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导报》编辑委员会
（2015—2019）

顾问委员会（以姓名笔划为序）：
数理科学
朱邦芬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化学
万立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严纯华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学与环境
陈 颙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立安 第二炮兵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技术科学
于起峰 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 静 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严陆光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杜善义 哈尔滨工业大学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 坚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建中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和平 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 廉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策文 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命科学
王陇德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晓民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
乐国安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系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
孙 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 群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
陈晓亚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赛娟 中国科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木拉提·吾甫尔 中国科协常委，新疆医科大学教授
贺福初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潘蓓蕾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
信息科学
吕 建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一戎 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纬民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赵 伟 澳门大学教授
梅 宏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编辑委员会（以姓名笔划为序）：
数理科学
马琰铭 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王晋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流体力学研究所教授
田 野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朱健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研究员
刘青泉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传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光学与光学工程系

教授
何红建 清华大学近代物理研究所教授
谷 林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沈志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
张田忠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教授
张远波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陆延青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
陈玉琴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陈常青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
陈 斌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闻海虎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郭 旭 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
郭良浩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宗宽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曹 俊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梁 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
戴兰宏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化学
卜显和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王 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新亮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教授
刘 磊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李富友 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
宋延林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 政 宁波诺丁汉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系教授
陈 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郭玉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彭慧胜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
黎书华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地学与环境
马 臻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王书肖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王东晓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朴世龙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刘 永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闫克平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
李一良 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副教授
杨秀生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系

教授
吴龙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张兴赢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
罗 勇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柴育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常务副主任
曹军骥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技术科学
王飞跃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邓甲昊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教授
叶中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员
刘辛军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
刘 峰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严晋跃 瑞典梅拉达伦大学教授
李 垚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
吴立新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教授
吴智深 日本茨城大学工学院教授
沈国震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
张开逊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张 伟 北京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
张 骏 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
聂广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
翁 端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高 超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教授
康 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景国勋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鲁晓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生命科学
王前飞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
王海滨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雪梅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
孔宏智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邓玉林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叶兴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朱茂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刘小龙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

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祁 海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李中军 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
李百炼 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李 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教授

宋伟宏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
张知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周钢桥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

研究所研究员
郑 磊 合肥工业大学医学工程学院教授
顾红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倪喜军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唐劲天 清华大学医学物理与工程研究所教授
黄三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黄 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
戚益军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董尔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

常务副主任
惠利健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舒跃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

控制所研究员
翟琦巍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信息科学
王义平 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卢 凯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吕金虎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任福君 中国科协办公厅主任，教授
任福继 日本国立德岛大学工学院教授
许 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苏 青 中国科协机关党委，研究员
李乐伟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
李树涛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李 磊 日本法政大学工学院教授
肖 宏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审
忻向军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
张兆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副主任
张 黔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林宗利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电机与计算机系教授
周 昆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唐志敏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黄 如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黄 罡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段海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

工程学院教授
程学旗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游苏宁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编审
熊红凯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

总 顾 问：
韩启德 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光召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 任：
秦大河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副 主 任：
陈章良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李静海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运泰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饶子和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姚建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 福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魏炳波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宋 军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
秦德继 科技导报社社长，主任记者
史永超 科技导报社副社长，编审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水既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自然气候的变化所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引发了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并正在取代石油危机而成为全世界范围的
主要问题。同时，水资源危机也是现阶段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为了应对越来越突出的水资源危机问题，世界各国对于水资源问题的关注也在不断加强。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就将水资源管理的
重点由水利工程转变为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积极推广和发展节水技术，在过去的30年里，收到了巨大的成效：虽然其经济总量增长了近
4倍，人口增长了约34%，但其用水总量基本保持了零增长。欧盟则于2000年颁布和实施了以流域管理为核心的《欧盟水框架指令》，在该
指令的指导下，水资源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应对一些新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又于2012年再次发布了《欧洲水资源保护蓝
图》报告，就框架指令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2003年联合国首次发布了《联合国水资源开发报告》，2014年3月发布
了最新的《2014年度联合国水资源开发报告》，并首次改为年报形式进行编撰，试图利用典型案例来帮助世界各国加强水资源和能源发展
的综合管理，减轻经济增长与水资源消耗间的依赖关系，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的水资源总量约为2.8×1012 m3，人均水资源量为2185 m3，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由于过去工业的粗放发展模式，使得单位
水资源产出水平较低，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此外，中国自然的水资源还存在着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发展需求与水资源
条件之间的矛盾突出等现象，水资源危机较欧美等发达国家更为严峻。为了应对水资源危机，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1988年，新中国第一部规范水事活动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水利建设与管理步入了法制轨道。这
部法律的实施对规范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加强管理、防治水害、促进水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1997年开始又先后发布了《中国水资源统计公报》、《清洁水行动计划》等指导性的水资源保护文件，对水资源量、蓄水动态、供用水
量、用水指标、江河湖库水质等进行统计，引导建立节水型社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围绕重点流域的治理与修
复设立了“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通过在重点流域开展综合示范，使得示范流域水环境质量提高一个等级并消除劣V类，基本建
立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管理技术体系。

2015年4月又正式颁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这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和出水水质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强调重视未来
水处理中的模式创新。

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相应的水资源需求和水环境保护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也对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的水资源状况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约束条件。因此，需要加大新技术的研发力度，提高水利用率、削减废水排放量、利用好非常规水源，同时加强水源保护，增强节水意
识，多渠道着手来缓解水资源危机。

1）在传统工业生产中，加快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提高产能与水资源消耗比和水资源的利用率；在污染现象相对较突出的化工行业，
加大原子经济性反应技术的研发投入，真正实现绿色化工，减少废水排放；在农业生产中，发展和推广滴灌、覆膜灌、痕灌等先进灌溉技术，
实现节水增产。

2）对现有的污水处理技术进行升级改造，通过不同技术的集成创新，使污水处理与能源、资源回收有机结合：在出生水质满足循环利
用的同时，大幅提高污水处理厂的能源自给率，回收有价值物质，达到物质合理循环利用的目标。

3）针对雨水、海水、微污染水等非常规水源，开发以膜技术等为核心的组合工艺，拓展水资源范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注
重“海绵城市”等新理念的落实，最大限度地利用非常规水源。

4）为了保护和利用好水资源，确保供水安全，应该借鉴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做法，进一步严格立法，管制土地的应用、征用，迁徙非法住
户和防止污染；借助新环保法的实施，切实强化水源地管理，减少水源污染事件的发生。

5）采取行政推动、经济手段和提高全民意识相结合的方法促进节水：强制安装节水设施和装置，
实行阶梯水价，鼓励民众以“复式用水”取代“单一用水”方式，养成节约用水的生活习惯。

总之，虽然中国在缓解水资源危机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中国正处在
快速发展期，影响水资源的不确定和不可控因素多，缓解水资源危机仍旧任重道远。相信通过顶层设
计来强化管理，开发新技术、推动其大规模应用，提高民众的节水、护水意识，水资源危机问题一定会得
到有效的缓解。

加大高技术研发力度，多举措缓解水资源危机

侯立安，江苏徐州人，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解放

军第二炮兵工程大学教授，第二炮兵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等职。

长期致力于环境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

科技导报 2015，33（14）

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大学，西安 71002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吴晓丽吴晓丽））

1



2015年7月 第33卷 第14期 总第476期

鸣 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审读每期《科技导报》。

感谢中国科协办公厅、组织人事部、国际联络部、学会服务中心的大

力支持。

◆ 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源期刊

◆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源期刊

◆ 美国CA、CSA、Ulrich收录期刊

◆ 英国SA/INSPEC、CABI收录期刊

◆ 俄罗斯AJ/VINITI收录期刊

◆ 波兰IC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

作者所投稿件应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容，自发表之

日起，其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即授予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刊名题写：段云

★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

出版单位奖

★ 中国科技期刊方阵“双奖期刊”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

主管/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出 版 者 科技导报社
主 编 陈章良
社长/副主编

秦德继 yjzxqdj@163.com
副社长/副主编

史永超 shiyongchao@cast.org.cn

编辑部负责人
陈广仁 chenguangren@cast.org.cn
李 娜 lina@cast.org.cn

论文编辑
吴晓丽 wuxiaoli@cast.org.cn
刘志远 liuzhiyuan@cast.org.cn
王媛媛 wangyuanyuan@cast.org.cn
田 恬 tiantian@cast.org.cn
陈华姣 chenhuajiao@cast.org.cn
赵业玲 zhaoyeling@cast.org.cn
韩星明 hanxingming@cast.org.cn

栏目编辑
祝叶华 zhuyehua@cast.org.cn
王丽娜 wanglina@cast.org.cn
汤锡芳 tangxf@nsfc.gov.cn

本期执行责任编辑 田 恬，汤锡芳
美术编辑

王静毅 wangjingyi@cast.org.cn
编 务

吕 佳 lvjia@cast.org.cn
杨小舟 yangxiaozhou@cast.org.cn

发行部负责人
于 辉 yuhui@cast.org.cn

编辑部
010-62138113 kjdbbjb@cast.org.cn

发行部
010-62194182 kjdb@cast.org.cn（网上订刊）

刊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邮 编 100081
网 址 www.kjdb.org
博 客 www.sciencenet.cn/u/kejidaobao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2-872（国内）， TP3092（国外）
中国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海外发行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5号，邮编10004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035号
印刷装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7857

CN 11-1421/N
国内售价 37.50元人民币/期；900.00元人民币/年
国外售价 37.50美元/期；900.00美元/年

《科技导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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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华裔科学家聂华桐、潘毓刚、钱宁等提议创办，并得到中美两国数百位

著名学者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陈省身、杨振宁、张明觉等著名华裔科

学家受聘担任编委，美籍华裔学者钱宁教授出任首任主编。

1980年1月，《科技导报》创刊号在美国出版，在中国大陆发行，销售

约10万册，引起社会轰动。创刊号的“发刊词”将办刊宗旨确定为：

促进中外科技学术交流，探讨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

由于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并缺乏专职编辑队伍，1980 年出版 2 期、

1981年出版1期后，遂停刊。

● 发展于中国发展于中国 1985年春节，在海内外各界人士强烈要求下，《科

技导报》复刊。1986年1月，《科技导报》归属中国科协主管；1991年1

月，由中国科协主管、主办，成为中国科协学术会刊。1994年1月，朱光

亚院士担任主编；2003年7月，冯长根教授接任主编；2014年8月，陈章

良教授接任主编。

自2004年7月起，《科技导报》调整办刊定位，转变为以发表自然科

学各学科专业原创性研究论文为主的学术性期刊，力图办成一份有影

响、有特色、有品位的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学术期刊。

● 主要特色主要特色 综合性：发表内容涵盖自然科学所有领域；评论性：

评论重大科技事件、热点、人物、现象；新闻性：报道国内外重要科技新

闻、事件、活动、进展；学术性：发表原创前沿研究论文和综述。

主要栏目有：卷首语、本刊专稿、专题论文、研究论文、综述文章、科

技风云、科技事件、科技工作大家谈、科技界声音、科技新闻热点排行、科

技期刊亮点、科学共同体要闻、书评、图书推介、科技纵横捭阖、职场、科

技基金、读者之声等。

收录和荣誉



·封面图片说明·

应对水资源危机刻不容缓

水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基本条件，
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重
要战略资源，在人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中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约为
2186 m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8800 m3的
1/4，是世界上13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
一。近年来，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用水
需求量的持续增长与水资源短缺之间的
矛盾日趋突出；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
化、社会活动加剧、地理条件和环境污染
等原因，使得中国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
不同地区在同一时期需要面对水多、水
少、水污染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

国水资源短缺形势不容乐观，水安全问
题对社会发展的约束作用不断增强。因
此，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战略意
义重大，关乎中国能否成为21世纪全球
最重要国家的发展态势，而提高全民的
节水、爱水意识，发展高新技术实现水回
用，提高水利用率和开发非常规水源是
缓解水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

目前，中国工业、农业和生活废水的
产生量大，2013年共计产生废水 695.4
亿 t，而大部分的废水则是经过达标处理
后排放到环境中，废水的回用率极低。
对工业废水而言，其成分复杂，处理难度
大，成本高，将多种处理技术相集成，提
高废水处理效率，降低处理成本，甚至实
现有价值物质的回收是近年来工业废水
回用的发展新趋势。由于农业废水属于
面源式污染，虽然有很多新技术已经被
应用到农业废水的处理中，但目前收效
并不理想。城镇生活污水在所有废水中
所占比例最大，要想彻底解决生活废水
问题，在发展新型的生化处理技术的同
时，还需要提高民众的环保和节水意识。

根据中国《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数
据，目前中国万元 GDP 用水量为 109
m3，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有差距。而降低万元GDP用水量，
提高水利用率，则需要提高节水型社会
建设水平，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建立
高效利用的工程技术体系，因此，绿色生
产工艺的设计，高性能的水处理材料的
制备，集成工艺的开发等将有助于从源
头上解决水安全问题。

非常规水源主要是指海水、雨水、苦

咸水和矿井水等含有较多杂质或污染物
的水源，通常难以直接利用，或经简单的
处理后仍旧达不到可利用的标准。随着
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的突出，非常规水源
开发与利用对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更
加凸显，因此，对非常规水源处理技术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随着材料
和工程等相关科学的不断进步，以膜技
术、吸附等为代表的水处理技术得到了
快速发展，使其在非常规水源处理中得
到了良好的应用，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开发高性能的水处理材料、设计高
效率的集成技术是今后解决水安全问题
研究的重点。针对当前水安全和水资源
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热点和难点，由中国
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学部、科技导报社主
办，浙江大学协办了主题为“水安全保障
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科技导报》学
术沙龙。《科技导报》围绕该次学术沙龙
研讨的相关内容，在2015年第14期出版

“水安全保障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专
题，“卷首语”发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
安教授的“加大高技术研发力度，多举措
缓解水资源危机”文章，“专题论文”刊登
了17篇相关研究论文，力图展现中国学
者在该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水
处理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本期封面图片体现了物理、化学和
生物法在水资源领域的应用概念，并期
望利用地球与水的关系唤起人们的节水
意识。本期封面由陈俊杰、张林和王静
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吴晓丽吴晓丽））

·导 读·

P7 不畏浮云，只为梦想
太阳能飞机和空间探测器都是科技进步的里程碑。本文

将向读者介绍太阳能飞机环球之旅的进展和新视野号探测器
对冥王星的测量，并展现蕴含其中的人类不屈不挠的探索精
神。

P12 第四代核能系统铅基反应堆前景展望
核能作为一种安全高效、已实现广泛应用的清洁能源，在

目前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
坛组织”2014年1月官方发布的“第四代核能系统技术路线更
新图”显示：在第四代核能系统6种堆型中，铅冷快堆有望率先
实现工业示范应用。铅冷快堆具有在短时期内实现应用的潜
力，本文由先进核能研究团队——FDS团队撰文，概述了铅基
反应堆的特点、在国外与国内的发展情况以及其应用前景等。

P107 一个技术宅男兼漫画大咖的奇思妙想
如果一场暴风雨中的所有雨水汇聚成一整滴落下来会怎

样呢？如果地球上的人尽可能地聚集在一个地方同时跳起，
并同时落地，会发生什么呢？你是否觉得这种问题荒诞不
经？在what if这本书里，却有人用最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去回
答它们。正如此书副标题所言：对荒诞的假设性问题给出严
肃而科学却又生动的回答。

P13 气候变化视阈下的水安全现状及应对策略
气候变化是目前国际上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气候变化将加

速大气环流和水文循环过程，从而引发或恶化一系列水安全问题。本

文从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水生态安全、水工程安全、供水安全5个
方面，综述气候变化对水安全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

下应对水安全问题的策略。

P32 氧化石墨烯基水处理膜的研究进展
氧化石墨烯（GO）具有片层薄，亲水性好，水分子在其片层间运动

速度快等特点，通过调节GO膜片层间隙尺寸可实现对溶质的截留，因

而在水处理方面表现出优异的分离性能。本文综述了氧化石墨烯基

膜的制备方法，包括真空抽滤法、喷涂法、旋涂法和浸涂法和层层自主

装法等。详细介绍了氧化石墨烯基膜在反渗透、纳滤、渗透汽化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在水处理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P59 BMED解离硫酸盐高效清洁制酸碱工艺研究
随着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迅猛增加，其中大

部分的工业废水中都含有硫酸盐，然而硫酸盐的过量排放会对环境

水体造成严重的污染与破坏。为解决此问题，本文以硫酸钠废液为

原料，采用双极膜电渗析（BMED）新型工艺，实现含硫酸盐废水的回

收再利用，高效、清洁地制取酸、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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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707--0101至至20152015--0707--1515））
1 南开大学起跑中国首辆“脑控汽车”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5日，南开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脑电设备，捕捉人在集中注意力时产生的脑电信

号，利用脑电信号识别系统分析人的驱车意图并向汽车发送操控指令，以此实现人脑

控制汽车的目的。该研发成果，在中国首次实现了人脑驱车及脑电信号与汽车系统的

“连结”，有望彻底改变“手”“脚”并用的驾车模式。

图片来源：新华网

（排行依据：本刊遴选出的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2 人类首次近距离观察冥王星，“新视野”号发回史上
最清晰冥王星照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14日19时，“新视野”号历经9年，飞行48亿 km后，在距离

冥王星12500 km的位置上掠过，拍摄下了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

冥王星图像。传回的照片上心形暗斑清晰可见，“冥王之心”被命

名为汤博。“新视野”目前仅发回了它掠过冥王星系储存数据的

2%～3%，因为冥王星的遥远和“新视野”在拍摄照片同时数据传

送速度很慢，还需要几周到十多个月才能发回更全面的数据。

图片来源：新华社

3 中外合作首次验证五夸克态的存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LHCb实验组

宣布：在实验中观测到由五夸克组成的重子态，首次确认五夸克

态的存在。这项研究由清华大学和美国雪城大学的研究人员，以

及LHCb国际合作组成员共同完成。

10 俄宇航局将国际空间站运行轨道抬高2.1 km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俄罗斯当地时间7月3日，俄罗斯“进步M-28M”号货运飞船

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带去物资。这是

“进步”号飞船事故后首次发射。

4 天河二号获世界超算“五连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3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2015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

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在国际超级计

算机TOP500组织发布的第45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

上再次位居第一。这是天河二号自2013年6月问世以来，连续5
次位居世界超算500强榜首。

6 太阳将休眠地球温度大幅下降？科学家：一家之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于威尔士

兰迪德诺召开的国家天文会议上，诺

森比亚大学研究团队称，据他们研发

的太阳活动周期新模型——“双发电

机模型”预测，太阳活动将在2030年

左右减少 60%，届时地球将大幅降

温，并且进入“小冰河期”。但许多科

学家表示鉴于预报太阳活动的技术

尚未成熟，对2030年后的太阳活动作

出预测还为时尚早，预测结果的仅可

作为科研参考。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7 我国首次公开出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汇编的《全国及各地区主体功

能区规划》（上、中、下），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

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首次公开出版我国国家及各

地区主体功能区规划。

5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评估交给第三方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中国科协所属学

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对扩大试点

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原则、主要内容、组织实施、工作制度、工作

流程、保障措施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9 清华大学再夺 ISC国际超算竞赛总冠军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1/30]

7月15日，在德国举行的2015国际超级计算机大会 ISC15
上，清华大学代表队夺得了第四届 ISC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总冠

军。这是中国代表队第二次获得该项赛事的总冠军，2012年首

届竞赛也是由清华大学夺冠。同时这也是清华大学继今年5月夺

得ASC世界超算竞赛总冠军后的获得的本年度第二个世界冠军。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在突破机器人产业化瓶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联合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

与欧盟第7框架项目协作，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服务机器人自动

检测技术研究，对服务机器人性能指标体系、性能因素与组合模

型、数据采集与分析手段、参数辨识与模型重建技术等基本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此基础上，引进国际领先的运动跟踪设备，

