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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发生在华北的雾霾天气，警示了中国大气污染不容乐观的严重形势。当时公众的感觉是：雾霾发生得更频繁了、持续时间

更长了，与以前的沙尘天气相比，更呛人了。大家自然希望知道雾霾发生的实际情况、历史演变趋势和原因。

气象观测中有能见度项目。最近几十年来，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地区的能见度逐年下降。但是天气观测报告中的能见度纪录是人工目

视估计得到的，它们不够客观、定量、细致。环保部门的细颗粒物观测记录开始于2012年底，纪录的分布密度和历史长度都不足。

与传统的地面观测相比，气象卫星观测数据具有全球覆盖、时间序列长等特点。气象卫星可以对大气中的气溶胶、主要痕量气体、主

要温室气体进行监测。在2003—2014的12年期间，全球气溶胶光学厚度稳定的高值区，位于亚洲东部、印度半岛以及非洲北部附近；其

中中国的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和四川盆地，是极端高值区，即全球范围内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与汽车尾气排放有关的氮氧化物

浓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重庆等特大城市的周边，呈范围扩大、浓度升高的趋势。SO2浓度的高值区，主要分

布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重庆、贵州、珠三角等燃煤排放强度最大的地方。全球CO2浓度的高值区，主要出现在北半球的经

济发达地区，年增长率约为2 ppm；中国的高值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和长三角地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当时中国各地的气溶

胶光学厚度一致降低：大范围工业生产的减少，带来了整体的环境质量改善。

大气污染需要综合的探测和治理，雾霾探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要想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展中国大气环境的治理，还需要对污染气体

和温室气体等多种大气化学成分开展综合探测。中国气象局正在考虑充分利用风云系列气象卫星以及国内其他多源卫星的遥感监测优

势，加强对霾以及大气其他主要化学成分的含量、影响区域以及区域之间的输送等开展监测和分析。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将在

2016年发射风云三号气象卫星D星，这颗卫星上除了搭载原有的紫外探测仪器等11个仪器，还将新增加温室气体探测仪器，实现对全球

温室气体的探测。

此外，由科技部立项研制，中国气象局作为唯一用户的二氧化碳监测小卫星已于2014年７月转入初样研制阶段，也将于2016年发

射，这不仅可以实现对全球热点区域大气二氧化碳的精确探测，同时卫星上的另外一个新型气溶胶探测仪器，将可实现对气溶胶更加精确

的监测。这些新的卫星应用技术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提升霾的预报、预警质量，对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气象卫星监测的结果，值得有关管理部门深思。依靠低水平规模扩张的方式发展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必须

控制化石燃料的使用总量，必须控制城市汽车的总量，必须对工业经济的地理布局进行优化；工业企业自身，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实施清洁

生产。如果不从这些方面入手，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严格地实施，并有效地监管，“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将只停留在美好的愿

望之中。

雾霾难逃气象卫星监测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

许健民，上海人，正研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

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拓展了气象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服务；全面实现了

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图像的实时、全自动、像元级高精度定位；在卫星风的计算中，

提出了快速算法和区分薄卷云和低云的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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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卫星正成为监测大气环境的“慧眼”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人类活动
造成的化石燃料燃烧、城市工业排放、土
地类型改变使全球大气中的化学成分产
生巨大变化，这不仅影响区域的空气质
量，而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产生不可估
量的影响。

科学合理地开展中国大气环境污染
治理，对大气化学成分开展综合探测至关
重要。传统的地面观测虽然精度高，但单
个站点的代表能力有限，并且在远洋、高
山、极地上空站点稀疏，无法获得全球覆
盖的观测数据，而卫星观测能够在保证观
测精度的条件下，弥补传统观测的不足，
获得实时全球大气成分数据。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国内外已有
大量的大气成分遥感卫星产品。早期的
科学家利用AVHRR进行气溶胶的卫星
探测，第1台AVHRR传感器于1978年搭
载于TIROS-N卫星上，后续在NOAA-7
（1981），NOAA- 15（1998）都 搭 载
AVHRR传感器。第1台星载紫外臭氧探
测仪Nimbus-4/BUV于1970年发射，该
仪器利用卫星接收的太阳后向散射辐射
通过科学算法反演大气臭氧浓度。之后
美国又相继发射了NIMBUS-7/TOMS，
与前苏联合作发射了Meteor-3/TOMS，
EP/TOMS以及NOAA/SBUV系列用于探
测大气臭氧垂直廓线。1995年欧洲率先
发射了高光谱紫外臭氧仪器 ERS-2/
GOME，之后又发射了 ENVISAT/SCIA⁃
MACHY（2002 年 发 射），METOP- A/
GOME-2（2006年发射）；美国的第一台
高光谱紫外臭氧探测仪 AURA/OMI 于
2004年发射，并于 2011年发射了NPP/
OMPS。星载臭氧探测自20世纪末进入
了高光谱时代。2008年5月成功发射的
中国风云三号气象卫星A星（FY-3A）是
中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星上搭载的
紫外臭氧总量探测仪（TOU）是中国首次
开展卫星定量遥感探测全球臭氧。

FY-3A还首次搭载了中分辨率光谱
成像仪（MERSI），性能与美国的MODIS
相近，在国内首次实现自主卫星开展全
球气溶胶的探测，随后分别在2010年和
2013年先后发射的风云三号B、C星上
继续搭载了臭氧探测仪和中分辨率光谱
成像仪。

早期卫星监测大气中的CO2主要依
赖于热红外波段，如AIRS、IASI等。近年
来利用短波红外波段进行CO2的卫星观
测计划越来越多。

2009年日本成功发射了专门用于温

室气体 CO2 和 CH4 探测的 GOSAT 卫
星。Yokata等首次利用GOSAT的观测
数据从无云像元中反演得到CO2和CH4

的全球分布图。美国第 1 颗碳卫星
（OCO）由于载荷火箭出现故障在 2009
年发射失败，时隔6年后，于2014年7月
成功发射了第2颗CO2观测卫星（OCO-
2），目前已经完成在轨测试，成为 A-
Train 系 列 卫 星 的 火 车 头 。NASA 在
2014年12月8日首次发布了OCO-2第
1张全球CO2浓度分布图。

目前中国在轨的卫星还没有能力探
测温室气体。为了满足全球气候变化研
究和碳排放的压力，中国立项开展卫星
温室气体监测研究，先后在风云三号D
星、全球CO2观测科学试验卫星和高分
五号卫星上论证搭载主要温室气体探测
仪器，上述 3颗卫星都计划在 2016年先
后发射，届时中国将同时有3颗卫星具备
温室气体探测的能力。

为展示中国在卫星遥感监测大气污
染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引领中国卫星
大气成分遥感监测的发展方向，《科技导
报》2015年第 17期组织出版“卫星大气
环境观测专题”，总结了卫星对大气中的
气溶胶、主要痕量气体、主要温室气体探
测的进展，探讨了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
向。在本专题组稿和审稿中，《科技导
报》编委、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研究员张兴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本期封面的 4幅图像是风云三号气
象卫星B星（FY-3B）上搭载的臭氧总量
探测仪（TOU）监测的2011、2012、2013、
2014年10月份南极臭氧洞情况，可清晰
地看到这些年南极的臭氧空洞出现了较
大的变化。本期封面由中国气象局国家
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王静毅设计。

（（文文//吴晓丽吴晓丽））

·导 读·
P7 太空中最自私的那个怪物
黑洞，使进入视界的任何物质或辐射都无法逃逸，包括目

前已知传播速度最快的光。这听起来使人既害怕又绝望。近

期，著名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霍金发表了对黑洞新的看法

——人类掉进黑洞或可逃至另一宇宙。本文带给读者黑洞最

新的研究成果。

P9 中国碳排放是否被高估还需精准测算
一份在线发表在Nature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碳排放总量

13年间被高估了约 10%~15%，重新核算后的中国碳排放在

2000—2013年间比原先估计的少106亿吨二氧化碳。该研究

结果一出，国际媒体频频引述，各方对该研究结果表示震惊，并

对这一数值是否测算精确展开了讨论。

P109 力学引领下改变人类生活的三项发明
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在力学学科引领之下的发明不可

胜数，它们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让你列举

在力学引领之下的3项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你会

列举哪些呢？力学研究学者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P13 全球卫星大气成分遥感探测应用进展及其展望
卫星遥感探测大气中的化学成分是近年来全球对地观测领域的

一个新兴分支。本文阐述全球及中国在卫星大气成分遥感探测领域

的发展以及目前已经和正在开展的各类卫星大气成分探测进展，综述

大气气溶胶、主要痕量气体、主要温室气体的卫星遥感探测国际和国

内现状，以及掩星和临边探测大气成分垂直廓线的进展，展望未来全

球在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P23 卫星遥感监测大气臭氧总量分布和变化
利用卫星紫外仪器TOMS、OMI和TOU的臭氧总量数据（1979—

2014年），研究全球及关键地区臭氧总量的分布及变化。结果表明，臭

氧总量的分布和变化在中高纬度地区具有很强的不均匀性，极地臭氧

损耗依然明显，青藏高原臭氧的增长大于同纬度其他地区，它的机制更

加复杂。

P30 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变化
分析2003—2014年卫星监测的气溶胶光学厚度空间分布特征

显示，全球气溶胶光学厚度稳定高值区位于亚洲东部及其邻近太平

洋海区、印度半岛及其邻近印度洋海区、非洲北部和中部及其邻近大

西洋海区；重点变化关注区为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增量区和南美洲

亚马逊平原热带雨林减量区。

3



期刊基本参数：CN 11-1421/N*1980*TP*A4*112*zh*P*￥37.50*10000*11*2015-09-13

卷首语

1 雾霾难逃气象卫星监测 ……………………………… 许健民

科技风云

7 太空中最自私的那个怪物 …………………………… 王丽娜

科技事件

9 中国碳排放是否被高估还需精准测算 ……………… 祝叶华

科技工作大家谈

12 强化政府介入推动成果转化………………………… 墨宏山

专题论文

13 全球卫星大气成分遥感探测应用进展及其展望
…………………………… 张兴赢，周敏强，王维和，李晓静

23 卫星遥感监测大气臭氧总量分布和变化
………………………………………… 张艳，王维和，张兴赢

30 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变化
李晓静，高玲，张兴赢，张鹏

41 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和中国区域污染气体NO2和SO2时空变化
……………………………………… 闫欢欢，张兴赢，王维和

52 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和中国区域大气CO变化特征
………………………………………… 张晔萍，张兴赢，高玲

63 基于GOSAT L4B数据的全球和中国区域近地面CO2含量变化
分析 ………………………… 王舒鹏，张兴赢，王维和，方莉

69 基于MLS卫星临边探测数据研究大气OH时空分布
………………………………………… 周丽花，张兴赢，张晶

研究论文

·地学与环境·
78 傍河区域地下水脆弱性研究——以第二松花江流域为例

…………………………… 冶雪艳，尤传誉，杜新强，王丽雪

·技术科学·
84 注CO2置换煤层CH4试验研究

………………………… 王晋，王延斌，范晶晶，刘成龙，薛培

·化学·
90 高糖诱导ADTIQ的生成和多巴胺的代谢失衡

……………………………………… 谢冰洁，武晗燕，邓玉林
96 基于Scatchard法的碳酸酐酶-脂质体与药物结合常数测定

……………………… 胡英慧，戴荣继，安静，钱庆庆，邓玉林

《赛先生》专栏

102 著名的双生子佯谬 ………………………………… 张天蓉

科学共同体推介

106 俄罗斯科学院概览 ………………………………… 黄晓东

书评

107 科技是第一战斗力 …………………………………… 苏青

科技纵横捭阖

109 力学引领下改变人类生活的三项发明 …………… 武际可

科学人物

110 从工程师到科学家：用力学设计材料

科技基金

1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制度 …… 王国骞，温恒国，郑永和

特别栏目

3 封面图片说明：卫星正成为监测大气环境的“慧眼”
6 热点排行
8 科技界声音
10 科学共同体要闻
104 国内期刊亮点
105 国外期刊亮点
108 图书推介
112 读者之声

宣传画廊

封二 《科技导报》编辑委员会
封三 《科技导报》作者服务指南
封四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

学术动态

尚勇到百度公司调研并出席“科普中国+百度”成果发布活动
（40） 中国科协第 10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召开（77）
第39次中国科技论坛在保定召开（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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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中国网民科
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首期发布（101）

目 次

KEJI DAOBAO

2015年第33卷第17期
（总第479期）
半月刊

1980年创刊

本期2015年9月13日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CONTENTS
Volume 33 Issue 17
(Sum 479)
13, Sep., 2015
(Established 1980)

Serial parameters: CN 11-1421/N*1980*TP*A4*112*zh*P*$37.50*10000*11*2015-09-13

8 Cover Story: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Foreword
1 Haze monitoring with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 XU Jianmin

News Around
7 The black hole …………………………………… WANG Lina

News Focus
9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overvalued still need to calculate

accurately ………………………………………… ZHU Yehua

Forum
12 Strengthening march-in rightof government to promote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 MO Hongshan

Exclusive
13 Progress of global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of atmospheric

compositions and its'applications ………… ZHANG Xingying,
ZHOU Minqiang, WANG Weihe, LI Xiaojing

23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of atmospheric total column ozone
based 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 ZHANG Yan, WANG Weihe, ZHANG Xingying

30 Global change of aerosol optical depth based 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 LI Xiaojing, GAO Ling,

ZHANG Xingying, ZHANG Peng
41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NO2 and SO2 over global region

and China by OMI observations during 2004-2014
…………… YAN Huanhuan, ZHANG Xingying, WANG Weihe

52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monoxide distribution in
global and China-based regional scales from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 ZHANG Yeping, ZHANG Xingying, GAO Ling

63 Global and China-based regional near-surface distributions of
CO2 concentrations based on GOSAT L4B data

………………………… WANG Shupeng, ZHANG Xingying,
WANG Weihe, FANG Li

69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atmospheric hydroxyl
radical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with the aura microwave
limb sounder … ZHOU Lihua, ZHANG Xingying, ZHANG Jing

Paper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78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to contamination near the river: A

case study of the second Songhua River
…… YE Xueyan, YOU Chuanyu, DU Xinqiang, WANG Lixue

··Technology SciencesTechnology Sciences··
84 Experimental study on coal-bed methane displacement by

carbon dioxide injection ………… WANG Jin, WANG Yanbin,
FAN Jingjing, LIU Chenglong, XUE Pei

··ChemistryChemistry··
90 Hyperglycemia induced generation of ADTIQ and dopamine

metabolism imbalance
……………………… XIE Bingjie, WU Hanyan, DENG Yulin

96 Binding interaction of carbonic anhydrase-liposome complex
and medicinal molecules by Scatchard method
…………………………… HU Yinghui, DAI Rongji, AN Jing,

QIAN Qingqing, DENG Yulin

Special Column of Science
102 Twin paradox ……………………………… ZHANG Tianrong

Scientific Community Promotion
106 Overview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HUANG Xiaodong

Book Reviews
10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s in

wars ………………………………………………… SU Qing

Perspectives
109 Three inventions of reforming human life induced by

mechanics …………………………………………… WU Jike

Scientists
110 From a engineer to a scientist—designing materials with

mechan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
111 Application syste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WANG Guoqian, WEN Hengguo, ZHENG Yonghe

Columns
6 Top News
8 Voice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10 Scientific Community
104 Domestic Journal Highlights
1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Highlights
108 Books Recommendation
112 Readers' Voices

5



科技导报 2015，33（17）www.kjdb.org

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0808--1616至至20152015--0808--3131））

1 施一公团队揭示γ-分泌酶原子分辨率结构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施一公团队与国外学者合作，构建了分辨率高

达3.4埃的人体γ-分泌酶的电镜结构，并且基于结构分析了γ-
分泌酶致病突变体的功能，为理解γ-分泌酶的工作机制以及阿

尔茨海默氏症的发病机理提供了重要基础。相关成果8月18日

在Nature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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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年间中国被高估106亿吨碳排放量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20日，由24个国际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研究结果显示，中

国碳排放总量比先前估计低约10%~15%，重新核算后的中国碳

排放在2000年至2013年间比原先估计少106亿吨二氧化碳。

3 中国学者论文再遭国际期刊撤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8日，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

表的64篇论文，论文撤回事件由同行评议过程造假而起，且大多

数涉事论文的作者来自中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期刊编辑最

先发现一些论文的评议人电子邮件地址的真实性存在问题，随后

展开的内部调查发现了伪造的同行评议报告。

4 霍金发布新理论：人类掉进黑洞可逃至另一宇宙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5日，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史蒂芬··霍金霍金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

