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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最早的窗口。16世纪，西方科学就随传教士从澳门经广州进入中国。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就是广东
人，早期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许多来自广东，“睁眼看世界”让他们接触到最新的科学技术并带回国内，詹天佑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梁启超
先生也是广东人，他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开启了中国科技教育体制化的进程。他曾深刻论述学会对西方科
技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赋予了学会“科学救国”的重任。正是在他的倡导之下，我国各类
学会大量涌现，开风气、广民智，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于广东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物理学家马大猷先生、化学家
梁树权先生、植物学家陈焕镛先生、生理学家蔡翘先生等，都为我国现当代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我国
科技领域再开风气之先，创新科研机制，广聚天下人才，形成了大量科研成果，并涌现了华为等一批世界一流科技企业。2014年，广东省
有45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创历年新高。这是广东科技界的骄傲，也是广东人民的骄傲。

当今世界，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科协要
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助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努力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建
设主战场更有作为，并以改革创新精神谋划好“十三五”科协事业发展规划。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充
分发挥学会工作在科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要紧紧抓住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这个关键，更加关心关注科技工
作者的工作生活状况，推动优化科技人才成长和创新环境，调动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调整优化科协奖励结构，更多向青年和基
层一线科技人才倾斜。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职责和功能，加强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建设，推动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积极参与和推进
院士制度改革，逐步扩大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扎实做好创新评估试点工作，切实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积极推动中外
科技人员交流，支持协助各个学会、地方科协参与国际合作，并在代表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民主协商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组织和推动科学普及工作是中国科协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中国科协的科普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增
长的需求仍不相称。加强和改进科普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当下，人们拿着手机和平板电脑，随时随地通过微博、微信分享身边出现的新生事物或者热点问题，表达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我国网
民已达6.5亿，其中手机网民5.6亿，移动端应用已成为主力军。在微信平台上，平均每天人均阅读文章5.86篇。但大家也有怨言，认为网
上有“四个太多”：一是道听途说的“八卦”谣言太多，二是缺乏理性的极端情绪宣泄太多，三是故作高深或假托名人的“心灵鸡汤”太多；四
是违背科学原理的生活常识，尤其似是而非的养生保健知识太多。要改变这样的状况，需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需要在网上更多传播
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对此中国科协责无旁贷。同时，我们的科普工作不能再墨守成规，满足于传统的途径和手段，而要充分发
挥新媒体的作用，让群众自发参与，乐在其中，而不是被动接受。只有这样，科普工作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2014年，美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影片《星际穿越》在国内上映，由于这部影片是以太空穿梭和时空旅行为题材的，涉及
大量物理学前沿理论，很多观众看不懂。这时，“看懂《星际穿越》必备科普常识”等链接在微信朋友圈里广为流传。这些文章解释了什么
是黑洞、虫洞、五维空间、弹弓效应、引力红移等前沿概念，使很多人获得了相关的宇宙科学知识，因而很受欢迎。

这些科普小文章，有的是美国人为配合电影发行制作的，有的是国内记者改写或采写的，但我没有看到一篇文章是由我国某位科学家
或某个学会发表的。作为中国科协主席，我多少有些失望。科普是科协的职责之一，是我们的一个主业，但我们“该出手时没出手”。在人
人都是“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尽管每个人都有发表言论的机会，但只有最优质的信息资源才能脱颖而出，获得指数级传播。现在，我们
很多学会、地方科协都有自己的科技成果信息库，海量的信息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这非常可惜。酒香也怕巷子深，怎么通过新媒体把
这些沉默的优质科普资源用好用活，使它转化成能在群众中广为传播的科普信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2014年6月，中国科学院官方“中科院之声”微博、微信正式开通，公众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和中国科学院进行交流互动。我们科协在科
普工作上要有危机意识，要有紧迫感。下一步，要鼓励相关学会、地方科协开设微信公共账号和客户端，定期发布科学信息，并结合当下公
众关注的科学问题，邀请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撰写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文章，制作大众喜见乐闻的声像
作品，通过我们的平台发布出去，为公众答疑解惑、增长知识。同时，对于新媒体上出现的大量戴着科学
帽子的伪科学谣言也要及时澄清，并有针对性地传播正确的、有说服力的科普知识，以正确引导舆论。

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科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创新。中国科协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团
体，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要强化桥梁纽带作用，紧跟时代步伐，用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手段、
创新的方式推进工作，着力提高履职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让科技人员在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大显身手、
勇立潮头。（本文为韩启德在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有删节）

当前科普工作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韩启德，浙江慈溪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

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教

授，国际病理生理学会主席，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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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 10086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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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近紫光激发荧光粉——引领LED产业创新升级的引擎

1996年，日本日亚化学公司研发出
了商业化的 InGaN/Y3Al5O12:Ce3+（蓝光芯
片+YAG:Ce黄荧光粉）白色发光二极管
（LED），自此全球展开白光 LED相关技
术研发的竞逐。与传统照明光源相比，
白光LED具有以下的优点：（1）发光效率
高，发热量低，功耗低；（2）性能稳定可
靠，使用寿命长，超过 1000 h，为普通白
炽灯寿命的10倍以上；（3）节能、环保、无

辐射，使用过程中不生产汞等污染物，同
时可以回收再利用；（4）实用性强，驱动
电路简单且直流，无频闪；（5）响应快，逐
步失效；（6）体积小结构紧凑，易于实现
大面积阵列。所以白光 LED被业界看
好，有望在未来10年内，成为替代传统照
明器具的一大潜力商品。

但蓝光芯片+YAG:Ce荧光粉技术方
案形成的白光色，是一种假的白光。其
缺点主要表现在温偏高、显色指数低、色
彩还原性差，由于蓝光芯片的发光角度
小，各方向上的发光强度差异较大，产生
眩光现象，造成光线刺眼等问题，影响了
照明质量、损害使用者的视力。为了解
决这些问题，世界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
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利用近紫外激
发与荧光粉相结合的白光 LED技术方
案，一方面因为不用蓝光芯片，可绕开日
亚专利的纠纷，无须支付高昂的专利使
用费；另一方面在大大提高能量转换效
率的同时，还可有效地克服上述假白光
方案的缺点。由于三基色（红/绿/蓝）荧
光粉的吸收和发射光谱之间存在重叠和
再吸收，会造成荧光粉组合制备的近紫
外LED灯珠发光效率较低，因此，减少荧
光粉组合的数量是提高近紫外LED照明
发光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采用近紫外

LED芯片激发蓝色和黄色荧光粉可有效
提高所制备的白光LED的发光效率。因
此，寻找和研发新的、能商用近紫外芯片
激发的、高效的黄色荧光不仅能有效地
促进白光 LED产业的创新与升级，从而
获得自主的知识产权。

《科技导报》2015年第 13期 13~16
页刊登了农荣等的研究论文“LED用黄
绿色荧光粉LiZnPO4:Mn2+，Al3+的合成及
Al3+敏化发光研究”。以廉价的锰(II)离子
代替昂贵的稀土离子，用高温固相法合
成了 Li1-xZn0.9-xPO4:Mn0.1，Alx系列的荧光
粉，样品具有LiZnPO4的结构。用荧光发
射光谱及激发光谱表征了样品的发光性
能。研究结果表明，Al3+的最佳掺杂量为
3% ，所 对 应 的 荧 光 粉 样 品 为
Li0.97Zn0.87PO4:Mn0.1，Al0.03。Al3+的最佳掺
杂量样品的发光强度是未掺Al3+样品的
3.98 倍，说明在 LiZnPO4 基质中 Al3 +对
Mn2+的发光具有增敏作用，该样品为黄
绿色的荧光粉，在紫外线激发 LED的领
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本期封面图片展示的是用高温固相
法合成的LiZnPO4:Mn，Al荧光粉，图片由
农荣提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赵业玲赵业玲））

·导 读·

P12 喀什：一个需要循证医学眷顾的地方
循证医学能提高医生的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和信

息管理能力，有意识地普及循证医学知识并进行继续教育意义
重大。然而，新疆喀什地区呼吸科医师对于循证医学的实践认
知情况缺少相关调查，不利于该地区针对性循证医学理念的普
及和推广。本研究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P125 转基因安全应该谁说了算
转基因安全问题受到国内外众多人士的极大关注，它引发

的争辩至今仍然有剑拔弩张之势。曾有国家农业部官员表示，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不能是个人说了算，而应该由专业的权威
机构说了算。本文作者认为，这显然使公众失去了裁决权。不
可否认，转基因技术密切关系着每一位公众的健康，面对这样
的一项技术，究竟应该谁说了算？本文做了阐述。

P127 国家举力推动中国科技期刊发展
作为正在崛起的科技大国，中国科技成果外流现象非常

严重。期刊作为科技成果的载体，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中承
担着重要责任。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是目前国
内对科技期刊资助力度最大的项目，是国家层面给予科技期
刊的支持。本文介绍了该项目的重要意义、实施的情况以及
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效。

P17 下扬子地区下寒武统黑色页岩地球化学特征
露头观测、样品采集、有机地化分析等发现，下扬子地区下寒武统

黑色页岩黑色页岩沉积厚度大，主要分布在皖南的石台—泾县—宁
国、全椒、苏北的高邮—海安地区；岩石矿物成分中石英含量较高，有
利于页岩的压裂改造；有机碳含量1.0%~4.0%，黑色页岩沉积厚度中
心有机碳含量普遍大于2.0%；页岩有机质类型为Ⅰ型，母质来源为低
等浮游生物，具有较强生烃潜力；热演化程度较高，普遍处于高成熟-
过成熟阶段。研究表明，这是中国南方页岩气有利勘探区块之一。

P84 基于光纤Bragg光栅的油气工业实时监测技术
研究进展

光纤Bragg光栅（FBG）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实时高精度监测
技术，具有耐高温高压、抗电磁干扰、易于复用与可组网等独特优点，
成为油气领域最具前景的监测手段。本文介绍FBG传感技术的发展
历程、工作原理，重点分析了全球油气工程中管道完整性监测、油气测
井、地震勘探方面的最新应用现状；探讨了目前FBG传感器在油气田
复杂环境条件下实时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了其未来发展的趋势。

P92 热裂解生物质炭产业化：秸秆禁烧与绿色农业
新途径

秸秆处理是当前中国农业与环境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分析了
秸秆处理与禁烧存在的机制性困难，介绍了生物质限氧热裂解新技
术特点及其在秸秆处理中的优势。建议国家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秸秆
禁烧大环境下秸秆处理补贴政策，加大秸秆收储配套服务，强化树立
已经初现的秸秆生物质热裂解产业优势，通过绿色农业市场化发展
带动解决秸秆问题，服务中国可持续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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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606--1616至至20152015--0606--3030））

1 美国猎鹰9号爆炸解体 空间站补给任务第3次失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8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发射一枚猎鹰9号

火箭执行国际空间站货运补给任务，火箭升空2.5 min后突然爆

炸解体，携带约 2500 kg补给的货舱也被炸毁。这是 8个月以

来，空间站补给任务第3次失败。此次飞船携带的补给包括宇航

员所需的水、食物以及科学实验用品。其中一个重要设备是全新

的对接口，为今后的商业任务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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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杂志首次刊登我国海洋领域研究文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胡敦欣胡敦欣研究

员领衔17位国内外海洋学家和气候学家合作撰写的“太平洋西

边界流及其气候效应”的评述文章在《自然》杂志正式发表。这是

《自然》杂志首次发表有关太平洋环流与气候研究的评述性文章，

也是中国在该杂志发表的首篇海洋领域研究综述文章。太平洋

西边界流是大洋强流之一，它通过热量输送可直接影响到全球最

大的暖水。

3 中国研发出全球最先进高铁牵引技术 耗资1亿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4日，历时11年，累计1000万次试验，积累150 G数据，耗

资 1亿元人民币，中国中车旗下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又称株洲所）攻克了第3代轨道交通牵引技术，掌握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目前，株洲所已研发出可用于时速500 km的高铁动车

的690 kW永磁牵引系统，即将小批量生产。这标志着中国成为

继德、日、法等国之后，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高铁永磁牵引系统技

术的国家之一。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4 .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机体对接完成 正在安装“大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3日消息，C919大型客机已进入工程制造的攻坚阶段，首

架试飞飞机正在中国商飞上海浦东总装制造中心进行总装。首

架C919大型客机的总装工程分2个阶段。首先是机体对接，这

部分工程已经顺利完成。第 2
阶段安装的机载系统堪称大飞

机的“神经”和“大脑”，机载系

统包括电缆、导管、系统设备、

发动机、座椅、座舱设备等，安

装的同时要进行反复调试，目

前风洞试验、铁鸟试验、航电综

合和电源系统等试验也在稳步

推进。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

5 中国为太空飞船研制最灵敏“眼睛”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1日，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消息，中国首台第3代交会对

接光学成像敏感器近日研制成功，关键技术指标已达到甚至超过

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计划2016年发射第2个空间实验室“天宫

二号”，2017年前后发射“嫦娥五号”，实现月球采样返回，并在

2022年前后建成空间站。

6 我国首条时速300 km穿越山区的合福高铁开通运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1日，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海底60 m多

用途钻机”在南海 3109 m海底海试成功并

顺利通过验收。此次海试刷新了我国深海

钻机钻探深度。与国外同类钻机相比，“海

牛”具备多重优势。“瘦身”近 4 t，重量仅为

8.3 t，安装、操控更方便；“海牛”还实现了可

视化自动操控。此外，团队创新性运用单机

械手多位移动技术，节省了设计空间，提高

了运行效率。

7 118所虚假大学名单曝光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5日消息，2015年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出炉，118所大学上

榜。其中不乏“北京理工科技大学”“上海财经管理学院”这类真假

难辨的“大学”。实际上，这些学校根本不具备招生资格和办学资

质，甚至涉嫌非法招生和网络诈骗。118所虚假大学中，有114所

不在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3所仿冒正规高

校更名前的名称，1所仿冒广西上世纪存在过的同名民办学校。

8 2015年国家科技奖初评结果公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4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召开2015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初评结果公示发布会。通过初评的299个通用项目即

日起将在科技部网站和奖励办网站公布，同时一并公布54个通

用项目专业评审组的全部会评专家名单，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9 中国海底60 m钻机在南海3109 m海底海试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0 “彩虹鱼”将开启6500 m以下深渊之旅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28日消息，我国第1个全海深“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将

于2016年陆续投入使用。该实验室由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和上海彩虹鱼深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以

“彩虹鱼”号万米级载人潜水器为核心，配备了具有全海深下潜能

力的 3台着陆器，1台无人潜水器，1台载人潜水器以及 1艘

4800 t级的科学考察母船，将使我国的深海调查能力达到国际领

先地位。

28日，连接闽赣皖三省的合（肥）福（州）高铁正式开通运

营。作为我国首条时速300 km穿越山区的高速铁路，合福高铁

2010年1月开工建设，是我国目前标准最高、也是地形最为复杂

的一条山区高速铁路，桥隧比高达85.8%，大量采用了新技术、新

结构，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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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史中，材料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回顾历史，石器、青铜器和铁

器的使用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起

到划时代的作用。材料是人类文明的物

质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现今，技

术与经济的发展愈来愈依赖材料的进

步，多个国家都已重视材料对技术和产

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如：2011年，美国总

统奥巴马奥巴马宣布启动“材料基因组计划”。

之后，多个国家也相继启动。

石墨烯，这种具有二维平面结构的

碳纳米材料，一经诞生，就迅速成为热门

材料。长久以来，它一

直被科学家在理论上

推测无法稳定存在。

然而，2004年，英国曼

彻 斯 特 大 学 教 授 A.A.
GeimGeim 和 K.NovoselovK.Novoselov 通

过使用透明胶带反复粘贴将高定向石墨

剥离，制得厚度为 0.34 nm的单层石墨片

状结构。他们也因这项开创性的实验于

201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石墨烯的

制得推翻了禁锢人们几十年的理论——

热力学涨落不允许二维晶体在有限温度

下自由存在。

石墨烯的化学键是由碳原子 sp2轨道

杂化形成的共价键，独特的结构决定了

它独特的性质，如：具有优良的导电性，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等等。石墨烯优

异的性能使得它很快成为科学界的宠

儿，近期石墨烯的研究又取得一系列丰

硕的成果。

光致发声是把光照射到凝聚态物质

上，从而产生声波。这一效应在一般材

料中很弱，很少在实验中观测到；要在光

致发声中实现相干调控，则更加困难。

然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继民赵继民和研究员陆兴华陆兴华等与清华大学、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等研究人员合作，在

国际上第 1次在石墨烯材料中观察到光

致发声现象。

研究人员通过对时域和频域的声谱

联合分析，特别是对比 fs、ps、ns超快激光

脉冲激发下的不同实验结果，提出了石

墨烯中光致发声的物理机理，并指出该

现象并非直接的光—声过程，而是光—

热—声的过程，即：光子的能量先传递给

光生载流子，然后再把能量传递给热声

子，最终通过热声子与周围环境的空气

分子作用形成声波。石墨烯材料中特有

的强电—声子相互作用在光致发声现象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项研究中，研

究人员第1次发现了非简谐声波的存在，

并运用超快激光脉冲技术实现了光对声

波的相干调控，声波的相位差和强度可

由脉冲重复频率精确控制。该研究拓宽

了石墨烯的应用，为它在光能利用、光学

扬声器、无接触声学装置等方面开辟了

应用的新天地（7月 1日《人民政协报》）。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

上。

石墨烯优异的性能赋予了它更多的

应用潜力，可用作电极、传感器、电容器

等等。近期 JACS上的一篇文章显示，加

拿大等国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在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光谱传感器中

添加石墨烯，制成一种新型石墨烯传感

器，不仅对霍乱毒素具有非常高的灵敏

度，还可早期诊断癌症和其他传染病。

SPR光谱技术是一种测量界面结构

的高灵敏度光学反射技术，可用于生物

传感、生物医学、生物制药等领域。研究

人员发现，实验室生长的石墨烯更适合

新型传感器。利用化学气相沉积可生长

出几乎不含缺陷的大面积单层石墨烯，

它表面的均匀性有助于传感器信号的放

大，使 SPR传感器信号倍增，从而可发现

特定的疾病信号。该传感器不仅效率更

高，将之前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检测

提高到数分钟，而且其灵敏度也得到很

大提高，甚至少到一滴针刺血液样本就

足够检测出生物标志物（6月 25日《科技

日报》）。石墨烯的使用，让 SPR光谱传

感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近期另一项发现进一步拓展了石墨

烯的应用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

国首尔国立大学（SNU）以及韩国标准与

科学研究院（KRISS）合作，发现石墨烯可

以作为可见光源的灯丝，其厚度只有一

个碳原子的厚度，可谓是目前世界上最

薄的灯泡。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 6月 15
日Nature Nanotechnology上。