自主研发服务机器人性能检测系统，并完成了首批实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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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空中飞翔曾经是人类矢志不渝

的梦想。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地将这一

梦想变成现实，他们与“飞行者1号”由此

载入史册，人类也从此进入航空时代。

然而，现代航空业的高速发展在为我们

的生活带来从未有过的巨大便利的同

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因此，在

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也期待航

空业的变革。2015年，一架太阳能飞机

的环球之旅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美国夏威夷当地时间 7月 3日早上，

瑞 士 前 空 军 飞 行 员 、工 程 师 AndréAndré
BorschbergBorschberg驾驶太阳能

飞机阳光动力2号（So⁃
lar Impulse 2）成功地

在夏威夷 Kalaeloa 机

场降落。这段从日本

名古屋飞往夏威夷的

旅程，共计耗时 117小时零 52分钟，飞行

距离约7200 km，打破了太阳能飞机单次

不间断最远飞行记录（7 月 3 日新浪科

技）。

2003年，瑞士探险家Bertrand PiccaBertrand Picca⁃⁃
rdrd邀请André Borschberg联合发起了“阳

光动力”计划（Solar Impulse），旨在打造

一架具有永续飞行能力的太阳能飞机。

在具有技术验证性质的阳光动力 1 号

（Solar Impulse 1）于2010年7月首次成功

实现无燃料昼夜飞行后，项目团队开始

建造阳光动力 2号。2015年 3月 9日，这

架飞机从阿联酋阿布扎比起飞，开始无

需燃料的环球之旅。在此之后，它先后

经停阿曼、印度和缅甸，也曾飞抵中国的

重庆和南京。

离开南京后，阳光动力2号计划从名

古屋出发，完成横跨太平洋之旅。但是，

受天气条件的限制，飞行计划两次推

迟。飞机在夏威夷降落后，技术人员又

发现飞机在飞越太平洋的过程中，锂电

池因为过热而损坏，所以不得不在夏威

夷整修。项目团队经过研究决定飞机将

于 2016年 4月重新出发，完成剩下的航

段。

由于飞机完全依靠太阳能供电，因

此飞行过程中对天气条件有着非常严格

的要求，在日本两次推迟起飞就是因为

气象团队发现飞行路线上的云层会对太

阳能电池的工作造成影响。而这次将重

新起飞的日期定在 2016年，一是因为需

要生产新的锂电池，二是因为大西洋上

的飓风季节即将来临，飞机无法在这样

的天气中飞行，而在随后的冬季里太阳

能电池又无法获得足够的光照。

虽然阳光动力 2号在飞行过程中要

努力选择晴朗天气并避开云层，但恶劣

的气候条件和其他不利因素并没有将整

个团队打倒。他们怀揣超越极限的精

神，一次次战胜了各种困难，延续着环球

飞行的梦想。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受到

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等一系列技术因素

的限制，阳光动力2号目前不具备任何投

入商业使用的可能性。但是，面对外界

的质疑，Bertrand Piccard在接受采访时这

样表示：“阿波罗探索月球的第一步，也

并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业，只是为了迈出

人类历史的第一步而已。”伴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太阳能技术可以在航空业中得到应

用，我们的飞行也会变得更加清洁。

阿波罗探月计划无疑是人类探索未

知世界的里程碑，否则 Bertrand Piccard
也不会以此说明“阳光动力”计划的意

义。在 1969年那“一小步”之后，人类探

索的脚步从未停止，并不断迈向新的时

代。美国东部时间 2015年 7月 14日 7时
49分（北京时间 19时 49分），新视野号

（New Horizon）探测器近距离飞过冥王

星，成为首个探测这颗遥远矮行星的人

类探测器，人类的空间探索史从此也翻

开新的一页（7月15日NASA）。
新视野号于2006年1月19日在美国

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基地发射升空，经过9
年多的长途飞行才到达冥王星。由于太

远太暗，冥王星在很长时间里都只存在

于天文学家的猜测中。直到 1930年，美

国天文学家Clyde TombaughClyde Tombaugh才发现了冥

王星。随后冥王星被确认为太阳系的第

九大行星。然而在2006年8月24日国家

天文学联合会大会上，经过与会天文学

家的投票表决，冥王星被降格为“矮行

星”（dwarf planet）。
即使这样，天文学家探索冥王星的

热情也丝毫没有减弱。这次新视野号携

带着包括远距离侦察成像仪（LORRI）、拉
尔夫望远镜（Ralph）、紫外线成像光谱仪

（Alice）、冥王星太阳风分析仪（SWAP）在

内的7种先进设备，它们将会帮助科学家

第一次真正了解冥王星的气候条件和地

表特征。依靠第一批回传的资料，科学

家已经发现了冥王星表面的冰山以及北

极极冠的甲烷冰。

除了冥王星，此次新视野号还将对

冥卫一卡戎（Charon）、
冥卫二尼克斯（Nix）
和冥卫三许德拉（Hy⁃
dra）进 行 拍 照 和 测

量。在完成这些任务

后，新视野号会继续

对柯伊伯带进行探索。它将会和欧洲空

间局（ESA）的罗塞塔号（Rosetta）一起，逐

渐揭开这一太阳系中神秘区域的面纱，

帮助科学家拼凑出关于柯伊伯带的结

构、组成和演化的更全面的图像。得益

于这两台探测器，我们也会获得对太阳

系历史前所未有的了解。

这次任务的成功，不仅是科学的成

就，同时也是意志的胜利。项目团队要

坚持9年多的时间，始终保持对探测器的

关注。而在北京时间7月 5日凌晨，新视

野号突然与地面控制中心失去联系；1天
后，团队查明原因并解决问题。这无疑

也是对团队成员心理的巨大考验。在确

认新视野号探测器成功飞掠冥王星后，

NASA局长Charles F. BoldenCharles F. Bolden称：“新视野

号探测器的飞掠成功，将会激励下一代

的探索者们。”

在NASA发布冥王星的高清照片后，

这张含有一颗“心”的照片可能是次日全

世界出镜率最高的一张照片。当无数人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真

正了解新视野号的技术细节，却可以感

受到仰望星空的意义。无论是飞越太平

洋，还是飞向冥王星，我们的路上总会有

“浮云”挡路。但只要我们怀揣超越极

限、探索未知的梦想，那浮云就不会遮住

我们远望的双眼，更不能挡住我们前进

的脚步。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不畏浮云不畏浮云，，只为梦想只为梦想

太阳能飞机和空间探测器不仅代表了人类科技的进步，更象

征着人类勇于超越极限的态度和探索未知的精神。前进路上的

困难并不能阻止人类追求梦想的脚步。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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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推进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

府转移职能试点，是中央围绕全面深化

改革、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作出的重要

部署，也是中国科协及其所属学会自觉

接受党的领导、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团结服务科技工作者、依法依章开展工

作的重要内容。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 尚勇尚勇

光明网 [2015-07-17]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键是破除制

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形

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白春礼

《中国科学报》[2015-07-17]

做引领者是时代赋予年轻人的使

命。引领是一种境界，境界越高，格局越

大。“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

层”。只有站在高处，才有不同于别人的

视野，才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远方。

———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 邱勇邱勇

《光明日报》[2015-07-13]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面

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希望有更多的战

略决策者和科技专家能运用从系统直觉

到系统自觉的一系列理念、方法，逐步提

高系统自觉性。这将会对各类复杂艰巨

任务的完成提供崭新的途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教授 王众托王众托

科学网 [2015-07-14]

很多创新只是捅破一层窗户纸，往

往只是用别人没有想到的很简单的模型

和方法突破了关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教授 程耿东程耿东

《中国科学报》[2015-07-16]

科学研究要做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性

创新，而不是简单的集成创新。此外，要

让创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领跑，创新的

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基础研究上书架，让

应用研究上货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四川大学

化学学院教授化学学院教授 冯小明冯小明

《中国科学报》[2015-07-09]

我国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已经形成气

候。大力发展生物天然气，既是环保的

需要，也可以弥补我国在天然气领域日

益扩大的缺口。“一石两鸟”，何乐不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 石元春石元春

《中国科学报》[2014-07-15]

地球的自转速率快或慢无法预测，

过去几十年来，地球的转速是呈现变慢

的趋势，但是未来怎样仍不确定，这致使

闰秒没有规律可循，不能自动实施，只能

依靠人工干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量科学院中国计量科学院

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 李天初李天初

新华网 [2015-06-29]

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是一个典型

的交叉学科，它包括医学、生物学、材料

学等多个学科，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人员

齐心协力，才能共同推进其发展。

———法国技术科学院院士—法国技术科学院院士、、法国医学法国医学

科学院院士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干细胞工程中国国家干细胞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韩忠朝韩忠朝

科学网 [2015-07-02]

新一代机器人并非是简单地取代人，

而是要响应环境、要灵活、要与人合作。

它将重新定义机器人与人的关系，从原来

“奴仆—主人”关系向合作伙伴转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王天然王天然

科学网 [2015-06-29]

大气循环控制着“哪些地方干燥或

过于炎热，哪些地方有雨水落下以及猛

烈的暴风雨在哪些地方形成和袭击何

处”。如果可以运行能分析云层和对流

的模型，同时能确定所做的是正确的，我

们将有能力回答很多问题。

———巴黎动力气象学实验室气候专家—巴黎动力气象学实验室气候专家

Sandrine BonySandrine Bony
《中国科学报》[2015-07-14]

引入间接经费，比例也比过去管理

费的5%高出很多，这就使依托单位的间

接成本得到了合理的补偿，改变了过去资

金成本捉襟见肘的局面。科技基金管理

的新办法解决了科研工作中的许多难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文亚文亚

《科技日报》[2015-07-07]

冰湖相对于面积较大的湖泊对气候

变化响应更敏感，同时冰湖溃决会对下

游地区的人员与财产造成较大的危害。

全面掌握第三极地区冰湖情况，能为第

三极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并

对冰湖溃决等地质灾害研究提供有益的

参考。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卓越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张国庆张国庆

《科技日报》[2015-07-11]

通过非常规天然气和一些可靠的进

口渠道，到 2030年后，天然气在能源结

构中占的比重，达到 10%以上是完全可

能的。一个国家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既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立足现实的

可能性，更要看到长远的方向是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研究员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杜祥琬杜祥琬

《中国科学报》[2015-07-07]

中国发展电动汽车光靠补贴是不可

持续发展的，要依靠电动车最优可持续

发展方案解决。即使现在补贴是 20%，

国家就要消耗好几千亿，随着电动车的

发展，这个数量还在增加，这可是不可持

续发展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吉林大学教授

郭孔辉郭孔辉

科学网 [2015-07-19]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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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2030年年，，泰晤士河还会结冰吗泰晤士河还会结冰吗
当《科技导报》记者走进国家天文台

太阳预报中心首席研究员王华宁王华宁的会议

室时，他已就英国诺桑比亚大学女科学

家Valentina ZharkovaValentina Zharkova团队的一项研究工

作接待过好几家媒体了。

Zharkova 等的研究结果其实已于

2014年 11月在学术期刊 The Astrophysi⁃

cal Journal发表。2015年 7月 5日，英国

皇家天文学会主办的国家天文会议在威

尔士开幕，Zharkova再次报告了其研究结

论：根据其研究团队建立的太阳活动预

报模型推测，2030年左右太阳活动将会

急剧减弱。英国《每日邮报》对此进行了

报道，并称届时地球将有可能进入一个

小冰期。随着中国媒体纷纷转载、跟进，

Zharkova等的研究结果迅速“红”遍中国。

一项“普通”的研究

“每年发表的关于太阳活动变化趋势

预报的研究论文上千篇，Zharkova及其研

究团队的研究结果只是其中之一。”王华

宁说。作为一位太阳物理领域的科学家，

王华宁对这项研究的态度远比公众和媒

体冷静，只是这项研究为他带来了不少

“解读”工作。他介绍说，Zharkova的研究

属于太阳活动预报研究的领域，而太阳活

动规律是非线性的，太复杂了，很难通过

一个研究模型来得出一个准确无误的预

报结论，历史上也出现过对一两个周期预

测成功，但接下来又失败的案例。”

当然，这项研究的结论并不使其他

科学家震惊，因为太阳活动近年确实有

变弱趋势，这一点可以从太阳活动最显

著的特征之一——太阳黑子的观测结果

看出。

“在当前太阳活动周（第 24周，11年
为一个活动周），未观测到太阳黑子的天

数总和已超800天，太阳活动强度比上一

个太阳周降低了很多”，王华宁说。

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一段没有观测

到太阳黑子的时期，就是有名的蒙德极

小期（1645—1715年）。当时太阳活动微

弱，全球气候寒冷，伦敦泰晤士河都被冻

到结冰。有一幅有名的油画记录了人们

穿着滑冰鞋穿行泰晤士河的画面。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太阳活动长期趋势的预报是一项

持续的研究，全世界一直没有停止过”，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汪景琇汪景琇院士说，Zhar⁃
kova研究团队提出了对太阳活动长期变

化的一种新思考，他们建议，太阳背景磁

场有两个极性相反的主导分量，具有不

同的传播方式，与太阳发电机波相联

系。Zharkova等据此预报第25和26活动

周太阳背景磁场将明显减弱，从而导致

太阳活动水平降低。国内太阳物理学家

差不多十年前开始了相关探索。2007
年，优秀青年学者姜杰姜杰和印度科学院院

士ChoudhuriChoudhuri等合作，基于磁通量扩散转

移发电机理论，预测第 24太阳活动周是

百年来最弱的活动周，并为迄今为止的

太阳观测所证实，是第1个成功的基于发

电机理论计算的太阳活动周预报。

“虽然是众多太阳预报工作中的一

项，Zharkova团队的工作还是十分重要

的”，汪景琇说，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提示

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太阳活动水平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太阳活动会不会变

弱，从而导致全球变暖趋势停滞？这项

研究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宇宙的演

化、太阳活动的变化可能影响地球气候

和人类生存环境的长期变化。”

汪景琇说，从历史经验看，太阳活动

对气候的影响不能忽视，近年来太阳活

动的变化尤其值得气候学家警惕——太

阳活动变弱的趋势不断得到验证。美国

科学家LivingstonLivingston等长期用光谱学方法诊

断太阳黑子本证磁场强度的变化，发现太

阳黑子本影的最大磁场强度从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不断减弱，文献可见的2012年的

观测结果仍然验证了此前的预测。Liv⁃
ingston等推测，此种趋势持续的话，太阳

黑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日面消失。这

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寒冷的蒙德极小期。

实际上，国内外科学界已经在关注

太阳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国家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就有一个与此

有关，项目领衔者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肖子牛肖子牛。

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领域

“太阳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比较

复杂”，肖子牛说，目前主流科学家仍然

更多地关注人类活动对现代气候变化的

影响。“对现代气候变化，尤其是工业文

明以来的全球气候变暖来说，已知的情

况都显示太阳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较

小；IPCC历次的评估报告也得出了同样

结论。”肖子牛表示，“但 IPCC报告也同时

指出，太阳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仍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探索性的项目，

课题组的进展比较艰难，“但也还是有了

一些初步进展”，肖子牛说。

“过去一般用太阳辐射强度来讨论

太阳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但它对气候的

影响非常小，比人类活动的影响小一个

数量级以上”，肖子牛说，但是由于太阳

活动对气候变化的驱动机制目前并不完

全清楚，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可能

存在一种放大机制，使得太阳活动对气

候的影响远远超出传统的估计。其中一

种是紫外线对臭氧的加热作用，这一般

发生在大气的高层，并通过大气系统的

相互作用发挥影响；另一种是与太阳活

动有关的空间高能粒子的作用，它可能

通过云产生的物理过程发挥作用。科学

家初步实验显示这种机制可能存在，并

在地球的某些地区云量的变化过程中检

测到了明显的太阳活动信号，云过程是

气候系统中最重要但尚未完全理解的物

理过程之一，太阳活动可能通过云的反

馈影响大气环流，从而对气候产生影响。

“目前我们也在做紫外线对低层臭氧

的加热作用机制研究”，肖子牛说，总体来

看，这些研究非常困难，“因为其中的机制

本身非常复杂，观测数据也难以支撑一些

分析工作，目前普遍使用的是国外观测数

据。像紫外线等太阳光谱的数据更是卫

星出现之后才有，因此数据较少。

“太阳是地球气候形成的原始驱动

力，太阳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一个

古老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

领域。现在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日益

重要，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而且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它了。”肖子牛说。

虽然我们很难确定2030年的泰晤士

河是否会再次结冰，但可以确定，太阳活

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会不断深入。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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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7月13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会见了微

分几何大师、“费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

佛大学数学中心终身教授丘成桐丘成桐一行。

会见中，丘成桐课题组演示了 3D打

印集成系统，并展示了3D打印图像。丘

成桐表示，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科

学研究、产品原型、建筑设计、制造业等

领域及行业中均有应用。希望借助中国

科协平台能够让中小学生接触 3D打印

集成系统这一先进技术，培养科学精神，

发展实践能力。尚勇对丘成桐一行表示

感谢与欢迎，并对3D打印技术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中国科协将全力支持丘成桐先生开展科普工作

和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5-07-14]

尚勇会见国际知名科学家丘成桐一行

2015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开幕

7月 10日，以“汇聚全球智慧、打造

创业天堂”为主题，2015年（第七届）苏州

国际精英创业周在苏州开幕。中国科协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出席并代表

主办单位讲话，同时向苏州市授予中国

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匾牌。海

内外嘉宾约600人参加开幕式。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活动由科技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侨

办、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

会同江苏省政府联合主办，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联谊会、千人计划创投中心、中国

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

共同协办，中共苏州市委、苏州市人民政

府承办。本届创业周活动围绕人才创新

创业所需要素和服务进行创新和拓展。

活动采用主会场和10个分会场上下联动

的运作模式，参会项目主要集中于新能

源、新材料、智能电网、纳米技术、医药和

生物技术、现代装备制造、软件和服务外

包、金融、文化创意等九大产业领域。

江苏省科协 [2015-07-14]
2015年世界工程师大会即将举行

7月 2日，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在中国科技会堂

会见日本工学会会长佐藤顺一佐藤顺一。

张勤代表中国科协对佐藤顺一先生

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2015年世界工

程师大会即将在日本举行，中国科协鼓

励并支持中国工程领域专家、学者、机构

和企业等参会，希望日本工学会提供便

利和支持。佐藤顺一对中国科协给予世

界工程师大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

介绍了大会筹备情况，并表示，日本工学

会作为此次大会的主办方，欢迎中国工

程界人士积极参加大会论坛活动。

2015年世界工程师大会将于 2015
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日本京都举

行。世界工程师大会是由世界工程组织

联合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0年

共同发起并主办的全球工程技术界的盛

会，被誉为“工程界的奥林匹克”。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7-02]
首届军民融合技术

装备博览会召开

7月7日，首届军民融合技术装备博

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科协、科技

部、国防科工局等有关部门，军队系统，

高校，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等企业，以及深圳市等有关方面代

表共800余人参加开幕式。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

本届博览会展出面积上万平方米，

近200家单位参展。展览内容涵盖自主

可控平台、指挥信息系统、数字化士兵、

网络信息安全、无人系统、北斗位置服

务、红外夜视装备、应急救援系统、边防

监控指挥系统、虚拟现实技术、模拟仿真

系统等军民两用高新技术成果。3天展

期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和领域的观

众近2万人次参观展览。博览会采取了

展览、论坛和专题互为一体的新型会展

模式。博览会期间举办了中国指挥控制

大会、中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论坛、网络

安全与自主可控论坛等，百余位院士、专

家汇聚一堂，举办学术报告近百场，共同

探讨军民融合、自主创新发展之路。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7-14]
《物理化学学报》创刊30周年

学术研讨会召开

7月3—4日，《物理化学学报》（Acta
Physico-Chimica Sinica）创刊 30周年

纪念大会暨第四届编委会会议与物理化

学前沿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13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

