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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依赖于科学直觉与试错的传统材料研究方法，已严重滞后于当今技术快速发展的需求。革新材料研发方法，加速
材料从研究到应用的转化进程，成为各国材料研究的最新发展战略。

2011年6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超过5亿美元的“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而“材料基因组计划”是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之一。“材料基因组计划”是通过高通量的跨尺度材料计算，结合大量可靠的实验数据，用理论模拟去尝试尽可能多的真实或未知材料，
建立其化学组分、晶体和各种物性的数据库，并利用信息学、统计学方法，通过数据挖掘探寻材料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模式，为材料设计
提供更多的信息：1）发展计算工具和方法，减少耗时费力的实验，加快材料设计和筛选进程；2）发展和推广高通量材料实验工具，对候选材
料进行筛选和验证，快速、大量、准确地取得材料计算所需的关键数据；3）发展和完善材料数据库/信息学工具，有效管理材料从发现到应用
全过程数据链；4）改革多年来材料界形成的一家一户式的封闭型工作方式，培育开放、协作的新型合作模式。此项计划的发展目标是整合
新材料研究过程中的团队，使其在新材料研制周期内各个阶段相互协作，加强“官产学研用”相结合，注重实验技术、计算技术和数据库之
间的协作和共享，最终将新材料研发时间缩短一半、成本降低到现有的几分之一，以期加速美国在清洁能源、国家安全、人类健康与福祉及
下一代劳动力培养等方面的进步，加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材料基因组计划”实现通过理论模拟和计算完成先进材料的“按需设计”
和全程数字化制造的终极目标。2014年12月4日，美国白宫网公布了《材料基因组战略规划》，将其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在新的规划
中提出了当前材料科学与工程和材料基因组计划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4大关键挑战：1）材料研发与部署的文化转变；2）实验、计算和理论
的整合；3）数字化数据的访问；4）世界一流的材料人才。该战略计划首次提出了生物材料、催化剂等9个重点材料领域的61个发展方向作
为材料基因组计划重点发展方向。世界其他科技先进国家，如欧盟、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也已经启动了类似的科学计划。

我国在20世纪末已经开始研究提高材料研发效率的先进方法，如高通量组合材料芯片实验技术。目前我国先进材料的研发、产业技
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在国家重大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急需的高端制造业关键材料或部件大部分仍需依赖进口，关键材料自
给率只有约14%。为了加速我国新材料的研发过程，发展国家重要领域急需的关键先进材料，并为我国的新材料产业化体系提供技术和
人才储备，必须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材料科学研究的创新，抓住这次机遇，变革材料传统研究领域的思维方式和研发模式，进一步整
合和完善我国的材料研究和产业化体系，从而实现振兴我国的高端制造业的战略目标。

为应对美国提出的材料基因组研究计划，对我国如何规划、开展实施自己的科学计划提出建议并进行深入的研讨，在中国科学院和中
国工程院的推动下，于2011年12月21—23日在北京召开了S14次香山科学会议。在此前召开的由两院部分院士参加的筹备会上，大家
认为：“材料科学研究成分—结构—性能之间的关系，从新材料的发现、合成、性能优化、制备、应用、回收再利用，既有基础科学，又有工程
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一致同意把那次会议定名为“材料科学系统工程”香山科学会议。

结合我国的国情，材料界的专家学者提出建设发展符合中国材料领域的“材料科学系统工程”，具体包含如下建议：
1）共用平台协同建设。建立几个集理论计算平台、数据库平台和测试平台“三位一体”的“材料科学系统工程中心”，结合国家大科学

工程设施，集中国内材料计算与模拟领域优势力量，通力合作，跟上并引领国际材料领域新一轮发展的浪潮。
2）重点材料示范突破。选择几项国家急需的、战略需要的、国内有良好基础的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作为示范突破，通过与平台建设

相结合，进行演示示范，为更大范围的推广积累经验。
3）产业链条协同创新。成立一个包括政府机构、科学家和产业代表在内的指导协调委员会，全面协调从材料基础研究、软件开发、数

据库建立、测试平台直至产业化的各项工作，以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统筹科学研究和产业化革命的优越性；建议有条件的教育机
构开设相关课程。

鉴证历史，新材料的发现以及材料研发技术的变革往往会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展望未来，发展符合中国材料领
域的“材料科学系统工程”对实现快速、低耗研发新材料和先进技术，对促进建立我国新材料产业体系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发展“材料科学系统工程”需要选择几项国家急需的、战略需要的、国内具有优
良基础的代表性材料作为突破口，建立示范作用，同时为大范围地推广奠定基础。系统的材料科学工
程需要在材料的发现、开发、制造和服役的全过程中，强调理论计算与实验研发紧密结合，实现材料创
新的全程数字化，进行“多学科协同创新”。可以预见，中国材料领域的“材料科学系统工程”的建立，必
将引导中国的先进材料产业在世界上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材料科学系统工程：
建立我国新材料产业体系的关键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顾秉林，吉林德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清华大

学原校长，现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北京市科

协主席。长期致力于材料物理和计算材料科学的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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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材料基因组工程——推动材料创新的引擎

16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先后发生了5
次革命。第6次科技革命有可能是一次

“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将主要发生在
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交叉
结合部，表明材料科学必将成为未来科
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科学一直是物质进步的基础，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都以材料
来命名。而今天，正处于微电子和信息
革命的时代，随着创新的不断发展，新材
料的产生孕育过程也正逐步加速，新一

代的材料革命也许并不遥远。
传统的材料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以试错为特征的传统材料研究方法耗时
费力，极大地制约了材料创新的速度。
例如“爱迪生模式”——爱迪生尝试了
3000 多种材料，才找到合适的灯丝材
料。现有经验来看，新材料从发现到商
业化大概需要18年，这迫使材料科学领
域不断寻找更高效率的方法。

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Hanak
在研究超导材料时就提出了旨在提高实
验通量的组合材料实验概念。20世纪
80年代以来，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科
学的交叉融合，发展了微观-介观-宏观
尺度，包括第一原理计算、分子动力学和
蒙特卡罗模拟、计算热力学/动力学、微结
构演变模拟、跨尺度材料模拟、以及工程
仿真等多种材料和系统的计算方法。而
诞生于 2011年的“材料基因组计划”的
概念，则是指利用现有的材料数据库平
台，根据材料学原理，通过数学计算来预
测要达到某种材料所需要的组成与结
构，然后再通过实验进行合成，并检测是
否符合要求。这就把传统的“产品研发”
过程翻转了过来，即从应用需求出发，倒
推符合相应结构功能的材料。这种把理
论计算、实验和数据库有机结合起来的
方法，可以大大加快材料从发现到研发
直至应用的周期，从目前的10～20年缩

短为5～10年；同时有利于深刻揭示物质
构成、不同元素排列与材料功能之间的
关系，进而实现有目的地设计新材料。

材料创新一直是各种颠覆性技术革
命的核心，新型材料是新型制造业的基
础。目前中国关键材料的对外的依存度
极高。为实现材料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专家建议加快实施“材料基因组计划”，
推进新材料研发由传统的、相对较低效
率的“经验指导实验”转向新型的、相对
高效的“理论预测、实验验证”模式，加速
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为创新驱动战略
提供持续动力。

因此，《科技导报》特别邀请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陈立泉，与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国
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教授汪洪担任本
期客座编委，组织出版“材料基因组计划
专题”，重点总结材料基因组计划的基本
思想及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回顾了多
尺度材料计算方法、高通量材料实验方
法、数据库等3项技术要素，系统介绍了
组合材料芯片技术，并列举出材料基因
组思想在热电材料合成和在镍基高温合
金材料的研发中应用的成功案例。本期
封面图片为用于分立样品组合材料芯片
制备的4元分立掩模示意图。本期封面
由王静毅设计。

（（文文//田恬田恬））

·导 读·

P7 国际合作，互利共赢
国际合作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

文将向读者介绍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粒子物理学和天文学研

究取得的最新成果，同时简要论述国际合作的意义。

P123 像博物学家一样生存
如何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生，是现代人无法回

避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人类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与自

然的关系。我们需要更多的博物学著作唤醒对自然的了解与

亲近。刘华杰的《檀岛花事》便是这样一部充满博物情怀的

著作。

P125 摩尔定律已经接近物理极限了吗
1965年4月19日，摩尔预言：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

管和电阻数量将每年增加一倍，当时的人们包括摩尔自己都

不认为这是科学上的定律。后来，摩尔定律又得以修正。半

个世纪以来，半导体芯片业的发展基本符合摩尔定律，但随着

晶体管电路逐渐接近性能极限，这一定律是否将要走到尽

头？本文对此做了阐述。

P13 材料基因组——材料研发新模式
介绍了材料基因组计划的主要内容、技术内涵、科学本质、国内

外最新动向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并根据中国的实际需求与未来发展，

对实施中国版材料基因组计划的发展战略、技术路线、政策措施等提

出建议。

P31 材料的高通量制备与表征技术
回顾了材料高通量实验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代表性的高通量制

备与表征技术，以及一些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新思路和技术，例如基

于同步辐射、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发展新一代材料高通量实验

技术、原位统计映射表征技术等。阐述了高通量实验在材料基因组

技术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了高通量实验的应用局限、面临的挑战和

发展趋势。

P64 组合材料芯片技术在新材料研发中的应用
结合组合材料芯片技术涉及微电子材料、磁性材料、光电材料、

能源材料、介电材料、催化材料、合金材料等15个领域中较为成功的

应用案例，展示了该技术在加速新材料发现、材料和器件性能优化、

基础物理研究中的突出作用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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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0505--0101至至20152015--0505--1515））

1 我国研制成功大中型无人机发动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6日，随着“轻型航空发动机TD0工程样机”挂载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彩虹3”
无人机试飞成功，我国大中型无人机拥有一颗“中国心”的梦想成为现实，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

的长期技术和市场垄断。“轻型航空发动机TD0工程样机”是一款活塞式汽油发动机，综合性能

达到国外同类型无人机发动机水平。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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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科学家表示尼泊尔强震导致珠峰高度降低2.5 cm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4日消息，非盈利性地球科

学组织UNAVCO学者确认，4月

25日发生在尼泊尔的80年来最

强地震造成珠穆朗玛峰高度下

降约 2.5 cm。其证据来自欧洲

航天局Sentinel-1A卫星4月29
日在珠穆朗玛峰上采集到的数

据。科学家表示：地震引起的印

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移动后造成

了地壳松动。这导致珠峰高度

稍稍下降。
图片来源：资料图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发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5日，财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修订发布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建立项目间接成本

补偿机制是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之一。引入间接成本补偿机

制，将项目资金按照直接费用、间接费用进行了划分。此外，新

修订的办法还扩大了劳务费的开支范围，同时，取消了劳务费比

例限制。

4 科学家发现最古老今鸟型类化石 命名弥曼始今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7日消息，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

单位的科研人员发现了世界

上迄今最古老的红山鸟类弥

曼始今鸟。此发现将今鸟型

类的起源时间向史前推进至

少 500万年。新标本发现于

河北丰宁四岔口盆地的花吉

营组。同位素测年表明花吉营组含鸟化石层距今约 1.3亿年。

新标本代表了今鸟型类已知最古老的化石记录。

图片来源：张宗达绘

5 中美科学家发现人类衰老关键原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日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一项新研究显示，一种叫做“异染

色质”的致密型染色体结构失去稳定，可能是导致人类衰老的关

键原因。这项成果为延缓衰老及防治衰老相关疾病提供了新思

路。当前理论认为，衰老主要源于细胞内不断聚集的DNA损伤，

而新发现是对该理论的补充。研究者提出了“异染色质的结构

失序”是人类干细胞衰老的驱动力这一新理论。

6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首期全球招99名中国学硕士研究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6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中国学硕士研究生项目完成首期招

生，来自全球的99名本科毕业生将于2015年9月入学，学习中

国历史、文化、价值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课程。录取的99名学

生中，中国大陆学生24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等12所高校；其余

75名学生，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46所高校，其中不乏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名校。99 名学生中有

25.26%来自北美洲，24.24%来自欧洲。

7 国务院鼓励体制内科研人员保留身份离岗创业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7日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对于高校、科研院所等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的，经原单位同意，可在3年内

保留人事关系，与原单位其他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

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原单位应当根据专业

技术人员创业的实际情况，与其签订或变更聘用合同，明确权利

义务。

8 SpaceX成功发射Dragon 2宇宙飞船 测试逃生系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7日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日前在佛罗里达

州成功发射Dragon 2宇宙飞船。此次发射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发

射中止实验，验证空中弹射逃生的可能性。在发射期间，飞船会

进行紧急停车，以模拟太空舱出现紧急意外的情况，飞船内唯一

的乘客是一名假人。

9 天河二号完成中微子数值模拟 揭示宇宙演化进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13日消息，由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张同杰张同杰领衔的宇宙

中微子数值模拟团队，日前在“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上完成

了3万亿粒子数的宇宙中微子和暗物质数值模拟，揭示了宇宙大

爆炸1600万年之后至今约137亿年的漫长演化进程。该研究成

果为通过天文观测手段研究宇宙中微子及其质量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门，有望大大缩短人类探索宇宙起源与演化奥秘的时间

进程。

10 我国打破跨国公司在世界钻井、测井顶尖技术上的垄断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3日，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旋转导向系统

Welleader、随钻测井系统Drilog联袂初演，在成功命中位于地下

一两千米的3处油藏靶点后，顺利返回海面。我国就此打破跨国

公司在这一当今世界钻井、测井顶尖技术上的垄断，继美国之后

成为全球第2个同时拥有这2项技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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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前科学的发展历史中，很

多著名科学家几乎都是单枪匹马地从事

科学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

科学高度分工化的今天，想在科学研究

中获得重大的原创性发现，合作尤其是

国际合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些

领域内甚至成为必不可少的因素。

5 月 14 日 ，欧 洲 核 子 研 究 中 心

（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两个

探测器ATLAS和CMS的研究团队联合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发表论文，报告

了迄今为止希格斯玻色子质量最精确的

估计值。虽然研究人员将估计值误差降

低至±0.25%的这项工

作足够出色，但这项研

究引起粒子物理学界

以外的广泛关注，显然

更多地是因为这篇论

文本身。在这篇长度为 33页的论文中，

正文及参考文献只占了 9页，而后面 24
页则用来列出所有作者及工作单位——

共有来自 344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 5154
名作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这篇论文也

因此打破了单篇研究论文作者数量最多

的纪录（5月15日Nature）。

在现代各个科学领域中，实验粒子

物理可以说是国际合作最具代表性的例

子。首先，实验粒子物理研究耗资巨大，

一个国家很难独立支持，需要国际合作

才能解决资金问题。例如美国曾经计划

建造的超级超导对撞机（SSC）就因为费

用太高而被取消，而 CERN有 20个成员

国来分摊建设和运行 LHC的经费。其

次，粒子物理研究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的

实验和计算，即使有超级计算机的帮助，

也仍然要有大量研究人员为之付出努

力。在CERN，就有数千名来自几十个国

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起工作。2008
年，CMS团队发表的论文作者人数就超

过3000人；而2012年ATLAS团队报告希

格斯玻色子的观测结果的论文也有多达

2932位作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信息

科学家 Blaise CroninBlaise Cronin甚至创造出一个新

词汇来描述这种论文作者多达数千人的

现象——“超级作者”（hyperauthorship）。

与此同时，CMS团队和 LHC上的另

一个探测器 LHCb的研究团队于 5月 14
日联合在Nature上发表论文，宣布他们检

测到了中性 B 介子粒子极为罕见的衰

变。自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预测到这种

衰变，物理学家寻找该衰变过程的证据

已经超过了30年。此次新的观测结果证

实了标准模型做出的预测（5月 14日《科

技日报》）。无独有偶，这篇论文的作者

数量也达到了 2700人。这样一来，我们

就不难理解为何在CERN会诞生论文作

者数量最多的记录。如果没有意外的

话，这个记录在未来被打破，也应该会同

样出现在实验粒子物理研究领域。

除了实验粒子物理研究，另一个需

要开展广泛国际合作的领域就是天文学

和空间技术研究。国际空间站就是国际

合作的产物：共有 16个国家和地区组织

参与到国际空间站计划中，其中以美国

和俄罗斯为首，另外还包括欧洲空间局、

日本、加拿大和巴西。到目前为止，已经

有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超过 200名航天员

在国际空间站上从事各项科学研究。虽

然美俄关系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

来逐渐恶化，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罗戈津··德米德米

特里特里··奥列戈维奇奥列戈维奇也曾在社交媒体上调

侃“美国应该用蹦床将宇航员送往国际

空间站”，以凸显美国只能借助于俄罗斯

联盟飞船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现实并回

击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实际上两国

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合作并没有受到影

响。正如俄罗斯航天员Mikhail KornienMikhail Kornien⁃⁃
koko在同美国航天员 Scott KellyScott Kelly合作时所

