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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内对地下深部探测工程给予了较多注意，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国地表1：2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已经完成。地表地质与
地下情况是不同的，而矿产与地震均发生在深部，如何将地表地质情况与深部地质构造情况联结起来，这就是深部探测工程所要解决的主
要科学问题。

在中国，人们对地下深部探测工程的理解很不同。有的强调发现地心的密码（3000~6000 km深处），有的强调找500~2000 m深部
矿产，有的强调确定活动断裂产出与延深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有的强调发现地幔盖层断裂30~80 km深以寻找软流圈上涌通道，有的
强调研究地幔柱分布以发展大陆动力学等等。目标不同，技术思路不同，使用的探测技术方法和对探测数据解释也就不同。

深部探测工程与通常单科性的地质调查不同，是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大地测量，以及钻探工程等高度综合性的大系统工程，其
中打超深钻基准井以取得深部地质与地球物理参数，用以校证和辅助解释所取得的深部数据，更要有大的资金投入。前苏联在科拉半岛
元古代地层区打了一个12.2 km深的超深钻，用了10多年，成为世界绝唱。

早期地下深部探测是以地壳为勘察对象，探测深度限于30~40 km；现在，则进一步发展到以地壳与上地幔为研究对象，探测深度一般
在0~200 km，或660 km，即达到上下地幔的过渡带。

找深部金属矿产与研究深部地质构造不同，由于金属矿产规模较小和矿体形状复杂，结构性质变化又大，探测工作有很大特点。过去
我们是以埋深在500 m深度以浅的矿产为对象，现在技术经济条件允许将开采深度增加到1000~1500 m，一般性矿产埋藏过深目前是不
能利用的。要加大找矿深度，必需研发一套与地下深部探测完全不同的方法技术来探测。

我国地下深部探测开始于1959年，中国科学院曾融生先生带队在柴达木冷湖等地区开展地震测深方法试验，得到了上地幔顶部广角
地震反射数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在唐山震区进行了深反射地震试验，探测地下10~20 km深的地壳结构，以研究地震
产生的构造背景，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1978年法国政府正式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开展喜马拉雅地壳上地幔研究的要求，我国积极响应，1980—1982年开展
了合作研究，由地质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地层古生物、构造、岩石、爆炸地震、大地电磁测深法，古地磁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在藏南完成
了3条总长1500 km的地震测深探测（主要是2条东西向大剖面）及8个大地电磁测深点，4个天然地震观测台站的观测。这是我国第一次
实施的综合性研究，取得了很好科学成果，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与研究方法，培养了一支深部探测队伍。先后在Nature等刊物上发表多篇
文章，引起国际地学界轰动；在此基础上1985—1995年我们又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从亚东—格尔木—内蒙额济纳旗总长2450 km的综合
地学大断面测量与研究。其中补作了1390 km的地震测深观测及多点地热流测量。其成果得到国际组织高度评价，并作为样板资助出版
在世界推广。

为了进一步提高深部探测科学技术水平，1992年我国又与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合作开展“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深剖面测量与研
究”（即 INDEPTH项目），以高分辨率的深反射地震法（美国最早于1977年开展深反射地震试验与全国应用，工作经验丰富）为主多学科多
方法的深部调查，研究藏南3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即1）沿雅鲁藏布江是当代最新最典型的大陆与大陆的碰撞带（即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碰
撞），碰撞后大陆之间地壳与上地幔发生了哪些现象？2）地球上最高最新的造山带——喜马拉雅山是怎么样形成的？检验已提出的多个
造山模型。3）地球上最新、最高、规模最大的青藏高原巨厚地壳厚度、结构是如何形成的？经过1992—1996年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先后在Nature、Science发表了7篇文章，引起国际关注，推动了国际上更广泛地开展青藏高原研究；1996年国际地质大会上，国际岩石圈
委员会主席K.Burke在主旨报告中提出，INDEPTH项目的合作模式是国际地学界联合攻关的可推广的模式。现在 INDEPTH项目已推进
到祁连山与阿拉善地块，这些老缝合带老地块地区结构与构造又有许多新的特点。

总结这3次工作的经验，中国的深部探测工作已有很好的工作基础。中国的科技人员完全可以在中国这块拼合的大陆上演一出好
戏。中国在深部探测领域中最大的短板是软实力较弱，特别是研究思想不开阔，研究目标不集中，学科思维单一，个人单兵操作，群体讨论
很少，习惯于验证外国人提出的模式，加之许多数据不能共享，严重束缚了国人创新发展，与当前已进入大地
球科学的形势很不适应，使我们的深部探测总是无法上升到更高层次，从而解决中国地学问题，为地球科学
的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最近几年，国内又开展了全国性的深部探测，将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如老构造地层
区、老的岩浆岩分布区、老的裂谷带等等方面，这更需要我们理出一条新思路，机会在等待我们，希望我们能
取得更辉煌的科学成果。

开展深部探测工程要发挥群体性优势

（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 100037）

赵文津，北京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现
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大陆动力学委员会主任、勘探地球物理委员会顾问组组长等职。

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和深部地球物理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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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基因组学：解开生命奥秘的钥匙

人类在远古时代就认识到优良动植
物能产生与之相似的优良后代。英国生
物学家达尔文（C. R. Darwin）在1831—
1836年随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球科
学考察基础上，于 1859年出版《物种起
源》，系统阐述了进化论，但尚未讨论生
物遗传和变异的遗传学基础。1856—
1864年，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G.J.
Mendel）进行了大量植物杂交试验，在
1865年发表“植物杂交试验”论文，提出
遗传单位是遗传因子的观点，并揭示出
遗传学的2个基本定律——分离定律、自
由组合定律。1909年，丹麦植物遗传学
家维尔赫姆·约翰森（W. L. Johannsen）
根据菜豆选种试验提出纯系学说，并用

“基因”这一名词指代任何一种生物中控
制任何性状而其遗传规律又符合孟德尔
定律的遗传因子。1910年，美国进化生
物学家摩尔根（T. H. Morgan）通过果蝇
的遗传实验，认识到基因存在于染色体
上，并且在染色体上呈线性排列，从而得
出了染色体是基因载体的结论。20世纪
50年代以后，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尤
其是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 D.
Watson）和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
克（F. H. C. Crick）提出基因双螺旋结构
后，人们才真正认识了基因的本质，即基
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断。《大百科
全书》将基因定义为“含特定遗传信息的
核苷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
位”。

1920年，德国植物学家汉斯·温克勒
（H.Winkler）首次提出“基因组”概念，用
于描述生物的全部基因和染色体组成。
在生物学中，一个生物体的基因组是指
包含在该生物的DNA（部分病毒是RNA）
中的全部遗传信息，包括基因和非编码
DNA。更精确地讲，一个生物体的基因
组是指一套染色体中的完整的DNA序
列。而基因组学是通过分析基因组DNA
序列或其表达中间过程或产物等来解读
这些信息的学科。

1986年，美国科学家托马斯·罗德里
克（Thomas Roderick）提出“基因组学”
一词，用于概括涉及基因组作图、测序和
整个基因组功能分析的遗传学学科分
支。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
动，标志着基因组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

分支学科正式诞生。2006年，人类24条
染色体的全部解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画
上了完美的句号，同时也标志着基因组
学走向了独立和成熟。

对植物基因组的研究始于 1998年
启动的“美国植物基因组计划”，拟南芥
成为第一个被测序的高等植物。此后水
稻基因组计划、麦类基因组计划、玉米基
因组计划相继发起，取得了巨大进展，产
生了一系列理论与方法，从而发展成为
一门新兴学科——植物基因组学。至
2014年，已经完成基因组测序的植物接
近50种，其中不乏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
济作物，如 2005年水稻全基因组“精细
图”完成，2009年黄瓜基因组精细图绘制
完成、高粱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完成、玉
米全基因组测序完成，2012年西瓜基因
组序列图谱绘制与破译完成，2013年小
麦A、D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等。植物基
因组学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分子育种研
究，将基因组序列信息应用到分子育种
领域，对培育高产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品种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

为了展示作物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
成果，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所长薛勇彪研究员的帮助下，《科技导
报》2015年第 16期刊登 5篇“作物基因
组学专题”论文，重点报道水稻、小麦、玉
米、高粱等作物的基因组学研究进展和
相关技术。本期封面图片为高粱种植示
意图，由景海春研究员提供。本期封面
由王静毅设计。

（（文文//王媛媛王媛媛））

·导 读·

P7 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那些“万一”
生活中有很多偶然因素，我们有时甚至因“侥幸”而有沾沾

自喜之感。然而，事情并不总是向着预想的方向发展。一旦涉

及到生命健康，我们就不能再怀揣一颗侥幸的心，因为说不准

哪些隐患，就会使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P12 谈科学知识发现和创新的轨迹
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创新过程由研究者的思维主导，其本

身也有规律；研究者的思维轨迹是否逼近这种规律，往往决定了

科学研究的成败。本文由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撰文，他结合几

十年的研究工作，总结出了科学知识发现创新的思维轨迹图。

P109 科学文化的表述形式
科学内容经常以抽象的方式表达，对非专业人士来说，不

太好理解。若用其他的文化形态（如美术、音乐、文学作品等）

来表达，则有助于科学文化的传播。对于学术界和专业人士，

以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刻画其文化属性

不失为表达科学文化的好方法。本文对科学文化的表述形式

进行了论述，并提出科研人员做科普的高级境界。

P17 水稻的起源于驯化——来自基因组学的证据

水稻的起源和驯化问题长期存在争议。本文综述了水稻起源和

驯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认为水稻2个亚种独立起源于野生祖先种内很

早就分化的不同类群，但一些控制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可能首先在

一个亚种中被驯化，然后通过基因渐渗扩散到另一个亚种。

P33 植物代谢组学技术及研究进展

植物代谢物在种类、含量、生理功能方面极具多样性。植物代谢组

学已被广泛应用于代谢物积累模式及其遗传基础研究、代谢相关基因

的鉴定及途径解析。本文综述了植物代谢组学分析技术的基本组成、

发展状况及植物代谢组学应用于现代植物生物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P56 水环境中药品和个人护理品的迁移转化、

毒性效应及其风险评估

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不断被排入水体中，对生态环境及

人类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本文综述了PPCPs的种类和来源，分析了

PPCPs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毒性效应及其水环境风险评估的现

状，针对PPCPs风险评估方法的缺陷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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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0808--0101至至20152015--0808--1515））

1 我国FAST望远镜装上首个反射单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2日，中国500 m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大

科学工程的重要部件——

第一个拼装检测合格的反

射单元，在贵州平塘克度镇

FAST工程现场成功吊装。

未来数月内，4450个反射

单元将拼出30个足球场大

的接收面积，以捕捉远在百

亿光年外的射电信号。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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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黄金大米论文被撤回 能否补充维生素A仍存争议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3日消息，一项证明转基因黄金

大米能减轻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的争

议性研究，在调查发现其被如何开展

方面存有问题的近2年后，被《美国临

床营养学杂志》撤回。黄金大米的支

持者对这个最先由《撤稿观察》网站报

道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他们指出，相关

数据和结论仍然是强有力的。
图片来源：黄金大米人道

主义委员会

3 新版人民币防伪技术达国际水平且有独到之处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央行 10日宣布，将于 2015年 11月 12日起发行 2015年版

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央行发布的信息显示，新版100元纸

币在保持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规格、正背面主图

案、主色调、“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国徽、盲文和汉语拼音行名、

民族文字等不变的前提下，对部分图案做了适当调整，对整体防

伪性能进行了提升。

4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54位专家到北戴河休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4—9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54位专家来到北戴河参加

暑期休假活动。短暂的假期既是轻松时刻，也是交流契机。专

家们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创

新驱动发展，展开深入学习交流，纷纷表示将积极投身创新实

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5 霍金等千名专家敦促禁止“杀人机器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000多名知名科学家和人工智能领域专家近日签署公开信，

警告可能出现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并敦促联合国发布针对“攻击性

自动化武器”的禁令。据英国《卫报》报道，公开信的签署者包括著

名科学家斯蒂芬斯蒂芬··威廉威廉··霍金霍金、特斯拉CEO伊隆伊隆··马斯克马斯克、苹果联合

创始人史蒂夫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沃兹尼亚克以及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米斯米斯··哈哈

撒比斯撒比斯等。这封信已在网上公开发表，并提交至在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召开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

6 67P彗星将抵近日点 科学家盼揭地球起源之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目前载着欧洲太空总署登

陆器翱翔天际的楚留莫夫-格

拉希门克彗星（代号67P）将于

13日近距离扫过太阳，揭开地

球生命起源的惊奇之旅即将再

创里程碑。科学家希望，67P
彗星最接近太阳时，近日点的

高温能让这颗充满谜团的旅行

者褪去更多冰封的外衣。据

悉，若这颗彗星褪去冰封外衣，就有可能喷出太阳系46亿年前诞

生时遗留至今的原始粒子。若彗星经历这种剧烈改变，欧洲太空

总署的“罗赛塔号”宇宙飞船将在附近绕行，接收有关太阳系如何

生成的线索。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7 宇航员试吃国际空间站生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6名宇航员最近显示出自己在种

菜方面的才能，他们在空间站种植的生菜喜获丰收。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10日公布的视频图像显示，宇航员首次品尝了他们在太

空种植的紫叶生菜，标志着该空间站蔬菜培育试验取得阶段性成

功。科学家把这一口舌尖上的味道视为人类向载人飞船火星探测

迈出的重要一步。

8 中国实验项目将首次登上国际空间站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12日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邓玉林邓玉林团队与负责运营国际空

间站科学研究平台的私人企业NanoRacks签署一项合作协议，计

划2016年将邓玉林实验室的一项DNA实验送上国际空间站。美

国国会曾明令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进行科学上的合

作，而此次合作将为国际空间站带去首个来自中国的项目。封禁

多年的中美太空合作，似乎裂开了一条缝隙。

9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5年内建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提出

到2020年，初步建成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该方案提出，将在2020年使全国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基本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各

级各类监测数据系统互联共享，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化能力和保障

水平明显提升，监测与监管协同联动。

10 苏州停发“李政道奖学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6日消息，已连续颁发30届的高考最高奖学金“李政道奖学

金”今年起不再发放。苏州市教育局局长顾月华顾月华介绍，30年前，李

政道先生创设奖学金的初衷是加快教育普及，多出人才、快出人

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奖学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如果还是

以高考分数来确定奖学金名单，有可能带来另外一种“唯分是举”

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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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其中的道理

恐怕连毛头小孩都能明白。但是，在大

人的世界中，那些“万一”仍屡屡发生。

2015年 8月 12日晚，天津滨海新区

港务集团瑞海物流危化品堆垛的火灾现

场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火势延绵不

绝。据国家地震台网的记录，本次事故

发生两次爆炸，时隔 30秒。第 1次爆炸

相当于 3 t的 TNT当量炸药爆炸，第 2次

相当于21 t的TNT当量炸药爆炸，造成了

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此事不仅

受到国内主流媒体的

跟踪报道，而且受到

CNN、BBC等世界主流

媒体头条的关注。

据报道，发生爆炸

的地点存放着硝酸钾、

硝酸钠等遇热、碰撞容

易 发 生 爆 炸 的 化 学

品。在事故现场信息逐渐公开的过程

中，该公司的安全管理方面一再遭受质

疑。从披露的信息中，不难看到那些“万

一”的影子，比如：超标的危化品存量、与

居民区较近的距离等等。

血的代价再次证明了安全责任大于

天。显然，生命无法承受这样的“万一”。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万一”的影子，

有些甚至自己还没有觉察，比如熬夜。

一般来说，偶然的几次熬夜带来的疲惫，

随着休息的补充会很快消失；并且身体

即使出现不适，我们也很难刻意使它与

睡眠相联。人类几乎把 1/3的生命用在

了睡眠上，然而它却曾被认为是浪费时

间之举。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睡眠的

巨大作用才得以呈现，大自然的良苦用

心才逐渐被理解。如果你以前经常睡眠

不足，而现在身体与精神仍然倍儿棒，很

可能在了解了睡眠的一些危害之后，仍

会不屑一顾。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睡眠维

护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巩固记忆有着

重要作用等等；睡眠不足时不仅工作或

学习表现很差，而且还会带来很多影响

身体健康的严重后果。7月15日，发表在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上的论文显

示，睡眠不足还会导致其误判别人的面

部表情含义，影响人际交往（7月18日《京

华时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研究人员让 18名健康年轻人观看 70张

具有“从友善到中性再到具有威胁性”表

情的人脸图片。受试者进行了两次实

验，一次是在睡了一整夜之后，另一次是

在不眠 24小时后。受试者看这些表情

时，研究人员对其大脑做磁共振成像

（MRI）扫描，测量他们的心率。结果显

示，缺觉会影响前岛和前扣带回皮质这

两个与感知情感相关的大脑区域，从而

使他们错误地判断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是与别人交流时辨认其情

绪最重要的线索，对面部表情的误判显

然会影响与别人的交往。研究人员表

示，睡眠不足的人社交少的原因或许就

在于此。

如果此项研究还不足以说服你保持

充足的睡眠，那么，7月 20日发表在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and Me⁃

tabolism上的另一项关于睡眠的研究或许

能够让你主动多睡一会。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

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在两个不同时机来实

验室的 15名健康男性进行了至少 2天的

研究。在第2天晚上，受试者睡眠至少超

过8小时，其他时间则保持清醒。为了尽

量减少环境因素的影响，实验室中的光

照、食物的摄入量和活动水平都被严格

控制。随后，研究人员在两个重要的调

节控制血糖代谢的组织——胃的脂肪与

腿部的肌肉组织中收集样本进行了分

析。样本的分子分析表明，在受试者一

夜不眠之后，生物钟核心基因的表达发

生了改变。这是人类第 1次发现在睡眠

缺失之后其表观遗传发生变化。论文作

者 Jonathan CedernaesJonathan Cedernaes博士说，睡眠缺失

会引起身体组织中基因组的变化，从而

长期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

在了解了这些之后，你是否还认为

那些危害怎么能这么巧在自己身上出

现，又或者，即使出现说不准也是几年、

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自己

以后稍加注意就是了。可是，我们是否

能说得清楚这“以后”是多长时间？因熬

夜引起的猝死事件屡见报端，面对越来

越多睡眠不足危害的研究成果，我们再

怀着侥幸的心理去挑战有科学根据的研

究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要知道，身体发

生的很多变化都是悄然的，大多也都是

不可逆的。看来，为了多看一会网络信

息或者多和朋友聊会天而牺牲了部分自

己的休息时间真是得不偿失。

像保持充足睡眠

这种平日的好习惯在

一定程度上带给了我

们健康的体魄，大大降

低了产生疾病的可能，

但是，并不能保证身体

就不会出现任何问

题。现代医学研发出

很多非常有效果的新技术，但有些因具有

副作用而引起人们的担忧。比如，诱导多

能干细胞技术，它虽解决了干细胞移植医

学上的免疫排斥问题，可用于肝脏再生，

但或可导致肿瘤的发生。而8月14日，发

表在Cell上的一篇文章显示，能够在不引

发癌症的情况下实现肝脏组织的再生。

在此研究中，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首次鉴别出一种与

正常肝细胞非常相似的混合肝细胞，但

是，其胆管细胞特异性基因的表达水平

较低。研究发现，这种细胞并不会产生

肝细胞，而只会生成胆管细胞；在肝脏遭

受慢性损伤后其数量能够激增，以补充

肝脏。该研究打破了人们先前“肝脏的

再生能力主要源于肝脏中一种名为肝卵

圆细胞的成年干细胞”的认识。研究人

员表示，目前为止，混合肝细胞可能是治

疗功能完全衰退的病变肝脏最有效、最

安全的手段（8月14日《科技日报》）。

生活中，还存在很多威胁生命的潜

在因素，也不缺乏像“睡眠不足”那样不

易被觉察或容易被忽略的“蒙面杀手”。

面对关乎人们生命的事情，我们不能怀

揣侥幸的心去对待，因为在事成定局之

前，真的很难确定这次能不能侥幸，用生

命去承受丝毫的不安全因素未免代价太

高。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那些““万一万一””