布有关黑洞的新理论——信息可以通过黑洞放出的辐射粒子进

行逃逸，甚至人类也能逃脱。霍金在斯德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出

席一场学术会议上围绕“黑洞信息悖论”发表的演说中提到，根据

黑洞信息悖论，黑洞形成后开始向外辐射能量，但这种辐射并不

包含黑洞内部物质的信息，最终黑洞将因为质量丧失殆尽而消

失，而那些黑洞内部的信息也就不知去向。

5 施一公团队发表两篇“里程碑式”论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1日，施一公施一公作为通信作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

究生闫创业闫创业、医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婧杭婧和万蕊雪万蕊雪，作为共同第1作

者，在Science上同时发表 2篇“背靠背”论文，被称为“里程碑

式”论文。他们的成果之一还包括，在世界上首次捕获了真核细

胞剪接体复合物的高分辨率空间三维结构。

6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圆满完成重大地面试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7日下午16时35分，中国

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在北京成功进行了芯

二级动力系统第二次试车。此

次试车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工

程重大地面试验的收官之作，为

后续转入发射场合练和成功实

现首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图片来源：人民网

7 美国近期将向公众开放多个材料学数据库促进新材料
研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6日消息称，美国近期将向公众开放多个材料学数据库，以

此促进新材料的研发与合成。大量公开的数据库已在众多领域

掀起创新浪潮，并促进了商业、生物学和天文学领域众多重大问

题的解决。但蕴藏了丰富创意和灵感的材料科学和工程学数据

库的潜能还未被充分发挥。

8 中国科学家首次成功研制高维固态量子存储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20日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人员在固态系统中首次实

现对三维量子纠缠态的量子存储，保真度高达99.1%。研究组利

用光的轨道角动量进行编码，首次研制出窄带高维纠缠光源，然后

将此纠缠源存入固态量子存储器中，结果显示三维纠缠态的存储

保真度达到99.1%。科研人员们进一步分析该量子存储的高维特

性，结果表明该存储器可对高达51维的量子态进行有效存储。

9 国内首部全景野生动物纪录片6年终出炉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记录片《野性

的呼唤》近期在央

视播出。作为首部

全景式野生动物纪

录片，该片赢得来

自中影集团、中国

传媒大学、中国科

协、国家动物博物

馆等众多专家的肯

定。这部纪录片真

实记录、科学再现了中国濒危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现状，讲述了有

关野生动物的动人故事。该片已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新西兰自

然历史公司等签订合作协议。该片总制片人、中央新影集团副总

编辑张跃张跃对该片的市场前景态度乐观，他表示，“中国纪录片市场

已经到了不再缺钱、可以谈情怀的阶段。”

图片来源：人民网

10 科学家认为虾蟹壳作为可再生资源价值巨大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1/30]

26日消息称

全世界每年能产

生600~800万吨

废弃的蟹、虾和

龙虾壳，其中仅

东南亚就占 150
万吨。尽管一条

金枪鱼有 75%的

重量能够食用，

但一只螃蟹的肉只占40%。Nature撰文指出，科学家应当找出

可持续的方式，提炼甲壳类动物的壳，而且政府和企业应当投资

这种丰富且便宜的可再生资源。

图片来源：Bert Folsom/Al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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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Karl SchwarKarl Schwar⁃⁃
zschildzschild计算得出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

一个真空解，表明若将大量物质集中于

空间一点，其周围会存在一个界面，一旦

进入这个界面，任何物质与辐射都不能

逃脱，即使目前已知传播速度最快的光

也不例外，这就是黑洞。因此，黑洞被称

为“太空中最自私的怪物”。

黑洞的名字因“黑”而来，我们无法

直接观测它。然而，黑洞并非黑不可知，

它会发出辐射，我们可以捕捉这些辐射

或者探测其周围物质运动的异常来推测

黑洞的存在。

按照形成方式，黑

洞主要分为两种，一种

是由大型恒星死亡并

坍塌而形成的恒星质

量黑洞，另一种是与其

寄主星系共同演化成的超大质量黑洞。

一般来说，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是太阳

质量的 100万倍至 100亿倍，而天文学家

在一个矮星系内发现了一个质量只有太

阳5万倍的超大质量黑洞，相关研究发表

在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上。

这个重量较轻的黑洞位于大约 3.4
亿光年之外的矮星系 RGG 118，形成于

130亿年前。研究人员结合智利的 6.5 m
口径克莱望远镜的可见光数据，通过观

测黑洞周围气体运动估算出黑洞的质

量，同时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钱

德拉望远镜的数据计算出被X射线辉光

照亮的炙热气体的移动速度。科学家一

般认为，所有星系的核心都会有超大质

量黑洞，包括银河系。此次发现的黑洞

虽然质量很小，但是它的行为却和超大

质量黑洞非常相似。

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一种理论认

为，巨型气体云是星系中心黑洞的种子，

而另一种主要假说是，它们是由质量约

为太阳 100倍的庞大的恒星演化而来。

密歇根大学的Elena GalloElena Gallo说，“RGG 118
里面的这个黑洞是极早期宇宙天体的一

个代理，最终可能帮助我们确定两种理

论中哪一种是正确的”。（8月 16日 福布

斯中文网）

大型星系可能由小型星系融合而

成，而此次发现超大质量黑洞的矮星系

RGG 118很小，不太可能曾经与其他星

系合并，这对研究人员意义重大，正如论

文作者之一Vivienne BaldassareVivienne Baldassare所说，“通

过研究此类星系是如何培育并滋养其中

的黑洞的，以及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早期宇宙中星系的

形成方式”。

曾经，大多数理论学家认为，在恒星

团中最多存在一个黑洞。实际上，在标

准冷暗物质宇宙模型中，理论上星系合

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超大质量双黑洞。

天文学家也发现了双黑洞系统，但是对

于它存在的证据比较模糊，存在较大争

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陆由俊陆由俊、闫闫

昌硕昌硕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戴新宇戴新宇、北

京大学于清娟于清娟组成的研究团队用连续谱

的特征方法发现在距离地球最近（5.81亿
光年）的类星体Markarian 231中隐藏着

超大质量双黑洞，证据确凿。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上。

如果Markarian 231中心只有一个黑

洞，那么由其附近炽热气体形成的吸积

盘就会发射大量紫外射线。然而，研究

人员观测到盘中心的紫外辐射骤然减

弱，这就为吸积盘上存在一个巨大的绕

中心黑洞旋转的面包圈洞结构提供了有

力的观测证据。根据动力学模型，对此

光学紫外连续谱的最好解释就是吸积盘

中心是由两个相互绕转的超大质量黑洞

构成。中心主黑洞的质量约为 1.5亿个

太阳质量，而在绕主黑洞旋转的次黑洞

的质量则有 400万个太阳质量。它们的

轨道周期为 1.2年。（8月 28日 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网站）

该研究不仅在于发现了 Markarian
231中存在超大质量的双黑洞，其更大的

意义正如研究人员陆由俊所说：“我们的

发现很可能会改变当前双黑洞的研究和

搜寻的方向。通过对类星体光谱的系统

研究很有可能会发现大量的双黑洞系

统，从而极大地推动对双黑洞系统与其

环境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双黑洞绕转

辐射的引力波的探测等方面的研究。”

黑洞使进入视界的任何物体都无法

逃逸，这听起来使人既害怕又绝望。而

当代最重要、最著名

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

论家霍金霍金新的研究成

果表明，人类掉进黑

洞或可逃至另一宇

宙。

8月25日，霍金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

摩参加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学术会议

时，围绕“黑洞信息悖论”发表了演说。

黑洞向外辐射并不包括黑洞内部物质的

任何信息，当黑洞消耗殆尽时，它会摧毁

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微小信息。然而，量

子物理学原理要求信息不可丢失，这就

产生了悖论。之前，霍金认为信息存储

在黑洞的内部，而新理论认为信息存储

在黑洞的边界，即事件的视界上。进入

黑洞的粒子会在视界上留下少许信息，

当这些粒子通过“霍金辐射”的方式再次

从黑洞中出来时，就会将此前留在那里

的少许信息携带出来。霍金还大胆假

设，“如果你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

先别放弃，还是有办法逃出去的。但这

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黑洞必须足

够大。而如果这个黑洞在旋转，那么它

就可能拥有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通道。但

你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宇宙中。”

如果霍金的言论被证实，那么，“太

空中最自私的怪物”或许就会一举“雪

耻”了。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太空中最自私的那个怪物太空中最自私的那个怪物

黑洞使进入视界的任何物体都无法逃逸，这听起来使人既害

怕又绝望。而当代最重要、最著名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霍金

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掉进黑洞或可逃至另一宇宙。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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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顶尖的科学家就像宝塔尖一样，他

们的涌现需要很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

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就要从青少年抓起。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 尚勇尚勇

新华网 [2015-08-20]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

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场地和

规则发生转换。应对新科技革命的挑

战，需要建立完善更加符合科技创新规

律的体制机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

场分工，构建统筹配置创新资源的新机

制；建设各类创新主体系统互动，创新要

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要完

善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保护科技创新

的法律制度，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和全社

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

———科学技术部部长—科学技术部部长 万钢万钢

《科技日报》[2015-08-17]

要加强和巩固航天大国地位，使我

国变成航天强国，就需要研制新一代运

载火箭，发展重型运载火箭，探索重复使

用运载火箭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技术研究院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

国家月球探测工程副总设计师国家月球探测工程副总设计师 龙乐豪龙乐豪

光明网 [2015-08-20]

培养国家重点工程领域急需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是我们从事本专业领域研

究的大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当今我

国轨道交通事业蓬勃发展，需要一大批

高端人才，这是实现“中国高铁走出去、

引领世界”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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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14-08-20]

航天发展，运载先行。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实现了新动力、新结构等一系列

重大突破，有力提升了我国液体火箭动

力技术发展，大幅提升了我国运载火箭

总体技术水平。在后续工作中，将坚持

创新驱动，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实现

运载火箭技术跨越发展，确保探月工程

三期、载人空间站等重大任务如期实施，

加快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步伐，

不断谱写我国航天事业新篇章。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

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航天局局长 许达哲许达哲

人民网 [2015-08-17]

其实我们在研究一线，不可能为了

得诺贝尔奖做课题。国内对于诺贝尔奖

太关注了，其实可以淡化一点，多关注一

下基础领域还有哪些难题没有解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清华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院长科学学院院长 施一公施一公

《京华时报》[2015-08-24]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可以用

“国家重视，态势喜人，差距不小，前景看

好”形容，面临着众多发展机遇，人工智

能的未来还是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副秘书长副秘书长 谭铁牛谭铁牛

《中国科学报》[2015-08-26]

“一带一路”建设是经贸合作之路，文

化交流之路，更是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之

路，科技创新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

挥重要支撑引领作用，科技人才也必将成

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量。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曹健林曹健林

《中国科学报》[2015-08-26]

在青少年那个黄金的年龄段，每个

人都像是一张白纸，在这纸上描下一个

点会引领一个方向。许多青少年十几岁

就参与到科研环境中，在取得成绩和经

验的同时，更多是埋下希望和梦想的种

子，确定一种人生的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副主席协会副主席 邓中翰邓中翰

新华网 [2015-08-24]

要用工业互联网构成高技术的服务

业，构建新机制的创新体系，驱动知识信

息的流动。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用工

业互联网把全国的、全社会的，乃至全球

的人才、资源都集中到一块，达到优化整

合——这就是智能制造的精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教授 卢秉恒卢秉恒

《新京报》[2015-08-24]

中国磁共振研究的水平有了长足进

步，但是与国际最先进水平比还有差距；

仪器设备条件尽管有了很大改善，但是

仪器总体的应用水平仍需提高。需要进

一步加强对磁共振研究人才，特别是对

有着坚实的磁共振物理基础的专门人才

的培养力度。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陈群陈群

科学网 [2015-08-21]

科学数据的进一步开发，对于资源

与环境保护意义重大，也是地球科学知

识创新的重要源泉和基础。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

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所长 马巍马巍

《中国科学报》[2015-08-27]

中国正在医疗系统内推进器官捐

献、获取、分配和移植的进程，确保我国

器官捐献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最

终使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光明正大

登上世界移植舞台，为世界移植事业做

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

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黄洁夫黄洁夫

新华网 [2015-08-22]

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做不出

事情，学术援藏要从培养高端人才做起，着

眼学科建设，盘活人才培养一盘棋。这样，

才能改变西藏高等教育的状况。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钟扬钟扬

《光明日报》[2015-08-26]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光明网

图片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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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是否被高估还需精准测算中国碳排放是否被高估还需精准测算
8月 20日，一份由 24个国际研究机

构耗时4年共同合作完成的题为《中国化

石能源燃烧和水泥生产减少的碳排放评

估》的报告在线发表于Nature上。报告中

指出，中国碳排放总量 13年间被高估了

约 10%~15%，重新核算后的中国碳排放

在 2000—2013年间比原先估计的少 106
亿吨二氧化碳，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

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西方发达国家自

1994年以来实际减排量的近百倍。

该研究结果一出，国际媒体频频引

述，各方对该研究结果表示震惊。国内

外众多媒体称这项研究是首次核算出基

于实测数据的中国碳排放清单，但也有

一些专家认为这一结果仍需进一步精确

计算，他们认为该报告还不够严谨，数据

测算存在些许偏差。

排放因子究竟谁说了算

排放因子是指消耗单位燃料时氧化

的碳量，同一种能源会因排放因子不同

造成碳排量差异。中国碳排放方式多样

化，想获得准确的估算不易，而此次测算

得出中国的煤炭排放因子比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推荐值低 45%，

油品和燃气类的排放因子则与推荐值相

近。依靠重新测算出的排放因子得出的

结论说服力有多大呢？

“国内各种能源消耗量由国家统计

发布，但排放因子用的是 IPCC测算出的

西方国家的平均值，中国的排放数据主

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科研及政府机构发

布，其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依据发达国

家的经验估计。这就引起了中国碳排放

数据测算的误差。”文章作者之一、哈佛

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刘竹刘竹在接受媒

体采访中说到。

而对于此次报告重新测算的排放因

子，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教授

滕飞滕飞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姜

克隽克隽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均表示这

一数据用于测算中国碳排放并不妥当，

还存在误差。

“Nature的这一研究报告中存在对

IPCC清单指南和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误

读，由于这些误读导致其部分结论是错

误的。排放因子的比较只有在同样的煤

种定义下才有意义。”滕飞说，同时他还

提到Nature的研究报告中将基于不同煤

种平均的排放因子与 IPCC给出的焦煤排

放因子进行了比较，得出了 IPCC高估排

放因子 40%的错误结论。由于我国煤炭

分类方式与 IPCC采用的煤炭分类方式不

同，因此难以断言 IPCC的默认排放因子

是否存在高估。另外，IPCC并没有提供

特定的数值，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煤炭

的燃烧因子也不同，它们的数值范围介

于 0.322 tC/t与 0.701 tC/t之间，但是Na⁃

ture的文章作者选取了最高的数值，这会

产生误导。

姜克隽则表示，该研究报告本身还

存在不严谨之处，结果也有些许偏差。

“2012年和 2013年我国的煤炭煤质相对

较差，由于那年煤炭远远供不应求。把

这个排放系数应用到其他年份很不严

谨，得出来的历年数据就会有比较大的

偏差。同时文章作者并不了解其他小组

如何计算排放清单的，而自以为他们的

研究就更好。他们的研究范围和深度都

不如国家清单的计算。最后结论说到全

球排放估计下降了。可是 2015年 2月，

中国官方的煤炭消费数据增加了 5.5亿

吨左右，很有可能全球排放量又增加

了。因此作者估算的能源活动量也并不

准确。”

缺失话语权能否弥补

这项科研结果虽然引发了部分科学

家的质疑，但是其研究意义并没有被否

定。滕飞表示，该项研究作为一个独立

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研究有其价值所

在，其从侧面证明了我国国家温室气体

清单的测算在科学基础上充分考虑了中

国的实际情况，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关

键数据经得起推敲和质疑。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核算研

究方面起步比较晚，还没有形成适合本国

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化石燃料利用方式

的系统数据。当前国家和全球的碳排放

主要由 IPCC方法和能源统计数据进行估

算。因此在以往的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

的话语权很低。如今这样的一个研究成

果，是否能为中国在2015年年底巴黎举行

的气候谈判峰会上争取到话语权？

文章作者之一、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关大博关大博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

这次由“碳专项”和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的

研究机构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为我们

国家数据的话语权提供了解释和基础，

尤其是争取话语权方面的基础。

中国争取碳排放计算话语权的前提

依赖于正确的并且被国际认可的数据测

算结果。滕飞分析说，IPCC也鼓励各国

采用自己的排放因子进行清单测算，中

国的温室气体清单中正是基于详细的煤

质数据库利用部门法和参考法对温室气

体进行了仔细的测算，其中的参考法就

是Nature报告中的基于表观消费量的方

法。而报告中在水泥熟料排放因子及数

据对比的口径上也存在其他一些错误。

无论是从方法还是从数据上，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基于 IPCC清单指南的测算均比

