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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不清，限制了中草药的推广应用，也限制了对其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阐述；近年来，中成药出口，在国际上
屡屡遇到麻烦，有效成分不清也是其主要因素之一。中草药有效成分的鉴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本文中“成分”的含义指分
子；有效成分就是指对生物体具有确定药效的分子）。药效可以表现在整体、器官或细胞水平，但效应必须是确定的。

确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从具有明确疗效的或能引起明确生理、药理反应的草药（植物或动物来源的物质）中发现
其有效成分，从来就是开发药物的重要途径。很多药物都是从原来具有明确疗效的草药中逐步分离，弄清它的化学结构，然后通过生物活
性筛选和临床试验，进而从中发现其对于某种疾病有治疗作用，例如西方的箭毒，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麻黄素、70年代的青蒿素等。

中草药有效成分的鉴定，从来就是转化医学的组成部分之一。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就是要在正确科学方法指导下运用多层次的研
究设计，达到阐明中草药特定化学成分的特定药理作用。现在已有许多寻找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方法可供采用，例如：根据动物实验中表现
出来的药物疗效；根据细胞或靶酶水平的高通量筛选发现的生物活性；根据计算机模拟某种化合物的结构逐步找到有疗效的化学结构；血
清药理学方法，等。

即令如此，从中草药中鉴定出来的有效成分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当今国际科技竞争十分激烈条件下，也是一个非常迫
切的挑战。

在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多层次研究中，从细胞生物学角度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特别值得重视。提出这个建议，基于如下理论认
识：1）一个化合物如果在整体水平是有药效的，那么在细胞水平也很可能是有药效的（它还可能作用在细胞外基质）；2）一个混合物中某个
化合物如果是有效成分，那么被分离出来的该化合物单独存在时应仍然有作用；3）某个化合物如具确定药效，其作用方式不外乎3种：该化
合物本身就对机体有作用；该化合物与机体内另一个（些）化合物协同起作用；该化合物进入人体后，经代谢或改造而起作用。如果属于第
一种情况，该化合物的作用很有可能会在细胞水平有所表现，因此用离体细胞实验应很有可能检测到表达出来的有效作用。

现在，用细胞生物学手段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条件。一是经过多年积累，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单味中草药所含
有的分子及其结构，可以说，有了相当庞大的分子“数据库”，有些化合物的单体甚至可以商品形式买到。二是各种细胞生物学技术已臻成
熟，细胞内各种生物学过程也已了解得相当清楚。因此，只要化合物选择得当，细胞种类选择得当，很可能会找到并确定中草药有效成分
的结构，或其先导化合物（leading compound）的结构。

比较困难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遴选一个“目标分子（target molecule）”——指有可能成为有效成分或其先导化合物的那种分子。拟
遴选“目标分子”的来源可能有二。一是来自研究者本人的中草药实验研究工作；二是来自现有文献。不论哪种情况，“目标分子”应具备
两个条件：一是此类分子所来自的药物，其疗效应当确实，而不属于少数人的偏爱；二是其所来自的药物整体所起作用明确，特别是对某种
疾病的特定症状、体征的有效性明确，而不是似是而非。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一个条件，即其治疗效果明确而肯定。不慎重地选择一个疗
效不被公认的化合物作为“目标分子”，或者没有严格地选择能够治疗某种疾病的特定症状、体征的化合物作为“目标分子”，遴选工作将劳
而无功。

同时，还需判断一下，哪一类细胞可能实现了“目标分子”的药效，这是遴选工作的必经步骤，因为我们需要确定用哪种细胞模型来进
行实验研究。当细胞模型确定之后，还需确定研究对象是细胞的哪一组成部分，哪一种细胞内活动过程，来检测被遴选“目标分子”的作
用。总之，需要运用我们的全部聪明智慧来判断，搜寻工作可能会遇到失败，但只要我们合理地进行选择和再选择，在细胞作用的靶点上
找到有效化学成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细胞水平的工作得到阳性结果，就应该转入其他水平的工作，特别是整体水平的工作。然后，根据多水平的工作结果，完整地评
价“目标分子“。如结果理想，就可把该“目标分子”定为有明确疗效的分子，即有效成分。

成功地鉴定多个有效成分之后，将有可能为“多味”药的应用找到合理解释。实验研究时，我们的目标往往是单种有效成分，这相当于
“单味”药中起主要作用的那种有效成分。但病人服用中草药制剂时，摄入的一定是多种成分，是“多味”药。在研究中，需要充分认识“单
味”药与“多味”药作用的关系；这种认识也将可能从理论上推动我们对“多味”药应用合理性的理解。“多味”药含有多种成分，它对某一疾
病的治疗效果，自然会包括“主”药与“从”药的作用在内。“多味”药治疗疾病的某种特定症状、体征的效果，将主要决定于它所含有的“主”
药成分，即主要有效成分；但“多味”药中的“从”药并不是不起作用的，“从”药可能对疾病的其他特定症状、体征起作用，或者它会弥补“主”
药的某些不足，减少或对抗“主”药的副作用。所以，“多味”药的治疗效果会与“单味”药有所不同。由此可见，一方面，只要有效成分的研
究翔实可靠，它的作用一定会在多味药的治疗效应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与“单味”药相比较，应用“多味”药
可能有其独特优越性。这使人联想到，使用“多味”药时有所谓“君”“臣”“佐”“使”之分，其原因之一可能就是
因为“从”药弥补、减弱了“主”药的副作用，或增强“主”的疗效及对次要症状和并发症的作用。

当然，不论“多味”药如何优越，它的“主”药与“从”药都是扎扎实实地通过各自的药效而起作用的。

鉴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

（浙江大学医学院，杭州 310058）

陈宜张，浙江慈溪人，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浙江大

学医学院教授，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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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陈宜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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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免疫治疗“明星分子”：T细胞抑制性受体

免疫疗法是肿瘤研究的一个重要领
域。临床研究表明，以T细胞的抑制性受
体为目标进行治疗效果显著，除了在黑
色素瘤、肾癌、肺癌早期适应症之外，在
头颈癌、膀胱癌等其他实体瘤也显示一
定疗效。2015年卫计委重大新药创制专
项将 PD-1、PD-L1、CTLA-4列为重要
靶点，罗氏、诺华、辉瑞、葛兰素史克等众
多国际药企巨头也将其列为研发的重点
领域，Merck、BMS等国际巨头公司已经
在该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Merck

公司的 Keytruda是在美国获批的首个
PD-1单抗药物，并且获得FDA的“突破
性治疗药物”资格。2015年，BMS公司
研发的免疫治疗药物 nivolumab 获得
FDA批准，以Opdivo的商品名上市，这
是第一个对肺癌有疗效的 PD-1药物。
2015年，罗氏、阿利斯康研制的主要治疗
肺小细胞型肺癌的PD-1抑制剂产品也
进入三期临床。

目前已获FDA批准的抑制性受体抗
体药物主要是单抗体药物，而免疫细胞
的靶点是多向性的，如果研发出双特异
性抗体药物、甚至三抗体药物将会更有
利于抑制性受体抗体药物药效的发挥，
比如PD-1抗体与CTLA-4抗体的联合
或PD-1与GITR抗体的联合等，双特异
性抗体药物的应用可能会激发更强的免
疫反应，更有利于对癌细胞的杀伤作
用。因此，深入研究T细胞抑制性受体的
种类、结构及抑制性受体对T细胞免疫反
应的调控机制等，将有利于免疫疗法的
发展与优化。

目前已确定的 T细胞抑制性受体包
括GITR、CTLA-4、BTLA、PD-1、LAIR-
1、TIM-3、TIGIT 等。PD-1、CTLA-4、
BTLA、TIGIT 等表达于 CD4+T 细胞，
GITR、TIM-3、LARI-1 等在 CD4+T 细
胞、CD8+T均表达。受体通过与其配体
结合，激活或抑制下游信号通路蛋白的

功能发挥，从而调节Ｔ细胞的免疫功
能。如本期封面图片所示，GITR 与
GITRL的结合调节 JNK、NF-κB蛋白活
性；CTLA-4通过与B7的结合抑制 T细
胞中激活复合物的组装，已经 FDA批准
的CTLA-4单克隆抗体药物包括用于晚
期转移黑色素瘤的治疗的Yervoy与用于
间皮瘤的治疗的 tremelimumab；肿瘤细
胞表达的PD-L1结合激活的T细胞上的
PD-1后通过PI3K途径够抑制 T细胞功
能，致使 T细胞分泌毒性颗粒的能力下
降，从而降低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半
乳凝素-9诱导 TIM-3+Th1细胞的钙离
子外流、细胞聚集和细胞的死亡。由此
可见，尽管在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中T细胞
发挥重要作用，其抑制性受体的存在使
肿瘤细胞有了“可乘之机”—“冲破”免疫
系统的“防线”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因
此，T细胞抑制性受体俨然成为了肿瘤免
疫治疗的“明星分子”，研发更多的、更有
效的针对该抑制性受体的抗体药物将有
利于提高T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并将有
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生命健康状态。

《科技导报》2015年第 18期刊登了
王帅威等的综述文章“T细抑制性受体及
其免疫调节作用”，封面图片由王帅威提
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编辑编辑 田恬田恬））

·导 读·

P7 熠熠生辉的科学精神
科学奖项褒奖杰出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本文将向读者

介绍近期颁发的几个知名的科学奖，帮助读者对这些奖项有进

一步的了解，同时展现蕴含在奖章背后的熠熠生辉的科学精

神。

P12 关于制订国家级国产遥感卫星数据政策的建议
目前，中国国产遥感卫星应用虽然已得到很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减少了对国外遥感卫星数据的依赖，但是，当前扩大国产

卫星数据应用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指出了中国国产遥感

卫星数据的使用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P109 创新需要实践来检验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对于每一个创业、每一

次创新，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成功；但是，也应该有创新

失败的思想准备。本文举例说明了创新失败的两种情况。

P68 龙血竭对Lewis肺癌小鼠放疗模型的辅助治疗效果
通过在C57/BL小鼠右前腋窝皮下注射Lewis肺癌细胞，并对小

鼠进行4Gy全身一次性γ辐射，建立Lewis肺癌小鼠放疗模型，并给予
小鼠龙血竭，进行肿瘤生长、肿瘤转移和血象变化情况检测。结果表
明，龙血竭应用于肿瘤的放射治疗可以对辐射引起机体的血象损伤起
到保护作用。

P72 重组腺相关病毒的小量制备与体内体外感染研究
重组腺相关病毒是近年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种病毒基因载体，常用

于过表达或者敲低等动物模型的建立与基因治疗等。本文使用三质粒
共转染方法，在HEK293细胞中包装出含绿色荧光蛋白（EGFP）基因
的rAAV，通过实验确定纯化方法为脱氧胆酸钠裂解，高浓度NaCl去除
杂蛋白，最后通过肝素层析柱纯化。将纯化后的rAAV感染HEK293细
胞，确定使用感染复数为106、感染3 d的细胞能够表达出高水平的
EGFP。

P96 欧洲民用航空安全局航空发动机适航体系
针对欧洲民用航空局（EASA）航空发动机适航体系，阐述了航

空发动机审定规范CS-E在适航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责，给出CS-E
的逻辑架构和演变历史，分析了历次修正案中的被修订条款，概括出
“科技进步，灾难性事故发生，过于苛刻的适航要求，表述错误，国际
一致性”5种产生规章修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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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0909--0101至至20152015--0909--1515））

1 阅兵期间北京PM2.5同比降7成 机动车减排贡献最大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8月 20日至 9月 3日，北京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17.8 μg/m3，同比下降73.2%，连续15天达到一级优，相当于世

界发达国家大城市水平。8月20至9月3日北京实施单双号临

时管理措施，对空气质量和缓解拥堵起到巨大作用，北京市交通

委主任周正宇周正宇介绍，近半个月的单双号限行期间，全市小客车出

行量总体下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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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纳米科技领域论文数和专利量世界第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3—5日，第六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在京召开。纳

米技术已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列，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

三大重要支柱之一。目前，中国纳米科技领域的论文数量、专利

数量以及论文被引用次数等指标已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

3 “嫦五”将实现四个“首次”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9日，第二届北京月球与深空探测国际论坛在京开幕，中国

探月工程迄今为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嫦娥三号发射近2年

来，中国科学家利用获取的数据，取得多项重要科研进展。正在

研制的嫦娥五号则将实现我国首次月面自动采样、月面起飞、在

月球轨道上无人对接、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等4个“首次”。

与此同时，嫦娥四号正在论证中，专家们希望其能在月球背面着

陆，开展科学探测。

4 “两弹一星”纪念馆开馆 保密单位数十年后面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3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

曾经神秘莫测的中国科学院怀柔火箭试验基地，如今改建成为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在开学典礼上也举行了开馆

仪式。“两弹一星”纪念馆内展出了东方红1号1:1模型，并首次公

开披露试验人员姓名。

5 2015年厄尔尼诺与1997年相似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10日消息称，科学家最新研究指出，目前热带太平洋酝酿的

厄尔尼诺现象与1997—1998年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惊人地相

似。为了对比这两次现象，研究人员制作了两次现象的实时变化

视频，表示两者“惊人”地相似。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警告称，当前

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在2015年10月和2016年1月达到活动

高峰期，同时，它将成为历史上最强的一次。

图片来源：NCAR/Matt Rehme

6 维基百科渴望学术界参与和认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9日消息

称，维基百科

虽然是挖掘世

界科学和医学

信息最受欢迎

的站点之一，

但科学家通常

对其持谨慎态

度，因为该网

站上的信息可

以被任何人编

辑。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这个非营利性网站的志愿编

辑开始接触科学家，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帮助，架构起在线百科全

书和研究界间的桥梁。

图片来源：Chris Batson / Alamy

7 中国发布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 将绘癌症地图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6
个部门联合印发《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以尽快遏制我国癌症上升势头。

8 中国发现超级稻增产新基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0日，中国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超

级稻种质创新团队，

从浙江地方大粒品种

“宝大粒”中成功分离

并克隆了一个能显著

提高超级稻产量的重

要基因GS2。该基因

可让超级稻品种“两

优培九”亲本增加40%以上千粒重和14%以上小区产量。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9 国际科研团队称未来转基因婴儿或可接受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0日，辛克斯顿团队发表声明指出，对人类早期胚胎的遗传

基因进行编辑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这一技术未来有可能在伦理

上被接受。辛克斯顿团队是由关注人类干细胞研究和胚胎编辑

技术的权威科学家组成的非正式的国际团队。

10 美国研究人员首次确认一特定蛋白与抑郁症有关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9日新闻称，以往的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大脑中关键成分

的含量要低于非抑郁症患者。而最新刊登在PNAS上的一项最

新研究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一种与抑郁

症相关的关键成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9（FGF9）蛋白，其在

抑郁症患者大脑中的含量远高于非抑郁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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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是一个代表丰收的月份，许多著

名科学奖项也会选择在 9月颁发。在科

学界最受瞩目的诺贝尔奖颁奖之前，9月
已经进入了一个颁奖的高潮。这些奖项

在褒奖杰出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的同

时，也使我们有机会对这些重要的科学

进步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可以感受到熠

熠生辉的科学精神。

2015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于 9月 19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举行，典礼上颁发了 3个奖项（9月 19日

中新社）。著名的血液病专家张亭栋张亭栋教

授获得“求是杰出科学

家奖”。他是使用砒霜

治疗白血病的奠基人，

这也是中国在单体化

学药物方面得到世界

公认的几项重要成就

之一。他与合作者开

发的药物已经成为全球治疗APL白血病

的标准药物之一，拯救了许多患者的生

命。

张亭栋教授从 20世纪 70年代初期

就开始以三氧化二砷（砒霜的主要成分）

治疗白血病的相关研究工作。但在此后

20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默默无闻，并未

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直到 1996年他的重

要工作才被国际同行所了解。这种坚守

科学的精神所散发出的光芒，无疑比奖

牌更加耀眼。

“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在连续

3年空缺之后，今年颁给了来自厦门大学

的原核表达类病毒颗粒疫苗研究团队。

该团队自1995年由夏宁邵夏宁邵在厦门大学创

建，经过20年的发展壮大，现已成为我国

疫苗领域重要的创新团队，并在国内外

首次成功应用大肠杆菌原核表达系统研

制出重组VLP疫苗，在真核表达系统之

外开辟了疫苗研制的新途径。

与此同时，10位青年学者获得了“求

是杰出青年学者奖”。该奖项是为专门

奖励回国发展的世界级优秀青年科研人

员，旨在为中国一流大学引进海外最有

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提供帮助。今年的

10位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涵盖粒子物理、

细胞生物学、人工智能及有机合成化学

等，他们代表了一股推动我国基础科学

发展新兴而强劲的力量。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近期同样有

重量级奖项颁出。9月 8日，美国拉斯克

基金会公布了 2015年拉斯克奖（Lasker
Awards）的获奖名单，2015年共有 3位科

学家和一个公益组织获奖（9月 9日科学

网）。

2015年的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授予美

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布莱根妇女医院的

Stephen J. Elledge和美国罗格斯大学的

Evelyn M. Witkin，获奖理由是发现DNA
损伤应答机制。DNA损伤应答是生物的

基本生理机制之一，这一机制旨在保护

生物的基因组。Evelyn M. Witkin在细菌

体内发现了该机制的存在，并对其基本

特性进行了阐述；Stephen J. Elledge则在

更加高等的生物体内揭示了DNA损伤应

答的分子通路。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

的 James Alison因“发现一种激发免疫

系统对抗癌症的单克隆疗法”而荣获拉

斯克临床医学奖。这种疗法是一种新策

略，其瞄准的靶点是免疫细胞而非特定

的肿瘤，而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CTLA-4
（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发挥的