院院士张存浩张存浩，，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吴海鹰吴海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化

学会理事长姚建年姚建年等应邀出席大会并致

辞。

新一届编委会共由49名来自国内外

物理化学领域专家学者组建而成。新任

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刘忠范作报告。

在物理化学前沿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田中群，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化学

热力学与热化学研究室主任韩布兴韩布兴等 8
位专家分别作报告。

中国化学会 [2015-07-08]
中国科协第99期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召开

6月 27—28日，主题为“超材料：科

技突破新机遇”的中国科协第99期新观

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杭州举行。沙龙由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承办，中国科学院院

士方岱宁方岱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张张

忠忠，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彭华新彭华新担任领

衔科学家。40余位分属材料、力学、电

子、纺织、光学、数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来

自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

加沙龙活动。

超材料技术是一项新兴的国际重点

发展技术，得到欧美国家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与会专家围绕超材料制备与加工

技术、超材料隐形、超材料光学器件、完

美成像技术、能量技术等话题进行了观

点阐述和激烈争论互动，从不同角度和

专业方向不断提出新观点，研讨气氛热

烈，思想与观点激烈碰撞。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7-02]
天然林保护与

林下经济发展学术论坛召开

7月6日，天然林保护与林下经济发

展学术论坛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召开。学

术论坛由中国林学会、黑龙江省林业厅、

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和东北林业大学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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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陈

幸良幸良、东北林业大学校长杨传平杨传平、黑龙江

省森工总局局长魏殿生魏殿生分别作学术报告。

近年来，随着黑龙江省天然林商业

性停伐试点的推广，天然林保护与林区

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显现，特别是林区

民生问题十分突出。如何破解林区天然

林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探索出一条

生态保护、经济建设、民生福祉和谐共赢

的发展之路，是举办这次论坛的主要目

的。与会专家认为，实施天然林保护与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是相辅相成，和谐共

赢的发展关系，发展林下经济是保护天

然林的必然选择，是在全面实施停伐后

林区经济的根本出路。

中国林学会 [2015-07-15]
中国物理学会发布

2014—2015年度各项物理奖名单

7月 16日，中国物理学会网站公布

了 2014—2015年度中国物理学会各项

物理奖获奖者名单，并对他们各自的研

究工作进行了介绍。中国物理学会公布

的奖项包括胡刚复物理奖、饶毓泰物理

奖、叶企孙物理奖、吴有训物理奖、王淦

昌物理奖、谢希德物理奖、黄昆物理奖和

周培源物理奖，这些奖项每 2年评选一

次，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白雪白雪

冬冬等13人分别获得上述奖项。其中《科

技导报》编委、清华大学教授何红建何红建获得

王淦昌物理奖，他长期研究粒子物理，以

及量子引力与宇宙学的相关交叉领域，

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5-07-16]
第十届全国胃癌学术会议召开

6月 27—28日，由中国抗癌协会胃

癌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共同

主办的第十届全国胃癌学术会议暨第三

届阳光长城肿瘤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本届会议延续“规范、融合、创新”这一主

题，旨在进一步提高肿瘤规范化诊疗水

平、推动多学科协作、促进转化医学的发

展、聚焦精准医学的未来。来自英、美、

日、韩等国的 10余位国外专家，国内近

150位肿瘤防治领域知名专家共同分享、

探讨了胃癌及肿瘤相关领域的进展以及

热点问题。

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沈琳沈琳

作了学术报告。来自日本的Takeshi SaTakeshi Sa⁃⁃
nono、Toshikazu UshijimaToshikazu Ushijima 和来自韩国的

Sung Hoon NohSung Hoon Noh和Han Kwang YangHan Kwang Yang 4
位教授分享了在各自领域的实践和思

考。大会主席季加孚季加孚最后作了大会报

告。本届会议涵盖了胃癌的基础研究、

临床诊断和治疗等各学科。同时开设多

个专题论坛，举办20余个分会场，吸引了

来自全国近1500余名参会代表。

中国抗癌协会 [2015-07-15]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全民

阅读论坛暨阅读推广峰会举办

6月 24—28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

九届“全民阅读论坛”暨 2015年阅读推

广峰会在江苏镇江举办。会议由文化部

公共文化司、中国图书馆学会、镇江市人

民政府指导，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

委员会、江苏省图书馆学会、镇江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镇江市图书馆承

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的25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

会议以“促进全民阅读，构建书香镇

江”为主题，通过专家报告、业务讲座、代

表交流互动和专题研讨、走读书文化等形

式，提升业内外人员在战略上充分认识全

民阅读的新常态，研讨阅读推广的新对

策，并藉此凝聚海内外同行的智慧，巩固

全民阅读工作的已有成果，前瞻性地展望

和规划未来的全民阅读推广图景。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5-07-09]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中国科协所属学

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对扩大试点

工作的总体要求、工作原则、主要内容、组织实施、工作制度、工

作流程、保障措施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方案要求，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科技社

团独特优势，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强化效果监督和评估，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建立完善可负责、可问责的职能

转接机制，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示范案例。

方案强调，扩大试点工作要服务大局、稳妥有序，创新方式、

破解难题，强化监管、规范运行，转变观念，提升能力。“切实提升

服务意识和质量，坚决避免‘红顶中介’‘二政府’现象。”

方案明确，以首批试点工作成果为基础，围绕相关科技评

估、工程技术领域职业资格认定、技术标准研制、国家科技奖励

推荐四项重点任务开展扩大试点工作。

在相关科技评估方面，充分发挥科技社团在科技评价中独

立第三方作用，推动建立健全科技评估制度，提供宏观层面的战

略评估，促进科技评价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形成决策、执行、评

价相对分开的运行机制。接受科技部等部门委托，以后评估为

重点，开展国家科研和创新基地评估、科技计划实施情况的整体

评估、科研项目完成情况评估3个方面的试点探索。

在工程技术领域职业资格认定方面，重点开展专业技术人

员专业水平评价类而非行业准入类职业资格认定，以区分学会

和行业协会的差异与合理分工。选择信息工程、软件开发等专

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领域，遴选具备能力要求的学会，经有关政

府部门审核确认，参与或承担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认定工作。

在有关政府部门的指导下，试点探索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

在技术标准研制方面，选择3D打印、物联网、工业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中医药等专业领域，鼓励学会面向新兴交叉学科和

市场需求空白，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

要的团体标准，促进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团体标准研制模式。

在国家科技奖励推荐方面，完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提

名制度，完善学会推荐的遴选和动态调整机制，在确保质量的前

提下，扩大专业学会推荐范围。

扩大试点工作分筹备协调、部署动员、实施、系统总结四阶

段进行。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尚勇尚勇表示，上述扩大试点的

四项重点任务均涉及改革的“深水区”，是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转

移职能中有价值、有意义、有影响的业务领域，有较大“含金

量”。 新华网 [2015-07-17]

中办国办发文扩大中国科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中办国办发文扩大中国科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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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核能系统铅基反应堆前景展望第四代核能系统铅基反应堆前景展望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吴宜灿 1，FDS团队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以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为依托、与国内外多家科研

机构密切合作的多学科交叉先进核能研究团队。

·科技工作大家谈·

作为一种可大规模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核能在目前

的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现有大规模应用

的热中子反应堆存在资源利用率低、放射性废物不断积累和潜

在核安全问题，开发更加清洁、高效、安全的新型核能系统对核

能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2014年1月，“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

坛组织（GIF）”官方发布的“第四代核能系统技术路线更新图”显

示，在第四代核能系统6种堆型中，铅冷快堆预计于2021年率先

实现工业示范应用。

铅基反应堆特点

铅基材料（铅、铅铋或铅锂合金等）作为反应堆冷却剂，能使

反应堆的物理特性和安全运行具有显著优势，铅基反应堆主要

特点如下。

第一，中子经济性优良，发展可持续性好。铅基材料具有低

的中子慢化能力及小的俘获截面，因此铅基反应堆可设计成较

硬的中子能谱而获得优良的中子经济性，可利用更多富余中子

实现核废料嬗变和核燃料增殖等多种功能，也可设计成长寿命

堆芯，不仅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性，也有利于预防核扩散。

第二，热工特性优良，化学稳定性高，安全性好。铅基材料

具有高热导率、低熔点、高沸点等特性，使反应堆可在常压下运

行，同时实现高的功率密度。铅基材料的高密度也使得反应堆

在严重事故下不易发生再临界；较高的热膨胀率和较低的运动

粘度系数确保反应堆有足够的自然循环能力；铅基材料的化学

性质不活泼，几乎不与水和空气反应，无剧烈化学反应，也几乎

消除了氢气产生的可能；铅基材料还与易挥发放射性核素碘和

铯形成化合物，可降低反应堆放射性源项。

第三，技术成熟，应用潜力广。铅基反应堆已经具有近百堆

年的运行经验，技术较为成熟；铅基反应堆不仅能够应用于临界

核能系统，也是次临界核能系统的主选堆型；由于堆芯的高功率

密度等特性，铅基反应堆可实现小型紧凑化，易于在海岛、海洋

动力等不同环境中应用。

铅基反应堆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前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起，成功建造了8艘铅铋反应堆驱

动的核潜艇，并创造了42节航速的世界纪录。进入21世纪后，

俄罗斯积极推进铅基反应堆的商业应用，正在开展铅铋反应堆

SVBR-100（电功率 100 MW）和铅冷快中子反应堆 BREST-
OD-300（电功率 300 MW）设计建造，计划分别于 2019年和

2021年建成发电。美国在1999年正式启动ATW计划，计划利

用铅铋冷却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ADS）进行核废料嬗变。

从 2001年开始，美国在能源部第四代反应堆研究计划的支持

下，开展了小型模块化铅冷反应堆SSTAR、铅铋冷却嬗变反应堆

ENHS、铅铋自然循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G4M 等堆型概念。

2000年后，欧盟在第五、六、七科技框架计划的持续支持下，已

经形成了完整的铅基反应堆发展路线和计划，参与该计划的研

究机构超过20家。2013年，比利时签订了铅铋冷却的加速器驱

动次临界堆MYRRHA的工程设计合同，同时欧盟成立财团FAL⁃
CON，启动在罗马尼亚设计建造欧洲铅冷示范堆（ALFRED）的

工作。此外，日本、韩国都有自己的铅基反应堆发展计划并开展

了大量的铅基反应堆研发工作。

2011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了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未

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

研究所·FDS团队在该项目的支持下，针对铅基反应堆CLEAR
（China LEAd-based Reactor）全面开展研发工作，计划通过研

究实验堆 CLEAR- I、工程演示堆 CLEAR- II、商用原型堆

CLEAR-III三期实现商业应用。目前已在铅基反应堆设计、铅

铋回路与氧控技术、关键设备研发、核燃料与材料、安全分析与

实验验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铅基反应堆研发对我国核能发展的促进作用

铅基反应堆作为具有重要发展前景的先进核能方向，其技

术既可以应用于裂变核能系统，也可以应用于未来聚变核能系

统，同时也可以应用于次临界混合核能系统。通过对铅基反应

堆的研究，可以形成一整套在时间上兼顾近、中、远期发展需求，

在应用上覆盖聚变技术和裂变技术，在功能上包含能量生产、核

废料嬗变、核燃料增殖的可持续发展技术路线。另外，铅基反应

堆在其他国民经济与国家能源战略方面也有诸多应用前景。

第一，可以用于大规模生产氚。氚是未来聚变堆的启动燃

料，而氚在自然界中含量极少。铅基次临界堆在产氚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铅锂材料既可作为氚增殖剂，也可作为冷却剂，从而能够

简化产氚反应堆的设计；此外，次临界堆具有固有安全性，能够在

保证大规模产氚的前提下不对反应堆的安全性产生影响。

第二，可以实现钍资源的高效利用。我国铀资源相对贫瘠，

钍资源相对丰富，加大钍资源的利用对核能的可持续发展尤为

重要。铅基反应堆由于具有良好的中子经济性，有利于钍-铀转

化，可以实现钍资源的高效利用。

第三，可以生产二次清洁能源氢。氢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具

有热值高、无污染等特点，当前国际市场上氢的需求量以每年大

于8%的速度增长，未来还将可能得到更大规模的应用。铅冷快

堆在较高的温度运行时，较适宜于热化学制氢，核能与氢能的结

合将使能源生产和利用的全过程实现清洁化。目前美国、俄罗

斯等国都已经开展了大量铅冷快堆制氢技术研究。

第四，铅基反应堆可以实现海洋开发/小型电网供电等其他

方面的应用。海洋开发一般远离大陆，能源供给较为不便，而铅

基反应堆能量密度高且适合小型化，是海洋开发的理想能源供

给平台。一些电力需求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不适合建造大型反

应堆，小型反应堆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具有很好的前景。

铅基反应堆经过60余年的研发，技术基础较为成熟，具备

在短时期内大规模应用的潜力。在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等项目的前期支持下，我国铅基反应堆的研究已经走上了

一条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裂变与聚变技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的发展模式，能够实现近、中、远期发展的良性过渡，通过不同铅

基材料之间的技术共享，实现最优的科研投资回报，可为我国核

能科学与技术事业进步、国家能源安全和核能可持续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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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乐死安乐死：：生命自由的悖论生命自由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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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篇《赛先生》发布的高质量原创文章，与读者分享，“与科学同行”。

1992年初，苏·罗德里格兹已经活了42个年头。那时候，维

多利亚市的人们正准备迎接春天。但对她来说，加拿大寒冷的

冬天却永远不会结束，因为她刚刚被确诊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

症（ALS，俗称“渐冻人症”）。

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加拿大妇女，有过一次婚姻，和儿子相依

为命。她跟儿子承诺会和疾病斗争，但仅仅过了一年，她就已经

难以举起杯子，连讲话都在断断续续地抽搐。家人的照顾让她

倍感煎熬，生活的每一刻都像自己的眼泪一样不受控制地流

走。医生告诉她，也许很难再撑过一年。她含泪背叛了与儿子

的约定，决定自我结束生命。

可是，她的病不会给她自杀的机会，也没有哪个医生能够帮

助她实施安乐死。在加拿大的刑法中，即使医生取得当事人同

意帮助自杀，也会被判处高达 14年的徒刑。她愤怒，更是无

奈。她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已不再是病魔。她请律师援助，提

起了上诉。她要求法律帮助她取得自我了结生命的权利。

惊人的是，一年内，官司就一路打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1993年的秋天，最高法院以5:4的法官票数判决苏败诉。官司

虽然在那年结束，但故事仅仅是个开始。加拿大的司法体系由

此展开了对安乐死的讨论进程。许多慢性病患者和他们的亲人

在一些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开始争取安乐死的权利。终于，在

2015年2月5日，加拿大公民卡特·李诉加拿大政府案（卡特的

母亲于 2010年决定在瑞士接受安乐死）由最高法院全票胜

诉[1,2]。加拿大正式成为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这就是从“‘罗德里格兹’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案到

“‘卡特’诉‘加拿大政府’”的诞生和展开的经过。

那么，问题来了。在加拿大的这22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改变，最终让安乐死判例全票通过？

法理的悖论：死亡是不是自由的？

在回答这22年的变化之前，我们得先看看加拿大第一桩安

乐死判例，也就是为什么1993年的案件中会出现5:4这样的微

妙票数。这是极小的差距，可其中却存在一道巨大的伦理问题

——死亡是否是一种自由的权利。

首先，安乐死案中的法理争论，在于加拿大刑法强调保护每

个公民的生命安全。所以禁止咨询、协助或教唆人自杀，并且如

果存在这样的行为间接导致他人的死亡，就会被视作“杀人”，即

使取得了死者本人生前的同意。

但另一方面，加拿大的宪法却强调了人的自主权利和尊

严。《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以下简称《宪章》）中的表述是：

“每个人都有其生命权，在和基本法律原则一致的情况下，享有

安全、自由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也就是说，虽然社会可以对人

的生命权利加以合理的限制，可是当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基于自

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死亡，并希望获得医生的帮助，这样的情况

下，到底是应该根据刑法的条款禁止，还是根据《宪章》的条款允

许呢[3]？

这就是安乐死案例中法官们要面对的基本法理矛盾。

更重要的是，法官考虑到医疗实践中，医疗问责通常会非常谨

慎地审查“不作为”与“作为”之间的区别。比如，应用姑息疗法的

时候，“不对病人进行复苏治疗”是允许的，但“对病人注射过量巴

比妥导致无法复苏”就是不允许的。这种区别主要被应用在姑息

疗法（palliative care，一种不以治愈为目的，而以缓解症状，减轻

患者痛苦为主的疗法）。所以，如果由医生来实施安乐死，实际就

是医生的“作为”导致病人死亡，从而产生医疗问责。

但是，许多法律学者和法官一直认为这显然不合逻辑。例

如在1993年，英国最高法院就在案件中讨论，医生可以在取得

病人亲属同意的情况下，依法停止对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鼻饲

管进食。法院在道德问题上讨论许久，比如“该拔管行为是否收

取了杀人佣金”“停止鼻饲而让患者挨饿是否符合人道”等等。

但这样的讨论只能是“极其细微的差别”。拔管问题的本质，正

如戈夫勋爵（Lord Goff of Chieveley，英国大法官）所指出的：

“这是虚伪的。任何人都可以质疑，如果医生见死不救而让患者

在痛苦中死去是合法的，那么以更人性化的方式，通过致命注

射，而让病人在痛苦中解脱岂不是更加符合人道？”

5:4的微妙票数比例正反映了这样的矛盾。

实践的难点：它是否可能被滥用？

我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上面所说的法理要用22年来解

决吗？别忘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多年的医疗实践观察

才得以让人们逐渐了解现实的矛盾之处。

随着22年来全球社会的发展，判例的逐渐增多，法官们的

讨论得以更加深入[3]。

他们通过观察认为，刑法条款禁止他人协助自杀，实际上也

限制了个人对于自身事务做决定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剥夺对个

人的精神造成很大损害和压力，也就侵犯了《宪章》所保障的生

命权利。正如他们在法庭的报告中指出：“人若处于严重的无法

挽回的医疗情况下，那么他的决定将是事关个人尊严和自主权

利的。法律允许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姑息疗法护理，拒绝人

工饲喂或者其他生命维持设备，但却否认人们所要求的医生协

助自杀的权利。这阻碍了他们对自身生命做决定的能力，限制

了人身自由。”问题是，如何才能判断，这是否是出于自愿的自

杀，难道每个自杀者都得打一轮官司才能取得自杀权？

正如加拿大政府曾经担心的：给患者选择也许将引起一种

危险的滑坡效应。如果“医协自杀（physician-assisted sui⁃
cide）”不被定义为犯罪，那么它可能被滥用在那些“决策力弱”

的病人身上。比如，那些被他人要挟、有认知障碍、身患某种残

疾或患有精神病的人。他们很可能会“被选择”自杀。这就是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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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下“即便取得自杀者同意，也不能协助”的重要原因。

