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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有交通即有桥梁，它不仅是交通工具，亦是建筑物，它蕴含着当代科学与艺术的成就，历经千年传承和发展，形成独特的桥文
化。桥梁的型式大体有4种：梁桥、拱桥、斜拉桥、悬索桥。下面就这4种桥型的特点和技术进步的方向作阐述。
梁桥

钢梁桥国际上有跨度548 m的加拿大魁北克桥，我国有跨度192 m的宜宾金沙江铁路桥。预应力混凝土桥国际上有跨度301 m的
挪威斯托尔马桥，我国有跨度330 m的重庆石板坡桥。在跨度上我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梁桥以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较为经济，但这种材料具有徐变收缩的特点，施工前很难预测其参数，导致预拱度很难正确预留。其解决的
途径是在构造上预留张拉体外预应力位置和锚头位置。当过量的徐变发生时，即张拉体外预应力使其下垂挠度回升。同样，在软土地基
上建造连续梁时须预留顶升构造，一旦沉降过量即调整支座标高，保证结构不开裂。这种桥型经济跨度在300 m以内，优点是造价低、刚
度好，可以大规模机械化施工。若要超过这跨度，必须与同跨度的其他桥型作经济比较后再定案。
拱桥

钢拱桥国际上有跨度518 m的美国新河谷桥，我国有跨度550 m的上海卢浦大桥。混凝土拱桥国际上有跨度390 m的原南斯拉夫
克尔克桥，我国有跨度420 m的重庆万县长江大桥。在跨度上我国拱桥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种桥型刚度好，是其他桥型所不及，在高速铁路上行驶平稳，不易脱轨。但由于施工阶段受力状态与运行阶段受力状态不一致，导
致施工措施费较高，所以拱桥技术进步的方向首先是降低其施工措施费。

在结构分析方面应注意到由于近代桥梁允许采用电焊工艺，可以制造巨型闭口箱型断面，其单元刚度为14x14矩阵，而一般开口断面
其单元刚度为12x12矩阵，二者计算结果相差较大。

拱桥具有刚度和美学上的优势，应扩大其应用范围。首先在跨度上推进，目前可行的跨度在550 m左右，其跨度的潜力尚未完全发
挥，应向800 m推进，与斜拉桥在刚度上进行竞争。
斜拉桥

斜拉桥国际上有2012年建成1104 m的俄罗斯拉斯基岛桥，而我国在2008年就建成1088 m的苏通大桥，跨度上我国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

在结构分析方面应该注意到大跨度斜拉桥在结构形成时，其初始恒载内力已经相当大，在计算活载引起的内力和变形时其初始内力
存在与不存在的单元刚度矩阵完全不一样，计算结果有较大的差别。

由于高强钢丝出现，它能在较大跨度情况下钢丝垂度较小，致使其表观弹性模量较大。但如今斜拉跨度已达1000 m以上，其垂度已
较大，致使其表观弹性模量降低。若再不采取构造措施，斜拉桥刚度将和悬索桥相差不多，斜拉桥刚度优势将逐渐失去。为此应在斜拉桥
中最长索的中点设置支承，支承该钢索和其他钢索，提高刚度与悬索桥刚度再竞争。

这种桥型造型坚挺，线条流畅，结构为自锚式不需锚锭，在同等跨度下与悬索桥相比刚度好、造价低。因此应扩大其使用范围，要在跨
度上进行推进。目前可行的跨度仅在1100 m左右，其跨度潜力仍未充分发挥。应争取在1500 m跨度内斜拉桥取代悬索桥。
悬索桥

悬索桥国际上有跨度1990 m的日本明石海峡大桥，我国有跨度1650 m的舟山西喉门大桥，在跨度上我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结构分析上应解决好风、车、桥共同振动问题。斯堪伦教授曾通过风洞试验解决桥梁的颤振风速问题，但结构会在小于颤振风速情

况下，风、车、桥联合振动亦能使桥梁的应力和变形超过规范允许值，这问题已经开始研究。
这种桥型目前跨度最大，非其他桥型所能及，且造型优美，但每平方米造价最高。传统的悬索桥有两个缺点：一是钢缆不能更换，影响

使用寿命。二是大跨度时横断面转角较大，影响行车速度。今后在构造上应将传统的两根钢缆左右布置改成上下布置，每根钢缆用两根
斜吊杆各与桥面左右端连接，形成等腰三角形的横断面布置，这样钢缆可以更换，横断面转角较小。

以上谈了4种桥型，但在一个工程中只能有一个桥型。往往是做了几个桥型方案，从中优选一个。主要从风险、造价、美观三者之间
反复权衡。其中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创新，若不创新，按老办法去做，就没有什么风险。但创新能带来效益，所以桥梁创新就是永恒的主
题。风险的背后必有几个创新者不放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有解决预案。这些预案没有先例，是否可靠可先在实验室或中小桥中去
试验，直到成功为止。然后用在创新工程中，使风险大为降低。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不放心的问题是否已充分提到，不要在工程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是没有提到的问题，致使工程因没有预案而蒙受重大损失。这种事在桥梁史中已出现多次。创新能否成功同创新者的经验、
素质有很大关系。

关于造价，只要桥型一定，即可量化。另外美观也是重大问题，每座桥梁都要经得起百年欣赏。风险、造价、美观三者既独立，总体上
又相互制约。几种桥型方案往往是各有利弊，最后经各方面推敲，选出一种桥型。

中国桥梁历史悠久，长期在自力更生条件下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再创新，对世界桥梁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将不断创新，在国际上多参与竞争，多参加投标、承包，作出新贡献，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

中国桥梁的发展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上海，200092）

林元培，福建莆田人，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资

深总工程师。长期从事桥梁理论研究与桥梁工程设计。主持设计的工程有上海的南浦

大桥、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卢浦大桥、东海大桥，重庆的嘉陵江石门大桥、李家沱长江大

桥、鹅公岩长江大桥等所有桥型。目前从事桥梁体系理论及大跨度风、车、桥联合振动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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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植物系统学有待重整河山

植物系统学是研究植物类群发生、
发展过程的学科，也是植物自然分类的
基础。因此植物系统学的发展直接影响
着现代植物信息的管理，甚至与与如何
有效利用和保护植物资源紧密相关。在
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关于植物分类的
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和德国著名的哲
学家、文学家、诗人歌德（Goethe）的名言

“一切都是叶子”密切相关。虽然歌德只
是一个植物学爱好者，但是他的文学成
就光环威服了大多数植物学家，以至于
他的名言被奉为永远正确的真理，并影

响着后世植物学家的思维方式。
1907年Arber和Parkin借助当时刚

刚发表的化石材料，充分运用自己的想
象和影响，借着歌德的盛势，把现生植物
中的木兰类设定为被子植物的原始类
型，为百年来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的发
展和变迁定下了基调。客观讲，这个做
法在科学实践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
后世科学家很大程度上对这个设想囫囵
吞枣、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使得局面变
得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被子植物的起
源及其与其他种子植物之间的关系还是
迷雾一团。

化石是关于植物历史的唯一的可靠
证据。诚如Cronquist所言，化石植物证
据是人们确认植物特征进化方向的最佳
证据。古植物学研究表明，“一切都是
枝”，这和歌德的名言恰恰相反，也构成了
使得很多植物学家左右为难的矛盾。歌
德名言的失效使得过去百年来基于其上
的植物系统学理论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同时也呼唤植物学家重新检讨植物
的特征及其演化历程，更加客观地检验和
筛选符合植物学实际的演化理论。

通过整合植物学不同学科（植物形
态学、植物解剖学、植物发育学、植物基
因学、古植物学）的研究进展，王鑫等提
出了“一统理论”（Unifying Theory），认
为被子植物的雌蕊是由长胚珠的枝和包
裹这些枝的叶共同组成的，前者对应于

植物学中的胎座，后者对应于植物学中
的子房壁。这种学说不仅能够揭示被子
植物花的结构组成、在裸子植物中找到
花的同源器官，而且能够跨越时空弥合
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之间的、营养器官
和生殖器官之间的鸿沟。

《科技导报》2015年第 22期第 97~
105页发表了王鑫等的“突破当代植物系
统学的困境”，剖析了当代植物系统学困
境的成因，结合现在植物学的研究进展，
为未来植物系统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和
对策。

本期封面图为现生被子植物中被认
为较为原始的几个类群雌蕊的结构。左
上和右下是八角（Illicium）雌蕊的顶面和
侧面观，可以看到胚珠最初是裸露的并
且直接着生在花轴上的，对其的包裹是
由其下的叶性器官由下而上地完成的。
右上是木兰（Magnolia）的所谓心皮早期
发育阶段中的纵切面，可以清晰地看到
右侧的子房壁及其腋部的胎座原基。左
下是APG系统中被认为最为原始的无油
樟（Amborella）的所谓心皮的纵切面，显
示右下侧向内弯曲的胎座顶端即将发育
出的胚珠和从左侧和上方包裹这个胚珠
的子房壁。这些植物雌蕊背后共有的二
元构型驳斥了传统被子植物演化理论，
但同时为一统理论提供关键的支持。本
期封面图片由王王鑫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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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捉摸的粒子世界
物理学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去认识曾经以为不可捉摸的微

观粒子世界。本文将向读者介绍我国物理学家在粒子物理研
究中获得的科学大奖及最新进展，同时介绍这些工作的重要科
学意义。

P12 关于完善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的建议
科技研发经费的提高，有力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蓬勃发

展，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的存在削弱了科研人员承担科
研项目的积极性，造成了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低下。中国科协组
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心相关专家
开展课题研究，分析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现状，查找科研项目
人员经费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P125 让科学回归科学——屠呦呦获得诺贝尔
科学奖的启示

屠呦呦因 40多年前发现了青蒿素而成为第１位获得诺
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青蒿素的发现及屠呦呦本
人的研究经历给我国科研人员以深刻启示，科研管理要符合
科技发展自身规律，而不要本末倒置，过于注重外在因素。

P37 近15年来黄河三角洲土地利用演化及成因分析
通过解译黄河三角洲1995、2004和2010年的遥感影像，获得了

研究区1995—2010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研
究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特点，探讨了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的驱动力因素。
结果表明，研究区建设用地、草地、水体、耕地、盐田虾塘、未利用地、滩
涂、林地等土地利用类型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驱动土地利用变化
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则互为补充累积，共同影响着研究区的土地利
用类型变化。

P45 活性炭负载高锰酸钾制作保鲜纸性能表征与分析
将高锰酸钾负载在活性炭上制备保鲜剂，以纸基为承载体，采用浆

内添加法制备了保鲜纸。FTIR分析表明，饱和高锰酸钾负载活性炭使
活性炭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含量增加，保鲜剂和纸基之间的结合属物理
结合。XRD测试表明高锰酸钾会破坏活性炭的晶型结构，加入保鲜剂
后保鲜纸的结晶度下降。由TGA曲线知，保鲜纸热分解的起始温度和
最大分解速率温度都低于对照组。SEM测试结果表明，保鲜剂的加入
使保鲜纸表面变得粗糙。

P106 当前慢病防控困境迫切呼唤新医学和菌心说
在“慢病的菌源性学说”和“心理活动的菌源性学说”基础上提出

新医学理论和菌心说学说。菌心说学说认为相对于人体的躯体和大
脑而言，由人体共生微生物菌群所构成的“心脑菌脑”有可能是人类
心理活动的核心、中心和重心，而人体则有可能是被设计为为菌群微
生态系统提供生存与发展作用的场所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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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1111--0101至至20152015--1111--1515））

1 屠呦呦将参加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9/30]

13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消息人士透露，中国科学家屠呦屠呦

呦呦同意参加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此外，和屠呦呦在相同

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陈启军陈启军将应邀出席颁奖活动并

作会议报告。

图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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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6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揭晓 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9日，2016年“科学突破

奖”颁奖仪式在美国加州圣何

塞举行。中国科学家王贻芳王贻芳

作为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的首

席科学家获得“基础物理学突

破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首

次获得该奖项。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回应论文撤稿事件：
涉基金项目将追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14日消息称，近一段时期，百余篇中国论文被国际学术出版

集团轮番撤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标注基金资助的22
篇被撤论文全部进行了细致调查，结果显示论文涉嫌造假基本属