说：“在太空中，我们之间没有国界”（5月
19日《中国科学报》）。

在我们逐渐揭开宇宙神秘面纱的过

程中，也无时无刻不会看到国际合作的身

影。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的科

学家在5月初宣布他们发现了距离地球超

过 130亿光年的星系——EGS-zs8-1，这

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距离我们最遥远

的星系（5月 5日NASA）。科学家们是综

合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哈

勃太空望远镜和斯皮策太空望远镜以及

位于夏威夷凯克天文台的直径10 m的望

远镜获得的观测数据得出这一结论的。

这项研究的第2作者、耶鲁大学教授PietPiet⁃⁃
er van Dokkumer van Dokkum指出：“每次的精确测量结

果，都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早期宇宙中第

一代星系如何形成做出了贡献。”

不过这一最远的记录很有可能在几

年后就被打破。随着NASA的詹姆斯·韦

伯太空望远镜于 2018年发射升空，我们

将有能力看到宇宙更

加遥远的深处，可以

对宇宙历史的每个阶

段进行研究，从宇宙

大爆炸产生的第一束

光亮到太阳系的形成，再到太阳系的演

化历程。这项研究的合作者、加州大学

圣克鲁兹分校的Garth IllingworthGarth Illingworth就充满

信心地表示：“我们目前的观察表明，未

来使用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时，我们将很

容易对这些遥远星系的距离进行精确的

测量，从而为我们提供更详细的宇宙诞

生初期星系形成图像。”

NASA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空间研

究机构，虽然隶属于美国政府，其雇员中

却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天文学家。除此

之外，以国际空间站为代表，NASA也与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研究机构开展广泛的

合作。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国际合

作，很多地基天文学观测都无法实现，获

得观测数据从而加深对宇宙的认识就更

无从谈起。

中国计划将于2022年左右建成空间

站，同时已经提出建造比 LHC能量更高

的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
计划。这些科学计划在为我国科学的腾

飞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的同时，也将为

我国科学家搭建起更好的国际合作平

台，使我国科学家始终处于国际科学界

的前沿。科学无国界，唯有合作，才能共

赢。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互利共赢互利共赢

在科学高度分工化的今天，想在科学研究中获得重大的原创

性发现，合作尤其是国际合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唯有合作，才

能共赢。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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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教学是“良心工程”。这不难理解，

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3个职责中，最难

体现成果的就是教学。我始终觉得尽管

我的水平不高，但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

职业，就要负起责任来，要努力备好每一

节课、讲好每一堂课。教师只有心里真

正装着学生，学生才会喜欢你、拥戴你。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副院长副院长 刘庆昌刘庆昌

《中国科学报》[2015-04-30]

腐蚀是一种悄悄进行的破坏，由腐

蚀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腐蚀过程是金

属氧化的过程，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

如果按照 3%计算，我国在 2014年的腐

蚀损失约2万亿元，这远远高于由于自然

灾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总和。在各种腐

蚀中，海洋属于腐蚀性最高的环境，而近

几十年来，由于海洋腐蚀所引起的事故

也不断发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侯保荣侯保荣

《中国科学报》[2015-05-04]

科研评价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热点、

难点问题。无论认识上的彷徨，还是实

践中的探索，都充斥着喧嚣。改进科研

评价，首先应有以下共识：科研成果必须

经得起时间检验，科研评价必须过好三

道关——质量关、人情关、功利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校长校长 黄维黄维

《人民日报》[2015-05-04]

基础研究代表着人类探索未知世界

的脚步，扩大人类的疆域，满足人们的好

奇，对人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不可预知

的价值。作为年轻科研人员，我深感我

们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国家对

基础科学持续投入，我国科技力量也处

在由量变到质变的关口，由我国科学家

做出重大科学突破，可以期待。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孟胜孟胜

科学网 [2015-05-10]

我享受科研过程的自由、纯粹、意外

和新奇。来到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4年

多的时间里，一直心存感激。这里科学

研究的氛围非常好，鼓励学科融合交叉，

有良好的协力攻关的历史传统。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营养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营养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周斌周斌

《中国科学报》[2015-05-11]

做国际前沿、热点，站在风口上，是

一种研究风格。免疫学研究美国全球领

先，但我觉得医学上不能完全跟着美国

走，许多美国有的病中国没有，中国有的

美国没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以发

很多文章；把一个问题一直攻下来是比

较“傻”的，我就是这种人。我的想法很

单纯：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免疫学。我们

的免疫学要made in China。
———第三军医大学全军免疫研究所—第三军医大学全军免疫研究所

所长所长 吴玉章吴玉章

《中国科学报》[2015-05-08]

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带来新认识和

新手段，创业和创新还需要冒风险推出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服务。虽然

社会希望进步、欢迎创新，但由于惯性和

风险，往往难以改变，直到有力量迫使它

改变。这个力就是创新驱动合力！每个

人都是时代潮流的一分子，个人正能量

和“价值创造”行为正向汇聚，就能形成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万劲波万劲波

《中国科学报》[2015-05-11]

现在，农药替代物方面的研究是科

技界的一个空白。中国农学界很悲哀，

做植物保护的人只知道用化学农药，改

改配方；做土肥方面的人，就死死地啃着

化肥作研究。很少有人去研究农药的替

代物。

———北京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袁士畴袁士畴

《中国科学报》[2015-05-07]

“职称拥堵”的根源在于所有资源都

朝有“头衔”“身份”的正教授集中。没有

“头衔”和“身份”的讲师就处于学校的最

底层，从而难以获得科研项目、学术资

源，也在办学中没有多少话语权。这和

我国的学生都想报考名校，从而把升学

演变为“名校独木桥”的道理是一样的。

消除“职称拥堵”不是要增加正高职数，

而是应该消除按头衔和身份来评价人才

和配置资源的模式。

————21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熊丙奇

《中国科学报》[2015-05-07]

假如今生有机会做一些喀斯特生态

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为少数民族地

区的扶贫开发工作贡献一份力量是多么

好的一件事情，我心里真的有这种热情

和冲动。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副研究员 白晓永白晓永

《中国科学报》[2015-05-04]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战略，新疆

是丝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与周边国家地

理相近、人文相通，我们希望通过建立丝

绸之路国际医学中心（联盟）传承融会中

西医民族医药学，开创世界医学新丝

路。目前，我们正在筹划出版汉、俄双语

的“李时珍-阿维斯纳”医学杂志，还计划

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建立

新疆医科大学分校，同时欢迎周边国家

学生到新疆医科大学留学，开展学术研

究。

————（（俄罗斯俄罗斯））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

院士院士、、新疆医科大学校长新疆医科大学校长

哈木拉提哈木拉提··吾甫尔吾甫尔

新华网 [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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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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金管理新规引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金管理新规引关注
近日，财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联合修订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
15号，简称《资金管理办法》）。新修订的

《资金管理办法》涵盖范围广、举措力度

大。其制定过程中凝聚着科研资金管理

与使用的哪些思考与经验？相关内容呈

现了怎样的创举及亮点？实施后将如何

影响我国现有科研管理局面？新规的出

台引起科学界广泛关注。

新规亮点解读

新修订的《资金管理办法》中，科研

人员最为关注的重要举措体现在：项目

间接成本补偿机制的建立、扩大劳务费

开支范围并取消比例限制、下放预算调

整权限以及完善结余资金管理等方面。

间接费用设置无疑是此次修订中的

亮点条目之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局

长郑仲文郑仲文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

“新修订的办法明确，实施项目间接成本

补偿机制，将项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

间接费用”。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

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

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包括为项目提供的

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及绩

效支出。间接费用实行超额累退比例法，

以项目直接费用减去设备购置费后的一

定比例确定。而此前，依托单位的管理成

本补偿只占项目经费总额的5%。

“以前没有间接费用，5%的补偿的确

不足以支付依托单位的成本支出，修订

后，间接费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依

托单位的管理成本，使研究工作得到充

分保障。”郑仲文还表示，新修订的管理

办法中，间接费用可用于科研人员的绩

效支出，依托单位可根据项目完成情况

从间接费用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绩效奖励

科研人员。根据项目不同，绩效支出提

取比例可达间接费用的 1/4及以上。“这

是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对科研人员将起

到很好的激励作用，而以前，科研人员是

不能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中获得奖

励的。”

该项措施获得科研人员高度评价。

此前曾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

员、现为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研

究员的王鸿飞王鸿飞告诉《科技导报》，间接费

用的明确设立，以及直接指明其内涵的

行为，是对基金管理方式不断改进的体

现。“以往，科研院所和高校在研究投入

和管理过程中的大量费用无法得到正当

合理的补偿，他们基本上总是在做赔本

买卖。而研究人员要获得有效支持其实

非常困难。”

多数科研人员认为间接费用可改善

当前一些困境。不过，关于其金额，王鸿

飞认为仍有提高的空间，他告诉《科技导

报》，“间接费用所占经费的比例规定得

比较低。相信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还会

根据遇到的问题将其比例不断提高。”

其次，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并取消比

例限制，下放预算调整权亦成为新举措。

“前期调研时，对劳务费设置比例的

意见较大”，郑仲文告诉《科技导报》。此

前，面上项目、重点和重大等项目的劳务

费分别是 15%、10%以内，限制得较严

格。项目资金只有少部分用来支付非在

职人员如研究生、博士后的劳务费。“新

规定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劳务费不再设比

例，并扩大开支范围涵盖了临时聘用人

员及其社会保险，这有利于保障项目的

实施。”

另一方面，预算调整权限的下放也

为自由探索提供了更多自由空间。郑仲

文说，“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有不确

定性，有时需要改变方案和思路，此前资

金使用均需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很难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颇令科研人员

苦恼。今后，在不突破预算总额的前提

下，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

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等费用可调整使用。只要项目负责人根

据需要提出申请，报依托单位审核批准

即可”。

此外，新修订的《资金管理办法》还

增加了绩效管理、信誉承诺、信用等级评

价、信息公开机制和年度收支报告制度

等，严格规范了监督措施，对于结余资金

的处理亦更加完善，这些措施的实施为

财政资金充分使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切

实有效的保障。

资金监管是颇为受关注的议题。“国

家对财政资金有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

包括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等，基金委也有

专门的监管部门。”郑仲文告诉《科技导

报》，“财政部、基金委长期以来都对科研

资金管理高度重视。要管好用好项目资

金，关键还是要依靠科研人员和依托单

位，我们充分信任科研人员和依托单位

会把资金管理好、利用好。”

新规或将改变现有科研管理局面

“新修订的《资金管理办法》，总体上

看是一种比较健全的机制，实际上做到

了有松有紧。这与修订办法的初衷和原

则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要适应基础研究

的科学规律，给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创

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要体现

国家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不断完善资

金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郑仲文向《科技导报》解释，新规定

最突出的核心理念是“特别强调了依托

单位的主体地位和责任，对他们提出了

具体要求。必须倚重依托单位，自然科

学基金才能做得更好。此外，新规定对

项目负责人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资金

的使用是否合法、合理、有效，科研人员

实际上负有直接的责任。”

对此，王鸿飞称，“在过去的基金管

理办法中，科研单位和大学的主体性缺

失，科研主体被不恰当地全部误置于研

究人员身上，中国科研体系中的各种乱

象都与这种误置密切相关。”

王鸿飞也在科学网博客撰文称，新

规在财政上不仅明确了研究单位和大学

在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究活动过程中的

主体地位，还为这种主体地位提供了法

律上和财政预算与操作上的可能，这会

真正开启中国研究与教育体制的变革。

备受关注的新规使项目负责人及依

托单位肩负起重要责任。为尽快打开局

面，使大家明确新规细则，郑仲文表示，

后期将会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宣传培训

工作，以帮助广大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

人更好地理解政策，实施资金管理工

作。此外，在《资金管理办法》实施过程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会积极

关注、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

断地改进和完善项目资金管理，促进基

础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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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5月4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在中国科技会堂会

见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李大西李大西、美国

国家工程院院士邓文中邓文中一行。

尚勇表示，中国科协不仅是中国科技工

作者之家，也是全球华人科技工作者之家。

近年，中国科协陆续实施海智计划、海外人

才离岸创新创业工程等项目，努力为海外华

人科技工作者回国贡献智慧搭建平台，取得

很好效果。李大西对中国科协长期以来给

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5-18]

尚勇会见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代表团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全国百名科技专家

宁夏行科技服务活动启动

5月7日，由中国科协和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百名科技专

家宁夏行”科技服务活动在吴忠市启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科技专家为宁夏农业现

代化发展建言献策。中国科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等出席启动仪式并为

8支科技服务团队授旗。

本次科技服务活动主题为“助力农

业产业化”，来自全国各地养殖、食品、心

理健康、纺织、互联网技术领域的35位专

家以及宁夏各市县的100多名科技人员

组成8支科技服务团，其中7支科技服务

团深入吴忠市所辖县区和工业、科技园

区，以科技帮扶、经验交流、现场指导和

技术讲座等形式，开展集中科技服务 50
场次，举办知名专家专题专项报告8场。

宁夏自治区科协 [2015-05-13]
“女科学家走基层

——江西行”活动举办

4月14—17日，中国科协“女科学家

走基层——江西行”活动在江西省吉安

市举办。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王志珍王志珍，中国科

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会女科技工作

者专门委员会主任程东红程东红，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吴海鹰吴海鹰，江西省政协

副主席、省科协主席李华栋李华栋出席活动。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时代集团

等单位近20名女科学家代表和专家在当

地举办了一系列专题科技讲座、科普报

告等服务实践与考察学习活动。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2015-05-06]

全国学会专家团赴浙江开展

助力工程集中调研对接活动

5月 6—8日，中国科协组织全国学

会专家赴浙江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集

中调研对接活动。来自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国生物工程学

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中国药学会、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造船工程学会、中

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

国内燃机学会共 12个学会的 37名代表

和专家以及学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员

参加调研。本次调研针对浙江开展省级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试点的地市需求，以

绍兴市为重点，兼顾舟山市和永康市。

专家分组深入28家有科技需求的企业进

行有针对性的调研对接，开展专项技术

培训、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5-15]
中国地质学会颁发

“第一届金罗盘奖”

2014年为鼓励青年人扎根基层，在

野外一线建功立业，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国

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科技与国际合作

司、人事司共同发起并设立“中国地质学

会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金罗盘奖”

（以下称“金罗盘奖”）。自2014年度开始

评选，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100人。

近期，经过候选人申报、单位推荐、资

格审查、公示专家评审等环节评选产生了

第一届“金罗盘奖”获得者100名。获奖者

均来自地质勘探野外一线，他们在艰苦的

野外工作条件下，创造了高水平的野外地

质成果，在理论探索和找矿实践中取得了

优异成绩，决心为地质事业繁荣发展继续

做出贡献。 中国地质学会 [2015-05-07]

2015诺贝尔奖获得者

医学峰会召开

5月9—10日，2015诺贝尔奖获得者

医学峰会暨国际肿瘤研究高峰论坛在天

津召开。本届大会由中国抗癌协会、哈

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肿瘤研究中

心、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共

同主办。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位中美

两国院士以及1500余名国内外专家、学

者出席峰会。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

学院院士沈岩沈岩，大会主席、中国抗癌协会

理事长郝希山郝希山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麻省总医院遗传学教授 Jack W.Jack W.
SzostakSzostak，西澳大学临床微生物学教授

Barry J.MarshallBarry J.Marshall，美国麻省总医学院分子

医学教授CraigC.MelloCraigC.Mello，斯坦福大学医学

院分子和细胞生理学教授 Thomas C.Thomas C.
SüdhofSüdhof共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Brian J. DrukerBrian J. Druker，美国科学院院士，南加州

