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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交通拥堵、空气雾霾以及雨洪内涝之严重，已成为建设我国环境友好型城市的最强不和谐音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治

理交通拥堵必须标本兼治”。如何寻求治本之策？什么是治本之策？必须在确定治理方针和措施前研究明确。世界发达国家城市治理的

历史经验表明，惰政思维、急功近利，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本必须转变传统思维，要从产生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以及雨洪内涝的根本原

因入手，立足大思路、大手笔，才能产生明显的大效果。

科学治理交通拥堵

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是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失衡。治理它必须从科学抑制交通需求和科学提高交通供给两方面入手。目前

采用的行政手段限购限行，不是科学抑制交通需求，因为购私家车已是中国社会强劲的消费需求，限购限行不利于依靠消费内需发展经

济，不利于城乡交流、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科学抑制城市交通需求首先要抑制城市规模，为此，一是抑制城市人口，人少车就少，二是

限制城市面积，城市大，市民出行不能依靠步行和自行车，必然激发机动交通需求，为此必须大力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实现土地的多重利

用，建设“紧凑”型城市。如北京，为控制城市规模，必须树立科学的“首善”理念，“首善”是质量，不是数量，城市发展应科学定位，不应追求

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体育、艺术等所有方面都首善。要学习美国、法国、巴西、南非、韩国等国，把首都仅定位于行政，把其他如立法、司

法、经济、文化、体育、高等教育、艺术等分散在其他城市，其城市“减肥”的效果将立竿见影。

科学抑制城市交通需求，还必须实施面向交通的城市规划模式。为此首先要倡导混合用地模式，不搞CBD、金融街、工业开发区、大学

城等单一功能布局，更不能在郊区大建“睡城”，按功能分区必然导致跨区交通出行强度的激增，抑制了居民的出行量与出行距离，也就抑

制了交通需求。其次，按照面向交通的城市规模模式，就应逐步实现由轨道交通相联系的城市主中心区与周边副中心区（卫星城）相结合

的城市多中心规划布局，以遏制城市主中心区人口密度，同时引导人口与产业和城市功能同时分散至副中心（卫星城），这些卫星城发展独

立的产业和经济基础以及较高水平的商业、医疗、教育和文体设施，使居民可以就近择业，不必每天通勤至中心城，让居民可以享受到不远

亚于主中心区的城市服务。

科学提高交通供给能力，首先是发展大容量快速轨道交通，以抑制私家车的出行强度，但是能否把“治堵”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轨道交通

的发展上呢？北京轨道交通已建成400多km，但上下班高峰时段地铁上下车拥堵之惨状已令市民谈虎色变，环顾发达国家的特大城市，

其轨道交通已相当完善，它们仍困扰于交通拥堵，正纷纷寻找轨道交通以外之良策，以应对小汽车进入家庭、机动交通快速增长之现实。

它们把“治堵”目光转向了“地下快速路”和“地下物流系统”的建设，这是因为在城市地面空间已不能拓展交通供给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

在地下。地下快速路的天然优势是全天候通行，在暴风、风雪和大雾等最易造成地面交通拥堵的情况下最能发挥作用。

美国波士顿1994年开始拆除高架路，10年间建成8~10车道的城市地下快速路系统；东京正在地下40 m建设中央环状地下快速线，

11 km的通过池袋、新宿、涩谷3大商业中心的新宿线已通车，正在建设品川线；新加坡、吉隆坡、马德里、布里斯班、巴黎、莫斯科等也已建

成或正在建设地下快速路交通系统。

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以及
雨洪内涝的治本之策

钱七虎，江苏昆山人，防护工程专家、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解放军

理工大学国防工程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防护工程、隧道与地下工程、岩石力学的教学

与科研工作。主持实施了世界最大药量的珠海炮台山大爆破；建立了基于爆炸应力波与

土中浅埋结构相互作用三参数模型的计算理论；在国内首次建立了深部开挖诱发分区破

裂化、挤压大变形与岩爆的统一非线性力学理论基础；主持了多项国家咨询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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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物流系统就是将城市货运转移至城市地下，从而对治理交通拥堵作出重要贡献。根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2003年统计，发达国家

主要城市的货运占城市交通总量的10%~15%。而在“世界工厂”和到处是建设工地的中国，其占城市交通总量则相应为20%~30%。

修建城市地下快速路和地下物流系统非常适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我国的特大城市，其城市规划土地余量已所剩无几，已步入无地

可建路的窘状。

科学治理空气雾霾

城市空气污染的根本原因是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而后者已超越前者成为城市PM2.5超标的主因。治理工业污染，可以关、停、并、转

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实现“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只要决心大，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是能够而且相对较易实施的。困难的是

汽车尾气的治理，无法收集处理数百万辆机动车排出的尾气。

建设地下轨道交通和地下物流系统，其运转工具为电力驱动，从根本上消除了尾气污染。至于地下快速路系统是隧道，其中行驶的机

动车尾气易于收集和处理。波士顿和东京地下快速路的经验是：先将尾气污染的空气由引气机引流至处理区（换气站），再通过静电除尘、

化学吸附、光催化、等离子等技术去除其烟尘等固体颗粒和使有害成分转化成无害成分，从而排出过滤和处理后的无害气体。

实践与研究表明，城市地下快速路系统以及地下物流系统的建设在解决交通拥堵的同时，必将为消除汽车尾气对城市空气的污染作

出决定性贡献：波士顿修建地下快速路后其市区CO浓度降低了12%；东京11 km新宿地下线的建成后，每年减少了3.4万 t CO2排放，其

中，静电除尘装置可以过滤80%以上的颗粒物，低溶度脱硝装置可以过滤90%以上的NO2；东京建设300 km地下物流系统的评估报告指

出，该地下物流系统建成后，东京市交通能耗减少18%，NOX和CO2浓度将分别减少10%和18%，货运速度提高24%。

治理城市雨洪内涝

中国城市雨洪内涝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客观上地球气候极端异常、暴雨强度和频度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城

市面积快速增大，不透水地面占比极高，排洪系统难以适应。应对地球气候之异常，非一国一时之力所能胜任，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城市

建设对暴雨雨洪的适应性措施：一方面通过透水铺装建设透水路面和透水地面、下凹式绿地和雨水花园、植草沟等措施尽可能扩大城市透

水地面占比，以所谓的建设“海绵城市”来科学抑制城市的排洪需求，另一方面是科学提高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洪能力。日本应对城市雨洪

内涝的经验是在东京、横滨等特大城市修建地下河川和大容量的地下雨水调储池；马来西亚吉隆坡市则修建地下快速路，在特大暴雨情况

下，关闭机动车通行，地下快速路充作排泄雨洪的通道；而在一般暴雨情况下，仅地下快速路路面下空间为排洪通道，机动车照常行使。总

之为应对极端气候的暴雨，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洪能力必须大大增加，而我国城市排水管道的口径几十年一贯制必然会产生城市内涝。

综上所述，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空气雾霾和雨洪内涝的治本之策是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而关键是建设城市地下交通和排洪系统，这是

一举三得的措施，集治理三大城市病于一役，我相信，通过若干个五年计划持之以恒地建设上述地下系统，不但使人员交通与货物运输转

至地下，还包括雨洪、垃圾、污水等的传输都转入地下，使地面上彻底摆脱交通拥堵、PM2.5超标和内涝的困扰，而释放出的地上空间用作大

片的自然植被和安全的步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设想的“要依托现有的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

（解放军理工大学国防工程学院，南京 210007）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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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金属组学：引领生物金属分析科学迈向新的高度

金属组学是一门新兴的前沿交叉学
科，是对若干涉及金属元素相关生命过
程或环境过程分子机制，及组织与细胞
内全部金属离子或金属配合物进行综合
研究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生命体系或
环境过程中的所有金属元素，故金属组
学也可称为金属辅助的功能生物或环境
化学。金属组学的提出目前已经引起了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关于金属组
学研究的进展十分迅速，不论基础理论
还是技术方法，都在不断进步和完善。

在金属组学中，生命体系中所有的
金属蛋白质、金属酶以及其他含金属的
生物分子统称为金属组，这个概念与基
因组学中的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学中的蛋
白质组相类似。组学研究方法的最大特
点是高通量分析，金属组学的研究方法
必须能够同时检测多种金属组，如金属
元素的含量、分布、化学种态及其相互作
用等。因此，金属组学的研究方法主要
包括：高通量金属组定量分析技术，如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和中子
活化技术（NAA）等；高通量金属组分布
研究技术，如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LA-ICP-MS）和同步辐射X射
线荧光成像（SR-XRF）技术等；高通量金
属组形态分析技术，如分子活化分析技
术（MAA）和同步辐射 X-射线吸收光谱
（SR-XAS）技术等；高通量的金属组结构
分析技术，如分子质谱学技术（MALDI-
TOF-MS或 ESI-MS等）和穆斯堡尔谱
等，以及其他分析技术。其中，先进的核
分析技术因其在元素分析方面的独特优
势，如对样品前处理简单，原位无损分析

等，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生命、环境过程
中的金属归趋研究。

硒是人体及动物维系生命活动所必
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对汞等重金属的毒
性具有显著的拮抗作用。全面准确地了
解生物体内汞和硒的分布和存在形式，
研究生物组织中汞的吸收、迁移、转化和
蓄积过程，以及硒对汞的这些生物学行
为和效应的影响，对于环境汞污染和汞
毒性危害的控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有
助于理解生物体内汞和硒的相互作用过
程和机制。

金属组学研究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
的阶段，金属组学以及金属组学研究技
术的不断发展，正将该领域相关研究推
向一个新的高度。

《科技导报》2015年第 12期发表了
赵甲亭等的综述文章“金属组学方法研
究生物体内汞和硒相互作用”，就常用的
金属组学方法在植物、动物、人体内汞和
硒相互作用方面的相关研究做了较为详
尽的介绍。

本期封面图片为采用金属组学方法
研究植物体内汞和硒相互作用的示意
图，由赵甲亭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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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 气候的力量
气候对生物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也会受到

人类活动的影响。本文将向读者介绍科学家近期对远古气候

及海洋和冰川的研究成果，同时展现出气候的巨大力量。

P125 同行审稿应注意对参考文献引证的鉴审
目前，学术界对论文和期刊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引文

数量备加关注。虽然大多数论文稿件引文数量不断增加、引用

著录格式基本符合规则，但引文中的各种失范现象普遍存在，

引证实效却另当别论。参考文献作为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同行审稿时更应从专业角度对其学术论证效果作深入具体的

鉴审和把关。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P126 我心目中的约翰·纳什教授
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教授和妻子在领取阿贝尔奖后，

在归途中罹难，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以一种世人意想不到

的方式结束了。这让本文作者、纳什教授首次访问中国的邀

请者感慨良多，本文呈现了作者与之交往的细节，以及他心目

中的约翰·纳什教授。

P15 氘代二乙胺的制备
二乙胺作为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常应用于医药中间体的

合成；同时，二乙胺基也常成为药物分子中重要的活性结构片段。本
研究发展了使用乙醇-d6为原料，通过三步反应制得二乙胺-d10的合
成方法，总收率大于40%，氘代丰率大于98%，期望能够应用于新型
氘代药物的研发过程中。

P23 月球表面核反应堆电源方案
核反应堆电源具有功率大、寿命长、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是月

球基地及其他深空探测任务的理想能源。本文分析了目前可用于月
球基地的能源情况，针对性地提出40 kWe月球表面核反应堆电源的
设计理念，经初步优化设计，给出该电源的方案和总体设计参数，并
从物理、屏蔽、热工以及结构方面对电源方案进行分析和论证。得出
该电源方案合理可行，能够满足安全和寿期要求。

P42 斜井冻结凿井数值模拟方法
以某矿主斜井表土冻结段施工为背景，通过考虑冻土为弹塑性

介质，建立了斜井冻结掘砌平面模型，采用双模型法与改进重叠单元
法相结合的数值模拟方法，对掘砌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显示，
采用双模型法模拟掘砌模型的初始应力-位移环境，得到的应力场、
位移场与围岩未扰动状态下的理论值吻合；改进重叠单元法模拟井
帮完全卸载后支护井壁的掘砌过程，得到不同模型顶面埋深下井壁
内外缘的环向应力均小于10-6 MPa，井壁位移均小于10-7 m，与理
论值接近，且本方法的模拟结果均优于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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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606--0101至至20152015--0606--1515））

1 中国完成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病毒全基因组
序列测定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5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与广东省及惠

州市疾控中心合作完成我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的病

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并上传至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数据

库。通过检测、对比细菌或病毒的基因序列，可以追寻疫情发展的

踪迹，破解细菌或病毒的性质、来源、传播力和毒力。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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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女生与教授母亲合写论文获高招资格遭质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4日消息，湖北高三女生小张凭借论文等成绩，通过武汉大学、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自主招生初审，后网友发现小张发表的《安德烈·

高兹的非物质理论》论文第二作者是其母亲吴教授。吴教授为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她表示论文是女儿写的，自己仅参与修

改。吴教授曾围绕安德烈·高兹研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

3 2016年高校将增“国学”本科专业 教师缺口百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5日消息，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注，各高校纷纷在课程

中增加了与“国学”有关的元素，而全国的“国学教师”有多达百万

的缺口。为改变这一状况，2016年教育部高校专业设置中将首

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目前，东北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

等高校已经在考虑招收“国学专业”学生。

4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60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60年。1955年6月1日，中国科

学院学部正式成立。60年来，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

咨询机构和重要的科学思想库，中国科学院学部立足世界科技前

沿、结合国家社会需求，前瞻谋划、建言献策、身体力行，为增强我

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5 泸州医学院更名四川医科大学遭四川大学反对
教育部：无不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近日，泸州医学院改名四川医科大学获教育部批准，四川大

学公开反对并向教育部和四川省提出行政复议。4月28日，教

育部发函同意泸州医学院改名“四川医科大学”，更名引起四川大

学华西医学中心海内外老校友的反对。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前身为“华西医科大学”，再往前的名字为“四川医学院”，简称“川

医”。泸州医学院改名后的简称与此相似，“川医”老校友认为这

会抢走“川医”的名头，侵犯了母校的权益。教育部指出，改名符

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没有不妥之处。

6 哈佛大学获史上最大单笔捐赠4亿美元 共受赠364亿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3日，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收到校友约翰约翰··保尔森保尔森一笔高达 4
亿美元的捐赠。这也是哈佛大学校历

史上最大的一笔捐款。为纪念捐赠者，

哈佛大学将把该学院更名为哈佛大学

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截

至上个财年结束，哈佛大学接受的捐赠

总值已达364亿美元。

7 彗星登陆器“菲莱”醒了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14日，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主席让伊夫让伊夫··勒勒··加尔加尔宣布，从

着陆器“菲莱”收到了时长2 min的新信号。这标志着“菲莱”在

休眠7个月后终于醒来。2014年11月12日，彗星着陆器“菲莱”

脱离“罗塞塔”探测器并

成功登陆目标彗星“丘

留 莫 夫 － 格 拉 西 缅

科”。但由于“菲莱”着

陆地点不理想，在 11月

15日因电力不足进入休

眠状态。
图片来源：新华网

8 2015年QS亚洲大学排行榜出炉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0日，位于伦敦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公司公布2015亚

洲大学排名调查，新加坡国立大学再度蝉联榜首。大陆共有25
所大学进入亚洲前百，其中16所的排名都有上升，排名最佳的是

北京大学上升1名，排名第7，清华大学上升3名，排名第11。

图片来源：网易教育

10 复旦大学就形象片涉抄袭公开致歉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1日消息，将迎来110周年校庆的复旦大学发布测试版形象

片《To My Light》，被网友质疑涉嫌抄袭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宣

传片《Explorer》，复旦大学校方近日首次回应称，“此举动损害了

学校声誉，伤害了大家的感情，对此我们真诚致歉”，并表示在初

核基础上，将启动相关调查。

9 中国工程院公布院士增选进入第2轮评审候选人名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2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5年院士增选进入第2轮评审

的候选人名单。各学部经过候选人材料审阅、专业组评审、全学

部评审和投票等程序，从521位有效候选人中产生了进入第2轮

评审的候选人20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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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寂 10余年后，“侏罗纪”2015年
卷土重来。1993年，好莱坞著名导演SteSte⁃⁃
ven Spielbergven Spielberg 执导的《侏罗纪公园》（Ju⁃
rassic Park）引起轰动，成为史上影响力