作用。他的工作引领科学家发现了更多

的免疫治疗靶点，对癌症疗法的更新具

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2015年拉斯克公共服务奖授予无国

界医生组织，该组织因“直面近期非洲埃

博拉疫情时的果敢领导，对卫生突发事

件的持续而有效的反应”而获奖。截至

2014年，先后有 85位拉斯克奖得主获得

过诺贝尔奖，又由于拉斯克奖颁奖在前，

因此该奖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

2015年是否会有拉斯克奖得主再次获得

诺贝尔奖，我们拭目以待。

求是奖和拉斯克奖的获奖者凭借科

学的力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使我们

感受到了造福人类的科学精神所闪耀的

光芒。不过，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很多时

候可能不太容易被公众所理解。如果说

在所有的科学奖项中选出一个“最有意

思”的奖项，那一定非“搞笑诺贝尔奖”

（Ig Nobel Prizes）莫属。北京时间 9月 18
日，2015年搞笑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美

国哈佛大学桑德斯剧场举行，今年共颁

发了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管

理学奖、医学奖、经济学奖、生物学奖、数

学奖、生理学和昆虫学奖在内的9个奖项

（9 月 18 日果壳网）。该奖创立于 1991
年，因此用主办方的话说，今年颁发的是

第25个“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

与历届搞笑诺贝尔奖一脉相承，

2015年的奖项奖励的也是那些看起来让

人觉得匪夷所思或者

忍俊不禁但背后却有

深刻意义的研究成

果。例如，美国佐治

亚大学华裔生物物理

学教授胡立德胡立德（David
Hu）的研究团队发现

不同体型大小的动物排尿时间相似这一

现象，并因此获得了本届搞笑诺贝尔奖物

理学奖。这个看似有些无厘头的研究通

过严谨的数学模型揭示出尿道有着类似

虹吸管的特点，尿道越长，排水越快。而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如果排尿

时间过长，有可能是前列腺肿瘤的征兆：

因为肿瘤压迫尿道，减缓了尿的流速。

2015年4月，胡立德因为研究蚊子在

雨中为何不会被雨滴砸死的物理机制而

获得了有“中国版搞笑诺贝尔奖”之称的

菠萝科学奖。当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菠萝科学奖是一个好的起点吧。拿

搞笑诺奖相当困难，每年许多人竞选，每

年都有不同的成果。但毕竟我才 35岁

嘛，也许能在退休前拿到奖。”没想到在

仅仅5个月之后，他就登上了搞笑诺贝尔

奖的领奖台。

其他获奖成果包括“怎样把煮熟的

鸡蛋（部分地）变回生鸡蛋”（化学奖）和

“给鸡装上假尾巴，就能像恐龙一样走”

（生物学奖）等。这些有趣研究的背后，

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真理的执

着追求。我们相信，奖牌会褪色，纪录也

会成为历史，但坚持不懈、充满好奇心的

科学精神却永远不会消逝，并会始终那

样熠熠生辉。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熠熠生辉的科学精神熠熠生辉的科学精神

科学奖项褒奖杰出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既是对辉煌过去的

回顾，也是对光明未来的展望。与闪闪发光的奖章相比，更加耀眼

的则是熠熠生辉的科学精神。

·科技风云·

7



科技导报 2015，33（18）www.kjdb.org

·科技界声音·
对美好未来的想象是人类进步的精

神动力。科学幻想因其源于现实生活、

激发新奇发现、放飞自由想象，对科技发

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李源潮

《人民日报》[2015-09-15]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希望你们

能够放慢脚步，选准方向，打好基础，不

要急于发表多少文章，不要过早地担忧

就业前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院长院长 白春礼白春礼

《中国青年报》[2015-09-13]

回归读书科研的常识，就是要把发

现和解决科学与社会问题、造福人类当

成自己的矢志追求；就是要树立真正的

创新观念和高远的人生志向，不要把简

单的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的研究当成

创新，不要把滥竽充数、写灌水论文当成

科学研究的目标。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万立骏万立骏

《中国科学报》[2015-09-02]

搞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应该跟脑神

经科学家、生命科学家做学科交叉，使同

一个人成为两个不同领域的专家，这才

是真正的“交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理事长学会理事长 李德毅李德毅

《中国科学报》[2015-09-01]

黄河流域湿地保护与恢复，必须从

水资源这一关键要素出发，处理好流域

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使

珍贵的水资源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的同时满足湿地保护与恢复的需求，最

低限度满足黄河流域重要湿地的生态用

水。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张永利张永利

新华网 [2015-09-08]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大气法修订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长远的角度看，制定中国特色的“清洁

空气法”是发展方向，但饭要一口一口

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在现阶段立法还要

考虑实际需要和现实可操作性。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潘岳潘岳

《中国青年报》[2015-09-08]

真正实现“减负”，应立足于中国教

育的特点，扬长避短，而非“自废武功”。

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承认并尊

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物理系

教授教授 朱邦芬朱邦芬

《中国科学报》[2015-09-08]

转基因定性标识比定量标识严格，

对检测技术要求很高。但其科学性有待

商榷，会给监管和研发带来更多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所长所长 林敏林敏

《科技日报》[2015-09-02]

先进的后处理技术，不仅可以从乏

燃料中回收可利用的铀、钚等供快堆使

用，更重要的是，它还可将所有高毒性和

长期放射毒性的物质分离出来，以供安

全处置或嬗变处理。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射化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射化学

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所长 郑卫芳郑卫芳

《科技日报》[2015-09-02]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科研领域有了长

足进步，但作为科研成果主要载体的学

术期刊却成为制约性的“短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朱作言朱作言

《中国科学报》[2015-09-02]

过去，科技可能更多考虑服务经济；

现在，可能要从公众、社会、环境等多方

面考虑科技服务经济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柳卸林柳卸林

《中国科学报》[2015-09-14]

目前中国在月球与行星科学、空间

科学等领域已经形成一支稳定的研究队

伍，除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外，正

在抓紧实施嫦娥五号任务，后续月球探

测工程和火星探测工程等规划也在紧锣

密鼓论证之中。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阴和俊阴和俊

新华网 [2015-09-09]

鸟类起源于恐龙，不是一个人的任

务，也不是一辈子的任务。也许在几百

年后，这个课题的研究还在进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徐星徐星

《中国青年报》[2015-09-09]

物联网是超越智能化与超越互联网

的、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深度融合的全

新体系，是第三次信息产业浪潮、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核心支撑，物联网将推动“联

网+”时代到“物联网×”时代。

———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

组长组长 刘海涛刘海涛

《科技日报》[2015-09-12]

科学成果创新至少依赖两个重要方

面。一是科学概念的创新，这是建立新

理论的基石和知识进步的阶梯；一是科

学方法的创新，这能让人类不断拓展自

身的认知能力，推动科学向纵深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郭雷郭雷

《光明日报》[2015-09-12]

要站在全球的视野上看待中国的农

业问题，统筹利用国内外农业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构建开放型农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副院长 吴孔明吴孔明

《中国科学报》[2015-09-1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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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教育同行大数据与教育同行，，优势与问题同在优势与问题同在
赖在床上不去上课，以为只有你的

死党知道？你的出门时间、教学楼打水

次数……都被校园卡“记录在案”。而无

数这样的数据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可

供分析的“大数据”。近日，电子科技大

学教育大数据研究所教授周涛周涛领衔研发

出一套大数据系统，研究人员发现，成绩

较好的学生作息时间比成绩差的学生更

规律。然而，在教育专家看来，教育大数

据应用带来的问题，依然不容小觑。

发现学霸与独行侠

大数据算出教育者关心问题

该系统的基础数据源于电子科大两

万余名本科生的学籍信息、毕业去向、

“校园一卡通”刷卡记录等。通过挖掘、

分析学生的消费行为、活动轨迹、考试成

绩等信息，“算”出每名学生的学习、生活

状态。

关于数据处理流程和方法，周涛在

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谈到，首先进行

的是异常数据处理，主要是剔除一些不

规范的数据。然后用关联分析、回归分

析、Null model（零模型）等手段进行统计

分析，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用零

模型分析一个人的朋友成绩对其成绩是

否有影响时，做法是在数据中把同学之

间的社交网络打乱，将打乱关系之后朋

友成绩对此人成绩的影响，与真实社交

关系中朋友成绩对此人成绩的影响比

较，会发现后者远远大于前者，说明真实

社交关系中，朋友成绩对一个人的成绩

是有影响的。此外，还会应用数据挖掘

的方法，找到所有可能有关联的变量，通

过机器学习，确定哪些特征量的价值更

大，有更强的预测能力。

通过计算，该团队从定量的角度证

实了人们的主观感受，行为规律性较强

的学生更容易取得好成绩。此外，还可

以预测将考科目的“挂科率”，并算出每

名学生的“在校朋友圈”，量化学生孤独

的程度等。

对于该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主任肖玉敏肖玉敏

告诉《科技导报》：“研究中所呈现的分析

视角，如挂科预警、生活规律、学生的孤

独程度等，确实是教育者非常关心的。”

但是，采集学生被动存储的数据，并

以此来判断和了解其行为习惯的做法，

让人感到恐惧。她认为，大数据的应用

限度迫切需要得到关注。

刻板判断与隐私问题

大数据用于学生管理尚存隐忧

“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一

个人类和技术共存的联合体，它既拥有

无与伦比的力量，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弱

点”。MIT人类动力实验室主任阿莱克阿莱克

斯斯··彭特兰彭特兰的这句话，恰能表达肖玉敏对

大数据用于学生管理的担忧。

大数据有可能限制学生的行动自

由。学生们有可能担心数据为自己带来

不良的印象，而把良好的数字记录作为

追求的目标，这样的策略消解了大学生

活本应有的内在丰富性，学生的情感、愿

望、追求等也许就会消失在这些冷冰冰

的数据之中。

另外，该系统的数据基本上是校园

卡、学校老师或者学生自己上传到学校

个人数据库的信息，这些指标对人的在

校行为的反映也许比较全面，但是就全

面理解一个人来说，也许还是比较单薄。

因而，她认为，该系统作为管理和了

解学生基本情况的参考，有它的价值，但

是还是需要更好的设计，以便可以更完

善地构建对学生日常行为的复杂的定量

预测。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学习的

未来》一书的作者舍恩伯格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库克耶曾

担心贴上标签的行为，会使“我们的社会

倒退为一种近似种姓制度的新形式——

精英和高科技封建主义的古怪联姻。”

对此，周涛不否认会有贴标签的可

能，但他解释说：“我们评估学生的时候，

有一个遗忘机制，建模的时候用大数据，

评估的时候只用近两年数据。”

对于大数据应用带来的隐私问题的

争论，周涛承认的确存在数据泄露的风

险。但同时也会采取一些保障措施，比

如所有技术人员看到的都是匿名信息，

只有当发生异常时，才会有信息推送给

辅导员。

促进资源共享

未来大数据让教育更公平

在谈到未来的计划时，周涛说：“希望

在大学推广该系统，让更多大学加入进研

究计划中来，人的数目做到百万，希望变

成真正的 large scale（大规模）的项目。”

然而，肖玉敏提醒，该系统采集的是

学生无意识存储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数

据，学生对此没有控制权，如果学校搜

集、分析和应用这些数据是在学生并不

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开展，会对学生的隐

私有所侵犯，有一定的法律和道德风险，

学校需要对此更加谨慎。

此外，该团队还计划基于大数据，为

K12（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设计个性化

的家庭作业，根据评分判断，当学生知识

点掌握比较好的时候，继续出少量比较

难的题目；反之，就会出相对简单的题

目，但是题量较大。

肖玉敏对大数据在促进学习方面的

作用表示乐观。大数据能够帮助教师确

定最有效的教学方式，也可以帮助学生

诊断自己学习的质量，及时调整学习策

略。规模性的学生学习数据还能够帮助

学校更好地设计课程。

在肖玉敏看来，教育大数据有着光

明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在促进教育公平

方面，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源共

享，创造了让边远落后地区孩子拥有更

好教育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就实实在在

地体现于大数据所反映的现实中：基于

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和预测

不同地区师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特点，

从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课程。

大数据应用于教育领域，尽管还不

尽如人意，但或许正如舍恩伯格和库克

耶所说“大数据正悄悄影响到教育体系

的每个层面，对于全世界的学习与教育

活动，都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大数

据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有效率的，并且

揭示那些过去无从发现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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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

席韩启德韩启德在中国科技会堂会见日本学术会

议（Science Council of Japan，SCJ）会长大西大西

隆隆先生一行。双方签署了中国科协与日本

学术会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就学术出版

物互换和学术会议信息交流，促进双方在学

术交流和学者互访、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分

享决策咨询信息和经验、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国科协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一同会见。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9-08]

韩启德会见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第十届全国采矿学术会议召开

9月9—11日，以“绿色开发、科学利

用、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十届全国采矿

学术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召

开。大会由中国煤炭学会、中国工程院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中国金属学会、中

国有色金属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硅酸

盐学会、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黄金协

会、中国核学会、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会联合主办，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和神

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中国科协、国

土资源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等单位予以支持。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作大会致辞。中国煤

炭学会理事长、大会轮值主席王显政王显政作

主题报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

院院士谢克昌谢克昌，中国神华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玉卓张玉卓分

别作学术报告。

中国煤炭学会 [2015-09-13]
第105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聚焦藏医药与现代医学融合发展

8月27-28日，中国科协第105期新

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于在青海省西宁市

举行，主题为“藏医药学与现代医学融合

发展新思维”，由中国科协主办，青海省

科协、青海省藏医药学会承办，青海藏医

药文化博物馆、青海省藏医院、青海大学

藏医学院及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协办。

青海高原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吴天一吴天一，青海省藏医院院长艾措千艾措千

担任领衔科学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内蒙古国际蒙医院、中央民族

大学、西藏藏医学院等科研院所、高校的

26名跨学科、跨行业专家和各领域代表

参加沙龙。沙龙从多个视角，对藏医药

与现代医学融合发展的思路、传承和创

新研究方法、标准化建设、人才培养、临

床疗效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交叉

发展等领域的焦点、难点问题展开探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9-06]
第三期青年科技创新沙龙举办

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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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青年科技创新沙龙在西安交通大

学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举

办。本次沙龙围绕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中国制造2025”展开。“高档数控机床

与基础制造装备”重大专项技术总师、西

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卢秉恒卢秉恒，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

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段宝岩出席沙龙

并作主题报告。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有

关负责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等30余

人出席沙龙活动。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2015-09-15]
第41期中国科技论坛召开

9月12日，由中国科协主办，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科协、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

棉花学会承办的第41期中国科技论坛在

新疆石河子市召开。来自相关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等机构长期从事棉花栽培

育种、节水灌溉、植物营养等领域的代

表，有关管理部门代表，共 165人参会。

论坛主题为“新疆棉花高产高效与水肥

一体化学术研讨”，与会代表重点就新疆

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水肥一体化现状

及存在问题等专题作广泛交流。中国工

程院院士康绍忠康绍忠、陈学庚陈学庚，农业部农村经

济研究中心农村发展室主任杜珉任杜珉，中国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理事长白由路白由路，华

中农业大学副校长张献龙张献龙等分别作大会

学术报告。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9-16]
2015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召开

9月16日，由中国航空学会、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5(第二届)
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开幕，会

议与第十六届北京国际航空展同期举

行，来自航空工业、民航、部队、科研院

所、高校等系统的400余位代表参会。中

国航空学会理事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董事长林左鸣林左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航空学会名誉理事长朱育理朱育理，中国

科协学会学术部、国际部有关负责人，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浚王浚等出席开幕式。工业

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杨学山杨学山，德国前国

防部长 Rudolf Albert SchiarpingRudolf Albert Schiarping，中国

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张新国张新国，中国商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光辉吴光辉作主旨报

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仲伟罗仲伟、昂

际航电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lan JonesAlan Jones等
作大会报告。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航

空学会青年科技奖、中国航空学会科学

技术奖以及“冯如”航空科技精英奖颁奖

典礼。

中国航空学会 [2015-09-16]
“中国科幻创作者状况调查研究

项目”研讨会举行

9月10日，国内一线科幻作家、研究

者汇聚中国科技会堂，共商“中国科幻创

作者状况调查研究项目”的问卷设计及

后续工作。“中国科幻创作者状况调查研

究”是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出资，科学

普及出版社承担的为期一年（2015-
2016）的调查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旨在

通过对我国科幻创作者状况的调查研

究，了解科幻创作者队伍的基本情况，加

强我国科幻创作者队伍建设，促进中国

科幻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会议由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岩吴岩，科学普及出

版社副研究员王卫英王卫英主持。来自科幻创

作、科幻研究及科幻传媒三方的代表人

员出席该会。

科技导报社 [2015-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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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首都高校学风道德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召开年首都高校学风道德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召开

9月16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2015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自2011年开始，中国科协联合

有关部委第五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出席

本次报告会并致辞，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尚勇尚勇主持报告会。

本次报告会上，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暨东

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吴孟超，清华大学副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薛其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潘建伟为到会的研究生新生作宣讲报告。

韩启德在讲话中指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

自2011年开展以来，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反响,传递了正能量。

然而，学术不端现象仍然屡禁不止。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

出版集团宣布撤销已经发表的43篇论文，其中有41篇来自中国

大陆，撤稿理由是发现有第三方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供

虚假的同行评审。近日，斯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撤回旗下10个

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这些文章全部出自中国作者。

上述事件给我国国际学术声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科协

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委会对撤稿事件进行了初步调

查，调查显示被撤稿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过程中确实

存在因借助“第三方”而产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术界、科技界仍

然面临着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的严峻挑战。针对撤稿事件暴露

的问题，他郑重重申了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的““五不五不””行为守则行为守则，，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不由第三方代写论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不由第三方代写论

文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不

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并希望广大科

技工作者共同遵守。

他强调，“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强”，抵

制学术不端行为，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是促进我国科技事

业健康发展，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培养造就优秀创新人才，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关键举措，也是培育创新文化，加快构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他呼吁社会各方共同行动，

