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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化石能源中，煤、石油、天然气的使用年限不超过100年，同时以传统的化石能源作为主要能源供给模式所引发的环境问题
愈发显现。因此，转变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需求。

据《世界能源中国展望》显示，到2020年能源供需缺口将达到7.39亿吨标准煤。在传统化石能源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届时将有每年约
10~15亿吨的标煤需要通过非化石能源来提供。

2014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在会上提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重点提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同时，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
升级。可以说，新常态下能源革命蓄势待发。
地热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干热岩资源势在必行

地热资源的属性是能源矿产，地热资源广义的定义是能够经济地为人类所利用的地球内部的地热能、地热流体及其有用组分。目前
可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包括天然出露的温泉、通过热泵技术可开采利用的浅层地热能、通过人工钻井直接开采利用地热流体以及干热岩
体中的地热资源。埋藏于深部干热岩中的地热资源占所有地热资源总量的99%以上，因此，通过合理的技术手段开采干热岩是未来能源
利用的发展方向。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明确了未来几年我国能源发展的总体方略和行动纲领。其中提出，
我国将依托重大工程，以重大科技专项攻关为抓手，突破可再生能源勘查开发关键性技术；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
15%，地热能开发达到5000万吨标煤的目标。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优势明显，前景广阔

地热能在可再生能源中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优势，又有充足资源量的后备，所以在替代常规化石燃料能源中可以且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而不是微不足道、可以放弃的另类小技。地热能在可再生能源中具有如下优势：
丰富的地热资源储量丰富的地热资源储量

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评价了我国浅层地温能、水热型地热资源和干热岩资源潜力，结果显示我国干热岩资源总量相当于860万亿吨
标煤，占总地热资源的99%以上，可利用量相当于2014年能源消耗量的4480倍。
最高的利用系数最高的利用系数

地热发电的利用系数是可再生能源中最高的，因此，地热发电稳定、连续，可作为电网的基础负荷运行。地热发电平均利用效率达
73%，为太阳光伏发电的5.4倍，风力发电的3.6倍。
最低的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最低的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

地热发电的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风能发电，比太阳能光伏发电所产生的的二氧化碳还少，更是燃煤发电排放二氧化碳的
1/60，天然气发电二氧化碳排放的1/30。
相对的成本优势相对的成本优势

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项目，过去以水力发电的成本最低，然而现在的水电项目都需承担数额庞大的淹没区移民费，因此水电投资的成本
已大大提高。现在，地热发电每千瓦装机容量的投资成本在1.5~2.5万元，与风电和水电近似相当；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投资成本，虽已较
10年前降低了一半，但每千瓦装机容量仍需4~5万元。
开发利用干热岩任务艰巨

目前，浅层地温能的开发利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推进，全国地源热泵供暖已达近4亿m2，相比之下地热发电却止步不前。当前，
中国地热发电只有27.78 MW在运装机容量，居世界排名倒数第7位。现在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75300 MW，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已达
9900 MW，作为可再生能源中最具潜力的部分，在未来的10—20年内，地热发电应达到2000~10000 MW装
机容量，否则，地热在中国能源革命中发挥作用将成为空谈。因此，目前亟待制定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研究，在调查评价向深部推进的同时，发展相关地热勘查开发技术，在国家投资企业跟进的模式下逐步实现我
国地热能利用商业化。

钻获干热岩体 推进地热发电

（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拉萨 850000）

多吉，藏族，西藏加查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等职。主要从事地热、矿产、水文、工程、环境地质勘

查及科研工作。参加完成西藏羊八井热田浅层热储资源勘查及评价工作。主持完成

的该热田深部高温热储形成机制研究，填补了我国高温地热成因机制领域的空白，建

立了西藏羊八井高温地热系统模型，提出了变质核杂岩系中高温地热系统形成及热流

体运移的新理论，确定了大陆非火山型高温热田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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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干热岩资源开发及深部热提取技术

干热岩资源是以热能的方式赋存在
深部热岩体中能量，其热量本质来源于
地球物质中放射性元素衰变。根据大地
热流在上地壳热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
分为以热传递方式由地幔向地表传导的
热量；一部分为地壳表层（10 km）岩体中
U、Th、K放射性衰变产生的热量。干热
岩资源潜力巨大，然而，目前为止，受钻
探技术、物探手段、热能转换技术等条件
的制约，可供开发的干热岩示范基地相
当局限。

增强型地热系统（EGS）在干热岩技

术基础上提出。通过储层激发后，将换
热流体从注入井进入裂隙储层换热后，
从生产井提取高温流体进行发电。主要
工程包括以下几方面。

高温岩体钻探：在尽量浅的地区钻
取高温岩体是干热岩资源开发的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综合地
球物理勘查的基础上，选定福建漳州龙
海开展了中国第一个 4000 m干热岩钻
探工程，目前钻探深度已接近 2000 m。
这一阶段涉及高温钻探、高温测井、高温
泥浆等关键技术。

岩体定向压裂（又称储层建造）：在
硬质岩体中，通过高压注水，使得裂隙面
张开以保证流体的循环和热量的提取。
与传统的石油压裂不同的是干热岩的压
裂一般为沿着原有裂隙的剪切破坏，裂
隙生长垂直与最小主应力方向。在压裂
过后，由于裂隙面的粗糙下使得裂隙面
保持张开。压裂是干热岩开发中最关键
的技术，压裂效果的好坏决定了整个工
程的成败，关键技术包括压裂工艺、微震
监测等。

开采井布设：EGS工程在取得良好
的压裂效果后即可进行开采井施工。开
采井应最大限度的穿过压裂区，同时在
储层段不能与注入井距离过近。多个国
家EGS工程的经验认为500 m为比较合
理的间距。国际上，许多干热岩开发工
程开采井与注入井位于同一个平台，通
过定向钻井技术使两井在深部开采层位
具有合理的间距。关键技术包括高温定
向钻探技术、物探技术等。

储层循环：循环试验是在干热岩工
程实现发电之前对储层进行的最后一次
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试验，其主要目的为
测定储层的激发效果，为干热岩电站建
设提供最直接的参数。最为成功的是法
国上莱茵地堑的 Soultz工程，储层循环
流量达到 25 kg/s，实现发电 1.5 MW。
当然，目前许多国家的干热岩示范工程
在完成储层循环试验后认为储层并没有
达到理想的效果，从而对储层进行了重
新激发，关键技术涉及流量及热储稳定
性控制、井下泵技术、防腐防垢等。

发电试验：完成循环试验后，即可以
根据流量和温度特征选用相应发电机组
并建立地表发电设施。相关技术在传统
的地热发电工程中已较为成熟。

干热岩发电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系
统工程，流体经过相态变化从地下气体
到高温液体再注入回到高温气体，能量
由热能转化为动能最后成为电能，涉及
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钻探、流
体力学、岩石学、岩体力学等多门学科。
为展示干热岩勘查开发的最新进展，《科
技导报》组织出版“干热岩勘查开发专
题”，着重总结中国干热岩开发的研究成
果和进展，探讨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本专题的组稿和审稿中，中国地质科
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
贵玲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本期封面图片为干热岩资源开发原
理示意图，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所提供，本期封面由王静
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导 读·
P7 火星孕育生命之谜
火星被认为是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出现地外生命的星球，其

上是否存在生命一直以来是探索火星的热点。8月 28日，

NASA宣布火星表面发现了液态水，这令我们欢欣鼓舞。这是

否意味着火星存在生命呢？详见本文论述。

P9 “换头术”能否从科幻照进现实
英国《每日邮报》消息称，意大利神经学家将联手中国医生

于2017年进行世界上首例人类“换头术”，科学界对于这一项目

的提出争论不休。技术瓶颈如何攻克，道德伦理如何界定，均是

必须要面对的话题。

P109 学术期刊的论文撤销与其权威性悖论解析
权威学术期刊是创新水平高、影响力强并被科学共同体

乃至全社会公认的期刊，发表在其上的论文之所以有较高的

权重，正是因为权威性刊物有着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发表的

成果不仅学术创新水平高，而且可信度高。然而，一些公认的

权威学术期刊却不时声明撤销其发表的某些论文。这使人深

思其权威性何在？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解析。

P13 干热岩研究现状与展望
干热岩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是世界发达国家积极开发的重要资源

之一。增强型地热系统是在干热岩技术基础上提出的，经历了40余年

的研究。综述了世界干热岩的研究的发展历程、示范工程中失败和成

功的经验，论述了开发过程中关键科学技术的重要成就和不足之处，

展望了高温地热资源开发的技术发展方向及资源利用前景。

P22 中国干热岩资源主要赋存类型与成因模式
在阐述干热岩资源赋存的指标参数的基础上，通过国内外已发现

干热岩资源的成因模式分析，结合中国地壳结构背景，将中国干热岩资

源的赋存类型分为高放射性产热型、沉积盆地型、近代火山型和强烈构

造活动带型干热岩资源。比较了不同类型干热岩资源的成因机制及差

别，提出干热岩资源赋存的有利前景区。

P40 干热岩钻探关键技术及进展
干热岩地层通常为火成岩，研磨性强、可钻性差，温度高于

200℃，对钻探工艺、设备、材料要求极高。在分析干热岩高温钻探

特点和难点的基础上，介绍了高温钻井液、井下钻具、高温井控、火山

岩压裂、分布式测温等关键技术及其进展，提出了中国干热岩高温钻

探技术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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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909--1616至至20152015--0909--3030））

2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50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7日，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迎来50岁“生日”。日前，在

这项成果的“诞生地”——上海市岳阳路320号，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这一我国科学家最

重要的标志性科学成就。

图片来源：edX上《毛泽东思想概论》

课程主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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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袁隆平“超级杂交稻”云南刷新世界纪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7日消息称，“超级杂交水稻个旧示范基地”百亩连片水稻攻

关田种植基地创下了百亩片平均亩产水稻1067.5公斤的世界新

纪录。验收组随机从102亩连片水稻中抽出3块试验田进行现场

测产验收，严格按照水稻测产方案，反复进行数据合计，并计算出

平均亩产量。3块试验田水稻的平均亩产达到1067.5公斤，成功

实现了国家超级杂交稻第五期目标高产攻关项目的目标。

4 科技部组织500名专家对国家973计划项目进行中期
评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5日消息称，科技部组织对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的172个项目进行中期评估，973计划顾问组、咨询组专家，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专家组，以及相关领域同行专家等500余人参加了

评估会议。

5 清华“毛概”受邀登录慕课 系国内思政课首次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5日消息称，清

华大学课程《毛泽东

思想概论》于1周前受

邀登录世界三大慕课

平台之一edX，面向全

球开课。截至目前已

有来自 130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3000 人选

修。这也是国内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首门登录国际英文慕课平台。这门课没有为了在

edX上线而进行修改，与清华大学本校学生学的内容基本一致，

而且上课的多为美国人。

6 中国第一型固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首飞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5日，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被认为标志着我国在固体运载火箭领域的关键技术取得重大

突破，对于完善我国运载火箭型谱，提升进入空间能力具有重大

意义。这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11次发射。

7 汤森路透预测2015年诺奖得主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4日，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透旗下的知

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今天发布了2015年度引文桂冠奖获奖名

单，预测在今年或不久的将来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精英。值

得一提的是，华裔科学家王中林王中林因近年来在纳米材料可控生长、

表征和应用等领域多项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榜上有名。

8 中国科学家群体形象登上舞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5—26日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

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的“共和国的脊梁”专题节目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共和国的脊梁”专题节目依托2012年由

中国科协发起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的

成果，以中国现代科学家的群体奋斗为叙事背景，以舞蹈、诗朗

诵、主题歌和多媒体呈现为烘托，浓墨重彩地讴歌了中国现代科

学家群体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

1 NASA确认火星地表存在液态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NASA 9 月 28 日举行

发布会，公布了该机构有关

火星的“重大发现”。研究人

员表示，最新证据表明此前

在火星表面一些陨坑坑壁上

观察到的神秘暗色条纹可能

与间歇性出现的液态水体有

关。火星地表发现液态水存

在的证据增加了火星上存在微生物类生命的可能性，因为任何

液态水的存在都会为环境的宜居性加分。

图片来源：《参考消息》

9 哈佛大学等研究组经实证否定存在STAP细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4日消息称，哈佛大学等方面的7个研究小组汇总了结论

为“尝试制作细胞，但未能成功”的研究报告，并于本月23日发表

在Nature上。据介绍，他们总计尝试了133次，均以失败告终。

据报道，该杂志在评论文章中表示：“众多研究者参加的结果显

示，STAP细胞无法再现”。这再次否定了STAP细胞的存在。

10 科学家首次培育出人类精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4 日消息称，法

国科学家打算对他们

年初在培养皿中培育

出精子的技术申请专

利保护，但他们的详细

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仍在接受同行评议。

法国里昂Kallistem生

物 技 术 公 司 的

Philippe DurandPhilippe Durand 和

Marie-Hélène PerrardMarie-Hélène Perrard表示，他们的研究方法可以把取自人类、

大鼠和猴子的细精管（即在实验过程中生成精子的组织）诱导为

成熟的精子细胞，但目前有科学家指出人造精子有造假之嫌。

图片来源：M-H Perr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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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8月 28日 23时 30分，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在火星表

面发现了液态水。这使火星存在生命的

可能性又大了一层，无疑是一项重要发

现。

火星目前被认为是太阳系中除地球

之外最可能出现生命的星球，其上是否

存在生命一直是探索火星的热点，而水

的存在是生命存在的前提。根据拍摄的

火星照片，研究人员发现颜色较暗的狭

长条纹即季节性坡纹（recurring slope lin⁃
eae，RSL）在较热的季

节出现而在较冷的季

节消失，被认为与流动

的水有关。

RSL 在 2010 年首

次被 Lujendra OjhaLujendra Ojha 注

意到，那时，他还是亚

利桑那大学的本科生。研究人员根据火

星勘测轨道器上的高分辨率成像科学设

备（HiRISE）获得的高分辨率照片，识别

出RSL所在的位置，再从紧凑型火星勘

测成像光谱仪（CRISM）的探测数据中提

取这些位置及周围区域的光谱，绘成谱

线。每种元素都有自己的特征谱线，反

过来，根据谱线就可推测出相应的元

素。研究人员根据谱线上的“吸收峰”，

发现RSL的光谱与水合盐类物质的光谱

都在 1.9 μm处有明显的吸收峰，吸收特

征相同，从而推测RSL中存在水合盐类；

由RSL中光谱监测到的水合盐含量的变

化，推测出 RSL 是由水流作用形成的。

这项研究成果 9 月 28 日发表在 Nature

Geoscience上，如今是乔治亚理工学院博

士研究生的Ojha正是文章的第 1作者。

由于高清图像只覆盖了火星表面大约

3%~4%的面积，未来仍需拍摄更多的高

清图像。

火星表面平均温度在零下几十摄氏

度，其上的水之所以呈液态是由于高氯

酸盐的存在。高氯酸盐是一种有毒的化

学物质，它不利于生物的存活，并且液态

水并不是火星存在生命的唯一条件。所

以，虽然液态水的发现离“火星上存在生

命”的判断又近一步，但是，将来仍需要

更多对火星上“生命存在的必需条件”的

探索。在公布火星上含有液态水之后，

探索火星的科学家又将面临一个新的困

惑：如何避免火星被来自地球的探测器

“污染”。

地球上的细菌可能会搭载“好奇号”

火星探测器进入火星，如果“好奇号”进

入由液态水流动形成的RSL区域深入探

测，可能会将地球的生物带到火星上的

湿润区域。如果是这样，即使在火星上

发现与生命有关的信息，也会引起怀

疑。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穆拉德空间科学

实验室Andrew CoatesAndrew Coates说，“‘好奇号’现在

有机会靠近季节性斜坡纹线附近区域，

远远地用它携带的化学与摄像机仪器对

这些区域进行组分分析。不过我了解

到，在这次新发现以后，站在科学的立场

继续允许它这么做的压力越来越大。”

（10月1日《科技日报》）

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有

科学家乐观地认为，火星上强烈的辐射

环境或许早已杀死了搭载“好奇号”的细

菌。不过，美国国家科学院和欧洲科学

基金会泼了一盆冷水，他们认为，“尽管

火星大气中的紫外线对大多数通过空气

传播的微生物和孢子是有害的，但是火

星大气中的灰尘会削弱紫外线辐射，并

增强微生物的活性。”看来，这一问题仍

需进一步探讨。

人类向火星发射了 40余颗探测器，

有近20颗发射成功。目前对火星的探索

都是基于这些探测器，但是，它们终究代

替不了人类，雄心勃勃的 NASA计划在

2039年将人类送上火星。

NASA已完成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推

进力火箭“太空发射系统（SLS）”第一型的

设计评估。SLS火箭高98 m，重2500 t，可
载 70 t货物，火箭升空时安装在尾部的 4
台大推进力发动机最大推力可达 3810 t
（7月30日 中国新闻网）。SLS与“猎户座

飞船（Orion）”将是未来载人深空飞行的

主力，它们将在 2033年把人类送上火卫

一“福波斯（Phobos）”，2039年将人类送

上火星。根据计划，在这之前的2018年，

SLS火箭先要进行不载人飞行（9月 24日
腾讯太空）。

为送人类上火星，我们还需要 20多

年的努力。可以肯定，这段时间仍然会

困难重重。我们为什么费这么大的精力

与资金去探测火星呢？不仅仅由于人类

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也因为：未雨绸缪

的人类要探测火星是否适宜居住，为自

己寻找第二个家园；或者探测火星是否

有微生物的存在，它们携带的“密钥”或

许藏有人类起源的秘

密；又或者探测火星

曾经有没有存在过生

物，研究生物消失的

原因，使人类以之为

鉴更好地在地球生存

……

太多的原因促使人类去探索火星。

即使这些原因最终都未被证实，其中涉

及到的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它们还会在

其他领域得到应用，促进其他领域的发

展。

像这样不仅花费巨资而且还耗费时

间的研究，火星的探索并不是独一无

二。类似的还有引力波的探索。爱因斯

坦在广义相对论中预言引力波之后距今

已100年，9月25日发表在Science上的论

文显示，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

组织（CSIRO）和国际射电天文学研究中

心（ICRAR）的Shannon R. M.Shannon R. M. 率领的研究

团队用高精度的帕克斯望远镜持续11年
寻找引力波，仍未观测到引力波存在的

直接证据（9月 29日《科技日报》）。暗物

质的研究也是同样的结果。消耗巨资进

行的这些研究多年来并未达到人们的预

期，但是，这些研究的确促进了人们不断

改进实验技术、开发新的技术，促进了科

学的发展。长远来看，它们同样给科技

的发展与人类的生活带来变革。从这种

意义上说，这些研究所耗费的时间与金

钱都是值得的。

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火星探

索仍在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火星孕

育生命之谜终会被人类解开。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火星孕育生命之谜火星孕育生命之谜