生活中，存在很多威胁生命的潜在因素，也不缺乏像“睡眠不

足”那样不易被觉察或容易被忽略的“蒙面杀手”。面对关乎人们

生命的事情，我们不能怀揣侥幸的心去对待，因为在事成定局之

前，真的很难确定这次能不能侥幸，用生命去承受丝毫的不安全因

素未免代价太高。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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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科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到底是通过教

育传授科学，还是通过科学进行教育？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不管从什么

角度出发，改革教育体系都是必行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教育家化学教育家

王夔王夔

《中国科学报》[2015-08-05]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也

是当初的城市设计建造者始料未及的。

在全球气候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城市热

岛效应等的共同影响下，近年来的暴雨

超过了历史水平。如果能把智慧管网系

统做好，把城市的智慧规划进一步调整

好，“看海”就不会再一年年地不断上演。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教授 李德仁李德仁

《中国科学报》[2015-08-05]

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一个载体，互

联网思维也只是一种方式，科技馆的核

心是体验型科普教育。在当下要做好科

技馆，“体验”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数

字化时代，体验就是一切。如何在不同

的时代，用不同的工具，去创造最适合公

众的情境化的教育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科技馆展览教育中心主任—中国科技馆展览教育中心主任

廖红廖红

《光明日报》[2015-08-01]

科研为先、少说多做本没有错，然而

这种“低调”也让科研人员显得高深莫

测，有些甚至无法让公众理解。在新的

时期，这种思路必须得到改变。

———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党组书记、、

副院长副院长 甘建国甘建国

《中国科学报》[2015-08-10]

做科研就不能怕走弯路，我跌跌撞

撞地走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基因测序

技术的国产化，哪怕没有资金和支持，我

也要坚持做下去，因为这是我的“孩子”。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技术—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技术

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副研究员

任鲁风任鲁风

《中国科学报》[2015-08-10]

现在地铁建设不是“大跃进”，而是

修建方法不科学。国家对于修建地铁的

城市有标准要求，比如人口数量、GDP以

及当地政府财政收入，以前要求财政收

入每年不少于 100亿，如今因为通货膨

胀，已经提到200亿。这个标准的设立就

是让二三级城市尽量不修地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王梦恕王梦恕

《中国科学报》[2015-08-07]

高铁速度并非越快越好，需要综合

考量行车安全性、乘车舒适度、运营经济

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等诸多因素。高速铁

路是一个耦合大系统，由轨道线路、高速

列车、受电弓、接触网等构成，又置于地

表稠密大气中，系统的所有特性都与运

行速度高度相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教授教授 翟婉明翟婉明

《中国科学报》[2015-08-13]

目前，我国对工业与应用数学这个

领域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比以前有所

增加。一方面是科技和经济等领域新发

展更加使人们认识到应用数学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大趋

势也需要数学家更多参与并在其中发挥

更大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业与应用中国工业与应用

数学会理事长数学会理事长 郭雷郭雷

《中国科学报》[2015-08-10]

把握主攻方向，就是紧扣国家需求，

增强主动精神，把科技创新用到服务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张偲张偲

《科技日报》[2015-08-12]

自主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做到的，

要有国际视野和胸怀，要思考国际上在

做什么、还缺什么，敢于把我们的研究瞄

准这些缺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教授

焦念志焦念志

《光明日报》[2015-08-11]

书本很重要，电脑很重要，但书本和

电脑都种不出水稻。科研绝不是书呆子

能搞出来的，企业要善于培养勤于实践、

下农田的后备人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中国杂交水稻

育种专家育种专家 袁隆平袁隆平

《重庆晨报》[2015-08-12]

正在进行的中国工程科技 2035发

展战略研究，能将国家经济社会需求同

工程科技发展的可行性结合起来，不仅

形成对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重

大影响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对重大科

学技术问题的凝练，引导科学基金资助

工作和工程科技发展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主任基金委员会主任 杨卫杨卫

《中国科学报》[2015-08-11]

对于学术造假问题，除了造假者本

人丧失诚信，对其他学生也不公平，同时

也会影响学校声誉，应该严惩。而对于

教育改革，中国教育要下工夫做好减

法。在教育改革当中，政府简政放权，实

际上就是在做减法。

———南开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龚克

凤凰卫视 [2015-08-08]

大学生创业也面临不少短板。从工

作层面来看，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学习

结合不够紧密，实习实训相对薄弱；政府

部门为大学生提供的岗位和资源不足，

一些部门和企业出于安全和创业风险考

虑，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和创业

基地积极性还不够。

———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 杜玉波杜玉波

《中国教育报》[201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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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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污染物处理引关注天津港爆炸污染物处理引关注
2015年 8月 12日晚 11点半左右，天

津滨海新区宁静的夜空被两声巨响以及

冲天的火光打破，这个夜晚，注定难眠。

这次爆炸后来被称为“天津港‘8·12’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在位于天

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

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

仓库。

中国地震台网发布仪器记录到的数

据显示，第一次爆炸发生在 8月 12日 23
时34分6秒，近震震级ML约2.3级，相当

于 3 t TNT，第二次爆炸在 30秒种后，近

震震级ML约2.9级，相当于21 t TNT。截

至发稿前，爆炸形成的烟云已经飘散。

然而，考验还远未结束，现场存放的危险

化学品以及爆炸中产生的污染物的后续

处理问题依旧牵动人心。

地毯式搜索散落剧毒固体氰化钠

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牛跃光牛跃光 8月 17
日证实，就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事故现场

共存放有硝酸铵800 t左右、硝酸钾500 t
左右、氰化钠700 t左右，现场累计存放危

险化学品 3000 t左右。河北诚信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智群申智群申确认，现场大部分

氰化钠都已找到，核心区包装完好的氰

化钠将运回企业，等待后续处理。

氰化物是人们所知的最强烈、作用

最快的有毒药物之一。现代计算机之父

阿兰阿兰··图灵图灵选择用此自杀。氰化钠是氰

化物的一种，为白色结晶颗粒或粉末，固

体的毒性非常大，碰到破伤处或者吸入

几十毫克就可以致死。因而，对现场氰

化钠的处理引人关注。

在事故的第七次新闻发布会上，天

津市副市长何树山何树山通报了危化品处理情

况，在核心区（面积大约是0.1 km2）范围之

内打了一个堰，并用土、沙石封闭起来。

对核心区内的接近 18000个集装箱进行

一一确认，先探测，再清理。对外围1 km、

2 km和3 km半径范围内散落的危险化学

品进行清理、搜寻，转到密闭容器内，地面

上主要用双氧水来处理，反应成其他物

质，使其减毒或者无毒，一次性处理。

对于这种处理办法，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杜志明杜志明在接受

《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赞同。他解释

说，氰化钠主要是氰基有毒，小分子比较

容易在血液里流通。双氧水是强氧化

剂，氰化钠是还原剂，两者反应将氰基氧

化掉，把碳变成二氧化碳，两个氮原子变

成氮气，就无毒了。

污水氰化物超标须经多步处理

现场除了危化品还有污水需要处

理。从央视新闻记者拍摄的视频中可以

看到，面积大约为半个足球场大的爆炸

点内充满了水，不明成分的白色泡沫漂

浮在水面上。

事故第八次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8月17日零时至24时，在现场共采

集各类水样品76个，对照相应标准，共有

29个点位氰化物有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

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最大超

标28.4倍。

据天津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

师张志扬张志扬介绍，事故中的污水，首先要经

过破氰的预处理，进入污水处理临时泵

站，然后到一级物化预处理系统，通过投

加高效的絮凝剂降低COD（化学需氧量）

含量，然后才能进入污水厂，在污水厂内

还要通过原生化处理系统进行处理，由

活性炭进行过滤，最后再进行消毒，最终

检测达标后才能排放。

杜志明说，“在水溶液中，离子离解，

变成钠离子和氢离子，水的毒性比较

强。处理时还要注意防止其下渗，污染

地下水”。

事故区内检出神经性毒气 专家提醒做好

防护措施

除了危化品和污水，事故区域内的

空气质量也一直被严密监测。在《焦点

访谈》节目中，北京公安消防总队副参谋

长李兴华李兴华披露，根据侦测结果，事故区内

的两种有毒气体主要是氰化钠和神经性

毒气，其含量指标都达到了仪器所能够

测量的最高值。

节目对此还做了进一步解读，北京

化工大学国家新危险化学品评估及事故

鉴定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介绍说，一些物

质在高温爆炸过程中会发生化学反应产

生有毒性气体，比如二甲基二硫。此外，

多种危化品遇水或者遇碱，也会产生神

经性毒气，比如氰化钠、硫化碱等。神经

性毒气一旦被人吸入，可以与神经细胞作

用，使酶失活，导致呼吸系统、心脏骤停，进

而导致死亡。该研究人员建议，如果神经

性毒气密度较高应尽快撤离现场，如果超

标不严重，也应做好防护措施。

现场其他存留危化品处置局面复杂

尽管现场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等有

毒有害物质都处在严密监测并逐步处理

过程中，但危险不止于此，现场存放的危

化品的种类和数量，同样让人忧心。

根据已知情况，瑞海公司的货场分

为不同的区域。其中，位于爆炸核心区

的“运抵库”存放着硝酸铵、硝酸钾、氰化

钠、对苯二胺、二甲基苯胺；“重箱区”存

放着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钛、甲

酸、乙酸、氢碘酸、甲基磺酸、电石等；“中

转仓库”存放着硫氢化钠、硫化钠、氢氧

化钠、马来酸酐、氢碘酸；“危化品 1号仓

库”存放着硝酸钾、硝酸钠、硅化钙、油

漆；“危化品 2号仓库”存放着硫化钠、甲

基磺酸、氰基乙酸、十二烷基苯磺酸。此

外，旁边还放置10 t火柴和94 t硅化钙。

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授白春华白春华在接受《科技导

报》采访时说，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首

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物质爆炸，其次要看

爆炸是否完全。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相应的，需要处置的物品有两类，一是爆

炸形成的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二是有毒

的爆炸物本身，基于调查可以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

对于如何更好地预防此类事故发

生，白春华说，易燃易爆和危化品本身就

有危险性，要先尽量保证不出问题，如果

出现问题，要避免造成大的危害。核心

是要加强管理，是否可以存放，存放数量

多少，如何布局，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执

行。还要从技术层面，掌握所存物品在

何种条件下会出现问题，比如粉尘爆炸

会在一定的浓度区间发生，低于和高于

这个区间都不会发生爆炸，因而控制住

条件是关键。另外，还要与消防、安监等

部门共享相关存放数据，便于出现问题

以后快速有效处置。

文//王微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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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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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副书记应勇应勇

在上海浦东国际人才城，共同为上海自贸试验

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以下简称基地）

揭牌。这是全国首个在自贸试验区内试点设立

的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基地由上海市科协、上

海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浦东新区政府等单

位协同推进建设，既是中国科协海智计划落地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重大举措，也是上海市《关于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

见》提出的重点内容。离岸基地将对有意向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创业的海外人才进行政策、知识产

权、技术、投资对接等整体前置服务，通过“海外预孵化”，使海外人才在海外完善创业团队或创业项

目，显著提高海外人才落地创业的成功率，减少海外人才来华创业的顾虑。

上海市科协 [2015-08-12]

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揭牌

尚勇、应勇共同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外人才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揭牌

第二期青年科技创新沙龙举办

8月8日，由中国科协常委会青年工

作专委会、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主办的

中国科协第二期青年科技创新沙龙在中

国科技馆举办。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李德毅，中国科技法

学会会长段瑞春段瑞春应邀作主题报告。中国

科协常委会青年工作专委会委员、曙光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唐志唐志

敏敏，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中国科技馆有

关负责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国

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奖者、国家杰出科学

基金获得者等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共40
余人出席。沙龙由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

者、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吕金虎吕金虎主持。

本期沙龙以“围绕脑科学与认知科

学，推动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作为主题

进行研讨交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

机学院教授陈小武陈小武、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副所长刘力刘力、中国科学院微电

子研究所研究员刘明刘明分别作报告。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2015-08-11]
第3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呈现四大亮点

8月 20日，由中国科协和香港特区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3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办。来自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34个

代表队，以及来自印度、德国、瑞典、丹

麦、泰国、韩国、巴西、日本等12个国家的

57名国外青少年代表，参赛科技辅导员、

评委、观摩团、香港中小学师生及香港社

会公众约 3000人参加开幕式。大赛期

间，举办了开幕式暨创新论坛、项目问辩、

公开展示、科学讲坛、专家论坛暨科学讨

论会、科教论坛、专项奖晚会、颁奖典礼暨

闭幕式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主办方表示，本届大赛有四大亮点：

举办地在香港，将深化香港与内地的科

技交流与合作；大赛期间将举办创新大

赛30届回顾展览，再现大赛的发展历程、

精彩瞬间和累累硕果；大赛首次增设青

少年创意版块，征集他们关于科技主题

的奇思妙想；社会各界积极支持，设立多

项专项奖。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8-20]

第102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聚焦新型含能材料

8月 10—11日，中国科协第 102期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北京举行，主

题为“高能量密度材料的新原理与新结

构”。本期沙龙由北京理工大学承办，中

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航天科

技集团六院101所、中国兵工学会火炸药

专业委员会协办。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泽王泽

山山、、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吕龙吕龙、北

京理工大学教授庞思平庞思平担任领衔科学

家，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高校、科研院所和

企业的70余位分属含能材料、化学化工、

高压物理、材料力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

专家、学者围绕新型含能材料的结构和

储能原理、新型含能材料在复合体系中

的释能作用与应用以及新型含能材料的

合成与制备方法3个中心议题展开讨论。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8-18]

第四届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

专家论坛召开

8月 13—14日，第四届山地城镇可

持续发展专家论坛在新疆伊宁召开，本

次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战略与山地城

镇交通规划建设”。论坛由中国科协主

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科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伊宁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中国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中国公路学会等

十余家单位共同协办。来自城乡规划、

经济学、生态环境、交通、区域城镇化等

学术领域约24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樊杰，

重庆市科协副主席、中国公路学会常务

理事、重庆交通大学校长唐伯明唐伯明，中国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

院页岩气与地质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李

晓晓，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主任、

减灾研究所所所长丁留谦丁留谦等作报告。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8-18]
京津冀科协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开展项目发布推介

8月 6日，由北京市科协、天津市科

协、河北省科协和中关村管委会主办，中

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和北京

科技社团服务中心承办的首次“京津冀

科协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项目发布和推

介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举

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吕

锡文锡文出席项目发布和推介会。

京津冀三地科协依托中关村天合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及其研发的科技成

果市场化成熟度评价体系，分别搭建三

地科协“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

社团联手共建，以定期和不定期面向社

会发布推介项目、开展项目评估、好项目

评选、孵化、创业培训等多种形式，为科

技成果最终实现转化落地提供全方位服

务。本次推介的30项优质科技项目，经

过洽谈，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

与天津市宁河县科委、天津市科技工作

者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河北省南河县政

府、北京农学院开放实验室等单位签署5
个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协议，达成了142项

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意向。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有关政府部

门、科技园区、企事业单位、投资机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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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类社会团体的有关负责人，以及个人

创业者500余人参加会议。

北京市科协 [2015-08-10]
杜善义获复合材料领域

World Fellow称号

7月19—24日，以“全球挑战下的可

持续性复合材料解决方案”为主题的第

二十届国际复合材料大会在丹麦哥本哈

根举行。会上，经国际复合材料执委会

投票选举，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理事长杜杜

善义善义成为首位获得World Fellow称号的

中国复合材料学者。World Fellow旨在

表彰在复合材料领域中作出突出学术贡

献，同时对国际复合材料执委会的工作

给予长期支持的学者的一项终身荣誉，

2001年至今，共有24位专家获此殊荣。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2015-08-12]
中国化学会2015年化学前沿论坛

暨西部化工论坛召开

7月30日至8月2日，由中国化学会

女化学工作者委员会和中国化学会青年

化学工作者委员会主办，石河子大学承

办，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新疆理化研究所和新疆大学协

办的 2015年化学前沿论坛暨西部化工

论坛在石河子大学召开。本次论坛围绕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化学化工发展与

机遇，以及未来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

如何助力西部发展、如何为管理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的主题展开。会

议汇聚了来自国内各科研院所和高校及

西部企业的代表150余名，包括中国科学

院院士3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及长江学者等知名学者40余名。中国

科学院院士赵玉芬赵玉芬、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教授施章杰施章杰等 5 人分别作大会主题报

