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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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是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生命与健康的疾病。全球每年新增60~70万肝癌病人，其中约55%发生在我国，是影响我国人民生存的第
二大肿瘤杀手，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病人30万左右；同时我国有庞大的肝癌危险人群，即近1亿名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因此，肝癌的防治
工作一直是我国医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经过几代医务人员的不懈努力，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水平都有了飞跃性发展。肝癌手术后5年生存率由
1960—1970年代的16.0%，上升到1980年代的30.6%和1990年代的48.6%，最近10年则达到了50%以上，手术死亡率则由20世纪50
年代的33%，降低为1960—1970年代的8.48%，1980年代的0.43%和1990年代的0.31%，现在为0.3%左右，小肝癌的术后5年生存率
则达到66.1%。

虽然取得上述成绩，当前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第一，肝癌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第二，肝癌的早期诊断率仍然不高；第三，肝癌
的疗效还不能令人满意；第四，肝癌的治疗还存在不规范现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着手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工作。
肝癌发生的早期预测和早期干预的研究

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肝癌病人群，如何从源头上减少肝癌的发病率是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能从“治已病”发展到“治未病”，将从
根本上提高肝癌的防治水平。如果能从政府层面建立肝癌高危人群的定期筛查机制，就可以大大提高肝癌的早期发现率。

此外，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系统生物学及整合生物学的发展，使我们对癌前病变进行预测和干预成为可能。我们正利用现代分
子生物学技术，筛选出肝癌发病过程中的预警分子和标志物，从而鉴定肝癌的高危人群，并对其进行肝癌发生的风险预测，以实现早期诊
断，进而研究早期干预的方法。对于前期已经获得的肝癌标志物，我们正加快转化研究，争取早日完成临床前研究。
肝癌的分子病理机制研究和转化研究

无论是抗转移复发的治疗，还是中晚期肝癌的治疗，都涉及到肝癌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肝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病理机制。它
可帮助我们设计治疗靶点，还可以对肿瘤进行分子水平的分型。从而发现抗转移复发和治疗中晚期肝癌的新方法、新策略。

实验室研究提示，肝癌的发生、发展可能与数百种基因和数条信号通路有关，如何将这些研究发现与临床治疗联系起来，这就涉及到
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转化医学强调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实际患者的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及预后评估。其基本特征是多学科的
交叉合作，针对临床提出的问题，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并使研究成果得到快速应用。

肝癌的转化研究的实施方法包括：首先建立包括病人临床资料、手术切除标本以及随访情况的数据库，这将奠定研究基础和平台。其
次是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和临床情况及治疗预后联系起来，利用信息生物学技术进行高通量的临床相关性研究。从而确立与临床表
型相对应的基因型，找到肝癌分子诊断的标志物和分子靶向治疗的靶点，还可实现肿瘤的分子分型。将来，我们对肝癌病情的认识，将不
仅包括病人肿瘤的大小和位置等临床情况，还应包含有更重要的信息——肿瘤的分子分型。要通过后者解决以下问题：不同类型的肝癌
病人的关键分子改变是什么，据此设计靶向治疗的靶点；不同类型的肝癌病人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以此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体化治疗。
未来，肝癌治疗的模式可能是以分子诊断、分子分型为先导，以手术、局部治疗、药物治疗（包括分子靶向治疗）、肝移植等治疗方法为手段
的个体化治疗。
建立和完善肝癌规范化治疗方案

上述肝癌分子病理机制的研究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乃至应用于临床都还有待时日，在现阶段，要针对肝癌规范化综合治疗和个体化
治疗等薄弱环节，开展循证医学研究工作，探索肝癌治疗的新技术和新途径，依据临床研究获得证据，进行推广应用，指导临床实践，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我国肝癌的规范化治疗方案。

由于国情和疾病基础的不同，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肝癌治疗指南。当前和今后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大量的临床随机
对照研究（RCT）来对现行的各种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进行评估，回答临床中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问题，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实际、国际认可
的肝癌治疗指南。

可喜的是，现在国内已有大量的肝癌相关的RCT在实施之中，我们要秉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还要严格执行RCT的技术要求，做
好质量控制，这样才能产生真实的、有说服力的结论；还要提倡多中心的参与和密切合作。

在肝癌的临床研究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肝癌病人是一人3病。即病人往往同时罹患肝炎、肝硬化和肝癌。这3种疾病虽然
相互关联，但又各具发病规律，它们都会对研究的设计和结果造成影响。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会避免在试验设计和结果分析时步入误
区。

当前，在治疗指南还未建立时，如何开展肝癌诊治？借鉴其他肿瘤治疗的成功经验，可以考虑以MDT（多学科治疗团队）的方式进行肝
癌的诊治。针对一个肝癌病人，肝外科医师、消化科医师、肿瘤内科医师、放射介入和超声介入医师，以及放疗医师一起协商，拟定最佳治
疗方案。当然，在具体实施中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协商中谁为主导，国外是消化科医师，我们呢？另外，中
国的肝癌病人众多，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问题都有待在实践中解答。

当前，肝癌的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以分子靶向治疗为先导，以肝癌的综合规范化治疗和个体
化治疗为途径，以转化医学研究为手段，突破肝癌疗效的瓶颈，乃至最终攻克肝癌这一顽疾的前景已经曙光
初现。在攻克肝癌的征程中，我们中国医生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提高肝癌诊治水平的挑战与希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上海 200438）

吴孟超，福建闽清人，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擅长肝胆的各种外科手术

治疗，尤其擅长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科技导报 2015，33（15）

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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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精准医疗开启肿瘤治疗新时代

人类癌症是一种复杂和多样性疾
病，患者可能表现出类似的症状，并具有
相同的病理改变，但可能由完全不同的
基因变化而造成。正因为这样的异质
性，病理同类型癌症患者对目前可用抗
癌药物反应迥异,某一特定治疗往往只有
一部分肿瘤患者有反应，而且无法在治
疗前判断不同肿瘤个体对药物的敏感性
和耐药性，许多患者往往遭受不必要的
和(或)副作用大的治疗。因此肿瘤学科

成为精准医疗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精准医疗追求与患者分子生物病理

学特征（如基因组信息）相匹配的个体化
诊断和治疗策略。个体化医疗重在利用
诊断性工具去检测特定的生物标志物，
尤其是遗传性标志物，然后结合病人的
病史和其他情况，协助决定哪一种预防
或治疗干预措施最适用于特定的患者。
现代精准/个体化医疗的基础建立在 21
世纪初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上，而组
学大数据和生物检测技术的迅速发展为
精准医疗时代的来临提供了充分条件。

精准医疗需要精准的诊断工具和相
应的标准。所有能够满足临床上进行个
体化治疗且提高疗效减少副作用的方法
和技术都可以划为精准医疗的范畴，并
可分为间接的和直接的两大类。间接的
方法指由基因（生物标记）检测及诊断并
通过统计/数学信息模型选择治疗方案，
生物大数据和知识背景是此方法的基
石；直接的方法（PDT药物筛选）指将病
人源性肿瘤组织/细胞进行培养或异种移
植来筛选抗癌药物从而选择最佳治疗方
案。

美国等正处于从肿瘤靶向治疗至真
正意义上的精准医疗的过渡阶段。需指

出的是，虽然近年来在肿瘤分子病理、基
因检测等现代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进展颇
丰，临床数据的采集和积累也突飞猛进，
但将这些数据和成果以及它们的系统整
合应用于医疗实践才刚刚开始。另外，
目前仍然迫切需要研发可以被用来更好
预测癌症患者对药物反应（敏感性或抗
药性）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在中国，肿瘤
靶向治疗伴随基因诊断的临床开展正紧
随而上。

《科技导报》2015年第 15期刊登了
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杭
渤等的综述文章“肿瘤的精准医疗：概
念、技术和展望”，系统介绍了精准和个
体化医疗的概念、基础和意义，简述了近
年来在此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对实施
精准医疗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和归
纳，首次将其分为间接方法（生物标志物
检测及诊断）和直接方法（病人源性组织/
细胞和异种移植在抗癌药物筛选的应
用），最后阐述了精准医疗的前景和面临
的挑战。本期封面为所制备的精准医疗
基本意涵的示意图，由毛建华、杭渤和方
园提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吴晓丽吴晓丽））

·导 读·

P1 提高肝癌诊治水平的挑战与希望
肝癌是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生命与健康的疾病。全球每年

新增60~70万肝癌病人，其中约55%发生在我国，是影响我国
人民生存的第二大肿瘤杀手，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病人30万
左右；同时我国有庞大的肝癌危险人群，即近1亿名乙型肝炎
病毒携带者，因此，肝癌的防治工作一直是我国医学界面临的
重大课题。如何提高肝癌诊治水平？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吴孟超对此做了阐述。

P9 画蛇还需添足吗
画蛇添足这一成语被延用了数千年，但近日在Science上

发表的一篇四足蛇化石的文章也许会改写这一成语。文章中
称，虽然化石有4条腿，但是其拥有的其他特征让它更像一条
蛇。不过另外一些古生物学家却认为该化石除了头骨与蛇相
似，其他特征并不能表明该化石是蛇类。究竟这一化石是否是
蛇，引发了国内外古生物学家的争论。

P108 从台湾“彩色派对”爆炸惨剧谈娱乐活动
防尘爆对策

6月27日晚，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里上演了一出由“彩色
派对”演变成的粉尘爆炸惨剧。与传统尘爆不同，此次尘爆发
生在非封闭的娱乐场所，尚属娱乐界首例。已经安全举行了
一次又一次的彩跑活动，然而，为何此次会发生尘爆？从事该
方面研究的学者从粉尘爆炸概念、机理、前提条件，并结合本
案实际对其起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防抗爆对策与措施。

P14 基于博弈论的磷石膏充填水质物元评价
为研究磷石膏充填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选取水中总汞、总砷、六

价铬、铁、锰、铜、锌、总磷、氟化物的含量共9个影响因子作评价指标，
引入博弈论思想对评价指标组合赋权，建立基于博弈论的磷石膏充填
水质组合赋权-物元评价模型，以《地下水质量标准》为依据对不同采
样点涌水水质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基于博弈论的物元分析法体现了
不同评价因子对水质的影响，结果更加全面、系统、真实。

P46 基于通径系数分析的细菌脱硫实验条件优化
为探明金属硫化矿细菌脱硫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采用嗜酸细

菌进行柱浸实验。利用均匀设计法，分析溶液初始pH值、布液强度和
矿石平均粒径3个因素对脱硫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布液强度对矿
石脱硫率的影响最大，矿石粒径次之，pH值最小。对脱硫率进行回归
分析表明，布液强度、pH值与脱硫率为正相关，矿石粒径与脱硫率为负
相关，脱硫率预测最大值可达到19.66%。

P92 极端润湿性表面研究与应用进展
总结了极端润湿性表面的制备方法，讨论了极端润湿性表面在

自清洁、防雾、抗结冰结霜、耐腐蚀、响应开关、油水分离、高负载力水
上设备、液体无损转移、液体定向运输、血液相容材料等领域的应用，
认为制备机械性能好、静/动压承受能力强的超双疏表面是超疏液极
端润湿性表面制备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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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征文（75） 2015青岛国际脱盐大会召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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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707--1616至至20152015--0707--3131））

1 让科技人员合理合法富起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27日李克强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说，科技人员是

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是创造社会财富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应

当是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在基础研究收入保障机制外，还要

创新收益分配机制，让科技人员以自己的发明创造合理合法富

起来，激发他们持久的创新动力。

图片来源：NASA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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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称发现迄今最接近地球的类地行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 23日宣布，专家

们通过开普勒天文望

远镜发现了一颗与地

球体积和宇宙环境接

近的类地行星“开普

勒 452b”，并公布了

其他 11颗“可能适宜

居 住 ”行 星 候 选 名

录。“开普勒 452b”位
于天鹅座，距地球约1400光年，直径比地球大约60%，公转周期

为385天，距恒星的距离比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远 5%，但其质量

和岩石构成尚未确定。它围绕的恒星比太阳大10%，温度与太

阳接近，“年龄”为60亿岁，比太阳年长15亿年。

开普勒452b和地球大小的直观对比

（左为地球，右为开普勒452b）

3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2016年将在中国建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

望远镜2016年将在中国建

成。2014年7月16日拍摄

的资料照片显示的是正在

建设中的500 m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即正在中国贵

州黔南安装建设的 500 m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是目前世界上在

建的口径最大、最具威力的

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中国FAST工程办公室称，这一超级望远镜

有望在2016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级射电天文研究中心。

图片来源：新华网

4 双季超级稻早季亩产最高738.5 kg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8日，广东省农业厅邀请的专家组在广东省兴宁市对“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团队主持的“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三千斤

技术”的攻关项目进行验收。经现场测产后，专家组宣布该项目

早季平均亩产为 703.9 kg，最高产量达 738.5 kg，为双季亩产

1500 kg奠定了良好基础。

5 国产两栖大飞机AG600开始总装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17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三

个大飞机”之一的大型灭火/水
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
在中航工业通飞珠海基地完成

机身段对接。这标志着该机全

面进入总装阶段，并且向 2015
年底前在珠海完成总装迈进了

关键一步。作为当今世界上在

研的最大一款水陆两栖飞机，AG600是中国首次研制的大型特

种用途民用飞机。按照计划，2015年底前AG600飞机将完成总

装，2016年上半年实现首飞。

图片来源：央视网

6 颜宁小组完整揭示葡萄糖转运蛋白运转机理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6日，曾因2014年初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人源葡萄糖转运蛋

白GLUT1的晶体结构而振奋全球科学家的中国年轻科研团队，

在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家族的研究上再下一城：清华大学颜颜

宁宁研究组在 Nature上在线发文报道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3处于不同构象的3个高分辨率晶体结构，并通过与之前

该组解析的GLUT1的结构比对，完整揭示了葡萄糖转运蛋白底

物识别与转运的分子机理，为基于结构的小分子设计提供了直

接依据。这是对GLUT家族转运机制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也为

相关疾病诊断或小分子抑制剂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7 美众议院欲阻止标记转基因食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近日，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一项阻止各州和地方当局要求强制

标记由转基因生物制成的食品的法案。它还将成立一个自愿参

加的联邦项目，让生产商为不包含转基因生物的食品进行认证。

8 含1亿 t白金小行星接近地球 价值逾5万亿美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北京时间20日清晨，一颗小行星将接近地球。科学家估计，

它的核心含有一亿吨白金，价值高达5.4万亿美元，已有采矿创投

公司将这颗小行星列为勘探的研究对象。这颗小行星编号为

2011 UW-158，届时与地球距离只有240万 km，大约是地球与

最近行星距离的1/30。这个距离是地球和月球轨道距离的6倍

多，因此用肉眼看不见小行星。不过，有些网站会转播小行星飞

越的画面。

9 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外尔费米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20日消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方忠方忠带领的团队首次在

实验中发现了外尔费米子。科学家们认为，这一发现对拓扑电子

学和量子计算机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0 长征五号火箭完成芯二级首次动力系统试车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24日15时8分，中国在研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北京成功完成芯二级首次动力系统试车。此次试车是我国迄今为止开展的最长时

间系统级火箭动力试车，也是长征五号火箭转入发射场合练阶段的重要前提。

6



科技导报 2015，33（15） www.kjdb.org

人类始终对地外智慧生命是否存在

感到好奇。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UFO）
一直是科幻小说和好莱坞电影中经久不

衰的题材，搜寻地外智慧生命（SETI）也

是最令公众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7
月 20 日英国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Stephen Hawking
同俄罗斯企业家Yuri MilnerYuri Milner联合发起了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外智慧生命搜

索行动（7月21日中国日报网）。

这个名为“突破聆听”（The Break⁃
through Listen）的项目，将由 Yuri Milner
全额出资，在未来 10年内为从事地外智

慧生命搜寻工作的研

究 人 员 提 供 经 费 支

持。项目计划于 2016
年正式开始实施，使用

最先进的射电及光学

探测手段对包括银河

系在内的 100个星系进行搜索。在启动

仪式上，Stephen Hawking表示：“不管最

终地外智慧生命到底存不存在，现在该

是有人正式投入进来，找到答案，去寻找

地外生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弄个

明白。”

科学家不仅在茫茫宇宙中搜索地外

智慧生命的踪迹，而且也在寻找可能适

合生命存在的天体，即“另一个地球”。

国际标准时间 7月 23日 16:00（北京时间

7月24日凌晨00:00），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召开电话会议，对外发布有关

系外行星研究的最新重大发现。在发布

会上，开普勒空间望远镜（Kepler Space
Telescope）项目团队宣布发现迄今为止

“最接近‘另一个地球’”的系外行星——

Kepler-452b（7月24日NASA）。
Kepler-452b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

1400光年。它围绕着一颗主序恒星运

行，与恒星位置适中，处于宜居带中，因

此表面允许有液态水存在。液态水是生

命存在最重要的条件，所以Kepler-452b
才会被称为“另一个地球”。它的公转周

期大约为385天，和地球的公转周期也比

较接近。除此之外，Kepler-452b比地球

大大概 60%。但是由于现在还无法测量

它的质量，所以科学家还不知道Kepler-
452b的密度，因此也无从确认它是气体

行星还是岩石行星。不过模型显示它的

质量可能是地球的 5倍左右。如果实际

情况与模型相符，那它就是一颗像地球

一样的岩石行星。

发现 Kepler-452b的开普勒空间望

远镜于2009年3月7日发射升空，设计目

标是寻找围绕其他恒星运行且与地球大

小接近的行星。进入空间后，开普勒空

间望远镜定位在第二拉格朗日点上，并

用携带的高精度的光度计，对固定天区

内的 14.5万颗主序恒星进行连续的精密

观测，以搜寻系外行星。2013年 5月，开

普勒望远镜的反应轮出现了故障，因此

已经停止了搜寻系外行星的工作。但是

科学家仍可以对 4年观测期内收集的数

据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以获得新的发

现。比如 2015年 1月 6日，NASA就宣布

了由开普勒望远镜发现的第1000颗系外

行星。不过此前发现的系外行星围绕的

恒星都是红矮星，而这次发现的Kepler-
452b围绕的恒星则和太阳很相似。综合

各项条件，此次公布的Kepler-452b都配

得上迄今为止“最接近‘另一个地球’”的

称号。同时，在这次发布会上，搜寻地外

智慧生命的科学家也宣布他们正在使用

射电天线阵列收集来自 Kepler-452b的

无线电信号，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任何收

获。

2014年热映的电影《星际穿越》讲述

了地球环境恶化后人类寻找新家园的故

事，但是现在看来这是只能存在于电影

中的幻想。人类希望有更加美好的未

来，一方面要珍惜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

的地球；另一方面也要携手合作，加深对

宇宙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在过去一段时

间内，受到科研水平和经费的限制，我国

科学家在国际天文学研究领域内只能处

于“旁观者”的位置。进入 21世纪，伴随

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我国科学

家开始大展身手，正在逐步成为“参与

者”和“领导者”。

2014年10月，计划耗资14亿美元的

世界最大光学天文望远镜——30米天文

望远镜（Thirty Meter Telescope）在夏威夷

破土动工。中国是该望远镜项目的主要

参与国之一，承担其中望远镜光学子系

统、激光引导星子系统、科学仪器系统等

的研制工作。根据协议，参与项目的各

国（机构）将根据为项目作出贡献比例分

配未来使用该望远镜进行观测的时间。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表

示：“中国的贡献率是 10%，因此能够获

得 1/10的观测时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珍贵的。”（7月27日科学网）

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同时，我国

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也在顺利推进中。8
月 2 日下午 14:30，正
在贵州平塘喀斯特洼