但在多年的医学实践里，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广泛使用

“知情同意”的标准方法。20年后的讨论中，法官们终于可以避

开“不作为和作为”的区别。他们认为，只要患者在“严重的无法

挽回的医疗条件”下有能力完成知情同意，医生是“作为”还是

“不作为”就并非那么重要了。因为患者的尊严和自主权利都将

得到保障。

法院并没有被政府的担忧说服。“对于这样的患者和风险，实

际早已经构成了我们医疗系统的一部分，无法分开”，报告里写道，

医疗系统把风险交给医生去处理，并信任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处

理。法官认为，鉴于知情同意的实践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和熟知，依

靠这样的专业指导或代理决策者的模式，应该足够应对风险。

尽管法院没有引用“以患者为中心护理”的理念，可思路却

和现代医疗“给予患者更多选择权利”相一致。多年的医疗实践

所带来的是医疗评估方法的完善，同时构建患者对医疗体系的

基本信赖。这才使得法院有理由认为风险可以接受。

社会认同：它比传统自杀更安全？

仅有以上两点也还不足以花费20年时间。即使许多发达

国家都曾对此讨论立法，但“安乐死”和“医协自杀”依然是存在

道德和法律争议的。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接受并实践它。

法律并非是孤立存在的系统，即使法官在理论和实践上发

现了解决问题的依据，能否普遍通用依然无法预计。

幸运的是，对加拿大人来说，合法化时机也的确是在20年

后成熟的。就在法官一致通过法案后，一项调查显示，几乎78%
的加拿大人赞成它，且有60%强烈赞成，9%持强烈反对。有趣

的是，原本持有反对立场的加拿大医师协会在“医协自杀”合法

化后也改变了立场和态度。

公共卫生领域的进展也对社会观念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

观念，术语被称为“减少伤害”命题。比如，自2011以来，法院一

致通过并援引《宪章》的人权条款来使毒瘾中心和妓院合法化，

并进行规范监督。因为证据显示：毒品注射或者性交易在必要

的场所保护和监视的情况下，会对个人与社会更加安全。所以

法院有理由认为“医协自杀”对社会的影响有类似情况。比起在

医生指导和医疗协助下的自杀，传统方式的自杀更加损害“患者

的人身安全”。

世界趋势：临终关怀的人道

如果还有人觉得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都有些奇怪，那么以

下时间轴或许可以告诉你，这很可能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 1994.11 美国俄勒冈民众投票通过“Death with Dignity
Act”尊严死亡法案，1997年实施

· 2002.04 荷兰安乐死合法，以及“医协自杀”生效（以前只

是指南实践）

· 2002.09 比利时自愿安乐死合法化，法律生效

· 2008.11 美国华盛顿州民选投票通过尊严死法案，2009年

3月生效

· 2009.03 卢森堡安乐死合法化并生效

· 2009.12 美国蒙大拿州法院判例，医协自杀不违法（由此

提案合法化）

· 2013.05 美国佛蒙特州签署医协自杀合法

· 2014.01 美国新墨西哥州判病人有权获死亡援助

· 2014.02 比利时的安乐死延伸适用于儿童绝症

· 2015.02 加拿大最高法院一致表决医协自杀合法

加拿大在此时全票通过安乐死合法化，实际上也是顺应态

势，因为已经出现了不少加拿大人出国接受安乐死的现象。在

未来的几十年里，不断增长的财富会调整人口老龄化结构，慢性

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渐升高。它们都在挑战医学和法律对待生

命临终的方式。“医协自杀”作为一种标准的可选择的临终方式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遗留问题：这才刚刚开始

为了避免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实际上加拿大在法案

判决生效后留有1年的宽限期[4]。政府如果发现在医疗实践中

遇到问题，可以动用《宪章》授予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特许条

款”来暂停实践1年。

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加拿大的10个省份都会开始实行这个

条款。他们要么写出一些指导意见，要么让医学人士划定自己

的实践原则。

法院的这个判决对医疗体系的推动，只是开了一道窄窄的

门[5]。因为具体的实践至少还会遇到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

界定“严重的无法挽回的医疗情况”？尽管法院认为，可以在这

种情况下提供医生协助自杀，但矛盾的是，这个分类可能被应用

于那些既非绝症也非身残的患者吗？比如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第二，专家们该如何适应这项权利，包括适应医生的宗教信仰和

道德？加拿大姑息护理医师协会表示，他们大多数的成员并不

愿意协助患者自杀，也不愿主导这个问题的解决。那么，医疗体

系中会产生一个应对此问题的专科分类吗？也许，终究要靠时

间来给出答案。

幸好，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面前，加拿大社会普遍抱着自信

的心态。这样，法院的决定至少不会引发文化论战，而是着眼于

解决问题。

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其实国外人也一样。在死神面前，

是不分国籍的。忌讳的原因是害怕，害怕那一天的降临，尽管它

必然来临。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选

择有尊严的、体面的死法。

许多人本能地讨厌医协自杀合法化，随后的发展也许会继

续困扰他们。但相对的，经过这么多年，社会大部分人已经能认

识到：如果人们没有权利去选择有尊严、安全的死法，那会更令

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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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重新定义我国黑木耳的分类地位
及种类名称

黑木耳在我国已经有1000多年栽培历史，

是我国最重要的栽培真菌之一，多年来我国黑

木耳的学名一直使用模式产地为欧洲的Auricu⁃
lariaauricula-judae。北京林业大学吴芳吴芳和戴戴

玉成玉成的研究表明A. auricula-judae实际为一复

合种，该复合种在全球范围内有5个种，其中A.
auricula-judae仅分布于欧洲。美洲有2个种，

生长在针叶树上的美洲木耳A. americana和生

长在阔叶树上尚未命名的木耳。中国该类群有

3个种，自然分布和栽培最广泛的黑木耳的学名应为A. heimuer。此

外，短毛木耳A. villosula在我国东北也广泛分布，并有少量栽培；生长

针叶树上的木耳为美洲木耳A. americana，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和华

北。因此，我国广泛分布和栽培的黑木耳与欧洲的Auriculariaauricu⁃
la-judae不同，而且A. auricula-judae所有的同物异名均不是描述于

东亚，因此我国广泛分布和栽培的黑木耳实际上是新种。这一研究结

果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黑木耳的分类地位及种类名

称。（网址：journals-myco.im.ac.cn）
《菌物学报》[2015-07-15]

推荐：《菌物学报》编辑部

大熊猫源犬瘟热病毒发现特有变异

2014年 12月，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料研究

中心的大熊猫感染犬瘟热病毒（CDV）。截至 2015年 1
月 23日，该中心共确诊大熊猫 CDV阳性 4例，死亡 3
只。本次大熊猫群发犬瘟热疫情在国内外是首次，具有

发病急、死亡快的特点，引起国家领导人、国家林业局、国

内外新闻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金艺鹏金艺鹏与

北京世纪元亨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合作，通过采集的

大熊猫感染犬瘟热死亡病例组织，成功扩增CDV全基

因。研究发现，大熊猫源CDV发

生了特有的变异，并形成一个新的

分支。该研究结果填补了国内外

对大熊猫感染CDV全基因组相关

研究的空白，在大熊猫犬瘟热的流

行病学分析和此次大熊猫群发犬

瘟热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网 址 ：www.chinaagrisci.
com）

《中国农业科学》[2015-04-01]
推荐人：《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 林鉴非

秸秆覆盖可有效平抑冻融期土壤

液态含水率的变化幅度
充分利用北方高

寒区季节性变化特

征，获取寒地冻融期

土壤水分的变化规律

并揭示不同覆盖厚度

对土壤墒情的影响，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研

究人员基于冬季大田试验，通过设置不

同的秸秆覆盖条件，分析了季节性冻融

期秸秆覆盖对土壤水分变化的影响特

征。结果表明：秸秆覆盖使 0~60 cm土

层内液态含水率增加或减小的时间拐点

延迟，且土壤冻结期的延迟效果比冻土

融化期明显；秸秆覆盖阻碍了冻土融化

初期融雪水入渗，使自然无覆盖处理液

态含水率在20、40、60 cm土壤深度出现

了短暂的峰值，而在冻土融化末期秸秆

覆盖抑制了土壤水蒸发。秸秆覆盖可有

效平抑冻融期0~60 cm土层土壤液态含

水率的变化幅度；积雪融水和秸秆覆盖

的双重作用能够有效增加土壤墒情，但

其增墒能力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

低。（网址：www.j-csam.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5-06-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长江口水下地形演变对三峡水库

蓄水的响应
三峡水库蓄水对长江河口水下地形

演变的影响，近年成为研究热点。然而，

已有研究多受水下地形数据范围和精度

限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人们对它的客观

认识。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黎兵黎兵等利

用始于三峡蓄水前的2002年，截至2013
年的5个代表性年份的长江口全区实测

水下地形数据，通过构建水深-累积面积

曲线和冲淤通量计算及与三峡水库和大

通站输沙量的对比，揭示了三峡蓄水后

长江口全区水下地形演变规律及其对三

峡水库蓄水的响应，为判别三峡水库对

长江口的影响提供了更客观和直接的证

据。结果显示，2002—2007年发生由淤

积主导向侵蚀为主转变，且2007年后侵

蚀趋势加剧；2007—2011年长江口冲淤

量变化趋势与三峡水

库出库输沙量及大通

站年输沙量呈极好的

线性正相关性，说明

2007年后三峡蓄水对

长江口区域演化具有

控制性作用，而 2013
年研究区海床侵蚀的

加剧还与长江口外和苏北海岸带泥沙补

给受到限制有关。（网址：csb.scichina.

com） 《科学通报》[2015-06-26]

水位与光强变化对尖叶泥炭藓

孢蒴生产动态的影响
泥炭藓是苔藓植物的特殊类群，具

有重要的碳汇功能。东北师范大学袁敏袁敏

等选取长白山哈泥泥炭地带尖叶泥炭藓

为实验材料，在模拟水位与光强条件下，

对人工构建的苔藓植物群落室内培养。

研究表明，水位上升促进了蒴柄伸长及

植株高增长，增加了孢蒴开裂率及遮蔽

率。光强增加有助于孢蒴生长，并提高

孢蒴开裂率。在孢蒴直径以及植株高增

长性状上，水位与光强存在交互作用。

水位与光强对孢蒴增长率均没有影响。

此外，水位升高与光强

增加使孢蒴成熟及蒴柄

伸长时间提前，总体上

孢子释放时间分别提前

了 4.0 d和 4.8 d，由此

可能减小了孢子体因受

夏季干旱影响而败育的

风险。孢子释放后，繁

殖株高增长加速，可为未来的再次繁殖

奠定基础。（网址：www.plant-ecology.
com）

《植物生态学报》[2015-05-01]
推荐人：《植物生态学报》编辑部 谢巍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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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鱼类游泳的物理机制
瑞士一研究组发现通过将水体拆解成一系列独立的涡流可研究鱼类的游进运动。这一技术也将使其

他流体动力学的研究受益，如研究脱离于机翼的不稳定空气涡流等。研究成果于6月23日发表在美国物理

联合会出版的期刊Chaos上。

对于彼此分离的物体，往往较容易计算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但鱼和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却很难计

算，因为水体是连续的，很难说究竟是哪一部分对游进中的鱼儿起到最直接的推动作用。研究者们将注意

力集中在离鱼身最近的水涡旋上，对两种游进方式模拟研究：一种是平稳运动，即常规的波浪式游进；另一

种是逃脱反应，也称C-start，即鱼身先迅速弯成“C”的形状，然后向外翻转快速游进。结果表明，水涡旋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两个运动的运动机制，但对于C-start反应，被涡旋区包围的非旋转水流区在鱼类的游

进机制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该研究证实了拉格朗日拟序结构在将不稳定流体拆分成动态分立的不同

区域方面的有效性。（网址scitation.aip.org） 推荐人：美国物理联合会 张铮铮

发现一古人种同时具有猿和人的

特征
考古学家在埃

塞俄比亚的阿法尔

地区发现一些古人

类骸骨，确认属于一

个先前未知的人种，

同时具有猿和人的

特征。研究成果在

线发表于5月28日Nature上。

此次发现的骸骨包括颌骨和牙齿，

其颌骨非常强壮，牙齿较小，其犬齿比现

在已知的所有人种都要小，时间可追溯

至 330万年至 350万年前。考古人员推

断，这一新人种可能与其他一些早期人

种生活在同一时代，人类进化早期阶段

可能“令人惊讶地复杂”。论文作者YoYo⁃⁃
hannes Haile-Selassiehannes Haile-Selassie说，历史上由于

没有化石证据能证明在中上新世时期存

在人类多样性，我们一直以为只有一个

人种、一个原始祖先；这一线性进化理论

必须重新评价，现在发现了更多人种，意

味着有更多人种产生了后来的原始人。

（网址：www.nature.com）

新华社 [2015-05-29]

发现一种罕见自身免疫疾病
研究显示，一种与自身免疫性相关的

基因（AIRE）发生的突变惊人地普遍，并且

会引发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病综合征 I
型（APS-1）的罕见自身免疫疾病。研究

成果发表于6月16日 Immunity上。

AIRE突变会引发

APS-1，这种疾病会

出现皮肤真菌感染以

及甲状腺和肾上腺失

调等，进而出现孱弱、

疲 劳 和 低 血 压 等 症

状。除一种突变外，其

他引发APS-1的AIRE基因突变都被认

为是隐性遗传，这意味着基因的两个相

关副本都必须发生突变，才能引发这种

疾病。但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疾病有两种

形态：典型的（隐性）和非典型的（显

性）——之前未知的形式。在研究了各

种致病AIRE突变后，发现隐性突变簇和

显性突变簇发生在不同的基因部分。这

些发现可能为发展针对器官特异性自身

免疫系统疾病患者的特殊诊断和治疗策

略铺就道路。（网址：www.cell.com/im⁃
munity） 《中国科学报》[2015-06-24]

黑猩猩也爱喝酒
英国研究人员对几内亚某地的黑猩

猩种群进行长达17年的跟踪研究发现，

它们会饮用天然发酵的树汁酒，有时甚

至是聚众饮酒，有些黑猩猩还会喝醉。

这是第1次在野外的灵长类动物中发现

此现象。研究成果发表于 6月 9日Roy⁃
al Society Open Science上。

该地区居民常在酒椰树上插入管

子，用塑料桶收集从管子里流出的树汁，

这些汁液很快会自然发酵成美酒。研究

人员记录了51次黑猩猩爬上酒椰树偷喝

酒的情形，其中20次是“聚众饮酒”。它

们会将树叶咀嚼成海绵状，伸入塑料桶

中，然后吸食蘸起来的酒。酒的酒精含

量为3.1%~6.9%，研究人员估计，每只成

年黑猩猩平均一次会

喝下 1 L。该发现表

明，早在几百万年前

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

祖先可能就已经逐渐

适应了酒精的摄入。

（网址：royalsociety⁃
publishing.org）

新华社 [2015-06-15]

我国北方流域抗生素浓度远高于其他区域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可能会影响到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应光国课题

组经研究获取了首份各类抗生素的全国使用量与排放量清单，并从流域尺度上使用三级逸度模型模拟预测

了各抗生素在全国各流域的环境浓度等。研究成果于6月2日发表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
ogy上。

研究发现，2013年我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16.2万吨，其中人用抗生素占到总量的48%，其余为兽用抗

生素。研究选取36种常见抗生素进行了深入排放清单与多介质模拟研究。在地域分布上，通过著名的“胡

焕庸线”划分成明显的东部和西部两个部分，其中中国东部的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

预测环境浓度显示，我国北方流域的抗生素浓度远远高于其他区域。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抗生素的使用量、

预测环境浓度、地表水环境中的细菌耐药率和医院的细菌耐药率存在正相关，其中使用年代较短的新型抗

生素正相关更显著。该结果为我国控制抗生素的滥用、环境抗生素污染以及避免细菌耐药性和耐药基因的

进一步传播等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理论支持。（网址：pubs.acs.org） 《中国科学报》[2015-06-16]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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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俄罗斯科学工程协会联合会概览俄罗斯科学工程协会联合会概览

俄罗斯科学工程协会联合会（以下

简称“科工联”），是俄罗斯非政府性质的

独立社会团体，是一个由各自具备法人

地位的科学、科技、工程、经济社团组成

的创造性联合体，科学家、工程师和专业

人员们因为有着共同的创造和职业需求

走到一起，为达成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建

立了科工联，科工联具有成员平等、开发

创新、民主独立、合法公开、自筹资金的

活动原则。

俄罗斯科工联前身是建立于 1866
年的俄罗斯技术协会（图 1）。在苏联时

代，俄罗斯技术协会进行了机构重组，并

改名为全苏科学技术学会理事会。苏联

解体之后，又更名为俄罗斯科学工程协

会联合会。现在的科工联继承并发扬了

自 1866年就由俄罗斯技术精英——科

技知识分子积累起来的国家传统和价值

观，团结、协调各成员，以实现、维护科学

和工程技术及专业人员的职业及社会权

利和需求，在国内开展科学和工程相关

活动。

科工联承担的主要任务包括：1）维

护下属团体的权益，为它们的独立性和

主动精神提供必要的法律、政治、社会保

障；2）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事业中，

为所属成员发掘其智力资源，开发其组

织和经济潜力提供帮助及支持；3）研究

社会和职业的要求、需求，维护科工联科

学家、工程师及专业人员的权力和合法

利益；4）丰富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专

业人员的职业知识，增加他们对经济、生

态和电脑技术的认知，组织在职教育，增

加他们创新交流的机会，交换科学创意；

5）参与制定、实施国家科技政策，参与预

测科技发展，为编订和落实科学技术及

社会经济的战略构想、项目计划提供独

立社会评定；6）帮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

公司掌握有效的经营模式和方法，搜集、

分析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7）宣传科技

成果、生产经验和高效、环保、清洁的技

术，就现实的科学技术问题，征求、整理

社会意见，并向国家机构和相关社会组

织通报这些问题；8）促进工程技术教育

的发展，在科学家、工程师和专业人员当

中树立对祖国科技进步的崇高责任心，反

对保守和停滞不前，提高科学和工程工作

的威望及社会意义；9）发展同其他国家

科学和工程技术组织的联系，交流最新科

学技术成果，帮助下属成员机构建立有效

的国际合作；10）参加慈善活动。

为鼓励科学家积极取得更大科研成

就，科工联设立了“舒霍夫金奖”和青年

奖金“俄罗斯的希望”。1990年，俄罗斯

科工联和国际科工联一起，设立了以俄

罗斯著名发明家、设计家、工程艺术天才

舒霍夫命名的舒霍夫金奖，奖励在科技

发展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工程师、

专业人员。舒霍夫金奖是俄罗斯科工联

的最高奖项。20多年来，有近20名来自

俄罗斯或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科学团体

获此殊荣。为了鼓励年轻人的创新热

情，并为科技领域企业和公司中富有创

新天赋的年轻人提供社会支持，2008年

10月30日科工联全体会议的第2号决议

决定设立科学技术青年奖金“俄罗斯的希

望”，这是国家科学技术团体鼓励本国青

年科学家和专业人员在各自专业领域内

取得成果的最高认可。2014年“俄罗斯

的希望”奖金授予了库拉吉娜·柳德米拉·

弗拉基米罗夫娜（1982）、波杜布内·阿尔

乔姆·阿列克谢耶维奇（1986）和拥有集

体著作权的其他3名80后科学工作者。

俄罗斯科工联是与中国科协往来密

切的科学团体，双方早在苏联时期就建

立了合作关系。苏联解体后，1992年11
月，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刘恕率

领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与俄罗

斯科工联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在随后

的20多年中，中俄两国科学家在科学、工

业和生态领域及航空、船舶、智能装备等

方面展开了多层面、多领域的交流，取得

了实质性成果。

2015年 5月 27日至 6月 3日，由中

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任团长的中国

科协代表团赴捷克、俄罗斯进行了工作

访问。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科工联，与

古利亚耶夫主席等科工联领导举行了工

作会谈。希望俄方支持中国加入《华盛

顿协议》，并介绍了 2015年中俄工程技

术论坛的筹备情况以及世界机器人大会

的相关情况，邀请俄方派员参加上述活

动（图2）。

俄方向中国科协代表团介绍了中俄

工程技术论坛所做的各项准备，展示了

参会专家准备的演讲提纲。古利亚耶夫

主席对参加中俄工程技术论坛和世界机

器人大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

够在中俄工程技术论坛和世界机器人大

会上作主旨演讲。

中国科协与俄罗斯科工联有着长期

友好的交往历史，双方多次互派团组，多

次举办中俄科学家论坛，对于推动中俄

两国民间科技界的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

非常积极的作用。

图1 俄罗斯技术协会奠基人之一，

俄国工程师、工程兵中将

杰利维格·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图2 2015年中国科协书记处

书记徐延豪带领中国科协代表团

赴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

（（编辑编辑 田恬田恬））

编译//黄晓东
单位单位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双边合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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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一个技术宅男兼漫画大咖的奇思妙想一个技术宅男兼漫画大咖的奇思妙想