研究人员将石墨烯灯丝与金属电极

相连，悬挂在基底上方，当电流通过时灯

丝就会受热发光。石墨烯发出明亮的可

见光，强度很高，测量该光源的光谱发现

其温度约 2500℃。然而，它却可以被集

成到芯片中。这是因为石墨烯材料在高

温状态时，会变成热

的不良导体，并不会

像同样发光上千摄氏

度的白炽灯，使四周

温度迅速升高，损坏

周围的结构。

石墨烯发出的光线与穿透石墨烯材

料并被硅芯片表面反射的光线之间出现

干涉现象，因此光谱显示其会在特定波

段表现出峰值，通过调节石墨烯材料与

基底材料的间距可调节发射光谱类型（6
月23日《科技日报》）。

这一发现使石墨烯不仅用于灯丝和

芯片，还能用于光通信，或制成快速高温

加热板等等。

不仅石墨烯的基础研究中取得很多

可喜进展，其工业化应用也处在了起步

阶段。据统计，一个新材料的诞生，从实

验室研制出样品到工业上的大规模使

用，大概需要 15~20年时间，而石墨烯刚

走过10余年的岁月就拉开了它的工业化

应用序幕。近期北京碳世纪科技有限公

司在新闻发布会中正式发布该公司研发

生产的石墨烯发动机油节能改进剂——

“碳威”，这意味着石墨烯已突破宏量制

备技术的限制，正式开启了它的工业化

应用。

石墨烯，正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近，

这种具有优异性能和重要意义的材料定

会带给某些领域以革命性的改变。我们

期待着石墨烯写就的新篇章！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宠儿———石墨烯—石墨烯

不仅石墨烯的基础研究取得很多可喜进展，其工业化应用也

处在了起步阶段。据统计，一个新材料的诞生，从实验室研制出样

品到工业上的大规模使用，大概需要15~20年时间，而石墨烯刚

走过10余年的岁月就拉开了它工业化应用的序幕。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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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没有人记得谁第二个发现了相对

论，要做就做第一。在自然科学研究上，

第二名就是最后一名。40多年来，我只

做一件事，那就是做实验，做完一项实验

接着做另外一项。只有集中所有的时间

做一件事情，才有成功的可能。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丁肇中丁肇中

光明网 [2015-06-2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老

龄化社会逐步到来，疾病谱已经发生了

变化，中医学作为基于人文和生命的医

学，整个中医药学体系融合了历代的人

文、科学成就，正因为我们的祖先创造了

中医中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才得以繁

衍昌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中医科主任中医科主任、、教授教授 冯兴中冯兴中

《科学新闻》[2015-06-26]

科学与文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我来说，这些事情也是互补的，不仅

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有趣，而且

能激发我的灵感，让不同的工作做得更

好。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教授 王元丰王元丰

《中国科学报》[2015-06-19]

在大众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做好精英

教育，是中国高水平大学义不容辞的责

任。大学是培养优质公民和精英人才的

“殿堂”，而不是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的

地方，作为“荣誉”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少年班教育中特别强调自由与自主，

以及责任与担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

执行院长执行院长 陈旸陈旸

《中国青年报》[2015-06-24]

几十年经验证明，在学部基础上建

成高端科技智库，能够为国家发展进行

高质量的咨询工作。我有这样的信心。

咨询和战略研究常常是集体讨论，有的

还有集体野外现场考察，许多八十几岁

高龄的院士还亲自到现场考察，进行调

查研究讨论，完成最后的报告。这体现

了院士们对国家对事业的责任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孙枢孙枢

《中国科学报》[2015-06-24]

大数据是中国发展的一大机遇。中

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环境和政府结构有

利于发展城市大数据。如果做得好，中

国可以用城市大数据来深化智能城市的

发展。大数据在研究宏观、中观、微观经

济和社会问题上都很重要。我国可以利

用体制的优越性，政、产、学结合，果断地

占领大数据战略的制高点，使其运行迅

速智能化。

———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云鹤潘云鹤

《中国科学报》[2015-06-23]

国外的科普作品，不仅是简单地讲科

学知识，还会将浓厚的人文关怀融入科普

创作之中。在西方，自然科学诞生于人

文，而最后在科普创作中，自然科学再度

回归人文，在语言上也可以从通俗到专

业，最后回归通俗，有良好的语言传统。

而在中国，自然科学是个舶来品，缺乏回

归人文的科学传统，而且将专业的科学知

识直接转化为通俗表述也更困难。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

主任主任 石顺科石顺科

《中国科学报》[2015-06-23]

人的修炼和树的成长一样，必须具

有3个条件，一要有知识的积累，二要有

思想的照耀，三要有人格的支撑。希望

同学们毕业离开桂子山后，不要忘记母

校的这些树，包括自然的树和精神的树；

还希望你们要向树学习，学习树的姿态，

学习树的品格；我更希望你们将来有一

天也能成长为一棵大树。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晓苏晓苏

新华网 [2015-06-21]

教科书理论讲的太多，让很多新医

生见到病人不会看病；知识的碎片化，使

得培养出来的医生只会看一种病。新的

临床医学教材要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要涉及人文关怀和心理学相关知识，从

根本上化解医患矛盾。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 樊代明樊代明

《科技日报》[2015-06-24]

在现今中国，做好科学传播，不仅是

与科学议题相关的“认知”问题，而且涉

及相应的“情感（信任）”问题。有研究发

现，在中国，转基因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公众对科学工作者的信任问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

副教授副教授 邓建国邓建国

《光明日报》[2015-06-23]

铁路线建成后，成本都会收回，只是

时间长短的问题。客流量、货运量大的

话，10年就能收回成本，即便客流量不

大，15年也可以收回来。只要是修铁路，

就能产生效益。就能引领周边的发展和

城市的建成，铁路造就了郑州、石家庄、

沈阳等城市的出现和扩大，这是事实。

因为铁路有百年寿命，是百年大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王梦恕王梦恕

《中国科学报》[2015-06-25]

科技需要七分技术，三分艺术，倘若

百分之百的技术只能获得零分成果，高

科技一定要和人文结合，结合艺术才能

搞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

涂铭旌涂铭旌

《中国科学报》[2015-06-19]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科学新闻》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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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驱动光驱动””石墨烯之争石墨烯之争
近日，南开大学陈永胜陈永胜教授和田建田建

国国教授课题组（以下简称南开大学课题

组）发表在《自然—光学》期刊上的一项

新的研究成果称，其研制出的三维石墨

烯材料，可以在包括太阳光在内的各种

光源照射下有效驱动飞行，由此人类将

有望研制出不需要任何化学燃料，只靠

光驱动的宇宙飞船。科幻小说中的事物

有望成为现实，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令人

振奋，也引得各大媒体争相报道。6月21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以“我国

研发出世界首个‘光驱动’新材料”为题

进行了长达2分钟的报道。不料，广泛的

关注引来的不仅是赞誉，也引起了种种

质疑之声。

疑虑初起——应用前景堪忧

中央电视台所摄视频显示，放置在

真空管中重量为几毫克的石墨烯在光源

照射下，发生了水平移动，据报道最长可

移动40 cm。报道称，“虽然在实验中，新

材料质量只有几毫克，被光驱动的距离

也只有几十厘米，但即使按照保守的理

论计算，也已具备直接用‘光驱动’完成

飞行的可能。”按照陈永胜的说法计算，

一个 5 kg质量的物体，理论上只需 10多

分钟就可以加速到脱离地球所需要的

7.9 km/s的第一宇宙速度。或许将来，不

用携带任何燃料，只依靠光源的宇宙飞

船也可以飞向太空。

正是这种光明的前景展望，让科学

界人士对南开大学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提

出异议。

“从应用角度来看，石墨烯材料的推

动力无法持续，因此无法用于驱动太空

飞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陈

学雷学雷告诉《科技导报》，随着越来越多电

子发射出去，材料里的正电荷过剩，很快

会带上正电。这个正电会增强对电子

（负电荷）的吸引，到后来电子就无法发

射出去了。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雷奕安雷奕安在

其博客中表达的观点也与陈学雷相近，

他指出，按照课题组的解释，石墨烯受到

照射后发射电子获得动量反推的过程也

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如果这一原理成

立，并不需要石墨烯，普通的光电材料就

可以实现。”

质疑实验结论，科学家纷纷提出新观点

随后，科学家们很快又发现了新问

题。按照南开大学课题组的解释，石墨

烯可以光驱动飞行，是由于石墨烯本身

的电子性质以及这一材料特殊的宏观形

貌结构综合形成的。这一材料可以看做

由无数个相互电子独立的石墨烯片通过

化学交联构成，总体来说，无数个石墨烯

发射电子产生的微小动力之和就可观测

到光驱动性能，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化

学火箭。但这种理论解释不断遭到科学

界人士的质疑，后者还纷纷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

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姬扬姬扬在科学网博客中写道，他认为石

墨烯“飞行”是一种气体脱附效应造成

——实验所处真空系统尚有残余气体，

这可能完全导致课题组的理论解释不成

立，因为当激光从下方照射石墨烯块材

料时，残余气体的脱附效应也会把石墨

烯往前推，造成“飞行”现象。

不过，姬扬的解释遭到西北工业大

学理学院副教授苏力宏的部分否定。苏

力宏的研究工作涉及激光和石墨烯作

用，他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说，脱附

效应存在，但不是主要原因。苏力宏给

出了一种可能的新理论解释。他认为形

成石墨烯“飞行”的原因跟三维石墨烯的

特殊微观结构有关，高温 900K以上惰性

气氛处理后，三维石墨烯是多孔气泡结

构，其气泡中残留基团或杂质会反应或

者汽化，导致气体充满气泡，封闭气体受

到激光能积聚照射，迅速升温，气泡中气

体压力快速增大，导致气泡破裂，气体喷

出成为反推力，由于过程中周围气体会

再次吸附，所以样品真实质量变化很

小。实验样品中这种微米尺度气泡数量

非常庞大，驱动可重复很多次，但不是无

限的。

雷奕安也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解

释，他在科学网博客撰文指出，南开大学

课题组发现的实验现象只是一种简单的

静电效应。因为石墨烯在光照下可以发

射电子，自然就会带上正电荷，以石墨烯

被照部分及周边为一个整体，由于丧失

部分电子，整个区域在电荷再平衡过后

带正电，也就是部分真空管壁也带正电，

管壁排斥石墨烯使它快速移动，形成“飞

行”现象。同样，雷奕安的新解释又遭遇

了来自美国一家企业的研究者洪建辉洪建辉的

否定。洪建辉在科学网博客上指出，静

电无法解释激光驱动旋转的现象，“可能

有一个更简单的机制：气体热涨冷缩。

真空管里不是绝对真空，石墨烯多孔固

体中有气体，激光照射后，石墨烯多孔固

体受热后表面温度快速上升，同时加热

空隙中的气体，气体膨胀并从多孔介质

中喷出。”

短短十余天，围绕石墨烯材料“飞

行”现象的解释产生了五六种不同观点，

形成了诸家争鸣的火爆局面。

科学界期待课题组发声

在讨论过程中，质疑不断升温，雷奕

安认为，文章存在结论违背基本物理原

理、基本概念错误、预设结论等问题，应

主动撤稿。他随后更为鲜明地指出，文

章作者把缺陷掩埋在复杂的公式、图表、

和文字表述之中，“明明知道实验结果很

平凡，却刻意扭曲事实，以制造轰动效

果，这种行为就是学术不端”。

对此，陈学雷指出，该课题组经过 3
年研究，对于种种质疑中提出的问题应

该有所考虑。他说，“我们可以理解实验

的复杂性，不能立即给出回应也可以理

解。但我希望该课题组最终能够回应质

疑，这也是正确的学术态度。”

而苏力宏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

则表示不能否定这项发现的科研价值。

他说，石墨烯的很多性能本身就在探索

中，该课题组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这是

很重要的科学发现。另外，这项发现也

为未来的太空飞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

能性。但他同时表示，虽然文章中的实

验、分析逻辑都是正确的，但驱动机理的

理论解释有些问题。

在此背景下，当事人的回应让人颇

为期待。为此，《科技导报》联系了该项

研究的主要负责人陈永胜，但截至发稿

前，尚未得到回应。

文//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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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中国科协组织召开精准医疗座

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

科学院院士韩启德韩启德主持座谈会，中国科学院院

士高福高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东昕林东昕、俞梦孙俞梦孙等 12
位临床医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相关

领域的科学家参加座谈。

韩启德表示，对于精准医疗，科技界必须

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中国科协要组织

专家针对精准医疗问题展开研讨，集中不同领

域科学家的意见，从各个角度探讨中国政府、

科学家、企业、医院应该怎么做，并下大功夫汇总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

精准医疗是目前医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会议围绕精准医疗的定义、历史背景与政治环境、我国

发展精准医疗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等内容，并针对精准医疗“是否应该有靶向性地建立数据库进行研

究”“是否应以基因测序作为研究和应用的重点”等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与会科学家认为，精准医疗

是将个体化医疗和大数据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复杂的医疗体系。精准医疗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中国的“精准医疗”不能盲目跟风，急功近利，应充分考虑国情实际，开展相关研

究，有针对性地建立数据库和进行数据分析，验证医疗效果。中国开展“精准医疗”还有很长的道路

要走，相对于“有病治病”，更应重视疾病预防，从理念上将以“救治”为中心转变为以“健康”为中心。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6-19]

中国科协组织召开精准医疗座谈会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中国科协与福建省签署实施创新

驱动助力工程合作协议

6月 17日，中国科协与福建省人民

政府签署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合作协

议。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尤权、

省长苏树林苏树林出席签约仪式。尚勇、苏树

林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尚勇代表中国科协对福建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科协工作表示感

谢，他说，“十二五”以来，福建省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福建省委

省政府对科协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

持，充分发挥科技群团在创新驱动发展

方面的重要作用，取得系列成效。中国

科协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积极发挥科

技智力资源优势，抓好协议中各项工作

的落实情况，为福建省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尽绵薄之力。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重大决策咨询、

产业创新发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利用海

外人才智力、推动创新驱动示范市建设

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福建省科协 [2015-06-19]
中国水利学会理事会换届

6月 30日，中国水利学会第十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尚

勇勇，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陈雷出席会议

并讲话。中国水利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

事长敬正书敬正书作工作报告，中国林学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幸良陈幸良代表兄弟学会致

辞。学会各理事单位、各专业委员会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学会的代表

200余人出席会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172人组成中国水

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选举产生47人组

成的第十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选举十

二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水利

部原副部长胡四一胡四一为第十届理事会理事

长，顾浩顾浩为第十届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

匡尚富匡尚富等9人当选为副理事长，于琪洋于琪洋为

秘书长。

中国水利学会 [2015-07-01]
2015青岛国际脱盐大会召开

6月29日，2015青岛国际脱盐大会

在青岛开幕。大会主题为“脱盐：创新驱

动与绿色发展”。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青岛市政协副

主席王修林王修林，国际水协会主席 HelmutHelmut
KroissKroiss，国际水协会执行主席Ger BergGer Berg⁃⁃
kampkamp，欧洲脱盐学会秘书长Miriam BalMiriam Bal⁃⁃
abanaban，以色列驻华使馆农业、科技及国际

合作参赞 Eitan NeubauerEitan Neubauer，水利部副总

工程师庞进武庞进武，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

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高云虎，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侯保侯保

荣荣，以及山东省科协和青岛市科协有关

负责人等出席大会开幕式。

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奥地

利、以色列等2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

脱盐及水资源利用领域的专家，以及400
多家国内外企业负责人共计700余人参

加大会。主题报告会环节，共有8位国内

外专家作主题报告。会议期间，举行了

中国净水行业发展峰会、海水淡化技术

的创新与发展研讨会等分为15个主题的

20个专场会议，共同研讨海水淡化与综

合利用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技术。

山东省科协供稿 [2015-07-01]
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项目

集体签约仪式举行

6月15日，2015年科普信息化建设

工程集体签约仪式在中国科技会堂举

行。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科

普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徐延豪徐延豪出席

签约仪式。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兼计划财

务部部长、科普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成

员王延祜王延祜主持仪式。中国科协科学普及

部部长、科普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成员

杨文志杨文志代表中国科协在合同书上签字。

此次与中国科协集体签约的共有新

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果壳互动科技

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互动在

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

科技有限公司、嘉星一族科技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重庆天极网络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北京

科技报社等 10家单位。中国科协 2015
年启动实施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项目，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实施安排，通

过公开招投标，从参与投标的141家机构

中遴选出上述10家单位承担科普信息化

建设工程18个子项目的建设。

中国科协科学普及部 [2015-06-16]
中国科协赴瑞典芬兰荷兰邀请

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

6月 14—23日，应瑞典皇家理工学

院、芬兰阿尔托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

大学的邀请，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王春法王春法率代表团赴瑞典、芬兰、荷兰

访问。此行主要任务是邀请世界机器人

领域一流专家、一流研究机构以及一流

机器人企业参加中国科协与工业和信息

化部共同举办的“2015 世界机器人大

会”。代表团先后访问瑞典皇家理工学

院、ABB公司、Robotdalen机器人创新园

区、阿尔托大学、芬兰创新基金署、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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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特理工大学、特温特大学等机构，向其

详细介绍“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要目

的及筹备情况，并发出参会邀请，同时与

上述机构探讨了如何围绕“2015世界机

器人大会”开展全方位合作并建立长期

合作机制的方式。代表团还积极了解西

北欧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机器人领域的前

沿技术和最新成果，并邀请各研究团队

携最新成果参加“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

博览会。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6-25]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设立社会服务奖

6月 18日，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与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华农）就设立“女科技工作

者社会服务奖”签署协议。十一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协会会长王志珍王志珍，中国科学