大学人文艺术科学学院院长 Steve A.Steve A.
KayKay，美国莫菲特癌症中心院长Alan F.Alan F.
ListList，以及于金明于金明、詹启敏詹启敏、刘新垣刘新垣3位院士

等作特邀发言。

中国抗癌协会 [2015-05-15]
引力和宇宙学国际学术会议举行

2015年是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

100周年。为纪念这一基础科学的重大

进展，5月4—8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发起并

成功举办了“引力和宇宙学国际学术会议/
第四届伽利略——徐光启国际会议”。该

领域200余位国内外学者参会，50余位知

名科学家作学术报告。会议举行了马塞

尔·格罗斯曼奖颁奖仪式，该奖2015年授

予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和李政道李政道。

本次会议包括引力理论、宇宙学、天

体物理、量子引力、数值广义相对论、引

力波探测、暗物质、暗能量等众多课题。

作大会邀请报告的学者包括：暴胀模型

的提出者之一、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A.A.
StarobinskyStarobinsky，意大利国际天体物理中心

主任、罗马大学教授R.RuffiniR.Ruffini，弦宇宙学

家、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康奈

尔大学教授H.TyeH.Tye，宇宙学家、日本汤川

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M.SasakiM.Sasaki，引力学

家、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A.AshtekarA.Ashtekar，
超弦学家、韩国高等研究所副所长K.LeeK.Lee
等众多知名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201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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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广州成功举办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广州成功举办

5月23—24日，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广州举行。中国

科协年会是我国科技领域高层次、高水平、大规模的盛会，本届

年会由中国科协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创新驱动

先行”。6位世界科学大奖获奖者，100余位两院院士，260多位

港澳台代表，来自12个国家、19个国外的相关科技团体和机构

的31位外国专家以及约4000名国内科技工作者参会。

年会由开幕式暨大会特邀报告会、学术交流活动、科普活

动、咨询服务和广东省党政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专项活动等

5个板块组成。23日，开幕式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约

250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各方面代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

省委书记胡春华胡春华出席。开幕式由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韩启德韩启德致开幕词，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朱小丹致欢迎辞。开幕

式上颁发了第八届周光召基金会科技奖和第十八届中国科协求

是杰出青年奖。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大会特邀报告会，由中国

科协副主席、学术与学会专委会主任李静海李静海主持。全国政协副

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万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林念修，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怀进鹏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卢春卢春

房房分别作了题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改革

释放活力，创新驱动发展》《把握互联网+新趋势，加快制造强国

建设》和《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特点》的大会特邀报告。学术交流

活动共设16个分会场，其中国际分会场4个。每个分会场由在

科研一线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学科发展中的前沿交叉问题，

结合生物技术、机器人及高端装备制造、物联网、新材料以及海

上丝绸之路、新能源汽车、清洁新能源、北斗卫星应用等广东省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科学问题进行交流和研讨，促进学科

融合，推进科技创新。科普活动充分发挥与会专家作用，动员社

会力量和科技工作者，围绕“创新引领未来、创新改变生活、创新

在我身边、创新圆我梦想”的主线，重点开展科学家科普报告校

园行、公众网络科普大赛、公众“科普一日游”等三大系列335项

活动，同时结合“全国科技周、全国防灾减灾日、广东省科技进步

月活动”组织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咨询服务活动是为举办地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年会紧密结合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科技瓶颈问题、制定“十三五”规划的

需要，围绕科学选定的23个专题，从2015年初开始在广东省深

入调研，形成高质量、高水平的调研报告，在广东省党政领导与

院士专家座谈会中，院士专家与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进行

面对面交流，为广东省发展建言献策；同时，就涉及国家发展战

略及全局性问题形成院士专家建议，力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年会专项活动包括国际科学大师论坛、智能社会科技专家论坛、

韩启德主席与大学生见面会、求是杰出青年奖获奖者座谈会、两

岸四地科技合作论坛、科学道德建设论坛、第十三届全国博士生

学术年会、民营高科技企业转型发展高峰论坛、全国院士专家助

粤产业行动计划、女科学家高层论坛、第一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流

会11个活动。

本届年会的特点是“层次高、内容精、效果实”。层次高有两

层含义，一是参会人员层次高，邀请了国内外科技界优秀科学家

和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二是学术内容层次高，年会讨论学术界

同行当下最关心的前沿问题、国际上学术组织争议比较多的问

题、科技界普遍关注的难点焦点问题。内容精是坚持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突出重点、精简规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精简参会人数，与历届年会参会人数多时超过万人相比，本届

年会参会人数控制在4000人左右，注重参会科技工作者的学术

层次而不追求人员数量；二是精简活动数量，历届年会活动项目

多时超过1000项，本届年会活动共364项。效果实也包括两方

面含义，一是年会要让科技工作者满意，通过设计策划，力求让

参会的科技工作者在学术上有收获，在科普上有贡献，在服务政

府和企业上有作为，持续提高年会对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二是

要让举办地满意，紧扣广东省产业发展需要，针对广东省经济社

会发展最迫切、党委政府最关注的瓶颈问题，找专家、找项目、找

方向，在为广东省服务方面取得实效。如，学术交流项目紧紧围

绕广东省最关注的高端装备制造、“机器换人”与智能制造等领

域进行设计，16个分会场主题都符合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要

求，咨询服务所选的23个专题调研题目，都是瞄准广东经济社会

转型的瓶颈制约问题而设计的，力求为产业发展提出路径选择、

提供决策参考等。

李源潮在讲话中指出，创新驱动科技要先行。本届年会广

泛汇聚了学术交流资源，集中发布了我国各学科近年来最新的

研究成果，促进了科技工作者对前沿科技的交流，为科技工作者

的成长和专业发展提供了帮助与服务，进一步激发了科技工作

者投身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对

广州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高质量的政策建议。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王丽娜王丽娜））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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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材料基因组发展及其研究基地建设的思考与探索我国材料基因组发展及其研究基地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张金仓，张文清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上海材料基因组工

程研究院，教授。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作为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6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正式启动强化全球竞争力的“材料基因

组行动计划”（MGI for Global Competitiveness），这对材料科

学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第1次清晰地将“Ma⁃
terials by design”的材料科学之梦展现出来。“材料基因组”思

想的内涵在于理性开展材料研发，突破传统材料科学研究中以

大量经验积累和简单循环试错为特征的“经验寻优”方式，实现

科学化的“系统寻优”，革新材料科学的研究模式，促进材料科学

研究的创新。虽然材料科学界对“材料基因”本身的学术定义尚

存争议，但这种集成的理性研究和MGI本身以其深刻的学术内

涵引起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重视。

2014年6月，奥巴马又起草了“美国材料基因组战略规划”，

进一步强调MGI愿景：“先进材料对经济安全和人类幸福至关重

要，众多工业都广泛应用。面对清洁能源、国家安全和人类健康

的挑战，材料基因组计划使先进材料从发现、研发、生产到应用

的速度至少加倍，成本降为原来的几分之一。”自实施MGI计划

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大学、企业累计投入经费超 10
亿美元，建立MGI协同创新中心逾20个，签订区域性“大学—企

业—研究机构”的协作和资源共享协议近20个。欧洲、日本和

印度等也已在实施各自的MGI计划。材料科学家普遍预期MGI
孕育着材料科学和技术的一次新的革命式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国先进材料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由于诸多原

因，很多关键技术和材料受制于人，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自给率

低，创新体系不完善，综合竞争力不强。而且，我国的材料研究

多以跟踪为主，虽然有不少技术和工艺上的创新，但是原创性欠

缺，系统性不强，融合“计算—测试和表征—开发—优化”的高速

立体材料研发模式尚未形成；融“研发—工程化—产业化”于一

体的系统性体制及相应管理机制也明显缺乏，研发和产业化割

裂；同时，材料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过于强调单纯的“材料”学

科，与材料科学本身固有的多学科性质相违背，与相关的物理等

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存在障碍等等。

在诸多著名专家学者主导下，我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积

极参与了“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的推进。上海地区起步较早，

且有特色。2012年起，“材料基因组工程”论坛与研讨会相继召

开。2014年7月，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统一领衔的“上海大学材

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该研究院以科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并举，充分利用校内高性能计算中心和微结构分析测

试中心的资源，注重国内外科研合作与协同，以智能数据库和知

识库、材料计算和设计、微结构表征和服役失效4个研究平台建

设为基础，聚焦功能材料、能源材料和结构材料等领域，从而实

现材料“计算—表征—数据库”的集成和深度融合，实现“高通量

集成计算—数据库知识库建设—高通量材料制备—高通量表征

—服役与失效”全研究链的材料设计与开发，实现缩短新材料的

研发速度并降低其开发成本。人才培养方面，充分依靠上海大

学伟长学院这一国家试点学院的本科教育平台，坚持物理、数

学、材料、化学等多个交叉学科培养学生，改革人才教育体制；同

时在人才选拔、教师选聘、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突破，提升材料

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服务于材料基因发展对高层次人才培养

的需求。

随后，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组建。它确立了从材料

的原始需求出发，通过材料基因的全研究链创新模式，为上海的

经济转型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服务的发展路径；同时还将为材料

科学研究新模式和“产—学—研”一体化运行管理机制的探索提

供基础，更为面向未来的学科高度融合式的现代材料科学的“教

学—科研—人才”培养提供基地。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

有若干特点。一是实行理事会制度；二是重大科学研究和开发

项目的定位与遴选原则主要是重大应用和重大发现两类，其中，

重大应用项目的具体布局划分为应用牵引项目、技术推动项目

和前瞻性部署项目3个层次；三是实行为会员服务与风投吸纳

机制。与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相比，该研究院强调

材料科学前沿重大发现的探索和技术应用开发；引入“法务和知

识产权”管理平台，主要探索解决利益攸关方在协同创新中知识

产权的有关问题；逐步以协议形式建立网络状资源共享平台，在

研究院内部建立实体性的增量平台，并协同各成员单位资源和

研究资源，建立研究团队，推进研发过程。

无论是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还是上海市材料

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作为以革新和推动新材料研发模式的研究

机构，张统一院士在研究院建立之初就明确坚持“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的研发指导思想，即：既要重视新材料研发中重大科学

发现的基础创新和探索，又要根据材料科学技术应用为导向的

目标特点，面向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对新材料的需求和应用，服务

这一应用需求。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立项建设的首期

中，即确定了以数据库为核心，以2个应用需求项目和4个技术

推动项目为牵引的建设布局，严格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界深度

融合的协同创新研发模式。在应用需求牵引项目执行过程中，

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深度融合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基础平台的

利用、知识产权的作用以及对数据库建设的作用全面体现于研

发过程之中。这一模式将作为研究院建设中材料基因组工程研

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探索的重要方面。

可以看到，中国已经陆续启动了“材料基因组计划”的实施

工作，并努力进行实践探索，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在相关科技计划中已在布局材料基因组研究，深圳和北京

等地也在酝酿筹划材料基因组的推进。在上海建立的材料基因

组工程研究院对于奠定和保持上海作为我国和世界材料科学研

究和教育中心，将我国建成材料科学的“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它

将会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与先进制造业的对接、经济的转型发展、

服务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变革，以满

足我国制造业实现战略转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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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从智能电网到能源互联网：

基本概念与研究框架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新能源、信

息通信网络等列入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被

视为竞争高地。然而，对于能源与互联网如

何结合才能孕育新产业、形成新业态，各界

众说纷纭。浙江大学、文莱科技大学教授文文

福拴福拴，悉尼大学教授兼南方电网公司“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董朝阳董朝阳，中国工程院院士薛薛

禹胜禹胜等电力行业知名专家联合撰文《从智能

电网到能源互联网：基本概念与研究框架》，

针对能源互联网的主要内涵、与智能电网的

区别、气电融合、电气化交通、信息物理建模及安全性等方面提出了

严谨而科学的框架体系，为能源互联网相关技术的深入发展提供了

方向性参考。文章认为，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可再生能源

尤其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共享。电转气技术为解决

电能存储问题提供了极有前景的新思路，电气化交通系统尤其是电

动汽车将成为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式设备的接入是能

源互联网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且必须具有即插即用能力。未来，能

源互联网内可再生能源将占很高比例，对大量可控负荷的协调控制

将尤其重要，大数据分析与云存储技术将是实现非中断性负荷控制

的关键。（网址：www.aeps-info.com）

推荐人：《电力系统自动化》编辑部 杨松迎

《电力系统自动化》[2015-04-29]

三峡库区模拟淹水试验对
物种筛选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

三峡库区消落带形成后面临多个生态学问题，对消落

带进行生态修复的实践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而筛选物

种是生态修复的关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

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樊大勇樊大勇等对重庆忠县4年的水位变化

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实际调水节律与理论调水方案之

间差异巨大，生长季淹水和非生长季淹水、深淹和浅淹胁迫

对植物适应性的影响有明显差异，模拟淹水试验对物种筛

选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未来进行物种筛选时，需重视：非

生长季淹水胁迫下物种适应机制；植物出露后的恢复生长、

扩展和拓殖能力；消落带形成多年后，植物群落调查、实地

种植植物的长期观察。根据消落带

不同区域受水淹胁迫的程度，筛选反

映植物生活史对策的关键功能性状，

并进行植物功能型组划分，以研究消

落带不同区域物种分布、种群和群落

动态、景观格局规律，这对于消落带

生态修复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

今后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系统研究

的一个发展方向。（网址：www.plant-
ecology.com）

推荐人：《植物生态学报》编辑部 谢巍

《植物生态学报》[2015-04-01]
两种高亲和性铁离子渗透酶调控

白念珠菌生长和形态
西南大学农学与

生物科技学院杜浛杜浛和

朱利泉朱利泉等将不同基因

型的菌株分别置于不

同培养基和培养温度

下进行培养，对其生

长速度以及菌丝的生

长状态进行观察。通过分析FTR1、FTR2
基因缺失株在不同培养条件下的生长情

况以及菌丝生长能力，明确高亲和性铁

离子渗透酶在白念珠菌生长和形态发生

中的功能。结果表明FTR1或FTR2单基

因缺失对于白念珠菌的生长没有显著的

影响，但FTR1、FTR2双基因缺失使白念

珠菌在Spider培养基中不能生长，铁离

子的增加能够恢复该双基因缺失株的生

长能力。FTR1、FTR2双基因缺失株在营

养贫瘠的合成培养基上生长速度也较

慢。这说明FTR1与FTR2对白念珠菌在

微量铁元素环境中的生存有着重要的作

用，还参与了白念珠菌对碳源N-乙酰葡

萄糖胺、乙醇和甘油等的利用。此外，

FTR1对白念珠菌菌丝生长起负调控作

用，FTR2对菌丝生长起正调控作用。（网

址：journals.im.ac.cn/acta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5-05-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编辑部 张晓丽

基于光线追迹逐点匹配的航天

时间延迟积分CCD相机机动成像

快速几何校正算法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

理研究所小卫星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杨飞杨飞等基于线阵时间延迟积分

（TDI）电荷耦合器件（CCD）机动成像原

理，分析了灵巧卫星在姿态机动过程中

动态成像的几何畸变问题。由于地球曲

率及姿态机动因素导致像面空间几何映

射形状不断改变，通过光线追迹逐点匹

配算法推导出了机动成

像方式下的空间成像几

何关系数学解析表达

式。利用小卫星姿态控

制系统物理仿真平台对

TDI CCD相机机动成像

快速几何校正算法进行

实验验证，姿态角确定精度与姿态稳定

度优于0.05°、0.005°/s。结果表明，在卫

星最大扫描角为45°时，所设计的算法能

够解决机动成像几何畸变问题，提高成

像质量。（网址：www.opticsjournal.net/
Journals/gxxb.htm）

《光学学报》[2015-05-19]

燃煤电厂烟气冷却器壁上沉积物

分析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系统和烟气

冷却器是实现燃煤电厂节能减排的重要

设备，但SCR中的氨逃逸现象对烟气冷

却器的影响研究鲜有报道。西安交通大

学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马马

海东海东等对某电厂SCR设备后的烟气冷却

器表面出现的沉积物进行 XRD、XRF、
SEM和EDS等分析。结果表明：沉积物

的白色结晶物主要为氟硼酸铵及其反应

中间产物（氟化铵、硼酸以及氟硅酸铵），

形成该结晶层的主要

原因为煤中富集的氟、

硼元素和 SCR逃逸氨

的耦合反应。该沉积

物的厚度不会无限增

加，但仍会影响烟气冷

却器的正常运行。（网

址：www.hgxb.com.cn）
《化工学报》[2015-05-05]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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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种RNA或可治疗血友病