对学术不端行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效应，建立学术不

端行为“不敢、不能、不想”的制度体系，捍卫学术尊严、维护良好

学风。

报告会上，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了精彩报告。

94岁高龄的吴孟超报告的题目为《一生为理想去奋斗》。他

用亲身经历向同学们讲述了自己求学、建立肝脏外科并与肝癌

斗争一生的传奇经历，告诉同学们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

做学问要扎实，心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

国家争光。针对目前学术界出现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抄袭剽

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吴孟超告诉同学们科学的道路没有坦途和

捷径，不要幻想走小道、抄近路，而是要诚实、踏实、扎实，要吃得

了苦、受得了罪、耐得了寂寞，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薛其坤报告的题目为《胸怀理想，追求卓越，做一个学风严

谨的科学工作者》。他用自己的科研成就和人生经历告诉同学

们，做研究就要厚积薄发，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练好基本功，

不急于求成，培养勤奋努力、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建立精益求

精、追求极致的科研风格；拥有敢于创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追求团结友爱、互相尊重的道德风尚；树立胸怀使命、为国争气

的远大志向。并通过“舍恩学术丑闻”告诉同学们一定要坚守科

研道德的底线，珍惜自己的数据和成果，保持它们的纯洁性。最

后他勉励同学们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一定要诚实，不欺骗合作

者，不欺骗同行，不欺骗自己。

潘建伟报告的题目为《梦想与责任》。他向同学们展示了自

己在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领域取得的成就，诠释了他对科学研

究的满腔热爱，对心中梦想的执着坚守，对肩头责任的义无反

顾。他谦虚地告诉同学们科学家最幸福的感受就是在自己感兴

趣的领域做出一点成绩，并为祖国的科技进步尽一份力。潘建

伟严谨谦逊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学术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感动了在场的学生。

参加本次报告会的研究生来自首都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部

队高校等30余家研究生培养单位，包括了理、工、农、医以及人

文社会科学、艺术、体育等各学科近6000名研究生新生。新学

年，各省区市、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

育也将陆续在全国开展。

中国科协和来自各主办单位的负责同志，中组部、科技部、

工信部、卫生计生委、农业部、国资委、解放军学位委员会、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有关方面代表及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

讲专家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每年举行的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

会，都邀请德学双馨的院士、专家为首都高校当年入学的6000
名研究生新生作报告。2011年至今，师昌绪师昌绪、吴孟超、吴良镛吴良镛、

徐匡迪徐匡迪、袁隆平袁隆平、杨乐杨乐等12位我国著名科学大师已经在这里为

首都高校几万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宣讲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该活动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已经成为推动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的品牌活动。（根据中国科协信息中心图文直播资料整理，

图片为报告会现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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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订国家级国产遥感卫星关于制订国家级国产遥感卫星
数据政策的建议数据政策的建议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赵文津 1，胡如忠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科学

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2.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

·科技工作大家谈·

国产遥感卫星应用取得很大进展，已得到很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减少了对国外遥感卫星数据的依赖。但是，当前扩大国产

卫星数据应用仍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陆地卫星数据分发渠道

不通畅、服务不规范、卫星数据质量比较差等。卫星数据使用的

一些政策性问题亟需完善。

国产遥感卫星数据分发及获取渠道不通畅的主要情况

国产遥感数据使用不充分国产遥感数据使用不充分

国家规定主要用户免费使用，光缆直通，这是一项很好的制

度，也是很必要的。但是普通用户，包括主要用户之外的国家有

关部门和省、市、地方政府其他业务部门（如国土资源卫星数据

的使用除国土资源部门之外的发改委，科技、农林、水利、城建、

教育以及其他资源勘查部门等），学校和科研单位（承担着来自

不同部门和公司的项目），以及个人和公司（私企与国企）都要使

用这些卫星数据，他们又如何取得这些数据？需不需要收费？

这些问题都不明确。卫星数据的推广应用工作同样重要，也是

量大面广的。

过去为了获取这些数据，普通用户中的那些单位只能各显

神通，通过各种关系以及五花八门的方式来获得。

地方政府的业务部门要用卫星数据，必须先上报省，再统一

订购分发，程序繁琐；而对于紧急事件的需求就来不及报批，难

以使用国产遥感数据，不能发挥这些数据的作用。地方研究单

位大多是通过与在北京的单位合作取得数据；高校遥感专业学

生基本不清楚所使用数据的来源，仅按老师交办的数据去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十三五”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看，该部门很重视卫星数据的推

广应用工作，并把它作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有力保障”。其

中在“国土资源卫星业务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一节中提出：1）建

设国土资源专业信息产品共享系统，实现各类专题信息产品在

土地、地质矿产、地质环境等主体业务领域之间，以及业务内部

各级的共享；2）建立国土资源业务卫星产品社会化服务平台，形

成向公众定期提供动态信息与专题报告的能力。但是，这里并

没有明确是否向社会公众提供卫星数据的服务内容。

国产遥感卫星数据的商业化问题国产遥感卫星数据的商业化问题

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目前由私人公司发射卫星不现实，但

是由国家或国企出资发射卫星的数据商业化推广还是很有现实

意义的。

为此，需要国家明确：1）国家掌握的卫星数据中哪些数据可

以商业化应用，对这类数据的使用需要做出政策性的规定；2）这

些数据如何转入公司进行销售，要明确一个单位负责这项工作，

并明确数据从国家到公司的流程和定价问题，以及双方的权利

与义务；3）公司取得原数据及加工后的数据再转到用户手中时

产品的定价与税收问题等等。国家政策中需明确国产卫星数据

商业销售单位的条件和义务，推动公平竞争。

共享和商业应用卫星数据的经营与评价问题共享和商业应用卫星数据的经营与评价问题

卫星数据的使用需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做出评价。公

司容易做到经济效益评价，但是国家业务部门使用卫星数据该

如何评价，还有待进一步制定。

国产遥感卫星数据产品的标准化不够国产遥感卫星数据产品的标准化不够

国产遥感卫星数据，大范围内质量不够稳定，无法系统、规

范处理，一般是按景出售。国外遥感卫星数据标准化好，质量稳

定，一般是按平方千米出售，明码标价，购买方便。此外，国产遥

感卫星影像清晰度比国外遥感卫星影像差，有些还需要地域开

天窗，不能连成片。此外，国产遥感卫星数据头文件也不规范，

中心坐标、时间都不精准，给应用单位的图像处理带来麻烦。

中国过去制订的一些文件，需要进一步总结执行和管理的

经验以促进工作的改进，如：2006年4月制订的关于中巴地球资

源卫星02星数据免费使用的办法，2007年11月制订的《国防科

工委关于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1/02/02B星国内数据管理规则

（试行版）》，2011年6月制订的《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座

数据产品分发管理办法》，2011年11月制订的《遥感影像公开使

用管理规定（试行）》，2012年7月制订的《资源三号卫星数据管

理规则（试行）》，2013年2月制订的《海洋一号B卫星、海洋二号

卫星数据产品国内用户分发和使用章程（试行）》、《海洋一号B
卫星、海洋二号卫星数据产品境外用户分发和使用章程（试行）》

等等。

对国产遥感卫星数据使用的建议

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整个国产卫星

数据的运作与管理，把各项工作落实下来，明确卫星遥感的最高

管理部门和政策执行部门的责任制。同时，建议参考国外经验，

在以往文件基础上，制定国家级统一的遥感数据使用的政策，规

定遥感卫星系统的运行制度、数据分发服务制度、商业销售制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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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抽象的几何理论转化为算法程序当抽象的几何理论转化为算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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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几何计算化面临的挑战

几何计算化对于现代几何理论和计算机科学都提出了强有

力的挑战。单纯从理论方面而言，就已经困难重重；考虑到计算

机实现，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渡过许多难以逾越的天堑。

1）存在性与构造性证明

经典几何理论中的大量存在性证明都是基于抽象的拓扑方

法，而非直接的构造法。从证明本身，我们只知道解的存在，但是

无法具体找到解。这需要进一步发明新的构造性算法，往往构造

性证明比存在性证明更加需要对几何现象深刻理解和洞察。

比如黎曼面的单值化定理，给定一个封闭的带黎曼度量的

可定向曲面，存在一个和初始度量共形等价的度量，其诱导常值

高斯曲率。19世纪末，单值化定理被复变函数方法证明出来。

但是这种方法只给出了存在性，却无法直接构造出常曲率度

量。直至近百年后，Hamilton的Ricci曲率流方法才给出构造性

方法。图1直观展示了曲面单值化定理，亏格为0的曲面保角地

变成球面；亏格为1的曲面可以保角地展开在平面上；高亏格的

曲面可以周期性地展开在双曲平面上。

对于大量的几何存在性定理，经典的理论只有抽象的证明，

却没有构造性方法，寻求构造性的证明方法本身需要旷日持久

的艰苦努力。

2）光滑结构对离散表示

经典几何理论特别是微分几何和偏微分方程理论都是建立

在光滑微分结构之上。计算机内存有限，所有的数据结构都是

离散的。如何用离散来计算连续，有限来表示无限，这本身就是

难以调和的矛盾。一种方法是用离散来逼近连续，例如经典的

有限元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即离散几何理论本身则更为直截了

当。例如Hamilton的曲面Ricci曲率流的理论是建立在光滑曲

面上的，最近丘成桐学派建立了离散曲面上的Ricci流理论，这

套理论是直接建立在离散的多面体曲面上的，并且和Hamilton
的理论等价。图1显示了离散Ricci流方法得出的曲面单值化计

算结果。

再比如，经典的蒙日-安培方程理论和闵科夫斯基理论。表

面上看，蒙日-安培方程本身需要函数的高阶光滑性，但是它的

几何本质却是只需要连续性。丘成桐学派建立了离散蒙日-安

培方程理论，利用凸几何的方法求解。图2给出了从曲面到平面

圆盘的保持面积元的映射，其计算过程依赖于求解离散蒙日-安

培方程。

3）计算复杂度

许多自然的几何和拓扑问题即便有计算方法，其算法都是

具有指数级复杂度的。比如曲面上的复杂封闭曲线在同伦群中

的最短表示问题。假如亏格为2的曲面上给定同伦群的基底，任

给一条封闭曲线，其同伦类为同伦群中的一个元素，可以表示成

基底的乘积，但是表示方法不唯一。在所有可能的表示方法中，

求最短的表示。这一问题对于图灵机模型而言是NP问题。

目前，机器定理证明的主要方法是求多项式环中理想的一

族生成元，生成元具有特殊的性质，满足一定的要求。主要计算

工具是Groberner基底方法。这一方法的空间复杂度非常之高，

虽然理论上可以广泛解决机器定理证明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作

用非常有限。

4）线性对非线性

线性方程现在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存在大量实用的算法

和软件工具。工程中的线性偏微分方程，可以用差分法，傅里叶

变换法或者有限元方法转化为线性方程。但是绝大多数自然的

拓扑和几何问题都是非线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寻求变分

法。在理想情况下，几何问题被转化为某一凸能量的变分从而

使得计算变成凸优化。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用曲率流方法来构造

曲面的黎曼度量，实际上对应着凸能量（所谓熵能量）的优化；最

优传输问题的蒙日-安培方程的解也是某种体积能量的极值

解。当然，也存在大量的非线性几何问题，我们无法直接用凸能

量的变分法处理，比如求高亏格闭曲面之间的泰西米勒映射，或

周期映射的不变双曲度量等等。

5）稳定性

许多拓扑和几何问题的解本身是不稳定的，这意味着微小

图1 单值化定理

图2 蒙日-安培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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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顾险峰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系终身教授；清华大

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访问教授。

的初始误差或过程中的计算误差将会使结果相差十万八千里。

例如混沌问题，动力系统中的三体问题等等。这种不稳定性是

问题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和计算方法的设计和选取无关。另外

一种稳定性是由计算误差所引发。比如经典计算几何中的De⁃
launay三角剖分，平面族的包络，离散点的凸包问题。这些问题

的几何本质清楚明晰，但是计算中的微小误差就会引发组合结

构的崩溃，其内在原因在于计算机只能近似表达实数及其运算

结果，而组合结构的搭建却需要绝对精确，不容误差。对于只涉

及代数运算的计算几何问题，一种解决方法是在有理数域上进

行精确的代数运算，用软件表示长整数。这种方法速度缓慢，但

是保证了计算的正确性。另外，许多几何计算需要在特殊的黎

曼度量下展开，对于双曲度量而言，靠近双曲空间的边缘处，共

形因子趋向无穷，微小的计算误差将会引发巨大的几何误差。

2 几何理论的计算方法

从计算方法角度而言，几何理论的计算方法非常丰富，大致

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组合计算方法

许多几何和拓扑对象可以被表示成图，图论的大多数算法

可以归结为组合方法。例如布劳威尔不动点的构造性方法可以

归结为图的染色问题。计算拓扑的许多问题，如流形的同伦群

和同调群，都可以归结为组合计算问题。

我们计算的主要对象是几何流形和拓扑空间，绝大多数情

况下我们需要将它们离散化。最为常见的离散化方法就是三角

剖分。这里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三角剖分是否存在；如若存

在，如何选取最优剖分。光滑流形存在三角剖分，但是一般高维

拓扑流形不见得可以被三角剖分。那么是否所有拓扑流形都可

以用光滑流形来替代呢？米尔诺的微分拓扑理论揭示了拓扑结

构和微分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用光滑流

形逼近拓扑流形的可能。如果存在三角剖分，如何根据问题本

身来选取最优方案？例如如何三角化一张光滑的带度量的曲

面，使得离散曲率收敛于光滑曲率？离散法丛理论给出了具有

普遍意义的指导，离散共形映射和Delaunay Refinement算法

给出了具体的计算流程。高维流形的离散化依然具有很多尚未

解决的开放问题。

2）符号计算方法

符号计算将数学符号作为计算对象，通过对符号进行运算

得到结论。例如一些偏微分方程存在形式通解，通过符号计算

我们可以得到解的表达式。符号计算的基本方法包括吴文俊方

法和Grobner基底方法。由希尔伯特定理，我们知道所有的多

项式理想都是有限生成，因此Grobner基底方法的收敛性得以

保证。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并不清楚这些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复

杂度的上界，一些实例表明其上界远超指数级。符号计算完全

精确，但是效率较低。符号计算广泛应用于机器人路径规划，数

控机床中的样条曲面求交问题。大量的代数几何问题，代数数

论问题，群论问题都是基于符号计算。特别地，到目前为止，符

号计算是机器定理证明的最主要方法，它代表了“人工智能”方

向最为智能的部分——数学推理。机器定理证明和人脑定理证

明的多方面比较，例如洞察角度，深刻程度，几何直观，联想广度

等等，这些都是饶有兴味的哲学科学问题。

3）数值计算方法

在几何计算方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数值计算方法，部分归

因于大多数几何问题不存在解析解，只能用数值解加以近似。

最为经典的自然是几何偏微分方程的有限元解法。流形经过三

角剖分，函数被分片多项式函数所逼近，椭圆型微分算子被离散

化成正定线性算子，偏微分方程被转化成线性方程组。在适当

的三角剖分下，黎曼度量的信息反映在线性算子的各项系数（权

重）上面。应用索伯列夫空间理论，可以证明离散数值解依照特

定范数收敛于连续解。这种方法可以直接推广到计算曲面间调

和映照，和计算曲面上调和微分构成的上同调群，从而进一步计

算曲面间的共形映射，拟共形映射。给定曲率求曲面上相应的

黎曼度量，并且和初始度量共形等价，这需要用到曲面Ricci曲
率流的方法。Ricci曲率流可以看成是曲率的非线性热流方法，

本质上这一方法可以转化为非线性凸优化问题。数值计算方法

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思想迥异，博大精深。

4）概率方法

概率方法思想奇特，妙不可言，程序短小精悍，适于并行。

脍炙人口的例子首推黎曼流形的热核计算问题。热核是流形至

为重要的等距不变量，其概率解释为从一点出发的布朗运动在

给定时刻达到另外一点的概率。通过在流形上模拟数目庞大的

随机行走，热核可以被精确地估算出来。几何中的任何概念，如

果具有概率解释必然能够被概率方法计算出来：比如曲面边界

的调和测度，曲面的共形不变量-极值长度等等。概率方法对于

无穷大曲面的几何问题具有独到的优势，例如通过随机行走的

整体行为，我们能够判定无穷大空间的曲率符号等等。

在实践中，不同方法的选取对于问题的求解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比如我们考察扭结同痕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代数拓扑的

方法：在三维欧式空间中挖去扭结，计算剩余的补空间的同伦

群。如果两个补空间的同伦群彼此同构，则两个扭结同痕。判

断两个群是否同构需要采用符号计算的方法，这是一个NP难的

问题。我们也可以采用所谓几何拓扑的方法，首先将补空间三

角剖分，然后计算标准的双曲度量。如果两个补空间在各自的

标准度量下等距同构，则两个扭结同痕。几何拓扑的方法用到

组合和数值算法，计算起来更加实际可行。

同时各种方法相辅相成，很多时候一个问题需要综合多种

方法。比如我们求解闵科夫斯基问题，给定一个凸多面体各个

面的法向量，和各个面的面积，将凸多面体构造出来。这一问题

可以用变分问题的数值方法加上组合方法解出。

3 总结和展望

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抽象艰深的几何理论只能被极少数

的职业数学家所掌握，许多深刻的概念和定理只能被数学家所

透彻领悟和审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抽象的几何理论可以

被转化为算法程序，人们即便无法理解艰深的理论，也能直接使

用和感受。计算机将几何理论请出象牙塔，在社会实践中真正

发挥它的巨大威力。

目前，纯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是两个分立的教育领域，两个

领域的哲学思想、训练技巧、价值观念和生态环境有着天渊之

别，这进一步割裂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几何计算化顺

应历史的洪流，正在隐蔽而坚定地发展着，生机无限，势不可

挡。我们坚信，几何计算化必将改变教育和科学，改变工业和医

疗，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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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推介LAMOST巡天及早期成果

