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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一去不回，我已99岁高龄。自30岁左右起，我就迈入了整形外科的大门，迄今已70年。
整形外科源自欧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萌发。一位美国整形外科医生曾说过，“整形外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是在战争中磨

练出来的一只金凤凰！”我认为，“整形”不足以反映学科的治疗内容，所以将自己科室的名称从“整形外科”改为“整复外科”。
20世纪40年代初，我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先在抗战后方从事救治工作，后来还参加远征军，到前线接受战火淬炼。战后，我公派赴美，

随著名教授Robert. H. Ivy学习整形外科。两年后，我归国迎接解放。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在鸭绿江畔建立了
新中国第1个战伤治疗中心。不久，我随队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唇腭裂、面裂等畸形的修复工作。

1958年，我在广慈医院工作期间，参与抢救严重烧伤病人邱财康，负责植皮工作。抢救成功后，烧伤病人纷纷涌往广慈医院，其中有
不少烧伤晚期瘢痕挛缩的病人。我抓住契机，在广慈医院建立了整形外科。建科之初，病人不断涌入，科里却只有三四名医生，20张床位，
实在不堪负荷。1966年，科室迁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建起了一栋7层的整复外科大楼，病床
从30张增加到170张，医生护士近百人。
显微外科，实验到实践

在20世纪50—60年代，整形外科的治疗手段仅限于游离植皮和皮瓣、皮管的带蒂移植，适用范围有限，而且既耗时又费力。20世纪
60年代初，我萌发了将显微外科技术应用于皮瓣的念头。1964年，我带着科里的青年医师，摸索显微动物实验。1976年，我的团队成功
完成了全国第2例人体游离皮瓣移植手术。1990年，我们成功地为一名青年妇女回植了撕脱头皮，免除了她的终身秃发之忧。
显微技术，创新结硕果

凭借显微技术这把开门钥匙，我们拓展了学科范围，有过多项创新。例如，应用肠段游离移植再造食道缺损（1977年），以及前臂皮瓣
一期阴茎再造术（1981年）。后者被国际同行称为“张氏阴茎再造术”。1986年，我争取到在中国举办第十届国际显微外科会议的机会，并
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和组委会主席。2010年，我获得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颁发的“中国显微外科终身成就奖”。
借鉴中医，治疗象皮肿

下肢象皮肿是丝虫病流行区的一种多发病。以往采用切除小腿病灶区，然后游离植皮的方法，疗效不佳，术后复发率高。1964年，我
从报上了解到，中国古法砖炉烘烤后加压包扎的治疗方法行之有效。受此启发，我把土炉改成电炉，烘烤完毕后再用绷带加压，果然灵
验。后来，烘绑疗法得到国际淋巴学界的认可，被列为治疗肢体淋巴水肿的两种保守疗法之一。
勇克疑难，开拓新学科

我认为，医生应视病人为亲人，勇于接受疑难杂症的挑战。20世纪60—70年代，我遇到过不少重症病例。例如，我曾为一名农妇切除
背臀部巨大纤维瘤，挽救了她的生命。她回河南老家1年后，来信报喜，又添1名男丁。还有2名婴儿，分别患有面部、前胸巨大海绵状血
管瘤，先后来院求治。我凭着经验，冒着风险，一次性切除病灶，并植皮修复创面，手术都取得了成功。

1976年，我接诊了一名患有严重眶距增宽症的名叫金凤的小姑娘，当时国内尚无治疗经验。我参考国外文献，并做了多例尸体解
剖。通过反复摸索和演练，我有了“底气”，带领团队，为小金凤实施了开颅截骨手术，把她的眶距从6.5 cm缩短到3.5 cm。这开启了我国
颅面外科发展的序幕。
后继有人，科室多俊才

70年来，行医之外，我更重视培养人才。令我欣慰的是，在我的学生中，人才辈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医院整复外科主任李青峰的团队利用传统的皮瓣和组织扩张技术，并引入新兴的干细胞和三维数

字模拟技术，成功地为多例面部烧伤后严重畸形的病人“换脸”。与异体脸面移植不同，这一方法只利用自体组织，心理接受度高，也不存
在免疫排斥，且能有效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国际同行称之为“中国式换脸”。该方法已被推广到全国多家医院，为200多名病人“改头换
面”。2013年，李青峰教授因“脸面严重毁损畸形关键治疗技术的建立与应用”，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林晓曦团队在血管瘤治疗方面很有特色。除了外科手段，他们还综合应用介入、激
光等技术，治疗各种血管瘤、血管畸形、体表肿瘤等。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在肢体淋巴水肿治疗方面，整复外科中既有李圣利
教授领衔的手术治疗组，能够实施淋巴管显微外科吻合等手术；又有刘宁飞教授领衔的非手术治疗组，从事烘绑和按摩的保守治疗。他们
在国际淋巴学界都颇有名气，刘宁飞教授2013年还当选为国际淋巴学会的主席。

美国《颅面外科杂志》的主编曾撰写社论，高度赞扬李青峰教授的“中国式换脸”。文中说：“在这个新千
年内，迄今为止，中国式换脸也许是继异体脸面移植之后，最有意义的创新性成果。”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
究所公布的“中国最佳医院及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连
续4年学科排名第1。

我的70年整复外科路，有挑战，更有荣光。

70年整复外科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 200025）

张涤生，江苏无锡人，生于吉林长春，整复外科、显微外科、美容外科和淋巴医学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医院院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终身教授等职。中国整复外科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致力于整复外科事业的开创

和发展，他打破传统的医疗观点，主张把组织器官缺损畸形在形态上的修整和在生理

功能的恢复结合起来，因此将“整形外科”更名为“整复外科”，扩大了医治范围。他完

成中国第1例肠游离移植再造食管手术、中国第1例眶距增宽症矫治手术、世界第1例

一次性阴茎再造手术、中国第1例胸骨缺损移植修复手术等，令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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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Forewor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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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打开地下热宝库，谱写能源新篇章
——中国第一口干热岩科学钻探孔正式开钻

干热岩通常指埋藏于地表 3 km以
下、温度高于 150℃、没有水或蒸汽的热
岩体。与传统可再生能源相比，干热岩
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具有资源量巨
大、地理分布广、零污染排放、安全性好、
热能连续性好、利用效率高等优势。随
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需求和环
境保护与日俱增，干热岩资源开发技术
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增强型地热系统（EGS）是开发干热

岩资源的具体工程。国际上包括美国、
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建
立了EGS工程，其中位于法国上莱茵河
的 Soultz工程已经成功实现了 1.5 MW
的干热岩发电。EGS工程最核心的技术
为储层建造，如何通过控制注入水压力
来达到理想的储层激发效果对于EGS的
成败以及后期运行成本影响极大。

中国在干热岩方面的研究起步较
晚。2010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公益性
科研项目“我国干热岩勘查关键技术研
究”，主要开展干热岩高温钻探技术方面
的研究，包括钻探工艺、器具及设备配套
研究和孔底连通技术预研究。2012年，
吉林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能
源研究所承担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863计划）项目“干热岩热能开发与综
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开启了中国专门
针对干热岩工程的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3—2014年组
织完成了全国干热岩资源潜力评价与示
范靶区研究工作，在东南沿海地区圈定
了8个干热岩勘查优先靶区，完成了干热
岩综合地球物理勘查；2014年，中国地质
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组织开
展了福建省区域重力、重力剖面以及大
地电磁测深等物探工作，结合大地热流、
酸性岩体分布、居里面埋深以及区域构
造特征，最终确定福建漳州地区居里面
隆起且酸性岩体分布广泛，是中国干热
岩开发的有利靶区，同时，确定了中国第

一口干热岩科学钻探孔位。2015年5月
21日，干热岩科学钻探在福建漳州龙海
东泗村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干热岩勘查
开发进入实践探索阶段。通过实施科学
钻探，将进一步探索深部干热岩赋存特征
和成因机制，评价干热岩资源潜力，为中国
实现干热岩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干热岩科学钻探工程将通过实
施地热深钻工程，开展全面、系统、面向
开发应用的地热科学研究，项目的实施
将进一步查明深部断裂及热赋存特征，
探索区域热成因机制，评价干热岩资源
开发潜力，为中国实现干热岩发电提供
科学依据。作为深部地热钻探，项目施
工内容包括：岩心编录及岩矿鉴定、岩石
比热、热导率测试、岩石放射性生热测
试、地温测量、地热流体化学成分及同位
素测量、地应力测试等。未来，将在场地
性能评价的基础上，完成干热岩发电工
程注入井施工，并开展储层压裂、循环试
验等，评价干热岩示范工程发电潜力，建
立中国第一个干热岩示范工程。

《科技导报》2015年第 11期发表了
王贵玲等的综述文章“干热岩资源开发工
程储层激发研究进展”，系统总结了目前
国际干热岩工程的储层激发情况及其相
关关键技术，希望对中国干热岩资源开发
及相关技术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本期封面为中国第一口干热岩科学
钻探深井开钻图片，由马峰提供。本期封
面由王静毅设计。（（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导 读·

P7 当MERS来宣战
MERS，是SARS的“表亲”，感染者会出现发热、咳嗽、气

短等类似SARS的症状。5月29日，一名进入广东的韩国人

被确诊为MERS，至此，MERS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闯

入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本文向读者呈现了中国在其基础研

究与药物研发方面的进展。

P12 杨柳“飞雪”何时了
近年来，从东北至华中一带，尤其以北京为代表的华北地

区，每到春意盎然翘枝头之时，公园、社区、校园以及城市道路

便随处可见漫天飘扬的杨柳絮，这给城区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

不便。如何解决杨柳絮对人们生活的困扰，本文展示了植物研

究者提出的解决之道。

P125 从卷宗社会到数据社会
如今，我们已从“卷宗社会”迈进“数据社会”，如果说卷宗

社会对社会的治理是相对于人群的，那么数据社会就是在工

业社会治理的基础上，体现出更为个性化的治理。本文讲述

了数据社会的特点与局限性等。

P59 一种新型结构材料S280
超高强度不锈钢S280采用低碳马氏体相变强化和时效强化叠

加，靠析出强化获得所需强度。使用状态下的基体组织为低碳板条
马氏体，主要强化相为Fe2Mo，抗拉强度σb为1920～1930 MPa，断
裂韧度KIC为95～100 MPa m ，具有比300M和AerMet100更好的
耐腐蚀性能。

P108 CO2地质封存技术及其同位素在咸水层的化学
行为研究进展

综述了地质封存空间与封存量、地质封存类型、同位素标记CO2

在咸水层的化学行为的研究进展。CO2注入地下后的行为过程仍有
很多未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难题；CO2地质封存监测方法主要取决于具
体的场地条件和风险情况，未来技术发展主要集中于封存场地评价
与储层响应监测技术。

P114 地球科学发展趋势的思考
——以地球动力学和超大型矿床形成机制为例

地球动力学是解决地球形成和演化的关键性问题，涵盖岩石圈
板块动力学、地幔动力学、地核动力学及核-幔动力学。超大型矿
床，尤其是非常规超大型矿床，是特定因素在特定条件下的耦合，形
成机制涉及地球圈层相互作用。通过地球动力来源和超大型矿床形
成机制初步探讨，认为地球科学总的发展趋势是向着整体性和系统
性方向发展，地球单一圈层的研究已很难适应地球科学的发展，需要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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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505--1515至至20152015--0505--3131））
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因车祸逝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24日，约翰·纳什在美国新泽西州遭遇车祸身亡，终年86岁。20岁左右时，纳什关

于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论文和相关论文确立了他博弈论大师的地位，成为闻名世界的科

学家。随后，他却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妻子、普林斯顿大学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下

才未流落街头。纳什因对博弈论作出的贡献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奥

斯卡最佳影片《美丽心灵》就是根据其传奇经历改编而成。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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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公布521名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1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经院主席团审定的521名2015年

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名单列举了有效候选人的姓名、年

龄、专业、工作单位和提名渠道。有效候选人大多数来自高校和

科研院所，少部分来自企业和军队等。提名渠道分别是院士提

名和中国科协提名。

3 中东呼吸综合征：大规模流行可能性小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9日，广东省惠州市出现国内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确诊病例。截至29日，该病例的38名密切接触者未发

现异常。MERS是2012年9月发现的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疾病。该病毒首现于沙特，继而在中东其他国家

及欧洲等地区蔓延。MERS可通过呼吸道传播、接触传播。世

界卫生组织推测该病的潜伏期为7~14天。有证据表明，在与病

例密切接触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中可以发生有限的人传人，但该

病毒发生大规模暴发流行的可能性不大。

4 中国发现首个亿吨级大型致密油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6日，中国发现亿吨级油

田——新安边油田，这是我国

首个亿吨级大型致密油田。新

安边油田构造位于鄂尔多斯盆

地陕北斜坡西缘，东西横跨宁

陕古河和蒙陕古河，油层埋深

1560~2500 m。致密油是指夹

在或紧邻优质生油层系的致密

储层中，未经过大规模长距离运移而形成的石油聚集。

图片来源：资料图

5 德国将大规模进口中国高铁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8日消息，德国铁路公司董事HanagarthHanagarth表示，该公司近期

将在北京设立采购办公室，加强与中国南车和北车的合作。今

后3~5年，中国将在德国铁路的机车及零部件采购领域占有重

要地位。预计中国高铁将很快获得德国铁路部门的进口许可。

6 2014年8000中国留美学生被开除 八成因学术作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6日，美国厚仁教育机构发布《2015版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

皮书》。数据显示，2014年约有8000名留美中国学生被开除。

被开除的留学群体有以下几方面共通点：80.55%因学术表现差

或学术不诚实而被开除；69.43%来美国不到2年；88.7%的被开

除学生为18~25岁；79.04%本科或硕士学位在读。

7 中南大学调查研究生跳楼事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3日，中南大学发表声明称已启动程序，调查一名研究生不

幸身亡的事件。该校机电工程学院28岁的研究生姜东身姜东身于5月

18日从图书馆坠楼身亡。其硕士生导师是杨忠炯杨忠炯，为机电工程

学院教授、副院长。在网传5000字遗书中，姜东身称，导师杨忠

炯故意为难他，别人“很水的论文”都通过了，唯独对自己的论文

十分苛刻。网传遗书还提到，杨忠炯有私拿科研经费、收受礼品

等行为。

8 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广州召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3日，第十七届中国科协

年会在广州开幕。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李源

潮潮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胡春华

出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致辞，全国政

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万钢及

诺贝尔奖等世界科学大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和我国各条战线科

技工作者代表共2500多人参加开幕式。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9 世界首台人脸识别ATM机问世 系我国自主研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8日，杭州梓昆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一场新产

品技术鉴定会。我国自主研发的第1台，也是全球第1台具有人

脸识别功能的ATM机通过验收。在这台机器上取钱不需要输

入密码，刷脸即可。该产品将很快推向市场供用户使用。

10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有效载荷正样研制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9日，由中国科学院承担研制和生产的空间科学卫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有效载荷正样日前研制成功，预计将于10月完成

整星组装，于2015年年底发射升空，执行为期3年的科学探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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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一名进入广东的韩国人被

确诊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至此，

MERS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MERS，是我们熟知的 SARS 的“表

亲”，二者均属冠状病毒科β冠状病毒属，

感染后也会出现诸如发热、咳嗽、气短等

类似症状。MERS于2012年9月第1次被

报道，首现于沙特，继而在中东其他国家

及欧洲等地区蔓延。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数据，截至 2015年 5月 25日，全

球累计实验室确诊的MERS病例共 1139
例，其中 431 例死亡，

病死率为 37.8%，大约

是 SARS 的 4 倍 。 据

WHO 推测，该病潜伏

期为7~14天。

病毒的侵染过程，

往往是从受体识别开

始 的 ，因 此 ，掌 握

MERS侵入宿主细胞的机制至关重要。

2013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高福带领的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囊膜病毒与结

构免疫学研究组就在MERS-CoV（引起

MERS的新冠状病毒）侵入宿主细胞机制

的基础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他们发

现，MERS-CoV上存在刺突蛋白，参与介

导病毒对宿主受体分子 CD26 的结合。

他们制备出高纯度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

单体，与受体分子结合得到病毒配体/受
体复合物，并有很高的亲和力。随后，研

究人员又解析了复合物的分子结构，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3年 7月 7日 Na⁃

ture上。

2014年，PNAS上的一篇论文显示，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常

见酶类——弗林蛋白酶可激活 MERS-
CoV同感染宿主细胞的细胞膜进行融合

并且促进MERS-CoV进入宿主细胞中。

这些基础研究对相关药物与疫苗的研发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我国学者

已在 MERS 药物研发方面取得重要成

果。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

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的国家“千

人计划”学者姜世勃姜世勃的研究团队研制出

抗MERS的多肽——HR2P，可有效抑制

MERS-CoV对不同细胞的感染。相关研

究成果于 2014年 1月 28日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研究人员又对HR2P
序列进一步优化，引入E/K突变，得到新

多肽HR2P-M2，其结构稳定性、水溶性、

抗病毒活性及广谱性都得到大幅提高，

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他们以鼻道给药

的方式在两种可感染MERS-CoV的小动

物模型上检测了新多肽对MERS病毒感

染的效果。结果表明，HR2P-M2具有非

常好的体内抗MERS-CoV作用，可保护

动物免受致死剂量MERS-CoV的攻击。

与此同时，该团队的研究员应天雷应天雷

等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合作，研制出

对MERS-CoV有高抑制活性的全人源单

克隆抗体——m336，它针对MERS假病

毒与活病毒的中和活性分别为 0.005 μg/
mL 和 0.07 μg/mL。与目前报道的其他

MERS-CoV中和抗体相比，该抗体的中

和活性至少高 10~100 倍，可快速杀死

MERS活病毒。m336在狨猴和兔子动物

模型中体内检测的结果表明，两个模型

中该抗体的活性远超过MERS感染动物

的恢复期血清。m336具有非常高的安全

性和成药性，适合开发成治疗MERS的药

物（6月2日《中国科学报》）。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Journal of Virology中。