告。论坛还设立 4个分会场，70多位特

邀报告人作了报告。

中国化学会 [2015-08-07]
中国—东盟海洋科学与技术

创新成果展举办

8月3日，在第八届中国—东盟教育

交流周期间，由天津大学承办，中国海洋

学会、中国海洋大学等单位协办的中国

—东盟海洋科学与技术创新成果展举

行。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杨秀萍杨秀萍、泰

国驻华大使醍乐堃醍乐堃··倪勇倪勇、东南亚教育部

长组织高等教育与发展区域中心主任

Chantavit SujatanondChantavit Sujatanond以及来自中国和

东盟国家的教育界代表、专家学者、政府

官员和企业代表100余人出席开幕式。

展会围绕“2015中国—东盟海洋合

作年”的主题，展示了包括海水综合利

用、海洋生物技术、海洋观测监测、海洋

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等5个领域的120
余项成果。 中国海洋学会 [2015-08-10]

第八届国际图象图形学

学术会议召开

8月14日，由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天津市科协主办，天

津图象图形学学会承办的第八届国际图

象图形学学术会议在天津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400余人参加大会。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徐冠徐冠

华华，天津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杨杨

鑫传鑫传，国家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怀进鹏，以及西

安交通大学徐宗本徐宗本、武汉大学李德仁李德仁、航

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刘永才刘永才、航天科

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黄瑞松黄瑞松、天津大学姚姚

建铨建铨5位院士，此外还有微软亚洲研究院

副院长芮勇芮勇，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副理

事长余轮余轮、庄越挺庄越挺等，以及希腊亚里士多

德大学教授 Ioannis PitasIoannis Pitas、美国德州大学

教授Alan Conrad BovikAlan Conrad Bovik、东京大学教授

Katsushi IkeuchiKatsushi Ikeuchi、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

大 学 教 授 Jorn OstermannJorn Ostermann 等 出 席 会

议。Alan Conrad Bovik、怀进鹏、徐宗

本在会上作专题报告。会议共收到论文

400余篇，录用 170余篇。大会分 10个

系列专家论坛进行学术交流。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2015-08-17]
中国力学大会探索传统力学

新时期发展之路

8月16日，我国力学界规模最大、综

合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学术会议——

“中国力学大会·2015”在上海交通大学

举行。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本届大会主席杨杨

卫卫表示，力学学科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广大力

学科技工作者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聚焦

国家重大需求，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科技难题，共同描绘力学未来发展

的蓝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周建平，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所长樊菁樊菁，中国科学院院士、西

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翟婉明翟婉明等，分别就

如何促进航天技术与力学的交叉融合，

突破高超声障、研制可实用的高超声速

飞机，高速铁路工程中的实际动力学问

题等作报告。大会还为中国科院院士俞俞

鸿儒鸿儒和胡海岩胡海岩分别颁发“钱学森力学奖”

和“周培源力学奖”。

《中国科学报》[2015-08-17]
中国科学院专家赴天津

展开心理援助

“8·12”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火

灾爆炸事故发生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科技救灾心理援助应急工作领导

小组”立即启动工作预案，实施灾后心理

援助行动。8月 13日下午，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派出公共安全领域专家李永李永

娟娟和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吴坎坎

组成的专家组，并组织全国“心理援助联

盟”中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经验丰富的

成员李慧杰李慧杰、崔东明崔东明、李晓景李晓景，一同赶赴

天津。据介绍，此次赴灾区展开心理援

助工作的共12名专家，都参与过汶川地

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黄岛输油管

线爆炸等灾难事件的心理救援工作。此

次的救助工作主要从4方面开展，一是针

对失联、遇难的消防官兵开展善后工作；

二是对伤病员进行心理安抚；三是对天

津政府从事善后的工作人员进行减压和

督导；四是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和督导。

科学网 [2015-08-19]
上海交大发布2015年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8月 15日，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

大学研究中心正式发布了2015年“世界

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列出了全球领先的

5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32所

大学上榜，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4
所学校进入世界前150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自 2003年首

次发布以来，以其评价体系的客观和透

明，确立了大学评价的中国话语体系。

2015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结果显示：

美英大学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哈佛大

学连续13年蝉联全球第一，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

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

分别位列第2至10名。欧洲大陆排名最

高的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排在

世界第 20位，哥本哈根大学排在第 35
位。亚洲大学中排名最高的是日本的东

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名次分别为第21、26
名。澳洲大学中排名最高的是墨尔本大

学，位列全球第44位。

科学网 [2015-08-1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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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科学知识发现和创新的轨迹谈科学知识发现和创新的轨迹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杨文采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地构造与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技工作大家谈·

知识属于被人类领悟、发现和推导出来的思维结晶。它可

分为经验知识、博物知识和科学知识三大类。经验知识是指被

人类领悟出来的、以较大概率发生的规律，例如钻木可以取火、

熟食有助消化、冬寒夏热、春种秋收等。博物知识指被人类考察

出来的存在及其发生的规律，例如动植物谱系和地形地理等。

科学知识指被人类发现和推导出来的描述客观世界的具有一定

普适性的理论。

每个人所处的时空节点不同，对客观世界的领悟也不一

样。个人（存在者）和客观世界（存在）的关系属于哲学家研究的

问题。对科学家而言，凡是在宇宙中普遍发生而非个人臆想出

来的现象，都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反映。科学知识包括当代人

普遍接受的以及将成为下一代人接受的描述客观世界变化的理

论。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创新主要在于发现和推导

将来成为人们接受的理论。

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创新过程由研究者的思维主导，其本

身也有规律；研究者的思维轨迹是否逼近这种规律，往往决定了

科学研究的成败。哲学家和科技史专家对这个从属于认识论的

“规律”有过太多的研究，而笔者从自身的科研实践也总结出一

条科学知识发现创新的路线图（图1），供读者共同讨论。

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认为，知识是人类思

维中的存在，具有时间性。书本和网络数据库不是知识本身，只

是查找知识的工具。因此，科学知识发现创新路线图的横坐标

取为时间性，纵坐标取为普适性。本文的普适性具有双重含义，

既为科学知识适宜的时空范畴，也为接受人众的数量。最小的

普适性称为个人性，只存在于研究者个人。

科学知识发现创新的思维轨迹从客观世界（存在）出发，通

过观测取得客观世界（存在）的行为（现象）的记录，包括数据、影

像、录音等等。现今观测手段很多，以取得更加精准的信息为主

要目标才能为科学知识发现创新提供源泉。

第2步是通过联想、质疑、感悟分析取得的记录，萌生概念雏

形。分析取得信息时首先联想已有知识，质疑已有的知识能否

完满解释记录的行为。真正的科学进步都是通过修正已有知识

的方式发生的，质疑是修正的前提。对修正内容的初步猜测称

为感悟，感悟的结果乃是萌生出一种新概念的雏形。概念雏形

属于一种“可能的”假说，它往往是走向科技创新的起点，但是只

有少数概念雏形最终实现创新。

创新思维的第3步分为两支，一支是通过演绎推理丰富完善

概念雏形，使之上升为有理论根据的假说；另一支是通过分类比

较和统计分析将概念雏形定位于某个谱系上，使它依附于这个

谱系的原理，又处于此谱系的空白。有了这种谱系理论依托，概

念雏形也上升为知识的初型，称为“初概念”。假说和初概念都

是有待证实的知识，而且仍然只存在于研究者个人的脑海中。

第4步则是验证。假说通过实验证实与完善，上升为有实验

根据的理论模型。初概念在无法通过实验证实的情况下，通过

对自然现象的预测证实，上升为可以被普遍认可的概念。

第5步的目的是大幅度提高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和精准度，创

建理论。一方面通过推导简约抽象模型找出定量的方程式，使

模型上升为严格的理论；另一方面可通过大量实验找出精准的

统计规律，使概念上升为普遍认可的新理论。新概念是对客观

世界局部的新认识，新理论是对客观世界局部演化规律的新认

识，科学研究要进入找规律的高层次。

科学是人类智力发展中的最高成就，从学规律、用规律到找

规律，科研之路还没有完结。第6步发现创新的思维还要分两支

继续推进，一支通过演绎推论扩展理论成果，取得更多推论，使

新理论更加完备；另一支结合现实需求，探索新理论实际应用的

可行性，开发新技术。与此同时，研究群体也要用语言将理论成

果向社会公布，使新理论逐渐进入人类共享的知识库，使新技术

用于观测和实验，改进下一轮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研究思维的

最后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理论和客观规律有差别，研究者

脑海中的理论和所著的阐述此理论的论著也有差别。用语言文

字表达新理论的时候，并不可能把研究者脑海中的感受完全表

达出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专门分析了这一问

题。我们需要把新理论归属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中去，

以便使它与人类共享的知识库相互连贯起来。每一门学科都有

自己的专业语言体系。也就是说，在大众语言中使用的词，在专

业语言中会被赋予新的概念和内涵。例如“field”，在日常交流

中指“场地”，而在物理学中专指物理场（引力场或电磁场等）。

专业语言体系是科学家思维和实践的结晶，是科学概念与逻辑

推理的集成，也是对大众语言的发展。当然，专业语言内在的模

糊性也不可避免。科学家在建立专业语言体系的时候，不仅要

尊重大众的语言习惯，还要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专业的定义，以降

低语言的模糊性。

科学知识发现创新的轨迹包含了联想、质疑、感悟、分析、演

绎、推理和考证等一系列思维活动，环环相扣。它发现的是自然

的行为、属性、相态、结构和组织机制，创建的是描述自然规律的

理论。

图1 科学知识发现创新的思维轨迹图（数字为思维升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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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工智能的五大派人工智能的五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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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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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人工智能成了热门话题。一方面，它和自动驾驶汽车、

机器人保姆等各种新发明紧密相关，以至于在各种产品前面加

一个“智能”的修饰语成为时髦。另一方面，它又被联系于大规

模失业、机器统治人类等各种灾难。一时间，各种呼吁和警告不

绝于耳。

专家们对这个领域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人工智能

已经在我们身边了，而未来的发展无非是出现更多更好的类似

技术；另一些人则认为人工智能还没有真正到来，而其出现将导

致革命性的后果。

简单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人工智能”这个词语好

像不总是在同一个意思下被使用，很多争论因此基本变成了“鸡

同鸭讲”。因为对人工智能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有关问题的不

同回答，对这个领域的剖析需要从“正名”开始。

乍看起来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人工智能无非就是“让计算

机像人脑那样工作”。现在，计算机已经能够完成很多以前只有

人脑才能完成的智力活动，这自然就会引出“计算机能否完成所

有智力活动”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后面就可以考虑“怎

样做”和“应不应做”等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后面就可以考

虑“为什么”和“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等问题。这已经是人工

智能的基本问题了。

尽管上述说法没有错，但其对研究目标的刻画太过粗略，不

足以指导研究工作的进行。同时，这种描述遗漏了一个关键点，

因而使不同的理解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概念中的“人工”指的是电子计算机及其相关系

统，如机器人等机电设备。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和“人类智

能”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都完全相同。比如说，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不会有和人完全一样的躯体，也不会有和人完全一样的经验（尤

其是社会经验），否则它就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造人”了，那是

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个前提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至于通

常会被略过不提，而下面我们恰要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

既然人工智能是在某些方面（而非在所有方面）和人类智能

相同或相近，那么刻画这个概念的关键在于，指明在哪方面“人”

和“机”应当是一样或差不多的，而在其他方面是无所谓的。正

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人工智能领域中最根本的分

歧。

本文把典型的回答划分为“五大派”：结构派、行为派、能力

派、方法派、原则派，并依次加以介绍和分析，尤其是其被支持和

反对的理由。

结构派

既然人类智能是人脑的产物，那么似乎“尽可能忠实地模拟

人脑结构”就是实现人工智能的最可靠途径了。对神经网络模

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尽管人脑的巨大复杂性导致

其许多因素在模型中被忽略或简化了。各种脑模型试图不仅在

细节上（如神经元及其相互联系）而且在大尺度上（如层次和区

域）都忠实于人脑结构，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人工智能的未来》一

书作者Jeff Hawkins提出模拟大脑新皮层的HTM模型等。

尽管结构派的理由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但在人工智能界只

是个少数派。除了其复杂性令人望而却步之外，这一思路最常

被人挑战的问题是其必要性。人脑作为进化的产物，其结构自

然会反映某些历史的偶然性。作为一个生物器官，人脑结构的

生物性特征对于机电设备来说未必都有被模拟的必要。即使是

在神经网络模型中，人脑也一般只是被用作灵感的源泉，而非设

计的依据。

行为派

考虑到计算机和人脑在质料和结构等方面的本质差别，有

理由认为人工智能只须在外部表现和行为上像人就足够了。这

一派观点最流行的版本就是“图灵测试”。为了避免在“思维”等

复杂概念上纠缠不清，Alan Turing建议用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

来判定一台机器是否“能思维”：如果它的言语行为和人类无法

区分，那它就算是“能思维”了，因为思维的结果最终总是要体现

在行为上的。

虽然图灵测试广为人知，但是现有的人工智能研发很少将

通过图灵测试作为其目标。与脑模型的情况相似，“在外部行为

上和人一样”大概有些过于“人类中心主义”了。现在的计算机

系统已经在很多方面远超人类了，难道它们在展现智能时还成

心要在这些地方装得笨些吗？同理，如果有朝一日外星人真的

来造访地球了，我们总不能根据它们在行为上可否与人相区分

来判断其是否有智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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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派

人们通常是以解决难题的能力来衡量他人智力的。依此类

推，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把人工智能等同于能解决“以前只有人

脑才能解决的问题”的计算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IBM公司

开发的“深蓝”系统。下棋无疑是需要智力的。既然“深蓝”战胜

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我们大概必须认为它有很高的智能。按

照这种“不论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念，智能就是

解决某些问题的能力，而下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至于计算机是

不是“像人一样下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赢就行。

这种标准现在仍常常在媒体上被采用，而一些计算机的新

应用也因而被贴上“人工智能”的标签。但这种做法也同时导致

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后果：一旦某个问题能通过计算机来解决，它

就不再是“以前只有人脑才能解决的问题”了。这样一来，“人工

智能”岂不是只能被定义为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而成了阿凡

提吊在驴鼻子前面的那根永远也吃不到的胡萝卜了？如果我们

放宽标准到“曾经只有人脑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四则运算也

将成为人工智能问题了，如此，这个领域也未免太过宽泛。这可

真是“宽严皆误”。

方法派

既然只靠问题很难为人工智能划界，把解决问题的方法也

加进去怎么样？这可以说是目前主流学术界的态度。按照这种

观点，“智能”是一组“认知功能”的总称，其中包括表征、搜索、推

理、学习、规划、决策、感知、运动、通信等等。每一种认知功能可

以作为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来独立研究，进而成为一个可以

独立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一般体现为某种算法。

尽管这一派目前在人工智能界占主流地位，但它也有自己

的麻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碎片化”。由于各个研

究领域都想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去考虑与别人协作的问

题，其结果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而各种人工智能技术也因为它

们在基本假设上的不相容而难以有效协作或整合。这就是目前

人工智能并没有一个统一理论或技术的根本原因。

原则派

有些研究者相信，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域一样可以被建立在

一个相对简单的统一基础之上，而“智能”代表着某种理性原

则。在人工智能的早期，Allen Newell和Herbert Simon就曾试

图把“智能”归结为“问题求解”，进而归结为“在状态空间中的路

径搜索”。以目前的智能模型为例，在Marcus Hutter的AIXI模
型中，智能被定义成“在任意环境中找到最优解的能力”，但这种

能力不是可计算的，各种智能系统只能设法逼近它。在笔者设

计的NARS（纳思）模型中，智能被定义成“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

足的条件下的适应能力”，据此设计的一个推理系统目前已在调

试阶段。

这一派目前在人工智能界是极少数，并常被人称为患了“物

理学嫉妒症”。大部分人不相信复杂如“智能”（以及与其密切相

关的“认知”“思维”“意识”等）现象可以被归结为一组基本原则，

就如在物理学中那样。

研究者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目标有非常不同的理解，这在

业内不是新闻，但外界往往搞不清其中的区别，所以会把计算机

的一个新应用当成对思维规律的研究突破，并因此期待其他领

域中的相关问题也会很快得到解决。这一问题部分解释了为什

么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期望，历来总是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徘徊。

谈及对人工智能的不同理解，人们通常的观点是把它们看

作导向同一终点的不同途径。而本文所要指出的是：严格说来，

上面列举的五派其实是5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各有其终极目标、

基本假设、评价标准等等。由于历史原因，它们现在都被叫做

“人工智能”，但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当然是有联系的，

而且在某些时候的确是“同路人”，但最终仍将分道扬镳，而非殊

途同归。

这个判断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太极端了，毕竟大家还是“同

根生”，都是以人类智能为师的。有人把各派看作著名的“摸象

盲人”，用领导的口气总结说：“完整的人工智能将是各种观点的

辩证统一。”不幸的是，这副万能良药在这里无济于事，因为在具

体设计的问题上，各派的要求常常是相悖的：最“拟人”的方案未

必是对计算机最合适的；而对某个具体问题最好的解，也未必是

最有一般意义的解。当一盘菜无法同时取悦于几个口味完全不

同的食客时，上一个“拼盘”往往不是好办法。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上面的五派分别对应于对人类智