地建造的 500 m口径

球面射电天文望远镜

（FAST）第一块反射面

单元在工程现场成功

吊装，标志着该工程建设进入最后冲刺

阶段。FAST整个反射面面积约25万m2，

由4450块反射面单元组成。安装工程约

耗时9个月，预计将于2016年4月完成（8
月3日国家天文台）。

FAST是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议确定

的国家九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

镜，在未来 20～30年内保持世界一流设

备的地位。FAST凭借前所未有的技术水

平可以在包括观测中性氢线及其他厘米

波段谱线、开展从宇宙起源到星际物质

结构的探讨，对暗弱脉冲星及其他暗弱

射电源的搜索等 6个方面实现科学和技

术的重大突破，其中也包括搜寻识别可

能的星际通讯信号、寻找地外文明。

Kepler-452b作为“另一个地球”的候

选，虽然距离我们远达1400光年，却仍能

牵动我们的神经，吸引我们的目光。希

望能找到又一块生命的绿洲，也希望能

发现另一种智慧生命，这是科学家从事

天文学研究最持久也最强烈的动力之

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探测器

已经可以抵达冥王星、飞出太阳系，望远

镜更是把视线投向更深邃的星空。无论

未来能否真的可以发现“另一个地球”或

者“另一个自己”，人类仰望星空的故事

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注视更加深邃的星空注视更加深邃的星空

探测器已经抵达冥王星，望远镜更是把视线投向更深邃的星

空。无论未来能否发现宜居行星或者地外智慧生命，人类仰望星

空的故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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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吸引和用好海外华人高端科技人

才，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任务。

中国科协将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科技

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广泛凝聚和

吸引海外高端科技人才作为建家交友的

重要工作，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国

家发展大局，发挥民间科技合作主渠道

的优势，以学会为主体，以离岸创新创业

基地为平台，广泛开展与国际知名学会

和海外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合作，为海外

华人高端科技人才以各种形式为国家建

设服务提供便利。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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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2015-07-21]

中国经济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

转变，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比

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支撑引领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科技部部长—科技部部长 万钢万钢

《科技日报》[2015-07-24]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

国力的战略支撑。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需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以高效集聚创新要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校长校长 张杰张杰

《人民日报》[2015-07-20]

新型的高通量、高灵敏多维分离鉴

定技术的发展，例如集成化蛋白分析平

台，芯片多维液相色谱等，将为蛋白组研

究带来新的革命。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玉奎张玉奎

《中国科学报》[2015-07-21]

与“互联网+”一样，虚拟现实技术也

是各行业都可以采用并助力自身发展的

一项重要技术。如今，虚拟现实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实现方法已经初步形成，并

已从技术研究、系统研发发展到多种应

用阶段。虚拟现实＋X（应用领域）成为

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虚拟现实技术进入

了“+时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赵沁平赵沁平

科学网 [2015-07-23]

国际上要中国放缓经济发展速度，

让中国革新技术，这在短期内会影响经

济发展，中国森林巨大的碳汇作用至少

可以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争取一定的空

间。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胡会峰胡会峰

《中国科学报》[2015-07-27]

中国高铁不仅是创造就业、拉动基

建的有力推手，更是国家战略的一环。

从“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高铁

网络的完善都是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新型城镇化”以及“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

设”等国家级战略的实施都至关重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

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何华武何华武

中国新闻网 [2015-07-26]

肿瘤免疫疗法，是继传统疗法之后

的最新治疗手段。以往的疗法比较缺乏

针对性，使用同一种方法治疗不同的病

人群体以及不同种类的癌症，有效性较

差。而我们的做法，就是找到适合每个

患者的精准靶点，然后用针对性的免疫

手段去瓦解其防线。

———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

所长所长 徐洋徐洋

《南方都市报》[2015-07-24]

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造福于

民，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全

面地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构建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谭铁牛谭铁牛

人民网 [2015-07-26]

中国再不重视发展星载干涉雷达技

术，未来会处在很尴尬的状态。大地震

后，别国的数据蜂拥而来，我国却没有自

主的数据。我国须进一步重视并加速发

展星载干涉雷达技术，同时建立起一个

星机地三位一体的雷达对地观测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 郭华东郭华东

《中国科学报》[2015-07-28]

新常态下的节能，应突出抓好4项工

作：把控制能源消费强度与控制能源消

费总量结合起来，把“控总量”作为首要

任务；坚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手化解

产能过剩，一手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积极推进城镇化节能，抓好

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和低碳、便捷的交通体系；广泛开展绿色

生活行动，倡导绿色生活和休闲模式。

———国家发改委国家节能中心主任—国家发改委国家节能中心主任

贾复生贾复生

《科技日报》[2015-07-20]

森林在区域和全球碳循环中起着关

键性作用，研究中国森林碳储量对于我

国制定减排增汇政策和相关的气候谈判

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方精云方精云

《中国科学报》[2015-07-27]

在接下来的5年里，中国将着重利用

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改善16
个污染严重的重点海湾和50个沿海城市

毗邻重点小海湾的生态环境质量；计划每

年支持10个左右的国家级保护区开展基

础管护设施和生态监控系统平台建设；还

将新建 40个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区，修建15个海岛生态建设实验基地。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海洋生态文明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协调小组组长建设协调小组组长 王飞王飞

《光明日报》[2015-07-21]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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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蛇还需添足吗画蛇还需添足吗
画蛇添足这一成语被延用了数千

年，但近日在 Science上发表的一篇四足

蛇化石的文章也许会改写这一成语。

亚伯达大学的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伦

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整理蜥蜴骨骼化石

时，偶然发现了一种古老的类似蛇类骨

头的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因

为该似蛇化石上长有 4条腿。英国朴次

茅斯大学的David MartillDavid Martill把这一化石命

名为 Tetrapodophis amplectus，并认为尽

管该化石有4条腿，但其拥有的其他特征

让它更像一条蛇。文章的作者之一、英

国巴斯大学的古生物学家Nick LongrichNick Longrich
也认为这种化石的四肢很可能不是为了

移动，而是为了抓住猎物或者交配的伴

侣。尽管如此，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虽

然该化石具有蛇的某些特征，例如头骨

与蛇类相似，但是该化石的椎骨并不符

合蛇的特征，因此不能将这一化石判定

为蛇类。

画蛇，尤其是画古老的蛇，是否还需要

添足？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科学问题。

Tetrapodophis amplectus是蛇吗

古生物学家们对于 Tetrapodophis
amplectus是否属于蛇类的判定是基于化

石不同的特征部位得出的：支持者认为

化石的头骨与蛇类相似，而反对者却认

为化石的椎骨不具备蛇类的某些特征。

针于这一争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徐星和倪喜倪喜

军军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的观点殊为一

致。徐星指出，“从研究方法上看，仅仅

通过化石标本的一部分来判断化石的系

统分类位置是有问题的，现代演化研究

需要全面审视证据，不仅看整个身体，还

看所有能够找到的信息，包括分子的、生

理的、行为的信息等等”。倪喜军也表

示，“确定化石动物的系统分类位置需要

全面考虑所有可以获得的特征，不能仅

看一两个特征。现在通常的做法是选取

多种特征来进行系统分析，在特点的标

准下，推定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脊椎

动物在演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过渡特

征，这些过渡特征的出现恰恰是生物演

化的证据。”

“在原文作者Martill等对化石形态鉴

定准确的前提下，Tetrapodophis amplectus
是一种原始蛇类，属于基干类群即比现

生蛇类的共同祖先更为原始的类群”，英

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后易鸿宇易鸿宇在接受《科

技导报》采访时说，“一个物种的分类位

置，起决定作用的是它与某个类群共享

的独有特征，无论这个特征出自于生物

的什么部位。在有鳞目中，只有蛇具有

多于 150个荐前椎（尾部之前的椎体数

量），其余躯干加长的蜥蜴荐前椎都少于

150个。因此，将Tetrapodophis amplectus
归入蛇这一大类，荐前椎数量其实是一

个很重要的支持特征。”

根据易鸿宇博士提供的资料，目前

确定Tetrapodophis amplectus化石的系统

分类位置的争议焦点之一还在于该化石

的脊椎是否为前凹型。因为有鳞目中除

了壁虎以外所有的蜥蜴和蛇都具有前凹

型脊椎。Science原文中以及补充材料中

尽管提供了关于该化石脊椎的多张照

片，但都不足以让人分辨其脊椎是否为

前凹型。此外，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

Michael CaldwellMichael Caldwell还指出，无论是活体还

是化石，蛇的椎骨上有一小块名为椎间

体的骨头，但此化石上没有。该化石的

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相对长度。它拥

有 272块椎骨，其中 160块位于其体内，

而不是尾巴中。这一数字超过了研究人

员认为的蛇类细长的身体在开始失去四

肢前所能达到的长度极限的2倍。

难以改写蛇类演化史

Martill的文章一经发表，许多古生物

学家都认为Tetrapodophis amplectus可能

会改写蛇类的演化史。但易鸿宇表示：

“这项发现谈不上‘改写’蛇类演化史，可

是这个物种的发现为蛇的陆生起源说提

供了全新的证据。除此之外，Martill在正

文中所报道的谱系树是基于一系列特定

的分子学与形态学的分析假设的。在这

个特定谱系树中 Tetrapodophis amplectus
是最原始的蛇。但通过分析原文的补充

材料可见，如果对其分子学和形态学数

据采用不同的分析算法，得出的谱系树

中Tetrapodophis amplectus并不总是最原

始的蛇类”，由此可见，Martill的文章还存

在一定的瑕疵，对于能否改写蛇类演化

史还需进一步研究。

而Tetrapodophis amplectus的发现似

乎也不能重新定位蛇的陆生起源。易鸿

宇认为，在Martill之前已有多个研究显示

最原始的蛇类为陆生。而 Tetrapodophis
amplectus发现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在此

之前研究者认为身体加长与四肢的演化

丢失总是相伴出现，但现在看来，这 2个

过程可以是独立的。美国弗洛里达州盖

恩斯维尔大学进化发育生物学家MartinMartin
CohnCohn也表示，关于动物躯干变长而导致

四肢退化的观点现在正在被修改，Tetra⁃
podophis amplectus恰恰就证明了这两者

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刘俊刘俊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

时也表示，Tetrapodophis amplectus 的发

现并不会改写蛇类起源的相关理论。蛇

类主干的演化路线是清楚的；最多是有

一种不同的发育模式，即一种不同的演

化方向，但是没有占主导地位。

最后，易鸿宇提到，虽然Martill强烈

倾向Tetrapodophis amplectus是最原始的

蛇，但随着后续研究的深入，这个化石的

分类位置可能会有较大变动，也可能带

来长期的争议。这在具有复杂解剖特征

的化石研究中很常见。

倪喜军也告诉本刊，“Science的原文

中没有很好地揭示化石的形态特征，现

有的图版和描述还不足以支持他们的结

论。国外同行如Caldwell也指出文章一

开始就排除了该化石属于两栖类的可能

性是不合理的。有一些椎体上的特征并

不是爬行类特有的。另外，化石的头骨

部分，只有牙齿与蛇类相似，但这种类型

的牙齿也并非只有蛇才具备。头骨的其

他部分并没有体现出蛇类的特征。可以

说，Science文章中报道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化石发现，如能依托一些新的形态学

研究手段，如同步辐射CT技术，开展更为

深入的形态学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这块

化石在探讨蛇类或其他类群系统演化方

面的意义”。

文//祝叶华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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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7月23日，中国科协在京举行工

作会议，对在中国科协系统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进行动员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出席并讲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韩启

德德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科协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尚勇尚勇主持。

部分在京的中国科协常委，中国

科协党组、书记处全体成员，中国科

协所属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理事长和部分秘书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

协、副省级城市科协党组书记，以及中国科协机关、直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5-07-23]

中国科协系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工作会议举行

尚勇到百度公司调研并出席

“科普中国+百度”成果发布活动

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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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百度

公司调研，出席了同日举行的“科普中

国+百度”战略合作成果发布活动。

尚勇参观了百度展示厅，听取了中

国科协与百度签署科普战略协议后取得

的工作进展和成效的汇报。尚勇在调研

时强调，要更广泛加强与社会机构的合

作，培育和创新科普信息化建设的共建

模式。除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外，还应

主动针对公众应当知道和了解的内容进

行重点科普。要进一步利用网络、智能

等先进技术和方式，做好科技馆、科普活

动的在线场景化体验。要进一步发挥百

度大脑的作用，把“科普中国+百度”变为

科普百度，就是有科学方面的问题就去

找百度，让百度成为科学大脑。当日，中

国科协和百度公司共同举办“科普中国+
百度”战略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活动发

布了首部《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

报告》的首期成果，宣布启动了“智慧+科

普”计划。尚勇和百度公司副总裁朱光朱光

共同为科普中国百度科学院揭牌，标志

着科普中国百度科学院正式成立。

中国科协科学普及部 [2015-07-22]
张勤会见土耳其

科技研究委员会主席埃尔金

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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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见土耳其科技研究委员会（TÜBIAK）

主席阿里夫阿里夫··埃尔金埃尔金。

张勤首先代表中国科协对阿里夫·

埃尔金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国政

府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土耳其作

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将扮演重要

角色。中国科协希望与土耳其科技研究

委员会建立联系，以“一带一路”战略为

契机，在科技交流方面开展多层次合

作。阿里夫·埃尔金简要介绍了土耳其

科技研究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并表示非

常高兴借随土耳其总统访华的机会，专

程来中国科协访问，加深了解，寻求共

识，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7-31]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探讨

“第四国土空间”与异地容灾备份

7月 18—19日，在《国家安全法》正

式实施之际，主题为“国土信息安全与异

地容灾备份”的中国科协第100期新观点

新学说学术沙龙在北京举办。

本期沙龙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国

土经济学会承办。来自国土经济、地理

信息、城乡规划、遥感技术、信息安全、网

络保密、软件设计、智慧城市、智慧国土、

遗产保护、气候信息、气候旅游、物流信

息、大数据库建设与大型企业信息安全

管理等领域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沙龙

讨论。沙龙紧扣“第四国土空间”这一核

心新概念，围绕国土信息安全与第四国

土空间、网络信息安全与异地容灾备份

和如何加强国土信息安全与落实异地容

灾备份3个方面重要内容，邀请相关专家

学者就我国国土信息安全与异地容灾备

份问题进行集体策划、研讨交流。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7-23]
第39次中国科技论坛召开

7月28—29日，第39次中国科技论

坛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本次论坛由中

国科协主办，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保定市

科协、中国园艺学会联合承办，农业部规

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

大学、河北科技大学、中华全国工商业联

合会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中国经济林

协会文玩核桃分会协办。论坛主题为

“小品种大产业——环首都现代农业带

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来自核桃

种植、加工及文玩核桃研究和应用领域

的专家、学者，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代表以

及媒体代表，共100余人参会。中国工程

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刘旭，中国农

业工程学会理事长、农业部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朱明朱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所长杜永臣杜永臣，中国农业大学中

日食品研究中心主任薛文通薛文通担任本次论

坛学术召集人。16位专家作学术报告。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7-31]
现代化医院评价与评估

高峰论坛召开

7月22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

研究型医院学会主办，清华大学医院管

理研究院协办的现代化医院评价与评估

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国家卫计委医院

管理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赵明钢赵明钢、中国医

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曹雪涛、中国研究型医院

学会会长王发强王发强和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薛镭薛镭出席论坛并致辞。

来自全国各医院专家300多人参会。

随着新医改的深入和城市公立医院

改革步伐的加快，如何对公立医院乃至

整个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科学的规范和引

导已引起政府、医院及研究人员等业内

各界的关注。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专门

成立了评价与评估专业委员会，致力于

建立“以患者为导向、以独立第三方专业

化权威评审机构为主体、以科学化评审

标准体系为基准、以指导医疗机构不断

开展质量持续改进为使命”主要聚焦“安

全、质量、服务、成本和绩效”的综合评价

与评估体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成员

刘庭芳刘庭芳、王海涛王海涛，台湾卫生福利部原部长

邱文达邱文达，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刘

远立远立等作学术报告。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201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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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扩大试点工作座谈会召开扩大试点工作座谈会召开
7月23日，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李源

潮潮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主持。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江小涓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源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稳妥有序推进扩大试

点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作出积极贡献。他强调，要从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大局高度认识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扩大试点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要坚持试点推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注意加强与职

能主管部门协调配合，建立完善可负责可问责的职能转接机制和转移后的服务机制，确保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程序严密、运作规范、

权责明确、公开透明、制约有效，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努力让政府、行业社会、科技工作者“三方满意”。

韩启德在会上要求，中国科协及试点学会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以钉钉子精神

深入推进试点工作。要坚决贯彻中央部署，逐条逐项落实试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办、国办文件中部署的每一项任务。要加快实

施，做好向中央报告的准备，用半年左右时间，力争高质量地完成好扩大试点工作，力争形成具有改革创新意义的工作成果。

江小涓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科协的扩大试点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

举措，也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科协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中国科协创出可推广经验，形成制度性成果，更好地推动政府简政放权

和转移职能。国办对科协扩大试点工作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就扩大试点工作安排作了汇报。他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科协的扩大试点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方案，标志着试点工作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总体部署，试点的对象从原来分散、单个的试点扩大为重点职能的整体转接，试点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协调的广度、深度和难度大大增

加。中国科协将会同配合有关政府部门，全力做好扩大试点的协调对接工作，分类制定职能转接操作规范，指导督促科协系统贯彻落

实工作，推进学会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改革，努力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完成好中央交给科协的这一重要任务。

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等3个国务院部门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等2个试点学

会，江苏省科协、重庆市科协等2个地方科协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22个有关中央、国务院部门负责同志，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处领

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试点参与学会负责同志代表，省级科协负责同志代表等共约130人参加会议。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7-24]

全国科协系统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召开全国科协系统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召开
7月27日，全国科协系统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发挥科协的群团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对深入实施“援疆科技增效工程”进行动员部署。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雪克来提··扎克尔扎克尔，中国科协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协援疆援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章良陈章良，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艾尔肯艾尔肯··吐尼亚孜吐尼亚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自治区科协主席王永明王永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刘新齐刘新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卢晓卢晓

峰峰，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中国科协党组成员、计划财务部部长王延祜王延祜出席会议。

尚勇强调，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是科协组织应肩负的重要政治责任和重

大历史使命。科协系统开展对口援疆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一步明确重点任务，从新疆的实际需求出发，认真谋划、多措并

举、确保实效，努力形成对口援疆工作新局面。全国科协系统对口援疆工作要把提高新疆公民科学素质作为首要任务，为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筑牢思想基础；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助力新疆提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要着力改善民生、惠及当地，为新疆各

族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提供更好服务；要支持新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努力为创新型新疆提供智力支撑；要支持新疆科协部门加强

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雪克来提·扎克尔说，中国科协发挥群团优势，积极开展科技援疆，在决策咨询、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等多方面给予新疆大力支持

和帮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新疆比内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智力支撑。新疆将与中国科协

和各援疆省市一道，共同贯彻落实好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共同推动新疆科协工作再上新水平。

会上，举行了科普大篷车交钥匙仪式。2015年，中国科协将为新疆配发48辆科普大篷车，实现科普大篷车在新疆的全覆盖。新

疆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中国科协科普部、中国科技馆、科学普及出版社、中国农学会、北京市科协、福建省科协代表在会上做

