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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确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

国品牌转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不但需要加强创新投入，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还需要发挥媒体的作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方法，提升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创新创业意识和自信心，建设

创新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支持创新、创业、创造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举世公认的制造大国。近年来，我国科技论文、发明专利数量快速

增长，获国际工业设计奖项的数量也快速上升；尤其是航天、高铁、航母、超级计算等成就标志着我国重大工程装备设计创新和制造能力已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华为、联想、阿里巴巴等成为信息网络时代中国企业在自主创新、全球经营和电商模式创新的成功范例。党的十八大

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

这个目标。

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付出了巨大资源环境代价，落后产能严重过剩，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自主创新能力比较薄弱，多数企业

仍以跟踪模仿为主，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高端装备、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等依赖进口，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利润率低，

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中端；更缺少自主设计创造引领世界的产品、先进工艺、关键装备和经营服务模式、著名跨国企业和国际品牌。我

国还不是制造强国和创造大国。

近20年来，信息网络、云计算、大数据发展迅猛，科技与产业酝酿着新突破，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倍受关注，绿色低碳、智慧包容、可持

续成为发展新理念。全球经济与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美国提出振兴高端制造战略，德国推进工业4.0，日本致力发展无人工厂和协同机器

人，英国着力发展生物、纳米、数字和高附加值制造技术，法国推出“新工业法国”战略……，我们既面临发达国家重振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

实体经济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挑战，又正处于世界科技与产业创新变革和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相互交汇的难得机遇。应对

挑战与机遇，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相关基础前沿研究，促进转移转化，继续鼓励在

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和自主集成创新；还必须充分认知创新设计在制造业和工程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价值及在知识网络时代的新特

征，提升创新设计的自信和能力。

设计是人类一切有目标创新实践活动的先导和准备，也是一切知识技术和创意创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实现价值的关键环节。设计

始于石器时代，经历了数千年农耕文明和250余年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进化。18世纪中叶，蒸汽机、火车、轮船和工作机械的设计制造，

曾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以后，电机电器、电力系统、内燃机、汽轮机、燃气轮机、汽车、飞机、核电站等设计创造，引发支持

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工业设计倡导技艺结合，功能、美学、经济相协调，提升产品价值和竞争力。20世纪中叶以

来，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发明与设计，使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数字化的后工业时代。进入新世纪，人类步入知识网络时代，全球宽

带、云计算、大数据，为设计创新提供了全新的信息网络环境和前所未有的知识信息资源。全球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持续增长，资源环

境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发展理念进化等，推动设计制造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低碳、网络智能转型。设计将

更依靠人的创意创造，依靠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等知识信息大数据；设计制造的全过程，已不仅处于物理环境中，还同

创新设计与传媒

路甬祥，浙江慈溪人，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第十

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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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处于全球信息网络环境中；将从工业时代注重产品的功能和成本效益，拓展为注重包括制造过程、营销服务、使用运行到遗骸处理和再

制造等全生命周期的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经济社会、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等协调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将转向多样化、个性化、定

制式、更注重用户体验的设计制造；宽带网络、云计算、虚拟现实、3D+X打印、信息开放获取、智能交通物流等，为设计创造了全新的自由开

放、公平竞争、全球合作环境；设计将重新与制造融合，成为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全球协同、共创分享的网络设计制造和营销服务。制造

者、分销商、运行服务商、用户乃至第三方“创客”皆可共同参与设计创新。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是人人可以公平自由参与、共创分享的创

意创造。

知识网络时代的资源能源开发利用，转化储存将转向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可再生循环、可持续利用；人们将致力于设计创造绿色材

料，超常结构功能材料，可再生循环材料，具有自感知、自适应、自补偿、自修复功能的智能材料等，设计创造多样的增材与减材绿色低碳工

艺与智能装备；空天海洋、深部地球、运载物流、化工核能、生物医学、微纳系统等超常环境、超常功能、超常尺度成为设计的新领域和新目

标；增材与减材精确成形与处理等技术创新，将使设计更加自由，任何奇思妙想的设计都能被制造出来；计算机辅助设计也将进化为基于

全球网络、大数据和超级计算的数字虚拟现实和多元优化，设计分析、控制管理等工具和应用软件的设计创新成为竞争力和附加值的新要

素；设计研发将融合物理、化学、生物与仿生等多样科技创新，将融合理论、实验、虚拟现实和大数据等科学方法；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将具

有绿色低碳、网络智能、超常融合、多元优化、可持续发展等特征。

迎接世界新科技与产业革命挑战，加快我国发展方式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亟需创新设计的支

持和引领。需要促进产学研紧密合作、媒用金（媒体、用户、金融）通力协同。传媒的功能不可替代。知识网络时代，传媒对创新的激励推

动作用更为巨大。提升中国创新设计能力，需要媒体充分关注、大力传播知识网络时代设计的新理念、新特征、新价值、新机遇，使企业、政

府乃至全社会提升对设计的科学认知，提升全社会的设计意识和自信，激发13亿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创新设计的方向，建设中

国设计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尊重鼓励创意创造、尊重支持创新设计的良好氛围和环境；积极推动实施国家创新设计战略，促进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媒用金协同，适应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的中国创新设计体系建设。准确及时传播政府支持设计创新的法律、政

策、规划和举措，使其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准则、奋斗目标和创新动力；需要媒体及时发现传播创新设计的好案例、好机制，探究规律，为深

化改革、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凝聚正能量、激发新活力、引导新方向、确立新目标；开辟多种形式的创新设计专栏、评论和奖项等，敏锐及时、

公正客观、平衡理性地发现、传播、评述、奖掖中国创新设计的品质、价值和风格；充分关注，依法公平、公正监督保护知识产权、生态环境、

公共安全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实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社会公平正义、职业道德、商业和学术诚信，从创意设计源头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媒体创新开拓、协力进取，大力传播经受市场和社会检验、具有时代特征、走向世界的中国好设计、好企业、好品

牌；推动设计教育改革，培育激励优秀设计人才和团队，传播他们创新创业的好案例、好成果、好品格；促进创新设计的国际交流合作，使国

人了解世界好设计，吸纳汇聚全球优秀创新设计资源，让世界了解中国好设计，推进中国设计走向世界。

科技界和传媒界的同仁们应共同努力，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激励创造更好更多的中国好设计，促进培育更多创新设计引领的国际著

名品牌和企业，促进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创新设计之都”，促进支持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效益，为传统产业、

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公共和国防安全提供知识网络时代的绿色智能装备和优质服务；提升资源能源利用率，优化资源能源和

材料产业结构，从源头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适应和引领全球市场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式设计制造服务的能力，提升

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竞争力和附加值；为13亿中国人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科学院，北京10086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苏青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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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锻造科学内核 提升中国影响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4
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在2013年，《中国科
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1989种中
国科技期刊上，共发表中国科技论文
51.32万篇；《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
中国科技论文23.14万篇，占世界论文总
数的13.5%，连续5年居第2位；《工程索
引》（E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 16.35万篇，
占世界论文总数的 28.82%，连续居第 1
位。2004—2014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
国际论文 136.98万篇（继续居世界第 2
位），共被引用1037.01万次（居第4位），

论文平均被引 7.57次（比上年度统计时
提高9.4%），中国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
数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其他国家。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公
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人拥有的三方专
利数为998项，占世界的2.3%（继续排第
7位）；据《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
统计，2013 年中国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1.91万件，其中中国机构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149897件，比2012年增加5.9%；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
国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 82.5万件，同比
增长 26.3%，连续 3年居世界首位；共授
权发明专利 20.8万件。其中，国内发明
专利授权14.4万件，与2012年持平。截
至2013年底，中国大陆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共计 58.7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4.02件。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报
道，2014年推进了一批铁路、机场、大桥
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投产；特别是，
2014年国家新开工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
33项，投资总规模为 8353亿元，重点投
向西部地区铁路、大型水利枢纽等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和民生工程。

据科学技术部发布的报道，2014
年，中国全时研发人员总量达到 380万
人·年，位居世界第一；每万名就业人员
中研发人员数量达49.2人·年；全国高新
技术企业超过6.8万家，企业研发支出占
全社会研发支出比重达 76%，企业研发
人员占中国研发人员总量达77%。

从科学论文、技术专利、工程项目、
科技人员、企业研发等多方面发展看，中
国已成为科技大国，科技生产力在推动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仍存在科学
创造的基础不深、技术创新的原创不够，
科技论文、技术专利的整体价值、创新程
度有待加强，新技术产业化的产学研协
同不紧等问题，科技研发亟需从数量规
模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

特别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既表现在科技人才、科研
条件、科技成果、成果转化等显性方面，
也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
想、科学精神等隐形基础上。而且，建设
科技强国更重在锻造高瞻远瞩的科技导
向、灵活顺畅的人才机制、潜心创新的科
研态度、诚信求实的科学文化、科学合理
的评价方法、健康高效的研发环境等。
因此，全社会特别是科技界应共同努力，
进一步提升中国科研方向的引领水平、
研发力量的凝聚能力、科技成果的国际
影响、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效，保障中国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49年成
为世界科技强国。

为盘点、推介 2014 年度中国在科
学、技术和工程上取得的成就，《科技导
报》2015年第2期第14~27页刊登了《科
技导报》组织遴选的“2014年度中国重大
科学、技术和工程进展”，封面图片展示
了相关成果。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文文//陈广仁陈广仁））

导 读▶

P28 1944—2012年胶州湾

岸线时空动态特征
P13 关于推进人才资助计划改革的建议

人才是立国和强国之本，人才资助计划关乎人才的培养

与引进，关系着国家的创新能力建设以及科学发展。本文就

我国人才资助计划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相应建议。

P122 英国皇家学会开放获取期刊

随着科技期刊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呼声越来越烈，

英国皇家学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出版了开放获取杂志Roy⁃

al Society Open Scienc，希望通过互联网使科学研究成果能

够更加自由地传播。

P126 李小文先生的科学与人文世界

李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让人感觉到或者说出他就是我们心

目中的科学大师，接触过他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个穿着朴素、饭

前喜欢啜饮几口小酒、乐于助人、平等待人、学术功底深厚、自

称“黄老邪”的小老头。但是，当他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难

道不就是我们内心中期盼了很久的大师吗？

基于地形图与遥感影像，提取

胶州湾1944—2012年间7个时相

的岸线数据；基于剖面，计算岸线变化的端点速率、平均端点速率

和加权线性回归速率，进而揭示胶州湾自1944年以来岸线变化的

整体趋势及时空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端点速率与加权线性回

归速率揭示的胶州湾1944—2012年岸线变化的时空特征高度相

似，后者因为有置信区间与相关系数的检验而更加可靠；2）
1944—2012年，胶州湾岸线处于整体向海推进的趋势，具体表现

为：白沙河以东岸线小幅度、平直化向海推移；白沙河、大沽河与洋

河河口附近岸线以盐田与养殖发展形式向海扩张；20世纪70年代

黄岛成为陆连岛，岸线大幅度外移，随后其附近岸段因大力发展港

口与临港工业，岸线又以围填海形式向海推进，成为胶州湾岸线变

化最为强烈的区域；3）胶州湾岸线开发具有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

立初以盐田建设与扩张为主；20世纪80—90年代养殖业的规模及

扩张速率超过盐业；而在21世纪，港口与临港工业建设成为岸线变

化的主要方式；岸线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说明，经济社会发展是海岸

带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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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101--0101至至20152015--0101--1515））

1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举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9日，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李克强李克强、刘云山刘云山、

张高丽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共授奖318项成果、8位科

技专家和1个外国组织。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人，获得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于敏；国家

自然科学奖46项；国家技术发明奖70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2项；授予7名外籍科学家和

1个外国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排行依据：本刊遴选出的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2 探月三期飞行器进入200 km环月圆轨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3日，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器服务舱完成第3次近

月制动控制，进入倾角43.7°、高度200 km、周期127 min的环月

圆轨道，继续为嫦娥5号任务开展在轨验证试验。服务舱环绕月

球飞行稳定后，将为嫦娥5号任务部分关键技术进行验证，包括

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对采样区地形地貌成像等。服务舱于4日飞

离地月L2点，11日到达近月点，实施第1次近月制动；12日、13
日分别进行近月制动。

3 中国成功研制世界先进水平航天器“发动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日，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制的电推进系统取得重

要成果：电推进系统在试验中已突破6000 h，开关机3000次，具

备确保该卫星在轨可靠运行15年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的电

推进系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全面迈入工程应用阶段，满足

中国通信卫星系列平台、高轨遥感平台、低轨星座以及深空探测

器的发展需求。

4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首次从海底取回布放科学仪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0 日，中国载人潜

水器蛟龙号在西南印度

洋龙旂热液区下潜，取回

了 8天前在一热液喷口

布放的自容式高温温度

计和硫化物生长仪。这

是蛟龙号首次从海底取

回此前布放的科学仪器，

体现其定点精细作业的

巨大优势。海底热液区

的高温热液喷口温度高

达约 300℃，其环境和生

态系统极为特殊。

图片来源：国家海洋局

5 江门中微子实验启动建设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10日，江门中微子实验在广东省江门市召开建设启动会。

这是继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之后由中国主持的第2个大型

中微子实验。实验站将建在地下700 m深处，计划2020年投入

运行并开始物理取数，运行至少20年。

6 开普勒发现多颗系外行星 有3颗位于宜居带中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11日消息，美国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近日确认发现了8颗太阳系外行星，其中

有3颗位于宜居带中。宜居带温度条件

适宜，理论上其表面可能有适宜生命存在

的液态水。而这3颗行星中有2颗“可能

是像地球一样的岩石行星”，它们被命名

为开普勒-438b和开普勒-425b。
图片来源：David A. Aguilar

7 中国科考队完成维多利亚地新建科考站地质勘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8日消息，中国第31次南极科考队已于日前完成维多利亚

地难言岛新建科考站的地质勘查任务，起航前往新西兰进行二

次补给。难言岛地处罗斯海海域的维多利亚地特拉诺湾。考察

人员还对22个勘查点完成了地质勘查，获取了维多利亚地区区

域平均海平面观测数据等。

8 75所高校发布2014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12日消息，教育部直属高校近日陆续发布2014年毕业生就

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75所直属高校中，74所高校本科毕业

生就业率超过 90%。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为中国药科大

学，为 99.59%，最低的为兰州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88.62%。此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本科毕业生

就业率分别为97.90%、95.96%和97.04%。

9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送补给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12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为

空间站上的6名宇航员送去食品以及迟到的圣诞节礼物。美国

东部时间05:54，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操作近18 m长的机械

臂，成功钩住携带约2.5 t货物的龙飞船。

10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三维成型技术
可制备微纳米半导体器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11日消息，中国、美国、韩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屈曲引导

的三维成型技术”，可制备现有3D打印技术无法实现的微纳米

半导体器件。该技术的优势一是快速成型；二是适用于各种类

型的材料；三是与现代化半导体产业的二维制备技术兼容；四是

尺寸上没有明显限制，目前已实现的最小厚度约为100 nm，最

大厚度约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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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发明了很多

有趣的棋类和游戏供自己消遣和放松。

计算机的出现特别在是计算机掌握了基

本的游戏规则之后，人类不再需要一个

同伴也能随时随地地享受对弈的乐趣。

长期以来，计算机都是人类的手下败将，

很多人也因此玩得津津有味。但是，伴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胜负的天

平却开始逐渐向计算机那边倾斜。

1997年 5月超级电脑“深蓝”（Deep
Blue）击败国际象棋特级大师Garry KaspGarry Kasp⁃⁃
arovarov曾经震惊世界，这

个故事也被很多人所

熟知。在此后十几年

的时间里，计算机与人

类在游戏或者棋类中

的“较量”从未停止。

继“占领”国际象棋这

块地盘之后，计算机现在已经开始“入

侵”德州扑克这个深受许多人喜爱的游

戏。1月9日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

计算机科学家在 Science上发表论文宣

布，他们首次破解了双人限注德州扑克

的决胜方法（1月9日果壳网）。

在德州扑克中，玩家不能获得已发

生事件的全部信息，例如对手的底牌，因

此打好德州扑克对计算机来说非常困

难。正如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MichaelMichael
BowlingBowling所说：“40多年来，扑克类游戏一