院党组副书记、协会常务副会长方新方新，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吴海鹰，大

华农副董事长、总裁陈瑞爱陈瑞爱出席签字仪

式。方新、陈瑞爱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

上签字。陈瑞爱是 2013年第十三届中

国青年科技奖和 2015年第十八届中国

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获得者。

“女科技工作者社会服务奖”以精神

鼓励为主，并辅以一定额度的奖金，将专

门用于奖励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并

做出突出成绩，取得实际效果，社会反响

良好的协会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旨在

鼓励广大女科技工作者发挥所长、勇于

创新，积极服务基层、服务公众、服务环

保、服务企业、服务女性及服务社会其他

方面，鼓励和支持女科技工作者在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 [2015-06-19]
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传统出版与

新媒体融合发展研修班举办

6月 19日，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传统

出版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研修班在江苏省

镇江市举办。研修班旨在推动中国科协

科技期刊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在内容、渠

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

合。来自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出版

研究机构、数字出版企业等的领导和专

家从不同视角作专题报告，中华医学会

副秘书长罗玲罗玲、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宣

传司副巡视员王华宁王华宁、中华医学会杂志

社社长兼总编辑姜永茂姜永茂、中国科协学会

学术部有关同志，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

会及期刊负责人60余位参加研修活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

产业推进处处长王强王强作《数字出版产业

发展现状、政策及建议》报告；中国编辑

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

郝振省郝振省、超星集团副总经理汪新红汪新红、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数字出版中心总

监郑立新郑立新分别从融合转型所面临的问题

和解决办法、域出版以及对数字出版转

型的探索实践等方面做了介绍。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7-01]
中国化学会关注西部

化学发展论坛召开

6月27日，由中国化学会主办、甘肃

省化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

究所承办的“中国化学会关注西部化学

发展论坛”在兰州召开，中国化学会秘书

长杨国强杨国强等与来自陕西、青海、宁夏、西

藏、广西、四川、甘肃7个西部省（区）的省

级学会理事长、秘书长以及化学化工科

技工作者参加。

本次论坛主旨是“交流化学学科前

沿科研成果，促进西部化学及化学会可

持续发展”，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

州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的14位专家作

学术报告。本次论坛重点关注省级学会

尤其是西部化学会的发展。在随后举行

的学会发展座谈会上，会议决定由甘肃

省化学会牵头，试点性成立西部化学会

“集群”，集聚力量，共求发展。中国化学

会将研究设立西部工作站的可行性，加

大对西部化学会支持力度。

中国化学会 [2015-06-30]
“中国创新论坛之走进天津”

活动举行

6月 27日，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天

津市科协，由天津市机械工程学会、天津

百利装备集团承办的“中国创新论坛之

走进天津”论坛在天津召开。中国工程

院院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周济周济

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报告。天津市副市长

何树山何树山出席论坛并致辞。会议由天津市

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饶子和主

持。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届八次常务理

事（扩大）会议的代表及天津市科技工作

者近400人参加活动。

在主旨报告中，周济，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予恕陈予恕，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李朝兴李朝兴分别作题为《智能

制造——“中国制造 2025”的主攻方向》

《机械运载装备的安全运行与机械动力

学——轨道车辆和航空发动机》《加快推

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打造全国先进制

造研发基地》的报告。中国创新论坛之

走进地方系列活动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策划并组织，旨在服务区域经济、促进地

方装备制造业发展。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2015-06-30]
第七届全国胃肠肿瘤微创

外科高峰论坛举办

6月 26—28日，由中国抗癌协会大

肠癌专业委员会腹腔镜外科学组、福建

省抗癌协会、福建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福建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胃肠外科学

组、福建省肿瘤医院和福建医大附属协

和医院共同主办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第七届全国胃肠肿瘤微创外科高峰

论坛暨胃肠肿瘤腹腔镜手术新进展学习

班在福州召开。

会议特邀中国腹腔镜专家团队的郑郑

民华民华、郑成竹郑成竹、应敏刚应敏刚、池畔池畔等多位腔镜

外科专家做现场演示和专题讲座，共有

来自全国的680多名外科医师参加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安排了4台精湛3D腹

腔镜胃癌、肠癌根治手术直播，同时适时

将手术及现场情况向哈尔滨、四川成都、

广西南宁和安徽蚌埠等国内4个城市的

分会场进行转播；会议期间还安排了4个

专题，重点围绕腹腔镜胃肠肿瘤手术并

发症防治等内容进行专家报告及互动交

流等。

中国抗癌协会 [2015-07-01]
曹军骥获亚洲气溶胶学会

Fellow奖

6月 26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研究员、《科技导报》编委曹军骥曹军骥在

日本金泽市举行的第九届亚洲气溶胶会

议上，荣获亚洲气溶胶学会 Fellow 奖

（AARA Fellow）。该奖由亚洲气溶胶学

会发起，是给予长期以来对亚洲气溶胶

学会有杰出贡献以及对亚洲气溶胶科学

和技术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每 2
年评选一次，不接受个人申请，需要3位

知名学者提名并独立提交推荐信。评奖

委员会根据被提名人在气溶胶研究领域

的研究成果和在亚洲气溶胶领域展示的

突出领导和管理才能，进行遴选确定。

AARA Fellow奖于 2015年首次设立，共

有6名科学家获得此荣誉。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5-07-06]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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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喀什：：一个需要循证医学眷顾的地方一个需要循证医学眷顾的地方
———基于喀什地区呼吸科医师的循证医学认知度调查—基于喀什地区呼吸科医师的循证医学认知度调查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李超 1，高振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卫生事业管理副主任

医师；2.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副研究员。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循证医学的实践鼓励和促进临床医师将科学性强、有效的

证据与他们的临床经验及病人需求结合起来，作出正确的判断，

使临床医师能将获得的证据用于实践，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并

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变临床医师的医疗实践模式。一项系统评价

发现循证医学还可以提高医生的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

和信息管理能力。所以，在临床医师平时的工作中有意识地普

及循证医学知识并进行继续教育意义重大。但是，由于各地区

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水平的不同，在制定循证医学相关知识普

及和培训方法的时候应有所考量。

循证医学将“以当前可获得的最佳证据为决策依据、医生的

专业知识为技术保证、患者的利益和需求为医疗的最高目标”规

定为临床医学的“三原则”。体现了医学对信息素养的要求，其

临床问题的构建与研究证据的收集、管理、评价和应用的过程，是

信息素养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循证医学在中国内地推广已

有一段时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喀

什地区，呼吸科医师对于循证医学的实践认知情况却缺少相关调

查，不利于该地区针对性循证医学理念的普及和推广。本研究试

图通过对新疆喀什地区呼吸专业医师对循证医学实践情况的调

查，一方面反映循证医学在新疆喀什地区呼吸科医师中的认知情

况，另一方面为针对性制定相关培训等提供参考。

喀什地区地处新疆南部，边境线总长888 km，全区总面积

16.2万 km2，周边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接壤，是

祖国的西大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

2010年5月，在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中央正式批准喀什设立经

济特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随着“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喀什作为丝绸

之路核心区的地位更加突出，其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也将越多，

而医学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那

么喀什对于医学临床实践的新模式——循证医学的认识和运用

程度又如何呢？又需要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开展的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广泛动员了喀什地区呼吸

专业相关医师参加本次调查，但是最终只有120人接受了调查，

而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仅为70.83%。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由

于喀什地区卫生机构拥有的医师数在2015年才达到5390人，

且有相当一部分医师执业于二级以下医院，而一级医院并未划

分三级学科，故而导致了本次调查的总数不多；另一方面，医师

对于此类调查的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也是在后续制定循

证医学知识培训召集人员时需要注意的地方之一。

据回收的调查问卷，仅有60.71%的呼吸内科医师表示对循

证医学比较或非常了解，同时参加循证医学会议2次以上。进

一步的分析显示，新疆喀什地区呼吸内科医师了解循证医学的

最主要途径是学术会议或讲座，其他依次为参考书或专著、教科

书、文献、宣传媒体和他人谈论。这提示我们，如果要提升该地

区人员循证医学的水平，在该地区召开循证医学的会议是主要

的手段之一。若参加外地的会议，一方面势必增加医生的额外

支出，对当地医院也是一笔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的饮食风俗

习惯与新疆有着很大的区别，势必影响他们本来就热情不高的

参与度。

据调查，64.6%的被调查者积累临床经验的主要途径是实践

经验，54.9%的被调查医师认为其临床决策的主要来源是实践经

验，62%的被调查医师认为其提高支气管镜技术的主要途径是实

践经验，排在第二位都是教科书。这说明此地区大部分呼吸内科

相关专业医师仍然停留在经验医学模式中，无论在经验积累中、

临床决策中还是在对专业技术要求很高的提高支气管镜技术水

平中，都很难主动地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找到解决临床问题

的方法和途径。这也提示我们要加强对该地区循证医学的宣传

和推广力度，以转变医师的临床思维模式，进而提高临床诊治水

平。

50%被调查医师表示其阅读文献的主要类型是临床研究，

其他依次为指南或共识、专家评述、病例报告、基础研究和综述，

而在循证医学中证据级别最高的meta-分析排在最后一位（仅

占到构成比的1.3%）。说明该地区呼吸内科相关专业的医师在

遇到临床问题查阅文献时，首先想到的是其他的医生有没有遇

到类似的案例，有着直接套用的思想，而对基于大量临床研究的

综合研究结果却很少借鉴。

单因素分析显示新疆喀什地区呼吸内科医师对循证医学知

晓率和所在医院等级、属于专科医生、会做支气管镜、做过临床

研究、参加2次及以上循证医学会议密切相关。即较高的医院

等级、较高的专科化程度（体现在是否会做支气管镜）、做过临床

试验和参加2次及以上循证医学会议，这些都对循证医学的认

知度提高有益；而对循证医学认知度的提高与族别、职称、学历、

工作年限等的关系不大。进一步的多因素分析发现，与新疆喀

什地区呼吸内科医师对循证医学知晓率强相关的是参加循证医

学会议的次数，其次是医师所在医院的等级。这进一步提示我

们如果想提升新疆喀什地区呼吸内科相关医师循证医学的水

平，在当地举办循证医学相关学术会议是最好的方法和手段。

综上，我们认为新疆喀什地区呼吸内科医师对循证医学知

晓度不足，大多数医师行医模式仍以经验医学为基础，对循证医

学新知识的接受程度不足；故而，我们呼吁循证医学相关学术团

体能选择在喀什当地举办循证医学相关学术会议，并且能将学

术会议本土化，在提高当地医师参与度的同时，切实提高内科医

师对循证医学的认知度和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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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生活太过平庸的缘故，人们喜欢谈论稀有的“革命”，

例如农业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等。如果纯粹从集体性脱

贫致富的角度来说，人类从“马尔萨斯陷阱”中解脱出来是为经

济学家们所认同的最重要的“革命”，主要标志是整个社会的人

均收入和人口同时增加，并且伴随着人们工作时间缩短。

持续至今的此轮经济跃迁从19世纪初开始，世界人均GDP
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增加了20多倍，大家认同造成这个结

果的主要原因是最近几百年的现代科技创新。在这之前的漫长

岁月中，世界人口虽然在短暂的繁荣和天灾人祸的交织中波动

性渐进增加，但绝大部分人一直在温饱边缘过日子，这与动物世

界的生存状况没有本质区别。

由于科技创新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和利益，很多人都希望

搞清楚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科技毕竟是由人

创造的，因此，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人和科技创新有什么关系。

学者们大致用3种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其一是用案例研究

方法来发现人和科技的互动关系，从而归纳总结出创造者进行

科技创造的机理；其二是构建科技创新和人口的数学模型，从而

得到一个更为普遍的规律；其三是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一些机

理和模型，从而肯定或否定一些理论并推出新理论。我们最近

的一项工作，就是试图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清楚过去一万年，科技

创新与人口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首先建立了“人类历史科技重大创新成就”数据库，目

前收录了约3000项人类从史前到最近的科技成就。这些科技

创新条目来自20余本科技史编年史书和其他渠道，比较全面地

反映了人类重大科技创新的历史[1,2]，然后基于数据库构建了两

个变量来表达人类科技创新活跃度。

图1显示了人口和科技创新增长率在过去一万年的发展趋

势，图 2显示了这个变量在过去一万年的变化趋势 [3]。我们发

现，有两个有趣的现象值得讨论。

人海战术不能推动重大科技创新

图1显示，从长历史跨度来看，科技创新增长率与人口并非

成正比，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也确认了这个结论。值得关注的是，

数据显示，科技创新增长率在1920年左右见顶，之后开始出现

下降。

我们知道，世界总人口最近几百年一直在增加，也就是说，

约1920年之后，科技创新增长率与人口成反比。另外，最近200
多年，受教育的人口比例增加很快，其中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科

技创新之中，也就是说，参与科技创新的人口增长高于总体人口

的增长。

由于缺乏数据，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用参与科技创新的人口

来验证其与重大科技创新成就之间的关系，但可以预见，最近

100来年重大科技创新增长率与参与科技创新的人口之间的负

相关性会更为显著。

基于“人越多，创意越多”的直觉，研究经济增长规律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学派——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假设，就是

科技创新增长率与人口（或参与创新的人口）成正比[4-6]，而我们

的研究结论基本上否定了这个假设，也就是说，人海战术不能无

限推动重大科技创新。

另外，这个结果还引发了一系列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科技

创新增长率与社会在科研领域的资金投入是什么关系？最近这

100来年，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政府投入到科研领域的人力、物力

迅速增加，为什么重大科技成就的产出却不如人意？“人海战术”

和“钱海战术”对微创新应该是有些推进作用的。然而，这些微

图2 人均每年科技创新数（每10亿人的年均宏大

科技创新数，横坐标年份采用 log10标尺）

图1 过去1万年人口和科技创新增长率发展趋势图

（横坐标年份采用 log10标尺）

专栏

繁荣与衰落繁荣与衰落：：未来科技创新的真实处境未来科技创新的真实处境

[[编者按编者按]] 《赛先生》微信公众平台由3位国内外知名科学家饶毅、鲁白和谢宇在2014年7月发起并担任主编，它讲述科学家的故

事，介绍科普知识，也传递科学的态度，不仅是科学家们建言国家和社会的平台，也是一份颇具可读性的科学读物。《科技导报》从2015
年第13期开始，与《赛先生》合作，每期选取一篇《赛先生》发布的高质量原创文章，与读者分享，“与科学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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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就，真的值得社会进行如此高投入吗？

科技革命正在终结

图1和图2中两个变量的长历史跨度变化趋势，可以较好地

反映各时间点人类科技创新的活跃度。从图1的科技创新成就

增长率曲线可见，科技创新活跃期的最近一个波段从约1500年

开始，在1920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下降。

从图2的人均每年科技创新数也可以发现，最近一波的科

技活跃期从1500年左右开始，也于1920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

下降。我们的数据，确认了历史学家所公认的科学革命从1500
年中期开始、工业革命于 18世纪接踵而至的现象。更重要的

是，这两组数据告诉我们，这一波大约500年的科技革命已经开

始走向终结。

关于最近数十年人类科技创新活跃度在下降这个现象，已

经有其他一些学者观察到了。经济学家泰勒·考恩[7]在他的《大

停滞》一书中对此有较多描述。他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

已经基本摘取了“低枝果实”，其中包括：大量土地的开发利用红

利；大幅提升受教育人口比例的红利；最重要的是，目前支撑经

济的主要科技发明都是在1940年之前发明的，在这之后，最重

要的发明只有计算机，其他乏善可陈，技术领域由此形成“高原

平台”的停滞景观。美国学者 Jonathan Huebner[8]也通过定量

实证研究，发现人均年均科技创新的顶峰是1873年，而美国人

均专利数的最高点出现在1915年。需要指出的是，由于Hueb⁃
ner所用的数据库仅来自于一本书，而我们的数据库有更为广泛

的来源，因此，我们的研究数据也更为全面准确。

从另一方面来说，相信科技创新仍然蓬勃繁荣的也大有人

在，例如美国发明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技术一

直在以指数级速度进步，也就是说，一些技术产品的速度、成本

效率或者说某种能力，随时间呈指数上升。同时，他认为科技产

品的种类也在随时间指数增长，他称之为“库兹韦尔加速回报定

律”，计算机处理器所遵循的摩尔定律就是一个例子。库兹韦尔

认为，21世纪的科技仍然在加速发展，这100年的科技成就，将

会是过去1000年成就的总和，而人工智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创

新。他预言，约在2030年，机器智能将与人类智能相当，他把这

个时刻称为“奇点”。

面对同一个世界，为什么不同的人有如此不同的观察和结

论？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矛盾。

第一，重大创新的缺乏，并不等同于微创新的不活跃。一般

来说，任何一项重大创新都会催生一系列的微创新，微创新会滞

后于同类的重大创新。例如，新石器革命晚期的金属冶炼和制

造技术发明之后，在接下来的千余年间，人们把曾经用石头做的

大量礼器、武器、农具和其他物品逐渐用金属置换。重大创新可

能掀起一场革命，而微创新过程既可能提升社会的运转效率，也

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我们认为，目前世界已经进入重大科技

创新减慢，而微创新仍然活跃的阶段。然而，缺乏新的重大科技

创新引领的社会，微创新所带来的价值终究会越来越小。

第二，由于计算机的发明，信息时代于20世纪60年代起步，

从而启动了比特世界生机勃勃的创新。这一波创新，一方面产

生了一个崭新的软硬件信息技术产业，另一方面也在逐渐改造

原子世界的各项产品和服务，例如各种自动化机器的改造。互

联网出现以后，对服务业的改善最为显著，一些传统中介行业大

幅萎缩（例如股票经纪人被电子交易取代），传统零售业也受到

电子商务的冲击，传统信息服务业，如报纸、电视等，也被网络新

闻和网络电视逐渐挤出。比特世界的速度，比原子世界的速度

要快很多，但其对经济的总体提升效果未必显著。目前的状况，

可以总结为微创新活跃而宏大创新减弱、比特世界创新活跃而

原子世界创新减弱。这个状况让一些经济学家产生了另一重忧

虑：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后发国

家，而它们主要是在消化西方工业革命积累的创新成就，发达国

家似乎已经进入一个净增长很小的“零和游戏”阶段。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就曾预言：计算机