实，相关基金将陆续被追回。

4 中国研发支出升至全球第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2015 年科学报告：面向

2030》。报告中称，目前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 28%，依

旧处于领先位置，中国紧随其后（20%），超越欧盟（19%）和日

本（10%）。占世界人口 67%的其他地区仅占全球研发投资的

23%，但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用于研发的投资正在迅

速增长。

5 首架国产大飞机下线 助力中国制造迈向高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C919首架机在上海正式下

线。C919为中国自主设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业内专家

认为，C919总装下线对于中国民机产业发展、基础工业实力提

升、迈向制造强国具有深远的意义。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6 科技界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3日，科技部召开科技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座谈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确立为“十三五”必须

坚持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全面深

入部署，对科技创新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科技界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使命更加光荣。

7 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成果“中国好设计”丛书首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5 日，在

中国工程院、

浙江省人民政

府主办的“国

际工程科技发

展战略高端论

坛——创新设

计 论 坛 暨

2015 中 国 创

新设计大会”

上，“中国好设计”丛书举行了首发仪式。该丛书展示了创新设计

在产品创意创造、工艺技术创新、管理服务创新以及经营业态创

新等方面的价值实现，为政府、行业和企业提供启迪和示范，为促

进政产学研、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发挥积极作用。

8 小保方晴子博士学位被正式取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日，日本早稻田大学宣布，正式取消小保方晴子的博士学

位。早稻田大学2014年认定小保方晴子的博士论文存在盗用图

片等问题，要求其在1年内进行修改，重新提交符合学术规范的论

文。但早稻田大学最终认定小保方晴子修改后的论文未能达到

审查要求，故正式撤销其博士学位。

9 Nature：美政府无端冤枉华人科学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13日消息称，多名华人科学家“被间谍”的冤案近来引发广泛

关注，Nature网站发表长篇通讯指出，近年来被美国政府冤枉为

间谍的华人科学家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导致华人科学家人人自

危，担心与中国的正常合作招来美国政府的无端猜疑。

10 联合国环境署：全球升温不超2℃需再减排百亿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排放差距》报告称，若要达成全

球升温不超过2℃的目标，各国到2030年时仍需要在他们现有的

计划基础上，再减排 120亿 t。多国的科学家分析了全球 146
个国家提交的119份国家自主减排计划，这些计划将是各国在巴

黎气候大会签署的国际气候协议下，承诺采取的2020年后气候

行动。

图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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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0多年前古希腊学者德谟克

利特提出原子论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

探索微观粒子世界的深层规律。20世纪

以来物理学家的工作已经把曾经的哲学

思想变成了坚实的物理理论。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我们对曾经不可捉摸的粒

子世界也有了更多了解。

北京时间 2015 年 11 月 9 日上午，

2016年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
在美国加州山景城举行颁奖典礼，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王贻芳领导

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获得基

础物理突破奖，这是以

中国科学家为主的团

队首次获得该奖项。

此外还有两位青年华

人科学家获奖，分别是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

助理教授傅亮傅亮和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副教

授祁晓亮祁晓亮。他们因在凝聚态物理学方面

的工作，尤其是用拓扑学理解新的物态

作出的贡献获得物理学新视野奖（11月

10日《知识分子》）。

科学突破奖从 2013年开始颁发，奖

金高达 300万美元，旨在奖励在生命科

学、基础物理和数学科学等领域作出杰

出贡献的科学家，资助人包括俄罗斯富

翁 Yuri MilnerYuri Milner、Facebook 创 始 人 MarkMark
ZuckerbergZuckerberg夫妇及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

马云马云夫妇等。2016年科学突破奖颁发的

奖项有生命科学突破奖、基础物理学突

破奖和数学突破奖，其他在颁奖典礼上

一并颁发的奖项包括物理学新视野奖、

数学新视野奖以及青年挑战突破奖等。

2012年3月，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

了一直只存在于理论中的中微子震荡的

第三种模式，并测量到震荡几率，随即受

到全球物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 9
月，大亚湾合作组又在PRL上发表论文，

公布了中微子测量的最新结果。本次基

础物理学突破奖由 5个国际中微子实验

研究团队分享，他们将均分300万美元的

奖金。除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组外，另外4
个组分别是日本KamLAND合作组、日本

K2K和T2K长基线中微子震荡实验、加拿

大萨德伯里中微子观测台和日本超级神

冈探测器项目。

中微子震荡可以说是2015年科学界

的一大热门话题。诺贝尔奖委员会刚刚

在10月6日把201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授予日本科学家Takaaki KajitaTakaaki Kajita和加拿大

科学家 Arthur B. McdonaldArthur B. Mcdonald，以表彰他们

在中微子震荡实验中的关键性贡献：

Takaaki Kajita在1998年发现了大气中微

子震荡，Arthur B. Mcdonald在 2001年发

现了太阳中微子震荡。而他们两人正是

超级神冈探测器和萨德伯里中微子观测

台的领导者。

中微子震荡之所以接连受到科学大

奖的青睐，就在于这一现象的重大意

义。中微子是宇宙中除光子外最多的粒

子，也是最难以捉摸的粒子。数十年来，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在这个模型中，中微子是没有质量

的，而中微子震荡则证明中微子是有质

量的，只是质量很小。因此中微子震荡

成为迄今为止唯一有坚实证据超出标准

模型的实验现象。中微子震荡研究将会

加深我们对中微子性质的了解，从而在

更深层次改变我们对宇宙起源和结构的

理解。

此外，由王贻芳领导的另一个中微

子实验项目——江门中微子实验已经于

2015年年初启动，实验站预计在 2020年

建成并投入使用。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

要科学目标是利用反应堆中微子能谱确

定中微子质量顺序，同时还可以开展太

阳中微子和超新星中微子的研究工作。

科学家为了探索粒子物理世界的规

律可谓是“上天入地”，除了在地下建设

中微子实验设施外，还会向太空中发射

各种探测器。11月 14日，我国空间科学

卫星系列的首发星——我国第一颗暗物

质粒子探测卫星（DAMPE）及其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丁，在上海装载完毕，并于当晚

搭乘专列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卫星

计划在12月中旬发射升空（11月14日新

华社）。

暗物质最早于 20 世纪 30 年代由

Fritz ZwickyFritz Zwicky等人从理论上做出预测，但

始终没有获得观测上的直接证明。科学

家估计暗物质占宇宙总质能的 20%左

右，而通常可以观测到的物质只占总量

的 5%，因此研究暗物质的组成和性质是

粒子物理和宇宙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之

一。这次即将发射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

星首次尝试了“科学探测载荷一体化”设

计，造价约 1亿美元，是中国迄今为止观

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

间探测器，超过国际上所有同类探测

器。该卫星的主要科学目标之一，便是

通过高分辨观测宇宙高能电子和伽马射

线，寻找并研究暗物质粒子。

同暗物质一样，

反物质也是基础物理

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领

域。一个有中国科研

机构参与的国际合作

项目近日在反物质研

究中取得了最新进展。11月5日，由来自

12个国家的 52家科研单位组成的 STAR
合作组在Nature上在线发表论文，宣布他

们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的相对

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上，首次测量到

反质子—反质子间的相互作用力（11月7
日科学网）。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马余刚马余刚是中国合作组的召

集人。

RHIC利用两束接近于光速的金核

对撞来模拟宇宙大爆炸，在极端物理条

件下可以产生质子和反质子。研究人员

通过对由此产生的反质子进行研究，构

建了反质子—反质子关联函数，并且发

现在实验精度内，反物质间的相互作用

与正物质没有差别。这项研究对科学家

理解反物质的性质机制起到了关键作

用，同时对理解自然界中物质—反物质

不对称性提供了新的基础，并为更多的

反物质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得益于物理学家们的非凡工作，曾

经神秘的粒子世界开始变得可以捉摸。

当然要承认我们对粒子物理的规律只有

非常浅显的了解，已有的理论会有很多

缺陷甚至是错误。但我们更应该坚信，

有一代又一代物理学家前赴后继，我们

可以真正认识看不见的粒子世界。在那

里，会有人类理性的光芒在闪耀。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可以捉摸的粒子世界可以捉摸的粒子世界

好奇心使人类不会只满足于探索视线所及的世界，而是将目

光投向更加不可捉摸的粒子世界。这种努力也让我们对世界的

起源和真相有了更多的了解。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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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必须把

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

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这是对创

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和作

用的崭新概括，明确了新时期科技工作

的努力方向。

———科学技术部部长—科学技术部部长 万钢万钢

科学网 [2015-11-04]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国家实验室的建

设，这些国家实验室不仅学科齐全、体量

大，还特别承担了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需求紧密相关的科技使命。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院长院长 白春礼白春礼

《中国科学报》[2015-11-11]

能源革命是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

是适应世界能源版图变化的战略选择，

也是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抉择。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副主席协会副主席 谢克昌谢克昌

《中国科学报》[2015-11-11]

尾鳍的一摆一动，总会勾起我们去

想：如何进一步改进控制算法，在仿生鱼

身上更完美地实现鱼类的波动推进方

式。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 王硕王硕

《光明日报》[2015-11-11]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实现中国

水泥工业的成功转型与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副院长 徐德龙徐德龙

《中国科学报》[2015-11-10]

当前，我国雾霾天气频繁暴发，室外

大气质量短期内尚难达标，而室内环境

具有易控、人员暴露时间长、健康效应显

著等特点，因此，我国在加强对大气污染

治理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对室内PM2.5污

染的防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炮兵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第二炮兵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侯立安侯立安

新华网 [2015-11-12]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核心，科技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人

才。因此，创新驱动说到底是人才驱

动。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

人才数量已居世界前列，但要从人才大

国转变为人才强国，任务还很艰巨，尤其

是在科技人才培养方式上还需要进行实

实在在的改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 丁仲礼丁仲礼

《人民日报》[2015-11-04]

智慧城市的核心是大数据的存储和

应用。智慧城市首先是数字城市，它通

过无所不在的传感器网，带我们走进一

个全新的大数据时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李德仁李德仁

《中国科学报》[2015-11-04]

通过研发、制造C919大飞机，我们

在应用技术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同

时，也在国外已有的技术基础上，取得了

一些创新成就。我们并没有完全走波音

787的道路，而是在设计上体现了自己的

思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航工业中航工业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 曹春晓曹春晓

《中国科学报》[2015-11-03]

在和世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在重

新思考和定位中国医学研究发展的未来

方向。我们必须研究如何组织新的医学

科学攻关模式和关键性攻关内容，研究

如何在医学研究上面向国家的重大需

求，同时根据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来设

计我们的中国医学发展之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院长院长 曹雪涛曹雪涛

《科技日报》[2015-11-01]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教育体

制不好，美国教育体制好，这是错误的。

双方各有各的好，正确的方式是，对于大

多数中国年轻人应该给他一些美国启发

式的教育，而对于美国的小孩，可以让他

适当地多做习题。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物理学家

杨振宁杨振宁

《南方都市报》 [2015-11-06]

网络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

题，还涉及到了政治、外交、国家战略、法

律、产业链、人才等多个方面。因此，互

联网安全产业领域广阔，其发展充满机

遇与挑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信息产业部国家信息产业部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邬贺铨邬贺铨

《中国科学报》[2015-10-29]

人类影响下的一系列环境变化已经

成为地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城镇化作为

人类活动主导的地理过程，越来越表现

出对陆表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影响，加

强城镇化人文过程对自然环境和要素的

效应研究，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

合科学研究与决策应用，是提升城镇化

科学支撑能力的合理选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陆大道陆大道

《中国科学报》[2015-10-28]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

国大部分位于“一带一路”沿线，构建“一

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不仅有利于推动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也为亚太空间合

作组织及各成员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中国愿与亚太空间合作

组织成员国一起，共同构建“一带一路”

空间信息走廊，提升亚太空间能力建设。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理事会主席—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理事会主席、、

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 许达哲许达哲

《中国科学报》[2015-10-28]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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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感蛋白能揭开动物磁感蛋白能揭开动物““第六感第六感””之谜吗之谜吗
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已大大提高

了人类的认知水平。然而，自然界仍然

有许多未知的奥秘。比如，鼹鼠按照地

球磁场的方向筑造洞穴，它为什么会自

带“生物指南针”？这种神奇的磁场感知

能力究竟来自哪里？2015年11月16日，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谢灿谢灿课题组在