了交流发言。中国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与兵团科协、科学普及出版社与新疆科普杂志社、北京市科协与和田地区、辽宁省科协与塔

城地区分别签署了援助项目协议。

中国科协多个部门和直属单位，中国农学会、中国电子学会等部分全国学会，北京市、辽宁省等19个对口援疆省市科协，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地州市分管领导、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科协等部门和单位的有关负责人近200
人参会。 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 [2015-07-27]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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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不端行为监管体系的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美国学术不端行为监管体系的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科技工作大家谈·

学者可以定义为一个具有特定专业技能、学识水平、创新思

维，并能在相关领域提出引领社会潮流之思想的特殊群体，包括

了科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等等。学者肩负着

揭示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求真辨伪理性科学精神的

重大责任，这些特性也决定了学者大多是诚实可信的。学者在

开展学术活动过程中的任何不诚实乃至欺骗行为皆被看作是学

术不端行为，这样的行为在学者群体内部不可容忍，公众也不会

接受，所以学术不端行为一旦出现，必然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也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罚。

以探索自然规律为目的的科学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也就

是说科学知识库里掺入的任何错误内容，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有

意的，最终都会被发现和纠正。因此，科学领域的学术不端行为

本该稀有，但在科学研究变得日益功利化的今天，学术不端行为

时有发生，屡禁不止。

在美国，自1981年国会举行关于学术不端的第一次听证会

到2000年政府颁布《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联邦政府政策》的20
年里，美国政府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方面进行了长期摸索。尽

管各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到底该由谁来监督、控

制和调查”等问题进行争论，但他们最终形成了一套被广泛认可

的、全国统一的监控政策和处理措施，其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美国花费20年研究问题和制定政策

在联邦政府的政策形成之前，美国的多个经费管理机构和

学术团体都颁布过自己的条例，包括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国家科

学基金会、科学院等。负责处理生物医学领域学术不端的“科学

操守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简称OSI）最早于

198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设立。为了扩大其管理范

围并提高其权威性，1992年“科学操守办公室”更名为“学术操

守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简称ORI）并直接设立

在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上级主管单位，相

当于我国的卫计委）[1]。这个办公室是美国政府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的主要机构之一，另外一个是美国科学基金会的督察长办公

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他们定期将处理的案例公之

于众。但因为对学术不端的定义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处理程序

等，这两个办公室早期的工作经常困难重重，难以有效。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相关部门相继开展学术不端管理条

例的制定。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公共卫生署于1989年颁布

了一个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管理条例[2]，要求所有获得其资助的

单位制定出一套监控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规定，并开展学术规

范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包括开设相关课程。美国科学基金会作为

另一个资助科学研究的政府机构，也于1987年颁布了关于科学

与工程领域不端行为的条例，并于1991年做了重要修订[3]。上

述两份条例的内容涉及学术不端的定义、处理流程以及惩罚措

施等。两份条例都认为，被指控者所在单位为其学术不端行为

的主要负责和处理单位，并认为作为政府机构，他们各自都有监

督权和直接开展调查的权利。

但社会各界对于上述两个条例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关于学

术不端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论。为了梳理这些问题，美国科学院、

美国工程院和美国医学研究院成立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科学

责任和研究行为”小组，对此问题开展了调研，并于1992年发布

调研报告[4]。但参与调研的成员主要为科学家，没有其他人员参

与。随后，美国国会于1993年专门创立了一个由 12人组成的

“学术操守委员会”，其任务是向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和国会

提出一套具有普适性、法律严密性和可操作的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的政策和程序（特别是针对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领域），包括

对线索提供者的保护机制等。国会对委员会成员的组成规定如

下：需包括3位科学家、3位参与处理过学术不端的行政人员、3
位高等教育机构代表以及3位其他领域人士。最后的组成人员

中除科学家外，还包括学术刊物的副主编、大学校长或副校长、

法学教授、律师和伦理学专家等。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该委

员会举行了 15次听证会，广泛听取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并于1995年向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和参众两院提供了一

份详尽的调查报告[5]。

在“科学责任和研究行为”小组和“学术操守委员会”分别提

交的深度调研报告中，各自都提出了十几条供政府部门参考的

建议[4,5]。为了拟定联邦政府应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政策，“美国国

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由美国总统担任主任，成员包括美国各

有关政府部门的领导）通过设在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于

1996年专门成立了一个“学术操守小组”。该小组由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首席科学家担任组长，成员为来自美国农业部、能源

部、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项目资深

主管人员。该小组很快在上述两个调研报告基础上完成了“关于

学术不端行为的联邦政府政策”的草案，先发到国家科学与技术

委员会的成员机构，再发到其他政府机构、大学和社会各界广泛

征求意见并反复修改。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于1999年

10月正式向社会公布该草案，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征集公众反馈

意见，进一步修改后于2000年由总统办公室正式颁布生效。

美国于 2000年公布适用于全美所有学者和所有学术研究的

政策

经过细致而广泛的调研和讨论制定出来的“关于学术不端

行为的联邦政府政策”文件[6, 7]，为美国处理全国范围内的学术不

端行为提供了统一的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该政策文件主

要包括了以下6方面的内容[7]：1）对学术不端的界定（Research
misconduct defined）；2）对学术不端的调查（Findings of re⁃
search misconduct）；3）联邦政府部门和研究单位各自的职责

（Responsibilities of federal agencies and research institu⁃
tions）；4）公正和及时的调查程序指南（Guidelines for fair and
timely procedures）；5）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理措施（Agency ad⁃
ministrative actions）；6）其他机构的责任（Roles of other orga⁃
nizations）。

在该文件里[7]，学术不端被定义为：在申请、执行和评审研究

项目或在报告研究结果过程中的伪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
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行为，但不包括诚实的错误或学术

观点上的偏差。伪造被定义为“编造数据和结果并呈现在记录

和报告中”；篡改被定义为“操纵实验材料、实验仪器或实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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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者改变、删除数据或结果，使得研究工作没有在记录中得到

准确反映”；剽窃被定义为“在未给予合适的引用情况下将他人的

学术思想、过程和结果或文字据为己有”。该文件对“学术研究

（research）”所做出的界定是：包括科学、工程和数学所有领域中

开展的基础、应用和实证研究。这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学、教育学、

语言学、医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统计学以及涉及人体和动物个体

的研究。其中涉及的“研究记录”包括源于科学探究过程中所产生

的数据和结果的记录；它包括但不限于经费申请报告、纸质的或电

子的实验记录、进展报告以及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等。

文件中特别强调以下内容[7]：1）学术不端属于故意的、自我

明知的和肆意的行为；2）被指控者所在单位为开展调查的主要

责任者，但政府部门有权在任何时候启动自己的调查程序；3）研

究单位的调查结果需向联邦政府机构汇报并核实；4）处理过程

主要分为立案、调查、处罚和申诉等各自相对独立的环节；5）在

处理过程中对线索提供者和被指控者都需进行保护，对相关内

容需保密。

中国缺乏对学术不端行为普适性的政策与负责机构

目前国内的学术不端行为触目惊心。前不久一个英国出版

集团一次性撤销了43篇已经发表的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

这令中国学术界震惊不已。尽管中国科协的科学道德委员会正

在对此事件进行调查，但由于当前缺乏政府一级的权威性的调

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规章条例，也没有要求所有研究单位

必须制定一套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程序的明确政策。调查和处理

这些学术不端行为可能会面临诸多困难，所在单位的处理结果

可能也轻重不一。

学术不端触及了许多问题，情况复杂、形势严峻。有的是因

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缺陷而导致的，如对各类不同性质工

作人员的职称晋升不加区分地一律要求在大于某一影响因子以

上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而不是评价其具体创新

科学发现的实质内容等；有的是因为学术风气不良引发的问题，

如目前一些不良中介公司乘机推出的包括代写论文这样的难以

置信的“服务项目”，所形成的“学术腐败产业链”问题严重。因

此，我们呼吁国内尽快制定出权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处理学术

不端的政策条例，并同时成立权威的负责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

政府机构。

我国的不同部委尽管也出台过相关的规定（如《关于科技工

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

定》），但还存在种种缺陷[8, 9]。比如，这些规定大多仅仅倡议“要

怎么做”，而对于“不能做什么”“如果违规将得到何种惩罚”这样

的内容却缺乏清晰描述。这些规定也缺乏广泛的适用范围，也

不具备类似法律文件那样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科技部于

2007年发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试行）》中尽管规定了“不能做什么”，但其适用范围仅仅是那些

大的科技计划项目，面不够广。

对中国学术不端行为监管体系建设的建议

营造我国健康的学术氛围需要学术界、科研单位和政府机

构等多方面的联合努力，其中学术评价政策的导向尤为重要。

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学术不端行为监管体系的建设问题。

建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参考国内有关单位已经积累的

经验（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部分大学），借鉴美国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的程序，通过国务院或全国人大任命一个学术诚

信条例起草委员会，组成人员应该包括来自中国科协、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大学等，既

要有学者，也要有处理过学术不端问题经验的行政人员、法律专

家、伦理专家、大学和科学院研究所的负责人等等。然后责成该

委员会通过充分的调研（听证）起草出一份政府处理学术不端的

条例草案，并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经反复修订后最终形成规章

条例，由国务院通过并颁布生效。

同时，笔者也呼吁设立一个附属于国务院的学术诚信办公

室，具体负责学术诚信的建设，特别是规范对大学生、研究生以

及青年教师等人员的宣传教育（包括设置正规的、必修的学术诚

信课程），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防范；同时，通过有效处理已经发

生的学术不端行为以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此外，还要严打制造

学术腐败的非法中介公司。只有通过国家层面来制定政策和设

置负责机构，我国泛滥的学术不端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结语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日益

壮大。但因为学术研究人员的队伍庞大，水平和素质差异甚大，

同时，学术群体本身存在急功近利、利益驱使等因素的不良影响

与诱惑，导致学术不端这个本该稀有的现象出现了一定规模的

泛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美国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

力，在遏制学术不端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很多经验值得我们

借鉴。我国的政府部门及学术界需共同努力，尽快制定出具有

法律约束力并适应于所有学术研究人员的规范文件，以防范和

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加强对学术不端

的管理、查处与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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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冥王星探秘冥王星探秘：：从暗淡圆点到活力萌王从暗淡圆点到活力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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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月19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了探

测冥王星的“新视野号（New Horizons）”飞船。当“新视野号”出

发时，冥王星还是与地球平起平坐、风光无限的太阳系第九大行

星。而发射之后仅仅7个月，冥王星居然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

一纸决议，被逐出了行星队伍，降级为矮行星，成为国际天文联

合会天体数据库中第134340号小行星。

“新视野号”的使命之一，就是探测冥王星及其最大的卫星

卡戎，之后将继续探测柯伊伯带其他天体。北京时间7月14日

19:49，经过9年半、50亿 km的飞行，“新视野号”终于抵达最接

近冥王星的位置，为它拍摄了一张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照片。

虽然，此时的冥王星已经从行星队伍中被除名，但它表面可爱的

心形图案一下子引发了公众在社交平台上争相转发。人们脑洞

大开，在冥王星照片上进行再创作，曾经了无生趣的“冥王星”成

为了年轻人口中的“萌王星”。

寻找未知的X行星

1766年，德国天文学家提丢斯发现以日地距离为1个单位

（即天文单位），太阳系各大行星的轨道半径近似地满足一个非

常简单的数学关系式，这一规律被称为提丢斯-波得定则（Ti⁃
tius-Bode Law）。但在海王星发现之后，天文学家在外太阳系

没有发现新的行星，这一规律似乎不灵了。1906年，美国富商

兼天文学家帕西维尔·罗威尔开始寻找海王星之外的太阳系第

九大行星，罗威尔称之为X行星。为搜寻火星上的运河和未知

的X行星，这位痴迷的天文爱好者斥巨资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

中兴建了一座天文台。

遗憾的是，直到1916年罗威尔去世，都没有发现这颗未知

行星。其实在1915年3月19日的观测中，已有天文学家拍摄到

了两张带有模糊的冥王星图像的照片，但冥王星并没有从这些

图像中被辨认出来。罗威尔终其一生寻找的火星运河后来也被

证实纯属子虚乌有。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和未知领域的探索，其发现往往具

有不可预知性。罗威尔没有实现的愿望，将有后来的天文学家

在其建立的天文台继续实现。

痴迷的天文爱好者

罗威尔去世后，又一位痴迷的天文爱好者、年仅23岁的克

莱德·汤博受聘到罗威尔天文台当观测助理，他每天的任务是对

不同天区开展巡天观测，继续罗威尔未尽的事业——搜寻X行

星。连续8个月的观测努力幸运地有了收获，1930年，汤博通过

2张照片的对比，发现了一个可能在移动的天体。他知道天空中

的亮点绝大部分是恒星，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这

种移动的天体很有可能是行星或彗星。汤博的这一发现很快确

认，随后宣布太阳系第九大行星诞生。但汤博发现的冥王星其

实并不是罗威尔所定义的那颗能影响海王星运行轨道的 X行

星。

2006年，在汤博诞辰100周年之际，为纪念他对拓展人类认

知疆界所作的贡献，人们把汤博的28 g骨灰嵌入“新视野号”飞

船，让他们一同奔赴冥王星，让在天之灵的汤博可以亲眼见证人

类探索宇宙的伟大时刻。

小女孩与地府之神

太阳系第九大行星发现后，罗威尔天文台向全世界征名，11
岁英国小女孩威妮夏·伯尼在爷爷读报时听到这一消息。她非

常喜欢神话故事，建议以神话中人们死后灵魂世界的主宰者冥

王普鲁托（Pluto）命名该行星。伯尼的爷爷是牛津图书馆的图书

管理员，他并没有敷衍了事地对待孙女的提议，而是把这个命名

建议告诉了他的天文学家朋友，最终被提交到征名委员会。

征名委员会当时收到3项命名提议：Minerva（密涅瓦，希腊

神话中掌管工艺品的女神）、Cronus（克罗诺斯，希腊神话中宙斯

的父亲）、Pluto（希腊神话中的地府之神）。Minerva的名字已被

一颗小行星占用，由于Pluto的前两个字母（PL）正好是罗威尔天

文台创始人帕西瓦尔·罗威尔的首字母缩写。最终，英国小女孩

伯尼的提名建议获得全票通过，汤博发现的这颗新行星被命名

为冥王星。

有些像彗星的矮行星

天文学上用星等表示星星的亮度，星等越小说明星越亮，星

等数相差1，星的亮度约相差2.512倍。天空中肉眼所能看到的

最暗的星为6等星，而冥王星的亮度为13.64~16.3星等，完全不

可能用肉眼看到。“新视野号”的探测发现，冥王星表面主要由氮

冰、甲烷冰和水冰组成。这些冰物质的颜色较浅，反射率较高，

因此冥王星整体上看起来比较亮。

冥王星绕太阳运转的轨道是一个很扁的椭圆，离太阳最近

的距离为30个天文单位（约45亿 km。一个天文单位等于日地

平均距离 1.5亿 km），最远的距离为 49个天文单位（约 74亿

km）。当冥王星运行到近日点附近时，表面的氮冰和甲烷冰就会

蒸发，形成非常稀薄的大气层，表面大气压约为地球大气压的百

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当冥王星逐渐远离太阳抵达远日点

时，冥王星的大气成分会凝固和沉降。

冥王星大气的蒸发和逃逸的过程很像彗星，冥王星的质量

也会像彗星那样逐渐减少，由于冥王星所在的地区异常寒冷，所

以冥王星质量损耗的程度不会像彗星那么明显。

冥王星绕太阳运转的轨道周期为90465个地球日，相当于

地球上的 247.68年。从 1930年发现冥王星至今，已经过去了

85年，而冥王星只是在自己的轨道上绕太阳运行了 1/3圈。同

样，冥王星的自转周期也比地球长，冥王星上的一天相当于地球

上的6.39天。

当冥王星与地球在太阳同一侧，且冥王星位于近日点时，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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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距离地球最近，约为29个天文单位。当冥王星与地球位于

太阳的两侧，且冥王星位于远日点时，冥王星距离地球最远，约

为50个天文单位。因此，探测器最好选择在冥王星最接近地球

时飞赴冥王星，有利于用较短的时间抵达冥王星。

行星地位备受争议

2005年，柯依伯带发现了另一颗矮行星——阋（音“xi”）神

星，根据早期观测结果，估计阋神星的直径约为3000 km，比冥

王星还大25%。因此，有科学家呼吁阋神星成为太阳系继冥王

星之后的第十大行星。阋神星的发现，以及这之后在柯依伯带

发现了多颗直径在2000~3000 km的天体，促使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不得不重新考虑行星的定义。要么把它们统统纳入行星，

则太阳系将有13颗行星；要么冥王星和阋神星都不是行星，而

专门为这些天体设立一个新的天体分类。

由于地球本身是一颗行星，所以人类其实不希望行星的数

量太多。但什么样的天体才能称之为行星，这一问题在天文学

上一直备受争议。根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2006年8月通过的决

议：行星必须是围绕恒星运转的天体；行星的质量必须足够大，

能够克服固体应力成为球状天体；行星必须有足够的引力，能清

除公转轨道附近的其他天体，不能有比它更大的天体。冥王星

的质量是其轨道上其他所有天体质量之和的7%，在其运行轨道

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它的质量不足以清空其运行轨

道。因此，冥王星被降级为矮行星。

2011年 10月 27日出版的Nature杂志上发表的新观测结

果显示，阋神星的直径 2326 km，误差±12 km。此次“新视野

号”飞抵冥王星，探测数据的最新分析表明其直径约为 2370.6
km，误差±20 km，冥王星的最大卫星卡戎的直径为 1208 km。

这表明冥王星和阋神星的大小非常接近，冥王星的直径比之前

推测值大80 km左右，超过了长期被认为比冥王星更大的阋神

星。在柯伊伯带已发现的天体中，冥王星个头最大，得以继续保

持绕太阳运转的第九大天体的美名。

新视野号测得冥王星的体积比之前推测的要胖，使得很多

对冥王星被降级愤愤不平的天文爱好者和天文学家又有了新的

理由，希望用这一证据作为冥王星重返行星队伍的“筹码”。然

而，冥王星的直径只有地球的 18.5%，体积只有地球的 0.6%。

地球卫星月球的直径为 3476 km，比冥王星大 1000多 km。从

1930年冥王星被首次发现开始，科学界就有许多人一直对冥王

星的行星地位很不服气，一心想把它从九大行星宝座上拉下来，

并最终如愿以偿。

哥俩好的双矮行星系统

冥王星有5颗已知的天然卫星，其中冥卫一卡戎离冥王星

最近，其余四颗卫星都位于冥卫一轨道外。在罗马神话中，卡戎

是冥王普鲁托的役卒，专门负责向亡魂收钱，帮助他们划船渡过

冥河。卡戎实际上并非围绕冥王星的质量中心旋转，而是围绕

冥王星和卡戎共同的质量中心旋转。因此严格来说，卡戎并不

是冥王星的卫星，冥王星与卡戎的关系不是行星与卫星之间的

从属关系，而是哥俩好的双矮行星系统。

矮行星作为太阳系内一个新的天体类型，目前还只有冥王

星、阋神星、谷神星、鸟神星、妊神星5个天体被分类为矮行星。

随着柯依伯带新天体的发现，冥卫一和柯依伯带中的类冥王星

天体很可能被接纳成为新的矮行星。冥卫二和冥卫三的体积很

小，未能成球体，只能被认定是冥王星的卫星，更准确地说是冥

王星-卡戎系统的卫星。

“新视野号”的新发现

“新视野号”飞船的主要任务是探测冥王星、冥卫及柯依伯

带的其他天体，此次飞越冥王星只观测了冥王星和冥卫，在完成

此次飞越之后，“新视野号”将奔赴柯依伯带，进行为期15年的

探索之旅。由于“新视野号”探测数据传回地球的传输速率仅为

每秒1.68 kb（千字节），因此，此次飞越获得的大量观测数据还

需要16个月才能传回地球。未来一年多，科学界将不断会有新

的发现公布出来。

“新视野号”获得的初步结果，让大多数人惊喜不已。他们

发现，冥王星从望远镜中观测到的暗弱的小亮点，变成了生动、

活泼的萌王星，一下子拉近了与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新视野

号”最新发现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冥王星上发现的心形区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原本冷