虽然到处可见，但这不会显著提升总体生产效率的统计数据。

上文提到的《大停滞》一书的作者考恩，从中位工资的角度出发，

也发现美国自1973年以来经济停滞不前。为什么美国在比特

世界的快速创新未能有效转化为人均GDP的增长呢？这就是

所谓的“生产率悖论”。那么，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到底

在哪里？

过去几十年，关于原子世界科技创新转化为全人类福利的

限制条件有过很多讨论，自然资源（例如石油、粮食、金属等等）

的有限性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地球环境对大量消费所造成的

污染的容忍能力，也是很重要的限制条件之一。至于比特世界，

在创造力生机蓬勃的同时，我们也看见了一个坚硬的天花板：每

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一天只有24小时，最近几十年的信息

爆炸，已经让它的消费者目不暇接，时间严重碎片化，人们已经

没有太多的空间消化更多的比特了，“注意力稀缺”逐渐成为信

息产品消费的瓶颈。

从长历史跨度来看人类的科技创新，其空间和时间分布都

是极其不均匀的。也就是说，创新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一些

很小的区域爆发，形成革命。而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和世界的大

部分地区，日子都是日复一日的平庸。革命毕竟是“非常态”，是

一场发展过程中失控和偶然的“癌症”，也许人类的“新常态”就

是在重大科技创新稀少的情况下，财富不会进一步显著增加，但

会变得更为悠闲。世界各国无论投入多少人力物力都不会在短

期内掀起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并且，这个“新常态”也许会持续很

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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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专刊推介我国30年来
生物技术领域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重组DNA和杂交瘤技

术引领生物技术进入了以基因工程、细胞工

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为4大技术平台的现

代生物技术时代。目前，“三十而立”的生物

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

球生物技术产业正面临新一轮变革，合成生

物学正整合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微电子科

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把生命科

学和生物技术推向工程科学。

《生物工程学报》推出的“创刊30周年

纪念刊”重点回顾了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历程，包括生物过程

工程、糖工程、酶工程、抗生素、硝酸盐效应、抗体工程、干细胞、动

物病毒、转基因生物安全、环境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另

外，报道了基因组编辑技术、毕赤酵母表达系统、抗生素、生物基材

料、遗传病的生物治疗、植物抗病性、合成生物学等一些热点专题

领域的研究动向。（网址：journals.im.ac.cn/cjbcn）
《生物工程学报》[2015-06-25]

推荐人：《生物工程学报》编辑部 郝丽芳

棉织物用季铵盐聚合物/纳米氧化锌
复合抗菌剂

为减少病菌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广谱长效的抗菌材料一直

是科研人员的研究热点。季铵盐类抗菌剂存在易溶出和时效差

等缺点；无机抗菌剂纳米ZnO与棉织物的结合牢度差，易脱落，

不能长期有效发挥抗菌性能。为有效发挥季铵盐和纳米ZnO
的协同抗菌性，同时提高抗菌的长效性，陕西科技大学高党鸽高党鸽课

题组选用含有羧基和双键的单体甲基丙烯酸对纳米ZnO分散

的同时，与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烯丙基缩水甘油醚进行共

聚，通过原位法制得季铵盐聚合物/纳米ZnO复合抗菌剂。利用

纳米ZnO与N+离子的协同作用抗菌，增加

抗菌的广谱性；利用聚合物中的环氧基与

棉纤维的羟基形成化学键结合，增加抗菌

剂与织物间的作用力，提高织物的耐洗牢

度，增加长效抗菌性。研究表明：浓度为

25 g/L复合抗菌剂整理织物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抗菌率均

达99.99%，经标准洗涤织物10次后，抗菌

率仍在90%以上。（网址：jme.biam.ac.cn）
《材料工程》[2015-06-15]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杨雪

建立基于离合器接合速度的

起过程分段控制模型
北京理工大学苗苗

成生成生等以某 AMT重型

越野车辆为对象，进行

了起步过程离合器接

合控制的理论分析和

试验研究工作。通过

对离合器接合过程的

建模分析，制定了离合器起步分段控制

策略，并以其为基础，考虑实际应用系统

的特点，基于试验数据库，建立了基于离

合器接合速度的起过程分段控制模型。

通过平直公路条件的实车起步试验，验

证了所提出的基于接合速度的控制策略

的正确性，并达到了良好的起步效果。

相比其他复杂的离合器接合控制算法，

该方法简单，并可直接应用于实车控制

中，具有很好的工程应用价值。（网址：

118.145.16.231/jweb_bgxb）
《兵工学报》[2015-05-29]

低温离子氮化可提高经济型双相

不锈钢LDX2101的腐蚀磨损性能
为改善经济型双相不锈钢的硬度

低、抗磨性能差的缺陷，英国伯明翰大学

李小英李小英对LDX2101经济型双相不锈钢进

行离子氮化处理，在 390~480℃的温度

区间和 25%N2+75%H2气氛中离子氮化

10 h，研究氮化改性层的组织结构、机械

性能、耐蚀性以及干摩擦和腐蚀磨损性

能 。 结 果 表 明 ，离 子 氮 化 后 可 在

LDX2101表面形成一层具有一定硬度的

致密氮化层，其厚度随处理温度的升高

由 5 μm增至 28 μm。

表面原奥氏体和铁素

体晶粒氮化后分别转

化为 S相（γN）和针状ε
相镶嵌其中的氮在铁

素 体 中 的 过 饱 和 相

αN。氮化后 LDX2101
的表面硬度最高可提高4倍以上，而干摩

擦条件下的磨损量可降低3个数量级以

上。干摩擦条件下氮化层的耐磨性取决

于氮化层的硬度和厚度，而在腐蚀介质

中的磨损性能与氮化层耐蚀性相关。研

究证明只有低温离子氮化（≤420℃）可提

高 LDX2101 的腐蚀磨损性能。（网址：

www.csejournal.com）

《中国表面工程》[2015-06-23]
推荐人：《中国表面工程》编辑部 黄艳斐

Cr含量对Ti5Mo5V3Al-xCr系
钛合金的组织性能影响获进展

钛 合 金 因 其 比 强 度 高 ，在 航 空

航 天 领 域 具 有 广 泛 的 应 用 前 景 。

Ti5Mo5V3Al-xCr系钛合金是近年来我

国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β型钛合

金，因强度高、韧性好已在航空航天领域

获得应用，但目前Cr含量对合金系性能

的影响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不利于深入

挖掘该合金系的应用潜能。最近，北京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研究人员深入研究

了Cr元素对该合金系性能的影响规律及

作用机制。研究表明，Ti5Mo5V3Al-xCr
（x=1.0，3.0，5.0，7.0，9.0）系合金的强化

机制为时效过程中第二相αs相的析出强

化，Cr含量对合金时效过程中αs相的析

出数量和尺寸具有重要影响，Cr含量增

加有助于提高合金中

β相的稳定性，使得亚

稳β相在时效过程中

的分解行为趋势减

弱，从而降低αs 相的

析出数量，增加αs 相

的尺寸，导致αs 相对

基体的强化效应减

弱。同时对该合金系的加工性能分析显

示，低Cr含量合金具有较好的热变形性

能，而高Cr含量合金则具有较好的冷变

形性能。（网址：jam.biam.ac.cn）
《航空材料学报》[2015-06-23]

推荐人：《航空材料学报》编辑部 张峥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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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与飞行中的超音速飞行器通信交流

飞船重返地球进入大气层会出现和地面通信中断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高孝天高孝天、江江

滨浩滨浩提出一种与重返大气层的飞船保持通信联络的新方法。该方法也可用在其他超音速飞行器上，比如未

来的军用飞机和弹道导弹。研究成果发表于6月21日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上。

当超音速飞行器以超过声速5倍以上的高速度飞行时，会被一层高热的离子气体——等离子鞘包裹，它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反射电磁波信号，切断飞行器与外部的联系。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却能增强通信天

线的电磁辐射。研究者们于是提出了在常规通信天线外另加一种“匹配层”的方法来实现常规超音速飞行条

件下的共振状态。匹配层的工作原理类似天线电路中的电容器，而等离子鞘，则更像电感器，当二者配对工

作时可形成共振电路，结果会使电磁辐射波能够穿透匹配层和等离子鞘层而继续传播。

该研究组并不是第1个试图解决飞船通信中断问题的科学团队，但他们的方法却优于其他方法。比如，

产生“匹配层”所需的仪器重量较轻，且方法不依赖于飞行器的形状等等。（网址scitation.aip.org）
推荐人：美国物理联合会 张铮铮

突破3D打印细胞营养输送难题
器官打印，即用

3D打印方法，将含有

细胞的生物墨水进行

一层层的精确可控沉

积，构造出含有细胞

的三维结构，再加以

后续培养，从而获得

所需组织。目前的器官打印受限于营养

输送问题，很多区域营养难以有效输送，

导致后续培养失败，因此器官尺寸无法

扩大。浙江大学傅建中傅建中课题组开发出一

种器官打印工艺，解决了3D打印细胞的

营养维持问题，使细胞可以“活”得更久，

从而让大尺寸器官 3D打印成为可能。

研究成果发表于Biomaterials 61卷上。

研究人员采用同时打印组织结构和

营养输送流道的一次成型思路，偶然发

现使用同轴喷头挤中空凝胶丝时，挤出

的两条凝胶丝可融合在一起，并具有一

定强度。受此启发，他们尝试基于中空

凝胶纤维进行器官打印。实验证明了这

一工艺的可靠性和优越性：流道不但能

稳定输送营养，还能让大分子营养物质

渗透到细胞中去。这一工艺将为接近真

实尺寸的器官制造提供可能，还可以广

泛应用于凝胶基微流控芯片、细胞传感

器芯片、药物筛选芯片等领域。（网址：

www.sciencedirect.com）

《中国科学报》[2015-06-25]

中老年人面部皮肤细胞约1/4
含癌症相关突变

英国桑格研究所领衔的研究显示，

健康中老年人的面部皮肤细胞有约 1/4
携带至少1个癌症相关突变，但不太可能

发展成皮肤癌。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22
日Science上。

研究分析了 55~
73岁的 4人的皮肤样

本。基因组测序结果

显示，这些皮肤样本中

每 平 方 厘 米 都 含 有

100多个癌症相关突

变。它们大多是常见

而且可治疗的皮肤癌，并非罕见且致命

的恶性皮肤癌——黑色素瘤的突变。含

有这些突变的细胞还形成克隆的细胞

团，可长到正常细胞克隆的两倍大。研

究人员表示，尽管观察到的突变数量很

大，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克隆没有一个

会发展成为皮肤癌。为减少皮肤癌风

险，研究人员建议减少日光暴晒，使用防

晒霜。这些措施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

很重要，特别对正在快速生长新皮肤的

孩子和已经累积大量突变的老年人。（网

址：www.sciencemag.org）
新华社 [2015-05-25]

鼠妇虫或有助减慢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过程中，鼠妇虫或可限制从

土壤中进入大气的碳排量。近期研究人

员描述了这种小甲壳类动物如何以土壤

中的担子真菌为食，该真菌会随着气温升

高而加快繁殖速度，释放出可以加快腐烂

变质的酶，进而释放出更多二氧化碳。研

究成果发表于6月2日PNAS上。

研究发现，气温升高和氮输入增多

确实会使没有鼠妇虫的土壤中的担子真

菌数量增多。然而，当土壤中同时含有

鼠妇虫和真菌时，真

菌的数量接近于控制

样本。研究人员表

示，此时整体木质腐

蚀速率会降低，会有

更多碳被储藏在地

下 。（网 址 ：www.
pnas.org） 《中国科学报》[2015-06-26]

晚期前列腺癌与两基因突变密切相关
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发现，与乳腺癌和卵巢癌相关的两个基因的突变，可能与晚期前列腺癌

密切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5月21日Cell上。

研究人员从150名前列腺癌晚期患者肿瘤组织中提取DNA，分析发现，约15%患者的BRCA1基因或

BRCA2基因发生突变，另外5%患者的类似功能的基因产生畸变。此前的研究发现，在一小部分前列腺癌早

期患者中存在这种基因突变，但没有料到在晚期患者中，该现象如此普遍。这一发现将为20%采用常规激素

治疗没有效果的患者带来福音。这些患者可考虑采用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而此前尚

未有人考虑利用该药物治疗前列腺癌。此外，顺铂化疗也是一个选择。研究表明，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应进行

分子分析，此外，研究证明有多种不同的癌症均存在基因异常现象，因此利用与某特定基因突变相匹配的药

物进行治疗，可能比使用仅针对某种恶性肿瘤的药物更有疗效。（网址：www.cell.com）

《科技日报》[2015-05-29]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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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20152015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概览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概览（（I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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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展览中的最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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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互动
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类已经进化出

一种技能，那就是，无论在多么嘈杂的环

境中也能分辨出人们需要的声音，但这

看似简单的处理方式，利用目前的音频

技术却无法实现。为什么麦克风不能像

人类那样去感受声音呢？人类虽然只有

两只耳朵，但人类的大脑却具有惊人的

分析能力，可以辨别耳朵接收到的声音

的含义，但是机器并不具备这种聪明的

处理方式，于是人们尝试给机器配备两

只以上的“耳朵”来弥补这种差距，科学

家们也试图在机器中复制人类这种听觉

系统（图8）。

然而，在每个房间的每一个地方都

有不同的声学特性，它以不可预知的方

式改变声音。因此，科研人员正在开发

可以从混响等声音中提取信息并检测声

音源自何处的技术，从而使语音识别系

统在每个地方都能有效地工作。帝国理

工学院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展示了研发中

的音频技术，如何使声控技术、机器人和

语音识别系统能够模仿人类的行为，进

而满足人们越来越复杂的需求。

巨石阵之下
巨石阵是世界著名的古迹，位于英

格兰的威尔特郡，这是一处非常神秘的

建筑，人们至今没能探明巨石阵的由来

和建造的目的，而与之历史相关的探究

也逐渐从地上转为了地下。

科学家们使用传感器探测到了巨石

阵下方存在的物体和大量人类活动的痕

迹，并采用地面穿透雷达和三维激光扫

描仪等工具取代传统考古学设备，以前

所未有精细度描绘了地下数英里的景

观，制造出了巨石阵下详尽的数字地

图。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人们了解到

巨石阵周围有埋藏的古迹、圣地及几千

年前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住所间行进的

路线等。而这项研究也将通过开发一种

新的原子干涉仪而走得更远，进一步利

用新的技术来揭示那些至今也无解的考

古秘密。布拉德福德大学联合多家机构

共同展示了他们在威尔特郡现场的发现

及目前的考古学技术进展。

超视觉
超人眼部具有X光透视、望远、显微

等等能力，而这些曾经仅存在于虚拟人

物中的能力，也许可以通过“扩增实境

（augmented reality，AR）”光学技术来实

现。AR技术可以将计算机生成的图像

置入人眼的视野，在屏幕上把虚拟世界

套在现实世界并进行互动。它为工作、

娱乐和生活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目

前的一些手机应用程序能在摄像机视频

的基础上覆盖数据，创造出用额外信息

扩充视野的3D屏幕。想象一下，一个外

科医生希望大西洋彼岸的同事对他当前

的手术提供第二种意见，凭借AR技术，

在他的视野中不仅可以看到手术进行的

情况，还可以读取到同事的建议，并不需

要中断手中的工作。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联合 TruLife
Optics公司展示了一种新型光学元件，

元件里包含一块镜片，镜片里内置了两

幅全息底片，在通过视野中心时，显示的

照片是全色的，清晰度更高，焦点更清

晰，这为“AR”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微芯科技
人们一直在追求更小、功能更强大

同时更高效的计算设备，同时也因为这

些设备，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但受限于制造计算机芯片的方

法，这一更小更强的趋势正持续萎缩。

为了延续人们对这种趋势的渴求，人们

应该将视线从从激光器切割制造计算机

芯片的方法上转移，因为这种方法已经

无法满足人们“更小”的愿望。而此时，

可以代替激光的超临界流体（supercriti⁃
cal fluids，SCFs）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SCFs是高度压缩的气体，能够溶解锡或

锗等材料。SCFs具有独特的物理性质，

不像通常的液体，它并不具备表面张力，

临界条件相对温和，因此人们可以利用

SCFs将金属原子沉积入只有几纳米宽

的圆柱形孔隙，重复采用这种方法，可以

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做出微型计算机

所需的纳米线（图 9）。南安普顿大学联

合展示了这种利用SCFs创造超微电路

的新型革命性技术，这可能会带来纳米

级计算设备的新浪潮。

消逝的冰川
在世界上的冰川之中，关于喜马拉

雅山冰川的事情可能是人们所知最少

的，以人们总体观察的情况来看，因为气

候的变化，喜马拉雅冰川一直在消融。

但这一行为却与其他冰川有着很大的不

同，因为喜马拉雅冰川上覆盖了周围山

体岩崩的碎块，虽然这些石头碎块产生

的影响还不是很清楚。

谢菲尔德大学等目前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珠峰地区的一个大型冰川，即尼泊

尔境内的昆布尼冰川。科学家们正在从

布满岩石的冰上收集数据，并结合40年

内的卫星图像，分析冰川的消融速度。

再将这些数据导入计算机模型，来预测

冰川将在未来几十年会提供多少融水，

以及它们何时将最终消失。喜马拉雅冰

川形成的河流哺育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

人口，但这些冰川的未来，以及亚洲水资

源供应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2015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

的全部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本年度的展

览也已经在 2015年 7月 5日落下了帷

幕，不过科学研究的脚步却并未停歇，让

我们一起期待来年的一期一会。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8 最前沿的3D音效技术，目的是

让机器像人的大脑那样去听声音

图9 使用超临界流体来制造材料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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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科学也是无尽的资源科学也是无尽的资源

[美] 万尼瓦尔·布什等著，范岱年等

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第1版，

定价：20.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吴述尧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

局原局长，研究员。

1945年，为解答时任美国总统富兰

克林·罗斯福关于战后科研体制革新的

一系列疑问，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万尼

瓦尔·布什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解决疾病和安全等难题以及培养科学家

时积累的经验汇集成书即《科学——没

有止境的前沿》，此举促成了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NSF）的成立，开创了由政府出