研究人员联合使用 HR2P-M2 与

m336单抗，体外实验表明两者具有很好

的协同效应。姜世勃表示，在疫情紧急

的情况下，在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和病人

同意后，联合使用HR2P-M2与m336抗

体可救治MERS-CoV感染者。

目前，MERS的病例仍以从动物获得

感染的散发病例为主，但它的全部感染

来源还不完全清楚，很多研究已经在骆

驼中发现病毒抗体，仍可能存在其他宿

主。然而，面对MERS，我们不必惊慌。

虽然MERS的病死率高，但它的传播指数

较低，为 0.6（SARS是 3）。MERS的传播

能力有限，尚未有证据显示其可在人群

中广泛传播。美国爱荷华大学MERS研

究专家 StanleyStanley PerlmanPerlman表示：“有足够的

证据表明，如果MERS病毒像现在这样传

播，每次对人类产生极小范围的侵袭，它

很快就会消失。”我们已经在易于感染的

SARS与埃博拉疫情中积累了对突发性

传染病防控、应急以及管理等方面的经

验，且相关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不断取得

进展，再加上我国相关部门已快速采取

预防与控制措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

信MERS一定能被有

效控制。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细细数来，虽然人

类积极采取的预防与

治疗行动战胜了不少

瘟疫的挑战，但是，每

次的“搏斗”都会对人

类造成不利影响，在疫情面前，我们未免

显得被动。如果能在它到来之前就能预

测并进行防范，我们的损失会小很多。

美国卡里生态系统研究所和佐治亚大学

科学家的研究或可实现疾病的早期预警

监测，相关研究发表在PNAS上。

研究人员将机器学习与大数据相结

合，研究了啮齿类动物的生活历史、生态

环境、行为、生理特征和地理分布等情

况，建立了包括 2277种啮齿类动物的数

据库，并利用机器学习来揭示该数据库

的规律。他们研制出能够预测可能存在

的啮齿类物种并能识别出潜在啮齿类和

非啮齿类动物特征的模型，准确率达

90%。他们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得出了 50
多种潜在疾病携带的啮齿类动物物种。

研究人员Barbara HanBarbara Han表示，他们得到高

危啮齿类物种观察目录，由于环境变化

速度加快，这份目录极为重要（6月 2日

《科技日报》）。

该研究的效果有待检验，但它无疑

向疾病的提前预测、主动预防方向迈出

了扭转性的一步。或许，当下一波疫情

来敲门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前部署，严阵

以待。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当当MERSMERS来宣战来宣战

MERS一经发现，科学家们便很快揭开了MERS侵入宿主细

胞的机制，这为相关药物与疫苗的研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开展基础研究外，加紧对相关药物与疫苗的研发、加强预防与

采取控制措施也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学者在MERS药物研发方

面也取得重要成果。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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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科普是科协的职责之一，是我们的

主业，但我们该出手时没有出手，在人人

都是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尽管每个人

都有发表言论的机会，但只有最优质的

信息资源才能脱颖而出，获得指数级的

传播。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主席协会主席 韩启德韩启德

《科技日报》[2015-05-24]

继续冻土地区修建高速公路和高速

铁路的研究课题，展开冻土水盐热力特

性分析研究。科研一直在路上。结缘冻

土21载，这个学科已经从门可罗雀变得

炙手可热，有很多与冻土密切的工程需

要理论支持和解决方案。冻土终将变成

许多研究人员的“热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寒区中国科学院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赖远明赖远明

《科技日报》[2015-05-25]

医生的本意就是让人们健康无病地

生存，借一句“但愿天下人无病，何患架

上药生尘”来表达一个行医人的心声，我

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医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杨保林杨保林

《科学新闻》[2015-05-25]

我一直认为，科研的动力是对未知

世界的好奇心，而不是生存、金钱和奖

项。我还将继续努力工作，为着我对科

学纯粹、无限的热爱。好奇心是人类最

伟大、崇高的天性之一。很多专业都有

兴趣的推动，比如文学、音乐、绘画等，这

种兴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有的人表面

上看很努力，但心里想着其他的。而有

的人，无论吃饭、睡觉、走路，都在思考问

题。他们的学习、研究效果是不一样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教授 陈星弼陈星弼

科学网 [2015-05-25]

长期看，智能机器人将彻底改变人

类的生存方式。机器人将成为未来“人

机社会”的基本成员，机器人为人类提供

必不可少的帮助，人类将前所未有地受

益于机器的全面服务。那时，人和机器

人将相互依存，人与机器的界限也将变

得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人越来越难以

分割，难以相互脱离。所以，人类与机器

人对抗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科技大学机器人中心和—中国科技大学机器人中心和

人工智能中心主任人工智能中心主任 陈小平陈小平

《中国科学报》[2015-05-22]

水环境工程治理的主体是企业，科

学研究与企业需求密切结合是科研成果

转化为实践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多年的

流域水生态科研经历，使我深刻地体会

到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而我国近年来

的科研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科

研成果的转化。我始终牢记着流域水生

态的研究最终要应用于实践，这样才能

对再造祖国的山川秀美有所贡献。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研究员 李叙勇李叙勇

《中国科学报》[2015-05-18]

长期从事一件事情，你会冒很大的

风险，那就是有可能不成功，整个过程充

满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煎熬。我坚持的价

值在于，让那些一直坚持走在科学研究

路上的人看到了希望，特别是让数学领

域一批坚持做应用的人看到了成功。其

实，在数学领域有许多人依然坚持走在

应用的路上，无论成败，只要坚持自己的

研究方向并为之付出努力，他们都是成

功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徐宗本徐宗本

《中国科学报》[2015-05-15]

科研选题必须是世界最前沿的，必

须是别人没有做过的。我们追求的不只

是填补国内空白，而是获取人类知识的

创新。真正原始创新的科研无章可循。

研究者要有心灵上的自由。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所长 王晓东王晓东

《中国青年报》[2015-05-27]

中药材从野生改成家种是一场革

命。我们对中药材的需求比以前增加

了，单纯依靠野生药材已供不应求。这

便是目前野生中药材要改成家种的原因

所在。种植很简单，但种好并不容易。

在将中药材从野生改成规模化种植的过

程中，相关基础研究必须跟上，很多复杂

的技术环节有待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院长 张伯礼张伯礼

科学网 [2015-05-26]

我只是在职业道路上比较执着，你

不能说执着就是女强人。真正工作起

来，已经没有性别的感觉了，完全是为了

解决科学问题。我是资深程序员。女性

的特点就是思考特别缜密，非常适合做

“码农”。如果我设计一个程序，我考虑

问题的系统性、缜密性比较强。还有，会

非常投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并行计算机国家并行计算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陈左宁陈左宁

《南方都市报》[2015-05-27]

我不知道不做科学家我能做什么，

我现在既是做研究的科学家，也是一名

大夫，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工作，我对我的

选择还是很明确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国家肝癌科学

中心主任中心主任 王红阳王红阳

《南方都市报》[2015-05-27]

科研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沉得下

心、耐得住寂寞、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

作。同时要有用科研成果造福社会的决

心以及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信心，遇

到困难才不会气馁和半途而废。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谭红谭红

《中国科学报》[2015-05-25]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新华社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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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揭示研究揭示““科学更适合男性科学更适合男性””
偏见仍普遍存在偏见仍普遍存在

近期发表在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论文引起

了科学界的兴趣。这项研究结果显示，

科学仍然被视为男性占主导的职业。科

学更适合男性的刻板印象在所有国家都

存在，但不同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差异，如

南非和日本属于偏见最深的国家行列，

而美国的得分位居中间，葡萄牙、西班牙

和加拿大则属于偏见最低的国家。

直接调查与潜意识测试

假如闭上眼睛想象一位科学家的形

象：无论是凝视一架望远镜，还是在实验

室里观察一个玻璃瓶，或者坐在电脑前

键入一份拨款建议……你头脑中出现的

人物是一位女性还是一位男性？答案可

能决定于你生活在哪里。根据一份最新

的研究发现，在一些国家，人们更倾向于

认为科学是一项更合适男性以及男性占

主导的职业，在持此类意见的国家中，荷

兰名列榜首。就算忽略地理位置的因

素，科学以男性为主导的刻板印象在哪

个国家都有。

“关于科学更适合男性的刻板印象，

在全世界都能找到，甚至在一些性别平

等状况较好的国家”，这项研究的领导者

——来自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

的西北大学心理学家David MillerDavid Miller说。

尽管所有的国家都表现出这种刻板

印象，但研究者发现，那些女性进入科学

领域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所持“科学更适

合男性”观念更加强烈。这个结果来自

于直接的调查——一项关于科学与性

别关系的调查结果，和一项人们潜意识

的测试——根据电脑测试而完成的在潜

意识中的科学与性别关系的测试结果。

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35万名志愿者

的实验数据，他们来自66个国家，这些志

愿者自愿完成了一个在线的、公开的关

联性测试——志愿者们不需要满足特定

的条件，他们中 60%是女性，平均年龄为

27岁，79%受到过高等教育。

这个调查要求参与者回答如何看待

科学与性别之间关联的问题，选项从：

“科学与男性的关联非常强烈”到“科学

与男性或女性都不具有强烈关系”到“科

学与女性有强烈关联”。从总体调查结

果来看，这些回答反映出科学与男性的

关联比女性更强烈。这种刻板印象最强

烈的国家包括南非和日本。而美国的得

分位居中间，与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巴西

相似；葡萄牙、西班牙和加拿大则属于偏

见最低的国家。

为了测试潜意识中的偏见，被调查

对象完成了一个电脑化流程的测试——

隐性关联性测试。在此处，他们被要求

尽可能迅速地对 30个单词进行分类，例

如“妈妈”“叔叔”“哲学”“生物学”，以及

“男性”“女性”“科学”或者“人文”等。在

部分测试中，有一些调查对象被要求在

选择“男性”和“科学”时使用同一个按键

进行归类，选择“女性”与“人文”时使用

另一个按键；在另外一些测试中则刚好

相反，一个键被标识为“男性”与“人文”，

另一个键则被标识为“女性”与“科学”。

这种具有特定关联的反应次数反射出一

种隐含的偏见：如果两个被要求配对的

词语在人们的既定印象中是匹配的，那

么被调查对象完成任务的时间就会更

短。有一些批评认为这种方法有缺陷，

但是它已经被广泛应用，而且许多科学

家认为这种方法有效地洞悉了一些隐性

的偏见，而这些偏见往往不容易被准确

测试到。

在这项研究中，结果显示，被调查对

象在“科学”与“男性”这两个词语进行配

对时，完成任务的平均时间要快于“科

学”与“女性”两个词汇的匹配，这反映出

测试者的潜意识中存在的“科学更适合

男性”的隐性偏见。丹麦、瑞士、比利时

和瑞典在隐性偏见的测试中得分最高。

美国居中，与新加坡得分类似。葡萄牙、

西班牙和墨西哥在隐性偏见的测试中得

分较低。

让更多女性进入科学领域是最好的办法

无论是直接调查结果显示的偏见，

还是隐性偏见测试结果显示出的偏见，

都与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在一个国家

中，选择科学作为所学专业的女大学生

的比例。例如，在荷兰，两项偏见的调查

结果显示都比较高，该国只有20.2%的女

大学生主修自然科学专业，这在所有的

国家中所占百分比是最低的。在这两种

偏见中，丹麦和瑞士也表现出相当强的

倾向，他们国家的女大学生学习科学的

比例也比较低。在阿根廷，48%的女大学

生选择科学为专业，该国对女性不适合

科学的偏见较低——虽然这种偏见多少

还是存在的。在美国，则有 43%的女大

学生选择科学为专业。

研究者还总结出 25个其他因素，他

们认为这些因素可能造成不同国家对

“科学更适合男性”的偏见的差异，包括

一个国家性别平等的总体情况、科学在

一个国家的普及程度和这个国家所处的

地区。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因素显示出，

对科学与性别的刻板印象的形成，不仅

仅归因于一个国家性别平等情况的变

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 ToniToni
SchmaderSchmader在给 Science杂志的邮件中这样

评论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科学领

域，这个观念就会发生变化”，Miller认为

更多女性进入科学领域是改变这种偏见

的最有效途径，优于其他。

Miller说，他的研究结果对于在全世

界范围内改变女性在科学中受到的偏见

提供了一个支持。即使在像阿根廷这样

女性已经在科学领域取得相对较好表现

的国家来说，仍然存在“男性更适合科

学”的刻板印象，这说明还需要做很多工

作才能有所改变。显然，关注女科学家

不足以改变这些顽固的刻板印象。为了

进一步打破固有成见，Miller建议让科学

课程中增加多种多样的关于女科学家的

讨论，“这样就不会把讨论一个女科学家

作为一个新鲜事了”。（本文为编译报道，

资料来源Science网站）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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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5月 22日，由中国科协和广州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创新科技成

果交流会启动仪式在广州举办。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林雄林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

记任学锋任学锋，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子兰温子兰，

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建华陈建华共同推

杆，宣布第一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流会正

式启动。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陈章良陈章良，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等出席启动仪式。

本届科交会汇集了全国675家单位1100多项创新成果，通过特色专区展示、举办科技沙龙、现

场考察对接等多种形式，使科技成果供需双方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与沟通。中国科协还将建立中

国创新成果网上交流平台，整合全国学会科技资源，以互联网思维加强资源集成共享，大力推动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5-23]

首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流会在广州举办

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举行

5月 22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广

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

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在广州举

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韩

启德启德出席论坛并致辞，十一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

德与权益专委会顾问王志珍王志珍，中国科协

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等

出席论坛。论坛主题为“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长效机制建设”，分为两个单元。

第一单元由中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黄伯云、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高福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杨卫、北

京大学副教务长严纯华严纯华、四川大学校长

谢和平谢和平、Science 杂志高级编辑 JelenaJelena
StajicStajic、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邱贵兴邱贵兴作

报告。

专家们用自身的科研经历诠释了科

学道德和科学精神，报告精彩纷呈。与

会代表们在开放讨论环节围绕论坛主题

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就如何建立

良好的科研体系、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

评价作用、如何加强教育调动科技工作

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科技工作者坚守

科学道德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2015-05-22]
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

国际科学大师论坛举办

5月 23日，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

国际科学大师论坛在广州举办。中国科

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

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冯长

根根，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左铁镛左铁镛等出席论坛。2000年图灵奖获得

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姚期智姚期智

主持论坛。

论坛邀请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以色列理工学院特聘教授AvramAvram
HershkoHershko，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美国普渡大学特聘教授根岸英一根岸英一，2011
年狄拉克奖获得者、法国巴黎高等师范

学院荣誉教授Edouard BrezinEdouard Brezin，2004年

图灵奖获得者、谷歌副总裁 Vinton G.Vinton G.
CerfCerf，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以色

列海法工学院教授Dan ShechtmanDan Shechtman等5
位国际科学大师作主旨演讲。上千名科

技工作者和青年学子聆听精彩报告，并

与大师们进行了现场交流。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5-23]
全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项目荣获

“世界地理信息技术创新奖”

5月25—29日，2015年欧洲空间数

据基础设施大会暨世界地理信息论坛于

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会议期间举行了

世界地理信息奖颁奖仪式，我国研制的

30米分辨率全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项目

荣获“2015 年世界地理信息技术创新

奖”。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中心总工程师陈军陈军作为代表接受颁

奖。

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联合国内有

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完成的30米分辨率全

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项目，研建了地表

覆盖数据生产的质量控制技术体系，成

功生产出世界首套全球 2000 年度和

2010年度两个基准年的 30米分辨率全

球地表覆盖数据。该数据由中国政府于

2014年9月22日向联合国赠送，并由联

合国向各成员国、联合国系统机构和国

际社会免费提供使用。目前已有近90个

国家的 2000多名用户使用这一重要科

学数据，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研究、生态

环境评估、自然灾害防治、可持续发展规

划以及地理教学等领域。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2015-06-02]
2015年度邵逸夫奖揭晓

6月1日，2015年度邵逸夫奖在香港

揭晓，5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

与医学、数学科学 3大奖项，每项奖金

100万美元。其中，邵逸夫天文学奖授予

美国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William J BoruckiWilliam J Borucki，他开创并领导了

开普勒计划，增进了人类对太阳系外行

星系及恒星内部的认识。生命科学与医

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

系主任Bonnie L BasslerBonnie L Bassler和美国华盛顿

大学微生物学教授E Peter GreenbergE Peter Greenberg，
他们共同发现群体感应，为调控微生物

群落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提供新颖的方

法。数学科学奖授予德国马克斯·普朗

克数学研究所所长Gerd FaltingsGerd Faltings和美国

罗格斯大学数学系教授 Henryk IwanHenryk Iwan⁃⁃
ieciec，他们共同发展融数论基本工具，有助

于解决存在已久的经典问题。

人民网 [2015-06-01]
中国科协海智

“现代农业培训班”举办

5月7—11日，由中国科协海智计划

办公室主办、安徽省大浦现代农业研究

院承办的“现代农业培训班”在安徽省南

陵县举办。50多位来自福建、江苏、湖

北、河南、安徽、广西等省市海智工作基

地和相关农业企业的学员参加培训。

中国科协特聘海智专家、大浦现代

农业研究院院长高继明高继明围绕中国现代农

业发展的热点问题作精彩讲座。培训内

容还包括展示高科技的现代农业产品和

研究成果等。培训结束后，福建永泰县、

江苏淮安市、广西南宁启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和农业园区与大浦现

代农业研究院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安徽省大浦现代农业研究院

[201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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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会科技专家论坛聚焦智能社会发展智能社会科技专家论坛聚焦智能社会发展
———记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专项活动—记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专项活动

2015年5月23日，主题为“聚焦智能社会发展趋势，服务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智能社会科技专家论坛在广州举办。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出席。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广

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朱小丹等有关领导出席。中国科协常委、两

院院士、地方科协党组书记，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的

代表，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港澳台代表及新闻媒体代表等约

500人参加论坛。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杨杨

强强，麻省理工学院物理教授、Witri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Alex GruAlex Gru⁃⁃
zenzen，京微雅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明刘明，法国机器

人研发领先企业Aldebaran Robotics公司中国区经理陈观养陈观养，

谷歌总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赵勇赵勇，百度研究院副院长余凯余凯分别

作了题为《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新世代无线电力传输》

《国产FPGA的创新之路》《机器人与未来》《交通智能未来》《从

大数据到万物智能》的报告，使得论坛亮点纷呈。

“人工智能+”为“互联网+”助力

“互联网+”是用互联网的理念和运营，再加上传统行业的服

务，提供新鲜血液，同时扩大互联网的应用范围。杨强认为，人

工智能技术是把“互联网+”与传统的行业进行化学反应的衔接

器和润滑器，它可以把“互联网+”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在医疗、交通、教育等领域大大节省各方面的消耗，实现1+1大