星系是宇宙结构的基本单元，恒星形

成和演化的场所。研究和阐释星系的形成

和演化是21世纪天体物理学的重大问题。

银河系是唯一可以将其星族组成解析为单

体并进行细致研究的旋涡星系。位于河北

省兴隆县、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运行

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

（LAMOST）是当今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

的大口径、宽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2012
年秋至2015年夏，经该望远镜获得的高信噪比光谱远超国际上所

有观测设备所获光谱数目的总和。海量光谱的获取为研究银河

系，尤其是银盘的星族构成、分布及其化学动力学性质和演化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数据。至今已有数十篇基于LAMOST巡天数据的

研究论文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发表。Research i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RAA）2015年第8月刊发的“LAMOST巡天及

早期成果”专刊发表了22篇基于LAMOST巡天数据的研究论文，

成果涉及LAMOST巡天数据和分析、巡天样本构建、具有特殊性

质和研究价值天体的新发现以及银盘的化学、动力学性质大样本

等研究。（网址：www.raa-journal.org） RAA [2015-08-31]
推荐人：RAA编辑部 温亚媛

发现模拟消化过程中绿鳍马面鲀鱼皮
蛋白消化的关键限速阶段

鱼皮蛋白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含有的三螺旋特

有的高级结构导致它难以被胃蛋白酶、胰蛋白酶酶解，因此，直

接影响鱼皮的生物利用度。

为研究绿鳍马面鲀鱼皮蛋白体外消化产物的抗氧化作用

及相关特征，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周存山周存山在国家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高生物利用度蛋白制备

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2013AA102203-02）经费资助下，采用

2酶3阶段体外模拟胃、肠消化过程，分析了产物的抗氧化作用

（还原力、·OH 清除率、O2
－·清除率、

DPPH·清除率）和相关特征（游离氨基

酸组成和含量、分子质量分布）。该研究

增加了十二指肠消化阶段，丰富了模拟

胃肠消化过程，获得马面鲀鱼皮消化过

程中抗氧化肽的产生过程及多肽产物信

息，发现模拟消化过程中的十二指肠阶

段为绿鳍马面鲀鱼皮蛋白消化的关键限

速阶段。（网址：www.j-csam.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5-08-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欧美游客的中国刻板形象整体

积极
在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的大背景下，各国

都将旅游作为重要的

支柱产业。为更好了

解“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旅游”，陕西师范大学

吴姗姗吴姗姗等采用问卷调

查法获取了北京和西安地区的欧美游客

的中国刻板形象、情感形象和独特形象

的描述词汇，运用关联网络研究欧美游

客的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结果发现：欧

美游客的中国刻板形象整体上是积极和

正面的，可以概括为“拥有悠久历史和独

特文化的国家”；欧美游客的中国情感形

象整体上亦是积极和正面的，可以概括

为“人民热情、感觉美好”，但是，存在“拥

挤”和“吵闹”的不良情感体验；欧美游客

的中国独特形象与中国刻板形象密切相

关，目前长城和兵马俑是中国独特形象；

欧美游客对中国自然、历史和文化等的

认识十分有限。本研究对中国国家旅游

部门准确认识欧美游客的中国旅游形

象、有针对性地开展国家旅游形象管理

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网址：www.
journals.zju.edu.cn/sci）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5-07-25]
推荐人：《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编辑部 寿彩丽

萃取精馏分离苯/环己烷共沸体系

模拟与优化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

验室翟建翟建等与青岛碱

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以糠醛作为萃

取剂分别使用常规萃

取精馏、隔壁塔萃取精

馏和差压热集成萃取精馏对苯和环己烷

体系进行分离研究，使用流程模拟软件

Aspen Plus V8.4进行模拟分析，对初步

设计的三稳态流程分别进行灵敏度分

析，使用多目标遗传算法对过程进行整

体优化以获得最优结构参数。结果表

明，隔壁塔萃取精馏和差压热集成萃取

精馏相对于常规萃取精馏所需再沸器热

负荷可分别减小 21.5%和 15.7%。对三

工艺流程进行经济性分析，发现与常规

流程相比，隔壁塔萃取精馏的年总费用

下降了6.0%，而差压热集成萃取精馏年

总费用增加了 50.8%，为萃取精馏分离

苯/环己烷共沸体系工业化设计提供了理

论依据和设计参考。（网址：www.hgxb.
com.cn）

《化工学报》[2015-09-05]

页岩气渗流数学模型
中国石油大学夏夏

阳阳等针对页岩气藏流

体运移机理复杂、传统

模型难以准确描述的

难题，综合考虑页岩气

在孔隙中的黏性流动、

Knudsen扩散以及吸

附气的表面扩散和因岩石变形引起的滑

移分别建立自由气和吸附气扩散方程，

建立页岩气在基质与裂缝中的渗流数学

模型，并采用非线性非平衡Langmuir吸
附理论分析页岩气渗流过程中的解吸附

机理。结果表明，吸附气的表面扩散与

滑移对页岩气产量的影响均在 0.1%以

下，可以忽略；黏性流动与Knudsen扩散

主导页岩气的渗流；非平衡吸附速率对

页岩气产量影响较大，吸附速率越大，产

量越大。该模型能较好地揭示页岩气的

复杂渗流机理，并为页岩气藏的开发提

供了科学基础。（网址：csb.scichina.
com） 《科学通报》[2015-08-24]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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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自驱动的液态金属既能分解又能融合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双聘教授刘静刘静研究团队继2015年3月在世界上首

先发现了“仿生型自驱动液态金属软体动物”后再获重大进展：发现了液态金属系列新的基础效应和机器变形

与运动形态。研究成果8月17日在线发表于Small上。

研究人员在实验中用针管抽出一些金属合金溶液，注射到氢氧化钠溶液中，发现瞬间可以制造出大量四处

奔跑的液态金属马达群（即含有动力的液滴机器集群）。这些液滴机器会表现出碰撞、吸引、融合、反弹、排列组

合等一系列丰富的物理学现象。若将更大尺度的液态金属机器摆放在设计好的槽道内，它可像火车一样，几节

合成一列运动，同时也可将“一列车辆”拆分成几个节段分别运动。它们能根据需要，改变自己的形态、尺寸和

速度，在各种环境中转换。这种柔性机器对未来智能材料、柔性血管机器人设计，以及流体力学包括软物质研

究都具有重要启示。（网址：onlinelibrary.wiley.com） 《科技日报》[2015-09-11]

一种化合物或可减少奶牛甲烷

排放
甲烷是导致地

球变暖的温室气体

之一。全世界每年

由反刍牲畜产生的

甲烷对地球气候变

暖所起的作用相当

于21亿 t二氧化碳的

效果，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的 4%以上。这让奶牛成为甲烷减

排的诱人目标。研究表明，给奶牛的饲

料里简单添加一点东西就可能大量减少

甲烷排放。研究成果发表在 8月 25日

PNAS上。

研究人员将化合物 3-nitrooxypro⁃
panol（也称 3NOP）添加到 84只产奶的

荷斯坦牛的饲料中——其饲料以玉米和

苜蓿为基料，并连续12周监测它们的甲

烷产量。结果显示，对于饲料里含有

3NOP的奶牛而言，甲烷排放量平均下降

了 30%。另外，该添加剂似乎并没有影

响奶牛的胃口，也没有影响奶牛产奶或

者是所产牛奶的构成。而由于3NOP加

强了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接受添

加物补给的奶牛实际比那些没有接受补

给的奶牛更重了。研究人员表示，这是

在泌乳牛身上所做的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耗时最长的试验。不过，仍需要更大

型的测试以检查在长期条件下是否会有

不利影响的突然出现。（网址：www.pnas.
org） 《中国科学报》[2015-08-10]

欧核中心证明质子与反质子为

真正镜像
由日本理化学研究所领导的研究团

队在对粒子物理学中标准模型的一个基

本特性——CPT不变性进行测试时，对

质子及其反物质——反质子的荷质比做

了迄今为止最精确的测量，证明质子和

反质子表现出严格的镜像。研究成果发

表在8月13日Nature上。

研究团队使用了

CERN的反质子减速

器，从中得到了反质

子和负氢离子（作为

质子的代替物），然后

在磁性潘宁阱中困住

反质子-负氢离子对，

将其能量降至超低。

随后研究人员测量了这对物质的回旋频

率，确定它们的荷质比，并比较了二者的

相似性。在超过35天的时间里，研究人

员共测量了约 6500对反质子-负氢离

子。研究人员发现它们的荷质比是相同

的，误差不超过万亿分之 69。这一研究

对已知的弱等效原理也有影响，该原理

认为所有粒子都将会以相同方式受重力

影响。该团队根据新发现计算，在百万

分之一误差范围内，重力对物质与反物

质的作用是一致的。（网址：www.nature.
com）

《科技日报》[2015-08-15]

狨猴幼崽模仿父母“说话”
一直以来，科学家认为人类是唯一

一种通过模仿父母学说话的灵长类动

物，但狨猴的表现让人们知道，人类在习

得交流方面并不独一无二。随着毛茸茸

的小狨猴逐渐长大，狨猴父母会教授孩

子成熟的叫声，即phee的声音。它们通

过用成熟的 phee声来回应幼崽年幼的

呼唤声。研究成果发表于8月14日Sci⁃
ence上。

绒猴的身体发育有助于它的声音从

幼崽叫声转变到成年的叫声，但幼崽和

成年狨猴声音的差异是如此鲜明以至于

科学家并不认为这种成熟的发声只是源

自身体的成熟。与

人类相似，绒猴宝宝

似乎也会认真地听

父母“说话”并从中

学习，就像是音频版

本 的“ 小 猴 子 学

样”。（网址：www.
sciencemag.org）

《中国科学报》[2015-08-19]

合成“无缺陷”分子筛膜

分子筛膜已广泛应用于分离、催化和功能涂层，特别是化工、医药等领域的分离。用分子筛膜来筛分化学

反应产生的混合物，最大挑战是如何采用简单方法合成出高度取向和无缺陷的分子筛膜。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继制备出“薄如蝉翼”的分子筛膜后，杨维慎杨维慎研究团队新合成的分子筛膜实现了这一目标。研究

成果9月2日在线发表于Angewandte Chemie上。

目前分子筛膜合成方法主要是原位结晶法和晶种法。前者操作简单，但通常得到的是无取向且有大量缺陷的

分子筛膜。后者通过多步精确控制晶种的微结构或在基底上的预修饰，来获取高度取向和无缺陷的分子筛膜，但

合成步骤繁琐——要将晶体成核过程和膜生长步骤分开。研究人员利用外加电场可控的特点，结合离子液体电化

学窗口宽、蒸气压低和热力学稳定性高的特性，开发出原位电化学离子热合成方法，确保了所合成的分子筛膜无缺

陷。这种方法简单、可控、易工业放大。（网址：onlinelibrary.wiley.com） 中国新闻网 [2015-09-10]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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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英国皇家学会与中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与中美科学院
共同举办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峰会共同举办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峰会

中国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医学院，以及英国

皇家学会将于2015年12月1—3日在华盛顿共同举办人类基因

编辑国际峰会。该会议将聚焦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进展相关的科

学、医学、伦理和监管问题。目前已经成立了组委会，负责制定

峰会的议程，并将邀请多个领域的专家前来参会。

会议背景

10年前，当研究人员开始解析细菌和古细菌中一个称为

CRISPR 结构的时候，并没有人可以预料到，这一研究会给基因

编辑领域带来一场风暴。现在CRISPR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

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图1）。

最初，人们发现细菌中CRISPR系统通过定向切除入侵噬菌

体的DNA，可以实现适应性免疫保护功能。随后制乳业的科研

人员利用该原理对乳制品中的有益菌进行处理，提高了这些细

菌对噬菌体的免疫力。但使该技术真正绽放光芒的是用于人类

基因改造方面的工作。目前，CRISPR技术利用人工构建的向导

RNA（gRNA）与具有酶切活性的Cas9蛋白结合，对特定DNA位

点进行识别，从而便捷、精准地进行基因敲除、插入等操作。这

一技术与以前代技术无法比拟的优点在动植物基因改造、人类

基因治疗等领域中显示出革命性的应用前景。然而，新一代基

因编辑技术也带来诸多隐忧和复杂的挑战，尤其在于这些基因

变化有可能传递给人类的下一代，改变人类的基因谱。

为此，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美国国家医学院于2015年5月联

合发起了一项倡议，提倡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最新进展制定

相关的指导政策。两家机构于6月份公布成立了一组国际咨询

委员会，作为该倡议的顾问并负责整个倡议活动的运作，其成员

包括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

和伦理委员会主席许智宏。该委员会将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

科学支持以及临床、伦理、法律和社会意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并于2016年发布一份报告，提供研究结论，对人类基因编辑研

究的合理使用作出建议。

峰会组织情况

该倡议定于2015年12月初在美国华盛顿开展人类基因编

辑技术国际峰会，就一系列相关议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已有的

科学和技术进展，相关研究和潜在应用存在的可能获益和风险，

适用于开展这类研究和潜在应用的现存和未来需要的法规政

策、标准或指导原则，道德隐患，法律考量及如何处理利益关系

等等。会议将以不同的国际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医学院将与全球的专家成立一

个专门委员会来组织这场国际会议，并准备讨论的材料。会议

内容将包括受邀的演讲和讨论，以及启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或

已取得重大研究进展国家的专家参与。2015年9月14日，中国

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宣布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医学

院共同举办该峰会。

大会的组委会由诺贝尔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教授领衔。

峰会的议程和议题等将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倡议的官方网站上

实时更新。http://nationalacademies.org/gene-editing

峰会意义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保罗·纳斯认为“基因编辑技术对改善人

类健康和福祉提供了伟大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道德

和社会问题。因此，对潜在的获益和风险进行一场广泛的大讨

论至关重要。而这次峰会能够成为这场讨论的风向标。”在英

国，对临床试验中的人类卵子、精子或早期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是

违法的，但可以出于研究目的将该技术应用于维持在培养液中

达14天的早期胚胎。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中国科学家和政府都在关注人

类基因编辑技术的正反面。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已经组织了小

组讨论，并与有关政府机构一道探讨该项技术的法规政策。我

们愿意与国际团体协作，探讨如何制定适当的法规和实现这类

技术的应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拉尔夫·赛瑟罗恩和美国国家医学院

院长曹文凯（Victor J. Dzau）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道，“我们非常

高兴，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合作伙伴能加入我们的努力中来。峰

会的合作反映出全球科学和医学界之间日益增加的共识，即我

们需要齐心协力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进展的意义进行更好的理

解，让全世界在使用这类研究的时候能做出更好的决策。”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CRISPR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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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活字典活字典””与百年气象与百年气象

陈学溶著，气象出版社，2012年 10月

第1版，定价：35.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沈阳，杜正乾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