直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挑战课题，直到今

天为止，双人德州扑克问题才得到破

解。”他们破解的办法就是开发了一个叫

CFR +的算法，这种算法是 CFR 算法

（counterfactual regret minimization，虚拟

遗憾最小化）的一个变体，从使遗憾最小

化的角度学习最优的博弈策略。Mi⁃
chael Bowling同时指出，他们开发的这个

名为“仙王座”（Cepheus）的程序可以在已

知起始牌局的情况下，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输掉游戏；以正常人玩牌的速度，

一个人跟他们的程序“单挑”限注式德州

扑克，就算花一辈子也无法得到统计学

上显著的胜利。由此可见该算法具有非

常强大的力量，已经可以秒杀各路玩家。

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还不在于帮助

计算机去打败我们的人类朋友，而是在

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

需要在信息不足或不确定时作出决定，

正如玩德州扑克的时候不知道对手的底

牌一样。有了不断完善的博弈论算法，

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认识生活中很多事件

的内在规律，更好地处理未来遇到的各

种问题。

现如今超级计算机在玩国际象棋的

时候已经有十足的把握去击败人类，而

在扑克类游戏中它们也正在迎头赶上，

向人类发出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在一种

棋类中，超级计算机的角色似乎不值一

提，长期以来，它们至多只能达到优秀业

余选手的水平。这种棋类就是有着悠久

历史的围棋。不过在围棋大师面前，计

算机科学家又怎么会轻易认输。英国爱

丁堡大学的 Christopher ClarkChristopher Clark 和 AmosAmos
StorkeyStorkey就于近期开发出一种机器学习技

术，来计算下一步棋的走法。他们相信，

依靠这种技术，计算机不久就可以在围

棋赛场上扬眉吐气（1月12日果壳网）。

专家分析认为，计算机在围棋上表现

不佳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围棋每一步

落子时的可能性要比诸如国家象棋之类

的其他棋类多得多，而计算机要将每一种

可能性向后推演到比赛结束并且选出最

优下法，这就给计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二是由围棋的独特规则决定，即判断围棋

的胜负不是像国际象棋或者中国象棋那

样直接，计算机很难判断当下的棋局处于

什么样的形势并及时调整策略。同时专

家也指出，人类在围棋上可以轻易打败计

算机的法门就在于人类可以根据棋子组

成的形状分析形势并作出决策，而不是像

象棋一样通过考虑几步之后的可能进行

决策，这种获胜方法被称为模拟识别。

Christopher Clark和 Amos Storkey正
是利用模拟识别算法，“训练”计算机基

于大型的围棋棋局数据库进行学习。在

与目前最好的两个围棋算法的对弈中，

他们的“棋手”均有不俗的表现。结果显

示，这一算法已经可以轻松战胜人类中

具有中等水平的业余棋手，与更高级别

棋手也可以一较高下。

无论是打牌还是下棋，计算机科学

家在各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无疑都

受到了Alan TuringAlan Turing的影响。1950年，他

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以检验一台

机器是否具有人的智能水平。2014年，

一个名为 Eugene Goostman的程序在Al⁃
an Turing逝世60周年之际首次通过了图

灵测试。虽然关于这

一结果还存在不小的

争议，但是计算机科

学家已经认识到，目

前最重要的也许是在

图灵测试的基础上，

让计算机去挑战从语

言理解到社会意识的多重维度。2015年
1月 25日，他们云集第 29届人工智能发

展协会研讨会，正是想讨论新的“图灵测

试”建议书（1月19日科学网）。在他们看

来，常识理解、机器视觉和团队合作都是

新的测试系统应该包含的内容。因为与

简单的人机对话相比，获得这些能力对计

算机来说更困难，也更复杂，但这些却又

是计算机深刻理解这个世界所必须的能

力。尽管目前对于新测试的内容还很难

达成一致，然而正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Manuela VelosoManuela Veloso所说：“如果我们不能迅速

行动起来，那么什么也不会发生。”

计算机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反过来

又在很多方面不断接近和赶超人类具有

的能力。面对快速发展的计算机人工智

能技术，人类不必洋洋得意，也无须惊慌

失措。在发展计算机技术的时候，我们

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去观察，也应该考

虑社会、经济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因

素。如果将这些都包含在内并制定出一

个严谨的规范，人工智能就可以更好地

造福人类社会。我们知道，计算机科学

家的不懈工作，当然不只是为了有打牌

和下棋的伙伴那么简单。一个更加美好

的世界，也许不该缺少人工智能的身影。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人机博弈人机博弈，，不只是游戏不只是游戏

当我们和电脑下棋或者打扑克的时候，与我们对弈或者较

量的其实是背后的计算机科学家。他们通过这些游戏可以不断

改进计算机的算法、提升计算机的性能，所以游戏不只是玩玩那

么简单。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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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自讨苦吃、其

乐无穷。我每天多工作 4个小时，50年

核算下来，就相当于能够多工作将近 10
年，这样我就比别人“多活”了10年。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

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文王德文

《中国科学报》[2014-01-09]

在科研的道路上，当你不求回报的

时候，回报也许就来了。在科研的道路

上，朝着目标一辈子，哪怕终其一生仍默

默无闻，那也是一种幸福。在北大，像我

这样的人很多，有点傻、很较真，做喜欢

的事，喜欢做事，与功利无关。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教授教授 李彦李彦

《人民日报》[2014-01-08]

我在青年留学生涯中由于国际局势

的骤变中断了深造回国，众人对此曾有

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没有读完学位回

来太感情用事，在待遇方面吃亏了，也曾

遭到个别人的讽嘲。我虽然没能按原计

划读完博士学位，但回国后我的专业知

识能和祖国科教事业的建设紧密地结合

起来，在岗位上作出一定的业绩，看到所

参加的科教事业的成果和培养人才的成

长，感到自己的人生过得很有价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农药国家农药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李正名李正名

科学网 [2014-01-08]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科学美

德。战国时齐于临淄设“稷下学宫”，治

官礼、议政事，著书立说，可以说是当时

的高等学府与文化中心。其中已经蕴含

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事

实上，科学作风一直是在提倡的，例如各

个学校制定的校训很多都是这方面的至

理名言，当然，对学术研究腐败的揭露也

是屡见不鲜，说明真正认识并严格自律

并非易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良镛吴良镛

清华大学新闻网 [2014-01-08]

目前中国的建筑，价值混乱，缺乏文

化，成了广告、商品和炫富的工具。当下

的中国建筑有三大困扰：价值判断失衡、

商业气息太浓；缺乏文化自信，崇洋媚

外；还存在体制与制度建设失范的现象，

特别是大型工程，领导说了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东南大学建筑

理论与设计中心主任理论与设计中心主任 程泰宁程泰宁

《现代快报》[2014-01-08]

空气污染、水资源缺乏、土壤污染

……我国的农业已经走到了非常危险的

边缘。究其原因，不是科学技术落后，也

不是缺钱或缺劳动力，而是缺少正确的农

业伦理观。搞育种的不管耕作，管耕作的

不管收获，缺乏系统的伦理关怀。我国在

这条道路上走到了濒危边沿。这些现象

迫切要求我们作出伦理学的阐释与回答。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兰州大学草地

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农业科技学院教授 任继周任继周

科学网 [2014-01-05]

我入伍时19岁，正是最渴望知识的

年纪。那个年代没有书读，为了在部队

里也能学到点知识，我们几个彼此要好

的战友聚在一起，自发成立了一个“科技

小组”，每到周末就凑在一块儿“研究科

学问题”，比如灯的开关为什么能一拉就

亮，一拉就灭。现在想想，当时讨论的问

题都很傻很简单，但是那个过程非常快

乐。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 郭华东郭华东

《国科大》[2014-01-04]

我回国是很艰难的，是抱着一拼生

死的决心，经过很多斗争才回来的。对

我来说，只有把祖国放在心里，才能真正

做出为国、为民的新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中国药理学报中国药理学报》》主编主编 丁光生丁光生

《国科大》[2014-01-04]

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对

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科学需

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

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

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中国的科研环

境相对来说，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于敏于敏

科学网 [2014-01-11]

如果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说，863计划

是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如果从科研

创新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它是失败的。

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想要成功，首先要实

事求是。863计划执行到现在已经有28
年了，你可以说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可

是还需要多慢？慢慢来的态度就不是创

新的，创新就要颠覆以前的事情。成功

不是在一个受保护的市场里，而是应该

在国际市场上。

———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讲席教授讲席教授 李凯李凯

《中国青年报》[2014-01-05]

我只是在科学的道路上行走，仍然

处于攀登的历程中，今后应该会继续攀

登。对于数学研究，我有两点想法，一是

做数学研究要站得高、看得远；二是做科

学研究要持之以恒，不能遇到一些困难

就停下脚步。也许科研工作看起来没什

么特别危险之处，特别是数学研究，似乎

写写算算就行了，但实际上数学研究也

会遇到许多特别艰苦的事。因为数学研

究特别讲究逻辑，只要其中一环出了差

错，那整个推理过程就全错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科复旦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教授学学院教授 陈恕行陈恕行

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 [2014-01-08]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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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863、、973973计划将终止计划将终止

中国科研资助体系面临重大改革中国科研资助体系面临重大改革
2014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简称《方案》）。

《方案》由科技部、财政部共同牵头，改革

涵盖一半以上民口中央财政科技经费，

涉及近40个管理部门。《方案》显示，包括

863计划和973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原有科

技计划体系经优化整合后将被列入新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意味着在中国

科学界实施多年、影响深远的863计划和

973计划即将告别历史舞台。

863、973计划终止被评改革标志

此次改革，最先吸引科学界关注的

讯息即 863和 973计划将于 2017年被整

合。Nature杂志 2014年 10月评价其为

“此次改革价值的标志性事件”。

“863、973计划分别实施近30年和近

20年，对我国的高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

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王扬宗接受《科技导报》

采访时表示，在高性能计算机、深海机器

人与工业机器人、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新

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基因工程

药物等一批世界公认的高技术领域，由

于或部分由于863计划的支持，中国在世

界占据一席之地，基本实现863计划的初

衷。973计划的实施，促进我国在基础科

学的若干重要学科和领域取得较大进

展，显著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培养了许多

优秀的科技人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蒋高

明明告诉《科技导报》，863、973计划年限

长，支持力度大，“使中国科技缩短了与

发达国家的距离，甚至有超越。在中国

科技史上必将留下重要一页。”

863和 973计划实施多年，取得的成

就举世瞩目。然而，随着国情及世界科

技发展环境的改变，这些计划也逐渐产

生新的问题。

“入围 863和 973计划的都是大科学

家，这种竞争容易形成科技‘山头’，不少

项目沦为‘分钱’项目。”蒋高明告诉《科

技导报》，他曾参与第 1期 973计划，当时

是举全国之力，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或关

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

计划未能取得类似当年“两弹一星”那样

的成果。主要原因出在具体操作上，科

研工作者忙于争取经费，项目验收走过

场；论文导向造成大量垃圾论文交账，原

来的重大攻关项目变成了经费撒胡椒

面。”

长期以来，科学界对863、973计划实

施中的弊端产生过一些诟病。尤其是某

些时期，一些专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

员、教练员，造成突出问题。王扬宗告诉

《科技导报》，“调整和改革国家的科研经

费的支持渠道和管理体制，呼声由来已

久，是大势所趋”。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樊春良樊春良也告诉《科技导报》：

这两个计划毕竟是多年前设立的，随着

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地方逐渐暴露。科技

界对以 863、973计划为主的国家科技计

划体系改革的呼声不断增强，改革是必

需的，顺乎发展需要。“只是，我没想到改

革的力度会这么大。”

科研资助体系改革聚焦关注目光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方案的实施，此

次改革针对涉及近千亿元资金的近百项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工程浩大，涵盖面极

广。重大举措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政府“后退一步，站高一层”。

政府从以往日常管理和资金分配中抽

离，只负责管宏观、政策、规划、管理及布

局，具体科研项目将交由专业机构管

理。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

台，包括联席会议制度、专业机构项目管

理等。

其次，财政科研计划优化整合为5大
科技计划。即此前各个阶段设立的 863
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将

被设计为新五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

术创新引导专项，基地和人才专项。

最后，具体实施过程分为 3个阶段。

2014年，启动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设，对

部分重点专项进行试点。2015—2016
年，基本建成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基本完

成各类科技计划的优化整合。2017年，

按照新5类科技计划运行。

对于此次改革，许多学者认为其方

向和思路顺应科技发展潮流。

“这次改革的方针明确，思想明晰，

有整体的方案设计和改革进程的时间节

点。”樊春良认为，这次是对整个涉及中

央财政经费支持科技计划的资源重新配

置，“可见政府下了很大决心。”

“科技基金改革显然针对过去的弊

端。经费分类管理可带动科研人员的积

极性，既考虑基础前沿，又考虑实际需

求。”蒋高明认为，如此一来，基础研究可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渠道获得支持；

应用研究可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

题，完成由论文导向到产品导向的转变；

还可实现“中国创造”，技术创新引导鼓

励企业与科研部门合作，企业与政府签

订协议，邀请科学家参与，做好技术储备

工作。

宏大蓝图前景可期，然而也有学者

对改革面临的问题表示担忧。

“虽然此次改革的影响很可能是深

远积极的。但是短期来看，仍存在很大

的挑战。现在的关键在于实施。”樊春良

告诉《科技导报》，改革有两个难点需要

攻克：

第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如何安

排。按照当前方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是囊括863、97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的

全新计划，如此多的项目集中在一起，如

何把握科学技术的优先领域以及各产业

部门和社会发展领域的需求是难点。此

前各个部委制定的计划，虽有分散甚至

重复的弊病，但是其从需求出发，有一定

合理性。现在将其合并成一个计划，如

何将各部门需求反映进来，值得考虑。

第二，管理项目的专门机构十分重

要。学者们公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

成功的因素之一是有一支专业化管理队

伍。但该队伍是随着自然科学基金的发

展逐渐建立的。此次规划中，国家科技

计划依托专业机构管理，所谓的“专业机

构”是新建，还是依靠现有资源？短时间

内如何保证该专业机构能够承担起管理

新的国家科技计划的重任，是此次改革

的一个关键。

文//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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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6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以及欧莱雅中国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研究员陈春英陈春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院研究员于翔于翔、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黄如黄如、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研究员贾卫华贾卫华、华

南农业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廖红廖红、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

工程科学系研究员段慧玲段慧玲、华北电力大学资源与

环境研究院教授李永平李永平、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陈雪飞陈雪飞、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李

英贤英贤、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刘建妮刘建妮共10位女科学家获此殊荣。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2015-01-20]

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举行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中国科协与教育部联合发文
推进高校科协组织建设

中国科协与教育部近日联合印发

《中国科协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

协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高校科协工

作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高校科协的

主要任务、组织建设和工作机制，就进一

步推动高校科协事业发展作出部署。

文件指出，建立高校科协应按照新

时期党对教育、科技、科协工作的要求，

根据高校实际，充分依靠高校科技工作

者，遵循积极稳妥的方针，做好引导和动

员工作，加快高校科协组织的建立。中

国科协、教育部重视并鼓励高校成立科

协组织，加强对高校科协工作的指导，充

分发挥中国科协常委会组织建设专门委

员会和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对高校科

协相关工作的咨询作用，发挥中国科协

组织人事部、教育部科技司等有关职能

部门统筹协调、具体指导的作用。积极

研究探索不同类型高校科协的组织体

制、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坚持分类指

导，推动高校科协科学发展。

中国科协网 [2015-01-16]
中国科协召开地方科协党组书记

年度工作研讨会

1月9日，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地方

科协党组书记年度工作研讨会。中国科

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尚勇尚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协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中国科协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王春王春

法法、沈爱民沈爱民，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吴海鹰吴海鹰、

束为束为等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副省级城市科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科协党组书记出席会议，18位地方科

协党组书记在大会上发言，交流了2014
年工作开展情况和2015年工作设想。

尚勇指出，2014年，各级科协自觉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三服务一

加强”工作职能，积极进军科技创新和经

济建设主战场，创新工作机制和手段，创

造了很多宝贵经验。2015年是科协事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适应、引领

经济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

快实现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的动

力转换，赋予科技界更加重要的使命，科

协面临的任务将更加繁重。他还结合实

际，对2015年科协重点工作提出要求。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5-01-12]
2015年全国学会秘书长

工作会议召开

1月13日，中国科协2015年全国学

会秘书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来自中国科协所属190个全

国学会的秘书长，以及中国科协有关部

门、单位的负责同志，共 240余人参会。

沈爱民指出，2014年，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处提出把学会工作作为科协主体工作，

并启动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相

关工作，形成了学会工作的新格局。目

前学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科协与学会

的关系将面临新转变，需要重新审视和

构架，要加强对学会的政治引领、示范带

动、联系服务，推动学会有序、健康发展。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1-16]
河北省科协就优化河北科技创新

环境提出建议

1月9日，河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召开。河北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周本顺，省委

副书记、省长张庆伟张庆伟等到会听取发言。

河北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李宗民李宗民代表省科协发言指出，近年河北

省科技创新环境不断改善，但研发投入

不足、创新主体偏少、创新型人才匮乏等

问题仍比较突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

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当务之急是优化科

技创新环境，并对此提出建议：一是建立

多元化投入机制，让研发投入多起来。

二是培育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让创新

主体动起来。三是坚持引才育才励才并

重，让创新人才活起来。四是加强平台

建设，让科技服务强起来。五是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让政策红利释放出来。六

是加强宣传教育，让创新氛围浓起来。

河北省科协 [2015-01-19]
中国地理学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2014年12月27-28日，中国地理学

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

中国地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长刘燕刘燕

华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所长葛全胜葛全胜，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陆大道、周周