能的不同抽象，而上面所列它们各自的次序，则对应于抽象程

度：结构派最低，原则派最高。

当同一个对象可以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被有效描述时，不

同的描述层次会呈现不同的图像。低层描述保留了对象的更多

内部细节，但模糊了其整体特征和外部联系，而高层描述则相

反。不同的抽象层次就像是不同倍数的望远镜或显微镜镜头，

不存在哪个镜头“更正确”的问题，但相对于一个特定问题而言，

的确存在哪个镜头“更合适”的问题。当我们在谈论人类智能

时，这5类描述的确存在内在联系，但当我们试图在计算机上再

现这些描述所刻画的对象或过程时，那些联系就不再是必要的

了，而由此得到的各种“人工智能”甚至可能风马牛不相及。

总而言之，在人工智能的旗帜下，不同的人实际上在干不同

的事：有构建脑模型的，有模拟人类行为的，有开拓计算机应用

领域的，有设计新算法的，有总结思维规律的。虽然这些研究都

有价值且有联系，但它们不可以彼此替代，而把它们混为一谈则

容易导致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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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石墨烯/炭气凝胶的制备及其结构
与性能研究

炭气凝胶是具有独特三维网络结构的

轻质纳米中孔炭材料，适用于制备超级电容

器的电极，但通常采用苯二酚（R）-甲醛（F）
为原料制备的炭气凝胶，其微孔含量低，比

表面积和电容量不高，限制了它在超级电容

器中的应用。若采用石墨烯（GO）与炭气凝

胶复合，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调控气凝胶的

比表面积，但要进一步提高炭气凝胶的比电

容，仍存在较大难度。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夏笑虹夏笑虹，通过溶胶-凝胶法在GO悬浮液中原位聚合制备

GO/炭气凝胶，发现GO可为RF的聚合提供形核场所，使之先在

GO表面聚合，并随RF含量的增加，复合炭气凝胶结构从石墨烯薄

片层为骨架的三维网络结构，经由RF基炭球包裹，最终转变为球

形团簇交联的三维网络结构。GO/炭气凝胶复合材料的比表面积

随RF含量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当GO与RF质量比为1:100时，

GO/炭气凝胶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在 6 mol/L KOH电解液

中的比电容可达 169 F/g，显示了优良的电容特性。（网址：www.
jim.org.cn） 《无机材料学报》[2015-07-20]

制备出性能优异的羰基铁/钛酸钡
复合吸波材料

羰基铁（Fe(CO)5）属于磁损耗型材料，具有较高的饱和磁

化强度，稳定性强，在低频段吸波效果尤为突出，但其密度大、

损耗机制单一、吸收频带窄。钛酸钡（BaTiO3）是最早发现的

钙钛矿铁电体之一，具有优异的性能，是良好的介电损耗型吸

波材料。中北大学景红霞景红霞课题组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出粒

径约60 nm的四方晶相纳米BaTiO3；用物理共混法制备出Fe
(CO)5/BaTiO3复合材料，其中BaTiO3均匀的分散在 Fe(CO)5
样品中，并且复合后各自的晶型均未

发生改变。研究结果表明，在 0~
6GHz范围内，复合材料中BaTiO3含

量为4%时，其吸波性能最佳，最大吸

收峰值为-22.9 dB。实验表明介电

损耗型BaTiO3与磁损耗型Fe(CO)5进
行复合，通过改变BaTiO3的含量，调

节Fe(CO)5/BaTiO3复合材料的电磁参

数，可制备出性能优异的吸波材料。

（网址：jme.biam.ac.cn） 《材料工程》[2015-07-03]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解宏

GPS观测2015年尼泊尔
MS 8.1级地震震前应变积累
及同震变形特征

2015 年 4 月 25
日，印度板块与欧亚

板块交界区的喜马

拉雅地震带发生了

尼泊尔 MS 8.1 级大

地震。中国地震局

地震预测研究所地

震预测重点实验室苏小宁苏小宁等对震前应变

积累及同震变形特征进行了研究。GPS
速度场和应变率场显示，喜马拉雅地震

带整体表现为15.94±1.82 mm/a的压缩

特征，同时还有分段活动特征。此次地

震发生在速度场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

转的分界带。GPS观测的同震位移场揭

示了尼泊尔MS 8.1级地震引起的地壳变

形特征，分别有9和6个测站观测到明显

的水平向和垂向同震位移，其水平分量

的运动方向整体表现为南向运动，位于

震中东南侧的3个测站垂直分量表现为

上升，其余为下降。中国境内距离震中

最近的5个测站的垂向同震位移显示，此

次地震造成珠穆朗玛峰的沉降量约为 4
mm。利用非负最小二乘方法反演震源

断层面上的滑动分布，结果表明最大滑

动量为 6.84 m，滑动量较大的区域分布

在加德满都附近及其以北区域的下方，

这可能是造成该地区较大破坏的原因之

一。利用此滑动分布模型计算的地震矩

为 8.21×1020 N·m，对应的矩震级为

MW 7.9。（网址：csb.scichina.com）

《科学通报》[2015-08-07]

管壳式自热型氨分解反应器的
模拟分析

针对管内进行氨催化分解反应、管

外壁面上进行氢催化燃烧反应的吸热与

放热耦合反应过程，华东理工大学王一王一

帆帆等建立了一维自热氨分解反应器模

型，其中管内为拟均相反应，管外壳程为

考虑气膜传递阻力的非均相反应，并通

过模拟比较了氨气和氢气-空气混合物

并流与逆流操作的反应结果。在并流操

作中，氢燃烧产生的高

温恰与高氨气浓度对

应，氢燃烧热被充分用

于氨分解反应，因此反

应效率很高。在逆流

操作中，氢燃烧产生的

高温恰与低氨气浓度

对应，燃烧热未被充分

用于氨分解，而是用于混合气体自身的

加热，效率很低。与等温反应器的比较

分析表明，在自热和高转化率要求下并

流操作的效率与等温操作效果很接近。

这些结论也适用于其他通过管外催化燃

烧供热、管内反应物几乎要完全转化的

自热反应器。（网址：www.hgxb.com.cn）
《化工学报》[2015-08-05]

筛选浆水中降胆固醇乳酸菌
为获取高降胆固醇菌种并明确其功

能特性，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李雪萍李雪萍

等以浆水为实验材料，利用高降胆固醇

培养基筛选出降胆固醇的乳酸菌，并研

究高降胆固醇菌株的耐酸、耐盐等功能

特性，而后采用生理生化特性鉴定和

16S rDNA分子生物学鉴定结合的方法

鉴定高降胆固醇菌株的种属。结果表

明，所分离的乳酸菌都有一定的降胆固

醇能力，其中有4株菌对培养物中胆固醇

的降解率大于 75%，经鉴定发现有乳酸

乳球菌乳亚种 1株，

乳酪短杆菌 2株，棉

籽糖乳球菌1株。从

浆水中筛选出4株高

降胆固醇乳酸菌，且

其功能性质良好，有

进一步开发利用价

值。（网址：journals.
im.ac.cn/acta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5-08-04]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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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揭示真核生物DNA复制解旋酶的立体结构

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部及香港赛马会高等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首次揭示在

DNA复制过程中有极重要角色的MCM2-7复合体近乎原子般大小的立体结构，为双链DNA在复制过程中

的“解链机理”揭开新一页。研究成果7月29日在线发表于Nature上。

真核生物中的双链DNA结构紧密，进行复制前必须先解链，当中围绕着双链DNA的MCM2-7复合体，

则成为解链过程的重要一环；尽管多年来有大量MCM2-7复合体的研究，但它们如何令DNA分解则依然成

谜。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碧瓘戴碧瓘和清华大学教授高宁高宁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利用先进冷冻电镜技术，首次揭示

MCM2-7复合体的3.8 Å高解像度的立体结构，有助更深入了解结构极其稳定的双链DNA，以及在自我复制

的过程开始时会分裂的原因。（网址：www.nature.com） 香港科技大学 [2015-08-04]

发现动物应激性生理反应触发

机制
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曹鹏曹鹏课题

组首次在小鼠脑中找

到一条从眼睛传递“生

存威胁”信息到大脑杏

仁核的关键神经环路，

揭示了当动物感到威

胁时逃跑或僵住不动的神经机制。研究

成果6月26日发表于Science上。

该研究与“创伤后压力应激障碍

（PTSD）”的脑疾病密切相关，PTSD的研

究是脑科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之

一。研究人员通过应用光遗传学等多种

技术手段，在哺乳类视觉中枢上丘中鉴

定出一条以小清蛋白为生物标记物的兴

奋性神经环路，其直接检测视野中逐渐

迫近的视觉目标，再把这些预警信息间

接传送给恐惧中枢杏仁核。直接刺激该

神经环路，可特异地引发强烈应激反应；

而若反复刺激，则动物会出现类似PTSD
的核心症状。该研究为深入研究PTSD
的发病机理奠定了重要基础。（网址：

www.sciencemag.org）
《中国科学报》[2015-07-07]

研究揭示二氧化钛Ti3+相关电子

结构物理本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院

士杨学明杨学明等与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研

究员刘利民刘利民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An⁃⁃
nabella Selloninabella Selloni合作，结合双光子光电子

能谱和理论计算，揭示了二氧化钛（TiO2）

中Ti3+离子3d轨道由于John-Teller效应

分裂成费米能级以下1 eV的带隙态和费

米能级之上 2.5 eV的激发态的物理本

质，并成功解释了Ti3+自掺杂导致的吸收

光谱和可见光催化活性。研究成果7月

22日发表于JACS上。

前期工作中，研究

人员已经确定了带隙

态和 Ti3 +浓度的定量

关系。相比于对带隙

态的透彻研究，对激发

态的了解非常有限，一

个重要原因是实验测

量的困难。该研究中，周传耀周传耀和王志强王志强

等通过变波长2PPE发现TiO2（110）费米

能级以上2.5±0.2 eV处的电子激发态是

一个与Ti3+相关的固有电子态，而不是之

前报道的吸附质的空轨道；刘利民和An⁃
nabella Selloni 等应用基于杂化泛函

（HSE06）的密度泛函理论计算证实了实

验结果。该研究一方面澄清了 TiO2

（110）费米能级以上 2.5±0.2 eV处电子

激发态的物理本质，另一方面解释了Ti3+

自掺杂对TiO2吸收光谱的扩展进而实现

可见光催化的原因，同时为研究金属氧

化物的基态和激发态电子结构提供了一

个范例。（网址：pubs.acs.org/journal/
jacsat）

科学网 [2015-08-10]

柔性与力量碰撞出的导电载体
柔性纤维状可编织电学器件作为碳

纳米管纤维的重要发展方向，正处于蓬

勃发展阶段。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研究

所李清文李清文团队采用柔性的碳纳米管纤维

作为导电电极，将整个电池采用透明聚

合物封装，使得电池稳定性有了大幅提

升 。 研 究 成 果 7 月 1 日 发 表 于 Ad⁃
vanced Materials上。

研究人员通过生长工艺参数和生长

环境的调节和控制，实现了具有高界面

附着力的复合纤维结构，使得纤维器件

即便在弯折甚至打结的情况下依然能够

保持稳定的结构和高效的光电转换能

力。实验发现，钙钛矿与碳纳米管纤维

表面有很强的作用力，界面结合的效果

很好。将该双股加捻

的纤维状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弯折1000次，

电池的性能几乎不受

影响，表现出良好的

柔性。该纤维状的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未来

可有效制备成可穿戴

的织物。（网址：onlinelibrary.wiley.com）

《中国科学报》[2015-08-09]

证实过去50年天山平均降雪率下降

山区降雪是干旱半干旱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降雪率及积雪的消融情势显著影响水资源的变化与

管理。天山地区降雪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是该地区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科研人员揭示了天山山区降雪率时空变化规律及其影响要素。研究成果发表于6月

15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上。

研究表明，过去50年，天山地区平均降雪率呈微弱下降趋势，但平均气温、降雪和降水呈显著上升趋

势。从海拔高程来看，在1500~2500 m的中海拔地区，降雪率表现出显著下降趋势；海拔小于1500 m时，

降雪率变化趋势存在不确定性；大于3500 m时，降雪率变化幅度微弱。降雪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相对降雪

率小于相对降水率，气温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降雪率的下降。（网址：onlinelibrary.wiley.com）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2015-06-17]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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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英国皇家学会温顿科学图书奖英国皇家学会温顿科学图书奖
2015年8月5日，英国皇家学会宣布了2014—2015年度入

围皇家学会温顿科学奖的图书名单（表1），该奖项是为以非专业

读者为受众的科普著作设立的国际图书重大奖项。

温顿科学图书奖设立于1988年，曾经历过不同的名称，包

括安万特奖和罗纳-普朗克奖。它奖励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科普

读物，对所有以非专业读者为受众的科普读物都开放评选。几十

年来，获奖者不乏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等

等。2002年斯蒂芬·霍金曾以《果壳中的宇宙》获奖，美国生物学

家、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曾于1992、1998和2006年先后3次

提名该奖项，其最为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于1998年获

奖。其他有名的获奖者及其作品还包括斯蒂芬·杰·古尔德的《精

彩人生》（1991）和比尔·布赖森的《万物简史》（2004）。

表1 按照作者英文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完整名单（著作均未在中国出版，书名仅为翻译之用）

作者

David Adam

Alex Bellos

Jon Butterworth

Matthew Cobb

Johnjoe Mcfadden及

Jim Al-Khalili

Gaia Vince

书名

The Man Who Couldn't Stop
Alex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How Life
Reflects Numbers and Numbers Reflect Life

Smashing Physics: Inside the World's
Biggest Experiment

Life's Greatest Secret: The Story of the
Race to Crack the Genetic Code

Life on the Edge: The Coming of Age of
Quantum Biology

Adventures in the Anthropocene: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Planet we Made

中译名

停不下来的人

亚历克斯镜中奇遇：生命如何反映

数字和数字如何反映生命

击碎物理学：探秘世界上

最大的实验

生命的最大秘密：遗传密码破译

竞赛的故事

尖端生活：量子生物学时代

的来临

人类纪的冒险：我们向着地球

中心的旅程

出版社

斗牛士出版社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海德林出版社

Profile出版社

矮脚鸡出版社

查托&温都斯书局

在上述图书之中，如果Gaia Vince最终可以获得这一奖项，

她将成为18年来的第一位女性获奖者，以及该奖项28年历史上

第一位独自获奖的女性。上一次女性获奖者出现是在1997年，

Pat Shipman与Alan Walker合著的《骨头的智慧》曾摘得奖项。

在温顿奖的评选过程中，每年由5、6人的评审团决定入围

名单和获奖者。该评审团由英国皇家学会院士领衔，成员包括

作家、科学家和媒体人士。2015年的评审人员包括 Ian Stew⁃
art、Krishnan Guru-Murthy、Adam Rutherford 和 Sarah Wa⁃
ters。入围该奖项的所有图书必须在前一年的9月至10月间以

英文第一次出版。获奖者在每年9月的颁奖典礼上公布，并获

得25000英镑的奖金。其他每位入围的作者将获得2500英镑。

评审团主席 Ian Stewart教授是一名数学家、英国皇家学会

院士，并且通过与Terry Pratchett 和 Jack Cohen合著的《碟形

世界科学》系列闻名。Krishnan Guru-Murthy是第4频道主播，

Adam Rutherford是科学播音员和作家，Sarah Waters是小说

家。评审团成员还包括《卫报》读书版的编辑Claire Armitstead
及电子工程师、英国皇家学会大学研究奖学金获得者 Jo Shien
Ng博士。

2015年的入围图书显示出科学捕获大众需求的潜力，其中

既包括出现在畅销书名单中的《亚历克斯镜中奇遇》（Alex Bel⁃
los）和《停不下来的人》（David Adam），也不乏Jim Al-Khalili教
授和 Johnjoe McFadden销售超过 10000份、精装的《尖端生

活》。

入围作者也处在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写作潮流的前列，

即，把人类的故事放在首位和核心的艺术。Matthew Cobb在

《生命的最大秘密》中介绍了遗传密码破译的比赛，将之比喻为

翻页式的惊悚片。大型强子对撞机物理学家 Jon Butterworth
在《击碎物理学》中描绘了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地下掩

体中的生活，Gaia Vince讲述了自己环绕地球研究人类纪探险

的旅程。与此同时，David Adam在《停不下来的人》中把科学和

个人回忆结合起来，探索了强迫症，也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强迫

症患者的经历。

对于 2014年百花齐放的科普图书现状，评审团主席 Ian
Stewart说道：“虽然这些书的主题差别巨大，但它们都擅于讲述

故事，使科学研究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和真切实际，同时并未降低

科学的含量。无论是Gaia Vince的人类纪生态探险报告，或是

《击碎物理学》中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的生活，还是Bellos在《亚

历克斯镜中奇遇》中极富感染力的激情，这些书籍都开启了通往

复杂话题的精彩路途。”

英国皇家文学会小说家Sarah Waters认为：“最好的科学

作家可以像奥斯汀和狄更斯那样打动和震颤我们。虽然现在的

教育体制使人们将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与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区

分，但这些书证明了科学与艺术不应分开。伟大的科学写作是

一门艺术，这些作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热情和技艺照亮了最

具挑战性的话题。”

2014—2015年度的获奖者将在9月24日晚间的仪式上授

予，让我们共同期待最终的获奖结果。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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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理想情怀的知识分子理想情怀的知识分子
春风化雨的人生导师春风化雨的人生导师

冯长根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5月第1版，定价：30.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游苏宁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编审。

在最近一次老友聚会上，意外获赠
一本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理工大学教
授冯长根的新书《博士学位随笔》。回首
自己成长的经历，始终得益于中国科协
的呵护和提携，尤其是与冯长根教授相
识与相知的30年里，亦师亦友的他对自
己关怀备至。正是他的不吝指教，关键
时刻的支持鼓励，才使得笔者在中国科
协的这片沃土中茁壮成长。认真拜读
《博士学位随笔》后，笔者不仅在学识上
眼界大开、收获颇丰，窃以为在目前浮躁
的社会氛围中，该书还是鲜见的充满正
能量的育人佳作。作者在引人入胜的故
事中通过娓娓道来而以微知著，藉旁征
博引以洞烛科学真谛。掩卷遐思，尽管
从事管理工作多年，冯长根教授依旧是
一位拥有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的典型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

《博士学位随笔》是冯长根教授所著
的《走向成功》丛书的第4册。该丛书是
冯长根任《科技导报》主编期间在该刊

“主编心语”专栏发表的随笔文章的结
集。该刊“主编心语”专栏初设于 2007
年，作者以“成功”为主题，分别针对博士
生攻博、青年科技人员开展科研和博士
生导师指导博士生中的日常事务和关键
问题，以谈心的方式，用看似随意实而系
统、扎实的方式展开了论述。《博士学位
随笔》主要汇集了作者近几年发表的文
章，在结集成册时，依据不同的内容，分
为博士生与导师篇、导师篇、博士生篇及
杂感篇。

