力学响应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1): 70-74.

深部采场无底柱深孔后退式开采围岩深部采场无底柱深孔后退式开采围岩
力学响应特征力学响应特征
罗周全 1，陈杰 1，2，谢承煜 1，汪伟 1，秦亚光 1，陈轶俊 1

1.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2. 中国人民解放军96317部队，宜春 336000
摘要摘要 运用Surpac和FLAC3D组合建模技术建立深部矿区三维数值分析模型，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模拟反演出深部区域

现存地应力场，采用模型重构方法获取了采场及周边的局部地应力分布规律。研究某采场利用无底柱深孔后退式采矿方法开采

的围岩力学响应特征，结果表明：1）采场围岩的最大拉应力为0.40 MPa，最大水平位移为28.2 mm，出现在采场Y向中轴线附

近南帮位置，最大垂直位移为27.43 mm，出现在Y向中轴线附近顶板位置，采场围岩发生了一定范围的塑性破坏；2）采场Y向

中轴线附近位置顶板位移较大，应加强地压监测；采场东头由于受到爆破积累损伤的影响，在对东头侧向崩矿时，要适当调整孔

网参数；采场南帮临近区域要增加预裂孔、减小单孔装药量及每段起爆药量，防止爆破超挖矿柱，影响整个盘区的稳定。

关键词关键词 力学试验；回归反演；地应力场；模型重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85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12

Characteristics of mechanical response of surrounding rocks in
deep hole pillarless retreating mining at deep stope

AbstractAbstract A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analysis model was developed using the complex geological modeling techniques, Surpac
and FLAC3D. The initial geo-stress field was obtained by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and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in-situ
geo- stress field around the stope was obtained by geometric cross- scale model- building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chanical response of surrounding rocks in deep hole pillarless retreating mining at deep stop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maximum tensile stress of 0.40 MPa and the maximum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28.2 mm were observed
at south side of the stope near the Y-central axis. The maximum vertical stress of surrounding rocks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at
stope roof near the Y-central axis with the maximum value of 27.43 mm. Plastic failure occurred in these corresponding regions. 2)
Field monitoring and security measure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near the Y-central axis. The hole net parameter needs to be adjusted
in eastward lateral caving due to accumulated damage of blasting. In the south side of the stop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presplit
holes and reduce single hole explosive load and the initiation dose of each segment to prevent the overbreak of the pillar to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extent.
KeywordsKeywords mechanics test; regression inversion method; geo-stress field; mode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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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速区钢箱梁桥施工过程抗风高风速区钢箱梁桥施工过程抗风
稳定性分析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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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对大跨度钢箱连续梁桥施工过程最大悬臂状态进行非线性气动稳定性分析。提出基于风荷载非线性及结构几何非线性

的气动稳定性分析理论。以某跨海大桥为工程背景，进行静风效应及风致抖振效应计算，明确钢箱梁最大悬臂状态位移响应均

方根最大值，并以结构一期恒载作用下的位移为初始缺陷，静风力与抖振力作为荷载进行主梁最大悬臂状态非线性气动稳定性

验算。结果表明，随着桥位处风速的增加，主梁悬臂端和跨中水平及竖向位移均呈现非线性增长趋势；结构的位移响应随着风攻

角的正负变化而产生变化，风荷载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主梁刚度较大，在120 m·s-1风速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失稳临界状态，但

悬臂端水平及竖向位移变化幅度较大，为了保证人员安全及合龙顺利进行，提出3种抗风措施。

关键词关键词 桥梁工程；高风速区；气动稳定性；风致抖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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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for wind resistant stability of steel box girder bridg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high wind speed region

AbstractAbstract Nonlinear aerodynamic stability of the maximum cantilever state of long- span continuous steel box bridg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was analyzed. Aerodynamic stability analyses based on wind load nonlinearity and geometry nonlinearity were
proposed. A cross-sea bridge was taken as the subject, and the effects of static wind force and buffeting force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maximum RMS of displacement response in the longest cantilever state was determined. The nonlinear aerodynamic stability analysis
of the maximum cantilever state was carried out taking static wind force and buffeting force as the external load and the displacement
under the dead load as initial de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wind speed,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cantilever end and mid-span of the steel box girder both had a nonlinear increasing trend; the displacement response changed
wi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transformation of wind attack angle, so the influence of wind load should not be ignored. Due to high
stiffness of the steel box girder, the buckling critical state did not appear within the wind speed of 120 m·s-1, but the horizont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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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常用PVCPVC桌面装饰材料燃烧热释放桌面装饰材料燃烧热释放
速率实验速率实验
刘辉 1，王智星 1，李海航 1,2，陈明毅 2，孟娜 2