成虎成虎、傅伯杰傅伯杰、崔鹏崔鹏，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刘

兴土兴土等，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代表和

特邀嘉宾26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

傅伯杰当选为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陈发虎陈发虎等12人当选为副理事长，刘毅刘毅当

选为秘书长（兼）。

会议颁发了第五届中国地理科学成

就奖等多个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研究员宋长青宋长青、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刘卫东、北京大

学教授朴世龙朴世龙作大会学术报告。

中国地理学会 [2015-01-06]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2014年 12月 29日，中国青藏高原

研究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由学会会员单位推荐的116位会员代表

参加大会。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第五届

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孙

鸿烈鸿烈，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第五届理事

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姚檀栋，中国

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洛桑洛桑··灵智多杰灵智多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度郑度、滕吉文滕吉文、肖序常肖序常、

傅伯杰、王会军王会军、崔鹏、郭正堂郭正堂、王成善王成善，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郑绵平、多吉多吉等出席会

议。会议期间，姚檀栋当选为第六届理

事会理事长，洛桑·灵智多杰（藏族）等 7
人当选为副理事长，欧阳华欧阳华当选为秘书

长。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201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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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八届七次全委会议召开中国科协八届七次全委会议召开
1月8日，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出席会议并与中国科协

全委会委员座谈。会议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对科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科协常委会工作报告，选举尚勇尚勇同志为中国

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常务工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主持开幕

式并作工作报告。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主持闭幕式并作总结讲话。

李源潮在与中国科协全委会委员座谈时指出，希望中国科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群团组织的发展方向，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促进科技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

座谈中，大家围绕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海外人才引进等作了发言。李源潮说，希望中

国科协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创新创业创优，进军经济建设主战场、进军科技创新前沿，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贡献。

韩启德在工作报告中回顾总结了2014年的工作，提出了2015年的重点任务，要求各级科协组织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以学会工作为主体，以科技人

才工作、决策咨询工作和科学素质工作为重点，以科学文化建设为基础，以钉钉子精神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努力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更加奋发有为。

尚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当前，科协事业发展面临十分难得、极其宝贵的战略机遇，任务繁重、使命光荣。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坚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这个大局，坚持以科技工作者为本、学会为主体的工作主线，坚持

继承中发展、落实中提升的工作理念，坚持“想事干、创新招、求人帮、务实效”的工作态度，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团结一致，狠抓落

实，不断开创科协工作的新局面。

中国科协副主席邓中翰邓中翰、卢锡城卢锡城、冯长根冯长根、刘玠刘玠、李静海李静海、沈岩沈岩、张勤张勤、陈章良陈章良、陈赛娟陈赛娟、唐启升唐启升、黄伯云黄伯云、程东红程东红、谢克昌谢克昌，部分在京中

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王春法王春法、沈爱民沈爱民，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吴海鹰吴海鹰、束为束为，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以及中国科协机关、直属单位负责人和全国学会、省级科协有关负责人500余人出席、列席会议。

中国科协办公厅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1-08]

中国科协八届七次全委会全国学会代表发言摘录
中国化学会理事长 姚建年

近年，中国化学会抓住“国际化学年”、中国科协“学会能力

提升专项”“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试点项目等重大机遇，各项能力

得到显著加强。主要成绩有：做好同行评估评价，积极承接政府

职能转移；打造学术品牌，加强学术引导力和号召力；凝聚化学

工作者集体智慧，引领化学学科发展方向等。学会目前共设13
项学术奖励，具有高权威性和号召力；承担了2014年度化学领

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工作，受到高度评价；每年举办各学科

学术会议30余次，为各领域化学工作者搭建精确和实效的学术

交流平台；出版《化学学科发展报告》等书，为学会发挥学术引领

作用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 付于武

2014年，中国科协正式启动推进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

能和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试点工作。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参与后深

感：学会有信心、有能力承接好政府转移的职能，成为政府推进

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助手；学会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地方产业升

级，大有可为。

建议有关政府部门结合本部门职能转变进程，统筹研究学

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并同步推进；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加

强对学会的政策指导和工作督促，及时审查并采信学会工作成

果，帮助学会提升影响力和公信力，同时将更多社会化公共服务

职能转移给学会。

中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杨俊华

中国宇航学会近年大力开展青年人才培养举荐工作，积极

推荐优秀青年航天科技工作者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积极鼓励青

年人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选送优秀青年骨干到国际组织学习

先进管理经验，多渠道推荐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此外，学

会还充分利用民间科技社团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航天舞台上广

泛开展民间外交，积极发挥民间智库的服务桥梁作用。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刘秀梅

2014年我会积极深入开展食品安全科普信息化建设，取得

初步成效：首先确定用信息化建设推进食品安全科普的整体思

路。其次，积极探索食品安全科普传播新模式：“科学家与媒体

面对面”和“科学解读食品安全热点问题”成为借助传媒与公众

交流的品牌活动；推进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拍摄科普视

频、科普作品大赛等活动的探索。三是注意积累信息化建设推

进食品安全科普的经验，如充分发挥专家的群体优势、有效利用

新传媒、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会议资料由中国科协办公厅提

供。）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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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人才资助计划改革的建议关于推进人才资助计划改革的建议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墨宏山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副研

究员。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人才是立国和强国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

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人是科

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同时，他

也明确指出：“要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顺木之

天，以致其性’，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因此，如何培养、引进

以及用好人才，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和能力发挥的科研环境和

氛围，事关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和科学发展，而人才资助计划是其

中一根主要的“指挥棒”。

中国的人才支持计划种类和形式多样，国家层面有“千人计

划”“万人计划”“杰青”“优青”“青年基金”等，部门层次有“长江

学者”“百人计划”等，各省区市也建立了各自的人才计划。这些

人才计划在推动我国人才培养和引进以及推动我国科技及经济

社会发展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纵向层次不清、

横向范围既有重叠又分布不平衡等问题，特别是注重对高端及

优势人才的资助，而忽视了对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科研人员

的资助，而且各种人才资助计划已经转变为学术头衔，凸现了官

本位思想在学术界的生根及蔓延。这些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人才的合理布局以及良性发展，制约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

快速提升，致使形成一种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具体来

说，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缺乏系统的科研职业培训计划缺乏系统的科研职业培训计划

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的开始需要进行系统的科研职业培训，美

国等科技强国都建立了针对学术生涯早期系统的职业培训资助计

划。虽然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类

别、教育部设立了博士后基金等，但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的现实需

求。这种情况导致的年轻科研人员对已有学术带头人过分依赖，

加之项目负责人体制的引入，抑制了年轻科研人员在最富有创造

思维、魄力和朝气时期的发展。而且，我国相应资助计划都以年龄

设置界限，而不是以学术生涯经历为界限，也大大限制了科研人员

的发展，抑制了一些科研人员进入新领域开拓的机会。

人才支持计划在部门间分布不平衡人才支持计划在部门间分布不平衡

虽然许多部门建立了人才资助计划，但相较于教育部和中

国科学院而言，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产生的不平等

竞争，加速了优秀人才向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研究院所的流动和

集中，制约了其他部门所属研究院所的稳定发展。同时，也加剧

了科研经费的过度集中。从长远看，也是导致我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链条中断的重要原因。

人才支持计划学术头衔化人才支持计划学术头衔化

由于“杰青”等人才资助计划是较大强度的资助，对它们的过

度竞争，使得这种人才资助计划成为一种学术头衔。同时，由于它

可作为学术评价指标，可与收入和职称评定挂钩，又进一步加剧了

对这种人才资助计划的竞争。很多科研人员为获得更多的这种学

术头衔不惜放弃已经搭建好的学术平台而进行工作单位的调动，

甚至有些单位之间以及单位与科研人员之间以此作为交易。

““千人计划千人计划””等引进海外人才计划把关不严等引进海外人才计划把关不严

毋庸置疑，“千人计划”等引进海外人才计划在特定时期有

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审核不严和疏于管理等不

足，如：有些“千人”实际上并没有如期回国，有些由西部单位引

进后就转到发达省份工作，有些本就是国家公派留学而不如期

回归者等等。这些现象虽是少数，但也严重影响了“千人计划”

和“千人学者”的声誉。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建立系统的科研职业培训资助计划建立系统的科研职业培训资助计划

我国应建立科研人员学术生涯早期系统的职业培训资助计

划以及新领域拓展计划，培养年轻科研人员和转入新领域的科

研人员自主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使他们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整合各部门人才资助计划整合各部门人才资助计划

有必要整合各部门针对各自系统的各类人才资助计划，形

成统一的、国家层面的面向全体科研人员的资助计划。对于边

远和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层面人才资助计划体系应当予以适

当倾斜，同时可设立地方人才资助计划。

取消对取消对““优秀优秀””科研人员的培养计划科研人员的培养计划

“杰青”等优秀人才培养资助计划产生的背景在于，在研究

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一些已经展现出潜质的“优秀”科研人

员进行有选择的重点支持，培养他们成为科研领军人才。这些

资助计划的设立有其鲜明的发展阶段特征和必要性。目前，我

国对科技的投入大大增强，那些已经展现出潜质的“优秀”科研

人员已经完全可以通过统一的竞争渠道获取足够的科研经费。

因此，应该取消这种人才支持计划。

建立非定期申请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建立非定期申请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

千人计划的设立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时机，也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目前，国内外形势已经变化，大规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应该

转为一种持续的、非定期申请的人才计划，同时应该严格审核，并

对已经引进的人才进行考核和对引进单位进行评估和问责。

避免将人才资助计划学术头衔化及作为评价指标避免将人才资助计划学术头衔化及作为评价指标

将人才资助计划学术头衔化是导致人才资助计划不良竞争

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官本位思想在学术界生根和蔓延的另一

种体现。因此，人才资助计划的关键是建设一种适合于人才成

长、能力发挥的学术氛围和机制，应该杜绝将人才资助计划作为

学术评价的指标，并避免将人才资助计划同个人收入以及职称

评定等直接挂钩。

总之，我国科学研究发展已经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科

研投入得到稳定而快速地增长，我国科学家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

得到国际科学界的认同。在此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大力推进科技

体制改革，包括人才培养、引进和资助制度改革，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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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发现高效杀伤肿瘤细胞的人工阳离子多肽AIK
恶性肿瘤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目前常

用抗肿瘤药物存在疗效低等问题，寻找高效、低

毒、特异性强的药物成为肿瘤治疗的当务之急。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教研室周春水周春水

课题组筛选发现了能高效杀伤肿瘤细胞的小分

子阳离子多肽AIK。实验证实AIK是一种广谱、

高效的抗瘤肽，对肺巨细胞癌95C细胞、人白血

病 HL-60 细胞、宫颈癌 HeLa 细胞、小鼠肝癌

H22细胞等均表现出较高的杀伤率，能够促进肿

瘤细胞的凋亡和坏死，并且显著抑制小鼠皮下H22细胞移植瘤的生

长，无明显毒副作用。由于肿瘤细胞表面多带有阴离子，因而阳离子

多肽更易与其结合，并通过多种机制诱导瘤细胞凋亡和坏死，其良好

的靶向性避免了严重的毒副反应。AIK具有抗瘤活性高、易于改造、免

疫原性低等优点，并且还可大规模制备，是研发新型靶向药物的优良

候选药物。（网址：http://www.biother.org）
《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2015-01-14]

推介人：《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编辑部 黄静怡

激光脉冲能量实现10万倍能量增益

在材料微细加工、粒子加速等领域，通常要求激光具有

很高的功率或能量，而仅靠激光振荡器来实现通常比较困

难。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梁晓燕课题组首

次将掺镱硅酸钪（Yb:SSO）用于啁啾脉冲放大器（CPA），将

脉冲能量由纳焦量级放大为数百微焦量级。

实验结果证明Yb:SSO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CPA放大

介质；基于该种晶体的CPA可以在材

料精细微加工、生物成像、显微外科手

术、非线性光谱学等工业、医疗和科学

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后续工作将主

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该CPA中的增益

窄化效应，从而获得更窄的输出脉冲

宽度，有效减小各种插入损耗，提高其

放大效率。（网址：http://www.optics⁃
journal.net/Journals/col.htm）

Chinese Optics Letters [2015-01-10]
推荐人：Chinese Optics Letters编辑部 张然

中高纬度地区TRMM卫星降雨

数据的精度评价
精确可靠的降雨

数据是旱涝灾情侦测、

预报与调控的重要前

提，也是气候变化研究

的关键数据源。目前，

受制于反演算法及下

垫面的影响，遥感降雨

数据普遍存在误差，尤其在中高纬度地

区，由于有效校正数据源的缺乏，造成该

区域TRMM 3B42 V7数据有较大不确定

性，对精度认识尚存不足。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生态气

候组针对地形差异显著、气候类型多样

的内蒙古地区，系统性评价了 TRMM数

据精度，并分析地形与降雨量对数据精

度的影响。结果表明：TMPA 3B42在年

月日尺度上均高估降雨量，其误差随时

间尺度增大而增加，其中日降雨量的平

均误差和绝对误差分别为-0.06和 0.88
mm；在降雨事件侦测上表现良好，ETS
达到 0.23，但仍微弱高估降雨发生频

率。另外，数据精度受海拔与年降雨量

影响，随海拔升高，降雨绝对误差减少，

降雨探测能力减弱，而降雨量对数据精

度的影响则相反。（网址：http://www.
cjae.net）

《应用生态学报》[2014-11-18]
推荐人：《应用生态学报》编辑部 杨弘

退火处理提高长波长 InAsSb
半导体材料的电学性能

工作在中、长波红外波段的发光和探

测器件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应用在这

些器件中的 InAsSb（铟砷锑）三元合金具

有室温工作特性好、机械强度高、成本较

低等优点，引起广泛的研究兴趣。

研究者提出熔体外延法，并用此法获

得了截止波长 8~12 μm
的 InAsSb厚膜单晶，外延

层的厚度可达100 μm，使

外延层中的位错密度降低

到104 cm-2量级。同时研

究了退火处理对熔体外延

法 生 长 的 长 波 长

InAs0.05Sb0.95外延材料的透射光谱、元素分

布及电学性质的影响。电子探针微分析

测量证明，材料在350℃下于Sb气氛中经

过持续11 h的退火处理后，组分元素 In、
Sb和As在外延层中的分布更为均匀。范

德华法测量证明，由于退火处理降低了外

延层中的空位密度，减少了低温下的空位

散射，使 InAsSb外延层的电子迁移率由

300 K下的43600 cm2/（V·s）提高到77 K
下的48300 cm2/（V·s）。在适当的条件下

进行退火处理，可以改善 InAsSb外延材

料的元素分布均匀性及低温电子迁移率。

《材料热处理学报》[2014-12-25]
推荐人：《材料热处理学报》编辑部

吕东显

BovM的脱水酶与环化酶功能域

均可独立行使催化功能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马宏初马宏初、

钟瑾钟瑾等人员研究了一种重要的肽修饰酶

BovM的双功能域（脱水酶与环化酶功能

域）各自的脱水与环化活性，并检测了其

功能上的协同关系，证实了其整体结构

的重要性。

为深入了解BovM催化机制奠定基

础，研究人员在 E. coli中分别异源表达

纯化BovM含脱水功能域的N端与含环

化功能域的C端重组蛋白，构建体外反

应体系，对其前肽底物BovA进行修饰，

通过产物抑菌活性及MALDI-TOF MS
分子量检测来鉴定两者的修饰活性；并

通过体内、体外2种方法检测双功能域蛋

白之间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BovM的

N端脱水功能域及C端环化功能域分别

具有脱水与环化活性，但双功能域重组

蛋白之间没有协同作

用。这说明 BovM 双

功能域均可独立行使

各自的催化功能，但

BovM的完整结构对其

正常的催化活性非常

重 要 。（网 址 ：http://
journals.im.ac.cn/acta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5-01-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编辑部 张晓丽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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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光学超分辨成像精度破极限达4.1 nm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孙方稳孙方稳研究组利用光学超分辨成像技术实现了对单个自旋态的纳米

量级空间分辨率的测量和操控，其成像精度达到4.1 nm。研究成果1月2日发表在Light: Science & Ap⁃
plications上。

金刚石中的氮—空位色心是一种发光缺陷，近几年在量子信息领域得到广泛关注，被认为有望实现室

温下量子计算和高灵敏度量子测量。研究人员通过氮离子束注入制备了金刚石氮—空位色心，并利用色心

中不同电荷态发光的波长依赖特性，对色心的电荷态进行了高效控制。他们进一步通过对不同波长激光的

光束整形，实现了突破光学衍射极限的电荷态耗散成像。实验中，他们利用50 mW泵浦激光完成了对氮—

空位色心的高分辨成像，精度达4.1 nm。该实验获得的成像精度是光学衍射极限的1/86，超过了StefanStefan
W. HellW. Hell等人之前在相同系统中利用5 W激光泵浦所获得的光学衍射极限1/67的精度。该电荷态耗散成

像技术不仅可用于纳米尺度的高精度电磁场测量，还将在基于近邻耦合电子自旋的量子信息和生物检测中

得到广泛应用。（网址：http://www.nature.com/lsa/index.html） 《科技日报》[2015-01-12]