冰冰的冥王星居然如此有爱心。现在，这一区域已经被非正式

命名为“汤博”，以纪念冥王星的发现者。

2）冥王星表面的撞击坑比较少，说明其地质活动比较强

烈，表面年龄比预期的年轻。但冥王星上各种冰物质含量较高，

内部放射性元素含量较低，因此，支撑冥王星地质活动的内部能

量来源还是未解之谜。可能冥王星这一类冰态矮行星的内部能

量来源，完全不同于火星、水星等类地行星和月球以放射性元素

衰变产生能量的过程。

3）新视野号在冥王星表面发现了高大的冰山，高度达

3500 m，如此高的冰山不太可能是甲烷冰或氮冰，因为它们的

强度不够。冥王星上的冰山很可能是水冰筑成。初步估算，冥

王星上这一冰山的地质年龄不超过1亿年，跟45.6亿年“高龄”

的太阳系相比，算是“年轻人”，说明冥王星还有比较活跃的地质

活动。

4）首次测得冥王星的直径约为2370 km，约为地球直径的

18.5%。确定了土豆状的冥卫三的大小为43 km×33 km，表面

有一个直径约为10 km的圆形深色区域，成分未知。

5）冥王星上存在一条长达3000 km、横贯东西的“鲸鱼”状

断裂带，也说明冥王星仍然在发生地质活动。行星科学家对月

球和火星等岩石星球上的地质活动了解较多，但对冥王星这一

类冰态矮行星的地质活动的方式和能量来源均知之甚少。

6）新视野号近距离拍摄到了卡戎的照片。卡戎的直径为

1208 km，相当于冥王星直径的 51%，地球直径的 9.5%。卡戎

表面分布着很多平坦光滑的区域，说明它的地质活动比较活跃。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郑永春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首届香江学者，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首批会员，

国家科普专家。

图1 新视野号探测器上的主要科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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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杉侧耳——中国西南
一种新的食用菌资源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东亚植

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院重点实验室刘刘

晓斌晓斌等开展了针对侧耳属的分类研究。

冷杉侧耳 P. abieticola原初报道于俄罗

斯远东地区，后来在我国东北和俄罗斯西

北也有记载，但因为文献中记载的标本有

限，我国研究人员对该种并不十分了解。

然而此次研究发现该种在我国西南亚高

山地区也有分布。研究人员基于采自四

川和西藏的标本，利用形态、生态特征及DNA序列证据，对该种

进行了描述，以期为该种的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侧耳属

Pleurotus真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该属不少种类可以商业化人

工栽培，冷杉侧耳的发现，为我国西南地区提供了一种新的食用

菌资源，丰富了我国的食用菌品种，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人们的餐

桌上也会出现冷杉侧耳的身影。（网址：journals-myco.im.ac.
cn） 《菌物学报》[2015-07-15]

推荐人：《菌物学报》编辑部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力学性能
和形变行为控制

平板式阳极支撑结构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的主要

结构形式，而氧化钇稳定的氧化锆（Ni/YSZ）金属陶瓷是最常用的

阳极支撑体材料，但因其自身的脆性和电堆中存在应力，单电池

在组装过程中容易出现裂纹，甚至破裂，成为电堆失效的重要原

因。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蒲健蒲健课题组，通过流延成型、丝

网印刷和共烧结法成功制备了抗弯强度和断裂韧性（分别为

156.69 MPa与 2.51 MPa·m1/2）较高的阳

极支撑的平板式SOFCs。当SOFCs工作

中阳极支撑体由陶瓷（NiO/YSZ）还原为金

属陶瓷（Ni/YSZ）时，其抗弯强度和断裂韧

性各变为 104.48 MPa与 3.95 MPa·m1/2，

虽然弯曲变形程度变大，但抗破裂能力增

强，有效地减缓其弯曲变形所引起的不利

影响，有望改善单电池的综合力学性能，并

延长使用寿命。（网址：http://www.jim.org.
cn）

《无机材料学报》[2015-06-20]
21世纪格陵兰冰川融化速率

对海平面变化的影响
国家海洋局南海

预报中心李娟李娟等利用

大洋环流模式POP研

究 RCP4.5 情景下 21
世纪格陵兰冰川不同

的融化速率对全球及

区域海平面变化的影

响。结果显示：当格陵

兰冰川的融化速率以每年1%增加时，全

球大部分海域的动力和比容海平面变化

基本不变，主要是由于格陵兰冰川在低速

融化时并不会导致大西洋经向翻转流减

弱；当格陵兰冰川的融化速率以每年3%
和每年7%增加时，动力海平面在北大西

洋副极地、大西洋热带、南大西洋副热带

和北冰洋海域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这

是因为格陵兰冰川快速融化导致大量的

淡水输入附近海域，造成该上层海洋层化

加强和深对流减弱，导致大西洋经向翻转

流显著减弱，与此同时，热比容海平面在

北冰洋、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和大西洋副热

带海域显著下降，而在热带大西洋和湾流

海域明显上升。（网址：www.hyxb.org.cn）
《海洋学报》[2015-06-30]

亚洲东部森林的小气候特征：

辐射和能量的平衡
森林小气候是森林植被与区域气候

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局地环境系统。辐射

的收支、能量的平衡与分配是小气候特征

形成的基础。对森林辐射收支和能量分

配的研究，过去主要以单站点为主，系统

的区域分析十分匮乏。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谭正洪谭正洪等采用亚洲东部

17个森林站点的实测数据，分析了生态系

统的辐射收支和能量平衡，探讨了区域尺

度上辐射特征量的纬度

变异性及其预测关系式，

建立了亚洲东部森林带

典型森林生态系统的辐

射和能量收支模式。所

选站点以水平地带性为

主，为区域分析奠定了基

础。研究发现，辐射特征

量具有明显的纬度依赖性，辐射特征量和

纬度二者的关系可用于相应的预测。通

过对比不同森林带的辐射和能量模式，发

现亚热带森林在辐射收支上与温带森林

相近，波文比既高于温带森林，也高于热

带森林，表明更多的净辐射能用于显热交

换。（网址：www.plant-ecology.com）

《植物生态学报》[2015-06-01]
推荐人：《植物生态学报》编辑部 谢巍

2014年没有发展成强厄尔尼诺的

原因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张超张超等

利用 ICOADS 重建的月平均海表温度

（SST）、GODAS 的月平均次表层海温

（SOT）、向外长波辐射（OLR）以及NCEP/
NCAR 的再分析资料等数据，通过与

1997/1998年厄尔尼诺（El Niño）的发展

对比，分析了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热

带太平洋的海气演变特征，探讨了2014
年未能发展出强El Niño的原因。主要结

论如下：1）2013年9月—2014年2月，虽

然暖水在西太平洋暖池堆积，但由于西风

异常爆发较晚，且维持时间较短，并在

2014年4月以后转为东风异常，抑制东传

暖的Kelvin波，使得暖水缺少进一步东移

的条件；2）从西风异常发生发展来看，

2013年东亚冬季风较弱并且缺少赤道印

度洋西风异常的支持，导致赤道西太平洋

西风异常爆发较晚；3）2014年4月以后，

缺少南北半球的经向风辐合和质量输送，

导致赤道西风异常西退而后转为东风异

常。此外，赤道印度洋也有着显著不同。

在 1997~1998 强 El Niño 发展之前的

1996年冬季，IOD位相和太平洋东风异常

减弱消失，Walker环流

上升支东移，暖水在西

风异常的驱动下沿着温

跃层向东移动，为 El
Niño的爆发提供条件，

而 2013~2014年冬季

缺乏这个条件。（网址：

csb.scichina.com）

《科学通报》[2015-07-15]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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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卫六存在类似地球“极风”现象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显示，土卫六存在类似地球的“极风”，可从大气层中抽吸气体。研究成果6月30
日在线发表于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Physics上。

土卫六大气层主要成份是氮和甲烷，气压比地球高50%。前几年等离子光谱仪勘测数据显示，土卫六顶部

大气层每天大约损失7 t碳氢化合物和芳腈化合物，但未解释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此次研究表明大气层损

失的大量物质是被“极风”抽吸的，是由太阳风、太阳磁场和土卫六顶部大气层中分子交互作用驱动的。研究人

员指出，虽然土卫六与太阳的距离是地球的10倍，但是它的大气层顶部仍沐浴着太阳光。当太阳光照射土卫

六电离层中的分子，它从碳氢化合物和芳腈化合物分子中喷射负电荷电子，留下正电荷。（网址：onlinelibrary.
wiley.com） 腾讯网 [2015-06-23]

激活快乐记忆有助治疗抑郁
促进储存快乐记忆

神经元的活动或许有助

于治疗抑郁，至少在小

鼠身上已获得验证。研

究成果发表于 6 月 18
日Nature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Susumu TonegawaSusumu Tonegawa等确认了当雄性小

鼠享受奖励体验，即和雌性小鼠在一起

时所激发的神经元。在连续10天限制雄

性小鼠的活动之后，它们丧失了对糖水

而非普通水的自然偏好，表明其失去了

对愉快经历的兴趣。同时，承受巨大压

力的雄性小鼠在被揪着尾巴提起时也不

怎么挣扎，而这是一种通常被解读为缺

乏动力的症状。研究人员最终通过连续

5天，每天2次利用光刺激积极记忆印记

的细胞，此前不堪重负的雄性小鼠表现

出高涨的动力和享乐行为，即使在光被

关闭之后也是如此。直接刺激在抑郁症

开始前被编码的快乐记忆，或许有助于

小鼠忽视大脑中一些由抑郁诱导的机能

失调。（网址：www.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06-24]

提出全美清洁能源路线图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第1次描

绘出如何在 2050年前让美国 50个州和

1个直辖特区全部使用清洁能源的路线

图——基于已有技术和经济成本的大范

围可行性，每个州都可在基础设施和能源

消耗方式上进行变革，以完成能源结构的

彻底转变。研究成果发表于7月1日En⁃
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上。

研究人员测量了能

源使用的 4个组成部分

——住宅、商业、工业和

交通；分析了每个部分当

前燃料消耗的来源——

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

和可再生能源；计算了如

果这些燃料消耗被替换成电力会是多少

——在这一步骤中，他们假定所有道路

上的汽车都是电动的，家庭和工厂的加

热和冷却系统都是电气化装置。对50个

州计算时，得出到2050年总电力需求将

减少39%的结论。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

但大部分需要通过替换现有能源使用结

构来实现。该报告为每个州描绘出了各

自的发展路线图，以期在2030年前达到

80%的能源变革目标，并在2050年让全

美完成计划。如果完全按照该计划进行

转换，美国每年能防止6.3万人死于空气

污染相关疾病，还可消除化石能源造成的

温室气体排放，这意味着到2050年，每年

可节省 3.3万亿美元。（网址：pubs.rsc.
org） 《科技日报》[2015-06-11]

智能胰岛素贴可消除糖尿病人

注射之苦
糖尿病影响了全世界3.87亿人，I型

和 II型糖尿病人需定期扎指取血检测血

糖水平并注射胰岛素，该过程很痛苦却

并不十分精确，且注射错误剂量的药物

能够导致失明、截肢、昏迷甚至死亡。美

国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创

造出第1个“智能胰岛素贴”，或将帮助糖

尿病患者结束这种折磨。研究成果发表

于7月7日PNAS上。

研究人员用透明质酸（HA）和2硝基

咪唑类（NI）组合成一种新型分子，一端亲

水，一端疏水。很多这种分子混合后自组

装成一个比人类头发宽度还小100倍的囊

泡，其中被插入固体胰岛素和专门感知葡

萄糖的酶。智能胰岛素贴能像报警中心

那样感知血糖浓度的增加以及释放信号

来释放胰岛素。在患有

I型糖尿病的小鼠身上，

智能胰岛素贴能持续作

用达 9 h。研究人员认

为，如果在患者身上实

验，“智能胰岛素贴”持

续维持血糖水平的时间

可能更长。 《科技日报》[2015-06-24]

发现酒精导致脂肪肝的新机制

酒精作为一种肝脏毒素，能导致脂肪肝及多种肝脏损害。它被肝脏吸收后，可转化为脂肪或糖原沉积到肝

脏，但尚不清楚糖原是否参与了酒精导致脂肪肝的过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陈雁陈雁研究组揭示了

糖原在酒精性肝脏损害方面的作用。研究成果发表于7月的The Journal of Lipid Research上。

PPP1R3G是蛋白磷酸酶的一个新的调节亚基，能促进肝糖原合成。该研究组在前期研究中发现，

PPP1R3G对血糖稳态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此次研究发现，肝脏特异表达PPP1RR3G能逆转酒精导致的肝脏

糖原含量降低；抑制酒精引起的肝脏甘油三酯含量升高、脂沉积增加以及血清转氨酶升高；过表达PPP1R3G能

降低酒精诱导的甘油三酯增加和细胞中脂滴累积；肝脏糖原能够影响脂肪合成关键基因SREBP及其靶基因的

表达。 《中国科学报》[2015-06-24]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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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彼得彼得··希格斯荣获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奖项希格斯荣获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奖项
———科普利奖—科普利奖

科普利奖是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最古老的科学奖项之一，

是科学成就的最高荣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奖项，诞生于

1731年，比诺贝尔奖还早了170年，虽然与诺贝尔奖相比，它的

奖金只有5000英镑，但是它代表的学术地位却不可动摇。

1731年，科普利奖由英国皇家学会的高级会员戈弗里·科

普利爵士的遗赠设立。每年颁发一次，为一枚镀金银质奖章和

100英镑奖金（这在当时是相当大数额的一笔奖金），授予专为申

请此奖而进行的自然哲学研究成果。获奖成果须发表过，或向

皇家学会通报过。获奖项目需要经皇家学会理事会评定，所以

现职理事会成员不得获奖，以防止不公正的现象。科普利奖章

只授予在世学者，不作追赠。对获奖者没有国籍、种族的限制，

对获奖项目完成的时间也没有限制，同一学者可以因不同成果

而多次获奖。

近年来被授予的杰出的科学家包括：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

霍金，DNA指纹先驱亚历克·杰弗里斯和发现石墨烯的安德烈·

海姆。在近些年，这个奖项轮流颁发给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的

科研人员。2010年，为庆祝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50周年，该奖项

颁发给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共两名学者。

彼得·希格斯（图1）于1950年以一等荣誉学士学位从伦敦大

学国王学院物理系毕业，随后于1954年获得分子物理学博士学

位。之后，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并先后于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

工作。1960年，返回爱丁堡大学任教，直至1980年成为该大学教

授。在1983 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1991 年被选为英国物

理学会会员，1996 年退休后担任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

2015年度彼得·希格斯教授获得这一重要奖项的原因是为

了表彰他对粒子物理学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的理论解释了基本

粒子的起源，随后又通过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进行证实，提出了

希格斯。现代物理学表明，物质由一组充当构建模块的粒子构

成，这些粒子之间存在由另一组粒子控制的作用力，而粒子的一

个基本性质是，它们具有质量。1964年，彼得·希格斯提出了理

论，认为存在一个粒子，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粒子存在质量（即希

格斯玻色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同一时期，弗朗索瓦·恩格

勒和罗伯特·布罗特也提出了相同的理论。2012年欧洲大型强

子对撞机实验确认了疑似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并在2013年3
月得到了确认。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共同授予彼得·希格

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表彰了他们所预测的里程碑一般的希格

斯机制。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被认为是20世纪物理学最成功的模型

之一，是人们理解物质世界微观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集大成之

作。它预言了62种基本粒子的存在，包括12种轻子、36种夸克

和14种规范玻色子。粒子间通过4种力产生相互作用：引力、电

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和强相互作用力。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几

乎全部粒子都被实验所验证，在2012年人们也寻找到了希格斯

玻色子的踪影，虽然寻找到了这最后一个粒子，但标准模型依然

并不完美，他可以解释电磁力和强核力之类的基本作用力，但它

无法解释引力，因为这种力比其他基本作用力微弱太多。但仍

然不可否认，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使高能物理学研究向前推进

了一大步。

有很多人为预测并架构希格斯玻色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例如将研究更早公布的弗朗索瓦·恩格勒和罗伯特·布罗特，但

他们并没有得到这一粒子的命名权，而这一命名的广泛传播来

源于一些重量级科学家在学术报告和研究论文中的引用。特别

是当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莱德曼在他编著的题目为

《上帝粒子：如果宇宙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一书中，将这种

在粒子物理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又捕捉不到的希格斯玻色

子称作“上帝粒子”之后，这种称呼在媒体间流行起来，这也使得

媒体和公众对粒子物理学和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兴趣日益浓厚。

在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将“希格斯机制”正式

更名为“布罗特—恩格勒—希格斯机制”。

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保罗爵士谈到这一奖项的颁布时说：

“彼得·希格斯是最应该获得科普利奖章的科学家之一。我对他

表示祝贺，他与弗朗索瓦·恩格勒一起塑造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

基本认识。对希格斯玻色子的搜索完全点燃了公众的想象力，

也希望可以借此激励下一代科学家。科普利奖是英国皇家学会

能给予科学家们和彼得·希格斯加入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科学

家行列这一最高的荣誉。”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彼得·希格斯教授

2015年7月20日，彼得·希格斯教授加入了查尔斯·达尔文、汉弗莱·戴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行列，他凭借在粒子物

理学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奖项——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科普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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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遗迹化石分析遗迹化石分析

Adolf Seilacher 编著，Springer出版社，

2007年第1版，定价：60.00美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张立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河南理工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讲师。

2014年4月26日，国际著名古生物

学家 Adolf Seilacher（阿道夫·赛拉赫）

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9岁。Seilacher教
授一生致力于古生物学，尤其以遗迹化