系。

《中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一

书是陈学溶老先生近三十年来对中国近

现代气象史资料搜集、研究成果的总

汇。著者作为中国近现代气象事业的亲

历者、见证者，堪称是气象学界的“活字

典”，于书中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气

象科技史研究文献资料。该书史料翔

实、涵盖大观；注重史实、严谨求证；并结

合了图表分析与文献论述的研究方法，

可看作是近年来气象科技史研究领域的

又一力作。此书有两点值得深究：一是

呈现了著者多年的见闻、经历，具有很高

的史料价值；二是严格考证史实，著者精

于求证的学术态度令读者肃然。

丰富的史料

中国现代气象科学迄今已经诞生一

个多世纪，老一辈气象科学家们筚路蓝

缕、殚精竭虑，无数气象人才敢为人先、

开拓进取，才缔造了当今的辉煌局面。

这些学界前辈在气象科技史的研究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分别是竺可桢、

蒋丙然、涂长望、赵九章、董作宾、胡宣

厚、叶笃正、吕炯、谢义炳、朱炳海、顾震

潮、陶诗言、朱文荣、王鹏飞等人。随着

海峡两岸交流的开展和气象史研究的深

入，又发掘了石延汉、吕东明、卢鋈、黄厦

千、朱国华等早期气象学家的学术事

迹。而在《中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

迹》中，上述科学家们鲜活的身影跃然纸

上，重现了气象事业走过的百年风雨。

此书涉猎广泛，涵盖了近代气象科

技机构建制、学科教育、师承关系、人物

轶事、科研成果等气象事业的方方面

面。书中所记气象科技史史料的时间跨

度颇大，从民国到建国后均有记载；地域

覆盖面广，涉及全国各省；历史人物众

多，着重于恩师竺可桢对早期气象事业

贡献的回顾，兼有蒋丙然、黄厦千等一众

气象界前辈的事迹及其考证。例如第二

篇《竺可桢先生在北极阁气象研究所》，

是著者在 1984年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发言，主要回顾竺可桢先生

筹建气象研究所的经过，并介绍北极阁

气象研究所开展的气象业务和科学研究

活动。当前学界对竺可桢先生的论述一

般侧重于他的学术成果和科学研究方

法，此书另辟蹊径，凸显了竺可桢在气象

研究所期间的行政和组织能力，以及他

身兼气象研究所所长和浙江大学校长两

职的辛劳，使读者对学术界前辈产生更

加全面的认识。

由于历史原因，部分曾居要职后迁

居台湾的气象学家在内地相关著述中鲜

有提及，当今气象界人士对他们也知之

甚少，而此书诸多篇章基于著者的亲身

经历和前辈、尊长的回忆，还原了史实。

譬如对石延汉先生的生前事迹查遗补

漏，结合了著者在南京气象研究所工作

期间对石延汉先生的了解，和王鹏飞教

授提供的信息和意见，具有较高可信度；

《缅怀吕东明同志》一篇细致地讲述了著

者与吕东明的交往情节，在此基础上对

其认真负责的科研品质和乐于助人的生

活作风给予高度评价。

著者生于191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

竺可桢先生主办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

所气象学习班，是第三届学员，1935年毕

业，后成为竺先生主持的北极阁气象研

究所研究员。1972至 1987年任南京气

象学院科学研究所天气气候研究室主

任、研究员，后退休。老一辈的气象科技

工作者亲历了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艰苦

创业期，在旧中国建设气象台站、开展预

报观测、参与气象教育、从事气象科研，

后又为新中国的气象事业鞠躬尽瘁。他

们是中国现代气象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回忆的许多历史细节以往并未诉诸文

字，因此在文献档案中难以获得。陈学

溶作为其中一员，献身中国气象事业八

十载，具有丰富的学术经历，书中一些史

实虽无关大局，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有

利于当代气象研究者和后人了解细节、

旁证总局。

严谨的考证

翻阅本书可以发现，著者精于考证

并强于考证，十分强调史实的精准，具有

见微知著的敏锐眼光和锲而求真的执着

态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陶诗

言院士曾为本书作序，序言中直指“或为

亲身经历，或经考据论证，重史实，慎评

论”，这一特点贯穿全书行文始终。

勘误性文章占据了此书1/3的篇幅，

可窥著者考证史实的严谨、细心：对《气

象研究所集刊》第一号出版年份的考证；

蒋君宏曾写长信反对“竺可桢是我国第

一位气象学家”一说，著者就信件中提到

的两件事进行了细心查证；《竺可桢》一

书中有关竺可桢先生在北极阁的史实有

矛盾、缺漏的，不问巨靡一一纠正；对《涂

长望传》中的诸多差错进行了查核商榷，

小到具体日期的争议都力求精确；刘昭

民所著《中华气象学史》一书中论述气象

研究所和气象学会有误之处，著者根据

《竺可桢日记》以及他的个人亲身经历逐

一指正等等。

著者对他人文献中的错误、缺漏皆

给予善意而客观的指正、补充；对至今仍

然待定的问题和史实，也秉承实事求是

的态度提出商榷、留待匡正。此外，著者

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并采访了许多知情人，对史料几番商榷、

一再求证、多次易稿，力求准确。由于战

乱等诸多原因，书面资料颇多散佚，而知

情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也多故

去，即使是健在的，由于健康状况或其他

个人原因也造成了资料采集的困难。在

此情况下，著者对于史实的回顾和纠正

既需要攻坚之心，又要不畏艰难，其中的

细致和辛苦有目共睹。《史迹》处处体现

合理质疑、细心考证的学术态度，不仅体

现了著者一贯严谨的科学精神，也体现

出其学科史著述的专业性。

陈学溶作为期颐老人、气象学界的

“活字典”，退休二十余年来仍笔耕不辍，

并于近年发表了《档案证明竺老是公正

的》《谈竺可桢1934年<气象学>讲义残

本》等若干学术论文，主攻气象史料的评

述、考证。而本书于著者耄耋之年出版

面世，正诠释了老一辈科学家老而弥坚、

追求真理的科学钻研精神和对科学事业

的拳拳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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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心外传奇

李清晨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6
月第1版，定价：29.80元。

心脏，曾是手术刀难以触及的禁区，

心脏受损的人往往只有死路一条。然而

60多年以来，人类挑战这一禁忌的尝试

从未停止，一颗颗破碎的心终于迎来重

生的希望。外科医生李清晨以冷静细腻

的笔触，向读者揭示了这一独特历史进

程中种种不为人知的细节。

一群与死神展开殊死拼杀的拓荒

者，为拯救万千生灵的性命毅然走进一

片荆棘丛，为原本必死无疑者开辟了一

条生之路，从无到有地创建了心脏外

科。这是一出混合了坚韧、运气、热血、

悲情甚至不乏血腥的大戏。

心灵的未来

[美] 加来道雄著，伍义生，付满，谢琳琳

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 1月第 1版，定

价：48.00元。

借助计算机和一系列高科技大脑扫

描技术，活体大脑的奥秘正被一步步揭

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前专属科幻

小说的领地现在成为令人惊异的现实；

被认为不可能的技术，如记忆记录、心灵

感应、梦境摄录和心灵遥控，如今在实验

室中得到证明。

本书为我们了解全世界顶级实验室

中令人惊叹的研究提供了权威的、让人

着迷的视野，这些研究都围绕着神经科

学和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展开。有一天，

我们可能会得到可以提升认知能力的

“智力药片”；能够将自己的大脑按神经

元逐个上传到计算机；能够把思想和情

感通过“大脑联网”传到世界各地；能够

用心灵控制计算机和机器人；挑战永生

的限制；甚至把自己的意识传递到整个

宇宙。

种子的故事

[英] Jonathan Silver 著，徐嘉妍 译。商务

印书馆，2014年 4月第 1版，定价：40.00
元。

作者从种子的起源谈起，向读者描

述了在万物并茂的地球上，种子所具有

的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地球上第一粒

种子来自于近似蕨类的先祖，距今已有3
亿6千万年，从这个故事开始，作者带我

们环绕世界，探看种子们如何散播各处，

如何展现生命特性。它们何以能够年复

一年处于休眠状态？它们如何演化？如

何广泛地被人类运用发展成新品种，并

制作成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包括食物、食

用油、香料和药品呢？

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

历史

[美] Nicholas Wade 著，陈华译。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定价：50.00
元。

本书是建立在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

惊人的新数据之上，仔细探讨了种族的

遗传基础以及它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

作者认为没有什么观点比认为一个种族

优越于另一个种族更为危险和有害了。

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种族之

间生物差别的讨论一直被拒之于学术研

究的大门外。流行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进

化在史前已经止步。不论如何令人不

安，这一流行的观点是不对的。作为一

位长期在《纽约时报》上报道基因学新进

展的资深科学记者Nicholas Wade列举

了丰富的资料来证明人类的进化延续至

今。因为各类人群几千年都停留在同一

个地方，却又相互隔绝，在每个大陆上独

立进化，于是产生了人类的不同种族。

密码的奥秘

[美] Paul Lunde 编著，刘建伟，王琼等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3 月第 1
版，定价：128.00元。

“解密”并非专属于军队、特工和科

学家，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各种“密码”编

织的世界中，人人都是“解密专家”。“解

密”推动着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在当

今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人类与“密

码”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密码”将在未来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本书新奇而全面地展现了从自然界

到古文明，从人类起源到数字时代，从工

业革命到未来科技所产生的形式各异的

密码、符号、文字、图形等，以及它们如何

为人类所用，并推动人类生存和发展。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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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要实践来检验创新需要实践来检验

文//闵应骅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退休

研究员；IEEE，Life Fellow。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在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中，年轻人热情投入其中是件好事。它

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在经济

迈入新常态阶段，政府为万众提供的新

机遇、新平台。但是，热情中要有几分冷

静。无论创业或者创新，都可能失败。

当然，成功也有大成功和小成功之别，像

谷歌、微软、阿里、华为等公司那样的大

成功极少。对大多数创新者来说，一些

比较小的创新较多，譬如设计一个新的

APP、做某一种数据的分析等等。

我们走在创新的大道上，总是应该

往最好的方向努力，且做最坏的打算，这

样才能对付任何可能的后果。应该说明

的是，本文主要讲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

而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比如，2013年

报道的华裔数学家张益唐关于存在无穷

多个之差小于 7000万的素数对的证明

无疑是杰出的原始创新，但不是推动经

济发展的创新。

现代社会痴迷于创新，不仅仅中国，

全世界都一样。2015年 7月，在谷歌网

站上搜索“创新”一词得到 3.89亿条记

录，而“恐怖主义”只有9200万，“经济增

长”9100万，“全球变暖”5800万。大家

似乎相信，创新为人类预期寿命远超100
岁、为人机融合、为未来不花钱的太阳能

打开了大门。

其实，这是对创新的一种误解。这

种误解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忽视了那

些大而基础的探索在大量研究以后发现

有些已经失败；2）坚持某些不看好的实

践。

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发展很好地解

释了上述所说的第1种创新失败。快中

子增殖反应堆，运行时一方面消耗裂变

燃料（铀-235或钚-239等），同时又生产

出裂变燃料（钚-239等），而且产大于

耗，真正消耗的是在热中子反应堆中不

太能利用的且在天然铀中占99.2%以上

的铀-238，它吸收中子后变成钚-239。
也就是说，它产生比消耗还要多的核燃

料。1974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预

言，到2000年美国90%的电力将来自快

中子增殖反应堆；并且期待法国、日本、

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

全都投入这种反应堆的开发。但是，实

际上，英、法、日、美和德、意都因为花费

很高且存在技术和环保问题而停止了该

项研究，只有中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

还在运行实验性的反应器。经过60年的

努力，该项目已经花费了 1000亿美元，

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商业利益。

还有一些有希望的基础创新也未能

受到商业关注，譬如超音速客机，磁悬浮

列车和热核能等。

第二类失败的创新源于从日常生活

到理论概念我们都知道不可行，但仍然

坚持在做的事情。来自芝加哥附近费米

实验室的贾森·史蒂芬（Jason Steffen）
是做太阳系外行星、暗物质、宇宙学等方

面研究的，他提出了一种更快速的登机

方法。经过他的测算，这种方法可以为

航空公司每年节约数亿美元的开销。有

数据表明，飞机在停机位每分钟的开销

是30美元，假设平均每个机场每天起飞

1500架次飞机，每架次可以节约 6分钟

的话，那每年至少可以节约一亿美元。

2008年他写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程序来对

不同的登机方法进行测试，并将测试的

结论形成论文投到《空运管理杂志》上。

史蒂芬博士提出，有两大因素容易阻碍

登机过程。第一个是前面的乘客需要安

放好他们的行李后才能让开过道，让后

面被迫等候的乘客通过；第二个是已经

就坐在靠过道或者中间位置的乘客需要

重新起身站到过道上，让同排靠窗的乘

客就坐。史蒂芬的方法是将乘客按照座

位类型分类（例如靠窗、中间、过道），同

时确认前后的乘客都是按照座位的不同

排次交替排队的（例如 1、3、5排或者 2、
4、6排）。首先让飞机一侧靠窗的隔排乘

客率先登机，接着再换另一侧靠窗的隔

排乘客登机。接下去让两边被跳过的排

序乘客先后就坐，这样靠窗的位子就坐

满了。然后重复同样的方法来使得中间

位子和靠过道的位子相继就坐。史蒂芬

博士用一个模拟的波音757机身和一些

乘客做了个实验。这个模拟机身有一条

过道和12排座位。实验中72名乘客（包

括带小孩的家庭）登机，并安放他们的包

裹和行李箱。

除了史蒂芬的方法外，实验团队还

尝试了另外两种登机方法：严格按照后

排先上、按区块顺序登机的分块登机法

（这个方法目前被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采

用，它根据乘客在机舱中的位置进行分

组）和随机登机法（这个方法在 2015年

夏初被美国的航空公司采用）。标准的

分区登机方法被证实是速度最慢的，坐

满12排几乎需要7分钟的时间。而史蒂

芬博士的方法只需要其一半左右的时

间。遗憾的是，史蒂芬博士承认，还没有

航空公司对他的方法表现出兴趣。

又譬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被许

多国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可是，很多对人民生活有害、对环境有害

的事情也可以提高GDP。
所以，创新人人向往，但是否能成功

还要靠实践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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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治理水系治理，，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科学人物·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当岁月辗转过千年，曾经书写

了历史浮沉、见证过文化沧桑的江河，如

今却因面临着污染侵蚀、生态破坏而岌

岌可危——如何把不息的生命交还给河

流，这就是华北电力大学资源与环境研

究院教授李永平不辍钻研的课题。

20世纪90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李

永平在化工厂初次接触到了水污染治理

——这个陌生的词汇，却让她的人生轨

迹从此变得与众不同。在参与净水的过

程中，李永平感受到一种攸关国计民生

的责任感，也正是这种被国家、被社会和

被别人需要的价值，鼓励她重新回归校

园，将自己的一腔热忱付与科学这项崇

高的事业。

“生态环境的恶化、水污染的泛滥，

都会导致作为战略性物资的水资源面临

危机，从而让人们可以使用的清洁淡水

日益紧缺”——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连锁反应，正是李永平孜孜以求于水系

综合治理的原因所在。在她的科研理念

中，水系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身处

其中的动物、植物处在一个环环相扣的

生物链中，对环境的任何破坏，都有可能

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殆尽甚至是整个链

条难以逆转的永久性断裂。“水体都拥有

自我净化的能力，我们需要通过系统性

的分析，让水系恢复这种与生俱来的存

在方式”——秉承着这种对水体生命的

独特理解，李永平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

动水文水环境耦合模型的开发应用，依

据各水域环境、降水、植被、坡度等模块

的精细数据，该模型可以帮助人们在极

不确定的条件下分析和预测水循环、水

污染的动态变化，从而为水资源管理、水

环境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治理水系的科研之路少不了前往全

国各地的实践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李

永平目睹了太多由于经济落后、生活贫

困而饱受水资源匮乏和水环境污染之苦

的人。“环境工作者尤其应该有公益心、

慈善心和责任心，这些工作关系到生活、

生计和生态的当下与未来——我们当然

看重水资源的开发和治理，但更应帮助

普通老百姓提高寻找水、利用水和节约

水的能力。”出于这个使命，李永平从

2008年起开始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水安全国际专家，投身到更多更有意义

的项目当中去：6年间，她涉足广西、新

疆、四川和陕西的很多农村地区，和同事

一起教会当地农民净化饮水、开挖水窖、

建设沼池；她还推动建立了更合理的水

窖配置和资金运用机制，这套方法如今

已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范本在全球

推广。

从儿时起，李永平就想走出去看看

外面世界的精彩；而作为20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大学生，她和那个白衣飘飘的时

代中的每个年轻人一样，深深相信要通

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小时候读到的《居

里夫人传》曾让我触动很深，它成就了我

心目中一个完美女人的形象：气质优雅、

品德高尚、个性坚强，并且始终保持着精

神的自由和独立——后来我发现，这其

实正是科学可以带给女性的东西。”在李

永平看来，科研就是一种对求知的渴望

和对理想的坚守，而追梦的路上从来都

没有捷径，脚踏实地的积淀才能换来高

水平论文发表的绽放瞬间；她也时常在

野外勘探时遭遇高原反应、风餐露宿等

极端恶劣的环境，享受专注过程的李永

平却能始终乐观笑对，“人生的幸运和不

幸都是公平的，挫折越多的时刻，成功也

就不远了”。

这样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和对待科

研的感悟，李永平也希望能够传递给更

多年轻人——在她看来，从事自己钟爱

的科研和成为老师教书育人，就是她人

生最幸福的两件事。在华北电力大学，

李永平开设的课程一直很受欢迎，这中

间不仅凝聚了她的心血和智慧，也倾注

了她深深的祝愿——李永平希望看到更

多青春懵懂的孩子带着学业有成后的自

信启航人生，也希望自己的谆谆教导能

够成为学生们承担社会责任、感知科学

精神的起点。

李永平给青年人的寄语：

“科学点亮梦想，勤奋放飞希望，坚

守孕育成功，精彩描绘人生。”

李永平，华北电力大学

资源与环境研究院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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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平的研究注重前沿与应用的结
合，研究结果被应用于多个流域的管理
规划与工程实践，相关方法被UNDP向多
国推荐。在国际SCI期刊上发表论文180
多篇。她担任国际环境信息科学学会秘
书长，联合国开发署水安全专题国际专
家，担任多个国际 SCI杂志的副主编、编
委。

稿件提供稿件提供：：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图片为

李永平。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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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工科女博士生涯困惑的指导与思考对一位工科女博士生涯困惑的指导与思考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学生咨询指导

工作多年的老师，我常常遇到一些典型

案例，在为他们进行咨询的过程中我也

经常产生一些思考。本文的田芳（化名）

即是一例。

田芳现为北京某高校计算机学院在

读博士研究生。她本科在河北某二本高

校读行政管理专业。大三时认为自己的

专业不好找工作，看到计算机专业的学

生容易就业，便决定跨专业考研。经过

两年努力，她考取了河北另一所普通高

校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

读硕士期间，田芳体会到了压力：要

补修计算机专业本科阶段基础课，做课

题过程中发现自己动手能力差……好在

学校对硕士生毕业要求不是很高，她得

以顺利毕业。田芳来北京找工作屡遭碰

壁。最终，一家小公司录用了她，但不解

决北京户口，她觉得很不甘心，拒绝了。

田芳认为自己找工作失利的原因是

所读的学校太差了，于是决定继续考博

士。经过近两年努力，她考取了北京某

重点高校计算机学院。然而，博士生活

仅开始半年，她的心情已从当初的期待

振奋跌至痛苦沮丧，课程学习更加吃力，

导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与身边同学

讨论学术问题基本插不上话。看着学校

对博士毕业的科研成果与论文的要求标

准，田芳对自己是否能顺利毕业感到极

度焦虑，甚至时常产生退学念头。带着

困惑，田芳走进我的咨询室。我分别从

“怎么了？”“为什么？”“怎么办？”启发田

芳进行自我探索和反思。

怎么了怎么了？？在学业困难方面，田芳的

问题是课程学习困难，专业知识学习不

连续、不扎实；专业能力难达到博士生日

常学习科研要求；不具备独立科研和创

新的能力，对科研项目不知如何下手。

她的生涯困惑是：“付出了那么多努

力，却感觉路越走越窄……”困惑自己选

择错误，放弃读博不甘心，也不确定能找

到适合的工作，继续攻读博士又担心难

以毕业，深感无助。

她目前面临的情绪困扰：悲观、失

落、焦虑，面对现实困难全面否定自我，

和同学在一起感到自卑，害怕导师，面对

家人有愧疚感，一想到难以顺利毕业就

感到绝望。

为什么为什么？？咨询中可以发现原因来自

个人、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个人原因方

面，田芳的年龄偏大，她是一名女生，就业

期望值高，就业认知存在误区（执意留京）；

缺乏专业积累，科研训练有限，学习特点

偏重识记，动手能力弱；不善于和导师沟

通，和同学也缺乏交流。学校原因方面，

田芳本科和硕士毕业阶段缺乏及时有效

的学习指导；高校对博士生培养标准严格

把关。社会原因方面，目前社会整体就业

环境竞争激烈，招聘单位“选人标准”日趋

理性，从重视学历到重视能力。

怎么办怎么办？？面对学业困难，我请她思

考几个问题：1）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内追补专业知识，跟上课程进度？2）能

否开始和导师建立有效沟通，得到导师

的理解和帮助？3）能否通过分解目标逐

步完成日常科研任务？

面对生涯困惑，我指导田芳运用“生涯

平衡单”梳理生涯发展需求，理性分析就业

期望，正确评估学业困难。关于情绪困扰，

我希望田芳能克服不合理信念，改变行为

趋于目标结果，从而逐步调整情绪。

通过咨询，田芳改善了自我认知，通

过评估制定了更理性客观的生涯目标，

明确了学习科研重点难点问题，制定了

任务分解执行计划和时间节点。她表

示，如果在一年里，她确实无法克服困难

完成既定任务，会考虑终止博士学业，选

择力所能及的工作。

田芳对自己的生涯发展是有规划

的，也付出了努力。但她忽视了社会就

业大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自我能力特

点和生涯目标的匹配与调适。在多年高

校学生咨询指导工作中，笔者遇到很多

与田芳有着相似经历和处境的研究生，

他们通常有如下特征：

11））就业期望值高就业期望值高，，专业基础薄弱专业基础薄弱

一些同学之所以跨专业考研、考博，

是因为对新专业和其能够带来的就业收

益抱有很高期望，跨专业后才发现自己

缺乏专业兴趣，就业机会也没想象中

好。并且，他们其实只是通过了跨专业

入学考试，这离他们完成专业积累、胜任

更高层次的专业技术要求还相差太远。

22））求学成本高求学成本高，，心理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有一类研究生有着很高的求学成