Nature报告更加全面，不存在Nature报告

方法优于清单方法的问题。

碳减排仍面临挑战

对于这一研究结果，国外媒体更多

的则是关注数字背后中国的碳减排任

务。BBC报道称，部分学者认为这项研

究虽然可能会提高中国数据的准确性，

但不会对整体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带来任何改变。爱丁堡大学教授DavidDavid
ReayReay表示，“中国的排放量也许比我们以

为的要低，但是我们知道大气中有多少

二氧化碳，而这个量是有全球监测的。

因此这项研究对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总

量毫无影响。这只是说明中国碳排放量

的计算方法得到了改善。”

CNN的报道中也指出，即使在重新

测算的排放因子的估算下中国碳排放被

高估，也并不能减轻中国碳减排的压

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经济学和政

策中心主任Frank JotzoFrank Jotzo在接受CNN采访

时表示，虽然基础数据的重新测算非常

重要，但是这样不会改变中国碳减排遇

到的煤炭燃烧的难题。同时他还认为这

项测算数据并不会使中国的气候减排目

标更容易实现，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

于测量能量消耗的速度和趋势。

对此，中国的不少科学家已经做好

了准备。姜克隽告诉《科技导报》，“现在

低碳发展、大幅度减排，是我们国家发展

自身的需要。我们研究发现，全球大规

模减排，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利

的，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全球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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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2—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率团赴香港特别行政区访问并

出席第三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闭幕

式相关活动。

在香港期间，韩启德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

席、香港特区前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董建华，香港特

区现任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梁振英，就青少年科技教

育及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等议题交换意见。韩

启德还出席了第三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闭幕式。他为获得“中国科协主席奖”的3
位青少年选手颁奖，并向广大参赛青少年发出勉励。在香港访问期间，韩启德还与香港医学会代表、

居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如图），并赴香港大学医学院参观新发传染性疾病

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香港大学器官移植与再生实验室联合实验

室，与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专业交流。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8-26]

韩启德率团访问香港

第二届两岸四地协同创新

路演大赛举办

8月 20—21日，由澳门科学技术协

进会和两岸四地协同创新联盟秘书处联

合主办的第二届两岸四地协同创新路演

大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中国科协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尚勇尚勇出席大赛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大赛邀请两岸四地知名投资机

构、天使投资家、风险投资家和私募基金

合伙人聚首一堂，为来自两岸四地的 25
个创新创业入围项目进行评审。江苏省

付晓付晓所作的“资料安全回收技术项目”最

终摘得最高奖，澳门特别行政区黄鑫黄鑫所

作的“基于图像匹配技术的室内定位及

移动平台开发”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林林

世聪世聪所作的“Air Button”项目和江苏省杨杨

毅毅所作的“新型净氧健身车”项目获得优

异奖。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8-22]
2015两岸四地机器人

协同创新论坛举办

8月17日，由中国科协、深圳市人民

政府支持，深圳市科协、深圳市科技创新

委员会、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的 2015两岸四地机器人协同创新论

坛在深圳举办。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深圳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林洁林洁，香港特区政府行政

长官创新及科技顾问杨伟雄杨伟雄出席论坛并

致辞。

在本次论坛上，台湾大学机器人研

究中心主任罗仁权罗仁权发布“两岸四地机器

人协同创新路线图”，两岸四地各方共同

签署“发起成立两岸四地机器人协同创

新中心倡议书”，以期整合两岸四地机器

人科技创新资源，协力推动中国机器人

科技与产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将论坛

成果落到实处。

本次论坛由深圳产学研合作促进

会、两岸四地协同创新联盟内地工作站、

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共同承办，来

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

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大学、三诺

集团等两岸四地机器人领域的专家、知

名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人

员共300余人参加论坛。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8-19]
国际科技期刊主编

高级研修班举办

8月25—26日，主题为“中国在国际

舞台上：科技期刊出版与中国”的国际科

技期刊主编高级研修班在中国科技会堂

举办。研修班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与

国际科技和医学出版商协会共同主办。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

国际科技和医学出版商协会前主席EricEric
Merkel-SobottaMerkel-Sobotta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邬书林、国

际科技和医学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

Michael MabeMichael Mabe分别作大会报告。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张晓林张晓林、

Biomed Central出版社编辑 Jigisha PaJigisha Pa⁃⁃
teltel分别作主题报告。研修班还安排了圆

桌讨论和 1天的编辑业务培训，12位来

自国内外学术出版机构的专家进行交流

研讨，并做培训讲座。来自60多个期刊

的 80多位中外主编和学者等参加研修

班。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8-31]

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工作学会

座谈会召开

8月 21日，中国科协组织召开中国

科协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工作学会座

谈会。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王春法王春法出席会议并讲话。26家有关中国

科协所属学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有关负责人传达了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工作的有

关文件、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通报了脱

钩工作的重要意义、重点任务、脱钩内

容、脱钩方式、试点工作安排等内容。座

谈期间，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负责人汇报

了积极参加脱钩试点工作的思路和改革

做法，其他与会学会负责人也就脱钩试

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困难等进行了交

流讨论。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8-25]
2015年中国光学学会

学术大会召开

8月14—17日，由中国光学学会、中

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中国工程院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主办，中国科学院

光电技术研究所承办的“2015年中国光

学学会学术大会”在成都召开。

中国科协学会部部长宋军宋军，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常务副主

任秦玉文秦玉文，和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郭光郭光

灿灿，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龚旗煌龚旗煌，周炳琨周炳琨、

干福熹干福熹、李天初李天初、姜文汉姜文汉、范滇元范滇元、方家方家

熊熊、黄维黄维9位院士，以及学会副理事长刘刘

旭旭、倪国强倪国强、李儒新李儒新与来自高校、科研院

所、光学企业的科技人员1200多人出席

了会议开幕式。开幕式公布了中国光学

学会首批会士名单，还公布了王大珩光

学奖中青年科技人员光学奖和高校学生

光学奖获奖名单。大会邀请报告会环

节，李天初、黄维与南京大学教授刘辉刘辉分

别作报告。随后的分会场口头报告和张

贴报告中交流论文890余篇。

中国光学学会 [2015-08-25]
2015年全国绿色公路

发展论坛召开

8月 26—27日，由中国公路学会主

办的 2015年全国绿色公路发展论坛在

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就绿色公路的

规划设计理念、技术应用与创新、未来发

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来自交

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规划研究院、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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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院以及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三峡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15位专家、学者

作了报告，内容包括交通运输行业节能

减排的未来发展方向、高速公路的低碳

化建设、边坡生态防护、野生动物通道、

现代公路知识资源总库建设等。

中国公路学会 [2015-08-31]
周其凤当选 IUPAC副主席

8月 13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 48
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
理事会会议上，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周周

其凤其凤成功当选 IUPAC副主席。周其凤将

于 2016—2017 年担任 IUPAC 副主席，

2018年1月起将自动升任 IUPAC主席。

这是自1919年 IUPAC成立及1979年中

国化学会代表我国加入 IUPAC以来，我

国化学家首次当选 IUPAC（副）主席。

IUPAC于1919年在法国巴黎成立，

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化学发展的非政府组

织，也是各国化学会的一个联合组织。

以公认的化学命名权威著称。IUPAC也

是国际科学理事会的会员之一。自1979
年中国化学会代表中国成为 IUPAC的国

家会员以来，中国化学会积极推荐中国

化学科技工作者在 IUPAC任职，其中张张

存浩存浩、白春礼白春礼和周其凤周其凤分别于 1994-
2001年、2002—2009年、2010年至今任

执行局委员。 中国化学会 [2015-08-20]
第十三期中国现代化

研究论坛举行

8月 21—22日，第十三期中国现代

化研究论坛暨首届现代化理论高级研讨

班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本次论坛以

“新型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为主题，由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和天津

《理论与现代化》杂志社联合主办。来自

全国 40多家单位的 60多位专家学者参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黄群慧黄群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规划研究所所长乔标乔标、国家开发银行

研究院副院长邹力行邹力行、中国科学院中国

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何传启先后作了特

邀报告。他们系统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

主要特征、《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重点、

《德国工业 4.0》的政策启示和中国工业

现代化的路线图，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

讨论。学者们围绕工业现代化的战略选

择、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

模式与经验等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5-09-02]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聚焦表观遗传学

8月12—14日，主题为“表观遗传学的发展现状与未来”的

中国科协第103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昆明举办。此次活

动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中

国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承办，中国遗传学会表观遗传专业

委员会协办。北京生命科学院研究员孙中生孙中生、中国科学院遗传

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曹晓风曹晓风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翁杰敏翁杰敏担任领衔

科学家。

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遗传学会、

中国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院等24个单位的30余位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年龄、不同工作领

域的专家代表参与沙龙讨论，还有相关领域部分学者旁听。

沙龙主要围绕3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1）获得性遗传概念特征及遗传性。表观遗传在获得性遗

传中的贡献及分子机理，表观遗传在环境对生物体影响中的作

用，表观遗传与生物性状及生物适应性的关系，以及表观遗传与

遗传的关系。

2）表观遗传学现状——分子机理的研究进展。讨论了

DNA甲基化的调控，DNA甲基化与组蛋白修饰的互作及非编码

RNA作用的新进展和新机制。

3）表观遗传学的应用前景。讨论表观与医学疾病乃至农

作物性状的关系，及其在临床与育种中的潜在应用前景。

此次沙龙活动主题新颖，人员专业，学科交叉，形式发散，展

开了个性化、松散型、辩论式的讨论和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讨论

充分。不同视角的碰撞，激发出了新的思想火花，较好地发挥了

学术交流作为原始创新源头的作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8-24]
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聚焦南极海洋生物

中国科协第10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于8月22—23日

在南京大学举行，主题是“南极海洋生物量的物质收支-系统演

化假说”。本期沙龙由中国海洋学会承办，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

科学学院协办。南京大学教授高抒高抒、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孙

波波和同济大学教授杨守业杨守业担任领衔科学家，来自国家海洋局、研

究院所和全国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南极丰富的生物资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对

于这些生物资源能否被开发的问题，尚需从南极生态系统的生

物量、维持机理、系统演化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高抒教授做了

引导性发言，提出了南极海洋物质收支与生态系统行为关系的

假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南极海区的高生产力区以及物质、能

量循环特征与生态系统稳定性、南极海区的物质收支格局与营

养物质浓度水平和生态系统演化的关系、南极生态环境变化的

沉积记录这3个中心议题进行了观点阐述和交流互动，从多学科

角度不断提出新观点，研讨气氛热烈。

讨论中提出了多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工作假说。例如：

1）南极海域的高生物生产受绕极流及其内圈下沉流的强

烈影响，南大洋底层水涌升不仅加强了垂向混合作用，而且为表

层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而近岸水域的下沉流将表层的高

生物生产物质返回到深层海水中，从而产生累积效应，因而下沉

流物质组成成为验证这个假说的关键。

2）近岸水域生物生产与冰川冰和海冰的动态紧密相关，其

机理不仅涉及冰山的物质供给效应，而且对低温下的生物适应

或生物生存策略也有显著影响，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尚待评价。

由于南极海域的生态系统过程极其复杂，尚需通过建立生态系

统动力模型厘清物质和能量循环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化以及不

同时空尺度上的主控因素，探索系统演化的过程与机理。

3）对于生态环境变化的沉积记录，应在对比现代生产力和

古生产力的测算方法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多指标（例如常量元素

同位素、非传统痕量元素同位素、有机地球化学指标、DNA等）进

行沉积记录解译和古环境、古生物生产反演，利用沉积记录反演

主控的过程和机理。

本次学术沙龙的召开从物理过程、生态动力过程、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以及沉积过程等多角度对南极海域高生物生产的形成

机制进行了自由探讨和交流，为加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跨学

科合作与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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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府介入强化政府介入 推动成果转化推动成果转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墨宏山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副研究员。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是要拥有支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自主核心技术，二是科技成果的及时有效转化。当前，

我国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缺

乏自主核心技术的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我国众多的优秀成果

被束之高阁，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转化而面临浪费甚至流失的风

险。因此，为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实施转化，2007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条规定，“利用财政性资

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发

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

新品种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

外，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该条款借鉴美国《大学与小企

业专利程序法案》（即《拜杜法案》），其立法依据和基础在于促进

科技成果的有效及时转化，使科研成果能够及时惠及国民，因此

该条款属于权宜条款。

然而，该条款在我国实施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表

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该条款实际上是将国有知识产权私有化，属于侵犯公

权；同时该条款又将导致在政府行使介入权时出现公权侵犯私

权，为政府介入权的行使制造法律障碍。如该条款规定“项目承

担者依法取得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国家为了国家安

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无偿实施，也可

以许可他人有偿实施或者无偿实施”，这就可能与其他法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产生司法冲突。而且，一旦上述知

识产权已经被转让和流失，上述条款实际上无法操作。

二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国家鼓励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

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首先在境内使用”，并规定

“前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向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转让或者许可境

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独占实施的，应当经项目管理机构批准”。但

该条款没有体现地域限制的强制性，这有可能导致私权侵犯公

权，导致国家财政资助成果向国外流失，进而失去该条款首先惠

及国民的立法基础。

三是第二十条虽然也规定“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实施的，国家

可以无偿实施，也可以许可他人有偿实施或者无偿实施”，但这

仅是规定了政府具有介入的权利，而没有明确政府介入是其应

行使的职责。

四是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文化、市场和金融背景，上述条

款的实施并不具备同等的基础。主观上中国的科学家多数并不

擅长也不愿意从事成果的转化或转让；客观上中国还没有建立

完备的保障成果转让和转化的市场和文化氛围以及政策措施，

例如：中国的科研机构多数没有设立促进成果实施（包括转化和

转让等）的内设部门；个人对单位拥有成果实施的法律和政策保

障不健全；缺乏成果的推介和交流等。上述因素制约了成果的

有效和及时实施。

五是国家财政资助成果归属项目承担者存在众多导致成果

流失的风险因素，如：专利特别是国际专利的维持费用高昂使得

很多专利得不到保护和维持而流失；因对成果实施缺乏监管，而

导致单位成果流失到个人，甚至流失到国外等。

目前，国家正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为了保证上述条款的有效实施，促进国家财政资助科技成

果的有效及时转化，使其能够惠及国民，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应明确规定国家财政资助科技计划项目获得的成果，其

知识产权应归属科技计划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国家科技成果管

理机构所有，项目承担者可以依法获得成果优先实施（包括转让

和转化）授权（即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是政府行使介入权的法

律基础。

2）应明确规定能够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及时转化并使之

首先惠及国民，这是该条款的立法前提和基础。

3）应明确规定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实施的地域限制，避免科

技成果流失到国外；因特殊情况需要在他国首先实施的，必须能

够保证首先惠及国民。

4）应明确规定项目完成者优先实施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开

始的合理期限，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实施且无合理理由的成果，其

实施优先授权将予以收回。

5）应在法律中明确政府在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实施过程中

拥有并行使政府主动介入权，而且在任何有关财政资助科技成

果的实施协议和合同中都需要明确宣示政府介入权。这种主动

介入权除了对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

科技成果进行主动介入外，也包括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有效实

施的和项目承担者主动放弃的成果，以及其他未能满足首先惠

及国民目的的成果行使主动介入权。这种主动介入权不仅在于

国家收回财政资助科技成果的实施授权或优先实施授权，还包

括政府应在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实施中主动发挥促进、监督以及

创建市场和政策环境方面的作用。

6）建立收益分布制度，明确成果完成人和成果完成单位可

从其完成成果的实施中合法收益，而非奖励和报酬。可根据不

同的成果实施方式和路径制定不同的收益分配比例，激励成果

完成人和完成单位促进成果实施的积极性。

7）建立成果登记制度和年报制度，项目完成单位应对财政

资助科技成果进行登记，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

对这些成果的维持、保护、转让、转化、监管以及收益情况等向科

技计划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国家科技成果管理结构提交年度报

告。

8）设立国家科技成果管理结构，负责国家科技计划资助获

得成果的登记、管理、推介等工作，指导、促进和监督成果拥有单

位成果的实施，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公示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实

施状态相关信息，并代理科技计划主管部门行使政府主动介入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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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著名的双生子佯谬著名的双生子佯谬

[[编者按编者按]] 《赛先生》微信公众平台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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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理论会像相对论这样，引发那

么多的“佯谬”，双生子佯谬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根据狭义相对论，对静止的观测者来说，运动物体的时钟会