作为 20世纪 80年代毕业于英国利
兹大学的化学博士、已经指导过88位博
士毕业生的博士生导师，作者在书中总
结了他长期指导博士生的宝贵经验及充
满智慧火花的个人随想，不仅涵盖了博
士生与导师的交往、如何开展文献调研、
如何进行博士课题的研究、论文写作及
怎样准备答辩等具体内容；而且作者视
野开阔，涉猎广泛，常常通过日常生活中
的小事借题发挥，以小见大，从浅入深，
睿智悠然中不乏令人轻松的趣味之处及
语重心长的真情告诫。本书通过一篇篇
文章，启迪着年轻人的思想，这些文字对
于他们的学术和人生之路极具参考价
值。更重要的是，本书不仅展现了作者

对博士生培养、科研工作如何开展方面
一些具体问题的思考，更可贵之处在于
作者对科学和教育之本质的探索。他指
出，教育首先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文明
的视野，而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重
要的不是你获取的知识，而是你是否有
能力对这些知识做出判断。今天教育中
被遗失的灵魂，其实就是理解学科少了。
教学中教师使用幻灯片投影的效率越高，
学生用于理解的时间被挤掉的就越多；考
试越多，学生用于提高理解能力的时间就
越少。如果我们想要在科研上获得世界
级的一流原创性成果，需要的不仅是资金
和硬件，更需要营造出适合于一流创新人
才秀出班行的综合性环境和氛围，更多的
是科学研究的自由与宽容。

除去正文外，本书还包括3篇附录文
章，其中尤为感人的是，“我的《科技导
报》梦”一文令笔者体会到作者在主政
《科技导报》期间对科技期刊的挚爱，在
“十年磨一剑”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以
及为实现中国科技界“期刊梦”兹兹以求
的不释情怀。

无论是他对培养博士生所做的深入
思考，还是他对科技期刊的拳拳之心，都
体现出一位科学家、一位当代知识分子
的追求与热忱，以及他的理想主义情怀。
教学相长的真知灼见

本书中，作者颠覆了我们头脑中的
许多传统观念。如一般人都认为，名师
出高徒，但实际上在科学家群体中其比
例低于5%。他指出：把别人与自己的学
术距离描绘为对方的勤奋，其实只是一
种文化式的赞扬；而学术实力的积累是
成功者脱颖而出的秘诀。他质疑“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认为比赛就得
争第一，这与友谊并不矛盾；如果不去争
名次，为何要参加比赛？

作者提醒读者，博士生培养的关键
在于思维方式。要他用学习过的科学定
律和规则指导自己的思考，真正改变博
士生思维方式的恰恰是他参与的攻博课
题；作为学生，见贤思齐尤为重要，良好
的师生之交必将使博士生获益匪浅，积
极主动的语言风格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
果；最不该做且于事无补的行为就是抱
怨自己的导师不够完美。作者还通过哈
佛大学在校园中竖立一个充满谎言的哈

佛塑像，来提醒年轻的博士生们不要轻
信传说中的权威与偶像，要秉持怀疑精
神，努力追求自己笃信的真理。作者还
提出了学术论文的重要性。他认为，科
学家是由科学研究雕琢而成的。科学研
究成果的最终表现形式为论文。做科学
研究和写学术论文最重要的是判断力。
作者指出，学术论文是科研工作的“枢
纽”。撰写学术论文是科技界今天和昨
天的“通信”，是向明天伸出的“手”。科
研成果不是锁在办公室抽屉中的私人藏
品，应该是属于科技界的共享财富。论
文不仅是给同行看的，实际上将载入史
册。作为一位壮志未酬的办刊大家，他
深感优秀论文大量外流、国内期刊中低
水平论文长期充斥版面且发展乏力是中
国科技界的扼腕之痛。为此，他大声疾
呼：科学研究应该优雅而有深度，应对
SCI顶礼膜拜说不。

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提
醒博士生们，要把科研当成一种兴趣，博
士生应该具有独立并饶有兴趣从事科研
的能力。不仅如此，还要逐步意识到责
任比兴趣更重要，青年学者要把国富民
强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此话由作
者在洋洋洒洒的随笔之中顺势带出，丝
毫不显生硬空洞。这一点在当今博士生
教育中已经鲜见，从而更加让人钦佩作
者的赤子之心。对于当前科学研究的本
质，他作出了明确的判断和提醒：科学技
术的进步取决于思想的共享、技术的发
明和科学的发现，而这些依赖于历史的
机遇，其最终的成功取决于集体的努
力。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合作
水平衡量着人们的创新能力，任何人都
不可能永远独占鳌头，学会在科研上以

“交替领跑”的心态争夺第一，是如今科
技界领军人才应有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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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植物细胞分化与器官发生

许智宏，种康 主编。科学出版社，2016
年6月第1版，定价：158.00元。

本书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植物细胞分化与器官发生”创新群体成

员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为主线，围绕

细胞分裂和分化、器官发生和发育这些

基本科学问题，介绍了从分生组织到器

官形成的分子机制。本书在相关领域研

究进展的背景下，突出作者的研究特色，

纵论动态，力图做成图文并茂、简明扼

要、通俗易懂的学术专著。全书共11章，

系统全面地描述了植物细胞分化、器官

发生的概念、问题和研究体系，阐述了细

胞分裂、细胞分化和囊泡运输在植物发

育中的作用以及相关的研究技术；另外

还对花器官的起源与演化、开花启动和

花器官决定等的研究进展做了较为细致

的阐述，内容涉及春化信号的感受、花发

育模型、花器官发生调控网络、MADS-
box基因家族；对花粉管极性生长、植物

表皮毛极性生长、胚胎发育以及根尖和

茎尖分生组织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

绍。全书结构精练、信息量大，既有理

论、研究进展，又有研究方法。

数学思想与文化

张若军 编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 7月

第1版，定价：32.00元。

本书选材较为系统，兼顾数学的总

体概貌，数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数学的主要分支、常用的思想方法以及

重要的数学问题。特别是，每章（或节）

后设置了 5~8个思考题，融入多年来高

等数学的教学实践中学生所提出的有代

表性的问题，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值得

进一步思考与探索，从而提高课程教学

的知识性与思想性。

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美] David George Haskell 著，熊姣 译。

商务印书馆，2015 年 7 月第 1 版，定价：

67.00元。

本书是森林观测笔记。在这本书

里，一位生物学家以1年的时间为主线，

在每次观测中，为我们揭开藏森林 1 m2

地域里的秘密。在这本完全原创的书

里，生物学家戴维以一小片森林作为整

个自然界的缩影，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

这片森林和居住其中的栖息者的生活状

况。书的每一章都以一次简单的观察结

果作为开头，比如藏在落叶层里的火蜥

蜴，春天里野花的初次绽放。通过这些

观察，戴维织就了一个生物生态网，向人

们解释了把最小的微生物和最大的哺乳

动物联系起来的科学观点，并描述了延

续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的生态系统。戴

维每天都会在这片森林里漫步，梳理出

各种以大自然为家的动植物间复杂而又

微妙的关系，因此每一次寻访对于他来

说，都象征着一个自然故事的缩影。本

书优美的语言使读者把阅读过程看作一

次寻找大自然奥秘的盛大旅行，而作者

则像导游，带领大家探索存在于我们脚

下或者藏在我们后院里的奇妙世界。

微观世界的博弈：细菌、文化与

人类
[美] Anne Marczulak 著，王洁 译。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5 年 7 月第 1 版，定价：

38.00元。

细菌之于人类，到底是对手还是盟

友？本书为读者讲述了细菌与人类惊人

的关系，以及细菌与人类文明发展息息

相关的历史。作者 Anne Marczulak是

一位微生物学家，她为读者提供了有力

而崭新的视角去看待地球上最古老的生

物——细菌。本书中详细讲述了细菌的

生物特征、人类对细菌的认识和研究、细

菌与人类文化和产业的发展等有趣的知

识和历史掌故，既有生物学知识深入浅

出的介绍与讲解，又有人类社会文化的

扩展与延伸，内容丰富、涉猎广泛，阅读

起来轻松愉快。

物理之旅

[英] Tom Jackson 著，柳海培 译。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定价：59.00
元。

本书带领读者全面地领略物理学的

发展历程，讲述了物理学发展史上的100
个重大发现。从史前到中世纪，文艺复

兴时期，启蒙时期，一直到现代，描述了

各个时期物理学的重大发现，奇闻异事

以及著名的物理学家。全面地展示物理

学的魅力，图文并茂，生动而形象，同时

启发思考。本书收集的发现都为推进人

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书中都

包含300 多幅图片及大量相关资料。其

以时间为主线，快速浏览历史人物与相

应科学事件，链接同一时间其他领域正

在发生的历史大事件。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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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的表述形式科学文化的表述形式

文//高抒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科学内容经常以抽象的方式表达，如
使用数学符号等，这对非专业人士来说，
不太好理解。为了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
学，往往用其他的文化形态来表达，如美
术、音乐、文学作品等形式，这些形式虽然
不是科学本身，但有助于科学文化的传
播。当人们的科学素养普遍提高到一定
程度时，将无需再借助这些媒介，便可直
接理解科学内容。我们可以用一些例子
来说明表达科学内容的借用形式。

在美术作品中，荷兰画家埃舍尔的
作品被用来说明一些科学及科学哲学的
理念。例如，在“三个世界”（图1）这幅画
里，池塘代表真实的世界，有水面漂浮的
树叶和从水面之下探出头来的鱼儿为
证；水中的大树倒影是真实世界的影像，
可推断岸上真实大树的存在；而在画家
的艺术世界里，这既不是池塘、也没有鱼
或者大树，仅仅是一幅作品而已。科学
也是这样，要理顺客观世界、表象世界和
理论世界的关系。他的另一幅作品“上
升与下降”，则表现了科学哲学中的“悖
论”概念。

音乐作品中，法国M. 拉威尔的作品
“Bolero”，以两个交替出现的主题为特
征，音量逐渐加大，最后全曲在一个尖锐
的音阶上戛然而止，这较好地反映出正
反馈机理的不受遏制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的过程。

文学作品对科学方法的描述可以以
侦探小说为代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侦
探小说被称为科普作品。其中，柯南道
尔和克里斯蒂的作品较有代表性。柯南
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用“多种证据法”断
案，“所有的证据，无论大小，都指向同一
方向”是经典的表述；克里斯蒂笔下的波

洛则采用“内部一致性”办法破案。两种
方法均是地球科学中所常用的。

实际上，仅仅把科普看成是“普及科
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意义上的科
普作品应向艺术或文学靠拢，这样才能
更好地达到传播科学内容的目的。科技
人员能够放下身段，向公众汇报自己的
研究，以得到公众的支持，这才是科普的
高级境界。另外，科普也是很有潜力的
产业，科普著作、科幻影视、自然和博物
学纪录片等都有着广阔的市场。

像上述的例子，用美术、音乐、文学
等较形象的方法，并经过恰当的诠释来
表达科学文化，适合于大多数群体；而对
于学术界和专业人士，以科学哲学、科学
史和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刻画其文化属
性，就再直接不过了。

关于知识的属性以及获得知识的方
法论问题的科学哲学探讨，可以以B.罗
素为代表。他深入地探讨了知识的可靠
性问题，指出知识是以宗教和科学为两
端、哲学居中而构成的体系，其中，科学
知识应是最可靠的。当然，在科学知识
的应用中，还需注意知识的局限性，并非
所有问题都有科学答案。在获取知识的
方法上，最基本的是归纳法，而演绎法只
是用来分析，不能产生新知识。然而，虽
说归纳法产生新知识，其结论通常是易
错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归纳
法是不符合逻辑规则的（如果前提正确，
则结论也正确，这样的推论规则称为逻
辑规则），但如果弃用归纳法，则做科学
研究是不可能的。科学的这个方法论特
征表明，并没有可以确保结论正确的途
径。但是，科学可以用长期积累的资料
来表明，至少有些方法或程序流程是存
在某种缺陷的，因此，排除了缺陷之后，
在操作上获得正确知识则是可能的。例
如飞机研制，在排除了大量失误之后，研
制水平已经很高，在应用中，也基本达到

了目标，虽然一些核心科学问题并未完
全解决。

科学史是关于“科学活动实际上是
如何进行的”这样的问题。历史上有过
一系列的人和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
例子，如果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
如智力、地理区域、社会环境、经济水平、
管理方式等，则有可能得出对成败的解
释或看法。类似这样的研究为我们提供
了科学活动的经验。与科学哲学所阐述
的原理一样，历史经验也会对人们追求
学术生涯的行动产生影响。例如，哈佛
大学历史上培养出很多杰出人才，我们
了解这一信息后会梦想去那里接受高等
教育。科学史上的事实，正反两面都有，
关键是要理解各种不同事例发生的频度
和地域分布，还要认识某些事实的典型
性，更要弄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教
给我们的不仅是静态的观察，还有对时
空的透视，正因这一点，科学史信息是重
要的。

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活动的进行
方式。R. K. Murton的《科学社会学》具
有代表性。在这本著作里，他讨论了科
学圈中的许多有趣问题，如科学家的职
责、科学成就的评价和奖励、科研人员个
人在学术团体中的作用、科学研究的资
助等。之后，他的学生们沿着他的研究
方向继续研究，在“科学家如何获得荣誉
和地位”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对于
社会和科研的关系，T. Keeley在《科学研
究的经济规律》有较为深入的分析，根据
对全球范围的科技投入数据，提出了科
技投入与GDP总量相关、国家投入与个
人（企业）投入具有可替代性、而国家投
入的效率却远低于个人投入等 3 个结
论。这些发现对科技管理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总之，科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要
让科学文化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美
术、音乐、文学作品可以发挥巨大的作
用，而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对
于专业人员而言更是必需的精神食粮。

图1 埃舍尔“三个世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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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科学人生大满贯赢得科学人生大满贯
·科学人物·

文//陈珂珂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彭士禄是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早年留学苏联，1958年回国后一直

从事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

潜艇的首席总设计师、大亚湾核电站总

指挥，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顾问、中

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

名誉理事长。被誉为“中国里科弗”“核

潜艇之父”和“核电事业的开拓者”。

烈士遗孤 与核结缘

1925年 11月 18日，彭士禄出生于

广东海丰。彼时帝国主义操纵军阀统

治，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运

动此消彼长。彭士禄的父亲澎湃是中国

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

农民运动领袖，母亲蔡素屏在丈夫的影

响下也开始了农运宣传工作。彭士禄 3
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在上海被秘

密杀害。作为烈士遗孤的彭士禄成为国

民党反动派追捕的对象，几经入狱和逃

难，罹患了数次致命疾病，彭士禄依靠贫

苦老百姓的照顾、掩护和党组织的营救，

顽强地生存下来，15岁时被送到延安读

书。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在

喀山化工学院和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

习。5年后，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获优秀

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之后的3年，彭士

禄又被送往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

专业。求学 8年，彭士禄从未在晚上 12
点前就寝过，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

了。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

另付 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在回

忆这段求学往事时，彭士禄会动情地用

潮汕话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

上洋学堂呃，我们能不努力么？”正是这3
年的积累，使彭士禄和他的同学们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孕育了中国核动力事业

的优良种子。

临危受命 巨鲸潜海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

化，中美还未建立外交关系。1962年，苏

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原子能专家。同

时，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连续3年的自然

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整个经济处于最

困难时期。1963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

保留一个由 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

室，彭士禄临危受命担任副主任，负责全

面工作，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艇总体

等关键项目的研究。研究室设立伊始，大

部分科研人员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所学

专业基本不姓“核”，全部的参考资料仅仅

是两张从外国报纸上翻拍的外国核潜艇

照片和一件从西方玩具店里买来的核潜

艇模型。彭士禄和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

了老师，给他们开了反应堆物理等5门专

业课，两年后，这几个外行全部成了核动

力尖兵，中国核动力事业的优良种子在本

土大地生根发芽。尽管研究室硬件简陋，

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第一代科研人

员还是夜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确

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为了保证反应堆

在常温下安全可控，科研人员在陆上模式

堆试验基地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

误差，修正了公式，补添了近一倍的可燃

毒物棒。1971年9月，中国自行设计和建

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试航成功，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

家。核潜艇的成功研制，极大地鼓舞了中

国人民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更是震惊了世界。

为国效力 核电先锋

20世纪 70和 80年代，彭士禄从军

工转入民用领域，开始投身核电站建设

工作，将核能服务于社会，领导筹建秦山

一期、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二期核电

站。在建设秦山一期项目时，上海核工

程研究院和由彭士禄担任副所长和总工

程师的719所通力合作，推翻了熔盐堆方

案，精心设计了压水堆方案，为以后中国

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

关键作用。如果说在筹建秦山一期核电

站的时候，彭士禄还是技术专家范儿的

话，作为大亚湾核电站的总指挥，彭士禄

又增加了经济范儿、设计范儿和管理范

儿，项目与法国和英国合作，缩短探索时

间和成本；全体项目人员钻研设计，自力

更生、以我为主，把握建设主动权；彭士

禄本人亲自演算了外商提供的核电站

100多个主要参数，并自学经济学课程，

为投资和进度控制问题建立数据模型，

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广泛使用这套思

路进行管理。而在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

时，他又积极推行董事会制度，首次把招

投标机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除此之外，彭士禄还积极参与中国

核学会的筹建工作，核学会除了做好核

电知识宣传普及工作之外，还初步制定

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核电标准和规程，积

极开展同国际核科技组织、企业的交流

合作，坚定我国进行核决策时的信心。

学会还出面，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桥

梁，团结并聚集了核动力产业从上游到

下游近百个企业，避开官本位思想与门

户之见，创造和谐、平等、认真的研讨气

氛，促进了学科良性发展。

勇往直前 三副好牌

一生耕耘于中国的核动力事业，彭

士禄赢得了一个雅号——“彭拍板”，他

如此解释道：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

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

能？在试验工作中，只要有七成把握就

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

法克服。而且他的“拍板”绝非盲目，他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们拿数据

来和我讲话”“拍板决策，数据说话，错了

就改”，这一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工作思路

指导着彭士禄在开创性的一线工作中勇

往直前，按时保质完成尖端科研任务。

这位科研勇士在工作生活中还常打

三副好牌：简单牌，吃穿住行各方面尽量

简单，保留时间精力搞科研；“懒汉牌”，

发动团队力量完成任务，培养优秀年轻

人；糊涂牌，不受羁于功名利禄，不知道

自己拿多少钱，坐什么车，住什么房子，

甚至被送到会场了，还不知道自己获得

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正是靠着这勇往

直前、垦荒牛一样的倔强精神和信手拈

来的三副好牌，彭士禄赢得了自己科学

人生的大满贯。

图1 核动力专家彭士禄

图片来源：《核动力道路上的垦荒牛

——彭士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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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指导、、管理研究生的实践和思考管理研究生的实践和思考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当一个人实现了从博士后到研究生