最大的科幻电影之一。此后几年里，该

系列电影的第2部和第 3部陆续上映，不

断吸引公众对恐龙的关注。这一次《侏

罗纪世界》（Jurassic World）的上映又再

次激起了恐龙迷们的巨大兴趣。

电影是以事实为基础经过艺术加工

而成的，炫目的 3D特效让观众有身临其

境之感。然而，真实的

恐龙世界远比电影更

加精彩。借助最新研

究成果，科学家们正在

帮助我们揭开笼罩在

恐龙身上的重重迷雾，

并让我们认识到恐龙存亡背后的一种巨

大的力量。

恐龙在距今大约 2亿 3000万年前出

现，但是在恐龙时代的前 3000万年的时

间里，大型草食性恐龙只能在两极附近

繁衍生息，而在热带地区只有体形很小

的肉食性恐龙存在。这种现象长期以来

都是古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谜团。6月

15日，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家海洋学

中心的科学家 Jessica WhitesideJessica Whiteside为首的研

究团队在PNAS上发表论文，指出 2亿多

年前低纬度地区曾在潮湿和干燥气候之

间剧烈摇摆，而正是这种动荡的气候条

件使得低纬度地区没有大型恐龙的踪迹

（6月17日《中国科学报》）。

这个研究团队对一处位于美国新墨

西哥州的沉积岩地区进行了细致的气候

历史重构，该地区在距今2.15亿年至2.05
亿年前大约位于今天哥斯达黎加的位

置。他们通过分析岩层中的碳同位素，

追踪了古代植物的生长情况，发现当时

该地区的植物种类在适应潮湿环境与偏

爱干旱环境之间发生了周期性的转换。

当时的二氧化碳水平约为目前的3~6倍，

如此高的二氧化碳水平会有效地促进水

循环。而在干旱期岩层发现的石化木炭

则 显 示 当 时 的 野 火 温 度 可 能 高 达

680℃。这样严酷的环境导致当时的热带

地区很难有茂盛的植被存在。研究团队

成员Randall IrmisRandall Irmis就表示：“那个时候极

端天气事件不可预测地来回交替，大型

草食性恐龙无法在比较接近赤道的地区

生存，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

1842 年，英国古生物学家 RichardRichard
OwenOwen首次为“恐龙”命名。从那时起，“恐

龙”就一直是古生物学研究中的中心课

题之一。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丰富，科

学家手中可用的材料已经不只是恐龙化

石那么简单，他们可以在古生物学之外

依靠地质学、地球化学和大气物理学等

学科的知识构建起远古时代的宏观图

景，复原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如果我

们把这些研究成果置于地球史这样一个

庞大的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正如这项

最新研究所展示的那样，气候具有一种

非常强大的力量，即便是恐龙这种庞然

大物的命运也可能由气候所主宰。具体

来说，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二氧化

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如果目前的碳

排放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气候变化按

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低纬度地区

就有可能出现类似 2亿多年前的生态环

境。这对人类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消

息。

无论是在恐龙时代还是现在，气候

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生存都

会施加影响。然而，目前我们对很多气

候现象的认识还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

例如厄尔尼诺现象。6月15日，在青岛举

行的热带海洋与气候国际研讨会上，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大气

与海洋科学系教授George PhilanderGeorge Philander就对

目前的厄尔尼诺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厄尔尼诺本身及对气候的影

响还在研究中，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因

此它的强弱和影响还不能预测”（6月 16
日新华网）。

1982年和 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年，

两次强厄尔尼诺现象给太平洋东岸的赤

道国家秘鲁和厄瓜多尔造成了巨大的人

员和财产损失，严重干扰了当地的生态

系统，同时对全球气候也造成了重大影

响。气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像厄尔尼诺这样大范围的气候现象，

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更加复杂。如果随着

厄尔尼诺研究的深入，人类可以对它进

行预测的话，无疑将会有成千上万人从

中受益。

气候研究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从事

生产和安排生活，而在渺无人烟的南极，

气候研究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南极就是

全球气候变化的一张晴雨表。5月22日，

一个研究小组在 Science上发表论文，证

实了南极半岛南部边

缘的冰川在 5年前突

然向海洋冲去（6月16
日科学网）。这个小

组利用搭载于2010年
发射的欧洲空间局

Cryosat-2卫星上的雷达发现了这种急剧

的变化。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英国布里

斯托大学冰川学家 Bert WoutersBert Wouters 指出：

“最初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突然在过去

5年中，所有这些冰川开始将海冰送入海

洋。”据该小组估计，从 2010 年 7 月到

2014年4月，沿着南极半岛南部边缘的冰

川每年脱落约560亿 t海冰。这在南极对

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年度贡献中占据了很

大份额。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包括马尔

代夫群岛在内的很多海岛都会在 100年

之内消失。气候又一次显示出巨大的力

量。接下来科学家们需要做的就是收集

详细的海底数据来为该地区冰盖和冰川

运动建模，从而找到海冰消失的原因。

在好莱坞电影中，以《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为代表的灾难片可

谓经久不衰的一类题材。这类电影以一

种夸张的方式向公众展现出气候的巨大

力量以及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

助。电影情节是虚构的，但是科学家的

研究成果却提示我们气候的巨大力量是

真实存在的。由于高度发展的人类社会

已经开始对气候产生作用，所以我们不

得不去冷静思考自身的种种做法会将气

候变化引向何处。我们不能征服自然，

我们只能尊重自然。唯有如此，我们才

能从容地面对气候的力量。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气候的力量气候的力量

无论何时，生物的生存都要受到气候的影响。与此同时，高

度发展的人类社会反过来又能够影响气候。我们要努力认识气

候的巨大力量。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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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天上的星辰对我来说遥不可及，现

在太空中有了一颗“张锦秋星”，这于我

已经远远超出了奖励的意义，使我的精

神得到了一次升华。这份光荣属于中国

建筑界，属于古老而新生的陕西，属于焕

发青春的古都西安，属于正在“一带一

路”奋斗的西部建筑工作者。作为梁思

成先生的弟子，他给我树立起了一个人

生奋斗的标杆，引导我一生为建筑设计

事业而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中国建筑西北

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张锦秋张锦秋

《中国科学报》[2015-06-08]

广域电磁法，在勘探海洋新能源、海

底构造等研究领域方面，大有前景。我

现在最想做的，是尽快实现它对海下可

燃冰等资源的勘探。和地球打了一辈子

交道，这么多年下来，我每天都工作10多

个小时，可还有好多想法没时间去实

践。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一直工

作下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球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何继善何继善

《科技日报》[2015-06-08]

近几年，作野外调查时，每到水环境

恶劣的地方，当地居民常常是满怀期望地

问我们“河水什么时候才能变好？”每次遇

到这样的情景，就感觉到科学家肩上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水是有灵性的，作为“大

地明珠”的湖泊也与人类一样，需要有自

己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

是竭尽一切力量去守护它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

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所研究员 高俊峰高俊峰

《中国科学报》[2015-06-01]

当新的实验事实积累到某种程度

时，人类中的“爱因斯坦二世”就会诞生，

新理论将应运而生。这是我对量子力学

第二次革命的期待。而当务之急是运用

已发展的量子技术进一步研究量子世

界，发现更丰富的实验事实，为探索新理

论打下扎实基础。在量子力学第一次革

命中，中国人来不及赶上，而现在我们处

于国际同一水平，是作贡献的时候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中国科学院量子

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 郭光灿郭光灿

科学网 [2015-06-15]

过去50年，机器人技术的进展集中

在动作功能上，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很累

很苦的事情让机器人来做。智能革命意

味着更多的机器人技术研究的精力将投

向心脑解放：让机器人拥有人工智能。

比如，语言、社交、推理、规划、直觉、学

习、控制、知识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校长校长 徐扬生徐扬生

新华网 [2015-06-10]

21世纪是生命科学时代，中医的发

展要采纳现代科技包括西医的许多新技

术，充分借鉴现代医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最重要的是还要保持中医自身发展规

律，同时也要百花齐放，让各种学术观点

自由发展，才能促进中医理论不断创新，

推动学术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西医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常务理事结合学会常务理事 吴以岭吴以岭

《中国科学报》[2015-06-08]

提速降费是用户永无止境的诉求，

也是运营商永远追求的目标。要想解决

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出路是运营商通过

网络创新，提供差异化、更好的服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未来网络江苏省未来网络

创新研究院院长创新研究院院长 刘韵洁刘韵洁

《中国青年报》[2015-06-08]

过去的师生关系，是讲究“传承”

的。现在中医以及医学方面的研究还讲

究这一套，我们搞生物学（研究）的都不

太计较这些了，但有幸成为张致一先生

的学生，我仍感念一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刘以训刘以训

《中国科学报》[2015-06-08]

当发现一个物理现象跟平常不一样

时，我会试图去解释它，就像读一本侦探

小说，确定嫌疑人，推导出他到底怎么做

的，根本停不下来，非得看完才能去睡

觉。科学家不仅需要有智商，也需要有

情商。现在的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实

验，都需要团队作战。此外，情商高也有

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副校长

薛其坤薛其坤

《经济日报》[2015-05-31]

现在的年轻人视野广、想法多、活跃

开放，但搞科研就像进庙修行一样，不要

想着发财。因为这不是发财的工作，如

果别的想法太多，会静不下心来，科研是

搞不好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环境山东大学环境

研究院院长研究院院长 王文兴王文兴

《中国教育报》[2015-06-01]

为什么在欧洲我们能看到一些一二

百年的房子，五颜六色很漂亮，但我们一

些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房子，现在就必

须要拆掉？除了结构、材料问题，我们很

难回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当下的法

规制度环境更多的是“允许你买皮鞋，但

不允许你买皮鞋油”。也就是说房子建完

后，几乎没有维修费用，也不注重维修。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原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匡迪徐匡迪

《中国青年报》[2015-06-12]

多年前，我跟着科考队到了榆林市的

毛乌素沙漠，正好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我

伫立在那里，看着夕阳光下的沙漠，从来

没有想到沙丘可以那样美，千姿百态。我

认为沙漠是很有魅力的，沙漠其实和湖

泊、冰川、海洋一样，都是自然之子。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

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屈建军屈建军

《中国科学报》[2015-06-08]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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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呼吸综合征来袭中东呼吸综合征来袭
2015年 5月 20日，韩国首次确诊一

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简称

MERS）病例，随后，MERS病毒不断蔓延，

中国、泰国、德国等地相继发现感染者，

疫情发展引起全球高度关注。韩国保健

福祉部通报数据显示，6月 19日，该国因

MERS被隔离者达 5930人。截至 21日，

该国MERS确诊人数169名，死亡患者25
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呼吁无需

恐慌，MERS病毒肆虐仍令公众继 SARS
和Ebola之后再度陷入担忧中，各国纷纷

采取措施加以防范。MERS的病毒来源

及感染机制如何、其疫苗及治疗药物的

研究进展、以及席卷全球造成大规模流

行的可能性等话题，使MERS掀起关注浪

潮。

病毒来源及感染机制：尚无明确结论

中东呼吸综合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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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病毒首现沙特，近期再现

韩国并引起进一步传播。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通报，从首次发现该病例至2015年5
月 25日，全球 24个国家累计报告MERS
确诊病例1139起，431人死亡。

MERS和 SARS同属冠状病毒，二者

早期临床症状相似。自发现至今，MERS
的病毒来源和感染机制是科学家致力研

究的方向之一。大部分观点认为MERS
病毒的源头宿主是中东地区的单峰骆

驼。据报道，曾有沙特人为其饲养的患

病骆驼的鼻孔抹药施治后染病死亡。该

患者感染病毒与患病骆驼和骆驼棚内空

气样本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基因片

段完全一致。然而，确切的感染来源尚

不完全清楚。

“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最原始的

MERS病毒可能来自蝙蝠，骆驼或许是其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宿主。”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

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舒跃龙接受《科技

导报》采访时指出，在MERS病毒来源研

究中，有很多科学问题尚未解答。例如

病毒如何从蝙蝠传播到骆驼，是否还有

其他中间宿主？“我相信可能还有其他的

动物”，舒跃龙指出。

此外，MERS病毒在空气及人际接触

时如何传播亦颇受关注。

舒跃龙告诉《科技导报》，目前人感

染MERS病毒的途径至少有两个：一是可

能通过接触动物如骆驼感染；二是通过

与病人的接触感染。“尽管现在还不能确

定MERS是否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但通过

接触传播是肯定的。”WHO也表示，目前

无证据表明MERS病毒具有持续的社区

传播能力。

“当前对于MERS病毒的研究仍处于

初级阶段，病毒如何在自然界生存，如何

传播，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是否也能传

播病毒等研究均无定论。”WHO总干事陈陈

冯富珍冯富珍公开强调，“直到破解病毒传播链

条的所有环节之前，都需要时刻保持警

惕。”

疫苗为何难产

MERS疫情在韩国暴发以来，该国民

众一度陷入紧张情绪之中。遗憾的是，

针对该疫情的可靠疫苗及有效药物在全

世界尚未研发出来。

舒跃龙告诉《科技导报》，“目前没有

MERS的特异性治疗药物，主要采取支持

性疗法，同时借鉴过去应对类似疾病的

经验采取相关措施。”距离首次确认人感

染MERS病毒已 3年，MERS疫苗却迟迟

未能面世，原因何在？

有观点指出，目前科学家知晓的

MERS病毒基本信息和事实细节为疫苗

研制带来帮助，这项工作却未能推进的

原因在于：大型制药企业不能确定疫苗

的经济意义，且没有政府为大规模MERS
疫苗研究提供支持。

“由于缺乏市场，企业对这样的研发

工作没有动力，都是疫情来了才引起重

视，去投资疫苗研究。”舒跃龙向《科技导

报》透露，经济利益的考虑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原因，Ebola疫苗的研发也面临同样

的困境。“其实不仅仅是疫苗，一些抗病

毒药物的研发都是如此”。

舒跃龙解释称，疫苗和治疗药物的

研发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未能及时研

发成功，对于疫情的防控作用几乎为

零。“我建议，针对类似MERS、SARS、禽
流感以及 Ebola这一类疫情的疫苗和药

物，应该由政府主导研发并提供经费支

持，而且要将此类研究常态化，不能等疫

情严重了再投入资金和人力，这对防控

疫情不利。”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钟南山接受《华商

报》采访时也表示，MERS属于局部的地

区性疾病，其病毒被认为是单线输入型

传染，此前并未引起重视。“通常，一种疾

病传播得越厉害、危害性越大，研究的积

极性才越高。若疾病还在扩散，其研究

工作会快速推进。”

虽然如此，但在这场与MERS疫情的

较量中，疫苗研发并未止步。全球的科

学家们正在积极寻求抵抗MERS病毒的

方法。德国的研究团队研发出改良型痘

苗病毒安卡拉株，该疫苗未出现严重副

作用；沙特阿拉伯正在竭力开发疫苗，力

求于MERS流行季节到来前上市，以减少

中东各高发地区的发病率。

中国在MERS抗体研究方面也取得

一些进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宣传司司长毛群安毛群安对媒体表示，中国相

关科研单位一直在进行MERS疫苗的研

发工作。我国对于发现的首例MERS病

例感染的病毒已做了基因序列测定。此

外，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与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联合开发出针对MERS病毒的

超强活性全人源中和抗体M336，动物实

验十分有效。

目前，MERS疫情虽然在局部范围内

得到一些控制，然而人类对MERS病毒的

认知程度仍相当有限，还缺乏疫苗和特

异性治疗药物。因此，MERS是否可能在

全球大规模流行引发担忧。

“MERS的自然宿主信息尚不清楚，

要想完全控制MERS流行是不可能的，

MERS传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能性肯

定存在，一旦传入，控制得当的国家和地

区一般只有散发个案，不会在当地流行，

如中国目前的情况；但控制不好，就有可

能在当地局部流行，如目前韩国的情

况。”舒跃龙告诉《科技导报》，这次中国

应对MERS的经验表明“早发现、早诊断、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策略很明

智。此外，“中国建立的强大的传染病防

控网络对于疫情的控制至关重要，这都

是长期投入的结果，全球应该学习中国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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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5日，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

会在北京召开，介绍了大会的主要议程和筹备

情况并发布大会LOGO。会议披露，经国务院

批准，中国科协、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于2015年

11月 23—25日共同举办主题为“协同融合共

赢，引领智能社会”的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

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包含 2015世

界机器人论坛、2015世界机器人博览会、2015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3大板块。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6-05]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召开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LOGO

江苏省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6月 12日，江苏省科协第九次代表

大会在南京开幕。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江苏

省委书记罗志军罗志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江

苏省省长李学勇李学勇、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张连珍出

席大会。尚勇代表中国科协向大会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江苏省科协的工作

开展提出希望。

开幕式上，江苏省科协系统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大会还审议

通过江苏省科协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总结了江苏省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

全省科技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研究确

定今后5年发展的目标任务。6月14日，

在大会闭幕上，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陈骏当选为

江苏省科协第九届委员会主席。

江苏省科协 [2015-06-15]
第四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召开

6月 13日，以“深化体制改革、创新

驱动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科技政

策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协常委会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主

任齐让齐让，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方新，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刘世锦、王一王一

鸣鸣出席论坛。方新主持论坛主旨报告。

尚勇、刘世锦、王一鸣、财政部教科

文司司长赵路赵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院长胡志坚胡志坚分别作主旨报告，就

科技体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财政

科技政策与财政科技改革等问题进行探

讨。此次论坛由中国科协常委会决策咨

询专门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学与科技

政策研究会承办，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支持。来自国家

有关部委、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负责人

和学者等240余人参加论坛。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6-15]
2015科学教育国际论坛举办

6月8日，由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协会主办，江苏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等单位共同承办的 2015科学教育国际

论坛在南京开幕，论坛主题为“基于探究

的科学教育”。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理事长陈赛娟陈赛娟出席论坛并致辞。来自中

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科学教育专家、

学者、科技教师等120余人参加论坛。

陈赛娟在致辞中对STEM（科学、技

术、工程、数学）教育的起因和进展进行

了回顾，并强调STEM教学需要科技教师

引导学生将已知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融

合，将教学转变成一个探究相互联系的

学习过程。论坛共邀请21位专家、学者

作交流发言。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2015-06-09]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

理事会换届

6月7日，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

进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司马

义义··铁力瓦尔地铁力瓦尔地向大会发来贺信。中国

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民政

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振国刘振国出席会

议并讲话。约150位会员代表参加会议。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促进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财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和中国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章程（修改草

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在

随后召开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

会五届一次理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常

务理事和负责人，杨春光杨春光当选为第五届

理事会理事长，王志宗王志宗等17人当选为副

理事长。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

[2015-06-09]
屠呦呦获哈佛大学医学院

华伦·阿尔波特奖

6月4日，哈佛大学医学院官方网站

公布2015年度华伦·阿尔波特基金会的

授奖信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研究员屠呦呦屠呦呦因其在抗疟领域的突出贡

献荣获此奖。同获此奖的还有纽约医学

院从事抗疟疫苗研究的 Ruth S. NusRuth S. Nus⁃⁃
senzweigsenzweig和Victor NussenzweigVictor Nussenzweig。

华伦·阿尔波特基金会于1987年由

美国慈善家Warren AlpertWarren Alpert设立。迄今该

奖已经授予 51位学者，其中 7人此后又

获得诺贝尔奖。以往获奖者来自美国、德

国、法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苏格兰、

瑞士、以色列、阿根廷等国家。这是该奖

自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中国学者。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2015-06-14]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年度报告》发布

6月 5日，科技部发布《全球生态环

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这是科技部第3
次公布此类报告，延续了以往的“大宗粮

油作物生产形势”专题，新增“大型国际

重要湿地”专题的监测内容，首次针对非

洲地区开展遥感监测，并在国际上首次

针对中国—东盟区域的生态环境开展综

合遥感监测。

根据报告，2014年全球玉米、水稻、

小麦和大豆4种大宗粮油作物总产量达

27.64亿 t，同比增产 1.2%；2001—2013
年，全球100处大型国际重要湿地面积保

持稳定（减少不足1%）；非洲土地覆盖中

面积占比最大的是裸地、灌丛、草地和森

林 4种土地覆盖类型。2000—2014年，

埃 及 尼 罗 河 流 域 农 田 面 积 净 增 加

11.19%，维多利亚湖周边随着人口不断

增长，以城市为主的人造地表覆盖面积增

加143.97%，草原植被在萨赫勒地带大多

数地区呈现增长趋势。中国—东盟区域

内森林资源丰富，总生物量近400亿 t，中
国、印度尼西亚森林生物量分别占区域

总量的41%和34.8%。

科学网 [201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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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中国科协20142014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科协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书记处关于科协工作的

重要指示，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落实中提升的工作原则，自觉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三服务一加强”工作职能，积极

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主动谋划新思路，创新工作机

制和手段，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1. 组织建设

截至2014年底，各级科协组织3222个；中国科协所属全国

学会和委托管理学会 200个；各省级科协所属省级学会 3938
个。各级科协从业人员38725人；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从业