石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于20世纪60年代

建立的经典遗迹相（Ichnofacies），经过

了时间的检验，一直传阅至今，受到了广

泛学者的好评。国际遗迹学者称 Sei⁃
lacher教授为遗迹学之父。Seilacher教
授生前一直活跃在古生物学界，发表了

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2007 年出版的

Trace Fossil Analysis一书，是其倒数第

二本著作，也是其毕生遗迹化石的集成

之作。

追究遗迹化石的发展历史可以看

出，在早期的古生物教科书上，遗迹化石

与疑问化石、粪化石、假化石等放在杂录

里，遗迹化石并没有被认为是标准化

石。但一系列的著名学者曾做出出色的

预测，如查尔斯·达尔文（1881）曾说过，

大多数人们可以预测，蠕虫类（地质历史

时期遗迹化石的一种主要造迹生物）可

能在地球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吉

姆·霍华德（1978）在《沉积学和遗迹化

石》一书中提出：当你观察野外沉积层序

时，看到波痕（一种沉积构造）时没有人

会有疑问，但是当在波痕上方频繁出现

一些潜穴时，野外工作者通常分为两个

派系，一个派系可能无所事事，另一个系

可能在做潜穴形态功能分析，如系统谱

系、个体形为、营养物质涌升流、生物化

学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至20世纪中叶，遗迹化石已获得了

古生物学家和沉积学家的广泛认可，一

系列专有术语的提出，如遗迹相、遗迹组

构、生物扰动等，促进并形成了一个专有

的学科领域——古遗迹学。这是由于遗

迹化石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所决定的，首

先遗迹化石是地质历史时期生物活动形

成的沉积构造，而不是生物遗体直接保

存成的化石，它们反映了生物的生命活

动、行为习性（吃、穿、住、用、行）等细节，

这些重要的生物-环境信息即使保存最

好的实体化石也未必能够提供；其次遗

迹化石具有其独特性（一物多迹、多物一

迹），即一种生物可以形成多种遗迹化

石，一种遗迹化石也可以由多种生物形

成，这是由遗迹化石保存的底质条件和

生物体自身的生活习性所决定的；此外

遗迹化石都为原地保存，形成之后不会

被搬运和改造；并且遗迹化石数量丰富，

占据了整个地质历史时期化石总数的一

半，尤其在缺乏实体化石的某些地层（如

太古宙和元古宙、浊积岩系、重大地质突

变期前后）遗迹化石的大量存在，对于分

析当时的生物群面貌、沉积条件甚至地

层对比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公开发

表的遗迹化石论文呈指数型增长，先后

形 成 了 Ichnos，Ichnological Newslet⁃
ters等一系列专属期刊，高水平的学术研

讨交流会也频繁召开。在遗迹学的发展

历史中，有2个专有术语先后得到了古生

物学和沉积学家的高度重视，即生物扰

（Bioturbation）和 遗 迹 组 构（Ichnofab⁃
ric），具有定量化、强调垂直分布和潜穴

之间的交切关系的遗迹组构，取得了比

定性的、强调生物破坏原始沉积构造的

生物扰动更大的成功。因此，遗迹组构

在沉积盆地分析和古海洋分析以及石油

勘探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取得了一系列

瞩目的成果。

Trace Fossil Analysis 一书是 Sei⁃
lacher教授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一系列的

授课内容以及世界各地遗迹化石的观察

所得来的，汇集了他毕生所学的精华。

该书为课程学习工具用书，不仅有遗迹

学的相关原理和知识术语，还涵盖了野

外和室内鉴定化石的技巧和经验总结。

该书中的图版，一部分是从早期的发表

论文中摘录的，绝大部分都经过了重绘，

非常精美、易懂。

该书记录了Seilacher教授个人的经

验和兴趣，尤其是章节的结构和布局上

能看出来。该书并没有对遗迹化石的分

类学进行过多讨论，相反更注重典型和

特征的遗迹属，尤其是无脊椎动物在软

底沉积物上的遗迹、脊椎动物在硬底上

的钻穴、实体化石的觅食迹、蛋化石、巢

穴和粪化石。其次，遗迹化石的素材基

于作者自身的工作实例，时间跨度自前

寒武纪延续至第四纪，取材于不同的沉

积环境和不同的地理位置。

该书一共分为15个章节，每一个章

节都集合了每一类生物行为习性的探讨

和解释，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和清楚遗

迹化石所反映的古生物学和环境学信

息。

该书系统指出遗迹学在一系列不同

领域之间的应用实例，如古生态学、沉积

学、层序地层学、古气候、古海洋学、生物

地层学、演化古生态学等多学科上。上

述的研究指出多学科的交叉，如遗迹学

信息结合其他信息可以更好地了解沉积

环境，层序结构、生物行为、生态系统的

重建与演化。因此，基于多学科的交叉，

遗迹学在生物学者和地质学者之间搭好

一个纽带。

Seilacher教授在该书中前言部分提

到，虽然没有全面涉及所有的遗迹属、很

多部分又是浓缩的风格、而且假设在没有

任何遗迹学基础的学校开设不切实际安

排30次学时的课程，但是，该书不是以传

授知识和术语为目标，其真正目标是将形

态-功能分析的思想和方法传授给读者，

而且这一传授的过程还可启发和促进读

者更好的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

全书内容详实、条理清晰、文字精

炼、图文并茂、时效性强，对于丰富遗迹

学知识储备，进一步了解生物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化的地球生物学主体

思想，判别古生态学和埋藏学具有重要

指示意义，非常适合于科研院所的古生

物学与地层学工作者和沉积学工作者，

也值得对石油工业领域的储层和开采地

质学者阅读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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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怎样看到鹿：与自然相遇的50种
方式

周玮 著。商务印书馆，2014 年 4 月第 1
版，定价：35.00元。

本书的主题在于反映“一个博物爱

好者的内心，以及她对自然的感受”，在

内容形式上，作者讲述观察自然的花鸟

鱼虫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想。在

框架上，则通过不同的“地域”来串联：佛

农山—北京—里诺，最后以瓦尔登湖的

朝圣结束。一个业余博物爱好者，一个

生态关注者，就这样在不同地域文化之

中穿梭往来，在陌生之地从一花一鸟开

始熟悉，在常居之地则不断发掘身边惯

常的地景，重新发现自然的美与乐趣。

在中美两种地域文化之间，另有一个互

相映衬比照呼应的层次，丰富了自然和

文化体验。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凤凰文库：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英] 伊懋可 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12月第 1
版，定价：68.00元。

本书中，作者向读者讲述了中国

4000年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观念、

知识和表达方式，与所在的自然环境中

的气候、土壤、水、植物、动物之间既互利

共生又竞争冲突的漫长历史故事。书中

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大象南撤、森林破坏、

战争、水利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勾画出中

国环境史的“一幅总图”；第二部分选择

浙江嘉兴、贵州苗族原居地和河北遵化3
个典型地区的个案，用“特写镜头”对“总

图”进行细化和强化，具有浓厚的经济—

社会史色彩；第三部分以“大自然的其

实”“科学与万物生灵”“帝国信条与个人

观点”3章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观

念、情感、知识和“天人感应”思想及其影

响，给出了如何理解中国环境史的一种

文化视角。

超弦理论：探究时间、空间及宇宙

的本原

[日] 大栗博司 著，逸宁 译。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4 年 12 月第 1 版，定价：39.00
元。

“空间”和“时间”究竟是什么？物质

的本原不是点，而是弦？黑洞、高维度空

间应该如何解释？

“超弦理论”是继牛顿力学、爱因斯

坦相对论之后，时空概念的“第三次革

命”。“超弦理论”统一了引力理论与量子

力学的矛盾，超越了“弦理论”的局限，解

释“标准模型”中“费米子”与包括“上帝

粒子”的“玻色子”的振动形态。本书中，

作者以通俗、风趣的语言讲解了量子物

理基础、“弦理论”到“超弦理论”的最新

发展、“超弦理论”的理论原理及证明，并

在“超弦理论”下重新思考与探究了时空

概念。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
[美] Gordon Hempton，John Grossmann著，

陈雅云 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4月第1
版，定价：63.00元。

该书承袭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

天》的远见卓识，让读者注意到视为理所

当然的美，并且敲响了迫在眉睫的环保

警钟。曾获艾美奖的声音生态学家Gor⁃
don Hempton发出警语，大自然的寂静是

美国消失最快的资源，他的使命便是在

这些抚慰心灵的地球声境因与日俱增的

人为噪音而消失之前，完整地录制并保

存这些丰富多样的声音。

气候创造历史

[瑞] 许靖华 著，甘锡安 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第1版，定价：

36.00元。

纵观中国历史，几次大的游牧民族

南侵导致的改朝换代的时间恰好与2000
年来中国历史气候变迁图的短暂寒冷期

相符合。大自然的气候，创造了人类历

史。人类的起源、演化，与气候脱离不了

关系。气候周期性变化不仅影响了人类

迁徙，也开启了许多民族和地方的征服

旅程，人类命运骤变。从小冰川期的大

饥荒开始，中世纪温暖期的贪婪征服，人

类的繁衍、灭绝、融合，到新世界与其他

地区的全球变迁，说明了气候确实能创

造历史。

本书格局宏大，说理清晰，鞭辟入

里，多有作者深入观察与研究后的肺腑

之言，是了解气候如何创造人类历史的

重要著作。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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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从台湾““彩色派对彩色派对””爆炸惨剧爆炸惨剧

谈娱乐活动防尘爆对策谈娱乐活动防尘爆对策

·科技纵横捭阖·

6月 27日晚，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

里上演了一出由“彩色派对”演变成的粉

尘爆炸惨剧。据新北市府卫生局统计，

至目前止，尘爆已致 4人死亡，致伤近

500人。据报道，此次“彩色派对”号称亚

洲最宏大的彩色派对。当晚间活动渐进

尾声时，从舞台两侧及前方各自向空中

喷洒的多彩粉雾也达到高潮。此时工作

人员操纵连接二氧化碳钢瓶的粉雾喷管

将彩粉射向靠近舞台西侧的民众区，不

久舞台左前方赫然迸出大片灼热的火

舌，惨剧骤然发生。“彩色派对”除了给派

对者留下短暂的愉悦外，恐怕更多的是

难忘的惊魂、痛苦的创伤及永久的疤

痕。悠悠万事，安全唯大。此次尘爆案

并非史上最惨重的尘爆案例，但却属娱

乐界首例。与厂矿等尘爆案多发生在较

密闭空间不同，此次发生在舞台及周围

的较开放性空间，易使人放松警惕，具有

欺骗性的特征，其为一典型的尘爆案例。

尘爆发生的原因

当前有两大与“色彩”紧密相关的时

尚活动正风靡全球。一是基于称之为减

压神器——成人填色书的“彩涂（Color⁃
ing Book）”，目前最火爆的当属苏格兰

女插画家乔汉娜·贝斯福（Johanna Bas⁃
ford）的《秘密花园》（Secret Garden）；二

是“彩跑（The Color Run）”。这两大活

动不仅为生命增色，而且为世界添彩。

自 2011年在美国诞生以来，彩跑是近 4
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最时髦的文体

娱乐活动之一，目前全球参加过此类活

动的人数已超百万。由于该类活动中所

喷洒的与二氧化碳泡沫融合的彩粉，可

呈现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魔幻世界”，

颇受多类文体娱乐活动及赛事青睐。此

次“彩色派对”正是在该背景下举行。为

弄清事故发生的原因，需从粉尘说起。

粉尘是小于特定粒度的微细颗粒固

体物质的统称；能燃烧、爆炸的粉尘称可

燃粉尘。所谓粉尘爆炸是指空气中粒度

与浓度皆处于爆炸极限范围内的可燃性

粉尘受热能激发而产生爆炸的现象。由

燃烧引起的化学爆炸是在极短时间内发

生高效物态及能量转换，致使反应气体

体积急剧膨胀，其物理本质是压力骤变

形成压缩波。依表面效应理论，粉尘颗

粒的比表面积越大，遇空气化学反应速

度越快，爆炸能量越大；若空间供气充

分，浓度越大其单位体积内可燃粉尘就

越多，爆炸能量也越大。基于尘爆机理，

粉尘爆炸的内外因条件如下：1）有可爆

性粉尘云（即小于特定粒度的可燃性粉

尘以适当浓度悬浮于空中）；2）充足的空

气与氧化剂；3）存在足以激发尘爆的热

源（如火源或强烈振动与摩擦，该条件往

往被认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4）处于相对较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其

中，“有可爆性粉尘云”为内因条件，即尘

爆的物质基础，其他为外因条件，即环境

条件。

分析后不难发现，在该活动中，上述

4个粉尘爆炸的条件都得到满足。首先，

舞台区由3个游泳池抽干而搭建，派对高

潮总共有28个喷嘴，以二氧化碳泡沫为

载体抛洒彩粉。这些彩粉是由食用级玉

米粉加色素混制而成，而玉米粉的主要

成分是淀粉，它是典型的可燃、可爆性粉

尘；此外，食用级玉米粉的粒度小于其爆

炸粒度上限，由于多喷嘴交会抛洒，即使

单一喷嘴抛洒出的粉尘浓度满足安全性

要求，很难保证交会抛洒时粉尘浓度不

超爆炸下限。其次，游泳池上空属开放

性空间，为尘爆提供了充足的空气。再

次，据报道，舞台西区起火点遗留10多个

打火机以及满地烟蒂，现场虽有禁烟标

志，但民众显然并未遵守；当然舞台灯

光、电器火花及喷管口摩擦生热致爆的

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热源一般均

超过尘爆最小激发能。最后，尽管爆炸

始于半开放空间的舞台西区，但泳池地

形低洼，空间狭小，加之人群拥挤，大密

度粉尘下沉，这些均加剧了其空间的密

闭性，具有半封闭空间特征。

一般彩跑路面上空及两侧空间开

阔，加之风吹，难以具备发生尘爆的封闭

或半封闭空间条件，因此，此前此类活动

从未发生事故。此次活动在激昂的音乐

与炫目的灯光中，派对者手舞足蹈，进入

忘我境界，此刻无论是派对组织者还是

参与者均毫无防范之心。再者，此次活

动风助彩粉喷撒面积甚大，派对者又多

为身着泳装的年轻人，皮肤裸露面积大，

彩色粉尘吸附力强，致火焰直接灼伤皮

肤，加重伤势。这也是此次尘爆伤者众

多且女性多于男性、烧伤面积大的基本

原因。

尘爆的防抗灾对策

燃烧导致的爆炸可按火焰波速度分

为两类：爆燃和爆轰。爆炸性混合气体

的火焰波在空间以低于声速传播的过程

称为爆燃；反之，称为爆轰。从现场观众

反映来看，此次尘爆由于声音不大，爆炸

冲击波较小，应属于爆燃。

历史经验表明，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往往是灾难性的，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

且大多具致命性。如果说科技是生产

力，那么安全意识、机制、策略、法规、措

施等不仅是广义生产力，而且是生命

力。面对一切人类活动，首先要树立安

全第一的意识，其次从策略上要未雨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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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建立长效安全机制，采取科学的防抗

灾对策及切实可行的防抗灾措施，消除

安全隐患。对个体生命而言，任何的亡

羊补牢措施都为时已晚。

随着经济发展，人类生产及社会活

动日益广泛，有些人不可避免地要与可

燃性粉尘打交道。经调研，人们在长期

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探索出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尘爆安防措施，总结起来主要

是遏制、泄放、抑制、隔离及它们的组合

使用。因上述措施多有文献阐述，在此

不赘述，重点阐述施救方法及娱乐活动

防尘爆措施。

尘爆一旦发生，救灾首要任务是立

即救人和灭火。

1）灭火。无论对人还是对物，需指

出的是：水是粉尘爆炸事故的最有效灭

火剂，尤以雾状水为佳。它既可熄灭燃

烧，又可湿润未燃粉尘，驱散和消除悬浮

粉尘，降低空气浓度。但忌用直流喷射

的水和泡沫，也不宜用有冲击力的干粉、

二氧化碳等灭火剂，防止沉积粉尘因受

冲击而浮起引发二次爆炸。但是，对一

些金属粉尘（如铝、镁粉等）忌用水扑救，

因为该类粉尘遇水会发生反应，加剧燃

烧。对于金属粉尘引起的燃烧可用干

沙、石灰等扑灭。对于堆积的粉尘，如面

粉、棉麻粉等，明火熄灭后内部可能还阴

燃，且不可忽视。尘爆如果发生在面积

大、距离长的车间，应采取分割手段，防

止火势沿沉积粉尘蔓延或引发连锁爆炸

或殉爆。

2）救伤。救伤主要包含轻伤者自救

和对重伤患者的施救方法。

轻伤者自救 ①患者身上有火时，尽

可能利用身边可利用的材料和工具，迅

捷地扑灭身上火焰，或就地打滚或跳入

附近水池中，禁用手或衣物、工具扑打火

焰。②衣服着火时应迅速脱去，特别是

化纤、尼龙类衣物，易粘于皮肤上，加重

损伤。此时应禁止奔跑及喊叫，以免助

长火势或吸入火焰、烟雾造成吸入性损

伤。③对已灭火而未脱去的农服，应仔

细检查，以免有余火未完全熄灭而造成

再次烧伤。④若小面积烧伤应尽早用凉

水或湿毛巾冷疗，冷疗时间30~60分钟、

温度 15~20℃为宜，以停止冷疗后疼痛

明显缓解为度。⑤冷疗后应用清洁纱布

或单子包裹创面以防止创面污染。创面

勿涂有颜色的药物或油脂，如：红汞、龙

胆紫、酱油、黄酱、牙膏、香油等，以免影

响医生对创面深度及面积的判断。⑥如

果烫伤部位出现水泡，切勿挑破，而应用

干净纱布包扎好，去医院处理。为防感

染，千万不可用氧化锌油膏、酱油等土办

法处理伤口。⑦注意保暖。

重伤者的救护 凡无呼吸或无意识

或不能走动、活动者，或成人烧伤面积超

过20%、儿童超过10%时，一般均视为重

伤者。①对身上有火者应先灭其火；②
对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就地抢救，进

行胸外心脏按压和口对口人工呼吸，一

般每按压4次后行人工呼吸1次；③烧伤

并有一氧化碳中毒者，应迅速脱离现场

并置于空气新鲜处，有条件者可用面罩

给伤者输氧或进行静脉输液后迅速送至

医院；④对烧伤者，为了争取时间和防止

弄破水泡，可将其穿着衣服用水冷却，然

后再轻轻脱去衣服，用干净纱布包扎伤

口（烧伤面积大者，要用干净被单包裹）

后送医院处理；⑤尽量让烧伤者肢体略

高于心脏，因为烧伤易引起脱水、血压下

降甚至导致休克，此外，此动作还能减轻

肢体水肿；⑥如果呼吸道和肺部灼伤，可

用气管插管帮助呼吸通畅，是否需插管

可由呼吸频率等因素决定；⑦深度烧伤

易引起严重感染，应静脉输入抗生素。

尘爆并非不可防

娱乐虽悦心，水火却无情；派对虽醉

人，尘爆却惊魂。此类派对台湾于2014
年与 2013年曾分别在该水上乐园与高

雄西子湾举行，规模分别超 7000人及

5000人。我国大陆继2015年6月20日

在北京园博园成功举行 5 km彩跑活动

后，另外原定的3场活动分别是7月4日

的沈阳站、7月12日的重庆站及8月8日

的北京站。目前，受此次尘爆惨案影响，

前两场活动已取消。第3场活动是否取

消目前仍无确切消息。或许恰值北京奥

运开幕纪念日，意义非同一般，但又必须

保证百分之百安全，使得主管部门举棋

不定。

世上任何一项新技术或新事物都具

有正负作用的两重性，重要的是如何取

其利，避其弊。笔者认为，由于较其他手

段，喷洒彩粉的确会给大型文体娱乐活

动带来绚丽多姿、激情昂扬的高潮，使活

动愉悦感产生质的飞跃，因此对待彩粉

类活动，不能“因噎废食”。这正如我们

不能因“温州脱轨事件”而弃高铁，也不

能因“马航失联事件”而弃飞机一样，既

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又决不能

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实际上，面对

这类问题应该量体裁衣，量足制履，以壮

士断腕之勇气，以百密无一疏的谨慎态

度，基于科学理论及方法，找准事故原因

就能建立可靠安防措施，以确保此类活

动既场面轰轰烈烈，又安全万无一失。

针对尘爆产生的内外因条件及防尘

爆措施，结合大型彩粉类娱乐活动的实

际，笔者提出如下防尘爆建议。①无论

活动组织者还是参与者，时刻都要树立

安全第一的思想意识和责任感，制定切

实符合安全规程的活动程序及规则，并

严格执行之；②喷洒地点选择地势较高、

地域开阔的全开放性空间；③参与者绝

对禁带任何火源产生物，全程严禁吸烟；

④基于实验确定粉尘的爆炸粒度上限，

选用大于该粒度值的粉尘；⑤基于实验

确定粉尘在封闭房间内的爆炸浓度下

限，确保组合喷洒时粉尘最高浓度小于

该下限值；⑥适当增加钢瓶喷管口直径，

适当降低初始喷射压力及喷速；⑦按一

定比例配备无粉尘钢瓶（仅能喷出水

雾），与彩粉钢瓶同喷；⑧探索用彩光（夜

间用）、彩水（夏季用）替代彩粉的技术手

段。

结语

5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公共安全专题）时

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以防

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构建公共安

全人防、物防、技防网络，提高公共安全

体系精细化水平。要把公共安全教育纳

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这其

中就包括安防知识的科学普及。本文以

台湾“彩色派对”尘爆惨案为对象，阐述

了大型文体娱乐活动防彩粉爆炸的具体

应对措施，旨在为今后安全开展彩粉类

活动抛砖引玉。让我们牢固树立安全意

识，严格遵守安全规章，科学实施安防措

施，让人类各项生产及社会活动焕发出

更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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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与他的中国学生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与他的中国学生
·科学人物·