变慢。而相对论又认为运动是相对的。那么，有人就感到糊涂

了：站在地面上的人认为火车上的人的钟更慢，坐在火车上的人

认为地面上的人的钟更慢，到底是谁的钟快、谁的钟慢？人们

（包括物理学家）总想不通，于是，便总结出来了一个“双生子佯

谬”。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物理学家朗之万在1911年提出的。

假设在1997年的某一天，诞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哥哥（刘

天）被抱到宇宙飞船1号送上太空；弟弟（刘地）则留守地球过普

通人的日子。

飞船 1号以极快的速度（光速的 3/4）飞离地球（图 1中向

右）。根据相对论的计算结果，在如此高的速度下，时间变慢的

效应很明显，大概是3:2左右。所谓“时钟变慢”，是一种物理效

应，不仅仅是时钟，而是所有与时间有关的过程，诸如植物生长、

细胞分裂、原子震荡，还有心跳，所有的过程都放慢了脚步。

总而言之，当自认为处于“静止”参考系中的人过了3年时，

他认为运动的人只过了2年。按照地球人的计划，1997年发射

的宇宙飞船1号，将于地球上30年（而飞船1号上20年）之后，在

某处与飞船 2号相遇。飞船 2号是朝地球飞过来的（图 1中向

左），速度也是光速的3/4左右。在那个时刻，刘天从飞船1号转

移到飞船2号上。

由此，地球上总共经过了60年之后，2057年，一对双胞胎终

于能够再见面了。那时候，刘地已经60岁了，但一直生活在高

速运动的飞船中的哥哥刘天却只过了40个年头。

不过，有人便说：刘天会怎么想呢？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不是说所有的参考系都是同等的吗？刘天在两艘飞船中不也一

直是静止的吗？地球上的弟弟却总是相对于他作高速运动，因

此，他以为弟弟应该比他年轻许多才对。但是，事实却不是这

样，他看到的弟弟已经是两鬓斑白、老态初现，这便似乎构成了

佯谬。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刘天心中的疑惑呢？

佯谬不成立

首先，刘天有关狭义相对论的说法是错误的。狭义相对论

并不认为所有的参考系都等同，而是认为只是互相作匀速运动

的惯性参考系才是等同的。刘天在旅行过程中坐了两个宇宙飞

船，他的旅程分成了飞离地球（飞船1）和飞向地球（飞船2）这两

个阶段。飞船1和飞船2可以分别当作与地球等同的惯性参考

系，但刘天的整个旅行过程却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惯性参考系。

因为刘天的观察系统不是惯性参考系，刘天便不能以此而

得出刘地比他年轻的结论。所以，“佯谬”不成立。当刘天返回

地球时，的确会发现地球上的弟弟已经比自己老了20岁。如果

设想两个宇宙飞船的速度更快一些，接近光速，当刘天返回地球

时，的确就可能出现神话故事中描述的“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

年”的奇迹了。

“时间变慢”的相对性

首先，我们用两维的时间空间图，研究双生子佯谬中时间变

慢的相对性。

图2中有两套时空坐标：地面上刘地使用的(x,t)以及飞船1
上刘天使用的(x’,t’)。（注意：刘天在飞船1上只待了一半，后来

转到飞船2，而图中并没有画出飞船2上的坐标系。）

两个双生子的时空过程，可以分别用他们的“世界线”来表

示。世界线是某个事件在时空中所走的路径。用这个新名词，以

区别于仅仅是空间的“轨迹”或者仅仅时间的流逝。比如，刘地在

地球上一直没有动，所以他的世界线是沿着地球坐标系的 t轴，为

O－A－C－D，在图2中是一条垂直向上的直线。而刘天坐了两

次宇宙飞船，他的世界线在图中是O－B－D的一条折线。

对地球参考系而言，同时的点位于平行于x轴的同一条水平

线上，即水平线是同时线。比如说，地球上2012年发生的事件

都在标志了“t=15年”的那条黑色水平线上。

飞船1号的时空坐标相对于地球时空坐标来说有一个旋转，

如图中红色的斜线所表示。但这儿的所谓“坐标轴旋转”，不同

图1 双生子佯谬解释模型

图2 地球惯性系（黑色直角坐标）和飞船1惯性系

（红色斜交坐标）中同时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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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通空间中的旋转，被称为“双曲旋转”。对于普通空间中的

坐标转动而言，直角坐标转动后仍然是直角坐标。但在时空中，

坐标变换时需要保持光速不变，也就是保持光锥的位置总是在

黑色坐标系的45°处，如图2中的虚线所示。所以，当时间轴顺

时针转动时，空间轴需要逆时针转动，以对光锥保持对称。

现在，我们只研究刘地30岁之前的情况，即他的世界线从O
到C的一段。

对飞船1号的时空参考系而言，等时线不再是水平线，而是

平行于 x’，即 t’=0、t’=10年、t’=20年的那些红色斜线。例如，

研究一下图2中的A、B、C这3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在地球的时

空坐标中，C和B是同时的，都发生在地球时间 t＝30年的那条

等时线上。然而，从飞船1的时空参考系看来，A和B才是同时

发生的，都发生在飞船1的时间 t’=20年的那条等时线上。而飞

船1看起来，C事件是在A事件之后，所以也在B事件之后。

现在，刘地使用的是地球坐标系，他认为C和B是同时发生

的，C点在刘地的世界线上，表明刘地30岁；B点在刘天的世界

线上，表明刘天的“地球年龄”也是30岁。但因为刘天实际上是

在运动的飞船 1号上，所以刘地认为刘天的时间过程要过得更

慢，因而，刘地认为刘天的“真实年龄”是20岁。

到地球上的2027年为止，刘天（B点之前）一直都在飞船1
号上。在他看来，B点对应于自己20岁，与B同时的是A点，弟

弟刘地相对于“我”是运动的，时间应该更慢，所以，在刘天看来，

自己在B点是20岁，而A点的刘地还不到20岁。

到此为止，两个人的说法都是正确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对方

坐标系中的时钟（还有衰老的过程）比自己的更慢，从而都可以

得出对方比自己更年轻的结论。

地球和飞船“转换”

对两个互作匀速运动的惯性参考系而言，每一个观测者都

认为对方的时钟更慢，都认为对方比自己更年轻。这个结论对

地球和飞船1（刘地的前30年）是如此，对地球和飞船2（刘地的

后30年）也是如此。

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刘天只坐在飞船1上的话，他和刘地相

距只会越来越远，就永远不可能再见面了，因而也就不可能构成

前面所述的“佯谬”之说。即使他们互相都认为对方更年轻，但

却无法验证对错。不过，有人可能会说：他们虽然不能见面，但

是可以通电话呀，在电话中他们互相一问，不就知道对方多少岁

了么？然而，狭义相对论认为信息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当他

们以光速通话时，也需要考虑他们之间的距离以及同时性等等

问题。因此，对这种通电话的情况，就不进一步详细分析了。

关键在于，刘天不是一直待在匀速运动的飞船1上，也不是

一直待在反方向匀速运动的飞船2上，而是在半途从飞船1瞬间

被转移到了飞船2，掉头（从+0.75c的速度，变成-0.75c的速度）

向地球飞来。最后两兄弟相遇时，刘天比刘地年轻，其秘诀就隐

藏在刘天的旅程中包括了这段从飞船1到飞船2的“转换”过程。

那么，既然在双生子佯谬中需要考虑刘天在两艘宇宙飞船

中切换的加速度，是不是需要广义相对论的知识才能解释清楚

它呢？也不是这样的。用地球参考系的二维时空图就可以解

释，用“固有时”的概念，还可以计算刘天相对于刘地的年龄。

用固有时计算

固有时也称原时，其数学意义是二维时空图中的一段“长

度”，类似于普通空间中的弧长 s。具体来说，刘天和刘地的年

龄，可以用图2中他们世界线的弧长来计算。

在图2中的地球坐标系中，两个双生子的世界线都是从O到

D，这是标志他们交汇见面的两个时空点：分别对应于他们出生

之时（O）和地球上60年之后（D）。刘地的世界线是直线OD，等

于线段OC的两倍。刘天的是折线OB+BD，等于线段OB的两

倍。读者可能会认为：图中直角三角形的斜边OB“看起来”不是

比直角边OC要长吗？这点在普通空间是正确的，在“时空”中

却未必见得。这是因为时空中线段OB的长度的平方是等于

OC（时间）的平方减去CB（空间坐标值）的平方。

在普通空间中，弧长s表示一条曲线的长度，或者说是一个

人走过路径的长度。而固有时表示的是某种时间。如图3a，设
想一个旅行者（太空人），带着自己的时钟和卷尺，一直记录他走

过的时间和距离，而时钟所记录的，就是固有时。

从图3b可以看出固有时和坐标时（间）的区别，坐标时是事

件之外的观察者使用某个参考系记录的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

固有时则是旅行者自己携带的时钟记录的时间间隔。此外，固

有时与弧长不同之处是：普通空间的弧长一般比坐标数值更大，

但固有时却比坐标时更小，其原因如刚才所举的例子中描述过

的，是因为空间坐标平方和时间坐标平方间的符号差所致。

换言之，固有时用以描述时空中事件之间流过的时间，这个

时间被事件自身的时钟所测量，测量结果不仅取决于两个事件

对应的时空点位置，而且也取决于时钟参与其中的具体过程。

或简单地说，固有时是时钟自己经过的世界线长度。

如何来计算双胞胎在重逢时各自度过的真实年龄呢？可以

计算和比较他们在两次相遇之间，每个人的世界线长度。每个

人的年龄是由身体的新陈代谢机制决定的，身体内有一个生物

钟。人体处于各种运动状态（静止或运动、加速或减速）时，他的

生物钟便会随着变化，这便可以作为每个人自己带着的“时钟”。

刘地一直停留在地球上没有移动，他的世界线是地球参考

系中时间轴上的一段直线，在这个参考系中，他的固有时也就等

于坐标时，等于60年。而刘天的世界线是图2中的OBD折线。

折线中每一段的长度是20年，两段相加等于40年。所以，两个

双生子在D点见面的时候，刘天40岁、刘地60岁。

从以上分析可以体会到利用“固有时”来计算此类问题的方

便之处。我们并不需要仔细考虑每个事件的过程，不需要详细

去分析刘天的旅行过程哪一段是匀速、哪一段是加速或减速等

等繁琐的细节，比如图 3c右图中的从O到D的弯弯曲曲的曲

线，如果那是刘天的时空轨迹的话，也只需要在地球参考系中使

用积分计算出这条世界线的长度（即固有时），那便就是刘天的

年龄了。

这样的分析是基于地球坐标系，事实上，使用飞船1号的参

考系，或者飞船2号的参考系，也都可以验证以上结果。3种情

形可得到同样的结果：刘天40岁、刘地60岁。

（原标题：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到底几个意思）

图3 固有时和坐标时的区别以及与弧长的类比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张天蓉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学校，理论物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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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专题集中展示流感研究近况

流感病毒是一种分节段、有囊膜包裹的

负链RNA病毒，属于正黏病毒科。根据其内

部NP和M的不同，分为A、B、C三型。目前

为止，禽流感只由A型流感病毒引起，B、C型

流感病毒尚未在禽类体内发现。自然界中，

A型流感病毒的宿主范围相当广泛，是人畜

共患的重要呼吸道疾病病原，具有特殊的重

要性。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

究员王秀玲王秀玲作为召集人，组织了关于流感病

毒对农业和畜牧业健康影响的论文5篇，围绕目前中国兽医行业内

流感研究工作新进展，集中报道了来自禽或猪体内流感病毒的生物

信息学、致病机理和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该专题通过学术

交流和讨论，加大对流感的宣传，促进公众对流感的认知，有助于提

高人类对流感的防范意识，尽可能降低流感对社会秩序、食品安全

和人类自身健康造成的冲击和负面影响。（网址：www.chinaagrisci.
com）

《中国农业科学》[2015-08-01]
推荐人：《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 林鉴非

溅射工艺对D/M/D结构中SiNx介质膜
光学常数的影响

以金属银作为功能层的D/M/D（dielectric/metal/dielec⁃
tric）结构透明导电多层膜，在红外辐射反射镜、抗静电涂层、

低辐射镀膜玻璃、电加温功能玻璃等方面均有广泛应用，且能

够作为屏蔽体在航空航天、军用仪器设备方面阻止高频电磁

场在空间中的传播。但金属银膜容易受到机械损伤，氮化硅

作为介质膜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且对膜系光学性能产生有

益影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玻璃科学研究院孙瑶孙瑶及

其团队成员系统研究了射频反应磁控

溅射的工艺参数对氮化硅薄膜结构与

性能的影响，通过椭圆偏振光谱法测试

并建模拟合获得了氮化硅薄膜的最佳

光学常数，并采用 TFClac光学膜系设

计软件优化了膜系结构，起到显著的增

透效果，为氮化硅薄膜的制备与银基透

明导电多层膜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与技

术指导。（网址：jam.biam.ac.cn）
《航空材料学报》[2015-08-18]

推荐人：《航空材料学报》编辑部 王俊丽

CNTs/Al5083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及增强机制研究
碳纳米管（CNTs）

具有低的热膨胀系数、

高强度比、优异的热传

导性和电导性能，是制

备复合材料理想的纳

米晶须增强体，在制备

CNTs/金属基复合材料

过程中，提高CNTs在基体中的分散及其

与金属基体的结合是关键，而利用球磨

法改善CNTs分散性是最为广泛使用的

方法。

昆明理工大学李铮李铮等采用高能球法

将CNTs和Al5083复合粉末进行球磨，

打开CNTs的团聚状态，同时均匀分散在

铝合金粉中，然后将所得的复合材料进

行 冷 压 烧 结 以 及 冷 轧 ，制 得 CNTs/
Al5083复合材料。研究发现利用高能球

磨制备CNTs/Al5083复合粉体时，CNTs
变短，改善了CNTs在复合粉末中的分散

性，提高了复合材料的性能，但是过长的

球磨时间导致CNTs结构破坏，从 TEM
和拉曼光谱上可知无定型碳随时间的延

长而增加，石墨化的趋势明显，从而对复

合材料的性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在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利用高能球

磨法制备CNTs/Al5083复合材料还鲜有

报道，而在球磨过程将复合粉末中的

CNTs进行切断是解决其团聚问题的一

个方便且经济的方法，可大规模进行工

业化生产。（网址：jme.biam.ac.cn）
《材料工程》[2015-08-18]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王晶

谷物联合收获机自动测产系统

产量模型
谷物自动测产系统是精细农业的关

键技术之一，是实施农田精细管理的基

础。联合收获机作业时，田间地况多变，

不仅机身震动激烈，而且其前进速度和

升运器转速也非恒定，国内外研究人员

提出了各种信号处理方法和多种谷物产

量模型，但模型精度和通用性不理想。

中国农业大学李新成李新成等

在研究了谷物联合收获

机田间工作状态和升运

器速度变异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谷物的运动学

原理及其对冲量传感器

作用的力学原理，建立

了“电压/升运器速度”产

量模型。为进一步消除振动干扰，在测

产原始数据预处理时，先采用回归差分

法降低振动噪声，然后采用双阈值滤波

以及阈值取代法、前值取代法2种插值方

法以消除差分电压中的奇异值，结果显

示前值取代法效果较好。此外，还提出

了升运器速度归一化方法和冲量电压标

准化方法以消除量纲影响并简化计算。

田间测产试验结果表明，“电压/升运器速

度”二元模型比传统的电压模型更能准

确表征谷物运动实际情况，测产精度较

高，验证均方根误差为 2.03%。（网址：

www.j-csam.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5-07-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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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

能性质良好，有进一步

开发利用价值。（网址：

journals.im.ac.cn/ac ⁃ t
amicr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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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青年人衰老的新方法

全球人口衰老，与年龄相关疾病和失能增加，推动了对抗衰老干预手段的需求。研究人员报告了一种量

化青年人衰老程度和速度的方法，研究成果发表于7月28日PNAS上。

美国杜克大学的Daniel BelskyDaniel Belsky及其同事研究了1972—1973年出生的个体的代表性样本954人，并对他

们随访到了38岁。研究人员计算出该研究受试者的生物年龄——使用美国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衡量的衰老

情况。尽管所有受试者都是38岁，但他们的生物年龄为28~61岁。研究人员还根据18种不同生物标记的变

化，量化了受试者在26~38岁之间的衰老速度。与缓慢衰老的同伴相比，快速衰老的受试者表现出了智商较

童年期下降更大、中风和痴呆风险增加的迹象，以及更差的平衡与精细运动控制与力量。此外，快速衰老的个

体也自我报告了更差的健康情况。研究结果提示，人们有可能量化青年个体的衰老差异，让关于抗衰老疗法

有效性的测试成为可能。（网址：www.pnas.org） 《中国科学报》[2015-08-20]