于2的效果。

无线电力时代临近

Alex Gruzen是麦克阿瑟青年科学奖获得者，他提到任何足

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异。现代社会，许多人困扰于为手机

充电却一时找不到充电器。Alex Gruzen所在的公司凭借其专

利谐振无线充电技术，完成了移动电子产品的进化，使电子产品

无线充电成为可能。该技术具有灵活取向、支持多设备、穿透不

同物体、扩展覆盖范围的优势。Alex Gruzen表示，无线充电技

术可以实现智能家居产品的无约束供电，覆盖到家居办公、智能

厨房、客厅和卧室，未来也将会极大推动互联网发展以及电子汽

车的发展。

机器人将在我们身边

陈观养在报告中指出，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机

器人市场，机器人的浪潮已经到来。目前，机器人正在经历与电

脑一样的发展路径：机器人行业很像1980年代电脑行业的状态

——没有普遍的操作系统，也没有硬件标准，但生机勃勃、市场

巨大，很快就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家家都有个人

电脑一样，未来也会家家都有机器人”。

机器人未来的应用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替代现在的智能家

居，使之从被动到主动，现在的智能家居还需要人用电脑去控

制，而未来机器人可以主动去做很多事情。二是将减缓因人口

老龄化给制造业和国家发展造成的压力，从工厂用工到帮助老

人再到陪伴老人，机器人都将发挥作用。三是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从授课到陪伴特殊儿童，都有很好的需求。

未来智能交通系统帮助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赵勇是安卓系统图像处理架构主要设计者。他介绍了几种

智能交通的支撑系统，并从视觉和人工智能的角度指出，未来智

能道路不仅能主动监测车辆和行人，即时发布监测信息，实现全

天候工作，还可以提供非直线视觉直播，主动提供危险预警，并

能主动干预交通指挥信号。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可以进行道路监

测，前向障碍物监测，侧向障碍物监测，本车和旁车驾驶行为分

析，情报分析，培育更加安全的驾驶行为。自动巡航系统可以结

合车的引擎的各种参数做最节能的驾驶，把驾驶员从疲劳驾驶

中解脱出来。

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

余凯在报告中指出，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随之而来

是一个大数据时代，这把人们引入了一个智能社会。而从万物

互联到万物智能未来将出现三大趋势：一是所有的设备都有智

能传感器；二是所有设备都有云端大脑；三是所有设备都从过去

的单一功能，变成连接人和整个互联网服务的界面。

智能产品促进智能社会，可编程芯片提升智能产品

刘明在报告中把自己产品比作“砖头”，但这些并不是普通

的砖头，而是搭起智能大厦必不可少的FPGA芯片“砖头”。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产品离不开集成电路，其中绝

大部分是专用集成电路，这种电路通过优化设计来满足特定市

场，但它制成后不能升级，所以产品更新换代很快，极容易被飞

速发展的电子市场淘汰。而FPGA是一种可编程逻辑芯片，它

可以满足各行各业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需求。这种芯片和

CPU、存储器并称为世界3大高端通信芯片，过去因为高成本和

高功耗仅为专业人士使用，但现在其成本和功耗已经下降到与

传统专用集成电路相近了，具备大规模进入日常生活的市场价

值。其最大优势是可按需定制，可批量生产，比使用传统专用集

成芯片省钱省时间。

作为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的专项活动，智能社会科技专

家论坛注重形式创新，演讲人之间、演讲人与听众之间穿插互

动，碰撞火花，增加了论坛的吸引力。

在与听众互动环节，杨强表达了对智能社会发展的看法。

他认为，过去几十年内，我国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产业界，人工

智能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我国和国际人工智能的发展

水平差距几乎为零。

赵勇也乐观地向听众表示，在智能交通方面，真正的辅助驾

驶会在未来2~5年就会出现，自主巡航技术和全自动驾驶分别

要5~10年或10多年才能出现。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担忧，余凯则认为不必

多虑，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朝着与人类发展互补的方向

走的，智能不等于智慧，他说，“我们会造一个非常智能的系统，

不会造一个非常智慧的系统”。 本刊综合报道 [2015-06-0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11



科技导报 2015，33（11）www.kjdb.org

杨柳杨柳““飞雪飞雪””何时了何时了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沐先运 1，张志翔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北京林业大学，讲师；2. 北京林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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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相信许多人对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这首诗倍

感亲切，童年记忆些许就是从醉杨柳的春天开始的。然而近年

来，从东北至华中一带，尤其以北京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每到春

意盎然翘枝头之时，公园、社区、校园以及城市道路便随处可见

漫天飘扬的“雪花”，4—5月便也成了杨柳飘絮恼人心之时。

杨树、柳树是雌雄异株树种，雄株散发花粉，雌株结果飘

絮。然而，由于人为的密集种植，原本正常的树木生物学现象却

致使杨柳絮密集暴发，给城区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密集

的杨柳絮可造成直接的健康威胁，其可飞入眼睛、鼻孔从而诱发

炎症，也可刺激皮肤导致过敏。因此，有呼吸道疾病和过敏体质

的市民在飘絮阶段要十分小心，做好防护工作。其次，密集的杨

柳絮还会对公共交通和安全造成威胁。在杨柳栽种密集、路面

硬化面积大的区域，杨柳絮会干扰人车视线，干扰汽车散热装

置。此外，杨柳絮还会形成明火威胁。笔者曾在某小区目睹一

位散步的行人因不胜烦扰，点燃飘落在地的杨絮，结果刹那间火

光四起并引燃落叶，最终一段长约5 m的绿植灌丛被破坏。

为何要如此密集地种植杨柳？难道就没有其他城市绿化树

种么？以北京为例，其实适生树种有许多，如榆树、国槐、栎类

等。然而，杨柳以其易繁殖、易成活、耐寒旱、生长猛、见效快等

特点，迅速成为早期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虽然前人栽杨后人

乘凉，但是后人现在要为密集栽杨而买单。通过摸索与实践，目

前治理杨柳絮的方法有高位嫁接、药剂注射、高压喷水、树枝修

剪等。高位嫁接是指选择目标雌株，截去树冠，嫁接雄株枝条。

此举虽然见效快，但景观效果和生态效益有短期损失，且主干顶

端偶有新的雌株枝条萌发，从而造成二次飘絮。药剂注射是指

在特定时间段给目标雌株注入花芽抑制剂，通过杨柳自身的“血

液运输”将药物转移到全株，干扰来年花序的形成。通过人工“绝

育”注射，从而达到避免飘絮的目的。然而，不同植株注射剂量有

差异，效果也不同。高压喷水是以水为载体，将即将飘散的杨柳絮

粘附并使其尽快落到地面，避免飘絮的过程。树枝修剪是选择性

地进行疏枝，减少飘絮量。这些治理飘絮的方法用在一个社区、公

园成效明显，然而若将他们运用到栽培了几百万株的城市，人力、

物力费用巨大，且治标不治本，既不实际也不可取。如何标本兼

治，达到景观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是值得深思

和探讨的。笔者提出几个观点，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首先，，应明确杨柳的优良雄性单株应明确杨柳的优良雄性单株，，建立雄株采穗圃建立雄株采穗圃，，开展开展

定向培育定向培育。。通过对优良雄株品种、品系的扩繁，降低杨柳雌株在

城市绿化的比例，有效降低飘絮量。当然，考虑到城市绿化独特

的景观效益，切不可为追求治理效果而直接、盲目地砍伐雌株，

更不可砍伐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古树。然而，替换雄株

也有其潜在危害——过多雄株产生浓密的花粉，对花粉过敏者

造成更大刺激。

其次其次，，利用科技手段利用科技手段，，选育选育、、培育雄花败育培育雄花败育、、种子无毛的杨柳种子无毛的杨柳

新品种新品种。。从植物组织结构来说，杨柳絮其实是种子的附属物，是

假种皮的一种表现形式。大家熟悉的荔枝、龙眼的白色果肉，也

是假种皮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对植物花发育相关基因家族的

深入研究，已经对花的形态建成有了进一步认识。从生物学角

度看，完全有可能培育出雄花败育、种子无毛的杨柳新品种。

第三第三，，将部分杨柳逐步替换成其他乡土适生树种将部分杨柳逐步替换成其他乡土适生树种，，提高城市提高城市

绿化景观效果绿化景观效果、、生态效益和生物多样性生态效益和生物多样性。。乡土植物是指本地原

有天然分布、自然演替、已经融入当地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植物。

生活在每一地区的植物都是已经与环境和气候相适应了的群

体，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植物对环境的适应不仅是对水分和温

度的适应，也是对土壤类型、动物、微生物和食物链的适应。因

此，与外来引进栽培植物相比，乡土植物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和稳

定性，可以在加以开发利用、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减少外来生

物入侵的威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人文历史价值等优势十分

突出。

第四第四，，应尽可能降低城市特定区域硬化路面的比例应尽可能降低城市特定区域硬化路面的比例，，提高绿提高绿

化率化率。。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二环以外的道路主要是毛白杨，

但并未对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原因是人口少，地面和道路硬化

少，裸露的地面和农田直接吸住杨絮。而目前的城镇建设发生

巨大变化，道路地面硬化，高楼大厦林立。因此，在城市及人口

密集的城镇区域，不再提倡密集种植杨树和柳树，从而有效降低

现有杨柳絮的潜在危害。

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有上千年的历史，有明显的季风气候

和典型的地带性植被。有研究表明，北京市五环内公园中维管束

植物共492种，占北京市总维管束植物种数的19.5%。然而，乡

土植物种类仅为 200余种，仅占北京市野生维管束植物总数

（1790种）的11.2%。虽然欧美地区植物总数（31650种）与中国

的总数（31180种）相当，但其常用城市绿化园林植物多达2000~
4000种，远高于我国各大城市。因此，如何充分开发、利用丰富

的乡土植物资源，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园林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北

京地区，有着丰富、多样、美观的野生植物，可为城市园林绿化提

供重要基础。例如，乡土木本植物有著名的长寿树——栎类、国

槐、楸树，以及鹅耳枥、花楸、流苏树、黄连木、栾树等。相对于广

泛栽培但寿命只有几十年的毛白杨而言，栽种蒙古栎、栓皮栎等

寿命可达几百年、秋季叶片可泛黄晕红的长寿树种，不但能减少

杨絮，减少栽种、管护成本，而且可以提高城市的景观多样性，还

可为城区野生动物提供越冬实物（橡子），一举多得。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杨柳絮仿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力

求根治，但这不代表将杨柳从城市园林绿化中赶尽杀绝。作为

生物多样性的组成成分之一，杨柳在城市绿化中依然发挥着作

用，甚至在一些著名的历史建筑、遗迹中体现了独特的文化气

息。作为生物学现象的杨柳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为过多栽

种而导致的潜在危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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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迭代学习控制与重复学习
控制理论及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

青岛科技大学博士池荣虎池荣虎和北京

交通大学教授侯忠生侯忠生组织的“迭代学习

控制与重复学习控制理论及应用”专

题，围绕该领域相关的理论与技术热点

问题，介绍了其中最前沿问题和最新的

研究成果，包括：1）分布式复杂系统；2）
故障容错问题；3）变区间长度问题；4）
多点/终端跟踪问题；5）迭代变化期望轨

迹/期望设定点和迭代变化初始状态问

题；6）ILC系统存储器容量降低问题；7）频域收敛性分析；8）平

移振荡器的重复控制；9）基于 ILC的通讯安全问题；10）批过程

强化学习的特征选择和学习；11）基于可变染色体长度的遗传

算法的网络侵入监测等。专题涉及的研究方向广泛，且均来自

于实际问题；研究方法新颖，且推导合理。另外，该专题还探讨

了学习控制理论的发展问题，为今后的持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网址：www.ijac.n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omation and Computing（IJAC）

JAC推荐人：编辑部 陈培颖 [2015-06-01]

基于固相连接的新型增材制造工艺（3D打印）
——搅拌摩擦增材制造

与激光、电子束等增材制造方法相比，基于固相连接的搅拌摩

擦加工的增材制造在铝、镁等轻合金中应用优势明显。南昌航空

大学柯黎明柯黎明课题组在国内首次利用无倾角成形工具实现搅拌摩擦

增材制造工艺并进行了工艺参数对铝合金增材成形影响的研究，

实现较复杂结构铝合金的搅拌摩擦增材制造。结果表明：影响增

材成形的工艺参数包括增材行进速度、增材加工间距、增材加工方

向等。单道增材宽度随行进速度的增加而减小；界面迁移高度、迁

移宽度随行进速率的增加逐渐减小。合适

的行进速度，可获得较小的界面迁移和较

大的单道增材宽度。当增材加工间距大

时，会有两道次间未结合界面和迁移界面

缺陷；随其间距减小，未结合界面逐渐转变

成迁移界面；当达到某值时，迁移界面消

失。与同向增材方向相比，逆向增材方向

更能有效抑制迁移界面，获得较大的有效

增材宽度。（网址：jme.biam.ac.cn）
《材料工程》[2015-05-29]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寇凤梅

基于磁控分离的水产致病菌

微流控检测方法
水产养殖病害是

影响农业水产养殖业

快速健康发展的最大

障碍，其中弧菌、嗜水

气单胞菌、大肠杆菌等

多种水产致病菌是导

致养殖病害的主要原

因，因此水产致病菌快速检测是预防和

控制养殖水产品病害发生，保障水产品

质量安全的关键。针对当前水产致病菌

传统检测方法中存在目标菌分离难、检测

时间长、自动化程度低等缺点，研究人员

提出了基于免疫磁控分离的水产致病菌

微流控检测方法，将检测过程中自动进

样、磁控分离以及电化学阻抗检测等环节

集成到数厘米的微流控芯片上构成“芯片

实验室”，实现了目标菌分离与检测过程

自动化，并以不同浓度的常见水产致病菌

对检测性能指标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

明：与传统实验室检测方法相比，微流控

检测方法实现了水产致病菌的快速分离

与检测，具有检测灵敏度高、试剂量小、芯

片复用率高及易于自动化等特点，对提高

水产养殖病害检测自动化水平具有实际

的指导意义。（网址：www.j-csam.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5-04-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近10年流域江湖关系变化作用下

鄱阳湖水动力及水质特征模拟
近10年流域、长江和鄱阳湖间关系

发生较大变化，导致新的水文节律调整，

进一步使得鄱阳湖湖区水质环境发生变

化。研究人员对近 10 年序列（2003—
2012年）和 1956—2002年序列的多年

平均日水文过程进行对比，分析鄱阳湖

的流域入流、湖口出流及湖区水位的年

内变化过程；通过构建鄱阳湖的二维水

动力水质模型，并采用实测2010年湖区

水动力及水质数据对模型进行率定验

证，在此基础上着重

研究流域、江湖水文

情势变化条件下，湖

区的水动力和水质发

生的变化。模拟结果

显示，由于4—6月间

湖区丰水期滞后 13
d，8—10月间枯水期

提前 21 d，导致 TN
浓度在两个时间段内分别上升10.6%和

12.4% ，TP 浓 度 分 别 升 高 11.7% 和

13.6%。在8—10月期间，湖区水位下降

速率增加，南部与西部的碟型湖提前与

主湖区分离，形成相对静水的水塘，加剧

了碟型湖的富营养化风险。（网址：www.
actasc.cn）

《环境科学学报》[2015-05-31]

真实和模拟火灾情境下小鼠的

从众行为
清华大学高阳高阳等从生态理性视角探

讨并比较了小鼠在真实火灾和模拟火灾

情境下的从众行为。研究由2个预备训

练和3个正式实验组成，研究发现：当小

鼠缺乏明确逃生信息，而鼠群传递的逃

生信息明确时，小鼠倾向于采纳群体信

息，选择从众；当小鼠掌握明确的逃生信

息，鼠群传递的逃生信息也明确时，小鼠

按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选择逃生路线，

不从众；小鼠所掌握的逃生信息被遗忘，

鼠群传递的逃生信息也变模糊时，小鼠

在真实火灾情境下不从众，在模拟火灾

情境下从众。结果表明，从众是一种启

发式策略，具有生态理性适应功能；在存

有逃生路线和出口

相关信息记忆痕迹

（内隐记忆）前提下，

真实火灾情境会优

先激活与直接逃生

信息相关的记忆，而

从众启发式不具有

优先激活性。（网址：

csb.scichina.com）

《科学通报》[2015-05-21]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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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发现大脑形成决策的区域

大量与大脑决策有关的研究聚焦的都是在各种不同成本和风险之间，人会作出何种决定。这些决定依

赖于所采取的全局策略，但策略本身是如何被大脑选中的一直是未知。研究人员发现了大脑中负责编码进

攻和防御策略的区域，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Nature Neuroscience上。

日本象棋能够便于区分大脑的进攻和防御策略，研究人员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监测了17名高水平

的日本象棋业余组选手在判断一些特定棋局应该选择进攻还是防守时的大脑活动情况。选手被要求为预设

棋局和走棋策略选择具体走哪步棋，这样研究人员便能确定大脑中负责编码走棋策略而非具体到走哪步棋

的特定区域。该研究印证了之前的一个观点：先采取策略，之后再根据各种限制条件选择特定的步骤。进攻

和防守策略所形成的大脑区域分别为后扣带回皮质和吻侧前扣带皮层。此外，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也

与进攻和防守策略之间的区分有着最紧密关联。（网址：www.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05-28]
少喝含糖饮料可降低 II型糖尿病

风险
英国剑桥大学研

究显示，以水、不含糖

的茶或咖啡来替代人

工配制的软饮料或含

糖牛奶饮品，将有助于

降低人们患 II型糖尿病

的风险。研究成果发

表于5月6日Diabetologia上。

2.5万名 40~79岁志愿者参与了剑

桥大学长达11年的追踪调查，他们按要

求每天记录自己的饮食规律，尤其是糖

分摄入情况。最终，志愿者中有847人被

诊断患有 II型糖尿病。通过数据分析发

现，如果志愿者以水、不含糖的茶或咖啡

替代每天习惯性饮用的软饮料，其患 II型
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 14%；若以无糖饮

品替代每天习惯性饮用的含糖牛奶饮

品，其患 II型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20%~
25%。这一研究结果与此前发表的类似

研究报告结论基本相符，也为世界卫生

组织关于限制饮食中糖分摄入的建议提

供了更充分的依据。（网址：link.springer.
com/journal/125） 新华社 [2015-05-02]

重度抑郁留下代谢标识
近期研究显示，重度抑郁通常伴随

着意想不到的代谢信号。研究成果发表

于5月4日Current Biology上。

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分析数

千位患有反复发作重型抑郁症的女性和

健康控制组的数据以

寻找增加抑郁症风险

的基因时，偶然发现

线粒体 DNA 的数量

发生变化，以响应压

力，细胞能量和重度

抑郁之间存在着联

系。与其他样本相比，取自具有压力相

关的抑郁症病史的女性样本中包含更多

的线粒体DNA。研究人员将实验鼠置于

压力环境中4周，结果显示，压力能引起分

子变化，而且变化部分可逆，并由应激激

素——皮质脂酮引起。研究人员表示，抑

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针对知觉

压力的代谢反应。该研究为理解抑郁症

的自然特性提供了新视角，也将有助于开

发心理健康测量和监控的分子水平新方

法。（网址：www.cell.com/current-biolo⁃
gy） 《中国科学报》[2015-05-21]