[美] Randall Patrick Munroe 著，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4
年9月第1版，定价24.00美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杨冬晓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如果一场暴风雨中的所有雨水汇聚

成一整滴落下来会怎样呢？如果地球上

的人尽可能地聚集在一个地方同时跳

起，并同时落地，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有

一颗小行星非常小，但质量却非常大，有

没有可能像小王子那样住在上面呢？如

果每个参加SAT考试的孩子每一道多选

题都是瞎蒙的，那么能有多少人得高分

呢？……

你是否觉得上面的问题荒诞不经？

但是在what if这本书里，却有人用最严

肃和认真的态度去回答它们。正如此书

副标题所言：对荒诞的假设性问题给出

严肃而科学的回答。

敢于和乐于这样做的人，是Randall
Patrick Munroe（兰德尔·帕特里克·门

罗），美国网络漫画家。门罗生于 1984
年，在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获得物理

学位，毕业前后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兰利研究中心以独立合同人的身

份工作了一段时间，研究机器人。2006年

10月，他离开NASA，在互联网上全职画

漫画，创办了一个漫画网站xkcd，他将其

定义为“关于浪漫、讽刺、数学和语言的网

络漫画”。据门罗自己说，xkcd这个名字

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简单的4个字母，因

为他想要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这样

他就不会有一天对其感到厌倦。

xkcd漫画的题材多种多样，包括生

活感悟、计算机科学、爱情、笑话、流行文

化等等。漫画中大部分是简单的火柴棍

小人，偶尔会出现风景或者各种数学图

形。xkcd如今拥有众多的支持者，甚至

形成了信徒崇拜，每周数以百万计的网

友登陆，追看新的漫画。xkcd漫画在科

幻爱好者群体中的流行导致门罗在2011
年和 2012年被提名雨果奖最佳漫迷艺

术家。国际天文联盟甚至以他的名字命

名了一颗小行星：小行星4942门罗。

在 xkcd网站上，门罗还开设了一个

叫做“what if”的专栏。在这里，他回答网

友提出的各种“如果……会怎样？”的假

设性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比较荒诞，门罗

利用自己强大的知识背景与工作经历，

采用符合科学精神的方法，通过计算机

模拟、钻研大堆研究资料以及咨询相关

人员等，对网友的问题给出一个合理的

解释。这些解释既有科学的清晰严谨，

又有日常生活的轻松热闹，再加上幽默

风趣的漫画，让网友们脑洞大开，因而广

受欢迎，在短短时间内就风靡全球。

在中国，“what if”受到年轻的科学爱

好者的追捧，他们聚集在网上，对门罗的

精彩回答展开激烈讨论。科学松鼠会的

网站从2012年7月开始对“what if”的内

容进行翻译和更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这个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又

饶有趣味的栏目。

2014年9月，门罗出版了what if，这
本书里有一部分是门罗从“what if”专栏

里已经回答的问题中挑选出来加以修订

和扩展的，还有一大堆是首次回答的新

问题。此书延续了门罗一贯的风格，把

数学、物理、天文等科学知识与荒诞不经

的奇思妙想、富有幽默感的漫画搅拌在

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一道科学大餐。该

书甫一亮相，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

销书排行榜，在科学类书籍中名列榜

首。《卧底经济学》的作者Tim Harford称

赞该书“非常出色”，《纽约时报》称“全世

界都应该读它”，《娱乐周刊》则赞叹道：

“what if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愉悦而随

心所欲的语气，特别是当复杂的计算导

致异想天开的结果时。尽管书中包括铁

的事实和庞大的数据，但是它没有让我

们觉得像一本教科书——我们要欣赏

它，并不非得是一名火箭专家。”

随手拈来书中一个问题。有人问门

罗：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在所有大英

帝国的土地上都看不到太阳？大英帝国

的领土遍布全球各地，总有那么一块领

土正好是白天，因而大英帝国才被称为

“日不落帝国”。门罗为读者分析了大英

帝国殖民地的地理范围和历史，以及太

阳的运行轨道，发现只要英国失去一处

小领土，它就会经历200多年来首次全帝

国范围内的日落。原来，每天晚上在格

林威治时间午夜前后，开曼群岛上空的

太阳就会落下，而太阳要在凌晨1点以后

才会在英属印度洋领地升起。在这段时

间内，南太平洋上的皮特凯恩岛是唯一

能够看到太阳的英国领地。皮特凯恩岛

上只有几十个人，都是当年英国皇家海

军“恩惠号”（HMS Bounty）上载着的叛

逃者的后裔。2004年的一桩丑闻让这个

小岛臭名远扬，因为包括市长在内的1/3

的成年男性居民性侵儿童的罪名成立。

但不管这个小岛有着怎样不堪的往事，

它仍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除非你把

它一脚踢出帝国版图，否则大英帝国长

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白天仍将继续。但

是，它也不会永远都是白天，最终在几千

年后的某一天，皮特凯恩岛上空将会发

生日全食，长久以来挂在大英帝国上空

的太阳也就终于能落下了。

从这个回答里，读者了解了大英帝

国开辟殖民地的历史，知道了它的殖民

地分布情况，还从天文学的角度学习了

日出日落和日全食，而且恐怕大多数读

者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此奇葩的皮特凯恩

岛。最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并

没有感到枯燥和疲惫。这就是门罗的魅

力。他刷新了我们对科普的认识。他的

笔触是随意的，态度却是严谨的。他用

严肃回应荒诞，用轻松化解枯燥，配上他

那具有独特幽默感的火柴棍简笔小漫

画，让无数宅男膜拜其为“大神”。

或许有人会对门罗花费如此之多的

时间去解释那些荒诞不经的问题感到费

解。门罗自己解释说，他在画漫画的同

时，依然保持着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这

种兴趣通过回答网上那些怪异——有时

令人担忧的——问题，而找到了一条出

路。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数学回答怪异

的问题了，如今虽然他的数学要比以前进

步了，但是做数学的原因与5岁时是一样

的：想回答问题。对他来说，即便是回答

愚蠢的问题，也会将他带往一些非常有趣

的所在，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这对我们那

些“粗暴”的父母和老师们是一个警醒。

或许，我现在也该去what if 提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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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美] David George Haskell 著，熊姣 译。

商务印书馆，2014 年 4 月第 1 版，定价：

46.00元。

本书是一本森林观测笔记。一位生

物学家以1年的时间为主线，在每次的观

测中，揭开藏森林 1 m2地域里的秘密。

作者以一小片森林作为整个自然界的缩

影，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这片森林和居

住其中的栖息者的生活状况。书的每一

章都以一次简单的观察结果作为开头，

比如藏在落叶层里的火蜥蜴，春天里野

花的初次绽放。通过这些观察，作者织

就了一个生物生态网，向读者解释了把

最小的微生物和最大的哺乳动物联系起

来的科学观点，并描述了延续数千年甚

至数百万年的生态系统。本书优美的语

言使读者把阅读过程看作一次寻找大自

然奥秘的盛大旅行，而作者则像导游，带

领大家探索存在于我们脚下或者藏在我

们后院里的奇妙世界。

图解野生动物

[英] DK出版公司著，黄淳译。旅游教育

出版社，2015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定价：

168.00元。

动物是令人惊异且迷人的生命体，

能给人以强烈美感。动物的种类惊人，

它们令人敬畏，偶尔也使人产生恐惧，但

总是保持着对人们的吸引力。小型昆虫

飞舞于花间采蜜的过程是一次微缩的自

然工程的奇迹；鸟类对猎物的致命一击

使人惊叹捕猎者的野性之美。荒野中的

生灵不免冷酷，但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

促使动物在进化过程中以各种方式趋于

完美。

《DK图解野生动物》颂扬动物界多样

性及野生动物摄影艺术的图片集。图像

色彩鲜艳，结构细节清晰，如：蝴蝶翅膀上

的鳞片和犀牛皮肤上的褶皱。不同于图

表、说明及描述，这将以另一种方式带您

进入动物的世界。您几乎可以闻到非洲

犀牛呼出的热气，听到树蛙呱呱的叫声。

这是真实的自然，没有复杂的阐释和动物

学的详述。这是绝对的荒野之旅。

蚂蚁之美：进化的奇景

冉浩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6
月第1版，定价：49.00元。

这是一本由观察者的第一手资料汇

集而成的关于蚂蚁的书。全书共分成 3
部分，第1部分是蚂蚁王国基本情况的概

括和描述，作者如数家珍般地讲述了蚂

蚁王国之中的合作、斗争和权术谋略，也

讲述了那些打入蚂蚁世界的食客、间谍

和入侵者；第2部分则是挑取了众多蚂蚁

家族和物种分成了15个典型话题展开述

说，读者将在这里看到不同的蚂蚁族群

为了生存，在自然选择的伟大法则下所

作出的适应性进化，以及让人惊叹的生

存策略；第3部分则是专为愿意在观察蚂

蚁之路上走得更远的读者所准备，包括

了标本的采集、制作以及蚂蚁饲养的基

本技术和知识，同时也告诫爱好者要爱

护蚂蚁，对它们进行保护性的研究，而非

破坏性开发。

地理学与生活
[美] 阿瑟·格蒂斯，朱迪丝·格蒂斯，杰尔姆·

D·费尔曼 著；黄润华等 译。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年6月第1版。定价：88.00元。

本书共13章，分4篇，囊括自然地理

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城市地理

学等分支学科。以介绍地理学的发展、

核心概念，以及4种系统性传统为开端，

四大传统独立成篇，每篇集中论述这些

地理学观点的一个方面。前3篇专门介

绍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区域分析传统

作为全书最后一篇，利用前3种传统和主

题，并通过相互参照对其进行综合。

相对于其他地理学书籍，本书突出

了地理学与生活的相关性。对人体有害

的天气现象、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形

态的变化、城市垃圾与危险废物的处理

等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均有涉

及。平实、生动的文字与丰富的实例，使

本书极具可读性，读者通过本书亦会获

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贝聿铭全集

[ 美] Philip Jodidio，Janet Adams Strong
著。李佳洁，郑小东译。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2年1月第1版，定价：198.00元。

本书以贝聿铭最著名并广受赞誉的

卢浮宫作为焦点，展示了贝聿铭逾50年

来一众卓越的雕塑感造型作品。贝聿铭

偏爱石材、混凝土、玻璃和钢的结合，他

将自己的现代建筑愿景以作品的形式散

布全球，远至卡塔尔、中国、卢森堡、日本

和德国。同时，波士顿的肯尼迪纪念图

书馆和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等重要

作品让他在美国国内也早已家喻户晓。

这本全集专注于贝聿铭本人最感兴趣并

直接负责的作品，以更好地展现大师的

巨大影响力。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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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视角下的生命科学技术儒学视角下的生命科学技术

文//孙英梅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孙英梅，沈阳医学院社科部，教授。

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现代生命技术的确是一把双刃剑，

它的成就往往使医学处于两难境地。现

代生命技术解决的是人的身体问题，而

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却无法给予回答和

解释。在医学技术高度发展、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出现某种断裂的背景下，儒

家思想反而越发显示出超凡和生机。

孔子面对其学生冉伯牛身患恶疾而

不能治愈时提出：“四时行焉，百物生

焉”。意思是说天命犹之四季时令的变

化和万物生生灭灭一样，是一种异己的

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儒家的生命观启

示我们，人的生死是必然的，应该顺其自

然，没有必要用各种技术手段有意延长

难以医治的生命。因为科学技术并不是

万能的，在生命无法挽回的情况下，应该

选择快乐的死亡而不应该选择痛苦的存

活。而现代人道主义原则是建立在“生

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相统一的观

念基础之上，人类希望优化自身，不仅需

要“优生”，也需要“优死”[1]，所以，现代人

对“安乐死”的观念逐渐趋于认同，其根

源是现代人试图扭转医学技术导致人的

生存质量降低的趋势，以便在得到较高

的生存质量的同时，也能获得“乐死”。

2006年底，湖南省儿童医院救治了

一名被遗弃的“美人鱼”男婴。“美人鱼综

合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先天畸形，该男

婴的肾脏和泌尿系统缺如，心脏功能不

正常，肠道高位梗阻，肛门、生殖器都尚

未发育完全。医生对他全力抢救，在腹

膜透析、肠造瘘手术、血液透析等一系列

医疗诊治手段之后，男婴经历了全身浮

肿、透析管伤口和造瘘口周围感染、休

克、出血、低血压、呼吸衰竭、机械控制状

态下进行呼吸等等这些先进的医疗技术

所带来的炼狱般的痛苦。然而，他仍然

没能逃脱夭折的命运。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对“美人

鱼”男婴的抢救的确具有临床意义，但这

样的意义是建立在男婴的痛苦之上，一

味地延长濒临死亡且经受巨大痛苦的生

命尽管符合生命神圣论，但是牺牲了生

命的质量，侵犯了生命的尊严。他的生

命质量与价值都已经失去，再用先进的

医学手段来延长生命实际上是延长其痛

苦和死亡过程。

孔子称“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人

的生存之道还不清楚，何谈生命的终结，

现实生活与生命才是应该重视的。儒家

强调在有限的生命里，要树立重生轻死、

乐生入世、视死如生的生死态度；提倡有

所作为，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远大抱

负。在儒家看来，欲生恶死本是人之常

情，之所以在特定条件下放弃生而选择

死，是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生已失去其意

义，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弃生择死。人的

生命既要有生的价值，有生的善，又需以

敬畏的、慎重的态度看待生命，有死的

善，尽其可能“终始俱善”“终始如一”，让

生命体现出完善的意义。这些思想都与

现代生命伦理学“强调生命质量，力求把

生命的神圣与生命质量、生命价值统一

起来，理性对待生死”的思想十分接近。

医生面对的不仅是患者个体，更重要的

是社会群体，面对的不仅是救治患者生

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致力于生命个体

和全体公民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生存质量

的保障，这也是现代医学的最高目标。

当医生面对一个无法治愈或者愈后生存

质量可能极差的重残新生儿时，是借助

现代医学技术延长其生命，还是放弃治

疗？无论是从医学目的来看还是从儒家

学说出发，都不应该选择前者。襁褓婴

儿是没有自主选择生死能力的，把他们

带到这个世界的父母和医生，便要担负

起保证其尽可能在有生之年获得较高生

命质量的责任[2]。

人的生命尽管非常重要，但在儒家

看来，肉体的生命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

地位。儒家生命观的重心是“生”，讲道

德，讲有为，注重生命的社会价值，强调

个体对群体、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人

的生命之所以神圣，根本原因是体现在

人的生命价值上，是通过内在价值与外

在价值来体现的。只有当两种价值均体

现于某一生命体时，生命才有意义，才有

价值。因此，无论从生命的内在价值，还

是从生命的外在价值来看，“美人鱼”男

婴的生命已处于一种低价值甚至是负价

值的状态之中。医生不惜一切代价地去

抢救这种低价值的生命，只不过是在拖

延其死亡时间。因此，我们应该理性思

考，为患者创造幸福、规避或减轻身心痛

苦，采取对社会、家庭和患者利益最大化

的措施。此种情况下，以患者本身利益

为出发点的安乐死行为就既体现了关切

人本身的人道主义，也不违背注重社会

总体福利的功利主义[3]，对其实行安乐死

或许是具有最大正价值的行为。希望这

一做法能够于不久的将来为社会公众及

我国法律所认同。

参考文献
[1] 李惠. 安乐死社会伦理探析[J]. 上海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1(2): 52-57.
[2] 里筱竹. 对严重缺陷新生儿实施安乐死的

思考 [J]. 医学与哲学, 2004, 25(4): 40-
41.

[3] 蒋詹,刘巧云. 对“残婴安乐死”的伦理审视

[J]. 医学与哲学, 2006, 27(7):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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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米世界探索癌症治疗新方式在纳米世界探索癌症治疗新方式

·科学人物·

稿件提供稿件提供：：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没有治愈办法”——3000多年前的

古埃及人这样描述面对癌症时的无助，

由于外科手术也无法根治这种恶疾，这

个悲观结论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无论

是外科手术还是放疗与化疗，传统的治

疗手段都会严重破坏机体的免疫力，很

多人即便躲过了癌症的困扰也无法重新

拥有健康的体魄。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球的研究人

员正致力于研发具有更好的特异性、从

而更准确地打击癌细胞的潜在药物。与

他们不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研究员

陈春英正在另一条路上摸索：纳米治疗

癌症。

进入纳米尺度的材料不仅能够作为

载体把抗癌药物运送到肿瘤部位，还可

以直接作为药物精确打击肿瘤细胞。那

么，当这些极其微小的颗粒进入细胞后，

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陈春

英从纳米材料的毒理性质研究入手，在

分子、细胞和动物机体这3个层面，分别

研究了纳米材料可能以什么方式引起什

么样的生理效应。她发现，纳米颗粒的

大小、组成、形状、颗粒表面的修饰物等

多种因素，都是决定纳米材料是否安全、

有效的关键因素。这些成果为纳米药物

的开发和应用建立了良好基础，也让陈

春英入选美国汤森路透公布的 2002—
2012年“全球高引用科学家”，成为“药理

学与毒理学”领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全

球133名科学家之一。

在安全性的基础之上，陈春英和她

的团队在利用纳米材料治疗癌症上取得

了很多重要突破。比如，有一种被他们

称为“金棒”的纳米金材料，不但可以作

为抗癌药物的载体和CT成像时的对比

剂，还因为能在近红外领域吸收很多热

量而具有热疗作用——相比于正常细

胞，肿瘤细胞对温度更加敏感，42℃左右

的温度就能杀死大多数肿瘤细胞。这项

研究也是人类第1次发现可以将热疗药

物、药物载体和CT成像对比剂统一在同

一种材料上。另外，在研究富勒烯时，她

们意外地获得了一种含钆的新型纳米材

料，能够抑制帮助肿瘤细胞侵袭的一种

蛋白质的活性，就可以阻止肿瘤细胞转

移，这让人们首次意识到，纳米颗粒不仅

可以作为载体，还能直接作为药物治疗

肿瘤。

让癌症患者更有尊严地活下去是陈

春英团队的使命，她通过破解基质金属蛋

白酶的上游调控机制将已有药物从实验

室推向市场。除此以外，她还积极将纳米

研究应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甚至包括探

索工作场所、空气污染物中超细颗粒物对

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影响等。

陈春英开朗健谈。也许，科学的种

子在她按照爷爷的要求背着古诗，却在

父母潜移默化的熏陶中走进实验室时就

已经种下；也许，科学的幼苗在她为备战

中学化学竞赛，而拥有全天使用学校实

验室的特权时就已经发芽；也许，科学的

大树在她接受导师指导，为本科毕业论

文在肿瘤医院潜心工作半年时就已经长

大。现在，她总能在静好的岁月中找到

更美的风景：从科学中发现和享受美好，

面对远大目标时“望峰息心”，深入微观

世界时“窥谷忘返”；在闲暇时细品清茗、

研习瑜伽，用儿时开始接触的曼妙诗文

平衡着生活，并驻足流连，沉醉其中。

“深入进去你就会发现科学挺有意

思的！”伴随陈春英一路前行的，正是探

索与发现的乐趣。在她的25人团队中，

有18位年轻女性，她希望更多的年轻女

性能在科学道路上走得更远。

陈春英科研感悟

科研的道路也许不是一马平川，但

走在路上的人会知道，这确实是一条单

纯而又有趣的路。好的研究的起点是你

对什么感兴趣，能否给人类社会的发展

带来实际的意义，而不是争名夺利。找

到了兴趣点，就要阅读大量的文献，一方

面了解别人做了什么，另一方面通过与

别人的工作对比，找到自己的研究贡献

在哪里，将会解决哪些问题。随后，开始

科学实验，一次次的重复论证，一次次的

数据分析，这期间会遇到某个无法做下

去的阶段，那么，不要气馁，从实验细节

入手，找到问题所在并解决它。看着答

案逐渐浮出水面，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

情。

古人语：“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

杂”，不只科研，所有的工作，都可用专注

敲开成功之门。专注是锲而不舍的磨练

和追求，是百折不挠的探索和力量，追求

专注是对人生最好的诠释。正是由于专

注，才成就了近代物理学之父艾萨克·牛

顿，才诞生了沃尔特·迪斯尼这位享誉世

界的动画片之父，才让大家认识了美国

灵魂乐教父詹姆斯·布朗。“唯有专注，才

能专业”，科学研究过程中，一旦设定研

究方向，就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最后，

或许达到预期目标，或许结果不如人意，

但这些都是收获，是信心和经验上的收

获，这些收获以及坚持的精神，已经引导

我们走在成功的道路上。

陈春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研究员，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奖”