进化本能让鸟儿撞上飞机
当巨大的金属物

撞向鸟类时，它们并没

有躲避开。研究人员

发现，这是因为它们将

注意力集中在距离而

不是速度上。研究成

果1月7日在线发表在

Proceedings B上。

由于很难在不导致伤亡的情况下进

行现场试验，研究人员选择了虚拟现实的

方法来研究这种现象。他们在一个密闭

的空间中对着一群棕头燕八哥播放卡车

以时速60~360 km接近它们的画面，以研

究这种鸟的反应。结果发现燕八哥总是

在卡车距离30 m时飞离，它的注意力集

中在自己与卡车之间的距离上，而非卡车

的速度。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策略或许可

以帮助它们逃离自然界的捕猎者如鹰隼，

但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和其他运行时速达

到120 km以上的交通工具对于它们则是

致命的。或许可以给飞机安装特殊的灯，

从而警示鸟儿在距离较远时就躲开。（网

址 ：http://rspb.royalsocietypublishing.
org） 《中国科学报》[2015-01-12]

日本发现能使米粒变大的基因
日本名古屋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

了一种能使米粒变大的基因，将有望促

进水稻增产。研究成果发表在 1月 6日

的PNAS上。

研究小组对米粒

很短的日本米品种“日

本晴”和米粒细长的印

度米品种“Kasalath”
的基因进行比较，发现

GW6a 基因能控制米

粒大小，而且“Kasal⁃
ath”体内这种基因的

功能比“日本晴”强大很多。研究人员将

“Kasalath”的GW6a基因植入“日本晴”

体内，发现“日本晴”不仅植株自身增大，

而且其米粒的体积和重量增加约 15%。

提高这种基因的功能，米粒还能变得更

大，而遏制其功能，米粒则会变小。研究

人员将这种基因植入其他水稻品种后，

也得到同样结果。

该研究成果将有助大幅提高谷物的

产量，有望为减轻世界粮食危机作出贡

献。（网址：http://www.pnas.org）
新华社 [2015-01-15]

分子“GPS”可定位酶的活性中心
德国波恩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分

子“GPS”，能可靠确定金属离子在酶中

的位置，这些离子在新陈代谢和生物产

品合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成果12
月 17 日 发 表 在 Angewandte Chemie
上。

研究人员表示，只要知道酶中金属

离子的位置，就能精确掌握反应进程。

他们利用一种与GPS原理类似的新方

法，把 6个“分子卫星”散布到天青蛋白

（azurine，中心有铜离子的蓝色蛋白）酶

模型中，首次通过计算机程序跟踪了这

些微小“卫星”在缠绕的酶中的“轨道”。

他们用一种叫做PELDOR的分光计确定

了各个“卫星”和金属

离子之间的距离，就像

GPS那样，确定了一种

酶 的 活 性 中 心 的 位

置。（网址：http://on⁃
linelibrary.wiley.com/
journal/10.1002
(ISSN)1521-3773）

《科技日报》[2014-12-30]

基因分析证明美国人种族遗传界限模糊

研究人员发现，有很高比例的非洲裔、欧洲裔以及拉丁裔美国人的祖先来自于其自我认同以外的种族。

研究成果1月8日发表在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

研究人员利用23andMe公司的巨大遗传信息数据库开展研究，这使得用于该项研究的数据集比通常用

于分析人口混合的数据量“大了一个数量级”。基于23andMe公司客户对自己的定义，研究人员从美国3个

最大族群——欧洲裔、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遗传祖先入手。结果表明，数百年来，不同的族群相遇

并繁衍，种族之间的遗传界限已相当模糊。例如，一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的基因组包含 73.2%的非洲人、

24%欧洲人及0.8%印第安人的血统。与此同时，拉丁裔美国人平均有18%印第安人、65.1%欧洲人（主要来

自伊比利亚半岛）及 6.2%非洲人的血统。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斯坦福大学人口遗传学家AndresAndres
Moreno-EstradaMoreno-Estrada认为，与美洲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遗传印记。（网址：http://www.cell.
com/ajhg/home） 《中国科学报》[2015-01-12]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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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英国皇家学会开放获取期刊英国皇家学会开放获取期刊
随着科技期刊开放获取（open ac⁃

cess）的呼声越来越烈，英国皇家学会也

加入了这一行列，通过互联网使科学研究

成果能够更加自由地传播。在2010年，

为适应21世纪的网络世界，英国皇家学会

出版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在网站上免费

阅读。在2014年2月，英国皇家学会更是

宣布创办开放获取杂志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在2014年9月，这一新期

刊终于与读者见面（图1）。这一新的开放

式期刊，在客观性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出

版跨所有学科的高质量原创研究论文。

涵盖了生命科学、物理学、数学、工程和计

算机科学，接受各种类型的高质量研究工

作，而不在意研究的方向、篇幅等其他因

素。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具有

鲜明的特色，例如客观的同行评议；提供

开放式同行评议；文章将体现开放数据原

则；每篇文章会有一系列反映文章水平的

指标，鼓励在文章发表后对其进行评论；

编辑团队将全部由一线科学家组成；除直

接投稿，该期刊还接受投稿于其他英国皇

家学会期刊上的文章；除发表通常的研究

成果，也会发表一些阴性结果。

图1 英国皇家学会目前已出版的5期开放获取期刊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的文

章入选标准如下：科学、工程学或数学中

的原创研究；投稿的论文应带来新的科

学知识；鼓励阴性结果、荟萃分析和检验

重大科学工作可重复性的研究；重复实

验仅考虑为文献提供有意义贡献的情

况，其衍生的工作将不予考虑；报告结果

尚未发表于别处；结论有数据的支持；遵

守适当的道德标准；实验方案/操作和统

计分析符合经过方法学和科学合理论证

的较高技术标准；文章必须在详尽分析

所有相关科学/方法问题上具有较高的质

量；支持本文研究结果的数据是公开的。

期刊坚持客观的同行评议。大多数

期刊的同行评议制度分 2步。第 1阶段

是客观性评价，即评估方法学和统计的

严谨度及结论的有效性。第2阶段为主

观评价，即评估该工作可能的影响或重

要程度。上述第2个主观阶段的有效性

和适用性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越来

越多的观点认为，文章的影响力和重要

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和领域）将

在发表后经由社会得到更好地评价。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将只采取

第1阶段——客观性同行评议，只要文章

符合入选标准，其关于重要性和影响力

的判断将留给读者个体、科学团体，更长

远来说，留给后人。

该期刊还鼓励作者和审稿人选择开

放式同行评议。传统的同行评议是一件

较为隐蔽的事情，评议报告仅为少数人

看到，而看到评议者名单的人更是少之

又少。为增进科学出版的透明度，一些

刊物已采用更为开放的模式。Royal So⁃
ciety Open Science 将施行如下的模

式。在同行评议的全过程中，鼓励审稿

人为自己的报告署名，将他们的名字透

露给作者。凡作者同意，文章的编辑过

程将透明化，即在审评后纳入评议报告

作为裁决书的独立部分，连同作者的回

复，随文章一同发表。这将让读者更好

地评估发表的论文，并提供发表后的意

见（这也将进行公开）。如果审稿人选择

公开自己的名字，那么这将被纳入到一

起发表的报告中。可能的情景大致如

下：1）作者同意开放式同行评审，审稿人

同意开放式同行评审，署名的评议报告

进行公开。2）作者不同意开放式同行评

审，审稿人同意开放式同行评审，审稿人

的名字只透露给作者，评议报告不公

开。3）作者同意开放式同行评审，审稿

人不同意开放式同行评审，审稿人的名

字不透露给作者亦不公开，评议报告公

开。4）作者不同意开放式同行评审，审

稿人不同意开放式同行评审，审稿人的

名字不透露给作者，评议报告不公开。

期刊划分了一些主要学科，每个学

科有一位主编负责，包括天文学、生物

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

学、地球科学、工程学、遗传学、数学、物

理学、心理学与认知神经学、结构生物学

与生物物理学等。

与期刊的刊名一样，所有发表在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上的论文，

都会以一个开放获取的模式免费提供给

读者，并存放在PubMed数据库。在一个

知识共享署名许可证（CC BY4.0）下，作

者仍拥有他们文章的版权，但在标明原始

作者和来源的情况下允许任何人下载、再

利用、转载、修改、传播及复制该文章。从

2014年9月第1期的出版以来，该期刊提

供一个免费期，期间免除所有文章处理

费。在此之后，文章处理费为1000英镑/
1600美元/1220欧元。一篇文章仅在被

接收发表时才需支付费用（投稿不收

费）。某些情况价格需计入增值税。当作

者无基金支持时可以考虑申请减免费

用。该期刊只通过在线形式发表，出版周

期尚未确定，目前以每月出版的论文为一

期，但是篇数并不固定。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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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科学伦理法治化研究的创新之作科学伦理法治化研究的创新之作

唐伟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3月第1版，定价7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王国骞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

局法规处，处长。

唐伟华所著《英美国家政府资助研

究领域人类参与者权益保护制度初探

——基于对科学基金立法的考察》一书，

是近年来国内关于科学伦理法治化问题

研究的新作。该书系统探讨了英美国家

科学基金人类参与者（即“human partic⁃
ipant”，此类人士亦被称为“受试者”即

“subject”）权益保护的立法状况，并基于

此，对我国有关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出

了建议，在视角和立论上皆具创新性。

该书主要内容分为7章，依照总论、

分论的内在逻辑，将对英美国家科学基

金保护参与者权益制度的论述分成两个

基本板块：前3章可视为总论部分，是其

对于西方科学伦理法治化的历史与现

状，科学基金人类参与者权益保护制度

的基本原则以及有关法治中的基本问题

与基本规定，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阐

述。该书第4—6章主要从分论角度，论

述了各国保护参与者制度的基本原则与

规则在各具体问题及领域中的应用，主

要包括 3个方面：一是从特定研究领域

（医学研究）与特定研究方法（定性研究

方法）的角度，探讨了各国立法中普遍重

视的参与者隐私权保障问题，尤其是个

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的保护与

安全问题；二是从特定类型参与者的脆

弱性入手，分别探讨了关于孕妇及新生

儿、未成年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处于不平等关系中的人士、身处外国的

人士等多类参与者的针对性保护问题。

三是探讨了各国对受资助研究活动的伦

理审查与监督制度。在以上论证的基础

上，该书第7章总结了各国人类参与者保

护制度的立法经验与启示，继而结合我

国有关立法的完善提出系统性建议。

目前国内外关于科学伦理问题的研

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中，对于人类参与

者保护问题的研究也不鲜见。该书独辟

蹊径，从国家科学基金法治的视角出发，

对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家科学基金法治中的主要问题加以提

炼，进而对各国相关制度的共性与差异

进行了微观比较与分析。这一研究视角

新颖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当代世界，国家的科研投入不仅

是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公众健康与

福利水平的重要途径。为此，发达国家

对于相关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也不断增

长，如：美国每年拨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SF）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用于资助科学研究的财政经费总额就分

别达到约 30亿和 300亿美元；加拿大对

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理事会

（NSERC）和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
的投入分别达到近10亿加元。可以说，

科学基金事业在落实其国家科技战略中

居于主导地位。近年以来，我国对科学

基金的财政投入也越来越多。

随着研究活动对社会公众的健康与

福利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多，诸如生物医

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自然科学

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的涉及人类参

与者的研究活动也越来越多，公众对研

究活动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

社会对研究活动在伦理性上可接受性的

期待也越来越高，其与相关法治不健全

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侵

犯参与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

说的是，此类事件一旦发生在国家科学

基金资助的研究领域，则其不仅会侵犯

参与者的知情权和自主权，更会损害科

学基金乃至整个政府科技创新体系的社

会公信力。当前，我国在科学伦理尤其

是人类参与者权益保护立法方面存在不

足，故健全相关立法，保障参与者权益刻

不容缓。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

科学基金事业起步较早的英美国家，其

作为科学伦理法治化的先行者，有诸多

成熟的制度经验可循。该书以此为立足

点，在对照英美国家制度经验的基础上，

指出了我国有关立法的种种不足之处：

一，从立法理念上说，我国现行的立法更

侧重于以部门管理需要为出发点，而不

是以保护参与者（受试者）的权益为出发

点，此一理念影响到有关立法的各个方

面，尤其是涉及参与者权益的规则大多

笼统且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对于研究风

险的分类和等级确乏明确的界定，对于

研究风险的评估问题没有明确要求，这

不仅容易导致研究人员对参与者的信息

告知缺乏确准度和透明度，更容易发生

故意隐瞒风险甚至欺骗参与者的情形。

二，我国有关立法在有关实体性及程序

性制度的设计上，均存在不足。就实体

而言，如立法对知情同意程序中对参与

者的信息告知范围确乏明确规定，也无

持续性要求，从而直接影响到知情同意

过程的公平性，其后果是使参与者的知

情权受到侵害。就程序而言，现行法律

对于伦理审查等级与研究风险等级的对

应性，以及对伦理审查的持续性缺少明

确规定，致使对研究者的行为监督的合

理性与持续性得不到切实保障，从而使

参与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等

等。前述不良事件的屡次出现，就是明

证。三，我国在宏观制度环境方面的缺

失，也给参与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困难，如

隐私法制不健全，导致参与者的隐私尤

其是个人信息安全得不到可靠保障。凡

此种种不足，书中皆有论及，进而一一提

出了改进的建议。

综上所述，该书创新之处有二：一是

系统地梳理并利用了发达国家的大量法

律文献并以此为立足点，从实在法全面
探讨了参与者权益的保护问题。这使得

该书的分析和探讨建立在现实性和实然

的基础之上，而非奢谈应然性或法理，这

样的论证思路更具说服力，从而更好地

实现了该书想要“成为一面镜子”的立论

宗旨。二是选择政府资助科学研究领域

作为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在英美发达

国家，科学基金是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

主要手段之一，其在各国创新体系中居

主导性地位，科学基金法治的实现状况，

直接反映出该国科技法治的实现状况，

进而直观地展现出政府公共管理的法治

化程度。可以说，这一选题视角既有新

颖度，又有典型性，对于我国科技法治建

设有重要的现实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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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喷头下的世界：漫谈3D打印

张天蓉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1
月第1版，定价：39.00元。

科学技术的历史，就像一条蜿蜒流

动于群山之间的长河，时而汇聚，时而分

流，纵横曲折，连绵不断。科学与技术之

间的关系如此，科学各学科或者技术各

领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近年来，原

来已有30年历史的3D打印技术，似乎突

然异军突起。究其深层原因之一，就是

因为种种现代高科技如今正好走到了历

史的交汇点。本书从多种科学技术之间

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分流交汇、掺杂渗

透的角度，向读者趣味盎然地介绍3D 打

印、人工智能、机器人研究、生物工程、互

联网等高科技发展的来龙去脉，同时你

也能简略地了解到支撑在这些热门技术

下面的基础科学，诸如物理学、材料学、

生物学等的相关进展。

我与科学共舞

曾志朗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
月第1版，定价：32.00元。

走出实验室，从生活的场景出发，无

论是在餐厅、球场、剧场、博物馆、图书馆

甚至日常行进间，集好奇心、敏感度、想

像力和理想性于一身的大脑科学家，左

思右想全都透露出知识的兴味；正如在

台上行云流水的舞蹈家，举手投足之间

都富含文化的底蕴，余韵缭绕，值得玩

味。听最会说故事的科学家娓娓道来：

穿梭古今的历史对照，与时俱进的跨界

写照，触类旁通的社会观照。本书中的

28个故事，将一些本来看似不相干的观

念、问题或难题串在一起，共谱出科学之

舞，不仅开拓了科学的新疆界，甚至触动

每个人的“创造力神经”，邀请所有人以

最自然的方式亲近科学，随之律动。

当泡利遇上荣格：

心灵、物质和共时性

[美] 戴维·林道夫 著，徐彬 译。湖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定价：

38.00元。

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沃尔夫冈·

泡利的开创性工作，导致美国开发出毁

灭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泡利对此结

果感到绝望，因此找到著名心理学家荣

格寻求帮助。他们之间长期的书信联

系，提供了一个成熟的科学家感人而独

特的内心旅程的记录。他们的书信也对

自那以来的科学和心理学思想产生了巨

大影响。

本书对泡利的观点和梦做出了突破

性的、清晰的解释，有力地证实了他认为

科学和精神性是不可分割的这一信念。

泡利和荣格远远领先于他们所处的时

代。他们二人深知，科学和精神性的结

合，对于人类的未来和地球的生存至关

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同时探索了

原子和无意识的深处，对于理解这两个

伟大的思想家如何研究“心理-物理问

题”——让科学负担起道义上的责任

——作出了重大贡献。

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
[美] 乔纳·莱勒 著，庄云路 译。浙江人

民 出 版 社 ，2014 年 9 月 第 1 版 ，定 价:
52.90元。

一直以来，多数人都认为在对大脑

奥秘的探索中，科学无疑是最精确的，是

站在第一线的先导者，但是实际上，艺术

时常超越科学而捷足先登。在本书中，

作者例举了19—20世纪闻名世界的8位

艺术家——“自由体诗人”惠特曼、“英国

心理小说先驱”乔治·艾略特、“现代绘画

之父”保罗·塞尚、“音乐界的毕加索”斯

特拉文斯基、“现代主义之母”格特鲁德·

斯泰因、“意识流文学先驱”普鲁斯特、

“西厨之王”奥古斯特·埃科菲和“游走在

优雅与疯癫之间”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

尔夫，展示了艺术是如何早于现代神经

学发现人类思维和创造力的真谛的，在

艺术与科学的角逐中，这是关于艺术一

次次胜出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本书力图

为艺术与科学搭建沟通的桥梁，以探寻

人类大脑的奥秘，解读真正的“第三种文

化”。

伟大的医生

[瑞士] 西格里斯特 著，柏成鹏 译。商务

印书馆，2014年 7月第 1版，定价: 58.00
元。

本书介绍了从古希腊至20世纪初西

方50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生平及其实践、

理论与方法，通过这些医学家的事迹，展

现了西方医学的主要发展过程，具有丰

富翔实的医学史料，是了解、研究西方医

学史的重要参考书。本书译文典雅，可

读性很强，并附有大量医学知识及相关

西方文化知识译注，同时适合广大医学

爱好者阅读。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124



科技导报 2015，33（2） www.kjdb.org

研发产业与促进我国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研发产业与促进我国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