光污染严重干扰海洋动物“安家”
光是海洋动物寻找合适的环境来安

家、成长和繁殖的重要线索。英国埃克

塞特大学和班戈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麦奈

海峡观测了夜间人造光源对海洋无脊椎

动物在新环境“安家”时的影响，海岸地

区的社区、船只以及基础设施带来的光

污染会影响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群落构

成，从而改变海洋生态。研究成果发表

于4月29日Biology Letters上。

研究人员发现，就英国海岸常见的

海洋动物而言，人造光源对它们定居既

有鼓励又有抑制作用。一些海洋动物如

龙骨蠕虫喜欢光线明亮的环境，海岸地

区日益密集的人造光源会鼓励这些海洋

动物给码头和造船厂带来不必要的“污

染”，而且也会改变这些

物种在更广阔的海洋环

境中的富集程度。而有

些海洋动物如海榧和海

鞘则更喜欢光线暗的环

境。该研究第1次表明

人造光源在海洋环境中

会扰乱生态群落的发

展。（网址：rsbl.royalsocietypublishing.
org） 《科技日报》[2015-04-30]

全球变暖将使1/6物种消失

气候变暖会导致部分动植物物种因种种不适应而发生种群数量减少、迁移、生态退化，一些濒危物种难

逃灭绝厄运。由于研究的局限性，在温度上升给全球物种造成了何种影响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近期的研

究分析表明，如果气候变化仍然以目前的进程发展，地球上多达1/6的物种将消失不见。研究成果发表于5
月1日Science上。

为打破研究局限，研究人员对131个不同的生物多样性研究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物种灭绝风险随

着地球温度升高而增加，而且灭绝风险呈加速趋势。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物种面临的灭绝风险最高，

那里许多物种的栖息地很有限，它们难以迁徙到其他地方。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地球升温幅度从2℃提高到

3℃，物种灭绝的风险就会增至8.5%。假如各国不采取措施，全球变暖保持目前的趋势，那么到2100年地球

升温幅度将达4.3℃，约1/6的物种将面临灭绝风险。要避免全球物种加速灭绝，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措

施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网址：www.sciencemag.org） 《中国科学报》[2015-05-21]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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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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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本期科学共同体推介将继续为读者

介绍，2015年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

22项展览中的 6个展览项目，更多的展

览内容介绍可以参考英国皇家学会官方

网站http://sse.royalsociety.org/2015/。

加快聚变
核聚变指原子核的结合，通常是质

量较小的2个原子以非常高的速度碰撞，

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核，释放出巨大的

能量。聚变是一种诱人的无碳能源，而

它的实现看似要等到几十年以后。托卡

马克能源（Tokamak Energy）的展品展

示了他们如何以创新、高效、紧凑的机器

来加快聚变能源的发展。

目前人们用一个被称为托卡马克

（Tokamak）环的甜甜圈形磁装置来捕获

聚合燃料，实现人类对聚变反应的控制

（图 4）。将新的超导技术与更有效的挤

压式球形托卡马克设计（跨越4 m）相结

合，创建出了一个小而强大的聚变反应

堆。这些机器可以在世界各地制造和运

输，并且可以成规模地建造商业聚变发

电站——为未来提供安全和清洁的能

源。也许在不就的未来，核聚变发电有

望通过位于牛津郡的这个开创性的实验

室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与流感战斗
人类和动物都有可能感染流感，症

状的范围可以从轻微的不适到致命，每

年的季节性流感会导致全球数十万人死

亡。流感病毒的迅速变异，需要全球科

学家不断追其脚步，以控制疾病在全球

蔓延。科学家们正寻找新的方法来阻止

流感的传播，保护人类自身和养殖动物。

为应对各种流感，人们需要从分子

水平上了解关于流感的一切。Pirbright
研究所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建立关于流

感病毒的基本知识，开发诊断和治疗疾

病的工具，控制流感在人类和养殖动物

中的传播。特别是在养殖业方面，研究

所正在研究能够现场快速获取结果的动

物诊断手段，开发具有多菌种持久保护

作用的疫苗，繁育对禽流感有天然抵抗

力的鸡类。在临床上，尝试通过遗传学

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流感症状严重而

另一些人则不受影响。

免疫大军
免疫系统是人体一支专门的细胞军

队，它们中的一些产生抗体，黏附入侵

者，绑定标记并进行破坏。免疫系统日

以继夜地工作寻找和摧毁外来的侵略者

——细菌、病毒、真菌或寄生虫。一种类

型的免疫细胞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抗体，

以分门别类地对付每一种入侵的病菌或

“病原体”。但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免疫系统也在不断地削弱，无法

抗击入侵的病菌。巴布拉汉研究所

（Babraham Institute）的工作着眼于数

百个基因的不同组合，这些组合又是如

何通过排列组合来获得唯一的抗体？了

解这种混合和匹配过程，对于设计新的

药物来提高老年人免疫力、开发疫苗和

防治疾病十分重要。

肉类带来的困扰
环境问题，肉类价格的不断上涨，不

断增加的疾病和内乱，这些问题时刻对

食品系统产生影响，以至于现在的肉类

食品生产力已经无法满足全球日益增长

的对肉类的需求。在理想的情况下，人

们应该选择在不适合种植作物的土地上

放牧，家畜食用植物并产生粪料，使养分

得以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目前，许

多放养的做法并不能真的实现可持续发

展计划。

洛桑研究所等多家机构设计建立了

“研究农场”，在试验田和实验室采用最

先进的技术，来衡量不同的耕作方法对

牧场、温室气体产生、动物健康和营养，

以及肉类生产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希望

通过研究可以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以满足全球民众对肉类深切的热爱。

具有自愈性的材料
众所周知，生物材料例如骨、皮等可

以在损伤后再生。但是大部分的人造材

料都并不具备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雷

丁大学等研究并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可以

自己进行修复的材料（图5）。

聚合物是由许多重复单元连接在一

起制成的材料，最简单的例子是塑料。

当人造聚合物遭受过大的机械或热应力

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将材料设计为

含有互补分子表面，这些分子表面可以

重新连接以修复损伤。设计过程开始于

计算机模拟，然后推进到实验研究，最后

在真实情景下测试新材料的原型。设计

出的自愈聚合物可以大大提高汽车和飞

机关键部件的耐用性和安全性。

探索磁单极子
众所周知，磁铁有南北两极，但真的

总是这样吗？粒子物理学家一直怀疑存

在携带单个磁极的基本粒子。早在1931
年，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狄拉克就预言了磁单

极子的存在，但这些粒子迄今都未被人

们检测到，而这一预言也仅停留在理论

阶段上。但随着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升

级，使得仪器以更高的能量撞散粒子

束。MoEDAL实验给了人们有史以来，

创造和检测磁单极子的最佳机会。

帝国理工学院等多家机构联合展示

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实验，这些基本粒子实验有可能会彻底

革新物理学并带来广泛的实际应用。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4 一个环形托卡马克装置捕获等离子

图5 新型材料可以使汽车和飞机

部件在破裂时完成自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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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用心倾听植物的声音用心倾听植物的声音

祁云枝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4年5月第1版，定价3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汪翠萍 1，聂子楠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

院，讲师；2.沈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王安石曾道“看似寻常最奇崛”，在

平淡中见神奇，于浅近中见深意，就像我

们平时熟视无睹的花花草草，这些朴素

无华的事物往往有其独特不凡之处，细

细品来，饶有兴味。祁云枝的《枝言草

语》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枝言草语》是祁云枝 2014年的新

作《植物让人如此动情》中的一册（该书

包括两册：《枝言草语》和《植物哲学》）。

《枝言草语》的封面是手绘的花与树，简

约大方，书的内容包含“一草一木总关

情”“同一片蓝天”“以植物为师”和“了解

植物，与植物结缘”4个部分，共计 48篇

散文。作者在浓郁的趣味性和艺术性中

揭示了植物的科学知识。

在生动鲜活的漫画里，植物温柔可

爱、富有个性。《枝言草语》每篇散文至少

配有一幅漫画。这些漫画颜色鲜亮，灵

动纯净。例如，芸香花黄绿色娇小的花

冠里，住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女王和8位细

细高高的美男子，雌蕊是女王，雄蕊则是

美男子。当女王呼唤美男子的名字，雄

蕊则弯腰亲近雌蕊的柱头，美男子与女

王深情拥吻。这一画面形象直观，神秘

有趣，运用拟人化手法展现了雄蕊与雌

蕊传授花粉时的甜蜜世界。在蒹葭苍苍

的芦苇故事中，一位美丽的仙女将如丝

的芦苇花插在发髻上，在清幽的月光之

下翩然起舞。花叶俱奇的浮水植物王莲

上，小毛驴正弹奏着欢快的乐曲，小女孩

紧闭双眼，深情歌唱，歌声在空中飘荡，

他们安然快乐。红蜻蜓、小兔子、长发女

孩、妙曼多姿的花、青翠欲滴的叶、寒风

刮过脸庞的树，组成一幅幅色彩缤纷的

漫画世界，吸引读者眼球，传达语言文字

难于表述的内容，既趣味无穷，又予人以

审美愉悦。

在闲静淡远的美文中，植物有情有

趣。作者多年与植物为友，拥有敬畏植

物的心、懂得草木的眼睛和善解花意的

心灵，善于用生花妙笔书写植物的喜怒

哀乐、思想灵魂。微风拂过，太阳花苞个

个伸起懒腰，渐次舒展，十几秒后，色彩

艳红、薄如蝉翼的太阳花点头微笑。春

夏时分，羽叶茑萝纤细的叶子，鸟翎一样

旋转着小舞步，星星般的红色花朵偶尔

就从细密的羽叶中探出头来。在西北料

峭的寒风里，雏菊那圆嘟嘟、毛茸茸的笑

脸不因寒冷萎靡退缩，太阳升起来时，抖

落白霜，依然笑得开心烂漫。卷柏不祈

求老天的恩赐，积极勇敢地解决问题，演

绎着生命的华丽蜕变。花朵微笑，卷柏

坚强，植物具有了人的性格。刘勰有言

“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想象的奇妙作

用，在于使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相沟

通。在祁云枝笔下，已不是凭借想象沟

通主观与客观的联系，而是运用感情，使

人与花草形成同构关系，人静对植物，每

一棵树，一叶草，一朵花都弥漫着诗意的

芬芳，具有生命的内涵。作者还善于赞

颂身边的平实质朴之物，无论是辣椒、萝

卜、西红柿、苹果这些日常食材，还是槐

树、蒲公英、玫瑰、艾草这些树木花草，作

者总能从中发现情深、意浓、味厚、趣远，

于是期待自己来生做一棵结满辣椒的植

株，氤氲在童年结识的悠悠艾香里。作

者博学多识，“竟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

间第一香”“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

皆若狂”等诗句在文中信手拈来，犹如画

龙点睛，增添了植物的诗意。作者更多

运用平淡自然的语言，讲述一草一木的

故事，同一片蓝天人与植物的亲密关系，

蒲公英、槭树种子、茅草、苍耳等对人的

启迪，人与植物的深厚情缘。“一语天然

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散文自然直

寻，字里行间溢满情感，通篇摒弃纤丽浮

华的敷饰，露出真朴淳厚的美质。

不仅仅是美文，作者还不露痕迹地

普及了植物学知识。一直从事植物科普

及研究工作的祁云枝，曾撰写《趣味植物

王国》《与植物零距离》和《植物哲学》等

科普专著并绘制《漫画生态“疯情”》等漫

画科普图书，把自己对植物的研究、观察

与感悟，融入精巧幽默的漫画和行云流

水的文字中。这部《枝言草语》同样如

此，作者基于自己对植物科学的高深素

养，通过描写、叙述、议论、抒情等多种方

式，以生动、优美、风趣的笔调，将科学知

识娓娓道来。例如，我们日常培养的芦

荟“费尽心思为自己装备的烟酸和维生

素B6等轻泻剂，吓退了食草动物，却造

福了人类，成为人类的健胃药；芦荟体内

富含的铬元素，具有胰岛素样的作用，能

调节体内的血糖代谢，成为糖料病人理

想的食物和药物……”作者在《植物的数

学奇趣》一文中，将不同的花瓣、种子与

数字结合，笛卡尔叶线，花瓣、萼片与果

实所表现的裴波那契数列，向日葵种子、

雏菊花盘的数学模式，以及黄金角等植

物中的数学知识，令人大开眼界。我们

日常所见之物诸如降落伞、尼龙、搭扣、

锯子、空心管等原来以植物为师，来自于

蒲公英、苍耳、茅草、竹子等赋予的灵感，

令人不禁感叹植物的绝妙智慧。《刀锯

下，罂粟与人的对话》中，采用人和罂粟

对话的形式，揭示出罂粟原本只是植物，

本无过错，而一些人利欲熏心，为了获得

钱财不择手段，真正罪恶实际源自于人

的欲望。《@达尔文：假如您还活着》以给

达尔文通信的方式，设想假如达尔文活

到今天，其精力很可能集中在各种物种

的讣告上，而不是物种起源。正是人类

的私心和贪欲，让湿地干了，草原荒了，

森林没了，河流断了……作者向我们介

绍多种植物花卉的生态习性，遇到病虫

害时的状态及防治方法，也介绍各种赏

花攻略，方便人们在合适时机欣赏到美

丽的鲜花，同时展示生存环境所承受的

巨大压力，揭露乱砍滥伐等不良行为给

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威胁与隐患，将植

物世界的美丽与危机呈现在读者面前。

“妙手绣华章，巧思得佳趣”，形容

《枝言草语》是再合适不过了，书中奇思

妙想俯拾皆是。“灼灼云枝净，光光草露

团”，作者祁云枝的名字与《枝言草语》又

是如此契合，不禁让人会心一笑。“书卷

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植物多

情，书亦多情，此书读来轻松愉悦，读罢

回味悠长，足堪为读者之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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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星际穿越

[美] Kip Thorne著，苟利军，王岚，李然 等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 6 月第 1
版，定价：84.00元。

本书是天体物理学巨擘Kip Thorne
写给所有人的天文学通识读本。Kip
Thorne教授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一一破解

宇宙中让人瞠目结舌的奇景——大爆

炸、黑洞、时空弯曲、潮汐力、虫洞、引力

弹弓、星际旅行等，解释了所有推动剧情

的天体物理学理论，就内容的真实性将

书中的科学知识分为3种：科学事实、有

根据的推测和猜想，并做了明确的标注，

以帮助我们解开所有剧情设计与时空旅

行之谜。本书是媲美《时间简史》的又一

里程碑式著作。中国国家天文台苟利

军、王岚、李然等博士、研究员担纲翻译，

文字优美，将这本极富科学内涵的图书

演绎得极为通俗易懂和精彩。苟利军、

王乔和王岚3位专家对于书中的黑洞、虫

洞、高维空间和时间旅行等主题特别录

制了讲解视频，随书同读，穿越无限。

动物生活史

[英] John Arthur Thomson 著，胡学亮 译。

新星出版社，2015 年 4 月第 1 版，定价：

68.00元。

《动物生活史》通过观察动物的日常

生活，并研究它们各自是怎样解决食、

色、地盘、种族4大永久性问题，以揭示生

物界生生不息的生命演化进程。作者认

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剧场，

每一个生物体都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

色，虽然这一出生命大戏已演出上万年，

但仍会继续演下去。本书偏重动物在野

外所过的生活，并在脊椎动物里重点表

述哺乳动物和鸟类，在无脊椎动物里特

别表述了昆虫和蜘蛛。在本书中读者不

但能了解许多动物知识，作者尤其强调

一种训练思维的纪律，这种思维训练正

是古老的博物学发展成为现代生态学的

关键。

上帝如何设计世界：爱因斯坦的

困惑

张天蓉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6
月第1版，定价：35.00元。

科学研究探索的是万物之本。万物

之本是什么？上帝是如何设计这个世界

的？这是爱因斯坦的困惑。作者首先简

单概括了牛顿力学及麦克斯韦电磁理

论。从经典理论碰到的困难，引出爱因

斯坦建立相对论的思考和历史过程。第

1章主要介绍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概念。

第2章介绍广义相对论少不了的数学工

具：黎曼几何。从几何直观和物理应用

的意义上来引进黎曼几何，并重点突出

内蕴几何思想的重要性。第3章中解释

了狭义相对论引发的有趣佯谬及质能关

系式。第4章介绍广义相对论的基本思

想，第5章则是主要介绍了宇宙学中的大

爆炸理论、暗物质、暗能量等假设的来龙

去脉、最新研究状况等等。从《上帝如何

设计世界：爱因斯坦的困惑》中也可看到

这些伟大发现背后的故事和科学家的思

路历程。科学家们是如何发现问题的？

他们历经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他们又

是如何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探讨发

现自然规律的历史，领略其背后隐藏着

的生动灵感和科学精神。

寻找薛定谔的猫：量子物理的

奇异世界

[英] John Gribbin 著，张广才 译。海南出

版社，2015年6月第1版，定价：32.00元。

《寻找薛定谔的猫》是一本跨越量子

力学、物理学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科普图

书。它就像一个科学向导，带着读者领略

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过程；它又仿佛是

一本思想史，把物理学家们的思维过程非

常清晰地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科学家成

功前的一次次失败。John Gribbin在《寻

找薛定谔的猫》中生动地描述了科学家得

出他们理论的过程，让读者轻松地理解瞬

间的真实性和一般量子力学。

《三体》中的物理学

李淼 著。四川科技出版社，2015年 4月

第1版，定价：32.00元。

这是一部奇特而富于妙趣的科普

书。作者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从近年来

广泛影响的科幻小说《三体》切入，生动

展现了宇宙的生死、世界的实在性和不

确定性，乃至人的自由意志；同时系统分

析了智子、水滴、二向箔、思想钢印等《三

体》中诸多超级神器在未来出现的可能

性。如果你因为《三体》而读本书，是一

个绝佳的选择，因为你会从中找到由《三

体》引发的所有重大问题的权威答案；如

果你没读过《三体》但对世界充满好奇，

该书同样是不错的选择，它会帮助你进

入一个奇异的新世界。（（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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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卷宗社会到数据社会从卷宗社会到数据社会

文//刘钢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

员。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2012年3月2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

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

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

战略，甚至还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

石油”。自此，大数据风起云涌，并得到

广泛使用。那么，究竟什么是大数据？

根据笔者理解，如果说互联网是关于

“物”的，那么大数据就是关于“人”的[1]。

可是，关于人的数据早就有了，怎么现在

才提出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并非数据大。在统计学中，

样本选取得越多，得到的统计结果就越

接近真实结果。在工业社会中，统计学

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应用就是社会的治

理。关于某个人的统计数据就是其“卷

宗”，顾名思义，卷宗就是档案。因此，工

业社会实际上是“卷宗社会”。在工业社

会中一个人若想成为“正常”的“社会

人”，就必须落入统计学得出的高斯曲线

之内，而在高斯曲线二端的就是“异常”