人员3334人，委托管理学会从业人员 162人；各省级科协所属

省级学会从业人员20418人。

全国学会个人会员437万人；省级学会个人会员712万人，

比上年增加82万人。全国学会团体会员56171个，比上年增加

118个；省级学会团体会员184357个，比上年增加1480个。

企业科协 21931个，比上年增加 650个，个人会员 350万

人，比去年增加3万人。

高校科协703个，比上年增加119个，个人会员76万人，比

上年增加31万人。

街道科协（社区科协）11179个，比上年增加2112个，个人

会员67万人，增加5万人；乡镇科协30236个，比上年减少668
个，个人会员212万人，与上年相比增加1万人。

农技协110442个，个人会员1466万人。其中，在民政部门

注册的农技协39593个，占农技协总数的36%。

在基层直接为公众提供科普服务的专兼职科普工作者 67
万人，比上年增加11万人。

2. 学术交流活动

各级科协和两级学会举办学术会议共26592次。其中，高

端前沿学术会议7749次，占29%；综合交叉学术会议9174次，

占34.5%；学术服务会议9669次，占36.4%；参加人数438.7万

人次。其中，企业科技工作者94.6万人次，占21.6%。交流论文

91万篇。

举办国内学术会议 24353次。其中，高端前沿学术会议

6506次，占26.7%；综合交叉学术会议8559次，占35.1%；学术

服务会议9288次，占38.1%；参加人数390万人次。其中，企业

科技工作者80万人次，占21%，比上年增加7.4万人；交流论文

78.7万篇。

举办境内国际学术会议1852次。其中，高端前沿学术会议

1061次，占 57.3%；综合交叉学术会议 483次，占 26%；学术服

务会议308次，占16.6%；参加人数43.3万人次。其中，企业科

技工作者13.4万人次，占31%，比上年增加2.2万人次；境外专

家学者4.3万人次，占9.9%。交流论文11万篇。

举办港澳台地区学术会议 387次。其中，高端前沿学术会

议182次，占47%；综合交叉学术会议132次，占34.1%；学术服

务会议73次，占18.9%；参加人数5.4万人次。其中，企业科技

工作者1.2万人次，占22%，比上年增加1278人次；交流论文1.3
万篇。

中国科协机关、省级科协2014年共举办学术年会37次；全

国学会举办学术年会1242次。

3. 科技期刊

各级科协及两级学会主办科技期刊2575种。其中，各级科

协主办科技期刊 448种，占17%；全国学会主办科技期刊 1047
种，占41%；省级学会主办科技期刊1080种，占42%。

2575种科技期刊包括中文学术期刊1486种，占58%；科普

期刊 578种，占 22%；技术期刊 395种，占 15%；英文学术期刊

116种，占5%。

科技期刊总印数13574万册。其中，各级科协主办科技期

刊总印数 4658万册，占 34%；全国学会主办科技期刊总印数

5636万册，占42%；省级学会主办科技期刊总印数3280万册，

占24%。

科技期刊总印数中：中文学术期刊印数4262万册，占31%；

科普期刊印数8164万册，占60%；技术期刊印数1080万册，占

8%；英文学术期刊印数68万册，占0.5%。

发表论文总数63.5万篇，比上年增加1.5万篇。其中，英文

期刊发表论文数1.6万篇，增加0.2万篇。

4. 科普活动

各级科协及两级学会全年举办科普宣讲活动31.8万次，比

上年增加0.3万次。科普宣讲活动受众人数3.2亿人次，比上年

增加1.2亿人次；播放科技广播及影视节目19.2万小时；举办实

用技术培训26.1万次，3303万人次接受培训；推广新技术新品

种69328项；参加各类科普活动的科技人员391万人次。

各类科普活动覆盖村近50万个，覆盖率20%。其中，科普

日进村近12万个，覆盖率4.8%；科技周进村近10万个，覆盖率

4%；日常科普活动进村近28万个，覆盖率11.2%。各级科协举

办的各类科普活动覆盖村近43万个，覆盖率17.2%；两级学会举

办的各类科普活动覆盖村近6万个，覆盖率2.4%。

各类科普活动覆盖社区近 15万个。其中，科普日进社区

4.5万个；科技周进社区 4.3万个；日常科普活动进社区近 6万

个。各级科协举办的各类科普活动覆盖社区9.6万个；两级学会

举办的各类科普活动覆盖社区5.1万个。

5. 青少年科技教育

各级科协及两级学会全年举办青少年科普宣讲活动4万次，

比上年增加1万次，参加活动青少年人数2915万人次，增加240
万人次；播放青少年广播及影视节目2.2万小时；举办青少年科

技竞赛1.1万项，参加竞赛活动的青少年4362万人次，获奖人数

达106万人次；组织2万人次青少年参加301次国际及港澳台科

技交流活动，平均每次活动66人次参加；组织38.6万青少年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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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945次青少年科学营活动，平均每次活动131人次参加；编

印青少年科技教育资料4072种，总印数1809万册；举办青少年

科技教育培训2.1万次，培训人数546万人次。

6. 科普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 2014年底，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

410个。其中，建筑面积8000 m2以上的65个，比上年增加3个；

科技馆全年参观人数达3331万人次，比去年增加131万人次。

其中，少年儿童参观人数1891万人次，占全年参观人数的57%；

科普活动站（中心、室）15.9万个，全年参加活动（培训）人数达

4640万人次；科普画廊建筑面积（宣传栏、宣传橱窗）259万平方

米。其中，本年新增23万m2；全年展示面积602万m2。

截至2014年底，中国科协配发给地方科协用于科普活动的

大篷车共808辆。其中，本年配发75辆；科普大篷车全年下乡行

驶里程568万千米，比上年增加59万千米。

截至 2014年底，中国科协命名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1198
个；省级科协命名的省级科普教育基地3484个；各级科协命名

的科普示范县（市、区）2262个。其中，中国科协命名的898个，

省级科协命名的83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科协命名的84个，地

级科协命名的450个。

7. 科技传播

各级科协及两级学会编著科技图书 3485种，比上年增加

296种，总印数2468万册，增加578万册；主办科技报纸220种，

比上年减少23种，总印数13328万份，减少980万份；制作科普

挂图9147种，比上年增加75种，总印数1777万张，增加198万

张。

制作科技广播影视节目5953套，总播放时间10905小时，

平均1.8小时/套；制作科技光盘2938种，比上年减少161种，光

盘总数149万张，减少5万张，平均507张/种；制作科普动漫作

品782套，总播放时间579小时，平均0.7小时/套。

主办科技网站 2523 个，比上年增加 146 个，浏览人数

228545万人次，增加108924万人次，平均90.6万人次/个。

8. 科技开放与交流

各级科协及两级学会加入国际民间科技组织 677个。其

中，所属全国学会加入的组织 405个，占59.8%，省级学会加入

的组织252个，占37.2%；在国际民间科技组织中任职专家899
人。其中，所属全国学会任职专家 527人，占58.6%，省级学会

任职专家351人，占39%。

各级科协和两级学会参加国际科学计划335项，比上年增

加 116 项。其中，两级学会参加的国际科学计划 314 项，占

94%；促成科技合作项目993项，比上年增加195项。引进优质

科技资源434项，占合作项目的44%。其中，两级学会促进科技

合作项目669项，占67%；参加国外、港澳台地区科技活动3.2万

人次；接待国外、港澳台地区专家学者3.1万人次。

9. 科技服务

各级科协和两级学会提供决策咨询报告 12887篇，比上年

增加152篇。其中，获上级领导批示3858篇，占报告总数30%；

举办决策咨询活动6255次，参加活动专家5.2万人次，平均每次

参加活动专家约 8人次；开展科技评价 9077项，比上年增加

3741项。其中，所属全国学会开展科技评价3749项，占41.3%，

比上年增加2833项；科技人才评价50006人。其中，所属全国

学会开展科技人才评价10403人，占20.8%。

2014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科普惠农兴村奖补资金

近5亿元，比上年减少14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亿元，

与上年持平。地方财政投入近2亿元；各级科协会同财政部门表

彰奖励9557个（人）有突出贡献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

示范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其中，中国

科协会同财政部表彰奖励1911个（人）。

全年有31721个企业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组织213
万人次科技人员参与。

截至 2014年底，各级科协指导组建专家工作站 4200个。

其中，本年新增877个；全年组织进站专家达29080人次，平均

进站专家 7人次/站；组建专家服务团队 3635个，比上年增加

776个。参加服务团队专家58878人次，平均参加专家16人次/
团队。

10. 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各级科协和两级学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909人，比上年

增加13人；反映科技工作者建议26995条。其中，获得上级领

导批示的建议5919条，占22%；答复人大政协代表（委员）提案

2549件；走访看望（慰问）科技工作者75016人次。

中国科协机关、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科协和两级学会开

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活动共249场次，宣讲活动受众人

数达15万人次，参加活动的专家达753人次；举办技术创新方法

培训班343场次。其中，全国学会举办181场次。

中国科协机关、省级、副省级、地市科协和两级学会共举办

继续教育培训班9467场次，比去年增加1548场次，培训结业人

数 160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39万人次；宣传科技工作者 52050
人，比上年增加9226人。

各级科协和两级学会表彰奖励科技工作者11.1万人次。其

中，女性科技工作者 3.5万人次，占31.5%，40岁以下科技工作

者4.7万人次，占42.3%。

注：

1. 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省。

2. 本公报中各种范围所表述的含义：

各级科协：指中国科协机关及直属单位、省级科协、副省级

与省会城市科协、地级科协、县级科协。

地方科协：指省级科协、副省级与省会城市科协、地级科协、

县级科协。

两级学会：指全国学会、省级学会。

全国学会：指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中国科协委托管理学

会。

中国科协基层组织：指科学技术工作者集中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有条件的乡镇街道社区等建立的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

普及协会）。

3. 学会、协会、研究会简称学会。

4. 统计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分项与合计不等的情况。

中国科协中国科协

20152015年年55月月2828日日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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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大家谈·

科研发展的隐忧科研发展的隐忧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宋永杰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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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近些年，随着我国对科研活

动投入的大幅增长，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的数量都在快速增加，

我国已经成为科研活动的大国。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

看到背后的隐忧。

科研绩效方面的隐忧

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经费）投入

总量达11846.6亿元，比一上年增长15%。按照汇率计算，我国

R&D经费投入总量位居世界第三，年均增速远高于主要欧美国

家。2013年我国从事R&D活动的全时工作量达到353万人年，

其绝对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年均增速同样远高于主要欧美国

家。在产出方面，从论文来看，我国的国际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

二，然而2001—2011年的篇均引用次数仅为6.21次，与世界平

均水平10.71次仍有不小差距；从专利来看，截至2012年底，我

国的国内有效专利为300.5万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为47.3万

件，所占比重仅为15.7%，国际专利数量仍较少。在基础研究领

域仍缺乏重大的原创性成果，从2000年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15年中有9年空缺；在应用与开发领域，目前我国的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50%左右，并且仍缺乏重大核心原

创性专利，科研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支撑作用相对主要欧

美国家仍较弱。

科研发展环境的隐忧

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环境对于事物的影响是巨大

的，科研也不例外。科研活动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很大的不确

定性，其项目立项遴选、实施过程监管、结题验收和成果评价等

方面管理困难，它的活动效果直接取决于评审专家、科研人员和

管理人员，而环境对这三者具有直接的影响。管理制度的约束

是刚性和显性的，而环境的约束是软性和隐性的，“制度的硬约

束力”与“环境的软约束力”有机配合才能事半功倍。科研发展

需要公平公正、自由宽松、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环境，然而近些

年科研发展环境不断受到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弄虚作假、追名

逐利等方面的侵蚀，科研环境的恶化严重制约了科研事业高质

量、高效益地发展。

科研项目实施质量的隐忧

我国绝大多数科研项目均能按期结题，然而一些结题项目

却是“立项很丰满、结题很骨感”，最终成果与立项初衷存在较大

落差。和立项相比，不少项目结题相对宽松。追求安逸轻松是

人之天性，一旦引导和监督缺位或不力，在科研环境不断恶化的

情况下，势必造成工作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科研项目的实施质

量。对于科研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管，宏观科研管理部门很难做

到全面和深入，必须依赖承研单位自身的管理。而现在承研单

位的数量不断增多，管理水平良莠不齐，管理人员时常更换，且

许多承研单位往往更注重项目和经费，对于管理的重视往往更

多地停留在表面上，承研单位的管理效果令人堪忧。和欧美主

要科研大国相比，我国在立项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经费的有效监

管与合规及合理使用、先进管理理念和手段的应用、适度而有效

的过程监管、科学准确的成果评价、公正合理的信誉管理、严格

有效的奖惩、制度的完善性和执行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在当前的科研环境下，放松管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

部分项目低效、低质量的完成；而要实施高效的管理，必须考虑

如何充分发挥承研单位的作用，实现从管“项目”向管“单位”的

转变。

科研经费使用的隐忧

用好与管好经费是各科研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

当前面临的最大压力，目前在科研活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直

接或间接与经费相关。科研经费是在“合同”或“任务书”等契约

约束下的限定性费用，由于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造成完成项目

所需经费实际是弹性的，因此既要想办法在立项时科学、准确地

确定项目的资助经费，更要采取措施保障实施过程中经费充分、

有效地用于相应的资助项目和开支范围上。在经费的管理过程

中，尤其需要关注实际财务账目与项目决算表的相符、经费支出

与预算的相符、经费的结余等问题。随着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

改革，在经费管理中，项目经费与正式工作人员收入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处理不好该矛盾，也就难以管好科研经费。由于我

国具有独特的事业单位制度，正式人员的收入往往采用专门的

财政补助渠道，因此一般经费管理办法规定不能支出正式人员

的工资。然而，目前几乎所有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都在抱怨用

于工作人员的财政补助收入不足、人员待遇偏低。全额拨款事

业单位尚且如此，那么对于那些从事科研活动的差额拨款事业

单位、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和企业来说，其工作人员

的工资收入如何保障？目前的工资标准体系被名目繁多的补

贴、津贴搞得七零八落，即使允许在科研经费中列支一定比例用

于所有参研人员的绩效，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项目经费与

正式人员收入之间的矛盾，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费审

计对于保障经费合规、合理使用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一些承研单

位的内部审计流于形式，一些外部审计限于人力、时间和技术难

以全面和深入，审计的效果仍需加强。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患于未然，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虽

说我国的科研事业暂没有被这些隐忧倾覆的风险，但是它们影

响了科研活动的质量和效益，忽视了这些隐忧或者未采取有力、

有效的措施去应对这些隐忧，想成为科研强国的路仍然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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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确立引起青稞和燕麦鞘腐病的

无性型菌物新属种——禾生指葡孢霉

近年来，甘肃省中、西、南部及相邻的高海

拔地区（海拔 2400~3200 m）的青稞、栽培燕

麦和野燕麦上发生了一种新病害——鞘腐

病。这种病害一般田块零星发生，少数重病田

病穗率达20%~30%，已成为甘肃及邻省高海

拔地区燕麦和青稞生产的潜在威胁。甘肃农

业大学草业学院何苏琴何苏琴等研究人员对鞘腐病

进行研究，发现了引起甘肃及邻省青稞和燕麦

鞘腐病的病原菌为无性型真菌 anamorphic
fungi中一未描述的丛梗丝孢菌moniliaceous hyphomycete。此菌与

葡萄孢属Botrytis及其他Botrytis-like形态相似属明显不同，故建立指

葡孢霉属 Dactylobotrys（新属）；模式种为禾生指葡孢霉 Dactylo⁃
botrys graminicola（新种），这是我国对鞘腐病病害研究的一大突破。

（网址：journals-myco.im.ac.cn）
《菌物学报》[2015-05-15]

推荐：《菌物学报》编辑部

专刊推介我国微生物生态学研究

随着生物技术方法的不断更新，微生物生态学从微生

物种群和功能的细胞水平研究，提升到基因组、种间相互

作用、功能菌代谢分析和分子调控等分子水平的研究，《微

生物学通报》2015年第5期推出“微生物生态学专刊”，邀

请到我国微生物生态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撰写论

文17篇，从微生物生态方法学及

微生物生态学理论、微生物在物

质循环与迁移转化过程中的作

用、工程系统中的微生物生态学、

环境修复理论与技术等不同角度

介绍我国微生物生态学最新研究

进展，以期促进微生物生态学及

相关交叉研究领域的发展。（网

址：journals.im.ac.cn/wswxtbcn）
《微生物学通报》[2015-05-25]

推荐人：《微生物学通报》编辑部 吕迪

追溯历史评表面形变纳米化
西安交通大学何家何家

文文回顾了 20世纪 70年

代表面形变的研究成

果，并和 21世纪表面形

变纳米化作比较，评述

了当前研究中存疑的现

象。结构方面，20世纪

已认识到形变强化获得的是位错胞；而

21世纪表面纳米化认为形变使晶粒碎

化，小角晶界变成大角晶界，却未见直接

的试验结果，也无充分理论依据。20世

纪注重定量分析的结构参数是位错胞间

错角，21世纪表面纳米化则强调细化的

尺度，用谢乐公式计算出晶粒大小及其

分布，但位错胞不是晶粒，不能简单套用

谢乐公式。性能方面，20世纪将磨损和

切削形成的纳米尺度白亮层视作损伤，

获得的强化以牺牲塑性为代价；21世纪

的表面纳米化不是用性能优化作导向，

而是以纳米化为目标，也即趋向白亮层

的损伤程度，显然有悖材料学常理。工

程应用方面，20世纪喷丸参数选择已有

定量的规范和标准；21世纪为达到纳米

化，喷丸必须超高强度，导致塑性大幅下

降，粗糙度急剧提高，试验表明，过喷使

疲劳强度明显下降。即使对抗磨而言，

强变形也只是在有限条件下起作用。至

于形变后易于氮化的说法，20世纪初就

发现在含氮环境中的磨损件易生成氮化

物。实践表明，并非一个利于扩散的因

素就可以认定工艺全过程具有可行性。

强喷丸缺陷易于在氮化中扩大而萌生裂

纹，应用效果存疑。（网址：www.csejour⁃
nal.com）

《中国表面工程》[2014-10-23]
推荐人：《中国表面工程》编辑部 黄艳斐

甲基丙烯酸纳米材料吸附分离

多酚的技术可行
浓缩苹果汁是最大的苹果深加工产

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苹果渣约占苹果

总质量的 30%。目前，苹果渣主要用于

饲料，而苹果渣中含有大量的多酚物质，

具有抗氧化、去除自由基、保护肝脏、改

善消炎药副作用、抗菌、改善结肠炎和抑

制病毒的作用，从苹果渣中提取多酚并

进行分离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高振鹏高振鹏等利

用自由基聚合原理制备

表面含有羧基的甲基丙

烯酸纳米材料，通过改

变甲基丙烯酸、乙二醇

二甲基丙烯酸酯、偶氮

二异丁腈和乙腈的用

量，研究不同条件下纳

米材料的成型，以场发射扫描电镜观察

为依据，结合苹果渣多酚提取液中多酚

吸附试验，确定较佳吸附量的纳米材料

制备工艺参数。研究发现甲基丙烯酸纳

米材料吸附分离多酚的技术可行，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网址：www.j-csam.
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5-05-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尼可霉素生物合成基因簇的改造

及其异源表达
天津科技大学王璐王璐和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牛国清牛国清等以含有尼可霉素生