火星上液态水的出现足以令人类兴奋，但是，高氯酸盐却不

利于生物的存活，并且液态水并不是火星上存在生命的唯一条

件。在公布火星上含有液态水之后，探索火星的科学家又将面临

一个新的困惑：如何避免火星被来自地球的探测器“污染”。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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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面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我们要坚决

反对，发现一起，查办一起，对学术不端行

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效应。加强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管理、查处与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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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韩启德韩启德

《科技日报》[2015-09-17]

通过兼并，资源、人才等各种优势集

中于大城市，但却忽视了与周边小城市

的协调发展，没有很好地辐射和带动小

城市的发展，而是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更

多集中到大城市中。虽然城市化不一定

会带来城市病，但发展大城市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很好的管理应对措施，使得城

市病愈演愈烈。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顾问顾问 周一星周一星

澎湃新闻网 [2015-09-21]

面对全球挑战，最重要的一点是我

们要以创新的思路打破各学科的边界，

我们也同时希望在工程界、社会界以及

科学界有更多的参与，要打造一个强有

力的跨学科团队应对全球的挑战。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

Dame Ann DowlingDame Ann Dowling
《中国科学报》[2015-09-21]

有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让你进入跨学

科领域，但实际做研究时，仍然存在障碍。

———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工程师—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工程师

David WoodDavid Wood
《中国科学报》[2015-09-21]

2014年全国重要水功能区主要控制

指标达标率为67.9%，较2010年提高了

6.7个百分点。但是，水污染形势依然严

峻，排污负荷较大的部分支流、城市河段

及排污控制区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 陈明忠陈明忠

《人民日报》[2015-09-21]

目前我国耕地土壤长期处于亚健康

状况，存在退化面积大、污染面积大、有

机质含量低、土壤地力低等“两大两低”

问题。

———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 何才文何才文

新华网 [2015-09-20]

“一带一路”的创建，离不开能源保

驾护航。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

大力发展空间太阳能发电站，不但可以

为“一带一路”提供丰富能源，而且是从

根本上解决我国未来能源需求的途径。

因此，我国应加速推动空间太阳能发电

站项目的研发和国际合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教授 葛昌纯葛昌纯

《中国科学报》[2015-09-17]

21世纪工程学面临14大挑战，而这

需要汇聚我们所有人的智慧来应对，不

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人，所

有人都置身其中，这是最大的挑战，也是

机会。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 Dan MoteDan Mote
《中国科学报》[2015-09-16]

过去3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

率为 1%，这意味着每年有 1300万的农

民到城市工作，人员流动会直接带来基

础设施的发展，比如说中国的高铁和铁

路。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匡迪徐匡迪

《中国科学报》[2015-09-16]

每一个基因的解码，都意味着人类

对水稻天书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同时也

为水稻遗传改良增添了新的知识和基因

资源。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教授 张启发张启发

科学网 [2015-09-25]

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展示了中国科

学家曾经拥有的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自

信和能力。今天，优秀的科学人才不知

多出了多少，科研经费和条件不知优越

了多少，却少有举世瞩目的重大科学成

就。这使得“胰岛素精神”弥足珍贵。

———中国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 郭传杰郭传杰

科学网 [2015-08-24]

科技体制改革也不可能全方面齐头

并进地推动，肯定也是一个顺序推动，甚

至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会碰到一些新的

障碍，相互之间的缠绕，就需要一分规

划、九分落实，在落实方面需要一个一个

去攻坚。

———科学技术部部长—科学技术部部长 万钢万钢

央广网 [2015-09-26]

中国军队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

是军队信息化建设成就的客观体现，将

为中国军队遏止战争、捍卫和平、铸造打

赢能力提供重要的手段支撑。

———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中心主任 朱启超朱启超

《科技日报》[2015-09-26]

创业是很困难的，要有胆量，有智

慧，要知道找什么人要钱，找什么人去帮

忙，找对了人，找对了方向后，是有可能

创业成功的。

———华裔科学家—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获得者 杨振宁杨振宁

《现代快报》[2015-09-23]

我们不用科技来主导人类活动，而

是人类利用科技，这不能反了。我们在

培训和教育孩子的时候，都要重视人文

方面。

———美国前国务卿—美国前国务卿、、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

原教务长原教务长、、教授教授 Condoleezza RiceCondoleezza Rice
财新网 [2015-09-2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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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头术换头术””能否从科幻照进现实能否从科幻照进现实
2015年9月9日，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称，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 Sergio CaSergio Ca⁃⁃
naveronavero将与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手足显微外科教授任晓平任晓平携手完

成世界上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人类

“换头术”的想法是Canavero 2013年提出

的，此次“换头术”的话题再次引发科学

界争议，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此次研究者

将“换头术”提上了议程，并且有志愿者

的加入。有人说这项手术将会成为医学

领域的新里程碑，但反对者却认为一系

列的技术难题在短时间内很难被攻克，

术后头部与躯体的归属问题，在临床上

还从未有过案例，道德和伦理问题又该

如何平衡，还没有参考的先例。“换头术”

这一令人血脉偾张的医疗技术何去何

从，颇为引人注目。

动物头部移植的早期探索

人类“换头术”虽然还是令人耸动的

话题，但动物“换头术”已并非新鲜事物。

195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教授赵士杰赵士杰挑战狗头移植，双狗头

存活 5天零 4小时，创造了国内最好纪

录，也开启了中国器官移植的先河。

1970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Robert WhiteRobert White领
导的研究小组进行了猴子的头部的移

植。但他们并没有将头部和身体的脊髓

连接起来，所以移植的猴子脑袋无法移

动它的新身体，它只在人工仪器的辅助

下呼吸存活了9天，之后死于免疫系统对

头部的排斥。

2013年 7月任晓平带领哈尔滨医科

大学团队成功完成了老鼠头部的移植，

起初完成移植手术的老鼠存活时间只有

几个小时，在经过近1000次的实验，他们

迄今为止的最长纪录是让老鼠在手术后

存活一天。

尽管动物头部移植已经有了初步的

探索，但“换头术”应用于人体，还是引发

了科学界的激烈争论。技术与伦理，如

何攻克与平衡，是必然会面临的问题，同

时也是争议的症结所在。

技术瓶颈如何突破

“Canavero的实验需要在深低温和麻

醉状态下双双从颈部斩头，在极短的时

间内对颈部的血管、神经和肌肉进行精

心解剖，用极锋利的钻石刀或纳米刀迅

速地切断脊髓，将受者的头和供者躯体

的颈部断面放置在一起，无缝对接中枢

神经、脊髓、血管、肌肉，保证新的生命不

是徒有呼吸支撑生命，特别是最大程度

恢复肢体运动功能，而非瘫痪的身体。”

任晓平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对 Ca⁃
navero的换头实验进行了解析，他同时提

到，“神经再生、免疫排斥反应和大脑的

低温保存以及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预防问

题是需要攻克的三大障碍。”

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任晓平

深入分析了“换头术”的技术困难。他提

到，对于头部来说，由于构造非常复杂，

头部缺血器官的损伤最难把握，在室温

情况下头部缺氧 4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

的损伤，很可能会使受体损失正常的智

商，这就违背了这项实验的本意。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临床神经外科教

授Harry GoldsmithHarry Goldsmith曾成功完成了脊髓损

伤恢复。但对于这个项目，他还是表示

“太匪夷所思了，它发生的可能性非常

小。手术中存在太多的并发症，我不相

信它真的能成功。试图让一个人在昏迷

中保持健康达4个星期之久，这根本不可

能发生。”

New Scientist报道称，对于免疫排斥

反应，虽说现阶段的技术相对比较成熟，

但仍需几年时间来不断实验验证才能应

用于人体。美国神经学和整形外科医生

学会（AANOS）主席William MathewsWilliam Mathews认为

这不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他表示，既

然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药物达成身体对大

量组织的耐受，如一条腿或心肺联合移

植，那么头部移植应该也是可行的。但

纽约大学 Langone医学中心医学伦理学

家Arthur CaplanArthur Caplan却认为“换头术”只不过

是一个大的公关噱头。他所在医疗中心

的病人进行换脸手术后需要接受高剂量

的抗排斥药物，这就将病人置于癌症和

肾脏问题的高风险中。所以他认为，“换

头术”仅仅是一个“诸神之梦”，无论是技

术还是伦理都不被允许进行。

而对于媒体关注较多的中枢神经，

Canavero和任晓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

表示，虽然传统医学认为中枢神经不能

恢复，但近10年来医学发展迅速，这个结

论会很快就被推翻，目前在科学研究和

临床都有很好的成功实例，因此这并不

会制约“换头术”前进的脚步。

道德伦理难界定

人类“换头术”将引发前所未有的哲

学和伦理争议。拥有陌生的身体对于一

个人的身份将意味着什么？归属如何界

定？科学界目前对“换头术”这一想法大

多持谨慎态度，《科技导报》联系了许多外

科医生和科研人员进行采访，但他们大都

拒绝对这一项目做出评论，有部分人认为

这个想法太“天马行空”，属于“科幻情节”，

而对于应用于人体，他们都表示太过遥

远，也并不愿公开讨论这一项目。

在CNN的报道中，美国西南大学神

经外科主任和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主

席Hunt BatjerHunt Batjer表示，他不会允许这样的

实验发展在自己身上，因为这项实验由

此引发的不仅仅是死亡，而更多的是比

死亡更糟糕的事情，例如身份归属的伦

理问题。国际外科医师学院美国分院执

行理事Nick RebelNick Rebel对这一项目也不报积

极态度，他表明，尽管他的组织与AANOS
一道为Canavero提供了一个发起项目的

平台，但并没有赞助他的想法。“我们会

为他创建一个发起项目的场地。很多国

际顶尖的外科医生将与会共议。让我们

拭目以待，看看这个项目是否会被大家

所接受。”

虽然目前理论分析以及动物实验可

以预示“换头术”美好的前景，但是任晓

平也希望媒体不要过分炒作，他不想过

度吹嘘自己团队的进展，也不愿预言自

己可能在什么时候尝试人类头部移植。

在他看来，头部移植研究并非轻率之举，

如果此类移植能够得到完善，有朝一日

这项手术或许能够帮助大脑完好但身体

患病的患者，例如脊髓受伤、癌症和肌肉

萎缩症的患者，“我们希望在临床上进行

这种研究，但我们首先得建立一个长期

生存的动物模型。目前我还没有信心说

我可以做人类头部移植。”

文//祝叶华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9



科技导报 2015，33（19）www.kjdb.org

·科学共同体要闻·

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屠呦呦以及爱尔兰科学家William C. CampbellWilliam C. Campbell
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

成就。屠呦呦的获奖理由是“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这是中国科

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

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

项。屠呦呦是诺贝尔医学奖的第 12位女性得主。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与中国其他机构合作，经

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

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

此药受益。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

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

《人民日报》[2015-10-06]

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5年诺贝尔

物理学和化学奖公布

北京时间10月6日17时，瑞典皇家

科学院揭晓了 2015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奖名单，日本科学家梶田隆章梶田隆章与加

拿大科学家 Arthur B.McdonaldArthur B.Mcdonald 获奖。

他们使用日加两国的大型仪器对中微子

做出了重要测量，并证明中微子存在质

量。两人的发现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历

史，结构和未来的认识。北京时间10月

7日17时，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在当地

的瑞典皇家科学学院揭晓，英国科学家

Tomas LindahlTomas Lindahl与美国科学家 Paul MoPaul Mo⁃⁃
drichdrich以及 Aziz SancarAziz Sancar获奖吗，获奖理

由是“DNA修复的细胞机制研究”。3人

在分子领域绘制出了细胞如何完成DNA
修复及保护遗传信息。他们的工作为活

细胞功能的认知提供了基础知识，研究

成果在未来甚至可以为癌症治疗发展提

供很大帮助。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2015-10-08]
第十一届中国科技期刊

发展论坛举行

9月24—25日，由中国科协、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主办，青海省科协、

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承办的第十一

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青海省西宁

市举行，主题为“融合发展：新常态下科

技期刊的发展之路”。中国科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吴尚之，青

海省委常委马顺清马顺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主任杨卫杨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刘刘

旭旭，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北京大学地球与

空间科学学院名誉院长陈运泰陈运泰，青海大

学校长王光谦王光谦等出席会议。来自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科技期刊工作者380
余人参会。本届论坛包括开幕式及大会

主报告、高峰论坛、专题分论坛、科技期

刊展览、科技期刊主编与科技工作者面

对面活动等内容。杨卫，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原院长郝振省郝振省，日本国家科技信息研

究院知识基础信息部部长水野充水野充作大会

主题报告。针对当前科技期刊发展态

势，论坛还设置了大数据、媒体融合与科

技期刊，科技期刊与科学道德建设，科技

期刊国际化发展策略，区域科技期刊品

牌建设与西部创新驱动发展等分论坛。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9-25]
第五届中国湖泊论坛举行

9月22—23日，以“湖泊湿地与绿色

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湖泊论坛在

长春举行。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吉林省副省长隋忠诚隋忠诚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吉林省科协主席、中国

科学院院士冯守华冯守华主持开幕式。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浩王浩、美国南佛罗里达州水资

源管理署高级专家古滨河古滨河、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郑丙辉郑丙辉、中国科学院东

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宇张平宇

等应邀为论坛作主题报告。

与会专家和代表围绕湖泊与湿地流

域生态环境管理、湖泊与湿地水污染防

治理论与技术、湖泊与湿地生态环境恢

复与保护、河湖水系连通与流域水资源

优化配置理论与技术4个专题，开展交流

研讨。中国科协有关部门、全国学会有

关代表，有关省（市）科协和从事环境保

护和湖泊湿地研究的专家代表，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代表以及各承办单

位相关科技工作者300余人参加活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9-24]
第十五届福建省科协年会举行

9月 16日，福建省科协第十五届年

会主会场活动在福州大学举行。福建省

政府副省长洪捷序洪捷序、省政协副主席陈义陈义

兴兴，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孔辉郭孔辉、谢华安谢华安、田田

中群中群，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李培根、付贤智付贤智等

出席开幕式，约600人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上，颁发了第22届福建运盛

青年科技奖、第7届紫金科技创新奖，并

进行了11项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项目的现

场签约。随后举行了大会特邀报告会，

李培根，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

主任单志广单志广，谢华安，新西兰皇家科学院

生物活性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高益槐高益槐，

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辛丘岩辛丘岩，郭孔辉，福建师范大学激光与光

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谢树森谢树森分别作特邀

报告。年会将历时2个月，活动包括年会

主会场和分会场（59个）活动，还将举办

省科协学术沙龙、国际高层学术讲坛、海

峡两岸科技交流、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项

目对接等多项活动。

福建省科协 [2015-09-20]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2015年

学术年会召开

9月 9—12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5年学术年会在长春召开，主题为“病

虫害绿色防控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来自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保护领

域的1000余名科技工作者参加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李玉，中国工程院

院士、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植物

保护学会名誉副理事长陈剑平陈剑平，中国植

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麻

类研究所所长陈万权陈万权，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技局局长梅旭荣梅旭荣，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学会常务理事周雪周雪

平平等出席大会开幕式。

周雪平为《中国农作物病虫害——

第三版》出版致贺辞。该专著由中国植

物保护学会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组织全

国植保界 200个单位 700多位专家历时

4年编写完成，是一部兼具科学性、先进

性、权威性、专业性、实用性的植保领域

百科巨著。年会还邀请李玉、陈剑平、梅

旭荣、周雪平等作大会报告。本届年会

共举办5个分会场，共计165人作学术报

告，12个优秀学术报告受到表彰奖励。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5-09-2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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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海峡两岸

细胞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细胞生物学

学会承办的“2015年中国科协海峡两岸

青年科学家学术活动月——第十一届海

峡两岸细胞生物学学术研讨会”于 9月

11—14日在太原召开。此次会议吸引了

逾100位专家学者和会议列席代表参加，

其中23位专家学者来自台湾。会上，中

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同济大

学校长裴钢裴钢，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

长、清华大学教授陈晔光陈晔光和台湾细胞及

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台湾卫生研究

院院长龚行健龚行健分别致辞。台湾卫生研究

院分子与基因医学研究所王陆海王陆海院士和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研究员裴端卿裴端卿作大会特别演讲。另有15
位台湾学者和 16位大陆学者分别围绕

“细胞代谢与肿瘤发生”“细胞信号的化

学生物学研究”及“表观基因组重组和细

胞重构”3个主题作学术交流报告。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2015-09-23]
王中林获汤森路透

2015引文桂冠奖

9月 24日，汤森路透集团在美国费

城发布了 2015 年度引文桂冠奖（Cita⁃
tion Laureates）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

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首席科学

家，佐治亚理工学院终身校董事讲席教

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中林王中林成为物

理学领域获奖人之一。

王中林在一维氧化物纳米结构，尤

其是ZnO纳米带和纳米线的制备、表征

和基本物理性能理解等方面做出的原创

性重大贡献，开创了ZnO纳米材料在能

源、电子、光电子以及生物等领域的全新

应用，由此奠定了其在ZnO纳米材料领

域的“领头羊”地位。他在纳米能源领域

的学术研究和工业应用方面同样取得骄

人的成果：他发明了纳米发电机，研制出

世界上首个自供电纳米系统，构建了一

种全新的、完全由环境能源支持的微纳

电子器件工作模式，并提出了相关的技

术标准和技术发展路线图。自供电纳米

系统的发明，解决了制约物联网发展的微

电源问题，目前已经发展为一个全新的研

究领域。王中林还首次提出了利用压电

电势调控电（光）子传输过程的压电（光）

电子学效应，并由此开创了压电电子学和

压电光电子学研究的先河，对纳米机器

人、人-机界面、纳米传感器、医学诊断及

光伏技术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科学网 [2015-09-24]
王飞跃团队青岛平行交通项目

获国际奖

9月 18日，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拉

斯帕尔马斯首府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智

能交通年会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王飞跃王飞跃团队基于ACP方法的平行交通

一期工程荣获2015年度“IEEE国际智能

交通系统杰出应用奖”。该奖是国际智

能交通科研与应用水平最高荣誉奖项之

一。

平行交通一期工程是青岛市海信集

团承建的城市道路智能交通管理服务系

统的一部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智能城市

交通项目。该工程由中国科学院青岛智

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多家单位联合承

担。项目自2014年10月份上线以来，在

缓解城区交通拥堵、提升交通信息服务水

平、规范交通安全秩序、提高交通管理科

技水平等方面体现出较好的应用效果，有

力提升了青岛交通建设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科学院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2015-09-20]
《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