的人群[2]，也就是那些困厄潦倒或者大富

豪之类的人群。如果说工业社会对社会

的治理是相对于人群的，那么信息社会

就是在工业社会治理的基础上，体现出

更为个性化的治理，即某个人可供采集

的数据样本就更大了。所以也可以将信

息社会称之为“数据社会”。

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各种社交媒

体，使得统计样本的采集更具个性，更为

精致，也更加连续；充斥在网络中的海量

数据便构成了所谓的“大数据”。如果能

将它们“提纯”并迅速处理成有用信息，

无异于掌握了一把能打开另一个世界的

钥匙。譬如，相关大数据已经应用到交

通、医疗、气象、电商等方面。这些精致

化的定制服务是卷宗社会所不具备的，

因此大数据延展了对社会的治理。由于

直接与人相关，大数据成了“金矿”，有待

人们进一步挖掘，并从中寻求各种机会。

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曾提出“万物源

于比特”这样的论题。假如这个论题成

立，那么整个社会也变成了计算的。早在

2009年，便有15位学者在Science杂志

撰文，首次提出计算社会科学的概念 [3]。

2014年又出版了《计算社会科学导论：原

理与应用》一书，旨在从信息处理角度，

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社会科

学进行跨学科研究并首次对计算社会科

学进行了完整而统一的介绍，其中包括

计算社会科学的概念，提出了相关的定

义和专业术语，描述了计算社会科学各

个领域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包括信

息挖掘、社会化网络、社会复杂性理论和

社会仿真等。此外，还详细介绍了社会

信息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复杂性理

论和社会仿真模型4种研究方法，解释了

如何利用计算方法对不同层面的社会复

杂性进行区分和分析。从社会计算科学

角度看，大数据将人的行为的结构化数

据与其背景和人口统计学的信息相结

合，产生出很多成果并应用，如有的放矢

的广告和营销等。人们可以把社会媒体

大数据中提取出的自然语言文本的情感

挖掘视为一种数据挖掘的自然延伸。由

于大数据的无限开放性，其未来的应用

潜力更大。因此，从信息哲学的角度看，

大数据在认识论上也适应新的社会发

展。

人的行为维度具有无限可能性，但

人的资源却又是有限的。那么如何协调

无限和有限的关系？传统的数据由于属

性有限，个体参与度较低，其价值预期比

例大，即数据处于压缩状态，而无法协调

无限和有限的关系。大数据体现的结果

就是将传统的数据“解压缩”，使其数据

密度大大减小，从而放大个体数据的效

应。由于有了海量的数据和强大的计算

处理能力，有了人与人、人与物的互联互

通，就可以成就人的行为的无限可能

性。电子商务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大数据是关于人的，它不单是一个

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管理问题。认识到

这一点就要破除传统的管理办法，将数

据打通，使其不断更新，避免产生“数据

孤岛”现象。那么，首先就要给出“全量

数据”，也就是说，关键的数据不能缺失；

其次，那些关键信息不能靠专家规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社交媒体产生的

数据以指数形式递增。我们需要未雨绸

缪，需要思考如何处理这些庞大的数

据。大数据都要被计算机处理，因此关

于人的数据一定要有关于原始大数据的

“元数据”——它们是为机器服务的，必

须通过元数据的语义标示并赋予其意

义，才能被机器处理。因此，若想从数据

中发现知识，就必需有大量的元数据。

元数据就好比影视剧中的“桥段”，将机

器中的原始数据与人的行为连接起来，

大数据挖掘技术恰恰就是针对元数据

的。尽管如此，大数据还是有其无法企

及的地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不能没有有效的商业模式，不能替代管

理的决策力，不能保证消除“噪音”，不能

进行无目的的知识发现，不能一次建模

终身受益，不能替代领域专家，不能忽略

数据标注，等等。

大数据并非一个终极阶段，它的出

现不过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

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在计算机技术的基础

上为整个人类带来变革中的一步。回顾

历史，计算机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人

类历史上开始了潜移默化的革命，其根

本标志就是“数字化”，以及物理世界和

虚拟世界的无缝接合。未来，我们依然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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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航天面向航天 服务地面服务地面

·科学人物·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50年前，美国航空航天局就将一种

拉力强劲的橡皮绳装置列为宇航员的重

要训练装备。几年以后，脚踏车、拉力器

这些在地面上非常常见的健身器材也先

后进入了“太空健身室”。这些装置都有

一项共同而重要的用途：帮助宇航员克

服因失重导致的骨丢失和肌萎缩。

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骨丢失可能

是人类宇航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已

有研究表明，在空间飞行过程中，骨质和

矿盐每月的丢失量为1%~2%，相当于绝

经期妇女一年的骨丢失量。最令人担忧

的是，骨丢失现象不会因为宇航员适应

了太空生活而消失，如果在太空中工作

时间过长，骨骼和肌肉发生的生理变化

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如何防止骨

丢失已经成为航天医学和空间科学面临

的最大难题之一。

这正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

究员李英贤在努力破解的谜题。2008
年，就在中国航天员实现太空行走之后

不久，李英贤团队破解失重谜题的征程

正式起步。他们用了1年多时间，从300
多个候选分子中，找到了会影响成骨细

胞（也就是负责骨生成的细胞）的小核酸

分子——阐明了该小核酸分子在失重性

骨丢失条件下，它是如何起作用的，针对

上述小核酸分子干预的药物和手段，不

仅能够有效缓解由于去负荷导致的失重

性骨丢失的发生，而且对增龄性骨丢失

也具有显著的对抗效果。这一成果在

2013年公开发表于国际医学研究领域顶

尖的国际期刊《自然·医学》时，立即在医

学界和空间科学界引起强烈关注。

李英贤的研究之所以备受瞩目，不

仅在于其对航天医学的重要贡献，更因

其有望惠及更广大的人群。人类在衰老

过程中同样面临着骨量下降的问题——

仅在中国就有 7000万以上的骨质疏松

症患者，更有2.1亿人可能有较高几率患

上骨质疏松症；其中很多是老年人，很有

可能将来遭遇骨折导致的种种不便。在

李英贤看来，国家为航天医学研究倾注

了大量资金和人员支持，这也让自己的

事业始终萦绕着庄严的社会责任，“如果

一直在天上生活，宇航员根本不需要理

会骨丢失；我们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是

要让宇航员返回地面后还能正常生活，

而这一研究对更多人的健康都有价值。

我们面向航天开展前沿研究，最终还是

为了造福全人类。”

探索未知的道路总是充满崎岖，但

正是追求知识的渴望和逆水行舟的坚

持，让李英贤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她

和同事曾在遭遇停电的酷暑，为保障刚

刚获得的遗传修饰小鼠安然无恙而人工

降温、日夜守候。也曾为了一个不解的

实验现象而忍痛割爱、一切重来。细胞

养了一批又一批，小鼠繁殖了一代又一

代，实验方案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完善，只

是为了追求一个科学的真理。也曾有多

少次为了一个难以理解的实验现象而彻

夜难眠。然而，在科学的生涯中，李英贤

又是幸运的。小时候，充满哲学思想的

父亲引导她走上了自然科学道路并经常

作诗鼓励她继续自己的研究；生活中她

的爱人更是她坚强的后盾，从没有因为

家庭而影响过她的工作；后来遇到的博

士生导师贺福初院士坚定了她“追求卓

越、精益求精”的科研态度，为日后的腾

飞插上了理想的翅膀。如今，正赶上了

国家载人航天大发展的年代，单位领导

的大力支持和厚望、优越的平台建设和

保障，使得李英贤在航天医学的天地里

自由翱翔。

在李英贤眼中，从研读文献，到反复

实验，再到最后的灵感闪现，正是每一次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刻，让她感受到最

大的快乐。也正因此，李英贤常对学生

说，科学从来都不枯燥，相反在其中存在

着真、善、美——小细胞就是大世界，有

了对美的追求，就会充满无私的热爱。

李英贤科研感悟：

科学只承认第一，不分男女。但是

女科学家却对科学的发展具有独特的贡

献。女科学家兼具天生的感性情怀以及

严谨的理性思维，这赋予她们特有的拓

展科学的想象空间。女科学家更注重让

研究团队充满温情，让科学与美同在。

可以说，从“核物理女王”吴健雄到

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从我国现代

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到中国半

导体物理学主要开拓者谢希德，一批批

女科学家前赴后继，照亮了中国的科技

史。现如今，无论上天入海，还是重大前

沿项目、重要攻关课题，处处活跃着女性

科技工作者探求不已的奋斗身影，真可

谓一派“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的景象。

尽管如此，仍然需要呼吁的是，女科

学家的成长与发展环境还需要社会给予

更多的包容与支持。虽然现在女科学家

在一些奖项评选和基金申请中能获得年

龄放宽的优势，但总的来看，她们的成长

和发展仍不尽人意。数据显示，在中国

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

女性只占约 5%；在 973项目的首席科学

家和863计划的专家组成员中，女科学家

寥寥无几；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中，女性约占10%～15%。不少女性科

研人员因为家庭原因，影响了个人职业

生涯的发展。

当然，除了社会的包容、家庭的支持

以外，更重要的是，女性科研人员要破除

传统观念，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样才

能使女科学家职业生涯前景更为广阔。

李英贤，中国航天员科研

训练中心研究员，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

科学家奖获得者。

稿件提稿件提供供：：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126



科技导报 2015，33（11） www.kjdb.org

科学基金申请书科学基金申请书：：表达得好还是项目组拉的人好表达得好还是项目组拉的人好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每年适逢科学基金申请时，多个朋

友都问是否能够将笔者作为项目团队成

员。由于限项要求，我不可能答应所有

人，但又害怕因此得罪人，所以委实有些

难办，只好按照“先到先得”的时间先后

顺序，谁先邀请就先答应谁，后来者也好

婉拒。但这样一来，又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参加的项目申请未必是与我的研究领

域最接近的，而我认为主题最接近的项

目申请则可能无法参与。好在管理科学

研究的主题相对宽泛，怎么说都可以扯

上关系，所以我也就没有太多愧疚感了。

时下科学基金申请，许多人多期望能够

拉到“大牛”或海外学者作为主要参与

者，以增强申请书的含金量。为避免这

种情况发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限项

申请规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的人员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为 3
项，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

员的项目数量不限。项目指南还规定，

项目申请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

但对境外人员则以个人身份计。但是，

为什么项目团队在基金申请中这么重要

呢？科学基金申请中，究竟是申请书写

得好重要，还是拉的人更重要？

为什么项目团队很重要

一个项目申请能否成功，往往取决

于多方面因素，比如申请人自身的积累、

项目主题的前瞻性与新颖性、项目申请

书的写作技巧、项目团队的综合实力、依

托单位的研究基础，等等。项目申请书

的内容通常来说是最具决定性的，因为

如果研究的方向没有吸引力，研究前景

的论证不够，那么任何人都回天乏术。

除此以外，项目团队的支持显得非常重

要，因为它决定了项目如获批准，它能否

按照既定目标执行下去。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多数情况下需

要一个团队来实现预期目标。科学研究

越来越复杂和精密，不再是一个人的游

戏，而是需要团队和合作，这也是科学合

作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如果一

个团队的成员人数足够，老中青的梯队

结构合理，学科和知识结构能够满足项

目研究的不同需求，过往的合作经历（如

师生关系、同事关系或合作发表论文）可

以确保项目合作顺畅，那么这样一个团

队是可以胜任项目研究的，也会获得同

行评审专家的垂青。

目前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是单盲

制，即评审专家知道是谁的申请书，而申

请人不知道是谁在评审。在这种情况

下，评审专家需要依赖申请书内容，特别

是申请人和研究团队的情况，来确定项

目的可行性。因此，项目团队的成员和

构成是否能够支撑项目研究，对于申请

书能否取得成功就显得尤为重要。

项目团队还反映了什么

实际上，项目团队不只是反映了项

目能否执行的实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有很强的象征意味。科技界也是一

个社交圈，需要建立关系并融入网络。

项目团队还反映了申请人认识的这个圈

子中的人是谁，因为这些人的参与实际

上是为该项目做了担保或推荐。如果选

对了人作为团队成员，那么项目申请书

会锦上添花。

当然，我们目前还缺乏实证证据来

说明，是否在申请书中“拉大旗作虎皮”，

就能够略胜一筹。但毋庸置疑的是，许

多项目申请者都在尝试各种努力，以获

得这些人士的支持。但是，无论是申请

者本人还是基金管理者，亦或是同行评

审专家，他们都心知肚明：这些主要参与

者其实很难真正投身到项目研究工作

中。更多的情况下，项目研究仍然主要

由申请者所在的实验室、研究室或课题

组承担，而这些合作研究单位或境外人

员所能发挥的只是在外围“敲边鼓”的作

用。所以，科学基金申请指南对此限项

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让这种现象泛

滥，那么势必会稀释团队成员的支撑作

用，让人无法明辨究竟哪些团队成员是

真，哪些参与人是假。

如果申请人将某位学界“大牛”作为

主要参与者，那么即便申请书的研究内

容稀松平常，有的评审专家也可能会“投

鼠忌器”，认为他们之间会有很深的私人

联系，并可能会留有情面。在这种情况

下，申请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就会出

现。特别是对于一些研究方向狭窄的领

域，小圈子内人尽皆知，这种情况就更加

难以避免。

如何规避“拉大旗作虎皮”？笔者以

为，在项目申请人提交申请书时，可以请

其列出既往合作的证据，如师生关系、合

作论文等，或是与其合作的必要性，以避

免申请人为了迎合评审专家而将不相关

的人员列入团队。目前科学基金申请系

统已经同各大检索数据库联网，这些信

息也可以通过申请人的合作网络予以识

别，可以自动生成以供评审专家参考。

此外，项目评审中应突出项目研究

问题和研究设计的重要性，淡化项目团

队成员的象征意味。科学基金评审可以

在某些研究领域或项目类型探索试行概

念项目申请制度，即采取双盲制，申请人

只需要提交一份阐述其研究问题和设计

思路的申请书，并单独列出自己的研究

基础和可能的研究团队成员。评审专家

仅对其申请书的研究前景进行评审，而

不对申请人是否具备研究能力和团队成

员是否合理等作出评价，而这些内容可

以在申请书审查后作为资格审理标准。

学术期刊评审的研究中已经揭示，

单盲制和双盲制对评审结果公正性的影

响不显著，但是这种研究在科学资助机

构的资助决策中还未发现。未来研究可

以探讨科学资助机构的资助决策会受到

哪些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团队成员的作

用），以期为更好地设计项目申请和评审

机制提供证据支持。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

研究生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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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遗传学和育种学角度
谈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

DNA是所有生物延续后代和保持种

性的生物大分子，携带控制生物体全部

内外在性状、代谢途径、物质合成、逆境

反应和生命周期的遗传信息。DNA碱基

组成、排列顺序和长度大小的不同组成

了不同的基因，决定了生物的遗传多样

性，缔造了五彩缤纷的生物世界。

不同生物含有不同数量的基因，如

大肠杆菌包含4300多个基因，拟南芥包

含 20000多个基因，短柄草包含 35000
多个基因，玉米、水稻、小麦、大豆、棉花、

高粱、大麦等主要农作物分别包含30000
多个基因。不同物种除了拥有一些反映

物种特色的不同基因外，相当数量的基

因在DNA序列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这

些基因可以在物种间互相交流、替换。

就同一物种不同品种而言，每一个具体

基因或位点在DNA序列和功能上几乎相

同，只是由于基因调控序列或编码序列

的微小差异导致了基因表达量的不同，

最终造成了基因功能的强弱之分或表现

性状的高低之分，优良基因可以在品种

间实现交流、组合。经典的遗传学认为，

1个基因编码决定 1个酶或蛋白质，1个

酶或 1个蛋白质决定植物的 1个性状。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

有些基因同时控制植物的多个性状，即

“一因多效”，如多数信号传导基因和转

录调控基因等。植物有些性状同时被多

个基因决定，即“多因一效”，如植物代谢

途径、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合成、非生物

胁迫抗性等。也就是说，植物的植物学

特征及食用和经济价值是由串联排列在

其染色体上的一个个基因决定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中不断出现的

新问题（病害、干旱、高温等），作物品种

在生产上种植一段时期后已不能满足人

们对其产量、品质、抗病性和适应性等方

面的要求，育种家们相继利用品种间杂

交、远缘杂交、辐射诱变、体细胞变异等

传统育种方法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品

种间杂交的本质是实现优良基因的聚

合，将分散在不同品种中的优良基因组

合在一起，尽可能集中多个优良性状于

一身，由于基因的上位性和互作也可能

出现新的性状。远缘杂交的本质是将野

生近缘植物中的优良基因转移到栽培品

种中，如抗病、抗逆和优质基因，赋予后

者新的基因或新的遗传性状。辐射诱变

的本质是利用物理射线或化学试剂处理

作物种诱导其DNA序列发生变异，产生

新的基因。体细胞变异的本质是利用离

体培养技术诱导培养细胞内的DNA序列

发生变异，产生新的基因，然后再生获得

发生变异的新个体。无论采用哪种育种

方法，目的都是促进基因交流、创造遗传

变异。

转基因育种方法的本质就是将其他

物种中控制某一特定性状的基因转入受

体植物中进行表达，使受体植物获得特

定的新性状。提供这些基因的物种与目

标植物间亲缘关系较远，一般具有天然

的生殖隔阂，在自然界中难以实现基因

交流，如不同科植物间，植物与微生物

间，以及植物与动物间，由于这些物种间

不能相互进行有性杂交，不能通过杂交

的方法进行基因引渗，科学家们只能将

有价值的单个目标基因从一个物种中克

隆出来，构建到植物表达载体上，通过各

种转基因方法将目标基因转入到需要改

良的植物品种中，使后者获得本身不具

备的新基因。

不难看出，转基因育种方法的本质

与其他传统育种方法一样，尤其与远缘

杂交的功效更为接近，丰富遗传变异，赋

予新的性状。远缘杂交是将近缘种的一

个染色体片段置换了受体植物相应的染

色体片段，从而使受体植物获得一个人

们所期望的表型性状，如抗病性。由于

这一片段包括许许多不同的未知基因，

因此在获得期望性状的同时，也引入许

多其他未知的性状，可能包括不良的性

状。而转基因育种的一个特点是，引入

一个作用或表达产物已明确的基因而获

得明确的目标性状。在对作物品种进行

遗传修饰的幅度方面，转基因育种与辐

射诱变育种和体细胞无性系变异的结果

相似，只改变了植物的 1~2个性状或基

因，其他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质没有发

生任何改变。如果所转移的目标基因在

供体生物内没有副作用或安全性问题，

在转入的受体生物内就不会有副作用或

安全性问题，遗传改良后的新品种也不

会有安全性隐患。所以，从遗传学角度

和育种学角度来看，通过转基因方法培

育的作物品种在食用和生物多样性等方

面不存在安

全性风险。

另外，从生

理生化角度

来看，人类

摄入的植物

蛋白质降解

成氨基酸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摄入的

DNA分子降解成核苷酸才能用于合成新

的DNA分子，而氨基酸和核苷酸是组成

蛋白质和DNA的基本单元。无论是转基

因作物中的内源基因（蛋白）还是个别转

入基因（蛋白），进入人体后均要被消化

成相同的基本单元，绝无可能直接插入

到染色体上遗传下去或导致遗传变异。

尽管如此，通过转基因方法培育的

作物品种在商业化生产之前，需要在政

府主管部门的严格管控下开展严密的试

验，科学评价其技术操作安全性、遗传稳

定性、生存竞争力、食用安全性、环境安

全性，以及对生态环境、植物病虫害和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等。故此，公众应该从

科学角度正确认识转基因植物的种植和

消费。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叶兴国叶兴国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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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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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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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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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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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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建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岩土工程减灾，电子信箱：71540065@qq.com
引用格式：潘建平, 曾庆筠. 基于SPH方法连续液滴撞击固壁面模拟[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13-16.