物合成基因簇的pNIK为出发质粒，通过

PCR-targeting方法，将基因簇中 sanG
和 sanF的启动子替换为组成型 hrdB启

动子，构建重组质粒pNIKm。通过接合

转移的方法分别将pNIK和pNIKm导入

天蓝色链霉菌M1146中，获得异源表达

菌株M1146-NIK和M1146-NIKm。检

测结果表明，pNIK和pNIKm在异源宿主

天 蓝 色 链 霉 菌 M1146 成 功 表 达 ；

M1146-NIK和M1146-NIKm均有明显

的抗菌活性，两者均能产生少量的尼可

霉素 X、Z和假尼可霉素 Z；M1146-NIK
大量积累尿苷，而M1146-NIKm大量积

累尿苷、核糖基-4-甲酰-4-咪唑-2-酮

和吡啶同型苏氨酸。研究说明尼可霉素

生物合成基因簇成功异源表达，将为尼

可霉素核苷和肽基

缩合的酶学机制研

究以及尼可霉素与

其他核苷类抗生素

组合合成新型杂合

抗生素提供理论依

据和指导。（网址：

journals.im.ac.cn/
acta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5-06-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编辑部 张晓丽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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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科学家发明超强记忆新材料

德国基尔大学研究人员新发明一种镍钛铜记忆合金，其变形次数可达千万次不断裂，而通常合金材料变

形几千次就会断裂。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29日Science上。

大多数合金变形几千次会出现裂纹甚至断裂是因为在金属高温相（奥氏体）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低温相（马

氏体）晶体结构，两相之间转换不完全。此次发明的记忆合金单元是由54个钛原子、34个镍原子以及12个铜

原子组成，在22~87℃下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和X光射线检测发现，该合金可经受千万次的变形而不会出现

裂纹。在显微镜下看到马氏体完全转化为奥氏体时，两个钛原子和铜原子在晶格中沉积，它们的沉积构成了

晶体在两个相中的基本结构。该研究大大拓宽了记忆合金的应用领域，且还可利用该记忆合金将外界和环境

中的热能转化为电能，或开发新的冷却单元。（网址：www.sciencemag.org） 《科技日报》[2015-06-01]

快速诊断法可测辐射是否致命
研究人员发现一

种快速寻找在血液中

循 环 的 小 核 糖 核 酸

（miRNA）的变化，该

技术可帮助医生在明

显症状出现之前确定

辐射受害者并展开治

疗。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 13日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

研究人员让实验小鼠接受3个剂量

的全身辐射——可存活的低剂量、高剂

量以及一次致命的轰击，在辐射24小时

内采集血样，同时分别在第 7、15、30和

90天采集了血样及骨髓样本，以确定小

鼠的白细胞数量以及有关造血系统健康

的其他指标。研究人员确定了 170 个

miRNA，发现它们表现出5种不同的识别

模式。与接受较少辐射的啮齿类动物相

比，接受最高剂量辐射的小鼠在其中一

种识别类型的miRNA中浓度显著降低，

而其他4种类型的浓度则显著升高。研

究显示，即便在辐射后15天并未出现白

细胞及骨髓损伤的情况下，miRNA分析

依然能区分24小时之内暴露的不同辐射

剂量。类似的miRNA分析表明，骨髓移

植能够治疗经历了致命剂量辐射暴露的

小鼠。这种新型验血方法或许同样适用

于人类。（网址：stm.sciencemag.org）
《中国科学报》[2015-06-12]

可“呼吸”二氧化碳电池现雏形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周震周震课题组发现

一种可“呼吸”二氧化碳电池——以石墨

烯作锂二氧化碳电池的空气电极，金属

锂作负极，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

能量。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26日Ange⁃
wandte Chemie上。

研究团队首次将石墨烯用作锂二氧

化碳电池的空气电极，其表现出优异的

性能，可连续充放电20次以上，这是截至

目前的最高水平。该

电池性能的改善得益

于石墨烯的高导电性

和大比表面积，为电

化学反应提供了良好

的场所。尽管目前可

充电锂二氧化碳电池

的研究刚刚起步，基本原理尚未完全清

楚，而且动力学性能和充放电循环能力

很差，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但该研究为

推动二氧化碳在能源储存与转化领域中

的应用以及实现锂氧气电池向锂空气电

池的飞跃具有重要意义。（网址：onlineli⁃
brary.wiley.com）

《科技日报》[2015-05-20]

防晒剂会严重危害海洋生物
防晒剂、牙膏、化妆品和船漆中的一

些金属物质会改变海洋生物的细胞，让

这些生命体变得对其他有毒污染物更加

脆弱。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5日Environ⁃
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上。

该研究以海胆胚胎为基础，研究了

消费品中纳米颗粒物对它的影响，研究

人员表示，消费品中的纳米颗粒物对其

他海洋生物也会产生类似影响。研究人

员Gary CherrGary Cherr说：“当接触过这些纳米材

料以后，即便是在接触量极低、人类以为

不会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它们也会被波

及。我们观察到了各种罕见的影响模

式。”例如，一些海胆胚胎接触到防晒剂

中的纳米锌氧化物或是船漆中的纳米铜

氧化物后，会永远处于幼体状态长不大，

或者即便正常长大，成熟后也不能作为

食物。防晒剂暴露可

能是影响水生系统生

物的最严重问题，即

便是简单地涂了防晒

剂后走进拥挤的海

滩，也会让海洋生物

接触到有害的金属颗

粒。（网址：pubs.acs.
org）

《中国科学报》[2015-05-19]

新机器人能自我修复

机器人已经改变了很多行业，且在偏远或者对人类不友好的环境如太空、深海和灾区执行任务时有巨大

的潜力。但是，与动物可以迅速适应受伤的情况不同，实用又实惠的制造出在遭受损伤后能够恢复的机器人

一直很难。法国国立计算机与自动化研究所的 Jean-Baptiste MouretJean-Baptiste Mouret等研究了一种机器学习算法，让受损

的机器人可以迅速恢复其执行任务的能力。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28日Nature上。

智能试错算法让机器人能够在受损2 min内适应过来，该算法使机器人能够预测哪些补偿行为在遭受损

害后最有可能成功。机器人会尝试各种预测结果良好的行为，在试验结束后，更新这些行为的表现预期。研

究人员展示了一个6条腿的机器人在遭受了5种不同的损伤包括腿受损、断裂和丢失后，以及一个机械手臂

的关节用14种不同方法弄断后都可以成功采用这种算法来适应。（网址：www.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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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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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起源

古往今来，人们都在不断地探索生

命究竟起源于何处？是来自天空亦或是

来自海洋？在2015年夏季科学展上，伦

敦大学学院展示他们的研究工作，即简

单的成分如何形成生命，以及如何在宇

宙中探寻具有生命形成潜力的星球。

当海水在海洋地壳中接触到富含铁

的岩石，会出现高活性的热液喷口，并产

生复杂的富碳分子。在这些海洋熔炉

中，水、二氧化碳和岩石矿物橄榄石间的

反应可以产生生命所需要的有机组分，

包括蛋白质所需的氨基酸和细胞膜中的

脂质。这些有机物可以在这些喷口内通

过对流而浓缩，理论上可以产生原始细

胞和DNA等复杂有机分子。通过测定穿

过遥远行星大气的光谱，可以检测到这3
种重要成分的存在。来自海洋中的线索

可以提示，银河系中可能有着数十亿行

星——它们具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

等离子火箭

人们运用火箭帮助宇宙飞船探索遥

远的外太空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

如何解决庞大的燃料问题，一直是限制

火箭发展的一个瓶颈。等离子体是物

质的第四态，即电离了的“气体”。在等

离子中，电子已经挣脱原子的束缚。通

过使用电场来加速这种离子组合，就产

生了少量的推力。由这些离子达到的速

度比传统火箭燃料高出10倍，使得等离

子体火箭更加高效。这意味着飞船只需

要几百千克的燃料就能行进更远的距

离，可以腾出空间来携带更大的仪器。

目前，等离子正助力于美国宇航局黎明

号飞船的小行星带探索，并将支持2017
年欧洲向水星的第一次探索（图 6）。萨

里大学空间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联合展

示了等离子的多种特性，以及目前开发

的新型等离子火箭的研究方法等。

量子光

没有什么可以比光更快，对万众瞩

目的量子计算机所需的处理单元来说，

光子可能是最理想的选择。光可以高效

率地产生并利用光纤进行长距离传输。

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如何在非常小的规

模上，利用光子作为信息的载体；在微型

半导体芯片上产生、操纵和检测光量子

的方式；如何在几微米的芯片中集成单

光子光源、纳米光子电路和超灵敏的探

测器；如何通过捕获和控制单光子在微

型光学电路中的流动，制造量子计算机

的元件等。谢菲尔德大学展示了他们的

研究工作，解释光子的物理学、光如何携

带信息，以及人们如何使用光子进行量

子信息处理。光，也许是使量子计算成

为现实的关键最终信息载体。

理查德的遗骸

说起近10年来与科学相关的侦探故

事，不得不提到关于国王理查德三世遗

骸的发现了。1485年，理查德三世死于

战中，但遗骸却再未被人们发现。2012
年在一个地方议会停车场下的考古调查

中，发现了传说中他所在的修道院，还挖

掘出一个脊椎典型弯曲并带有战伤的遗

骸。遗骸的研究揭示了年龄、性别和畸

形情况，而碳素测定则确证了遗骸主人

所处的年代。中世纪武器专家从CT扫

描揭示出的伤口细节中获得了线索，系

谱学家找到了理查德家族在世的后人，

遗传学家用他们捐赠的DNA样本进行分

析。

在综合所有的信息后，以压倒性的证

据表明，这个停车场下的遗骸就是那位在

战斗中死去的英国最后的国王——理查

德三世。莱斯特大学在展览中详细介绍

了一支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他们不知疲倦

地寻找并鉴别这位消失了500年的国王。

单细胞的科学

科学家经常通过汇集成千上万个细

胞的总体数据来测定细胞在实验过程中

的行为或响应。这有可能隐藏了单细胞

的行为，而单细胞可能是癌症治疗和个性

化医疗的关键线索。某一人群的同型细

胞，如体内一种器官的细胞，可以对相同

信号表现出不同的响应。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不同的行为可能导致疾病。使用尖

端技术来分离单个细胞，并通过研究响应

相关的蛋白质及其数量来测定这些单一

的响应。这种“蛋白质指纹”可以揭示细

胞分子通路间隐藏的相互作用，并有助于

新药的发现。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向人

们揭示了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并展示了用

来研究单细胞的各种技术（图7）。

智能感应

人体感应技术的产生可能为人们改

善健康情况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目前

的医疗倾向于对急性病情作出“反应”。

但是，通过对人体感应器识别的警示征

状（如心脏节律和呼吸的改变）采取行

动，医疗专业人员可以更经常地防止易

感病人的急性发作。特别是在老年人和

慢性病患者中，可穿戴式传感器可以提

示征状或恶化的病情，使医生或看护者

能采取行动防止危机。通过链接到移动

设备和社交媒体，体感技术还鼓励人们

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帝国理工学院展

示了他们开发出的智能人体感应器等，

希望未来的工作可以推进技术的发展，

使传感系统更佳、更小巧、更智能。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6 黎明号飞船启动等离子体推进器，

向小行星谷神星进发

图7 一个大的扁平结肠癌单细胞与

更小的球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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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中走近科学家在对话中走近科学家

[德] 斯特凡·克莱因著，李芊芊译。北

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 3月第 1版，

定价：36.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鞠强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

自科学技术高度分工以来，公众在

不断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捷生活和全

新体验的同时，却似乎开始习惯于这样

一个趋势：和科学家保持距离。科学家

也因此正在逐渐成为一种符号。公众也

许喜欢科学，但却对科学家漠不关心，既

不在意他们在想什么，也不关注他们在

做什么。公众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投入

实用的科研成果，比如最新的抗癌药物

或者5G通信网络。

科学家与公众各自扮演自己的角

色，看似并无不妥，可从长期来看，这种

趋势却会严重阻碍科学的发展。公众不

了解科学家的思想和观点，没有从情感

上理解科学家的工作，很容易就把科学

单纯地看成是一种工具，并且把科学家

当成生产这种工具的工人。这样一来，

公众就会对一些有着重要意义却在短期

内不能看到实用价值的研究，失去兴趣

和支持。

在改变这种现状的努力中，著名科

学记者斯特凡·克莱因（Stefan Klein）的

作品——《我们都是散落的星骸》，值得

我们特别关注。在这本书中，斯特凡·克

莱因记录了自己与13位杰出人物对话的

经过。除了与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对话

是作者虚构的以外（内容以达·芬奇的手

稿和日记为基础），其他内容都是克莱因

以记者的身份采访12位著名科学家的记

录。这12人当中，既包括两位诺贝尔奖

得主——1979年物理学奖得主史蒂芬·

温伯格和1981年化学奖得主罗阿尔德·

霍夫曼，也包括其他在各自领域内鼎鼎

有名的大人物。

这些采访最初连载于美国《时代周

刊》。他们彼此独立，自成一体，涉及不

同的领域，讨论不同的主题。通过这些

采访，我们可以对这些杰出科学家的研

究工作有大致的了解，纵观这13个采访，

还可以总结出3个关键词：大脑、生命和

宇宙。

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就可

以发现：人类身体的绝大部分与其他生

物相比都没有优势——人类不会飞翔，

不能长时间潜入水中，运动能力一般，没

有可以适应极端环境的器官——但大脑

却是一个例外。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

人类的大脑逐渐具有学习、推理、记忆和

判断的能力，正是非凡的大脑赋予人类

适应、思考和探索世界的能力。同时回

过头来看，我们只有真正了解大脑，才能

理解思维的机理和意识的起源，也才能

真正了解自己——人何以为人。也许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斯特凡才在书中着重

介绍了几项关于大脑生理结构和运行机

制的研究，领域涵盖记忆、同情、疼痛和

意识。

揭开大脑的秘密对人类而言无疑是

一项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我们把关注的

视线从大脑中移出，我们会发现其实生

命才是一个更大的秘密，而人类大脑只

是生命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神奇的产物。

斯特凡不仅通过文字向我们介绍科学家

对黄蜂和猴子的研究，更希望通过丰富

的事实和严谨的分析提示我们：生物在

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最

佳进化策略，在生物世界中“存在即合

理”，我们不能用人类的道德或审美去评

判生物的行为。今天与我们共享这个世

界的其他生命，也都是躲过灭绝和浩劫、

在生存斗争中成功闯关的胜利者。

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却

并不确定地球是否是生命的孤岛。我们

只有迈出探索宇宙的脚步，才有可能回

答这个问题。本书的名字来自于英国皇

家学会前主席、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

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无论如何，

宇宙也是我们的生活场所。我们与曾生

存过的人类一起仰望星空，而最终我们

都会变成星尘。”碳、氢、氧、氮这些来自

宇宙的元素以一种极其精巧和不可思议

的方式组成了我们，而这些元素一部分

来自宇宙大爆炸（正如温伯格在他的名

著《最初三分钟》里写的那样），一部分则

来自超新星爆发等其他过程，所以说“我

们都是散落的星骸”真的恰如其分。

纵贯始终，斯特凡都在竭力传递一

种信念：自然是美的。这种信念不仅为

他本人所持有，也是受访者的共识。温

伯格在采访中就提到：并没有证据表明

这种信念一定是对的，但是这种没有保

证的信念却已经如此地有吸引力，使科

学家愿意为之奉献一生。不过，在自然

究竟因何而美这个问题上，却并不是众

口一词：爱因斯坦认为自然真理应该简

单而美丽，他会为一个方程看起来很丑

陋而感到苦恼；而霍夫曼则认为“世界很

复杂，自然倾向于简单只是我们大脑希

望它简单从而变得容易处理而已。”

13个采访，不仅让我们完成了一次

壮丽的科学之旅，更让我们对科学家有

了不一样的认识。作为优秀的科学记者

和科学作家，斯特凡在本书中的贡献之

一就是部分地改变了科学家在公众面前

的固有形象——“天生”的“高智商”“成

功者”。首先这些杰出学者并不是生来

就要献身科学，而是往往在某个特定时

刻因为某种巧合而被科学的独特魅力所

吸引，由此走向自己的研究领域；其次他

们的成就不在于“超强的大脑”，而要归

功于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中逐渐发展起来

的智慧；最后在科学研究中失败和失望

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司空见惯的，他们

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坚持，方能取得为人

瞩目的成就。

得益于斯特凡的出色工作，我们即

使无缘与这些顶尖科学家当面交谈，也

可以通过本书“听到”这些科学家在实验

室和学术会议之外发出的声音，和他们

一起“探讨人类存在之谜”。如果更多公

众通过本书可以客观而立体地观察科学

家的“另一面”，对科学研究有更多的感

同身受，想必斯特凡会备感欣慰。他的

书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散落的星骸，却

又能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相聚，回首我

们从何而来，展望我们向何处去——这

是一种幸运，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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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中国古生物学学科史

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

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5月第

1版，定价：96.00元。

中国的古生物学已经走过近百年曲

折而光辉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特别是近30年来所取得的重要

进展深刻地改变着古生物学的传统观

点，大大促进了古生物学学科的发展和

繁荣。为了回顾我国古生物学近百年来

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需

要认真梳理学科发展的历程，总结成长

和发展中的成就和经验，认清中国古生

物学领域的优势和不足，以保持我国古

生物学研究的活力，向着更高的水平迈

进。本书以中国古生物学学科发展的历

史为主线，力图对中国古生物学学科史

作出较完整、较系统的梳理，综述学科形

成发展的重要历程，展示中国古生物学

学科发展的概貌，总结中国古生物学学

科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展望中国古

生物学学科发展的趋势。

征程：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中英

对照）

舒柯文，王原 著。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
年6月第1版，定价：172.00元。

本书由来自科研一线的加拿大、中

国和澳大利亚学者共同完成，主要讲述

了中国脊椎动物的进化历程，全书分为

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3章，挑取有代

表性的动物群介绍脊椎动物进化历程中

的重大转变，辅以丰富高清的化石图片

和生态复原图，可以给予读者身临其境

之感。为古动物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基础

入门之书，中英文双语对照，书中珍贵的

古生物化石和生态复原图均出自专业摄

影师和研究者之手，科学而美观。本书

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还让我们

看到生命演化历程中充满的惊奇、偶然

与不可思议。作者把纵横 5亿年的历史

讲得生动有趣，恢弘而不失其细节，充满

了形象的比喻和深刻的思考。本书特别

聚焦了“从鱼到人”演化中的9个精彩转

折，值得悉心品味。

宇宙起源

李杰信 著。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年 5
月第1版，定价：49.00元。

20 世纪初，哈伯发现宇宙是膨胀

的。从膨胀的宇宙往回看，体积一路变

小，最终一定会缩到小得不能再小。那

一天就该是宇宙的生日，宇宙的起始

点。这么大块头的宇宙，缩到一小丁点

的体积，温度和压力都应向无穷大方向

攀升。在这样一个难以想象的高温高压

状态，合理推测，宇宙生日那天该有个大

爆炸，即大霹雳。1965年，天文学家们竟

然听到了宇宙在138亿年前爆炸时残留

下来的微弱回音。这个纤细的宇宙婴啼

以电磁微波现形，性质诡异，人类竟半世

纪之功，前后送了3个昂贵的卫星上天，

搜集了大量宇宙在大霹雳时遗存下来的

第一手证据。在本书中，李杰信抽丝剥

茧，以易懂的科普语言解读最古老的宇

宙起源秘籍，和读者一起欣赏，在量子力

学的操控下，深植在宇宙演化基因中丽

质天生的缺陷美。

揭秘转基因
[英] Nigel Halford 著，俞美莲 译。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6月第 1版，定