巴西青蛙头骨藏毒
研究发现，栖

息在巴西的两种青

蛙 确 实 能 分 泌 毒

素，且它们还有一

套秘密方法，通过

头部的骨刺将毒素

传播给其他动物。

研究成果发表于 8
月17日的Current Biology上。

数十年前，人们就知道Corythoman⁃
tis greeningi和Aparasphenodon brun⁃
oi这两种青蛙的存在，但对它们的生物学

特性了解很少，而且，这些青蛙已知没有

捕食者。研究人员在首次意识到 C.
greeningi可能会分泌毒液后，巴西圣保

罗布坦坦研究所的Carlos JaredCarlos Jared收集这

种青蛙进行研究，但手不幸被一只青蛙

的皮肤弄伤，从而经历了约5个小时的强

烈放射性疼痛。幸运的是，袭击Jared的

青蛙是这两种毒蛙中毒性较弱的一种。

研究人员的分析结果显示，另一种毒蛙

（A. brunoi）产生 1 g有毒分泌物就足以

杀死约30万只老鼠或80个人。不过，研

究人员BrodieBrodie表示：“一只青蛙不太可能

产生这么多毒素，而且只会有极少的毒

素通过骨刺进入对方的伤口。”科学家将

进一步研究青蛙的毒液和分泌腺。（网

址：www.cell.com/current-biology）
《中国科学报》[2015-08-27]

一种眼药水可削弱狗的白内障

症状
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失明

原因，而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法只有手

术。中国和美国的团队研究出全新的治

疗方法，通过一种眼药水可以提高患有

白内障的狗的晶状体透明度。研究成果

于7月22日在线发表于Nature上。

四川大学、中山

大学以及美国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组成的联合研究团

队，给患有非外伤导

致的白内障的狗使

用了含有羊毛甾醇

的眼药水。羊毛甾

醇是一种在健康的晶体中发现的小分

子。研究人员发现，经过6周治疗，实验

对象的晶体不透明度降低了，同时白内

障的严重程度也降低了。研究人员对兔

子白内障晶体的治疗，也出现了类似的

效果。该研究揭示了羊毛甾醇的眼科治

疗潜力。 《科技日报》[2015-07-23]

对药物产生抗性使细菌变得愈发

强大
研究显示，对药物产生抗性赋予了

细菌超级力量，使其更加强大并且可能

更加致命。研究成果发表于 7月 22日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

美国哈佛医学院的 David SkurnikDavid Skurnik
等研究人员将小鼠暴露于绿脓杆菌的各

种菌株中。绿脓杆菌会引发一系列感

染，尤其是在有免疫系统缺陷的人群

中。一些菌株包含使其对特定抗生素具

有抗性的变异基因。相较于没有抗性的

菌株，它们在移植到受感染小鼠肺内并

生存下来方面表现得更好。同样地，在

引发霍乱和医院感染的关键“罪犯”——

鲍氏不动杆菌的细菌中，具有抗性的菌

株在小鼠和兔子

体内引发感染最

为成功。西班牙

国家生物技术中

心 的 José LuisJosé Luis
MartínezMartínez表示，此

项研究为挑战通

常持有的观点，即

“获得抗性是有代价的”增加了越来越多

的证据。（网址：stm.sciencemag.org）
《中国科学报》[2015-08-27]

激光新技术使石墨烯工业化成为可能
石墨烯具有独特的电子和光学特性，且具有非常大的应用潜能。但目前有两大问题阻碍了石墨烯产品的广

泛应用：工业生产中没有成熟的技术可用于大规模生产具有特殊性能的石墨烯；用于硅基处理的传统固态技术不

适用于高分子材料石墨烯的加工。西班牙AIMEN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研究出使用超高速激光加工石墨烯材料

的新技术，它使得大规模加工生产石墨烯成为可能。研究成果发表于7月27日Applied Physics Letters上。

单个激光脉冲的持续时间仅有几秒，石墨烯中的极性分子会像水波那样产生一个持续的振荡。研究人员

发现，在振荡过程中，可以通过切割石墨烯晶格，把外部分子或所需的化合物添加到石墨烯中。激光的光斑可

以集中在一个边长为1 μm的正方形中或面积更小的区域，这样就能高精度地控制整个添加过程。在新技术

工作过程中，大量的石墨烯可在高速度、高精度条件下被裁剪，这为石墨烯的广泛应用开辟了新的途径。运用

这项技术，绘制微米大小的石墨烯的速度将超过1 m/s。此外，这项技术还展现了通过调整激光的变化来控制

热量吸收的化学过程。（网址：scitation.aip.org） 《科技日报》[2015-08-09]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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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俄罗斯科学院概览俄罗斯科学院概览
俄罗斯科学院（图1）是俄罗斯的国家科学机构，是对科研实

施科学领导，本身也进行科学研究的非营利性法人，它的职责

是，在自然、技术、医学、农业、社会和人文科学的重要领域内，保

持基础研究和探索性研究的延续性和协调性，为政府工作和合

理领导科研及高等教育机构的科技活动提供科学的评定。

俄罗斯科学院成立于1724年。1724年2月8日（俄历1月

28日），俄国参政院根据沙皇彼得一世的指示发布命令，俄罗斯

科学院成立。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科学院成为国家科学组

织，并于1925年更名为苏联科学院。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

科学院成为苏联科学院在俄罗斯境内的继承者。1991年11月

21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第228号令《关于俄罗斯科学院的组

织》，俄罗斯科学院作为俄罗斯的最高科学机构获得重建，后来，

又合并了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和俄罗斯农业科学院。

作为俄罗斯联邦的最高科学机构，俄罗斯科学院担负着为

了国家幸福、繁荣而鼓励科学创造的使命，它参与协调高校和科

学机构在联邦预算支持下所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下设3个分院，13个学部和15个地区科学中

心，约500多个科学机构，包括研究所、科学中心、天文台、植物

园、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等，有工作人员约5.5万名。

在现阶段，俄罗斯科学院的工作目标是：1）从事并发展基

础科学研究和探索性科学研究，获取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规律

的新知识，以之促进俄罗斯技术、经济、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发展；

2）为国家机构和组织的工作提供科学评定服务；3）促进俄罗斯

联邦科学的发展；4）传播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的权威性；5）增强

科学和教育之间的联系；6）推动提高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和社会

保障。

其主要责任包括：1）为国家制定和实施科学技术政策提供

建议；2）在联邦预算的支持下，进行基础研究和探索性科学研

究，参与俄罗斯联邦基础科学研究远景计划的讨论和制定；3）
对科技计划和项目进行评定，评定标准和项目送交科学院的程

序，由俄罗斯联邦政府规定；4）为国家机构和组织提供科学咨

询服务，履行评定职能；5）研究、分析俄罗斯和世界的科学成

果，就科技成果转化提出建议；6）加强与科技活动主体的联系

与合作；7）提出建议，其目的是：扩大科学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提高科学、教育一体化水平，有效发掘基础科学的创新潜力，提

高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保障水平；8）普及和宣传科学、科学知识及

科技成果。

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的期刊有《俄罗斯科学院学报》、杂志《俄

罗斯科学》和《自然》（图2）。《俄罗斯科学》是科普和新闻画报，双

月刊，从1981年开始出版，有俄语和英语两种版本。俄罗斯版

本的《自然》从1912年1月开始出版，主要刊载自然科学领域的

相关内容，目前为月刊。

为奖励科学家们具有重要科学及实践意义的发明、发现，俄

罗斯科学院颁发以杰出学者名字命名的奖章和奖金。1）金质

奖章授予在工作中取得杰出成就，发明、发现或整体工作具有巨

大科学和实践意义的科学家。颁发奖金的理由是，在某个领域

内突出的科技工作或发明、发现。2）罗蒙诺索夫大金质奖章。

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评审委员会每年颁发两枚罗蒙诺索夫大金

质奖章，分别颁发给在自然或人文科学领域内取得成绩的俄罗

斯和外籍学者。罗蒙诺索夫金质奖章是1956年6月23日，根据

苏联部长会议第 851号命令设立的。当时，奖项每 3年评选一

次，颁发给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作出贡献的人。

直到1967年7月的苏联部长会议第612号决议，才允许科

学院每年分别为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就的本国和外籍

学者各颁发一枚奖章。从1959年至今，共有93名科学家，因其

在各自领域内的成就，获得罗蒙诺索夫金质奖章。

俄罗斯科学院所属机构中，有30多家科研院所与中国的研

究机构有着直接对话，并建立了合作关系，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等。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

亚分院特罗菲穆克地质、地球物理与矿产联合研究所和中国科

学院大地构造研究所的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以他们搜集的中

国南部、越南北部和缅甸毗邻区域的地质资料为基础，东南亚地

质构造的原创模型得以建立，以此为基础，人们才对长江流域的

油气储量前景进行评估。

图1 俄罗斯科学院大楼

图2 《俄罗斯科学》杂志（a）俄罗斯《自然》杂志（b）

（（aa）） （（bb））

（（编辑编辑 田恬田恬））

编译//黄晓东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双边合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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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科技是第一战斗力科技是第一战斗力

甘本祓著，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年 9
月第1版，定价：75.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苏青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协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

全世界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

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

降。70年后的8月15日，拜读甘本祓老

师即将付梓的新作《B-29来了：从波音

到东瀛》，不禁感慨万千。

国与国之间战争的较量，最终是实

力和国力的比拼。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贫穷、落后的中国用人口众多和地域广

阔的实力，在付出3500万血肉之躯的巨

大伤亡、8年之久的艰苦卓绝持续损失

后，最终赢得了对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而从 1941年 12月 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算起，到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投

降，以美日对抗为主的太平洋战争，持续

时间却只有3年8个月，美军的伤亡人数

却少于50万。中美对日作战在人员、物

质损失和时间消耗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由双方的科技实

力和综合国力所决定的。

《B-29来了：从波音到东瀛》从一个

侧面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佐证。

B-29 轰炸机，又称“超级空中堡

垒”，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亚洲战场的主力战略轰炸机，是二战

时各国空军中最大型的飞机，也是当时

集各种高新科技为一体的最先进的武器

平台之一。从 1934年美国军方下达研

制4引擎远程轰炸机的朦胧构想和波音

公司开始预研算起，到 1944 年正式出

厂、列装部队，B-29的研制历时整整十

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这期间，无数

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合作攻关，

一切从战争需要出发，以超常规的速度

解决了有关机身设计和动力系统、武器

系统、电子系统等研制过程的一个又一

个科技难题。

正是有了B-29，美军才有能力对头

号仇敌日本的本土实施有实质性威慑和

破坏作用的战略轰炸。1944 年 6 月 5
日，在首次遭受 92架B-29对本土九州

岛进行狂轰滥炸的袭击，以及 1945年 8

月 6日和 9日广岛、长崎分别遭受B-29
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毁灭性打击后，日本

从裕仁天皇到普通国民意志完全崩溃，

在美军尚未有一兵一卒登陆本土的情况

下，很快就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B-29来了：从波音到东瀛》这本

高级科普图书里，甘本祓老师用史学家

的审视眼光、社会学家的人文情怀、科学

家的严谨态度、信息学家的灵敏嗅觉、文

学家的创作手法，通过描述B-29从军事

家奇妙构想到科学家创新预研，再到工

程技术人员攻关研制，最终到空军勇士

剑指东灜、亮剑诛敌，展现了科技与军事

紧密结合高科技武器威震敌胆、迫敌就

范的二战另一恢弘历史画卷，生动地诠

释了科技是战争中第一战斗力这一颠扑

不破的真理。

甘本祓老师1937年生于四川成都，

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中度过

的，因而对战争的残酷有着更为切肤的

体会，对残暴的日寇有着更为切齿的痛

恨，对维护和平有着更为迫切的期盼，对

战争的警觉和反思显得就更为自觉。“我

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已是最后一代亲

历抗战的人了，以后的人就只能用‘听

到’、而不能用‘见到’来讲述这段历史

了。手上有丰富的素材，而国际环境的

现实又呼唤着我的责任感，我就奋然命

笔了。”在本书的“后记”里，甘老师这样

道出了他创作的初衷。

在我看来，日本之所以成为美国执

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忠实走狗，很大程度

上源于二战时被美国彻底打服了；而对

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战争罪行

至今仍不肯深刻反省、真诚认错、彻底悔

改，是因为它认为这些国家并非真正的

战胜国，骨子里并不服气。如今，我们虽

然有了航母，但还远没形成战斗力，更没

有构筑成海上航母战斗群；虽然中国空

军战机已在和平时期飞出第一岛链，但

战时尚能做到的依然是近海防御；我们

还没有自行研制的战略轰炸机，致使对

敌国缺乏实现超远程核威慑的战略轰炸

手段。因此，增我科技实力，提我国防意

识，强我军事力量，铸我钢铁长城，卫我

神圣疆土，佑我中华国民，在当今世界形

势错综复杂、国家安全危机四伏的情形

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后，日本或其他

国家若再胆敢和中国交战，我们就必须

有能力坚决、彻底地把它打残、打趴、打

怕、打服，让它俯首称臣。

甘本祓老师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优秀

科普作家，是我十分敬重的长辈。他对

创作的执着和勤勉，对同仁的谦逊和友

善，对晚辈的提携和呵护，对伴侣的忠贞

和关爱，令我感动不已。我们是忘年之

交，从他身上我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东

西。

《B-29来了：从波音到东瀛》是甘老

师《中美联手抗日纪实》系列丛书的第二

部，第一部《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

湾》自 2014年 1月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

版后，好评如潮，现已重印多次。今天，

我已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调任他职，

甘老师仍一如既往信任我，希望我为这

本书作序，我深感荣幸，但更多的是觉得

惭愧。在甘老师面前，我永远是一名小

学生，恭敬不如从命，我权且把这作为我

直接向他老人家学习、请教的一个最好

机会吧。

衷心期盼《中美联手抗日纪实》系列

丛书的第三部——《B-29去了：从成都

到天宁岛》早日面世，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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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他们应当行走：美国往事之

小儿麻痹症

[美] David M. Oshinsky 著，阳曦 译。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定价：

52.00元。

本书讲述了美国小儿麻痹症（脊髓

灰质炎）肆虐时期的故事，以及为了治愈

这种疾病而展开的竞争，重头戏是 Jo⁃
nas Salk和Albert Sabin关于率先研制

出疫苗的比赛。书中详述了 20世纪 30
年代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成立的

过程，这个基金会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募

集科研资金的方式和对疾病的看法。脊

髓灰质炎的研究颠覆了美国政府在允许

新药上市前对新药的审批与检验方法，

也改变了法律体系对药厂责任与不安全

产品的认定方式。

该书描述的是扣人心弦的科学悬疑

故事，也是社会与文化史，是认识战后美

国的一个窗口。非虚构写作的典范，用

人物的故事串起科学、社会、政治、金融

各方面的变革。虽然是 20世纪美国的

故事，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依然极具吸

引力。

图解时间

李孝辉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 6月第 1
版，定价：48.00元。

时间能看到吗？几乎每一个人都认

为，时间是看不到的。本书撰写的目标

是将时间的各个方面图形化展现在人们

面前，书中用形象的图片、简洁的语言，

将不同人对时间的理解、时间的产生、传

递、应用等图形化的显示出来，让读者

“看”到真实的时间，理解抽象、复杂的时

间。

大象如何站在铅笔上·超乎想象的

科学解读

《环球科学》杂志社，外研社科学出版工

作室 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6月第1版，定价：39.80元。

该书是将《科学美国人》中精彩的专

栏文章汇编成册，引导读者从科学的层

面去看待问题。图书将科学事件中高深

的知识轻松化解，让读者以轻松的心态，

科学的视角来品读社会大事、身边小事，

从中增长智慧，开拓视野，启发新的思

想，提供创新的源泉。

书中精选《科学美国人》的专栏《反

重力思考》中的文章，以风趣的语言、科

学的视角，倡导科学观念，批判、讽刺伪

科学，带领读者在轻松的心态下自然而

然地树立科学的理念与思维方式。

移动平台：托起企业“互联网+”
的基石
陈其伟 编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6月第1版，定价：68.00元。

本书以移动互联网+为切入口，分析

了移动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改变，并对

目前国内十大行业的数十个企业级移动

应用案例进行了总结、提炼和解析。阐

述了移动平台在企业移动战略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以及企业移动化的相关策

略、方法和案例。围绕移动平台架构、国

内外主流移动平台、移动平台的选型步

骤及评估指标体系，以及移动平台的云、

管、端、移动安全及移动应用运营等方面

的技术和实现方法等，进行了系统全面

的讲解。

光学与光子学：美国不可或缺的

关键技术

美国国家科学院 著，曹健林 译。科学出

版社，2015 年 6 月第 1 版，定价：148.00
元。

光学与光子学技术是现代生活的中

心，一直作为最重要的使能技术推动着

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毋庸置疑地将在未

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本报告分 10
章，分别论述了近15年来光学与光子学

领域的科技进步、随之产生的技术机遇

和美国视角下的世界技术前沿现状，并

提出了确保美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建

议。其中第1章是绪论，第2章讨论光子

学技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第 3章到第

10章分别论述某个特定领域（分别为通

信、信息处理和数据存储、国防与国家安

全、能源、健康与医疗、先进制造技术、先

进光子测量与应用、战略光学材料、显示

技术）的技术应用。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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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引领下改变人类生活的三项发明力学引领下改变人类生活的三项发明

文//武际可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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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在力学学科