基于基于SPHSPH方法连续液滴撞击固壁面方法连续液滴撞击固壁面
模拟模拟
潘建平，曾庆筠

江西理工大学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赣州 341000
摘要摘要 为了研究连续液滴对固壁面的撞击影响，引入一种纯Lagrange、无网格计算方法，即光滑粒子流体动力学方法（SPH）。
对连续液滴撞击固壁面的扩散、回弹及飞溅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与实验测试进行比对。结果表明：连续液滴撞击固壁面时，液滴的

自由表面变化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其中次生液滴的产生和韦伯数的作用是影响液滴撞击扩散的主因。次生液滴的出现使得液滴

扩散及飞溅变得更为明显，韦伯数越大，连续液滴的无量纲直径变化越快。模拟效果真实反映了液滴撞击过程，可为类似撞击问

题的仿真分析提供借鉴。

关键词关键词 固壁面；液滴撞击；SPH；韦伯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35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01

Simulation of continuous droplet impinging on solid surface based
on SPH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tinuous droplet impinging on solid surface, a pure Lagrange and meshless method, namely the
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 (SPH) method is used. The spreading, rebounding and splashing processes of the continuous droplet
impinging on solid surface are simulated with the SPH, and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s.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continuous droplets impinging on solid surface,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free surface of droplets. The effects of
the secondary droplets and the Weber numbers might be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mpinging diffusion of droplets. The
secondary droplets help the droplet spreading and splash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Weber number, the dimensionless diameters of
continuous droplets change faster.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ruly reflect the impact process of droplet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ulation analysis of similar impinging problem.
KeywordsKeywords solid surface; droplets impinge; SPH; Weber numbers

PAN Jianping, ZENG Qingyun
School of Architectural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液滴撞击是流体动力学中的常见现象，是典型的自由液

面问题。工业领域中的喷印、喷水冷却过程都属于液滴碰

撞，在工程中诸如发动机的喷射流、泥石流等都涉及到连续

液滴冲击与撞击问题。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分析了引起冠状飞溅的特征、产生液滴飞溅的控制因素、液

滴冲击自由液面、土墙风驱雨撞击荷载影响等 [1~3]。理论分

析、实验研究和数值模拟成为了研究液滴撞击问题的三大基

本方法[4~7]。

数值模拟方法在液滴碰撞问题及自由表面示踪方面的

成功应用，既克服了理论研究中进行大规模计算的困难，又

解决了实验研究条件限制、高成本问题。因此多种数值模拟

方法相继出现，如光滑粒子流体动力学方法（SPH）、VOF方法

及 Lattice Boltzman方法 [8~11]等。VOF方法和 Lattice Boltzman
方法属于有限元法（FEM），SPH方法则属于无网格粒子法。

FEM被认为是计算流体力学中最常用的数值方法，但对自由

面大变形问题的模拟中，因存在网格束缚，易导致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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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煤田区陷落柱分布规律与山西省煤田区陷落柱分布规律与
成因模式成因模式
彭纪超，张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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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搜集山西省煤田区陷落柱发育资料，绘制山西省煤田区陷落柱发育分布图，结合华北山西断块煤田地质与水文地质

特征和陷落柱形成条件，得出山西陷落柱分布规律为：1）主要发育在盆地边缘，如大同盆地北缘和沁水盆地边缘；2）河流和岩

溶泉水发育的地区，陷落柱更为发育，如太原西山、霍州和阳泉地区；3）沿新生代伸展构造山西地堑发育。根据山西省区域构造

演化和陷落柱的形成条件分析得出，山西省陷落柱形成受到构造运动的控制，其构造条件为“两升两反”：在构造运动上升期间，

岩溶发育，陷落柱形成方式以热液溶蚀、真空塌陷和重力塌陷为主；在构造反转期间，上覆岩层稳定性被破坏，陷落柱形成方式以

重力塌陷叠加循环塌陷为主。

关键词关键词 山西省；煤田区；陷落柱；构造条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16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02

Distribution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in coal fields of Shanxi Province
and its genetic models
PENG Jichao, ZHANG Yu, HU Sherong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By collecting massive amount of data from local coal fields in Shanxi Province, a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in this area is generate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is discussed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coal geology and
hydrogeology,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condition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The collapse columns are mainly developed in such areas: 1)
near the margin of the basin, such as Datong basin and Qinshui basin; 2) the area with river and karst spring, for instance, Xishan of
Taiyuan, Huozhou and Yangquan areas; 3) the area along the Shanxi grabe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tectonic evolution and the
formation condition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in Shanxi Provinc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made.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is controlled by the tectonic movement and its tectonic condition which is“Two uplift-Two tectonic inversion”. During the
uplift, the karst well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are combined with the hydrothermal
dissolution, the vacuum corrosion and the gravitational collapse. During the tectonic inversion, the stability of the layer above the karst
is destroyed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is combined with the gravitational collapse and the circulation
collapse. This study may help discover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the collapse columns in deeper layers, and ha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ncerning the coal min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KeywordsKeywords Shanxi Province; coal fields; collapse column; tectonic condition

收稿日期：2015-02-10；修回日期：2015-04-21
作者简介：彭纪超，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煤田地质与构造，电子信箱：pjc811469@163.com
引用格式：彭纪超, 张渝, 胡社荣. 山西省煤田区陷落柱分布规律与成因模式[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17-22.

岩溶陷落柱是中国华北地区特有的岩溶地质现象，主要

分布在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等20多个煤

田中[1]。2004年统计发现华北有陷落柱45处，总数接近3000
处 [2]。2005年华北陷落柱已经超过 3650个 [3]。彭纪超等 [4]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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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0-14；修回日期：2015-03-3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4CB2392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2722）
作者简介：林正良，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矿产普查、矿产勘探及盆地分析，电子信箱：lzl-lll@163.com
引用格式：林正良, 李红敬, 马庆林, 等. 福山凹陷流二段湖底扇沉积特征及成因机制[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23-28.

福山凹陷流二段湖底扇沉积特征及福山凹陷流二段湖底扇沉积特征及
成因机制成因机制
林正良 1,2，李红敬 1，马庆林 3，李媛 4

1. 中国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南京 210014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北京102249
3. 中石油南方石油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 510240
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摘要 综合利用钻井、分析化验、岩心等资料，研究北部湾盆地福山凹陷西部地区流二段（流沙港组二段）湖底扇的沉积特征及成

因机制，通过钻井标定，结合地震属性分析，精细刻画湖底扇体的空间分布形态。结果表明，流二段湖底扇形成于福山凹陷的缓

坡带一侧，其受控于同生断裂所形成的断裂坡折；流二段湖底扇主要由南部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滑塌体经过多级断裂控制后进入

湖底形成，具有近物源区、多期叠置发育的特点；流二段湖底扇形成于低位体系域形成晚期，主要包括浊积型、滑塌型两种成因类

型，扇体形成的触发机制主要为凹陷内强烈的火山活动；流二段湖底扇上部及下部发育巨厚的暗色泥岩，是凹陷内最主要的烃源

岩，对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湖底扇；沉积特征；地震属性；福山凹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03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mechanism of sublacustrine
fan in the second member of Liushagang formation of the Fushan Sag

AbstractAbstract By comprehensive use of drilling data, analysis assay, core data, etc., th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sublacustrine fan
in the second member of Liushagang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area of Fushan Sag, Beibuwan Basin are studied. Through drilling
calibration and with the seismic attributes analysi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blacustrine fan is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ublacustrine fan formed along the side of slope belt, and was controlled by the faulted slope break background formed
by synsedimentary faults. The slumps of the northern braided delta front were transported via multi-fault-terrace to the lake bottom
and the sublacustrine fan was formed. The fan wa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proximal to source area, and of multi- superimposed
development. They were formed during the late of the lowstand period, including the turbidite and slump types. The trigger
mechanism of the fan is the intensive volcanic activities within the sag. There are thick dark mudstones in the upper and the lower
parts of the fan, which constitute the main source rocks in the sag and are significant for petroleum exploration.
KeywordsKeywords sublacustrine fan;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 seismic attributes; Fushan Sag

LIN Zhengliang1,2, LI Hongjing1, MA Qinglin3, LI Yuan4

1. Sinopec Geophys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2. College of Geo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3. China Southern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Guangzhou 510240, China
4. Faculty of Earth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Wuhan 43007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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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郗诚, 施泽进, 王长城, 等. 基于纯地震信息的砂体预测及流体检测[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29-33.

基于纯地震信息的砂体预测及流体检测基于纯地震信息的砂体预测及流体检测
郗诚 1，施泽进 2，王长城 1，李益 3

1. 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学院，成都 610059
2. 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59
3. 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610100
摘要摘要 针对河道砂体横向变化较快的非均质性特点，通过对低频信息保存较好的地震纯波进行信息挖潜，提取纯地震振幅信息

以及相对阻抗反演进行河道砂体预测，利用地震低频增量属性对流体进行预测，有效解决了河道砂体横向变化较快的横向非均

质性难题。通过河道砂体及流体检测结果，进行井位部署的优选，提供建议井5口，其中4口获得高产，研究结果可以作为油田生

产井位部署的主要依据，此研究方法可以在类似地质条件区块中加以推广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河道沉积；地震纯波；振幅信息；相对阻抗；低频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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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857.2015.11.004

Sand body and fluid prediction based on pure seismic information

Abstract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eral heterogeneity geological changes of channel sand body, this article uses the
pure seismic information, in which low frequency information is well preserved, to predict the sand body and fluid by extracting pure
seismic amplitude information by doing relative impedance inversion and using the low-frequency incremental attribute.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sand body and fluid, well location optimization can be performed. Five wells were suggested and four of them
had high yields.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be used as a basis for the next step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oil field well deployment, and it
also can be popularized in similar geological conditions blocks.
KeywordsKeywords within-channel deposit; seismic pure wave; amplitude information; relative impedance; low frequency increment

XI Cheng1, SHI Zejin2, WANG Changcheng1, LI Yi3
1. College of Enerrgy Resour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3. China Natural Gas Co., Ltd., Chengdu 610100, China

储层地震预测主要以地震信息为主要依据，综合利用地

质、测井、岩石物理等信息作为约束条件，对油气储层的岩

性、形态、物性和含油气性进行预测[1~3]。地震反演已经成为

油气勘探中储层预测的主导技术，并且在大多数地区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目前进行砂体预测多数采用测井曲线进行约

束反演，该方法的优势在于井点处的反演效果较为理想，与

实钻结果高度吻合，但由于测井曲线的横向插值影响，会导

致部分无井的区域反演结果过于模型化或线性化，不符合横

向变化较快的河道沉积特征。本文主要以纯地震信息为主，

通过提取地震振幅属性、相对阻抗反演（无井约束）及地震频

率域的低频增量属性综合识别有利勘探区域，而测井相关资

料（测井曲线、录井岩性及试油气数据）主要用来后续的验证

工作。

研究区块位于川南大塔场地区，主要目的层为侏罗系沙

溪庙组一段，研究区沙溪庙组主要以多期河道叠置发育为

主。目前研究区钻井较多，已经进入后期开发阶段，近几轮

井位钻探均未取得较好的效果[4,5]。因此，如何精细刻画各期

河道的平面展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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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高英, 朱维耀, 覃生高, 等. 裂缝性稠油油藏水平井产能预测模型及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34-38.

裂缝性稠油油藏水平井产能预测模型裂缝性稠油油藏水平井产能预测模型
及分析及分析
高英 1，朱维耀 1，覃生高 2,3，岳明 1，张雪龄 4，梁守成 5

1.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044
3.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北京 100029
4. 郑州轻工业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郑州 450002
5. 中海油研究总院，北京 100028
摘要摘要 基于分形理论，用裂缝宽度分维和迂曲分维表征裂缝线密度和裂缝性储层等效渗透率。将储层水平井井筒周围流体流

动状态划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内部渗流区为垂直于水平井段的平面径向流和水平井两端的球面向心流，外部渗流区为平面椭

圆渗流区。基于质量和动量守恒方程，建立二区耦合稳态渗流数学模型，推导出裂缝性稠油油藏水平井产能公式。计算结果

表明，缝宽分维越大，裂缝线密度越大，基质-裂缝等效渗透率越大；迂曲分维越大，等效渗透率越低；水平井长度的增加，

会提高裂缝性稠油储层水平井的产能；幂律指数大于0.75时，对产能的影响逐渐增大，且随着幂律指数的增大，产能逐渐增

大；启动压力越大，水平井产能越低，且随着启动压力梯度的增加，产能降低的幅度也在增加。

关键词关键词 裂缝性稠油油藏；幂律流体；水平井；产能；分形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4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05

Productivity prediction model and analysis of horizontal well
in fractured heavy oil reservoir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dual fractal dimension in the fractal theory, the linear density of fractures and the equivalent permeabilit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fractal dimensions of the fracture width and the tortuosity. The seepage field around the horizontal well bore
is divided into two regions: the inner seepage region and the outer elliptical nonlinear seepage region.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two-region coupling steady flow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law of mass and the motion equat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equation is obtained. It is shown that the larger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the fracture width, the greater the linear density of the
fractures, and the larger the equivalent permeability. The greater the tortuosity fractal dimension, the lower the equivalent
permeability. Increasing the horizontal well length can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As the power- law

GAO Ying1, ZHU Weiyao1, QIN Shenggao2,3, YUE Ming1, ZHANG Xueling4, LIANG Shoucheng5

1. School of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Postdoctoral Program of China Center for Industrial Security Research,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3. Sinopec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
4.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5. CNOOC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2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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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汇东，田和明，邹建华. 粉煤灰中稀有金属镓-铌-稀土的联合提取[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39-43.

粉煤灰中稀有金属镓粉煤灰中稀有金属镓--铌铌--稀土的稀土的
联合提取联合提取
刘汇东 1，田和明 2，邹建华 2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重庆 400000
摘要摘要 采用碱法烧结-分步浸出法，对重庆安稳电厂循环流化床粉煤灰中Ga、Nb、REE等稀有金属进行了联合提取实验。结果

表明，粉煤灰加无水碳酸钠在 860℃下烧结 30 min，采用水浸法提取Ga，采用酸浸法提取REE，Ga、REE的提取率分别达到

84.70%和80.07%；Nb在两步浸出实验中的浸出率均低于1%，但在酸浸滤渣中得到富集。采用D201离子交换树脂和NH4Cl
（0.5 mol/L）溶液在40℃下对富Ga水浸滤液中的Ga进行吸附与解吸附，Ga的吸附率（27.99%）、解吸附率（37.33%）偏低，可能

与解吸附液用量不足和水浸滤液中Al离子竞争吸附有关，后续将通过改进实验条件提升Ga的分离提取效果；酸浸液中REE及
酸浸渣中Nb的分离提取工艺尚需进一步研究。通过上述稀有金属Ga、Nb、REE的联合提取及后续工作，可实现安稳电厂粉煤

灰的高附加值利用，有效缓解粉煤灰造成的环境污染。

关键词关键词 粉煤灰；稀有金属；镓；铌；稀土；联合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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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extraction of rare metals Ga-Nb-REE from the fly ash

AbstractAbstract Alkali sintering-multistep leaching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to extract the rare metals Ga, Nb and REE (rare earth
elements) from the fly ash in the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CFB) generated from the Anwen Coal- fired Power Plant in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It is shown that, the roasting of the CFB fly ash with 1.5 times Na2CO3 under 860℃ for 30 minutes, followed by the
water leaching (Solid/Liquid (S/L)=1∶10; 90℃; 2 hours) extraction of Ga and the acid leaching (HCl solution, 6 mol/L; S/L= 1∶20;
60℃; 2 hours) extraction of REE, can achieve extraction rates of 84.70% and 80.07% for Ga and REE, respectively. The leaching
rate of Niobium (Nb) enriched in the acid leaching residue, is lower than 1% in the above two steps.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experiments of Gallium from the Ga-rich water leaching filtrate using the D201 ion exchange resin and NH4Cl solution (0.5 mol/L) are
carried out both under a temperature of 40℃. The adsorption rate (27.99%) and the desorption rate (37.33%) of Ga are unsatisfactory.
The conditions of the follow-up experiments would be adjust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eparation and extraction effect of Ga. The
extraction process of Nb from the acid leaching residue and the separation of REE from the acid leaching solution also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With the above combined extraction technology for Ga, Nb, REE and subsequent studies, a high value-added fly ash
product is expecte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ssure caused by the Anwen fly ash might be alleviated.
KeywordsKeywords fly ash; rare metal; gallium; niobium; rare earth elements; combined extraction

LIU Huidong1, TIAN Heming2, ZOU Jianhu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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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GA-SVMGA-SVM模型预测减水剂对充填模型预测减水剂对充填
体强度的影响体强度的影响
张钦礼，李浩，刘吉祥，刘群武，陈秋松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改善充填料浆的工作性能、提高充填体的强度和密实性是矿山充填法的研究方向之一。充填配比实验表明，在充填材料

的制备过程中加入适量的高效减水剂可以提高充填体的抗压强度。为得到经济、高效的减水剂添加参数，以萘系、氨基、木钙和

脂肪族4种减水剂结合新型充填胶凝材料，应用某矿山的全尾砂进行配比实验，建立GA-SVM预测模型进行优化选择。在优选

过程中，以4种减水剂的添加量作为输入因子，以充填体28 d龄期单轴抗压强度作为综合输出因子，根据室内试验，建立训练、验

证样本集；建立支持向量机（SVM）回归预测模型，通过遗传算法（GA）对SVM模型参数进行优化选择，当4种减水剂组合添加的

质量分数依次为0、0.35%、0.30%、0.60%，抗压强度预测值为4.20 MPa。与实验对比，该模型预测结果的相对误差能控制在1%
以下，精确度较高，为减水剂添加参数的优选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关键词 充填料浆；减水剂；单轴抗压强度；支持向量机；遗传算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853.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07

Prediction of water-reducers influence on strength of backfill body
using GA-SVM model
ZHANG Qinli, LI Hao, LIU Jixiang, LIU Qunwu, CHEN Qiusong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o improve the working performance of filling slurry, increasing strength and density of backfill body is a research
direction of mine filling method. Filling ratio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adding appropriate amount of water reducer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 filling material could increase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filling body. In order to obtain economic and efficient
water reducers and parameters, four kinds of water reducers, i.e., naphthalene, amino, wood, and calcium binding aliphatic were used
for new filling materials. A match experiment with certain mine backfilling materials was carried out, and a GA-SVM predic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optimize the selection. The four kinds of water reducers were used as the input data and the 28 days
compressive strengths of filling body were confirmed to be the synthesized output data. Some training and validating samples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indoor experiment;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n, the model parameters
were optimized through the genetic algorithm (G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st tailing concentrations of the four kinds of water
reducers were 0, 0.35%, 0.30%, and 0.60%, and that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filling body could be 4.20 MPa.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 results, the relative error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 can be controlled within about 1%. This model provides a new method to
optimize sedimentation parameters.
KeywordsKeywords filling slurry; water-reducers; compressive strength; support vector machine; genetic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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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钦礼，教授，研究方向为采矿、充填及矿山安全，电子信箱：zhangqinlicn@126.com
引用格式：张钦礼, 李浩, 刘吉祥, 等. 基于GA-SVM模型预测减水剂对充填体强度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44-48.