价：172.00元。

本书较全面地介绍转基因等生物技

术、有关转基因作物和视频的法律、有关

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争论。本书以浅显

的语言介绍深奥的转基因等生物技术，

特别是书中对首次出现的专业名词均作

简单的名词解释，便于读者阅读。关于

“转基因”，国内的讨论一直如火如荼，支

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针锋相对。支持者

认为转基因技术能缓解资源约束、保护

生态环境、改善农产品品质；反对者则从

食用安全、生态安全和主粮安全等方面

提出质疑。本书是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科

普读物，适合需要了解转基因技术的科

普爱好者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领域的

管理者、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食品化学

李红 主编。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 6
月第1版，定价：44.00元。

本教材综合近年来有关食品化学的

相关书籍和资料，共分12章，重点介绍食

品化学的基础理论及相关的实用知识，

主要包括食品的6大营养成分，食品的色

香味及有害成分的结构、性质和它们在

食品加工和储藏中的变化及其对食品品

质和安全性的影响，酶和食品添加剂在

食品工业中的营养等。本书不仅可以作

为高等院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和“食品

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

为食品与农业研究、食品工业、营养、食

品质量控制等领域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的参考书。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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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审稿应注意对参考文献引证的鉴审同行审稿应注意对参考文献引证的鉴审

文//朱大明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高级工程师；

《防护工程》杂志，执行主编。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同行审稿是保证论文质量最为关键

的环节。论文的质量水平主要体现在其

创新性、科学性、学术和应用价值等方

面。任何一篇论文都是“镶嵌”在文献网

络中的，这主要表现在文献之间的相互

引证关系，反映了科研的继承—创新、观

点的质疑—批评以及学科的交叉—渗

透。因此，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及其内

在关联可作为其学术评审的一个参照

系。目前，学术界对论文和期刊的被引频

次、影响因子和引文数量备加关注，而与

此同时，引文中的各种失范现象普遍存在
[1]，如用而不引、引而不用、过度引用、不

当自引、盲目崇引、互惠引用、曲解引文、

批量转引，以及拼凑引文数量等。我国

有关文献引证的规范文本《文后参考文

献著录规则》，只是有关参考文献的标注

及著录格式，虽然现在大多数论文稿件

引文数量不断增加、引用著录格式基本

符合规则，但引证实效却另当别论。由

于同行专家具有一定的专业学识水平，

尤其是对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代表性文

献比较熟悉，因此，作为审稿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应从专业角度对引文在论文中

的学术论证效果作深入具体的鉴审和把

关。

参考文献引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论

证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性或价值，即通过

引用已有文献的论题、观点、概念、理论、

方法、结果、结论、事实、数据等，为论文

的论证过程发挥论据、借鉴、参照和对比

作用。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在数量上可

多可少，但都必须与论文的主题内容有

一定的内在关联，确实起到一定的学术

论证作用。其内在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引文与论文创新性的内在关联：

引述本学科领域近期发表的相关研究成

果，说明论题的新颖性、开拓性，或论题

虽然相同但研究内容有独到之处（不同

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有新的论

据，或引出新的观点和见解等）；将引文

的观点、理论、方法、结果、结论等作为质

疑、争论或反驳的对象，通过论证得出新

的观点或创新见解；通过引述已有文献

理论、方法、结果或结论与论文提出的理

论、方法、结果、结论进行对比分析，论证

新的发现或新的应用。

2）引文与论文科学性的内在关联：

将经典性、权威性的参考文献作为论文

的理论依据、推导前提或技术方法，阐述

其与论文内容的逻辑关系，表明论述或

理论推导的正确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

性；通过对作为论文立论或论据的引文

内容（包括调查统计、实验观测、理论计

算或事实、数据等）的真实性、客观性、可

靠性或准确性的分析考证，并阐述其与

论文立论的内在关联，表明观点或论证

的正确性、客观性和可信度；或将其与论

文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其导致结果

异同的内在影响因素、机理和规律性；通

过引用大量相关文献的理论分析、实验

观测或计算结果，并对其分析、对比、概

括和归纳论证，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或得

出可靠的结论。

3）引文与论文价值的内在关联：通

过引述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有关某领域

或课题的研究文献，说明论文论题是目

前关注的重点、热点或难点课题；通过引

述重要文献中提出的研究课题或技术疑

难，说明论题的重要性以及论文所述理

论、方法或技术的学术、应用价值；通过

引述有关文献报道的事实、数据，表明科

学研究、工程实践、经济生产中存在某个

重要的实际问题以及对解决这一问题的

迫切需求，进而说明针对此问题研究工

作的意义和价值。

根据以上分析，同行审稿对引文作

学术鉴审的要点如下。

1）引用文献是否与论题密切相关，

是否具有典型性、新颖性或具有代表性、

权威性和可靠性。

2）作者是否较全面了解国内外与本

领域有关的前人或他人的工作，是否通

过引文指出本领域研究存在的不足、空

白或前人未解决的问题，并据此提出有

意义的论题和研究方向。

3）当引文中的观点、见解、实验、观

测、理论、公式、方法、实例、数据、图表、

计算以及结论等作为论据或论述材料

时，其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对

比或数理推导等论证过程中是否确实起

到论据、借鉴、启发或参照作用，并以此

佐证论文观点、见解、理论、方法和研究

结果、结论的创新性、正确性、可靠性或

重要性等。

4）当引文中的观点、论断或理论、方

法、结果、结论等是作为质疑、争论或反

驳的对象，作者是否以新的更加充分的

论据和更加严密、合理的论证过程，指出

或证明其存在的谬误，得出自己的观点、

结果及结论，或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正。

5）引用他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内容是

否在文中明确标注并在文后参考文献表

中列出，是否明确区分了自己的成果与

他人的成果。

总之，由于参考文献引证动机和行

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对其不仅要求形

式符合规范，更要依赖同行审稿专家鉴

审引用文献与论文主题内容的内在关联

及其引证的实效，并以引文为参照系更

好地把握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性和价值，

从而对论文的学术质量作更全面、客观

的评价；此外，同行专家对引文质量的专

业性鉴审，对保证基于引文计量分析的

学术评价（如影响因子等）的客观性、真

实性和有效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朱大明. 关于制订科学引证行为准则的探

讨[J]. 科技导报, 2007, 25(14):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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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约翰我心目中的约翰··纳什教授纳什教授

·科学人物·

文//高红伟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青岛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2015年5月24日晚，我在手机微信

的朋友圈突然看到约翰·纳什教授和夫

人艾莉西亚出车祸去世的信息。震惊之

余，往事扑面而来。难忘2002年那个酷

热的夏天，我在青岛的流亭国际机场见

到纳什教授的情景。

2002年 8月 14—17日，作为第 24
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中国数学会主办、青岛大学承办的“2002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对策论及其应用’卫

星会议”在青岛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50多名在策论领域的国内外

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会议邀

请了包括约翰·纳什、莱因哈得·泽尔滕、

罗伯特·奥曼、罗伊德·沙甫利等4位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是

国际数学家大会百年历史上首次单独设

立的对策论卫星会议，在世界对策论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作为会议的

组织者邀请纳什参加会议，而这是他第

一次来到中国。

在机场初见纳什教授，与我的想像

完全不同，他高高的，有些消瘦，举手投

足之中似乎带着一种怯生生的感觉，艾

莉西亚一直面带微笑，在整个欢迎过程

中，纳什教授的脸上并没有透露出我们

期望见到的喜悦。后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把这“归罪”于当时央视“现在播报”栏

目记者在首都国际机场对纳什夫妇短暂

的采访，其中有些提问似乎违背了当初

对我的承诺。纳什夫妇在离开青岛之前

曾竭力要求我陪同前往北京，与其说是

因为我的友好，我心底里更倾向于认为

这是他在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之时，或

许产生出的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感。

此后我曾接受《当代金融家》杂志的

约稿，写了一篇题为“我与博弈论大师们

的际会”的文章，它事实上成为我对这次

会议的一个较为完整的回忆录。包括在

许多次媒体采访中，我曾做过如下关于

约翰·纳什的描述：

约翰·纳什在青岛就他最擅长的博

弈论进行演讲，并详细阐述了他创立的

纳什均衡理论及新发现。看着纳什本人

亲自讲授“纳什均衡”，那种感觉真是震

撼。

2002年 8月 18日上午，约翰·纳什

来到青岛大学参观并植树留念。不少人

得知消息后，早早赶到现场，一睹这位极

富传奇色彩的天才数学家的风采。74岁

的纳什和夫人在大家陪同下，亲手种下

了一棵象征友谊的雪松。看到身边热情

的朋友们，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天上午，纳什还在青岛大学接受

了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采

访。中央电视台送给他一副中国麻将作

为纪念，纳什爱不释手，在艾莉西亚接受

采访时，他居然像个孩子一样把玩着。

第二天宴请时，他掏出信用卡说要

付自己的那份钱，说自己在青岛已经吃

了好几顿饭，从来没有人找他收费，他觉

得自己起码应该承担他和夫人的费用。

纳什夫妇来青岛参会来回均坐的经济

舱，机票费用全部是自理的。

会议之余，我带着纳什夫妇游览了

青岛的八大关、花石楼等景点。老人被

眼前的美景吸引，称赞青岛的风景非常

美丽。路过海边一个婚纱摄影基地时，

纳什牵着妻子的手，在中国又开心地走

了一遍红地毯。最后，我们在第二海水

浴场的海边合影留念，纳什的微笑永远

定格在照片上了。

……

纳什教授离开中国后，和我一直用

邮件联络。这些天在整理与他的来往信

件，邮件串起记忆的碎片，他在我心中的

形象愈加鲜活。

2007年9月，我在青岛筹备举办“第

二届中国博弈论及其应用国际学术会

议”，曾计划邀请约翰·纳什来访。可惜

他最后因为其他的会议安排而未成行。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之后，他

还来信问候我。

2012年我曾计划邀请纳什夫妇参加

青岛大学承办的“泰山学术论坛——博

弈论专题”，纳什教授回信说，他刚去伊

斯坦布尔参加了第四届世界博弈论大

会，时间太紧，没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另一

次旅行了。但他还是表达了对上次青岛

之行的怀念，“我很高兴看到 2002年在

青岛拍的照片，看到你年轻的面孔和我

受人尊敬但苍老的脸，这让我很兴奋（现

在我们都老了10岁，唉，这可能有点出人

意外）……艾莉西亚和我都清晰地记得

我们之前的青岛之行，偶尔我们还会记

起青岛啤酒。”

或许真的因为纳什教授第一次来中

国是接受我的邀请的缘故，十多年来，虽

然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再次见面，但来往

邮件确实经常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他会

把一些有趣甚至稀奇古怪的想法与我分

享，当然也不会忘记送上慷慨的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8月，彼得罗

相（俄罗斯籍）教授、杨荣基（加拿大籍）

教授与约翰·纳什教授一同被授予青岛

大学名誉教授。彼得罗相教授是我的博

士导师，我们共同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微

分博弈中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实践证明

它可以有效解决宏观层面的政策稳定性

问题。多年以来，纳什教授一直在关注

我们的研究工作。

关于纳什教授的学术成就，这些年

来，我在课堂或者学术讲座中的说法一

直没有太大变化——他在自己22岁左右

时，已经取得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3个成

果。在博弈论领域无疑首推“纳什均

衡”，其理论价值以及在经济学领域中的

影响已无需赘述；同样在博弈论领域，他

还建立起纳什仲裁及其公理化体系，这

在当今许多从博弈论的角度探究合作的

演化及起源问题时被重复提及。我经常

对学生谈起，在数学领域，这个世界还欠

他一个菲尔茨奖。阿贝尔奖无疑是对此

缺憾的一种补偿，但是我相信没有人希

望在他领奖之后见到这样的结局。

还是引用网络中的一段文字来结束

吧：他是一个被人误解的天才，正如华兹

华斯描写牛顿的诗句“一个孤独的男人，

永远航行在波谲云诡的智慧海洋里”。

幸运的是，天堂里从此将闪耀博弈论的

光辉，一路走好，约翰·纳什！

约翰·纳什夫妇与本文作者在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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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独立工作的准备为了独立工作的准备
———博士后生涯的一点心得—博士后生涯的一点心得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2011年在华东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前

夕，我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国内大多

数理工科博士的就业选择，无非是去工

业界和学术界两种。我根据兴趣毅然选

择了后者。对一个刚毕业的博士生来

讲，要想走学术道路，如果没有机会留校

任教，就大概只剩做博士后这条“临时”

的道路可走了。通常我们认为，出国做

博士后相比留在国内做博士后，在经历、

阅历和知识学习等方面总体上更有优

势，也或许有更大的锻炼价值。作为一

个“过来人”，以下我结合自己的经历来

谈谈出国做博士后的一些心得体会，以

便给有类似志向的年轻人参考。

出国做博士后的准备

要想出国做博士后，需要具备一些

条件：首先要能确保拿到博士学位。由

于博士后职位一般是要提前找好、将来

报到时要出示学位证或复印件，所以必

须就这个问题跟未来的导师和单位做好

沟通，确保不会发生纰漏；其次，需要得

到国内导师以及一些其他师长的支持。

申请博士后通常需要2～3封推荐信，即

使未来的导师是熟人或者充分信任你，

未来的学校和院系也需要你经历这个推

荐信的流程；第三，要有未来导师的 of⁃
fer。寻找博士后职位都是自己跟有意向

的导师和课题组联系。至于如何申请，

方式很多。网上有很多寻找博士后岗位

的攻略，这里不再赘述。我个人认为如

果没有熟人引荐，海投简历是非常有效

的求职方法。最后，家人的支持尤其重

要。在这个问题上要妥善处理好与父母

和配偶（甚至子女）的关系。

关于做博士后的时间

每个人做博士后的时间有长有短，

而且做博士后的目标会有所差异。但对

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博士后毕竟只是一

个过渡阶段，是为将来的教职生涯做准

备的。结合跟我的学术方向有关的情况

以及这几年的形势，我个人认为，一般如

果只做一站博士后，耗时一两年（3年以

内），将来更加适合以讲师或者副教授身

份加盟某个团队。如果想当独立PI或回

国直接做教授、研究员，一般需要四五年

或者两站以上博士后的经历。我就在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做了两站博士后，找到了复旦大学的教

职。当然不排除有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花了更少的年限获得了很好的职位。我

不太建议做七八年以上的博士后，因为

很多单位的招聘者会认为做博士后时间

太久的人潜力不足。

另外，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将来找教

职或者申请人才计划的一些特殊规定，

以便对自己进行定位，比如“青年千人计

划”对海外经历的年限是有要求的。

关于做博士后期间的表现

现在找教职的门槛日益水涨船高，

10年前出国“镀镀金”回来就更容易评教

授、研究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博士后期间发表的论文对于接下来找教

职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虽然我相信国

内科研大环境和评价体制也在日益改

善，但目前基本上还是以论文或者代表

性论文的发表记录来衡量一个学者的水

平，学历和经历倒是移到了其次的位

置。要想论文发表记录更好，除了自身

努力之外，最重要的是跟博士后导师有

良好的配合，包括科研想法和课题的选

择以及与人合作等方面。还要注意：现

在申请很多职位和项目都要求列举5年

内发表的论文，所以在博士后期间一直

保持努力是很重要的。如果早些年发过

好文章，现在开始吃老本是很不明智

的。最后，在做博士后期间，大家可能都

会面临不同的困难和挑战，这时候跟导

师和课题组成员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

要，个人声誉在将来发挥的作用可能会

比发表论文更大。

关于找教职

找到教职基本上不但是做博士后的

最终结果，也是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最关

键的一步。寻找教职与寻找博士后岗位

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更加需要有一

个合适的切入时间。太早找教职，论文

还在积累中；太晚找教职，除了自己的时

间在流逝之外，和博士后导师的合同到

期与续约与否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

问题。通常来讲，寻找教职比寻找博士

后岗位需要一个更长的周期，因为它涉

及到一个单位各级部门的一系列流程。

对于我们这样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

的年轻人来讲，想找到海外著名大学的

教职非常困难，国外的学校主要会针对

我们的教学能力提出质疑。纵观这几年

的形势，国内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都是

在加强的，所以对回国或者不回国任职

要有自己的定位。目前在国内寻找教职

有个麻烦的地方，很多单位虽然或多或

少有自己的人才计划，但往往要求先申

请“青年千人计划”再说。如果申请不

到，可能就不会聘用你。比较幸运的是，

我目前的工作单位同意我先入职再去申

请一些人才计划。

除了要安排好自己的申请时间，对

平台和依托单位的选择也要非常谨慎。

建议大家“货比三家”，看看启动经费和

待遇是否能够接受，其他方面也要和用

人单位多沟通。另外，现在有些著名高

校已经开始对新引进人员实行类似于

“tenure-track”的制度。这虽然是压力，

但也是好事，能够鞭策你做出点出色的

工作。对于有志于科研的人来讲，拿到

博士学位尚且是必须的，那么拿到 ten⁃
ure也应该不能当作什么负担。

当然，回国最直接的温暖就是可以

跟家人和亲朋好友团聚，此所谓“父母

在，不远游”。亲情和友情亦是人生重要

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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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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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如何吸引年轻人进入科研领域