年度报告》公布

9月 21日，我国第一份针对世界可

持续发展科学与行动的专业研究报告

《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在北京首发。《报告》计算了

全球192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

中国学者提出的抵达“可持续发展拉格

朗日点”作为依据，制定了世界进入可持

续发展门槛的时间表。作为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中国，进入可持续发展门槛

的时间为2079年。《报告》由中国科学院

可持续发展研究组自 2012年开始规划

编纂。《报告》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牛

文元文元介绍，研究人员应用独创的可持续

发展“拉格朗日点”理论，首次定量计算

出世界代表性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

间表。除中国外，挪威将在2040年实现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最早实现的国家。

美国将于2068年进入可持续发展门槛，

非洲的莫桑比克将于2141年进入，是最

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定标准的国家。

《中国科学报》[2015-09-21]

9月7日，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

所·FDS团队、中国科学院中子输运理论与辐射安全重点实验室

承办的中国科协第101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合肥科学岛

举办。本期沙龙以“革新型核能概念”为主题，邀请中国科学院

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吴宜灿吴宜灿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

会专家林诚格林诚格共同担任领衔科学家，来自不同领域的40余位专

家学者展开了深入研讨。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刘兴平刘兴平代

表主办单位出席活动。

纵观核电反应堆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费米堆等第一代反

应堆，到压水堆、沸水堆等第二代反应堆，再到三代堆、四代堆以

及外中子源驱动的次临界堆、聚变堆等先进核能系统，核能的发

展史也是核能系统概念的革新史。本期沙龙紧密围绕“革新型

核能概念”这一主题，来自能源政策研究、核能科学研究、核能工

程等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各抒己见，发言

涉及我国核能形势、内陆核电、最新核能安全标准、高温气冷堆、

空间核动力、沸水堆新概念、聚变堆新概念以及其他革新型反应

堆的研发与推广等。本次会议提出以下主要新观点：

1）核能发展，特别是能源战略和安全评价、以及核电厂运

行等方面，需要引入更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运行人员的管理

应要独立于核电业主，运行人员只对安全负责，这对核能的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未来15～20年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核能领域需要

提出革新型概念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3）安全性和经济性在核能发展中相互制约，革新型核能概

念需要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取得突破。

4）核电站安全标准不断演进，革新型核能概念要采用最先

进的安全标准，具备更完善的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从设计上消

除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的可能性。

5）核能的发展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公众接受以及科普教育

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应重视相关的研究，以“互联网+”为契机，推

进新媒体在核能科普领域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9-1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探讨核能发展聚焦革新型核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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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与探索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与探索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张薇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中国地

质调查局地热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科技工作大家谈·

虽然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困扰我

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一大“暗礁”——能源危机与此同时已悄然恶

化。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6%、排名列世界第2，能源消费

高居世界第2位，温室气体排放居世界第1位，这对一个人口众

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大国，构成沉重负担。为应对能源危

机，开发新能源已是当务之急。

转变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是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的必然需求。2013年1月10日，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

指导意见》。《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全国地热供

暖面积达到5亿m2，地热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0万kW，地热资

源年利用总量达到2000万 t标准煤，形成地热资源评价、开发利

用技术、关键设备制造、产业服务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到

2020年，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总量达到5000万 t标准煤。

干热岩作为资源潜力最大的地热资源类型，通常是指埋藏

于地表下数千米、温度高于150℃、没有水或蒸汽的热岩体。干

热岩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从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

实验室提出干热岩地热能的概念以来，国际上在干热岩研究和

开发方面注入了大量的资金。

现有十多个国家的干热岩项目由政府资助进行研究，干热

岩开发利用的理论与技术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外在干热岩地

热资源勘查中已成功地采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如在澳大利亚

南部用重力异常圈定隐伏花岗闪长岩的分布范围，确定干热岩

规模；日本的Ogachi发电站用反射地震法和可控源音频大地电

磁法勘查地下第三系花岗岩（干热岩），划分了花岗岩的顶界面，

确定了断裂位置。目前，国际上干热岩发电技术正向第二代过

渡，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研发干热岩发

电技术的机构，并投入巨资。

在短短40年的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干热岩显现出了巨大的

利用价值。其发电系统没有废气、废液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几

乎为“零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很低，具有安全性好、不受季节制

约、利用率高、成本低等特点。

我国干热岩开发利用，由于技术水平的制约，多以跟踪国外

先进技术为主。目前我国干热岩的发展正逐步受到重视，但国

内的研究及技术水平仍处在前期的探索阶段，主要工作集中在

资源潜力的评价，与室内关键技术的研究，并没有投入实质性的

工作，因此亟待在关键技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勘查钻探工

作，从实质上推动我国干热岩发展。

2013年11月29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热资源调查研究中

心（简称“地热中心”）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

所成立。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统一部署，地热资源调查研究中

心依托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建设，为地热

专家研究团队提供学术交流和协作创新的平台，积极开展战略

研究以及信息服务和科技攻关，加强学术交流与业务培训，为提

高地热资源调查研究水平，促进国家能源结构以及战略调整，发

挥相应作用。

作为我国地热资源调查研究的合作交流平台，地热中心以

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紧密围绕地热研究的国际

前沿和国家需求，依托重大项目，凝聚国内地热学科相关单位的

技术力量，不断提高我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的科技水平，指导解

决地热资源调查及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及疑难问

题，提出我国地热学科的重大科学问题及发展方向，对地热资源

调查项目提出建议，培养地热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发展国土资

源部“技术中心、支撑中心、数据中心”3个基本职能。

2015年5月21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我国首个

干热岩科学钻探深井在福建省漳州龙海市东泗乡清泉林场开

钻，钻探深度将达4000 m，这标志着我国干热岩勘查开发进入

实践探索阶段。通过实施科学钻探，将进一步研究深部干热岩

赋存特征和成因机制，评价干热岩资源潜力，为我国实现干热岩

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这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干热岩开发的科

研工程项目。

从我国干热岩发电潜力来看，在技术条件较为成熟的条件

下，干热岩发电的前景十分广阔。通过已有项目的研究，干热岩

发电成本要远远低于太阳能光电池等其他发电成本。而随着干

热岩发电技术的成熟和大规模开发，干热岩发电的电价必定会

与我国的火电、水电的电价不相上下。如果干热岩的商业开发

可以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将其上网电价调整到太阳能光伏发

电的1元/千瓦时，则干热岩发电厂可较火力、水力电厂更快地收

回成本，从而加速我国干热岩发电厂的建设规模步伐。

干热岩的开发利用，仍有许多技术难题有待解决。但随着

世界各国对干热岩研究程度的逐步提高，相关技术迅速发展，在

不久的将来，干热岩生产的电能将会成为我国电网的重要部分，

未来将成为各个地区供热、供电的新方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做好基础技术研发工作，结合

我国干热岩资源属性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干热岩

资源规模化开发利用。今后，我国应逐步开展干热岩潜力分布

区资源调查；在不同类型区选择有利目标区，开展干热岩资源勘

察，确定干热岩能源接替基地；开展干热岩资源开发利用试验研

究，形成技术体系；建立干热岩科学开发利用示范研究基地；最

终实现干热岩发电商业化，让干热岩技术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

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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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待引力波拨动了待引力波拨动了““天琴天琴””的弦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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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会中那一承上启下的乐章

爱因斯坦堪称物理学界最重要的主角之一。继1915年提

出广义相对论后，他成功地将相对性原理推广至一切参考系。

广义相对论描述了时空弯曲如何受物质决定，物质运动如何受

时空弯曲的影响。它革新了人类对于时空本质的经验认识。

要想人们从理性上接受它，必须提供出可靠的证据。爱因

斯坦在广义相对论提出之初采用了两种方式：解释当时现有的

难题，提出预言供检验。

当时，观测发现水星的近日点进动的值比利用牛顿定律计

算的结果多出了43.11角秒（1角秒是1/3600角度）。天文学家

试图用其他天体对水星运动的影响来解释这多出的进动值，都

未成功。直到1916年，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成功解释该

问题，预测的进动值与观测结果很接近。这是对广义相对论的

有力验证。

1915年，爱因斯坦预言，当一颗恒星发出的光经过太阳时，

由于太阳造成的时空弯曲，沿着最直接路线运动的光实际上已

偏离了原来的入射路线，偏离角度约为1.75角秒。经历了多番

坎坷，终于，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这一预言得到了日全食观测

结果的验证。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爱因斯坦预言是引力红移，同样也得到

了科学家们的观测检验。它们共同推动了物理学界对广义相对

论的广泛接受。归根结底，这三者对应的都是时空弯曲的反

映。物质的质量引起时空弯曲，如果该物体还在加速运动呢？

时空弯曲的程度发生变化，表现成以光速向外传播的引力波。

这个预言早在1916年爱因斯坦就提出过。在广义相对论被广

泛接受之后，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去探测引力波。如果把广义相

对论的验证比作一场音乐会，引力波的探测历程就好像承上启

下的乐章，也许前奏低沉甚至失落，但中间定会激情高昂。

在它之前，广义相对论已初步成功验证，并应用到各个方面

（例如GPS）；在它之后，引力波如果被我们探测到，会怎么样

呢？

引力波：我辈岂是蓬蒿物

关于引力波可能带来的科学新发现，让人畅想的内容很

多。过去所做的大部分天文学研究是基于不同形式的电磁波，

但是电磁波容易被介于目标天体和观测者之间的物质散射或吸

收等。最简单的例子是地球大气的消光影响。如果观测手段是

引力波，由于宇宙相对于它们近乎透明，影响微弱，人类将可能

观测到在其他方式下被阻挡的天体，以及并没有产生电磁辐射

的天体现象。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引力波追溯到宇宙的极早期，甚

至是宇宙大爆炸之后10-36~10-32秒，而今天人类探测到的宇宙微

波背景辐射只是大爆炸之后30万年。引力波将帮助探索物理上

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广义相对论是否正确描述了引力？超新星

爆炸时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超新星爆炸后，中子星或黑洞是如

何诞生的？双黑洞碰撞前后以及碰撞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技术会推动新发现，然而，探索新发现这样的应用需求也会

驱动技术的发展。2014年10月13日举行的东方科技论坛上，

上海理工大学光电学院院长庄松林院士就探测引力波这一领

域，建议我国建造第二代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参与国际的合

作与竞争。他认为，这种耗资巨大的项目是值得的，因为探测到

引力波必然是基础物理学的巨大突破，而且建造探测器所需要

用到的大功率稳频激光器、超高反射率薄膜、超高精度光学元件

等技术，会提升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科技水平，也会使其他工程受

益。“天琴”计划将担当起该重任。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曹军威也有略

同的英雄所见。他曾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空间研究中心工作

从事引力波探测和数据分析工作，2006回国创建了清华大学LI⁃
GO（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y Ob⁃
servatory）工作组。根据多年参与引力波探测工作积累的经验，

他认为，科学探索的需求一直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驱动力之

一。他说：“我们参与LIGO项目也是希望从应用驱动的角度开

展先进计算技术的研究工作，LIGO引力波数据虽然没有高能物

理方面的数据量大，但其处理要求非常高，对计算技术的挑战非

常大，我们参与其中可以掌握第一手的应用需求，有的放矢地开

展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

路漫漫，上下而求索

国际上这场引力波探测的比赛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

时至今日比赛仍在继续。虽然目前仍然没有引力波的直接探测

证据，但不乏一些带来鼓励的间接证据。

1993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工作便是引力波研究历程

中的一座里程碑。故事中的主角是两颗小尺度的天体，半径仅

几十千米，质量与太阳相当，两者之间相隔大约几倍月地距离。

它们围绕彼此快速转动。经过足够长时间的观测，科学家们发

现它们彼此绕转的速度越来越快，绕转一圈所需的时间（轨道周

期）变短，大概每年会变短百万分之一秒。根据广义相对论，轨

道周期之所以会不断缩短，是因为系统中的两个天体在彼此绕

转靠近的过程中，以引力波的形式释放能量，从而成功地间接证

明了引力波的存在。

韦伯棒韦伯棒

引力波，本质上是弯曲时空的传播。为了直接探测到引力

波，马里兰大学的约瑟夫·韦伯设计制造出实心铝棒引力波探测

器，主体是两根长2 m、直径1 m的实心铝棒。韦伯认为，当引力

波的频率与实心铝棒的谐振频率相近时，微弱的引力波信号将

被放大至可探测水平。1969年，韦伯发表论文，称他的铝棒引力

波探测器接收到来自银河系中心的引力波信号。

韦伯的发现以及他的数据处理细节遭到其他科学家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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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应当铭记韦伯，感谢他当年的决

心、坚持和努力，感谢他的工作吸引更多的科学家进入引力波探

测的队伍。后来，人们在仪器上做了更多改进以提高其灵敏度，

但至今仍未能看到任何引力波信号。

激光干涉方法激光干涉方法

1962年，有科学家提出用激光干涉方法探测引力波。如果

一个物体受到引力波的影响，那么它将在一个方向上被压缩，而

在另一垂直的方向上被拉伸。

激光干涉地面引力波探测器激光干涉地面引力波探测器

目前最先进的引力波地面探测器均呈L型，利用激光干涉技

术，通过研究激光束的干涉条纹，来探索两臂相对长度是否受引

力波的影响而变化。

美国目前有两个这样的激光干涉引力探测器，分别在华盛

顿的汉福德和路易斯安那的利文斯顿，两者相距3002 km，它们

共同组成的系统名为激光干涉引力观测站（Laser Interferome⁃
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国际上同类的地面引

力波探测器还有意大利、法国合作的Virgo，德国的GEO和日本

的TAMA等。

以其中最大、灵敏度最高也是实施最早的激光干涉引力观

测站为例，它的工作过程如下：对于其中一个L型探测器，两臂长

度均为4 km，一束激光在两臂的交叉处被分光镜分为相互垂直

的两束。由于在交叉处和每一条臂的末端都垂放着反射镜，因

此两束激光将在两臂间来回反弹，最终回到交叉处，发生干涉。

如果两臂的长度保持不变，那么最终将干涉相消，即最终在输出

上看不到干涉信号。但是，如果引力波轻微地拉伸一条臂，压缩

另一条臂，相互干涉的两束激光束将不能彼此相消，干涉结果将

被显示。输出的信号中就蕴含了两臂的相对长度变化，进而告

诉我们引力波的信息。

但是仅靠单个探测器无法确定引力波源的位置，因为单个探

测器在单次观测时接收的信号来自于一大片天区，而不是定向的

某个位置。如果处于不同位置的2个以上的探测器，接收到引力

波的时间会有一定的差别，就可根据时间延迟以及已知的探测器

间相对位置来定位引力波源。而且多个探测器的探测还可以排除

一些干扰项“伪造”的疑似引力波信号。如果某个引力波探测器收

到了引力波信号，但是在时间延迟范围内另一个探测器却没有收

到，科学家们就该想想这个引力波信号是真是假了。

激光干涉引力观测站真正的观测始于2002年，结束于2010
年。在频率为100 Hz处，LIGO的灵敏度已达到1/1021，相当于能

分辨出一根长4 km的臂变化10-18 m，这是极其微小的长度变化，

比电子还要小近千倍。理论上，激光干涉引力观测站可以看到的

引力波现象包括：距离几十万光年之外的两颗中子星绕转靠近直

至并合过程所发出的引力波，超新星爆炸或伽马射线暴产生的爆

发式引力波，以及宇宙早期演化中残留下的引力波信号等。但历

时9年激光干涉引力观测站并没有直接探测到引力波，它将被升

级版本“Advanced LIGO”，灵敏度将提高至原来的十多倍。

引力波探测的空间计划引力波探测的空间计划

地面激光干涉探测器在低频率波段的灵敏度会受到实际臂

长和地面噪声的影响。不同频率范围的引力波对应的天体过程

一般也不同，例如低频率的引力波可能来自于银河系中致密双

星系统，其他星系中的双黑洞或者一颗不断绕转靠近超大质量

黑洞的小质量致密天体等。

为直接探测到低频率的引力波，2000年，欧洲航天局（ESA）

宣布将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合作共同实施“激光干涉空间

天线（Laser Interferometer Space Antenna, LISA）”计划，预计

发射3艘宇宙飞船，构建一个边长为500万 km的巨大三角形，

飞船运动的轨道类似地球绕日的轨道。2011年4月8日，NASA
宣布由于资金问题选择退出，随即ESA进行调整，作出了新的

eLISA计划，三角形的边长调整至100万 km，暂定于2034年发

射卫星。

立足国内，放眼世界

197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发表文章指出要重视基础

物理研究，要在中国开拓关于引力波的探索。

中山大学引力物理研究室建设了引力波探测器，其测量灵敏

度也位处国际同类探测棒水平前列。1979年7月，中山大学的陈

嘉言教授在第二届格拉斯曼广义相对论国际会议上作了报告，介

绍中国的引力波探测工作的进展，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20世纪80年代末，曾经活跃在引力波探测领域的专家或退

休或转行，该领域逐渐被放弃，近乎空白了十多年。

2008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国家微重力实验室胡文

瑞院士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及院外科研单位共同

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空间引力波探测工作组，开始探索中国空间

引力波探测的可行性。这一项目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

2050年规划。

2014年3月，天琴空间科学任务的概念被提出，其主要科学

目标是直接探测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引力波以及精确测

定后牛顿参数。

随后，第一届天琴空间科学任务研讨会于2014年12月8日

至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引力实验中心召开。来自莫斯科大学、中

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紫金山天文台、东方红卫星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重点讨论天

琴空间科学任务的科学目标、关键技术以及计划安排。

2015年5月17日，第二届天琴空间科学任务研讨会在中山

大学珠海校区举办，该研讨会正式启动了天琴计划的立项申请

工作。

根据目前设想，“天琴计划”主要将分4阶段实施：第一阶段

完成月球/卫星激光测距系统、大型激光陀螺仪等天琴计划地面

辅助设施；第二阶段完成无拖曳控制、星载激光干涉仪等关键技

术验证，以及空间等效原理实验检验；第三阶段完成高精度惯性

传感、星间激光测距等关键技术验证，以及全球重力场测量；第

四阶段完成所有空间引力波探测所需的关键技术，发射3颗地球

高轨卫星进行引力波探测。

天琴项目还处于起步阶段，势必面临诸多挑战。但挑战意

味着机遇，相信天琴空间计划的顺利开展，将推动诸多领域向前

进步，让中国的引力波探索更上一层楼。

最后，以清华大学曹军威研究员送给天琴计划的话结束此

文：中国在引力波探测方面的工作是空白，任何相关努力都值得

鼓励，一个建议是要脚踏实地从培养人才入手，国内真正懂引力

波实验的学者屈指可数，另外就是要有开放合作的心态，充分借

鉴国际上已有的研究和实验成果，而不是故步自封；祝愿“天琴”