血友病是由于某些突变导致凝血蛋白因子VIII或 IX的缺乏，从而使得身体无法止血。但是，那些能够

让抗凝血蛋白失效的变异能够抵消与凝血蛋白因子缺乏相关的突变带来的影响。Akin AkincAkin Akinc等研究人员

设计出名为ALN-AT3的干预治疗RNA并将其作用于抗凝血蛋白中的抗凝血酶，它能够抑制凝血酶这种重

要的凝血蛋白。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的Nature Medicine上。

通过ALN-AT3的治疗，17只由基因突变而导致凝血蛋白因子VIII缺乏的小鼠体内的血液凝结现象有

所增加；而长窑尾猕猴在注射了针对凝血蛋白因子VIII的抗体后，体内凝血酶数量也有所上升。这项发现

揭示了在抗凝血因子VIII抗体存在的情况下ALN-AT3的有效性，意味着ALN-AT3将对产生此类抗体的病

人带来好处，而ALN-AT3也将对因子替换疗法产生抗性。（网址：www.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05-15]

实验证实纯铁的理论剪切强度
金属的理论强度

是指其晶体点阵失稳

前所能承受的最大应

力。金属材料的实际

强度大大低于理论强

度，主要原因在于实

际材料中存在大量缺

陷，可使材料通过局部滑移等方式发生

塑性变形，所需外力显著降低。微纳尺

度金属样品的强度会随样品尺寸的减小

而提高，即便如此，目前所测的强度值也

低于理论强度。尽管纳米压入实验能够

测到接近或超过理论强度的应力，但由

于纳米压入的应力条件复杂，结论存在

争议。西安交通大学单智伟单智伟研究团队通

过实验测定了纯铁的剪切强度，和纯铁

理论强度一致。研究成果发表于4月17
日Advanced Materials上。

研究人员利用球形样品进行实验，

发现它可有效防止常规方形或圆柱状样

品接触面因常见的非完美接触而产生的

应力集中问题，从而能有效避免小尺度

样品因局部变形而导致的过早屈服。此

外，在压应力作用下，球形样品的最大应

力位于样品内部而非表面，可有效抑制

由于样品表面缺陷成核而导致的塑性屈

服。当纳米铁球的尺寸小于特定临界尺

寸时，其最大压缩接触强度会达到一个

应力平台，对应的屈服剪切应力与理论

计算的纯铁理想剪切强度一致。（网址：o⁃
nlinelibrary.wiley.com）

《中国科学报》[2015-05-12]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研

究人员发现，人类活动会影响草原地块

的生产力，其中降低的生物多样性会削

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研究成果发表于

4月17日Science上。

研究人员在英

国东伯特利附近的

锡达河生态系统科

学保护区的实验草

块中，通过观测收集

了 28年的植物生长

数 据 ，包 括 品 种 数

量、生态系统稳定性

和暴露于变化中的氮、二氧化碳、火灾、

放牧和水的状况。他们发现，任何环境

变化的动因都会导致植物多样性减少，

进而随着时间降低植物生物量的稳定。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人类想继续从生态

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好处，就应该

格外珍惜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网址：

www.sciencemag.org）
《科技日报》[2015-05-02]

揭示复苏植物耐旱机理
复苏植物是一类能忍耐严重干旱胁

迫植物的总称，在失去自身 95%的水分

后仍能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维持细胞

活力。它是研究植物耐脱水机制的特殊

模式植物和宝贵的耐旱基因资源植物，但

由于缺乏基础的基因组信息，人们并不了

解复苏植物如何在叶片和根系脱水的情

况下生存下来。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

境生物学研究中心朱健康朱健康、首都师范大学

何奕騉何奕騉与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人员合作，

揭示了重要复苏植物旋蒴苣苔的耐旱机

理。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5日PNAS上。

研究人员通过测序获得了旋蒴苣苔

1.69Gb的基因组草图。基因组分析显

示了该植物进化过程中的两次全基因组

加倍痕迹。该基因组含有49374个蛋白

编码基因，其中29.15%是旋蒴苣苔独有

的基因，20%的基因在转录水平上对干

燥脱水有显著应答。此外还发现，在脱

水过程中保护光合结构以及快速恢复蛋

白合成的能力对旋蒴苣苔复苏具有重要

作用，旋蒴苣苔的复苏能力主要是通过

脱水应答基因的调

控 改 变 演 化 出 来

的。该研究将有助

于以提高植物耐旱

及应激能力为目标

的基因改良工作。

（网 址 ：www.pnas.
org）

《中国科学报》[2015-05-14]

碳硅烯狄拉克锥成因获解

石墨烯具有奇特的电子结构特征，其能带在费米能级处呈现上下对顶的圆锥形，形成狄拉克锥。上海

大学刘轶刘轶等研究人员通过理论计算首次发现，两种新型结构的碳硅烯也具有狄拉克锥特征的电子结构。研

究成果发表于4月16日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上。

研究人员发现的新型碳硅烯的共同结构特点是由C-C和Si-Si原子对混合而成，呈现狄拉克锥电子结

构特征；同时还提出“原子对耦合”机制以及判断狄拉克锥是否形成的定量判据。基于对简单体系的计算，

该判据还被成功用于预测其他二元二维体系是否具有狄拉克锥。新型碳硅烯可以通过改变成分配比和原

子排列等方式对电学性质进行调控，它比石墨烯有更好的工业相容性和性质多样性，为开发未来纳米电子

器件材料提供了更广阔的材料选择。（网址：pubs.acs.org） 《科技日报》[2015-04-20]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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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概览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概览（（II））
临近暑期，2015年英国皇家学会夏

季科学展将如期而至，本年度的展览将

在6月30—7月5日在伦敦举办，将展示

英国的 22个前沿项目，涵盖了医药、材

料、宇宙科学等多个领域。展览项目由

参展的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布置，除平

面图片介绍及知识手册外，还有实物和

模型展示，让观众能更直观地了解相关

科学技术。参观者更可以充分地与这些

前沿项目背后的科学家面对面交流，拉

近普通人与尖端科学的距离。

http://sse.royalsociety.org/2015/

抗击癌症

英国的癌症存活率在过去40年中翻

了一番，但是对于肺癌患者来说前景依

然黯淡。目前英国癌症中心等多家机构

已经加大科研力度来应对这种可怕的疾

病，共同研制出一种测试血液中循环肿

瘤细胞（CTC）的方法，极大地促进了肺

癌的诊断和治疗（图1）。

随着肺癌病程的发展，CTC进入血

液，研究发现肺癌患者的CTC水平与他

们的生存预后相关——CTC水平更低的

患者存活时间更长。这意味着研究人员

可以利用CTC水平追踪肺癌对某种治疗

方法的疗效。这种血液测试比现有方法

更准确，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更小，它可以

帮助医生及时调整患者的治疗方案以获

得更佳的效果。

智能服装

智能服装和可穿戴技术的潜力无

限。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联合其他几个

机构共同展示了他们研发出的稳健的流

程是如何让面料产生类似于金属的导电

性，以及智能服装未来的应用前景。在

智能服装中使用导电纺织品有着相当多

的潜在应用，可穿戴技术能帮助人们导

航自身所处的环境，在寒冷天气用来取

暖，监测心脏疾病患者的心跳等（图2）。

但是，许多导电纺织品在日复一日

的使用压力下会导致功能下降。为了使

智能服装具备实用性，需要用更好的方

式应用电子电路结构，使之不会因为拉

伸、弯曲或反复冲洗而受损，研究人员希

望开发出一种耐磨、耐水洗、不与面料的

耐磨性相互干扰的新型电子电路工艺。

宇宙射线探测

宇宙射线与地球的大气层相互作

用，并产生能量变化，在地球磁场的影响

下产生偏转。伯明翰大学及其合作伙伴

展示了他们探测宇宙射线并揭示其在银

河系中起源的过程。

宇宙射线由带电粒子构成，这些粒

子大部分是质子，从外太空降落到地球

上。粒子在地球的大气层上层与原子核

碰撞，产生更多粒子，横穿20 km2的面积

向下倾泻。最高能量射线必定来自银河

系以外，也许是来源于超大质量的黑

洞。国际研究网络HiSparc（天体物理与

宇宙射线研究高校项目）通过学校建造

并安装于屋顶的宇宙射线探测器收集数

据，正在探索其来源。

操纵原子

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时满足

更多人对飞行的需求，是航空工程学领

域目前最大的挑战。提高效率则需要发

动机能更加耐热，运行更快，但目前最好

的材料已经接近其运行极限。喷气发动

机内部的热气流超过1500℃，旋转涡轮

机叶片上承受的力相当于每一扇叶片上

悬挂了一辆汽车。为发挥出发动机的全

部潜力，需要开发新的材料以承受更高

的温度和压力。

剑桥大学等展示了新型的能够承受

燃气涡轮发动机内极端条件的金属合

金。通过研究金属原子排列是如何影响

金属特性和性能，对原子在金属合金的

位置、尺寸和类型进行工程学操作，可以

从根本上改变材料的特色，从而设计出

适合现代喷气发动机的新材料。

面部表情透露出的事实

人们认为，情感表达是一种普遍现

象。然而，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表明，来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关于情感面部

表情应该怎样看待有着不同的期望，本

次展览展示了复杂的计算机图形是如何

用来帮助人们理解文化内与文化间的情

感交流的（图3）。

通过开发出的一项名为“生成性面

部语法”的技术，用来探索人们对面部表

情、社会特点和心理状态的感知。研究

人员操纵计算机图形人脸改变这些人脸

的面部特征并挪动面部肌肉，询问来自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察看面部肌肉

位置的不同组合，确定哪些组合代表何

种情绪、特质和心理状态，可以发现面部

特征传达信息的文化差异。例如，东亚

人比西方人更倾向于期待眼神表现出情

绪方面的信号。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新方法仅通过血液测试

就可以识别肺癌的病程

图2 纺织技术将让人们更安全、更健康、

更富有活力

图3 计算机图形技术显示人脸

的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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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像博物学家一样生存像博物学家一样生存

刘华杰 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7月第1版，定价：25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李冰芷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是自然

科学研究的传统之一，通过对动物、植

物、矿物、生态系统等做宏观层面的观

察、描述、分类等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

系。进入 20 世纪以来，博物学日渐式

微。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人类

无视自然规律，滥用资源，破坏环境，从

而导致了我们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危

机。如何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

共生，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越来

越多的学者呼吁：人类应该重新审视自

己与自然的关系。我们需要更多的博物

学著作唤醒对自然的了解与亲近。刘华

杰的《檀岛花事》便是这样一部充满博物

情怀的著作。

刘华杰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

要研究自然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

学史等，同时也是一位植物爱好者。

2011年 8月—2012年 7月，刘华杰在夏

威夷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目的

是考察“洛克对夏威夷本土植物的研究

历史”。此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中国科

学技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杨虚杰女士邀

他写一本关于夏威夷之行的书。于是就

有了这本《檀岛花事》。所谓“檀岛”，狭

义上指的是美国檀香山所在的瓦胡岛，

广义上则指夏威夷群岛。夏威夷群岛

“漂浮”于浩瀚的太平洋中间，是有关地

壳变迁、生物演化、民族文化融合的理想

研究之地。

《檀岛花事》分上、中、下三册，拿到

这套书，不由地惊叹于装帧的别致。干

燥后的花与叶就静静地躺在纸浆的封面

下，无声地传递着生命的气息，仿佛告诉

读者曾经的鲜活如今沉淀成静穆，但一

种生命形式的结束不是末尾，而是开

端。书中的纸张、印制、编排等无不独具

特色，很多细节都透露出编者的用心。

目录页的边缘精心绘制了具有夏威夷特

色的铁心木和镰嘴管舌鸟，手绘的植物

书签匠心独运。打开书，大幅的彩图富

有视觉的冲击感，将读者一下子带进夏

威夷色彩斑斓的奇幻世界。

在短短的一年里，刘华杰循着希拉

伯兰特、洛克、圣约翰的足迹，穿灌丛，钻

幽谷，攀尖岭；餐风宿露，草木相伴。“不

为一生一世的拥有，只为今朝短暂的凝

视。”他走访了夏威夷岛、瓦胡岛、毛依岛

和考爱岛等很多地方，对夏威夷的本地

种和外来种植物都进行详细地拍照、记

述，还参观了夏威夷群岛的诸多墓地、纪

念馆、植物园等名胜古迹，在欣赏迷人风

光的同时，也增长了见闻。加之作者知

识广博，书中巧妙穿插了不少名人的趣

闻轶事，如洛克在丽江泸沽湖的考察经

历、贝聿铭的建筑风格、孙中山和梁启超

在檀香山的活动等，各种诗词名言俯拾

皆是。在刘华杰笔下，异国的风土人情

和人文历史与对植物的描述交织为一

体，见证了这个太平洋美丽群岛的独特

风貌。

《檀岛花事》采用了松散的日记体，

围绕访学的经历和对洛克的研究展开，

充满了生活气息。夏威夷群岛如同一个

大的热带植物园，各种植物姹紫嫣红、争

奇斗胜，令人迷醉。刘华杰像鲁滨逊一

样，在这个新天地里徜徉，脚步遍及整个

夏威夷群岛。有的山峰险峻嵯峨，难以

攀爬，他也毫不畏惧。为了寻找半边莲

属本土物种，作者沿着马纳纳山道攀登，

风雨交加，湿滑泥泞，以致摔倒了若干

次，仍不改其乐。在夏威夷大学，他开发

尝试可食的植物，将多香果的叶子作为

香料，试吃大花假虎刺果实，烤发财树种

子，烤面包果，自己种菜，自制擀面杖等

等，可谓妙趣横生。《檀岛花事》之所以动

人，就是因为它不是一部冷冰冰的植物

志，而是一部讲述作者与植物倾心交往

的日记。

尽管结构松散，文笔轻松，但是整部

书又非常严谨。刘华杰对自己遇到的各

种植物都精心拍照，与工具书对照，加以

辨认、整理、分类，不厌其烦。其中既有

对已知植物的梳理，又有对未确定植物

的命名，任务繁重细碎，非常富有开拓

性。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照片看似信手拈

来，实际上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书后还

附有索引，以便查找。

在这部书里，刘华杰从博物学的角

度考察了夏威夷群岛本土植物与外来植

物的关系，认为对此加以区分是非常重

要的事情。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物

种进驻夏威夷，疯狂挤占了本土物种的

生存空间，大量本土物种濒临灭绝。刘

华杰指出：“本土的是最好的、最美的，这

是信念也是事实真理。”他的这一主张对

我国的外来植物引进和本土植物保护具

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最具特点的地方还在于作者的

哲学情怀与思考。这些思考并非冗长的

独白，所占篇幅很少，如珍珠般散落在段

落间。有的是作者开卷后的心得，有的

是一时的所思所想。其中最关键的是他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刘华杰思

考了生态危机背后的文明二律背反，认

为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过程带来了人在

现代社会中焦虑的生存状态，强调“现代

性的规则并不有利于天人系统的持久存

续……是加剧危机，还是减缓危机？这

是重大的选择，人性、伦理在此选择中体

现。像博物学家一样生存，谈何容易，但

它是一种选择。”那么，什么才是博物学

家的生存方式呢？刘华杰夜宿海边，倾

听海浪，人与海仿佛浑然一体。“一个人

的世界不免孤独，但此时此地，我是环境

的一部分，绿树、绿树上的小鸟，微风、微

风中的落叶，辽阔的太平洋，以及这个星

球，也是我的。”他还拍摄下了一位小男

孩与海浪嬉戏，陶醉其中的自然状态。

这些温暖又平静的生活片断正是提醒现

代人可以抛开很多膨胀的欲望，沉静下

来，体会生活的本真，实现人在大地上

“诗意地栖居”，这不就是博物人生的主

旨吗？而这也是现代人走出心灵危机，

摆脱焦虑状态的唯一出路。刘华杰之所

以一直提倡恢复博物学教育，原因正在

于此。

“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

堂”，或许这只是刘华杰的一次小小的探

险之旅，却为我们带来了整个的博物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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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