《自然材料》杂志在线发表论文，该文公

布了生物体能够感知磁场的蛋白。据称

这项研究成果有可能揭示出生物利用地

球磁场准确寻找方向的原因。

磁感蛋白首公布，或将开启生物磁感

研究浪潮

论文发表当日，《自然》杂志社发布

题为“长期寻找的生物指南针被发现”的

新闻评论指出，在果蝇细胞中，中国科学

家宣称发现动物体内具有辨识方向作用

的生物指南针——可以感知地球弱磁场

的杆状蛋白。在研究论文中，该蛋白被

命名为Magnetoreceptor（MagR）。
在这篇题为“磁感蛋白生物指南针”

（A Magnetic Protein Biocompass）的文章

中，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基于蛋白质的

生物指南针模型，而后，通过计算、生物

学预测、果蝇的全基因组搜索和蛋白质

相互作用实验发现了这个全新的磁感蛋

白。这种蛋白质和光敏隐花色素蛋白

（Cryptochrome，Cry）的组成部分结合在一

起，自发地和外部磁场对齐。尽管受到

一些质疑，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这

一发现，将有可能被用于通过磁场调控

生物过程，推动整个生物磁感能力研究

领域的发展。英国牛津大学的生物化学

家 Peter HorePeter Hore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

说道，“这篇文章意义非凡”。但他同时

指出，文章并没有展示这种蛋白质在活

体细胞中作为生物指南针的表现，也并

没有解释其感应磁性的机理。

谢灿表示，该文只是报道了他们历

时6年的研究成果，同时希望其他人可以

参与到进一步的实验研究中。作为该文

的通信作者，他随后向媒体披露了这一

研究历程。据介绍，该研究团队的切入

点就是 Cry，因为已有研究证实，该蛋白

在果蝇的磁敏感行为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一直是磁感蛋白的候选。但该研究

团队认为，Cry可能只是感光的受体，他

们需要找到感磁受体。然后依据同时具

有磁性和生物活性的特质，找到铁硫蛋

白家族，通过基因组计算预测工具和人

工排查，在 199种蛋白质中，找到了能够

与 Cry形成稳定的结构的 CG8198蛋白，

将其命名为MagR。通过与其他实验室

的合作，该团队得到了均一的MagR-Cry
蛋白质复合物，并完成了其在电镜下的

结构解析。在之后进行的实验中，发现

MagR-Cry蛋白质复合物会随着磁场变化

改变朝向。至此，这一研究成果得以初

步确立。

研究引发质疑，谢灿称有信心

同许多重大发现一样，谢灿课题组

的论文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除《自然》外，包括《科学家》《卫报》在内

的含英、法、俄、西班牙等多种语言的二

十余家国际媒体予以报道。

比起Peter Hore来，奥地利分子病理

学研究所的神经学家David KeaysDavid Keays就显得

没有那么温和了，他言辞激烈地指出“如

果MagR真的是磁感器，我就吃掉我的帽

子”，他说，由于生物体内的铁含量很小，

在生理体温条件下，MagR能不能在生物

体内显示出磁力特性是一个问题。对

此，谢灿回应，希望更多的实验室能够进

一步证实这个结论，例如可以在果蝇的

某些组织中让产生MagR蛋白的基因失

效，以此看是否会影响其感知方向的能

力，他目前还未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麻省理工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 SteSte⁃⁃
ven Reppertven Reppert则对这项研究赞赏有加，认

为这项研究证实了MagR兼具磁性和感

受磁性这两种功能，是一项具有突破性

的研究成果。

除了旗帜鲜明地质疑或反对，还有

人关注到这一发现的实用价值及启迪作

用。牛津大学量子物理学家 Simon BenSimon Ben⁃⁃
jaminjamin通过《卫报》发表评论指出，这一发

现为开发“更为廉价、小巧、坚固或者更

敏感”的磁场传感器提供了灵感，可以应

用于手机的地图导航。

哈佛大学生物物理学家周界文周界文认

为，尽管只利用了一种模型得出的结论

或许并不尽然，但这项研究能够启迪研

究者未来对MagR蛋白结构功能进行深

入研究。

此外，除了推测性的论断，也有科学

家表示要亲自验证，德国慕尼黑大学的

磁力学专家 Michael WinklhoferMichael Winklhofer 猜测，

MagR做出的类似生物指南针的活动可

能只是实验污染的结果，因而，他已经开

始着手准备验证这一研究成果的实验。

“如果实验结果被证实，那么这个发现将

是在分子基础上揭开动物磁感应之谜的

重要一步。”他补充说。

其实，该论文发表之前，就因与另一

位神经科学家张生家张生家“抢发论文”风波而

备受关注。本次论文正式发表后，《科技

导报》联系多位中国生物物理领域专家，

截至发稿，鲜有回应。对此，一位不愿具

名的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国内专门研究

磁感蛋白的团队并不是很多，谢灿课题

组算是该领域的佼佼者，其他研究者可

能不便对具体的技术细节作出评论。

面对争议，谢灿在接受果壳网采访

时认为，在现阶段有争议并不是坏事，争

议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他同时表示对

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满信心，并且将继续

自己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争议中提到

的以及团队感兴趣的问题。包括将寻找

蛋白质复合物磁性的物理来源以及光和

磁偶联的原因；MagR感应到磁场以后，

如何传递信息并被细胞或神经系统捕获

和加工。此外，动物迁徙的分子机理也

将是可能的研究方向。本刊也通过电子

邮件联系谢灿希望采访，但截至发稿未

收到回复。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论剑争锋从未

停歇，但真理的光芒绝不会被一直掩

盖。生物磁感研究的浪花已被激起，希

望后续的研究能尽快给世界一个答案。

文//王微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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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张高丽出席在北京举办的2015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峰论坛并讲话。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高峰论坛由“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组委会主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员会和中国科协承办，主题为“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陪同张高丽副总理参观

了活动周主题展示，并在高峰论坛上作“释

放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能量和活力”专题

发言。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10-20]

张高丽出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峰论坛并作重要讲话

图片来源：新华网

李源潮出席中国老科协

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10月20日，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

协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李源潮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

李源潮充分肯定老科技工作者和老

科协做出的积极贡献，勉励广大老科技

工作者在身体允许、自觉自愿的情况下，

发挥各自优势，继续为推动创新发展、实

现中国梦发挥作用。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陈至立，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尚

勇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汤涛，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

吴海鹰吴海鹰出席大会开幕式。中国老科协第

五届理事会会长程连昌程连昌主持大会。韩启

德在讲话中肯定了中国老科协过去5年

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对老科协的工作

提出希望。出席这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代

表219人，来自30个省市自治区老科协、

17个中国老科协分会和 22个企事业单

位老科协，代表110多万老科协会员。大

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

会，陈至立当选为中国老科协第六届理

事会会长。

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2015-10-21]
第十四次中国暨

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召开

11月 16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主办，云南大

学协办的第十四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

大会在昆明开幕。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中国科协副主

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沈岩沈岩

应邀出席大会开幕式。饶子和饶子和、郭爱克郭爱克、

段树民段树民、陈润生陈润生、隋森芳隋森芳、张明杰张明杰、程和平程和平、

陈志坚陈志坚等中外院士及中国国际科技交流

中心主任纳翔纳翔、云南大学副校长张克勤张克勤等

参加会议。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涛徐涛主

持大会开幕式。本次大会共有来自国内

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海外的近千名学者

参加。大会还为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

成像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

科学院院士谢晓亮谢晓亮颁发中国生物物理学

会最高荣誉奖——贝时璋奖。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2015-11-19]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会换届

11月6—8日，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第

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九届学术年

会在上海市举行。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

辞。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

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平凯欧阳平凯，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

士高福高福，北京化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谭天伟谭天伟，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赵国屏，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偲张偲，华东理工大学校长

曲景平曲景平等出席会议。大会投票并选举产

生了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第六届理事会，

高福当选为理事长。大会同期举行了主

题为“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中国生物

工程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2015-11-13]

第八届全国腐蚀大会召开

11月15日，由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主办的第八届全国腐蚀大会在厦门召

开，主题是“腐蚀与防护，开拓与交融”。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理事长王福会王福会致欢

迎词并宣布大会开幕，厦门大学教授宋宋

光铃光铃主持开幕式。侯保荣侯保荣、宋君强宋君强、金翔金翔

龙龙、徐滨士徐滨士4位院士，中国腐蚀与防护学

会荣誉理事长陈光章陈光章、左禹左禹，中国腐蚀与

防护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晓刚李晓刚等出

席会议。来自全国各地800多位专家、学

者参会。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保荣、美国

腐蚀工程师协会副主席 Sandy WilliamSandy William⁃⁃
sonson、复旦大学教授李劲李劲等分别作大会主

题报告。大会还颁发中国腐蚀与防护学

会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曹楚南曹楚南荣获肖纪

美奖；柯伟柯伟、程玉峰程玉峰荣获师昌绪奖；侯保

荣荣获张文奇奖；宋影伟宋影伟、刘智勇刘智勇、董超董超

芳芳、张涛张涛、王鹏王鹏荣获左景伊奖。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2015-11-17]
中国林下经济发展高端论坛举办

11月1—2日，中国林下经济发展高

端论坛在浙江义乌举办。大会由中国林

学会主办，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

会组委会办公室、中国林学会林下经济

分会、浙江省林学会、浙江农林大学联合

承办。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林

下经济分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陈幸良陈幸良，中国

林学会副理事长、东北林业大学校长、林

下经济分会副主任委员杨传平杨传平等出席会

议并致辞。来自国家林业局直属单位、中

国科学院、林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和有关企

业从事林下经济管理、科研、教学和生产

实践的领导、专家、科技人员、企业家代表

等共计13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林学会 [2015-11-17]
2015年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热带亚

热带地区资源研究学术年会举办

“2015年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热带亚热

带地区资源研究学术年会暨湿地资源保

护利用与生态修复学术论坛”于10月30
日至11月1日在杭州举办。会议由中国

自然资源学会热带亚热带地区资源研究

专业委员会主办，杭州师范大学生态规划

设计研究院、遥感与地球科学研究院、生

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等承办，来自24家海峡

两岸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名代表参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5-11-20]

10



科技导报 2015，33（22） www.kjdb.org

10月25日下午，2015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中国科协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林念修，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隋振江出席会议并分别介绍了“双

创”活动周的相关情况。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司长綦成元綦成元等出席会议，会议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赵辰昕主持。中央和北京市近70家媒体参加通气会。

尚勇指出，此次“双创”周活动谋划周密，决策科学，项目选取合理得当，展

览设计新潮大气，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活动周充分调动了各相关单位的参与积

极性，大家尽职尽责、精益求精，保证了“双创”活动周各项活动的高质量完成。

活动周的成功举办，体现了运筹谋划的大手笔，体现了北京的大局观，得益于各

地各部门的大协调，也是对中国科协的一次大历练。

林念修总结了“双创”活动周的主要亮点和成果，分享了成功举办本届活动

周的几点体会，并介绍了打造永不落幕的“双创”展示平台的有关考虑。他表

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作为推动“双创”的牵头单位，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

一部署，以活动周为新的起点，依托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继续与各有关部门和地

方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携手并肩，开拓进取，共同谱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新篇章。

隋振江介绍了北京做好活动周各项支持保障工作的情况，通报了北京市在

活动周期间推出的一系列推动“双创”工作的文件和举措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

本届活动周推出的主题展示系列活动高潮迭起，全面展现了我国进入“双创”新时代的风貌，“双创”活动中涌现出的代表人物和典

型事迹，以及为“双创”活动提供支撑和服务的各类众创空间及公共服务平台，多角度、宽视野地宣传全国“双创”活动成果。

活动周期间，举办了多场投资对接、签约发布、项目路演等活动，促进了创投机构与创新项目的沟通互动，拓宽了创业者融资渠道，

提升了公众对参展项目和投融资活动的关注与了解。主会场共开展投资对接活动28场，签署合作协议38项。其中，红杉资本、IDG、

鼎晖创投等著名投资机构高度关注参展项目，全程参与项目对接。邮储银行向中国科协提供1000亿元授信额度。作为112个展示项

目之一的天津市华通寰昊水务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创投机构意向投资达1.5亿元。返乡大学生创业发起的九寨沟民俗风情街项目得

到多位著名投资人的关注。地方分会场开展投资对接活动191场，签署合作协议494项，投资金额86.36亿元，达成合作意向967项，

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1148人。 科技导报社 [2015-10-25]

2015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媒体通气会现场

2015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圆满落幕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学术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合理引导科技工作者科研成果传播行为，不断优化学术生