本。他们或复读多年，或辞职考研，或拖

家带口，或与亲人和情侣异地。这让他

们背负着一定的心理压力，特别在学业、

就业遇到困难时会加重心理负担。

33））内心无助内心无助，，却不愿主动求助却不愿主动求助

这类研究生在心理层面具有低自我

认同、高自尊的特点，面对学习、科研、生

活、求职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挫折，

他们往往疏于向导师和同学寻助。

对于上述情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1））重视专业兴趣重视专业兴趣

一方面是重视专业研究的兴趣：科

研学习生涯常是枯躁而辛苦的，研究项

目科技含量越高，困难越大，越需要研究

生投入持久的努力和热情。二是重视对

未来即将从事职业的兴趣：在选择在专

业领域继续深造的时候，应该对所学专

业方向、技术特点、职业前景有起码的评

估和考衡，避免出现临近毕业才发现并

不愿将所学专业作为职业的情况。

22））克服投机心理克服投机心理

高学历、名校、热门专业与所谓的

“好工作”之间不再绝对直接关联。用人

单位更重视对应聘者实际专业技能、综

合素质、性格特质、抗挫能力、团队意识

等职业素质的考察。此外，随着研究生

培养考评机制的不断完善，企图通过读

研、读博“镀个金”“混个证”已经越来越

难实现。

33））动态规划生涯动态规划生涯

笔者所在的高校，每年都有因超过

最长学习年限未能毕业而被清退的硕博

士。高质量的生涯规划应该是动态的，

伴随生涯目标和个人现实情况及时修

正，合理调整，才能对个人生涯发展发挥

有效的激励和规划作用。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副研究员。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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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冯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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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科研合作十条简明规则

在中国，科研合作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科技界有所谓“四

同”说法，即申请课题时同心协力；做课题时“同床异梦”；荣誉分

配时“同室操戈”；最后落个“同归于尽”。这种说法虽有戏噱之

嫌，却也反映了一定的问题。

Vicens和Bourne[1]发表的“科研合作十条简明规则”，对避

免科研合作的失败具有指导意义。现编译如下[2]：

规则1：不要什么科研合作项目都参加，要有取舍。是否参

加某个合作项目，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科研兴趣、专长和时间。否

则，即使合作项目再有诱惑性，也应当婉言谢绝。如果不想参加

合作项目，你应当尽早说“不”，快刀斩乱麻。

规则2：科研合作要有明确的分工。项目一开始，就应对合

作者各自承担的任务进行明确的分工。项目进行中，分工可能

有调整，应向课题负责人和合作者及时通报。

规则3：不要偏离当初商定的任务目标。在课题进行中你即

使产生了新的思路，也不要改变原来设定的项目计划。不要节

外生枝，不要打乱合作项目的整体计划。

规则4：要抱有开放诚实的态度。数据资料尽可能与合作者

共享；Paper发表之前应该让合作者知晓，并恰当考虑署名的顺

序。在合作中不要心里打小算盘，搞小九九。

规则5：要相互理解、宽容和尊重。合作者的能力、兴趣、投

入时间、性格等各不相同，要努力做到和而不同。

规则6：合作者之间要经常沟通。沟通的方式多种多样，比

如邮件、电话、SKYPE等。如有机会，尽可能进行面对面沟通。

规则7：如果某合作者有拖延症，拖了整个合作项目的后退，

并伤害了你的情绪。你可以给他/她 3次弥补的机会。事不过

三，如果仍无起色，那就换人。

规则8：要对合作者心存感谢，并给他/她适当的“名份”，尤

其是要体现在Paper署名中。

规则9：当你在科研合作中遇到严重的挑战和危机时，不要

轻言放弃，一走了之。此时你要虚心向有经验的科学家寻求帮

助和建议，或许会让你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规则10：成功的愉快的合作，要保持下去。如果合作失败，

很受伤，那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参考文献
[1] Vicens Q, Bourne P E. Ten Simple Rules for a Successful Col⁃

laboration [J].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2007, 3(3): e44.
[2] 王应宽. 科研十大法则（五）：合作成功的十个简单法则 [EB/OL].

2015- 07- 16.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 39523- 217885.
html;http://www.ploscollections.org/downloads/TenSimpleRule ⁃
sCollection_Chinese.pdf.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刘立刘立

小环境，大环境

20年前，记得我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心里很是忐

忑、惶恐、不知所措。因为之前我听了太多“前辈”的谆谆教导，

社会如何复杂，办公室政治如何机关重重。感觉一个在象牙塔

成长起来的学生，要想在社会这个大环境里生存和发展必须要

练就八面玲珑的本事，否则根本无法应付。

后来真地步入了社会，走上了工作岗位，事情并没有自己想

象的那么复杂。感觉只要能完成自

己的本职工作，跟办公室的几个同

事处好关系，尤其让自己的顶头上

司满意，就可以了。复杂的社会似

乎跟自己也没有多大关系。话说到

这里，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对于一个

个体而言，准确地讲对一个个体的影响而言，一个小环境的氛

围、品质、文化比相对“遥远”的大环境更加关键。

那么什么是小环境呢？它可以是一个研究所，一个大学里

的系，甚至是一个大的课题组。这样的一些小环境的组成人员

包括一定数量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以及研究生，但一定

也会有一个领军人物，大到研究所长、系主任，小到课题组长。

这样的领军人物其实对他/她所领导下的小环境的生存、发展甚

至文化品质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以我对澳大利亚一些大学的了

解，很多大学对教职员工的具体考核并不是定期要你填哪些表

格，看是否达到了什么指标，合不合格，然后跟你的工资挂钩，更

没听说过大学老师的工资里还有绩效工资这么一块（这一点估

计全世界也绝无仅有）。那么该怎么考核呢？其实真正对各级

科研人员考核的其实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也就是所谓小环境的

领军人物，通俗地讲就是“头儿”。这些“头儿”其实是最了解自

己的手下的。无论教学科研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头儿”们都

门儿清。所以对于团队成员晋级职称，国内外同行评议的时候，

小环境“头儿”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小环境领军人物的水平、视野甚至情商对管理好一个小的

单位，对一个小的单位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人

会说，老外就不讲人情世故了吗？就不任人唯亲了吗？有人的

地方就有江湖，老外就能绝对公平公正吗？答案并不是“是”或

“不是”这么简单。就拿公平与不公平来讲。一个小环境的“头

儿”对团队的管理人员是否公平公正，其结果影响最大的其实是

自己，并不是团队人员。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欧美国家也包

括澳洲，人才流动的渠道相对非常畅通，换工作单位是非常普通

的一件事。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干得不开心，对“头

儿”不满意，跳槽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这样一来，如果你团队

的成员都走了，你这个“头儿”的位置也就受影响了。所以小环

境的“头儿”们即使从自己的利益考量，也会尽量公平公正地处

理事情。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任何跟利益相关的事情

都是不断博弈，斗争妥协的状态下保持动态平衡。

所以，对于大学里科技人员的考核，我感觉“抓大放小”可能

是有效的办法。大就是小单位的“头儿”，重点选拔管理好这些

小环境的领军人物，至于说小环境下的各级团队人员，不要事无

巨细都去操心，交给“头儿”们去负责好了。另外，还要对各个领

军人物敢于相信他们，敢于放权。这样各个小的环境才能有自

己的特色，不会千篇一律。也许真的创新，重大的突破就会在这

样百花齐放的小环境下产生。也许有人会担心，要是放权太厉

害，小环境的“头儿”们出问题，贪污腐败怎么办？那不是还有法

制吗？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前半生在“天堂”，后半生在“地

狱”。这样的结局估计很少会有人愿意选。

不管怎么说，小环境的改变还是相对容易的，越来越多的小

环境好了，大环境自然也会好起来。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土木系副教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土木系副教授 王善勇王善勇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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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铁路的技术特点
卢春房

中国铁路总公司，北京 100844
摘要摘要 高速铁路是集多种高新技术于一身的复杂巨系统。中国铁路通过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用

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铁发展之路，成为世界上高铁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本文回顾中国

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高铁在技术、安全、性价比三方面的特点。中国高铁的技术先进主要体现在运营速度高、建设环

境复杂、运营场景多样，并能与世界先进铁路技术相兼容等方面；安全可靠主要体现在建立了完备的技术体系、强化工程质量源

头管理、加强产品质量准入管理、严格运营过程管理、开展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等方面；性价比高主要体现在建设工期、建设成本、

节能环保和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展望了中国高铁的未来发展，提出应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要求，研发更先进、

更可靠、更经济的高铁技术，确立中国铁路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关键词关键词 中国铁路；高速铁路；铁路技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01

Highlights of China high speed railway

AbstractAbstract High speed railway (HSR) is an extremely huge and complicated system integrating many edge-cutting technologies. Via
original innovation,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by absorbing import technologies, China railway has explored a HSR
development path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and fastest growing HSR network.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SR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igh
speed railways, i.e., leading technologies, outstanding safety and reliability, and high cost-efficiency. The sophisticated technologies
are embodied by the high running speed, complicated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diversified operation scenarios and compatibility with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es. For safety and reliability, a complete HSR technology system and safety assurance system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reinforce control over engineering quality from the source and market access of products, intensify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enhance disaster prevention & control. The cost- efficiency is demonstrated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period, cost,
energy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social benefit. Last but not the least, a vision on HSR in China is included,
which also proposes that the railway should further concentrate on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of“one road and one belt”and“going
global”, and make more effort to cement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Chinese HSR in the world.
KeywordsKeywords railway of China; high speed railway; railway technologies

LU Chunfang
China Railway Corporation, Beijing 100844, China

高速铁路是现代高新技术的集成、铁路现代化的标志，

具有安全、快速、正点、舒适、环保等诸多优点。为了发展高

速铁路，长期以来中国铁路做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和论证工

作。1992年，中国铁道部在《铁路今后十年和“八五”科技发

展纲要》中，首次提出发展高速客运的目标，并于当年启动

“京沪高速铁路预可行性研究”，标志着中国高速铁路工程正

式启动。1994年广深线成功实施时速 160 km的提速改造，

1997年起中国连续6次对既有线进行大面积提速，2002年中

国自主设计、施工的时速200 km的秦沈客运专线建成投产，

同年“中华之星”动车组创造了321.5 km/h的试验速度，为中

国高铁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004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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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2013AA065000）；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2013TD07）
作者简介：马洪金，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燃煤电厂运行和管理，电子信箱：xjy018@126.com；闫克平（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科学与环境工

程，电子信箱：kyan@zju.edu.cn
引用格式：马洪金, 徐建元，王仕龙, 等. 燃煤电厂电除尘PM10和PM2.5的排放控制VI: 以75 t/h工业锅炉为例分析讨论电除尘的运行 (嘉兴协鑫环保热电

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20-22.

燃煤电厂电除尘燃煤电厂电除尘PMPM1010和和PMPM22..55的排放控的排放控
制制VIVI：：以以7575 t/ht/h工业锅炉为例分析讨论工业锅炉为例分析讨论
电除尘的运行电除尘的运行（（嘉兴协鑫环保热电分析嘉兴协鑫环保热电分析））
马洪金 1，徐建元 1，王仕龙 2，韩平 2，郑钦臻 3，李树然 3，闫克平 3

1. 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嘉兴 314000
2.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3
3. 浙江大学生物质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摘要摘要 以嘉兴协鑫环保热电75 t/h工业锅炉为例，讨论电除尘器改造和运行降低PM10和PM2.5（粒径低于10和2.5 μm的颗粒物）

的排放。单室四电场电除尘在传统单相高压电源供电下，电除尘出口PM10和PM2.5的排放可达120.4~219.7和9.6~22.3 mg·
Nm-3，在本体检修和采用4台三相高压电源改造后，电除尘出口的PM10和PM2.5出口质量浓度可分别降至6.0~17.0和1.8~3.3
mg·Nm-3，电除尘出口PM2.5与PM10的比例通常在35%~52%。

关键词关键词 工业锅炉；电除尘；细颗粒物；三相高压电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02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erformance of a four-field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SP) used for a 75 t/h industrial coal-fired
boiler. By using four traditional single-phase transformer-rectifiers (T/Rs), the PM10 and PM2.5 concentrations at the ESP outlet are
around 120.4~219.7 and 9.6~22.3 mg·Nm-3, respectively. After retrofitting the four rectifiers with four ZH type three-phase T/Rs, the
PM10 and PM2.5 concentration are about 6~17 and 1.8~3.3 mg·Nm-3, respectively. The PM2.5 to PM10 ratio ranges from 35% to 52%.
KeywordsKeywords industrial boiler;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PM2.5; three-phase T/Rs power source

MA Hongjin1, XU Jianyuan1, WANG Shilong2, HAN Ping2, ZHENG Qinzhen3, LI Shuran3, YAN Keping3

1. Jiaxing Xiexin Environmental Power Plant, Jiaxing 314000, China
2. Shenhua Guoneng Energy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100033,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Biomass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燃煤锅炉可分为电站锅炉和工业锅炉，前者主要用于发

电，后者主要是生产蒸汽或热水。截至 2012年底，全国工业

锅炉约为61万台，年煤耗量达7亿多 t[1]。因工业锅炉大多应

用在供热、冶金、造纸、建材和化工等行业，并主要分布在人

PM10 and PM2.5 emission control by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SP) for
coal-fired power plants VI: Optimization of HV power source with
75 t/h industrial boiler（Jiaxing Xiexin Environmental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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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王炯辉, 张喜, 陈道贵, 等. 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开采对地下水的影响及其监控[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23-27.

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开采对地下水的影响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开采对地下水的影响
及其监控及其监控
王炯辉，张喜，陈道贵，马翀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北京100010
摘要摘要 南方离子型稀土矿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广泛分布于江西、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区，常呈离子状态吸附于黏土矿物

中，具有中重稀土元素含量高、开采浸取工艺简单、成本低廉等特征。南方稀土矿开采过程对地下水产生重要影响，导致矿区周

边地下水重金属、氨氮及硫酸根污染等环境问题愈发严峻。为此，借助自动化监测设备，在广东开展了地下水动态监测实验，实

现了无线远程监测水中pH值、氨氮等关键指标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南方离子型稀土矿“绿色矿山”环境监控系统的概

念，通过整合原地浸矿工艺、地下水无线远程监测系统及污染防控系统，依靠中央控制系统和自动化控制设备，控制南方离子型

稀土矿开发对地下水的影响，为实现南方离子型稀土矿的绿色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关键词 离子型稀土；地下水污染；氨氮；无线远程监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2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03

Influence of during south ion-absorbed-type rare earth deposit
mining on groundwater and it's monitoring

AbstractAbstract Ion-absorbed-type rare earth deposit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is distributed extensively in the south
of China, such as Jiangxi,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It often exist in the form of ions absorbed in clay minerals,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middle- heavy rare earth enrichment, simple mining and leaching process and low cost. However, groundwater
pollution of heavy metal, ammonia nitrogen and sulfate are very serious during mining.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perform groundwater
monitoring in the mine.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 used automatic monitoring facilities to perform groundwater dynamic monitoring
experiments and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obtained changing values of key indicators in the water, i.e., pH
value, ammonia nitrogen, etc.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ew green m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in ion-absorbed-type rare
earth deposit. The system integrating in-situ leaching process, system of groundwater monitoring with wireless data transmission, and
the control system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to control the influence on groundwater during the mining of ion-absorbed-type rare
earth deposit. It may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green mining.
KeywordsKeywords ion-absorbed-type rare earth deposit; groundwater pollution; ammonia nitrogen; wireless monitoring on groundwater

WANG Jionghui, ZHANG Xi, CHEN Daogui, MA Chong
China Minmetals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10, China

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富含中重稀土元素，是中国最具优势

的矿产之一，也是助推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升级、维护国家资

源与经济安全的战略性资源，极具稀缺性和长期不可替代

性。然而，由于南方离子型稀土广泛发育于岩体风化壳中，

展布面积大、埋藏浅、矿质疏松、与地形关系密切，加之提取

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南方稀土私挖滥采现象极为严重，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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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海涛，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油气田开发理论，电子信箱：cht198701@126.com
引用格式：曹海涛, 伊向艺, 车星祥, 等. 煤层气藏三孔双渗直井井底压力响应数学模型[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28-33.