报告集（第10辑）

白春礼 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1版，定价：46.40元。

这本关于“大师”的书，着眼于20世

纪美国科学界、商界、政界最具影响力的

风云人物，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探究他们

的成才经历，从而为解读美国强盛之源

献上一把新钥匙。童年时光、大学生活、

军旅征程与事业生涯中的一段段如烟往

事，或平和清雅，或炽热狂放，或辛酸坎

坷，生动再现了大师们心智历练的时代

画卷。

本书基于细致的描述与缜密的分析

表明：美国之所以大师辈出，主要在于其

塑造精英的社会机制与文化氛围，尤其

是精神、思想、传统、价值观、信仰与习俗

等“软实力”因素。这一主题为中国的未

来发展提供了适时的启示：教育制度与

社会环境应更加激励人力资本的提升与

个人价值的实现。

万物：创世

[德] Jens Harder 著，王遥路，陈亮 译。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5月第 1版，定

价：188.00元。

《万物：创世》是“漫画宇宙史”三部

曲之开篇。它以宇宙大爆炸“奇点”为起

始，描绘了长达 140亿年的宇宙进化图

卷，直到人类诞生前夕。本书讲述了宇

宙万物创生、各种物理定律和生物进化

史；同时，大胆地运用了人类文明各种经

典符号、绘画为科学作注脚：从傅科摆到

中世纪手绘星图，从古老的玛雅文明符

号到《丁丁历险记》漫画，从北斋笔下的

浮世绘到波提切利的《维纳斯诞生》。本

书是一本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思想

史。在讲述大自然不以人类为转移的进

化过程的同时，引入了不同文明对各种

自然现象的诠释：或天真，或素朴，或是

与现代科学结论有着惊人的重合。本书

不仅仅是一部以科普为己任的世界进化

史，更是一部集人类智识之大成，又挑战

人类智识上限的艺术史。

难以忽视的真相

[美] Al Gore 著，熊瑛，徐彤，刘竞 译。湖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4月第 1版，

定价：42.00元。

这是一本美国前副总统Al Gore为

全球变暖所写的书。在本书中作者站在

“非政治”立场，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展示

了大量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

危害。书中没有教条般的说教和政治性

演讲，只是以幽默而客观的态度列出种

种事实，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文字和图

片都有很强的感染力。本书是为 Al
Gore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著作，因其面

对的读者为更年轻的群体，本书有精美

大气的版式风格和犀利活泼的文风，通

俗易懂，引人深思。

生物标志物手册
[瑞士] Kewal K. Jain 编，胡清源，侯宏卫，

付亚宁 等 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5月第1版，定价：128.00元。

本书是对生物标志物现状的概述。

生物标志物可以指示生理及病理过程以

及对治疗措施的药理反应，是具有可以

被客观测量并评价等特点的指标。生物

标志物不仅是诊断分析发展的基础，也

是确定新药研发靶标的基础。本书的重

要特色是将疾病和生物标志物的分类联

系了起来，可为读者分类已有的生物标

志物和发现未来的生物标志物提供指

导。对于科学家、医生以及从事药物研

发工作的人来说，本书是重要的生物标

志物的信息来源。

无言的宇宙：隐藏在24个数学公式

背后的故事

[美] Dana Mackenzie 著，李永学 译。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5月第 1版，定

价：128.00元。

《无言的宇宙》讲述的是人类历史上

24个美丽而伟大的公式背后的故事，从

基本的 1+1=2到揭示电磁现象的“麦克

斯韦方程”，从著名的 E=mc2到神秘的

“汉密尔顿的四元数方程”，清晰地解释

了每一个方程的含义、谁（如何）发现了

它，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和现实生活中

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些故事既长知识又

有趣，比如：发现世界上最简单的方程，

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世间未曾有过“0”这
个概念，将会怎样；牛顿运动定律是如何

使人类做到这一切的——从建设桥梁到

预测天气；一根劣质雪茄如何改变了量

子力学的进程等。同时，本书也解释了

为什么这些方程诉说着关于宇宙的秘

密。最重要的是它们如何令人惊讶地影

响了人类历史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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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定律已经接近物理极限了吗摩尔定律已经接近物理极限了吗

文//赵斌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图

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4月19日，是“摩尔定律”诞生50周

年纪念日。毋庸置疑，电子和信息技术

已深入我们生活，触摸着我们的衣食住

行乐，其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似乎有源

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着这一进程。

1942年世界第 1台电子计算机问

世，占地 150 m2、重 30 t，装配了数万

只电阻、电容和电子管等元器件，耗电

150 kW。当时人们憧憬着如此多的元器

件和连线可以集成在一小块载体上。

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制造出第1只晶

体管，替代了体大、耗电而且“脆弱”的电

子管，让这种想法成为可能。此后，基于

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构想 相继出现 ，

1958—1959年间发明了锗集成电路和

硅集成电路。自此，集成电路持续引导

着电子革命。1965年，美国人戈登·摩尔

（Gordon Moore）从一个化学家转型成

电子工程师，他注意到从第1块集成电路

产生以来，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大

约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他甚至还

大胆预测，这些组件的缩小速度将持续

至少 10年时间，并于 1965年 4月 19日

正式提出。当时人们只认为这是对芯片

发展速度的总结，甚至摩尔自己都认为

这不是科学上的定律，只是一个机遇而

已。不过，后来数十年的发展却不断印

证了这一观察和推断，使其最终赢得了

“定律”的殊荣，并修正为“集成电路的集

成度每两年翻一番”。

摩尔定律提出3年后，英特尔公司诞

生，摩尔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从

1971年英特尔推出第 1片微处理器至

今，微处理器使用晶体管数量的增长基

本符合摩尔定律。摩尔定律不仅适用于

对存储器芯片的描述，也可精确说明处

理器能力和磁盘驱动器存储容量的发

展。

数十年来，半导体行业中摩尔定律

的持续，主要得益于制造工艺的发展。

1959年美国仙童公司推出平面型晶体

管，3年后推出平面型集成电路，这种平

面型制造工艺就是在研磨平整的硅片上

采用“光刻”技术来形成半导体元器件

的。只要“光刻”精度不断提高，元器件

密度就会相应提高，该工艺被称为“半导

体的工业键”，也是摩尔定律持续的技术

基础。1970年俄罗斯物理学家尼古拉·

巴索夫等开发了准分子激光，可用来腐

蚀硅片上的微电路，继续为这个技术的

发展助力。当然，基础科学的重要作用

也值得重视，如：半导体能带理论的发展

促成了晶体管的诞生。

无独有偶，类似摩尔定律的增长规

律开始逐渐体现在制药、遗传学和医疗

等行业。生物学家已将摩尔定律用于生

命科学研究，将摩尔定律中的晶体管换

成了核苷酸进行计算，结果显示生命最

早出现在 100亿年前，比地球 45亿年的

预测年龄老得多。这一假说支持了生命

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有生源说。

随着晶体管变得越来越小，其弊端

开始显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

就对摩尔定律的前景产生担忧。虽然微

小的晶体管其速度和能源效率持续增

加，但当组件达到约100 μm时，小型化

会产生负面效果和糟糕的性能。英特尔

公司与 IBM公司试图在基础科学中寻找

提高晶体管性能的材料。在凝聚态物理

学家们的帮助下，他们知道了当晶格拉伸

时硅的导电能力可大幅度提高。进入21
世纪，由于应变硅技术的引入，摩尔定律

又得以持续。到目前为止，半导体行业的

发展从未停顿下来，晶体管继续缩小，电

脑芯片也体现出更高的性能。现在最先

进的微处理器晶体管只有10~14 nm，预

计 2023年可以缩小至 4~6 nm。不过，

如今电路中的余热已成为限制因素，将

阻碍摩尔定律中有关“计算机时钟速度

的指数增长”，耗电芯片也制约了其在移

动设备上的应用。摩尔定律是否已经接

近其物理极限呢？

在对摩尔定律前景担忧的同时，也

存在一些乐观态度，不过并非盲目。摩

尔定律目前面临的物理极限是难于制造

出更小的芯片，如果能找到硅的替代品，

那么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基于第三

代半导体材料氮化镓的硅基板技术可以

实现很高的功率密度，进一步缩小设备

的外形尺寸并提高能效。二氧化铪是一

种具有宽带隙和高介电常数的陶瓷材

料，即使厚度只有几个原子也具有绝缘

作用，是最有可能替代目前硅基集成电

路的核心器件，以解决尺寸极限问题。

这些努力可能会带来一代或两代以上更

小晶体管的产生。但之后想进一步提高

性能，则需要全新的物理学支持。世界

各地的实验室都在寻找可大大降低能耗

的方法和材料，其中一个方式是利用原

子集体“拓扑”属性的固有稳定性，这是

古代在传递信息中所采用的结绳编码实

践的现代解读。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正在

尝试最基本的“神经形态”电路架构，这

是来自大脑神经网络可塑性的灵感。

有人认为，摩尔定律也许更像一个

信仰系统，这个信仰牵引着科学技术不

断超越自我，并取得新的突破。诚然，在

物理实验室能完好运转的法则未定适用

于批量生产，今天大多数的努力和尝试

也许最终将一无所获。然而，社会应该

有信心，基础科学的突破将成为维持摩

尔定律与人类进步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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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昌绪先生与中国版师昌绪先生与中国版““材料基因计划材料基因计划””
·科学人物·

文//陈立泉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师昌绪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半年多

了，但我还经常觉得他仍然健在，还是那

样的敦厚蔼然、平易近人。

师先生是我国材料界的泰斗，和很

多同仁一样，我一直得到师先生的大力

支持和谆谆教诲。每当怀念他时，很多

往事历历在目。最先浮现在脑海的就是

师先生对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材

料科学系统工程——中国版的材料基因

计划”的大力支持。

2011年6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

宣布启动“材料基因计划”，它是“先进制

造业伙伴关系”计划中的重要部分。其

目标是通过计算、理论与实验的集成，把

发现、开发、生产和应用先进材料的时间

和成本都降低一半，从而促进美国制造

业的复兴，保持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在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推动

下，79名科学家于 2011年 12月 21—23
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以“材料科学

系统工程（中国版材料基因计划）为主题

的S14特别香山科学会议。按香山会议

的传统，会议由执行主席主持，鉴于这次

会议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史无前例地增设了名誉主席。

筹备会一致推举师先生和徐匡迪院士担

任名誉主席，顾秉林、叶恒强、朱道本、屠

海令和我也有幸被推荐为会议的执行主

席。师先生虽年逾 90，仍把自己作为一

个普通成员，和大家一起全程参会，积极

参与讨论。

经过3天的会议讨论，与会科学家们

达成了共识：建立材料的成分—组织—

性能之间的定量关系是实现材料设计和

生产从传统经验式的“炒菜”法向科学化

方法转变的关键。我国要制定适合当前

实际情况的“材料科学系统工程”，推动

我国材料科学的基础研究。为了加速我

国新材料的研发过程，发展真正有用的

国际领先的新材料，并为我国的新材料

产业化体系提供技术和人才储备，我们

急需抓住这次机遇，整合和完善我国的

材料研究和产业化体系，从而振兴我国

的制造业。并提出共用平台协同建设、

重点材料示范突破和成立指导协调委员

会具体建议。

师先生和大家一起对会议简报一字

一句地推敲，这在我参加的香山会议中

是很少见的。尤其应当提及的是，成立

一个包括政府机构、科学家和产业代表

在内的指导协调委员会的建议是由师先

生提出并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可的。其任

务是全面协调从材料基础研究、软件开

发、数据库建立、测试平台直至产业化工

作，以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统

筹科学研究和产业化革命的优越性。

香山科学会议开得很成功，但是如

何才能把会议的精神付诸实践，是大家

非常关心的。2012年春节前夕，我去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师老拜年时，

向他汇报了我的顾虑，特别谈到我们中

国科学院应该怎么办。他在我带去的一

份“材料科学系统工程”会议简报上作了

如下批示：“希望中国科学院在‘材料科

学系统工程’建设予以足够的重视，从材

料设计到生产应用，从而缩短我国材料

的全过程。师昌绪 2012.1.9”。这不仅

是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议，也是对整个科

技界尤其是对材料界的希望。

与此同时，在师先生任组长的由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设立的“新材

料产业与研发体系建设”重大咨询项目

中，本来只有“结构材料产业与研发体系

建设”和“功能材料产业与研发体系建

设”两个课题组，为了贯彻香山科学会议

的精神，临时增加了“材料基因计划”课

题，让王崇愚院士和我负责组织咨询，足

见师先生对在我国开展材料基因计划的

关心和支持。师先生的实际行动，引起

了中国工程院领导对材料基因工程的更

大重视，2012年12月21日，中国工程院

正式启动了由4个学部联合参与的“材料

科学系统工程发展战略”——中国版材

料基因组计划重大咨询研究项目，师先

生是咨询项目的总顾问，我和其他4位同

志为组长。师先生对咨询工作十分关

心，多次询问进展情况。随后中国科学

院也启动了材料基因咨询项目。两院先

后向国务院提交了咨询报告，建议在我

国尽快启动中国版材料基因计划，引起

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2013年春节前夕，我和同事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师先生拜年时，

师先生很高兴地向我们讲述了不久前给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函内容。在信

中，师先生再次强调“材料基因计划”的

重要性，尤其强调了数据库的建设。他

在信中指出：“新材料的重要性也体现在

2011年 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材

料基因组计划’，奥巴马为了振兴现代制

造业，要求新材料从研究到形成产业的

时间缩短一倍，我国目前也掀起了‘材料

基因组计划’的热潮。我国新材料的研

发应利用现有组织形式：973、863乃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但是要重视‘材料数

据库’的建立，否则材料基因组的实施没

有依据。开发新材料的模式有两种类

型：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聪明

才智创造新材料；另一方面根据新材料

用户提出的要求，研制新材料，真正做到

‘材料先行’，这是我们经常呼吁的一个

‘口号’，但从未做到。”

在信中他又一次建议“设立一个国

家新材料专家指导协调委员会”。成员

包括两部分：“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及热心

产业的科技人员”。委员会任务是：“确

定极需开发的重点材料领域；遴选测试

基地和评审有争议的结果；评价重点材

料产业化结果；组织实施‘材料基因组计

划’；建立数据库。”我们可以看出，师先

生对“材料基因计划”的关心是多么细

致，对材料界的希望是多么殷切！谁也

没想到，两个月后，师先生患肺炎住进北

京医院。我曾多次要求去医院探望并汇

报材料基因计划咨询项目的进展，但都

被有关领导婉拒。真没想到，自此以后

再也见不到师先生了。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我们一定不

辜负师先生的殷切希望，尽快启动中国

版的“材料基因计划”，变革材料研发的

传统模式，实现新材料领域的超常规速

度发展，真正做到“材料先行”，推动我国

制造业的战略转型。

师昌绪先生。本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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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校工作到高校工作，，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每年都有很多博士生、博士后申请到