获得者。在国际一流刊物如Nature Meth⁃

od等发表论文 146篇，论文他引 3419次，

H·Index为 34。201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2014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入选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

“2002—2012 年全球高引用科学家”名

单，是中国大陆入选的 5 名女科学家

之一。

陈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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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海外博士后职位的一些经验与看法申请海外博士后职位的一些经验与看法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我于 2011年在华中科技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系博士毕业后，到美国佐治亚

州立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做博士

后。2014年应聘到西南大学清洁能源与

先进材料研究院开始自己的独立科研生

涯。见有不少国内博士生困惑于申请海

外博士后的种种，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些

申请的经验和看法。

博士毕业后的3条路

博士毕业后，应该选择在国内做博

士后、在国内科研院所工作，还是到海外

做博士后？这个选择是个人职业发展的

关键一步。现在中国的科研发展迅猛，

不少优秀课题组的研究水平基本已达到

甚至超越美国名校相同领域研究组的研

究水平，而且在国内做博士后的好处诱

人，甚至有机会出站后留校工作。另外，

现在国内高校都在倡导国际化，先参加

工作再出去访学的机会很多。而如果博

士毕业后先出国做博士后，将会面对求

职竞争日趋激烈和发表论文“贬值”的现

实，做完博士后再申请进高校、研究所也

未必能成。尽管如此，在国内获得博士

学位的青年科研者一般会希望进国外优

秀的课题组感受一番。进一个好的课题

组，理想状态是能学习到顶尖的实验技

术和科研思想，还能发表高质量论文。

不管怎么说，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不能专

注于某一条路，而应该多手准备，最后以

职业发展前景做最稳妥的决定。

申请前的准备

如果想出国做博士后，就要早做准

备。一是平时看文献时多留意收集自己

感兴趣的课题组信息，有问题可以发电

子邮件给对方教授咨询一下，混个“面

熟”；二是在论文上做好准备；三是平时

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可以和潜在的导

师们多交流，建立联系；四是留意师兄师

姐的去向，必要时可以找他们推荐。这4
点里面最重要的是论文准备。现在，国

内科研条件越来越好，发表SCI论文已经

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千万别专注于发

表“低档次”的SCI论文。我曾在帮美国

导师招博士后时，发现有人博士3年期间

发表了10多篇低水平的论文。要是能把

这些精力拿来发表 2~3篇高质量论文，

那效果要好很多。在我要回国开展科研

工作时，美国老板特意对我说：你要独立

了，以后要建立自己的声誉，要做出好成

果发好文章，差文章会损坏自己的声誉。

申请信和简历制作

教授们都是很忙的，一天收到一两

百封邮件很正常，所以在邮件和简历中

不要进行大段文字描述。只需要在邮件

中简单介绍下自己的姓名、来自哪个学

校或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和申请课题

组的契合点或互补性等，最后简单表达

一下想进入该课题组的意愿就行了。可

以把细节的东西放到简历中。简历最好

图文并茂和言之有物。在简历中稍微介

绍教育背景、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所掌握

实验技术，然后将主要研究分成几块，每

篇署名为第1作者的论文放一两张漂亮

的图片，总共2页内容即可。如果有重量

级的论文，稍微重点地介绍一下，或只需

放个发表论文列表应该就可以了。

投申请信和简历的时间

要注意两点：一是大家看邮件比较

喜欢看最近时间的，二是国外和中国往

往有时差。因此，要是申请美国的课题

组，那就选择国内吃晚饭左右的时间投

出申请信；申请欧洲的课题组最好在下

午投出去；投其他地方也这样按照时差

来进行，尽可能让自己的电子邮件出现

在对方导师邮件列表的最上面，以增加

被关注度。

联系导师时要有礼貌

我在美国的导师人很好，常让我作

为论文的第1作者和通信作者，说是对我

们以后职业发展有益。正因为论文中留

的是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所以常收到国

内的博士生投来的简历。在邮件中，他

们一开始说对我的研究感兴趣、想加入

我的课题组。我回复说我只是博士后，

我们导师课题组暂时不招博士后（导师

招人时会事先告诉课题组成员）。发出

电子邮件后，就没有下文了，一句感谢的

回复都没有收到。

面试过程

首先，需要和面试导师确定面试时

间。申请海外博士后一般会选择网络面

试。由于国内晚上是上网高峰，网速慢，

所以要和面试导师商量能否在国内时间

早上进行网络面试。面试前要将准备的

PPT用英语演练好，可以重点讲对方可能

感兴趣的内容。即便自己英语口语不

好，只要能表述清楚就行，不要过于紧

张，海外教授一般知道我们国内博士生

的英语口语水平。建议把讲解时间控制

在20分钟内（除非他们有特定的时间限

制），时间过长容易造成双方的疲劳。另

外，在网上收集潜在的面试问题，提前准

备好答案。面试结束后，可以针对没有

回答好的问题，把答案发到教授的电子

邮箱，并简单表达对他/她提供面试机会

的感谢。

课题组的选择

我们很容易集中向“超级大牛”的课

题组投简历，也很容易向相同或相近研

究方向的课题组投简历，这些组的PI往
往会收到大量申请简历，竞争自然会异

常激烈。考虑到现在学科交叉越来越深

入，我们还可以往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具

有互补性的课题组投申请简历。我当初

申请就找了好几个这种互补性的课题组，

最后侥幸成功了一个。在选择最终的去

向时，一定要了解导师的人品，要是导师

人不好，就像跳进了火坑，苦不堪言。有

几个基本的指标可以辅助评价导师的人

品：该课题组所发文章第1作者是否为导

师本人，该课题组毕业学生的去向，该课

题组人员流动性是否很大。可以通过熟

人或熟人的朋友多方打听消息。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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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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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科技导报》“读者之声”栏目征稿

为促进科技交流、优化学术环境、分享

科研经验、倾听前沿呼声，《科技导报》“读

者之声”栏目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生

征稿。

征文范围：

1）个人科研体会；学术交流、实地考察

的见闻、心得；实验室趣闻；申请课题、项目

研发的经历、感悟；导师/研究生交流的经验

及小故事；科研论文撰写、投稿的体会、收

获等。

2）对《科技导报》办刊的评论、意见、建

议；投稿、审稿的经历、感受；对科研论文、

栏目文章的评论、评议；对办刊方针、刊物

定位、栏目设置、整体特色的认识、评价等。

征文要求：1000~2000字左右/篇，所述

不求全面，但求真实真切，具有原创性、合

理性、可读性。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编辑部编辑部

寄语刚毕业的博士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希望你们

不要浮躁，踏踏实实走好科研路。

为人师表。即将成为高校教师，希

望你们当好别人的老师，切莫误人子弟。

资源共享。在高校里，年轻人科研

起步很艰难，今后课题组的科研条件依

旧对你们开放。

这是2015年5月28日我在课题组3
位博士答辩后的即兴演讲，也是我对3个

博士生顺利通过答辩的祝福。这3位同

学都很努力，每人发表4篇影响因子大于

3的英文文章，待发表文章各1篇。更为

可贵的是，他们都为课题组的应用项目

做出了贡献。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太

原这个就业困难、科技文化落后的地区

找到了高校的工作，高校还提供 20~30
万元的启动经费和安家费。2015年春节

过后，他们一直在忙于论文和答辩事宜，

基本不做实验了，我也不再要求他们在

组会上做报告，但依然要求他们参加组

会，不要让科研热情快速冷却下来。在

他们的最后一次组会上，我为他们的未

来职业规划做了如下建议和叮嘱。

职称是你们最关注的问题。科研领

域竞争激烈，必需为自己的前途提前打

算。高校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评职

称的条件每年都变，千万不能跟踪规则

的尾巴。比如，今年评副教授需要 3篇

SCI论文，你有2篇，下一次你有了4篇，

原以为可以了，但条件可能会变成5篇，

这样跟着规则的尾巴跑风险很大，一定

要准备好跨越规则的能力。工作往前

赶，研究向深处做，坚持看文献寻找创新

点，有节奏地发表论文，对单位的要求做

200%的积累，就应该可以在竞争中胜

出，也可以心里有数。

个人职业发展规划比职称更重要。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预测至少5年或

10年后高校办学理念、科研环境、人才政

策的变化。中国教育领域的问题已经到

了量变引起质变的程度，高校转变发展

策略是必然的。可以预见，加强教学以

提高毕业生质量是趋势，不管在什么学

校，做一个好教师应该是你们的基本任

务，搞一定程度的科研会使自己的教学

更加充实。在席卷全国的科研型大学创

办热潮中，要冷静分析自己所处高校的

水平，不一定要把科研作为唯一追求。

身份的尴尬是国产博士普遍面临的

问题，这个更需要从长计议。在高校教

师中，总体来说，海归博士的比例还不是

很高，但海归人才占据的资源要远远大

于本土人才，因此，“海归”的挤压、“土博

士”的竞争，会使你们一时感到前途迷

茫。一定要坚定信念，为自己规划一个

较长远的目标。切不可小富即安地失去

斗志，越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其实越安

稳不了，因为你没有获得安稳生活的条

件，趁年轻多锻炼才是最重要的。如果

有机会一定要出国深造，以期改变自己

身份的尴尬状态。很多年轻人出于找工

作的不容易，倾向于“占坑”，但占坑不等

于不动，国内“占坑”和出国深造不矛盾，

一切都要在自己的努力和掌控中。

瞄准应用做研究，抓住机会搞创

业。基础研究需要充足而稳定的经费支

持，也需要很高的天赋，不是对每个博士

都重要和可行，不建议你们从事基础研

究。顺应社会需求和政府号召，开展力

所能及和适销对路的应用研究，是非常

值得尝试的路子。在应用开发中也会有

科学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文章的来源，

而且这样的文章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比

那些“灌水”的文章更有意义。做科研，

总要寻求一点意义，以对得起投资人的

钱，也可以让自己退休时还能津津乐道

自己的发现。当这些都循环起来，找机

会创业，发挥你们专业的特长，为社会做

贡献。路要越走越宽，一旦觉得不适合

高校教师这种职业，可以有第二条路。

真诚合作，共享资源。与人合作的前提

是自身有合作价值，如果你能持续提高

学术水平，合作伙伴就会越来越多。事

业刚起步时什么都没有，要借助导师的

条件，此时师生关系就变成合作关系，要

互利互惠。

寄语虽然是说给毕业生的，但对今

后陆续毕业的研究生也适用。

研究生已经进入90后的时代，我一

直不清楚 80后和 90后的年轻人有没有

理想。一个学生明确告诉我，他们没有

理想。他们从小只知道考试，只学习要

考的东西，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学

习。我慨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教育

已经迷失，我亲眼目睹研究生一代比一

代迷茫，这是个可怕的事情。我只能尽

我所能去影响改变他们，但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缺失的理想需要自己弥补。

研究生问我什么是理想，我说理想就是

有可能实现的幻想，就像草原上可以远

远 望 见 的

雪 峰 。 理

想 可 以 给

人毅力，这

是 成 功 的

必 要 条

件 。 我 们

从小的理想是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淡忘了理想，但现在老

而弥坚。目前社会上有种不良风气，认

为谈远大理想就虚伪，这种思想实际上

鼓励自甘堕落，我希望我的博士生们不

要妄自菲薄，不要落入犬儒主义。正如

“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

的通行证”，要有远大理想。

想起每年毕业季，送别多在炎炎夏

日，神采飞扬的研究生们就要奔赴各自

新的岗位，我除了祝福之外，略有一点伤

感。感岁月之流逝，伤青春之易老，叹自

我之无为，怅前途之未明。然而，酒酣脸

热后，也曾击节高歌，咏鸿鹄之志，坚报

国之念。曾记得，连续3年为毕业学生写

诗饯行，寄语犹在耳，斯人将远去，祝他

们顺利。

离歌送学生

硕博三五载，治学路尚遥

为学但尚真，求实无以巧

莫论将相志，耐心人最少

待到有功日，还需步步高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

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耀徐耀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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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视阈下的水安全现状及应对气候变化视阈下的水安全现状及应对
策略策略
侯立安 1,2，张林 2

1.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3系，西安 710025
2.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摘要摘要 气候变化是目前国际上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气候变化将加速大气环流和水文循环过程，从而引发或恶化一系列水

安全问题。本文从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水生态安全、水工程安全、供水安全5个方面，综述气候变化对水安全的影响，并初

步探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应对水安全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关键词 气候变化；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V213.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01

The water security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mate change

AbstractAbstract The climate change creates a most concerned social problem all over the world. It can accelerate both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and the hydrological cycle, and will lead to a series of water security problems. In this paper, the impact of the climate
change on the water security is reviewed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he water environment, the water ecology, the water engineering
and the water supply security,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are suggested.
KeywordsKeywords climate change；water security；water environment；water ecology

HOU Li'an1,2, ZHANG Lin2

1. Xi'an High-Tech Institute, Xi'an 710025, China
2.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显著，引起全社会的普遍

关注。气候变化指气候系统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是自然变化

和人类社会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气候变化的直接原

因是大气中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浓度及太阳辐射和地表性

质的改变，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了地球气候系统的能量平衡，

从而导致了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1]。

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它由人为排放的超量

温室气体所致。温室气体包括化石燃料大量燃烧所释放的

二氧化碳及甲烷、氧化亚氮和一些消耗臭氧的物质等[2]。温

室气体通过吸收大地反射回来的能量并重新辐射这部分热

量来影响地球的气候[3]。气候变化将会改变全球水文循环，

引起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分配，并对降水、蒸发等气候因

素造成直接影响，引发一系列的水安全问题[4~9]。

水安全，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保质保量、及时持续、稳

定可靠、经济合理地获取所需的水资源、水资源性产品及维

护良好生态环境的状态或能力[10]。

水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资源问题，也是一个生态环境问

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

全。水安全的内涵包括 5个方面：1）水资源安全，包括水量

充裕和结构均衡；2）水环境安全，包括饮用水安全、环境容量

内的纳污能力和良好的环境服务功能；3）水生态安全，即拥

有良性水循环和水生生物多样性，能够实现自我修复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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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材料在膜分离领域中的应用导电材料在膜分离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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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膜分离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迅速崛起的一门分离新技术。导电材料多应用于特殊分离，但现在开始应用于传统分离

中。导电聚合物的发现，使导电材料在制备分离膜方面获得迅速发展。导电聚合物复合膜具有导电聚合物的特性，又具有绝缘

聚合物膜的柔韧性及易加工性。本文综述导电材料制备分离膜的方法、分离膜性能的改进及应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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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conductive materials in membrane separation industry

AbstractAbstract The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1960s, as a new separation technology. The conductive
materials are not only used in the special separation, but also in the traditional separation. Since the discovery of conducting
polymers, the use of conductive materials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eparation membrane began to develop quickly. The conductive
polymer composite membrane not onl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ductive polymers, but also has the flexibility and processability of
the insulating polymer membran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use of conductive materials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eparation membrane,
the improvement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separation membrane prepared by conductive materials.
KeywordsKeywords conductive materials; separation membrane; graphene; polyani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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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gzhou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enter, Hangzhou 31001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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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分离方法相比，膜分离技术具有操作简单、高效

节能、分离效果好等优点，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高新技

术之一，已被广泛应用于化工、环保、纺织、石油、食品、医药、

生物技术、能源工程等众多行业。传统聚合物分离膜使用惰

性材料，一些特性完全固定，对环境的变化不能产生响应，这

会造成浓度极化、堵塞等原因，从而导致膜的选择性、流通量

等下降。现在导电材料不仅能应用于特殊分离中（如蛋白质

分离）[1]，也能应用于传统分离中（如气体分离膜）[2]。

20世纪40年代，为分离铀同位素而发明了金属镍膜，但

由于其热稳定性较差未能工业应用。然而无极导电材料在

分离膜上的应用发展缓慢。直到发现掺杂聚乙炔呈现金属

态及导电性 [3,4]，这种导电聚合物的掺杂和脱掺杂具有可逆

性，使其能够成为智能材料 [5]，因此产生了电活性聚合物分

离膜，它能够根据环境或外部刺激从而调整自身特性。现

在很多研究将导电聚合物作为膜材料，尤其是利用导电聚

合物和多孔基体材料制得的透过性复合导电膜，这类导电

复合分离膜克服了导电聚合物延展性差和不易加工成膜的

缺点，成功将导电聚合物应用到分离膜领域中 [6]。导电聚合

物复合膜具有导电聚合物的特性，又具有绝缘聚合物膜的

柔韧性及易加工性，在膜分离领域中具有深远的应用价

值。本文介绍无机导电材料和导电聚合物在分离膜中的应

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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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技术在放射性废水处理中的应用膜分离技术在放射性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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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涉核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领域的扩展，对放射性废水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膜分离技术在放射性废水处理方面表

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简述了微滤、超滤、纳滤、反渗透、电渗析、膜蒸馏及液膜等膜过程处理放射性废水的机制，综述了国

内外膜法处理放射性废水的应用及研究现状，探讨了膜分离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放射性废水；压力驱动膜过程；电渗析；膜蒸馏；支撑液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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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embrane technology in liquid radioactive
waste processing

AbstractAbstract The liquid radioactive waste treatment is a challenging task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extensive applications of nuclear
technology. The membrane technologies have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the liquid radioactive waste treatment.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membrane processes to treat the liquid radioactive waste, including the microfiltration, the ultrafiltration, the
nanofiltration, the reverseosmosis, the electrodialysis, the membrane distillation, and the liquid membrane process, are reviewed.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membrane treatment of the liquid radioactive waste water at home and abroad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the new direction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membran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are pointed out.
KeywordsKeywords liquid radioactive waste; pressure-driven membrane processes; electrodialysis; membrane distillation; supported liquid
membrane

ZHANG Yaqin1, ZHANG Lin1, HOU Li'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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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技术和工业的发展，放射性废水的排放量不断增

加，放射性核素若随废水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将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因此，高效地处理和处置放射性废

水已经成为核工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1]。目前常

用的放射性废水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

法、吸附法、蒸发浓缩、膜分离技术、生物处理法等[1]。表1列
举了这些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

膜分离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放射性废水处理技术，与常

规的处理技术相比，具有许多优点：1）常温操作，能耗低；2）
占地少，操作简单；3）适应性广，对于废水中各种形态的污染

物，都可以选择相应的膜过程、膜材料、膜组件进行处理；4）
易与常规处理工艺进行集成[2]。因此，膜分离技术在放射性

废水处理中具有很大潜力。目前，应用于放射性废水处理上

较为成熟的膜分离技术的有微滤、超滤、纳滤、反渗透、电渗

析等；新型膜分离过程，如膜蒸馏、支撑液膜法等在放射性废

水处理中的应用和研究也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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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燃料电池电极材料研究进展微生物燃料电池电极材料研究进展
綦琪，王许云，贾云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青岛 266042
摘要摘要 微生物燃料电池（MFC）是一种具备污水处理和产电功能的生物电化学技术装量，在微生物催化下将有机能转化成电能。