1. 中国计量学院质量与安全工程学院，杭州 310018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26
摘要摘要 火灾中，各类装饰材料成为助燃物引发更大灾情，其燃烧后释放的有毒烟气也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本实验基于

标准ISO 9705小尺寸热释放速率实验台，利用耗氧原理分别测量厚度为1、2和3 mm的聚氯乙烯（PVC）桌面装饰材料试样的

热释放速率，分析燃烧特性。实验结果显示，边长为30 cm的矩形试样能被2 mL的正庚烷引燃，燃烧的最高温度大于800℃；不

同试样的热释放速率最大值随着厚度的增加而减少，分别为5.82、4.41和2.83 kW/s，但是热释放速率总值呈递增趋势；随着试

样厚度的增加，引燃的时间推迟，即引燃的难度增大；材料燃烧过程中释放大量黑烟和刺鼻的气味。

关键词关键词 PVC；装饰材料；热释放速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93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14

Experimental study on heat release rate of PVC desktop
decoration materials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eat release rate of PVC desktop decoration material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VC desktop decoration materials have beautifying and protecting functions, so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daily
life. However, fire accidents caused by these material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recent years. When a fire accident happens, all
kinds of decoration materials not only are supporters of combustion, but also release toxic gas in the process of combustion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for casualties. Therefore, the heat release rates of PVC decoration materials with thicknesses of 1, 2 and 3 mm were
measured based on the oxygen consumption principle using ISO 9705 standard small size heat release rate test bench.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VC decoration materials can be ignited by 2 mL n-heptane, a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reached more than 800℃.
The maximum heat release rate of different sample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ickness, being 5.82, 4.41 and 2.83 kW/s. The
total heat release rate took on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sample thickness, the ignition time was prolonged, that is, the
materials were more difficult to be ignited. A large amount of black smoke and pungent odors were released in the combustion
process.
KeywordsKeywords PVC; decoration materials; heat releas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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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结构对网络承载能力的影响拓扑结构对网络承载能力的影响
孙磊 1，李荣 2，靳聪 1，陈孝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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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财金学院，杭州 310053
3. 黑龙江科技大学理学院，哈尔滨 150022
摘要摘要 通过建立3种典型的复杂网络模型及对应的输运模型，数值计算并仿真试验拓扑结构指标和网络承载能力的变化。结果

显示：3种网络承载能力的数值计算结果和仿真试验结果基本吻合；核心节点的存在使得无标度网络的节点最大介数值所占比

重高于其他网络，导致网络的承载能力最小；随机网络的节点最大介数值所占比重低于其他网络，导致承载能力最大；随着平均

度的增大，各类型网络承载能力增加明显，但各种拓扑结构指标对承载能力提升的贡献不同。

关键词关键词 复杂网络；承载能力；仿真；拓扑结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N9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15

Influence of network topology on network capacity

AbstractAbstract Three typical complex network models and corresponding traffic routing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to carry out numer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of topological indicators and network capacit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w network capacity is
influenced by network topology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capacity of three different networks were roughly consistent. With existence of the core node, scale- free network had the shortest
average travel path,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betweenness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networks, leading to minimum
capacity of the scale-free network; the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betweenness of nodes in random network was lower than that in other
networks, leading to maximum capacity of the random network. The increase of average degree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network capacity, but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topological indicators was not the same. Understanding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
between network topology and network capacity is beneficial to conducting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concerning dynamic
processes in the network.
KeywordsKeywords complex network; network capacity; simulation; 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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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Watts 等 [1]提出的小世界网络模型与 1999 年

Barabási等[2,3]提出的无标度网络模型，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复

杂网络研究的浪潮。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的拓扑结

构上，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加关注网络上的动力学过程。

复杂网络的结构决定功能。网络上的动力学行为受到

网络拓扑结构的影响 [4,5]。在网络上的相继故障动力学研究

中，Moreno等 [6,7]指出分布较均匀的网络对故障更有承受能

力。Newman等[8]对比了相近平均度的均匀网络和无标度网

络的相继故障，指出均匀网络攻击的鲁棒性好于非均匀网

络。田旭光等[9]从拓扑结构、链路容量优化、路由策略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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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组合核函数基于组合核函数 SVMSVM的说话人识别的说话人识别
方法方法
樊持杰 1，司巧梅 1，徐岩 2，张丹 1，蔡春华 1，于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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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岛科技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青岛 266061
摘要摘要 鉴于应用支持向量机进行说话人识别过度依赖于选择核函数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组合核函数支持向量机（SVM）的说话