导师、课题组组长的角色转换，工作方式

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在导师的指导下

从事研究，而现在是指导研究生进行研

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科研，还有管理。

课题组组长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课题

组的工作状态、能否达到课题组和所在

单位的目标，也影响着自己和学生的职

业发展。如何指导、管理研究生，这是我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实践中确立、优化指导方式

不同的导师对学生有不同的指导方

式。有的导师“放羊”，把学生招进来后

不闻不问，让其自生自灭。还有的导师

（“微观管理者”）事无巨细地管着学生，

每天催问科研进展。通过学习和实践，

我认识到，导师应该尊重、信任学生，让

学生有相对独立的课题，既创造条件让

其做科研，又给予经常性的、及时的指

导。既不是把饭送到学生嘴边，也不是

把学生当做采集数据的工具。这样能发

挥学生的科研想象力和主观能动性，也

减轻导师的负担。

导师的指导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

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每个

学生的基础和能力不同，读研动机和做

事方式也不同。对于基础扎实、能力强、

主观能动性强的学生，应给予更多“权

限”和自由度。对于基础薄弱、缺乏独立

科研能力的学生，还是应该给予更多指

导，使其步入正轨。因时而异：有的老师

刚入职，急需证明自己。这时招进来的

学生在科研上是一张白纸，老师不可能

让学生完全独立地做研究。随着时间的

推移，导师在院系“站稳脚跟”，对产出论

文的需求不那么急迫了，学生也“熟门熟

路”，并证明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和主观能

动性，这时导师就能给学生更多的自由

度。总之，选取何种指导方式要考虑导

师、学生的特点和当时的具体情况。

探索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方法

很多老师都有一套调动研究生积极

性的方法。比如有的导师让学生只管采

集实验数据，自己亲自操刀写论文，给学

生署名为第1作者。有的导师把刚进课

题组学生的名字加到科研论文里去，助

其获得高额奖学金。还有的导师用“美

好的前景来“诱惑”学生，说只要你再发

几篇论文，我就推荐你出国做博士后，将

来回国直接做教授！显然，不同的导师

有自己的伦理标准和给予“尺度”。

我不大习惯“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

智”。我主要针对学生的四个困惑对症

下药。困惑一：不清楚导师对学生的期

望值，把导师作为“剥削者”放在自己的

对立面；困惑二：没有清晰的完成学业

（科研）的目标和实现途径；困惑三：在科

研中遇到困境，不清楚如何走出“迷宫”；

困惑四：不清楚读研后能否找到理想工

作。

针对困惑一，我对学生讲清楚：导师

督促学生做科研并取得成果并非“自

私”，而是导师的本职工作。对于研究生

来说，做研究并取得成果，不但是毕业的

要求，并且是读研究生的题中之意，从中

也可以锻炼能力、学到为人处世的方

法。我不指望学生毕业后都从事科研工

作，但在校期间就要像研究生的样子。

针对困惑二，我和学生持续互动，帮

助他们找到研究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

径，在科研过程中不断梳理“我们要往哪

里去”“我们已经走到哪里了”“还需要做

什么才能实现目标”，让学生有清晰的图

景、看到希望。

针对困惑三，我告诉学生，科研中遇

到困难是很正常的，并指导学生分析科

研数据，提示关键文献和思考角度。通

过查阅文献、补充实验和深入思考，学生

体会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奥妙。论文经过我的修改，被学

术刊物接收时，学生更有了信心。

针对困惑四，我同意有些将来不准

备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做

助管、党支部书记、夏令营志愿者等方式

锻炼能力，在“工作时间”看有关职业发

展的书，暑假去世界“500强”企业实习，

保证他们研三找工作、面试的时间。对

于毕业后想继续从事科研的学生，我鼓

励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仪器培训，并和他

们多讨论科研和职业发展之路。

帮助学生在科研习惯和为人处世方面的

成长

我认为，导师不仅仅要指导科研，更

应该帮助学生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成长，

这不但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还能使课题

组达到好的状态。为此，遇到问题（比如

学生把样品送到别的地方测试后，只是

干等着，没有追踪进展；实验装置出现问

题，学生既不报告，也不修理；学生把和

我合用实验室的其他老师的有毒试剂随

手借给了别的同学），我常常把他们召集

起来集体反思，教育学生做事要积极主

动、思考缜密、勇于负责。

作为导师，我会阶段性地给学生反

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比如有的学

生进校后只是满足于每天上课、参加社

团活动，没有及时进入研究状态。有的

学生发表论文后松懈了，嘴上说会好好

做的，但好久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有的

研究生拿捏不好轻重缓急，我让他先把

“第一篇”论文整理好，但他一直忙着“下

一篇”论文的实验。也有些学生看问题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缺乏全局观。给他

们指出后，我能发现他们取得明显的进

步。

研究生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并产生

困惑。比如看到周围同学利用本该用于

科研的时间外出实习或者开网店，自己

心里也痒痒的。知道有的同学花钱买专

利署名权，以便毕业后申请上海户口，所

以希望我申请专利把他的名字挂上。还

有的学生羡慕别的课题组在高档次SCI
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而自惭形秽。面对

学生不时出现的思想情绪和困惑，我也

在不倦地给予指点和回答。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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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马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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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行业大学发展的典范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最近国内很多行业性高校面临着到

底是“转型为综合行大学”，还是“继续保

持行业特色”的艰难选择，转型为综合性

大学意味着巨大投资，还会被说成千校

一面，继续保持行业特色，就意味着学科

集中，在当今数字考核的社会优势越来

越不明显。

本人访学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UC Davis），始建于 1905年，从当年加

州伯克利大学的农学院逐步发展成一个

以农科为特色（农业、兽医、植物、环境等

专业全美排名第 1），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综合大学（美国公立大学排名第 9，全美

大学排名第38，全球排名42，学生规模3
万多人），仅仅用了 110年的时间。UC
Davis的哪些发展经验值得我国的高等

学校，特别是为数众多的行业大学学习

呢？我通过近1年的观察和学习，总结了

以下几点认识：

合理的学科布局

UC Davis 将所有学科分为 4个层

次，第一梯队为传统优势学科，即农业及

环境相关学科，是该校的标签，因此在用

房、人员、场地上都给予了倾斜。第二梯

队为基础学科，包括生命、化学、物理、数

学，这些学科为优势学科提供原始创新

的炮弹，同时也是为学校贡献高水平论

文和研究基金的大户，这些学科所在的

系都有独立的大楼，都可以招博士生。

第三梯队为工程应用及新兴学科。这类

学科包括：土木、环境、机械、航天、材料

化工、电气、计算机等工程学和医学等应

用学科，也表现不俗，大多在美国前 50
名。这些学科的首要职责是人才培养，

满足社会需求；其次为基础学科提供实

验技术手段，为优势学科的实践提供最

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最后为学校的永

续发展培养后备力量。第四梯队为人文

与艺术学科，包括哲学、历史、英语、经

济、管理、教育、心理学、人类学、艺术学

等，人文学科则为整个大学提供人文精

神，滋养师生的人文情怀，培养他们的艺

术气质。

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

UC Davis虽然学科分为 4个层次，

但是相互之间协调发展，构成了一个和

谐的生态系统。在UC Davis，优势学科

是从行业中发现问题，并运用基础学科

的理论方法和工程学科的技术手段解决

问题。人文学科则是让教授们平静下

来，让他们从总结过去中寻找科学规律，

并为他们大胆地假设未来提供创意和灵

感，同时约束他们的科学伦理。反过来，

优势学科又为工程学科、人文学科提供

研究的对象和素材。在UC Davis这四

类学科，相互支持，形成了一个平衡系

统。反观我国很多行业大学，为了制造

世界级高水平学科，采用大跃进时期的

吨粮田的做法，举全校之力，将绝大数资

源投入到某些“龙头”学院，“龙头”学科，

而将某些暂时看不到产出的基础学科进

行拆并，甚至逼死赶走，短时间虽然优势

学科排名上去了，但是发展后劲没有了。

将服务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视为大学

使命

UC Davis是州立大学，因此为加州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00年

后，加州开始兴盛，学校在帮助加州进行

土壤改良、作物育种、畜牧兽医、水资源

开发与管理、地质调查等方面作出了巨

大贡献，同时还为本州培养了大量优秀

人才。如今的服务方式则是UC Davis
的很多科研机构与加州各政府部门建立

长期且紧密的合作，政府部门为这些机

构提供持续稳定的经费，学校则为加州

提供政策、技术、行业发展、紧急事件处

理等方面的技术咨询、技术储备和人员

培训。同时学校还是全美的兽医中心，

为整个联邦服务。

其实我国的部分行业大学过去在社

会服务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是近年来，

在综合排名的压力下，其目标导向和考

核指标逐渐向综合性大学看齐，变成了

SCI论文、高层次科研项目、人才计划和政

府奖励等定量指标，这使得行业大学逐渐

异化成追逐国家资源的机器，逐渐失去了

为行业服务的特色。反过来，一些综合性

大学又开始赢者通吃，抢滩行业大学的原

有阵地，使得行业大学背腹受敌。UC Da⁃
vis有一个“One world，one UC Davis”的
理念很值得学习，那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做世界上仅有的一个”。

把人才留住

21 世纪人才是高校发展的关键，

UC Davis留住人才主要靠以下 4点：1）
待遇留人。一般终身职位序列的教研人

员收入丰厚，可安心钻研教学和科研。

同时因为UC Davis为地方和行业服务，

有 足 够 的

项 目 经 费

可 以 供 养

一 批 非 终

身 职 位 的

博士后、项

目 科 学 家

等，这部分人是 UC Davis的科研主力

军，为 UC Davis产出了 70%的科研成

果。2）事业留人。UC Davis教学与科

研的工作环境舒适，科研设备齐全先进、

安全设施管理严格、行政人员热心周到，

教研人员不用做任何与教学科研无关的

事，能全身心投入工作。3）环境留人。

UC Davis与当地政府将大学城打造成了

一个四季如春、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和学生。

4）福利留人。UC Davis为教职员工买了

各种保险，甚至博士生生孩子都有补

助。戴维斯小镇高水准、免费的义务教

育使得很多教职员舍不得离开。留住了

人，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高度的办学自主权

在UC Davis几乎看不到美国教育

部的影子，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教

育部统统不管，教育只管学生贷款、资助

计划、普法并调查违法、数据统计等保证

教育公平的事务。加州政府也只是通过

限制教员数量、审核大学预算等方式进

行总量控制，而对学校的内部事务一概

不管。学校通过各种教授委员会对学校

的事务进行自主管理，将每一分经费的

效益发挥到最大。反观我们的教育管理

部门，对高校行政干预太多，每年高校如

果遇到“学科评估、专业评估、重点实验

室评估、就业评估……”等大事，就会全

校总动员、地动山摇一阵子，严重干扰了

正常的教研秩序。

通过对UC Davis的百年发展分析，

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国的行

业高校通过大力提升与优势学科相关的

基础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实力，可促进传

统优势学科的全面改造和实力提升，也

将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和行业人才

培养服务。如果教育管理部门减少行政

干预，让行业大学稳打稳扎地自主发展，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涌现出一批

在相关领域闻名世界的特色大学。

———长安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长安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

徐志刚徐志刚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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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NASA发现发现““另一颗地球另一颗地球””
———— Kepler-Kepler-452452bb解析解析
王靓，吴晓姝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北京 100012
摘要摘要 2015年7月24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了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发现的一颗新的地外行星——Kepler-452b，
因其位于一颗非常类似太阳的恒星周围的“可居住带”中，且半径接近地球，被称为“地球2.0”。本文介绍了开普勒望远镜在系外

行星搜寻方面的最新进展，对这颗行星的发现和验证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

关键词关键词 太阳系外行星；类地行星；可居住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157.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01

An Interpretation of“Another Earth”——Kepler-452b found by NASA

AbstractAbstract NASA announced the discovery of a new habitable extra-solar planet Kepler-452b, which has the closest match of planet
characteristics to Earth. Its host star has a spectral-type of G2, 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sun. We introduced the latest progress made
by the Kepler telescope, and mad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detection, validation, and habitability of Kepler-452b.
KeywordsKeywords extra-solar planets; Earth-like planets; habitable zone

WANG Liang, WU Xiaoshu
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

2015年 7月 24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召开音

频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在一颗非常类似太

阳的恒星周围发现了一颗新的系外行星——Kepler-452b。
它的半径只比地球大11%，接收到的来自主星的辐射只比地

球高大约10%，因此推测表面温度适宜，位于“可居住带”中，

表面可能具备了液态水甚至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这则新

闻一经公布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带动了系外行星研

究领域的进一步升温。在我国，Kepler-452b引发了媒体和公

众的极高热情，触发了公众对地球环境、人类命运的严肃思

考。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以“善待地球，拯救自己”为题进

行了20分钟的报道。那么这颗行星是如何发现的，又是如何

被称为“地球2.0”的呢？本文将深入解析Kepler-452b从发现

到证认的过程。

1 开普勒望远镜
在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以来，除了著名的哈勃空间望远

镜，恐怕没有哪台空间望远镜有“开普勒”如此高的知名度

了。作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现计划”（Discovery
Program）中的一员，开普勒空间望远镜的耗资只有6亿美元，

甚至比不上哈勃空间望远镜总耗资的零头，但它近年来做出

的一系列发现对公众带来的震撼足可以媲美后者。

开普勒望远镜的前身“地球大小的内行星的频率”计划

（FRequency of Earth-Sized Inner Planets，缩写 FRESIP）最初

是由NASA的工程师William J.Borucki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

初提出的 [1]。当时，天文学家 Aleksander Wolszczan 和 Dale
Frail刚刚在一颗“濒死”的恒星——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两颗

行星 [2]，这是人类首次有确切的证据发现太阳系以外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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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植物高粱基因组研究进展能源植物高粱基因组研究进展
罗洪 1，张丽敏 1，夏艳 1，吴小园 1，2，王聪 1,2，刘智全 1，景海春 1

1.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方资源植物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3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回顾了高粱基因组学研究的发展进程，概述了初期组学数据的积累、参考基因组的破译及新一代测序技术和数据分析方

法引领下的组学研究进展；介绍了高粱基因组的结构，从比较基因组学的角度，分析了高粱基因组的进化及其特性；探讨了高粱

功能基因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展，总结了已经发掘的高粱关键基因和遗传位点，对高粱组学数据资源进行了归纳。对高粱基

因组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高粱基因组；新一代测序技术；比较与功能基因组学；重要QTL和基因；生物质能源性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02

An update ongenome research of biofuel sorghum (Sorghum bicolour)

AbstractAbstract Research of sorghum genomes has been acceler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and
bioinformatics toolsand has accumulated a large amount of genomics data. This review describes the structural and sequ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orghum genome and discusses its evolutionary backgr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genomics. We also
highlight new findings obtained through exploiting the genomic information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sorghum genome research to
develop it into a dedicated biofuel crop.
KeywordsKeywords sorghum genom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important QTLs and genes; the
biofuel syndrome

LUO Hong1, ZHANG Limin1, XIA Yan1, WU Xiaoyuan1,2, WANG Cong1,2, LIU Zhiquan1, JING Haichun1

1.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Resources,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高粱（Sorghum bicolor L. Moench）是禾本科高粱属二倍

体植物（2n=2x=20），是世界上继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inn.）、玉米（Zea mays L.）、水稻（Oryza sativa L.）和大麦

（Hordeum vulgare L.）之后的第五大作物 [1]，为干旱及半干旱

地区 30多个国家的近 5亿人提供粮食（FAO统计数据）。高

粱最初的起源地和种植区被广泛认为是苏丹和尼日利亚之

间的南撒哈拉（Sub-Saharan Africa）[2]，并于公元前3000年以

前从这个地区扩散进入非洲西部热带地区，干旱的东北地区及

非洲东南地区，此后高粱又经地中海传入印度、中国等地 [3]。

但是就中国“kaoliang”的起源问题，科学家还存在不同的见

解。在世界主要作物中，高粱是唯一起源于非洲的作物，在

作物起源进化和驯化研究中起着重要地位[4]。

高粱是C4单子叶作物，光合作用效率高，生物产量高，经

济效益大，被称为“高能作物”。根据用途，高粱可分为籽实

高粱，甜高粱和饲草高粱等几种类型。除了作为重要的粮食

作物外，高粱也可以用于食品加工，酿酒工业，青贮饲料和色

素工业等，尤其是近几年全球能源危机的加剧，甜高粱作为

新一代能源作物备受关注。与普通籽实高粱相比，甜高粱具

有生长快、产量高、适应性广、耐逆性强和对土壤及肥料要求

不高等优点，素有“作物中的骆驼（camel amongst crops）”之

称 [5]。此外，甜高粱茎秆含汁量较高（60%以上），汁液锤度一

般在 16%~22％，每公顷茎秆可产 4500~6000 kg 50°的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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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的起源与驯化水稻的起源与驯化
———来自基因组学的证据—来自基因组学的证据

景春艳，张富民，葛颂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3
摘要摘要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约1万年前开始被驯化。由于水稻与其祖先野生种存在一定的遗传分化，水稻的起源

和驯化问题长期存在争议。本文综述了水稻起源和驯化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基因组学方面的证据，认为水稻2个亚

种独立起源于野生祖先种内很早就分化的不同类群，但一些驯化基因——控制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可能首先在一个亚种中被

驯化，然后通过基因渐渗，扩散到另一个亚种中。因此，水稻驯化的关键是研究驯化基因的起源和扩散方式。随着大规模基因组

测序技术的发展和相应数据分析方法的建立，在全基因组水平对水稻及其祖先进行大规模分析，已成为揭示水稻起源与驯化之

谜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关键词 水稻起源；植物驯化；基因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S511，Q34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03

Genomic evidence of the origin and domestication of Asian cultivated
rice (Oryza sativa L.)
JING Chunyan, ZHANG Fumin, GE S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Botany;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Rice (Oryza sativa L.) was domesticated about 10000 years ago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od crops in the
world. Owing to th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s within and between rice and its wild ancestral species, the origin and domestication of rice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for a long time. Many previous investigations, especially recent genomic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two
subspecies of rice originated independently from early differentiation populations of the wild ancestral species while quite a few
domesticated genes associated with important agricultural traits might occur only in one subspecies at first and spread into the other
one by introgression. Therefore, the origin and spreading mode of domesticated genes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domestication
of rice. Fortunately,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high-throughput genomic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and related approaches of population
genomics offer us an opportunity to research population genetic differentiations within and between rice and its wild ancestral species
at the genome scale, which has been the key to reveal the mystery of rice origin and domestication.
KeywordsKeywords the origin of rice; plant domestication; ge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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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基因组学，电子信箱：zhangfm@ibcas.ac.cn
引用格式：景春艳, 张富民, 葛颂. 水稻的起源与驯化——来自基因组学的证据[J]. 科技导报, 2015, 33(16): 27-32.