曾经有一段时间，科技工作是读书

人的首选，这个职业相对稳定，不容易受

到运动冲击。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认为

科学家具有崇高的地位，科技工作是崇

高的职业。有趣的是，在科技投入大幅

度增加的今天，科技工作者在社会上的

地位反而下降了，不再被视为最好的职

业，许多年轻学子在是否要选择科技作

为职业时产生了困惑。如今，如何稳定

一支科技队伍，并且使他们进行科技创

造劳动已成为一个问题。不仅在我国，

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个问题都日

益突出。

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在年轻科技人

员的培养上，社会上除了在科技的文化

属性方面进行广泛讨论外，一般是通过3
个方面的途径来吸引人们进入科技领域

的：培养对科技的兴趣、进行励志宣传和

科学诚信教育。

就科技的一般内容而言，学生们不

难产生兴趣。科技带来的新奇知识和智

力挑战往往能够促使学生们努力学习。

但是，进入研究生和早期科技生涯时就

不同了，此时未来生活问题进入科研人

员的考虑范围，家庭期待、工作岗位和收

入、生活安定程度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必

须面对的事实。中学时成绩好的同学考

入重点大学，读研究生深造，最后个人生

活却比不上当初成绩差的同学，这是常

有的事。而且，一旦进入某个具体的研

究领域，所见所闻会与初学者所见非常

不同。科技工作缺乏浪漫，还需要体力

和脑力的双重付出。例如在海洋科学领

域，除非进行长期引导否则是难以培养

出学生的持续兴趣的。因此，研究生导

师们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不断用有趣的

科学问题吸引学生，一部分学生在这样

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对研究主题逐渐产

生亲近感，最终激发出兴趣和研究热情；

也有不少学生始终难以培养出兴趣，甚

至在完成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仍如此。可见，强调兴趣的培养虽然是

重要的，但其效应难以保证。

励志教育常被用作一种补充措施。

教师们常用大科学家的成长经历激发年

轻学生的热情，科学家艰苦奋斗后终获

成功的故事广泛流传，有的教师阐述更

加直白：“只要你好好干，一定会有美好

的前途”，今天在实验室苦干，明天就有

论文、职称、社会地位。此类励志手段从

本质上来说是功利性的，即使能收一时

之效，也难以长期激励科研人员。说到

底，承诺式的励志与现实世界差距太大，

科技创新虽然是许多人的目标，但真正

产生重要创新成果的概率却很小，按照

R. K. 墨顿教授的说法：许多努力工作的

人中才能产生一位大科学家，而如果没

有这一大批人的努力，那一位大科学家

也不会产生。从功利角度看，指望通过

科技生涯出人头地，最终落空的概率很

大。被励志鼓起干劲的人，也往往会早

早地放弃努力工作的念头。实际上，如

果人人都成功，都有地位，也就是他们都

不够成功，都没有地位；一群人在一起，

必然有人当学术领导人，有人当普通研

究人员，有人当辅助人员，不可能人人都

当领导。

除了正面引导，学术界也会从建议

和告诫的角度帮助科技人员。在西方的

研究生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从技

术上帮助年轻人掌握研究流程，学会如

何做实验、写论文，在如何追求科技生涯

方面提供咨询和辅导，这方面的指导书

非常多。他们的研究生课程还有一门是

关于科学诚信的，以 Scientific Integrity
为主题，目的是让年轻学者了解学术规

范。“Scientific Integrity”的含义是“作为

科学工作者的完整操守”，包括学术诚

信、不违反学术道德；尊重事实、讲究逻

辑，用科学方法处理事务；明了自己的研

究工作在科学大厦中的位置并努力推进

等内容。其中，防范不当学术行为是一

项重要内容。不当学术行为的产生有很

多原因，例如年轻人对学术规范的无知、

追求名利、考核压力等等。这门课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学术道德水平，

可惜我国许多大学都没有开设，致使不

少年轻人在做了错事时还不能意识到不

当学术行为的严重性。

以上几点被高校和科研机构所常

用，但是还有第4个重要的方面常常被忽

视，即科学信仰的培养。过去一段时间，

人们甚至说科学信仰是不存在的，只有

宗教信仰可以存在；“信仰是针对不变的

教条的，而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要不断修

正科学自身，因而无信仰可言”。这种看

法是似是而

非的。宗教

信仰，例如

基 督 教 信

仰，意味着

对一种不变

价值（追求

真善美）的信念，并用以作为人生和日常

行为的依据。科学信仰也是这样，它是

科学方法价值的信念，坚信科学是增加

人类新知识的正确方法，坚信科学能够

指引我们正确面对各种问题，坚信科学

可以发展为成熟的思想、理念。一句话，

科学点燃了我们心中的那盏灯，照耀着

人类文明的路径。在这一点上，科学信

仰与宗教信仰具有相似性，事实上，西方

有不少科学家也同样信仰宗教，说明两

者并不矛盾，有时甚至相辅相成。

科学信仰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关系

重大。学术成果的产出需要大批在一线

勤奋工作的人员。在海洋科学领域，海

上工作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还有晕船的

煎熬，室内分析要面对大量样品、纷乱的

多种参数或指标，操作枯燥单调，工作环

境大多并非赏心悦目。此外，还要面临

家人对缺乏照顾的抱怨、求职和考核的

难关等。在这样的状况下，做一段短时

间的研究尚可忍受，但如果没有科学信

仰是很难长期坚持的。正面来看，有科

学信仰的研究者会把科研视为自己的使

命，以平和的心态去推进。对待研究过

程，他们会持严谨态度，而不是马马虎

虎、随意处置；对待论文写作，会力求发

表有内涵的学术论文，而不是投机取巧、

追逐利益；对待遇到的困难困惑，他们会

选择坚守，而不是退却；在同事关系上，

他们能够真诚合作，尊重别人，而不是搞

破坏、打击别人。即使在学术环境十分

不利的情况下，也不会弄虚作假以求过

关。他们懂得，如果要靠背叛科学来求

得生存，还不如放弃科研，用堂堂正正的

其他劳动换取物质生活和享受。可以

说，具备科学信仰是实现科学价值的必

要条件，也是科技工作者能够感到快乐

的必要条件，而一个研究机构如果有一

批这样的员工，则是管理者的福份。

———南京大学海洋科学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海洋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教授 高抒高抒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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氘代二乙胺的制备氘代二乙胺的制备
刘子节 1，于文俊 2，解希雷 1，刘刚 1,2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活性物质发现与适药化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50
2. 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清华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北京100084
摘要摘要 二乙胺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常应用于医药中间体的合成；同时，二乙胺基也常成为药物分子中重要的活性结构片

段。将N-烷基的氢（H）原子替换为氘（D）原子，可显著改善药物分子的药代动力学性质。本文发展了使用乙醇-d6为原料，通过

三步反应制得二乙胺-d10的合成方法，总收率大于40%，氘代丰率大于98%，期望能够应用于新型氘代药物的研发过程中。

关键词关键词 二乙胺-d10；氘代；制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01

Preparation of diethylamine-d10

AbstractAbstract Diethylamine, one of the important organic chemicals, is widely used in prepa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termediates, and
is often an important candidate of active fragments of drugs. It is reported that replacing H atom of N-alkyl with D atom would
improve drug pharmacokinetic properties. This paper further develops the diethylamine-d10 synthetic process which uses ethanol-d6 as
the starting material, with an overall yield of more than 40% for the three reaction steps and the deuterium abundance of
diethylamine- d10 being more than 98% . These results are useful for development of novel deuterium drug candidates containing
diethylamine-d10 fragments.
KeywordsKeywords diethylamine-d10; deuterium; preparation

LIU Zijie1, YU Wenjun2, XIE Xilei1, LIU Gang1,2

1.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ctive Substance Discovery and Druggability Evaluation;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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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二乙胺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有机化工原料，常用作生产医

药、农药中间体的合成；在制药工业中也用于制备普鲁卡因、

氯喹、尼可刹米、可拉明及磺胺类药物。由于烷基胺基片段

的独特理化性质 [1,2]，使其存在于众多小分子药物中，例如中

枢阿片类镇痛药吗啡（图1）。
外源性烷基胺基类化合物在体内通常经细胞色素代谢

酶P450（CYP）的作用进行代谢，其步骤为：1）N-烷基α位的

C—H键断裂（限速步骤）；2）C自由基与OH自由基结合；3）
脱除醛基形成代谢产物NH2。这种脱烷基化作用常使药物分

子降低或失去其生物活性，致使药物半衰期缩短。烷基氢

（H）原子由同位素氘（D）原子替代后存在动力学氘同位素效

应（kinetic deuterium isotope effects，KDIE）[3,4]，即由于C—D键

具有更高的活化能而较 C—H 键更加稳定（6~9 倍），致使

P450（CYP）代谢C—D键更加困难，因而可延长药物分子的

半衰期，且不影响药理活性（H、D形状差异很小）；也可以减

少毒性代谢产物的生成，降低毒副作用；降低药物在胃肠道

或肝脏中的代谢比例，提高血液循环药物浓度及耐受性。前

期研究表明，将吗啡[5]、安非他明[6]、丁巴比妥[7]等药物的H原

子替换为D原子，均可不同程度改善药物动力学性质，提高

药物利用效率。2006年，Li等[8]报道将中枢阿片类镇痛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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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表面核反应堆电源方案月球表面核反应堆电源方案
姚成志，胡古，解家春，赵守智，郭键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 102413
摘要摘要 月球基地的建立首先需要解决能源供给问题，核反应堆电源具有功率大、寿命长、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是月球基地及其

他深空探测任务的理想能源。分析了目前可用于月球基地的能源情况，针对性地提出40 kWe月球表面核反应堆电源的设计理

念，经初步优化设计，给出该电源的方案和总体设计参数，并从物理、屏蔽、热工、结构方面对电源方案进行分析和论证。结果表

明：该电源方案合理可行，能够满足安全和寿期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月球表面；核反应堆电源；热电转换；斯特林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L4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02

A scheme of lunar surface nuclear reactor power
YAO Chengzhi, HU Gu, XIE Jiachun, ZHAO Shouzhi, GUO Jian
Department of Reactor Engineering Research & Desig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o establish a lunar base, the energy supply is a first issue to be solved. The nuclear reactor power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power, long service life and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ability. It is an ideal energy solution option for the lunar base and other
deep space exploration mission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energy resources that can be used for a lunar base is
made. The design idea of a 40 kWe nuclear reactor power for the lunar surface is proposed. After the preliminary optimization design,
the scheme and the overall design parameters of the nuclear reactor power are given. Finally, the power scheme is analyzed and
demonst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reactor physics, the shielding, the thermal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e. It is shown that the nuclear
reactor power scheme is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I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afety and long life service.
KeywordsKeywords lunar surface; nuclear reactor power; thermoelectric conversion; stirling engine

收稿日期：2015-02-03；修回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姚成志，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反应堆设计，电子信箱：yaochengzhi2006@163.com
引用格式：姚成志, 胡古, 解家春, 等. 月球表面核反应堆电源方案[J]. 科技导报, 2015, 33(12): 19-23.

随着载人航天等空间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空间应用需求

的扩大，月球已经成为各国21世纪深空探测的首要目标。美

国、日本、欧空局、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等都制定了近期探月

计划，并酝酿在近 20~30年内联合或单独建立永久性月球基

地，开发和利用月球的资源、能源和特殊环境，为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服务[1]。

月球基地的建立首先需要解决电源（能源）供给问题，基

地所需电源功率一般介于 10~100 kWe，寿期5年以上[2]，同时

需要电源系统具有高比功率、高安全可靠性以及环境适应

性，能够在月球的极端环境条件下长期发电。目前可用于月

球基地的电源主要有化学电源、太阳能电源、放射性同位素

电池以及核反应堆电源。化学电源的功率大，寿命较短，一

般需要携带大量的燃料；太阳能电源的功率大、寿命长、可靠

性高，但尺寸较大，使用受环境限制；放射性同位素电池的发

电功率较小，一般不超过 10 kWe，同时 Pu-238比较昂贵 [3]。

与化学电源、太阳能电源及同位素电池相比，核反应堆电源

具有功率大、寿命长、生存能力强、不依赖阳光、可全天候工

作等特点[4]，被认为是月球基地及其他深空探测任务中电能

和热能最理想、可靠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目前，美国将功率 40 kWe的核反应堆电源作为研究重

点，该功率可以满足前期月球基地的电源需求，也方便通过

多个电源系统组合进行功率提升，以满足后期月球基地的使

用需求[2]。本研究参考国外月球基地核反应堆电源的发展趋

势并结合中国技术发展水平，提出电功率 40 kWe、热电转换

效率23%、寿期大于8年的月球表面用核反应堆电源方案，并

进行初步分析计算，可为开展该方面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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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机场航空器冲突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机场航空器冲突
检测检测
夏正洪 1，吴岳洲 2，卢国盼 1

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空中交通管理学院，德阳 618307
2. 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图形图像研究所，成都 610064
摘要摘要 针对场面监视雷达成本较高、不适用于流量较小的中小机场等问题，采用多摄像机对机场场面航空器进行动态跟踪，采用

图像边缘检测和形态学处理方法对目标进行识别，跟踪和提取航空器的飞行轨迹并分析其位置和速度参数，提出了运动目标跟

踪算法和基于DCPA和TCPA的滑行冲突检测模型，开发了基于视频图像处理的机场航空器冲突检测原型系统，并应用于西南

某通航机场。实验表明，视频图像处理技术和冲突检测模型可用于中小机场的航空器识别和冲突检测，提高机场安全运行水平。

关键词关键词 视频图像处理；边缘检测；冲突检测；DCPA；TCPA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91，V35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03

The detection of aircraft conflicts based on video image processing

AbstractAbstract The ASR (aerodrome surveillance radar) can not be applied for a medium and small airport due to its high cost, and multi
cameras might be used instead of the ASR to monitor the aircraft's movements there. By using the image edge detection and
morphological image process approaches, the moving targets are recognized. And the tracks of aircraft are extracted, as well as their
motion parameters. The moving target tracking algorithms and the conflict detecting model based on the DCPA (distance of closest
point of approach) and the TCPA (time of closest point of approach) are proposed, and a prototype system is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one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 for the conflict detecting, which shows that the aircraft conflict is effectively detected by this model and
the video image process approach, and the safe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airport ground operation are enhanced.
KeywordsKeywords video image processing; edge detection; conflict detecting; DCPA; TCPA

XIA Zhenghong1, WU Yuezhou2, LU Guopan1

1. School of Air Traffic Control, 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 Deyang 618307, China
2. Institute of Graphic Image Processing,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随着民用航空运输需求的快速增长，大中型机场的跑滑

系统越来越复杂，交叉口越来越多，航空器之间滑行冲突发

生的概率越来越大，仅2014年国内外就发生了6起航空器滑

行相撞和剐蹭事件 [1]。繁忙机场通过建立场面监视雷达、

ADS-B（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broadcast）、多点定

位技术（multilateration）提高监控效率并降低机场碰撞风险，

但这些监视手段所需成本较高，且存在监视盲区。而中小机

场主要依靠目视观察，通过及时管制干预避免飞机滑行冲突

和碰撞，随着机场流量的快速增长，机场场面飞机、车辆滑行

路线设计日趋复杂，单纯依靠目视观察已经不能满足场面内

航空器之间的碰撞检测和规避需求。因此，亟需研究能普遍

适用于中小机场、并能作为大型机场备用的低成本监视手段

和高效准确的冲突检测模型，保障机场运行安全。

国外学者多采用多边形区域重叠检测进行研究，计算航

空器之间安全区域的距离，当小于设定门限时触发告警[2~5]。

2008年，严国萍等 [6]提出了基于 LOG（Laplacian of Ga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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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旋转侵入理论的牙轮钻头钻速模型基于旋转侵入理论的牙轮钻头钻速模型
冯福平 1，艾池 1，吕媛媛 2，邢均 3，徐海粟 1，高见 1，严茂森 1

1. 东北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大庆 163318
2.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盘锦 124010
3. 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大庆 163712
摘要摘要 针对旋转钻井牙轮钻头对井底岩石垂向压入和水平刮切联合作用的特点，基于牙轮钻头旋转侵入理论，建立了机械钻速

预测模型，并通过室内实验确定了楔形齿纯滚动多齿联合作用对破岩效果的综合影响系数，机械钻速预测平均误差为4.1%。研

究认为，考虑钻头旋转引起的水平刮切力时，侵入深度比只考虑垂向压入时有所增加；摩擦系数和刃尖角较小时两者相差不大，

随着摩擦系数和刃尖角的增大，两者的相对差值越来越大，摩擦系数和刃尖角较大时钻头旋转引起的水平刮切作用对机械钻速

的影响不容忽视。

关键词关键词 牙轮钻头；旋转侵入；机械钻速；水平刮切力；剪切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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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etration rate model of roller bit based on revolving indentation theory

AbstractAbstract The roller bit acts on the bottom hole rock jointly by a vertical indentation and a level shave shear during the rotary
drilling. For its analysi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prediction model for the rate of penetration based on the revolving indentation theory
of the roller bit, and through the laboratory tests, obtains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for rock breaking caused by the chisel teeth true
rolling pluridentate linkage. The prediction error for the rate of penetration is 4.1% in average. The model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rate of penetration of the roller bit in the rotary drill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taking the level shave
shear forc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trusive depth of the roller bit is in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the case of only vertical pressing.
The difference is smaller for the case of small frictional coefficient and cutting tip angle. However, it becomes great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rictional coefficient and cutting tip angle, so the effect of the horizontal scrapping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Keywords roller bit; revolving indentation; rate of penetration; level shave shear force; shearing brea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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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轮钻头是旋转钻井使用的主要破岩工具之一，其机械

钻速的准确预测是制定钻井消耗和进度的重要依据。20世
纪 50 年代开始了牙轮钻头机械钻速预测方面的研究，

Bourgoyne等[1~6]通过室内实验和现场数据统计分析机械钻速

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回归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建立机械钻速

预测模型，这些钻速模型对钻井生产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

用，但无法反映钻头对岩石的破坏机制，其模型系数的确定

需要大量的实验和现场数据反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林元

华等[7~9]通过建立真实井底模型、钻头仿真模型以及牙齿与岩

石的相互作用模型，用计算机仿真方法预测机械钻速，该方

法对于钻头及牙齿的优化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由于

其仿真模拟过程的复杂性不适合现场应用；李玮等[10~12]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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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注水温度及储层堵塞的注水破裂考虑注水温度及储层堵塞的注水破裂
压力计算压力计算
孙金 1，彭成勇 2，蔚宝华 1，邓金根 1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2. 中海油研究总院，北京 100027
摘要摘要 长期注水造成的储层温度变化和堵塞都会影响注水破裂压力。基于多孔介质弹性力学理论，得到了考虑储层温度变化及

堵塞时的井壁处有效应力分布规律，建立了相应的注水破裂压力计算模型，并分析了储层温度变化及堵塞程度对注水破裂压力

的影响规律。计算结果表明：注水破裂压力随注水温度的降低而降低，且成线性变化关系，弹性模量和线膨胀系数越大，注水破

裂压力的变化幅度越大；与储层内部的污染带相比，滤饼厚度及其渗透率对破裂压力的影响更大，随着滤饼厚度的增加及其渗透

率的降低，破裂压力将会升高；井壁存在滤饼时，污染带范围的增加将降低破裂压力，而其渗透率对破裂压力则影响很小，当滤饼

不存在时，储层内部污染带不会影响注水破裂压力。

关键词关键词 破裂压力；储层堵塞；注水温度；滤饼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4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05

Calculation of fracturing pressure during waterflooding with
considerations of water temperature and reservoir plugging

AbstractAbstract The fracturing pressure is affected by the reservoir temperature change and the formation plugging during the long-term
water injection. However, the two influencing factors have not been considered in the existing fracturing pressure calculation model.
So 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the two factors into the model. Based on the poroelasticity theory, the stresses induced by the in-situ
stress and the fluid flow are calculated. And the temperature stresse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According to the
superposition principal, the effective stresses on the borehole wall are obtain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reservoir temperature
and the plugging, a fracturing pressure analytical model during the waterflooding is established. This analytical model is verified by
the conventional calculation model. The influences of the reservoir temperature and the plugging are analyzed. It is shown that the
fracturing pressure de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water temperature.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lastic modulus and
the coefficient of linear expansion, the change extent of fracturing pressure is getting larger. Compared with the formation plugging
zone, the filter cake thickness and the permeability have a greater imp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ilter cake thickness and the
decrease of its permeability, the fracturing pressure would increase. If the filter cake exists, the fracturing pressur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lugging zone radius. However,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plugging zone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fracturing pressure. And
the plugging zone in the formation would not affect the fracturing pressure if the filter cake does not exist.
KeywordsKeywords fracturing pressure; reservoir plugging；injected water temperature；filter cake