人识别方法。对多项式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进行线性加权，构建既具有全局核函数优点又具有局部核函数优点的组合核函数，

并通过多重网格搜索调节权重系数使组合核函数适用于当前数据分布，确定组合核函数SVM的最优参数，实现对说话人的有效

识别。对TIMIT数据集和含噪声数据集的仿真实验显示，基于组合核函数SVM的说话人识别性能明显优于单一的多项式核函

数、径向基核函数和线性核函数。

关键词关键词 说话人识别；支持向量机；组合核函数；多重网格搜索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N912.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16

Speaker recognition method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kernel
functions of SVM

AbstractAbstract In speaker recognition systems, if the original data distribution is unknown, the choice of inappropriate kernel functions
will result in poo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learning performance. Thus a speaker recognition method based on a multi-grid
search of parameters and a combination of kernel function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 the method constructs a hybrid kernel
function by linearly weighted polynomial and RBF kernels. Then it proposes a multi-grid search method to adjust the weights, and
thus the hybrid kernel function can adapt to the current data distribution. Finally, a SVM classifier is trained to obtain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Simulation experiments on TIMIT datasets and noisy datasets show that the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of SVM
classifier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kernel functions is better than that using linear kernels, polynomial kernels, and RBF kernels.
Therefore,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peaker recognition systems.
KeywordsKeywords speaker recogniti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combination of kernel functions; multi-grid search

FAN Chijie1, SI Qiaomei1, XU Yan2, ZHANG Dan1, CAI Chunhua1, YU Xu3

1. School of Engineering,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157012, 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udanjiang University, Mudanjiang 157011, China
3.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说话人识别 [1~3]是近年来的热门

研究领域。所谓说话人识别，就是根据测试语音判断说话人

是训练集合中的哪一位。说话人识别有着广泛的用途，例如

在司法领域，可以根据现场留下的声音判断指证疑犯；对于

家居领域，根据语音识别可以有效地取代密码门和防盗门，

使智能大厦和智能家居变得越来越普及。说话人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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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泊松分布的不可修备件优化基于非泊松分布的不可修备件优化
配置模型配置模型
徐廷学 1，董琪 2，杨继坤 2，王浩伟 2

1.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兵器科学与技术系，烟台 264001
2.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研究生管理大队，烟台 264001
摘要摘要 针对已有备件配置模型的局限性，研究需求服从非泊松分布的不可修备件优化配置模型。通过分析两级库存系统不可

修备件的保障特点，将需求服从泊松分布的假设放宽，建立需求服从非泊松分布的不可修备件满足率通用模型，在此基础上

构建以备件配置费用最小为优化目标，以系统备件配置满足率为约束条件的两级库存系统不可修备件配置优化模型，并通

过遗传算法给出最优配置方案。结合案例的优化及验证结果显示，该优化配置模型适用于正态分布等需求服从非泊松过程的

备件配置问题，其配置方案在保证系统备件配置总费用最低的前提下，使备件满足率达到95.02％，与Opus 10软件的计算结

果一致，表明优化配置模型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关键词 不可修备件；优化配置；非泊松分布；遗传算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114.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1.017

Optimal configuration model of non-repairable spare parts based on
non-Poisson distribution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ptimal configuration model of non- repairable spare parts whose demand obeys non- Poisson
distribution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existing mode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repairable spare parts in two-echelon inventory
system were analyzed, and the assumption of the demand obeying Poisson distribution was relaxed, so that a universal model for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non-repairable spare parts whose demand obeys non-Poisson distribution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
optimal configuration model for non-repairable spare parts in the two-echelon inventor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y setting minimum
configuration cost as the optimization target and satisfaction rate as the constraint.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was solved by Genetic
Algorithm. The optimization and verif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system reached 95.02% with minimum total
cost,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results calculated by Opus 10, demonstrating the fea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KeywordsKeywords non-repairable spare parts; optimal configuration; non-Poisson distribution; Geneti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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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装备供应保障的重要领域之一，备件配置与备件库

存优化随着装备训练不断向实战靠拢，以及战备完好性、可

用性要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合理的备件库存配

置可提高备件供应保障的效率，同时降低配置总费用。备件

按维修性可分为可修备件和不可修备件，不可修备件是指故

障或者损坏后不能用经济可行的手段加以修复的备件，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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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EVD）自 1976年首次