态，11月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5部门就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

的作用提出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要充分认识科技期刊及其在学术评价中的独特作用，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功能定位，大力营造科技期刊

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

意见认为，科技期刊是原始创新的重要平台，在推动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我国科技期

刊取得了长足发展，学术水平、总体质量和国际认知度不断提升，但科技期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还不够清晰，在论文学术

质量、信息传播时效性以及市场竞争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一定差距，在学术评价中还存在着标准单一化、程序程式化、方法

简单化、方式机械化的现象。进一步加强我国科技期刊建设，提升科技期刊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能力，是新时期我国科技期刊和

全社会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意见指出，学术评价是科技期刊的一项基本功能。合理使用科技期刊的学术评价功能，既要充分重视科技期刊与论文的特殊作

用，又要防止出现唯期刊、唯论文的倾向，避免科技期刊学术交流与学术评价功能的失衡。要坚持科技期刊对科研成果的首发作用。

积极鼓励我国科技工作者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平等的学术交流，强化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话语权。大力支持我国各类公共资金资助的

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中英文科技期刊上发表，便于国内学术界第一时间获取和利用，着力解决我国科研成果在国外科技期刊发

表后带来的知识产权、使用权、传播权等问题，增强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探索建立科研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对重要的

核心科研成果在我国科技期刊上发表的管理机制，并作为项目结题验收和考核评价的必要条件。意见还指出，要发挥科技期刊在学

术评价中的把关作用，增强科技期刊在学术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加强科技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主导作用，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伦理中

的监控作用，同时加强科技期刊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加大对科技期刊的扶持力度。

中国科协网 [2015-11-0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20152015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圆满落幕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圆满落幕

中国科协等中国科协等55部门发布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部门发布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

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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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的建议关于完善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的建议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梁樑 1，赵定涛 1，范进 2，周俊青 3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2.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3. 科普产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副总经理。

·科技工作大家谈·

科技研发经费的提高，有力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蓬勃发

展，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的存在削弱了科研人员承担科

研项目的积极性，造成了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低下。因此，建立合

理的科研项目人员经费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现状

一是人员费用对项目负责人激励不足。根据《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国办发[2006]56号），劳务费的支出

总额，重大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5%，其他项目不得超过

项目资助额的10%。2015年4月份印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15号），虽然取消了劳务费

比例限制，但劳务费仅能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

的在校研究生、博士后和临时聘用人员，不包括项目负责人的经

费报酬。项目负责人的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

费后的5%。

二是人员费用支出缺乏灵活性。由于科研工作本身具有不

确定性大、周期长等特点，实际发生费用与预算之间存在差异，

如果完全按照预算使用经费难以实现研究目标。但是在实践

中，项目组必须严格执行预算，严格按照规定发放劳务费用，缺

乏足够的灵活性，导致科研项目难以按时保质完成。

三是人员费用自主支配权力小。《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财教

[2011]434号）规定，建立课题间接成本补偿机制，将课题经费分

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并对间接费用支出作出了严格规定。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4]11号）规定，对实行间接费用管理的项目，间接

费用的核定与项目承担单位信用等级挂钩，由项目主管部门直

接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这两个文件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回

收了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经费的自主支配权力，影响了科研人员

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科研项目人员经费不合理的主要原因

一是经费管理办法和科研人员薪酬制度不合理。目前，中国

高层次科研人员的报酬与国外差距明显，科研人员年均劳务成本

仅为韩国的1/6、日本的1/12。科研经费配置重硬轻软，重物不重

人，人员经费不能满足科研项目的研发需求。此外，科研项目中过

低的人员费用使得科研主管单位难以保障充足人力完成科研服务

和相关工作，导致多数主力科研人员进行核心科研工作的同时，承

担大量琐碎的服务和后勤工作。国家相关政策为研究经费设定较

低的人员费用比例，其主要目的是为防止研究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中饱私囊”。但是，人员费用过低，科研人员无法顺利有效地展开

科研工作，便不得不利用一些违规手段弥补其人力成本。

二是人员费用管理机制“一刀切”。不同的科研项目对于科

研经费的分配有着不同的侧重，如国家自然科学类课题较侧重

设施和耗材投入，而软科学研究和软件开发类的科研项目较侧

重人力资本投入。一些上千万元的实验项目，用于实验材料等

方面的费用较高，需要的人员相对较少，15%的人员费用比例基

本已经足够，但对于只有几十万资金的人文社科类项目，以及某

些偏重计算科学的理工科项目，就需要大幅度提高人员费用比

例。因此，国家对科研经费中的人员费用设置不应采取“一刀

切”的管理办法。

三是科研项目评估及监管机制不健全。1986年以来，按照

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科技经费从对科研机构、人员的

一般支持，转变为以项目为主的重点支持，而有关科研项目评估

及监管机制却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目前科研活动的评估方式不

能完全反映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及效果，科研评估浮于表面。

同时，科研项目经费监督管理机制滞后，主管部门没有及时跟踪

项目经费使用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而且科研经费监督问责

制不健全，各部门间缺乏明确制约的联动机制，导致负责监督的

不管理，负责管理的不监督。

完善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的对策建议

目前的科研体制机制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科研活动的规律。

建议完善科研人力资本补偿机制，加大对科研人员的稳定支持，

让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科研，解除其后顾之忧。

一是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中人员费用相关政策。要做到有效

管理和合理利用科研经费，必须制定一套适应不同性质科研工

作要求的经费管理办法。调查发现，2006年以来，国家层面上

制定的提高科技人员研发经费的政策寥寥无几。建议财政、科

技等部门制定科研人员经费管理办法和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本预

算，并提供精细的预算编制指导手册，使科研项目各明细的预算

成本科学化、合理化。同时，建议出台相关政策，精简经费报销

程序，并保证科研人员经费按时按额到账。

二是设置柔性的人员费用管理机制。美国的科研项目中，

人员费用相对灵活，申请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科研需求设定比

例。这种灵活的比例设置保障了科研费用的充裕。建议我国借

鉴类似这种灵活的管理模式，根据项目类型，合理划分不同项目

人员费用比例，并给予项目负责人一定比例项目经费的自由支

配权力，以调动其积极性。同时，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和执行制

度，保障各科目经费合理充分使用。

三是完善科研项目评估及监管机制。首先，对科研项目采

用目标管理办法，严格按照科研项目目标开展项目研究。第二，

相关科研主管单位建立科研经费规范化管理体制和流程，完善

项目评估体系，确保科研人员费用的投入产出效益。当年的预

算根据个人在科研项目当期进展实施情况及成效进行合理拨

付，并将当前个人绩效纳入下次绩效评估。第三，科研主管单位

明确科研经费中人员费用使用范围，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科研经

费的管理规定及经费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出现科研经

费资产流失等问题。若单位或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不按照固定用

途使用科研经费，可将已入账的科研经费全部没收充公，并将不

良行为记入个人诚信账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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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专刊推介我国生物能源领域研究进展

生物能源领域的研究和产业开发近年

得到快速发展，呈现出系统性和多元性的趋

势。2014年10月17—19日，第四届生物质

能源技术国际会议暨第八届国际生物能源

会议在长沙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生物质能

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欧洲生物质能产

业协会、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主办，《生物工程学报》在会议优秀论

文基础上，结合征稿出版了“生物能源”专刊（第31卷第10期）。

本专刊征集和筛选了国内相关实验室在生物能源领域的研究

成果，介绍了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刊登内容包括生物质资源分析、

预处理、燃料和化学品制备、副产品利用和策略研究等，为国内生

物能源、生物质基化学品、生物质生物法预处理等领域的科研人员

了解研究动向、开展科研工作和选择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网址：

journals.im.ac.cn/cjbcn）
《生物工程学报》[2015-10-25]

推荐人：《生物工程学报》编辑部 郝丽芳

具有低指数表面晶体中表面态的研究

表面态的存在不仅与固体材料的拓扑性质、量子纠缠等基

本物理问题紧密相关，而且为未来信息技术新器件的开发提供

了新的途径。它的研究已经成为凝聚态物理中重要课题之一。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王会平王会平等研究了沿最稳定的低面指数切

割的半无限大能带型晶体的表面态，研究了次近邻晶面之间的

对称或不对称耦合对表面态的影响，发现除了一种具有次近邻

晶面之间的对称耦合的单模“…-P-P-P-P-…”型晶体外（P是

晶面），其他晶体中次近邻晶面之间的耦

合一般有利于表面态的产生。该研究成

果从理论上解释了在具有四方、立方或

正交晶格的晶体中没能发现简单拓扑绝

缘体的原因，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具有

强自旋-轨道耦合的蜂窝状晶格有利于

拓扑绝缘体的产生。此外，或许能够为

如何选择晶面方向来产生和避免表面态

提供一种直观的方法。（网址：cpb.iphy.
ac.cn） 《中国物理B》[2015-11-09]

推荐人：《中国物理B》编辑部 王久丽

雨滴物理特性的粒子成像测量

技术研究
雨滴形状、直

径、降落速度等是表

征雨滴特性的重要

物理量，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郭明航郭明航等设

计了一种基于面阵

电荷耦合元件的自

然降雨成像测量系

统。与传统测量方法相比，该方法中的

便携式观测仪器操作简单，软件功能完

整，实现了软件硬件一体化。钢珠洒落

实验结果证明该技术观测误差小。外场

观测试验发现本次降雨主要以中等粒子

为主，雨滴直径和降落速度均值分别为

2.00 mm和3.52 m/s。雨滴的降落速度

可由雨滴直径的线性回归方程式来表

达 ，且 该 方 程 的 预 测 准 确 度 高 达

82.7%。利用这一测量技术，还可以对雪

花、冰雹、霰等不同类型降水粒子的物理

特性进行测量，不仅可以揭示不同降水

粒子的物理特征，而且有助于促进降水

微观特征在降水特征、土壤侵蚀及其控

制机制评估等方面的应用。（网址：www.
j-csam.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5-09-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互花米草入侵能显著增加土壤

有机碳库
互花米草是我国滨海湿地目前分布

最广泛的入侵种。当前的研究大多关注

其生产力增加对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直

接影响，忽视了对其间接作用的定量研

究。复旦大学王丹王丹等以上海崇明东滩湿

地为研究地，通过测定土壤总碳、总氮、

有机碳以及植物和土壤有机质的碳、氮

稳定同位素比值，分析土壤碳库的变化；

针对群落结构不同

的互花米草斑块分

别采用同位素二源

和三源混合模型定

量分析土壤有机碳

的来源。结果表明：

互花米草入侵能显

著增加土壤有机碳

库，并随入侵时间的延长表现出累积效

应，同时，海源的潮汐输入也是土壤碳库

的重要来源；互花米草对土壤碳库的贡

献随入侵时长的增加而增加，而潮汐输

入对土壤碳库的贡献率则不断降低，说

明互花米草对土壤碳库的贡献在入侵早

期以促淤为主，入侵后期主要依靠自身

碳输入。（网址：www.plant- ecology.
com） 《植物生态学报》[2015-10-01]

推荐：《植物生态学报》编辑部

pH值对乙二醇溶胶-凝胶法制备

BiVO4光催化性能的影响
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禁带宽度为

2.4 eV的单斜型BiVO4在可见光下具有

良好的光催化效果，从而能够利用可见

光催化降解污染物。沈阳理工大学王敏王敏

课题组采用溶胶-凝胶法合成钒酸铋前

驱体，通过改变前驱体反应的pH值，制

备得到系列BiVO4光催化材料。结果表

明：所制备的样品纯度较高，均为单斜型

BiVO4光催化剂，并且随着前驱体反应

pH值的改变，样品的形貌及光学性能也

随之改变；当pH值为9时，所制备的样品

具有最小的禁带宽度以及最小的晶体粒

径，并且表现出最高的光催化活性，在

250 W金属卤化物灯下光照 50 min，对
甲基橙的脱色率可达 66.23%。与传统

柠檬酸溶胶-凝胶

法相比，乙二醇溶

胶-凝胶法具有反

应成胶可控性好、前

驱体易得、煅烧充分

等优势，为BiVO4的

合成提供了新的途

径。（网址：jme.bi⁃
am.ac.cn） 《材料工程》[2015-09-28]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寇凤梅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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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恐龙时代哺乳动物化石首现毛发内脏