钱资助基础研究的先例。也正是在这本

书中，布什提出了著名的“用基础研究支

撑应用研究，用应用研究支撑工业创新，

用工业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线性模型，

至今仍被视为阐述基础研究重要性的理

论依据。本人在 20世纪 80年代在中国

科学院科学基金局工作期间读过这本

书，受到启发，在创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工作中，做过一些开拓性的工

作。今天，重读这本书，仍然受到启发，

并有了新的感受。

基础研究与现代化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之所以

成为经典，是因为书中提出的关于基础

科学重要性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后数

十年内不断得到印证。

70多年前，万尼瓦尔·布什在他的第

1版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

告中就已断言：“基础科学研究所产生的

新知识，为国防、为消灭疾病、为新产品、

新产业和新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必需。”战

后几十年里，布什的见解得到了充分的

理解，基础研究得到联邦政府和私营工

业的支持，在工业试验室和迅速扩大的

高等院校中发展壮大，研究以及科技人

员队伍的迅速壮大带来了显著的成果，

同时创造了基础研究（之前称之为纯科

学）这个新名词。通过知识的生产，也通

过培养出最优秀的科学和技术劳动力，

使美国对基础科学的公共投资已经获得

了数不清的回报。无论从发现、引文、获

奖和先进教育上看，正是美国人民的投

资培育出了超凡的科学事业，也促使美

国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全世界追赶

的目标。

进入21世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所

要求的知识水平更高了，健康和环境问

题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挑战。今天的现代

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健康需要知识、

预防和治疗疾病，并保证供应合适、安全

和有营养的食品；繁荣需要技术创新。

对于训练充满创新意识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对于获得创建出新产业的革命性进

展，基础科学和工程研究是根本性的。

国家的安全长期以来是建立在技术优势

上，这种优势是科学和工程的创新以及

对其基础研究从广度和卓越上的战略性

支持所哺育起来的。对环境的责任，要

求更好地理解生物圈中各组分之间、人

类活动与其周围世界之间复杂的相互关

系。总之，改进我们的生活质量涉及到

所有这些及更多的因素。基础研究是与

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前沿领域的科

学家一定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因此，科

学是无止尽的前沿，科学也是无尽的资

源，是现代化的永恒动力，是实现国家目

标的一种关键性投资。

“钱学森之问”与博士论文基金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一书虽

然最早出版于数十年前，但其中展示的

思想对我们当前问题的解答具有启发意

义，比如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先生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

次地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

不出杰出人才？甚至提给了国家总理，

即所谓“钱学森之问”。2012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中国的市场

转型只是起步”一文中，从经济学角度回

答“钱学森之问”，他认为中国缺乏一个

开放的思想市场。事实上，钱老提出问

题时，他心中已有了答案。他喜欢加州

理工学院，因为整个学校的一种精神就

是创新，学校给教授们、年轻的研究生们

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利和民主氛围，不

同的学派的不同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

表，特别是学生们可以向权威挑战。而

钱老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给研究生

讲课，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提问，甚至有意

讲错一点，也没有人反映。

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生教

育制度是围绕着集中而真实的研究实践

而组建的，它已经成为既进行基础研究

同时又培养研究生科学家和研究生工程

师的一种世界模式，具有博士和其他高

级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美国生活中

起到了中心和日益增长的作用。这一

点，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也有

所阐述。

二战以后，以NSF为代表的联邦政

府支持迅速扩大，包括研究生奖学金、带

津贴培训、科研基地拨款和学校发展拨

款等。20世纪70年代开始，NSF扩大了

助研基金（RA），在获得学位之前有63%
的研究生能获得助研基金，成为他们学

位论文的研究课题。这种机制对大学是

有利的，它为大学带来了有动机的学生；

对研究生也有利，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独创研究的机会。实践证明，助研

基金已被证实在促使研究生进入联邦基

金研究项目中起了重要作用。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一书对

我国解决创新性人才培养问题，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参考。比如，在博士生培养

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可以

做一些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管理模

式是引进 NSF的经验并结合国情建立

的。在建立之初，开设的青年基金就为

我国当时因“文革”造成的科研人员断层

现状起到了弥补作用。现在，建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增设“博士论文基金”（类

似NSF的助研基金），让那些充满好奇心

的研究生有独立开展工作的一点“资

本”，也为创新思维开拓一点儿宽松的空

间，期望为培养出创新型的杰出人才做

一点试探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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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湖畔遐思：宇宙和现实世界

[美] Steven Weinberg 著，丁亦兵，乔从

丰，李学潜 译。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

第1版，定价：30.20元。

本书由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Steven Weinberg撰

写。该书由25篇在2000—2008年间撰

写和发表的短文构成，并在每篇文章的

前和后都添加了序或说明。作者以其独

特见解，使我们能从一个热爱物理且认

为用物理学家的方式来看待世界有着重

要价值的角度来认识当今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本书内容涉及到从

宇宙学的问题到当今世界上的诸多议题，

甚至包括军事、政治和宗教等争议问题。

具体内容包括对“最终理论”的看法、是否

科学能解释一切、科学的未来与宇宙、暗

能量、卓越的物理方程、导弹防御、增长的

核危险、宇宙是计算机吗、漫步到末日的

启示、四大教训、错误的决定、转折点、奥

本海默、爱因斯坦的大统一研究、爱因斯

坦的错误、生活于多元宇宙、反对抵制、对

博士后的话、科学或宇宙飞行员、以色列

和黎巴嫩、没有上帝等。

科学简史——从文艺复兴到星际

探索

[英] John Gribbin 著，陈志辉，吴燕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 年 7 月第 1
版，定价：63.00元。

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末，科学从自

然哲学中蜕变，发展成为一幅由多个学

科分支绘就的壮丽画卷。本书把握住技

术与科学理论相互促进这一脉络，将其

如何环环相扣、渐进发展的历史娓娓道

来。对于那些大科学家，本书也多有信

而有征又色彩斑斓的深入细致的描写。

这是一部西方科学的历史，也是写就这

一历史的科学家们的个人史。

一本书看懂转基因

林基兴 著。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5月第1版，定价：30.20元。

本书是台湾民间公益刊物《科学月

刊》的理事长林基兴写的转基因科普书，

是台湾第一本转基因科普读物，果壳网

主编徐来以及黄大昉、罗云波、余淑美等

30多位学者专家鼎力推荐。到底存不存

在“番茄基因”或“细菌基因”？食用转基

因食品会改变人的基因吗？科学家为何

不敢说“转基因作物绝对无害”？反对转

基因食品者，了解自己在反对什么吗？

作者林基兴是台湾科普界的著名作家，

对于转基因科技发展的历史背景、转基

因的相关知识、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以

及媒体在转基因知识传播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一般公众若

想理性讨论转基因问题，推荐阅读此书。

自然法则
[美] Richard Louv 著，李晓楠，胡敏杰

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 7月第 1版，

定价：45.00元。

《自然法则》是一本有意义的书籍，

也是推动全球变革的重要力量，该书的

作者为大家罗列了令人信服的事实，对

所有人来说，现在是时候重新憧憬未来，

撇开环境和社会末日的剧情，去探索大

自然的恢复性神奇力量。开创性的研

究、趣闻轶事型的证据、引人入胜的个人

故事，作者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是如何

让人思维敏捷、富有创造力；如何改善身

心健康；如何帮助我们创建更加智能、更

加可持续性的企业、社区和经济体；如何

加深人类的纽带关系。《自然法则》重塑

人们的乐观主义思想，也激励着人们重

新思考当今的生活方式。

图灵的大教堂：数字宇宙开启智能

时代

[美] George Dyson著，盛杨灿 译。浙江人

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定价：89.00
元。

1936年，时年24岁的图灵宣称：“发

明一台可用于计算任意可计算序列的单

一机器是有可能的。”在本书中，作者着

重介绍了一小群人，为首的是约翰·冯·

诺依曼，他参与建造了最早的一台计算

机，以实现图灵提出的通用机的愿景。

他们的工作打破了用于表意的数字和用

于运算的数字之间的区别，世界因此而

改变。科学家们使用5千字节的内存，在

天气预测和核武器设计方面，都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功。同时，他们还利用空

闲时间解决各种问题——从病毒的进化

到恒星的演变。作者的叙述既具有历史

意义，又富于预见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期数字宇宙的爆炸提供了新的且重要

的信息。代码和计算机的兴起伴随着两

大历史性的发展：生物学自我复制序列

的破译和氢弹的发明。最具破坏性和最

具建设性的人类发明同时出现并不是巧

合。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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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安全应该谁说了算转基因安全应该谁说了算

文//朱效民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自然

辩证法学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委员会，秘书

长。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目前有关转基因的争论似乎僵持不

下，甚至有“恶性循环”之态。2月 1日，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发布，在该文件的第一部分就明确提

出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

全管理、科学普及”。毋庸置疑，这篇万

余字的长文中这21个字尤其引人关注。

近年来“一号文件”中谈及转基因并不少

见，但首次提到转基因的“科学普及”却

让人有意味深长之感——转基因技术的

发展除了科学家的科研进步、政府的管

理改善以外，大众的科普工作也要提上

正式议程了。从科普的角度看，转基因

又会如何发展呢？按当下各方纠结的

“时髦话”说，转基因应该谁说了算呢？

在 2014年 10月 17日举行的“全国

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上，农业部

有关官员表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不

能是个人说了算，不是“隔壁王大妈说不

安全（就不安全）”，而应该是专业权威机

构说了算。

这里的“说了算”按报道的原意显然

是指“专业”层面的裁决权，其逻辑基本

上把公众排除在外了。然而，涉及到公

共及个人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绝不仅仅

是专业层面上的事情，至少还有两个层

面：一是公共决策的层面，政府的管理与

决策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程度，是社会大多数人意志和利益的反

映，这其中作为公共决策合法性来源的

广大公众当然也要“说了算”；二是市场

及个体的接受（消费）层面，这就更取决

于市场的喜好以及个体的感受了。试想

一下，即使专家认可的转基因食品成功

上市了，诸如隔壁王大妈们的消费者拒

绝甚至抵制而不购买，这时候到底又是

谁“说了算”呢？

从科普的角度看，为什么科学家认

为转基因安全而公众却不认可呢？仅仅

是因为公众不够“理性”吗？科学素养不

高吗？

曾经风行日本的科普系列图书“蓝

背书”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刊时提出过

一个响亮的口号“用科学的方式思考问

题，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这基本上

体现了传统科普的惯有思路，即通过学

科学、爱科学、用科学，最终让公众像科

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然而，世

事变迁、今非昔比，今天的“此公众”已经

远非当年那些如同小学生一般仰慕科学

家的“彼公众”了。

科学技术与公众的关系正发生一些

根本性的改变。今天的科学技术在给公

众带来越来越多的好处和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或明显或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

甚至是危害（如环境和健康领域）。而

且，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

应用显然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往往产

生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的后

果，同时科学和科学家也不再被视为没

有自身利益的价值中立者了。这无疑都

使得公众不得不增强防范警惕、自我保

护和共同参与的意识。处理科技与公众

的关系自然也需要新的协调机制，这其

中，科普的理念思路、角色定位、方式方

法等也同样需要调整和改变。

首先首先，，科学家要把科普真正当作科科学家要把科普真正当作科

研的一部分研的一部分。。英国议会上院科学技术专

门委员会在其2000年度第三报告《科学

与社会》中提出过严肃的建议：“与公众

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

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

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

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

物。”为了探索科学、造福人类，圣多里奥

在秤盘上度过了30年，孜孜不倦地记录

自身体重的点滴变化。巴里·马歇尔在

实验中吞下含大量幽门螺杆菌的培养

液，试图让自己患上胃溃疡，他以身试菌

的勇敢行为改善了全球数以亿计消化性

溃疡患者的状况，并因此获得2005年诺

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显然，为了科学

进步科学家不乏“舍身取义”的激情。今

天的科学普及与科学创新已然成为科学

前进的“车之两轮”，科学家首先要真正

地重视科普，以对待科学的热情和真情

参与其中，绝不能再把科普视为“不务正

业”和额外负担。

其次其次，，在大力推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在大力推进公众理解科学的

同时同时，，也要促进科学家积极理解公众也要促进科学家积极理解公众。。

一味地指责公众不理性、素质低是不公

平的。当科学家引用各种所谓科学数

据、证据信誓旦旦地保证转基因食品是

安全的时候，在公众看来他可能完全是

在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许多

科学家心目的科普还处在高高在上地教

育公众的阶段，完全意识不到公众有自

己的认知角度和切身关切，结果只能导

致误解不断加深的尴尬。如 2010年 12
月出现的“农业部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

因食物”的新闻：该幼儿园网站的“营养

配餐及食品安全”一栏显示“鱼肉类食品

统一由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

产品公司供货，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食

用油”。公众自然要问：屡次为转基因作

物开绿灯的农业部，为什么自己的机关

幼儿园不吃转基因食品呢？如果专家们

始终回避这类公众关切的问题，那么后

者产生被当作科学实验小白鼠的愤怒情

绪又有什么奇怪呢？

再次再次，，今天的科普是对话和协商的今天的科普是对话和协商的

过程过程，，科学家要和公众一起说了算科学家要和公众一起说了算。。美

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模仿法国政

治家克雷蒙索的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

了，不能单由军人去决定”，而恰如其分

地描述了现代科学面临的同样情形：“科

学太重要了，不能只让科学家来作主”。

现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单是科学共同体

的事情，也不仅是政府决定的事，越来越

涉及到社会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

等），涉及到普通公众。转基因争议中，

类似院士闭门上书、民间口诛笔伐的“交

流”氛围无疑只会造成全输的局面。为

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相关方互

相协调的合作机制，使科学走向更加透

明公开的民主化，走向各方参与共商的

治理模式，确保科学始终为人民的健康

和福利服务。科学家真诚地与公众进行

对话和协商、积极寻求相互的理解与共

识不仅是科学普及的新方向，也是科学

进步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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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大众的杏林翘楚惠及大众的杏林翘楚 健康中国的领衔之师健康中国的领衔之师
·科学人物·

文//游苏宁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编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今日中国，如果问及公众知名度最

高的心血管专家，窃以为非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胡大一莫属。“管住嘴、迈开腿、不

吸烟、好心态”这些由他首创的健康语录

已被广为传颂。作为有着理想主义情怀

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一代名医，在健

康中国的长征路上，他一直高举公益、预

防、规范、创新4面旗帜，推动医学回归人

文、回归临床和归回基本功。

薪火相传的杏林之家

胡大一出生于医学世家，父亲李公

恕创建了武昌铁路医院并成为该院首任

院长。母亲胡佩兰终生行医，退休后继

续到基层坐诊 27年，97岁高龄时获得

“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父母的言传

身教，儿时的耳濡目染，使得胡大一立志

学医报国。1965年，他以河南省状元的

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职业生涯

伊始，他就下定决心学习父母，做一名热

爱职业、热爱临床工作、有良知的医生。

在北京行医近半个世纪，他时刻牢记父

母教诲：医生是一个责任活儿，做医生要

担得起责任，对得起患者的信任，为患者

争取生存的机会。笔者以为，尽管所处

时代不同，但在这个杏林之家中所展现

出的大医精神却一脉相承。“看的是病，

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父母朴

实无华的教诲凸显出这个医学世家中薪

火相传的医者仁心。身为蜚声中外的杏

林翘楚，他不仅学识渊博、医术精湛，而

且深悟基层医疗困境，将提升基层医院

水平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来一直

探索在社区开展健康教育，倾力培养基

层医生。他还经常带领志愿者深入缺医

少药的偏远山区，甚至多次前往西部边

陲西藏阿里地区送医送药，为基层留下

不走的医疗队。

惠及大众的杏林翘楚

胡大一始终认为，医生一定要以患

者和公众健康的利益为己任。他提出的

各种理念总能让人耳目一新或振聋发

聩。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度医疗，曾坦

言“过度医疗不仅伤害患者的健康甚至

生命，也使医者失去应有的社会尊重和

职业尊严。”

他坚信医学是充满人文内涵的科

学。在临床诊疗中他体会到，许多患者

可以忍受病痛，但难以面对冷漠；没有服

务与关爱，只有药片、支架与手术的医学

是“冰冷”的医学。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

告诉我们：只有在患者床边度过足够多

的不眠之夜，才能成长为一位合格的临

床医生。他一向认为，将医学人文融入

临床，必须坚持3个不变：价值体系不变，

恪守患者至上；目的不变，绝对不是等人

得病，而是预防疾病、促进健康；责任不

变，医疗要公平和可及，人人都应享有基

本医疗服务。为此，他倡导在新的形势

下必须实现3个转变：从下游走向上游，

即从疾病终末期的治疗干预走向预防和

促进健康；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全程服务和关

爱；从经验医学最后转向价值医学。

长城会议的搭台唱戏

作为相识30载的忘年之交，笔者以

为，25年始终如一地举办长城会，是胡大

一对中国医学交流的巨大贡献，迄今为

止难见出其右者。会议创办伊始，他就

为长城会确定了永恒的使命：办抗大，铸

长城。首先通过开放技术而使新技术得

以推广普及，通过讲健康、重预防，构筑我

国心血管预防的万里长城。25载的精心

培育，使长城会从初创时不足百人的培训

班，逐步发展壮大到规模超过万人的国际

交流大舞台。不仅如此，他始终倡导并身

体力行地举办风清气正的学术会议。如

今业内对该会的中肯评价是：长城会是高

地，它通过引导科研和创新而努力引领中

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它是一个开放的、广

交朋友的大舞台；它是摇篮，培养出我国

心血管领域众多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

人。当目睹一代新人茁壮成长后，胡大一

毅然卸任长城会主席。交班之际，他衷心

希望长城会能够薪火相传，继续担负好

“引领”和“服务”使命，真正办成公益性、学

术性、创新性、系统性都强的“四强”大会，

从而使我们的医学实现穿中国鞋，走中国

路，圆中国健康梦。

健康中国的领衔之师

胡大一多次呼吁：医生的天职就是

为患者服务，应把更多时间留给患者。

他在推动公益事业和志愿者服务上投入

了极大热情。2003年，他发起成立“胡大

一爱心工程”，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先天性

心脏病患儿进行救助；2007年，在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的支持下，成立“中国红十字