计划早日成功实施。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左文文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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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西藏水资源生态足迹评价与动态预测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之根本，是社会发展之

命脉，随着水危机的日益加剧，水资源短缺已

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生态足迹概念是

用来评价生态可持续发展状况的一种方法。

西藏大学赵忠瑞赵忠瑞等使用生态足迹模型评估了

2003—2012年西藏自治区的水资源状况，结

果表明：西藏水资源生态足迹2003—2008年间

由 0.0154 hm2·人-1上升至 0.0212 hm2·人-1，

2009—2012年逐渐下降，10年平均水资源生

态承载力和生态盈余分别为1.2170和1.1986 hm2·人-1，生态承载力

和盈余均呈下降趋势；西藏第一产业水资源生态足迹比例高达90%，

第二产业最低为1.07%。藏东南地区的水资源生态盈余明显高于藏

北地区，其中拉萨与阿里地区最低；2003—2012年各区人均水资源

生态盈余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林芝、山南、昌都下降较为显著。研究

表明，虽然目前西藏水资源处于安全状态，但其生态可持续状况呈小

幅下降趋势。西藏地区应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其水生态资源的变

化，以便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保护源头活水。（网址：www.journals.zju.
edu.cn/sci）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5-09-25]
推荐人：《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编辑部 寿彩丽

植菌昆虫及共生真菌共生机制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琳王琳

等综述了植菌昆虫及共生真菌的共生机制。约4~6千万年

前，3种昆虫类群白蚁、蚂蚁及食菌甲虫独立进化了培植真

菌作为食物的能力，完成了从收集、捕获到主动种植真菌作

为食物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耕种”的生活方式最终使得这

些昆虫占据重要的生态位。切叶蚁及其共生真菌、白蚁及

其共生蚁巢伞、食菌甲虫及其共生真菌是典型的被广泛研

究的真菌和昆虫共生体系。这种培植真菌的能力并不仅仅

存在于以上3类昆虫中。植菌卷叶象甲精心制作叶苞并接

种储菌器真菌；蜥蜴甲虫以及树蜂

也存在接种共生真菌作物的行

为。从本质上讲，昆虫的真菌培植

体系与人类的农业体系非常类似，

因此对于种植真菌昆虫的系统研

究能够为应对全球粮食短缺和农

业持续高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网 址 ：manu39.magtech.com.
cn/Jwxb）

《菌物学报》[2015-09-15]
推荐：《菌物学报》编辑部

祁连山青海云杉林群落结构的

空间异质性
甘肃农业大学等

单位的研究人员以动

态监测样地（340 m×
300 m）的 网 格（5
m× 5 m）为基本单

元，选择 5个群落结

构属性变量，采用分

形几何学和地统计学

方法对祁连山大野口流域青海云杉林群

落结构的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青海云杉林5个结构属性的变异程度

大小依次为密度＞平均冠幅＞显著度＞

盖度＞平均树高，变异系数为 43.7%~
79.6%。Moran I系数表明，各个结构属

性均有不同程度的空间自相关性，自相

关大小顺序为密度＞平均树高＞盖度＞

平均冠幅＞显著度，变化范围为-0.047~
0.382。指数理论变异函数模型能很好

地拟合不同结构属性的空间变异。植被

密度和盖度空间分布呈带状结构和斑块

结构叠加的特点，其他指标呈较强的斑

块状空间结构，密度和盖度对平均冠幅、

显著度和平均树高有一定的空间依赖

性。青海云杉林群落结构空间异质性适

宜的采样间隔和采样面积分别为 10 m
和0.5 hm2。（网址：www.cjae.net）

《应用生态学报》[2015-09-18]

改进发射药尺寸偏差是提高

5.8 mm步枪射击精度的有效方法
中北大学刘佳刘佳等研究人员在内弹道

方程组基础上，结合数学偏导方法，推导

出内弹道修正系数的理论计算公式，以

5.8 mm步枪为武器研究平台，计算其装

药量、弧厚、弹头质量

的修正系数。结果表

明，对 5.8 mm步枪初

速及最大膛压影响程

度大小依次为装药量、

球扁药弧厚、弹头质

量。装药量在靶场试

验中具有较精确可控

性，用统计分析法仅对得到的发射药尺

寸及弹头质量对 5.8 mm步枪初速影响

数据进行显著性分析，分析显示发射药

尺寸较弹头质量对初速影响更为敏感，

与理论计算结果相一致，因此改进发射

药尺寸偏差是提高 5.8 mm步枪射击精

度的有效方法。（网址：118.145.16.231/
jweb_bgxb） 《兵工学报》[2015-08-31]

地质灾害中人为活动的影响逐渐

加剧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徐元芹徐元芹

等研究人员通过海岛调查及已有文献资

料分析，发现我国典型海岛存在滑坡、海

岸侵蚀、海水入侵、湿地退化、水土流失、

地面沉降、风沙灾害、断层、港湾淤积、滩

面冲蚀、沙滩泥化、浅层气、砂土液化、地

震、软土地基15种地质灾害类型。滑坡

灾害最多，基岩岛岛岸、岛陆和近岸海底

均可发生；其次为海岸侵蚀，在基岩岛、

泥沙岛均有分布，主要发生于岛岸；再次

为海水入侵（含咸潮入侵），在基岩岛、泥

沙岛岛岸均可发生；湿地退化也在基岩

岛、泥沙岛岛岸均可

发生；其他灾害类型

的分布较少。通过对

海岛典型地质灾害的

成因机制分析，发现

各地质灾害都是自然

因素和人为活动共同

作用的结果，并且人

为活动的影响逐渐加剧，各地质灾害之

间还存在着成因上的联系。（网址：www.
hyxb.org.cn）《海洋学报》[2015-09-25]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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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首例全金属三明治化合物合成

三明治化合物是由金属原子和两个环多烯形成的“夹心式”化合物。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三明治化合

物领域的研究取得两项里程碑式的进展，但是，60余年来全金属三明治化合物的制备一直未获得突破。山西

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教授翟华金翟华金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忠明孙忠明合作，成功合成与表征了世

界首例全金属三明治化合物——全金属芳香性三明治化合物。研究成果发表在9月2日JACS上。

研究人员成功制备和表征了首例全金属三明治化合物［Sb3Au3Sb3］3-，它由3层金属三角面叠加而成，金

夹心层位于两个锑三角面中间，总体呈三棱柱结构。通过对化合物电子结构的详细分析，表明该化合物有一

个较宽的能隙（3.08 eV），即该全金属体系可能呈现半导体特性。（网址：pubs.acs.org/journal/jacsat）
《光明日报》[2015-09-16]

研究发现“基因开关”可抑制

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指肺

动脉压力升高超过一

定界值的一种血流动

力学和病理生理状

态，可导致右心衰竭。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

究团队发现一个基因

与肺动脉高压相关，未来根据它的作用机

理可研发针对这一症状的有效疗法。研

究成果发表在8月20日Nature上。

研究人员在小鼠体内发现了这种与

肺动脉高压有关的特定基因。他们发

现，在正常人的肺中，这种基因并不活

跃，然而对于那些患有肺动脉高压的人

来说，这一基因就会非常活跃地发挥作

用。目前针对肺动脉高压的治疗仅能缓

解患者的症状，但并不能真正作用在病

根上，因此往往疗效一般。研究人员说，

基于这一发现，未来如能研发出药物来

抑制这一基因发挥作用，或许就能找到

治疗肺动脉高压症的有效方法。（网址：

www.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09-11]

红外相机揭示怒江金丝猴种群

之谜
怒江金丝猴又称黑仰鼻猴，发现于

2010年，是继川、滇、黔与越南金丝猴外

发现的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总数不超过

800只。研究已证实该物种主要分布在

我国怒江西岸高黎贡山地区的原始森林

中，但科学界对其生态习性及社会组织

结构仍了解甚少。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与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

作，采用野外调查结合红外监测的方法，

第1次揭示了怒江金丝猴这一迄今最晚

发现的金丝猴物种的社群结构，并证实

该物种已显示出衰退迹象。研究成果发

表在8月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
tology上。

经过近 2年的研

究发现，怒江金丝猴

的社会组织和行为生

态特征与同属其他金

丝猴非常相似，主要

为“一夫多妻制”。据

介绍，红外相机照片

共识别出 5个完整的一雄多雌单元和 1
个完整的全雄单元，证实怒江金丝猴与

四川金丝猴一样，也存在重层社会结构，

即以一雄多雌为基本社会单元、多个基

本社会单元和1~2个全雄单元聚集在一

起形成超过100只的较大群体。研究人

员还发现，红外相机照片中个体雌婴比

和成幼比均较稳定的金丝猴种群偏高，

这表明该群体可能正在衰退，应继续加

强对该群体的保护。（网址：link.springer.

com） 科学网 [2015-09-06]

疟原虫感染增加肿瘤风险
感染某些致病菌的患者出现淋巴瘤

的风险也会增加，例如伯基特淋巴瘤。

这是一种常见的儿童期癌症，其在赤道

非洲地区的发病率是平均水平的近 10
倍，而同时，疟疾也是这里的地方性疾

病。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Davide RobDavide Rob⁃⁃
bianibiani及其同事通过对小鼠疟疾感染研究

上述两者间的联系，指出在与恶性疟原

虫感染的长期战斗中，小鼠的 B 细胞

DNA也易受致癌突变的影响。研究成果

发表在8月13日Cell上。

研究人员发现，在对疟疾的长时间

免疫应答中，B淋巴球成倍增长，并且激

活诱导胞啶脱氨酶（AID）出现延长表

达。通常，AID能改变抗体基因的DNA，

以生成多样性抗体抵御感染。但该研究

小组发现，在感染疟疾的 B淋巴球中，

AID 被大量破坏，导致其他基因中的

DNA 重 新 排 列 。 另

外，Robbiani还发现，

丙型肝炎病毒和幽门

螺旋杆菌感染等自身

免疫性疾病也能增加

淋巴癌患病风险。（网

址：www.cell.com）

《中国科学报》[2015-08-20]

水稻种子大小决定产量

种子大小是水稻产量构成的要素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很多作物育种改良的重要目标。尽管生长素的

合成、运输和信号转导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中研究已比较深入，然而其在作物中的研究和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仍

知之甚少。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成才储成才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李家洋课题组合作，通过对

一水稻大粒显性突变体（Big grain1, Bg1-D）的研究，发现BG1编码一个受生长素特异诱导的早期响应的未

知功能蛋白，在水稻茎和穗的维管组织中特异表达。研究成果发表在9月1日PNAS上。

有意思的是，BG1过表达株系生长素极性运输能力显著增强，并导致水稻籽粒显著增大。田间试验表明，

BG1过量表达株系与对照相比千粒重增加25%，产量增加21%。BG1过量表达植株生物量也显著提高。进

化分析表明BG1在高等植物中具有高度保守性。过表达BG1同样使双子叶植物拟南芥种子增大及生物量增

加，暗示BG1在单、双子叶植物生物量及作物产量改良中均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网址：www.pnas.org）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2015-08-18]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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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学术科学传播的未来学术科学传播的未来

2015年，英国皇家学会期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迎

来了创刊350周年。该期刊是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期刊，开创性

地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能够沟通他们的想法，最为重要的是将

科学家的工作交付与同行进行评估。Philosophical Transac⁃
tions所建立的学术传播4步流程——注册、审议、传播、存档，至

今仍为近30000份科技期刊所采用。然而，互联网的兴起使多

年来根深蒂固的学术出版模式发生了变化。2015年 4月和 5
月，英国皇家学会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学术传播中处于发展和尚

存争议领域的讨论会，探讨未来技术的影响、科学的文化及科学

工作者应如何从事学术科学传播。

英国皇家学会汇集了研究人员、研究的资助者、大学领导、

政策制定者、出版商和数据专家等多方人员，讨论未来的科学传

播应如何进行，话题涵盖同行审评机制、研究评估中影响因子的

使用、可重复性、伦理和不端行为、出版中的商业模式和获利及

科学知识如何传播和评估。其中，有关期刊影响因子的讨论是

近年来热议的话题，当前广泛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皇家学会

会长保罗·纳斯对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除了影响因子之外，我

们还能如何在个人或机构的评价中衡量科研质量？我们应如何

处理青年科学家在高知名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高强度压力？

为什么人们需要衡量研究的质量

人们总有这样一种强烈的需求，即，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评

估科研的价值、一本期刊的价值或一所大学的进步。但源于社

会经济学中的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表明，当一项指

标成为了一种目的，那么它就丧失了其作为一项优良指标的性

质。指标由人为构建，因此人们不应只着眼于一个简单的数字，

而应注意到该数字背后指向的含义。

人们通常需要通过科研卓越性和影响力对学术研究进行评

估，以在机构院所之间分配资金。对研究产出的质量进行评判，

并以此作为研究机构的质量指标。但研究的评估不是大学教工

的管理工具。指标在该过程中能够起到作用，但决不应将其作

为唯一参考。

大多数指标构建方法基于引次，但此处的矛盾是，科研文章

的主要目的是传播，而非提供一个质量的评判指标。人们应警

惕不同学科的引用行为差异，以及引次可能导致的平等性和多

样性问题的潜在可能。人们需要足够宽泛地定义影响力，使之

在不同学科的评判中都有效力，并且不应过度强调研究的商业

价值。应谨记，影响力经常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升高。另一方

面，科学工作者需要清楚，人们对引次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别，

基础研究只有加诸实际知识上才能造成影响力。因此对于研究

人员来说应时常能够向公众解释所做工作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人们也需要脱离唯引次而不顾其他的方式来更

好地定义科研的卓越性。但目前，评估新近指标的重要性或价

值为时尚早，这些指标包括社媒指标、论文下载次数。又或者，

索性脱离“卓越性”或“影响力”的定义，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一

些更宽泛的东西，比如，“我们与资助我们的社会之间，所做的交

易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研究和资助的过程中看重的是什么？”

如何最佳地评价研究

对国家层面上的研究进行评估，不仅适用于分配资金和评

价研究机构，还可以用于衡量政策施行的进展。最大的挑战在

于，研究高度复杂多面，无法简化为一些少数的指标。在英国，

尽管一些政府部门愿意更狭隘地定义影响力以促进特定方向的

研究，但研究卓越性框架（REF）在一系列广泛的指标中（学术影

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衡量卓越性。

一种好的研究评估方式昂贵耗时，如果要切实执行则需要

配备足够的资源。REF方法采用详尽的个案分析进行广泛的审

议，有利于减轻过于依赖狭隘指标的倾向。对研究机构来说，为

REF准备个案分析有着直接的价值，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更好地

理解其研究的影响力。

期刊影响因子（JIF）的问题由来已久，它导致了期刊编辑方

针和作者行为的背离（作者更有可能引用高影响力期刊中的文

章）。汤森路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发出许多其他的指标，但

几乎未造成任何影响力。斯高帕斯和谷歌学术也试图通过构建

其他的引次指标，来打破JIF的垄断地位。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

（DORA）认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受制于 JIF的压力之下，因

而要破解 JIF主导的局面，应共同协作来减少对它的依赖，而非

仅归咎于其中一方。此外，它还强调了衡量其他科研产出的重

要性，比如数据、领导性、试剂、软件和同行审评。它目前已拥有

12000名个人和500所机构的签字。

H-指数综合评判了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某科研工作者

的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H-指

数亦存在问题，由于该指数与论文发表的数量成正比，它严重不

利于青年科研工作者。

NIH资助的申请人要求随申请书提供一份概略文件，呈现出

他们的发现所对应科学进展的幅度和重要性，以及他们在这些

发现中充当的角色。科学界应鼓励NIH的概略形式而禁止 JIF
独断的评判指标。

分子生物学领域已经展示出新的趋势，以结构数据来存放

那些通常不进行论文发表的科研成果。但是应如何使之成为一

种科学化的过程？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ORCID）在追踪个

人数据库、资助和出版物中扮演关键角色。围绕ORCID的生态

系统正处于发展阶段，已被欧洲PMC数据库采用，并被越来越

多的期刊使用。目前已有一百万的ORCID。它是追踪个人贡献

的一种优良的方式。

当然，更好的学术科学传播方式的未来还在不断探索之中，

希望借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创刊350周年的机会使全球

一起关注这一问题，并在未来的不断进步中获取更好的学术传

播模式。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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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小书精著小书精著，，一本英国早期畅销科普读物一本英国早期畅销科普读物

雷蒙德·巴克斯特著，英国布鲁克邦德

有限公司，1975第1版，定价8.00便士。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周静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雷蒙德·巴克斯特（Raymond Bax⁃
ter）（1922—2006）是 20 世纪英国著名