文//李艺杰，尹晓冬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20世纪 30年代，由欧内斯特·卢瑟

福（ 图 1，Ernest Rutherford，1871~
1937）领导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在核物理

和粒子物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培

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从1925年起，我国

有几位青年物理学家陆续到英国留学，

师从卢瑟福。在卢瑟福的悉心培养下，

他们学习到了新思想和崇高的科学精

神；回国后，他们努力发展中国的科学事

业，并作出了不朽贡献。

育人巨匠卢瑟福

卢瑟福是英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原

子核物理学之父，培养人才的巨匠。他诞

生于新西兰一个平凡的家庭，父亲是农

民，勤奋又喜欢思考。母亲是教师，勤劳

并重视教育，童年环境塑造了卢瑟福的品

格。他踏实勤奋又善于思考，学习成绩优

秀，数学和物理尤为出色。他以优异成绩

从纳尔逊书院毕业后，争取到尼尔森学院

的奖学金，到新西兰坎特布雷学院学习，

并先后通过文、理学士学位。在治学严谨

的毕切而顿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下，他培养

出严谨的科学态度并且发明了可以检测

无线电信号的磁检波器。1895年他凭借

伦敦博览会奖学金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

卡文迪许实验室，成为该实验室第3任主

任约瑟夫·约翰·汤姆逊教授的第1位海

外研究生。

卢瑟福埋头苦读，跟随汤姆逊教授潜

心研究。25岁的他改进了磁检波器的灵

敏度，并登上了皇家学会讲坛，报告磁检

波原理。1898年卢瑟福发现并命名α射

线和β射线。随后他又发现了钍射气，命

名了放射性淀质和γ射线。卢瑟福和索迪

合作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自发衰变规

律，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11年他

发现了原子核，并提出原子有核结构模

型。1919年他成功实现了人工分裂原子，

证实了质子的存在。

卡文迪许实验室一直延续着独特的

优良传统、务实的民主学风和完善的培养

制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产生了多位

诺贝尔奖得主。卢瑟福担任卡文迪许实

验室主任后，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在其

悉心指导下，他的学生和助手有多人获

得了诺贝尔奖。

卢瑟福继承和发展了卡文迪许实验

室的思想开放和自由民主的风气。他认

为科学是平等的，只要有才能，就应该支

持培养。在研究选题上，卢瑟福一贯尊

重学生的志趣和特长。在倾听意见时，

只要有新想法，他都耐心地听。他幽默

诙谐，坦率热诚，总能使实验室气氛活

跃，和睦团结。

卢瑟福对学生十分关心和照顾，经

常邀请学生到家里来做客，请他们吃晚

餐喝咖啡，这时是讨论物理问题最活跃

的时刻，许多重要的创新的物理思想和

观念都是那时产生的。他每周到实验室

检查一次进展，鼓励学生要有新的看法，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生写的

论文，他一定会仔细审阅和修改直至满

意，才会推荐发表。

卢瑟福还具有灵活创新的科学精

神。他要求研究生在外面工作几年后再

回到实验室，这样便于了解新的科学动

态和思想。他曾经说科学实验室应当是

一个获得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中心，研究

的机会更应尽可能扩大到具有研究能力

的优秀学生。

卢瑟福的中国学生

1925年之后，陆续有中国学生来到

卡文迪许实验室访问和学习。

1904年，何育杰由京师大学堂派出，

赴英国留学。他 1907年在曼彻斯特大

学攻读物理学期间，卢瑟福任物理学教

授并主持实验室工作，他成为了第1个听

卢瑟福讲演的中国学生。

何育杰此后成为中国最早期的物理

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第一批拓

荒者之一，培养了第一届物理学本科毕

业生。1914年，他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高

等教育物理学教材，他还有多部译著。

1940年中国科学社设立了“何育杰教授

物理学纪念奖金”，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

1个为物理学设立的奖金。

1924年，颜任光出国访问一年，他可

能是第1个到卡文迪许实验室访问的中

国科学家，剑桥之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

迹。颜任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物理学

硕士，后考入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

学位，对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学和实验

室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访问期间，

他受到卢瑟福的热情接待，除了请教和

参观外，他在每天的“茶时”漫谈时间，吸

取学术交流的民主学风和研究人员智慧

的火花。回国后将这些经验介绍到教学

和研究之中。他创办了中国第1个现代

科学仪器工厂，对我国仪器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

1931年赵忠尧（后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在美国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到

卡文迪许实验室做访问，但“九一八”事

变爆发，仅一个月便匆匆回国。但他一

直对临行前卢瑟福鼓励自己进行科学研

究的话语念念不忘。

1930年，霍秉权来到卡文迪许实验

室，他是我国最早赴此学习的研究生。

在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尔逊指导下进行

云室的改进。他克服了很多困难，大大

提高了云雾室的功效。霍秉权回国后为

我国宇宙线物理研究、核物理研究和教

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国鼎、张文裕、周长宁均为考取庚

子赔款派出的留学生，到卡文迪许实验

室作研究生，师从卢瑟福。卢瑟福“先看

森林，后看树木 ”的治学方法对李国鼎影

响很大。他与其他物理大师共同编写了

《物理学会手册》，是我们现今所见到对

中央大学物理系记叙最早的文字资料。

张文裕从卢瑟福身上继承了热爱科研，

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等美好品质。他对

我国高能物理事业呕心沥血，发现了μ介

原子，是火花计数器的创始人之一，还加

强了我国与国际高能物理界的合作与交

流。周长宁研究宇宙射线并取得博士学

位后，回国从事教育事业。

以上中国物理学家师从卢瑟福后，

受益匪浅，回国后专注于科学和教育事

业，将先进的科学思想，和崇高的品德风

尚传播给更多的中国学生，为中国科学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图1 欧内斯特·卢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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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模式变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模式变革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为适应新形势下科学基金项目资金

使用和管理的需要，财政部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15年 4月 15日联

合修订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金管

理办法》），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模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变革的背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强度稳步提高，资助格局不断调整

优化，形成了由研究项目系列、人才项目

系列和环境条件项目系列组成的三大资

助格局，较大地改善了基础研究的资助

环境。同时，项目依托单位开展研究的

条件和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颁

布，这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了财政部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依托单

位和项目负责人在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

中的职责，为进一步做好资助项目资金

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2011年《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

行业科研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

通知》，对完善科技资金管理制度提出了

进一步的要求。2014年《国务院关于改

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

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

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

方案的通知》，对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科研

资金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变革的主要内容

1. 加强了依托单位的法人责任。在

管理职责方面，本次变革授予了依托单

位更多的权利，同时也赋予其更多责

任。新的项目资金管理模式将项目预算

的调整权下放，除个别预算调整事项外，

大部分的项目资金开支科目预算调整均

由项目依托单位进行审批。依托单位作

为项目的直接管理单位，也可在第一时

间接收并处理科研人员的资金使用需

求，及时掌握项目的研究进展情况。

2. 建立了间接成本补偿机制。将科

研项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

用”是国际通行的作法，这有利于项目成

本的核算。同时，通过提取一定比例的

间接费用用以补偿依托单位的管理成

本，也有利于促进科研机构的良性发展。

依托单位需要制定本单位间接费用

管理办法，合理合规使用间接费用，并结

合一线科研人员的实绩，公开、公正的安

排绩效支出，充分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

作用，调动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在此

之外，依托单位不得再以任何名义在项

目资金中重复提取、列支相关间接费用。

3. 进一步完善了项目资助方式。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实行“成本补偿”和“定

额补助”两种资助方式。对于占科学基

金资助体量较大的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

等大多数项目类型，由于其申请量大、自

由探索性强，继续采取定额补助的资助

方式；对于重大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两类项目，由于其研究目标

明确、资金需求量较大，采取成本补偿的

资助方式。对于成本补偿方式资助的项

目，增加了项目预算专项评审、第三方审

计、财务中期检查和财务验收的环节。

4. 取消劳务费的比例限制。按照国

务院11号文的精神，在此次变革中，扩大

了劳务费的开支范围，把临时聘用人员

及其社会保险补助费纳入劳务费的开支

范围。同时，取消了项目资金开支中对

劳务费的原有比例限制。

5. 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根

据规定，依托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

情况应当接受国家财政部门、审计部门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检查与监

督，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当积极配

合并提供有关资料。有多个单位共同承

担一个项目的，项目依托单位应及时按

预算和合同转拨合作研究单位资金，并

加强对转拨资金的监督管理。同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将采用绩效考

评管理、信用管理、信息公开、公务卡、举

报监督、违规违纪惩处等多种方法和机

制加强资金监管。

6. 逐步建立依托单位信用等级评价

机制。不久前，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提到“探索建

立科研机构和科技社团及科研人员的信

用评价制度”，这表明科研机构和人员在

开展科研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诚信不仅

会影响对其科研信用的评价，也会作为

其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将逐步建立依托单位信用

等级评价体系，通过对依托单位项目情

况、资金情况、管理绩效、科研诚信等方

面进行综合考评，确定依托单位信用等

级。该信用等级评定将与间接费用的核

定及项目结余资金的管理挂钩。

变革后的几点思考

1. 完善各类管理细则。在新的项目

资金管理模式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及项目依托单位均需要考虑进一步

完善宏观及微观层面的各类资金管理细

则，例如对间接费用、绩效支出及结余资

金等的管理，以确保政策制定完善、管理

程序落地。

2. 加强依托单位主体责任意识。新

的《资金管理办法》将项目预决算的审核

及预算的部分调整权限下放给了依托单

位，依托单位具有了更大的管理权限，同

时也肩负了更重的管理责任。在这样的

环境下需要依托单位对项目资金管理给

予足够的重视，并明确自身所承担的主

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内控，加强单位内部

经济责任制的建立。

3. 健全项目管理中的财务管理职

能。充分发挥财务人员在科学基金项目

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加

强财务人员对项目预决算的审核把关，

以及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指导。力求

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重项目申请，轻资

金管理”的问题，提高科研项目成本核算

的准确性，进一步促进科学基金项目资

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实现科学化、

精细化的管理目标。

4. 建立完善综合科研服务平台。将

各类项目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存储、整合、

分析、加以利用，通过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手段为科研活动提供服务，实现科研成

果共享。同时，通过这一平台有效实现

对科技投入与产出的绩效分析，为依托

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积累数据。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1.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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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郭蕾 1,2，唐福杰 2，郑仲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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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做好“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的几点技巧

我自己的一个沉痛的教训我自己的一个沉痛的教训。。1988
年，我在美国地质学年会的一个分会上

作了一个口头报告，那是我的第1个英文

口头报告。由于我的报告科学质量低、

透明胶片复印质量和文字质量低、准备

得不充分和表达得极不通畅，报告效果

极差。报告前，我的导师坐在我旁边为

我鼓劲。但当我讲完后，他却悄悄地走

了。更严重的是：到了 4年之后的 1992
年，我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交了一

个基金申请，一位评审在他的审稿意见

中写道：“我在 1988年听过申请者的一

个报告，那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和浪费听

众时间的糟糕报告”。很显然，我的“轻

率”报告当时让我在同行面前失去了信

誉，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学术报告的目的是学术交流学术报告的目的是学术交流。。1988
年的我只想着，我报告了，我露脸了，我

的简历上有新内容了。后来，我发现有

不少年轻人正在犯着我当年的错误：为

了报告而报告，为了在简历上添加新内

容而报告。我有充分的经验和经历让我

有信心地说：虽然一个报告只有20分钟

左右，但报告的目标不低：讲述一个道理

或论证一个事实。而且，你得让您的听

众听懂，最好是100%地听懂。

1. 报告的准备：即使你的英文比较

好，你的报告也是需要用认真的态度和

专业的水准去准备的。你得用“大同行”

能听懂的语言去组织你的科学逻辑和语

言逻辑。科学逻辑指的是科学研究的

“四股”：1）Why did you do this？2）
How did you do it？ 3）What are the
results？ 4） What is your interpreta⁃
tion？语言逻辑指的是：1）complete；2）
concise；3）coherent。特别需要强调的

是：coherent最为重要，它意味着句子中

“指-代关系”是清晰的，逻辑是平稳的。

记着：短短20分钟的学术报告是容不得

逻辑跳跃或逻辑断层的。

2. 图文并茂与口头表达：Needless
to say，将您的报告内容用最简明和引人

入胜的办法表达出来是需要技术和技巧

的。实际上，制作学术报告 PPT的技巧

几乎是无穷的。每次参加会议，我发现

总有人能用做PPT的方法使他（她）的报

告效果达到最佳。PPT做好了之后，还有

一件事也同等重要：PPT上的文字与您口

头语言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假定您的英

文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您必须关注的是：

不要让PPT上的文字太多而使您的口头

表达变得毫无意义或/和没人理会。总

之，PPT的图表以及文字辅助说明和您的

口头表达三者要做到“各司其职”，以达

到最佳的“被听懂”和“让听众跟着您的

思路走”的效果。

3. 英文不足够好怎么办？不要紧

的。最近我在日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

发现，那些英语并不好的日本人做得还

不错。第一，他们尽心尽力地准备好了

他们的PPT（图文并茂，内容的深度和多

寡都把握得比较好）。第二，他们都用事

先写好的稿子来报告，而且他们大多都

能做到英文发音比较准确。这就确保了

他们的报告内容能够被理解。第三，他

们也时常听不懂听众的提问，但他们会

很坦然地请求在场英文比较好的日本同

行替他们翻译。

4. 怎么应对学术报告后的提问？记

着，学术报告的目的是学术交流。学术

交流意味着双向的思想碰撞和流通。参

加一次学术会议，特别是比较昂贵和费

事的国际学术会议，您总是有 2大任务

的：1）向同行展示您的成果；2）向同行学

习他们的成果。进而，您的学术报告本

身也有 2大任务：1）向同行展示您的成

果；2）听取同行的建议和意见。学术研

究是一个职业，所以您得职业地去对待

它。即使是您讲得很好，即使是您将自

认为的精华部分讲出来了，您也得谦虚

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批评。您的心理准

备必须是：我要借助这个难得的Q-A（提

问-回答）机会将别人的智慧发掘出来，

以便我的思路被开阔，以便我的研究被

提高。

几个常见的几个常见的““应对学术报告后提问应对学术报告后提问””

的不可取方法的不可取方法。。首先，听众坐在台下静

听着您的学术报告，那是对您的最大尊

重，您就有责任让听众有所收获。如果

听众想进一步了解您的研究或想解开他

的疑惑，您自然就有责任去让他进一步

了解您的研究或解开他的疑惑。所以，

您一定不能将提问者预先假定为“有敌

意的”或“目的不纯的”。

1. 不能以“守势态”（defensive）回

答 提 问 ：首

先 ，您 得 谦

虚和静心地

听 懂 提 问 ，

然后给自己

片刻思考的

时间，再用最礼貌的语言将您的理解回

答给提问者。如果您很有把握：提问者

是错的，您就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等您把道理讲完后，不仅提问者

可能被说服了，在场的所有听众也可能

被说服了。

2. 如果您真地“被难堪了”怎么办？

除非您犯了我1988年犯的那种错误，您

的报告总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一个报告

的内容有些缺憾、缺陷、瑕疵算是正常

的。有的缺憾、缺陷、瑕疵，实际上您自

己是知道的。如果您事先知道，您要预

先准备好“可能被提问”的答案。如果提

问者问到了，您就说，I did notice this
problem and plan to resolve it by do⁃
ing……。如果问题是出乎预料的，那也

不要紧。首先您得完全听懂问题，再给

您自己片刻思考。如果您仍然没有答

案，您就说：It is a good question and I
have no answer at this moment. Can
I have your email so that I can email
you my possible new findings later?
如果您被“要害地逮着了”（即你的致命

错误被指出来了），也不要太慌。首先，

要好好想想，您是不是“被逮着”。如果

您真地“被逮着”（我说的不是您的不诚

实“被逮着”。如果您不诚实，那您是不

可原谅的），您就说：Sorry, it seems
that you are right. Thanks for pointing
that out and I will try my best to
amend it in my later work.