引领之下的发明不可胜数。

如果列举在力学引领之下的3项对

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你会列

举哪些呢？

依我看来，这3项发明应当是：钟表、

调速器和飞行器。

摆钟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精确的计时和

航海定位

摆钟的发明应当追溯到伽利略对摆

的等时性研究。伽利略在17岁时，对摆

的振动发生了兴趣，经过反复实验得到

了摆的小摆动周期与摆长成正比的结

论，从而在理论上为钟表的核心装置

——摆奠定了理论基础。

1657年，荷兰学者惠更斯完成了摆

钟的设计。同年，钟表匠制成了首架摆

钟。次年，惠更斯出版了他的专著《摆

钟》。在这本书中，惠更斯不仅详细描述

了摆钟的机构，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单摆与

动力学的重要研究结果，还发现了在大摆

动时单摆的周期不再是常数，并给出了在

大摆动时也有等周期的摆线理论。

1761年，钟表匠哈里森制成了可用

于航海计时的天文钟。18世纪，欧洲有

了从教堂、航海到家庭摆设与个人佩戴

的各式钟表，并进入市场。

迄今200多年间，钟表用于测量各种

物理量，如振动频率、周期等。此外，还

广泛地用于航海、航空等领域。各学科

和各技术的发展无不得益于钟表的帮

助。

钟表的发展揭开了现代技术的序

幕。对于它的需求，需要加工大量的钟

表配件，于是产生了现代车床和现代金

属加工技术。另一方面，钟表发展又为

欧洲的现代技术发展培训了人才。许多

早期的发明家如瓦特、阿克赖特、富尔顿

等，他们青少年时代都曾经当过修表学

徒。

钟表的历史说明，欧洲的近代科学

技术的起源是古希腊的思辨传统与欧洲

的手工业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调速器的发明成就了蒸汽机的广泛应用

调速器在近代控制技术和控制理论

发展上起到开天辟地的作用。

瓦特之前的早期蒸汽机不能调节速

度，除了用于矿井抽水外，很难有其他的

用处。

英国人瓦特改进蒸汽机，增加了调

速器。离心调速器是一个基于力学原理

的发明，它是蒸汽机能普及应用的关键，

也是人类自动调节与自动控制的开始。

由于人们能够自由地控制蒸汽机的速

度，才使蒸汽机应用于纺织、火车、轮船、

机械加工等行业，才使得人类大量使用

自然原动力成为可能，从而才有产业革

命。工业控制论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从调

速器的研究开始的，并且调速器的稳定

性研究使得力学系统稳定性的研究逐步

开始并走向深入。

力学研究为航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般介绍航空历史的通俗读物上，

只提到飞机的发明是两个卖自行车的莱

特兄弟完成的。其实航空的产生和发展

是人类世代前赴后继奋斗和积累的结

果，其中首先是力学家的研究贡献。在

莱特兄弟之前，至少应当提到3位科学家

的力学研究。

第1位是英国人乔治·凯利（1773—
1857年），他对空气的阻力与升力进行定

量的实验研究，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飞行

器的设计，论证它是可能的。大莱特曾说

过：“我们设计的飞机，完全按照凯利爵士

的非常精确的计算方法。”所以后来西方

的航空专家都称凯利为航空之父。

第 2 位 是 美 国 的 科 学 家 兰 利

（1834—1906年），他进行了大量的空气

动力实验，由此得到许多定量的结果，并

且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兰利的《空

气动力学实验》，于 1891年由华盛顿的

斯密森学会出版，是最早系统的实验空

气动力学著作，对后来的飞机研究者，包

括莱特兄弟影响很大。

第 3 位 是 法 裔 工 程 师 恰 纳 特

（1832—1910年），他是一位著名的铁路

工程师。他对飞行一直保持浓厚的业余

兴趣，而且他关于飞行的力学知识在 19
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前缘。他指导莱特

兄弟，并且亲自去过莱特兄弟的试验场

地。他们之间来往的信件，有200多封。

美国人罗杰·劳纽斯说：“莱特兄弟教会

了世界飞行，但是是谁教会了莱特兄弟

去飞行的呢？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一

位出生于法国，在芝加哥长大的工程师

——恰纳特。”

莱特兄弟首先从制造滑翔机开始，

逐渐改进。他们研究前人的经验，其中

包括达·芬奇、乔治·凯利、兰利、马克辛

（机枪的发明者）、查纽特、帕森斯、托马

斯·爱迪生、利林塔尔、阿代尔等等。特

别是凯利和兰利关于飞行的理论资料，

他们做了深入的研究。到1902年秋，已

经积累了上千次滑翔经验，掌握了飞行

的理论与技术。

1903年 12月 17日，在北卡罗来纳

州的刺鬼山海岸，对他们制成的“飞行

者”1号进行了试飞。经过 4次试飞，最

好的成绩是在空中飞行59秒，飞行距离

259.7 m。

莱特兄弟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飞行之

后，飞机得到迅速发展，它的改进和发展

的每一步都是力学研究的突破。

以上所举的3项发明，所依据的最原

始的力学原理是十分简单的：一个单摆、

一个离心调速器、一个具有攻角运动的

平板的升力。从力学原理出发，经过许

多不同特长的杰出人物的努力和创新，

才有了如此广泛的发明。人类文明的历

史就是前赴后继不断发展的历史。

有人说，力学是来自工程的，意思是

说，先有了工程，才有为改进它而研究的

力学课题。不过，这3项发明也说明，工

程是来自力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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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程师到科学家从工程师到科学家：：用力学设计材料用力学设计材料

·科学人物·

稿件提供稿件提供：：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神奇的大自然总是源源不断地馈赠

给人类智慧和灵感，就像所有的蜂巢都

拥有统一的建造角度和模式，正六角形

房孔、相邻的房孔共用一堵蜡和丝制造

的墙、孔底由 3个完全相同的菱形组成

——这不仅非常节省建筑材料，并且具

有极佳的结构稳定性。在精巧的蜂窝结

构启示下，2005年，全球首架全复合材料

飞机就使用了蜂窝状的碳纤维层合板，

这种新型结构在保证强度和刚度的前提

下，使飞机的重量减轻了一半。这些自

然的奥妙令兼具“科学家”与“工程师”双

重身份的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

学系研究员段慧玲颇为着迷，她不断从

自然界中汲取启迪，希望研究出更好的

人工材料。

为了满足飞机在飞行中一系列苛刻

的要求，工程师通常会在复合材料中添

加涂层，那么选用何种涂层材料、涂层厚

度怎样确定、涂层会对材料特性带来哪

些影响，所有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首先

需要科学家的深刻认识与理论阐释，而

答案来自段慧玲——她建立了一套理论

体系，来分析和解答这类问题。“我们不

能总是依靠多次尝试后的偶然发现，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是科学”，段慧玲的

初衷很简单，而唯有精细的分析和严密

的推理，才能真正帮助人们从经验主义

迈向科学精神。科学与技术的完美融

合，以理论研究推动工程应用，正是她所

津津乐道的力学学科的乐趣——这也是

为什么段慧玲要从一位“工程师”向“科

学家”转变。

对段慧玲这个曾在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过 10年的工程师而

言，实现这个转变的最重要一环无疑就

是攻读博士，而转型的动力则源自强烈

的冒险精神和更强烈的求知欲望，“那时

的我好像厌倦了只是使用公式解决问题

的感觉，我突然想知道公式背后的秘密，

我希望成为科学家”。踏上科学之路并

不容易，她面临着数个足以影响人生轨

迹的艰难抉择：从一个驾轻就熟且已开

始收获成果的领域，到一个完全陌生的

世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从一个专攻技

术应用的工程师，转型为一个揭示理论

规律、改造现实世界的科学家，需要非常

非常多的专业知识；一个事业小成的年

轻妈妈，得牺牲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而

最大的难题是，一个在价值观和思维方

式上已渐趋成熟的人，得在思想上进行

一次华丽蜕变。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是

段慧玲迄今为止最艰难、也是留下记忆

最深刻的一段时光：从一开始她一点也

听不懂导师讲的专业知识，焦急到无法

入睡，倔强不服输的段慧玲成日穿梭于

教室和图书馆，恶补专业知识、阅读更多

的书籍、做更多的公式推导和计算，在一

次又一次挑战中完成对自我的超越。

挑战自己的背后显然需要更多的付

出——有时，这不仅意味着个人的付

出。因为要适应走上科学之路的妈妈，

段慧玲的孩子仅仅在小学阶段，就在两

个国家换过5所学校。不久前，这位从小

挂着姓名卡、继承段慧玲自立自强性格

的孩子，刚刚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录取。同自己的母亲一样，他也将科

学视为自己人生的最大追求。

当段慧玲终于从一个理科知识储备

甚少的工程师，转型为一个兼顾理论、模

拟和实验的现代科学家，就像越过一座

又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峰”，再回首，

那种不为任何外界事物所打扰的专注，

是她人生中弥足珍贵的收获与财富。面

对一路走来的种种选择，处之泰然的段

慧玲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处事哲学。“人生

的每个时期都有那一阶段最大的目标，

我们要学会平衡和取舍，把当下最重要

的事情做好。”

对于未来，段慧玲充满期待。因为，

中国正在从“制造”转向“创造”，这样的

变革需要众多优秀科学家的参与和贡

献，她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为“中国创

造”提供一些动力；她还希望更多怀有梦

想的年轻人能投身科学，一起为中国创

造更加精彩的未来。

寄语青年人：

“生命的精彩在于探索未知，生命的

快乐在于解决困难。正因为我们不断遇

到困难也不断解决困难，精彩的未来才

会在勇气和探索中慢慢浮现。”

段慧玲，北京大学工学院力

学与工程科学系研究员，第十一届中国

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

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审会

评语：

段慧玲在表面弹性力学理论、非均

质材料力学和物理性能的预测、纳米尺

度弹性理论、薄膜异质结构力学等方面

取得了重要成果，她发展了纳米尺度的

表面弹性理论和复杂形貌表面应力理

论，建立了预测具有多种界面效应的复

合材料等效力学性能和热传导性能的细

观力学框架，在国际上得到很好的评价

和影响。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Na⁃

ture Communications和Advanced Materials

等著名刊物上发表60多篇论文。曾获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第 12届中国力

学学会青年科技奖。

图1 段慧玲

110



科技导报 2015，33（17） www.kjdb.org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制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制度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中国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

国科研经费的分配体制由行政配置向市

场配置的转变，其中的一项显著改变，就

是启动方式由行政划拨转向个人申请。

这种方式的转变，不仅能够激发研究人员

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更能够在宏观上实现

科学研究的均衡发展以及国家资助经费

的使用效率。2007年颁布实施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于

申请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颁

布的各类项目管理办法也对不同项目类

型的申请制度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申请条件

基础研究作为探索未知领域、创造

新知识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

研人员的个人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这

就需要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鼓励科研人员认识自然现象、探索

自然规律，不断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

方法，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科学进步。

因此，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自建立以来，一

直鼓励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自

由探索，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自

主申请是基金运作机制的前提。

想要充分发挥自主申请的优势，还

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最大范

围地吸引科研人员参与申请，另一个就

是平等对待所有的申请人。

为了保证申请的广泛性，就必须设

定较低的门槛，让更多的人拥有进门的

机会。条例第十条关于自然科学基金申

请人的条件只规定了两项，一个是申请

人要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

事基础研究的经历；这是对申请人科研

能力的一个基础性要求，也是科学基金

项目可以顺利完成的一个基本保障。另

一个是申请人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职称和学位

迄今为止仍然是对个人学术水平和学术

能力最权威也最通行的评价指标，但为

了避免发生沧海遗珠的遗憾，即使申请

人不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只要有2
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也

可以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平等对待所有申请人，不仅要求申请

的机会平等，更要求通过制度安排，保证结

果的公平。因为即使实现了申请机会平

等，事实上依旧可能出现不平等的结果。

比如年龄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指标，年长

者总是要比年轻者拥有更多的科研经验与

成果，这种现实差别，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年轻科研人员获得资助的概率，为此，专项

青年基金项目以及“优青”“杰青”项目的设

立，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更为公平

的竞争环境。近几年来，青年项目的申请

数量已经超越面向所有科研人员的面上项

目，就充分证明了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条

件所具有的巨大激励作用。

发展规划、项目指南与自由申请

制定基金发展规划、发布项目申报

指南，是否是计划体制的残余？是否有

违基础科学鼓励自由探索的目的，又是

否会抑制科研人员的创造性？这样的质

疑，在条例制定之初就已经存在。制定

规划、发布指南，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行

政引导性，但归为计划体制则是一种不

必要的苛责。首先，公共资源有限，不可

能对所有的科研需求都给予资助，这里

一定存在取舍。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

际，根据科学前沿的发展趋势和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有所为有所不

为，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选择一批具有我

国自身优势、有可能取得重点突破的领域

进行部署。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

方面也不是面面俱到。作为国家面向未

来的战略投资，科学基金也有责任、有义

务发挥宏观引导作用。其次，制定基金发

展规划是一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

程，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特别是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意见，这

样，国家与科研人员就实现了互动，双向

调节，国家需求与个人学术兴趣实现相互

融合，保证发展规划的科学性与均衡性。

第三，无论是发展规划还是项目指南，都

只是一种指导性意见，而并非强制性要

求。它们只是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非常

宽泛的研究方向，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命

题清单，决定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仍然

是申请项目本身的质量。

实践表明，为期5年的基金发展规划

保证了科研的均衡性与连续性，对于促进

全国整体科研事业的快速与可持续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基金委自1986年成

立以来，每年发布的项目指南，对上一年

度受理项目及资助的总体情况、基金资助

范围、优先支持领域以及申请项目有关注

意事项等内容进行公开披露，对科研人员

申请项目也提供了极大帮助。

申请人的义务与法律责任

如今科研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已经倒逼基金资助工作进行全面改革与

制度化建设，申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

节。申请人必须要对自己的申请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这不仅关乎一次申请的成

败，更关乎一个科研人员的整个学术生

涯与学术声誉。而国家对于基金项目申

请工作，不仅需要引导，同时也需要对违

法行为予以严厉制裁。根据条例第三十

四条，申请人、参与者伪造或者变造申请

材料的，基金委会给予警告；申请项目已

获得资助的，要撤销原资助决定，追回已

拨付的资助经费；情节严重的，在 3至 5
年内，将丧失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资格。条例第三十九

还规定，如果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伪

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或者伪造、

变造印章，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贿赂基

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评审专家，情节严

重，受到刑事处罚的，将终身不得申请或

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在

申请工作中，惟有引导与惩罚双管齐下，

才能确保基金工作的纯洁与健康。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法规处，处长；2.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3.单位同1，局长。图为本文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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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国骞 1，温恒国 2，郑永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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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再访康桥

剑桥，其实应该称为“康桥”，是科学

家心中的圣地。历史上许多里程碑式的

人物，科学家如牛顿、开尔文、麦克斯韦、

卡文迪许、卢瑟福、霍金、图灵、哈代、华

罗庚、达尔文，还有诗人拜伦、哲学家罗

素、社会学家凯恩斯、马尔萨斯等，以及

9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6位菲尔兹奖得主

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这个人口不

足10万的小镇出过如此多的先贤巨匠，

世界别无二处，令世人仰慕。徐志摩一

首《再别康桥》更是把人们带到了一个充

满浪漫和诗意的地方，让人遐想。他说：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

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

桥给我胚胎的。”浓浓的康桥情结萦绕

心灵。

3年前在华威进行学术访问期间，爱

人陪着我一起走马观花地到访过康桥。

这次来是因为一个学术研讨会。我到达

剑桥时是晚上9点，夕阳已到地平线上。

拖着行李箱，穿过唐宁巷，经过彭布罗克

学院，从王后学院旁边的石桥上跨过康

河，数学桥在夕阳的薄暮里只有模糊的

轮廓，再经过一个大草坪，几乎是踩着夕

阳的余晖进入冈维尔-凯尤斯学院（Gon⁃
ville-Caius College）的公寓里。周围非

常安静，仿佛没有人，公寓后面是一大块

绿地，高大的树林、修剪整齐的草坪，还

有一个月牙形的小湖。小湖周围还有几

把黝黑色的长椅。公寓旁边绿树掩映下

有一座S型的三层白色小楼，这便是斯蒂

芬·霍金楼，是剑桥史上唯一一栋以在世

科学家的姓名来命名的建筑。著名理论

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教授便是在这里

完成了他销量最高的科普著作《时间简

史》的创作。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日冕加热，

即解释为什么日冕的温度要比其下层的

光球高几倍？这是太阳物理中的一个难

题，2012年 Science杂志曾将这个问题

列为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八大难题之一。

2014年我在美国天体物理杂志（ApJ）上

发表了一个新模型，期望与国际同行们

面对面地交流。研讨会在剑桥大学数学

科学中心（CMS）举行，美国NASA和欧

盟ESA为研讨会提供了资金支持，参会

人员也主要来自美欧地区。我读过其中

许多人发表的文章，从他们的工作中可

以发现，日冕加热问题离根本解决还有

相当长的距离。

现有加热模型可以分成AC机制和

DC机制两大类，但是这两类都还面临许

多目前还无法克服的困难。3年前我开

始考虑寻找新的途径。经过反复论证和

计算，提出磁场梯度抽运（MGP）新机制，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表示：F=-
GB×Et。这里 F为磁场抽运的驱动力，