综述了MFC电极材料的研究进展，评述了阳极材料及其功能的修饰、阴极催化剂对污水处理和MFC产电性能的进展，指出MFC
电极材料设计和研究是未来的发展重点。

关键词关键词 微生物燃料电池；电极材料；功能修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646，X382，X70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04

Latest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microbial
fuel cells

AbstractAbstract The microbial fuel cell (MFC) is a promising bio-electrochemical system, which can directly convert the organic chemical
energy into the electrical energy with microbes as the catalyst to degrade the organic sewage and produce electric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latest studies of electrode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modification and the
functionalization of anode materials, and of the cathode catalyst. Additionally, the direction of the electrode design and research in the
MFC is suggested.
KeywordsKeywords microbial fuel cells; electrode materials; modification of funtion

QI Qi, WANG Xuyun, JIA Yun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gDao 266042, China

微生物燃料电池（microbial fuel cell，MFC）作为新型的能

源回收技术，从 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成为研究热点。MFC
以产电微生物为催化剂，将废水中的有机能转换为电能，且

无污染物生成。其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在阳极室中，有机物

（葡萄糖）经产电微生物催化生成质子和电子，电子经外电路

到达阴极，质子在溶液中迁移，透过质子交换膜（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PEM）到达阴极，在阴极催化剂作用

下，电子受体（如氧气）与质子和电子反应生成水。电子不断

定向迁移，当连接外电阻时，产生电流。

电极是MFC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材料的选取影响产电性

能和污水处理的效果。阳极材料作为产电微生物催化反应

的界面，其生物相容性、比表面积、导电性及化学稳定性等直

图1 微生物燃料电池工作原理（以双室为例）

Fig. 1 Working principle of microbial fuel cell (with
double-chamber microbial fuel cell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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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石墨烯基水处理膜研究进展氧化石墨烯基水处理膜研究进展
芦瑛 1，张林 1，李明 1,2，侯立安 2

1.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2.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3系，西安, 710025
摘要摘要 氧化石墨烯（GO）具有片层薄、亲水性好、水分子在其片层间运动速度快等特点，通过调节GO膜片层间隙尺寸可实现对

溶质的截留，因而在水处理方面表现出优异的分离性能。本文综述了氧化石墨烯基膜的制备方法，包括真空抽滤法、喷涂法、旋

涂法和浸涂法和层层自主装法等。介绍了氧化石墨烯基膜在反渗透、纳滤、渗透汽化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在水处理领域

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氧化石墨烯；膜制备；膜分离；水处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127.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05

Research progress of graphene oxide based membrane in
water treatment

AbstractAbstract The graphene oxide(GO) is a one-atom thick nanosheet with good hydrophilic properties and the water molecules move
fast between GO layers. Adjust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GO membranes can achieve a good retention of the solute, with excellent
separ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water treat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of GO-basedmembranes, including the
vacuum filtration, the spray coating, the spin coating, the dip coating and the layer by layer self-assembly method.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GO- based membranes in reverse osmosis, nanofiltration and pervaporation is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of GO-based membranes in water treatment are discussed as well.
KeywordsKeywords graphene oxide; membrane preparation; membrane separation; water treatment

LU Ying1, ZHANG Lin1, LI Ming1,2, HOU Li'an1,2

1.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Xi'an High-Tech Institute, Xi'an 710025, China

石墨烯是一种具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蜂窝状晶格结

构的碳材料[1]，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超大的比表面积及稳定

的化学性质，具备了作为高性能分离材料的潜质。但是，由

于石墨烯表面疏水的性质和石墨烯片层之间的π-π堆叠作

用，导致石墨烯材料难以直接加工成为分离介质。

氧化石墨烯（GO）是石墨烯最常见的一种衍生物，其表面

分布着大量的极性含氧官能基团，包括面内分布的羟基，环

氧基和边缘的羧基[2]，因而在水中具有良好的分散性。由于这

些基团的存在，使得氧化石墨烯基膜可以进行功能化设计，表

面的化学修饰可改变氧化石墨烯膜的荷电性及亲疏水性，片

层内部的化学交联可调节膜片层间隙尺寸。根据功能化设计

的氧化石墨烯基膜的不同特点，可应用于不同的分离体系。

本文综述了氧化石墨烯基膜的制备方法，包括真空抽滤

法、浸涂法、旋涂法、喷涂法和层层自组装法等，介绍了氧化

石墨烯基膜在反渗透、纳滤和渗透汽化领域的研究进展，并

对其在水处理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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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冠冠--66/KOH/KOH络合体系催化制备络合体系催化制备
高通量聚酰胺反渗透膜高通量聚酰胺反渗透膜
黄海 1，李明 2，张林 1，侯立安 1,2

1.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2.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3系，西安710025
摘要摘要 反渗透膜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纯水供应技术，制备高通量反渗透膜成为研究热点。采用冠醚（18-crown-6）与KOH的络合

性缚酸剂催化界面聚合反应制备聚酰胺反渗透膜，利用18-crown-6能与缚酸剂无机碱（KOH）形成络合物，加速KOH从水相到

有机相的扩散，可以促进聚合反应的进行。通过此方法制备得到了厚度更薄、表面适度水解的分离膜，明显提高了膜的水通量。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光电子能谱技术显示，冠醚的添加可以有效抑制KOH导致的聚合单体的水解，保证膜具有合理的

离子选择性，解决了使用纯KOH做缚酸剂时会明显降低膜分离性能的问题，对NaCl的截留率保持在90%以上，使用Cs+作为截

留离子发现，该膜对Cs+同样具有良好的截留能力，说明缚酸剂对反渗透膜分离性能的改变基本不受电解质类型的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反渗透；聚酰胺；复合膜；界面聚合；缚酸剂；冠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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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polyamide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by using
18-crown-6/KOH complex catalyst

AbstractAbstract The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pply of pure water. The high water production
is always desirable. In this study, a new acid acceptor consisting of the crown ether (18- crown- 6)/KOH is used to catalyze the
interfacial polymerization reaction for the polyamide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fabrication to increase the membrane flux. The 18-
crown-6 and the KOH will form a complex compound, to help the diffusion of the KOH from the aqueous phase to the organic phase,
so that the KOH can work more efficiently to catalyze the polymerization. Meanwhile, the 18-crown-6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excess hydrolysis of the TMC from the KOH, preventing a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in the ion rejection of the membrane. To verify the
above reasoning, the SEM and XPS characterizations are used to show that the membrane has a thin and properly hydrolyzed surface
morphology. The membrane performance test show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18-crown-6)/KOH as the acid acceptor can promote
the membrane flux better (up to 72% increase) as compared with using only the KOH (38% increase). Moreover, the use of the (18-
crown-6)/KOH can help the membrane to maintain a reasonable NaCl rejection of above 90%. That solves the problem of rejection
deterioration when only the KOH is used as the acid acceptor with a rejection of below 60%. Although Cs+ has a smaller hydraulic
radius than that of Na + , this kind of membrane also enjoys a similarly excellent separation behavior with respect to CsNO3. That
means that the (18-crown-6)/KOH catalyst composition is effective and applicable in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reverse osmosis; polyamide; composite membrane; interfacial polymerization; acid acceptor; crown 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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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渗透应急水袋膜材料制备正渗透应急水袋膜材料制备
李春霞 1，赵宝龙 2，宋健峰 2，李雪梅 2，何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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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应急水袋是一种可以就地从不可饮用的水源中及时、有效得到饮用水的生命救援工具。本文研究了三醋酸纤维素（CTA）
正渗透膜材料的制备，以及用于制备应急水袋的研究进展，并对水袋的汲水功能和重金属离子截留效果进行测试。结果表明，以

0.5 mol/L NaCl为驱动液和去离子水作进料液的测试条件下，膜水通量达到 8.77 L/（m2·h），驱动溶质反向扩散比 Js/Jw约为

0.56 g/L。以一定浓度葡萄糖为汲取液时，经5 h处理水袋可得到约180 g水，可满足人体维持生命所需的饮水量。选取Pb、Cr、
Hg、As 4种典型的水体污染重金属为评价元素，渗透结果表明，该膜对半径尺寸在100 pm以上的粒子具有比较理想的截留性

能，达到95%以上，Pb（II），Cr（III），Hg（II）3种重金属的处理效果能达到《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但是对

于As（III）这种水合半径小于65 pm的离子其截留率较低，因此，膜材料皮层的致密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关键词 应急水袋；正渗透；汲水量；CTA膜；重金属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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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ose triacetate forward osmosis membrane for emergency
water-bag

AbstractAbstract The emergency water-bag is a gadget for supplying drinking water under emergent situations. The prepar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ellulose triacetate (CTA) forward osmosis (FO) membrane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emergency water-bag
made of the CTA membrane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water flux and the reje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eavy metal ions of the
emergency water-bag are tested in the homemade water. With this CTA membrane, a FO water flux of 8.77 L/(m2·h) and Js/Jw of 0.56
g/L are obtained under a standard test condition using 0.5 mol/L NaCl as the draw solution and the deionized water as the feed. The
water- bag containing the glucose solution can draw 180 g water in the water- bag from the surface water sample and this water
processing capacity can meet the water demand to sustain life. The rejection rate of the heavy metal with the hydrated ion radius
larger than 100 pm can reach 95%,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b(II), Cr(III), and Hg(II) in the water-bag is found to be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drinking water standard (GB5749—2006). The As(III) concentration in the produced water is higher than the standard，
because the radius of the hydrated As(III) is less than 65 pm.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FO membrane dense layer is required to
remove micro-particles at a high rate.
KeywordsKeywords emergency water-bag; forward osmosis; water flux; cellulose triacetate membrane; heavy metal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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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渗透（forward osmosis，FO）是一项无需附加能源而自

发进行的耐污染、低能耗的分离技术[1~3]。FO技术在海水（苦

咸水）淡化[4]、页岩气废水处理[5,6]、污水处理[7,8]、浓缩垃圾渗滤

液 [9]、便携式饮用水发生设备 [10]、食品浓缩 [11,12]、药物控制释

放[13,14]、血浆处理[15]、农业灌溉[16,17]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以正渗透技术为基础开发的应急水袋等便携式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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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合剂络合剂FeClFeCl22对制备低截留分子量对制备低截留分子量
聚砜超滤膜的影响聚砜超滤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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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以聚砜（PSF）为膜材料，水为凝胶剂，采用浸没沉淀相转化法制备PSF超滤膜，在制膜过程中添加亲水性聚合物聚乙烯基

吡咯烷酮（PVP）和络合剂FeCl2，改变PSF膜的亲水性，并对其性能进行表征。通过对PSF膜的共混改性制备低分子截留超滤

膜。分析了铸膜液温度、凝胶浴温度及支撑层对PSF膜性能的影响，通过控制实验条件，制备出截留分子量为2000~10000的超

滤膜。

关键词关键词 聚砜；低截留分子量；聚乙烯基吡咯烷酮；络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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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eCl2 on the performance of low MWCO PSF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AbstractAbstract A new type of ultrafitration membrane with small molecular weight cut-off (MWCO), with PSF, with DMAC, with polyvinyl
pyrrolidone (PVP) and FeCl2 as its raw materials, is prepared by means of the phase inversion method. The morphology of the
membrane is controlled by adjusting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asting solution, the temperatures of the coagulation bath and the support
layer of membrane. The prepared ultrafitration membrane intercepts the matter of molecular weight: 2000-10000 with the interception
rate of PEG of over 90% under the controlled process condition.
KeywordsKeywords polysulfone; low molecular weight cut-off; polyvinyl pyrrolidone; complex agent

CHEN Ya1, ZHOU Yong2, GAO Congjie2

1. Membrane Solutions LLC, Nantong 226010, China
2. Ocea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随着超滤技术应用领域的日益扩大，对超滤膜的品种及

性能要求越来越高，而开发高通量的小孔径超滤膜尤为迫

切。与一般的超滤膜相比，低截留分子量＜10000的超滤膜

的微孔孔径只有几十Å，多用于胶质领域下限物质（如核糖、

核酸、色素、多肽类等）的分离、浓缩。因此，要求超滤膜更致

密，无疵点、缺陷，微孔孔径更小，且均匀性好[1]。俞三传等[2]

以聚偏氟乙烯为材料，通过改变溶剂体系、添加剂种类、无机

盐的含量及第二组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的量来制备

高通量小孔径的聚偏氟二乙烯（PVDF）超滤膜；何昌生等[3]以

磺化聚醚砜为材料制备小孔径超滤膜，通过改变凝胶介质、

蒸发时间、添加剂的量调节孔径大小和截留率高低；董声雄

等[4,5]以聚偏氟乙烯/聚醋酸乙烯酯为膜材料，采用共混法制备

小截留分子量共混超滤膜，讨论各条件对小分子截留性能的

影响；王静荣等[6]用醋酸纤维素为聚合物材料，制备了截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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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水分离膜的表油水分离膜的表//界面设计与结构调控界面设计与结构调控
刘璀静 1，徐丽 2，张培斌 1，朱利平 1，朱宝库 1

1.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2.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摘要摘要 膜分离是含油污水深度处理的有效途径，油水分离膜是含油污水膜法处理的核心材料，其表/界面的结构和物化特征直接

决定了油水分离的效率与膜材料使用寿命。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油水分离膜表/界面设计与结构调控方面的研究进展。介绍了膜

表面化学和拓扑结构对膜性能的影响，阐述了油水分离膜表/界面设计的原理、疏水膜的构建与亲水性反转、超亲水表面的制备，

以及智能型油水分离膜的设计与制备。归纳了目前油水分离膜和含油污水膜法处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包括定量研究

和破乳机制研究缺乏、膜材料耐热性和耐化学清洗性不足等，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油水分离膜；表/界面；超亲水；抗污染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02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09

The design of surface/interface of oil/water separation membranes
an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bstractAbstract The membrane separation is a promising way for the treatment and reuse of oily wastewater. The membrane material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oil/water membrane separation and its surface/interfacial morphologies and phys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epar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lifespan of the membran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design and
the modulation of oil/water separation membrane surfaces and interfaces. The effects of the membrane surface chemistry and
morphology on the membrane separation performances are summarized. The scientific fundamentals of the surface/interfacial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ydrophobic surface and the hydrophilic inversi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uperhydrophilic surface and the
stimuli- responsive membrane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Some unsolved problems in oil/water separation materials and membrane
techniques e.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fouling and chemically stable membrane materials, the thermally tolerant membranes, and
the demulsification technique are addressed. Finally, the directions of further studies are proposed.
KeywordsKeywords oil/water separation membranes; surfaces and interfaces; superhydrophilic; antifouling

LIU Cuijing1, XU Li2, ZHANG Peibin1, ZHU Liping1, ZHU Baoku1

1. MOE Key Laboratory of Macromolecular Synthesis and Functionalization; Department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近年来，国内大多数油田进入中后期开采阶段，采出液

中含水量高，出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考虑[1]，含油污水需要

进行深度处理后回注。传统的含油污水处理方法难以达到

回注水A1标准的要求，膜分离技术在含油污水的深度处理

中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2]。膜材料是膜技术的核心，目前

已研发出各类油水分离膜，主要分为无机陶瓷膜和有机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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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EDBMED 解离硫酸盐高效清洁制酸碱解离硫酸盐高效清洁制酸碱
工艺工艺
侯震东 1，林溪 1，阮慧敏 1，厉红弟 2，沈江南 1，高从堦 1

1. 浙江工业大学海洋学院，杭州 310014，
2. 浙江浩普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杭州 310012
摘要摘要 随着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迅猛增加，其中大部分工业废水中都含有硫酸盐，硫酸盐的过量排放会对环

境水体造成严重的污染与破坏。本研究以硫酸钠废液为原料，采用双极膜电渗析（BMED）新型工艺，实现含硫酸盐废水的回收

再利用，高效、清洁地制取酸、碱。实验主要考查了电流密度、原料液浓度及初始酸碱浓度对膜堆性能的影响，并对两种离子交换

膜的性能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实验范围内，氢氧化钠的收率高达84.08%，平均电流效率为54%，能耗为5.29 kW·h/kg；氢氧化

钠收率和过程能耗均随电流密度的增大而增加；电流密度恒定时，较高的原料液浓度可使膜堆电阻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进而降低

能耗；适量加入初始酸碱能够降低能耗，但也会降低电流效率。

关键词关键词 双极膜；电渗析；废液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114.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10

High efficiency cleaning system of acid-base technology based on
sulphate salt in bipolar mennbrane electrodialysis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ssive industrial productions, the emission amount of the industrial wastewater is
increasing sharply, most of which contains sulfate. The excessive emission of sulfate will cause serious pollution and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water bod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is paper, the sodium sulfate waste is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 a new technology
of the bipolar membrane electrodialysis is adopted, thus, the wastewater containing sulfate is reasonably reutilized and converted
efficiently into the corresponding acid and alkaline. In the experiment, the effects of the current density, the feed concentration and
the initial pH concentration on the membrane reactor are investigated, and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two ion-exchange membranes are
compared.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range the yield of the sodium hydroxide reaches 84.08%, the average current efficiency
of the process reaches 54%, the energy consumption reaches 5.29 kW·h/kg, and the sodium hydroxide yield and the process energy
consumption ri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urrent density. When the current density is constant, a higher raw material concentration
can make the membrane reactor stay at a relatively lower level during the experiment, which reduce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The
right amount of the initial acid and alkali can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but the current efficiency will decrease.
KeywordsKeywords bipolar membrane; electrodialysis; waste water

HOU Zhendong1, LIN Xi1, RUAN Huimin1, LI Hongdi2, SHEN Jiangnan1, GAO Congjie1

1. Ocea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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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菌固定化用于市政污水深度脱氮除磷藻菌固定化用于市政污水深度脱氮除磷
及藻体产油研究及藻体产油研究
陈丽萍，沈俏会，方文哲，龚宇鹏，程丽华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杭州 310058
摘要摘要 污水再生利用是解决水资源与能源危机的重要途径，采用微藻深度处理污水并生产生物质能源是一大热点。针对市政污

水深度处理，以活性污泥为固定化细菌，采用小球藻和栅藻，分别比较了固定化藻菌、固定化微藻，以及悬浮态微藻在藻体生长、

污水脱氮除磷和微藻产油方面的差异，拟实现对市政污水深度脱氮除磷的同时实现微藻油脂的诱导富集。结果表明，固定化藻

菌对氮磷的去除效果优于固定化微藻和悬浮态微藻，且固定化藻菌中微藻油脂质量分数最高。当市政污水NH+
4-N和PO3-

4 -P的
初始质量浓度分别为25和3 mg/L时，固定化栅藻菌培养4 d后能够完全去除水体中的氮磷，而固定化藻菌中小球藻的油脂质量

分数可达到16.5%。

关键词关键词 微藻；脱氮除磷；生物能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70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11

Removal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and the lipid production by
co-immobilized microalgae and bacteria in municipal wastewater

AbstractAbstract The wastewater reuse is an important way out facing the water resource and energy crisis, and the coupled process of the
advanced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the microalgal energy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respect. In this paper, the activated
sludge as the fixing bacteria is immobilized with Chlorella vulgaris and Scenedesmus obliquus, respectively, for the enhanced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 microalgal growth, 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and the oil production of the co-

immobilized microalgae and bacteria, the immobilized microalgae, and the suspended microalgae are then compared. It is shown that
the co- immobilized bacteria and algae are better than the immobilized bacteria and the immobilized algae in their effect on 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and better than the non immobilized algae and bacteria as well, while the co-immobilized bacteria
and algae produce much more lipid. When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NH+4 - N and PO3-4 -P in the municipal wastewater are about 25 mg/
L and 3 mg/L, the NH+4 -N and PO3-4 -P in the wastewater are removed completely by the co-immobilized Secenedesmus obliquus and
bacteria, whereas the lipid yield of C. vulgaris reaches 16.5%.
KeywordsKeywords microalga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bioenergy