最后，我想提醒：无论您认为自己多

么优秀或无论您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多么

高，在国际会议上您最好还是谦虚和静

心地去做到双向的学术交流，不要显示

任何的“盛气凌人”。同样地，即使您是

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学者，您也得谦虚

和静心地去做到双向的学术交流。不

过，您一定要拿出您的自信来，做到“不

卑不亢”。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教授教授 冯兆东冯兆东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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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精准医疗肿瘤的精准医疗：：概念概念、、技术和展望技术和展望
杭渤 1,2，束永前 3，刘平 3，魏光伟 4，金健 1，郝文山 5，王培俊 2，李斌 1,2，毛建华 1

1. 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加州 94720
2. 南京卡迪奥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南京 211106
3. 江苏省人民医院肿瘤科，南京210029
4. 山东大学医学院，济南 250100
5. 江苏省南京高新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南京 210032
摘要摘要 精准医疗是指与患者分子生物病理学特征相匹配的个体化诊断和治疗策略。肿瘤为一复杂和多样性疾病，在分子遗传上

具有很大异质性，即使相同病理类型的癌症患者，对抗癌药物反应迥异，因此肿瘤学科成为精准医疗的最重要领域之一。组学大

数据时代的来临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精准医疗的可行性。本文介绍精准和个体化医疗的概念、基础和意义，简述近年

来在此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对实施精准医疗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和归纳，首次将其分为间接方法（生物标志物检测及诊断）

和直接方法（病人源性细胞和组织在抗癌药物直接筛选的应用），最后扼要阐述精准医疗的前景和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关键词 精准医疗；个体化医疗；分子组学；生物标志物检测；病人源性细胞和组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0.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1

Precision cancer medicine: Concept, technology and perspectives

AbstractAbstract Precision medicine is defined as an approach to personaliz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ased on the omics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Human cancer is a complex and intrinsically heterogeneous disease in which patients may exhibit similar symptoms, and
appear to have the same pathological disease, for entirely different genetic reasons. Such heterogeneity results in dramatic variations
in response to currently available anti- cancer drugs. Therefore, oncology is one of the best fields for the practice of precision
medicine. The availability of omics- based big data, along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paves a way for precision
medicin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oncept, found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recision medicine, and reviews the recent progresses in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ir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n, various current available biotechniques in precision medicine are
evaluated and classified into indirect (biomarker- based detection and prediction) and direct (patient- derived cells and tissues for
direct anti-cancer drug screening) categories. Finally, perspectives of precision medicine as well as its facing challenge are briefly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precision medicine; personalized medicine; omics; biomarker detection; patient-derived cells and tissue

HANG Bo1,2, SHU Yongqian3, LIU Ping3, WEI Guangwei4, JIN Jian1, HAO Wenshan5, WANG Peijun2,
LI Bin1,2, MAO Jianhua1

1.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 Berkeley, CA 94720, USA
2. Nanjing Cardiomicx Inc, Ltd., Nanjing 211106, China
3. Department of Oncolog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Nanjing 210029, China
4. Medical Colleg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5. Nanjing Bio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Co., Ltd., Nanjing 21003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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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博弈论的磷石膏充填水质物元评价基于博弈论的磷石膏充填水质物元评价
李夕兵，范昀，兰明，尚雪义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为研究磷石膏充填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选取水中总汞、总砷、六价铬、铁、锰、铜、锌、总磷、氟化物的含量共9个影响因子

作评价指标，采用物元分析理论进行评价；针对传统物元评价中单一赋权方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不足，引入博弈论思想，对评

价指标组合赋权，建立基于博弈论的磷石膏充填水质组合赋权-物元评价模型，以《地下水质量标准》为依据对不同采样点涌水水

质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基于博弈论的物元分析法体现了不同评价因子对水质的影响，结果更加全面、系统、真实；2）未充填

区域水质可达到 I级水质标准，充填区域较差，循环用水最差，为V类水质标准；3）评价结果为磷石膏充填水环境保护方案的提

出及矿山安全、绿色开采的实现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磷石膏充填；地下水；组合赋权；物元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82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2

Evaluation of phosphogypsum filling water quality using game theory
and matter-element analysis theory

AbstractAbstract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hosphogysum filling on the ground water environment, a phosphogysum filling water quality
combination weighting-matter-element evalu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game theory and matter-element analysis theory. 9
influence factors are chosen as evaluation indexes which include mercury, total arsenic, sexivalent chromium, iron, manganese, copper,
zinc, total phosphorous and fluoride. Game theory is included in the model where combination weighting is adopted to avoid the defect
of traditional matter-element evaluation methods that use a single weigh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the seeping water quality
from different sampling points is conducted based on "Quality Standard for Ground Water".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matter-element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includes combined influences from different evaluation factors on the water
quality, the evaluation result being mor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factual. Secondly, water quality in the unfilled region reaches
water quality level 1, a lower water quality is found in the filled region, and the circulating water has the lowest water quality in this
study, i.e., water quality level 5. Finally, a phosphogysum filling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cheme is proposed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is provided for the safety in mines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ining.
KeywordsKeywords phosphogysum filling; ground water; component bestowal weights; matter-element analysis

LI Xibing, FAN Yun, LAN Ming, SHANG Xueyi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磷石膏作为中国累计堆存和年排放最大的工业固体废

物之一，其每年伴随产出的磷石膏渣高达5000万 t，累计起来

近亿吨[1]。然而这些磷石膏大多处于自然堆放的状态，不仅

侵占耕地，并且由于风化、浸泡、淋滤等作用，导致部分重金

属元素进入水或者土壤中，对周围环境造成很难消除的污

染[2]。贵州开磷矿业生产优质矿石，但其地表堆积的磷石膏

侵占耕地，污染环境，制约着集团的发展。2004年开磷集团

在大量实验基础上成功开发出磷石膏+水泥+粉煤灰的充填

采矿技术，近两年又找到磷化工的另一副产品——黄磷渣代

替水泥。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矿石回收率，还减少了磷石膏

等废物的堆存和充填成本，建成了全磷废料自胶结充填的无

废开采矿山。但磷石膏中含有大量有害元素，会对地下水造

22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920


科技导报 2015，33（15）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11-17；修回日期：2015-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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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新民，教授，研究方向为采矿和充填工艺，电子信箱：wxm1958@126.com
引用格式：王新民, 张国庆, 张钦礼, 等. 超大能力超细全尾砂长距离自流输送临界流速ELM预测[J]. 科技导报, 2015, 33(15): 27-31.

超大能力超细全尾砂长距离自流输送超大能力超细全尾砂长距离自流输送
临界流速临界流速ELMELM预测预测
王新民，张国庆，张钦礼，李帅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为准确预测司家营铁矿超大能力超细全尾砂浆体长距离管道自流输送的临界流速，对比传统的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

（SVM），建立了以管道直径、物料平均粒径、浆体体重和体积浓度为输入因子，临界流速为输出因子的极限学习机（ELM）预测新

模型。研究结果表明，ELM模型与SVM模型的相对误差均控制在5%以内，远低于BP神经网络模型的9.56%。由于隐层节点

参数均随机选取且无需调节，使得ELM算法在隐层节点数为110和200时，训练时间仅为0.02 s和0.05 s，远少于同节点状态

SVM模型的0.04 s和0.095 s，且隐含节点数越多，训练时间差距越大，运算效率越高。

关键词关键词 超大能力；临界流速；极限学习机；预测精度；运算效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75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3

ELM prediction of critical flow velocity in large-capacity long
self-flowing transportation of super fine tailings slurry

AbstractAbstract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critical flow velocity of Sijiaying's large-capacity super fine tailings slurry in long self-flowing
transportation, a new ELM prediction model is developed. The ELM model takes pipe diameter, grain diameter, slurry density and
volume concentration as input factors, and critical flow velocity as output factor. By comparing it with traditional BP neural networks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s), the superiority of ELM in improving precision and efficiency is demonstrated. It is revealed that
ELM model's relative error is blow 5%, which is lower than BP model's 9.56%. With the hidden node number being 110 and 200, the
training times of ELM are 0.02 s and 0.05 s, respectively, which both are far below the corresponding SVM's 0.04 s and 0.095 s. The
random choice and good adaptability of hidden node number makes the new ELM model superior in improving precision and efficiency.
KeywordsKeywords large-capacity; critical flow velocity;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prediction accuracy;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WANG Xinmin, ZHANG Guoqing, ZHANG Qinli, LI Shuai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管道自流输送的全尾砂胶结充填采矿法具有尾砂利用

率高，可有效预防和控制地表沉降，保证采矿作业安全、降低

损失贫化等优点，符合安全高效、经济环保的无废开采发展

新方向[1]。司家营铁矿地处河北滦县，是设计采矿生产能力

达到每年2000万 t的特大型地下充填法开采矿山。为简化充

填管理，提高系统可靠性，计划建造国内首例单充填系统能

力高达200 m3·h-1的超大能力全尾砂自流输送系统。由于全

尾砂粒径较细，部分采场充填倍线高达 9~10，超细全尾砂浆

体超长距离管道自流输送临界流速的准确计算，对保障司家

营铁矿超大能力充填系统平稳运行、实现安全高效开采意义

重大。

目前国内矿山单充填系统 [2]最大充填能力仅为 80~110
m3·h-1，大多采用 20世纪 80年代的经验、半经验公式进行临

界流速的计算，公式局限性大、误差偏高。王洪武[3]利用人工

神经网络计算了全尾砂-炼铅炉渣多相复合膏体充填料的最

佳输送参数；Trafalis 等 [4]采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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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庄洼陷沙三中亚段浊积岩储层特征牛庄洼陷沙三中亚段浊积岩储层特征
及油气富集规律及油气富集规律
崔杰 1,2，张伟 3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北京 102249
2. 中石化胜利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艺研究院，东营 257017
3. 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现河采油厂，东营 257068
摘要摘要 综合利用钻井岩心、测录井、试油等资料，通过岩心观察、薄片鉴定、物性测试、流体包裹体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牛庄洼陷沙

三中亚段浊积岩储层特征、油气分布特征进行研究，总结油气富集规律。牛庄洼陷沙三中亚段浊积岩储层主要为岩屑质长石砂

岩，以细砂岩为主，主要发育中高孔低渗特低渗透储层，储集空间类型以原生孔隙为主，次生孔隙较发育；压实作用中等，碳酸盐

胶结为主，硅质胶结较发育，长石溶蚀最为常见。储层含油性与物性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是受埋深、地层压力和储层物

性的综合控制。平面上油层围绕生烃中心和油源断层呈环带式分布，地层压力高值区与油源断层发育区是油气富集的有利场

所。油气富集受烃源岩与储层的空间配置和烃源岩热演化与储层物性演化时间上的配置决定，不同埋深浅部储层不含油，深部

储层易含油；相同埋深低物性储层不含油，高物性储层易含油；断层和地层超压发育区储层易含油。

关键词关键词 储层特征；油气富集；浊积岩；牛庄洼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4

Characteristics and oil and gas enrichment pattern of turbidite
reservoir in the middle of third member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n Niuzhuang sub-sag

Abstract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rbidite reservoir and oil and gas distribution and enrichment pattern in the middle of third member
Shahejie formation in Niuzhuang sub-sag have been investigated through core observation, thin section identification, property test and
fluid inclusion analysis using drilling core, logging and oil testing data. The turbidite reservoirs in the study area are mainly lithic
arkoses, containing fine sandstone, with middle- high po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The space types in the reservoir are mainly
primary pores, and secondary pores also develop, with moderate compaction dominated by carbonate cementation and siliceous
cementation in the secondary place, and feldspar dissolution is the most common dissolution. The oil content has no apparent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reservoir, but is controlled comprehensively by buried depth, formation
pressure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reservoir. In plane, oil layers have a ring type distribution around hydrocarbon generation
center and oil source fault, and areas with high formation pressure and oil source fault development are the favorable places for oil
and gas enrichment.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spatial allocation relationship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and

CUI Jie1,2, ZHANG Wei3
1. College of Geo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Drilling Technology, SINOPEC Petroleum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Shengli

Corporation, Dongying 257017, China
3. Xianhe Production Factory, Shengli Oilfield Company, SINOPEC, Dongying 25706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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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油藏致密油藏COCO22驱综合效益评价驱综合效益评价
蔺丽君 1，杨正明 2，王学武 2，何英 2，廖作才 3

1. 中国科学院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廊坊 065007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3.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克拉玛依 833600
摘要摘要 致密油藏储量大，开发成本高，实现经济开发至关重要。以C油田致密油藏典型区块为例，采用直井—水平井联合布井方

式，通过数值模拟，讨论了5种不同渗透率级别、8种排距下CO2驱的开发效果，结合经济评价指标分析不同油价下CO2驱的经济

效益。研究表明，当前油价下，渗透率在0.1×10-3～1×10-3 μm2时，建议C油田致密油藏典型区块采用注CO2开发方式；缩小排

距，采出程度提高，内部收益率降低，建议根据C油田开发方针和原则选择合适的排距；增加生产年限，累计采出程度提高，经济

效益呈现降低趋势，建议C油田根据自身情况需要选择合理的生产年限。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油藏；注CO2；直井—水平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5

Comprehensive benefits evaluation of CO2 displacement in tight oil
reservoirs exploitation

AbstractAbstract Tight oil reservoir has big geological reserves but its exploitation is of high cost, so how to achieve economic exploitation
has gradually been received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C oil field as an example, and adopt the combination well spacing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wells to establish a geologic model, then discuss the exploitation effect of CO2 displacement under five different
permeability levels and eight different row spacing distributions. Finally, we deeply analyze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CO2 displacement
under different oil prices with the help of economic evaluation criteria.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we obtai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hen the permeability is between 0.1×10-3 μm2 and 1×10-3 μm2, the C oil company should choose the CO2 displacement
exploitation rather than waterflooding under the current oil price; although decreasing the row spacing will enhance oil recovery, it
will decrease the economic benefit, so the C oil company should adopt the appropriate row spacing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urrent
situation; prolonging the productive life will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rate of recovery, but that is no good to the economic benefit, so
the C oil company shoul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productive life by self-condition.
KeywordsKeywords tight oil reservoirs; CO2 displacement;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wells

LIN Lijun1, YANG Zhengming2, WANG Xuewu2, HE Ying2, LIAO Zuocai3
1. Institute of Porous Flow and Fluid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gfang 065007, China
2.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Langfang, Langfang 065007, China
3. Karamay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Karamay 833600, China

致密油藏储层资源是中国未来较为现实的石油接替资

源[1]。致密油藏储量大，储层基质孔喉细小，渗流阻力大，呈

现明显的非线性渗流特征和压力敏感性，导致致密油藏开发

难度大。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已在油田采用气驱采油，

其中美国的CO2驱产油量占提高采收率中产油量的23.6%[2～5]。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庆油田开展了CO2小井距先导试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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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扎布耶盐湖卤水西藏扎布耶盐湖卤水273273 KK等温蒸发等温蒸发
实验实验
姜旭 1,2，乜贞 2，周保华 1，卜令忠 2，武强 3

1. 济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济南 250022
2.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西藏扎布耶盐湖卤水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盐田相分离技术是盐湖卤水资源开发利用的

有效手段，而盐湖卤水蒸发实验是盐田相分离技术的基础。通过对西藏扎布耶盐湖冬季卤水进行273 K等温蒸发实验，研究了

蒸发过程中盐类结晶析出规律，发现扎布耶冬季卤水273 K等温蒸发析盐顺序为石盐、芒硝、硼砂、泡碱、钾石盐、碳酸锂，与Na+、

K+//Cl-、CO2-
3 、SO2-

4 —H2O五元水盐体系298 K相图有一定区别；锂在实验中得到了有效的富集，与原卤水相比浓缩倍数达

3.66倍；钾主要以钾石盐的形式于蒸发实验中后期结晶析出，可得到较高品位的钾混盐，其中钾石盐品位最高可达到17.13%，很

适合后续提取；硼砂在整个蒸发过程均有析出，相比高温条件，硼砂析出较分散且含量不高，不利于其利用。扎布耶年均气温在

0℃左右，该等温蒸发实验可为低温条件下开发利用扎布耶盐湖卤水资源提供基础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扎布耶盐湖；273 K等温蒸发；析盐规律；碳酸盐型卤水；碳酸锂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599，TQ11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6

273 K isothermal evaporation of the Zabuye salt lake brine, Tibet,
China

AbstractAbstract Zabuye salt lake is located in the interior of the Tibetan Plateau, China. With its brine rich in mineral resources, the lake is of
great economic value. Those resources can be effectively exploited using solar pond technology. As a foundation for solar pond technology,
evaporation experiments on salt lake brine were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An isothermal evaporatio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at 273 K
on the winter brine from Zabuye salt lake.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 the crystallization path of salts has been obtained, and the
precipitation sequence during 273 K isothermal evaporation was halite (NaCl), mirabilite (Na2SO4·10H2O), borax (Na2B4O7·10H2O), natron
(Na2CO3·10H2O), sylvite (KCl), and zabuyelite (Li2CO3),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etastable phase diagram of the quinary system
Na+, K+ //Cl-, CO2-3 , SO2-4 —H2O at 298 K. In the experiment, lithium was enriched effectively in the brine, with its concentration up to 3.66
time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brine. Potassium precipitated as sylvite in the late stage of the evaporation process, and the
content of potash reached 17.13% in solid phases. Although borax precipitated during the whole evaporation process, high grade borax

JIANGXu 1,2, NIE Zhen2, ZHOU Baohua1, BU Lingzhong2, WU Qiang3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2. MLR Key Laboratory of Saline Lak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3.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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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纳米添加纳米AlAl微微粒对纯钛微弧氧化膜层粒对纯钛微弧氧化膜层
性能的影响性能的影响
周琳燕 1，古雅菁 1，欧阳小琴 1，肖胜辉 2，张斌斌 2，万莹 2，王春霞 3，冯长杰 3

1. 中航工业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理化测试中心，南昌 330024
2. 中航工业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南昌 330024
3. 南昌航空大学材料学院，南昌 330063
摘要摘要 在微弧氧化电解液中添加纳米Al微粒，在纯钛表面进行微弧氧化制备 Al2O3/TiO2复合微弧氧化膜，采用Quant 200型扫

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膜层的表面形貌，并研究纳米Al微粒对微弧氧化复合膜层硬度和耐磨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纳米Al
微粒的添加可使纯钛微弧氧化膜的表面更加平整致密，硬度和耐磨性显著提高。电解液中添加3 g/L纳米Al微粒后，微弧氧化的

终止电压由460 V上升至515 V，硬度由811 HV提高至1232 HV，平均摩擦系数由0.68降低至0.57，磨损失重由1.0 mg降低至

0.58 mg。
关键词关键词 微弧氧化；纳米Al微粒；Al2O3/TiO2氧化膜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15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7

Effects of adding nano-Al particles into electrolyte on the performance
of micro-arc oxidation coating formed on pure titanium

AbstractAbstract The micro- arc oxidation technology is employed to prepare an Al2O3/TiO2 composite coating on pure titanium with Al
particles addition into electrolyte.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micro- arc oxidation composite coating is investigated by Quant 200
SEM. The properties of Al2O3/TiO2 composite coating are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the hardness and abrasion resistance of micro-arc
oxidation with different Al particle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cro-arc oxidation technology can be introduced to prepare
Al2O3/TiO2 composite coating. The addition of Al particle into the electrolyte can improve the compactness, abrasion resistance and
hardness of micro-arc oxidation composite coating. The termination voltage of micro oxidation increases from 460 V to 515 V, the
hardness increases from 811 HV to 1232 HV, the average friction coefficient decreases from 0.68 to 0.57, and the wear
weightlessness reduces from 1.0 mg to 0.58 mg when the content of Al particles is 3 g/L.
KeywordsKeywords micro-arc oxidation; nano-Al particles; Al2O3/TiO2 oxidation coating

ZHOU Linyan1, GU Yajing1, OUYANG Xiaoqin1, XIAO Shenghui2, ZHANG Binbin2, WAN Ying2,
WANG Chunxia3, FENG Changji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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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比重小、比强度高、高温和低温力学性能良好,是
一种优良的结构材料，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舰船、化工、

汽车和生物医学等各个领域。但钛及钛合金硬度低，耐磨性

差，严重影响钛及钛合金的使用安全性，对其进行表面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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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通径系数分析的细菌脱硫实验基于通径系数分析的细菌脱硫实验
条件优化条件优化
艾纯明，吴爱祥，王洪江

北京科技大学金属矿山高效开采与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为探明金属硫化矿细菌脱硫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采用嗜酸细菌进行柱浸实验。实验方案采用均匀设计法，分析了溶

液初始pH值、布液强度和矿石平均粒径3个因素对脱硫效果的影响。脱硫实验结果表明，布液强度对矿石脱硫率的影响最大，

矿石粒径次之，pH值最小。对脱硫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布液强度、pH值与脱硫率为正相关，矿石粒径与脱硫率为负相

关，脱硫率预测最大值可达到19.66%。此外，电镜扫描显示，细菌脱硫作用使矿石表面由致密变为疏松，矿石表面的硫含量由

43%左右降低至15%左右，表面脱硫率为65%，矿石的可燃性降低。

关键词关键词 细菌脱硫；通径分析；硫化矿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8

Experimental condition optimization of bacterial desulfurization based
on path coefficient analysis