会爱心工程——胡大一志愿服务队”，这

个爱心团队获得了医务人员的积极响

应，服务内容也逐步扩展；2011年，他发

起成立了“大医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

坚持走西部、赴基层、下农村、进社区、上

高原、进军营，为广大边远偏僻地区群众

传播医学健康知识，就近就地治疗，降低

了患者诊治的医疗费用，挽救了许多生

命。他强调，健康是个人的最大资源，是

尊严和幸福的基础；维护健康需要智慧、

能力和责任。目前我国人群总死亡率中

80%是由非传染性疾病所致，其中 40%
归因于心血管疾病。胡大一坦言：由于

医者和大众对健康的认识存在偏差，我

国心血管疾病的防治现状呈现“四高四

低”的特征：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病死

率，高医疗费用；低知晓率，低治疗率，低

达标率，预防药物使用率低。针对目前

的现状，他形象地指出：如果把大型公立

医院做支架与搭桥视为“卖汽车”，那么

推动心脏康复事业就是大办“4S”店，传

统的医学服务机制和医疗模式是“只卖

汽车不建‘4S’店”。试想一下，如果没有

后续管理，患者不可能满意，医患关系就

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只有在规范使用药

品和器械的同时，为患者提供综合与全

程的服务与关爱，医学才能变得很温暖，

医患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和谐。尽

管年近古稀，但他对自己所宣扬的理念

仍身体力行：走路是最好的锻炼方式，他

每天坚持走路一万步。无论环境如何，

充满激情的他都矢志不渝地领衔走在健

康中国的长征路上。

胡大一。（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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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举力推动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国家举力推动中国科技期刊发展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根 据 2013 年《期 刊 引 证 报 告》

（JCR2013），2013年 SCI数据库中世界

科技论文总数为170.97万篇，其中，中国

科技论文为 23.14万篇，比上一年增长

21.7%，居世界第 2，其份额占世界论文

的13.5%，同比增加1.4%。据统计，SCI
收录中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占世界论文总

数的比例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热点

论文数量也在持续增长，学术论文的质

量在不断提高。然而，与国际平均水平

相比，中国论文质量仍有较大差距，如：

2004—2014年，中国科技人员在国际上

已发表136.98万篇论文的篇均引用次数

为 7.57次，而世界平均值为 11.05，相差

31.5%。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绝大多数

优秀科技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仅很少

的高影响力论文在中国的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是描述研究成果的载体，

我国大量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一方

面说明我国学者越来越重视国际交流，

我国科研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认

可，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科技期刊对

读者的吸引力不足，期刊学术影响力偏

低。越来越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优

秀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使得中国的科技

期刊丧失大量优秀论文，致使中国科技

期刊的发展步履缓慢。

目前的情况下，提高我国科技论文

质量、改变我国优秀稿源外流现状、促进

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提升我国的

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显得

十分重要与紧迫。为此，中国科协联合

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门共同

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

划（以下简称“期刊影响力计划”），通过

以奖促建的方式，打造一批国际知名、国

内领先的科技期刊群，增强国家软实力，

赢得中国国际科学话语主动权。

期刊影响力计划一经实施即成为国

内对科技期刊资助力度最大的资助项

目，并且体现出3个首次，即该计划是首

次获得中央财政专项支持的英文科技期

刊项目，首次由相关部门联合实施，首次

面向全国的英文科技期刊。在期刊影响

力计划实施之前，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

刊工程对期刊的资助已经取得了可喜的

成效，择优资助的科技期刊学术质量与

影响力持续上升，办刊队伍不断加强，等

等。这些成功的经验为期刊影响力计划

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期刊影响力计划

整体分两步走，第一步力争到“十二五”

末，引导一批学术质量高、重要学科领域

的中国英文科技期刊JCR影响因子进入

学科Q1、Q2区，创办一批代表我国前沿

学科、优势学科，或能填补国内英文科技

期刊学科空白的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

第二步力争到2020年，形成具有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顶级科技期刊群，使

我国一批英文科技期刊学术质量和国际

影响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13年，首次实施的期刊影响力计

划按照“整体规划、分类实施”“激励引

导、重点支持”“统一部署、合力推进”的

原则，设置A、B、C、D 4个类别。4个类

别目标各有不同，A、B、C类依次资助期

刊冲击世界一流英文科技期刊、成为国

际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以及成为国际化

英文科技期刊，而D类则是面向新创办

的期刊，目标是尽快进入SCI等国际知名

检索系统，成为国际化科技期刊。每个

类别连续资助3年，其中，A、B、C 3个类

别每年资助金额分别为200万元、100万

元和50万元，D类在获取刊号后，一次性

支持50万元。

期刊影响力计划受到国内科技界和

期刊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75%以

上的国内有参评资格的期刊申报了该计

划，此外，还有近 50种期刊申报D类项

目。期刊影响力计划也得到科学家与期

刊专家的高度重视，在评审会当天不乏

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和我国著名学者亲自带队参加陈述答

辩。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最终76个英文

期刊获得计划支持，其中，A类6项、B类

30项、C类30项、D类8项、D类备选2项

（无资金支持），期刊影响力计划年度累

计支持金额达6100万元。2014年，期刊

影响力计划进行了新增项目评审和递补

项目确定，共14种新增项目入选。

中国科协对 2013年入选期刊开展

严格的年度总结检查工作，结果显示，获

支持的期刊基本都能有计划、有重点地

采取多种措施吸引优秀稿件，扩大期刊

影响，打造学术品牌。部分入选期刊引

证指标上升较快，进入Q1和Q2区的期

刊数量比去年有所增加，进入Q3区的期

刊数量比去年减少，Q4区的期刊数量与

上一年持平；2013年，在SCI数据库中，

中国第1作者论文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

部分近一半刊登在期刊影响力计划入选

的A、B、C类期刊中，与上一年相比，发表

在A、B、C类期刊中的论文数量均有所上

升。

“看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的强国，要

看3个方面：经济体量、国防力量、科学文

化，而代表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科学地

位，则有两个标志：学会与期刊。”已故两

院院士师昌绪如此评论期刊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与我国科技

发展态势不相匹配，期刊质量亟待提升，

国际影响力亟需加强。党的十八大也明

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未来的

科技发展要靠科技驱动。期刊影响力计

划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给予科技期刊的支

持，是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推动我国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举措。期刊影

响力计划的实施将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

学术质量与影响力，减少我国学术论文

外流现象，推动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

的改革，进而增强中国国际科学话语主

动权，树立中国的科技强国地位与形象。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技导报社，编辑。图片为本文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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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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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学
经历与感受

随着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和国

际化办学的需求，高校在人才引进、职称

评定等环节越来越强调海外留学经历。

国家留学基金委也加大了对公派留学人

员的支持力度，仅针对高校青年骨干教

师的出国研修项目就达到 3000人/年的

规模。笔者结合在加拿大1年的访问学

者经历和在美国、澳大利亚的短期交流

经历，分别从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等方

面谈谈出国访学的感受，希望能够为青

年教师出国访学与深造提供参考。

中外教学理念有机结合，促进个人教学

水平提升

通过1年的出国访学交流可以亲身

感受国外高等教育体制、文化和教学理

念，通过参加教学技能培训、旁听名校的

专业课程、与国外师生交流从而更好地

了解相关培养计划、课程设置体系及学

生助教等日常管理细节。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访学期间，

我有幸参加了加拿大大学教育新教师国

际化教学技能培训，通过该培训了解加

拿大高等教育理念，掌握了加拿大高等

教育体系中的BOPPPS教学模式，并通

过微课堂教学开展了国际化英文教学尝

试。通过与培训教师、研究生助教和大

学生之间的交流，认识到两国在高等教

育制度、教学理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

此基础上结合专业课程旁听、进实验室和

机房参观等方式领悟国外教学模式的特

点。身临其境地对比与分析能够让我静

下来思考日常教学中的优点与不足。

如何将欧美国家现代化教育过程中

的优势引入到国内现行的教育体系中，取

长补短，相互融合，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是高校教师出国留学的源动力，也

是体现留学归国人员价值的最佳方式。

本人在回国后将加拿大BOPPPS教学模

式与本科教学相结合，将国外课堂上领悟

到的优秀做法应用于教学环节，通过一年

的学习、交流与反思，在教学过程中更加

注意倾听学生的反馈、注重学生的学习效

果，通过中外教学理念的有机结合，为提

升个人教学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促进研究水平的

提高

国内高校很多领域的设备装置、实

验技术、科研水平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

通过在国际知名学术机构从事科研，学习

并汲取前沿知识技术，借鉴国外规范的学

术道德和严谨的科研态度，具有重要意

义。

青年教师出国访问通常会选择加入

领先的研究小组，以我所在的地球物理

勘探学科为例，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小组

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SEP、美国科罗

拉多矿业学院的CWP、加拿大卡尔加里

大学的CREWES等，这些学术团体，成立

时间长、影响力大，研究特色鲜明且重视

基础理论研究，而国内工科院校则更侧

重应用方面的研究。通过1年的交流，能

够切身感受到国际顶级研究小组的学术

氛围，聆听著名专家学者的课程和讲座

能激发创造潜力和研究灵感，通过课题

合作参加学术活动并积极用英语发表学

术论文，在全新的氛围中加强基础研究

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对教师教学水平和

科研合作能力的提升以及撰写英文研究

论文等均能起到促进作用。

出国访学教师除了加强自身科研攻

关能力之外，往往更加关注如何将国外

研究小组中优秀的做法引入国内形成特

色。我回国后强化了课题组的科研氛围

建设，所在的储层地球物理实验室每周

五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定期邀请专家针

对课题组研究内容开展交流。对于青年

教师来说，出国访学交流不仅可开阔眼

界，更重要的是，通过接触新鲜的理念拓

宽个人科研发展道路，将国外顶级课题

组的Sponsor制度与国内采用的项目合

作模式相结合，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

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促进高等教育国际

化发展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当代高等教育发

展的必然趋势，而具有国际背景的师资

队伍建设已经成为高校国际化办学的最

大瓶颈。出国访学，通过原汁原味地听

课、助课和学习可以提高青年教师英文

授课能力，也有助于国外学生了解中国

高校的状况。同时，具备国际理念的教

师会注重学生视野的国际化，在科研中

也会更加注重国际竞争与合作，对本校

研究生出国深造、本科生国际交流等事

务具有引导作用。

推动国际化教育逐渐成为高校发展

目标之一，以我所在的地球物理系为例，

30名教师中有 1/3具备国外访学 1年的

经历，系里邀请了多名有影响力的海外

专家回国从事课程双语和全英文教学，

全系大部分教师都出国参加过学术会

议。近年来，学生出国留学、教师出国进

修人数呈增

长趋势。目

前，地球物

理学专业已

经与美国密

苏里科技大

学、加拿大

滑铁卢大学、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等海

外高校开展了“2+2”“3+2”等联合培养

模式，每年都有多名本科生出国攻读学

位，接受留学基金委资助，学校每年派出

多名学生参加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研

究生联合培养和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此

外，学校还招收了多名海外博士、硕士留

学生，本科国外留学生的招生工作也已

启动。国际化办学离不开教师队伍丰富

的国际交流经验，在国内高校师资队伍

中海归博士比例较低的情况下，青年教

师出国交流对提升国内高校的国际化办

学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积极面对高等教育

体制改革

目前，国内大部分 211、985高校都

规定，教师职称晋升时要有出国访问学

者经历，出国访学已成为青年教师提升

个人竞争力、巩固位置并持续发展的必

经之路。但是出国访学本身并不是目

的，目的在于青年教师迈出国门、拓宽视

野、提高素质，回国后能够以积极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参加教学科研活动，提升高

等教育水平。

出国访学交流，需要准备英语、办理

手续、了解异国文化，妥善处理工作、生

活事宜；在国外工作则需要全身心投入，

认识国外的教学、科研体系，通过交流、

学习、对比和反思提升知识以及能力，促

进外语、综合能力和教学科研水平上台

阶；还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国内外文化

及价值观差异，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积

极改进。

年轻教师压力大、任务重，要放下工

作走出国门不仅仅需要个人的决心，甚

至还需要花费时间“恶补”英语并参加考

试，因此需要得到家庭、单位的大力支

持。同时，青年教师出国后很容易面临

教学、科研合作与交流等多方面的“水土

不服”，如何与国外导师沟通交流，实现

教学科研的双丰收也是访问学者不可回

避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有所准备。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华东））地球科学与地球科学与

技术学院地球物理系副教授技术学院地球物理系副教授 曹丹平曹丹平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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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02；修回日期：2015-05-08
基金项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2GXNSFAA053019）；南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20126266）
作者简介：农荣，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材料化学，电子信箱：1245391642@qq.com；廖森（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无机功能材料化学，电子信箱：

liaosen@gxu.edu.cn
引用格式: 农荣, 黄映恒, 卢科, 等. LED用黄绿色荧光粉LiZnPO4∶Mn2+, Al3+的合成及Al3+敏化发光研究[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13-16.

LEDLED用黄绿色荧光粉用黄绿色荧光粉LiZnPOLiZnPO44∶∶MnMn22++，，
AlAl33++的合成及的合成及AlAl33++敏化发光研究敏化发光研究
农荣 1,2,3，黄映恒 2，卢科 1，廖森 1，谭鸿禹 2

1. 广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南宁 530004
2. 广西大学材料工程学院，南宁 530004
3.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崇左 532200
摘要摘要 为了获得可用于发光二极管（LED）的新型黄绿色荧光粉，用高温固相法合成了Li1-xZn0.9-xPO4:Mn0.1，Alx系列的荧光粉。用

XRD表征并分析了样品，获悉样品具有LiZnPO4的结构。用荧光发射光谱及激发光谱表征了样品的发光性能，讨论了Al3+掺杂对

LiZnPO4:Mn，Al荧光粉发光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Al3+掺杂量对激发及发射光强度的影响均为开口向下、有极值的抛物线，Al3+

的最佳掺杂量为 3%，对应样品是 Li0.97Zn0.87PO4:Mn0.1，Al0.03；Al3+最佳掺杂量样品的发光强度是未掺Al3+样品的 3.98倍，说明在

LiZnPO4基质中Al3+对Mn2+的发光具有增敏作用；Al3+的掺入只影响Mn2+的发光强度，不影响Mn2+的发光模式。Li0.97Zn0.87PO4:
Mn0.1，Al0.03的色坐标值表明，该样品为黄绿色荧光粉，其在紫外线激发LED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无机化合物；磷酸盐；荧光粉；发光；光学材料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61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01

Synthesis and Al3+ sensitized luminescence of green-yellow
emitting phosphor LiZnPO4∶Mn2+, Al3+ for LED

AbstractAbstract A series of Li1- xZn0.9- xPO4∶Mn0.1, Alx phosphors are prepared by the solid- state method to obtain a new green- yellow
phosphor that can be applied for the light emitting diodes (LED). XRD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samples contain LiZnPO4 phase of
crystals.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the sample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photoluminescence of excitation (PLE) and emission
spectra (PL), and the effect of Al3 + doping on the PL and PLE properties of Li1- xZn0.9- xPO4∶Mn0.1, Alx phosphors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pendent curve of relative intensity for PLE and PL on Al3+ doping concentration is a parabola curve with
mouth downward and maximum value, and the optimal molar concentration of Al3+ for the samples is 3%，with corresponding sample
being Li0.97Zn0.87PO4∶Mn0.1, Al0.03.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eak area of emission bands of Li1-xZn0.9-xPO4∶Mn0.1, Alx with the
optimal x is 3.98 times of that of sample with x=0. The fact suggests that the Al3+ ions can enhance the emission of Mn2+. Furthermore,
Al3+ doping only affects the intensity of Mn2+ emission, and cannot influence its mode. The value for chromaticity coordinate of
Li0.97Zn0.87 PO4∶Mn0.1, Al0.03 indicates that it is a green- yellow emitting phosphor, which can be potentially useful as a UV excited
phosphor for LEDs.
KeywordsKeywords inorganic compounds; phosphates; phosphor; luminescence; optical materials

NONG Rong1,2,3, HUANG Yingheng2, LU Ke1, LIAO Sen1, TAN Hongyu2

1.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3. Guangxi Polytechnic Vocational and Techical College, Chongzuo 5322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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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波兰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2012-35-5）；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D/2013/01/130）；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JS-2013-326）；常

州大学科技项目（ZMF1102071）
作者简介：朱庆杰，教授，研究方向为油气田地质开发，电子信箱：qjzhu@cczu.edu.cn
引用格式：朱庆杰, 侯鹏飞, 杨帅帅, 等. 下扬子地区下寒武统黑色页岩地球化学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17-21.