高校就职。他们一方面热切盼望着加入

单位开始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因面临新

的挑战而忐忑不安。作为一名在高校工

作了近10年的青年教师，我想结合所见

所闻，谈谈到高校任教要注意的问题。

尽快掌握讲授一门专业课程的

能力和技巧

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获取如此容

易，教师要想在45分钟内抓住学生的注

意力很不容易。无论科研做得多好，讲课

对毕业生来讲是新东西，必须循序渐进。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自己：

广泛地阅读专业书籍，丰富理论知识；跟

随老教师特别是授课效果好的教师，听一

门自己将来要讲授的或者与其紧密相关

的课程，耐心地琢磨为什么这堂课要这样

讲，这样讲有什么优缺点；提前准备自己

的课件和素材，认真练习板书。

值得一提的是，课讲得好，态度认

真，本科生们也愿意跟着你做“创新项

目”、毕业论文，甚至跟着你读研究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在课堂上好

好地展示自己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科学研究要有规划，

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

一般引进的博士都有科研启动经

费，大家一定要利用好“第一桶金”。比

如你是研究森林生态学的，我建议做些

短期取样即可完成的科研课题，这样能

在短时间内有所产出。同时，要建立长

期的固定实验站点和样地，为今后的研

究奠定基础。有些教授可能会邀请你参

加他们的研究小组。这是一个熟悉科研

环境的好机会，而且前期研究基础相对

较好，对于个人的短期成长也是有帮助

的。如果你从事的学科不是学校重点发

展的对象，科研基础也不算好，那么要耐

住性子，踏实地做研究，给自己积累研究

资料（数据）。即使没有什么课题资助，

自己也应该勤快点，利用学校的数据库

收集文献，写些综述性文章。

此外，要充分地将个人的专业背景

与就职单位的行业特色相联系，寻找二

者的交叉点。要熟悉自己学科的研究进

展，明确这个领域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什

么，我现在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做什么，能

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

也就不难想到应该去申请什么样的研究

课题。好的研究课题，既能解决行业关

注的问题，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

势，同时也为自己的科研之路奠定基

础。最后，要利用一切机会“走出去”。

例如，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关的研讨会，如

果有好的研究结果（发现），更应该去做

口头报告，增加同与会专家、学者交流的

机会。

弄清楚评职称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能够

使得自己的事业发展更顺利

大家可能都了解到，高校现在评教

授、副教授的条件越来越高。进高校工

作后，需要提早知道参评副教授、教授的

必要和充分条件：授课学时至少是多少

（取决于你是专职教学、教学科研还是专

职科研编制）；科研上发表几篇论文，要达

到什么水平；需要申请到什么样的项目，

是否评职称时要求有结题的项目；国家发

明专利是哪类，至少几项；编写的书籍获

奖是前几名有用，至少多少字数，如何认

定；获得的奖励需要什么级别，等等。

说实话，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对这方

面了解非常少，每天都没有方向地忙碌

着。当看到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们开始

评职称了，才发现自己连参评的资格都

没有达到。前车之鉴，希望对大家有所

提醒。

日常工作可能会占据你大部分的时间，

要有心理准备

当你踌躇满志地来到工作岗位，准

备在教学和科研上大展拳脚的时候，你

可能被安排了“非业务”性的工作，比如

做重点实验室或者某某委员会的秘书。

于是，你可能经常做些取送文件、传达上

级信息、填报汇总表格等日常工作。你

的办公时间可能变得七零八碎，精力自

然也就很难集中。

这样的工作环境，和你的想象可能

完全不同。怎么办？没有办法，要么跳

槽，要么继续干下去。你如果想改变这

样的处境，重要的是要尽快地提高自己，

做一个别人不能够替代的人，而不是陷

入日常工作的泥沼。以个人经验，白天

努力做完办公室的事务，晚上加班为教

学和科研打基础。瞄准目标，积攒东西，

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悉心指导每一位研究生，努力做到双赢

刚到高校工作的前几年可能还没有

资格招收研究生，一般会协助学科负责

人或者课题组长指导和管理研究生，此

时正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尽管大家都

经历了研究生阶段，知道自己是如何与

导师相处的。而当个人角色发生转变的

时候，你作为副导师或导师，如何能够有

效地负起责任，充分地调动学生们的科

研潜能，得虚心向老教师们学习。每一

个学校（或者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氛围会

有所不同，因此，刚刚步入工作岗位后要

多了解、多学习其他导师是如何与学生

相处并一起完成研究任务的。

如果有了自己的研究生，那么你肩膀

上的任务就更重了。你需要慎重地为学

生选择研究方向，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

为它关系到学生未来2~3年的努力与付

出，甚至影响其今后的职业生涯。给学生

选题应紧跟国际研究前沿，同时对解决实

际问题有所帮助，力争做到“顶天立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将科研方向与学生的

志向相结合，做到量体裁衣，才能够将老

师和学生的努力变成“双赢”的硕果。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希望即将进入高校工作的朋友们能够规

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未来的工作中

做得更加出色！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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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谷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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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科技导报》“读者之声”栏目征稿

为促进科技交流、优化学术环境、分享

科研经验、倾听前沿呼声，《科技导报》“读

者之声”栏目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生

征稿。

征文范围：

1）个人科研体会；学术交流、实地考察

的见闻、心得；实验室趣闻；申请课题、项目

研发的经历、感悟；导师/研究生交流的经验

及小故事；科研论文撰写、投稿的体会、收

获等。

2）对《科技导报》办刊的评论、意见、建

议；投稿、审稿的经历、感受；对科研论文、

栏目文章的评论、评议；对办刊方针、刊物

定位、栏目设置、整体特色的认识、评价等。

征文要求：1000~2000字左右/篇，所述

不求全面，但求真实真切，具有原创性、合

理性、可读性。

投稿信箱：kjdbbjb@cast.org.cn 或 shi⁃
mengmeng@cast.org.cn。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编辑部编辑部

谈谈“世界首个自主运动
可变形液态金属机器”

最近，比较受关注的一条科学新闻

是：世界首台自主运动可变形液态金属

机器出现了，据报道，中国科学院理化技

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小

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

和机制，即液态金属可在“吞食”少量物

质后，以可变形机器形态长时间高速运

动，实现了无需外部电力的自主运动。

这为研制液态金属机器人等奠定了理论

和技术基础。该成果发布后引起很多关

注与讨论。

许多媒体似乎都在暗示，机器人研

究有了巨大进展，甚至可以考虑将《终结

者 III》里面那位能够干掉施瓦辛格的美

女机器人变成现实。我对该研究内容很

感兴趣，特意查找资料进行了一番学习，

由此也引出一些个人思考。

研究揭示，置于电解液中的镓基液

态合金可通过“摄入”铝作为食物或燃料

提供能量，实现高速、高效的长时运转，

一小片铝即可驱动直径约 5 mm的液态

金属球实现长达1个多小时的持续运动，

速度高达5 cm/s。这种柔性机器既可在

自由空间运动，又能于各种结构槽道中

蜿蜒前行；令人惊讶的是，它还可随沿程

槽道的宽窄自行作出变形调整，遇到拐

弯时则有所停顿，好似略作思索后继续

行进，整个过程仿佛科幻电影中的终结

者机器人现身一般。

如此说来，美女机器人离现实世界

的距离并不遥远，我很是为施瓦辛格担

心，所以就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得到了这

样一些信息：液态金属很少，我们最熟悉

的就是水银了。其他的液态金属包括：

一些碱金属元素的熔点在室温附近，再

有就是镓了；一些合金在室温下也是液

态，例如，钠钾合金、镓铟锡合金以及一

些汞合金。

该新闻里提到的科学工作采用的就

是镓铟锡合金，它是由适当比例的镓、

铟 、锡 混 合 而 成 的 。 镓 的 熔 点 是

29.78℃，铟的熔点是 156.61℃，而锡的

熔点是 231.9℃，但神奇的是，它们的合

金熔点可以达到-19℃。适当地调节组

分比例，还可以调整熔点的高低。这些

原材料好像并不贵，做起来似乎也不难：

原材料的成本一般是每克几块钱，而涉

及到操作方法，用坩埚把几种金属烧烧、

熔化到一起好像就行了，几年前有网友

曾经描述过自己的制备过程。

然而，关于可变形液态金属机器的

新闻讲得很神奇，但是从新闻中却难以

了解该液态金属机器具体到底是怎么实

现的，我又查了些资料，大致搞清楚了基

本原理。

实验是这样做的：将小液滴放在容

器里。液滴大概有1~2 mm，总之不是很

大。既然是液体，自然就可以变形。表

面张力可能比较大，所以液滴就不容易

破裂。把它放在容器里，容器里面是氢

氧化钠溶液，再拿个镊子把一小片铝条

粘到液滴的后面，过几分钟，液滴就可以

往前跑了。大概每秒钟几毫米的速度，

可以跑上一两个小时。

跑步的原因是这样的：金属铝能够

和氢氧化钠发生反应，产生氢气，生成的

氢气起初附着在金属上，形成气泡，气泡

越来越大，就会破裂，引起水的振动，水

波就推动液滴前行了。铝片可以附着在

液滴上，但不会被液滴吞没，总能保持与

氢氧化钠接触，发生反应。铝的化学活

性很强，所以很容易发生反应，铝片外面

通常有一层致密的氧化膜，但凑巧的是，

氧化铝也可以和氢氧化钠反应，所以很

容易去除。当然，金属液滴应该是不和

氢氧化钠发生反应的，至少是反应速度

非常慢。因为只有液滴后边部分产生气

泡，所以，液滴才往前跑了，一直可以跑

到铝片用完了。显然，溶液不一定要用

氢氧化钠，换上盐酸溶液大概也可以

的。跑动的速度依赖于溶液的浓度，氢

气产生的越快，跑动得也就越快。实际

上也不一定要用氢气，如果你不怕麻烦，

可以自己拿个管子在液滴后面吹泡泡，

液滴也肯定会往前跑的——不过这就不

能算是自主运动，只能算是人工辅助的

空气动力了。

作者们似乎认为还有一个动力机

制：不同金属接触时会产生电势差，也就

是电场，这个电场会改变溶液的表面张

力，从而导致液滴运动。我认为这个贡

献相对于气泡推力来说应该是微乎其微

的，但是他们把这个因素排在了前面。

综上所

述，就是世

界首台自主

运动可变形

液态金属机

器。这让我

想起中学时

老师演示的化学实验，拿出一小块金属

钠放在水面上，它就会充满活力地到处

游动，这是因为钠可以和水发生剧烈的

化学反应。如果那时候的化学老师有些

钱，用得起金属铯，然后又肯不辞辛苦地

在夏天大太阳底下做实验的话，世界首

台自主运动可变形液态金属机器也许就

可以早诞生几十年了。

是的，毋庸置疑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现在我们至少还可以喘口气、略微

放心些了：那位可以干掉施瓦辛格的终

结者 III代、液体机器人美女杀手，大概还

要在实验室里多呆些时候了。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

姬扬姬扬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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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基因组材料基因组———材料研发新模式—材料研发新模式
汪洪 1，向勇 2，项晓东 1,2，陈立泉 3

1.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100024
2. 电子科技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成都 611731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依赖于科学直觉与试错的传统材料研究方法日益成为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瓶颈。革新材料研发方法、加速材料从研究

到应用的进程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需求。作为“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的重要组成

部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6月宣布了“材料基因组计划”（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MGI），通过整合材料计算、高通量

实验和数据库，全面提高先进材料从发现到应用的速度，降低成本。MGI提出了材料研发的崭新模式，为美国发展高端制造业，

保持并强化其在核心科技领域的优势奠定了创新基础。中国材料科学界在1999年6月召开主题为“发现和优化新材料的集成

组合方法”的第118次香山科学会议，寻找加速发现新材料的有效途径。2011年12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主办主题为“材

料科学系统工程”的第S14次香山科学会议，研究中国应对MGI的策略，并在随后3年中，多次组织以材料基因组计划为主题的

研讨会、报告会，使得中国材料界对材料基因组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入，形成基本共识。2014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向

国务院提交咨询报告，建议尽快启动实施中国材料基因组计划。本文简要介绍材料基因组计划的主要内容、技术内涵、科学本

质、国内外最新动向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并根据中国的实际需求特点与现有条件，对实施中国版材料基因组计划的发展战略、技

术路线、政策措施等提出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材料基因组；材料基因组计划；高通量材料实验；高通量材料计算；材料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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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857.2015.10.001

Materials genome enabl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volution
WANG Hong1, XIANG Yong2, XIANG Xiaodong1,2, CHEN Liquan3

1. China Building Materials Academy, Beijing 100024, China
2.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3. Institute of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Material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day still depends primarily on scientific intuitions,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rial-and-
error experiments. This process is time-consuming and costly, and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bottleneck for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advancement. In June 2011, President Obama of the United State announced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 as par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aiming to accelerate process from materials discovery,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deployment
process and cut the cost at the same time by integrating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design, high-throughput experimenta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China began to show great interest in more efficient material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early as June 1999 by
organizing the 118th Xiangshan Science Forum on Integrated Combinatorial Approaches for Materials Discovery and Optimization. In
December 2011, The S14 Xiangshan Science Forum on System Engineering in Materials Science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AE), in response to the MGI. In addition, a series of conferences
and forums were held across the nation from 2012 to 2014, to discuss MGI and China's strategy. A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mong Chinese materials community including universities, industry,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Both CAS and CAE submitted Strategic

收稿日期：2015-04-02；修回日期：2015-04-20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SS2015AA034204）
作者简介：汪洪，教授，研究方向为建筑节能与新能源材料，电子信箱:hongwang2@cbmamail.com.cn
引用格式：汪洪, 向勇, 项晓东, 等. 材料基因组——材料研发新模式[J]. 科技导报, 2015, 33(10):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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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02；修回日期：2015-04-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72228）；上海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4PJ1403900）；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与技术发展基金项目（2013A030214）；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超精密加工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ZZ13007）
作者简介：施思齐，教授，研究方向为电化学能量储存材料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电子信箱：sqshi@shu.edu.cn
引用格式：施思齐, 徐积维, 崔艳华, 等. 多尺度材料计算方法[J]. 科技导报, 2015, 33(10): 20-30.

多尺度材料计算方法多尺度材料计算方法
施思齐 1，2，徐积维 1，崔艳华 3，鲁晓刚 2，欧阳楚英 4，张艳姝 5，张文清 2

1.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444
2. 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上海 200444
3.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绵阳 621000
4. 江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南昌 330022
5.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摘要摘要 在材料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多尺度集成材料计算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本文以微观-介观-宏观材料计算方法中具有代表

性的第一原理、分子动力学、计算热力学/动力学及有限元方法为重点，介绍多尺度材料计算方法的基础和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材料基因组；集成材料计算；材料设计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0.002

Multiscale materials computational methods

AbstractAbstract Multiscale models and simulation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This article reviews
computational methods at spatial scale from quantum to microscopy, mesoscopy, and macroscopy, and at temporal scale from
picosecond to nanosecond, and microsecond. The corresponding techniques ranging from first- principles calculation to molecular
dynamics, macroscopic thermodynamics/kinetics models and simulations,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re introduced.
KeywordsKeywords materials genome; integrated materials computation; materials design

SHI Siqi1,2, XU Jiwei1, CUI Yanhua3, LU Xiaogang2, OUYANG Chuying4, ZHANG Yanshu5, ZHANG Wenqing2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Materials Genome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3.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Mianyang 621000, China
4. Department of Physic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enter,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材料基因组”旨在突破传统材料科学研究中单一学科

的以大量经验积累和简单循环试错为特征的“经验寻优”方

式，建立“实验-理论-计算-智能数据”集成和循环提升的系

统研究模式，理性开展材料研发，促进材料科学研究的创

新。20世纪 80年代以来，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科学的交

叉融合，发展了微观-介观-宏观尺度，包括第一原理计算、分

子动力学和蒙特卡罗（Mont-Carlo）模拟、计算热力学/动力

学、微结构演变模拟、跨尺度材料模拟以及工程仿真等多种

材料和系统的计算方法。“材料基因组计划”直接面向应用需

求，期望将高通量材料计算设计和高通量实验技术以及数据

库技术相结合，缩短材料从发现到走向市场的时间，降低研

发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升级。

因此，发展高通量高效的多尺度材料计算方法和软件是

材料基因组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图1给出了计算材料学在

空间和时间尺度的对应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在不同空间/
时间尺度范围内所用的计算材料学方法包括了从量子力学

第一性原理计算、分子动力学、蒙特卡罗模拟、计算热力学/动
力学和连续介质力学等。不同空间/时间尺度范围的计算方

法常常是交叉和联合的，常见的有 concurrent 多尺度和

sequential的多尺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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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高通量制备与表征技术材料的高通量制备与表征技术
王海舟 1，汪洪 2，丁洪 3，项晓东 2,4，向勇 4，张晓琨 4

1.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1
2.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100024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190
4. 电子科技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成都 611731
摘要摘要 经过40年的发展，材料高通量制备与表征技术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被证明可有效地加速材料研发-应用进程，因此被

列为材料基因组计划的三大技术要素之一。本文简要回顾材料高通量实验技术的发展历程，阐述高通量实验在材料基因组技术

中的地位与作用，系统介绍一系列有代表性的高通量制备与表征技术，并指出一些高通量实验方法的应用局限。对未来面临的

挑战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展望，重点介绍基于同步辐射、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以及基于材料非均匀性本质的原位统计映

射表征解析等发展新一代材料原位实时高通量制备、表征与分析技术的新思路，以期为中国材料基因组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提供