SUN Jin1, PENG Chengyong2, YU Baohua1, DENG Jingen1

1.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Prospec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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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井冻结凿井数值模拟方法斜井冻结凿井数值模拟方法
杨仁树，王千星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为提高ANSYS软件对斜井冻结凿井模拟的准确度，提出一种双模型法与改进重叠单元法相结合的数值模拟方法。以某

矿主斜井表土冻结段施工为背景，考虑冻土为弹塑性介质，建立斜井冻结掘砌平面模型，采用本方法对掘砌模型进行模拟分析，

并与传统方法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采用双模型法模拟掘砌模型的初始应力-位移环境，得到的应力场、位移场与围岩未扰动状

态下的理论值吻合；改进重叠单元法模拟井帮完全卸载后支护井壁的掘砌过程，得到不同模型顶面埋深下井壁内外缘的环向应

力均小于10-6 MPa，井壁位移均小于10-7 m，与理论值接近，且本方法的模拟结果均优于传统方法，表明本方法具有较好的可行

性和较高的模拟精度。

关键词关键词 斜井；冻结凿井；初始应力场；掘砌过程；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26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06

Method of numerical simulations for inclined shaft freezing sinking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of the initial stress field and the digging process in inclined shaft sinking with
ANSYS, a new method combining the double-model method and the advanced overlapping-element method is put forward. With a
freezing inclined shaft construction in mind, taking the frozen soil as an elastic-plastic medium, a plane model of the freezing sinking
of the inclined shaft is established, and the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l initial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qualitatively agree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of the original ground stress obtained by
adopting the double-model for the initial stress-displacement field. An advanced overlapping-element is adopted in simulating the
excavation and support process under the total unloading, and the hoop stress of the inner shaft lining below 10-6 MPa, and the lining
displacement of below 10-7 m under different model depths are obtained, which are close to the theoretical values. It is shown that the
new method is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nd is more accurate.
KeywordsKeywords inclined shaft; freezing sinking; initial stress field; excavation and support process; numerical simulation

YANG Renshu, WANG Qianxing
School of Mechanics &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斜井冻结凿井过程模拟与立井相似，主要包括初始应

力场计算、温度场计算、温度场-应力场耦合和井筒开挖支

护[1,2]。其中，初始应力场及井筒掘砌过程的准确模拟，是凿

井过程模拟与实际施工过程相吻合的关键基础问题[3,4]。

在立井凿井及隧道、巷道掘进模拟中，初始应力场模拟

常用的方法为 [5~7]，INISTATE（WRITE）命令生成初始应力文

件，INISTATE（READ）读入初始应力文件。理论上，计算后模

型中的应力即为初始原岩应力，位移场为零[8~10]。经验证，此

法在弹性模型或者顶面埋深较小的弹塑性模型中适用，对于

顶面埋深较大弹塑性模型则精度较差。

井筒掘砌过程模拟常用的方法为 [11,12]，先杀死待开挖土

体，后激活井壁区域土体单元，再使用MPCHG命令将其材料

属性转变为井壁材料。然而，根据ANSYS说明，单元被激活

并利用MPCHG命令转变材料属性后，单元受力、应变、温度

等不能自动归零。实际施工过程中，若不考虑围岩的流变特

性，开挖后井帮变形瞬间完成，并达到最终状态；此后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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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承台组合体承台组合体
受力性能受力性能
李艳艳 1,2，李泽高 1，李和庆 3，赵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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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北省土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 300401
3.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公司，廊坊 065000
摘要摘要 对5个预制桩身与承台组合体试件进行低周反复试验，分析构件的破坏形态、承载力及延性、锚固钢筋的受力，研究预制

桩身与承台锚固钢筋的不同锚固形式对试件受力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连接板焊接锚固钢筋的试件，倾角锚固钢筋能延

缓试件裂缝的发展，提高试件的承载能力；在桩身内安放钢筋笼并深入承台的锚固钢筋可明显改善管桩-承台组合体试件的整体

性，提高组合体试件的承载能力、延性，改善组合体试件的变形能力，且斜角锚固钢筋试件的承载能力优于直角试件。

关键词关键词 PHC管桩；低周往复荷载；承载力；延性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473.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07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restressed high-intensity concrete
pile and pile caps combined

AbstractAbstract 5 specimens of prefabricated pile combined with pile caps are tested under low cycle reciprocating loading. The failure
patterns, the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ductility, the forces in anchoring reinforcing bar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orms of
the precast pile and pile cap anchoring reinforcing bar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specimen are studied. It is shown that by
anchoring reinforced connecting plate welded specimens, the inclined anchoring reinforcing bars can play a role in delaying the
growth of cracks, increasing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specimen. The specimens with the pile body and the anchoring reinforcing
ba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ntegrity of the pile cap assembly of the specimen and increase the bearing capacity, the ductility,
and the deformation ability, and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anchoring reinforcing bars of oblique angl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ctangular specimens.
KeywordsKeywords PHC pipe pile; low cyclic loading; bearing capacity; ductility

LI Yanyan1,2, LI Zegao1, LI Heqing3, ZHAO Xiong3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Civi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Hebei Province, Tianjin 3004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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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以其承载能力高、质量

可靠、施工快捷方便、整体稳定性好等优点逐渐引起土木工

程行业的关注[1,2]。随着经济的发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

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工程实践中。近年来关于 P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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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异性煤体渗透率特性结构异性煤体渗透率特性
岳高伟，王辉，赵宇，梁为民

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焦作 454000
摘要摘要 煤渗透率是研究瓦斯渗流特性及运移规律的关键参数，而煤体结构各向异性导致渗透率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利用煤岩瓦

斯渗流试验系统，对不同变质程度煤样试件在面割理和端割理方向上，进行不同瓦斯压力下的渗透率测试，并根据等效驱替原

理，建立各向异性煤体渗透率的计算模型，数值分析了煤体渗流的定向性特征。结果表明：在煤体面割理和端割理方向，渗透率

均随瓦斯压力增大成负指数减小；面割理方向的瓦斯渗透率与端割理方向相差可超过1个量级，且煤的变质程度越高，差别越明

显。随瓦斯压力增大，煤的瓦斯渗流定向性系数峰值增大，煤层瓦斯渗透定向性增强。在相同瓦斯压力下，煤的变质程度越低，

煤层瓦斯渗透定向性越弱。

关键词关键词 渗透率；煤层；结构异性；定向性系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08

Perme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ally anisotropic coal

AbstractAbstract The coal permeability is a key parameter for the gas seepag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igration law, and the structural
anisotropy of the coal seam makes the permeability obvious orientation dependent. In this paper the gas permeability of raw coal
specimens is measured in directions of face cleats and butt cleats under different gas pressures by a coal and rock permeability
test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equivalent displacement principle, the calculation model for the permeability of anisotropic coa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as seepage are numerically simulated. It is shown that the structural anisotropy of
coal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gas permeability of coal, the permeability in the direction of face cleats is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direction of butt cleats, and the difference of coal permeability in the two directions reaches one order of the magnitude, and the more
degraded the coal is,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 i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al rank, the permeability decreases both in the
directions of raw coal face cleats and butt cleat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gas pressure, the permeability decreases exponentially and
the directionality coefficient peak increases and the directionality of gas seepage in the coal seam enhances. And under the same gas
pressure, the lower the coal rank is, the weaker the directionality of gas seepage will be.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insight for
optimizing the design and the layout of the gas drainage borehole in the coal seam, improving the gas drainage effect and achieving
optimal extraction.
KeywordsKeywords permeability; coal seam; structural anisotropy; directionality coefficient

YUE Gaowei, WANG Hui, ZHAO Yu, LIANG Weimi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渗透率是反映煤层瓦斯渗流的物性参数，它不仅是瓦斯

抽采难易程度的关键参数，也是研究煤与瓦斯突出、煤层气

开采、煤炭地下气化等重大工程中经常用到的重要参数[1,2]。

针对煤渗透率已有大量理论和实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在应力、温度、吸附膨胀、孔隙裂隙等因素对渗透率的影响规

律[2~7]。但是，在漫长的地质年代，由于煤储层沉积过程中具

有取向性，导致不同方向的渗透率不同，即储层存在各向异

性，尤其在层理方向和节理方向上更为明显[8~10]。在油气田开

发过程中开发方式的选择与设计，就充分利用了储层渗透率

各向异性的特点，对提高采收率提供了重要的物性资料[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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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能力超细全尾砂超长距离管道超大能力超细全尾砂超长距离管道
自流输送技术自流输送技术
田明华 1,2，王新民 1，张国庆 1，张钦礼 1，李帅 1

1.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2. 铜陵化工新桥矿业有限公司，铜陵 244000
摘要摘要 为解决司家营铁矿超大能力超细全尾砂超长距离管道自流输送难题，在研究超细全尾砂管道自流输送、骨料颗粒沉降堵

管及管道沿程阻力损失特性的基础上，利用Fluent软件对超细全尾砂超长距离大管径的自流输送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超

细粒径全尾砂易于悬浮，大管径输送可有效降低沿程阻力损失。工作流速为2.95 m·s-1、管道内径为155 mm的超细全尾砂浆

体的垂直脉动速度分量Sv=0.24 cm·s-1远大于尾砂的干涉沉降速度0.034 cm·s-1，最大允许充填倍线Nmax高达10.6，充填料浆可

均匀悬浮顺利自流至采空区。

关键词关键词 超大能力充填系统；超细全尾砂；超长距离；自流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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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flowing transportation of the large capacity super fine tailing
slurry in overlength pipelines

Abstract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or self-flowing performance of the large capacity super fine tailing slurry in overlength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lf-flowing transportation, the hindered settling and the frictional resistance loss properties of
the super fine tailing slurry. A pipeline model is built and the evaluation is made through the simulation software Fluent.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super fine tailings are easy to suspend and the large- tube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is beneficial to reducing the
frictional resistance loss. With the working flow rate of 2.95 m·s-1, the pipeline's inner diameter of 155 mm, the vertical component of
the fluctuating velocity reaches 0.24 m·s- 1, which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hindered settling rate of 0.034 m·s- 1, and the maximum
stowing gradient is up to 10.6.
KeywordsKeywords large capacity backfill system; super fine tailings; overlength pipelines; self-flowing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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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自流输送的全尾砂胶结充填采矿法具有尾砂利用

率高，可有效预防和控制地表沉降，保证采矿作业安全、降低

损失贫化等优点，符合安全高效、经济环保的无废开采发展

新方向[1]。司家营铁矿是河北钢铁集团所属的设计采矿生产

能力达每年2000 Mt的特大型地下充填法开采矿山[2]，为节约

成本，简化充填管理，提高系统可靠性，设计建造了国内首例

单充填系统能力达到200 m3·h-1的超大能力全尾砂自流输送

系统。由于司家营铁矿全尾砂粒径较细，部分采场充填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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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工艺对废旧瓦楞纸箱制备包装材料成型工艺对废旧瓦楞纸箱制备包装材料
性能的影响性能的影响
李琛，荣人慧，肖生苓

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哈尔滨150040
摘要摘要 通过实验测试，研究了利用废旧瓦楞纸箱制备高强度包装材料过程中，成型工艺对制备材料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打

浆度相同时，热压压力的增大会使试样的抗张强度、断裂伸长率和弹性模量均得到提升，而热压温度的升高只能使抗张强度和弹

性模量得到提升；在热压温度165℃、打浆度35°SR、热压压力2 MPa条件下试样的断裂伸长率最大，150℃、27°SR、5 MPa条件

下试样的耐破度出现峰值；热压温度越高，热压压力越小，试样的挺度越好。综合考虑，为了节约能源、缩短制备周期，较优的成

型工艺方案为：打浆度27°SR，热压温度165℃，干燥方式根据实际需要选择5 MPa热压干燥或0.08 MPa真空干燥。

关键词关键词 成型工艺；废旧瓦楞纸箱；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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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olding process on the properties of packaging materials
made from waste corrugated containers
LI Chen, RONG Renhui, XIAO Shengl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forming process on the properties of high strength packaging
materials made from waste corrugated container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With the same degree of beating, increase of the hot-
pressing pressure can improve the tensile strength, elongation at break, and modulus of elasticity; Increase of the hot- pressing
temperature can only improve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modulus of elasticity. When the hot-pressing temperature is 165℃, beating
degree is 35°SR and hot pressing pressure is 2 MPa, the elongation at break is the largest. And the peak of burst degree appears at
the condition of 150℃, 27°SR, and 5 MPa. The higher the hot press temperature, the smaller the pressure and, the better the stiffnes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in order to save energy and shorten the preparation cycle, a better molding process scheme uses 27°SR
beating degree and 165℃ hot-pressing temperature, while 5 MPa hot pressing drying or 0.08 MPa vacuum drying condition can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demand.
KeywordsKeywords molding process; waste corrugated containers; packag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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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李琛, 荣人慧, 肖生苓. 成型工艺对废旧瓦楞纸箱制备包装材料性能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12): 61-66.

自国家发布“限塑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

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以来，对塑料包装材料的限制力

不断加大，开发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以解决塑料材料的难

降解问题，减少塑料材料析出物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1]，已经

成为包装材料领域研究的热点。将废旧瓦楞纸箱回收，再次

打浆，通过模塑成型技术制备高强度、可降解的商品外包装

容器材料，可以替代传统的塑料材料，是保护环境和缓解森

林资源危机的途径之一[2~4]。废旧瓦楞纸箱属于经过消费后

的产品，洁净度较差，废料中杂质较多，在废料回用时需要分

选、除杂等。目前，国内外针对瓦楞纸箱废料回收利用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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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赵嵩颖, 战乃岩. 严寒地区冬季大棚保温对曝气池工作温度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12): 67-71.

严寒地区冬季大棚保温对曝气池工作严寒地区冬季大棚保温对曝气池工作
温度的影响温度的影响
赵嵩颖，战乃岩

吉林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长春130118
摘要摘要 针对严寒地区气温低、污水厂曝气池工作温度低的问题，利用仿真模拟分析大棚内空气温度分布及流动特性，对严寒地区

冬季低温条件下污水厂利用大棚保温技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冬季室外温度-22℃条件下，通过外扣大棚对曝气池保温，棚

内空气平均温度达到4.0℃左右，曝气池出口水温达到11.2℃左右；曝气池外棚保温膜材料以PO材料保温效果最优，PVC材料

最不可取，PE和EVA材料居中；曝气池选用2.5 m棚拱高度的外扣大棚保温效果较好；双层保温膜保温效果优于单层保温膜。

关键词关键词 严寒地区；大棚保温；曝气池；工作温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K12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11

Influence of insulation technology by plastic greenhouse on working
temperature in aeration tank in cold area in winter

AbstractAbstract For the problem of low temperature in cold regions and low working temperature in aeration tanks in sewage works, the
heat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in greenhouses of wastewater works is studied by means of simulation to analyz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air flowing features in greenhouses.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22℃ outdoors in winter, through the
insulation of the canopy towards the aeration tank, the average air temperature remains at 4℃ or so, while the water temperature of
the outlet of the aeration tank remains at about 11.2℃; The optimal material of insulation membrane of the outside aeration tank is
PO, while the most undesirable material is PVC, And PE and EVA are mediate; and the aeration tank of the best heat preservation is
the one that uses greenhouse of 2.5 meter height. The effect of double insulation membrane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a single membrane.
KeywordsKeywords severe cold area; heat insulation of greenhouse; aeration tank; working temperature

ZHAO Songying, ZHAN Naiyan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Jilin Jianzhu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中国东北严寒地区冬季气温低、冰冻期漫长，污水处理

厂置于户外长期低温运行，进水负荷波动较大，导致有效生

物量降低和生物化代谢活性减弱，使污水厂难以稳定运行，

出现水质恶化，尤其是氮磷和有机物含量超标。另外，受低

温影响，物化和生化作用显著降低，传统工艺难以有效去除

污染物，污水厂运行效能下降，严重影响受纳支流或干流水

体的水质安全。

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有关强化污水处理技术理论与试

验方面的研究[1,2]。北美、北欧等高寒地区发达国家在低温季

节污水防治方面拥有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

强化低温季节排污点源的治理技术降低水体污染是最常用

的方法[3,4]。Gostelow等[5]研究了温度的急剧下降对系统硝化

效率的影响，并考察在 10℃条件下，通过向序批式活性污泥

法（SBR）反应器中投加在 20℃下驯化的硝化菌，能否达到理

想的硝化效果。Gang等[6]在一个中试规范的连续流活性污泥

处理系统中，研究了温度在 5~20℃变化时，温度对强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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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DBSD20002000深部热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深部热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
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观察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观察
丁丽，胡雪晴，赵云博，艾斌

北京医院肿瘤内科，北京100730
摘要摘要 为探讨BSD2000深部相控阵聚能热疗系统（BSD2000）联合化疗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的近期疗效、疼痛及生活质量

改善和不良反应，收集2009年10月至2014年10月在北京医院肿瘤内科确诊的30例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给予化疗同时联合

局部热疗的治疗方法（联合组），同时选取同期住院治疗30例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仅给予单纯化疗作为对照组（化疗组），评估

两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观察两组在生活质量及疼痛改善方面有无差异。结果显示，联合组和化疗组的有效率和疾病控制率

分别为10%、6.7%和83%、76%，两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联合组治疗后疼痛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均明显优于化疗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髓抑制和胃肠道反应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两组相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热疗与化

疗联合并不增加毒副反应,两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结果表明，在化疗基础上联合热疗可以明显减轻疼痛症状，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且治疗简单，副作用较小，临床可操作性好，值得推广。

关键词关键词 胰腺癌；化疗；热疗；疼痛和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0.5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12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BSD2000 deep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Abstract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pain reduction, quality of life (QQL) and toxicity of BSD2000 deep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All cases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Beijing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09 to October 2014. A total sixty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irty patients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received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BSD2000 deep hyperthermia（twice
per week）. Another thirty patients in the chemotherapy therapy group were only given chemotherapy. Twenty- one days were one
cycl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pain relief, QQL and toxicity were evaluated after two cycles. All sixty patients were assessable for
response. The response rates for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and the chemotherapy therapy group were 10% and 6.7% ,
respectively, while the disease control rates for the two groups were 83% and 76%,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combina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pain relief and QQL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some mild side effects, such as gas trointestinal toxicities and myelosuppressi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evere side effect in the two groups.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efficacy, the combination group did show pain reduction, improved QQL and tolerable toxicity. BSD2000 deep
hyperthermia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is worthily recommended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Keywords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hypertherapy; chemotherapy; pain and life-quality