下扬子地区下寒武统黑色页岩地球化学下扬子地区下寒武统黑色页岩地球化学
特征特征
朱庆杰 1，侯鹏飞 1，杨帅帅 2，郭海莹 3，马磊 1，张涛 1，任瑞 1

1. 常州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常州 213016
2. 中国石化江苏连云港石油分公司，连云港 222000
3. 滨州学院资源环境系，滨州 256600
摘要摘要 通过露头观测、样品采集、有机地化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下扬子地区下寒武统黑色页岩的地质特征与油气资源意义。研究

表明，黑色页岩沉积厚度大，主要分布在皖南的石台—泾县—宁国、全椒、苏北的高邮—海安地区，厚度介于100~400 m；岩石矿

物成分中石英含量较高，有利于页岩的压裂改造；有机碳含量主要分布在1.0%~4.0%，黑色页岩沉积厚度中心有机碳含量普遍

大于2.0%；有机显微组成、干酪根碳同位素、Pr/Ph比值和饱芳比表明，该页岩有机质类型为Ⅰ型，母质来源为低等浮游生物，具

有较强生烃潜力；热演化程度较高，等效镜质体反射率主体分布在2.0%~4.0%，普遍处于高成熟—过成熟阶段。综合认为，该区

黑色页岩沉积厚度大、有机碳含量较高、有机质类型好、热演化程度高，具备页岩气形成的地质条件，是中国南方页岩气有利勘探

区块之一。

关键词关键词 下寒武统；黑色页岩；地球化学特征；下扬子地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02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lack shale of the lower Cambrian
in lower Yangtze area

AbstractAbstract The ge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hydrocarbon implication of black shale of the lower Cambrian in lower Yangtze area
are analyzed by outcrop observation, sampling and geochemical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 black shale of
lower Cambrian in lower Yangtze area has great thickness between 100 to 400 meters, and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hitai, Jingxian,
Ningguo, Quanjiao, Gaoyou and Haian. It has high content of quartz in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in this set of black shale, which is
good for fracturing. The content of organic carbon ranges from 1% to 4% in lower Yangtze area, and is greater than 2.0% at
depositional thickness center. The analysis of microscopic organic composition, carbon isotope of kerogen, Pr/Ph and saturated HC/
aromatic HC indicate that the kerogen type is Ⅰ. The origin of parent materials is aquatic organisms with high potential for
hydrocarbon generation. The vitrinite reflectance is in the range of 2.0%~4.0%, in the stage of maturity to over-maturity. The black
shale of lower Cambrian in lower Yangtze area has great thickness, high content of organic carbon, good kerogen type and high
thermal maturity, which suggests promising exploration prospects.
KeywordsKeywords lower Cambrian; black shal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lower Yangtze area

ZHU Qingjie1, HOU Pengfei1, YANG Shuaishuai2, GUO Haiying3, MA Lei1, ZHANG Tao1, REN Rui1
1.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16, China
2. Sinopec Jiangsu Lianyungang Oil Company, Lianyungang 222000, China
3.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of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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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工程理论的北方电厂温排水基于生态工程理论的北方电厂温排水
余热综合利用余热综合利用
刘永叶 1，刘森林 2，陈晓秋 1

1.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 100082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摘要 基于国内温排水余热利用形式单一、总体利用效率不高的现状，对中国核电站温排水余热的综合利用进行了初步研究。

阐述了生态工程及生态设计的概念、相关原理及温排水余热综合利用工程与生态设计的结合点，得出温排水余热利用生态设计

的最终成果形式是一种以利用温排水余热为主要目的的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同时也是以核电厂及“优选利用途径”为核心

的行业类生态（工业）园的结论。结合生态工程理论及生态设计的理念，根据中国北方某典型电厂的厂址环境特征及其所在区域

的环境条件、环境规划和工业企业现状及发展规划，初步选定相应的“优选利用途径”为“海水淡化（RO（反渗透膜）法）”，在此基

础上，完成了典型厂址余热综合利用方案的生态设计及方案评价。

关键词关键词 温排水；余热综合利用；生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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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heat from thermal discharge
based on ecological engineering theory
LIU Yongye1, LIU Senlin2, CHEN Xiaoqiu1

1. Nuclear and Radiation Safety Center of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82,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nuclear power plants oftoday have a thermal efficiency of about 33%, so the balance of this energy must be discharg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of this waste heat to provide the minimum impairment to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of
great importanc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uclear power industry,the negative thermal effect (i.e. thermal pollution) of
waste heat emissions of thermal discharge from nuclear power plants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the public.The best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he beneficial use of waste hea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heatin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approach to waste heat utilization is single and inefficient.The concept of eco-design, relevant principles and
integration of waste heat utilization projects and eco-design are elaborat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inal form of eco-design of waste
heat utilization is“Venous Industry Based Eco-industrial Parks”,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waste heat from thermal discharge as the main
objective, and“Sector-specific Eco-industrial Parks”, with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e“optimal utilization approach”as the core
and foundation.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industry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a
typical nuclear power plant in northern China, the "Seawater Desalination (RO,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was selected as the
"optimal utilization approach",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eco-design, the conceptual design of waste heat utilization scheme
was completed, and the energy saving potentialwas estimated for the typical site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ject) when takingfull
advantage of thermal discharge waste heat.
KeywordsKeywords thermal discharg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heat; eco-design
收稿日期：2015-03-11；修回日期：2015-05-09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3ZX06002001）
作者简介：刘永叶，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电子信箱：liuyongye@chinansc.cn
引用格式：刘永叶, 刘森林, 陈晓秋. 基于生态工程理论的北方电厂温排水余热综合利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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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志祥，教授，研究方向为采矿与岩石力学，电子信箱：Liulzx@csu.edu.cn；肖思友（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采矿与岩石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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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刘志祥, 肖思友, 兰明, 等. 基于蠕变损伤耦合的海底开采点柱稳定性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27-33.

基于蠕变损伤耦合的海底开采点柱基于蠕变损伤耦合的海底开采点柱
稳定性分析稳定性分析
刘志祥，肖思友，兰明，唐志祥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针对海底金属矿开采过程中采场留设点柱的稳定性问题，采用损伤统计本构理论，在西原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参数获

取相对简单的三维非线性蠕变损伤模型，并给出由稳态蠕变向加速蠕变过渡的判定方法。利用ANASYS数值软件分析了三山

岛金矿新立矿区海底点柱式充填采矿法矿房的应力分布，并应用三维非线性蠕变损伤模型对点柱稳定性进行了黏弹塑性损伤分

析和渗流分析。该模型充分考虑了岩石的基本力学参数和工程地质调查结果，可推广至其他流变物理模型，对于大型岩土工程

的蠕变渗流分析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关键词关键词 海底开采；点柱；损伤模型；非线性蠕变；渗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32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04

Stability analysis of pillar in undersea mining based on
creep-damage coupling

AbstractAbstract Reservation pillar can control the deformation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rock strata in seabed metal mining. But the
deformation of pillar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mining time.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pillar under long-term
stress and seepage ac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seabed mining. In order to study the stability of under-sea point pillar
stope under long- term stress and seepage action, a new nonlinear creep constitutive model and a damage evolution equation are
proposed based on statistical damage theory and Nishihara model. Meanwhile, a judgment method for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creep to
accelerated creep stages is suggested. ANASYS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stope. On this basis, the model is
then applied to analysis of the viscosity-elastic-plastic damage and seepage property of an under-sea point pillar in Xinli district of
Sanshandao gold min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stope is stable. In the coming design of mine stopping, the number
of pillars can be appropriately decreased so that the loss rate of ore will be reduced. The model gives enough thought to the
mechanics paramater of rock mass as well as the result of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urvey, so that it can be extended to other rheology
models. It is also adapative to other large-scale rock engineering and has a rather high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Keywords undersea mining; pillar; damage model; nonlinear creep; seepage

LIU Zhixiang, XIAO Siyou, LAN Ming, TANG Zhixiang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海底金属矿多年在同一区域开采，岩层内节理裂隙扩

张、延伸，岩层弹性带、变形带、破碎带不断改变，在开采扰动

和上部海水渗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采场的稳定性逐步减

低，井下突水风险不断增大 [1,2]。因此，利用岩石蠕变模型研

究采场在长期应力及渗流作用下的稳定性，对海底安全高效

开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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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老化降解的组分模型建立与聚合物老化降解的组分模型建立与
应用应用
陆祥安，姜汉桥，李俊键，方文超，赵林，裴艳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摘要 聚合物老化降解是影响油藏中聚合物驱效果的重要因素。聚合老化降解表观上是其特征黏度和黏度降低的过程，实质是

聚合物分子量断裂引起的大分子向小分子降解的过程，聚合物降解过程中分子量分布发生变化，但其总质量浓度不变。假设聚

合物由多个不同分子量的纯组分构成，建立的多组分模型可以描述聚合物老化降解过程中各组分质量浓度变化的过程。基于组

分模型的构建思想，将多组分模型进行简化处理，构建了聚合物降解的两组分模型。假设聚合物老化降解发生在两组分之间，平

均分子量较大的高组分聚合物向分子量较小的低组分聚合物降解。通过拟合具体的实验数据得到两组分模型的两个参数：低组

分聚合物特征黏度和降解系数，进而通过两组分模型描述聚合物降解过程中特征黏度的变化过程，再结合特征黏度与黏度的半

经验公式表征聚合物降解过程中黏度的变化。相对于多组分模型，两组分模型的参数更易获取，也不失对聚合物降解机制的体

现，可以通过两组分模型描述聚合物的老化降解过程。

关键词关键词 聚合物老化降解；组分模型；特征黏度；降解系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3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05

Component model establishment for polymer aging degrad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AbstractAbstract Aging degradation refers to the reduction of intrinsic viscosity and apparent viscosity, but the essence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breakage of large polymer molecules. During degrad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polymer molecular weight changes, but its total
mass concentration remains unchanged. If the polymer solution is made up of several pure components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s, then a multi- component model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polymer degradation. Based on this idea, a two-
component model of polymer degradation is established. In this model, polymer degradation occurs between two-components, large
molecule component and small molecule component. Intrinsic viscosity and degrad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latter component are
obtained from laboratory experiment. These two parameters are used in the two-component model to describe the change of intrinsic
viscosity during degradation. Furthermore, apparent viscosity change is obtained using semi-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insic
viscosity and apparent viscosity. Compared with the multi-component model, the two-component model not only reflects the polymer
degradation mechanism but also the two parameters required are easier to obtain.
KeywordsKeywords aging degradation; component model; intrinsic viscosity; degradation coefficient

LU Xiang'an, JIANG Hanqiao, LI Junjian, FANG Wenchao, ZHAO Lin, PEI Yanli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聚合物驱油技术是化学驱提高采收率的主要方法之一，

已经在许多油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3]。其中，聚合物的稳定

性是评价聚合物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影响驱替效果的

主要因素 [4,5]。影响聚合物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是各种降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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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化返排液酸化返排液//原油乳状液的破乳脱水原油乳状液的破乳脱水
研究研究
万里平 1，孔斌 1，朱利 1，孟英峰 1，周柏年 1，翟立团 2

1.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500
2.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库尔勒 841000
摘要摘要 酸化返排液与原油混合可形成稳定性强的乳状液，影响原油的脱水及原油沉降罐的安全运行。通过室内实验考察温度、

破乳剂加量、pH值及降黏剂加量对乳状液黏度和破乳效果的影响，并采用显微镜观察不同阶段乳状液微观形态变化。实验表

明：酸化返排液与原油混合成的乳状液其黏度随温度升高先急剧下降，后平缓下降，在温度低于40℃时乳状液稳定性较强，温度

50~60℃时，随着温度升高，乳状液脱水率上升幅度不大，综合选取破乳温度为50℃；添加破乳剂有利于降低乳状液黏度，但效果

不明显，破乳剂加量越大，乳状液破乳效果越好，当破乳剂加量达到150 mg/L后，随破乳剂用量加大，乳状液脱水率上升幅度不

大，综合选取破乳剂加量为150 mg/L；调节酸化返排液pH值至6.0～7.0有利于乳状液破乳，pH值越高，油水界面变得棱角分

明，脱出水的原油结构更加紧密；加入降黏剂后，乳状液脱水速度明显加快。研究结论对指导油田酸化改造后，井口初期返出的

乳状液实施破乳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酸化返排液；乳状液；破乳；脱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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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mulsification and dehydration of emulsion of returned
acidizing fluids and crude oil

AbstractAbstract The emulsion that is mixed with returned acidizing fluids and crude oil has strong stability, which may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rude oil dehydration and the safe operation of crude setting tank.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demulsifier dosage, pH
value, viscosity reducer dosage on the viscosity of emulsion and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are studied, and the microscopic changes
of emulsion at different times are observed. It is indicated by experiments that the viscosity of emulsion mixed with returned acidizing
fluids and crude oil declines significantly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ing temperature;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lower than 40℃, the emulsion has stronger stability, however, between the temperature of 50-60℃, the dehydration rate does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ing temperature. So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est demulsification temperature is 50℃. It is also
found that emulsion viscosity could be decreased by adding demulsifier, but not significantly; the more the dosage of demulsifier is,
the better the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is, and the dehydration rate is not remarkably increased when the demulsifier dosage is
more than 150 mg/L. So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est demulsifier dosage is 150 mg/L. Moreover, it is beneficial for demulsification
performance to adjust the returned acidizing fluids pH value to 6.0-7.0. With the increasing pH value, the oil water interface grows

WAN Liping1, KONG Bin1, ZHU Li1, MENG Yingfeng1, ZHOU Bonian1, ZHAI Lituan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2. Tarim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Kuerle 841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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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窦祥骥, 廖新维, 赵晓亮, 等. 考虑滑脱效应的致密气井压裂效果评价方法[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46-51.

考虑滑脱效应的致密气井压裂效果考虑滑脱效应的致密气井压裂效果
评价方法评价方法
窦祥骥，廖新维，赵晓亮，陈志明，祝浪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摘要 提出一套适用于致密砂岩压裂气井的裂缝半长及滑脱因子确定新方法。首先对传统的线性流分析进行了误差分析，并通

过引入新的拟参数，对相应的关系式进行了修正，从而充分考虑气体物性变化及滑脱效应对动态反演过程的影响，进一步结合迭

代思想，最终给出了裂缝半长及滑脱因子的确定流程。基于理论及实践应用研究表明，新的校正方法和流程可有效控制传统方法

所造成的压裂效果评价误差，可为存在滑脱效应的致密砂岩气井动态反演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气藏；生产动态数据分析；线性流分析；滑脱效应；裂缝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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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luation method of evaluate fracturing efficiency for tight gas
well considering slippage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fracture half-length and slippage factor determination method for fractured wells in tight gas
reservoirs. The tight gas reservoir is mainly developed with hydraulic fracturing. The traditional fracture half- length determination
method based on production data analysis may lead to error in some tight gas wells due to ignoring the pressure- dependent gas
properties and the existence of gas slippage. Besides, quick and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slippage factor is also a problem that
remains to be solved. To fulfill this target, relevant equations are modified based on linear flow analysis by introducing new pseudo-
parameters so as to take the pressure-dependent properties and slippage flow into consideration. By combining the idea of iteration, a
new procedure used to evaluate the fracturing efficiency as well as determine the slippage factor is proposed and validated by both
synthetic and filed examples. The validation procedure shows that this method is convenient and accurate in fracture efficiency
evaluation. Therefore, this method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dynamic retrieval of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struggling with
slippage phenomenon.
KeywordsKeywords tight gas reservoir; production data analysis; linear flow analysis; slippage ; fracture half-length

DOU Xiangji, LIAO Xinwei, ZHAO Xiaoliang, CHEN Zhiming, ZHU Langtao
MO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中国致密气藏资源量大，分布广，已获得了大规模开

发[1~3]。相对于常规气藏，致密气藏孔喉半径较小，可能会导致

气体滑脱效应的出现，引起表观渗透率随压力的变化，而传

统的气井动态反演假设渗透率为定值，因此这一现象的出现

可能会对传统的气井动态反演过程提出挑战，对压裂效果评

价的准确性产生影响。20世纪 40年代以来，klinkenberg等[4~6]

通过室内实验手段针对滑脱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此

基础上，Estes等[7~9]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并分析了滑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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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气藏水平井整体压裂井网部署致密气藏水平井整体压裂井网部署
优化优化
卞晓冰 1,2，张景臣 3，李双明 1，郭天魁 4，张士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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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提高采收率研究院，北京 102249
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青岛 266580
摘要摘要 致密气藏多采用衰竭式开发模式，如何减少井间干扰是井网部署时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目标研究区域，基于各压裂水

平井的等效压力波及椭圆，建立了致密气藏水平井整体压裂井网部署优化模型。从弹性势能的角度，模拟目标区域和波及椭圆

之间的运动，将井网部署模型转化为求取弹性势能函数的最小值问题，采用具有较高求解效率的拟物算法实现了该模型的求

解。以M区块为例进行水平井整体压裂方案设计，模拟结果显示：气价较低时，M区块可采取稀井高产的开发模式；随着气价的

增加，M区块需要打更多井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气藏；水平井；整体压裂；井网部署；拟物算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57.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08

Optimization of integral fracturing design for horizontal well
pattern arrangement in tight gas reservoir

AbstractAbstract Depletion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method to exploit tight gas reservoir, and well interference is the unavoidable factor in
well network deployment.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area, a new integral fracturing well pattern arrangement model for horizontal wells in
tight gas reservoir was set up based on the non-overlapping pressure sweep ellipse areas of all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s. Firstly, by
solving the major semi-axis and minor semi-axis of the equivalent ellipses by commercial reservoir simulator, the move among the
target area and equivalent ellipses was simulated from the view of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 and the well pattern arrangement model
could be resolved as acquiring the minimum potential-energy function, which was solved by quasi-physical algorithm owing to the
high solving efficiency. The method was applied in M block, which is a rectangle tight gas reservoir with an average porosity of 7.2%
and an average permeability of 0.43×10-3 μm2. Economic evaluation demonstrated that less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s could achieve
more net benefit when the gas price is low, while more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s should be developed when the gas price is high.
KeywordsKeywords tight gas reservoir; horizontal well; integral fracturing; well pattern arrangement; quasi-physical algorithm

BIAN Xiaobing1,2, ZHANG Jingchen3, LI Shuangming1, GUO Tiankui4, ZHANG Shicheng2

1. Sinopec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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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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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参低聚肽抗疲劳作用吉林人参低聚肽抗疲劳作用
鲍雷，王军波，蔡夏夏，张远，孙彬，张召锋，李勇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摘要 为探讨吉林人参低聚肽对实验小鼠的抗疲劳作用，将336只SPF级雄性 ICR小鼠随机分为7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乳清

蛋白组（0.500 g/kg）及5个吉林人参低聚肽剂量组（0.125、0.250、0.500、1.000、2.000 g/kg）。连续灌胃30 d后，进行负重游泳

实验测定各组小鼠负重游泳力竭时间，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各组小鼠血清尿素氮含量和乳酸脱氢酶活力，采用紫外分光光度

计法检测各组小鼠血乳酸水平，采用试剂盒检测各组小鼠肝糖原含量。各项指标中空白对照组与乳清蛋白组之间均无统计学差

异；与乳清蛋白组相比，适当剂量的吉林人参低聚肽干预可提高小鼠运动耐力，延长负重游泳时间，降低运动后血乳酸和血尿素

氮的含量，提高乳酸脱氢酶活性和肝糖原的含量。因此，吉林人参低聚肽具有缓解实验小鼠体力疲劳功能。

关键词关键词 吉林人参低聚肽；抗疲劳；肝糖原；血乳酸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15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09

Anti-fatigue effects of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of Jilin Province
BAO Lei, WANG Junbo, CAI Xiaxia, ZHANG Yuan, SUN Bin, ZHANG Zhaofeng, LI Yo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nti-fatigue effects of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of Jilin. 336 male ICR mice of SPF
were randomized divided into 7 groups: control group, whey protein group, and other five groups of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of Jilin
at doses of 0.125, 0.250, 0.500, 1.000, 2.000 g/kg, respectively. After being fed for 30 days, the loading swimming time was
determined by swimming experiment. The content of blood urea nitrogen and the activity of lactic dehydrogenase were measured by an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he level of blood lacticacid in mouce was detected by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er, and the liver
glycogen of mouce was measured according to the ki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whey
protein group in terms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Compared with the whey protein group,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of Jilin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burden swimming time, decrease the content of blood urea nitrogen and lactic acid, improve the activity of
lactic dehydrogenase and increase the content of liver glycogen in mouce. Thus, it is concluded that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of
Jilin has excellent anti-fatigue effects in mouce.
KeywordsKeywords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of JiLin; anti-fatigue; liver glycogen; blood lactic acid

收稿日期：2015-01-15；修回日期：2015-03-31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6BAD27B08）
作者简介：鲍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物活性肽与健康，电子信箱：baolei6230@163.com；李勇（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营养与疾病，

电子信箱：liyong@bjmu.edu.cn
引用格式：鲍雷, 王军波, 蔡夏夏, 等. 吉林人参低聚肽抗疲劳作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56-60.