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中国的矿

产行业面临资源匮乏和地表尾矿废石堆放等问题，对环境产

生了一定影响。充填采矿法[1]是绿色矿山开采的发展方向，

因其资源回收率高，对岩层扰动小，具有控制岩层移动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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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固--液两相流充填管道输送冲蚀磨损液两相流充填管道输送冲蚀磨损
数值研究数值研究
过江，张碧肖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为探究充填管道在输送过程中的冲蚀磨损机理，基于工程流体力学理论及颗粒输送力学模型，引入离散颗粒轨道模型、塑

性冲蚀磨损模型，对某矿山复杂充填管路条件下浆体特性对管道冲蚀磨损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浆体流速、黏度以及颗粒尺

寸对管道冲蚀磨损影响显著，颗粒形状影响较弱。高流速下，弯管磨损最为严重，直管段磨损较轻且分布较为均匀，流速降低，主

要磨损部位偏向弯管出口部位；弯管部位最大磨损值在15°~30°以及60°~75°之间；此外，粒径较小时，磨损严重程度随粒径增加

而增大，粒径达到600 μm后，最大磨损值随粒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充填管道；冲蚀磨损；离散颗粒轨道模型；塑性冲蚀磨损模型；浆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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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857.2015.11.008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impact erosion in liquid-solid two-phase
flow of the backfilling pipe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engineering fluid mechanics and the mechanical model of particle transportation, discrete particle model and
ductile impact erosion model were applied for investigating pipe impact erosion influenced by slurry characteristics in complex
backfilling pipeline in a mine, aiming to study the impact erosion mechanism of backfilling pipe during transpor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ipe impact erosion was largely influenced by slurry velocity, viscosity and particle size, while slightly influenced by
particle shape. At high flow velocity, compared with straight pipe, in which the erosion zone is distributed relatively uniformly in the
pipe wall, the bended pipe had the most serious impact erosion zone with the maximum erosion value in the range of 15°-30°and 60°-
75°; at low flow velocity, the main impact erosion zone transferred to the exit of the bended pipe. The erosion increased with increase
of particle size when the particle had a small diameter, but decreased when the particle reached the diameter of 600 μm.
KeywordsKeywords backfilling pipe; impact erosion; discrete particle model; ductile impact erosion model; slurry characteristics

GUO Jiang, ZHANG Bixiao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矿山充填管道输送方式经历多次变

革，由气力输送变为水力输送，输送介质也由单一的固体物

料变为固液气共存的复杂多相流，管道的失效形式复杂化，

其中管道冲蚀磨损、堵塞等现象最为常见，严重影响充填管

道系统可靠性[1]。国内外针对石油、化工管道磨损做过大量

研究[2,3]，但是对于充填管道磨损问题研究极少，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充填浆体与石油、天然气等流体介质有显著区别，浆

体组成复杂，流动机理特别是固-液两相间以及固体与固体

间的作用机理至今未有准确的模型进行研究。

随着现代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在研

究管道内流体输送特性中逐渐展现出其优越性。对于石油、

天然气管道的磨损问题，由于管道内固体颗粒浓度极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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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式整体式YY型采气井口装置冲蚀规律型采气井口装置冲蚀规律
及量化计算及量化计算
艾志久 1，孟璋劼 1，柴希伟 1，柴希军 1,2，陈鹏 1

1. 西南石油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成都 610500
2.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石油工程研究院，天津 300280
摘要摘要 国内某油田在应用氮气欠平衡钻井技术以及钻油管技术过程中，采用钻油管完井一体化井口装置。由于钻完井过程中气

体流量大，高速携岩气流容易造成完井井口装置的冲蚀磨损，导致井口装置的承压能力下降，造成井控风险增大，极易诱发工程

安全事故。本文结合冲蚀磨损仿真与缺陷量化计算，定性、定量地探索整体式Y型采油树井口携岩气体流动特性及缺陷深度随

时间的变化关系，计算得出不同采油树的安全生产时间，为整体式Y型采油树在高压高产气井的安全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研

究表明：同等工况条件下，冲蚀深度随采气量的增大而增大，随井口压力的增加而减小。

关键词关键词 钻油管完井一体化；气固两相流；整体式Y型采油树；冲蚀磨损；量化计算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93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09

Ero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of Y-type gas
production wellhead

AbstractAbstract In an application of nitrogen unbalanced drilling technology and coiled tubing technology to one domestic oil field,
integrated wellhead of drilling and well completion was adopted. Because of the large gas flow in the process of drilling and well
completion, the high-speed flow carrying rock particles led to erosion of the wellhead and the decline of bearing capacity of wellhead,
resulting in increasing risk of well control.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erosion simulation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to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e the gas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Y-type gas production wellhea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fect
depth and time. Safety times in production for different Y-type gas wellheads are calculat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high
pressur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wellhead. It is shown that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erosion depth increases with gas production
and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wellhead pressure.
KeywordsKeywords integrated wellhead of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gas-solid two-phase flow; Y-type gas integrated wellhead; erosion attack;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AI Zhijiu1, MENG Zhangjie1, CHAI Xiwei1, CHAI Xijun1,2, CHEN Peng1

1.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2.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Dagang Oilfield, PetroChina, Tianjin 300280, China

氮气欠平衡钻井技术已经从低压、低渗储层拓展到高

压、高产储层，具有及时评价、保护储层和提高单井产能的特

点。国内某油田在应用氮气欠平衡钻井技术以及钻油管技

术过程中，采用了钻油管完井一体化井口装置。由于钻完井

过程中气体流量大，高速携岩气流容易造成完井井口装置

的冲蚀磨损，导致井口装置的承压能力下降，严重影响井

口装置的使用寿命，造成井控风险大，极易诱发工程安全事

故[1～4]。因此，为保障钻完井过程中的井控安全，有效预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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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结构材料一种新型结构材料SS280280
钟平 1，张业勤 1，钟锦岩 2，柳木桐 1，肖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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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3.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S280是一种超高强度不锈钢，采用低碳马氏体相变强化和时效强化叠加，靠析出强化获得所需的强度。使用状态下的基

体组织为低碳板条马氏体，主要强化相为Fe2Mo等，抗拉强度σb为1920～1930 MPa，断裂韧度KIC为95～100 MPa m ，具有

比300M和AerMet100更好的耐腐蚀性能，主要用于抗腐蚀性能要求高的超高强度构件。

关键词关键词 S280超高强度不锈钢；结构材料性能；微观组织结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G14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10

A new type of structural material S280
ZHONG Ping1, ZHANG Yeqin1, ZHONG Jinyan2, LIU Mutong1, XIAO Kui3
1. AVI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3.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 highly alloyed ultra-high strength stainless steel S280 has been in use for many years. After quenching and aging, the
microstructure of S280 is composed of highly dislocated lath martensite and some carbides which strengthen the alloy. The steel
enjoys excellent combined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 typical mechanical property values are as follows: the ultimate strength of 1920
to 1930 MPa, the plane fracture toughness KIC of 95 to 100 MPa m .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new ultra-high strength steel
S280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AerMet100 and 300M in the NaCl solution. The steel S280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erospace
applications, and be widely used for the high strength parts with corrosion resistance.
KeywordsKeywords S280 ultrahigh strength stainless steel; structural material properties; 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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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钟平, 张业勤, 钟锦岩, 等. 一种新型结构材料S280[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59-62.

常用的低合金超高强度钢 4340、D6AC、300M、GC-4、
35NCD16和30CrMnSiNiA，以及中合金超高强度钢H-11等[1~3]，

强度很高、耐腐蚀性能差、断裂韧度较低。现有的高合金超

高强度钢M250等18Ni型钢，强度和断裂韧度尚好，但也存在

一系列的缺点，如弹性模量低、在技术条件规定的范围内成

分波动对性能影响很大、各向异性明显等。

Co-Ni型超高强度钢AerMet100[4]具备超高强度、高韧性

的特点，但它与300M同属结构钢，对应力腐蚀和氢脆比较敏

感，用其制造的零件必须采用电镀进行表面防护，不利于环境

保护，增加了零件发生氢脆断裂的可能性。目前常用的 15-
5PH、PH13-8Mo等不锈钢[5~10]，强度较低，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本课题组经过多年研究，突破了超高强度不锈钢成分设

计、双真空熔炼、开坯锻造成材等技术，试制成功了一种新型

结构材料 S280。S280新型超高强度不锈钢采用低碳马氏体

相变强化和时效强化叠加，性能优异，S280具有比 300M和

AerMet100更好的耐腐蚀性能，并具有强度高、断裂韧度高及

良好的疲劳性能，可代替现有AerMet100、300M钢用作飞机

起落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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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排列模式对钻进时效的影响金刚石排列模式对钻进时效的影响
章文姣 1，曲艳东 1，孔祥清 1，杨凯华 2

1. 辽宁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锦州 121001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摘要 研究金刚石宏观排列模式与金刚石钻头碎岩的时效关系，不仅有助于设计有序排列金刚石钻头，而且有利于更好地理解

金刚石有序排列下岩石的破碎机理。本文应用ANSYS-LSDYNA有限元软件对3种不同金刚石排列模式（弧形排列、均匀排列

和射线排列）的平底孕镶金刚石钻头进行孔底碎岩模拟研究，考察金刚石的排列模式对其钻进时效的影响，并对采用钎焊法试制

的3种有序排列金刚石钻头进行室内钻进试验。研究表明，3种钻头的钻进时效由高到低分别为弧形排列、均匀排列和射线排列

钻头，室内钻进试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吻合较好。

关键词关键词 金刚石钻头；钻进时效；弧形排列；射线排列；均匀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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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amond arrangement on drilling performance

Abstract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ond macro arrangement in drill bit and drilling performance is helpful for the
design of orderly arranged diamond drill bit as well as for getting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fracture mechanism of the rock. ANSYS-
LSDYNA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rock drilling using flat impregnated diamond drill bit with three kinds of diamond arrangements,
namely curved arrangement, ray arrangement and uniform arrangement. The effects of diamond arrangement on the drilling
performance were observed. Indoor drilling tests were conducted on the brazed diamond drill bits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structu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rill bits with curved arrangement of diamond had the best performance, followed by that with uniform
arrangement of diamond, and finally that with ray arrangement. The results of indoor drilling tests are in perfect accord with those
from numerical simulation.
KeywordsKeywords diamond drill bit; drilling performance; curved arrangement; ray arrangement; uniform arrangement

ZHANG Wenjiao1, QU Yandong1, KONG Xiangqing1, YANG Kaihua2

1. School of Civil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u 1210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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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石油等能源及矿产资源的勘探不断向更深

推进，对具有良好抗冲击性和耐磨性的金刚石钻头的寿命和

时效的要求越来越高 [1,2]。金刚石是钻头直接破碎岩石的刃

具。金刚石钻头在不同的工作部位、工作环境下，金刚石所

受到的力也不同。钻头边刃部位金刚石工作环境最恶劣，底

刃部位次之，侧刃部位相对较好。在实际钻进过程中，边刃

部位金刚石最容易因疲劳过度而损耗，使得钻头的唇面变为

弧形，钻头出现内外径磨损过快的现象，将导致钻孔越来越

小，影响钻进质量。钻头用工业金刚石的粒度较小（等效直

径为0.15~0.6 mm）。为提高金刚石钻头的使用寿命，改善其

钻进时效性，国内外众多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技术手段，如

胎体配方研制[3,4]、烧结工艺改进[5]、钻头结构设计[6]、高质量的

金刚石颗粒选用等，并在金刚石粒度、浓度、金刚石与胎体的

结合程度等方面展开一系列研究 [7~9]，取得了一定的研究

成果。

近年来，有序排列技术成功用于浓度小于30%的低浓度

金刚石工具（锯片、磨轮和绳锯等）制造中，大大提高了金刚

石工具的性能，降低了工具的制造成本[10]。科研人员期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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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基于改进PHPH曲线的无人机航迹规划曲线的无人机航迹规划
刘永兰，李为民，肖金科，吕诚中，许伟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西安 710051
摘要摘要 航迹规划是无人机任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现有航迹规划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种基于改进pythagorean hodo⁃
graph（PH）曲线的航迹规划方法。该方法结合了PH曲线的曲率连续性和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快速搜索特点，将PH曲线的控制

点选取通过粒子群算法进行优化，可以快速得到避障安全、满足最大曲率限制和曲率连续的最优PH路径。仿真结果表明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关键词 无人机；航迹规划；PH曲线；粒子群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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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planning f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based on improved
PH curves

AbstractAbstract Track planning is one important factor of UAV mission planning. To aim at the shortage currently existing in track
planning, a method of track planning based on improved PH curves is propos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PH curves' continuous
curvature is combined with the fast search of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y which choosing PH curves' control point is
optimized. The optimal PH path that avoids the obstacles in the environment meets the constraint of maximum curvature, and
continuous curvature can be obtained quickly.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KeywordsKeyword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track planning; PH curves;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LIU Yonglan, LI Weimin, XIAO Jinke, LÜ Chengzhong, XU Wei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Colleg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51, China

随着无人机各种技术的日益成熟，性能的日益提高，在

作战中的优势愈加突出，致使现代战场对无人机的需求出现

了指数增加的现象。随着作战需求的增加，以及承担任务难

度的增大，提升任务规划能力也成为无人机研制过程中亟需

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无人机任务规划中，航迹规划成为无人

机研究重点。目前，解决无人机航路规划问题的方法：梯度

法、样条插值法、非线性规划法、动态规划、图论、A*搜索算

法、模拟退火法、遗传算法等。张得舒等[1]利用A*算法对无人

机的飞行航迹进行求解，复杂度较低，可快速获取攻击航迹，

但计算的精确度存在不足；华珊珊[2]运用遗传退火算法可在

较短的时间内规划出距离较短、威胁代价小的航路，局部满

足了平滑的需求，但忽略了航迹的整体平滑和最大曲率约束

的需求。猊天权等[3]将威胁回避、粒群算法和遗传算法的变

异操作相结合，规划出能确保自身安全且使威胁代价最小的

航路，但仅考虑了威胁规避和燃油、时间等约束，缺乏对无人

机自身的动力性能约束。

PH曲线（pythagorean hodograph）又称勾股速端曲线，具

有曲率连续、曲线平滑及曲线长度和曲率均有有理表达式的

特性，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而不是由一系列单个曲线段连

接而成[4]。与一般的智能优化算法相比，粒子群优化算法具

有概念简单、易于实现、搜索速度快、搜索范围大且需要调整

的参数少等优点[5,6]。针对现有航迹规划算法的不足，本文结

合PH曲线的特殊性和粒子群算法的快速搜索性能，提出一

种基于改进PH曲线的无人机航迹规划方法，在满足避障的

同时，满足无人机的最大曲率约束，将保证航迹连续可飞及

航路长度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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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二代基于北斗二代//气压高度组合导航的气压高度组合导航的
APVI/IIAPVI/II飞行程序应用飞行程序应用
黄晋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空中交通管理学院，德阳 618307
摘要摘要 APVI/II是依靠卫星定位系统提供导航引导的飞行程序，不依靠地面导航设备就可将飞机精确地引导到跑道。国外依赖

美国的GPS系统建立广域增强系统，从而实现APVI/II程序的大规模应用。中国有自主研发的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但当前

北斗系统的垂直导航精度达不到APVI/II程序要求，可通过与气压高度融合，提高北斗垂直定位精度，以尽快实现APVI/II在中国

的运行。在2020年北斗系统组网完成覆盖全球后，在其GEO卫星上添加星基增强信号，则可以使APVI/II应用得以广泛地实

施。本文对北斗二代/气压高度组合导航的算法和程序安全性进行分析，论证现阶段中国使用北斗系统实施APVI/II飞行程序应

用的可行性。

关键词关键词 北斗二代；APVI/II；垂直导航精度；飞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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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PVI/II flight procedure based on combined navigation
of Beidou II and baro-altimeter

AbstractAbstract APVI/II flight procedure is to rely on a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 to provide navigation guidance instead of relying on the
ground navigation aids. China has built its own Beidou II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but the current vertical navigation accuracy has
not reached the requirements for APVI/II procedure. Therefore, integrating the Beidou II satellite positioning and barometric altitude
improves the Beidou II vertical altitude accuracy to satisfy APVI/II operation requirement. Global networking construction of Beidou
system will be completed in 2020. Its GEO satellite sends satellite-based enhancement signal, which enables wide application of
APVI/I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lgorithm and safety of the flight procedure based on combined navigation of Beidou II/barometric
altitude, demonstrating the feasibility of application of Beidou II system in APVI/II flight procedure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Beidou II; APVI/II; vertical navigation accuracy; flight procedure

HUANG Jin
College of Air Traffic Management, 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 Deyang 618307, China