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高通量实验；高通量表征；材料基因组；同步辐射；中子源；统计映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0.5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0.003

Progress in high-throughput materials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AbstractAbstract Over the last 40 years, high throughput experimentation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generate
huge amount of material data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it is now considered a key element of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
to fulfill its promise to deliver materials of emerging importance with much faster paces and lower costs. In this article, the briefly
history for high throughput materials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is recalled. A series of representative techniques are reviewed,
their limitations are identified, and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trends are analyzed. In perspective, a facility consisting of in-situ real
time materials process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s or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s,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position statistic reflecting mapping technology for non-uniform materials are likely to pla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generation high throughput material experimentation.
KeywordsKeywords high throughput experimentation; high throughput characterization; materials genomics; synchrotron;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statistic reflecting mapping

WANG Haizhou1, WANG Hong2, DING Hong3, XIANG Xiaodong2,4, XIANG Yong4, ZHANG Xiaokun4

1. China Iron and Steel Research Institute Group, Beijing 100081, China
2. China Building Materials Academy, Beijing 100024, China
3. Institute of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4.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材料高通量实验”是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样品的制备

与表征。其核心思想是将传统材料研究中采用的顺序迭代

方法改为并行处理，以量变引起材料研究效率的质变。作为

“材料基因组技术”三大要素之一，它需要与“材料计算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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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材料数据库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国材料数据库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尹海清，刘国权，姜雪，张瑞杰，曲选辉

北京科技大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材料数据对于国家安全、工程服役安全、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方面的重要性在数据时代越来越彰显出来，在2011年美国

提出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材料基因组计划中，材料数据与材料计算模拟、材料实验表征一起，为材料发展全流程研究的三大基本工

具，使材料研究者与生产管理者进一步充分认识材料数据对加速材料研发进程的推动作用。材料数据具有多样、获取过程复杂、

数据间关联关系复杂、知识产权性强等特点，使数据的收集、存储、共享和应用更加复杂。本文就大数据时代下的材料数据的特

点、分类、材料数据库的国内外现状对比、中国发展材料数据库与材料数据科学的意义、今后主要发展方向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

面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建设国家材料数据研发与服务公共平台，加大材料数据的收集整合力度，构建国家民用材料数据库与军用

材料数据库，开展材料数据及材料数据库相关标准规范建设、定制性专题数据库服务、数据推送服务，同时开展材料信息学、材料

数据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创并构建材料数据科学这一材料领域新学科。

关键词关键词 材料数据；材料基因组；材料数据库；数据挖掘；智能制造；材料数据科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N3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0.004

Materials databases and constructing national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of
materials data
YIN Haiqing, LIU Guoquan, JIANG Xue，ZHANG Ruijie, QU Xuanhui
Institute of Advanced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Materials data play an increasingly vital role in national security, performance safe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2011, the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 was
launched in the US, of which materials data together with materials computation and materials experiment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consist of the three tools for accelerating the materials development continuum and reducing the cost. Both the researchers and
production managers come to realize the significant role materials data play. The attributes of materials data, such as variety, complex
interrelationship, acquir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drive the process of collection, storage and application
ever more complicated.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classification and status quo of materials data are described. The strategies
and obstacles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or materials data development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A national platform of materials
data for research and public service, a materials data hub in China, is essential and urgently required for MGI implementation. Four
aspects are emphasized, that is, materials data repository, infrastructure and cloud service, data mining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materials data repositories for civil and military uses will be constructed. On the platform, the standards are crucial for materials
data and database and big data application, which need to be set up first. The customized database and data push will bring great
benefit for materials database users. Materials data science will definitely become a brand new subject in materials science, including
materials informatics and materials dataology.
KeywordsKeywords materials date;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aterials database; data mining; smart manufacturing; materials data science

收稿日期：2015-04-02；修回日期：2015-04-15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SS2015AA0342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172018）
作者简介：尹海清，教授，研究方向为材料数据与材料设计，电子信箱：hqyin@ustb.edu.cn
引用格式：尹海清, 刘国权, 姜雪, 等. 中国材料数据库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J]. 科技导报, 2015, 33(10): 50-59.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方式，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海量数据（mass data）在

各行业涌现，数据激增速度不断提高，形成大数据的态势，数

据从静态变为动态、从简单的多维度变为巨量维度，种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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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基因组材料基因组””方法加速热电材料性能方法加速热电材料性能
优化优化
史迅 1，杨炯 2，陈立东 1，杨继辉 2，张文清 1，3

1.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50
2. 美国华盛顿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西雅图 98195
3. 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上海 200444
摘要摘要 通过材料计算、数据库技术的整合与协同，可以快速甄别决定材料性能的基本关键因素，将这种方法用于材料的性能优

化和新材料的设计，可以实现科学化“系统寻优”的材料基因组方法，显著加快热电材料的设计与性能优化。以填充方钴矿材料

和类金刚石结构化合物为例，从电子和声子优化的不同角度，采用材料基因组方法从成百上千种可能性中快速筛选和制备出高

性能热电材料，展示了材料基因组方法可显著加速热电材料研究的能力。

关键词关键词 材料基因组；热电材料；填充方钴矿；类金刚石结构化合物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0.005

Materials-genome approach speeds up optimization of
thermoelectric materials
SHI Xun1, YANG Jiong2, CHEN Lidong1, YANG Jihui2, ZHANG Wenqing1,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igh Performance Ceramics and Superfine Microstructure; Shanghai Institute of Cera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50, China

2.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98195, USA
3. Materials Genome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method of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greatly speeds up the optimization of thermoelectric materials. Based on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and materials' database, this approach rapidly finds out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materials' properties,
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study of current materials by providing helpful directions and guidance. In this work, filled skutterudites and
diamond-like compounds were selected as two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how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speeds up the optimization of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 Starting from perspectivesof electron and phonon transport, this method can easily find out a few best
chemical compositions from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possibilities to realize high thermoelectric performance. This work demonstrates
that thermoelectric material is a typical example that can use the materials genome approachto speed up experimental study.
KeywordsKeywords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thermoelectric material; filled skutterudite; diamond-like compounds

收稿日期：2015-04-10；修回日期：2015-04-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234012）；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研项目（14DZ226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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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史迅, 杨炯, 陈立东, 等.“材料基因组”方法加速热电材料性能优化[J]. 科技导报, 2015, 33(10): 60-63.

热电转换技术的研究可追溯至1821年，利用热电材料的

塞贝克效应和帕尔贴效应可在热能与电能之间直接转换，利

用温差发电或通入电流进行热电制冷。热电转换技术具有

无需传动部件、尺寸小、可靠性高等诸多优点，并可回收工业

或自然界余废热进行发电，有望为全球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

等问题提供一种协调解决的途径[1,2]。但是，较低的能量转换

效率限制了热电转换技术的广泛应用。因此，研发高性能热

电材料进而实现高效能量转换成为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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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材料芯片技术在新材料研发中的组合材料芯片技术在新材料研发中的
应用应用
项晓东 1,2，汪洪 1，向勇 2，闫宗楷 2

1.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北京 100024
2. 电子科技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成都 611731
摘要摘要 组合材料芯片是高通量材料实验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实现在一块较小的基底上，通过精妙设计，以任意元素为基本单

元，组合集成多达10~108种不同成分、结构、物相等材料样品库，并利用高通量表征方法快速获得材料的成分、结构、性能等信

息，以实验通量的大幅度提高带来研究效率的根本转变，实现材料搜索的“多、快、好、省”。组合材料芯片技术经历了20年的发

展与完善，已形成一系列较为成熟的材料制备技术与表征方法。本文列举多年来涉及微电子材料、磁性材料、光电材料、能源材

料、介电材料、催化材料、合金材料等15个领域中较为成功的应用案例，以展示组合材料芯片技术在加速新材料发现、材料和器

件性能优化、以及基础物理研究中的突出作用及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组合材料；高通量；材料基因工程；快速材料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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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combinatorial material chip technolog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s

AbstractAbstract Combinatorial material chip technology is a key element of the high-throughput materials experimentation which enables
fulfillment of the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A typical combinatorial materials library contains 10 to 108 samples on a single
substrate, and their compositions,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are rapidly characteriz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combinatorial materials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Combinatorial materials screening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almost all fields of materials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examples were chosen from 15 categories of materials, such as
electronic materials, magnetic materials, photonic materials, optical materials, energy materials, dielectric materials, catalysts, and
alloys,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combinatorial methodology in new materials discovery, materials and
devices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fundamental physics research.
KeywordsKeywords combinatorial materials; high throughput; 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fast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XIANG Xiaodong1,2, WANG Hong1, XIANG Yong2, YAN Zongkai2
1. China Building Materials Academy, Beijing 100024, China
2.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材料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以试错为特征的传统材料

研究方法耗时费力，制约了材料创新的速度，材料科学领域

因而不断在寻找更高效率的实验方法。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Hanak在研究超导材料时首先

提出了旨在提高实验通量的组合材料实验概念[1]。他采用共

溅射方法一次性合成完整的二元、三元组分，并对样品进行

快速、无损、全面的成分结构分析，以及自动化扫描式快速性

能测试，最后通过计算机数据处理，以表格、图形、函数等形

式输出材料数据。二元体系实验效率提高30倍，三元体系实

验效率提高750倍，实现了材料基础数据和知识的快速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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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材料基因组工程””的的33种方法种方法
在镍基高温合金中的应用在镍基高温合金中的应用
王薪 1，朱礼龙 1，方姣 1，刘军 2，戚海英 1，江亮 1

1.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3
2.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材料基因组工程”强调以产业应用为导向，集成和发展材料的计算工具、试验工具和数据库等核心基础能力，聚焦解决关

系国计民生产业应用中材料的关键问题。本文列举3种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方法在镍基高温合金中的实际应用，包括高通量

合金制备及其关键热力学和动力学数据的高通量采集、显微组织的多尺度和多维度表征、微型试样的力学性能检测。分析表明，

定量预测和描述材料成分、工艺、组织和性能关系的计算、表征和数据库技术面临极大挑战，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的方法将促

进镍基高温合金的研发，加快从实验室研究到市场应用的转化。

关键词关键词 材料基因组工程；高通量实验方法；镍基高温合金；扩散多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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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based methods
in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AbstractAbstract "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is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riented. Exploring and using materials computational tools,
experimental tools and databases, i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three key capabilities to solve materials
issues critical to national welfa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applications of several "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based methods in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namely high-throughput alloy fabrication, high-throughput thermodynamic
and kinetic data acquisition, multi- scale and multi- dimension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and miniature specimen testing.
Quantitative predictive and descriptive capabilitie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aterial composition, processing, structure, and
property will undoubtedly be faced with great challenges, but they will progress steadily in this context. "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based methods will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laboratory work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
KeywordsKeywords Materials Genome Engineering; high-throughput experimental methods; Nickel-based superalloy; diffusion multiple

WANG Xin1, ZHU Lilong1, FANG Jiao1, LIU Jun2, QI Haiying1, JIANG Liang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wder Metallurg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美国为了提升其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于2011年推出

“材料基因组计划”（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MGI）[1]。MGI
的目标是加速先进材料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进程，期使美

国在先进材料市场上继续保持领先。截至201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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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彭纪超, 胡社荣. 华北板块南部高变质煤条带成因机制[J]. 科技导报, 2015, 33(10): 87-92.

华北板块南部高变质煤条带成因机制华北板块南部高变质煤条带成因机制
彭纪超，胡社荣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摘要 为确定华北板块南缘高变质煤条带形成机制与形成时代，通过研究华北板块南缘中二叠统山西组二 1煤层煤级分布和岩

浆岩空间展布特征，结合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历史，利用地质学“重力均衡”原理和日本岩石学家都城秋穗提出的“双变质

带”理论，建立碰撞热流模型并合理解释导致高变质煤条带形成的热流来源，得出：1）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的俯冲作用，在华北

板块南缘前陆盆地形成高温低压带，促进了煤化作用，形成高变质煤条带；2）结合地质资料和区域构造特征分析，发现高变质煤

带走向与印支期构造走向（东—西）一致，该高变质煤条带形成于印支期。燕山期岩浆控制了华北板块南缘大部分煤变质作用，

但是在晋城—济源一带其煤变质是由于印支期板块碰撞形成的异常热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关键词 华北板块南缘；高变质煤条带；板块碰撞；双变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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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of high metamorphism coal belt in the south of
the Northern China plate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nfirm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age of high metamorphism coal belt in the south of the North
China plate. Considering the collison history of the North China plate and Yangtze plate, we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magmatic
rock and coal rank. The coal seam belongs to the Shanxi Formation, lower Permian. Using the "gravity isostasy" principle and the theory of
"paired metamorphic belt" proposed by Miyashiro, we construct the heat flow model to explainthe source of heat which caused the
formation of high metamorphism coal belt and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1) Since the collision of the Yangtze plate and North China
plate, there was a high-temperature and low-pressure belt in the foreland basin in the south of the North China plate, which promoted the
coalification and led to formation of a high metamorphism belt; 2) According to the geological data and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the strike
of high metamorphism coal belt was the same as the tectonics strike in the Indo-Chinese epoch, which is nearly east-west. Therefore, we
speculate thatthe high metamorphism coal belt formed in the Indo-Chinese epoch. The magmatic rock in Yanshani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al metamorphism in the south of the North China plate, but the coal metamorphism in Jincheng and Jiyuan areas
was controlled by platecollision which formed the abnormal heat flow.
KeywordsKeywords south of the North China plate; high metamorphism coal belt; plate collision; paired metamorphism belt

PENG Jichao, HU Sherong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引起煤变质的主要因素有温度、压力和时间，其中温度

是煤变质的主导因素 [1]。华北地区晚古生代石碳—二叠纪是

一个重要的聚煤期，区内煤炭资源丰富、煤种齐全并呈一定

规律分布。对华北地区煤变质成因的研究已经有 60余年的

历史。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煤田地质学家无法使用看似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深层变质作用来解释中国煤变质问题，因为

辽宁地区古近—新近纪的煤层也达到长焰煤—气煤阶段。

1956年，王竹泉[2]总结华北地区煤变质规律后，提出了火成岩

变质作用，并且认为该作用在煤变质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吴光荣等[3,4]支持该观点，并且认为华北东部煤变质是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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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武赛军，博士，研究方向为构造地质，电子信箱：wsj_8510@163.com
引用格式：武赛军, 魏国齐, 杨威, 等. 四川盆地关键构造变革期不整合特征及其油气地质意义[J]. 科技导报, 2015, 33(10): 93-100.