文//王一鸣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青海大学－清华大学三江源研究院

“三江学者”，清华大学博士。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从2005年开始，我国研发投入基本

以每年 18%的速度在增长，到 2012年，

我国研发投入已经突破1万亿元。在庞

大的科技研发经费投入中，仍然存在着

效率低下和转化困难的问题；科技研发

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不适应导致

了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即“两张皮”问

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科研体制

实行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机构相互独

立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在建国之

初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但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它的弊端不断显现。由于没有像

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内生于市场的科研

机构设计，我国的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

的割裂较深，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

方面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发展

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现象至今仍然没

有很好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

题，实质是将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

将研发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问题，相

对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的70%可以进入

生产领域这一效率来说，我国仍然存在

明显差距[1]。在新世纪，我国要建成自主

创新型国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

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研发产业及其作用

在当代后学院科学与知识经济迅速

发展的背景下，研发活动开始直接表现

出价值创造的相应形式，自身形成为一

种独立的产业，即研发产业，成为价值的

直接创造和实现方式 [2]。其中独立型的

研发企业（或机构）的创立是研发产业成

熟的标志，它们以为别的企业或用户提

供研发外包服务、研发成果与解决方案，

并由此获得直接的经济收入作为企业

（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大学、科研

院所以及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所从事的

具有契约式、商品化特征的研发活动及

其成果的市场交易行为都是研发产业的

包含部分。

我国科研体制中科研机构与生产机

构之间割裂的现象，大多通过“产学研”

合作来消解。在我国推动企业创新能

力、建设国家创新系统的过程中，“产学

研”合作，尤其是其中的中介服务机构起

到了有益效果。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的

中介服务机构仍然处于一种低效的状

态。多数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由于自身局

限性，缺乏既懂研发又懂市场与管理的高

端复合型人才，很难准确判断一项研发成

果的价值；对于企业的需求难以找到有价

值的研发供给方，而对于高校、科研院所

等研发供给方，又难以帮助其找到合适的

市场。多数“产学研”合作中定位为中介

服务的机构，实践中仅能在双方之间提供

较为简单的信息咨询等，很难真正发挥

高端服务与沟通桥梁的作用。

研发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独立型研发

企业（机构）省却了中介机构的中间环

节。独立型研发企业（机构）作为一种内

生于市场需求，消解研发知识生产与应

用“二元化”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既懂

研发与创新也懂市场与管理的新型科研

组织，弥补了当前一些服务中介机构的

不足；同时产权厘定清晰也为其提供了

组织形式上的活力，其灵活的运行机制、

高效的研发优势等也确立了它高附加值

的经济收益。例如，我国生物医药研发

领域代表性的独立型研发企业（机构）是

华大基因研究院，它起源于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研

究中心，经过几年的迅速发展，可以提供

基因测序、制药与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

等方面的全球领先的研发服务；从科研

效率上来看，在Science、Nature等具有

国际顶端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

论文，取得了不少原创性研究成果；从经

济利益角度来看，2010年其收入超过10
亿元。由于科研能力突出，使得华大基

因的研发服务订单源源不断，而经济收

入的增长，也反哺了科研的投入；科技与

经济的有机结合得到突出体现，从而形

成一种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作为基于

市场的创新催化剂，独立型研发企业（机

构）是一大批企业创新基础的提供者，在

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种“母创新”类型

的企业，能够进一步催生并提高一大批

企业与研究机构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因

而也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转型的一种源

动力。

建设研发产业以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有机

结合

我国学者赵红州等指出，当科研生

产关系成为限制科学能力发展的惰性力

量时，就有必要改革不合理的科研体制，

建立新型的科研生产关系。研发产业，

尤其是这些新型的独立型研发企业（机

构），既是一个企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以研发外包服务等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同时又是一种实验室类型的

研发机构。从研发组织形式的发展历史

来看，独立型研发企业（机构）是研发机

构组织发展演进的一种高级状态。这种

新类型的企业（机构）已经在科技含量更

高 的 行 业 中 不 断 涌 现 ，例 如 Design
House和CRO（Contract Research Or⁃
ganization）联盟。它们以更加灵活的方

式，实现了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研

发的目的，在后学院科学和知识经济大

背景下，早已烙上经济收益的印迹，推动

研发产业建设，对于促进我国从科研资

源大国转化为科研强国，将研发优势迅

速转化为经济优势，破解科技与经济“两

张皮”问题，促进科技和经济有机结合具

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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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文先生的科学与人文世界李小文先生的科学与人文世界

·科学人物·

文//陈安，李月华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

研究所。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苏青苏青））

2015年1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小文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让人闻之万分悲痛的消息。和其他院士

去世时略有不同，几乎所有门户网站和

传统非科技类新闻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对

此进行了报道，这多半是因为2014年一

张李先生光脚穿“布鞋”给学生作报告的

照片走红网络的缘故。我以为，媒体报

道当时更多地是偏重于院士人物和着装

特点的传奇性和稀缺性，从并无后续深

入报道来看，媒体对先生的学术和生活

其实并不了解，且不见得想做深入了解，

只是围绕着这个独特的装束完成了一阵

舆论喧哗而已，确实让人感到遗憾。

李小文先生的研究方向是遥感，其

实，他是范围更大一些的中国地理学界

的代表性学术人物。行内的人用这么一

句话论及他的贡献及影响：“李小文是

Li-Strahler 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

这会让我们联想到杨振宁先生的重要成

就之一：“杨-Mills”方程。这样的命名法

是学术界对本领域优秀学者的最好纪

念。李小文不仅创建了一个模型，而且

还基于此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学派，这

是任何一个学者穷其一生都会觉得最有

成就感的事情。这个成就用李先生自己

的话说，那就是：“弄了个几何光学模

型。原有的大气遥感理论模型在空气均

匀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可见光看到像元，

而地球表面由于照度不均匀，有各种阴

影和反射，这就不能再用原来的方程得

到准确的结果。我的那个几何光学模型

就是用来处理地球硬表面的遥感模型。”

李小文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了

遥感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在实

践中的深入应用。他甚至为遥感不能够

在灾害应急中获得更为高效的应用而忧

心忡忡。汶川地震后，他写过一篇博文

“遥感道歉”，自己主动兜揽了遥感无法

在汶川地震中第一时间对受灾情况进行

采样并分析灾区真实状况的责任。一句

强负不当负之责任的道歉之语何其罕见

和珍贵！

笔者也正是看了这篇文章才动了在

科学网写应急管理科普博客的念头，并

由此和李小文先生有过多次深入的交

集：我们之后组织的全国第五届（济南）、

第九届（焦作）“应急管理”研讨会，李先

生均在百忙中应邀拨冗前往，并作大会

致辞或做点评人以示支持。而我和他之

前的交往只是限于网络上的偶尔唱和，

我既没有主动去拜望过先生，也没有任

何项目上的合作。我想，他只是想利用

自己的影响尽力支持青年学者而已。事

实上，我在网上批评先生的观点也不时

发生，有时甚至很尖刻，但是从先生的表

现看，都不以为忤。

学术领域之外，先生鼓励学科间的

交叉和融合，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屡

屡在科学网上掀起科学和人文交融的讨

论热潮。从遥感关注的各类尺度效应、

地表过程、植被结构参数化这类他所在

领域的问题，到科技评价、中国的基尼系

数与外汇储备这类现实的经济问题，直

至康熙时代的科学史、“三年困难时期”

的死亡人数，以及青年科学家的出路和

陕北民歌小调等问题，他都有所关注，并

撰写过或短或长的博文。

李小文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身上

体现出来真正的“人人平等”精神。我们

都目睹过许多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学者回

到中国后就一副“衣锦还乡”的架势，看

到级别不如自己的人就鼻孔朝天不屑理

会。美国名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博

士毕业的李小文先生则不然，他在科学

网上的唱和对象从专业为特殊教育的陈

小润这样的普通大学生到“发发”这样的

土发明家，调侃起来总是一副老顽童的

模样。关岛大学的李宁副教授曾因为被

李小文先生在博文中批评而诚惶诚恐，

一度误以为这是来自院士的打击，在回

忆文章中深为自己当年皮袍下面藏着的

“不平等”而自嘲——李小文先生自己在

争论中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院士，而只是

在以网友的身份辩论罢了。或许担心李

宁为此始终惴惴不安，小文先生在李宁

一次回国报告时还特意赶去聆听。我想

他是怕李宁内心的阴影影响到未来更多

的平等交流。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也因此，李

小文去世的消息传开后，科学网上的悼

念文章连篇累牍。我相信中国的任何一

位科学家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殊荣。每个

被先生的语言、文章或行为惠及到的人

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和怀念与先生的

交往，我们由此才知道很多和李小文先

生从未谋过面的人曾经接受过他的无私

帮助。江西的肖博士生活困难时曾开口

向李先生借1万元，先生二话没说直接就

从账户上把钱打过去了。

李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让人感觉到或

者说出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科学大师，

接触过他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个穿着朴

素、饭前喜欢啜饮几口小酒、乐于助人、

平等待人、学术功底深厚、自称“黄老邪”

的小老头。但是，当他去世后，我们才发

现，他难道不就是我们内心中期盼了很

久的大师吗？

李小文的去世使得中国缺乏大师的

科学环境更加凄风冷雨。他曾经对科研

体制问题多次发表建议和意见，希望能

改善普通科研工作者的境遇，而不是仅

仅把资源集中在少数被官方精挑细选出

来的人才身上，他甚至想过不妨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开放项目的几万小钱帮助年轻

学者走出最初的无助期。在各种呼吁无

果后，他并没有放弃个人的努力，而是尽

力施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如邀请泉州师范

大学几近绝望的陈楷翰老师来北京访问，

四处为他联系实验场地和创造科研条件，

帮助他重新树立科研的信心。

一个科学家除了可以做出基于智力

的科研成果外，完全可以也应该承担起

更多的科学共同体内的责任，即便不能

改变大的环境，但首先可以改变自己，其

次可以勉力帮助陷入困境的青年学者。

李小文先生这些都做到了。所以，除了

是一个好科学家，他还是一个正直的好

人。写到这里，李先生瘦小的身影在眼

前越来越高大，作为受益于他的小友，暖

意慢慢弥漫，而伤悲愈发浓重。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小文

126



科技导报 2015，33（2） www.kjdb.org

成功申报科研课题的成功申报科研课题的33个关键前提要素个关键前提要素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一般说来，要想获得科研课题资助，

需要具备3个重要的前提要素，它们是：

富有创新性的选题；具有扎实的研究基

础；可读性极强的申请书，三者缺一不

可。

富有创新性的选题

创新是科研工作者的生命，是科学

研究的灵魂，是所有科研人员追求的目

标。创新性是任何一份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书的核心构件，也是评审专家关注的

重点，没有创新性的项目是没有研究价

值的项目。富有创新性的选题是申请成

功的第一关键，选择不大不小的、合适的

创新目标，并将其创新实质明白无误地

表述出来，申请就成功了一半。

申请者要审时度势，选择有前沿性、

先进性的课题。要从大处，从最广阔的

视角来考虑科学问题。对于那些基础性

的重要问题，发挥你的想象力，找到创新

性的解决方案。要避免井蛙之见，要将

那些需要进行多年研究的计划纳入考

虑，要着力寻找和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

写出意义重大的科研课题。如果你一开

始就从小处着眼，那么当研究结束时，就

会发现你的工作更加微不足道。要敢于

梦想自己能取得与众不的成就，享受充

满丰富创造力的时光，让思维超出你所

研究的领域去自由驰骋。

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

同行评议专家往往会思考“这个课

题为什么让你做？”实际上，研究基础就

是让申请人回答“我能不能做？”的问

题。经过良好训练，有较好的学术背景，

有预先研究和充分积累的基础，这是申

请成功的第二关键。研究基础包括两个

层面，一方面是较为宏观的基础，指的是

申请者的个人条件，如学历、专业技术职

务、高水平的科研训练经历以及在国际

主流期刊发表论文的经历等；另一方面

就是微观的基础，指的是根据你的项目

研究内容，你是否做过一些探索性的前

期工作。申请者在申请书中要尽量全方

位地、多角度地、多层次地展示出自己和

课题组的研究实力以及以往的相关工作

积累，以证明自己能做，有研究实力完成

这项课题。

可读性极强的申请书

申请书是获得课题资助的敲门砖，

要想使申请的项目有竞争力，申请者自

己确实要有新颖的想法、好的思路和扎

实的科研基础，但仅仅有了这些还不

够。如果申请者不能较好地把自己新颖

的想法、好的思路和扎实的科研基础表

达出来，如果评阅人读了你的申请书后，

无法理解你的想法和思路、无法准确把

握你的科研基础，那么，再好的想法、再

好的思路、再强的研究基础，成功的把握

性仍然很小。因此，要善于把自己的想

法和思路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申请

书的可读性也就非常重要了，这是申请

成功的第三关键。申请书应当语言规

范、科学，文字精练、语义确切，避免繁

琐、叙述平庸、缺乏亮点。申请书应图文

并茂，读来赏心悦目，是一个精彩而完整

的科学故事。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南华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教授。

文//唐小卿

学术圈子与科研基金学术圈子与科研基金

这里所说的圈子是指学术范围，不

是指拉关系。做科研需要交流，需要一

个同行的圈子。不与任何人交流、不参

加任何学术活动，很难得到同行的认

可。除了年轻的学者外，一般从事10年

以上科研工作的人，必须有一个学术圈

子——你的工作需要同行的了解和认

可。

很多人抱怨科学基金申请失利，说

没有人认可他们。其实这有可能恰恰说

明他们在本领域还处在圈外。同行专家

应该了解本领域哪些同事正在做的工作

以及进展情况。奠定自己在一个学术圈

子的“知名度”很重要。这个知名度往往

是靠个人多年的耕耘努力获得的。

做科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

要积累。谁也不会随随便便成功。当你

在国内外同行中小有名气时，说明你的

研究受到了同行一定的认可，基金申请

就相对变得容易些了。因此，不要轻易

改变年轻时坚持的研究方向，不能随意

跟风，要有恒心和信心做好自己。

科研是集体的智慧。别人的工作对

自己会有所启发，让自己有所借鉴、有所

提高。因此除了自己埋头工作外，经常

参与学术交流很重要。让同行了解你，

认识你，知道你一直在努力！

论文评审、基金评审，其实就是小同

行了解你的过程。你的报告给人留下较

深印象时，你在学术圈子里自然就有了

话语权和知名度。你做的研究工作越

多、越出色，获得学术圈子认可的机会就

越大，也越容易获得基金资助。

进入学术圈子，是个渐进的过程。

科研工作者要有主动性，积极参与学术

交流，扩大视野。与同行的交流获得思

路、灵感，如同经常看文献一样。任何领

域都有一批高手，与高手切磋，对自己水

平的提高毋容置疑。面对面的交流效果

远大于背对背的交流，这也是人类社会

群体性的表现。只有你融入学术圈子，

成为其中的一员，你才有更多的机会。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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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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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沉痛悼念恩师
——记我的导师李小文院士

得知您生病时，“老师病危”，简短的

四个字让我一颤，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相

信坚强的您一定会挺过来。我时刻关注

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控制住了，但情况

不好”“老师可能扛不过去了”，消息越来

越短，情况越来越糟糕。

您走得如此突然，好想再一次聆听

您的教诲，再和您聊聊天，再给您倒一次

烟灰缸，再陪您吃几粒花生米，再看看您

孩童般的微笑和清瘦的身影……

2004年8月29日，我来到了首都北

京，这是大都市；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这是高等学府；来到了遥感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这是我国唯一从事遥感科学