人们关于古生物的大部分知识都来源于硬组织（骨骼、壳体和牙齿）的化石遗迹。如今，一个来自恐龙时

代的保存精致的小型哺乳动物化石揭示了各种软组织，包括皮肤、软毛和体刺的信息，甚至包括石化的外耳

残留物。这一发现将哺乳动物内脏和保存完好的皮毛的最早记录向前推进了6000多万年，同时表明远古皮

毛与体刺的形成同今天的哺乳动物没有差别。研究成果10月14日在线发表于Nature上。

该化石发现于西班牙中部地区具有1.25亿年历史的岩层中，这一新物种属于一种曾广泛分布但如今已

灭绝的老鼠般大小或更小的哺乳动物，名为三尖齿兽类。这种动物脚骨的整体形状与排列表明它是一种生

活在地面上的生物，并且可能通过挖土寻找蛆和其他食物。这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哺乳动物第一次在化石中

保存了某些特征。其毛发的杆具有同现代哺乳动物类似的三层结构，一些皮肤的毛囊生有不止一根毛发，并

且在其他情况下，几个不同毛囊会融合进而形成像现代刺猬一般的体刺。研究人员强调，尽管在更古老的哺

乳动物化石中也曾发现毛发的残留物，但这些结构仅仅留下了印记而不像新发现的化石那样保存了完好的

细节。（网址：www.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10-21]

“呼吸电池”为远程电动汽车带来

希望
锂-空气电池也

被称为呼吸电池，近

20年来，锂-空气电

池在全球被广泛研

究，但在实际应用时

却存在多个重大缺

陷。英国剑桥大学

的化学家研制出一

种更持久的设计方案，解决了几个主要

的锂-氧技术问题，把这项技术朝实用化

方向推进了一大步。研究成果发表在10
月30日Science上。

研究人员用多层次的大孔石墨烯作

为正极材料，利用水和碘化锂作为电解

液添加剂，最终产生和分解的是氢氧化

锂，而不是此前电池中的过氧化锂。氢

氧化锂比过氧化锂稳定，大大降低了电

池中的副反应，提高了电池性能；其中碘

化锂除了帮助分解氢氧化锂外，似乎还

起到了保护锂金属负极的作用，使电池

对于过量的水有一定的免疫性。该电池

模型蓄电能力约为3000 Wh/kg，约是现

有锂离子电池的8倍，可循环充放电上千

次，首次循环充放电效率高达 93%。（网

址：www.sciencemag.org）
《中国科学报》[2015-11-03]

现代狗可能起源于中亚

来自于野狼
狗是世上种类最多元的动物，这是数

千年来人类介入配种的结果。事实上狗

来自野狼，或许最初是在蒙古或尼泊尔逐

渐被驯化后，成为人类狩猎团队的一员。

研究成果于11月3日发表在PNAS上。

美国康奈尔大学

学者Adam BoykoAdam Boyko团

队研究 4676 种纯种

狗 与 549 种“ 乡 村

狗”，尽管后者是相关

研究最少的狗类，但

在现代狗多样化的情

况下代表非常重要的

部分。研究人员研究地理位置相近的狗

的染色体基因，密切相关的基因标记模

式，让研究团队得以精确找出狗遭驯化

的起源是中亚。Boyko表示，找出现代狗

的起源有助促进其他进一步研究，其中

一项研究路径可能是分析在考古遗址发

现的古代狗遗骸的 DNA。（网址：www.
pnas.org） 中国新闻网 [2015-10-20]

研制出高选择荧光探针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杨杨

凌凌团队与大连理工大学崔京南崔京南团队合

作，在药物代谢领域研制出人源性细胞

色素P450 1A酶的高选择荧光探针。研

究成果发表在11月18日JACS上。

细胞色素P450 1A是人体重要的药

物 I相代谢酶，参与多种临床药物、环境

污染物及致癌物（如黄曲霉素）等的代

谢。此次研究基于CYP1A酶的3D结构

信息，采用可提高CYP1A专属性的结构

修饰策略获得了兼具高灵敏度和抗生物

基质干扰探针的高选择性CYP1A探针，

并首次实现了CYP1A酶活性的比率型荧

光检测及活组织层面的双光子荧光成像

分析。该探针不仅适用于单酶、细胞及

组织中 CYP1A酶活

性的实时定量检测，

还可用于新药研发

早期筛选、组织成像

及体外诊断等生物

医药相关领域。（网

址 ：pubs.acs.org/
journal/jacsat）

《中国科学报》[2015-11-02]

发现多能干细胞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景乃禾景乃禾研究组把小鼠和人胚胎干细胞诱导

分化为成熟的功能性基底前脑胆碱能神经元（BFCN），将这些干细胞来源的BFCN移植到阿尔茨海默病（AD）
动物模型脑内，可有效改善模型小鼠的认知功能。研究成果11月10日发表于Stem Cell Reports上。

研究人员将小鼠和人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为BFCN，并发现这些多能干细胞来源的BFCN具有与脑内BF⁃
CN相似的分子和功能特征。他们将小鼠和人多能干细胞来源的BFCN前体细胞移植到AD模型小鼠的基底前

脑内，发现移植细胞在AD小鼠基底前脑内主要分化为有功能的乙酰胆碱能神经元，并能有效整合到AD小鼠基

底前脑的乙酰胆碱能投射环路。同时发现，移植外源BFCN的AD小鼠的学习和记忆功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该项研究将有助于探讨多能干细胞来源的BFCN用于AD细胞治疗的可行性，并为基于多能干细胞的AD细胞

替代治疗提供理论依据。（网址：www.sciencedirect.com） 《中国科学报》[2015-10-23]（（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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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AAASAAAS、、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社会———推进科学—推进科学，，服务社会服务社会
AAAS——美国科学促进会，是一个非政府性质的会员制学

会，总部设于美国华盛顿，成立于1848年，致力于解决科学与社
会的交叉问题。1958年它成立了一个人类福祉促进科学委员
会，用于向AAAS建议如何对有关的社会问题作出应对。1960
年，该委员会号召AAAS以某种方式贡献自身的知识，让公众明
智地参与到对不同政策选项的考量之中，以实现科学对人类福
祉的承诺。

1975年，AAAS的历史上迎来重要一刻，其中一个委员会发
布了一份名为《学术自由与责任》（Scientific Freedom and Re⁃
sponsibility）的 报 告（http://www.aaas.org/sites/default/files/
SRHRL/PDF/1975-ScientificFreedomResponsibility.pdf）。报
告强调，“如今，科学已经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重大问题密不可
分。这给必须处理政治问题的许多科学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而这些问题却只有运用专业的科学知识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要
在这样的压力下保持诚实性和客观性往往十分困难，但为了维
护科学诚信，必要时科学家应卸去其社会责任。”该报告对之后
AAAS聚焦学术自由与责任相关问题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使AAAS的章程发生了改动，加入“培养学术自由与责任”作
为其使命的一部分，并且创建了一个学术自由与责任永久委员
会，至今仍就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社会致力于保障科学家以人类
进步为目的的学术调查自由等相关问题提出建议。这份报告还
强调了科学家的责任，指出他们应保护科学的真实性，并将科学
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获益和风险一并告知公众。为树立科学界在
这方面的良好范例，1981 年 AAAS 设立了学术自由与责任
奖，“表彰以模范行动起到学术自由和责任促进作用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http://www.aaas.org/page/aaas-award-scientif⁃
ic-freedom-and-responsibility）。

20世纪80年代，AAAS就学术不端行为实施了一项重大举
措，探索此类事件的应对方案。该方案反映出当时美国公众和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以惩处学术不端的制裁方式为措施，规
范科学家的行为，并对其他可能受到诱惑而偏离公认学术实践
的科学家起到威慑作用。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AAAS开始着眼于通过教育和
培训来预防此类不端行为。其中一项举措是在1996年生产一
套包括5项案例研究的视频，旨在对学生和活跃研究人员就研究
实施和报告的相关伦理问题进行教育（见http://www.aaas.org/
page/integrity-scientific-research-video-series）。这些视频
目前被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数百所学院和大学广泛使用，反映了
当时AAAS的观点，即从长远来看，采取措施防止不端行为对一
个科学学会来说是更为合适的角色，而政府和下属机构应主导
有关不端行为法规的监测和执行。

根植于研究实施及其应用中的许多责任与科学家/工程师和
更广阔社会之间的关系紧密相关。虽然公众指望科学家和工程
师帮助人们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但他们也担忧科学和技术对
个人和群体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如个人隐私减少、环境恶化，
以及通过基因干预改变人类物种等。在考虑引进任何新的科研
或技术领域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预见和解答公众对于科技
将人类带向何方的深重疑虑，与公众协作以避免或减轻可能造
成的不良后果。2004年，AAAS建立了科学技术公众参与中心
（http://www.aaas.org/pes/public-engagement），从而扩大了
其支持公众参与合作的承诺。

2007年，AAAS与中国的“姊妹组织”中国科协（CAST）启动
了一项新的联合倡议，共同研究科学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反映
出两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作为研发经济投资的世界领跑
者，两者均意识到了伦理研究和健康的科技企业之间的关键联
系。两个组织每隔几年轮流在各自国家举办会议，一个重要的

议题是为两国科学家提供更多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机会，
AAAS-CAST的一些联合活动详见 http://www.aaas.org/sites/
default/files/migrate/uploads/0630cast_statement_en2.pdf。

2011年，AAAS启动了一系列活动，探索科学家和工程师在
更广阔社会中应扮演和承担的更广泛角色和责任。研究最初的
重点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公共政策辩论中的参与，以及包括在
读研究生在内的年轻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将如何影响更广大社
会的日益增加的兴趣，和这些年轻科学家不断产生的在如何更
好地参与公共政策辩论方面指导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AAAS以“科学倡议”为主题召开了一次跨
学科研讨会，其中一些讨论结果发现，虽然倡议的定义十分重
要，但该术语对不同的个人和机构往往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几乎没有教育/培训教材和地点可供学习和施行倡议；几乎没
有如何参与“责任倡议”方面的道德准则；文献中几乎没有科
学倡议的研究报道。研讨会形成的最终报告见 http://www.
aaas.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Advocacy_Workshop_Re ⁃
port_FINAL.pdf。

很快，科学家和工程师公共角色的倡议焦点开始拓展至对
他们更广泛潜在社会责任的考虑上，这些责任从局域覆盖至全
球。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对社会负有超越本身职责的责任，这一
观念由来已久。但是，这些社会责任的内容和范围如何或者应
当如何却鲜有共识，并且几乎没有数据来支持该问题相关的理
性对话。当下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责任的兴趣源于科学与工
程里里外外的多个方面，主要有关于他们适当的社会地位和社
会对他们的期望。

因此，2013年AAAS启动了一项初步数据收集行动，向全球
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卫生专业人员广泛分发一份调查问卷，了解
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社会”责任的性质和范围。问卷采用任意抽
样的方法，因此，得出的结果不能推演至研究样本之外。不过，
该研究也提出了需待进一步探索的潜在问题。该基于问卷
的研究结果见 http://www.aaas.org/sites/default/files/AAAS%
20Social%20Responsibility%20Questionnaire%20Report_A%
20Preliminary%20Inquiry.pdf。

以问卷调查结果为指导，AAAS目前正着手设计和预测试一
项全球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调查，这将更加广泛地概括他们对
自身社会责任的观点。这一规划阶段将开发一种严格的统计调
查方法、一个抽样框架，以及达到全球足量目标样本的明确计
划。AAAS预计在2016年底或2017年初在全球启动这项调查。

所有上述行动已然涉及许多相关人士及无数组织间的合
作，这加强了AAAS在科学-社会关系方面所做工作的可信度和
价值，同时愈发从这种关系中浮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道德和
社会责任。随着重申它对推动科学发展并服务于更广泛社会的
承诺，AAAS有能力在未来几年做到更多。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除上述参考文献外还有以下书籍进
行参考：

Frankel M S. Holbrook J B, ed. Ethics, Science, Tech⁃
nology, and Engineering: A Global Resource (2nd edition)
[M]. Farmington Hills, Michigan: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15: 64-67.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文//Mark S. Frankel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责任、人权与法律项目负责人，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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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宋代如何防治瘟疫的流行宋代如何防治瘟疫的流行

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定价：

126.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王雅克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博士研究生。