植物驯化是指从野生植物中选育出栽培作物的过程。

三大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都是植物驯化的产物。

13000年来，植物驯化解决了人类食物稳定供应的基本问题，

为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随着世界人

口的增加，如何在日益减少的耕地上、日益恶化的气候条件

下通过改良现有作物以提高粮食的产量和质量成为亟需解

决的问题[2]。地球上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其中许多有潜在食

用或经济价值的物种还未被人类驯化，对这些物种进行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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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代谢组学技术研究进展植物代谢组学技术研究进展
刘贤青，罗杰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摘要 代谢组学对生物体或细胞中全部小分子代谢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是继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之后又一门新兴的组学技

术。植物代谢物在种类、含量、生理功能方面极具多样性，因此植物代谢组学在代谢组学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植物代谢物是

植物生理状态在代谢水平的反映，从整体上研究植物代谢物的变化及其调控将为解析植物生长发育及其与环境因子的互作奠定

基础。植物代谢组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代谢物积累模式及其遗传基础研究、代谢相关基因的鉴定及途径解析方面，成为现代

植物生物学研究中的热点领域之一。本文综述植物代谢组学分析技术的基本组成、发展状况及植物代谢组学应用于现代植物生

物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代谢组学；广泛靶向代谢组学；数量性状座位；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基因功能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59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04

Advances of technologies and research in plant metabolomics
LIU Xianqing, LUO Ji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Metabolomics is an emerging omics technology aft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and it tends to qualify and quantify all
metabolites of small molecular weight in an organism of cells. Plant metabolites are extremely diverse in terms of their classes,
content, and functions, and plant metabolomics therefo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etabolomics. Plant metabolites are the readouts of
physiological status of a plant,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nge and regulation of plant metabolites as a whole will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dissection of plants' growth,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environments. Plant metabolomics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investigating the accumulation pattern of metabolites and the underlying genetic bas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genes involved
in metabolism, and is one of the hotspots in modern plant biology.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cal
platforms in plant metabolomics,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s in plant biology.
KeywordsKeywords metabolomics; widely-targeted metabolomics;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en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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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贤青, 罗杰. 植物代谢组学技术及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16): 33-38.

代谢组学研究生物体内源代谢物的种类、数量及其在内

外因素作用下的变化规律，是系统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继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之后迅速发展起来

的新兴学科。代谢组学定义有20世纪90年代末Nicholson提
出的“metabonomics”[1]和 21 世纪初 Fiehn 提出的“metabolo⁃
mics”[2]两种，两者在拼写及侧重点稍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指

从整体上研究生物体的代谢产物。目前，对于代谢组学的定

义为“对某一生物、组织或细胞中所有低分子量（通常指分子

量<1000）代谢产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一门科学。代谢

产物作为生物体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基因转录和蛋白表达的

最终结果，是生物体表型的物质基础。同时代谢产物又能影

响或调节基因的转录和蛋白的表达和活性。代谢组与基因

组、转录组、蛋白组相比更接近生物体的表型，基因组和蛋白

组的微小变化可以在代谢组层面得以体现和放大[3]。因此，

代谢组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代谢组学手段在解析生

物系统及基因功能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代谢组学的研究中，植物代谢组的研究占有重要

的地位。作为一类固着性生物，植物可以产生种类繁多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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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丽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小麦分子遗传育种，电子信箱：llh216@163.com；庞斌双（共同第一作者），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小麦分子遗

传育种，电子信箱：pangbinshuang1122@aliyun.com；赵昌平（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小麦遗传育种，电子信箱：cp_zhao@vip.sohu.com
引用格式：刘丽华, 庞斌双, 刘阳娜, 等. 利用SSR标记正确判断小麦杂交种中的杂株[J]. 科技导报, 2015, 33(16): 39-45.

利用利用SSRSSR标记正确判断小麦杂交种中标记正确判断小麦杂交种中
的杂株的杂株
刘丽华，庞斌双，刘阳娜，李宏博，王娜，张欣，张晓旭，赵昌平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杂交小麦分子遗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7
摘要摘要 正确判断杂交种中混有的杂株，是准确鉴定小麦杂交种种子纯度的前提。在分析 180份杂交组合的基础上，以“京麦

1100”为例，提出了利用SSR标记正确判断小麦杂交种中杂株的方法：1）筛选双亲间有多态性的引物不少于5对；2）利用该引

物检测亲本及杂交种的基因型，并按照杂交种基因型记录原则记录每个个体的基因型；3）正确判断真实杂交种基因型：不论亲

本是否存在非纯合位点现象，只要某个体同时具备父母本的基因型，均视为真实杂交种的基因型；4）判断杂株：当某个体在多个

SSR位点上与真实杂交种基因型不同时，判断为杂株。

关键词关键词 杂交小麦；SSR标记；杂株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7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05

Correct judgment method of contaminated plants in hybrid wheat
using SSR markers

AbstractAbstract Correct judgment of contaminated plants in wheat hybrid is the premise for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seed purity. In this
study, taking the hybrid wheat variety "Jingmai1100" as an example, we propose a method for judging contaminated plants in hybrid
wheat using SSR marker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180 wheat hybrids: 1) Not less than five polymorphic SSR markers on parents of
different genotypes should be screened; 2) Polymorphic SSR primers are used to detect the genotype of parents and hybrids, and each
plan's genotype is recorded according to the recording principle of hybrid genotypes; 3) True hybrid genotypes should be judged
accurately, with the following principle: No matter whether there is the homozygous locus in parents, as long as the individual has both
parents' genotype,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true hybrid genotype; 4) Judgment of contaminated plants in hybrids: When the
individual is different from true hybrid on multiple SSR loci, it could be regarded as a contaminated plant.
KeywordsKeywords hybrid wheat; SSR markers; contaminated plants

LIU Lihua, PANG Binshuang, LIU Yangna, LI Hongbo, WANG Na, ZHANG Xin, ZHANG Xiaoxu, ZHAO Changping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Genetics in Hybrid Wheat; Engineering and Technique Research Center for Hybrid Wheat,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Beijing 100097, China

在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迫切期待持续、稳

定提高小麦产量，杂种优势利用则是今后小麦生产水平大幅

度提高的主要途径之一。近年来，中国杂交小麦研究与应用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迄今已审定杂交小麦品种13个，其中部

分杂交小麦已开始进入快速示范应用阶段。杂交小麦种子

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其中种子纯度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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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中保，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玉米转基因及分子生物学，电子信箱：zwu22@126.com
引用格式：张中保, 李向龙, 吴忠义, 等. 玉米1,3,4-三磷酸肌醇5/6激酶 ITPK家族基因的鉴定和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16): 46-50.

玉米玉米11,,33,,44--三磷酸肌醇三磷酸肌醇55//66激酶激酶 ITPKITPK
家族基因的鉴定和分析家族基因的鉴定和分析
张中保，李向龙，吴忠义，魏建华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生物中心；北京市农业基因资源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7
摘要摘要 1,3,4-三磷酸肌醇5/6-激酶（ITPK）是一种在动物、植物、线虫中都比较保守的多功能酶，在生物信号传导及生长发育中起

重要作用。为了充分研究玉米中 ITPK家族基因系统分析、全生育期基因表达模式及逆境胁迫表达模式，利用玉米基因组数据

库，通过生物信息学手段，鉴定玉米 ITPK家族基因的全序列、定位和编码蛋白，通过序列比对进行进化和分类分析。利用玉米高

通量芯片表达数据进行组织表达差异性、干旱胁迫和病害胁迫表达谱分析。结果表明，玉米基因组中含有6个 ITPK家族基因，

分布于玉米的4条染色体上。MEME保守结构域分析显示，ZmITPK1-5均含有3个保守的ATP-grasp-4结构域，ZmITPK6含
有两个ATP-grasp-4保守结构域。进化树分析表明ZmITPK可分为3个亚家族。各个发育阶段中，多数成员在生殖器官或营养

器官中均有较高的表达量，只有ZmITPK1在所有器官中表达量都不高。ZmITPK2和ZmITPK3基因受干旱胁迫处理诱导不同

程度上调表达。而在生物胁迫条件下均无显著上调或下调表达。

关键词关键词 玉米；三磷酸肌醇5/6激酶；保守结构域；表达模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S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06

Genome-wide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inositol 1,3,4-trisphosphate
5/6-kinase gene family in maize (Zea Mays.L.)

Abstract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maize genome database and bioinformatics method, we obtained maize ITPK family genes and their
positions on chromosome and duplication information. ITPK protein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A
total of 6 ZmITPK genes were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d from maize and located on 4 chromosomes. Multiple alignment and motif
displa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l ZmITPK proteins share two or three conserved ATP-grasp-4 domains. Phylogene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ZmITPK famil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Microarray data showed that the ZmITPK genes had tissue- specific
expression patterns in various maize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in response to biotic and abiotic stres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ZmITPK2 and 3 were induced by drought stress in the maize inbred lines Han21 and Ye478. While, all of ZmTIFY genes were not
induced by three pathogens.
KeywordsKeywords maize; trisphosphate 5/6-kinase; conserved domains; expression profile

ZHANG Zhongbao, LI Xianglong, WU Zhongyi, WEI Jianhua
Beijing Agro-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Genetic Resources and Biotechnology, Beijing 100097, China

1,3,4-三磷酸肌醇 5/6-激酶（EC 2.7.1.159）（ITPK）是一

种在动物、植物、线虫中都比较保守的多功能酶[1]。ITPK催化

1,3,4-三磷酸肌醇在5或6位磷酸化，生成两种四磷酸肌醇产

物：l,3,4,5-四磷酸肌醇（Ins(l,3,4,5)P4）和 1,3,4,6-四磷酸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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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碳沥青若干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湘西碳沥青若干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张鹤 1，王崇敬 1,2，陈健明 3，曹代勇 1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矿业学院，阜新 123000
3. 湖南煤田地质局第二勘探队，株洲 412003
摘要摘要 为分析碳沥青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采用Element XR等离子体质谱分析仪及对选取的碳沥青样品进行测试。结果

显示，碳沥青的微量元素丰度与页岩、围岩差异明显，其中V（1039.40 μg/g）、Ni（345.90 μg/g）、Sr（227.67 μg/g）和Mo（64.70
μg/g）显著富集。对以上4种元素的赋存和富集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元素V和Ni在碳沥青中富集的主要原因包括，继承了

原油微量元素特征、较强的螯合作用和油气演化3个方面，在本身绝对含量不减或微增的情况下，其他元素和有机质总量的亏损

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V和Ni的相对富集；Mo与V、Ni具有相似的赋存和富集机理，Sr的富集可能与油气运移过程中对地层中Sr
的溶解和储层热演化过程中的有机质络合作用有关，但是也可能与Sr尚不明确的地球化学行为有关。

关键词关键词 湘西；碳沥青；微量元素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59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07

Geochemistry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anthraxolite from Xiangxi
ZHANG He1, WANG Chongjing1,2, CHEN Jianming3, CAO Daiyong1

1．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ining Engineering, Fuxin 123000, China
3．The Second Prospecting Team, Hunan Coalfield Geology Bureau, Zhuzhou 41200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Element XR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ements in the anthraxoli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ment abundance of anthraxolite is appare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shale and surrounding rock. Furthermore, V(1039.40 μg/g),
Ni(345.90 μg/g), Sr(227.67 μg/g) and Mo(64.70 μg/g) have significant enrichment. Analysis of the occurrence and enrichment pattern
of the four elements shows that the enrichment of V and Ni in anthraxolite i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trace element characteristics in crude oil, strong chelation and evolution of crude oil. With the absolute content of the element not
reduced or even incremental, the loss of other elements and organic matter extrudes the relative enrichment of V and Ni to some
extent. Mo shares the similar occurrence and enrichment mechanisms with V and Ni. The concentration of Sr may be related to the
dissolution of Sr in the stratum during the migration process of crude oil, and the organic complexation in the heat evolution process of
oil in the reservoir, but it may also be related to the unclear geochemical behavior of the element Sr.
KeywordsKeywords Xiangxi; anthraxolite; trace elements

收稿日期：2015-05-07；修回日期：2015-06-25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项目（12120113040600）
作者简介：张鹤，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常规能源地质，电子信箱：zhanghe92@163.com；曹代勇（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构造地质学、能源地质

学，电子信箱：cdy@cumtb.edu.cn
引用格式：张鹤, 王崇敬, 陈健明, 等. 湘西碳沥青若干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16): 51-55.

湖南省湘西州属江南隆起西缘，区内构造发育，整体因

受东北—西南（NE—SW）向古丈—吉首—凤凰断裂的控制而

断裂丰富。碳沥青在古丈复背斜西翼和排碧向斜东翼的寒

武系地层的断裂中广泛分布，其中以杷榔组、清虚洞组、敖溪

组和车夫组地层为最。赋矿断裂近乎直立，倾角多大于70°，
对碳沥青矿体的空间展布严格控制；矿体厚度变化较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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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中药品和个人护理品的迁移水环境中药品和个人护理品的迁移
转化转化、、毒性效应及其风险评估毒性效应及其风险评估
刘晓晖 1，董文平 2，乔光明 3，王玉番 1，王炜亮 1

1.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济南 250014
2.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济南 250013
3. 淄博市环境保护局，淄博 255030
摘要摘要 由于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不断被排入水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很大的潜在威胁，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

本文综述PPCPs的种类和来源，评述PPCPs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毒性效应及其水环境风险评估现状，对现有PPCPs风险评

估方法的不足提出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药品及个人护理品；迁移转化；毒性效应；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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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transformation, toxic effect and risk assessment of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in water
LIU Xiaohui1, DONG Wenping2, QIAO Guangming3, WANG Yufan1, WANG Weiliang1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2. Shandong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Ltd., Jinan 250013, China
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of Zibo, Zibo 25503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have raised significant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for their persistent
input in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tential threat to human health. Research of PPCPs in water started late in China, and is
far from extensive, compared with that in western countr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ources and types of PPCPs and discusses their
transport-transformation in water, toxic effect and risk assessment.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PPCPs at present, aiming to effectively reduce potential risks of PPCP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KeywordsKeywords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transport-transformation; toxic effect; risk assessment

收稿日期：2015-04-02；修回日期：201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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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晓晖，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水处理及水环境风险评估，电子信箱：1243034429@qq.com；王炜亮（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水污染

控制，电子信箱：sunboyhood@163.com
引用格式：刘晓晖, 王炜亮, 王玉番. 水环境中药品和个人护理品的迁移转化、毒性效应及其风险评估[J]. 科技导报, 2015, 33(16): 56-60.

环境中新型有机物污染加剧，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构

成了重大威胁。新型环境有机污染物指广泛使用但对生态

环境有潜在危害、受到广泛关注、新出现的有机污染物。目

前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溴代阻燃剂（BFRs）、全氟类化合物

（PFCs）、药品和个人护理用品（PPCPs）。PPCPs在新型有机

污染物中占有很大比例。随着医药及洗化行业的大规模发

展，PPCPs的生产和使用量迅猛增长，据统计，2000—2006年

全球个人护理品的年生产量超过1×106 t，作为一种新型污染

物日益受到关注[1]。

PPCPs组分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旋光性和极性，大都以

痕量浓度存在于水环境，水环境中检测的质量浓度大多在

ng·L-1~μg·L-1，其导入水环境的主要方式为兽类医药、农用医

药、人类服用医药以及化妆品的大量使用[2]。由于该类物质

在污水处理厂中被去除的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被引入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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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抛撒初始阶段的蹿火现象燃料抛撒初始阶段的蹿火现象
杜海文，韩天一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西安 710065
摘要摘要 在燃料抛撒形成燃料空气炸药的过程中，燃料可能发生点火燃烧或爆燃现象，通称为蹿火。蹿火现象的发生，极大地降低

了燃料空气炸药能量的输出。解决蹿火问题，对二次引爆型云爆战斗部的研制尤为重要。针对燃料抛撒初始阶段蹿火现象，通

过数值模拟和试验，获取爆轰气体产物、燃料和空气的时空分布，分析蹿火发生的因素。结果表明，爆轰气体产物量是影响抛撒

初始阶段蹿火发生的主要因素，针对液固态燃料配方，最优的比药量范围为0.95%~1.70%。

关键词关键词 燃料；抛撒；蹿火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J5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09

Phenomenon of fir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fuel dispersion
DU Haiwen, HAN Tianyi
Xi'an Modern Chemistry Research Institut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Abstract During fuel dispersion of fuel air explosive, the fuel may be ignited or deflagrated, which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energy
output of the fuel air explosive. In this paper,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to obtai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flagration gaseous products, fuel and air to investigate factors related to fire phenomen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fuel
disper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deflagration gaseous products is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the fire phenomen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fuel dispersion. For the liquid-solid fuel formula, the optimal fuel-to-explosive mass ratio is in the range of 0.95%~1.7%.
KeywordsKeywords fuel; dispers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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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杜海文, 韩天一. 燃料抛撒初始阶段的蹿火现象[J]. 科技导报, 2015,33(16): 61-64.