四川盆地关键构造变革期不整合特征四川盆地关键构造变革期不整合特征
及其油气地质意义及其油气地质意义
武赛军 1，魏国齐 2，杨威 2，谢武仁 2，王鼐 1，曾富英 2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随着震旦系—下寒武统天然气勘探取得重大发现，对古构造格局有了新的认识，该地质时期发育呈南北向展布的隆坳构

造。桐湾期、加里东期、印支期为四川盆地3期关键构造变革期，其不整合分析是构造演化研究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通过关

键构造变革期不整合研究，分析构造变革对古构造演化的影响。基于钻井、野外露头、地震资料分析，并结合区域地质资料，探讨

关键构造变革期不整合发育特征，研究震旦纪—早寒武世古构造演化及其对震旦系天然气成藏的影响。结果表明：1）3期关键

构造变革形成了震旦系—下寒武统（桐湾期）、中上寒武统—二叠系（加里东期）及上三叠统—侏罗系（印支期），7个区域性不整

合；2）不整合具有叠合性、迁移性特征，叠合性主要反映构造继承性，迁移性主要反映古构造的变迁过程，依据不整合发育特征，

高石梯-磨溪构造区构造演化划分为发育期、调整期及稳定期3个演化阶段；3）不整合与隆起区丘滩体叠加控制了震旦系岩溶

储层发育，不整合面可作为油气运聚优势通道，不整合迁移性有助于分析古构造圈闭的形成与消亡。分析认为，关键构造变革期

不整合特征分析对认识震旦纪—早寒武世隆坳构造后期演化及油气运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关键构造变革期；震旦纪—早寒武世；不整合特征；桐湾运动；四川盆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0.009

Unconform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petroleum geological
implication in key tectonic change stages, Sichuan Basin

AbstractAbstract With great discoveries of natural gas in the Sinian System- Lower Cambrian,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aleotectonic
framework has been formed. The uplift and depression structure is distributed in north-south trending in that geological time. Three
key tectonic change stages are Tongwan Stage, Caledonian Period and Indo- Chinese Epoch. The analysis of unconformity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technique in the research of tectonic evolution. Therefore, analysis of unconformities of key tectonic
change stages is helpful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ir influence on paleotectonic evolu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rilling, outcrop,
seismic data, combined with regional geological data, we discuss the unconform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aleotectonic evolution in the
Sinian Period-Early Cambria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gas accumulation in the Sinian Syst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ree key
tectonic changes formed, which are the Sinian System-Lower Cambrian (Tongwanian), Upper Cambrian-Permian (Caledonian Period)
and Upper Triassic- Jurassic (Indo- Chinese Epoch), seven regional unconformities; 2) The unconformity characteristics consist of
superposition and migration. Superposition mainly reflects the structural inheritance, and migration mainly reflects the change
processes of paleostructure.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Gaoshiti-Moxi zone could be divided into stages of puberty, adjustment and

WU Saijun1, WEI Guoqi2, YANG Wei2, XIE Wuren2, WANG Nai1, ZENG Fuying2

1.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3, China
2. Langfang Branch,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Langfang 06500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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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填充墙结构的静动力学特性框架填充墙结构的静动力学特性
迟维胜 1，孔令杨 1，杜鹃 2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院，西安 710038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空军勘察设计院，成都 610041
摘要摘要 利用MIDAS/Gen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框架填充墙结构的静动力学特性进行研究。由模态分析得结构基频为0.9252 Hz，
高阶振型的模态参与系数远小于低阶模态参与系数，即低阶振型对于振动起控制作用；以反应谱的两个频率段为根据来选取时

程波，时程分析结果大于反应谱分析结果的80%。通过对本模型的反应谱分析和时程分析得到了关于框架填充墙结构动力特

性，并指出了结构薄弱部位，对同类结构的设计与分析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框架填充墙结构；模态分析；反应谱分析；时程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31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0.010

Statics and characteristic dynamic study on a infilled frame structure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paper, static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infilled wall structure were studied 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MIDAS/Gen.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of 0.9252 Hz was obtained by modal analysis. High-order modal participation factor
was far less than the low-order modal participation factor, i.e., low-order mode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the vibration. Time-history
curve was selected based on two frequency bandsof the response spectra, and time-history analysis results were more than 80% of the
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 results. The static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of infilled wall structurewere obtained through 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 and time- history analysis of this model, and the weak part of the structure was indicated, 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similar structures.
KeywordsKeywords infilled frame structure; modal analysis; 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 time-history analysis

CHI Weisheng1, KONG Lingyang1, DU Juan2

1. Colleg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Engineering,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2. Prospect and Design Institute of Chengdu Command Air Force, Chengdu 610041, China

一直以来，中国是一个受地震灾害影响严重的国家，特

别是近几年，接连发生四川汶川 8.0级大地震、青海玉树 7.1
级大地震、四川雅安7.0级大地震等影响范围广、破坏性严重

的地震，这些事件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和资料，另

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亟待人们解决的工程问题。

地震发生时结构破坏具有机理复杂、形式多样的特点，

按照破坏原因可以分为振动破坏与非振动破坏。振动破坏

受结构动力特性和地震特性影响，地震特性包括地震波峰值

的大小、频谱特性和地震持时，结构动力特性涉及不同的结

构类型、构造措施和施工质量等许多因素。非振动破坏主要

指结构除了在受到地震作用后所产生的振动破坏外，产生与

地基状况有关的破坏[1]。

根据多次大地震中现场实地调查，框架结构的破坏形式

主要包括[2]：1）结构的整体破坏；2）梁柱构件的破坏；3）填

充墙的破坏。在实际中最主要的破坏形式是结构部分失去

承载能力甚至全部失去承载能力。

日本学者大森吉房于 1900年率先提出的静力理论是世

界上第一个抗震理论[3]，该理论将地震作用简化为静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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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馥丽, 邓玉林. SH-SY5Y与U87细胞共培养条件性培养基可降低N-甲基-salsolinol介导THP-1细胞的凋亡[J]. 科技导报, 2015, 33(10): 107-

112.

SH-SYSH-SY55YY与与UU8787细胞共培养条件性培细胞共培养条件性培
养基可降低养基可降低N-N-甲基甲基-salsolinol-salsolinol介导介导
THP-THP-11细胞的凋亡细胞的凋亡
王馥丽，邓玉林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神经免疫在帕金森病（PD）的致病机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PD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数量发生了变化，提示外周

免疫系统在PD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外周单核细胞（PBMC）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尚不清楚。外源性神

经毒素（MPTP）类似物，内源性神经毒素（NMSal）可能是导致PD发生的一种因素。研究采用NMSal损伤的SH-SY5Y
与U87细胞共培养的条件性培养基培养外周单核细胞THP-1，探讨NMSal损伤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细胞对外周单核细胞

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条件性培养基可以降低NMSal毒性诱导的THP-1细胞的凋亡、氧化应激水平（MDA和H2O2）、线粒

体的损伤和凋亡相关蛋白FADD、Bax和caspase3的表达和活化水平。PD病人中损伤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与星形胶质细

胞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PBMC，进而影响PD病情的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帕金森病；N-甲基-salsolinol；细胞共培养；人单核细胞系THP-1；细胞凋亡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7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0.011

Attenuation of N-methyl-salsolinol mediated apoptosis of THP-1 cells
by the conditioned medium from co-cultures of SH-SY5Y and U87 cells

AbstractAbstract Neuroinflammation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eurodegenerative Parkinson's disease (PD).
Moreover,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otal T cell pool was changed in PD.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D.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endogenous neurotoxin 1,2(N)-
dimethyl-6,7-dihydroxy-1,2,3,4-tetrahydroisoquinoline (N-methyl-salsolinol, NMSal), an analogue of 1-methyl-4-phenyl-1,2,
3,6- tetrahydropyridine (MPTP) in the brain, could induce degeneration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and cause neuroimmune
dysfunction in P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conditioned medium from NMSal treated co-cultures of
neuroblastoma SH-SY5Y cells and glioma cell line U87 cells on human monocyte THP-1 cel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ditioned medium attenuated apoptosis of THP-1 cells mediated by NMSal. The conditioned medium inhibited the swelling
and rupture of mitochondrial membrane, reduced the production of malondialdehyde (MDA) and H2O2, and decreased
expression levels of caspase3, Bax and FADD of THP- 1 cells induced by NMSal. These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neurons with astrocyte could affect cell amount and immune function of PBMC, then affecting the progression of PD.

WANG Fuli, DENG Yuli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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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磷酸腺苷二钠对慢性高原病大鼠三磷酸腺苷二钠对慢性高原病大鼠
肝脏保护作用肝脏保护作用
夏克尔江·苏来曼 1，高振 2，迪丽努尔·买买提依明 3，单莲莲 4，张向阳 3，艾尼娃尔·艾克木 4

1. 新疆医科大学，乌鲁木齐 830011
2.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乌鲁木齐 830011
3.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综合心脏内科，乌鲁木齐 830011
4.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为研究三磷酸腺苷二钠对慢性高原病（chronic mountain sickness，CMS）大鼠肝脏的保护作用，取60只SD大鼠，对其中

50例进行慢性高原病造模后，随机分为高原模型组、硝苯地平对照组、三磷酸腺苷二钠低剂量组、三磷酸腺苷二钠中剂量组、三

磷酸腺苷二钠高剂量组，每组10只；剩余10只平原环境饲养为正常对照组；造模30 d后，根据大鼠体重进行干预。连续灌胃15
d后，测定肺动脉压（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PAP）、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
C-反应蛋白（C-reactionprotein，CRP）、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等指标。结果发现，与正常对照组比较，高原模型组和硝苯地平对照组大鼠体内的Hcy，IL-6，CRP，MDA，
ALT和AST水平升高，SOD和GSH-PX水平降低，PAP升高，提示高原低氧对大鼠的肝脏造成损害。与高原模型组比较，三磷

酸腺苷二钠高剂量组大鼠体内的Hcy，IL-6，CRP，MDA，ALT和AST水平降低（P＜0.05），SOD和GSH-PX水平升高（P＜
0.05）。故而认为高剂量的三磷酸腺苷二钠对CMS大鼠肝脏有保护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三磷酸腺苷二钠; 肝脏; 慢性高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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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 of trinosin on the liver of chronic mountain
sickness rat model
SULAIMAN Xiakeerjiang1, GAO Zhen2, MAIMAITIYIMING Dilinuer3, SHAN Lianlian4, ZHANG Xiangyang3,
AIKEMU Ainiwaer4
1.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2.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B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rumqi 830011, China
3. Department of Cardiac Syndrome Internal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4. College of Pharmacy,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113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717


卷首语卷首语
自自20042004年第年第88期起期起，《，《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每期邀请每期邀请11位院士撰写位院士撰写11

篇寄语性文章篇寄语性文章。“。“卷首语卷首语””栏目诚邀中国科学院院士栏目诚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中国工程

院院士就重大科技现象或事件院院士就重大科技现象或事件、、学科发展趋势学科发展趋势、、科学研究热点科学研究热点

和前沿问题等和前沿问题等，，撰文发表评论撰文发表评论、、见解或意见见解或意见。。全文约全文约22002200字字，，

同时提供作者学术简历同时提供作者学术简历、、工作照工作照、、签名电子文档签名电子文档、、电子信箱电子信箱。。

封面文章封面文章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每期遴选每期遴选11篇优秀研究论文作为封面文章篇优秀研究论文作为封面文章，，期期

刊封面将采用与该论文报道的研究结果相关的图片刊封面将采用与该论文报道的研究结果相关的图片，，并在并在““封封

面图片说明面图片说明””中介绍该研究成果及学科方向的研究背景及新近中介绍该研究成果及学科方向的研究背景及新近

进展进展。。欢迎博士生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欢迎博士生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在在《《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发表发表

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原创性科研论文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原创性科研论文，，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

研究论文研究论文
诚征自然科学诚征自然科学、、技术技术、、工程领域的原创性研究论文工程领域的原创性研究论文，，要求实要求实

验原理科学验原理科学、、方法新颖方法新颖、、材料可信材料可信、、试验充分试验充分、、数据可靠数据可靠、、结果明结果明

确确、、分析深入分析深入、、学术价值显著学术价值显著，，且文字精炼且文字精炼、、图表清晰图表清晰。。欢迎博欢迎博

士生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士生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

综述文章综述文章
诚征对基础科学重要方向诚征对基础科学重要方向、、前沿问题前沿问题、、研究热点的总结研究热点的总结、、概概

括括、、评价和引导性科研综述评价和引导性科研综述。。要求基于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要求基于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

综述科研论文中具有创新性综述科研论文中具有创新性、、重要性重要性、、突破性实验结果和理论突破性实验结果和理论

进展进展，，展现学科发展趋势展现学科发展趋势、、方向方向、、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展望前景展望前景。。参考文参考文

献应囊括该研究课题的中外文重要文献献应囊括该研究课题的中外文重要文献，，尊重并充分反映他人尊重并充分反映他人

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欢迎副教授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欢迎副教授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

学术争鸣学术争鸣
为倡导学术为本为倡导学术为本、、自由探索自由探索、、思想碰撞思想碰撞、、锐意争鸣锐意争鸣、、推陈出推陈出

新的理念和风尚新的理念和风尚，，欢迎副教授以上科研人员围绕自然科学欢迎副教授以上科研人员围绕自然科学、、技技

术术、、工程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热点工程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热点、、难点问题难点问题，，突破传统突破传统

理论或主流认识理论或主流认识，，提出独特见解提出独特见解、、不同观点不同观点。。学术争鸣文章要学术争鸣文章要

求紧扣主题求紧扣主题、、科学规范科学规范、、观点明确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据充分、、有理有据有理有据。。

科技工作大家谈科技工作大家谈
欢迎科技工作者就科技研究欢迎科技工作者就科技研究、、发展发展、、应用应用、、政策等实际问政策等实际问

题题，，提出具体提出具体、、明确明确、、具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具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全文约全文约 23002300
字字。。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电子信箱电子信箱。。

书评书评
诚征经典科学著作诚征经典科学著作、、学术专著或有关科学文化学术专著或有关科学文化、、科技哲学科技哲学、、

科学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家传记等内容图书的书评科学家传记等内容图书的书评，，用科学用科学、、客观的学术客观的学术

语言对图书的内容语言对图书的内容、、意义意义、、得失进行评论得失进行评论、、分析分析，，不求全面不求全面，，但求但求

新颖新颖。。全文全文23002300字左右字左右。。给出书名给出书名、、著者著者、、出版社出版社、、出版日期出版日期、、

定价等信息定价等信息，，并配扫描的封面图片并配扫描的封面图片。。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电子电子

信箱信箱。。

科技纵横捭阖科技纵横捭阖
欢迎就重大科技事件欢迎就重大科技事件、、科技人物科技人物、、科技问题等进行评论科技问题等进行评论，，发发

表独立见解和观点表独立见解和观点，，行文力求深入浅出行文力求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言简意赅、、逻辑清晰逻辑清晰、、

有理有据有理有据、、观点鲜明观点鲜明、、切中要害切中要害，，可读性强可读性强，，并附必要的参考文并附必要的参考文

献献。。每篇文章约每篇文章约22002200字字。。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照片照片、、电子信电子信

箱箱。。

职场职场
期望博士生及一线科研人员讲述求职期望博士生及一线科研人员讲述求职、、就业就业、、创业的经历创业的经历、、

经验和成败事例经验和成败事例，，论述申请论述申请、、评审评审、、完成科研基金项目的经验完成科研基金项目的经验、、

教训和体会教训和体会。。每篇文章约每篇文章约22002200字字，，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照片照片、、

电子信箱电子信箱。。

读者之声读者之声
欢迎读者针对欢迎读者针对《《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具体科研论文具体科研论文、、栏目文章等进行栏目文章等进行

评议评议，，或讲述求学或讲述求学、、求职求职、、科研科研、、工作中有益的感受工作中有益的感受、、经历经历、、故事故事

等等。。

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学术不端行为举报
欢迎科研人员举报自然科学欢迎科研人员举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发生的论文抄工程技术领域发生的论文抄

袭剽窃袭剽窃、、一稿多投一稿多投、、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要求提供可以要求提供可以

核实的确凿证据核实的确凿证据。。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在线投稿网址在线投稿网址：：

http://www.kjdb.org/cn/dqml.asphttp://www.kjdb.org/cn/dqml.asp
投稿信箱投稿信箱：：kjdbbjb@cast.org.cnkjdbbjb@cast.org.cn

20152015年出版年出版2424期期，，每期定价每期定价3737..5050元元//册册，，全年定价全年定价900900..0000元元//套套。。

征征 稿稿



邮发代号邮发代号：：22--872872（（国内国内）） TPTP30923092（（国外国外）） 单价单价：：3737..5050元元


	10期 封面
	10期 封二
	卷首语
	材料科学系统工程：建立我国新材料产业体系的关键

	10期 版权页
	10期 封面图片说明+导读 
	10期 目次
	特别栏目
	热点排行
	科技风云
	科技界声音
	科技事件
	科学共同体要闻
	科技工作大家谈
	国内期刊亮点
	国外期刊亮点
	科学共同体推介
	书评
	图书推介
	科技纵横捭阖
	科学人物
	职场
	读者之声

	专题论文
	材料基因组——材料研发新模式
	多尺度材料计算方法
	材料的高通量制备与表征技术
	中国材料数据库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材料基因组”方法加速热电材料性能优化
	组合材料芯片技术在新材料研发中的应用
	基于“材料基因组工程”的3种方法在镍基高温合金中的应用

	研究论文
	地学与环境 
	华北板块南部高变质煤条带成因机制
	四川盆地关键构造变革期不整合特征及其油气地质意义

	技术科学
	框架填充墙结构的静动力学特性

	生命科学
	SH-SY5Y与U87细胞共培养条件性培养基可降低N-甲基-salsolinol介导THP-1细胞的凋亡
	三磷酸腺苷二钠对慢性高原病大鼠肝脏保护作用


	10期 封三
	10期 封底

	Button2: 
	Butto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