瘟疫，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顽疾，瘟疫
的发生和流行，不仅使个体生命遭到严
重威胁，而且会导致区域族群的存亡。
从14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到20
世纪初SARS的肆虐，再到目前非洲大陆
的埃博拉疫情，这些无不对国家甚至国
际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如何进
行有效地防治瘟疫？历史上防治瘟疫的
政策、措施等，对当前医疗体制改革以及
构建国家医疗应急体系有何意义？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研究员韩毅的新著《宋代瘟疫的流行
与防治》一书，以宋代为例，系统地探讨
了瘟疫的名称、地域分布、流行概况、社
会影响；面对瘟疫，社会各阶层的认识；
政府和社会如何采取相应措施应对瘟疫
等重要问题，从而揭示了宋代在瘟疫防
治方面取得的成就，拓展了学术界在古
代医学史领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思
考瘟疫防治措施的新视角。全书分为九
章四十二节，约 48万字，其中所附约 10
万字的《宋代重大疫情年表与史料》是该
书的一大特色。该书的出版对医学史研
究领域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于当前国
家医疗应急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亦有其
现实价值。
结构严谨，思路清晰，角度多元

全书章节大体按照“总—分—总”的
结构进行安排。首先，从宋代瘟疫的名
称种类、形成原因、地域分布、传播流行
等基本情况入手，阐述瘟疫对宋代社会
产生的重大影响，然后按照宋代中央政
府对瘟疫的认识、构建国家防疫体系，地
方政府的防疫机制，军队的防疫措施以
及宋代社会各阶层如医学家、宗教徒、普
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与防治等几个方
面，分析了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特点和
局限，最后总结了宋代瘟疫防治具有的
历史借鉴意义。而附录中的《宋代重大
疫情年表与史料》，既是该书进行研究的
基础，又为宋代医学史和社会史的进一
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该书的撰写，问题意识极为突出。
以“宋代不同社会阶级对瘟疫的认识和
态度如何，采取了哪些积极的防治措施”
等主要问题为中心，把个案研究与整体
分析相结合，既展现了宋代不同社会群
体，在面对瘟疫时各自的认识与措施，又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这些个案进行
比较和概括，从而对宋代瘟疫的防治体
系作出整体评价。

该书对宋代瘟疫本身进行病因、病

症、传染性、危害性进行分析的同时，又
结合两宋时期的震灾、旱灾、水灾以及军
事战争、人口规模、军事战争等自然因素
和社会因素，综合评价瘟疫对宋代社会
的影响，这是宋代政府和民众构建社会
防疫体系的前提。是书从多重角度探讨
瘟疫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展现了宋代瘟
疫防治的总体特征。
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结论可靠

该书的研究，涉及到的史料数量、种
类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极为庞大，总计
约551部（篇）。其中，依据史料性质可分
为约109种医学史文献，约209种历史文
献，约56种科技史与地方志文献等；还包
括约177部（篇）前人的相关成果。基于
对这些史料的分析和解读，该书总结了
包括两宋在内的辽夏金蒙古时期（960—
1279年）约311次重大传染病，详细探讨
了疫病的类别，发生的时间、频率，地域
分布以及由于瘟疫的出现和流传造成的
南北方人口的迁徙，进而影响区域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

该书既注重从内史即医学史的角度
分析导致人和牲畜不同的瘟疫的种类、
特征等，又注重从外史的角度解读在瘟
疫防治过程中所体现的宋代经济、政治、
文化的发展水平；既对宋代如何应对瘟
疫的暴发和流行进行了历史的还原，又
针对这些源自于中央到地方不同政府机
构、不同社会阶层（从皇帝到人民群众，
从医学家到宗教人士等）对瘟疫的态度
和措施进行分析，从整体上揭示宋代瘟
疫防治的进步与局限，思考其现实的借
鉴价值。全书以瘟疫的防治为切入点，
以小见大，在某种程度上既可以说是一
部专门史，又可以说是一部断代史。

作者认为宋代的瘟疫防治体系把宋
代皇帝、各级官吏、医学家、宗教人士、地
方乡绅和普通民众联系在一起，是对宋
代以前以社会力量为主的防治策略的突
破，建立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
辅助的体系，因此，是“较为成功的”，从
而“将中国古代国家实际参与疫病救治
的能力、所能采取的政策、措施种类等，
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宋代瘟疫防
治体系的历史价值。同时，作者也指出，

“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弊病和政治腐败”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宋代瘟疫防治体系
所应当取得的实际效果，这是其历史局
限性所在。
以史为鉴，思想深刻，服务现实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中国古

代史学的传统之一。通过对两宋时期医
学史、社会史等相关史料的解读，作者认
为，在面临重大疫情的出现与流传时，宋
代政府机构既重视疫情信息的收集与逐
级上报，建立相应的医疗结构，又注重从
医学的角度探究病因病机，在总结历代
医书及其医疗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刊行
新的方书，制造新的防疫药物，对病患的
尸体及时掩埋与火化，更重要的是，宋代
官方对民间的救治措施采取了积极支
持、引导和管控的政策，从而使社会力量
与官方机构相互配合，在疫病的防治方
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两宋时期
的这种官民联合应对疫病的措施，“顺应
了宋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中医传染病
防治史上具有积极的作用。”

宋政府面对疫情的突发，重视民间力
量在疫病防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取
得了疫病防治的积极效果，而面对2003
年春夏之际突发的SARS疫情，我国政府
采取的也是全民防治的措施，正是得益于
政府机构、医护人员、人民群众的相互配
合，才使我们取得了防治SARS疫情的最
终胜利，这再次印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这一真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
我们，疫情的防治必须要重视和发挥人民
群众的力量。所以，宋代建立的这种以政
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
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宋代瘟疫
防治体系的构建，也再次说明，为了实现
对重大瘟疫暴发和流行的有效防治，国家
必须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有效的医疗救治
体系，推动瘟疫防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注重防疫理论与药物的研发等等，这些就
是宋代瘟疫防治的现代价值，需要我们
认真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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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蚯蚓的故事

[美] Amy Stewart 著，王紫辰 译。商务印

书馆，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6.00元。

蚯蚓，这些细小的生灵对生态系统

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消灭植物致病菌，

翻动泥土，改造森林。它们甚至是2次大

灭绝事件的幸存者，其中包括了导致恐

龙灭绝的那一次。

受到达尔文的启发，作者以幽默风

趣而不落俗套的风格，探索了蚯蚓令人

惊异的地下王国。揭露了我们脚下错综

复杂的生物网络，观察着自家花园与蚯

蚓箱内成千上万条蚯蚓，考察了蚯蚓在

科学前沿作出的贡献——从有毒化学物

质清理到关于再生的研究。

猿猴家书——我们为什么

没有进化成人

张鹏 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 2月第 1
版，定价：48.00元。

作者以猴子写信问答的形式来解读

进化过程中的事情，用一问一答的方式

介绍了猿猴的进化、身体、生态、性与繁

殖、行为、社会、智能等几个主要方向的

综合知识。这是一本以猴子来信并解答

的形式介绍灵长类及其进化和社会化的

科普书。

猿猴与人类都属于灵长类。我们虽

然能立即指出他们与人的差别，但是又难

以否认他们与人类有相似的手脚、体形、

表情和行为特征。20世纪以来，灵长类

研究为理解人类自身提供了新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只关

注人类自身，而可以通过比较人类与其他

670余种灵长类的异同探索人性本质。

南开花事

莫训强 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第1
版，定价：42.00元。

植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都有其

自身的规律。时间上的分布，称之为物

候，本书正是以物候的重要指示——花

期为线索进行编排，按照开花时间讲述

了南开校园中的 100余种植物的故事。

从空间而言，南开园的围墙并不构成对

植物分布的限制，书中写到的很多植物，

都是京津地区甚至华北地区的常见乡土

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写的既

是南开花事，也不仅仅是南开花事。

对于本书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构

成主角的那些植物，尤其是花儿，还有小

虫给我们展示的观察和了解身边自然的

方法和态度。不论你仍然身处校园还是

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只要留心对身边

的自然持续地观察和记录，你也会得到

自己的“花事”“果事”“鸟事”“虫事”。

大灭绝时代
[美] Elizabeth Kolbert 著，叶盛 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2015 年 5 月第 1 版，定价：

48.00元。

作者作为《纽约客》记者曾亲历全球

生态现场，穿插结合300年科学认知与最

新锐生态观点，为读者画出了今天世界

的轮廓：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

代，第6次物种大灭绝已经开始。书中前

几个故事所涉及的美洲乳齿象、大海雀

还有菊石已经灭绝了，这一部分主要介

绍远古的大灭绝及其曲折的发现过程。

第二部分陈列当下的事实，在日益支离

破碎的亚马孙雨林中，在迅速变暖的安

第斯山坡面，在大堡礁的外围海域里。

巨变的范围是如此广大，只要在正

确的指引之下，随便去哪里都能发现灭

绝的现象。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也能

像科学家一样渐渐意识到：当前发生的

这一轮大灭绝，源头就在人类自己身上。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控制科学

中国科学院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7月

第1版，定价：198.00元。

该书是根据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

学部常委会确定的项目“控制科学学科

发展战略”的一批学术报告经过充分研

讨后整理而成。全书共分6部分：第1部

分是控制科学发展战略总体报告，论述

了控制科学的定位、新的时代特征带来

的新特点和新方向；分析了控制科学发

展的历史和从中得到的启示；从控制科

学整体的角度对5个重要领域提出了新

时代下具有挑战性的新问题；对现今人

类社会和我国控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进

行了需求分析和学科发展的思考，提出

了进一步发展的几个重大需求方向和一

些实质性的建议。

本书后 5部分是控制科学关注的 5
个重要领域：控制理论、航空航天与运动

体控制、过程控制、网络控制、交叉学科、

教育和其他的分组报告，报告详细分析

了这些领域的发展、需求、面临的挑战和

新的机遇与问题。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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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球化学之父现代地球化学之父GoldschmidtGoldschmidt的风雨人生路的风雨人生路

·科学人物·

文//宋建潮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博士。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许多地球化
学家艰苦卓绝并具有开创性的努力下，
地球化学登上地球科学的舞台。这些作
出主要贡献的地球化学家可分为3个学
派：美国学派、前苏联学派和挪威-德国
学派。其中，以 Goldschmidt（1888—
1947）为代表的挪威-德国学是地球化学
的重要开拓者与集大成者。在西方科学
世界里，Goldschmidt常常被称作“现代
地球化学之父”。

成长与教育
1888年 1月 27日，Goldschmidt出

生于瑞士苏黎世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是
家中独子。随着从事化学工作的父亲工
作调动，Goldschmidt在阿姆斯特丹和海
德堡上了小学，在奥斯陆读了中学。虽
然看起来身强力壮，但自小痨病缠身，常
独步徘徊，内心深处非常渴望和同学们
到小酒店喝杯啤酒。在上中学期间，受
父亲影响，他痴迷于色彩斑澜、形状各异
的岩石矿物。1904年暑假外出游玩，他
在奥斯陆以北的峡谷内发现许多石英有
强烈热释光现象。1905年Goldschmidt
进入父亲所在的奥斯陆大学学习地质
学、化学等课程。他把石英热释光现象
告诉了奥斯陆大学地质系主任 W.C.
Brøgger。后者看到这位年轻人身上非
同凡响的科学品质，为他的研究提供了
许多石英样品，1906年，Goldschmidt19
岁，一篇长达19页的文章发表了，那是他
的处女作。
科研与成就

1907年，Goldschmidt开始了人生
第一项重要研究，调查奥斯陆地区的接
触变质作用。1911 年，483 页的《The
contact metamorphism of the Christi⁃
ania area》出版，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
论文中，Goldschmidt描述解释了形成于

奥斯陆地堑内古生代沉积物和二叠纪花
岗岩接触带上的角岩的矿物学特征及其
形成意义，得出结论，角岩矿物含量主要
是热力学平衡的结果，这可以用Gibbs相
律来解释。在知道某种岩石具体化学组
分时，平衡状态下，通过Gibbs相律可以
知道有几种矿相。Goldschmidt第一个
将Gibbs相律应用于岩石学，使其成为解
释变质岩岩相变化和矿物反应的一把“钥
匙”，同时也奠定了相图研究的基础。

调查完奥斯陆变质作用后，Gold⁃
schmidt又把目光投向了挪威南部的加里
东造山带（Caledonides），通过相律来研
究加里东造山过程中温度、压力条件的变
化。在 1912—1921年间，共出版了 5卷
本的《Geological- petrological studies
in the highlands of north Norway》。除
研究变质岩外，Goldschmidt还详细研究
了岩浆岩，并建立了“岩浆岩家谱”。