DING Li, HU Xueqing, ZHAO Yunbo, AI Bin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Beijing Hospital, Beijing 10073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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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达拉奉对脑缺血再灌注后依达拉奉对脑缺血再灌注后AAββ及其及其
前体表达干预前体表达干预
任海燕 1，赵晖 2，王蕾 2，许晨波 1，马梅蕾 3，文娟 1

1.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54
2.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北京 100054
3. 日本新潟药科大学临床药理学实验室，东京 956-8603
摘要摘要 为探讨缺血再灌注对大鼠海马区神经元细胞的损伤机制及依达拉奉的干预作用，利用大脑中动脉线栓法制备大鼠脑缺血

再灌模型，缺血2 h后再灌注22 h（术后24 h），按照Zea Longa 5级评分法，对大鼠进行神经行为学评分；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

法（HE）染色大鼠脑组织，观察其病理形态学的改变；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图像分析及Western Blot的方法检测大鼠海马区β淀粉

样蛋白（Aβ）及其前体（APP）的表达。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表现出明显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与之相比，6和10 mg/kg的依达

拉奉可不同程度改善损伤模型大鼠的神经缺损症状，尤其是10 mg/kg依达拉奉组的大鼠症状改善更为明显（P＜0.01）；HE染色

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海马区神经元细胞脱失明显，而治疗组可减轻这种形态学改变；免疫组织化学及Western Blot分析结果提

示，在模型组中Aβ、APP表达明显高于假手术组（P＜0.01），而在不同质量分数依达拉奉组中，Aβ、APP含量均减弱（P＜0.05）。
由此得出，缺血再灌注可能通过上调淀粉样蛋白Aβ及其前体APP而引起神经元细胞损伤，而依达拉奉可能通过对它们的抑制起

到保护神经元细胞的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脑缺血再灌注；β淀粉样蛋白；淀粉样蛋白前体；依达拉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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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of Edaravone on expression of β amyloid and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REN Haiyan1, ZHAO Hui2, WANG Lei2, XU Chenbo1, MA Meilei3, WEN Juan1

1.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2.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4, China
3. Laboratory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Nigata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Applied Life Sciences, Tokyo 956-8603, Japan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amage mechanism of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induced by the ischemia reperfus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daravone. An ischemia reperfusion model is built by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ACO)-reperfusion
method. The reperfusion is performed 2 hours after the ischemia and persists for 22 hours (24 h since surgery). According to the Zea
Longa's 5 level evaluation method, the neurobehavioral score of rats is graded; The rats' tissue pathological morphological changes are
observed by the HE staining; the expressions of amyloid β (Aβ) and its precursor (APP) in the hippocampus of rats are detected with
the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image analysis and the Western Blot. It is shown that the model group rats show obvious symptoms of
the nerve function defect; By contrast, the Edaravone of 6 and 10 mg/kg could improve model rats' symptoms of the nerve defect in
varying degrees; And the differen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10 mg/kg group (P<0.01). The HE staining shows that the depigmen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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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任海燕，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神经病理生理学，电子信箱：424732833@qq.com；文娟（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神经病理生理学，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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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任海燕, 赵晖, 王蕾, 等. 依达拉奉对脑缺血再灌注后Aβ及其前体表达干预[J]. 科技导报, 2015, 33(12):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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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冯立杰, 樊瑶. 基于时延差特征参数判别的牛顿迭代振源定位搜索算法[J]. 科技导报, 2015, 33(12): 83-87.

基于时延差特征参数判别的牛顿迭代基于时延差特征参数判别的牛顿迭代
振源定位搜索算法振源定位搜索算法
冯立杰 1，樊瑶 2

1. 武警工程大学信息工程系，西安 710086
2. 西藏民族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咸阳 712000
摘要摘要 时差定位系统的定位精度，主要受时间差测量和传感器几何分布的影响。由于受环境的复杂性、目标的移动性和定位的

实时性制约，时延差准确与否一直是困扰研究人员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信号特征参数判别的时延差误差估计方法，应用

该方法分别对牛顿迭代搜索定位算法的搜索初值和结束条件进行了改进：首先利用各传感器的特征信息，确定各传感器信号的

信度；其次，选择3个可信度高的传感器进行目标定位，其结果作为牛顿迭代搜索的初值，避免了传统方法确定初值的复杂繁琐

的计算；第三，将各传感器的信度作为牛顿迭代搜索结束条件的权值，使得结束条件更合理、更贴近实际。实验证明了本算法定

位精度高、鲁棒性强。

关键词关键词 粗大时延误差；牛顿迭代；传感器信度；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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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on iterative source localization search algorithm based on the
time delay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discrimination

AbstractAbstract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TDOA location system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time difference measurement and the
sensor geometry distribution. For the real-time positioning, due to the mobility and the complexity caused by the environmental goal
control, the reasonabl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the measured time delay difference is a plagued issue for researcher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estimate the error signal delay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The Newton iterative search algorithm is improved to search for the initial positioning and the end condition. Firstly, the
signal characteristic value information is used to establish credibility, then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the source is found through three
sensors of high reliability, its results are taken as the initial values of Newton iteration to avoid the complicated calcu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ethod. Finally, with the reliability of each sensor as the weight of the Newton iteration termination condition, the end
condition is more reasonable, more close to reality.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is algorithm has high precision and strong robustness.
KeywordsKeywords gross time delay error; Newton iterative; sensor's credible degree; positioning accuracy

FENG Lijie1, FAN Yao2

1.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epartment,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PF, Xi'an 710086, China
2.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ibet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00, China

振源定位技术在桥梁监控、灾害防控、区域监视等领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常振源定位包括基于振动强度的定

位和基于到达时间差 TDOA（time difference of arrival）的定

位 [1,2]。基于信号强度的定位技术算法简单实时性好，但其定

位精度不高[3]。随着人们对时差测量精度和方便度要求的提

高，时差定位技术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热点之一，产生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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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动测量的基于主动测量的CNCN权威镜像选址效果权威镜像选址效果
评估评估
陈闻宇 1，肖中南 1，徐彦之 2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北京 100190
2.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北京 100080
摘要摘要 域名服务器（DNS）镜像技术是提升DNS系统安全性、稳定性和解析性能的重要方法。以CN镜像服务器的实测数据为

例，采用主动测量法，主动向被探测的网络或者对象发送特定的数据包，根据响应时间和应答数据包分析研究对象的网络特征，

以此评估CN权威服务器的选址效果。结果显示，镜像技术使全球各地都能提供较好的CN解析服务，虽然服务效果存在地理上

的差异性，但与CN节点的部署实际情况相符。该效果评估方法能够为节点部署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有助于DNS节点高效有

序的规划建设。

关键词关键词 域名服务器；主动测量；DNS镜像；开放递归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2.015

Evaluation of CN authority DNS mirror server distribution
based on active measurement

AbstractAbstract DNS（domain name server）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facilities of Internet. The technique of DNS mirror is a key
solution to improvinge DNS system's security, stability and analyticity. In this article, we develop a new solution to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global CN DNS mirror distribution. We send a certain data package to the target server and calculate the response
time for analysis of the scanned server's behavior. User's experiences that CN DNS servers' performances vary due to geographic
differences are considered in our study. The solution can provide reliable suggestion to DNS distribution for a more efficient and
orderly plan.
KeywordsKeywords domain name server（DNS）；active measurement；DNS mirror；open reso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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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系统在诞生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为全球互联网的正

确运行提供关键性的基础服务，其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作为

Internet的重要基础设施，DNS的核心功能是完成域名到 IP地

址的相互映射，能够使人们更方便地访问互联网，而不用去

记住能够被机器直接读取的 IP地址数串[1]。因此，各种基于

域名的Web网站访问、电子邮件系统、文件共享系统等都依

靠DNS的支持而得以正常开展，DNS解析是当今互联网绝大

多数应用的实际寻址方式。域名技术的再发展及基于域名

技术的多种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互联网的应用和协议。域名

也是互联网上的身份标识，是不可重复的唯一标识资源。

随着互联网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DNS系统本身的复杂

性和全球化分布的特点及与DNS相关的各种新技术的研究

和逐步部署，DNS系统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DNS现有

的管理、配置和规划机制及保护自己免受各种攻击的安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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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组学方法研究生物体内汞和硒金属组学方法研究生物体内汞和硒
相互作用相互作用
赵甲亭 1，李玉锋 1，朱娜丽 2，高愈希 1，柴之芳 1

1.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辐射与核能技术重点实验室，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49
2.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蛋白质组学技术实验室，北京 100101
摘要摘要 随着金属组学及金属组学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来，金属组学研究技术，如各种核分析技术，同位素稀释（示踪）技术、

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分析（SR-XRF）、同步辐射X射线吸收光谱（SR-XAS）技术等，结合电泳、色谱、质谱等生化分离、分析技

术，应用于研究生物体内硒和汞的生物学行为及相互作用机制，将该领域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硒是人体及动物维系生命活

动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对汞等重金属的毒性具有显著的拮抗作用。全面准确地了解生物体内汞和硒的分布和存在形式，研

究生物组织中汞的吸收、迁移、转化和蓄积过程以及硒对汞的这些生物学行为和效应的影响，对于环境汞污染和汞毒性危害的控

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有助于理解生物体内汞和硒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本文综述常用的金属组学方法在植物、动物和人体

内汞和硒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汞；硒；金属组学；核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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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mercury- selenium interaction in bio-organisms
using metallomics approach
ZHAO Jiating1, LI Yufeng1, ZHU Nali2, GAO Yuxi1,CHAI Zhifang1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Nuclear Radiation and Nuclear Energy Technology, CAS Key Laboratory for Biomedical Effects of
Nanomaterials and Nanosafety,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2. Laboratory of Proteomics, Protein Science Core Facility Center,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s metallomics becomes a focus area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ed research approaches are getting a rapi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for the nuclear analysis techniques, such as isotope dilution (tracer) technique, synchrotron radiation X ray fluorescence
analysis (SR-XRF), and synchrotron radiation X 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SR-XAS) techniques, combined with other biochemical
separation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like electrophoresis,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HPLC-ICP-MS),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ESI-MS) and so on, they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the
function and interaction research of Hg and Se in bio-organisms. Selenium (Se)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trace elements for human and
animals, and can apparently antagonize the toxicity of heavy metals such as mercury (Hg).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and speciation
of Se and Hg in organisms, to get a insight into their absorption, transform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tential roles of Se on the bio- effects of Hg in organisms is quite crucial for the control of Hg pollution and the
acquaintance with Hg-Se interaction in bio-organism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ports and the results from our lab, the present work
will give an informative review about the metallomics approaches as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of Hg, Se interaction in bio-organisms.
KeywordsKeywords mercury; selenium; metallomics; nuclear analytic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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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赵甲亭, 李玉锋, 朱娜丽, 等. 金属组学方法研究生物体内汞和硒相互作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12): 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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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空气净化器及其评价方法新型空气净化器及其评价方法
路丽 1,2，贺军辉 2，田华 2，何溥 2，杨巧文 1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随着雾霾天气日益频繁，室内空气质量备受关注，传统的室内空气净化器已不能满足室内空气净化的要求，研发新型多功

能空气净化器及复合空气净化技术已成为净化器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对室内空气净化器的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应用最广泛的几种新型室内空气净化器（包括新型吸附材料、低温等离子体、光催化、催化氧化、复合式空气净化器）的研发

进展，分析各净化器的优势与不足，总结新型空气净化器的主要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分析其气体污染物、固体颗粒物、微生物污

染物进行单一评价的方法，并展望室内空气净化器的研发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新型空气净化器；评价指标；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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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air cleaners and their evaluation methods
LU Li1,2, HE Junhui2, TIAN Hua2, HE Pu2, YANG Qiaowen1

1.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aze days increase the concern over indoor air quality. Traditional indoor air cleaners no longer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indoor air purification. Thus, development of novel multifunctional air cleaners and comprehensive air
purification technologies become a major research direction toward improving indoor air quality and meeting new needs of current
market. By summarizing recent researches on indoor air cleaners of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erein we review several novel indoor
air cleaners, including new adsorption materials, non- thermal plasma, photocatalytic, catalytic oxidation and multifunctional air
cleaners, and analyz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main evaluation indexes and methods of novel air cleaners are also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gas pollutants, solid particles and microbial contaminants. An outlook is also made
to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indoor air cleaners.
KeywordsKeywords novel air cleaner; evaluation indexes; tes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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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路丽, 贺军辉, 田华, 等. 新型空气净化器及其评价方法[J]. 科技导报, 2015, 33(12): 101-109.

空气污染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最大危害之一[1]。室内

污染要比室外高 25%~60%，人的一生中大约有 80%~90%的

时间在室内度过。因此，室内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

健康。为了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室内空气净化技术已经在世

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2,3]。目前室内空气净化的方法主要

包括通风净化、植物净化和室内空气净化器净化 3种方式。

通风净化增加了室内空调系统的能耗，甚至可能导致室内污

染物质量浓度增加，降低室内空气品质[4]。而植物净化只对

特定的污染物起作用，且吸收能力有限，不能有效去除室内

挥发性有机物（VOCs）[5]。实践验证，室内空气净化器是改善

室内空气质量行之有效的方法。室内空气净化器能够有效

去除室内颗粒物、微生物和VOCs，杀菌消毒及释放负氧离

子，从而改善和提高室内空气品质[6]。随着人们对室内空气

污染的重视，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指标、室内空气净化器评价

方法及评价标准的建立，对室内空气污染的有效防治与空气

净化器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7]。本文介绍近年来几种新型空

气净化器的工作原理及优缺点，阐述空气净化器的评价指标

和评价方法的发展历程，讨论其优势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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钎焊金刚石工具研究进展钎焊金刚石工具研究进展
章文姣，孔祥清，曲艳东

辽宁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锦州 121001
摘要摘要 从钎焊材料和钎焊工艺两个方面，综述了钎焊金刚石工具的研究现状，探讨了钎焊技术提高金刚石工具性能的机理，分析

了当前钎焊金刚石工具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今后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对钎焊镍基孕镶金刚石工具的研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金刚石工具；钎焊材料；钎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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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tudies of brazed diamond tools
ZHANG Wenjiao, KONG Xiangqing, QU Yandong
School of Civil &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u 12100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studies of brazed diamond tools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focusing on the brazing materials and the brazing
processes, and how to use the braz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iamond tools is discussed.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udies of brazed diamond tools are analyz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specially for the nickel
based brazed impregnated diamond tools, are given.
KeywordsKeywords diamond tools; brazing material; braz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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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金刚石工具的传统方法主要有电镀法和热压法。

由于金刚石表面具有很高的界面能，这两种方法制作的工具

中，胎体对金刚石的包裹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工作条件

下，金刚石往往容易脱落。如何提高金属胎体对金刚石的把

持力，一直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在金刚石表面镀

覆金属Ti、Cr、W、Ni等元素是最常用的方法[1,2]。这种镀覆技

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胎体对金刚石的把持力，但是提升效

果不太理想，此外制造工具所经历的二次工艺（镀覆、烧结/电
镀）增加了制造成本。近些年发展起来的钎焊技术，成功实

现了胎体对金刚石的化学冶金结合，金刚石的出刃高度可以

明显增大，单颗金刚石的使用效率也明显提高，且工具的制

作工艺也较简单，该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3~6]。影响钎焊

金刚石工具性能的主要因素有钎焊材料、烧结工艺等，本文

从以上两方面对钎焊金刚石工具的应用研究进行综述。

1 钎焊材料对金刚石工具的影响

金刚石与大部分的金属、合金都有很高的界面能，普通

的金属、合金在高温下都难以润湿金刚石，而金属镍在高温

下与金刚石的润湿角较小，铜在高温下与金刚石的界面能很

大，但在铜基胎体中添加有碳化物形成元素钛后，铜基胎体

变可以与金刚石具有较好的联结。目前，用来钎焊金刚石颗

粒的预合金钎料主要有镍基、铜基、银基等，以及银-铜基混

合钎料。

1.1 镍基钎料金刚石工具

镍基钎焊层有极好的耐蚀性，且其硬度、耐磨性、耐高温

型也较高，已被应用于航空航天器件的底层或中间层及各种

功能性钎焊层。在钎焊史上，镍基钎料是历史悠久、商业化

并备受重视的钎料，已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金刚

石的弹性模量超高（E=1100 GPa左右），结合镍基钎焊层耐高

温、硬度高、强度大等特点，运用镍基钎料来制作金刚石工具

可以实现重负荷磨削、切割与钻进等工作。

钎料中含活性碳元素与否，金刚石工具的性能有着较大

的差异。姚正军等[7]分别选用Ni-Cr合金和不含Cr的Ni基合

金进行了钎料与金刚石和基体的连接试验，发现用含Cr的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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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微型定位导航授时体系构建微型定位导航授时体系，，改变改变
PNTPNT格局格局
尤政，马林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定位导航授时（PNT）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军民两用技术。传统的卫星导航系统易受干扰和遮挡，惯性导航存在误差积累问

题，其提供的PNT服务均存在固有缺陷。以MEMS技术为基础的芯片原子钟和微惯性测量组合，与卫星导航技术相结合，形成

微型定位导航授时单元。微型定位导航授时单元以精确的芯片原子钟为时钟基础，发播定位导航授时信号，搭建PNT网络。微

型定位导航授时单元可以由微纳卫星、无人机等载体携带，数量可选、布局能控、组网灵活，克服了传统PNT存在的问题，改变

PNT格局。

关键词关键词 微型定位导航授时单元；PNT；MEMS；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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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micro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system: A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PNT service
YOU Zheng, MA Lin
Department of Precision Instru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PNT) is a dual-use technology which concerns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e traditional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s susceptible to the interference and the shelter and the inertial navigation error is accumulated.
Based on the MEMS technology, combining the chip-scale atomic clock and the MEMS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with the receiver of
the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 micro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unit is formed. The atomic clock of the unit provides
the precision clock signal, the unit broadcasts the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signal and the PNT nets are constructed. The
units can be carried by micro-satellites or UAVs. The number of the units for the micro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system can
be freely chosen and the arrangement can be freely configured. The micro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system can overcome the
problems of the traditional PNT methods and change the pattern of the PNT.
KeywordsKeywords micro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timing unit; PNT; MEMS;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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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导航授时（positioning，navigation and timing，PNT）是
描述时间和空间的关键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PNT的依

赖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什么时间在哪儿？”是人们最关心

的问题之一。PNT技术服务于国民经济、国家安全和军事领

域，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战略标志。美国、俄罗斯、欧盟

以及中国等都先后制定了国家PNT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本

国的PNT体系。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是应用最广泛的PNT技术。GNSS以人造地球卫星作

为导航平台，为全球陆、海、空、天各类军民载体提供全天候、

高精度的位置、速度和时间信息，因而又被称为天基定位、导

航和授时系统。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及其增强型系统构成一

个整体的 GNSS 系统。典型的天基系统包括美国的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俄罗斯的 GLONASS（global 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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