基础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来自塞外

的我，显得那么渺小、老土，甚至是手足

无措。开学典礼上，我见到了瘦小的您，

我一直在观察这位大名鼎鼎的院士，从

衣着到五官，从表情到神态……我总希

望找出您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可最后

发现您太普通太普通了，放在人群里认

不出您是个院士，但您眼睛里闪烁的亲

切微笑让人觉得不那么遥远。开学典礼

上我只记住您讲的一句话“不会让大家

饿着肚子搞科研”，我不理解搞科研和饿

肚子有什么关系，但也随着大家热情鼓

掌。

入学后不久，我成为遥感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值班人员，每周值班一天，

处理些传真，做些简单的接待工作，也正

是这个勤工助学的岗位让我更深刻地了

解了您。渐渐地我发现，只要您到办公

室，门就会留个小缝，每次我去值班，您

总在。出于好奇我一次次的提前来到值

班室，发现有时周末早晨 6:30您就会出

现在办公室，有时晚上10点离开值班室

时您还在。值班久了，慢慢习惯了从早

到晚来找您的人络绎不绝，也许是您的

时间排不开，而到访的客人也似乎没有

时间已晚的概念。渐渐才知道，这些访

客们不全是专家，还有一些是已经毕业

的师兄师姐和您当时正在带的学生。记

得有一次恰逢中秋节，正好我值班，晚上

来了些客人，把您小小的办公室挤得满

满的，原来是一些老师要汇报工作。一

直到晚上10点我离开值班室时，老师们

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在这个独在异

乡的中秋节，吃着您分给我的月饼，看着

老师们专注的讨论，我的心里别有一番

滋味。

在您的世界里，工作、科研、生活是

一体的，其间的乐趣只有您能体会。不

了解您的人，把您传得像“神”、是“仙”，

其实您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和

蔼可亲的老师、顽冥不化的丈夫、舐犊情

深的父亲和慈祥温和的外公。对待学生

和工作人员时，您总是温和平易、一再迁

就包容。可对待您的爱妻吴老师，您总

是展现着冥顽不化的一面，偏要和爱妻

拟下一份“尊严死”的生前遗嘱，不允许

在您身上使用“插管、呼吸机和心脏电

击”等急救措施。您集合李嘉诚基金会

的奖金和国家每年颁发给您个人的“长

江学者”奖励津贴，成立了李谦（您18个

月就夭折的长女）奖——一项为帮助品

学兼优或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和青年教师健康成长而设立的教育发展

基金，这份基金饱含的心酸和痛楚只有

您自己知道。您在科学网博客的头像是

外孙稚气地笑脸，这些年从不曾更换，谈

起外孙您总是开心地笑着，那份膝下承

欢的天伦之乐溢于言表。

作为院士，无论多么忙，您都会参加

硕士生和博士生每两周一次的讨论，讨

论时学生们轮流汇报，您一一进行点评，

虽然点评简短却总是一语中的。您有时

会打个小盹儿，可每当学生思路或方法

有问题时您总会惊醒，似乎在睡梦中也

听着学生的汇报。大家格外珍惜汇报的

机会，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您也会从头

听到尾，对于我们的错误，您总是给出您

的观点，让大家去尝试，打赌看谁的观点

正确，一般是没有赌注的，有也是几粒花

生米。您爱吃花生米，即使装着假牙也

爱吃花生米，至今仍记着您说的“有牙的

时候没有花生米，有花生米的时候没有

牙”。随着了解的深入，慢慢地我理解了

这句话的无奈，您曾经经受过的苦和累，

不想让我们再重蹈覆辙，也明白了您所

说的“不会让大家饿着肚子搞科研”。作

为一个女学生，我也和您喝过酒，您喝酒

时总是一点一点地抿着，一天也喝不了

多少，也许您仅仅是在体会喝酒的感觉，

借酒激发灵感吧。对于您离开的原因，

大家都觉得是您过度饮酒所致，可我觉

得根本原因是有酒的时候没有花生米、

有花生米的时候没有酒，这种二者只能

取其一的境遇，何尝不是一个学者的悲

哀。

您 说

“科学本身

就应该追求

简单”，您的

生活又何尝

不是这样。

师徒这么多年，您一年又一年总是那几

件衣服，黑色的外套、军绿色的马甲、棕

色的棉衣、黑色的布鞋……对于外界不

公的评论，您从不作任何解释。您不拘

小节、潇洒随性，连离开也是这样，连和

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也没有留。大家认为

您“仙风道骨”，想到您平时办公室里总

是凉飕飕的，我甚至幻想温度低了您会

醒来。

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我想，也

许您是累了，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发出的

邮件您会一如既往的回复，是么？！您总

是叫我“小张”，落款每次都要写“小文”；

问候的邮件您会回“谢谢”；困境时您会

回“祝好”“祝好运”；您回复晚了会写“抱

歉”；成功了您会回“OK”；约定签字的邮

件您会回“我画押”……虽然我们相隔千

里，但毕业近6年来您在邮件中一直解答

着我的疑问，您依然是照亮我前行的灯

塔。您依然会更新您的博文，是么？！您

诙谐俏皮，却睿智博学，让我换双眼睛看

世界……

当我在博士学位和孩子之间犹豫该

先选择哪一个时，您告诉我：你应该珍惜

上帝给你的礼物。如今我的孩子长大

了，博士学位拿到了，我珍惜了上帝给我

的礼物。您一句鼓励的话语让我没有与

上帝的礼物失之交臂。您的话语何尝不

是最好的礼物！

想着放寒假去看您，您出差我可以

换时间，每年都会见面，不是么？开春之

后您的生日就要到了，一起过生日不好

么？您是嫌那么多学生太吵了么？

您是“大牛”，却叫小文；您有惊人天

分，却是个“扫地僧”；您的理论是里程碑

系列，却选择做“布鞋院士”；您高高在

上，却如此平易近人……

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我留着泪写下

了人生的第一篇祭文。世间再无“扫地

僧”，科学界再无“布鞋院士”。

李老师，一路走好！

———内蒙古师范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内蒙古师范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

系统重点实验室副教授系统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张丽华张丽华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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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导报》2004年第 3期刊登“2003年中国重大科学、

技术与工程进展”，至今已连续 11年遴选发布中国年度重大

科学、技术和工程进展[1~12]。为盘点2014年中国重大科学、技

术和工程进展，《科技导报》从国内外重要科技期刊和科技新

20142014年中国重大科学年中国重大科学、、技术和工程进展技术和工程进展
陈广仁 1，吴晓丽 1，刘志远 1，田恬 1，苏青 1,2，史永超 1

1. 科技导报社，北京 100081
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本着分门别类、本刊推荐、专家遴选、宁缺毋滥、叙述事实的原则，从国内外重要科技期刊和科技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中国科

技成果中，按科学、技术、工程3个类别，由《科技导报》编辑部遴选、推荐候选条目，经《科技导报》编委、审稿人等专家通信评选，

推选出2014年度中国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进展30项。1）2014年中国重大科学进展10项：基于H+
2+He碰撞反应实现爱因斯坦

理想电子双缝干涉实验；证实青藏高原通过下部地壳物质流动和上部地壳沿断层块体滑移两种方式向东扩张；利用晶格限域的

单铁活性位点催化剂实现甲烷的直接无氧转化；合成出具有空前硬度和热稳定性的纳米孪晶金刚石；提出并证实极体移植可有

效阻断线粒体遗传病的传递；发现新生期心脏具有重新生成冠状动脉的能力；证实海洋中尺度涡也是海洋物质输运的重要驱动

方式；发现炎症性半胱天冬酶是胞内脂多糖的先天免疫受体；提出并验证了一种既可提高产量又可降低环境成本的种植模式；中

国暗物质探测结果对暗物质探测区间给出进一步约束。2）2014年中国重大技术进展10项：中国首次300 m饱和潜水海底出潜

探摸作业成功；中国首创聚酰亚胺（PI）纳米纤维电池隔膜技术；成功研制国产手术机器人系统并首次运用于临床；SH6红外雷达

隐身复合多元膜研制成功；长征七号火箭芯一级动力系统首次试车成功；“海马号”潜水器通过海试验收；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主氦

风机工程样机研制成功；溶液制备出高性能量子点发光二极管；中国首个埃博拉病毒检测试剂获批临床应用；抗晚期胃癌新药阿

帕替尼正式上市。3）2014年中国重大工程进展10项：“科学”号开展西太平洋系列科考；中国“地壳一号”万米钻机正式开钻；中

国建成100 MeV质子回旋加速器；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藏西南结束不通铁路历史；“海洋石油981”、“南海九号”完钻，中国海

域发现首个自营深水高产大气田；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获圆满成功；川藏电力联网

工程投运；西电东送标志性工程——锦屏水电站建成投产；兰新、贵广、南广3条高铁开通运营。

关键词关键词 中国；科学；技术；工程；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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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advanc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from China in 2014
CHEN Guangren1, WU Xiaoli1, LIU Zhiyuan1, TIAN Tian1, SU Qing1,2, SHI Yongchao1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81, China
2.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event every year for selecting the annual top advance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held by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top 10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op 10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top 10 engineering achievements from
China in 2014 during January 1 to December 31, are selected respectively from a lot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published in influential
academic journals and scientific newspapers. The selection procedure involved screening and recommending candidate internally,
followed by appraisal from experts including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external reviewers. These achievements are introduced as
the time sequence of publishing.
KeywordsKeywords Chin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jor advance

收稿日期：2015-01-12；修回日期：2015-01-19
作者简介：陈广仁，编审，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科技传播，电子信箱：chenguangren@cast.org.cn；苏青（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出版、

科技传播，电子信箱：suqing@cast.org.cn
引用格式：陈广仁，吴晓丽，刘志远，等. 2014年中国重大科学、技术和工程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2):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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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5-26；修回日期：2014-12-18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05130703）；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KZZD-EW-14）
作者简介：毋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岸带环境与生态遥感监测，电子信箱：twu@yic.ac.cn；侯西勇（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海岸带土地利

用变化、海岸线变化监测、海岸带生态风险评估，电子信箱：xyhou@yic.ac.cn
引用格式：毋亭, 侯西勇. 1944—2012年胶州湾岸线时空动态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2): 28-34.

19441944——20122012年胶州湾岸线时空动态年胶州湾岸线时空动态
特征特征
毋亭 1,2，侯西勇 1

1.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烟台 264003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基于地形图与遥感影像，提取胶州湾1944—2012年间7个时相的岸线数据；基于剖面，计算岸线变化的端点速率、平均端

点速率和加权线性回归速率，进而揭示胶州湾自1944年以来岸线变化的整体趋势及时空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端点速率与

加权线性回归速率揭示的胶州湾1944—2012年岸线变化的时空特征高度相似，后者因为有置信区间与相关系数的检验而更加

可靠；2）1944—2012年，胶州湾岸线处于整体向海推进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白沙河以东岸线小幅度、平直化向海推移；白沙河、

大沽河与洋河河口附近岸线以盐田与养殖发展形式向海扩张；20世纪70年代黄岛成为陆连岛，岸线大幅度外移，随后其附近岸

段因大力发展港口与临港工业，岸线又以围填海形式向海推进，成为胶州湾岸线变化最为强烈的区域；3）胶州湾岸线开发具有

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初以盐田建设与扩张为主；20世纪80—90年代养殖业的规模及扩张速率超过盐业；而在21世纪，港口

与临港工业建设成为岸线变化的主要方式；岸线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说明，经济社会发展是海岸带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关键词关键词 胶州湾岸线；端点速率；平均端点速率；加权线性回归速率；时空动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14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02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line in Jiaozhou Bay during
the period of 1944-2012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depict the overall trend and the spatio-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line changes of Jiaozhou Bay, the
coastlines of Jiaozhou Bay in 1944, 1954, 1986, 2001, 2006, 2009 and 2012, respectively, are extracted from topographic maps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ries, and the end point rate, the average rate, the weighted linear regression rate are then calculated based on
transec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end point rate and the weighted linear regression rate can equally detect the spatio-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line changes in Jiaozhou Bay during 1944-2012, nevertheless, the latter, with regard to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more reliable; 2) During the period of 1944-2012, the coastline of Jiaozhou Bay shows a
prevailing trend of advancing seaward. Segments in the east of Baisha River are straightened and have an advancing trend but with a
small magnitude; Segments near the Baisha River, Dagu River and Yang River advance in the form of the salt pan and the
aquaculture pond expansion; Afterwards the coastline shifts to the seaward edge of Huangdao after it becomes a land- tied island,
segments near Huangdao advances seaward in the form of the reclamation due to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harbor and the
harbor industry, and consequently becomes the hotspots of the coastline expansion in Jiaozhou Bay during nearly the past 30 years; 3)

WU Ting1,2, HOU Xiyong1

1.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ntai 264003,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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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是一门利用计算机技术研究生物系统的规

律的新学科，通过综合利用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

揭示大量而复杂的生物数据包含的生物学奥秘。生物信息

学包括生物信息的获取、处理、存储、分配和解释。作为一个

新的学科领域，生物信息学把基因组核苷酸序列信息分析作

为源头，在获得蛋白质编码区的信息后进行蛋白质空间结构

模拟和预测。随着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

利用生物信息学进行科学研究变得更加快捷、简便。利用生物

信息学方法对基因的功能和特性进行分析，不但为进一步实验

提供指导，而且可以获得关于基因功能研究的重要线索。

肿瘤通常是由一些基因的结构或表达调控的改变引起

的，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肿瘤差异表达基因并对其编码

蛋白的性质与功能进行预测已成为研究手段之一[1~3]。本研

究利用EST数据库筛选得到一个肿瘤差异表达基因SH2 do⁃
main containing 7（SH2D7），这是一种蛋白编码基因。本研究

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对SH2D7基因序列进行初步分析，推测

其编码蛋白的分子生物学特征，为进一步研究其结构与功能

提供新思路。

SHSH22DD77基因及其编码蛋白的生物基因及其编码蛋白的生物
信息学分析信息学分析
杨华 1,2，杨风琴 1,2，廖国玲 1,2，刘学英 1,2

1. 宁夏医科大学检验学院，银川 750004
2. 宁夏检验医学研究所，银川 750004
摘要摘要 为了对SH2D7基因序列及其编码蛋白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应用NCBI数据库和ExPASy等程序，对SH2D7基因核苷

酸序列进行了分析，并预测了其编码蛋白的理化性质及二级结构等。结果表明，SH2D7基因定位于人类染色体15q25.1，包含了

6个外显子和5个内含子。SH2D7基因编码蛋白的功能主要涉及基因表达调控、信号传导等；分子量约为49.8 kD，等电点为

5.99，是一种亲水蛋白，主要位于细胞核中，有35个磷酸化位点及22个抗原位点。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SH2D7；生物信息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03

Bioinformatic analysis of SH2D7 and its encoded protein
YANG Hua1,2, YANG Fengqin1,2, LIAO Guoling1,2, LIU Xueying1,2

1. 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2. Ningxia Institut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Yinchuan 75000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bioinformatic software is used to predict th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SH2D7 and the second structure of its encoding
protein. It is shown that SH2D7 is located on the human chromosome 15q25.1, containing six exons and five introns. SH2D7 protein is
mainly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gene expression and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Its molecular weight is 49.8 kD and the
isoelectric point is 5.99. SH2D7 is a hydrophilic protein mainly located in the nucleus and there are 35 phosphorylation sites and 22
epitopes bit in the SH2D7 protein sequence.
KeywordsKeywords cancer; SH2D7; bioinformatic analysis

收稿日期：2014-07-07；修回日期：2014-10-07
基金项目：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Z11135）
作者简介：杨华，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及临床应用，电子信箱：yanghua-126@163.com
引用格式：杨华, 杨风琴, 廖国玲, 等. SH2D7基因及其编码蛋白的生物信息学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2):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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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7-09；修回日期：2014-11-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0975789, 51275531）
作者简介：傅勤毅，教授，研究方向为轨道检测与故障诊断，电子信箱：15200826420@163.com；刘芝平（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轨道检

测，电子信箱：978891375@qq.com
引用格式：傅勤毅, 刘芝平, 贾岩. 轨道检测GPS数据采集系统硬件设计与实现[J]. 科技导报, 2015, 33(2): 39-44.