二次引爆型云爆战斗部装填高能云爆剂，通过抛撒装置

将燃料抛撒并与环境中空气混合形成可爆轰燃料空气炸药，

在云雾起爆装置的作用下形成云雾爆轰。通过冲击波效应、

热效应及缺氧效应等对中、软类目标造成毁伤，是一种具有

爆炸能量高、能量利用率高、毁伤区域大的面杀伤性武器。

在燃料抛撒形成燃料空气炸药的过程中，燃料可能发生点火

燃烧或爆燃现象，通称为蹿火[1]。蹿火现象的发生，极大地降

低了燃料空气炸药能量的输出，因此解决蹿火问题，对于二

次引爆型云爆战斗部的研制尤为重要。

肖邵清等 [2,3]采用分散 T型装药及不耦合装填中心分散

药，以及在中心爆管内壁和分散药之间填充多孔惰性材料等

新型装药方法，基本上使燃料分散过程中的蹿火得到有效控

制，有效遏制了蹿火现象的发生。张奇等[4]认为抛撒过程中

蹿火现象的发生与中心抛撒药量有关，中心抛撒药量越大，

越容易蹿火。

本研究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影响燃料抛撒初始阶段

蹿火的因素，并通过试验进一步验证其正确性。

1 蹿火现象分析

燃料在抛撒过程中发生蹿火现象，需满足3个必要条件：

还原剂（燃料）、氧化剂（空气中的氧气）和点火源。抛撒装药

爆轰产生的气体产物推动燃料向外飞散，燃料开始与空气混

合，形成一定浓度的燃料空气炸药，此浓度燃料空气炸药具

有一定的最小点火温度，当抛撒药爆轰产生的高温气体产物

（点火源）与燃料空气炸药混合且其温度大于燃料空气炸药

的最小点火温度时，燃料空气混合物被点燃，导致蹿火。

试验结果表明，燃料抛撒蹿火现象一般分为两类。类型

一：抛撒药作用后，燃料开始抛撒与空气混合，经一定时间

后，在燃料中心区域，高温爆轰产物与云雾接触，点燃云雾，

云雾由里向外燃烧，抛撒过程发生蹿火，图1所示蹿火现象即

为类型一，燃料抛撒至 25 ms时在云雾中心区域发生蹿火。

类型二：抛撒药作用后的极短时间内，燃料尚未被抛撒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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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武器对地打击效应数值仿真超高速武器对地打击效应数值仿真
邓国强，杨秀敏

总参工程兵科研四所，北京 100850
摘要摘要 以流体弹塑性模型为基础，采用SPH无网格方法，对超高速武器打击花岗岩靶体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结果表明：随着靶

速度提高，将依次呈现固体侵彻、半流体侵彻、流体侵彻3种现象；出现流体侵彻后，直接侵彻深度大幅减小并趋向固定值，总弹

坑深度增幅缓慢，弹体前端形成静高压区，并伴随以塑性冲击波为主的动应力区；亚音速流体侵彻应力波形为双波结构，而超音

速流体侵彻应力波形与空气冲击波类似为强冲击波，但衰减指数＞2.5，且着靶速度越高，衰减越快。

关键词关键词 侵彻；超高速武器；岩石类靶体；武器效应；数值仿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31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10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amage effect of hyper velocity weapon
on ground target

AbstractAbstract The material is described by a fluid- elasto- plastic theory model, and the impact effects of HVIW are analyzed by SPH
meshless metho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With impact velocity increasing, solid penetration, semi fluid
penetration and fluid penetration are successively present. In the fluid penetration step, the direct penetration depth will substantially
decrease and trend to constant, and the total crater depth will increase very little. Around the projectile front face a static high pressure
field will form, accompanied by a dynamic stress wave filed mainly by plastic shock wave. A double wave shape will appear in subsonic
fluid penetration, but a strong shock wave, similar to air blast, will appear in hypersonic fluid penetration. However, it attenuates rapidly,
with an attenuation index up to 2.5, and the higher impact velocity, the larger attenuation index.
KeywordsKeywords penetration; hyper velocity weapon; rock; weapon eff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DENG Guoqiang, YANG Xiumin
The Forth Engine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Headquarters of General Staff, Beijing 100850, China

超高速武器是当今军事强国致力发展的下一代武器系

统，具有飞行速度快、作战空间大、突防能力强、难以防御等

显著优点；利用自身携带的巨大动能，就可摧毁地下坚固目

标，能量利用率高而附带破坏作用小，特别适宜快速攻击敏

感地区的重要目标，与传统弹药相比拥有先天优势。美、俄

等军事强国在航天、航空、导弹等方面实施了多项高超速武

器研制计划，并已取得不少技术成果[1]，如美军提出了以超高

速武器实现“快速全球打击”，推出了高超高速武器为“敲门

砖”的发展战略，先后试制了X-43、X-51A、X-37B等多种超

高速飞行器。

因超高速武器尚在研制中，没有实战数据可供参考，其

对地打击的破坏机理尚缺乏清晰认识，其作用难以评估，既

有认为可媲美核武器，也有认为只是传统钻地武器的延续，

不足为虑。当前可供借鉴的是超高速碰撞[2~4]，但这些研究多

集中在空间防护或超高速穿甲方面，而超高速武器对地打击

对象多为半无限的岩石类靶体，与空间防护的薄金属靶差异

较大。沈俊等[5]通过高速侵彻试验发现，随靶速度的增加，侵

彻机制逐渐由非变形体侵彻向半流体动力学侵彻转变，随着

速度进一步提升，弹体的力学行为可按流体处理；林俊德[6]也

在侵彻试验中发现，紫铜弹体以 781 m/s的速度入侵花岗岩

靶，出现了“流体侵彻”现象，并指出超高速撞击同高速撞击

的区分主要是撞击体和靶体表现为流体特性；Antoun等[7]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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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对论和变权理论的高速公路基于集对论和变权理论的高速公路
安全系统评价安全系统评价
崔洪军 1，李霖 1，李昊 2，杜子涛 1，马新卫 1

1. 河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天津 300401
2. 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沧州 061000
摘要摘要 针对高速公路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为有效地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建立健全高速公路管理机制，对高速公路安全系统进

行评价。通过对安全系统内各指标进行同、反、异三方面分析，运用集对论确定联系度，提出集对评价分析方法；基于高速公路安

全体系实际情况，建立惩罚-激励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与集对理论结合，通过计算联系度，确定了高速公路安全系统集对变权综

合评价方法；通过对呼集高速公路安全系统进行实例评价。结果表明，综合评价方法计算简便，评价结果客观科学，对公路系统

安全评定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和推广价值。

关键词关键词 集对论；变权；高速公路；安全评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17.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11

Evaluation of expressway safety system using set pair theory
and variable weight principle

Abstract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highway accidents happen fr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highway safety
system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and establish a sound mechanism for highway management.
Through the identical-different-contrary analysis of every safety index of the system and the connection degree, an evaluation analysis
method using set pair theory is presented. Consider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xpressway safety system, a punishment-excitation variable
weight determination method is also given. By combining the set pair theory and calculating the connection degree, a set pair variable
weigh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aking the evaluation of the Huji Expressway Safety System for exampl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 is verified. The method is simple in calcul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and it has great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values on the safety evaluation of highway systems.
KeywordsKeywords set pair theory; variable weight; expressway; safety evaluation

CUI Hongjun1, LI Lin1, LI Hao2, DU Zitao1, MA Xinwei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Hebei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College, Cangzhou 061000, China

随着社会发展，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高速公路作为一

项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交通水平和现代化程度

的标杆。然而，伴随着高速公路建设的大踏步前进，高速公

路事故率呈现上升趋势，交通事故致死人数也逐年增加。为

有效减少高速公路交通事故、降低事故受害程度，对高速公

路的安全系统进行评价，这对预防和处理交通事故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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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大鼠模型血清代谢组学高尿酸血症大鼠模型血清代谢组学
研究研究
迪丽达尔·希力甫 1，赵龙 1，张向阳 2

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乌鲁木齐 830011
2. 新疆医科大学，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通过检测高尿酸血症大鼠血清代谢谱的变化，探讨代谢组学在高尿酸血症研究中的应用。将 20只清洁级健康SD
（Sprague-Dawley）大鼠随机分为高尿酸血症模型组（10只）和空白对照组（10只），每日采用酵母膏（YEP）21 g·kg-1·d-1给予喂

养，氧氢酸钾（OA）以200 mg-1·kg-1·d-1腹腔注射1次，建立高尿酸血症大鼠模型。第28日收集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大鼠血清，

进行 1H-NMR谱测定和主成分分析。与空白对照组大鼠相比，模型组大鼠血清中糖蛋白、丙酮酸、丙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显著

增加，而甲酸浓度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不饱和脂肪酸、丙酮显著降低。由此得出，高尿酸血症大鼠血清代谢组学发生明显变化，血

浆代谢组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尿酸血症大鼠的病理生理变化。

关键词关键词 高尿酸血症；代谢组学；大鼠模型；1H-NMR谱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589.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12

Serum metabonomics research of hyperuricemia rat model

AbstractAbstract The serum metabonomic variation in hyperuricemia rats was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etabonomics in research of hyperuricemia. The animal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t random, i.e., the normal group (n=10) and
the model group (n=10). The rat model was treated with yeast extract powder（YEP）as 21 g·kg-1·d-1 and OA paired 20 g/L mother
liquor with sterile distilled water. The two group's serum was collected and its 1H nuclear mannetic resonance (1H-NMR) spectra was
acquired.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model group′s glycoprotein, pyruvic acid, alanine, isoleucine, leucine were all
increased, however, formaldehyde, VLDL, unsaturated fatty acid, and acetone were reduc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erum
metabonomics found in the hyperuricemia rat models might reflec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hyperuricemia rat
models.
KeywordsKeywords hyperuricemia; metabonomics; rat models; 1H-NMR spectra

SHERIP Dildar1, ZHAO Long1, ZHANG Xiangyang2

1. Center of Cardiology of the Frist Hospit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2.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尿酸是嘌呤分解代谢的最终产物。体内血尿酸增高时

引起脂肪代谢、糖代谢及氨基酸代谢的紊乱，导致内皮功能

紊乱或炎性因子的增加，高尿酸血症与全身代谢异常密切相

关。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血

脂异常、肥胖、胰岛素抵抗及糖尿病等有着共同的发病基础

——代谢综合征 [1~3]，高尿酸血症也是高血压、血脂异常、肥

胖、胰岛素抵抗及糖尿病等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主要危险因

素 [4]。代谢组学虽然是一个新领域[5~7]，但是在研究疾病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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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并网逆变器电流线性调节器研究光伏并网逆变器电流线性调节器研究
进展进展
万晓凤 1，胡海林 1，余运俊 1,2，辛建波 2

1. 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南昌 330031
2. 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南昌 330006
摘要摘要 光伏并网逆变器是光伏电源与电网连接的电能转换与控制设备，对并网点电能质量控制起着关键作用。目前光伏并网逆

变器中电流控制策略众多，调节器种类繁多，各种调节器从结构、实现手段及控制效果上相差较大。本文针对光伏并网逆变器直

接电流控制策略的线性调节器（主要包括比例积分、比例谐振、无差拍调节器）进行比较，分别从算法优缺点、实现容易程度、实时

性、稳态误差等进行评价，探讨3类调节器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光伏并网逆变器；控制策略；直接电流控制；线性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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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linear regulators of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inverter: A review

AbstractAbstract The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inverter is the interface between photovoltaic energy sources and the grid, and it plays a
key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quality of grid at the point of common coupling. The current control methods of the PV grid-connected
inverter is numerous, and there are a variety of current regulators, bu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gulators in control
structure, realization method and effect of control. The PV grid-connected inverters are overviewed in the view of the current linear
regulator. The main linear current regulators: proportional-integral, proportion resonance and deadbeat regulators ar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in terms of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algorithm, complexity of realization, real-time performance, steady-state error,
etc. Some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fields of the linear current regulator are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inverter; control strategy; direct current control; linear regulator

WAN Xiaofeng1, HU Hailin1, YU Yunjun1,2, XIN Jianb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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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并网逆变器的直接电流控制策略可根据调节器分

为线性和非线性调节器。其中线性调节器包括：比例积分调

节器（proportional integral，PI）、比例谐振调节器（proportion
resonance，PR）、无差拍调节器[1~3]。PI调节器通常应用与旋转

坐标，算法易于实现。PR调节器一般用于静止 aβ 坐标，理论

上可以实现参考量的无差跟踪，算法实时性好。无差拍调节

器一般用于静止 abc 坐标，比其他调节器具有更快的动态响

应[4~8]。非线性调节器[9~14]主要包括：滞环调节器、模糊调节器、

神经网络调节器、滑膜变结构调节器。本文对非线性调节器

不做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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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中药““十八反十八反””的历史沿革的历史沿革、、宜忌争论宜忌争论
与思考建议与思考建议
欧丽娜 1,2，钟赣生 1，柳海艳 1，陈绍红 1，刘佳 1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029
2. 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洛阳 471003
摘要摘要 为分析“十八反”的历史沿革及研究现状、提出下一步开展“十八反”研究的建议，回顾了“相反”理论的提出、“十八反”歌诀

的出现、目前药典对“十八反”的相关规定。从文献记载、临床报道、实验研究３个方面论述了关于“十八反”的宜忌争论。分析整

理文献、总结“十八反”在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方面的进展，可以看出临床方面的研究多是从文献的角度，进行回顾性总结，从中

挖掘整理“十八反”反药组合的临床安全性评价和配伍应用规律。而关于“十八反”的实验研究则主要从化学物质基础、药理学、

毒理学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关键词 “十八反”；中药配伍；宜忌争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93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14

Historical evolution, incompatibility argu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eighteen incompatible medicaments"

OU Lina1,2, ZHONG Gansheng1, LIU Haiyan1, CHEN Shaohong1, LIU Jia1

1. School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Medical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ntagonism theory and "eighteen incompatible medicament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about them in the Pharmacopoeia of China. I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eighteen incompatible
medicament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 status quo. The incompatibility arguments of the "eighteen
incompatible medicaments" are discussed from aspect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clinical reports. It is found that
clinical studies focus on retrospective summary of clinical reports, analyzing clinical safety evaluation and rules of compatible
applications. Experimental studies are mostly carried out from aspects of chemical material foundation,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KeywordsKeywords "eighteen incompatible medicaments"; 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ompatibility arguments

收稿日期：2015-03-19；修回日期：2015-06-23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1CB505300，2011CB505306）
作者简介：欧丽娜，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药基本理论与临床应用，电子信箱：lina.ou@163.com；钟赣生（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药基

本理论与临床应用，电子信箱：zhonggansheng@sohu.com
引用格式：欧丽娜, 钟赣生, 柳海艳, 等. 中药“十八反”的历史沿革、宜忌争论与思考建议[J]. 科技导报, 2015, 33(16): 88-94.

中药相反是指某些药物合用会产生或增强毒性，降低或

破坏药效，“十八反”被认为是中药配伍禁忌之一，其歌诀“本

草名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

叛藜芦”是古人临床医疗实践与经验的总结，被医药从业者

所熟记。然而，对其“反”与“不反”，历来争议颇多，大多数中

医师将其作为配伍禁忌，但也有勇越雷池者认为，在特定的

病理条件下，若辨证准确，合理运用，“十八反”反药组合也能

相反相成、治疗沉疴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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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08；修回日期：2015-06-08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3BAC09B01）
作者简介：李阔，博士，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与适应气候变化，电子信箱：hqlk2000@163.com
引用格式：李阔, 许吟隆. 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识别标准研究[J]. 科技导报, 2015, 33(16): 95-101.

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识别标准研究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识别标准研究
李阔，许吟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适应气候变化是现阶段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举措。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识别标准是编制适应气候变化清单的基

础，是适应气候变化方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通过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明确人类所面对的气候变化问题的

内涵；结合适应技术定义，确立适应气候变化技术核心识别标准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针对性，其关键在于将技术的适应方面与

常规方面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比分析适应技术与减缓技术，明确有效区分技术的减缓效果与适应效果是适应气候变化技

术识别的重要标准。依托识别标准，不但可以对不同领域、不同地域已有的适应技术进行识别筛选，也可为未来适应气候变

化技术研发提供指导，为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 气候变化；适应技术；识别标准；影响评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46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6.015

On critera for identifica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bstractAbstract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problems at present. Critera for
identifica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re the foundation to draw up lists of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ethodology o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 the connot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problems that human face a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the core criterion for
identification is confirmed, which is the pertinency of climate change problems. The key rests with how to distinguish the adaptation
aspect from routine aspect of technologies. On the other hand,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and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are compared. It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mitigating effects and adapting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ritera, the existing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fields can be recognized and selected. It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research on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to climate change in future, and establish a solid base for constructing the technology system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KeywordsKeyword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y; identification criterions; impact assessment

LI Kuo, XU Yinlo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正经历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

气 候 变 化 。 2013 年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发布的

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1880—2012年全球平均地面气温升

高了 0.85℃（0.65~1.06℃）；相对于 1850—1900年，预测不

同典型浓度路径（RCP4.5、RCP6.0、RCP8.5）情景下，21

世纪末全球平均地面温度均可能升高超过1.5℃[1]。与气候变

暖趋势相对应，气候变率增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干

旱、洪涝、高温、低温等）的发生更为频繁，气象灾害的

强度和影响范围不断增大、危害日趋严重。气候变化导致

水资源短缺、干旱化加剧、海平面上升、冰川退缩、荒漠

化加重，造成生态系统退化、食物数量和品质下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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