煤层气藏三孔双渗直井井底压力响应煤层气藏三孔双渗直井井底压力响应
数学模型数学模型
曹海涛 1，伊向艺 1,2，车星祥 1，李成勇 1，王晓蕾 3

1. 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学院，成都 610059
2. 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59
3. 大庆油田第五采油厂第三油矿，大庆 163000
摘要摘要 国内煤岩储层压力和渗透率普遍偏低，目前矿场主要采用注入/压降测试方法来求取地层参数，但由于注入水无法进入基

质孔隙，测试数据无法反映基质解吸特征。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建立能够真实反映煤层气藏地层参数的三孔双渗渗流数学模型，

利用拉氏变换和Stehfest数值反演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获取不同边界条件（径向无限大、外边界定压以及外边界封闭）下的直

井井底拉氏空间拟压力解析解，绘制无因次拟压力和无因次拟压力导数与无因次时间的双对数曲线，并根据曲线特征对三孔双

渗煤岩储层直井渗流阶段进行划分，对影响井底压力响应特征的关键参数进行分析，为煤层气的试井精细解释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煤层气；三孔双渗；解吸/吸附；井底压力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5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04

Triple-porosity and dual-permeability mathematical model for CBM
vertical well

AbstractAbstract Most of the coal reservoirs in China are of low-permeability and low-pressure, and the injection/fall off test is usually
used to correctly evaluate formation parameters. But because water molecules can't enter the matrix porosity, the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rix can't be reflected. Concerning this issue, a triple-porosity and dual-permeability mathematical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Accurate solution to this model under different outer boundary conditions（Infinite, no flow and constant
pressure）is obtained by use of Laplace transformation and Stehfest numerical invers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in Laplace domain,
the type curves of dimensionless pressure and pressure derivative are graphically illustrated. The pressure decline performance under
the effects of CBM reservoir properties are discuss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BM well test has been provided.
KeywordsKeywords coal bed methane; triple-porosity/dual permeability; desorption/adsorption; bottom hole pressure

CAO Haitao1, YI Xiangyi1,2, CHE Xingxiang1, LI Chengyong1, WANG Xiaolei3
1. College of Energy Resourc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3. The Third Oil Deposit of No.5 Oil Production Plant, Daqing Oil Field, Daqing 163000, China

煤岩的微孔隙系统非常发育, 具有极大内表面，吸附能

力大[1]，由于微孔隙的孔径多在 0.5~1.0 nm之间，致使注入压

降测试过程中注入水无法进入其中[2]，所以这一测试只能用

双重介质渗流解释，很难真实反映基质解吸特征。Reeves[3]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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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苏玉亮, 孟凡坤, 周诗雨, 等. 低渗透油藏CO2驱试井曲线特征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34-39.

低渗透油藏低渗透油藏COCO22驱试井曲线特征分析驱试井曲线特征分析
苏玉亮 1，孟凡坤 1，周诗雨 2，郝永卯 1，周志为 1，童刚 1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青岛 266580
2.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成都 610213
摘要摘要 根据低渗透油藏CO2驱流体分布，将渗流区划分为CO2区、CO2-原油过渡区和未波及原油区，考虑过渡区内流体物性参

数幂律变化，建立变性质CO2驱三区复合油藏模型，应用Laplace变换及Stehfest数值反演，求得井底压力解, 绘制典型试井曲

线，研究试井曲线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过渡区流体流度、储容系数变化幂律指数和CO2区与过渡区交界面流度

比、储容比分别影响CO2区与过渡区间的过渡段以及过渡区径向流直线段斜率；储容系数变化幂律指数、交界面储容比越大，过

渡区与原油区间的过渡段开始时间越早，过渡段峰值越小；增大过渡区半径，压力波在过渡区内传播时间增加，过渡区径向流直

线段延长，过渡区向原油区过渡段曲线右移，CO2注入压力降低。

关键词关键词 低渗透油藏；CO2驱；三区复合油藏模型；试井曲线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4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05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well testing curve of CO2 flooding i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Abstract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luid distribution of carbon dioxide flooding i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the flowing areas are divided into
CO2 region, CO2-oil transition region and oil unswept region. Considering the power law variation of fluid physical parameters in the
transition region, we establish a varied property carbon dioxide flooding three-zone composite reservoir well testing model, and obtain
the solution of bottom hole pressure by applying Laplace transform and Stehfest numerical inversion. In this w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ation of the well testing curve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lope of curves representing the
transition section between the CO2 region and transition region and radial flow of the transition reg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power
law exponent of mobility and storativity and mobility and storativity ratio in the CO2- transition region interface. The larger the
storativity power law exponent and storativity ratio at the CO2-transition region interface is, the earlier the transition section between
miscible region and oil unswept region begins, the lower the peak is. When the radius of the transition region is increased, the line of
radius flow in the transition region becomes longer, the transition curve from the transition to oil unswept region shifts right, and CO2

injection pressure decreases.
KeywordsKeywords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CO2 flooding; three-zone composite reservoir model；well testing curves

SU Yuliang1, MENG Fankun1, ZHOU Shiyu2, HAO Yongmao1, ZHOU Zhiwei1, TONG Gang1

1. 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China
2. Chuanqing Drilling Engineering Co. Ltd.,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hengdu 610213, China

在低渗透油藏中采取CO2驱，可利用其混溶、降黏及膨胀

作用机制，大幅提高原油采收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2]。

由于CO2特殊的驱油特性，使得在注CO2驱替过程中，试井曲

线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变化。国内外对CO2驱试井已开展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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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探讨松辽盆地双坨子气田天然气汞含量分布特征及其成因，选取该气田7口气井作为研究对象，在对采集的天然气进

行汞含量检测的同时，开展天然气组分和烷烃碳同位素分析。检测结果显示，双坨子气田天然气汞含量介于11~29200 ng/m3之

间，平均为17600 ng/m3，属于中、低含汞天然气。双坨子气田天然气汞含量随产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大，深层天然气要远高于中、

浅层天然气，天然气汞含量的分布特征明显受该盆地双层地质结构的控制。研究表明，双坨子气田汞含量分布特征既与天然气

类型有关，也与气源岩热演化程度有关。双坨子气田深层天然气为煤型气，中、浅层气则为油型气或油型气-煤型气的混合气。

气源岩热演化程度的不同，是造成双坨子气田与其邻近的长深气田天然气汞含量差异较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关键词 松辽盆地；双坨子气田；长深气田；天然气；汞含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06

Analysis of natural gas mercury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f Shuangtuozi
gas field in Songliao Basin

HAN Zhongxi1,2, WANG Shuying2, YAN Qituan2, GE Shouguo2, WANG Chunyi2
1.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3, China
2.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Langfang, Langfang 065007, China

汞是天然气中一种常见的重金属元素，其含量变化范围

很大。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天然气汞含量最高可达3×106 ng/m3[1]，

最低可小于 10 ng/m3[2]。天然气中汞的形成与天然气形成的

地质条件密切相关。关于天然气中汞的成因存在两种说法，

一是有机成因说，即认为天然气中的汞主要来自于气源岩，

在气源岩热演化过程中，汞随生成的烃类气体一起运移并进

入气藏；二是岩浆成因说，即认为天然气中的汞来自于幔源

岩浆的脱气作用。松辽盆地位于中国东部，具有下断上坳的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sduty the natural gas mercury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origin in Shuangtuozi gas field, the author carried
out natural gas mercury content and alkane carbon isotope analysis of 7 gas wells in the fiel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natural gas
mercury content is among 11-29200 ng/m3, and the average value is 17600 ng/m3, which makes it belong to medium and low mercury
containing natural gas. The natural gas mercury content increases with the rise of the production depth, and the deep zone has a far
greater mercury content than the shallow and middle zones obviously controlled by the basin's double layers structure. Our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natural gas mercury content is both relevant to the type of the natural gas and the maturity of the source rocks. The
type of natural gas from the deep zone is coal type gas and those from the middle and shallow zones are a mixed gas of coal type gas
and oil type gas. Different source rocks' thermal evolution levels are the major reason that makes the natural gas mercury content of
Shuangtuozi gas field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neighbor Changshen gas field.
KeywordsKeywords Songliao Basin; Shuangtuozi gas field; Changshen gas field; natural gas; mercury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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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尾矿物相分析及加气混凝土制备铁尾矿物相分析及加气混凝土制备
王长龙 1,2，杨建 1，郑永超 3，刘世昌 1，张玉燕 4

1. 河北工程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邯郸 056038
2.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先进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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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研究区域的铁矿尾矿SiO2质量分数达55.88%，其成矿地质环境独特而复杂。尾矿的组成以石英、闪石和斜长石为主，是

一种富含硅酸铁的低硅磁铁尾矿。将铁尾矿和硅砂分别粉磨25和30 min，在最大限度使用尾矿的条件下，得出生产铁尾矿加气

混凝土的优化方案，成功制备出干密度为588 kg/m3，抗压强度为3.99 MPa的加气混凝土制品。通过XRD和反应机理的分析结

果表明，成品中主要的物相为水化产物是0.9 nm托贝莫来石、1.1 nm托贝莫来石、1.4 nm托贝莫来石和C-S-H凝胶，此外还有

铁钙闪石、硬石膏、方解石和水化反应中残留的石英，C-S-H凝胶作为“黏结剂”和托贝莫来石相互胶结成一个整体，使制品得到

较好的强度。

关键词关键词 铁尾矿；加气混凝土；托贝莫来石；C-S-H凝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5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07

Phase analysis of iron ore tailings and preparation for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AbstractAbstract The SiO2 content of iron ore tailings was 55.88%,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unique and complex in the
study area. The tailings was low- silicon magnet with rich source of iron silicate tailings, mainly composed of quartz, amphibole and
plagioclase. To maximize use of iron ore tailings,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AAC) samples in the optimized plan were successfully
prepared with a bulk density of 588 kg/m3 and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3.99 MPa after the iron ore tailings was milled for 25 min and silica
sand for 30 m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y analysis of X-ray and reaction mechanism the main mineral phases in the AAC products are
0.9 nm tobermorite, 1.1 nm tobermorite, 1.4 nm tobermorite, and C- S- H hydration products, ferrotschermakite, anhydrite, calcite,
dolomite and residual quartz The high strength was obtained because the C-S-H gel as a binder and the tobermorite are cemented into
each other.
KeywordsKeywords iron ore tailings;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tobermorite; C-S-H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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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勒让德多项式逼近法的基于勒让德多项式逼近法的M-CM-C强度强度
参数概率分布推断参数概率分布推断
李夕兵，朱唤珍，黄天朗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在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中，M-C强度参数概率分布类型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此提出了岩土抗剪强度参数概率分布

函数的勒让德多项式推断法。以岩石常规三轴试验数据为原始信息，根据组合理论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内摩擦角φ、摩
擦系数 f和黏聚力c的小样本信息库，对样本数据的概率分布类型进行假设检验，通过有限比较法得到M-C强度参数的最优经典

概率分布类型为正态分布。基于勒让德正交多项式逼近法得到了φ、f和c的概率分布函数，并利用K-S检验法与正态分布进行

计算精度比较。结果表明，勒让德多项式推断得到的概率分布函数的K-S检验值比正态分布的小，更符合样本实际观测数据的

分布规律。

关键词关键词 概率分布函数；M-C强度参数；勒让德多项式；K-S检验法；组合理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45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08

Deduction of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M-C strength parameters
by Legendre polynomial

AbstractAbstract It is a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topic to study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M-C strength parameters in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The Legendre polynomial is introduced to infer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geotechnical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With the conventional triaxial test data as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an information basis of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 friction coefficient f and cohesion c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combination theory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Subsequently, hypothesis testing of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sample data is conducted. The optional classic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types of M-C strength parameters are normal distribution, as verified by limited comparison method.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cohesion are deduced by Legendre orthogonal
polynomial numerical approximation method. The K-S test method is used to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ed method and normal
distribution. It is shown that the K-S test results of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M-C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deduced by
Legendre polynomial are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can be more close to the actu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KeywordsKeyword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 M- C strength parameters; the Legendre polynomial; K- S test method; combination
theory

LI Xibing, ZHU Huanzhen, HUANG Tianlang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M-C强度理论是广泛应用于岩土工程领域的强度理论

之一[1~3]，表征了岩土破坏时最大主应力与最小主应力之间的

线性关系，没有考虑中主应力对岩土强度的影响[4~6]。但M-C
强度准则的线性表达式是一个定值方程表达式，其中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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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与速度型消能器在某不规则建筑位移与速度型消能器在某不规则建筑
结构抗震设计中的混合应用结构抗震设计中的混合应用
赵少伟 1,2，崔红娜 1，李玉祥 1，高洪健 1

1. 河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天津 300401
2. 河北省土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 300401
摘要摘要 某工程为细腰不规则超限结构，选择纯框架结构，扭转周期比和层间位移角均不满足规范要求。考虑到建筑外立面效果，

不能在外立面布置剪力墙，同时在不影响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也没有合适的位置布置全部钢支撑。因此，经方案比选采用了

附加黏滞流体阻尼器和屈曲约束支撑的消能减震结构方案。运用ETABS结构分析软件，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采用振型分解反

应谱法对无控结构、附加黏滞流体阻尼器结构和同时附加黏滞流体阻尼器及屈曲约束支撑结构进行计算分析，对比分析了3种
结构的动力特性和地震反应。最后，采用时程分析法对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了补充计算。结果表明，黏滞流体阻尼器降低了

结构的地震反应，而屈曲约束支撑降低结构地震反应的同时增加了结构刚度，有效控制了结构的扭转效应。

关键词关键词 黏滞流体阻尼器；屈曲约束支撑；层间位移角；层剪力；振型分解反应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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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application of displacement- related and velocity- related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in the aseismic design of an irregular
building structure

AbstractAbstract A wasp-waisted and irregular overrun building is in consideration. When a pure frame structure is selected, the torsional
period ratio and the inter-story drift do no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standards. In view of the external elevation appearance, the
arrangement of shear walls on the front plane is not allowed. And there is no suitable position for laying all steel bracing. After a
comparison of various schemes, the seismic control plan is designed by using fluid viscous dampers and buckling-restrained braces.
In this paper, a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structure is established by the ETABS for the calculations of the
uncontrolled structure, the structure installed with fluid viscous damper and the structure installed with fluid viscous damper and
buckling-restrained brace by the modal shape decomposition response spectrum method. The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eismic response of the three structures are made. Finally, the time-history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uid viscous damper and the buckling-restrained brace can all reduce the seismic responses effectively.
Besides that, the buckling-restrained braces can control the torsion effectively.
KeywordsKeywords fluid viscous damper; buckling- restrained brace; inter- story drift; floor shear; mode- shape decomposition response
spectrum method

ZHAO Shaowei1,2, CUI Hongna1, LI Yuxiang1, GAO Hongjian1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Civi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Hebei Province, Tianjin 300401, China

5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024


科技导报 2015，33（18）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5-12；修回日期：2015-07-03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6BAD27B08）
作者简介：何丽霞，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物活性肽与健康，电子信箱：helixiapku@163.com；李勇（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营养与疾病，电子信

箱：liyong@bjmu.edu.cn
引用格式：何丽霞, 刘睿, 任金威, 等. 吉林人参低聚肽的免疫调节作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62-67.

吉林人参低聚肽的免疫调节作用吉林人参低聚肽的免疫调节作用
何丽霞，刘睿，任金威，陈启贺，王军波，张召锋，李勇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北京 100191
摘要摘要 为研究吉林人参低聚肽（GOP）对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选取280只SPF级雌性BALB/c小鼠，随机分为7组：空白对照

组、乳清蛋白组（150 mg/kg）及5个GOP组（37.5、75、150、300、600 mg/kg）。连续灌胃30 d后，进行免疫7项实验测定，观察

GOP对小鼠免疫器官相对重量、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单核-巨噬细胞功能和NK细胞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GOP显
著提高了ConA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能力、迟发型变态反应能力、抗体生成细胞数、小鼠碳廓清指数、巨噬细胞吞噬率和

吞噬指数、NK细胞活性（P<0.05），且效果优于乳清蛋白。由此可知，GOP可以通过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单核-巨
噬细胞吞噬能力和NK细胞活性，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人参低聚肽；免疫功能；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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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of
Jilin Province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of Jilin providence. A total of 280
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 female BALB/c mice a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7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the whey protein group (whey
protein of 150 mg/kg) and five groups of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GOP) at the doses of 37.5, 75, 150, 300 and 600 mg/kg. After
30 days, seven assays a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cell-mediated immunity, the humoral immunity, the macrophage phagocytosis
and the natural killer (NK) cell activity in the mice, including the splenic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and the delayed- type
hypersensitivity assays (for cell-mediated immunity), the IgM antibody response of spleen to SRBC and serum hemolysin level assays
(for humoral immunity), the carbon clearance assay and the phagocytic capacity of peritoneal cavity phagocytes assays (for macrophage
phagocytosis) and the NK cell activity assay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OP helps significantly to increase the proliferation response
of the splenic lymphocyte to the ConA, the delayed-type hypersensitivity to the SRBC, the IgM antibody response of the spleen to the
SRBC, the serum hemolysin level, the 37.5 mg/kg macrophage phagocytosis carbon clearance assay, the phagocytic rate (mg/kg) and
the phagocytic index, and the NK cell activity (37.5 mg/kg), and the effect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whey protein. In conclusion,
the GOP could im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s in mice, by enhanc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cell- mediated immunity, the humoral
immunity, the macrophage phagocytosis and the NK cell activity.
KeywordsKeywords Panax ginseng oligopeptide; immune function; cell-mediated immunity; humoral immunity; macrophage phagocytosis;
natural killer cell activity

HE Lixia, LIU Rui, REN Jinwei, CHEN Qihe, WANG Junbo, ZHANG Zhaofeng, LI Yong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Beijing 100191, China

人体免疫系统是人体抵御病原菌侵犯，保持健康、避免

发生各种疾病的防御系统。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

力加大及工业化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使人类免疫系统功

能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而许多疾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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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戴荣继, 余博文, 王冉, 等. 龙血竭对Lewis肺癌小鼠放疗模型的辅助治疗效果[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68-71.