当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卫星导航主要使用美国的全球定

位系统（goble positioning system，GPS）[1]，但GPS对外只提供

民用频率导航定位服务，其水平定位精度约 25 m，垂直定位

精 度 约 43 m[2]。 按 照 国 际 民 航 组 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附件 10对各类导航运行的精度要

求，该精度只能用于非精密进近运行，无法满足垂直引导进

近程序（approach procedure with vertical guidance）APVI/II水

平精度16 m、垂直精度20 m的要求[3]。为此世界各国纷纷利

用差分增强技术建立自己的广域星基增强导航系统，从而实

现APVI/II进近运行，如美国建立的广域增强系统（wide area
augmentation system，WAAS）、欧洲建立的欧洲静地星导航重

叠 服 务 系 统（European geostationary navigation overlay
service，EGNOS）、日本建立的多功能GPS卫星星基增强系统

（multi- functional satellite augmentation system，MSAS）[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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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型双入型双入--双出水流道无阀压电泵研究双出水流道无阀压电泵研究
王洪臣 1，杨利 1，张立敏 2，王桂文 2，董景石 3

1. 长春工程学院工程训练中心，长春 130012
2. 长春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长春130012
3. 吉林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春130025
摘要摘要 针对Y型单入-单出水流道无阀压电泵的输送流量较小，设计了一种Y型双入-双出水流道无阀压电泵结构。根据压电振

子的结构尺寸、坐标及力学模型，对压电振子中心振幅与理论容积变化量进行分析。对Y型双入-双出水流道无阀压电泵流量进

行理论计算。对两种压电泵进行流阻和流量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Y型双入-双出水流道无阀压电泵效率及流量均大于Y型
单入-单出水流道无阀压电泵，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

关键词关键词 压电泵；无阀泵；Y型流道；压电振子；输送流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N384，TH3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14

Research on a Y type double inflow double outflow valveless water
piezoelectric pump

AbstractAbstract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flow for the piezoelectric pump with single input channel and single output channel of Y type, a
valveless piezoelectric pump with double input channels and double output channels in Y type is presented. The design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pump are described. The central displacement of the actuator and the volume variation for the pump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dimensions, coordinates and the mechanical model of the piezoelectric vibrator. The quantity of flow for the double Y
channel piezo- pump is calculated and contrast experiments for the single and double Y channel piezo- pumps are presented. Both
theoretic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efficiency and flow rate of the double Y channel piezo-pump a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Y single channel pump.
KeywordsKeywords piezoelectric pump; valveless pump; Y type channel; piezoelectric vibrator; flux

WANG Hongchen1, YANG Li1, ZHANG Limin2, WANG Guiwen2, DONG Jingshi3
1.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 Changchu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3. College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5, China

由于压电泵的核心部件——压电振子是将执行元件与

动力元件合二为一，因此压电泵具有构造简单，压电振子具

有不受电磁干扰，机电转化效率高，易于精确控制等优点，近

年来吸引了大批学者对压电泵进行探究，提出多种不同原理

不同类型的压电泵结构 [1]，提高了压电泵的流量及控制精

度。1993年，ErikSteme[2]利用流体在流经收缩管/扩张管的过

程中流阻不同的原理，首次制作了收缩管/扩张管无阀压电泵

后。其后无阀压电泵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内外学者先

后提出V型流道、螺旋型流道、Y型流道等不同流道的无阀压

电泵结构 [3~5]，并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基于有限元的分析可

知，Y型流道结构的无阀压电泵在输送流体的过程中，流体流

动平缓，基本无涡流，减少了大范围湍流的形成，若输送血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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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异常黑胆质型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异常黑胆质型
肝癌病证大鼠模型肝脏形态学的影响肝癌病证大鼠模型肝脏形态学的影响
王延蛟 1，热沙来提·阿不都瓦衣特 2，哈木拉提·吾甫尔 3，热斯拉特·艾力木 1，阿尤甫江·阿布都热依木 3，

斯坎德尔·白克力 1

1.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 830054
3. 新疆医科大学维吾尔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为探讨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异常黑胆质型肝癌病证大鼠模型肝脏形态学的影响，按照维吾尔医模型建立标准，采用干寒

环境、干寒饲料和异常物理刺激等多重因素复合作用，建立维医异常黑胆质证载体动物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饮用灭菌食用水

配制浓度为0.1 mg/mL二乙基亚硝胺（DEN）溶液建立异常黑胆质型肝癌病证载体大鼠模型，并用大、中、小不同剂量（6.0、3.0、
1.5 g/kg）异常黑胆质成熟剂进行全程干预，共分为病证模型组、小剂量组、中剂量组、大剂量组、正常对照组、肝癌对照组6组，每

组24只。干预20周时处死大鼠，对肝脏的病理变化和超微结构进行观察。研究发现，20周时，低剂量组与病证模型组相比，形

态无明显差异，高剂量组和中剂量组与病证模型组相比，具有肝细胞结缔组织增生减少、间质炎性细胞浸润程度明显减轻、肝细

胞水肿程度减轻等病理表现及肝细胞内细胞器分布不均匀、肝糖原和线粒体逐渐减少等超微结构明显变化。研究表明，异常黑

胆质成熟剂对异常黑胆质型肝癌病证模型的肝脏组织形态改变有一定的保护和修复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维吾尔医学；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形态学；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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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bnormal savda munziq on hepatocarcinoma cell
morphology of abnormal savda rat
WANG Yanjiao1, ABDUWAYIT Resalat2, UPUR Halmurat3, HELIM Resalat1, ABDUREYIM Ayupjan3,
BAKRI Iskandar1
1. College of Basic Medic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2. The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3. College of Uygur Medicin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o find how the abnormal savda munziq affects the hepatocarcinoma cell morphology of abnormal savda rat, rats were
under the stimulations of dry cold environment and dry cold feed and abnormal physical stimulation to establish a model with the
abnormal savda according to Uyghur medicine theory. They were raised by sterilized edible water with 0.1 mg/mL of
diethylnitrosamine (DEN) solution to establish the hepatocarcinoma model. The rats were treated with high and middle and low doses
(6.0, 3.0, 1.5 g/kg) in three groups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There were the abnormal savda and HCC model group, low dosage group,
middle dosage group, high dosage group,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HCC control group, with 24 rats in each group. The animal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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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能度的犹豫模糊基于可能度的犹豫模糊PROMETHEEPROMETHEE
方法方法
冯向前 1，谭倩云 1，张华荣 2

1. 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南京 210023
2. 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处，南京 210023
摘要摘要 针对犹豫模糊多属性决策问题，引入犹豫模糊可能度概念，提出了基于可能度的PROMETHEE方法。首先，基于均匀分

布的概率准则给出了犹豫模糊元比较的可能度公式，并证明其性质；在其基础上结合PROMETHEE法，给出犹豫模糊多属性决

策方法。本方法将传统PROMETHEE的多步骤整合为一个公式，简化了计算过程。最后，通过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和可

行性。

关键词关键词 多属性决策；犹豫模糊集；可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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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THEE method for hesitant fuzzy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possibility degree

AbstractAbstract For hesitant fuzzy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problems, the concept of the possibility degree of the hesitant fuzzy elements
is introduced and the PROMETHEE method based on the possibility degree is proposed. First, a comparison formula for the hesitant fuzzy
possibility degree based on the probability criterion of a uniform distribution is derived, and its properties are shown. Then, a novel
method of the hesitant fuzzy linguistic multi-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idea of PROMETHEE, in which the
multiple steps may be integrated into one formula to simplify the computational process. Finally, the rationality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is verified in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KeywordsKeywords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hesitation fuzzy sets; possibility degree

FENG Xiangqian1, TAN Qianyun1, ZHANG Huarong2

1.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多属性决策问题是模糊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经济、管理、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取得巨大经济和社会

效益。当决策者在讨论元素X属于某个集合A的隶属度时，

由于决策者的知识背景及思维的差异，对于同样的元素和集

合，给出的隶属度可能不同，如有的人给出 0.3，有的人给出

0.4，还有的人给出 0.6等，决策者各持己见，不能说服彼此。

为了应对这种复杂情形，Torra等[1,2]提出犹豫模糊集，作为模

糊集的一种推广形式，犹豫模糊集允许一个元素属于一个集

合的隶属度可以是多个不同的值，这样可以反映和兼顾决策

者的不同意见。目前，对于属性值以犹豫模糊信息的形式给

出的多属性决策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重视。Xu等[3~5]基于直

觉模糊集与犹豫模糊集的关系定义了犹豫模糊集的运算法

则，将距离推广到犹豫模糊环境下，给出了犹豫模糊集的距

离测度公式和相似度公式，并提出犹豫模糊算子对方案进行

排序．进一步，Xu等[6]将模糊集的熵、交叉熵推广到犹豫模糊

环境下，讨论了犹豫模糊集的相似度、熵、交叉熵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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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站搜索系统的日志挖掘政府网站搜索系统的日志挖掘、、行为行为
分析及改进分析及改进
叶小榕 1，邵晴 2

1.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2. 北龙中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为提高政府网站的搜索质量并优化网站内容，对某政府网站现有搜索系统进行二次开发，增加了日志挖掘模块、行为分析

模块、系统改进模块，实现了对搜索系统日志挖掘和用户行为的分析处理。日志挖掘模块负责收集、过滤和识别用户的搜索操作

记录；在行为分析模块，根据操作记录从查询过程、聚类分析和查询热词3个角度，分析用户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得到了待调整权

重的网页和热点查询词等分析结果；在系统改进模块，通过调整网页的权重使查询结果更加精准，改善了搜索系统，根据统计查

询热词，既提供了搜索热点等新功能，又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网页并优化了政府网站的内容，实现了与舆情系统的数据交互。通

过这些优化和改进，从多方面使搜索系统和政府网站能更好的为用户服务。

关键词关键词 政府网站；搜索系统；日志挖掘；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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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mining, behavioral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website search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paper, secondary development was conducted on the search system of one e-government website by adding the log
mining module, behavioral analysis module and system improvement module, to improve the search quality and optimize website
content. Log mining,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user behavior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improved search system. The log mining
module is able to record, filter and identify the query log. The behavioral analysis modu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user behaviors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query process,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hotspot query words, and obtains the results of
weights of the webpage and hotspot query words. The system improvement module makes the query results more precise, provides new
function of search hotspot and personalized webpage, improves the content of e-government website, and exchanges the data with
public opinion system. In this way, the search system and e-government websites will provide users with better service.
KeywordsKeywords government website; search system; log mining; behavior analysis

YE Xiaorong1, SHAO Qing2

1.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2. KNET Co., Ltd., Beijing 100190, China

目前国内对网站搜索系统优化的研究方法，多以分类模

型、聚类分析、关联分析等为主，而结合实际且专门针对政府

网站的搜索系统进行日志挖掘、行为分析[1~3]和系统改进等方

面的研究还较欠缺。特别是，当前国内越来越重视政府网站

的建设，《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提出“大力推进国家

电子政务发展是国家‘十二五’的重要任务”，强调“强化政府

网站应用服务”。而且目前中国政府网站的内容愈加丰富、

信息更新速度越来越频繁、栏目的划分也更加细化复杂。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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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岩资源开发工程储层激发干热岩资源开发工程储层激发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王贵玲，马峰，蔺文静，张薇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 050061
摘要摘要 干热岩作为清洁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分布广泛。初步估算，10 km可开发利用的干热岩资源占地热资源总量的90%，经济

地获取深部干热岩资源成为迫切任务。干热岩资源开发最关键的技术是储层建造，为满足商业化开发的目的，激发后储层必须

达到一定体积的有效换热空间，同时开采井应满足理想的开采流量及保证较长的开采年限。本文总结目前国际干热岩工程的储

层激发情况及相关关键技术。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增强型地热系统；储层激发；裂隙表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2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1.018

Reservoir stimulation in hot dry rock resource development
WANG Guiling, MA Feng, LIN Wenjing, ZHANG Wei
Institute of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s a clean renewable resource, hot dry rock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Based on preliminary estimation, the available
hot dry rock resources buried beneath the earth surface between 3 and 10 km account for 90% of the total geothermal resources.
However, it is challenging to get these resources efficiently. The key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of these resources is reservoir
stimulation, which should guarantee a large reservoir volume for heat exchange, and the extraction well should keep sufficient flow rate
and be sustainable for long- term heat extra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research progress of reservoir stimulation and related key
technologies in world hot dry rock stimulation projects, aim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ot dry rock resources and research of
related technologies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hot dry rock;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reservoir stimulation; fracture characterization

收稿日期：2015-01-16；修回日期：2015-01-31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项目（SK201212）；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12120113077900）
作者简介：王贵玲，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热资源评价、深部地热开发等，电子信箱：Guilingw@163.com；马峰（通信作者），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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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贵玲, 马峰, 蔺文静, 等. 干热岩资源开发工程储层激发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103-107.

干热岩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地热能中最具潜力的

部分，是地热能的未来[1]。从分布上来讲，干热岩资源和浅层

地温能一样，属于无处不在的资源，然而，干热岩与浅层地温

能相比受气候等外界条件影响更小；从资源品质来讲，干热

岩资源主要用于发电，能解决国家能源根本需求，资源基数

更大。因此干热岩也被称作可能改变未来的新能源，干热岩

发电为中国地热能利用的长期目标[2,3]。

中国干热岩资源潜力巨大，中国地质调查局评价了中国

陆区干热岩资源潜力[4,5]，中国陆区 3.0～10.0 km深处干热岩

资源总量为2.52×1025 J，相当于860万亿吨标准煤，按2%的可

开采资源量计算，相当于中国 2010年能源消耗总量的 5300
倍。

干热岩开发的具体工程技术称为EGS（enhanced geother⁃
mal system）。对于建造EGS而言，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储层的

激发，国际上普遍认为理想经济的EGS系统，激发储层体积

应达到 0.1 km3，有效热交换面积应达到 100万m2。目前而

言，国际上很多EGS工程储层激发体积已能远远超过0.1 km3

的目标，而热储有效换热面积距离商业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

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激发过程中对裂隙系统的控制还不够理

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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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22地质封存技术及其同位素在咸水层地质封存技术及其同位素在咸水层
的化学行为研究进展的化学行为研究进展
刘子剑 1，张楠 2，张凤君 1

1.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长春 130021
2.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院，香港 999077
摘要摘要 深部咸水层是CO2地质封存的主要封存地，因所处地质背景和在地质历史过程中经历的地球化学环境不同，其地球化学

行为也各不相同。本文综述地质封存空间与封存量、地质封存类型、同位素标记CO2在咸水层的化学行为的研究进展。分析表

明，目前关于CO2地质封存的研究在现象实验、模拟和现场实验方面都取得了初步进展，但对CO2注入地下后的行为过程仍有很

多未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难题；CO2地质封存监测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场地条件和场地的风险情况，未来技术发展主要

集中于封存场地评价与储层响应监测技术。

关键词关键词 CO2的捕获和封存；地质封存；深部咸水层；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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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CO2 geological storage technologies and chemical behaviors
of isotope in salty water layer
LIU Zijian1, ZHANG Nan2, ZHANG Fengjun1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2.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Abstract Deep saline aquifer is a major geological storage site for CO2. The geochemical behaviors of deep saline aquifers differ
each other due to their different geological backgrounds and geochemical environments in their geological histor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on geological storage space and storage capacity, types of geological storage and chemical behaviors of isotope-
labeled CO2 in saltwater layer. It is shown that though current researches on CO2 geological storage have made progresses in
phenomenon experiments, simulations and field experiments, many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problems of the behaviors of CO2 after
injecting underground remain unresolved. The choice of monitoring methods for CO2 geological storage mainly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site condition and risk profile. Futur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may focus on the evaluation of storage site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of reservoir response.
KeywordsKeywords capture and storage of CO2; geological storage; deep saline aquifer; isot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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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2214）；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工作项目（12120113006300）
作者简介：刘子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工程，电子信箱：lzj1991@sohu.com；张凤君（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二氧化碳地质储存与资源

化，电子信箱：zhangfengjun@jlu.edu.cn
引用格式：刘子剑, 张楠, 张凤君. CO2地质封存技术及其同位素在咸水层的化学行为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11): 108-113.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全球有 80%的能源来自煤炭、石

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水电和核能虽然成本较低，但环境

条件严重限制了其发展的规模，短时间内很难成为重要的能

源来源[1~3]。此外，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虽然环

保前景喜人，但受成本和技术等客观因素制约，取代传统化

石能源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距离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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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发展趋势的思考地球科学发展趋势的思考
———以地球动力学和超大型矿床形成机制为例—以地球动力学和超大型矿床形成机制为例
刘光莲 1，张爱奎 1，2

1.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西宁 810029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从地球动力学和超大型矿床这两个地球科学前沿问题着手，初步探讨了地球科学的发展趋势。地球动力学盲在解决地球

形成和演化的关键性问题，它涵盖了岩石圈板块动力学、地幔动力学、地核动力学及核-幔动力学，地球动力来源是地球动力学研

究的焦点，它涉及了地球整体性和各圈层相互作用研究范畴。超大型矿床，尤其是非常规超大型矿床，是特定因素在特定条件下

的耦合，超大型矿床形成机制同样涉及了地球圈层相互作用。通过地球动力来源和超大型矿床形成机制初步探讨，认为地球科

学总的发展趋势是向着整体性和系统性方向发展，地球单一圈层的研究已很难适应地球科学的发展，需要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去

研究。

关键词关键词 地球系统科学；地球动力学；超大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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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earth science development trend: Geodynam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uperlarge mineral deposits
LIU Guanglian1, ZHANG Aikui1,2
1. No. 3 Exploration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Qinghai Province, Xining 810029, 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and Mineral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Earth science has been profoundly transformed in the direction of system science.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arth
science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earth science research. 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trend of earth science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wo frontier issues in earth science, geodynamics and superlarge deposits. Geodynamics is pivotal for
studying earth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including lithospheric plate dynamics, mantle dynamics, core dynamics and core- mantle
dynamics. The key to geodynamic studies is the power source of earth, involving integrity of the whole earth and interactions of earth
spheres. Superlarge deposits, especially non- conventional ones, are formed with specific factor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uperlarge deposits is also related to the interaction of earth spheres. Based on discuss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earth science is considered to develop toward holistic and systematic orientation. Studies of a single earth
sphere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earth science development. Earth science research needs to be oriented toward systemization.
KeywordsKeywords earth system science; geodynamics; superlarge mineral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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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取得进步的，

任何科学进步，都离不开对科学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的思

索。因此，作为地质工作者，了解当前地球科学的发展趋势

和前沿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初步总结地球科学进展

现状的基础上，对地球动力来源、超大型矿床的形成机制和

预测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试图说明地球科学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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