CHEN Liping, SHEN Qiaohui, FANG Wenzhe, GONG Yupeng, CHENG Lihua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市政污水中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污染问题已经引起普遍

关注[1]，常规的污水生物处理工艺虽然能够去除污水中大部

分有机和无机污染物，但对氮磷营养物质的去除效果较差；

化学法除磷的效果很好，但药剂成本高，且使大量的磷从污

水中转移到剩余污泥中，从根本上看仍然不能消除磷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利用藻菌共生系统中微藻在生长过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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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膜工艺处理碱减量废水及回用集成膜工艺处理碱减量废水及回用
周慧婷，杜春慧，吴春金，吴礼光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摘要 研究了超滤-纳滤组合膜工艺在碱减量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发现采用该工艺可以有效地降低碱减量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

（COD），COD去除率可达到80%以上。对膜透过液回用于碱减量过程可能对涤纶减量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实验分析，探讨了温

度、时间、碱度、乙二醇含量等条件对涤纶减量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温度、时间、碱浓度的增加均可以提高涤纶的减量率；乙二醇

含量的累积，也可促进涤纶减量过程。采用该工艺可以实现对苯二甲酸、水、碱、乙二醇的回收及综合利用。

关键词关键词 膜分离技术；碱减量废水；涤纶；减量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70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12

Treatment and reuse of alkali reduction wastewater with integrated
membrane technique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work, ultrafiltration- nanofiltration integration membrane technique was applied in alkali reduction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of alkali weight reduction wastewater was effectively decreased
by this process, and COD removal rate reached over 80% . Meanwhile, the effect of reused wastewater on the polyester reduction
process was also analyzed, with main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time, alkalinity, and ethylene glycol content (accumulated)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polyester reduction rat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process time and alkali concentration.
The accumulating ethylene glycol content could also promote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polyester. The recovery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terephthalic acid, water, alkali and ethylene glycol could be realized by this technique.
KeywordsKeywords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ique; alkali reduction wastewater; polyester; reduction rate

ZHOU Huiting, DU Chunhui, WU Chunjin, WU Liguang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碱减量工艺主要是利用浓碱液对涤纶织物中的大分子

酯键进行水解，使织物获得柔顺感的一种生产工艺。此工序

排放的碱减量废水生化需氧量（CODcr）在 8000～20000 mg/L
之间，pH值高达12～14，废水中的主要成分为对苯二甲酸或

其钠盐、乙二醇、过量的NaOH及少量以不同聚合度存在的聚

合物[1]。目前，碱减量废水的一般处理方法是先通过物化法

回收废水中的对苯二甲酸，再与印染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工艺

的废水混合进行生化处理。但这种方法只考虑了废水中对

苯二甲酸的回收，而忽略了对碱减量废水中其他有效资源的

回用。膜分离技术作为新的分离净化和浓缩方法，具有能耗

低、效率高、工艺简单、投资小和污染轻等优点，故在污水处

理[2]、海水淡化[3]、医药合成[4]等领域中发展相当迅速。与传统

水处理方法相比，可实现废水的循环利用和有用物质回收。

因此，将膜分离技术应用到碱减量废水的处理工艺中具有非

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研究针对碱减量废水的治理难题，采用超滤-纳滤组

合膜工艺对碱减量废水处理及回用进行实验，对该工艺中膜

透过液回用可能对涤纶减量率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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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DF/PMMA/PESPVDF/PMMA/PES共混膜的制备及共混膜的制备及
性能研究性能研究
叶茜，许美兰，廖文超，燕龙龙，张硕，严滨

厦门理工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厦门市膜技术研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厦门 361024
摘要摘要 以聚偏氟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醚砜（PVDF/PMMA/PES）为三元共混体系，采用浸没沉淀法制备共混超滤膜，以期

改善PVDF膜的亲水性能，提高其抗污染性。结果表明，当 PVDF∶PMMA∶PES的质量比为 85∶10∶5，80∶15∶5，75∶15∶10及
70∶20∶10时，共混体系相容性较好，且所制备的膜亲水性较好。当PVDF∶PMMA∶PES 的质量比为 70∶20∶10 时，水通量为

43 L·m-2·h-1、孔隙率为73%，前进角为75.88°，后退角为20.22°。
关键词关键词 聚偏氟乙烯；聚醚砜；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共混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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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VDF/PMMA/PES
blend membrane

AbstractAbstract For improving the hydrophily and the anti- fouling performance of the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 membrane, the
PVDF/polymethyl methacryla (PMMA)/polyether sulfone (PES) blend membrane is prepared by the immersing precipitation. It is
shown that the ternary system has a good compatibility when the ratio of PVDF/PMMA/PES is 85∶10∶5, 80∶15∶5, 75∶15∶10 and
70∶20∶10. Additionally, the hydrophilicity of those membranes is improved. The optimized PVDF/PMMA/PES blending ratio is
70∶20∶10.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water flux is 43 L·m-2·h-1, the porosity is 73%, the advancing contact angle is 75.88°, and the
receding contact angle is 20.22°.
KeywordsKeywords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olyether sulfone; polymethyl methacryla; blend membrane

YE Qian, XU Meilan, LIAO Wenchao, YAN Longlong, ZHANG Shuo, YAN Bin
Xiamen Key Laboratory of Membran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4, China

由于聚偏氟乙烯（polyvinylidene fluoride，PVDF）具有优

良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及机械强度，PVDF膜被广泛应用

于各行各业[1,2]。PVDF表面能较低，亲水性较差，容易受到蛋

白质污染，影响膜的使用寿命和抗污染性能。因此，可以采

用共混改性的方法改善膜的亲疏水性，延长其使用寿命。由

于浸没沉淀法制膜工艺简单，重复性较好，适合用于大规模

工业生产，本研究采用浸没沉淀法制备共混膜。

目前常用的改性材料有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

PVA）、醋 酸 纤 维 素（cellulose acetate，CA）、聚 丙 烯 腈

（polyacrylonitrile，PAN）、聚醚砜（polyether sulfone，PES）及聚

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PMMA）等 [3,4]。由于

PES具有明显的热稳定性、尺寸稳定性、耐高跨膜压差及优异

的力学性能，而PMMA化学性质稳定、亲水性强、与PVDF有

很好的相容性且价格较低，因此本研究采用 PVDF/PMMA/
PES三元体系进行共混，筛选并优化共混条件，以期改善

PVDF膜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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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苔生物炭对水中萘的吸附作用浒苔生物炭对水中萘的吸附作用
张明 1，徐立恒 1，吕黎 2

1. 中国计量学院环境工程系，杭州 310018
2.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摘要 近年浒苔的爆发式生长给中国一些沿海城市海滨环境和景观造成很大影响，而妥善处置清理后的浒苔至关重要。本研究

将浒苔在不同温度下碳化制备成生物炭，用于吸附处理水中的萘。结果发现，浒苔生物质及150℃碳化的浒苔生物炭对萘的吸

附以弱的分配作用为主，吸附等温曲线为线性；250、350℃碳化后，吸附能力显著增强，表面吸附和分配作用均有贡献；随着碳化

温度进一步升高，吸附能力明显减弱，500℃碳化后吸附作用仅由表面吸附贡献；而700℃碳化时，浒苔中的碳质几乎被完全氧化

分解，仅残留部分矿物组分，对萘几乎没有吸附能力。

关键词关键词 浒苔；生物炭；吸附；萘；表面吸附；分配作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424.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14

Sorption of naphthalene in water by biochar derived from
Enteromorpha prolifera

Abstract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Enteromorpha prolifera (EP) in beaches of some coastal city has caused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proper disposal of large quantity of waste EP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paper, the biomass of the EP is thermally
pyrolyzed into a biochar and its 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respect to the naphthalene in water are studied. It is shown that the
sorption of the naphthalene by the EP biomass and the lower temperature (150℃) derived EP biochar is governed by a weak partition
process, while the biochar derived from the EP at the higher temperatures of 250 and 350℃ exhibits much better sorption capacity
than the others, and their sorption is contributed by both the adsorption and the partition. However, the EP biochar derived at 500℃
has a weaker sorption capacity than at 250 and 350℃, and the EP biochar derived at 700℃ has almost no carbon content except for
some minerals, and exhibits almost no sorption capacity with respect to the naphthalene.
KeywordsKeywords Enteromorpha prolifera; biochar; sorption; naphthalene; adsorption; partition

ZHANG Ming1, XU Liheng1, LÜ Li2
1.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生物炭是指由生物质在相对较低温度下（<700℃）热解

或碳化得到的富含碳的固体，可作为良好的土壤改良剂，减

少土壤营养成分的流失，并同时具有固碳的能力，近年来被

研究者广泛关注[1~3]。由于生物炭具有较高的碳含量，较大的

比表面积及丰富的表面官能团，在土壤中能显著吸附农药及

其他外源污染物，减少其被农作物吸收或向地下水的迁移[4,5]，

降低污染物的生态风险。

生物炭对污染物的吸附固定能力与其碳化温度及条件、

生物质种类等密切相关[1,6,7]。一般而言，随着碳化温度升高，

生物质中易挥发及分解组分逐渐失去，生物炭产量下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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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燃料电池聚苯胺膜阳极的制备微生物燃料电池聚苯胺膜阳极的制备
及性能及性能
綦琪，王许云，何海波，贾云

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青岛 266042
摘要摘要 分别用恒电压法、脉冲极化法、循环伏安法制备聚苯胺（PANI）膜阳极，并应用于固定床微生物燃料电池（MFC），考察其产

电及污水处理性能。结果表明，与恒电压法和脉冲极化法相比，循环伏安法制备的PANI膜阳极导电性最好，且其电极电阻

（3.65 Ω）与恒电压法制备的电极电阻（55.45 Ω）相比降低了51.8 Ω。循环伏安法制备的PANI膜阳极应用于MFC，最大功率密

度和开路电压分别为215.6 mW·m-2和849.3 mV，比恒电压法制备的PANI膜阳极MFC最大功率密度和开路电压分别提高了

50.6%和45.1%。与恒电压法和脉冲极化法相比，循环伏安法制备的PANI膜阳极，可一定程度上缩短MFC启动时间，增加电池

产电稳定性，提高MFC对污水有机物的去除率，为MFC高性能阳极的制备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 循环伏安法；聚苯胺；微生物燃料电池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646，X382，X70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15

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PANI film anodes for MFC

AbstractAbstract The PANI film anodes are prepared by the potentiostatic method, the pulse polarization and the cyclic voltammetry (CV),
and are applied in a fixed bed microbial fuel cell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It is shown that the PANI film anode modified by the CV enjoys the best conductivity,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btained by the potentiostatic method and the pulse polarization, and the electrode resistance is greatly decreased from 55.45 Ω of
that prepared by the potentiostatic method to 3.65 Ω. The PANI film anode prepared by the CV is applied in the MFC, the maximum
power density and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reach 215.6 mW·m-2 and 849.3 mV, respectively, 50.6% and 45.1%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ANI film anode modified by the potentiostatic method. Compared with the potentiostatic method and the pulse polarization, with
the CV being used to modify the PANI film anode, the MFC startup time can be shortened, the electrical stability increased and the
sewage removal rate improved. It is a new way to prepare the high performance anode for the MFC.
KeywordsKeywords cyclic voltammetry; PANI; microbial fuel cell

QI Qi, WANG Xuyun, HE Haibo, JIA Yun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gdao 266042, China

微生物燃料电池（microbial fuel cell，MFC）是一种以产电

微生物为阳极催化剂，将污水中有机物的化学能直接转变为

电能的装置[1]，在污水处理和新能源开发领域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2,3]。但目前其产电性能和污水处理能力较低，限制了

MFC的工业化应用。

影响MFC产电性能的因素很多，其中阳极材料[4]具有负

载微生物、传递电子、氧化底物等作用，是影响MFC产电的重

要因素之一。目前对MFC阳极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阳极材

料的改性，提高微生物与MFC阳极之间的电子传递速率，包

括利用阳极金属或金属氧化物改性，以及利用导电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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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离子交联聚电解质络合物纳滤膜原位离子交联聚电解质络合物纳滤膜
的制备与表征的制备与表征
赵凤阳 1，计艳丽 1，安全福 1，高从堦 2

1. 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2.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中心，杭州 310012
摘要摘要 为获得高渗透选择性的聚电解质络合物纳滤膜（PECNFMs），以聚乙烯亚胺（PEI），海藻酸钠（SA）和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为原料，通过原位离子交联的方式制备了一系列新型PECNFMs。分别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ATR-FTIR），场发射

扫描电镜（SEM）和接触角实验（CA）对PECNFMs的化学组成、结构和亲水性进行表征。考查聚电解质的配比、聚阴离子的种

类、无机盐的种类及操作温度等因素对PECNFMs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当PEI质量比相同时，PEI/SA原位离子交联PEC⁃
NFMs较PEI/CMC膜具有更高的水通量；且随着PEI质量比的增加，PECNFMs的荷电性由荷负电转变为荷正电；当PEI质量比

为0.9时（PEI/SA 0.9）具有最佳的纳滤分离性能，其对MgCl2的截留率为94.0%，水通量为13.4 L·m-2·h-1（在25℃和0.6 MPa
下，对1 g·L-1 MgCl2水溶液进行测试），表现出较高的Na+/Mg2+分离性能（分离因子为10.4）。采用原位离子交联法，成功制备了

高渗透选择性的新型PECNFMs，该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为高性能纳滤膜的制备开辟了新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 聚电解质络合物；纳滤膜；原位离子交联；水软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028.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4.016

Fabr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in-situ ionic cross-linking
polyelectrolyte complex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high water flux and salt rejection polyelectrolyte complex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 (PECNFMs), a novel
type of PECNFMs is prepared with the polyethyleneimine (PEI), the sodium alginate (SA) and the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CMC) via
the in-situ ionic cross-linking method.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structures, and hydrophilicity of the PECNFM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the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 and the water
contact angle (CA), respectively. The effects of the PEI mass ratios, the polyanionic types, the feed inorganic salts, and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on the nanofiltr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PECNFMs are investigated. It is shown that the in-situ ionic cross-linking PEI/
SA PECNFMs enjoy a higher water flux as compared to the PEI/CMCs with the some PEI mass ratio, and the surface charge of the
PECNFMs could be turn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by increasing the PEI mass ratio. With the optimized PEI/SA value of 0.9, a
water flux of 13.4 L·m-2·h- 1 is obtained with the MgCl2 rejection being maintained at around 94.0% (with 1 g·L-1 aqueous MgCl2
solution at 25℃ and 0.6 MPa). Moreover, with the PEI/SA value of 0.9, the best Na+/Mg2+ selectivity ( αNa+

Mg2+ =10.4) is secured. This

ZHAO Fengyang1, JI Yanli1, AN Quanfu1, GAO Congjie2

1. MOE Key Laboratory of Macromolecular Synthesis and Functionalization; Department of Polymer Science &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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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渣和玉米芯对水中亚甲基蓝的甘蔗渣和玉米芯对水中亚甲基蓝的
吸附去除作用吸附去除作用
朱丽芳 1，张明 2，徐立恒 2

1.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测绘与市政学院，杭州310018
2. 中国计量学院环境工程系，杭州310018
摘要摘要 合理处理处置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固体废弃物，已成为农业和环境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选取了两种常见的农业

固体废弃物甘蔗渣、玉米芯，用批量平衡吸附实验研究其对水中亚甲基蓝染料的吸附作用。吸附动力学结果表明，甘蔗渣和玉米

芯对亚甲基蓝的吸附平衡时间小于4 h，吸附动力学过程可用准二级动力学模型精准拟合（R2>0.9），表明化学吸附主导了整个吸

附过程；等温吸附曲线为典型的非线性吸附，可用Langmuir等温吸附模型拟合。结果表明，甘蔗渣和玉米芯对水中亚甲基蓝有

较好的吸附去除能力，最大吸附量分别为22.03和19.72 mg/g。
关键词关键词 甘蔗渣；玉米芯；吸附；染料；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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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al of methylene blue dye from water by bagasse and corn cob

AbstractAbstract The proper disposal of massive agricultural solid waste is one of main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he
bagasse and the corn cob are selected as two typical agricultural solid wastes in this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adsorption kinetics and
the equilibrium isotherms of the dye methylene blue (MB). It is shown that the adsorption rate is great and the equilibrium is reached
in less than 4 h. The sorption kinetics can be well described by a pseudo-second-order kinetic model and is fitted with the R2 value
greater than 0.9, indicating a chemisorption dominated process. The adsorption isotherms are non-linear, and can be well fitted by the
Langmuir adsorption model. The bagasse and the corn cob show a good sorption capacity with respect to the MB, and the maximum
adsorption amount of the MB by the bagasse and the corn cob are 22.03 and 19.72 mg/g, respectively.
KeywordsKeywords bagasse; corn cob; adsorption; dye; waste water treatment

ZHU Lifang1, ZHANG Ming2, XU Liheng2

1. School of Geomatics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人工合成染料在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行业广泛应

用，随之带来严重的水污染问题[1,2]。大部分染料可生化降解

能力差，少量存在即可引起水体变色，长期存在于水环境中

会引起水生生物过敏、致癌、致畸等毒害作用[3]。中国是染料

生产和使用的大国，每年约有7.56~15.12万 t染料随废水的排

放进入水环境[4]。因此，经济高效地处理染料废水已成为保

障水环境安全的当务之急。

常见的染料废水脱色工艺主要有物理法、化学法及生物

法[4]。物理法包括吸附、膜分离等技术。其中吸附法是最常

见的染料废水预处理方法，常用的吸附剂有活性炭、离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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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大涵道比风扇民用大涵道比风扇SS22反问题设计反问题设计
王作彪 1，周琨 2，李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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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S2反问题法是重要的初始设计评估手段。通过选择合理的损失模型并进行验证，得到了适用于大涵道比风扇的S2反问

题评估方法，并系统研究风扇关键几何参数对风扇气动效率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当进口机匣半径增大到一定程度，增大半径

对于风扇效率的改善已不明显；当进口轮毂比大于0.295时，风扇效率将急剧下降；流道形式采用等外径或近似等外径设计时，

风扇具有更高的效率；而风扇出口尺寸的选择除满足流量系数的要求之外，还应考虑与下游部件的匹配，以提高整个压缩系统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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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as an S2
inverse problem

AbstractAbstract The S2 inverse problem is very important in a design process. With the use of a reasonable and verified loss model, an
evaluation method is developed for the civil high bypass ratio fan, and the effect of key geometric parameters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turbofan is investigated. It is shown that, when the radius of the inlet casing is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further increase of
the radius does not obviously improve the turbofan efficiency. When the hub ratio is greater than 0.295, the fan efficiency will fall
sharply. The constant case diameter design is effective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urbofan efficienc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utlet size,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flow coefficient, but also the matching with the downstream part hav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compression system.
KeywordsKeywords civil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S2 inverse problem; key geometric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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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大型民用客机要求的不断提高，对发动机的要求

也更加苛刻，主要体现在经济性和环保性两个方面。欧美等

国家为此实施了一系列发动机改进和全新研制计划，如超高

效发动机技术（UEET）[1,2]、降低飞机噪声计划（SILENCE）[3]、环

境友好的航空发动机计划（VITAL）[4]、CFM公司改进CFM56
发动机计划（TECH56）[5]和领先的航空推进技术（LEAP）等。

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核心部件之一的风扇，也提出了严格

的要求，如降低噪声要求、降低风扇的叶尖切线速度等，然

而，过低的叶尖切线速度将导致过高的载荷系数，不利于提

高发动机的经济性。经济性和环保性对于风扇的要求存在

一定矛盾。

初始设计是风扇/压气机优秀设计的开始[6]，完成一个优

秀的初始设计，首先需要有效的S2反问题设计方法。S2反问

题对经验和实验数据库的依赖性较强，比如叶型损失、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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