人参为名贵中药材，有关人参的药用已经有4000多年的

历史。近百年来，对人参的关注日益增多，其研究遍及全

球。目前世界上的人参主要有4种：即中国的“吉林人参”、朝

鲜的“高丽参”、日本的“东洋参”和加拿大、美国的“西洋

参”。中国的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的干燥根及根茎，主要

产于吉林省。2012年 9月 4日，中国卫生部批准人参成为新

资源食品，人参的应用将由单一的中药材拓展到食品、饮料

及保健产品等领域，范围大幅扩大，这为中国的人参产业发

展提供了新的契机[1]。

人参具有大补元气、生津止渴、安神等功效。近年来，大

量药理研究、临床观察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均证实人参具有

改善微循环、提高组织抗缺氧能力、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肿

瘤、抗衰老、抗辐射、抗疲劳等多种生物活性[2~4]。人参的化学

成分极为复杂，多肽成分种类繁多，功能多样。Ando等[5]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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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蝥不同米炮制方法及其质量评价斑蝥不同米炮制方法及其质量评价
董磊 1，谢丽娜 2，李超英 3，车燚 3，宋丹丹 3

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青岛 266000
2. 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长春 130000
3.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摘要摘要 通过比较不同米制法炮制斑蝥的工艺，揭示米炒法炮制斑蝥的作用，并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斑蝥炮制品质量评价标

准。以外观、气味、质地、净度、辅料米的性状及斑蝥素含量为综合评价指标，比较研究斑蝥米贴炒、米拌炒、米泔水制3种炮制方

法及其质量。研究发现，斑蝥米炒炮制品外观油润，饱满，无毛绒状灰屑；具有特异的焦香气味；质地酥脆，易研磨成粉末状，略有

油质感；炮制后的辅料米呈黄棕色，表面有不规则裂纹和斑蝥绒屑；生品中斑蝥素含量为0.503%，斑蝥3种米炮制品中斑蝥素的

含量降低，为0.017%~0.397%。斑蝥3种米制斑蝥炮制方法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其中以米贴炒法为优，保证斑蝥达到用药

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目的。

关键词关键词 斑蝥；米制；炮制方法；质量评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28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10

Rice processing methods of Mylabris and their quality evaluation
DONG Lei1, XIE Lina2, LI Chaoying3, CHE Yi3, SONG Dandan3

1.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00, China
2. 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China
3. Chu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different rice processing methods of Mylabris, revealing the effect of rice processing in Mylabris

preparation, and establishes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quality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Mylabris products. Three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ing rice paste stir- frying, rice stir- frying, and rice water method were compared and the quality of Mylabris products was
evaluated in terms of appearance, smell and texture, clarity, excipient appearance and cantharidin content. We found that the Mylabris

products processed using rice stir-frying had a full and oily appearance with no fluffy gray chips, a specific smell, and crispy texture,
which are easy to grind into powder with slightly oily texture. The used rice was yellowish-brown with irregular crack and Mylabris

chips on its surface. The cantharidin content in the raw product was 0.503%, which decreased in the processed Mylabris products
using the three methods, ranging from 0.017% to 0.397%. The three methods all have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with rice paste stir-
frying being the optimum method, which guarantees the safety, effect,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he Mylabris products.
KeywordsKeywords Mylabris; rice processing; processing methods; qu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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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0120927）
作者简介：董磊，主管药师，研究方向为临床药学，电子信箱：donglei5211@126.com；李超英（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药炮制学和药剂学，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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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董磊, 谢丽娜, 李超英, 等. 斑蝥不同米炮制方法及其质量评价[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61-65.

斑蝥，属昆虫，鞘翅目，为芫青科昆虫南方大斑蝥或黄黑

小斑蝥的干燥全虫[1]。辛，热；有大毒，归大肠、小肠、肝、肾经[2]，

具有破血逐瘀，散结消癥，攻毒蚀疮功效[3]。斑蝥广泛应用于

临床，若斑蝥临床应用不科学将造成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循

环系统、生殖系统中毒及眼损伤[4]。斑蝥受到惊扰时会分泌

出的一种奇臭的黄色黏稠毒液，即含有斑蝥素的血淋巴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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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小麦育种骨干亲本的应用与种质四川小麦育种骨干亲本的应用与种质
资源创新资源创新
李邦发

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绵阳 621010
摘要摘要 对四川省30年来审（认）定的170个小麦品种的骨干亲本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之前审（认）定小麦品种的骨干亲

本是繁6和衍生品种绵阳11号系列，有繁6亲缘关系的育成品种33个，占该时期育成品种的49.28%，亲缘系数累计9.25。绵阳

11号及姊妹系育成品种21个，占此时期育成品种的31.35%，亲缘系数合计8.45。2001—2013年是四川省小麦育种界的黄金时

期，13年选育审定了112个小麦新品种，克服了2000年前种质资源使用单一和狭窄的弱点，这个时期选育出5个品种以上的骨

干亲本有绵阳26、贵农21和92R系列材料，分别占本时期育成品种的10.7%、9.8%、6.3%。近年来，育种家创造培育的一批新的

种质资源（包括人工合成品种川麦42，SW系列，R系列）正在成为新一轮多个骨干亲本系列。

关键词关键词 四川省；小麦；审（认）定品种；骨干亲本；亲缘系数；种质资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S51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11

Application of wheat corner stone parents and innov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 in Sichuan Province
LI Bangfa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corner stone parents of 170 registered (recognized) wheat cultivar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t is shown that the
corner stone parents of the 58 registered cultivars and the 9 recognized cultivars before year of 2000 belong to Fan 6 and Mianyang
No.11 series, respectively; 33 registered cultivars belong to Fan 6 and its total coefficient parentage is 9.25, which accounts for
49.28% ; 21 registered cultivars belong to Mianyang No.11 series and the total coefficient parentage is 8.45, which accounts for
31.35%. Years 2001—2013 were a golden period of wheat breeding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 with total 112 registered cultivars
for new varieties of wheat, which overcame the weakness of using a single and narrow germplasm resource before 2000. More than 5
registered cultivars of the backbone parents were bred, including Mianyang 26, Guinong 21 and 92R system materials. They accounted
for 10.7% , 9.8% , 6.3% of the 112 registered cultivars in this period. In addition, breeders created a batch of new germplasm
resources: synthetic cultivar Chuanmai 42, SW system germplasm resources, R system germplasm resources, which started a new
round of multiple backbone parent series.
KeywordsKeywords Sichuan; wheat; registered (recognize) cultivar; corner stone parents; coefficient of parentage; 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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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邦发，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小麦遗传育种与栽培，电子信箱：472611986@qq.com
引用格式：李邦发. 四川小麦育种骨干亲本的应用与种质资源创新[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66-70.

骨干亲本是指直接用来培育出一批大面积推广的品种，

或由其衍生出许多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亲本材料，通常骨干

亲本除本身具备综合的优良性状外，还具有高配合力，即易

与其他材料杂交育成优良品种[1]。在小麦育种过程中，杂交

亲本的选择和组合的配制是品种改良最关键和基本的一

步。实践证明，在亲本的选配中，骨干亲本的利用可以大大

提高育种效率，骨干亲本的应用在中国小麦育种中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小麦不同生态区内都出现了小麦骨干

亲本以及利用骨干亲本培育出的大量小麦新品种[2]。在中国

近百年的小麦引育种过程中，形成了蚂蚱麦、燕大1817、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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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隋青美, 叶青霖, 蒋善超, 等. 新型自温补FBG锚杆测力计研制优化及应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71-75.

新型自温补新型自温补 FBGFBG 锚杆测力计研制锚杆测力计研制
优化及应用优化及应用
隋青美 1,2，叶青霖 1，蒋善超 1，王静 1，曹玉强 1

1. 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济南 250061
2. 山东大学苏州研究院，苏州 215123
摘要摘要 针对现有锚杆端部载荷监测仪器无法满足岩土工程长期监测及数据远距离传输的现状，基于光纤光栅轴向应变特性，提

出一种结构简单、自带温补并适用于工程测量的新型FBG锚杆测力计。通过SolidWorks 2012有限元仿真软件，分析锚杆测力

计在外界压力下的轴向应变分布，进一步优化设计传感器内部结构，提高传感器的应变传递系数。理论计算得该锚杆测力计压

力敏感光栅中心波长的变化量ΔλB与外界压力F之间的对应关系为ΔλB=9.4735·F。性能实验数据表明该传感器线性度大于

0.99，压力测量分辨率为0.093 kN，压力敏感系数K为10.7 pm/kN。将该FBG锚杆测力计应用于某煤矿巷道，现场测试数据证

实该传感器可以实时的监测围岩压力变化，满足井下复杂测量坏境的需求，实用性较强。

关键词关键词 光纤光栅；锚杆测力计；温度补偿；煤矿巷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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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design of a novel FBG anchor dynamometer with
temperature self-compens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AbstractAbstract Because existing anchor end load testing instruments can not achieve long-term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monitoring and
long- distance data transmission, a novel FBG anchor dynamometer with simple mechanical structure and temperature self-
compensation suitable for engineering monitor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axial strain characteristic of fiber Bragg grating. In order to
improve strain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this novel FBG sensor, its internal structure is analyzed by Solidworks 2012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software and further optimized based on axial strain distributions of this FBG anchor dynamome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er wavelength shift ΔλB of pressure sensitivity FBG and external load F is calculated to be ΔλB=9.4735·F theoretically. It
is shown by performance experiment data that linearity of this sensor is larger than 0.99, its pressure measurement resolution is
0.093 kN and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K is 10.7 pm/kN. Coal mine tunnel pre-stressed anchor experiment data confirm that this sensor
can achieve real-time surrounding rock pressure measurement, and that it well matches the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under complex
situation and has certain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Keywords fiber Bragg grating; anchor dynamometer; temperature self-compensation; mine tunnel experiment

SUI Qingmei1,2, YE Qinglin1, JIANG Shanchao1, WANG Jing1, CAO Yuqi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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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器网络低能耗树状路由安全无线传感器网络低能耗树状路由安全
性能性能
秦丹阳，贾爽，王尔馥，丁树春，甄佳奇，赵冰

黑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摘要 安全可靠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现代通信系统的重要分支，是面向泛在通信的重要技术支撑。然而，大量的网络攻击导致

数据安全受到威胁，严重影响网络可靠性，从而使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安全性问题，提

出了以高效节能为前提的低能耗树状路由协议的安全模型LCTR模型。该模型利用报文鉴别码和数字签名技术实现鉴权和数

据整合。通过采用常用报文鉴别码和数字签名技术作为参考对LCTR模型进行性能分析，仿真结果表明，LCTR模型下信息安全

传输成功率最多可提高23%，网络生存时间最多可提高5%。

关键词关键词 数据整合；能量使用率；鉴权；无线传感器网络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N914.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13

Low-energy consumption tree routing security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AbstractAbstract Safe and reliabl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ubiquitous communication.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network attacks will threaten data security,
which will seriously affect network reliability and greatly reduce the use value of WSN.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curity model for low-
energy consumption tree routing protocols (LCTR), which achieves authentication and data integration using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MAC) and digital signature (DS) techniques. Some common MACs and DSs have been taken as the reference to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LCTR. Simulating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model of LCTR, the safe transmitting rate of information is increased by
23% at most, and the network lifetime is increased by 5% at most.
KeywordsKeywords data integration; energy efficiency; authenticatio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QIN Danyang, JIA Shuang, WANG Erfu, DING Shuchun, ZHEN Jiaqi, ZHAO Bing
School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大量静止或移动的传感器以自组

织和多跳的方式构成的无线网络，协作地探测、处理和传输

网络覆盖区域内感知对象的监测信息，并报告给用户[1,2]。无

线传感器网络融合了逻辑上的信息世界与客观上的物理世

界，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间的沟通方式。人们可以通过传感

器网络来感知客观世界，这不仅提高了网络的应用性，也使

得人们能更好地去感知认识世界。

随着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s，WSN）逐

步应用于军事和商业领域，其安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

WSN特殊的应用环境，其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关于WSN的

网络攻击问题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往往是以损耗能量为

代价提高网络的安全[3]。

WSN节点分布众多，并且需要进行监测、数据处理等活

动，而节点一般用电池供电，可使用的电量非常有限，并且对

于有成千上万节点的WSN来说，更换电池是不可能的，但要

求WSN的生存时间长达数月甚至数年[4]。针对WSN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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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2-19；修回日期：2015-02-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274111）
作者简介：孙艳坤，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岩石物理与渗流监测，电子信箱：sunyank@163.com；李琦（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酸气回注、CO2地

质利用与封存，电子信箱：qli@whrsm.ac.cn
引用格式：孙艳坤, 李琦, 李霞颖, 等. 基于光纤Bragg光栅的油气工业实时监测技术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84-91.

基于光纤基于光纤BraggBragg光栅的油气工业实时光栅的油气工业实时
监测技术研究进展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孙艳坤 1，李琦 1，李霞颖 1，杨多兴 2

1.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1
2.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北京 100085
摘要摘要 光纤Bragg光栅（FBG）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实时高精度监测技术，具有耐高温高压、抗电磁干扰、易于复用与可组网等

独特优点，成为油气领域最具前景的监测手段。介绍了FBG传感技术的发展历程、工作原理，重点分析了全球油气工程中管道

完整性监测、油气测井、地震勘探方面的最新应用现状；探讨了目前FBG传感器在油气田复杂环境条件下实时监测存在的问题，

并就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光纤Bragg光栅；FBG传感器；油气工业；监测技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934，TN25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14

Progress on real-time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oil and
gas industry based with fiber Bragg grating sensing

AbstractAbstract FBG (fiber Bragg grating) has been used to develop a kind of high precision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technology, which
possesses some unique advantages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endurance, resistance to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ase
of reuse and networking, etc. Obviously, it is bound to become the most promising monitoring method in oil and gas field, including
carbon geological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acid gas injection, and earthquake net-working. In this paper, a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FBG are presented firstly, and the latest application status of FBG sensors in pipeline integrity monitoring,
logging, seismic exploration is analyzed. Then, some key issues on real- time monitoring under complex environment conditions are
discussed, and finall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rend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Keywords fiber Bragg grating; FBG sensor; oil and gas industry; monitoring technology

SUN Yankun1, LI Qi1, LI Xiaying1, YANG Duoxing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China

2. Institute of Crustal Dynamics,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5, China

随着世界油气资源逐渐匮乏及需求量的急剧增加，油气

田开采竞争日趋激烈，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油气采收率，必

须准确、及时地获得油气田勘探与开发数据，而这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油气领域的先进监测手段与监测仪器。传统的油

气监测技术本身具有诸多缺陷，不能满足当前日益精细化的

油气田开发方案。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的实时性、精确性

与经济性，一直是油气工程师们亟待努力研究与实践的重要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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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根兴，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电子信箱：pangenxing@aliyun.com
引用格式：潘根兴, 李恋卿, 刘晓雨, 等. 热裂解生物质炭产业化: 秸秆禁烧与绿色农业新途径[J]. 科技导报, 2015, 33(13): 92-101.

热裂解生物质炭产业化热裂解生物质炭产业化：：秸秆禁烧与秸秆禁烧与
绿色农业新途径绿色农业新途径
潘根兴，李恋卿，刘晓雨，程琨，卞荣军，吉春颖，郑聚峰，张旭辉，郑金伟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南京 210095
摘要摘要 秸秆处理是当前中国农业与环境面临的重大挑战。分析了秸秆处理与禁烧存在的机制性困难，认为秸秆处理需要从市场

经济规律寻求产业化解决途径，关键是能源利用下养分资源重回农业循环；介绍了生物质限氧热裂解新技术特点及其在秸秆处

理中的优势，讨论了其产业主要产品——生物质炭的土壤和农业功效，分析了秸秆气炭联产多产品产业链的产业化前景，提出秸

秆热裂解生物质炭产业化提供了既处理秸秆废弃物又促进农业增产优质安全的新技术选择，形成了以生物质炭土壤施用和生

物质炭基肥料生产应用为中心的绿色农业新途径。建议国家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秸秆禁烧大环境下秸秆处理补贴政策，加大

秸秆收储配套服务，强化树立已经初现的秸秆生物质热裂解产业优势，通过绿色农业市场化发展带动解决秸秆问题，服务中国

可持续农业。

关键词关键词 秸秆；生物质热裂解；生物质炭；绿色农业；循环利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71，S21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3.015

Industrialization of biochar from biomass pyrolysis：A new option for
straw burning ban and green agriculture of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reatment of crop straw has been an increasingly great challenge for China's agriculture and rural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decade. To break up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existing in straw treatment and burning ban, industrialized treatment for commercialized
products has to be developed in line with market economy. Such industrialized treatment should focus on balanced utilization of
energy and nutrients recycled in agriculture. In this review, biomass pyrolysis is introduced and its merits in straw treatment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ddressing the properties and functions of biochar in soils and the agro-environment, we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straw pyrolysis and biochar production, focusing on soil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afe crop production in green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of biomass pyrolysis and biochar production offers safe treatment of crop straw as well as new resourc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biochar can be used to improve soil fertility, providing a green and innovative way for crop straw recycling.
In the context of straw burning ban, the governmen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subsidy policies for straw treatment,
enhance supporting services for straw collection, and encourage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advantages of biomass pyrolys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traw treatment through marketized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for develop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crop straw; biomass pyrolysis; biochar; green agriculture; recycling

PAN Genxing, LI Lianqing, LIU Xiaoyu, CHENG Kun, BIAN Rongjun, JI Chunying, ZHENG Jufeng,
ZHANG Xuhui, ZHENG Jinwei
Institute of Resource,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 of Agricultur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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