电视节目主持人、科学传播家。《发明家

与发明》（Inventors and Inventions）是

其重要科普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巴

克斯特根据自己的认识，选择了50余项

对人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工具与技术发

明，并分别对它们做了介绍说明，这其中

还包括了阿基米德、达芬奇、富兰克林、

爱迪生以及马可尼等几位伟大发明家和

他们各自的重要发明与发现。该书虽然

袖珍（只有30页），但图文并茂，语言幽默

风趣、通俗易懂，是一本精致的小部头技

术史科普之作。

《发明家与发明》一书涉及到的内容

比较丰富，包括：轮子的应用；犁；阿基米

德；罗盘；印刷术；达芬奇；显微镜；望远

镜；时间的测量；蒸汽机；钢琴；航海仪；

灭火器；打字机；富兰克林；纺织机器；锁

的历史；缝纫机；电池；史蒂芬森的“火

箭”；矿井安全灯；自行车；盲文；发电机；

冰箱；左轮手枪；螺母与螺栓；照相机；摩

尔斯电报电码；充气轮胎；安全剃刀；救

生艇；交通信号；电话；爱迪生；洗衣机；

马可尼；汽车；摄影机；吸尘器；助听器；

电视机；猫眼；雷达；喷气式发动机；晶体

管；胶片照相机；气垫船；水翼船；窥视未

来。显然这本小书在内容上，包括了著

名发明家以及历史上在生产、运输、动

力、通讯、安全、军事等的重要发明创造，

以及对于人类未来发明的展望。

该书对于每一项发明以及发明的年

代、发明人等，都以简洁准确的语言恰当

解释说明，并配有图片。所用语言不仅

简炼生动，而且富有人文关怀精神。如

书中，作者称盲文发明为“盲人之友”，称

救生船为“海上英雄”，称冰箱为家庭主

妇的好帮手等等。

作为一位英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

科学传播家，作者在该书最后一页列出

了36项“自1500年以来英国的一些发明

与发现”，包括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道

尔顿的原子论以及电报、雷达和军用坦

克等等。但作者并非是不顾及其他国家

和种族的民族主义者——在书中也曾提

及几项来自中国的发明。如书中第3页

认为中国人在大约 2600年前发现了磁

矿石（这一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并

首先发现了用于辨别方向的指南针。另

外书中第4页还确认：“已知的最古老的

书籍印刷于公元9世纪中叶的中国”。无

论这一时间是否确切，显然巴克斯特承

认中国在印刷术方面的优先权。这些叙

述对中国科技文化的传播产生了重要推

动作用。

作为一位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专

业了解的科普人士，巴克斯特的书中出

现了一些张冠李戴的叙述。书中指出达

芬奇的手稿中有很多关于天才发明的图

纸，如降落伞、滑翔机等。然经考证，中

国南宋时期已有以雨伞组合成简陋降落

伞的应用[1]，而更早在五代时期已有尝试

借助风筝等物飞行的事例 [2]。因此读者

阅读这类著作时如果能与中国科技史专

门著作相互参照，便能对书中内容有更

准确的评价。

《发明家与发明》一书虽然篇幅有

限，但是巴克斯特除了向读者介绍科技

知识外，还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对于技术

发明做深层次的思考。在书的首页，他

对“需求是发明之母”的说法表达了一定

质疑，同时也对英语中另外一句格言“人

类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会流泪”也提出

质疑。他认为相比于能流泪，人类能发明

等能力更为重要，并且仅仅出于满足需要

目的的发明并非只有人类才能做到，有的

动物出于需要也能做出“发明”，如海狸会

建造水坝。而人类的发明除了以满足需

要为目的外，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也可以

完全是受“特殊的创造欲望”驱动而做出

的。因为创造欲望驱动而做出的人类发

明的重要性，恰如语言对于文明的重要

性。当然在巴克斯特看来，语言也是同样

重要的另外一种人类发明。

在接近尾声处，与书的开篇呼应——

再次提到人类为什么醉心于发明的问

题。巴克斯特认为：“人最重要的本性之

一就是永无休止的好奇。”人类在好奇心

的驱使下，在回答一个又一个为什么的过

程中，收获新的思想从而进步，同时发现

更多的为什么。在这样无休止的解决问

题的努力中，新的发明也同时相伴诞生。

小书不仅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发明做

了介绍，结尾处还对于人类未来（如2075
年）的重要发明做了畅想。巴克斯特认

为很多未来的发明都会超乎人们当下的

理解力，因而无法预见，但是有一点可以

肯定：“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丰富多彩的

发明”。因为发明，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的

需求，更是因为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人

类有着与生俱来的创造欲望，它们驱动

着一代代发明家进行发明创造。

这本科普小书处处洋溢着巴克斯特

于 20世纪 70年代对于科学技术毫不怀

疑的爱戴，这也是这位致力于科学普及

工作的作者一生的科技情怀。许多技术

史类书籍专业性强，且叙述方式不为普

通大众所能接受，《发明家与发明》这本

册子精致小巧，图片丰富，内容吸引人，

它的大量发行加速了科学技术的传播。

除了书的内容，这本小书的发行销售

技巧也值得关注。小书在刊载每一项发

明介绍的页面以及照片旁，都留有长方形

的空白。原来这是出版公司当时的一种

营销手段。书中与每项发明配套的都有

一张精美的彩色卡片，要求读者自己找到

并贴在相应空白处，使小书更加图文并

茂。而这些图片往往会在该公司出售的

茶包中免费赠送，有点类似现今小孩子为

了集全卡片而购买物品一样。这样喝茶

的人因为见到卡片可能诱发买书的欲望，

买书的人为了卡片可能就要去买茶。这

种交互作用提高了书的销量。

《发明家与发明》一书出版已经整整

40年，但是该书的主要内容并未过时。

作者小书精著、文字简练明晰等写作风

格值得学习，出版者匠心独运的图书营

销方式也可使我们得到某种启发。

参考文献
[1] 岳珂撰, 吴企明点校.桯史(第十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26.
[2]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七卷)[M]. 北

京: 中华书局, 1982, 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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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博物学家

[英] Robert Huxley 著，王晨 译。商务印

书馆，2015年5月第1版，定价：85.00元。

本书讲述了自古典时期到19世纪末

世界上最伟大的39位博物学家的故事。

通过他们的生活、探险经历、观察和发现

透视着自然的历史，他们用自己勇敢无

畏的旅程和开创性的理论改变了科学发

展的道路。

书囊括了许多著名人物，如：最早的

博物学家亚里士多德；为自然带来秩序

的卡尔·林奈；航海家和收集者约瑟夫·

班克斯；乔治·居维叶，建立灭绝概念的

人；使用自制显微镜发现细菌的安东尼·

范·列文虎克；尼古拉斯·斯坦诺，打开地

球地质学历史大门的人；还有玛丽·安

宁，“古生物学的公主”，她自学成才，拥

有令人吃惊的搜集化石的技巧。

自然的历史

[美] TomByrne 著，傅临春 译。重庆大学

出版社，2014年 8月第 1版，定价：78.00
元。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它的秘藏珍宝

之一是一座藏书50万册的自然历史图书

馆，还有照片、影片、手稿等藏品。图书

馆的馆长在这些镇馆之宝中特别精选出

40本书，这些书籍都配有精妙绝伦的插

画。书中我们将领略这些珍贵的书籍是

如何在自然科学史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角

色。由各个领域的专家所撰写的文字解

读这些书籍的起源和内容，满足读者们

的好奇心。

伟大的探险家

[ 英] Robin Hanbury- Tenison 编 ；王 晨

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 1月第 1版，定

价：88.00元。

本书讲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40余位

探险家的故事，将他们的生活一一呈现，

检视了他们的动机和激情，并将他们伟

大功绩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这些探险

家中有许多人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里回

顾了自己的旅程；其余的人是一流的艺

术家和摄影师。本书附有大量精美的图

画、照片、版画和地图，以及许多引用语，

让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双眼和他们的文

字去体验他们的历险。本书按照不同的

主题组织，并以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作

为第一个主题，这也是有记录可查的大

探险时代的发端。其他的主题包括陆

地、河流、极地冰雪、荒漠、地球上的生命

以及新的前沿。

暗淡蓝点

[美] Carl Sagan 著，叶式辉，黄一勤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定

价：49.00元。

本书是作者Carl Sagan 60岁那年

出版的科普名著，其主题关系到人类生

存与文明进步的长远前景——在未来的

岁月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寻觅与建设

新家园。

全书叙述风格宛如一部纵贯往昔、

今日与未来的史诗，于宏伟缜密间编织

着大量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书中回顾

了历史上有关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种种

观念，接着根据20世纪中叶以来空间探

测的成就对太阳系作了全方位的考察，

然后评估了将人类送入太空的种种理

由，最后是作者本人对人类未来的太空

家园的长远展望。

《自然》百年科学经典（六卷）

[英] John Maddox，[英] Philip Campbell，
路甬祥 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年4月第1版，定价：568.00元。

十卷本《<自然>百年科学经典》丛书

汇集了自Nature杂志 1869年创刊以来

近150年间自然科学各领域的重大发现

和发明。每篇文章均配有由Nature杂志

资深编辑撰写的简短导读，中文译文由

国内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审稿把关。

第六卷收录了自1973年至 1984年

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经典论文，涵盖

了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球科学5个

学科领域，共计 76篇。在这期间，物理

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

均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核磁共振成像

技术的实现；霍金关于黑洞辐射的提出；

氯氟烃将破坏臭氧层的预言；被称为“人

类祖母”的古人类化石“露西”的发现；单

克隆抗体技术的建立；首次实现胚胎干

细胞的体外培养等。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书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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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的论文撤销与其权威性悖论解析学术期刊的论文撤销与其权威性悖论解析

文//朱大明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高级工程

师。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学术期刊是发表创新科研成果、交

流学术思想的主要媒介，同时具有学术

导向和学术评价作用；而要发挥这些作

用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权威性，可以

说，学术权威性是学术期刊的基本特

质。“权威性”的内涵是信誉和威信，是令

人信服、信赖和遵从的威望和力量；简而

言之，学术期刊的权威性就是其在学术

创新性、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规范性方面

所具有的公认的声誉和威望；权威学术

期刊就是创新水平高、影响力强并被科

学共同体乃至全社会公认的期刊 [1]。发

表在权威性刊物上的论文之所以有较高

的权重，正是因为权威性刊物有严格的

同行评审制度，其发表的成果不仅学术

创新水平高，而且可信度高。

然而，现实情况是，一些公认的权威

学术期刊（包括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如Sci⁃
ence和Nature杂志）却不时声明撤销其

发表的某些论文，其大致分为2类：一是

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如造假、篡改、抄

袭、重复发表的论文，如 Science 杂志

2006年宣布撤销韩国著名生物学家黄禹

锡发表的有关干细胞的造假论文；二是

有学术内容问题如设计缺陷、观测失误、

数据错误、分析草率、论据不足、结论偏

颇、不能重复验证的论文，如曾获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科学院院士Lin⁃
da B.Buck及其他作者2008年在Nature
上主动发表声明，撤销其2001年发表的

1篇研究人员不能重复验证其数据的论

文[2]。更令人纠结的是：学术期刊往往是

在被侵权人告发和涉嫌作者迫于压力主

动要求撤销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论文撤

销声明；公开撤销的论文可能只是“问题

论文”的冰山一角；学术期刊论文撤销率

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学术期刊的权威

性已受到学界和社会公众的质疑。

按理说，学术期刊权威性的主要表

现就是其发表的重要原创性成果是可靠

的、令人信服和遵从的；但事实是，权威

性学术期刊却不时声明其发表的论文因

涉嫌造假或有严重科学问题而撤销。这

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权威性学术期刊

发表的研究成果可能是错误的或虚假

的。其权威性何在？如何认识或解释这

一悖论令人深思。悖论是指与人们的直

觉和经验相矛盾的命题、结论或认识，是

用语言表达的一种主观思维形式上的逻

辑矛盾；悖论的解析必须以对立统一的

辩证观点考察现实事物的客观实际。

毋庸讳言，由于急功近利、学风浮

躁，科技期刊成为学术违规的多发地带，

大量平庸论文乃至蓄意造假论文的发表

妨害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恶

劣的社会影响，直接损害了学术期刊的

权威性。因此，提倡严谨的治学作风，建

立严格的评审规范，不断完善监督和约

束机制，并严肃惩戒违规行为，是保证科

技期刊学术质量、确立其权威性的基本

前提。

与此同时，更应明确的是：科学研究

是不断证伪、无限逼近真理认知的探索

过程；所有研究成果都要经过实践和时

间的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精神、

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真理的探索过程，比

科学研究的具体结果更重要。科技期刊

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期刊的权威性是相对的而不是

绝对的，其内容在一定限度内存在缺陷、

问题乃至错误也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

关键是不掩饰错误，及时纠正；从不公开

发表“纠错”或“撤销论文”声明的期刊绝

不意味着其没有任何错误或疏漏，也并

不意味着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一方

面，期刊责任编辑和同行专家要严格审

稿把关；另一方面，专业读者应以审视、

质疑和批评的眼光对待学术期刊内容，

并进行必要的重复验证。论文撤销制度

的建立为学术期刊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质

量监督平台，依靠作者、编辑、审稿专家、

专业读者和科研管理部门共同维护科技

期刊“严格、严谨、严肃”的学术权威性。

其不仅可终止错误信息的传播、防止谬

误流传，而且对学术不端行为可起到惩

戒和威慑作用；“敢于对学术不端行为公

开亮剑的期刊才有公信力”[3]。从这一意

义上说，学术期刊会同有关权威机构经

过严格的调查、取证、审查、评估和论证

程序，郑重发布“论文撤销声明”，撤销造

假论文或有严重科学问题的论文，宣布

其学术内容和著作权无效，公开谴责其

学术不端行为或指明其存在的科学问

题，以维护科学研究和论文发表的严肃

性、规范性，不仅不会影响其学术权威

性，而且正是其权威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学术期刊应该积极主动地使用好

“论文撤销”这一维护学术期刊权威性的

重要武器[4]；专业作者、编者、审者和读者

和管理者构成的科学共同体必须共同努

力，以确立和维护学术期刊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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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我们的““教授教授””王飞跃王飞跃

·科学人物·

文//莫红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长沙理工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副教授。（文中图片为王飞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不知从何时起，同窗们开始仅以“教
授”二字来称呼我们的导师王飞跃。

“教授”曾任亚利桑那大学机器人与
自动化实验室主任，复杂系统高等研究
中心主任。1998年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

“引入海外杰出人才计划”和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人才回国工作，曾任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智能控制系
统工程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复杂系统
与智能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
院计算机与控制学科群学位委员会主
席，2011年被追溯为国防领域首位“千人
计划”国家特聘专家。现为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军
事计算实验与平行系统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在“教授”门下多年，我们都认为他
是一个真性情的在科学前沿的开拓者。
对事无情——严厉之“教授”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2001年6月
的一天，“教授”组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
的二次面试，参加面试的还有我日后的
同门朱立新——一位看上去自信满满甚
至有些自负的学生。面试从下午1:30持
续到5点，随着面试的进行，只见朱立新
的额头与膝盖的距离越来越近，这都是

“教授”严格深入的发问造成的；当“教
授”得知我是数学专业的学生时，对我面
试的问题从代数到几何、从拓扑到流形、
从理论到应用，让我惊觉自己的知识太
少，立刻收起玩心。

“教授”的严厉和对事情的精益求
精，学生们开始并不习惯，但经历很多事
情后，会觉得这种严厉中体现出来的真
诚弥足珍贵。今年教师节，现已为闽南
师范大学教授的祝峰在师门的微信群中
说：“教授”指导他写的论文 Reduction
and axiomization of covering general⁃
ized rough sets 的 SCI 他引频次已达
145次，他要以此作为礼物在教师节送给

“教授”。祝峰动情地回忆说，这篇论文
是“教授”一字一句修改而成的，而且他
居然一眼就看出原文中有一部分算法是
多余的，“火眼金睛”不得不让人佩服。
近日，祝峰又因“教授”指导的另一篇文
章入选了美国汤森路透集团公布的全球
2015高被引科学家。

因为“教授”的严厉，不少学生毕业
很久还对他保持着一份“怕”。有一次，
武汉纺织大学的肖志权得知“教授”会电
话和他联系时，心里很紧张，不时询问是

不是自己的科研做得不好。其实，都已
经毕业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怕导师？

“怕”，是来自心底对导师的敬畏与尊崇！
对人有情——仁爱之“教授”

“教授”以饱满的热情帮助积极进取
的青年，启迪他们的心灵，分享自己的智
慧，2007年其在新生入所时发表的演讲

“假如今天我也是一名研究生”广受学生
欢迎，肺腑之言，不仅是自己人生体验的
总结与升华，还饱含对演讲对象的珍视。

“拼命三郎”王知学读博时好烟酒，
为此没少挨“教授”的批评，2003年12月
底的一天，一阵非常急切的声音传过来：

“快，你们几个赶快劝住王知学，不让他
喝了，赶紧把他拉回来，喝多了伤身
体，……”。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现在
已担任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
长的王知学对我说过：当时离开“教授”
时，心里特别难受。待在“教授”的身边，
心里很温暖，“教授”批评，也觉得舒坦，
的确是因为事情没有做好，在他的心里，

“教授”就像父亲一样无可替代。
还有一帧记忆的画面让我难以忘

怀。2007年11月上旬，在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任教的张向文到访北京看望“教
授”，两人坐在办公桌边，我恰在旁边，只
见柔和灯光下，师徒二人促膝交谈，导师
认真听学生的工作汇报，不时点头，叮嘱
注意事项，张向文专注地聆听“教授”的
讲解，不时记下重点，并不断提出问题，
场面十分温馨。
对研究执着——开拓之“教授”

北京科技大学涂序彦教授曾经说
过：我们的思想在跳，王飞跃的思想在飞。
思想能“飞”起来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底蕴，
及不断在科技前沿的辛勤耕耘与开拓创
新。“教授”主要从事复杂管理系统的管理
与控制方法、社会管理、社会计算和智能交
通管理，提出了针对复杂系统管理的人工
社会建模，计算实验分析与评估，平行执行

的ACP方法，在复杂工程规划与管理、智
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企业和智慧社会等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基于ACP方法，开拓
了社会计算、平行管理、知识自动化等新领
域，获国内外知名奖励20余项。“教授”跨
领域发表专著论文300余篇，包括百余篇
SCI文章，多数为第1或唯一作者，谷歌学
术引用次数 13500余次，入选爱思唯尔
2014年度中国高被引学者；教授已获授权
专利18项，因在智能控制、复杂系统、社会
计算、机器人领域的贡献，于 2003年获
IEEE Fellow、2005年获 INCOSE Fellow、
2007年获AAAS Fellow、2007年获 IFAC
Fellow、2008年获ASME Fellow、2007年
获ACM杰出科学家称号，2014年获 IEEE
诺伯特·维纳奖，是该奖设立以来获奖的首
位中国大陆学者。
对己苛严——忘我之“教授”

自古至今，中国许多学者，不仅求经
世致用优良学风，更饱含着“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
情怀。“教授”也是如此，他现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
tion Systems、《自动化学报》和《指挥与
控制学报》的主编，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系统管理与复杂性科学专业委员会主
任、INFORMS北京分会首任会长。还曾
任多份其他主要国际期刊副主编或编
委，ACM理事、WSRI理事、IEEE智能交
通系统学会主席等多职。肩上的每份责
任，“教授”都竭力承担，每一件事情，都
认真对待，唯独忘记了生活。

师母曾说过，“教授”在家里是个“危
险人物”。有一次烧开水，他把水壶放在
燃气灶上就想他的问题去了。水烧干
了，壶嘴又冒烟又响，壶都烧出黑黄点，
就差起火了，“教授”居然还在写他的东
西。“教授”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把吃饭、
睡觉的时间节省出来用在工作上。熟悉
他的研究生王杰曾这样描述，不管春夏
还是秋冬，“教授”总是那件雪白衬衫，那
条泛白驼色长裤，那双圆头皮鞋；天冷
了，就加个外套，绕个围巾，戴个小红帽。

是的，“教授”永远是我们心中的那
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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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同行评议再议同行评议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如何在科学基金申请数量巨大的条