1914年，26岁，Goldschmidt被任命
为奥斯陆大学新成立的矿物学院的教
授，如此年轻就被擢升为教授，主要是因
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准备为他提供一
份教授职位，为了挽留这颗冉冉升起的
新星，奥斯陆大学专门为他量身订做了
这个职位。

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
欧洲原材料供应紧张，挪威从德国进口
原材料的供应链被切断。挪威政府为摆
脱困境，决定成立一个政府组织下的科
研机构，寻找原材料替代品。1917年，
Goldschmidt被任命为原材料委员会主
席和原材料实验室主任。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铝和钾肥
的原材料，Goldschmidt开始研究粘土矿
物，同时发展了从钛铁矿中提炼含钛矿
物用作白色颜料的工艺，今天挪威依然
是欧洲生产含钛颜料最重要的国家。为
了确定粘土的化学性质，Goldschmidt建
立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X射
线光谱分析，用以确定、比较矿物的结晶
结构，这种方法在世界上使用也只是1年
前的事。

这个阶段也被认为是现代地球化学
的起源阶段，Goldschmidt认识到了地球
化学的本质：“寻找控制自然界中化学元
素分布的一般规律与原理”。从此Gold⁃
schmidt痴迷于结晶学研究。

在对化学元素的研究中，只因发现
Hf（铪）比 Hevesy 晚 了 29 天 ，Gold⁃
schmidt没有成为Hf的发现者，但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在对REE元素的研究过程

中则硕果累累。另外，Goldschmidt对矿
物中微量元素的研究也引人侧目。
后期的飘摇岁月

20世纪 20年代，Goldschmidt的名
声扶摇直上，名振寰宇，许多欧洲大学都
发起了邀请，权衡之下，他最终和父母以
及女仆去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并度过了
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在奥斯陆时，
他就是一只荒原上的独狼，和许多同事
都有摩擦隔阂，在这里则有着创造性十
足、想象力丰富、讲究效率的同事与朋
友，他们一起盛宴欢歌、碰撞思想，研究
蒸蒸日上，成绩斐然。他主要研究了稀
有元素、稀土元素、贵金属、硼化物和碳
酸盐，并革新了许多测试方法。快乐的
时光总是短暂的，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
台，有着犹太血统的他受到歧视甚至迫
害，1935年重返奥斯陆。

看到原来的实验室破落的境况他伤
心不已，但很快就打起精神，投入战斗。
他进一步研究了橄榄石，使之成为很好
的耐火材料，时至今日，挪威依然是世界
中重要的橄榄石生产国。他用低品位的
磷酸盐作为农业肥料的来源。1938年，
Goldschmidt 出版了第九卷《The geo⁃
chemical law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el⁃
ements》，他将之比拟为贝多芬的“第九
交响曲”。1940年德国纳粹占领挪威，在
友好人士帮助下，他九死一生，逃到英国
从事土壤研究。1945年，挪威解放，拖着
病重的残躯，他又返回了奥斯陆——他
为之奉献心血最多的地方。尽管他还想
再为科学作贡献，但身体已经不允许，
1947年5月20日，因脑溢血，在59岁还
没有完成他最后的著作——730 页的
《geochemistry》时，与世长辞。他的骨
灰被装在了一个绿色橄榄石制作的骨灰
瓮中，他的头像1974年也出现在了挪威
政府发行的邮票中。

Goldschmidt终生未婚，起居生活全
由女仆照顾。他一生疾病缠身，又经历
了两次世界大战，流离辗转。即便如此，
他没有屈服于命运，怀揣对祖国的热爱，
对科学的敬仰，全副身心，不遗余力，投
入对元素特征规律的研究，终使地球化
学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从此加深了人类
对元素在地球、宇宙中行为的理解。

图1 Gold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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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学回归科学让科学回归科学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启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启示

文//黄涛，王莹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黄涛，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

院副院长，教授；王莹，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

济学院，研究生。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屠呦呦因40多年前发现了青蒿素而

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

中国科学家。青蒿素的发现及屠呦呦本

人的研究经历给科研人员以深刻启示：

扎实从事科学研究，让科学回归科学。

我国科研管理要符合科技发展自身规

律，不要本末倒置，过于注重外在因素，

致使经费、论文、职称成了最重要的目

标，而探寻真理与揭示规律反倒成了可

有可无的东西。

原创思想重于科研条件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科研条件

极为艰苦，科学实验设备落后、科研经费

匮乏、科技信息资源难以获得，屠呦呦研

究团队经过190多次试验，终于发现了青

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

人因这种“中国神药”而受益。的确，科

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经费、设备等物质条

件，但是科学精神、研究思想、原创观点

等精神因素更为重要。时至今日，科技

投入的强度、科技合作的广度、科研交流

的深度以及重视创新的程度，都达到前

所未有的地步。但是，在科技供给方面，

我国几乎所有主要的产业部门第一线生

产所使用的主导技术和技术装备的供给

都依靠引进。我国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

世界先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

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群

众对科学的需求[1]。

我国现行科研模式与科研评价体制

有不少值得反思与改进的地方。一是需

要改变我国的科研工作者跟踪式科研模

式。有的领域唯国外马首是瞻，丧失科

研自信心。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总是“讲

故事”，我国科学家总是“听故事”，然后

复制这些“故事”[2]。超导研究、纳米技

术、干细胞研究均大致如此，理、工、农、

医等研究领域也都存在这种状况。在科

研选题方面，以纳米研究为例，各国科学

家对纳米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有的成果获得了

诺贝尔奖。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纳米领域

论文产出第一大国，但大部分论文是跟

踪研究，在纳米科学发展重要节点上没

有重要成就。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科学仪

器尤其是高精尖科研装备和高品质试剂

等，几乎全部从国外进口，研究结果经过

整理成文又投到这些国家的“知名国际

刊物”发表。这个过程被称为“两头在

外”的“买办式科研”——“仪器买进来，

文章发出去”。二是需要改变重立项轻

产出的科研评价体制。科研项目的“立

项”本身往往被当作实际科研成果，形成

项目越大、经费越多、成果越大的错觉，

没有经费支持做出同样甚至更好的研究

反而得不到承认，不以成果产出而是以

投入作为科技能力的评价指标，比如引

进人才能带来多少项目和经费等等。

原创贡献重于论文发表

屠呦呦研究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发表

了多少论文，而是其工作实实在在地解

决了人类的健康问题。长达10多年的青

蒿素研究的确是协作攻关的集体结晶，

但屠呦呦具有3个“第一”的原创贡献：第

一个把青蒿素带到项目组，第一个提取

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

临床实验。科学奖励源于对科学发现优

先权的承认，重大科技成果往往基于集

体合作 ，但是第一个提出思想创 意

或者方法路径的人才拥有科学发现的优

先权。

目前，我国存在着论文发表是为利

益考量而非真正科学研究的不良状况，

以论文能不能发表、发表多少、发表在了

什么级别的刊物上作为考核评价和晋

级、晋职的标准。SCI论文指标容易使科

技工作者把目光盯在那些容易出文章的

领域，而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往往是跟踪

模仿工作。就像发展体育事业的最重要

目标是提高“全国人民的身体素质”，不

是若干运动员拿到奖牌，我们应该反思，

“科学研究”除了对个人评职称和为本单

位排名次起加分作用外，能否对整个社

会进步真正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国的科

学研究事业同样存在偏颇的地方，科研

人员做出的研究结果尽力写成英文文章

投到国际知名高影响因子杂志以求录用

发表，并以此为凭据申请项目和评奖，随

后束之高阁，反而忽略了科研要为我国

的科技进步服务的目标。这种科研导向

亟需转变。

原创价值重于外界承认

长期以来，屠呦呦的个人努力和成

就在国内没有被充分承认，直到71岁才

被评为博士生导师。虽然她没有获得

“院士”头衔，但是她拥有客观求实的科

学精神，不会因庸俗人际关系牵扯过多

精力和时间，潜心研究，心无旁骛，不容

易受到外界纷争的影响，这才是搞好科

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不管外界承认

与否，成果就在那里并发挥作用，科研人

员面对外界承认与否需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和淡定的态度。对于学术共同体而

言，科研成果的承认要基于科研成果自

身的价值而不是人情关系。如果人情大

于规则，那么科研资源配置往往不是凭

业绩分配而是凭关系分配。差序格局是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概

念，反映了中国人办事由亲及疏的行为

原则，体现在学术评审中，就是和主事者

关系越好，就越容易评上职称，越容易得

到项目等。我国必须建立健康的科研文

化，研究资源以学术能力的优劣为基础

进行分配，不应依靠私人关系。

参考文献
[1] 饶毅.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J].创新科

技, 2012(08): 40-42.
[2] 冯长根. 科研论文与学术成果评价，兼谈

学术诚信[J].科技导报，2011(35):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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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对指导研究生的启发组织行为学对指导研究生的启发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成为研究生导师后，我逐渐认识到，

带研究生不仅仅是指导他们操作仪器、

分析数据、撰写论文，更涉及调动学生的

科研积极性、指导他们为人处世等等。组

织行为学是一门“研究人在组织中做什么

以及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

学科”[1]，其核心主题包括领导力、激励、人

际沟通、冲突和谈判等等。学习组织行为

学不但有助于提高导师的管理理论水平，

而且有助于分析、预测、引导研究生在课

题组的行为。以下笔者举例说明。

期望理论

博士生A加入我课题组后，采集到很

多实验数据，但他突然消沉起来。我从

侧面了解到，他认为他很努力，可在我的

课题组发表不了“高档次”论文，将来无

法进高校任教。即使别的课题组发表

了“高档次”论文，那也是整个课题组“协

同作战”花了几年时间的结果。他看不

到自己的希望。

博士生B进课题组后，我让他在研究

自己课题的同时，帮助别的课题组测试几

个样品，可以合作发表论文。他测试后，

得到些数据。但当我让他改变实验条件

重新测试时，他产生了思想情绪，因为“署

名第N作者的论文不符合毕业要求”。

以上事例都可以用期望理论来解

释：一个人是否有积极性做一件事情，取

决于3个变量的乘积。变量1：他认为凭

他的能力能否达到某个目标；变量 2：他
认为他达到目标后能否获得奖励；变量

3：他对奖励或者最终的结局有多在乎[2]。

在上述例子中，博士生A很在乎进高

校任教（变量3），他认识到发表高档次论

文是进高校任教的必要条件（变量2），但

对自己能否发表高档次论文表示怀疑

（变量 1）。博士生B并不担心自己能完

成实验（变量1），也不怀疑合作论文能发

表（变量2），只是不在乎他署名为第N作

者的论文（变量3）。

于是，我“对症下药”。对于博士生

A，我虽然举不出我的学生进高校任教的

例子（因为还没有一个博士生毕业），但

我告诉他：博士生 C也是从一所“小学

校”考进来的，他在我的指导下发表了

“高档次”论文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我告

诉博士生A要合理设定目标，一步一个脚

印做好眼前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地说丧

气的话。我努力帮助他把论文一篇篇地

发出来。2015年，他以全系博士生第一

名的科研成绩获得国家奖学金。

对于博士生B，我对他说：“将来进工

作单位，需要团队合作精神。你现在帮

别人测样，正是在锻炼合作能力，也是我

将来给你写推荐信和毕业鉴定的素材。

如果你不愿意帮别人测样，我可以找其

他组员帮忙。但如果你愿意测样，我将

全力以赴，确保你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

和合作论文尽快出来。”该生进组一年

后，发表署名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的论

文各一篇，还有一篇第一作者论文投了

出去。他获得二等奖奖学金。

公平理论

我的研究生和其他课题组的研究生

合用一个大办公室。有别的课题组的同

学不努力科研，经常外出实习，还向周围

同学炫耀她已经发表多篇论文，拿到多

家大公司的录用通知书，周围同学受到

很大影响。有的学生对我说：“别的课题

组的学生很轻松，不努力做科研也能毕

业。”有的学生向我提出也外出实习。还

有的学生情绪低落。

以上事例可以用公平理论来解释：

员工会把自己的获得/投入比和他人的获

得/投入比进行对比，来感知是否公平。

当他们认为自己的获得/投入比小于别人

的获得/投入比，就会产生消极情绪，进而

采取行动，比如减少自身投入、要求增加

自身获得、通过舆论使他人增加投入、减

少他人获得、调整自己的观念、改变比较

对象、离职等[2]。

针对上述情况，我找学生们谈话，要

点是：1）不要和别人比谁更不努力，成功

会属于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事情的人；2）
不要说别人怎样，自己也要怎样。要有