轨道检测轨道检测 GPSGPS 数据采集系统硬件数据采集系统硬件
设计与实现设计与实现
傅勤毅，刘芝平，贾岩

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长沙 410075

摘要摘要 针对传统轨道检测系统效率低、成本高的不足，应用GPS全球定位技术、GPRS无线通信技术和CAN总线技术，提出一种

新型轨道检测方案，并对GPS数据采集系统的关键模块进行了设计。GPS数据采集系统由4个基站GPS模块和1个流动站

GPS节点组成，实现了相对测量与绝对测量的统一，提高了检测精度；基于GPS的数据采集实时准确，更新率高达50 Hz；利用

GPRS进行无线数据传输，方便快捷，实时高效；利用CAN提高了通信速率（高达l Mbps），且可靠性高、性能稳定；通过Flash存

储器进行数据缓存，再传至上位机进行存储与处理，系统容量高达500 G，数据处理简单高效。

关键词关键词 轨道检测；GPS数据采集；硬件设计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21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04

Hardwar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PS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for track inspection

AbstractAbstract Owing to the low efficiency and the high cost of the traditional track inspection system, a new track inspection system is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the GPS global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nd the GPR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ur primary
modules of the hardware of the GPS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are designed and explained in detail, including the GPS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the GPRS communication module, the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minimum system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module. The
GPS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consists of four GPS modules in the base station and a GPS node in the moving station that realizes the
unity of the relative and absolute measurements and improves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It is shown that the GPS data acquisition
operates in real- time and is accurate, and the data update rate is as high as 50 Hz;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PRS communication
module makes the data transmission convenient and quick; The data are firstly cached in the flash storage, are uploaded to the upper
computer for storage and processing afterwards, the system capacity is up to 500 G, the data processing is simple and efficient.
KeywordsKeywords track inspection; GPS data acquisition; hardware design

FU Qinyi, LIU Zhiping, JIA Yan
School of Traffic &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作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

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

家，中国将全面迈入高铁时代[1]。高精度、高效率、低成本的

轨道检测系统，对于掌握轨道变形情况、控制轮轨相互作用、

减少机车车辆冲击摇晃、保障行车安全、延长机车使用寿命

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国内外常见的轨道检测设备

主要有轨道综合检测列车和轨检仪等[3]。比较典型的有中国

的GJ系列轨检车、日本的East-i系列轨检车、德国的GEDO
CE系列轨检仪、瑞士的GRP系列轨检仪等。作为一种高效

的轨道状态检测设备，轨检车成本较高，且轨道不平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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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012CK1003）
作者简介：贺继林，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机电液一体化与通用航空器研发，电子信箱：hejilin@aliyun.com；谭耀（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

多体动力学仿真，电子信箱：13469469631@163.com
引用格式：贺继林, 谭耀, 马云荣, 等. 基于多体动力学的直升机桨叶特性仿真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2): 45-48.

基于多体动力学的直升机桨叶特性基于多体动力学的直升机桨叶特性
仿真分析仿真分析
贺继林 1,2，谭耀 1，马云荣 1，徐雷 1

1. 中南大学高性能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3
2.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长沙 410100
摘要摘要 针对无人直升机旋翼桨叶性能改进升级的实际需求，以200 kg级无人机旋翼为原型建模，利用COMOSOL软件对直升机

桨叶特性进行仿真分析研究。基于叶素法建立了桨叶升力的数学模型，克服了常规旋翼动力学仿真分析时气动载荷加载棘手的

难题；通过研究直升机桨叶的空间旋转运动与其弹性变形间的耦合关系，得出了桨叶攻角、升力、桨尖位移随总距以及周期变距

的变化曲线。将仿真结果与常规数值分析结果比较，验证了仿真结果的准确性。根据仿真结果提出了对桨叶迎角、桨叶前缘刚

度等的具体改进建议，可为桨叶的改进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多体动力学；桨叶特性；直升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V214.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05

Simulation of helicopter blad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multi-body
dynamics

AbstractAbstract In view of the actual demand in upgrading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f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blade, the 200 k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rotor is used as the prototype model, and with the COMOSOL softw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licopter
blades are simulate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blade lift is based on the blade element approach, to overcome aerodynamic
loading headaches in the conventional rotor dynamics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blade attack angle and lift, and the tip displacement
against the total distance and the cycle variable pitch are obtained through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ce rotation
movement of the helicopter rotor blade and the elastic deformation, and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numerical analysis. The accuracy of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s verified.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the blade angle, the blade leading edge stiffness etc. are made, tha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the blade.
KeywordsKeywords multi-body dynamics; rotor blade characteristics; helicopter

HE Jilin1,2, TAN Yao1, MA Yunrong1, XU Lei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igh Performance Complex Manufactu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The National Enterprise R&D Center, Sunward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Changsha 410100, China

旋翼系统作为直升机的关键部件，通过桨叶与周围空气

的相对运动产生气动力为直升机提供升力和操纵力。由于

旋翼系统的复杂性，存在挥舞、摆振、变距运动之间的相互耦

合及气弹耦合，其动力学问题突出。许多学者在直升机旋翼

动力学特性分析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1~6]：或考虑桨叶的柔

性，使用弹性动力学的基本方法推导了折叠旋翼的展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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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思，教授，研究方向为流体机械及工程，电子信箱：huangsi@scut.edu.cn
引用格式：黄思, 张杰, 张雪娇, 等. 运用变转速法计算离心泵启动停机的瞬态流动性能[J]. 科技导报, 2015, 33(2): 49-53.

运用变转速法计算离心泵启动停机的运用变转速法计算离心泵启动停机的
瞬态流动性能瞬态流动性能
黄思 1，张杰 1，张雪娇 1，区国惟 2

1.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广州 510640
2. 广东省佛山水泵厂有限公司，佛山 528000
摘要摘要 离心泵启动和停机等问题归根结底是离心泵水力性能随转速变化的瞬态过程。以常用的IS125型管道离心水泵为例，在

数值模拟中采用叶轮转速随时间变化的CFD计算方法，研究离心泵开机、停机等变转速过程中水泵内部流动状态以及外特性的

动态变化。整个模拟计算过程包括泵启动、正常运行、停机和停机后4个阶段。模拟计算得到了4个阶段不同时刻泵内流场分布

状况，得到了4个阶段流量扬程等水泵外特性参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可为改善水泵的设计性能和实际运行性能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变转速方法；离心泵启动停机；非定常流场；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051.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06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ransient flow performance during starting
and stopping processes in centrifugal pump by varied-speed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The starting and stopping processes of a centrifugal pump are essentially transient processes, where the hydraulic
performance changes with the rotational speed of the pump. In this paper, the CFD simulation is made by changing the impeller
rotational speed over time for the type IS125 centrifugal pump to study the transient internal flow field and the external performance
of the pump during starting and stopping processes. The entire simulation consists of four stages, including the startup, the normal
running, the stopping and post-stopping of the pump. The variations of the flow field are obtained from the transient simulation. The
flow-rate, the head and other external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gainst time are also obtained, which can be used in pump designs and
actual operations.
KeywordsKeywords varied-speed method; starting and stopping processes of centrifugal pump; transient flow field; numerical simulation

HUANG Si1, ZHANG Jie1, ZHANG Xuejiao1, OU Guowei2
1. School of Mechanical &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2. Foshan Pump Factory Co., Ltd., Foshan 528000, China

离心泵启动和停机等过程会使水泵内部流动产生瞬时

显著变化，体现在离心泵的转速、流量、扬程和效率等外特性

参数随时间发生改变。近年来，离心泵启动和停机等瞬 时

水力特性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从理论公式推导、外特性

实验、内流场测试等方面开展了有价值的工作[1~8]。一些学者

对离心泵启动、停机等过程的流动数值计算也进行了尝试[9~11]，

但在计算方法上都未能采用叶轮变转速的直接方式。

离心泵启动和停机等瞬态问题归根结底是离心泵水力

性能随转速变化的过程，因此本文在离心泵瞬态流动计算中

采用叶轮转速随时间变化的CFD计算方法，研究探讨泵开机

停机过程中水泵内部流动状态以及外特性的动态变化规律，

为改善水泵的设计性能和实际运行性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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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子街地区位于临南洼陷的西南部，北部临近生烃中

心，西北部发育营子街断裂带，目前已发现沙三上、沙三中两

套含油层系，主要发育断层切割前缘砂体的构造、构造-岩性

油藏，对于此类油藏研究较多[1~3]，认为是临南洼陷的主要油

临南洼陷营子街地区沙三下亚段油气临南洼陷营子街地区沙三下亚段油气
富集主控因素富集主控因素
封东晓 1,2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地质科学研究院，东营 257015
摘要摘要 营子街地区临近洼陷的生烃中心，但由于构造简单，缺乏构造圈闭，传统上认为勘探潜力不大。为突破勘探瓶颈，从沉积

演化、相带类型研究出发，在优势砂体类型、烃源岩压力及隐蔽圈闭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对营子街地区沙三下亚段油气成藏富集

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营子街地区沙三下亚段沉积时期发育席状砂和浊积扇两类优势砂体，并夹持包裹于烃源岩中，形成

了隐蔽型岩性油藏，其成藏富集因素主要受烃源岩超压和有效储层2个因素的控制，其中烃源岩超压控制了油气充满度，烃源岩

超压区范围内有效储层的分布控制了含油规模，由此建立了自生自储-超压控藏型成藏模式。

关键词关键词 烃源岩超压；有效储层；富集规律；成藏模式；营子街地区；临南洼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3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07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in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of lower Sha 3
in Yingzijie area of Linnan Sag
FENG Dongxiao1,2

1. School of Energy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sciences, Shengli Oilfield Company, Sinopec, Dongying 257015,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lthough Yingzijie area is near th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center, because of its simple structure and the lack of
structural traps, traditionally, the exploration potential is considered not grea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exploration obstacles, the
sedimentary evolution and the facies types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ominant sand-body types, the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pressure and the subtle traps,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in the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of lower Sha 3 in Yingzijie area are
analyzed. It is shown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dominant sand-bodies: The sheet sand and the turbidite fan sand. These sand-bodies
are surrounded by the source rock with the reservoir types being subtle lithologic, where the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factors are
controlled by the overpressure of the source rock and the effective reservoirs. The oil fullness degree of the reservoirs are controlled by
the overpressure of the source rock and the oil scale is controlled by the effective reservoirs in the region of the overpressure of the
source rock, and the accumulation model can thus be built, as the self-source and the self-reservoir and the overpressure controlling
accumulation.
KeywordsKeywords overpressure of source rock; effective reservoirs; accumulation regularity; accumulation model; Yingzijie area; Linna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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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驱油田高含水期产量运行预警的水驱油田高含水期产量运行预警的
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肖武 1，姜汉桥 2，方文超 2，李俊键 2

1.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地质科学研究院，东营 257015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摘要 水驱油田高含水期稳产难度大，容易发生产量的异常波动，给油田生产带来损失。为提高油田的抗风险能力，建立了产量

运行预警的两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设计的模型具有开发综合预警及产量构成预警的双重功能。从产量构成、能量补充及管理

因素3个方面筛选了10种影响产量的显著性指标并分析了各自的影响特征，利用矿场数据计算得到指标集的权重向量，指标隶

属度矩阵的计算采用“（0,1）隶属度方法”。以胜利油田A、B采油厂的历史生产情况对预警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模型能对

产量的大幅异常下降提前准确预警，并从概率角度提供风险参考；基于产量构成的预警结果可分析造成产量异常下降的原因，从

而进一步为决策调整指明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水驱油田；模糊综合评判；高含水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2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08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or early warning of production
running in water flooding oilfield during high water-cut period

AbstractAbstract Maintaining stable production is difficult for a water flooding oilfield during the high water- cut period, which usually
brings about losses to the oilfield company due to the abnormal fluctuation of prod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strategy, making oilfields more risk- resistant, a 2- level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or early warning of
production running is established. The model includes dual functions: The early warnings in production composition and production
integration. Ten significant indexes influencing the production are chosen rel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composition, the reservoir energy
complement and the management; Meanwhile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indexes are analyzed. Index weight vector i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production data, and the membership matrix is maintained by using the (0,1) membership degree method. The established model
is validated through historical production data of A and B oil extraction factories in Shengli Oilfield. It is shown that the early warning
for situations of production's abnormal decrease is accurate. The model also provides a risk reference from probabilistic prospective.
Besides, the early warning in production composition can help analyze the production's abnormal decrease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duction adjustment.
KeywordsKeywords water flooding oilfiel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high water-cut period

XIAO Wu1, JIANG Hanqiao2, FANG Wenchao2, LI Junji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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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弯管内水合物浆的流动特性水平弯管内水合物浆的流动特性
江国业，王晓娅

中国民航大学机场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摘要 为了掌握水平弯管内水合物浆的流动特性，采用基于颗粒动力学理论的欧拉双流体模型进行建模研究，其中RNG k-ε 模
型用于模拟湍流运动，液固两相间的曳力体现相间耦合作用。结果表明，弯头处出现了明显的二次流现象，且速度最大值分布在

偏向内侧横截面上；颗粒增大了管内水合物浆湍动能，并使弯曲段的浆液湍动能分布更均匀，弯管和水合物的存在对压能损失产

生影响。在相同的水合物体积分数下，浆液压力梯度随平均流速的增加而增大；在相同的流速下，浆液压力梯度随水合物体积分

数的增加出现了缓慢增长区、过渡区和快速增长区。为了对堵塞风险进行有效预警，除了考虑平均流速等因素，还需要从水合物

生长过程中微观特性变化的角度对压降分区和流变多样性进行探索。

关键词关键词 90°弯管；水合物浆；流动特性；湍动能；压力梯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2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09

Flow of hydrate slurry in a horizontal elbow pipe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te slurry, two- fluid Euler models based on the kinetic theory of the
granular flow are established, in which the RNG k-ε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turbulence movement and the drag force is used to
expre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iquid phase and the solid phase. It is shown that secondary flows can clearly seen to arise in the
elbow, and the maximum velocity occurs close to the inner side of the cross section; the hydrate slurry's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 in
the 90° elbow is enhanced and the kinetic energy distribution is homogenized because of the hydrate particles; the presence of the
elbow pipe and hydrates has a remarkable effect on the pressure energy losses.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pressure gradient of the
hydrate slurry increases with its average velocity rising at the same hydrate's volume fraction, and that the pressure gradient of the
hydrate slurry sees a slowly-growing zone, a transient zone and a rapidly-growing zone in turns with hydrate's volume fraction rising
at the same velocity. The pressure gradient zoning and rheology diversity as well as the hydrate volume fraction have to be
investigated from the point of microcosmic characteristics changes in hydrate′s growth to early predict the pipeline plug risk.
KeywordsKeywords 90° elbow pipe; hydrate slurry; flow characteristics;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pressure gradient

JIANG Guoye, WANG Xiaoya
Airport College,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天然气水合物是天然气在开采、加工和运输过程中在一

定温度压力条件下与液态水形成的冰雪状混合物。水合物

生成量增加时，水合物颗粒发生聚集行为，严重时会堵塞管

道和设备，给管道安全运行带来巨大隐患 [1]。弯管作为集输

管道和石油设备的常见构件之一，对浆液流动特性有显著影

响，浆液在流经弯管时流动方向发生急剧变化，会引起管内

速度、湍动能以及压降等方面的变化。目前，对水合物浆液

流动的研究大体有实物实验和CFD模拟两类方法。王武昌

等[2]研究了液固两相浆液流在不同流速和体积分数下的压降

变化，给出了压降估算式。Anthony等[3]研究了不同流速和不

同体积分数下CO2水合物浆液的流变行为，并给出了流变模

型。李玉星等[4]研究了水合物浆液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给出

了水合物浆液稳定性的代表评价参数。但实验研究无法得

到管道内浆液速度、湍动能等参数的详细分布。

基于CFD的数值模拟方法能够描述水合物浆液流体与

固体颗粒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颗粒和流体各自分布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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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力对不同阶煤渗透率影响的有效应力对不同阶煤渗透率影响的
差异性分析差异性分析
薛培 1，郑佩玉 2，徐文君 2，任小龙 2，黄晨 2，杜江民 3，4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石油青海分油田采油二厂，海西 816400
3. 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69
4. 石家庄经济学院资源学院，石家庄 050031
摘要摘要 通过不同阶煤储层渗透率应力敏感性实验，对比分析了有效应力对不同阶煤渗透率影响的差异。结果显示，在相同有效

应力变化范围内，低阶煤渗透率下降幅度大于中、高阶煤；低、高阶煤渗透率变化较中阶煤更符合指数函数变化规律；低有效应力

阶段，低阶煤渗透率损害系数、应力敏感系数大于中、高阶煤；相同有效应力下，低阶煤割理压缩系数大于中、高阶煤；不同煤阶割

理压缩系数随有效应力增加呈现下降趋势，不应将其视为常数。应力敏感性评价参数拟合结果显示，中、低阶煤渗透率损害系

数、割理压缩系数符合指数函数变化规律，高阶煤渗透损害系数、割理压缩系数符合线性函数变化规律；不同阶煤渗透率应力敏

感系数均符合指数变化规律。

关键词关键词 不同阶煤；有效应力；渗透率损害系数；应力敏感系数；割理压缩系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8.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10