件下，保证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公平与

高效，是各国科学基金资助机构面临的

重大挑战之一。《化学与工程新闻》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英文

简称C&EN）副主编安德烈·怀德纳（An⁃
drea Widener）就这一问题于2014年11
月24日撰文介绍了同行评议制度的一些

新进展，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
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以 下 简 称

NIH）和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
ence Foundation,以下简称NSF）的相关

改革举措。现择要编译如下。

背景

近年来，为了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

转，在政府预算减少的情况下，科学家们

不得不撰写更多的项目申请书，以期获

得更多科研经费。但同时，申请受理机

构的工作人员和工作时间并没有相应的

增加，项目申请数量的激增不仅使得资

助机构和其工作人员超负荷运转，还对

于评审专家的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NSF和NIH采

取了一系列新的尝试，例如NSF增加了

项目在线评审的数量，通过初筛减少会

议评审的工作量；NIH一方面采取措施扩

大评审专家队伍，以减少评审专家的平

均工作量；另一方面，通过项目试点研究

总结经验，优化同行评议体系，使其更加

公正和高效。

同行评议制度的新进展

“在各类文献中对‘同行评议’的论

述并不多见，但它是科学的基础。只有

对它进行切实的研究，才能确保我们的

评审系统正常运作，并评选出最好的研

究项目进行资助。”美国生物科学研究院

技术运营主管史蒂芬·高罗（Stephen
Gallo）如是说。同行评议试点工作应审

慎而行，因为研究经费对于研究者至关

重要，意义非凡。因此，NIH和NSF在相

关改革时非常谨慎，通常一项改革要经

过数年周密细致的研究。下面是已经实

施中的5项改革措施。

11））建立虚拟平台建立虚拟平台，，推广在线评审推广在线评审

NSF 的相关研究团队尝试了包括

“在线评审”在内的7种试点方案来完善

现有的同行评价体系。在线评审的优势

是评审安排更加灵活，成本更小，而且扩

大了可选评审专家的选择范围。但是大

多数科学家认为面对面的会评环节仍然

必不可少，因此该方案还包括在召开评

审会议之前邀请评审专家对项目申请书

进行充分的在线讨论，而在会评阶段只

讨论那些仍有争议的申请项目。

除了“在线评审”，该研究团队还尝

试了在项目预报阶段为申请书“瘦身”，

（删减“研究方法”及“项目预算”等填写

条目）；以及采取限项措施和改集中申报

为滚动申报，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评审

工作量，效果明显。

22））引入申请者互评机制引入申请者互评机制

申请者不能作为同类项目的评审

人，是基金申请过程中惯用的回避制

度。“申请者互评”就是邀请当年项目申

请者来评审相关研究领域的其他申请者

的项目。NSF就尝试了这种新的基金评

审方案，即：强制所有申请者必须完成 7
份竞争者申请书的评审。负责这一试点

项目的是NSF土木、机械与制造创新办

公室的副主任乔治·海泽瑞格（George
A. Hazelrigg）。这种评审方式设计的重

点是制定适当的评审规则以避免出现

“囚徒困境”现象，防止评审人故意给其

他竞争对手打分过低。乔治和他的同事

们在每 7名申报者中选定 1人来评审其

他的项目申请书，如果在评审过程中评

审人作弊，那么出局的只能是评审人自

己。在参与试点研究的131人中，只有1
人被淘汰。

33））关注评审过程中的种族差异关注评审过程中的种族差异

NIH 的纳卡穆拉（Nakamura）和他

的同事们研究发现，在获得资助的申请

项目中，美国黑人申请者的比例远远低

于其他种族和民族的申请者。他们研究

建议申请书在送交评审专家时，不提供

项目参考文献、申请者民族状况以及所

属单位等情况，尽可能实现盲审，以减少

种族偏见对评审结果的影响。

44））如何保证评选出最好的科研项目如何保证评选出最好的科研项目

资助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项目遴

选的难易程度。那些处于申请总数前

15%—20%的项目，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

明显，所以当资助率低于20%时，偶然性

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为了保证最好的

科研项目获得资助，试点项目采用了按级

评分的评审方法，既先把所有申请项目进

行不同等级的排名，然后评审专家只需对

入选最高级别的项目进行集中打分，除了

正常的评分，评审专家还需对优先资助的

前10个项目进行排名，这样予以资助的项

目之间的差异会更加明显。试点研究还

包括对评审结果进行复评，以验证该评分

体系的稳定性和公正性。

55））限定单个领域资助率限定单个领域资助率，，平衡分配平衡分配

科研资源科研资源

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获得资助的科研

项目并没有平均分配在所有学科之中。

NIH 正在尝试评估其173个主流研究领

域是否都能够获得数量相当的资助份

额。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化学系教

授托马斯·马洛克（Thomas E.Mallouk）
建议，受理部门应限制对热点项目的资

助数量，避免由于某些学科突然成为热

点，而突然增大对于该学科评审专家的

需求。

问题与思考

如果项目申请量持续增加，以上所

有这些关于“同行评议”的试点研究都将

举步维艰，难以实行。2014年，由于NIH
允许申请者修改并再次提交申请书，申

请数量巨大的问题变得尤为严重。纳卡

穆拉希望能将每年的项目申报数量降低

到60000项，甚至是40000项。NIH正在

尝试包括限制每个研究者每年所能获得

的项目资助数量来降低申报数量，这也会

最终导致科研团队规模的缩小，从而让资

助部门有更多的时间来监管科研项目的

研究工作。因此，减少申报数量保证评审

工作质量仍然是我们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

局；2东北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图片为本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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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峰 1，陈绍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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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北京迎冬奥亟需落实
绿色化发展战略

2015年7月31日，北京与张家口联

合申报2022年冬季奥运会获得批准，这

是我国继2008年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之

后的又一盛事。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在北

京和张家口两地同时召开，为迎接冬奥

会，两地将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尤其在生

态环境、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要做

很多细致的工作。而在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冬奥会的成功申报，无疑会大大促进

首都北京和坝上地区的相关工作。

其实，申办冬奥会不是目的，当年举

办夏季奥运会也不是目的，生态环境的长

远优势才是首都北京的软实力所在。北

京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来自五大洲的客

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生态环境质量。

冬季是北京容易发生雾霾和环境污染的

季节，北京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恐怕是

冬奥会能否成功举办一个重大筹码。

围绕大气环境质量保护，北京市政

府业拟下大力度整治。除严格执行国务

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还推出《北

京2012—2017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期

间，计划压缩燃煤1300万吨，大力发展风

能、光伏能源，降低机动车排污，实行与

欧盟等同的“国六”标准，关停并转1200
家高排放企业。

除了大气污染防治，北京政府还将

加强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京张

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绿

色生态廊道、京津冀生态水源林等。

应当说上述措施对于改善北京生态

环境质量，尤其改善坝上地区脆弱的生

态环境，是大有裨益的，然而，想法虽好，

还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对措施，否则再好

的政策落不了地也是空想。对于污染产

业也不能一关了之，在当前经济下行的

压力下，就业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还是很

尖锐的。如何来解决这一难题呢？这里

我们建议北京，借举办冬奥会春风，率先

落实中央提出的“绿色化”发展战略。

在2015年3月份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上，有一个概念让人耳目一新：“绿色

化”。这是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概念

的提升——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

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又加入了“绿色

化”，并且将其定性为“政治任务”。换句

话说，这是“四化”变“五化”。

要发展绿色化经济，农业首当其

冲。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的大部分时

间是花在觅食或生产食物之中。第一次

绿色革命带来了食物极大丰富，然而人

类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酸

雨、温室气体升高、雾霾、病人增加、贫民

窟出现等，无不与高度集约化、化学化、

转基因化、市场化思维的农业模式有

关。让少数人养活高度集中的城里人，

土地承担不起污染之重；采取对抗的办

法控制病虫草害，农田充满“杀机”；人工

合成的植物五大激素（生长素、赤霉素、

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进军食物链，

产量提高了，营养下降了，污染出现了。

当前很多环境污染，是因农业而起。如

果从源头解决农业问题，从绿色化思维

出发，让农业中的各项元素循环起来，农

业完全是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中生产健康

的食物的。为了迎接和成功举办北京冬

奥会，首都农业能否从减少面源污染，生

产优质农产品，发展优质都市生态农业

做起呢？

对于生态廊道建设，不能仅强调绿

地率等数量，还要强调生态功能等质

量。笔者在北方城市中，很少看到由本

地森林群落组织的城市生态系统，大部

分还停留在园林绿化水平上。对于森

林、草原、荒漠、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人

类采取停止与大自然对抗做法，充分发

挥自然的修复能力，恢复后的生态系统

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远远高于

现在破坏后再治理的效益。“绿色化”不

是简单的绿化，绿化也不是简单的树化，

绿化祖国不等于树化祖国。

工业也可以走循环经济道路，减少

源头排放。“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发

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不幸在中国重演

了。采取“绿色化”工业思维，即使要求

做到“零排放”，这在技术上也是行得通

的，如造纸企业如果认真处理污水，业界

内能够做到出水口的水可以喝的地步。

污染不出工厂，治理成本就低。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治理环境污染不是

什么比登天还难的事，就看你重视不重

视环境保护，是真搞环保还是假搞环保。

强调绿色化发展，就必须对遍布城

乡 的 垃 圾

宣 战 。 未

来 限 制 城

市 发 展 的

瓶颈问题，

可 能 就 是

垃 圾 围 城

问题。城市代谢受阻，加上来自农村的

垃圾集中到城市里来，更加大了这一矛

盾。垃圾处理的最好办法是要从源头控

制，要实现减量化，一些塑料类物质必须

从源头停止生产，叫停过度包装。垃圾

分类，喊了好多年，为什么进展不大？恐

怕还是有利益在作怪。作为首都，北京

能否在全国率先叫停一次性塑料餐具、

一次性宾馆用具呢？这个叫停，在全国

有非常大的示范作用，会让来参加冬季

奥会员的各国来宾刮目相看：北京对于

环保终于动真格的了。须知道，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等少数国

家的宾馆里还提供一次性用品，不要说

欧盟那样的发达国家，就连经济落后的

非洲国家都不提供。我们能将宇航员送

到天上去，为什么就不能解决一个小小

的白色污染呢？环境问题好多是举手之

劳，不会比登天还难的。

其实，只要重视，非常困难的雾霾问

题也是能够解决的，2014年北京APEC
蓝的出现就是明证。雾霾产生的原因是

复杂的，解决雾霾的出路不是简单的煤

改油，而是发展思路要转变，要限制过度

膨胀的私欲，限制过度产能。当然，技术

上寻找替代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是必要

的，但重新思考“雾霾经济”，适当恢复当

年一些好的计划经济的做法，走共同富

裕道路是必要的。

我国过去在生态治理上走过的弯

路，就是没有从战略高度上认真思考生

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后果，没有“青山绿水

也是生产力”这样的战略思维。如今，中

央强调“绿色化”发展，北京又面临着举

办2022冬奥会这样重大机遇，首都北京

应当在全国带个好头，将生态文明建设

的若干理念落实下来，早日还北京青山、

绿化、蓝天的美好生态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蒋高明蒋高明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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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岩研究现状与展望干热岩研究现状与展望
陆川，王贵玲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 050061
摘要摘要 干热岩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是世界发达国家积极开发的重要资源之一。在干热岩技术基础上提出的增强型地热系统，已

经历40余年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本文总结世界干热岩的研究发展历程、示范

工程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论述开发过程中关键科学技术的重要成就和不足之处，阐明今后的技术发展方向，对包括干热岩在内

的高温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增强型地热系统；人工储层；水力压裂；地球物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31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9.001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hot dry rock research
LU Chuan, WANG Guiling
Institute of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Hot dry rock contains a huge amount of geothermal energy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being explor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EGS) has been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hot dry rock utilization. EGS rel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decades, which are abundant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ing courses of several important EGS projects, summarizing their successes and lessons, and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the ke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y, including new progress in high temperature
geothermal systems. Prospect of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is predicted.
KeywordsKeywords hot dry rock;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engineered geothermal formation; hydrofracture; geophysics

收稿日期：2015-06-03；修回日期：2015-07-31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科研资助项目（SK201413）；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12120113077900）
作者简介：陆川，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裂隙水流和深部地热，电子信箱：luchuancn@163.com；王贵玲（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水文学及地

热，电子信箱：guilingw@163.com
引用格式：陆川, 王贵玲. 干热岩研究现状与展望[J]. 科技导报, 2015, 33(19): 13-21.

地球是个巨大的热库，其内核（地核）的温度高达约

6000℃，除行星生成后的余热，地球内部放射性衰变、机械能

转换等过程也在不断产热。人类可以经济采出的那部分地

热能被称为地热资源。地热资源作为一种新的清洁能源，与

其他能源相比优势显著，大规模开发利用是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和节能减排的措施，同时，巨大的资源储量决定了地热必

然成为人类未来的重要替代新能源之一。

地热资源按其成因和产出条件分为浅层地温能型、水热

型和干热岩型地热资源。浅层地温能指蕴藏在地表以下一

定深度范围内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中具有开发利用价值

的热能，多直接利用，如取暖制冷等；水热型地热资源赋存于

高渗透型的孔隙或裂隙介质中，多与年轻火山活动或高热流

背景相伴生形成高温水热系统，通过对水热系统中流体的开

采即可获取热能；干热岩则是指地下高温但低孔隙度和渗透

性缺少流体的岩体，储存于干热岩中的热量需要通过人工压

裂形成增强型地热系统才能开采。

干热岩的分布几乎遍及全球，从理论上说，随着地球向

深部的地热增温，任何地区达到一定深度都可以开发出干热

岩，因此干热岩又被称为是无处不在的资源。但就现阶段来

看，由于技术和手段等限制，干热岩资源专指埋深较浅（3~
10 km）、温度较高（>150℃）、有开发经济价值的热岩体。目

前干热岩开发利用潜力最大的地方，是新火山活动区，或地

壳已经变薄的地区，这些地区主要位于全球板块或构造地体

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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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6-30；修回日期：2015-07-31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12120113077900）;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科研基金项目（SK201408）
作者简介：甘浩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热地质学，电子信箱：ganhaohao@foxmail.com；王贵玲（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热地质与水文地

质学，电子信箱：guilingw@163.com
引用格式：甘浩男, 王贵玲, 蔺文静, 等. 中国干热岩资源主要赋存类型与成因模式[J]. 科技导报, 2015, 33(19): 22-27.

中国干热岩资源主要赋存类型与成因中国干热岩资源主要赋存类型与成因
模式模式
甘浩男，王贵玲，蔺文静，王潇，马峰，朱喜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 050061
摘要摘要 干热岩资源作为地热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其清洁、稳定、可再生的资源优势及巨大的高温发电潜力，越来越受到关

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干热岩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并在不同地质背景条件预测或勘查到干热岩资源，然而至今仍未

对干热岩资源的赋存形式进行分类及开展干热岩资源成因机制研究，阻碍了中国干热岩资源的调查与精细潜力评价。在阐述干

热岩资源赋存的指标参数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已发现干热岩资源的成因模式分析，结合中国地壳结构背景，将中国干热岩资

源的赋存类型分为高放射性产热型、沉积盆地型、近代火山型和强烈构造活动带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不同类型干热岩资源

的成因机制，比较不同类型干热岩资源成因机制之间的差别，提出干热岩资源赋存的有利前景区。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资源；指标参数；热源；放射性生热；成因机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K52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9.002

Research on the occurrence types and genetic models of hot dry rock
resources in China

AbAbstractstract 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hot dry rock (HDR) resource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due to their
clean, stable, reproducible characteristics and huge potential of high temperature geo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China started research
on HDR resources since the 1990s, and has successfully explored and predicted quite a few HDR resources deposits. However, until
now, we have not classified HDR resources and studied the genetic mechanisms of their occurrence, which hinders the exploration
and precise potential estimation of HDR resourc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geological indicators of the occurrence of HDR resources
and genetic analysis of them in the world and the crustal structure in China, this paper divides the HDR resources into four types, i.e.
the high radioactive heat production type, the sedimentary basin type, the modern volcano type and the intraplate active tectonic zone
type. The genetic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types of HDR resources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and the prospect regions of HDR
resources are proposed, 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ecise potential estimation of the HDR resources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HDR resources; geological indicator; heat source; radioactive heat generation; genetic mechanism

GAN Haonan, WANG Guiling, LIN Wenjing, WANG Xiao, MA Feng, ZHU Xi
Institute of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常规能源的不断消耗，人们

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能源紧缺问题和环境问题。地热资源

属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与其他能源相比有零排放、持续性

好等显著优势[1]，积极推广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中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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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蔺文静，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热地质学，电子信箱：lwenjing@msn.com；王贵玲（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热地质和水文地质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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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干热岩资源选址与开发前景福建漳州干热岩资源选址与开发前景
分析分析
蔺文静 1，王凤元 2，甘浩男 1，马峰 1，王贵玲 1

1.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 050061
2. 河北省地矿局第十一地质大队，邢台 054000
摘要摘要 由于干热岩具有传统化石能源不可比拟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干热岩的勘探开发列入了国家能源发展计划。中国干

热岩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分析研究目前各国干热岩开发利用工程的基础上，阐述了干热岩开发的地热地质学指标，针

对福建漳州的干热岩科学钻探，从区内酸性岩体分布、盖层情况、深部热异常及区域稳定性等方面分析了福建漳州干热岩钻探选

址的原则与指标，建立了钻孔位置地区的概念模型，并对福建漳州干热岩资源的开发前景做出分析。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选址指标；福建漳州；成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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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a hot dry rock resource
project in Zhangzhou geothermal field, Fujian province

AbstractAbstract Hot dry rock (HDR) geothermal resources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national energy development plan by increasing
countries owing to their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over conventional fossil fuels. HDR research is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 in China.
Based on analyses of exploitation projects of HDR in the world, we propose several geothermal and geological indexes for HDR
development. We take the HDR resource project in Zhangzhou geothermal field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rules and indexes for
site selection through analyses of acidic rock distribution, cap rock condition, deep geothermal anomal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We
also build a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drilling area of Zhangzhou geothermal field, estimate the deep geothermal reservoir temperatur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HDR geothermal resources in Zhangzhou.
KeywordsKeywords hot dry rock; site selection index; Zhangzhou, Fujian; gene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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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e of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11, China
2. The Eleventh Geological Team, Hebei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Xingtai 054000, China

从 20世纪 7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提出干热岩概念以来，

经过40余年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干热岩的概念得到了不

断修正和发展[1,2]。迄今为止，世界上先后有多个国家开展了

干热岩钻探试验，由于干热岩具有传统化石能源不可比拟的

优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干热岩的勘探开发列入了国家能源

发展计划[3,4]。

从地下高温岩体中提取热能的实验研究最早始于 20世
纪70年代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随后，英国、法国、

日本等也相继展开了增强型地热系统（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s，EGS）的研究工作。1972年以来，进行过深部热提取

试验的国外干热岩项目有美国新墨西哥州Fenton Hill项目[5,6]、

英国康沃尔Rosemanowes项目、德国巴伐利亚 Falkenberg项

28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054


科技导报 2015，33（19） www.kjdb.org

干热岩水力压裂实验室模拟研究干热岩水力压裂实验室模拟研究
许天福 1，张延军 1,2，于子望 2，胡忠君 2，郭亮亮 2

1. 吉林大学地下水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00
2. 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长春 130026
摘要摘要 地壳中干热岩所蕴含的地热能量巨大，已成为世界各国重点研究开发的新能源。干热岩资源开发的增强型地热工程的场

地试验研究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在现场压裂和人工热储层建造示范工程前，实施干热岩水力压裂实验室研究很有必要。为

此，吉林大学深部地热和干热岩研究团队建设了大尺寸高温高压下干热岩水力压裂实验室模拟系统，为现场压裂工艺设计和储

层改造提供参数和技术支持。本文介绍模拟系统的实验设备、实验条件和初步的实验研究成果。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高温压实验；水力压裂；声发射；导流换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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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study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on hot dry rock
XU Tianfu1, ZHANG Yanjun1,2, YU Ziwang2, HU Zhongjun2, GUO Liangliang2

1. Key Laboratory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China
2.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6, China
AbstractAbstract Hot dry rock (HDR), which contains abundant geothermal energy, is a new type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and has become
the worldwide focus in new energy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field test of enhanced geothermal engineering for development of
HDR resources is costly, risky, and time-consum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laboratory test for investigating the
property of HDR before field fr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geothermal reservoir. The most urgent and essential problem is
the research on hydraulic fracturing and micro seism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utilizing HDR. To further explore this
issue to provide parameter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field fracturing and reservoir stimulation, Jilin University established a HDR
laboratory simulation system that can carry out hydraulic fracturing of large-sized sample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sting instrument, testing conditions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system.
KeywordsKeywords hot dry rock; 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test; hydraulic fracturing; acoustic emission; heat exchange test

收稿日期：2015-08-21；修回日期：2015-09-01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2012AA05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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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许天福, 张延军, 于子望, 等. 干热岩水力压裂实验室模拟研究[J]. 科技导报, 2105, 33(19): 35-39.