龙血竭对龙血竭对LewisLewis肺癌小鼠放疗模型的肺癌小鼠放疗模型的
辅助治疗效果辅助治疗效果
戴荣继 1，余博文 1，王冉 1，代胜平 1，陈艳 2，林凡凯 1，孟薇薇 1，邓玉林 1

1.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2. 北京理工亘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龙血竭具有一定的防辐射作用。通过在C57/BL小鼠右前腋窝皮下注射Lewis肺癌细胞，对小鼠进行4 Gy全身一次性γ
辐射建立Lewis肺癌小鼠放疗模型，并给予小鼠龙血竭，进行肿瘤生长、肿瘤转移和血象变化检测，研究了龙血竭对Lewis肺癌小

鼠放疗模型的血象及肿瘤生长的辅助治疗效果。实验发现，龙血竭不会促进放疗 Lewis肺癌小鼠的肿瘤生长和转移，并能够

有效保护放疗 Lewis肺癌小鼠的血小板。研究表明，龙血竭应用于肿瘤的放射治疗可以对辐射引起机体的血象损伤起到保

护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龙血竭；放疗；Lewis肺癌小鼠；放疗辅助用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28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11

Effect of Resina Draconis on the efficacy of radiotherapy to Lewis
lung carcinoma mice

AbstractAbstract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Resina Draconis has an anti-radiation effect. In this paper, the Lewis lung carcinoma mice model is
established on the C57/BL mice by injecting the Lewis lung carcinoma cell in the right auxillary of the mice. The mice are irradiated by
the 4 Gy γ-radiation and treated with the Resina Draconis. Then the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as well as the blood index are examin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Resina Draconis on the efficacy of radiotherapy for the Lewis lung carcinoma m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ina Draconis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tumor weight, the tumor volume and the tumor metastasis. But the Resina Draconis has a
significant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blood platelet for the radiotherapy- treated Lewis lung carcinoma mice. Therefore, it might be
concluded that the Resina Draconis can be used for the radiotherapy treatment of cancer.
KeywordsKeywords Resina Draconis radiotherapy; Lewis lung carcinoma mice; adjuvant drug to radiotherapy

DAI Rongji1, YU Bowen1,WANG Ran1, DAI Shengping1, CHEN Yan2, LIN Fankai1, MENG Weiwei1, DENG Yulin1

1. School of Life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IT &GY Technologies Co., Ltd., Beijing 100081, China

放疗是癌症治疗中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由于放疗对癌

细胞和正常细胞没有选择性，多次放疗后，患者会出现局部

放射性损伤，如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脑炎、放射性肺炎、放

射性肠炎等，还会引起一些全身反应，表现为一系列功能紊

乱与失调、如精神不振、食欲下降、身体衰弱、疲乏、恶心呕吐

等。放疗同时使用药物进行治疗，一方面可以减轻放疗带来

的毒副作用[1]，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放疗的治疗效果，达到减毒

增效的作用。目前已有益调理汤、十全大补汤、夏桑菊含漱

液、芨黄地榆汤等很多中医药用于辅助放疗[2,3]。

龙血竭来源于传统中国医学，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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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腺相关病毒的小量制备与体内体外重组腺相关病毒的小量制备与体内体外
感染研究感染研究
卢剑清，马宏，孙飞一，邓玉林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重组腺相关病毒（rAAV）是近年来发展的较为成熟的一种病毒基因载体，常用于过表达或者敲低等动物模型的建立与基因治

疗等。本研究使用三质粒共转染的方法，在HEK293细胞中包装出含绿色荧光蛋白（EGFP）基因的 rAAV，通过一系列实验，确定纯

化方法为脱氧胆酸钠裂解，高浓度NaCl去除杂蛋白，最后通过肝素层析柱纯化，经超滤管浓缩后其滴度可达1013 gene copys/mL
以上。将纯化后的 rAAV感染HEK293细胞，通过实验确定使用感染复数为106、感染3 d的细胞能够表达出高水平的EGFP。将

rAAV注射入大鼠中脑黑质致密部，经过3周的感染发现，rAAV可以特异性地感染多巴胺能神经元，表达出EGFP。通过以上实验，

建立了一个在实验室小量制备rAAV的方法，且此方法制备的rAAV完全满足体内与体外实验的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重组腺相关病毒；病毒包装；病毒纯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3-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12

Investigation of mini-preparation of recombinant adeno-associated
virus and its infec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LU Jianqing, MA Hong, SUN Feiyi, DENG Yuli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Recombinantadeno-associated virus (rAAV) is a developed vector. The rAAV is used to establish animal models of gene
over-expression or knock down and as the tool of gene therapy. We use the three plasmids assay to package the rAAV which carries
the EGFP gene in HEK293 cells. Through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we establish the method of rAAV purification. In this method, we
lyse the cells using sodium deoxycholate, then remove the hybridproteins by adding high concentration NaCl, and purify the rAAV
through heparin affinity column. After concentration by ultrafiltration, the rAAV titer can reach to more than 1013 gene copys /mL.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MOI) and time using rAAV to infect HEK 293 cell show that the best condition of
infection is MOI=106 and 3 days. After 3 weeks of injecting rAAV to substantia nigra pars compacta of rat midbrain, there are EGFP
expressed in the dopaminergic neurons. We have established a method to prepare small amount rAAV in the lab, which can be used
in vitro and in vivo.
KeywordsKeywords recombinant adeno-associated viral; viral packaging; viral purification

收稿日期：2015-07-06；修回日期：2015-08-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200636）
作者简介：卢剑清，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电子信箱：bitljq@163.com；邓玉林（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神经退行性疾病与

神经生化，电子信箱：deng@bit.edu.cn
引用格式：卢剑清, 马宏, 孙飞一, 等. 重组腺相关病毒的小量制备与体内体外感染研究[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72-77.

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AAV）是一种细小

病毒，其复制需要腺病毒或者疱疹病毒等辅助才能进行，根

据衣壳蛋白的差别可以分为AAV1~AAV9等血清型，各血清

型对组织噬亲性不同[1]。AAV在正常人体中即可发现，对人

没有致病原性且免疫原性小，因此重组腺相关病毒（rAAV）常

用作基因载体在体内或体外进行实验[2]。目前常用的 rAAV
大多基于AAV2开发，它是最早在感染克隆中得到的血清型，

其衣壳蛋白表面主要受体是硫酸乙酰肝素多糖，在体外及对

体内神经细胞具有较好的感染能力[3]。由于其表面受体与肝

素类似，可以采用亲和层析的方式进行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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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葛根巴图，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电子信箱：gegbt@qq.com；郝玉光（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防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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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葛根巴图, 郝玉光, 辛智鸣, 等. 苗木移栽条件下的滨海盐渍土水盐动态变化[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78-83.

苗木移栽条件下的滨海盐渍土水盐苗木移栽条件下的滨海盐渍土水盐
动态变化动态变化
葛根巴图 1,2，郝玉光 1，辛智鸣 1，艾宁 2，赵兴凯 2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巴彦淖尔 015200
2．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在河北唐山南堡开发区，结合穴状衬膜改土整地，移栽了绒毛白蜡、国槐、桧柏、柳树等研究用苗木，以土钻取土法进行两

年土壤水盐动态定期监测，研究了移栽苗木对滨海盐渍土水盐动态规律的影响，以期为滨海泥质盐碱地造林绿化的树种选择提

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与未移栽苗木的处理（对照组）相比，移栽苗木会降低土壤含水量和电导率，并增大二者的月际变化幅

度，但对土壤含水量和电导率的总体变化趋势影响不大。苗木的生长季、树冠结构和根系吸水是移栽苗木后影响土壤水盐动态

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苗木的生长季影响主要表现为同一时期，各种苗木所在土壤含水量差异较大；苗木的冠型结构主要影响表

层土的土壤含水量；根系吸水作用则是改变了土壤含水量和盐分的垂直分布。4种苗木间对比，土壤含水量动态变化无明显差

异；土壤电导率动态变化呈显著差异，其中以桧柏对土壤电导率动态变化影响较为显著、脱盐降盐效果最好。

关键词关键词 滨海盐渍土；水盐动态；盐碱地造林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S156.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13

Water and salt dynamics of coastal saline soil after
seedling transplantation

AbstractAbstract Soil preparation with cave padded plastic film was implemented to ameliorate saline soil in Nanpu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 in Tangshan, Hebei province.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fforestation tree species selection in the coastal saline
soil, the objective seedlings including Fraxinus chinensis (Fraxinus velutina Torr), Sophora japonica (Sophora japonica Linn), sabina
chinensis (Sabina chinensis) and willow (Salix babylonica) were transplanted and the soil water and salt dynamic changes wer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for two year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eedling transplantation with earth boring auger on the water and salt
dynamics of coastal saline soil. It was shown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transplantation, the soil moisture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were reduced after seedling transplantation while the range of variation increased and the effect on the trend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and conductivity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growing season and crown structure and water uptake by plant roots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changes of water and salt dynamics after seedling transportation, specifically, the effect of the growing
season manifested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s of the seedlings were significant, the crown structure of seedling
mainly influenced the soil moisture content of topsoil, and the water uptake by plant roots transformed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GE Genbatu1,2, HAO Yuguang1, XIN Zhiming1, AI Ning2, ZHAO Xingkai2
1. Experimental Center of Desert Forestry,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y, Bayannur 01520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mbat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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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细胞抑制性受体及其免疫调节作用细胞抑制性受体及其免疫调节作用
王帅威 1,2，罗雪瑞 2，李扬扬 2，林芳 2，李丹 2，袁晓君 1，李斌 2

1.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市能源作物育种及应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44
2.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分子病毒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1
摘要摘要 T淋巴细胞在免疫系统中发挥细胞免疫、免疫调节等功能。然而，T细胞的过度激活会导致疾病（如哮喘、系统性红斑狼疮

等）的发生，抑制T细胞的过度激活是免疫治疗的重要研究方向。T细胞抑制性受体可通过与其配体结合调控T细胞增殖或功能

发挥，并在过敏性疾病、移植排斥等治疗中作为治疗靶点。因此，进一步解析T细胞抑制性受体的三维结构、配体-受体复合物组

分及其下信游号通路将有助于免疫治疗的发展。本综述总结了GITR、CTLA-4、BTLA、PD-1、LAIR-1、TIM-3、TIGIT等T细胞

抑制性受体的生理生化特性、与其配体结合后对T细胞免疫功能的调节以及抗体药物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T细胞；抑制性受体；免疫调节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392.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8.014

Immun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T cell-inhibitory receptors
WANG Shuaiwei1,2, LUO Xuerui2, LI Yangyang2, LIN Fang2, LI Dan2, YUAN Xiaojun1, LI Bin2

1.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Bio-energy Crops,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Virology & Immunology, Institute Pasteur of Shangha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 lymphocytes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cellular immune and immune regulation in immune system. However，the over-
activation of T cells may induce many diseases including asthma, systemic lupus-erythematosus. It is crucial to control the T cell
over-activation in the immunotherapy field. The inhibitory receptors of T cells can regulate proliferation and function of T cells by
contacting with their ligands. Latest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 cell inhibitory receptors targeting therapy can attenuate the
symptoms of diseases and graft rejection. Intensive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T cells would provid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immune diseases.
KeywordsKeywords T lymphocyte; inhibitory receptor; immun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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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帅威，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分子免疫，电子信箱：swwang@ips.ac.cn；李斌（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分子免疫，电子信箱：

binli@sibs.ac.cn
引用格式：王帅威, 罗雪瑞, 李扬扬, 等. T细胞抑制性受体及其免疫调节作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84-90.

T细胞是淋巴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种免疫学功

能，如激活细胞免疫应答、直接杀伤靶细胞、释放淋巴因子、

辅助B细胞产生抗体等。然而，T细胞的过度激活会导致多

种疾病的发生，如哮喘、系统性红斑狼疮、移植排斥等。T细

胞抑制性受体通过与其配体结合从而调节T细胞的增殖或功

能发挥，在过敏性疾病、移植排斥等免疫疾病的治疗中将其

作为治疗靶点是有效的[1~4]，因此，其免疫调节功能受到广泛

关注。深入研究T细胞抑制性受体的免疫调节功能，将会为

免疫疾病的预防与临床治疗提供积极有效的策略。本文着

重介绍已被确定的T细胞抑制性受体GITR、CTLA-4、BTLA、

PD-1、LAIR-1、TIM-3、TIGIT（图1）在重大免疫疾病免疫调节

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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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燃料组件池边检查技术研究压水堆燃料组件池边检查技术研究
进展进展
任亮，李国云，江林志，张显鹏，邝刘伟，唐洪奎，张海生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成都 610041
摘要摘要 燃料组件池边检查是核电站燃料组件首要且必不可少的重要检测项目。基于压水堆燃料组件水下检查引出池边检查技

术特点，分析了当前池边检查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燃料组件水下外观、尺寸测量、涡流氧化膜测量等池边检查技术。

池边检查技术可以准确可靠地得到压水堆内燃料组件辐照后表面状态、辐照伸长、包壳氧化程度等辐照信息数据，为压水堆燃料

组件堆内辐照稳定性和完整性等评价提供必要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压水堆燃料组件；辐照；池边检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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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side inspection technology for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fuel assemblies
REN Liang, LI Guoyun, JIANG Linzhi, ZHANG Xianpeng, KUANG Liuwei, TANG Hongkui, ZHANG Haisheng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Fuel assemblies poolside inspection (PSI) is an important test in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is paper, PSI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including its principle, inspection contents, and various methods.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is summarized.
PSI technology usually includes visual inspection, dimension measurement and oxide film measurement. 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irradiation effect research,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for surface inspection, irradiation growth and oxide layer thickness test of
fuel assembly, providing necessary basis for evaluation of irradiation st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fuel assembly.
KeywordsKeywords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fuel assembly; irradiation; poolside inspection technology

收稿日期：2014-12-28；修回日期：2015-05-31
作者简介：任亮，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核材料辐照后检验及无损检测，电子信箱：450720076@qq.com
引用格式：任亮, 李国云, 江林志, 等. 压水堆燃料组件池边检查技术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18): 91-95.

压水堆是目前采用比较广泛的核反应堆形式，燃料组件

是反应堆的核心部件。核电站在高燃耗、长循环水化学改

变、低泄漏时高的功率峰因子等条件下，容易造成燃料棒破

损，为了查明已破损燃料棒的破损原因，核发达国家通常采用

在核电站乏燃料保存水池进行池边检查[1~6]，完成水下外观检

查、尺寸测量、涡流检测和超声检漏等检验工作，然后再将燃

料棒运到热室进行破坏性检验。因此，开展燃料棒池边检查

工作是核电站燃料棒辐照后全面检验必不可少的检测项目，

其检测的准确性事关全面检测结果的可信性。

池边检查（PSI），或称水下检查，即用水做放射性屏蔽，

对辐照后燃料组件进行各项检查，是辐照后检查（PIE）的重

要组成部分。池边检查技术是辐照效应研究的重要方法，是

燃料组件研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池边检查技术主要

由啜吸泄漏检查技术、外观检查技术、尺寸测量技术、涡流氧

化膜测量技术、超声检漏技术及组件拆装技术组成。池边检

测技术不仅是损伤件检测的重要技术方法，也是辐照效应研

究的重要方法，是燃料组件研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手段[7~14]。

本文针对核电站保存水池非破损燃料组件的检测技术

特点，综述外观检查技术、尺寸测量技术、涡流氧化膜测量技

术的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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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欧洲民用航空局（EASA）航空发动机适航体系开展初步研究工作，在3个层级划分EASA适航体系的基础上，阐述

EASA的航空发动机审定规范CS-E在适航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责，给出CS-E的逻辑架构和演变历史，着重分析了历次修正案中

的被修订条款，并进一步概括出“科技进步，灾难性事故发生，过于苛刻的适航要求，表述错误，国际一致性”5种产生规章修订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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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airworthiness system of EASA CS-E

AbstractAbstract CS-E is the airworthiness standard of aircraft engine in Europe and it is under constant changing to adapt to new safety
demands of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level division of aero- engine airworthiness system of
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EASA), the status and responsibility of CS-E are firstly expounded, and then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amendments of CS-E are analyzed. In the analysis, the revised regulations in each amendment are particularly focused
on and the revised reason of regulation can be generalized into five aspect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hazardous accident, overly
strict rules or vice versa, unclear definition or expla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uniformity. Thus, this survey provides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irworthiness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EASA; CS-E; airworthiness system

BAO Mengyao1, FAN Fei2, ZHAO Yang3

1. Department of Aircraft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China, Beijing 100102,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Air China Technics, Beijing 10131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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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航规章是保证航空器安全性而制定的法规性文件，是

航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中，航空发动机作为航空器最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美 国 联 邦 航 空 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率先在民用航空规章CAR中制定了航空

发动机适航要求CAR6，后被联邦航空规章FAR取代并被更

新为FAR-33部《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同时，为了同美国

分享庞大的世界航空业市场，欧洲国家联合成立联合航空局

（joint aviation authorities，JAA），仿照FAR-33部制定了《发动

机联合航空规章》（JAR-E），随后被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改

版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发动机审定规范》（CS-E）[1,2]。

基于民用航空运输是全球化、国际化的基本认识，适航

规章可以全球共用，所以，作为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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