GB表示磁场在空间上的变化率即相对

梯度，Et表示带电粒子在垂直于磁场方

向的横向动能，负号表示粒子被抽运的

方向与磁场梯度相反。与AC机制和DC
机制有较多边界条件的限制相比，我的

MGP机制要宽容很多，只要存在从太阳

低层到高层的磁场梯度，这个机制便能

有效驱动日冕的加热过程。我们知道，

无论在太阳活动区、宁静区还是冕洞区，

也无论是在太阳活动周的峰年还是谷

年，甚至在其他恒星的大气里，磁场梯度

都是普遍存在的，MGP机制是一种普适

的稳态加热机制。在一连几天的研讨会

期间，我发现，几乎绝大多数人，包括新

近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上的高引用

文章，都仅仅热衷于从最新的探测卫星

（IRIS、Hi-C、AIA）和数值模拟中去寻找

AC或DC机制存在的证据，很多人更乐

意从数值模拟中去寻找Alfven波或磁声

波的意义。他们对新的机制并不怎么感

兴趣。然而，从目前来说，他们从最新最

复杂的卫星观测数据中得到的所谓证据

几乎都只有模糊的结果，比如他们从观

测中创造出了一些新名词，cyclone
heating，braiding heating，moss struc⁃
ture等；对于AC机制中波能的耗散问题

很少有人提及，只有一两个报告中讨论

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耗散机制仍然是相

混合。而我们知道，在稀薄日冕大气中，

相混合机制的耗散效率是非常底的；数

值模拟主要集中在MHD框架上，完全依

赖MHD方程和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的

前提条件是否成立他们也不知道。对于

DC机制到底能否提供足量的加热能流

仍然无法给出明确的证据。许多报告都

围绕讨论活动区的DC加热，那么在宁静

区呢？我把我的MGP模型同一些人讨

论后，他们总是笑着说“It’s very good,
very interesting”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人们说，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成就

是发现自然规律，并建立直观简洁的数

学 公 式 来

反 映 这 些

规律，比如

牛 顿 万 有

引力定律、

爱 因 斯 坦

质 能 定

律。如果只能在海量观测数据中找到一

些模糊的结论，那有什么意义呢？海量

的观测数据是靠海量的金钱堆出来的，

这可都是花的纳税人的钱。在剑桥的大

街小巷和康河的小船上，每一天都涌动

着许多游客，包括成群结队带着孩子的

中国游客。他们在寻找，寻找牛顿的苹

果树、寻找三一堂的辉煌记忆、寻找刻着

几行徐志摩诗句的小石板。有些人还模

仿着剑桥学子那般坐在岸边把脚泡在静

静流淌的康河里，喝着啤酒，看着天边的

云彩，他们在想什么呢？许多人举着相

机在四处拍照，在某张照片的背影里，是

否有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国人呢？

我是在静静的清晨迎着康桥灿烂的

朝霞踏上新的征程的。相信未来一定会

有人理解MGP机制，因为这是解释日冕

和恒星大气反常加热非常自然的一个机

制。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谭宝林谭宝林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科技导报》“读者之声”栏目征稿

为促进科技交流、优化学术环境、分享

科研经验、倾听前沿呼声，《科技导报》“读

者之声”栏目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生

征稿。

征文范围：

1）个人科研体会；学术交流、实地考察

的见闻、心得；实验室趣闻；申请课题、项目

研发的经历、感悟；导师/研究生交流的经验

及小故事；科研论文撰写、投稿的体会、收

获等。

2）对《科技导报》办刊的评论、意见、建

议；投稿、审稿的经历、感受；对科研论文、

栏目文章的评论、评议；对办刊方针、刊物

定位、栏目设置、整体特色的认识、评价等。

征文要求：1000~2000字左右/篇，所述

不求全面，但求真实真切，具有原创性、合

理性、可读性。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编辑部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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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星大气成分遥感探测应用进展全球卫星大气成分遥感探测应用进展
及其展望及其展望
张兴赢 1，周敏强 2,3，王维和 1，李晓静 1

1.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
2.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层大气与全球环境探测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随着全球变化的加剧，科学家和各国政府对大气环境日益关注，尤其是大气中的化学成分，不仅影响区域的空气质量，而

且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卫星遥感探测大气中的化学成分是近年来全球对地观测领域的一个新兴分支。本文

阐述全球及中国在卫星大气成分遥感探测领域的发展，以及目前已经和正在开展的各类卫星大气成分探测进展，综述大气气溶

胶、主要痕量气体、主要温室气体的卫星遥感探测国际和国内现状，以及掩星和临边探测大气成分垂直廓线的进展，展望未来全

球在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卫星；大气成分；遥感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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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global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of atmospheric compositions
and its'applications
ZHANG Xingying1, ZHOU Minqiang2,3, WANG Weihe1, LI Xiaojing1

1.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y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iddle Atmosphere and Global Environment Observation,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long with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air quality has attracted a great attention from scientists and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e atmospheric components, which not only have an impact 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have a potential feedback on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Recently, th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as a new- technical tool for the atmospheric sci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nitoring the atmosphere. Here, the status, the progress and the pro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tmospheric satellites are reviewed in detail, mainly focusing on the aerosols, the trace gases, and the greenhouse gases. In addition,
the progress of the occultation and the limb observations of space-based remote sensing is also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satellite; atmospheric components;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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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发展，人类活动造成的化石燃料燃烧、工业

排放、土地类型改变使全球大气产生了巨大变化。卤素化合

物的排放参与光解反应，导致极地臭氧洞的形成[1]；燃烧过程

中产生的氮氧化物参与对流层光化学催化反应产生臭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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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监测大气臭氧总量分布和变化卫星遥感监测大气臭氧总量分布和变化
张艳，王维和，张兴赢

中国气象局中国遥感卫星辐射测量和定标重点开放实验室，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利用卫星紫外仪器TOMS、OMI和TOU的臭氧总量数据（1979—2014年），研究了全球及关键地区臭氧总量的分布及变

化。讨论了南北半球臭氧总量分布和变化的差异，探讨了影响臭氧分布和变化的可能因子。重点分析了中国区域、青藏高原和

极地的臭氧变化，并利用FY-3数据对南极臭氧洞和北极臭氧低值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臭氧总量的分布和变化在中高纬度地

区具有很强的不均匀性，极地臭氧损耗依然明显，青藏高原的臭氧增长大于同纬度其他地区，其机制更加复杂。

关键词关键词 臭氧总量；南极臭氧洞；北极臭氧；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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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of atmospheric total column ozone based
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ZHANG Yan, WANG Weihe, ZHANG Xingying
Key Laboratory of Radiometric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Satellites,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Global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s and variations of the total column ozone are studied based on the total column ozone
(TCO) dat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79 to 2014 obtained with different space-borne instruments including TOMS (the total ozone
mapping spectrometer) series, OMI (the ozone monitoring instrument) and TOU (the total ozone unit) series. The distributions and
variations of the total column ozone over the globe and some key regions are considered. The TCO differences of distributions and
variations (DAV)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 are analyzed and the possible impact factors on the TCO DAV are
identified. Special attentions are focused on the ozone variations in China,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Polar regions. The monitoring
of the Antarctic ozone hole and the Arctic ozone is also conducted using the FY-3 satellite data. It is shown that the TCO DAV sees a
very nonuniform nature in the middle and high latitudes and in polar regions. The ozone loss over the polar regions continues to exist.
In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TCO variation is larger than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same latitude. The mechanism of the ozone variation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is complicated.
KeywordsKeywords total column ozone; antarctic ozone hole; arctic ozone;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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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是地球大气中十分重要但又非常特殊的微量气体，

它是影响对流层—平流层大气动力、热力、辐射、化学等过程

的重要成分之一。臭氧层对紫外辐射有强烈的吸收作用，是

地球生物赖以生存的保护层。臭氧层吸收的太阳紫外辐射

能量使平流层大气增温，对平流层的温度场和大气环流起决

定性作用，对气候变化有重要的影响[1~3]。因此，监测臭氧的

分布和变化对了解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很有意义。

20世纪60年代，Dave等[4]提出利用大气对太阳紫外线的

后向散射反演大气臭氧总量，卫星成为监测全球臭氧变化的

重要手段。美国TOMS系列仪器[5]是最早监测臭氧总量的业

务卫星，分别搭载在美国的NIMBUS-7（1978-11—1993-05）
和Earth Probe（1996-07—2005-12）、苏联的Meteor 3（1991-
08—1994-12）卫星平台上。20世纪 90年代开始，欧洲率先

在ERS-2卫星臭氧探测器（GOME）[6]和Envisat卫星差分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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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
变化变化
李晓静，高玲，张兴赢，张鹏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全球大气气溶胶类型和含量变化与气候变化和大气环境污染密切相关，是气象学、环境学和医学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认识全球气溶胶分布基本特征，发现和跟踪全球气溶胶显著变化地区，本文利用美国NASA发布的C6版MODIS气溶胶光学

厚度产品分析全球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时空年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气溶胶光学厚度分布与中国霾区的关系，提出霾区

治理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年平均值参考标准。分析2003—2014年卫星监测的气溶胶光学厚度（AOD）空间分布特征显示，全球气

溶胶光学厚度稳定高值区位于亚洲东部及其邻近太平洋海区、印度半岛及其邻近印度洋海区、非洲北部和中部及其邻近大西洋

海区；重点变化关注区为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增量区和南美洲亚马逊平原热带雨林减量区。气溶胶光学厚度高值地区的形成与

沙尘暴、火山喷发、生物质燃烧、工业排放等自然源，以及工业污染物排放、交通运输、秸秆焚烧等人类活动造成的人为源气溶胶

排放直接相关，并受气象因素和山脉等地形阻挡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的稳定性与季节变化最终形成全球气溶胶的时空分布特

征。中国东部气溶胶光学厚度年平均值大于0.5的区域为主要霾天气区，其中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地区和四川盆地为全球

气溶胶光学厚度极端高值区，年平均极端高值达到0.8~1.0，为霾天气常态化发生区；通过全球气溶胶光学厚度量值分析认为，气

溶胶光学厚度年平均值0.5可作为中国大气环境最大承载量，中国东部地区高于此值的区域为主要大气污染控制区，大范围工业

生产污染物减排可带来整体环境改善，通过工业结构调整有望降低的气溶胶污染中位比率为33%，平均比率为26.5%。

关键词关键词 大气气溶胶；气溶胶光学厚度；霾；MODIS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40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7.003

Global change of aerosol optical depth based 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LI Xiaojing, GAO Ling, ZHANG Xingying, ZHANG Peng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aerosol type and th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are the hotspots related to the climate chang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human-health. The AQUA/MODIS aerosol optical depth (AOD) product issued by NASA is used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the multi-yearly and annual mean AODs in the whole world and in China for diagnosing the aerosol events that directly
emitted or affected, such as the haze, the dust storm or the volcano eru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astern Asia, the Indian
peninsula,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and their adjacent ocean areas have relatively high AODs. The significantly changing areas
include the east area of Siberia due to the smoke by fire and the Amazon rainforest for bioaerosols by vegetation emissions. These high
and sensitive AOD reg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aerosol emission by natural and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y are also influenced
by weather and terrain. In China, the regions in the eastern China with the yearly mean AOD higher than 0.5 are the haze weather
areas. In particular, the Huanghe-Huaihe River basin, the Yangtze-Huaihe River basin and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have the highest
mean AODs of 0.8- 1.0, where serious haze weather often occurs. The highest AOD is caused by the highest emission from th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constructions, and heavy transportations. So, based on the reference the AOD (background 0.2,
natural events impact 0.15, human living impact 0.15) obtained from the aerosol distinctive area, the annual mean AOD of 0.5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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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和中国区域污染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和中国区域污染
气体气体NONO22和和SOSO22时空时空变化变化
闫欢欢，张兴赢，王维和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100081
摘要摘要 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为连续、大面积监测城市污染气体NO2和SO2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本文基于紫外-可见光高光谱

传感器OMI观测数据，分析了近10余年（2004—2014年）全球和中国区域NO2和SO2空间分布特征、长时间序列变化和季节变

化特征。结果表明，中国NO2含量的高值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及周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新疆乌鲁木齐、辽宁沈阳、陕西西

安等地，SO2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重庆等地。较2005—2009年，2010—2014年NO2高值范围有

所扩大，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新疆乌鲁木齐等地NO2含量有所上升，而珠江三角洲、上海等地NO2含量有所下降。与NO2时空

变化不同，较2005—2009年，2010—2014年SO2高值区范围有所缩小，且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重庆、贵州、珠江三

角洲等地SO2含量有所降低。全球范围内，中国东部、美国东部、荷兰、德国、意大利、南非等地NO2含量较高，中国中东部、美国

东部、南非、印度等地SO2含量较高。较2005—2009年，2010—2014年美国东部、中国珠江三角洲、中国上海、日本、西班牙、葡

萄牙、意大利北部、迪拜等地NO2含量下降明显，而2010—2014年中国东部地区和乌鲁木齐、波兰大部、伊朗德黑兰、伊拉克巴格

达、科威特、沙特利雅得、印度新德里、印度巴朗格伊尔及周边、孟加拉国达卡、智利圣地亚哥等地NO2含量却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较2005—2009年，2010—2014年中国华北大部、重庆和贵州大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美国东部、南非姆普马兰

加及周边等地的SO2含量有所下降，而秘鲁利马、秘鲁南部等地SO2含量出现增长。全球7大主要城市近10年NO2和SO2含量

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石家庄NO2含量均值最高，其次为中国北京、俄罗斯莫斯科、南非姆普马兰加、美国纽约、德国科隆、中国乌鲁

木齐；南非姆普马兰加、中国石家庄、中国北京的SO2总量明显高于美国纽约、德国科隆、俄罗斯莫斯科；中国北京、中国乌鲁木

齐、美国纽约、德国科隆、俄罗斯莫斯科城市NO2含量高于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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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NO2 and SO2 over global region and
China by OMI observations during 2004-2014

AbstractAbstract Th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provides an unprecedented advantage for continuous, large spatial and short-
revisit monitoring for atmospheric NO2 and SO2.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s of NO2 and SO2 from OMI
over Global region and China during 2004-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umchi, Shenyang and Xi'an have high NO2 columns, while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Sichuan and Chongqing have high SO2 column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2005-2009, the NO2

YAN Huanhuan, ZHANG Xingying, WANG Weihe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41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990


科技导报 2015，33（17）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6-18；修回日期：2015-07-14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Z111100067311053）；中国气象局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GYHY201106045）；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014BAC16B01）
作者简介：张晔萍，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气象卫星遥感应用，电子信箱：zhangyeping@cma.gov.cn；张兴赢（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卫星大气成

分遥感及其应用，电子信箱：zxy@cma.gov.cn
引用格式：张晔萍, 张兴赢, 高玲. 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和中国区域大气CO变化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17): 52-62.