地热能由于其清洁、运行稳定和空间分布广泛等优点，

已成为世界各国重点研究开发的新能源，倍受国内外学者关

注[1,2]。目前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是水热型，占探明地热资源

的极小部分。干热岩是一种没有水（或含有少量水而不能流

动）的高温岩体，其温度范围很广，为150~650℃，主要是变质

岩或结晶类岩体。增强型地热系统（EGS）是人工压裂形成的

地热储层，是从地下深部低渗透性干热岩中经济地采出相当

数量地热能的人工地热系统。

干热岩在地球上的蕴藏量十分丰富。保守估计地壳中

干热岩（3~10 km深处）所蕴含的能量相当于全球所有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所蕴藏能量的 30倍。国家有关部门最新数据

显示，中国大陆 3~10 km深处干热岩资源总量相当于 860万
亿 t标准煤；若能开采出 2%，就相当于 2010年全国一次性能

耗总量（32.5亿 t标煤）的5300倍[3]。可以预见，随着不可再生

化石能源的减少，干热岩的开发将极有可能为中国节能减排

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做出重大贡献。

干热岩开发的增强型地热系统在世界上已进行了 40余
年的研究。美国于 1973年开始资助芬顿山干热岩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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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岩钻探关键技术及进展干热岩钻探关键技术及进展
贾军，张德龙，翁炜，黄玉文，单文军，熊正强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干热岩资源是一种储量巨大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开采干热岩资源的方法是钻开储层、建立增强型地热系统（EGS）。干热

岩地层通常为火成岩，研磨性强、可钻性差，温度高于200℃，对钻探工艺、设备、材料要求极高。本文在分析干热岩高温钻探特点

和难点的基础上，介绍了高温钻井液、井下钻具、高温井控、火山岩压裂、分布式测温等关键技术及其进展，提出了中国干热岩高

温钻探技术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钻探；高温钻井液；金刚石钻头；高温井控；测温；火山岩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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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hot dry rock drilling
JIA Jun, ZHANG Delong, WENG Wei, HUANG Yuwen, SHAN Wenjun, XIONG Zhengqiang
Beijing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Hot dry rock resource is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with abundant reserve. Exploitation of hot dry rock resource requires
drilling to the reservoirs and establishing an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EGS). Hot dry rock formations are usually igneous rock with
poor drillability and high temperature, which is a huge challenge to the drilling technology,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d difficulties in hot dry rock drilling ,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key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high- temperature drilling fluid, downhole motor, well control, igneous rock fracturing and distribute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discusses the focus and direction of drilling technology research, 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managers,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KeywordsKeywords hot dry rock drilling; high-temperature drilling fluid; diamond bit; high temperature well contro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igneous rock fr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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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贾军，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钻探工程，电子信箱：jiajun@bjiee.com.cn；张德龙(通信作者)，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钻探工程，电子

信箱：tgszd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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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岩资源是一种储量巨大、无污染、可再生的清洁能

源，初步估算中国埋深3~10 km范围内的干热岩资源量相当

于860万亿 t标准煤，按2%的可开采资源量计算，相当于中国

目前能源消耗总量的 5200倍[1]，实现干热岩资源开发利用可

有效改善中国能源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

在开展干热岩资源研究工作，部分国家已经建立增强型地热

系统（EGS），实现了干热岩资源的开发利用[2]。中国地热资源

利用历史悠久，1975年西藏羊八井钻成中国第一口湿蒸汽

井，同时建立了中国大陆上第一台兆瓦级地热发电机组，进

入了工业性发电阶段，开创了世界中温浅层热储资源发电的

先列。目前中国已经将干热岩资源开发利用提上日程，国土

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也将其列为重点发展方向，然而中

国的干热岩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尚属起步阶段，相关理论、技

术、方法略显不足。

国际上普遍采用建立EGS的方法开采干热岩资源，即采

用钻井的方法钻一口井作为注水井，钻一口或多口井作为生

产井，采用水力压裂技术压通生产井和注入井形成循环系

统，从注水井注入冷水，利用生产井开采蒸汽用于发电 [3,4]。

可见，如何钻开储层形成EGS系统是干热岩资源开发的关

键。与石油和浅层地热钻探不同，干热岩地层上部通常为沉

积岩盖层，下部储层为火山岩，地层温度高（通常高于

200℃）、岩性复杂、可钻性差，钻探、压裂难度极大。中国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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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岩钻探井控技术研究干热岩钻探井控技术研究

摘要摘要 干热岩地层通常为火成岩，地层可钻性差、温度高，钻探过程中容易发生漏失、井喷、井涌等事故。中国干热岩钻探井控技

术及装备略显不足。为满足干热岩钻探高温井控需要，保障施工安全，分析了干热岩钻探地层温度、压力与井喷的关系。针对干

热岩钻探特点，设计了旋转防喷器及配套控制系统，该旋转防喷器具有结构简单、耐高温、高转速、操作简单等特点。应用该旋转

防喷器可有效改善干热岩钻探工作环境，降低钻探风险，确保施工安全。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钻探；高温井控；旋转防喷器；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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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control techniques in hot dry rock drilling

ZHANG Delong, WENG Wei, JIA Jun, HUANG Yuwen, FENG Meigui
Beijing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Hot dry rock formations are usually igneous rock with poor drillability and high temperature. Circulation loss, blowout, well
kick and other drilling accidents occur frequently in hot dry rock drilling. Domestic well control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hot dry rock drilling. To satisfy the need of high-temperature well control and guarantee construction saf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blowout and designs a high-speed rotary blowout
preventer and control system with simple struct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capacity, which can improve the drilling efficiency and
reduce drilling risks.
KeywordsKeywords hot dry rock drilling; high-temperature well control; rotary blowout preventer; operating system

随着中国高温地热资源开发工作的不断推进，干热岩资

源开发逐渐提上日程。在干热岩钻探过程中，地层孔隙压力

通常低于环空液柱压力，容易引发井喷，主要有以下两种情

况：一是在钻井液从井底上返过程中，压力降低导致钻井液

瞬间汽化，汽化后钻井液液柱压力进一步降低，进而引发更

深层次的钻井液汽化和压力下降，最终引发井喷；二是钻井

液大量漏失导致环空压力瞬间下降，从而引发井喷[1]。在发

生井涌时必须迅速采取井控措施，一旦失去控制，大量流体

瞬间涌入井筒将会引发井喷，大量的高温钻井液、地层流体

和高温气体（有时含有有毒气体）喷出地表，轻则造成一定的

经济损失，重则导致人员伤亡、设备损毁、环境污染等重大事

故。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夏威夷的干热岩钻探施工过程中均

发生过重大井喷事故[2,3]。

井控就是采用一定的方法平衡地层孔隙压力，防止地层

流体进入井内，或使地层流体有控制地进入井筒并将其循环

到地面，保证钻井作业安全顺利[4]。目前中国的井控设备和

措施大多针对石油钻井，在干热岩钻探领域对井控技术、设

备的重要性的认识略显不足。这种情况下，为保证钻进施工

张德龙，翁炜，贾军，黄玉文，冯美贵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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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热能与干热岩资源潜力及其浅层地热能与干热岩资源潜力及其
开发前景对比分析开发前景对比分析
马峰 1，王潇媛 1，王贵玲 1，蔺文静 1，李洪磊 2

1.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 050061
2. 中国电建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长春 130022
摘要摘要 浅层地热能与干热岩是地热能中最具潜力的部分，前者通过给建筑供暖（制冷）减少国家能源需求，后者则通过高温发电

增加国家可再生能源供给，两者都具有资源潜力大、清洁环保的优势，其开发技术地源热泵与增强型地热系统也具有原理上的相

似性。本文对比分析了浅层地温能与干热岩的基本概念、资源潜力、节能效果、经济效益、环境影响等，讨论了两者间的优缺点及

开发前景，针对中国地热资源赋存特征及国家能源发展规划，提出了未来地热向深部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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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and hot dry rock resources

AbstractAbstract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and hot dry rock have the most utilization potential among geothermal energy. The former is
used to offer indoor heating or cooling to reduce the country’s energy demands, and the latter is used to generated electricity to
increase the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supply. Both of them have tremendous potentials and a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th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named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and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s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basic concept, resource potential, energy-saving effects, economic benefi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between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and hot dry rock, discussing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in China and the national planning on energy development, geothermal development is
suggested to go deeper in the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hot dry rock;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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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利用地热资源较早的国家之一，至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对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多限于

对温泉的直接利用，且主要用于医疗和洗浴方面[1]。国内利

用地热供暖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

可以说早期对地热能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水热型地热资

源，其开发利用特点是采水取热，通过将地下热水开发到地

表上来进行换热，但受地层回灌的影响，这种地热能的利用

方式通常会对地下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导致地热能不能可

持续的开发利用。

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及人们对地热能的关注，浅层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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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盆地干热岩特征及利用前景共和盆地干热岩特征及利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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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海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院；青海省水文地质及地热地质重点实验室，西宁 810008
摘要摘要 2011年以来，国家及青海省政府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卜恰镇地区相继开展了一批地热资源勘察工作，发现

共和盆地基底由印支期花岗岩组成，岩体地温梯度异常明显，最高可达11.5℃/100 m，2200 m左右温度达到150℃，3000 m岩体

温度接近200℃，预计4000 m时温度可达260℃以上，表明盆地具有分布广泛、埋深相对浅的干热岩资源。利用此干热岩资源，

不仅填补中国新能源利用的一项空白，而且对当地人居条件改善、工农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共和盆地；工程地热系统；地温梯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9.008

Characteristics of Gonghe Basin hot dry rock and its utilization prospects

YAN Weide1.2

共和盆地位处青海省东中部，隶属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南北宽90 km，东西长210 km，总面积21186 km2。盆地

中心地形较为平坦，海拔 3000 m 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

299.1 mm,平均气温3.7℃[1]。盆地水系属黄河水系，黄河纵贯

盆地中部，切深达600 m以上，年平均流量达663 m3/s。
恰卜恰镇位于共和盆地北缘，黄河北岸，距西宁142 km，

现有人口4万余人，是青海省新能源利用示范城市，不仅建有

龙羊峡水电站，还建有大规模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园区，为国

家电网覆盖区。共和—玉树高速公路、西宁—格尔木一级公

路均从此通过，交通十分便利。2011年以来，为解决城市供

暖，在恰卜恰地区相继开展了“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地下

热水资源勘查”、“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中深层地热能勘

查”项目，布置了DR1、DR2、DR3、DR4等 4眼 2000 m以上深

钻孔，探明盆地基底由印支期花岗岩组成，上部堆积有第四

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Hydrogeology and Geothermal Geology of Qinghai Province, Qinghai Institute of Hydrogeology,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xplorations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in the Chapcha
(Qia- bu- qia) region, Gonghe County, Hai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Qinghai Province since 2011.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Gonghe Basin substrate is composed of the indosinian granite with a significantly high geothermal gradient up to
11.5℃/100 m. The temperature reached 150℃ at the level of 2200 m and was close to 200℃ at 3000 m and was estimated to be
260℃ at 4000 m, indicating that the basin has widely distributed hot dry rock in relatively shallow depth. Utilization of such hot
dry rock resources will not only fill up the gap in China's new energy utilization, but also improve local residents’living
conditions as well as develop local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KeywordsKeywords hot dry rock; Gonghe Basin; engineering geothermal system; geothermal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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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陈庄潜凸起区地温场特征与山东省陈庄潜凸起区地温场特征与
泰山岩群放射性元素生热率泰山岩群放射性元素生热率
谭现锋，王浩，张震宇

山东省鲁北地质工程勘察院，德州 253015
摘要摘要 自然界的岩石中存在着放射性元素，这些元素在衰变过程中会释放出热能，放射性生热是岩石圈内热的主要来源之一。

山东省陈庄潜凸起区作为一个干热岩勘探研究区域，在干热岩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基础性资料。本文对该区大地热流及地

温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Rybach生热率公式计算了钻孔岩石的放射性生热率，从GRY1孔的生热率与深度的关系来看，

1650 m以上，生热率整体数值较大，且变幅较大，在埋深1430~1645 m生热率达到4.72~6.78 μW/m3，该区间主要由含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及绿泥石化二长花岗岩组成。1645~2500 m区间主要由花岗岩及含黑云母闪长岩、辉长岩组成，生热率有所降低。

整体来说，花岗岩中生热率变化较小，一般在2.0~2.5 μW/m3；而含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及弱绿泥石化二长花岗岩生热率较高，且变

化较大。

关键词关键词 陈庄潜凸起；地温场；泰山岩群；放射性生热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2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9.009

Geothermal field characteristics and heat generation rate of radioactive
elements in Taishan rock group at Chenzhuang uplift,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Abstract Radioactive elements exist in rock in the nature, which will release energy in the decaying process. Radioactive heat
production i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for lithospheric heat. Some basic information has been obtained about Chenzhuang uplift, Shandong
Province as a hot dry rock exploration and study site.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radiogenic heat ratio of the rock core using Rybach heat
generation rate formula,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errestrial heat flow and geothermal field.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heat generation
rate at GRY1 borehole shows that the heat generation rate was larger with greater variation above 1650 m, and reached 4.72-6.78 μW/m3

at depth of 1430-1645 m, where biotite adamellite and chloritized adamellite mainly exist. At the interval of 1645-2500 m, where the
rock is mainly composed of granite, biotite bearing diorite, and gabbro, the heat generation rate decreased. Overall, the heat generation
rate of granite changed slightly, which was about 2.0-2.5 μW/m3, while that of biotite adamellite and slightly chloritized adamellite was
higher with larger variation.
KeywordsKeywords Chenzhuang uplift; geothermal field; Taishan rock group; radioactive heat generation

TAN Xianfeng, WANG Hao, ZHANG Zhenyu
Shandong Provincial Lubei Geo-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Institute, Dezhou 253015, China

岩石生热率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基底生热元

素的丰度和岩浆活动的强度，放射性元素生热是岩石圈内热

主要来源之一，放射性元素种类很多，只有具有一定丰度、产

热量大和半衰期长的元素，才具有地热研究意义[1]。U、Th和
天然放射性同位素 40K具备这些条件，是地球内部主要的生

热元素[2]。238U、235U的半衰期分别为4.47×109、7.04×108 a，232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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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盆地增强型地热系统开采过程共和盆地增强型地热系统开采过程
数值模拟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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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海省环境地质勘查局，西宁 810000
摘要摘要 干热岩资源是未来重要的清洁型能源，增强型地热系统（EGS）能够实现干热岩资源的开发利用。青海共和盆地干热岩资

源储量巨大，可以作为EGS系统的靶区之一。水在热储层中的运移包含复杂的水-热耦合过程，不同的EGS运行方案对电厂发

电能力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共和盆地深部地质条件，建立了表征EGS系统水热特征的数值模型，研究了温度场、压力场的时

空分布特征，并分析注入流体温度和循环流速两个可控因素对提热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设计的运行方案（循环流速20 kg/
s；注入温度60℃）下，最大提热速率可达11 MW，储层寿命为22年。注入温度每降低10℃，系统最大提热速率约增加10%，且对

储层寿命没有明显影响；增加循环流速可以得到更大的热提取速率，但会减少储层寿命。

关键词关键词 增强型地热系统；数值模拟；水热耦合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K52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9.010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hot dry rock exploitation using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s in Gonghe Basin

AbstractAbstract Hot dry rock, which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can be developed and utilized using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s (EGSs). Hot dry rock resources are abundant in Gonghe basin, Qinghai province. Complex water-
thermal coupling processes occur during water flow in the reservoir, and the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of power plants is dependent
on the EGS operation scheme. Based on the deep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Qiabuqia in Gonghe basin, we established a numerical
model to characterize the hydrothermal features of EGS, research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d
pressure field,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injection temperature and flow rate on heat extraction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heat extraction rate reached 11Mw under the base scheme (20kg/s, 60oC), and the reservoir life was 22 years. The heat
extraction rate will increase by about 10% with 10oC increase of injection temperature, while the reservoir life remains the same.
Increased flow rate will lead to a greater rate of heat extraction but shorter reservoir life.
KeywordsKeywords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s; numerical simulation; water-thermal coupling