在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暴发以来，已在非洲的

乌干达、刚果、加蓬、苏丹、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南非等地形

成地方性流行[1]。EVD由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EBOV）引

起，可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传播，传染性强，病死率高达

40%~90%。2014年 9月 22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批准实验药物TKM-Ebola用于紧急治疗，但尚无批准上市的

用于预防埃博拉病毒的疫苗[2]。EBOV属于丝状病毒科（Filo⁃

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实验室诊断方法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乔晋娟 1,2，罗俊 1,2，危宏平 1

1.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武汉 43007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埃博拉病毒病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传染病，具有极高的传染性，病死率高达90%，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埃

博拉病毒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病毒之一，目前虽有一个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用于紧急治疗的实验药物

TKM-Ebola，但尚无批准上市的用于预防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建立快速、准确、简便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对及时进行临床诊断救

治、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最终控制其传播流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埃博拉病毒实验室检测方法的原理、应用及进展，介绍病

毒分离、电子显微镜观察、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抗原检测试验、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血清中和试验及其他检测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埃博拉病毒病；埃博拉病毒；实验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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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diagnosis of Ebola virus disease: A review

QIAO Jinjuan1,2, LUO Jun1,2, WEI Hongp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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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Ebola virus disease (EVD) caused by Ebola viruses (EBOV) is an acute hemorrhagic infectious disease. Because of its high
infectivity and high mortality rate（up to 90%）, EBOV is listed a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viruses to human b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lthough US FDA gave it emergency clearance to use an experimental drug TKM-Ebola, there is no Ebola vaccine
available yet. Rapid, accurate, simple and reliable laboratory diagnostic tests are required in suspected cases for timely treatment,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the EVD.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principles, applications and progress
of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EVD, covering virus isolation by cell culture, electron microscopy,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ssay, antigen detection, antibody-capture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nd serum neutralization
test.
KeywordsKeywords Ebola virus disease; Ebola virus; laboratory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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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地震触发了大约 20万处滑坡 [1~5]，这些滑坡

面积约 1160 km2，分布区域面积超过 10万 km2，其中一些滑

坡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汶川地震滑坡受到

了科研人员的广泛关注，并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区

域滑坡分布调查与编录、重点滑坡的详细调查、机制分析、形

变、失稳、运动与堆积模拟、地震滑坡影响因子敏感性分析、

滑坡易发性、危险性与风险评价、震区泥石流研究与滑坡体

力学试验研究等方面[4]。虽然关于汶川地震滑坡的研究深度

远远高于以往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任何一次地震事件，但是对

以往地震事件触发滑坡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可以丰富地震滑

坡研究实例，为后续的地震滑坡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将来

可能的地震事件触发滑坡研究与防灾减灾提供方法、积累历

史地震滑坡资料。笔者对 2008年汶川地震前的中国大陆地

震触发区域滑坡研究进行了总结[6]，本文从单体滑坡的角度

开展汶川地震前的研究综述。

以往关于单体地震滑坡分析与评价的总结研究大多没

20082008年汶川地震前的中国大陆地震年汶川地震前的中国大陆地震
单体滑坡与边坡地震响应单体滑坡与边坡地震响应
许冲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活动构造与火山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要摘要 承接“2008年汶川地震前的中国大陆地震滑坡研究”一文，对2008年汶川地震前的典型单体地震滑坡或边坡地震动响应

开展综述。包括：1）工程地质分析，包括真实地震滑坡分析和地震动条件下边坡分析；2）传统力学计算分析方法，包括New⁃
mark方法与极限平衡方法等；3）有限元分析，包括Geostudio平台与FLAC平台等；4）离散元分析，主要包括UDEC等离散元

程序在地震滑坡领域的应用；5）物理模型试验。

关键词关键词 地震；单体滑坡；数值模拟；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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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quake- triggered individual landslides and slope seismic responses
across mainland China before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XU Chong
Key Laboratory of Active Tectonics and Volcano,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arthquake-triggered individual landslides and slope seismic responses, and is the continuation of

“Earthquake-triggered Landslides across Mainland China Before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Individual landslides or stability
of slopes under seismic forces in cases before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are reviewed in detail using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1) geological analysis of real earthquake- triggered landslides or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under seismic forces; 2) conventional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nalysis, including the Newmark method and ultimate equilibrium method; 3) finite element analyses, such
as GeoStudio and FLAC platforms; 4) discrete element analyses, such as UDEC and other programs applied in the filed of seismic
landslides; and 5) physical models. This review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imilar stud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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