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和中国区域大气卫星遥感监测全球和中国区域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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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利用2000年3月——2014年12月TERRA/MOPITT CO柱总量数据，研究了全球及中国区域大气CO柱总量的时空变

化特征。分析表明，北半球大气CO柱总量显著高于南半球。中国东部是全球CO高值区，青藏高原、格陵兰岛、南美洲西部沿海

安第斯山脉为全球CO低值区。CO柱总量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显著的季节变化，北半球CO含量在北半球春季最高，北半球冬

季达到最低；南半球CO含量在南半球春季最高，南半球秋季达到最低。在月时间尺度上呈现出规律性波动，高值月份分别出现

在3—4月、9—10月，低值时段分别出现在7月和1月。中国区域CO柱总量呈东高西低的阶梯状分布，东部的高值区主要分布

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东部。中国区域CO柱总量在春季最高，南方地区在夏季达到最低值；北方地区在秋季达到最低

值。对全球和中国区域CO含量长时间序列分析显示，2011—2014最近4年全球及中国区域大气CO柱总量呈下降趋势。中国

东部沿海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年下降速率在1%左右，大西北经济区下降幅度最小。

关键词关键词 卫星遥感；MOPITT；CO柱总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40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7.005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monoxide distribution in global
and China-based regional scales from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monthly data of the TERRA/MOPITT CO column from March 2000 to December 2014,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and the change of the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in atmosphere in the global and China-based regions are analyzed. It is
shown that the CO colum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east China is
the highest value zone of CO content over the whole world, meanwhile,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Greenland, and the Andes
along the coast of the west of South America are the low value areas for the CO column.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global CO
column sees a regular pattern of seasonal fluctuations, the CO colum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reaches the peak in spring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falls down to the lowest value in winter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imilarly, the CO colum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scends to the peak in spring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nd descends to the lowest value in winter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ne sees a regular pattern of monthly variation for Global CO column, with two periods of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CO columns,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value of CO column appears from March to April and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The
lowest value appears in July and January. The CO column in China also sees a significant character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s, the CO column in the east of China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west of China. The high value areas of the CO
column in the east of China mainly locate in the south of Hebei Province, the west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east of Henan

ZHANG Yeping, ZHANG Xingying, GAO Ling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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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OSAT L4B数据的全球和中国
区域近地面CO2含量变化分析
王舒鹏 1，张兴赢 1，王维和 1，方莉 2

1.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100081
2.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摘要 CO2作为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利用GOSAT L4B全球分布数据，分析全球及中国

地区近地面CO2含量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北半球近地面CO2含量明显高于南半球，CO2年增长率约2 ppm。全球高值

区主要出现在东亚、俄罗斯、欧洲和美国等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地区。北半球近地面CO2含量季节分布显示，冬季的CO2含量最

高，夏季最低。中国区域近地面CO2含量在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东西差异显著，总体呈东高西低的特征，高值区主要集中于中

国华北和长三角地区。中国范围内近地面CO2含量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月平均含量 4月（春季）升至最高值，为 396.5
ppm；7月（夏季）降至最低值，为382.8 ppm。
关键词关键词 CO2分布；GOSAT；温室效应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40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7.006

Global and China-based regional near- surface distributions of CO2

concentrations based on GOSAT L4B data

AbstractAbstract CO2 is the most important greenhouse gas and the main cause of the global warming. In this paper, GOSAT L4B data sets of
CO2 concentrations near the ground are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s of CO2. It is found that the ground CO2

concentr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ha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yearly CO2 concentration growth
rate is about 2 ppm. The global high-value areas are in places of large populations and developed economics in East Asia, Rus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easonal distributions of CO2 concentrations near the ground, the highest CO2

concentration appears in winter and the lowest in summer. CO2 concentration near ground in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high values in North
Chin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ith obvious seasonal variations, with the highest monthly average value of 396.5 ppm in April
and the minimum value of 382.8 ppm in July.
KeywordsKeywords CO2 distribution; GOSAT; greenhouse effect

WANG Shupeng1, ZHANG Xingying1, WANG Weihe1, FANG Li2
1.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2.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Digital Ear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温室气体指可以在热红外波段吸收和辐射能量的气体，

它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主要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

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臭氧（O3）等，而

CO2对温室效应的总体贡献最为显著。CO2作为最重要的温

63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992


科技导报 2015，33（17）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6-18；修回日期：2015-07-11
基金项目：民用航天技术预先研究项目（E030103）；中国气象局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GYHY201106045）
作者简介：周丽花，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卫星大气成分遥感，电子信箱：lihua.zlh@mail.bnu.edu.cn；张兴赢（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卫星大气

成分遥感及其应用，电子信箱：zxy@cma.gov.cn
引用格式：周丽花, 张兴赢, 张晶. 基于MLS卫星临边探测数据研究大气OH时空分布[J]. 科技导报, 2015, 33(17): 69-77.

基于基于MLSMLS卫星临边探测数据研究大气卫星临边探测数据研究大气
OHOH时空分布时空分布
周丽花 1,张兴赢 2,张晶 1

1.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2.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OH自由基是大气中重要的氧化剂，对大气中其他气体成分和气溶胶的形成和转化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MLS（micro⁃
wave limb sounder）卫星观测资料，对大气平流层上层和中间层OH自由基的时空分布和变化以及中国上空OH自由基的垂直

分布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大气平流层上层和中间层OH自由基含量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和昼夜变化，在空间上的分布也随着

太阳直射点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比较了中国上空与同纬度纬向平均值，发现白天和夜间的观测值只有个别位置有较明

显偏差，中国地区上空的OH含量比在整体上与同纬度比起来无明显异常，中国局地上空廓线的比较更加详细地反映了OH自由

基的昼夜垂直结构。总之，中层大气OH自由基含量存在显著的昼夜变化、季节变化，同时也受太阳活动的影响，年际变化则不

明显。

关键词关键词 太赫兹临边探测；大气中层；OH自由基；时空分布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40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7.007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atmospheric hydroxyl radical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with the aura microwave limb sounder

AbstractAbstract OH radicals are important oxidants in the atmosphere, an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ation and the conversion of
other gases and aerosols in the atmosphe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of OH radic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upper stratospheric and mesospheric OH radical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MLS (microwave limb sounder) satellite data，especially,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OH radicals over China. It is shown that there are
obvious seasonal and diurnal changes of the OH radical volume mixing ratio in the upper stratosphere and the mesosphere. Compared
the OH radical volume mixing ratio over China with the zonal mean values of the same latitudes, it is found that the most of the
observed volume mixture ratios of the day and the night are similar at the same latitudes, and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 profiles over some areas of China reflect the detailed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he day and the night. In a word, the diur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the OH radical concentration in the middle atmosphere can obviously seen. The OH radical volume mixture
ratio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solar activity, and the annual vari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Keywords THz limb detecting; middle atmosphere; OH radical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ZHOU Lihua1, ZHANG Xingying2, ZHANG Jing1

1. College of Global Change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re,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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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河区域地下水脆弱性研究傍河区域地下水脆弱性研究
————以第二松花江流域为例以第二松花江流域为例
冶雪艳，尤传誉，杜新强，王丽雪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吉林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所，长春130021
摘要摘要 地下水脆弱性研究是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地下水的基础，它一直是国际水文地质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第二松花江流

域地下水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DRASTIC方法和GOD方法对地下水环境脆弱性进行评价，并利用实测铬含量对评价结果进行

验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DRASTIC模型对第二松花江流域地下水环境脆弱性的评价较为合适，评价结果更能真实地反映研究

区地下水脆弱情况；第二松花江流域傍河区域的地下水环境较为脆弱，容易受到污染，故在布设水源地开采井时应尽量避开地下

水高脆弱区，做到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关键词关键词 地下水；脆弱性；DRASTIC模型；GOD模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34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7.008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to contamination near the river:
A case study of the second Songhua River

AbstractAbstract The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is a basic issue for the groundwater to be protected and used reasonably, so it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hydrogeology field. The DRASTIC method and the GOD method are used to assess the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of
the second Songhua River basin, and then the assessment i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measured values of C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ASTIC method is better, and it could reflect realistically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researched area.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near a river is vulnerable and easy to be polluted.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undwater resources effectively, the well of the
water source should be constructed far away from the high-risk areas.
KeywordsKeywords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DRASTIC model; GOD model

YE Xueyan, YOU Chuanyu, DU Xinqiang, WANG Lixue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Jili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扩大，人

们对水资源的需求量随之增大[1~3]。由于工农业污染物的肆

意排放，造成大部分地表水体的严重污染，因此傍河开采地

下水的形式应运而生。傍河区域地下水源具有富水性强、埋

藏浅、水量稳定、水质优良、易集中开采和便于管理等优点而

受到人们的青睐 [4~6]。地下水由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使地下

水污染具有不易发觉、治理困难、一旦受到破坏难以修复的

特点。为了有效地保护地下水免受污染，必须采取以防为主

的原则，明确地下水易受污染的区域，因此确定区域地下水

的脆弱性十分必要[7]。

地下水脆弱性的定义至今没有统一的论述，目前被普遍

接受的是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提出的定义：地下

水脆弱性是污染物到达最上层含水层之上某特定位置的倾

向性与可能性[8]。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是目前国际水文地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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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晋，王延斌，范晶晶, 等. 注CO2置换煤层CH4试验研究[J]. 科技导报, 2015, 33(17): 84-89.

注注COCO22置换煤层置换煤层CHCH44试验研究试验研究
王晋，王延斌，范晶晶，刘成龙，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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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屯留矿和寺河矿圆柱体原煤试样，进行不同注入压力条件下注CO2置换CH4试验，研究分析了置换过程中气体的吸

附特性及注入压力对CO2置换效果的影响，提出了低孔隙压力条件时具有更好的置换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同等条件下，置换平

衡后煤体吸附CO2气体能力远强于CH4；煤体中CH4体积比随注入压力的降低而减小，而CO2体积比则呈现相反趋势；在8 MPa围
压条件下，随着注入压力的升高，CH4产出率呈线性关系降低，CO2置换比呈指数关系减小，显示出在试验压力范围内，低压条件

下的CO2置换效果更佳；同等条件时，相对于试验中的无烟煤，贫瘦煤置换效果更好。

关键词关键词 CO2；CH4；置换试验；产出率；置换比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8.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7.009

Experimental study on coal-bed methane displacement by
carbon dioxide injection

Abstract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cylinder raw coal samples from Tunliu coal mine and Sihe coal mine to carry out the displacement of
CH4 with CO2 experiment under the different injection pressures. Analyzed the gas 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xperi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injection pressures on the replacement of with CO2, and proposed that replacement effect was better at low pore
pressur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Adsorption capacity of CO2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CH4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splacement; CH4 volume ratio decreases with injection pressure decreasing, while CO2 volume ratio shows the opposite trend;
When the confining pressure is 8 MPa, the CH4 output ratio reduces with linear relation and the replacement ratio of CO2 reduces
with exponential relation as injection pressure increases, and indicating that the replacement is better at low injection pressure in this
displacement experimental; The replacement effect of meager lean coal sample is better than anthracit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in
this experimental.
KeywordsKeywords CO2; CH4; replacement; output ratio; replacement ratio

WANG Jin, WANG Yanbin, FAN Jingjing, LIU Chenglong, XUE Pei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煤对不同气体的吸附特征是不同的，同等条件下，CO2在

煤表面的吸附能力强于CH4[1~4]。基于此特征，向埋藏深或不

可开采煤层注入CO2可置换出赋存在煤层中的CH4，提高煤

层气采出率，同时还可以达到存储 CO2 的目的，即 CO2-
ECBM法。

国外对于煤层注CO2置换CH4的研究起步较早，大量文

献证明[5~10]，注CO2能够提高煤层CH4产出率。国内如秦勇[11]、

唐书恒等 [12,13]、梁卫国等 [14,15]及其他学者 [16,17]也进行了相关试

验，认为向煤层注入CO2能有效地置换出煤层气。本文以沁

水盆地屯留矿和寺河矿圆柱体试样为研究对象，在给定围压

及不同注入压力条件下，进行煤样注CO2置换CH4的模拟试

验，探究不同压力条件下CO2对煤层CH4的置换效果。

1 样品及试验装置
1.1 样品准备

试验采用的煤样是沁水盆地屯留煤矿山西组3#煤层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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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糖诱导高糖诱导ADTIQADTIQ的生成和多巴胺的的生成和多巴胺的
代谢失衡代谢失衡
谢冰洁，武晗燕，邓玉林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2型糖尿病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患帕金森病（PD），而新内源性神经毒素1-乙酰基-6, 7-二羟基-1, 2, 3,4-四氢异喹啉

（ADTIQ）可能成为2型糖尿病并发PD的一个关键因素，ADTIQ是由丙酮醛与多巴胺反应合成，但是其在多巴胺能神经元中的

生成条件，以及在糖尿病情况下ADTIQ的生成是否影响多巴胺代谢尚不清楚。本研究以SH-SY5Y细胞为模型，研究ADTIQ在

细胞模型中的生成条件，发现ADTIQ是在葡萄糖代谢旺盛的条件下，丙酮醛内源性产生与神经元内的多巴胺反应生成。研究揭

示，高糖条件下，SH-SY5Y细胞和2型糖尿病的大鼠模型中外周多巴胺的质量浓度减少，而与多巴胺合成和转运相关的酪氨酸

羟化酶和多巴胺转运体合成增加。可见，高糖能诱导SH-SY5Y细胞内ADTIQ的生成和多巴胺代谢的失衡，ADTIQ的生成可能

成为糖尿病并发PD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关键词 1-乙酰基-6, 7-二羟基-1, 2, 3, 4-四氢异喹啉；糖尿病；帕金森病；多巴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7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7.010

Hyperglycemia induced generation of ADTIQ and dopamine
metabolism imbalance

AbstractAbstract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for the type 2 diabetes the Parkinson's disease is more likely to be developed than for normal
diabetes, and the 1- acetyl- 6, 7-dihydroxyl- 1, 2, 3, 4- tetrahydroisoquinoline (ADTIQ) could be a key factor associated with the
diabetes and the P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SH-SY5Y cells are used as a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ADTIQ generated condi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hyperglycemia could induce the increase of the endogenous methylglyoxal, which might react with the dopamine to
generate the ADTIQ. Again, the hyperglycemia leads to a reduction of the dopamine in the SH-SY5Y cells and the plasma of the type
2 diabetic rats, and an increase of the tyrosine hydroxylase (TH) and the dopamine transporter (DAT). So, the hyperglycemia induces
the generation of the ADTIQ and the dopamine metabolism imbalance. The generation of the ADTIQ could play a key role in
increasing the risk of the PD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KeywordsKeywords 1-acetyl-6, 7-dihydroxyl-1, 2, 3, 4-tetrahydroisoquinolin; diabetes; Parkinson's disease; dopamine

XIE Bingjie, WU Hanyan, DENG Yuli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与年龄相关的神经

系统退行性疾病，病因至今不明[1]。PD的主要病理变化是黑

质致密部（DSN）的多巴胺能神经元选择性缺失，残留的多巴

胺能神经元胞浆中出现嗜酸性包涵体——Lewy小体[2]。最近

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3~5]，随着年龄的增长，2型糖尿病的

发病率有持续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其患PD的概率也呈现上

升趋势，其中2型糖尿病患者比正常人患PD的概率高83%以

上，尤其是糖尿病早期患PD是正常人的7倍[6,7]。Morris等[8,9]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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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ScatchardScatchard法的碳酸酐酶法的碳酸酐酶--脂质体脂质体
与药物结合常数测定与药物结合常数测定
胡英慧，戴荣继，安静，钱庆庆，邓玉林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为更好地模拟药物小分子与碳酸酐酶在体内的相互作用，采用碳酸酐酶-脂质体毛细管电泳法，以4-羧基苯磺酰胺为分

析对象建立碳酸酐酶药物筛选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计算12种药物小分子与碳酸酐酶的结合常数，分析药物小分子与碳酸酐

酶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4-羧基苯磺酰胺与碳酸酐酶-脂质体的结合常数为1.172×104 mL·g-1，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基于

此，筛选出4种（咖啡酸、L-抗坏血酸、2, 4-二氯-5-磺酰胺基苯甲酸和4-氯-3-磺酰胺基苯甲酸）和5种（阿魏酸、马兜铃酸、没

食子酸、原儿茶酸、烟酸）与复合物具有较强或较弱相互作用的药物。通过该法可快速、有效、经济地测定碳酸酐酶或其他靶标与

药物的相互作用，缩短药物研发周期。

关键词关键词 脂质体；碳酸酐酶；毛细管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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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ing interaction of carbonic anhydrase-liposome complex and
medicinal molecules by Scatchard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in vitro study, carbonic anhydrase-liposome complex was prepared to simulate the in vivo interactions between drug
molecules and carbonic anhydrase. The complex was prepared by ultrasonic cell disruption, mixing and extrusion. Zeta potential and
the size of carbonic anhydrase-liposome complex were -45.06 mV and 99.43 nm,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is complex is stable and
suitable to apply for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The complex was further added in running buffers as pseudo stationary phase in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and 4-carboxybenzenesulfonamide (containing 2.2×10-3 mol/L 4-methyl-2-pentanone as EOF marker) was
added as a sample 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rug and carbonic anhydrase- liposome complex using
Scatchard method. The binding constant in this model was 1.172×104 mL·g-1. Among the 12 drugs studied using this method, caffeic
acid, L-ascorbic acid, 2,4-dichloro-5-sulfamoylbenzoic acid, and 4-chloro-3-sulfamoyl benzoic acid had strong interactions with
carbonic anhydrase- liposome complex, having higher binding constants than that of 4- carboxybenzenesulfonamide. Ferulic acid,
aristolochic acid, gallic acid, protocatechuic acid, and nicotinic acid had weak interactions with carbonic anhydrase- liposome
complex, having lower binding constants than that of 4-carboxybenzenesulfonamide.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check interactions
between carbonic anhydrase or other targets and drug molecules rapidly and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drugs.
KeywordsKeywords liposome; carbonic anhydrase;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HU Yinghui, DAI Rongji, AN Jing, QIAN Qingqing, DENG Yuli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催化生化反应的各种酶在各类药物靶标中是重要的一

类，其中，碳酸酐酶（carbonic anhydrase，CA）是一类含锌金属

酶，可以在体内高效催化CO2和水的可逆水合反应，促进CO2

和HCO-3的合成。CA几乎存在于哺乳动物的各个组织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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