AbstractAbstract Acidophilus bacteria desulfurization column leaching is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desulfurization of metal sulfide
ore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nhibiting the spontaneous combustion. Uniform design i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in which factors
investigated include initial pH value, liquid arrangement intensity and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or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sulfurization rates by liquid shows that the liquid arrangement intensity influences the desulfurization most, the ore particle size
less, and the pH value the least. Liquid arrangement intensity and pH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sulfurization rate, but ore
particle size negatively. The result of SEM shows that the sulfur content of the ore surface is reduced to 15% or less from about 43%.
The ore flammability is lower, with the surface desulfurization rate being 65%.
KeywordsKeywords bacterial desulfurization; path coefficient analysis; sulfide ore

AI Chunming, WU Aixiang, WANG Hongjiang
Key Laboratory of High-Efficient Mining and Safety of Metal Min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硫化矿石自燃是金属矿山开采中面临的严重灾害之

一，中国有近 1/3的金属矿山存在内因火灾的危险 [1]。矿石

自燃不仅造成矿石损失，还会造成大量工程报废、毒气污染

等后果 [2,3]。硫化矿内因火灾的根本原因是矿石中硫元素的

氧化放热。充足的氧气及不断聚集的热量是主要的外在因

素 [4,5]。传统抑制硫化矿自燃的措施主要集中在阻隔空气、

快速散热两方面[6,7]，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硫的氧化问题，无

法根除内因火灾。

将细菌脱硫技术用于防止硫化矿自燃，利用菌液将矿

石表面的硫氧化，对于危害的防治就由被动变为主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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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参数对空调系统能耗的影响设定参数对空调系统能耗的影响
邱泽晶 1，骆超 2，马志同 2,3,4，郑鑫 1，段志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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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 518055
5. 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武汉 430074
摘要摘要 选择位于深圳的一栋小面积办公建筑为例，建立了建筑空调系统的物理和数学模型，基于EES和Matlab软件计算模拟，

研究了空调系统的室内设定温度、送风温差、冷冻水和冷却水温差参数对空调系统能效比（EER）、制冷系数（COP）、输送效率和

功耗等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室内设定温度每升高1℃，空调冷负荷减少5.6%，COP和EER分别升高7.2%和4.75%；送风温

度每升高1℃，冷负荷下降4%，COP和EER分别降低5.2%和4.64%，以设备总功耗为单一指标，送风温差9.5℃为最佳值；冷冻

水温差每升高1℃，冷冻水输送系数升高7.85%；冷却水温差每升高1℃，冷却水输送系数升高8.68%。该结果对空调设计和施

工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空调系统；能耗；制冷机制冷系数；制冷系统能效比；输送效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K1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09

Effects of parameters setup on energy consumption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AbstractAbstract An office building in Shenzhen was selected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indoor temperature setup, air supply
temperature difference, cold and cooling wate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n energy consumption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physical and mathema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oor temperature setup has relatively large influence on the air
conditioning load and energy consumption. With indoor temperature setup increasing by 1℃, the air conditioning load decreases by
5.6% , and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 and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EER) increase by 7.2% and 4.75% . With air supply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ncreasing by 1℃, the air conditioning load decreases by 4%, and COP and EER decrease by 5.2% and 4.64%.
With cold wate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ncreasing by 1℃ , the cold water transfer factor increases by 7.85% . With cooling water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ncreasing by 1℃, the cooling water transfer factor increases by 8.68%.
KeywordsKeywords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transfer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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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电磁中继传输技术研究及应用井下电磁中继传输技术研究及应用
胡越发，杨春国，高炳堂，王立双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100101
摘要摘要 钻井过程中，可以通过随钻测量技术实时获取井下工程参数及地质参数。电磁随钻测量技术有着其他随钻测量技术难以

比拟的优势，但其易受到地层电阻率的限制，导致电磁信号传输深度较浅，因此电磁信号的传输深度是电磁随钻测量技术发展和

应用的最大制约因素。分析表明，采用中继传输技术是提高电磁信号传输深度最直接、经济的方法。为此，开展了井下电磁信号

中继传输特性理论研究，确定了中继器电磁激励方式和天线结构，建立了井下电磁信号中继传输模型；设计了中继器开发方案。

根据方案，完成了中继器工程样机的研制，并进行了现场应用实验。实验表明，采用井下电磁信号中继传输技术可有效提高

EM-MWD仪器的传输深度，每级中继器可以提高传输深度70%以上，从而使电磁信号的传输深度不再受制于地层电阻率，拓展

了EM-MWD仪器的使用范围。

关键词关键词 EM-MWD；中继传输；中继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N929.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10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ownhole electromagnetic relay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AbstractAbstract In the drilling process real-time downhole engineering parameters and geological parameters can be obtained by the MWD
technology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rilling technology. Electromagnetic MWD technology has unique
advantages, but it is vulnerable to formation resistivity restriction and results in a smaller depth of electromagnetic signal
transmission. Therefore, the transmitted depth of electromagnetic signal is the greatest constrain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M-MWD. The relay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is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the transmission depth of electromagnetic signal. For this
reason, in this paper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lectromagnetic signal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is conducted, and the electromagnetic
excitation mode of repeater and the antenna structure are determined. Then an electromagnetic signal relay transmission model and a
repeater development program are established. On this basis, the repeater and application experiments are develop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ownhole electromagnetic relay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depth of EM-MWD. The transmission
depth can be increased more than 70 percent by each repeater. Therefore, the use of EM-MWD is greatly expanded.
KeywordsKeywords EM-MWD; relay transmission; repeater

HU Yuefa, YANG Chunguo, GAO Bingtang, WANG Lishuang
Sinopec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Beijing 100101, China

随钻测量技术可以保证在钻井过程中，实时获取工程参

数及地质参数等井下信息，促使钻井由盲钻向智能钻井发

展。随钻测量有无线和有线两种信号传输方式，与有线方式

相比，无线方式操作方便且使用成本较低，是目前的发展方

向[1]。无线随钻测量主要有泥浆脉冲、电磁波、声波等3种传

输方式 [2]，其中电磁随钻测量传输速率高；不受泥浆介质影

响，可有效应用于欠平衡钻井 [3]；测量时可节约钻机作业时

间；安全性高且使用成本低，具备其他两种电磁随钻测量技

术难以比拟的优势。电磁波在井下的传输易受地层电阻率

的限制，信号传输深度较浅，因此，电磁信号的传输深度是电

磁随钻测量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主要瓶颈[4]。

提高电磁信号的传输深度，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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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MCSMCS算法的振动主动控制时滞算法的振动主动控制时滞
补偿补偿
马天兵，张建君，杜菲，钱星光

安徽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淮南 232001
摘要摘要 针对振动主动控制中时滞会引起最小控制合成算法失稳问题，提出在传统的最小控制合成算法（MCS）的基础上，应用

smith预估器时滞补偿原理，在MCS算法中添加时滞补偿因子，构建一种改进的具有时延补偿的MCS算法。选取工业生产中常

见的受控机械臂结构进行建模和仿真。结果表明，改进的MCS算法克服了振动主动控制策略中时滞失稳问题，具有较好的时滞

补偿控制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时滞补偿；最小控制合成算法；振动控制；smith预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27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11

Research on time-delay compensator for 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based on MCS algorithm

AbstractAbstract The minimal control synthesis (MCS) algorithm is a kind of self-adaptive control algorithm,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utomatic control field because of simple calculation, intuitive structure, good non-linear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against anti-
interfere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ime-delay of vibration active control, which may cause the algorithm's instability
problem, a time delay compensation factor is designed for improving the traditional MCS algorithm on the basis of the Smith predictor
using the time-delay compensation principle. Then a controlled manipulator commonly used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is chosen for
building the dynamic model and simulation stud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mproved MCS algorithm can not only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delaying buckling in an 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strategy, but also has a good effect of delaying compensation control.
KeywordsKeywords time delay compensation; minimal controller synthesis (MCS); vibration control; smith estimates

MA Tianbing, ZHANG Jianjun, DU Fei, QIAN Xinggua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现实中许多系统的变化趋势不仅与当前状态有关，还取

决于过去的状态，这种现象称为时滞[1]。从系统理论的观点

来看，系统的各个部分如传感器的测量、控制系统决策、驱动

器作动都存在时滞。时滞会导致控制系统性能恶化，甚至破

坏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时滞的存在给控制系统的分析和综

合带来了很大困难。特别地，随着振动主动控制技术向宽频

和高速方向发展，受控机械系统的控制速度和控制品质也相

应的提高，而其控制器和作动器却出现了不可避免时滞问

题，由于时滞的存在，扰动不能被及时察觉，控制需要长时间

（相对来说）才能反映到系统上，因而导致传统的控制器参数

不易选取，若控制参数调整不当，会造成系统控制品质下降，

严重时会导致受控机械系统失稳，整个系统崩溃。受控机械

系统这种难以避免的时滞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最小控制合成算法[2]是由Stoten等于1989年提出的一种

自适应算法，由于该算法在解决非线性和时变系统的突出效

果，受到了国际控制理论和控制工程领域的广泛关注。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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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风作用下汽车外流场气动特性分析侧风作用下汽车外流场气动特性分析
张甫仁 1，张金龙 1,2，屈贤 1，乐欢 1

1. 重庆交通大学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重庆 400074
2. 重庆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重庆 400074
摘要摘要 针对汽车行驶中受侧风的影响问题，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侧风作用下汽车的气动特性。利用三维软件UG设定某实车模

型参数，基于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实车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侧风作用下车身外流场变化以及不同前车窗倾角对汽车气动特

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侧风中汽车外流场不对称，导致空气侧向力系数急剧增加达到 0.927，空气阻力系数增加 38.5%达到

0.392，空气升力系数增加15.6%达到0.281；随着前车窗倾角的增大，车身底部气流在车尾的分离推迟，尾涡数量减少，车身表面

正负压区域缩小，空气侧向力及空气升力系数变小，在前车窗倾角为35°时，汽车在侧风中的气动特性最优。

关键词关键词 汽车；气动特性；车身外流场；前车窗倾角；侧风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12

Numerical 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different front window angle cars
in crosswind

AbstractAbstract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cars driving in crosswind are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A real car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front window angle is modified by the three-dimensional software of UG. Then numerical simulations for these
models are taken using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mechanics metho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dy outflow field in crosswind are
analyzed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front window angles o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s a result, the body outflow
field becomes no longer symmetrical and this leads to aerodynamic side force coefficient up to 0.927, aerodynamic drag coefficient
increased by 38.5% (up to 0.392) and aerodynamic lift coefficient increased by 15.6% (up to 0.281). Meanwhile, the airflow
separation from the bottom at the rear is postponed and the number of vortexes is reduced since the front window angle becomes
larger. The area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ssures are smaller. When the front window angle is 35°, there is the best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 in crosswind.
KeywordsKeywords vehicl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body flow field; front window angle; crosswind

ZHANG Furen1, ZHANG Jinlong1,2, QU Xian1, LE Huan1

1.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Automobile Engineering,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2. College of Automobile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随着现代车辆轻量化技术不断提升，汽车行驶中受各种

侧风影响的空气动力学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1]。侧风已严重

影响了高速行驶车辆的安全性，甚至导致严重交通事故 [2]。

因此，研究侧风中车身外流场结构规律，对改善汽车的行驶

稳定性有重要意义。

针对车身外流场及汽车行驶稳定性的研究，国内外已取

得了较多成果。王夫亮[3]研究了车速与侧风速度对汽车行驶

稳定性的影响；杨啟梁等[4]、谷正气等[5]从侧风风压中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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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接头对现代木结构桥梁对接接头对现代木结构桥梁 SLTSLT
桥面板性能的影响桥面板性能的影响
傅梅珍 1，刘永健 1，姚晓荣 2，李娜 1，张志伟 1

1.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西安 710064
2.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长春 130012
摘要摘要 针对现代木结构桥梁应力叠合木（SLT）桥面板性能受其对接接头的影响问题，探讨了Ritter、Crews的设计方法以及加拿

大、美国、欧洲的有关规范，并通过工程实例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表明，对接接头会降低SLT桥面板的强度及刚度，为了保证结

构安全，需要合理设计对接接头的频率与间距，而各种设计方法及规范中，Ritter设计方法相对安全，目前SLT桥面板的应用在

中国尚处于初期研究阶段，适合采用安全系数较高的Ritter设计方法；在恒载和活载作用下，SLT桥面板的挠度安全储备较应力

安全储备大，采用Ritter设计方法时弯曲应力计算值为设计值的69.2%，而挠度计算值为容许值的90.7%，因此在SLT桥面板的

应用设计中要着重考虑满足刚度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木结构桥梁；应力叠合木桥面板；对接接头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99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13

Influences of butt joint on the behavior of stressed laminated timber
deck of modern timber bridge

AbstractAbstract For the problem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stress laminated timber (SLT) deck of modern timber bridge is influenced by
butt joint, the design methods of Ritter and Crews and the specifications of Canada, Europe and America are discussed, and the
calculations contrasted through a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j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utt joint may reduce the strength and
stiffness of the SLT deck, and that reasonable butt joint frequency and spac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structure. The Ritter's design method is relatively safe among the various kinds of design methods and can meet
the specification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because the application of SLT deck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 at
present. The SLT deck has a larger emergency capacity of stiffness than that of strength under dead load and live load, the
calculated value of bending stress is 69.2% of the design value, and the calculated value of deflection is 90.7% of the
permissible value using the Ritter's design method, so the stiffness requirement should have a priority in the design
consideration.
KeywordsKeywords timber bridge; stress laminated timber deck; butt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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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Highwa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2. Jilin Communication Polytechnic, Changchun 13001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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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云翔, 钟赣生, 柳海艳, 等. 优选配比条件下海藻玉壶汤加减海藻甘草反药组合对大鼠甲状腺肿大的治疗作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15):

87-91.

优选配比条件下海藻玉壶汤加减海藻优选配比条件下海藻玉壶汤加减海藻
甘草反药组合对大鼠甲状腺肿大的治甘草反药组合对大鼠甲状腺肿大的治
疗作用疗作用
刘云翔 1，钟赣生 1，柳海艳 1，李怡文 2，欧丽娜 1，赵桐 1，刘明 1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029
2. 北京煤炭总医院药剂科，北京 100028
摘要摘要 探讨海藻玉壶汤加减海藻甘草反药组合对大鼠甲状腺肿大的治疗作用。实验将Wistar大鼠随机分为7组，空白组灌服生

理盐水，其余各组连续14 d灌服丙硫氧嘧啶复制甲状腺肿大模型，以优甲乐作为阳性对照药，各组分别给予相应治疗药物，1次/d，
连续28 d。测定甲状腺系数、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四碘甲状腺原氨酸（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四碘甲状腺原

氨酸（FT4）、促甲状腺激素（TSH）、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水平，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法（HE染色）观察各组大鼠甲状腺

组织形态。结果显示，海藻玉壶汤全方组、去海藻组、去甘草组以及去海藻甘草组的甲状腺系数较模型组明显降低，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给药各组T3、T4水平较模型组有升高的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给药各组对TSH的水平有明显降低，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全方组的TRH水平较模型组明显降低，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去海藻组、去甘草组和去海藻甘草组有降低

的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HE染色镜下结果显示，给药各组对甲状腺肿大均有恢复作用，全方组效果最为显著。根据检测结果，

优选配比条件下，含反药配伍的海藻玉壶汤全方组对甲状腺肿大的恢复作用以及甲状腺各项指标回调效果优于全方去单味海

藻、甘草或同时去掉海藻甘草的配伍组合。

关键词关键词 海藻玉壶汤；反药组合；甲状腺肿大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285.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14

Therapeutic effect of Haizao Yuhu decoction with/without seaweed
and liquorice anti-drug combination on goiter rats in preferred
dosage conditions

AbstractAbstract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HaizaoYuhu decoction with or without seaweed and liquorice anti-drug combination on
goiter rats,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7 groups. The blank group were gavaged normal saline, the other groups were fed
propylthiouracil copy goiter model，with the Euthyrox as a positive control drug. Continuous administration of drugs was used once a
day for 28 days To detect the thyroid coefficients, T3, T4, FT3, FT4, TSH and TRH, the thyroid tissue morphology in each group was
observed by HE staining.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thyroid coefficients of each group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odel group and

LIU Yunxiang1, ZHONG Gansheng1, LIU Haiyan1, LI Yiwen2, OU Lina1, ZHAO Tong1, LIU Ming1

1. College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Pharmacy Department, Beijing Meitan Hospital, Beijing 10002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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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润湿性表面研究与应用进展极端润湿性表面研究与应用进展
宋金龙 1，陆遥 2，黄帅 1，刘新 1，徐文骥 1

1. 大连理工大学精密与特种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2.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化学系材料化学研究中心，伦敦 WC1H 0AJ
摘要摘要 简介了极端润湿性表面相关理论，总结了极端润湿性表面的制备方法，讨论了极端润湿性表面在自清洁、防雾、抗结冰结

霜、耐腐蚀、响应开关、油水分离、高负载力水上设备、液体无损转移、液体定向运输、血液相容材料等领域的应用，指出了实现极

端润湿性表面真正工业化应用所需解决的问题，认为制备机械性能好、静/动压承受能力强的超双疏表面是超疏液极端润湿性表

面制备方面的大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极端润湿性；超疏/亲水表面；超疏/亲油表面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H16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5.015

Progress 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extreme wettability surfaces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extreme wettability surface, the fabrication methods of the extreme wettability surface are
reviewed,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treme wettability surface to self-cleaning, anti-fogging, anti-icing and -
frosting, corrosion resistance, response switch, oil/water separation, water equipment with high loading force, no loss transport of
liquid, directional transport of liquid, and materials with blood compatibility is discussed The problems needed to be resolved for real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the extreme wettability surface are pointed out. Fabrication of superamphiphobic surface with good
mechanical property and high bearing capacity of static/dynamic pressure is the main trend.
KeywordsKeywords extreme wettability; superhydrophobic/superhydrophilic surface; superoleophobic/superoleophilic surface

SONG Jinlong1, LU Yao2, HUANG Shuai1, LIU Xin1, XU Wenji1
1. Key Laboratory for Precision and Non-traditional Machining Technolog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2. Materials Chemistry Research Centre,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WC1H 0AJ, UK

固体表面润湿性是固-气-液界面的一种现象，常用接触

角来衡量。极端润湿性表面主要分为超亲液（接触角<10°）
和超疏液（接触角>150°）两种。按照液体表面张力的不同，

又常被分为超亲水、超疏水、超亲油和超疏油4种。由于油类

液体的表面张力远小于水，因此通常空气中超亲水表面同时

超亲油（部分超亲水表面在水下显示超疏油），而超疏水表面

同时较难超疏油。

极端润湿性表面具有巨大应用前景，在过去 10年，越来

越多的国家和团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相关论文数量一直在增加，如图1所示，其

中仅 2014年发表的有关超疏水（superhydrophobic）方面的论

文数量已达 1449篇。目前研究人员发现极端润湿性表面在

自清洁、防雾、抗结冰结霜、耐腐蚀、响应开关、油水分离、高

负载力水上设备、液体无损转移、液体运输、血液相容材料等

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本文总结近年来极端润湿性表面的制备方法和应用方

面的研究现状，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解决相关问

题的建议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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