Influence of effective stress on permeability of different rank coals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ess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of various rank coals, the influence of the effective stress on the permeability
of different rank coals is studied.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same range of the effective stress variation, the decrease of the low-rank coal
permeability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medium-rank and high-rank coals; The permeability variations of the low-rank and high-rank
coals more consistently follow an exponential law than the medium-rank coal; In the low effective stress range, the damage coefficient
of the permeability and the stress sensitive coefficient of the low-rank coal a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medium-rank and high-rank
coals; Under the identical effective stress, the cleat compressibility of the low-rank coal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medium-rank and
high-rank coals; The cleat compressibilit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ive stress, and it is not constant. Fitting results of
evaluation parameters of the stress sensitivity show that the damage coefficient of the permeability and the cleat comperssibility of the
low- rank and medium- rank coals follow an exponential law, but for the high- rank coal, they follow a linear function; the stress
sensitive coefficient of various rank coals follows an exponential law.
KeywordsKeywords various rank coals; effective stress; injury coefficient of permeability; stress sensitive coefficient; cleat comperssibi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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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瓦斯渗流过程中压力分布的滑脱煤层瓦斯渗流过程中压力分布的滑脱
效应效应
岳高伟 1,2，岳基伟 1，许梦飞 2

1.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焦作 454000
2. 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焦作 454000
摘要摘要 气体在多孔介质中渗流时，不仅需克服启动压力梯度，而且受气体滑脱效应的影响。基于煤层瓦斯的渗流特性，建立考虑

滑脱效应的煤层瓦斯渗流模型，并对煤层瓦斯渗流过程的压力分布进行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表明，在一定煤层深度内，与不考虑

滑脱效应时煤层瓦斯压力分布相比，考虑滑脱效应对其影响显著，且随着暴露时间增长和距煤壁距离增大，其差别更为明显。滑

脱因子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煤层内部气体压力的分布，随着滑脱因子的增大，气体压力减小，滑脱越明显。与不考虑滑脱效应

（Darcy解）瓦斯压力分布相比，考虑滑脱效应时煤层瓦斯压力分布曲线更接近实测数据，表明在研究煤层渗流过程中须考虑滑

脱效应。

关键词关键词 瓦斯渗流；滑脱效应；瓦斯压力；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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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al seam gas seepage on gas pressure distribution

AbstractAbstract Many experiments indicate that for the gas seepage in the porous media, not only the threshold pressure gradient is
important, but also the slippage eff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s seepage in coal seams, a non-
linear seepage mathematical model through the coal seam is built,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threshold pressure gradient and the
slippage effects, to numerically simulate the gas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al seam gas seepage. It is shown that the
slippage has a larger effect on the gas pressure in a certain coal seam depth,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epth and the passing of the
time, the difference gets more obvious. The change of the slip factor b directly affects the gas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oal seam,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lip factor, the gas pressure reduces and the slippage gets more obvious. As compared with the cas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slippage effect (the Darcy solution), the gas pressure distribution curves in the coal seam, with considering the
slippage effect, are closer to the measured data, as is consistent to the actual gas seepag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slippage effect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al seam gas seepage. Some intern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lippage flow mechanism
in the coal seam are revealed, which will help for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 of the lane coal seam emission's width and for the coal-
bed methane industrialization in hypotonic reservoirs.
KeywordsKeywords gas seepage; slippage effect; gas pressure; coal s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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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基于模糊PIDPID的综采面降尘喷雾恒压的综采面降尘喷雾恒压
供水系统供水系统
张强，李宏峰，王海舰，祁秀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阜新 123000
摘要摘要 针对综采工作面降尘喷雾的恒压供水系统问题，提出了一种模糊PID控制策略，利用Simulink软件针对不同工况，对降尘

喷雾恒压供水系统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模糊PID控制比传统PID控制达到稳定值的时间快5 s，遇到干扰恢复平稳运行比

传统PID控制快36%，且无较大的超调现象，提高了系统的静动态性能，模糊PID控制能够满足综采工作面降尘喷雾恒压供水系

统的要求，方法可行。

关键词关键词 恒压供水；模糊PID控制；仿真分析；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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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pressure water-supplying system based on fuzzy PID for
dust-reducing spray at fully mechanized coalface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rategy of fuzzy PID control for constant pressure water-supplying system to reduce the dust by
spray at fully mechanized coalface.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system was carried out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using
SIMULINK softwa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ime for the system to reach a stable value using fuzzy PID control was 5 s
shorter than that using fuzzy PID control, and the speed for the system to restore stability after disturbance was 36% higher than that
using PID control, and the former had no major overshoot phenomenon. The proposed strategy improved the static and 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thus met the requirement of constant pressure water-supplying system for dust- reducing spray at fully
mechanized coalface, demonstrating its feasibility.
KeywordsKeywords constant pressure water-supplying; fuzzy PID control; simulation analysis; stationarity

ZHANG Qiang, LI Hongfeng, WANG Haijian, QI Xiu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矿井下的粉尘不仅会给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

还会给矿井安全带来严重的隐患，矿井下粉尘的含量与喷雾

降尘系统的降尘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综采面多采用高压

喷雾降尘方式，而当采用高压喷雾降尘方式时，降尘效率主

要取决于供水压力。因为水雾粒径越小降尘效率越高，但不

同粒径的粉尘颗粒对应一个不同的水雾粒度，而水雾粒度程

度主要取决于供水压力，所以选定降尘效率最高的供水压力

并且保持恒压进行喷雾，降尘效果能够更加理想。而矿井下

对于控制系统的抗干扰性和稳定性要求更高，所以研究综采

工作面喷雾降尘系统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水压对喷嘴喷雾影响和恒压供水都受到较大关注。刘

佩[1]以神东矿区为例，论述了粉尘的危害，以及采用喷雾降尘

的方式治理粉尘及达到的效果。吴琼[2]以实验为基础，研究

了水压力对喷嘴喷雾效果的影响。程卫民等[3]以实验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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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TFFT频谱分析在微震信号识别中的频谱分析在微震信号识别中的
应用应用
江文武 1，杨作林 2，谢建敏 2，李家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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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西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赣州 341000
3. 上海鹏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200000
摘要摘要 为识别采场大爆破信号与岩石破裂大震级微震信号，运用MATLAB的快速傅里叶变换（FFT）频谱分析，对采场大爆破信

号和大震级微震信号的功率谱和幅频特性进行分析，并对比两者能量在频带上的分布差异。研究表明，大震级微震信号频带分

布较宽，且在30～50 Hz达到了最大幅值，采场大爆破信号频带更窄、幅值更大、且一般在10 Hz就能达到最大幅值。由于爆破

释放的能量较大且释放的非常快，采场大爆破信号能量大多分布在0～30 Hz的低频区域，大震级微震信号的能量大多分布于

30～50 Hz区域。利用信号特性实现对两种信号快速有效的辨识，为后期微震监测对地压风险区域的预测预报提供了准确的数

据支撑。

关键词关键词 微震监测信号；FFT；频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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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FT spectrum analysis to identify microseismic signals

AbstractAbstract To identify large scale stopping blasting and large magnitude micro-seismic signals, the FFT spectral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he analysis of the stopping blasting and macro-scale rock fracture signals is made through power spectrum and magnitud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Th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of the energy on the frequency brand can be revealed.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frequency brand distribution of the large magnitude micro-seismic signal, the amplitude value takes the maximum at about 10 Hz and
30~50 Hz. The large scale stopping blasting is in a narrow frequency brand. Its amplitude value is higher than the normal signal. It
reaches the top amplitude at 10 Hz. From the energy distribution, the energy distribution of the blasting signal mostly in the 0-30 Hz
low frequency area. It is because the blasting is always accompanied with an enormous energy, which is released very fast. The micro-
seismic energy is distributed mostly in the range of 30-50 Hz. So for the two kinds of signal identifications, two kinds of signal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may be used.
KeywordsKeywords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FFT; spectrum analysis

JIANG Wenwu1, YANG Zuolin2, XIE Jianmin2, LI Jiafu3

1. Mining Engineering Key Laboratory of Jiangxi Province,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3. Shanghai Pengx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200000, China

随着矿山开采向地下深部发展，矿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

地压问题，如岩爆、冲击地压等，微震监测技术凭借其独特的

优点与功能成为目前最先进的矿山地压监测技术[1]。微震监

测技术是用于监测岩体在变形和破坏过程中微裂隙产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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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器官发生途径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器官发生途径
再生植株分子机制研究进展再生植株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佘茂云 1，殷桂香 1，赵佩 2，杜丽璞 2，张平治 1，叶兴国 2

1.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合肥 230031
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综述了植物组织离体培养过程器官发生途径所经历的3个阶段的分子机制，包括已分化器官脱分化、根器官再生和芽器

官再生。重点概述了禾谷类作物组织培养再生途径中的细胞遗传学机理。分析了当前植物再生性状分子基础研究存在的3个
主要问题，即具有稳定表现的高再生性能植物品种有限，再生性状相关主效基因发掘不足，已鉴定的再生相关基因功能不明显。

提出应加强高再生性能植物品种选育，为发掘、控制植物离体组织培养再生关键基因提供丰富的基因资源，推动植物再生性状的

分子机制研究。

关键词关键词 离体培养；植株再生；再生相关基因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78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2.014

Research progress on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regeneration
from cultured tissues via organogenesis
SHE Maoyun1, YIN Guixiang1, ZHAO Pei2, DU Lipu2, ZHANG Pingzhi1, YE Xingguo2

1. Crop Institute,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efei 230031, China
2.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tional Key Facility for Crop Gene Resources and

Genetic Improvement,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plant regeneration in vitro in molecular level i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the main stages of plant
tissue culture of explant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dedifferentiation of differentiated tissues, shoot regeneration and root
regeneration, as well as the cytogenetic basis of regeneration traits in cereal crops. It is summarized that the limitation of plant
genotypes with high and stable regeneration performance, shortage of cloned key genes associated with regeneration traits, and weak
function of identified genes related to somatic embryogenesis in other plants are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lant
regeneration in molecular biology. In future the identification or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 genotypes with desirable regeneration ability
should be stressed by using various strategies to expand the gene resourc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phenotype. The aim
of this review is to deepen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molecular investigation in plant regeneration, and to boost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ore plant regeneration-relevant genes for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molecular mechanism of underlying plant
organogenesis during plant tissue culture in vitr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 genetic engineering breeding.
KeywordsKeywords tissue culture in vitro; plant regeneration; genes relevant to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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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中通常把低于环境的温度划分

为普冷和低温两个区间，0~120 K范围称为低温温区，120 K
到室温范围则被称为普冷温区[1]。很多特殊的物理现象诸如

超导电性、迈纳斯效应、热燥降低、生物活性降低、冷凝等伴

随着低温出现，而这些物理现象又引发出许多奇妙而又意义

重大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军事、能源、环境、运输、医疗、通信

等很多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支柱力量。

由于低温的广泛应用，产生低温环境的低温制冷机也随

之蓬勃发展。按照换热器的不同可以将低温制冷机主要分

为间壁换热式制冷机和回热式制冷机[2]。间壁换热式制冷机

的换热器为间壁结构，其中冷、热流体的流道是彼此分隔的，

热量是通过分隔体的壁面进行传输的，流道中的流体是连续

流动的，具体结构形式主要包括 J-T节流制冷机、布莱顿循环

制冷机。回热式制冷机的换热器为回热式结构，冷热流体周

回热式低温制冷研究进展回热式低温制冷研究进展
胡剑英，罗二仓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低温工程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很多特殊的物理现象伴随着低温而出现，低温技术正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很多领域。回热式制冷作为两类主流低温

制冷技术之一，主要包括斯特林制冷机、G-M制冷机、脉冲管制冷机3种结构形式。前两种结构技术成熟，但在寿命或效率方面

有一定的不足；脉冲管制冷机可靠性和效率均较高，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热声理论从声波与固壁相互作用的角度解释了回热

式制冷的工作机制，正逐步发展成为研究回热式制冷的统一的理论工具，同时也使一种新的回热式制冷机结构——热声制冷机

诞生。其中，双作用热声制冷可能存在较大的发展前景。目前回热式制冷正呈现多热点的发展趋势。回热式制冷在不断拓展应

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化内在的科学问题研究，改进自身结构，孕育新的发展的机会。

关键词关键词 回热式；低温；制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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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regenerative cryocoolers
HU Jianying, LUO Ercang
Key Laboratory of Cryogenics,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Many physical phenomena are accompanied with low temperature. Cryogenic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pplied in many
fields. Regenerative cryocooler is one of the two mainstream cryocoolers. It mainly includes three configurations: Stirling cryocooler, G-
M cryocooler and pulse tube cryocooler. The first two configurations have been well studied. Their disadvantages are short lifetime or
low efficiency. Pulse tube cryocooler possesses high reliabi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and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ermoacoustic
theory explains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regenerative cryocool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ressure wave and
solid surface, gradually becoming a universal theoretical tool for regenerative refrigerators. It also gave birth to thermoacoustic
cryocoolers. The so-called double-acting thermoacoustic cryocooler possesses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reliability. It may be a good
choice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Now, quite a few hotspots have arisen in the study of regenerative cryocoolers. Various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is field in the hope of improving the configuration and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s of regenerative cryocoolers.
KeywordsKeywords regenerative; cryogenic; cryocoo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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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信号分析方法中傅里叶分析始终占据举足轻重

的地位，但是傅里叶变换是一种整体的全局变换，不能展现

不同频率分量信号出现的时刻及其相应的变化情况，因此不

适用于分析非平稳信号[1]。为分析和处理现实世界工程技术

领域中广泛存在的非平稳信号，人们多采用时频分析方法来

描述此类信号，即用时间和频率 2个参数共同描述信号的能

量密度。现有的时频分析方法包括：短时Fourier变换、Wign⁃
er-Ville分布和小波变换等 [2]。但上述方法均以 Fourier变换

为理论依据，只是在积分区间上进行了某种改进，因此没有

摆脱Fourier的束缚而缺乏自适应性。为了彻底摆脱常规时

频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更好地分析非线性非平稳信号的局部

时间和频率特征，Huang等[3]于 1998年提出了经验模态分解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方法。EMD算法是一种

基于时域特征的信号处理方法，它仅仅基于假设：任何信号

都是由不同的本征振动模态组成的[4]。不再认为信号是一组

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加权和，而是基于信号自身的特征进

行分解，与Fourier变换方法的最大不同是没有事先选定分解

的基函数，因此具有很好的自适应性，特别适用于非平稳信

号的分析处理。

EMD算法已广泛应用于气象、声学、生物学、地震和机械

振动等领域[5]，已经成为分析非平稳信号的有力工具。但是

EMD算法是基于经验的方法，仍然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6,7]，

在完善EMD算法的理论体系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针对EMD的研究进展，本文从EMD的基础理论研究、改

进算法及在工程领域应用等方向对EMD的研究现状进行总

结，并指出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1 EMD算法

EMD的基本依据可概括为信号是由高频分量叠加低频

分量组成，该算法就是不断地分离出信号的高频分量，并把

经验模态分解的理论研究及应用经验模态分解的理论研究及应用
高静，邓甲昊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机电工程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经验模态分解（EMD）算法是一种崭新的能够自适应地处理非平稳信号的时频分析方法。在介绍EMD算法概念的基础

上，总结了EMD算法理论方面的研究进展，比较了不同改进算法的优劣。介绍了EMD算法在工程中的应用，指出了EMD算法

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信号处理；经验模态分解（EMD）；端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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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evaluation criteria
GAO Jing, DENG Jiahao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School of Mechatronical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that provides a multi-scale and highly adaptable method, scores a breakthrough
in the signal processing field.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research advances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EMD algorith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EMD. Furthermore, a comparison of various improved EMD methods is made.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EMD and the direc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signal processing;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e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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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科技发达

国家），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和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受到

普遍重视，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团体、公司企

业、大众媒体乃至各类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各种科技传播和普

及（以下简称“科普”）活动，探索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各种有

效形式，推动当代科普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当代

科普事业的繁荣发展中，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大学”）发挥了

重要作用、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成为各种科普活动的积极

参与者，而且还开办科技传播类专业、开设科技传播类课程，

为科普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大学科普在中国同样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

政府出台的许多科普政策都强调了大学科普的重要性。但

大学科普的现状大学科普的现状、、问题及原因问题及原因
———对大学科普问题的微观政治学分析—对大学科普问题的微观政治学分析
翟杰全 1，任福君 2

1.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1
2.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从微观政治学视角，对中国大学领导层和教师基于目前大学评价情境下的科普态度做了初步分析。大学拥有丰富的科学

技术知识资源、研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科普方面拥有独具特色的科普优势，可以在科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扮演关键角色。近

年来，大学科普受到社会各界和大学自身的重视，但整体上看大学科普的发展状况还很不理想，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问题

的产生涉及许多复杂原因，但从微观政治学视角看，大学内外的各种评价制度对大学领导层和教师的科普态度产生相当直接的

影响，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关键词 大学科普；微观政治学；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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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universities: A micro-political analysis
ZHAI Jiequan1, REN Fuj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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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ttitude of university leaders and teachers toward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from a micro-political
perspective. Universities have abund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research facilities and human resources. Therefore, they
possess advantag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recent years,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universities
themselves attach importance to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universities, while its development is unsatisfactory with many problems
demanding prompt solution. The reasons are complicated. From the micro-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side and
outside universities has immediate impact on the attitude of university leaders and teachers toward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hich is
the main cause for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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