YUE Gaofan1, DENG Xiaofei2, XING Linxiao1, LIN Wenjing1, LIU Feng1, LIU Yanguang1, WANG Guil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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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干热岩地热资源研究汝城干热岩地热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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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汝城热水镇出露98℃天然热泉，该地区深部干热岩地热资源相当可观。通过大量钻孔地温测量和大地热流测试等勘探

工作，评估了该地区干热岩地热资源的基本情况。勘探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平均地温增温梯度为 18.7℃/100 m，最高值达

35.2℃/100 m，主要高温钻孔的大地热流量介于60~170 MW/m2，地热资源较为可观。该地热田的热源来自深部岩浆余热，热储

主要是F1、F3断裂带上盘及其他次级断层派生的密集裂隙系统。区内热水河以东花岗岩体为浅部水热热储盖层；热水河以西震

旦系的板岩为深部热源盖层。模拟结果表明，研究区地热田热储层下底面温度为260℃，热储层上顶面温度为255℃，热储层以

上厚度为3500~4000 m。汝城地区热储埋藏深度较浅，热储温度较高，是较好的干热岩开发靶区。

关键词关键词 干热岩；地热资源；大地热流；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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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dry rock geothermal resources in Ru County

AbstractAbstract Ru County is rich in hot dry rock geothermal resources with a 98℃ hot spring distributed.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resources
is scarce.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hot dry rock geothermal resource in Ru County on the basis of borehol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terrestrial heat flow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geothermal gradient was 18.7℃/100 m with a max of 35.2℃/100 m and the
heat flow changed between 60 and 170 MW/m2. Heat came from the deep magma in the geothermal field. The geothermal reservoir was
composed of dense fractures produced by sub- faults in the upper part of F1 fault and F3 fault. The cover of the geothermal reservoir
contained exposed granite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Reshui River and Sinian slate on the west side. According to our model, the temperature
was 260℃ on the lower site and 255℃ on the upper site. The stratum thickness is about 3500-4000 m above the geothermal reservoir. In
Ru County, the geothermal reservoir has a shallow burial depth and a high temperature belonging to a suitable destination area of hot dry
rock development.
KeywordsKeywords hot dry rock; geothermal resource; heat flow; Ru County

LONG Xiting1, YUAN Ruiqiang2, DENG Xinping1, LI Fang1, PI Jing1, LI Honglei3
1. The 402 Team, the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of Hunan, Changsha 41001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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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内部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热能，绝大部分

地热能以干热岩的形式存在。而且，与常规水热地热资源相

比，干热岩具有分布的普遍性和高热储温度而更具有开发潜

力和前景[1]。干热岩通常指埋藏于地表3 km以下、温度高于

150℃、没有水或蒸汽的热岩体。与传统可再生能源相比，干

热岩具有零污染排放、利用效率高等突出优势，是一种清洁

的可再生能源。国际地热学界和新能源学界普遍认为，干热

岩是地热作为替代能源的希望所在[2]。据估计，中国大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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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介质汽多孔介质汽--水相对渗透率研究进展水相对渗透率研究进展
刘彦广 1，王潇媛 1，陆川 1，王贵玲 1，李洪磊 2

1.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 050061
2. 中国电建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长春 130022
摘要摘要 汽-水相对渗透率常用于解决高温地热（高温水热型地热、干热岩）储层系统中汽-水两相流渗流问题，是地热开发资源量

计算、动态分析、地热储层数值模拟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参数。在阐述地热系统汽-水相对渗透率产生机制及其重要性的基础上，

总结了该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并从实验测定、数值模拟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地热系统；多孔介质；汽-水两相流；相对渗透率；多孔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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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the steam-water system of porous media

AbstractAbstract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the two-phase steam-water system is an essential property in resource evaluation, dynamic
analysi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high- temperature geothermal system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chanism of steam-water
relative permeability in geothermal systems, review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field, and propos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KeywordsKeywords geothermal system; porous media; steam-water; relative permeability; poreouse networ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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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储层中的流体流动规律通常概化为多孔介质的中

流动，用达西定律来表征。虽然地热储层大多是由不同渗透

率的裂隙介质构成的地质体，但从宏观尺度来看，多孔介质

的假定似乎是适当的[1～3]。目前仅有TOUGH2等少数储层建

模工具允许双孔隙度和双渗透率定义储层结构，大多数模型

都是基于这个假定建立[4]。

1 多孔介质汽-水相对渗透率产生机制
通常，以液体为主的储层，地热流体为单相水或汽、水混

合的形式存在[5,6]。在模拟时，通常忽略地热流体中的溶解性

气体和固体，把地热流体假定为纯的水或蒸汽流体[7,8]。水和

蒸汽的两相流的形成有多种情形，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当

液相控制储层时，沸腾发生时会形成汽-水两相流[5]。这种形

成机制，最早是由White提出，并建立了概念模型（图1[6]）。在

图1 地热系统中两相转化的概念模型（a）及地热系统中地

层测温曲线（b）
Fig. 1 A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of a two phase
convective geothermal system (a) and temperature

profile for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system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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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方差矩阵的干扰阻塞算法基于协方差矩阵的干扰阻塞算法
葛士斌 1,2，余华兵 1，陈新华 1，孙长瑜 1

1.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为解决干扰阻塞算法对阵列接收信号构造阻塞矩阵进行干扰抵消后，位于干扰附近的信号会受到严重衰减而无法进一步

检测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协方差矩阵的干扰阻塞算法。针对阵列接收信号的协方差矩阵构造阻塞矩阵，利用协方差矩阵的特

点实现干扰阻塞算法，减弱因干扰抵消而造成的信号衰减，利于信号的进一步检测。理论分析和计算机仿真结果表明，相对于干

扰阻塞算法，基于协方差矩阵的干扰阻塞算法在信号和干扰相距较近时能有效抵消干扰同时减少对目标信号的衰减。

关键词关键词 阵列信号处理；干扰抵消；干扰阻塞算法；协方差矩阵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56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9.013

Jamming jam method based on covariance matrix

AbstractAbstract The jamming jam method (JJM) uses the previous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ference to construct a matrix to cancel the
interference. However, in the scenario that the signal is embedded in the interference, signal detection is a very difficult problem
because the signal will be severely attenuated in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A jamming jam method based on covariance matrix is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The proposed method will get the Toeplitz averaged covariance matrix from the covariance matrix
of the receiving signal, and then uses the Toeplitz averaged covariance matrix to frame the block matrix. The features of the
covariance matrix are used to realize the jamming jam method. The proposed method weakens signal attenuation caused by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detect the signal.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show that compared to
the JJM, the modified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cancel interference and reduce signal attenuation.
KeywordsKeywords array signal processing;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jamming jam method; covariance matrix

GE Shibin1,2, YU Huabing1, CHEN Xinhua1, SUN Changyu1

1. Institute of Acou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在人类已知的能量形式中，声波是唯一能在海洋中进行

远距离传输的能量形式[1]。声纳利用声波对水下或者水面目

标进行导航、定位和识别[2]。传统声纳需依托载体平台，因而

受到诸多限制[3]。拖曳线列阵[4]的提出提高了声纳的作用距

离和对环境的适应性，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水声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拖曳线列阵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5]。各国都加强了对浅海区域的探究，声波在浅海中传播

时会明显受到海面和海底边界的影响[6]。在过去几十年由于

人类活动造成的水下噪声污染（海洋运输、海上石油勘探与

开采等）不断加重[7]。海洋运输、海上石油勘探与开采形成的

海洋环境噪声成为拖曳线列阵主要的干扰源，使拖曳线列阵

在目标检测时遇到的干扰数目增多、干扰强度增大，这对拖

曳线列阵目标检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抵消干扰，提高

拖曳线列阵在干扰情况下的检测性能变得尤为重要。

干扰抵消一直受到科研人员的重视，利用干扰和信号的

空间可分性，提出了许多干扰抵消算法，波束形成零陷算法[8]

可以自适应调节系数，跟踪干扰变化，但是该算法对空间模

型失配比较敏感；逆波束形成算法 [9]实现简单，易于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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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gi-CoulombMogi-Coulomb 强度准则应用于岩强度准则应用于岩
石三轴卸荷破坏试验的研究石三轴卸荷破坏试验的研究
李地元，谢涛，李夕兵，王涛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针对Mogi-Coulomb强度准则是否适用于三轴卸荷试验，基于已有常规三轴及真三轴的试验数据，利用Mogi-Coulomb
强度准则，对常规三轴卸荷及真三轴卸荷条件下的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和分析，并对拟合得到的相关强度参数和试样的破坏特征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Mogi-Coulomb强度准则在常规三轴卸荷条件下有着良好的适用性，而在真三轴卸荷条件下，虽然线性拟

合效果较好，但拟合参数反映的岩石黏聚力值出现负数的异常情况。分析现有实验测试结果，可以推测出现参数异常的原因，应

是岩石在真三轴卸荷条件下的破坏模式由剪切型破坏转变为强烈的张拉型岩爆破坏所致。这表明Mogi-Coulomb强度准则虽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三轴卸荷的主应力关系，但其本质仍为基于剪切破坏的强度准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张拉为主-剪
切共存型的岩爆破坏，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岩石强度准则来反映真三轴卸荷下的岩石本构关系。

关键词关键词 Mogi-Coulomb强度准则；三轴卸荷试验；破坏模式；岩爆；数据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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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857.2015.19.014

On the Mogi-Coulomb strength criterion as applied to rock triaxial
unloading test

AbstractAbstract To testify the Mogi-Coulomb criterion in triaxial unloading test and based on available unloading testing data, the Mogi-
Coulomb strength criterion with a linear fitt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 conventional triaxial unloading tests and the true triaxial
unloading tests, respectively.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presented for the related strength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fitting results and combination of the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specime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gi-Coulomb strength
criterion has a good applicability to rock samples under conventional triaxial unloading conditions. However, under true triaxial
unloading tests, even though the fitting degree is very good, the fitting parameter a is negative which leads to a negative cohesion of
rock samples. This is impossible in practice. Since the Mogi-Coulomb strength criterion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rock fails in
shear, it cannot describe the failure of rock under true triaxial unloading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failure modes of rocks specimens
may change from shear to extensional slabbing or rock burst. Therefore, for combined shear and tensile failure processes of rocks
under true triaxial unloading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new strength criterion to describe its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which is important for deep rock mechanics.
KeywordsKeywords Mogi-Coulomb strength criterion; triaxial unloading test; failure mode; rockburst; data fitting

LI Diyuan, XIE Tao, LI Xibing, WANG Tao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岩体在三向应力卸荷状态下的强度准则是卸荷岩体力

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深部岩体工程开挖实质就是一个

围岩应力卸荷过程，卸荷过程中岩石的强度、变形和破坏特

征与加载过程是有区别的。因此，开展岩体卸荷力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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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震结合精细储层建模方法与实践井震结合精细储层建模方法与实践
张义 1，尹艳树 1,2，秦志勇 3，周文 1

1. 长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武汉 430100
2.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省沉积成矿作用与沉积矿产重点实验室，青岛 266590
3. 大港油田滨港集团博弘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天津 300280
摘要摘要 融合地震资料与井资料分别在横向和纵向上高密度采样的特点，以中国海上某气田B区块为例，通过井震联合标定，进行

精细构造解释，用准确的速度模型搭建了时间域与深度域联系的桥梁；利用地震解释的断层、层位构建储层骨架模型，应用地质

统计学协变量方法，以井数据作主变量，地震反演实现统计得到的岩性概率体作为第二变量约束井间插值、外推和模拟，建立砂

体展布模型；依靠砂体展布模型约束沉积相建模，在相模型基础上构建物性模型。实践表明，井震结合储层建模研究断层更精

确，能够弥补井间信息不足的缺陷，有效降低井间砂体预测的不确定性，提高模型预测精度。

关键词关键词 井震结合；井震联合标定；储层建模；构造格架；岩性概率体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19.015

Development of well- to-seismic integration reservoir mode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ZHANG Yi1, YIN Yanshu1,2, QIN Zhiyong3, ZHOU Wen1

1. School of Geosciences,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Depositional Mineralization & Sedimentary Minerals of Shandong Provi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3. Bohong Oil Petrochemical Co. Ltd., Bingang Group, Dagang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Tianjin 30028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density sampling of seismic data and well data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rections are
integrated to construct the reservoir model for the Section B of a gas field of China. Firstly, the well-to-seismic integration calibration
is used to interpret the fine structure, and the accurate velocity model is adopted to set up a bridge between the time domain of
seismic data and depth domain of well data. Secondly, the reservoir structural model is built by well correla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the fault and horizon from seismic interpretation. Thirdly, a co-simulation method is developed to forecast the sand distribution, in
which well data is the master variable and the lithology probability from seismic inversion is the second variable. The facies model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sand distribution model. Finally, the model of petro-physical property is built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the facies
model. Appliction has indicated that reservoir modeling with well-to-seismic integration is more accurate in terms of fault and sand
body prediction between wells, thereby the improvement of accuracy of the reservoir model.
KeywordsKeywords integration of wells and seismic data; well- seismic integration calibration technique; reservoir modeling; tectonic
framework; probability model of litho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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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船舰船特装器材多目标优化配置方法特装器材多目标优化配置方法
董琪 1，徐廷学 2，赵建忠 2，丛林虎 1

1.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研究生管理大队，烟台 264001
2.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兵器科学与技术系，烟台 264001
摘要摘要 针对舰船海上执行任务期间随舰特装器材的保障问题，研究了特装器材的多目标优化配置方法。结合舰船特装器材

保障的实际特点，以器材的体积、质量、费用为约束条件，以保障概率和利用率为优化目标，建立多目标多约束特装器材优化

配置模型，并改进多目标粒子群算法，保证全局范围粒子多样性，避免算法过快收敛，以求得全局最优解。通过实例对比改进

粒子群算法与标准算法的计算结果，分析不同指标权重比组合下的最优配置方案、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变化趋势，证明

了改进粒子群算法的稳定性和多目标优化模型的实用性。

关键词关键词 舰船特装器材；优化配置；保障概率；多目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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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configuration for special equipment
materials on warship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configuration of special equipment materials on warships during the
mission at sea. Considering the configu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 equipment materials on warships, we establish a multi-
objective and multi-constraint model with the fill rate and utilization rate as the optimization target, and volume, mass, and cost as
the constraints. The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algorithm is designed and improved, guaranteeing diversity of
particles at the global scope and avoiding excessively fast convergence, to obtain globally optimal solution. We further compare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between the improved algorithm and standard algorithm, analyzing the optimal configuration under different weight
ratio and tendencies under different constrain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stability of the improved algorithm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multi-objective model.
KeywordsKeywords special equipment materials; optimization configuration; fill rat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DONG Qi1, XU Tingxue2, ZHAO Jianzhong2, CONG Linhu1

1. Graduate Students' Brigade, Naval Aeronautical and Astronautical University, Yantai 2640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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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船特装器材是指维修保障舰载系统装备及其主要设

备所需的元器件、零件、部件、原材料或消耗材料等的统称。

目前，特装器材的保障正由“粗放型”、“单一型”保障向“靠

前”、“精确化”保障转变，为确保舰船装备出航训练或执行任

务顺利开展，要在舰船上配备因舰载系统、设备故障而需替

换的特装器材。因此，合理的特装器材配置是抢修是否顺

利，任务是否按计划执行的重要保证。

针对舰船装备的保障特点，舰船上特装器材的储备空

间、舰船载荷、排水量等与后方仓库相比均有较大限制，因此

研究随舰特装器材配置时，应考虑这些因素，并将其作为约

束条件。保障指标是评估特装器材配置效果的重要依据，不

同的保障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特装器材保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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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文”、“我们”等字样。一般不分段，不

用图、表、公式、化学式，以及非标准的术

语、缩写词和符号等，不引用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应使用现在时态叙述，尽量

使用被动语态，应能够反映出论文的实质

成果；为便于交流，建议不必与中文完全

对应，可比中文摘要内容更为详尽，不少

于15句。

关键词 3~5个实词，尽可能选用《汉

语主题词表》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关键

词应紧扣文章主题，按其重要性顺序排列。

基金资助 支持本研究工作的基金

等资助项目及其编号，应以脚注形式标注

于首页。

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简介 包括作

者姓名、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个人会员

登记号、职称、研究方向和电子信箱。若

第一作者为在读学生，应同时标注出其导

师（通信作者）的信息，以脚注形式标注于

首页。

引言 科技论文的开端，应言简意

赅，简明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概

述相关领域、研究发展阶段、各关键结点

状况，前人的主要研究结果和存在的问题

及其与本研究的关系（着意在不同之处和

本质上的区别），目前的研究热点、作者工

作的创新点和意义，并引入相关文献。叙

述时应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

评价，避免使用诸如“国内首创”、“首次发

现”、“填补了国内外空白”、“有很高学术

价值”、“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等不适当

的自我评语。

正文 一般不超过7000字。描述应

论点明确，重点突出、数据可靠，论证合

理，层次分明，文字精炼、引证及数据准

确、图表清晰。测试数据要注明测试者、

测试方法、实验仪器设备、实验条件、精度

及误差范围等。

专业术语、符号、简略或首字母缩略

词 首次出现时应有定义，切勿重复定

义。使用国际标准的缩略词、符号和计量

单位系统时，全文要一致。缩略词在首次

出现时必须写出全称和中文含义。标点

符号使用要准确。

图表 文中表、图、照片应具有自明

性,按其出现的先后次序顺序编号,在论述

中应先文字后图表，均应附英译文。表

头、插图（照片）的量或用来标记图形轴线

的量，用“物理量符号/单位标准化符号”

形式标记。插图、照片要精选，切忌与表

和文字叙述重复。

符号 文中每个外文符号必须分清

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及语种，上、下角

标的位置要规范，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物理

量，切勿重复定义，也勿漏说明，并做到全文

一致，文、图与文、表一致。单位符号一律用

正体；物理量名称、标量、变量、函数符号用

斜体；张量、矢量、矩阵符号用黑斜体。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标注反映出

文稿的科学依据和著者，尊重他人研究成

果，并提供文中引用有关资料的出处。作

者应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国内同行已发表

的相关论文，特别是近两年的研究成果给

予充分反映。文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均

应认真阅读过，对文献的作者、题目、发表

的刊物、年份、卷期号和起止页码等均应

核实无误，并按在正文出现的先后顺序编

号。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按正文中引用

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书写方式遵循《文

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
2005）规定；中文文献应附上其英译文；

对于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刊名，允许按惯例

缩写，缩写应遵循 ISO 4—1984《文献工

作中出版物题名用语和题目的缩写规则》

的相关规定。所有中文参考文献均需附

上英译文，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完整性和

准确性负责。

致谢 应向对本文有帮助的有关单

位和个人表示谢意。

不明之处可参阅《科技导报》已刊登

文章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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