自己的伦理标准；3）不要只看表象、只看

暂时，而不看到最后的结果。

后来，学生们发现，那位同学炫耀的

内容和事实有很大出入，她因为没有发

出署名为第1作者的论文而没拿到学位

证。而我指导的学生除了刚进校的都获

得奖学金，其中3位还同时获得国家奖学

金，他们的心理重归平衡。

组织公正

和公平理论相关的是组织公正的概

念。组织公正包括分配公正、程序公正、

人际公平、信息公平 [3]。以评职称为例，

分配公正就是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程

序公正就是按照晋升流程进行操作，得

票也没数错；人际公平就是领导不偏不

倚；信息公平就是公开名额信息、晋升要

求和候选人的申请材料。

组织公正的概念值得引起注意。课

题组经常有各种机会，比如出国参加学术

会议、国外同行请我推荐学生出国做博士

后等。这些机会的出现，本来是好事，但

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学生的思想情绪。

于是，我就告诉学生，国外同行请我推荐

学生做博士后，这不仅涉及学生的发展需

求，还涉及对方导师的要求和我的名声。

我会优先推荐做实验和写论文能力都强、

人品好、契合对方课题要求、能按时毕业、

适合走学术道路的学生，无论他/她是我自

己的还是和别的老师合带的学生。我还

说，出国开会并非公款旅游或者奖赏，我

会优先考虑有重要的研究结果需要汇报、

报告内容契合会议主题、完成毕业论文不

成问题的学生。把这些原则事先讲清楚，

能避免日后不必要的误解。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罗宾斯, 蒂莫西·贾奇.组织行为学

精要[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2] 史蒂文·麦克沙恩, 玛丽·安·冯·格里诺.

组织行为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5.
[3] 杰拉尔德·格林伯格.组织行为学 [M].北

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邮箱：zhenma@f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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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科技导报》“读者之声”栏目征稿

为促进科技交流、优化学术环境、分享

科研经验、倾听前沿呼声，《科技导报》“读

者之声”栏目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生

征稿。

征文范围：

1）个人科研体会；学术交流、实地考察

的见闻、心得；实验室趣闻；申请课题、项目

研发的经历、感悟；导师/研究生交流的经验

及小故事；科研论文撰写、投稿的体会、收

获等。

2）对《科技导报》办刊的评论、意见、建

议；投稿、审稿的经历、感受；对科研论文、

栏目文章的评论、评议；对办刊方针、刊物

定位、栏目设置、整体特色的认识、评价等。

征文要求：1000~2000字左右/篇，所述

不求全面，但求真实真切，具有原创性、合

理性、可读性。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编辑部编辑部

从人数到人手、再到人物
——“青椒”成长之我见

现在，高校的青年教师（俗称“青

椒”）收入低、压力大，已成为中国高校的

共性问题，自然也是热门话题。我虽然

希望各高校能尽快解决青年教师收入低

的问题，但不完全同意部分青年教师反

映的缺少科研经费、没有科研条件等困

难。因为从古到今、海内外的科学家没

有一个是别人给你建好实验室、凑好经

费等你来做实验、出结果的。

那么，“青椒”们如何尽快成长？从

本单位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数”，到不

可或缺的人手，再到中流砥柱、具有影响

的人物？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

保证时间投入

仰首环顾，海内外高手林立，但所有

“大牛”的团队无一不是朝乾夕惕、夙兴

夜寐。大连理工大学王晓文曾分析了一

些科学家从Springer数据库下载科技论

文的时间，发现美国的科学家在休息日

的下载量仅比工作时间减少了 32%，相

当于 68%的美国科学家周末还在工作；

而对应中国，这一数据更高，达到了

77%。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在

2014年前就告诫他美国实验室的青年同

事“There is no way for a scientist to
work only 8 hours a day!”。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没有一个是过

目不忘、颖悟绝伦的神人。因此，如果我

们不能保证时间上的投入，无法做到一

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0小时，如果不笨

鸟先飞，我们就不可能在“弱肉强食”的

科研丛林中生存下来。

提高工作效率

现在，网络无处不在、交流日益广

泛，微信、QQ的存在既为我们的科研提

供了便利，但也经常中断我们的研究。

蒲慕明院士曾明确告诫他实验室的青年

人“每天上网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爱

因斯坦曾说：“我时时提醒自己：我的生

活依赖于他人大量的劳动，我亏欠了他

们很多，我必须用努力工作来回报他

们。”我们几乎无法直接产生出经济价

值，但每个月我们都有固定的、不菲的收

入。如果我们在实验室待很长时间，但

投入在研究上的时间并不多，这无疑在

自欺欺人。要知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

孽不可活。

选择研究方向

青年教师博士毕业时，已在一个方

向上研究了多年。但这个方向在新单位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其原因有很

多种：或者因为这个方向当初只是导师

必须结题的一个项目，其意义尚须重新

论证；或者需巨额经费投入，但你在新单

位却没有条件；或者你与导师现在成了

竞争对手，但实力不强、创新不够，取胜

的机会不多。

为此你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方

向，并尽可能与新单位有实力的研究小

组合作，因为，现在科研上的单打独斗已

经很难产生大的研究成果。但一旦你要

求加入别人的团队，就要尽快选定适

合自己的方向，如果你在加入团队1年后

还在研究方向上摇摆，你就有可能被

“赶”出来。

明确自己定位

在一个团队中，不可能人人都是“突

击手”，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司号员”。我

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特长与能力，在

团队中定好位、站好队、干好活，成为团

队中不可或缺、不能被轻易替代的人手

——无论是“卫生员”还是“司号员”。当

且仅当如此，团队才会因为你的存在而

精彩，你也会因为团队的发展而受益。

因此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即使是一件

小事，也要尽量做好，只有这样，机会才

可能越来越多。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所有好的

研究团队几乎都具备勤奋拼搏、精诚团

结、积极进取的共性。一杯污水不会因

滴入一滴清水而变清澈，但一杯清水却

会因滴入一滴污水而变污浊。为此，切

忌胸无大志、浑浑噩噩，只是作为团队统

计意义上的人数——因为有生命力、不

断成长的团队为保持发展速度、成果产

生效益及维护团队理念，会常常甩掉包

袱、淘汰一些对团队作用不大的人。

树立合作精神

团队区别于个人，就如同化合物有

别于惰性气体。组成化合物无非是靠离

子键或共价键结合。所谓离子键就是我

愿意将我的电子给你，所谓共价键就是

我们愿意共享（理念与劳动成果）。

每个人都有家庭与爱好，天伦之乐

与悠闲轻松是你的至爱，也是我心向

往。如果你总在悠闲中期待分享同事们

辛苦劳作的收获，如果你对他人的帮助

无动于衷，

如果你自己

都找不出别

人帮助你的

理由，如果

你还做出有

损团队声誉

与团结的事情，如果你只是团队事务的

旁观者，你就注定成为团队的局外人。

因此切忌舍名逐利。自私者可能会

占一次便宜，但绝不会再得利；老实人可

能会吃亏，但不会永远吃亏！

重视学术交流

学术交往是科研活动的必要环节，

是开阔眼界、增加见识的重要手段，特别

是对处于小地方、小单位的“青椒”而言，

学术交流尤为重要。人以群分、物以类

聚，如果你羞与高手为伍，只与“白丁”往

来，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领域有哪些高

手，更别提有哪些同行认识你，你就很难

成为高手，而且你的所谓的科研很大可

能是在自欺欺人，是在职称、岗位考核压

力下的条件反射。

一棵树，从幼苗到成材，注定要经历

风吹雨打、雪压霜污；而一个“青椒”，从

“人数”到为人手，再成长为人物，难免要

经历许多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等磨

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太原理工大学新型传感器与智—太原理工大学新型传感器与智

能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能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王云才王云才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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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与广义相对论几何与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一百周年纪念—广义相对论一百周年纪念

丘成桐

哈佛大学，美国波士顿 02138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4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01

Geometry and General Relativity-the centennial of General Relativity
Shing-Tung Yau
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 02138, USA

作者简介：哈佛大学数学教授、物理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电子信箱：yau@math.harvard.edu
引用格式：丘成桐. 几何与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一百周年纪念[J]. 科技导报，2015, 33(22): 13-18.

图1 光线在通过强引力场附近时会发生弯曲，这是广义相对论的重要预言之一

今年是2015年，一百年前，爱因斯

坦完成了当时也是以后、到目前为止物

理学界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广义相

对论的创立。广义相对论和牛顿力学

加起来，提供了引力场的基础。所有天

体的计算和预测，基本上都可以由这两

个理论获得。在引力场不是很强的时

候，牛顿力学足够计算一切。因此牛顿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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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3-03；修回日期：2015-07-28
基金项目：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国家专项（2009QYXQ09）
作者简介：肖胜,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层学及沉积学, 电子信箱: 1298780094@qq.com；肖传桃（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地层学及沉积学,电子

信箱: ctxiao@yangtzeu.edu.cn
引用格式：肖胜, 肖传桃, 梁文君. 川西地区中二叠统—下三叠统碳酸盐岩碳氧同位素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19-26.

川西地区中二叠统—下三叠统碳川西地区中二叠统—下三叠统碳
酸盐岩碳氧同位素特征酸盐岩碳氧同位素特征
肖胜，肖传桃，梁文君

长江大学油气资源与勘探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100
摘要摘要 针对川西地区中二叠统—下三叠统碳酸盐岩，通过分析3个剖面的碳氧同位素数据，计算Z值及古温度，并结合沉积相、古

生物等，对该区域碳酸盐岩碳氧同位素演化特征及古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川西地区中二叠统—下三叠统碳酸盐岩

的δ13C值为-3.90‰~2.80‰,主要值域为-2.80‰~2.80‰，均值为-0.04‰；δ18O值为-9.70‰~-1.80‰，主要值域为-8‰~-4‰，

均值为-6.60‰。研究区古环境基本处于海相环境，东北边缘水体相对较深，西南边缘水体相对较浅，海水温度为8.8~68.4℃，主

要值域为16~33℃，属于温暖或炎热的亚热带气候，经历了栖霞期—茅口期、吴家坪期—长兴期、飞仙关期—嘉陵江期3次大的海

平面变化旋回，且其间各有若干次次级旋回。

关键词关键词 川西地区；中二叠统—下三叠统；碳氧同位素；古环境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539.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02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composition of carbonatic rock from the
Middle Permian-Lower Triassic in Chuanxi area
XIAO Sheng, XIAO Chuantao, LIANG Wenjun
Key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for Oil and Gas Resourc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For the Middle Permian- Lower Triassic marine carbonate rocks in Chuanxi area,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three cross-sectional data and calculated the Z value and the ancient temperature in combination with sedimentary
facies and paleo organism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ic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ate rocks in the region and
the paleo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lue of δ13C varies from -3.90‰ to 2.80‰ in the study area, mainly concentrated
between - 2.80‰ and 2.80‰ , and - 0.04‰ on average; The value of δ18O varies from - 9.70‰ to - 1.80‰ , mainly concentrated
between -8‰ and -4‰, and -6.60‰ on average. Through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Z value and the paleo temperature it can
be seen that Middle Permian-Lower Triassic in Chuanxi area was basically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with seawater temperature
between 8.8 and 68.4℃ and the main distribution range 16 to 33℃. The study area basically belonged to the warm or hot tropical
climate and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cycles of sea level changes: Qixia period to the Maokou period, Wujiaping middle period to
Changxin period, and Feixianguan period to Jialingjiang period.
KeywordsKeywords Chuanxi area; Middle Permian-Lower Triassic;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s; paleo environment

海相碳酸盐岩碳同位素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
代，当时主要以探究碳酸盐岩的早期成岩作用和古海水的盐

度为目的。此后，地质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碳、氧同位素组

成的变化特征可以进行地层的划分与对比。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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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5-25；修回日期：2015-06-30
基金项目：国家油气重大专项（2011ZX05013-006）；中石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2011-13）
作者简介：肖朴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低渗/致密油藏储层特征及渗流机制，电子信箱：xiaolove99@qq.com
引用格式：肖朴夫, 杨正明, 王学武, 等. 特/超低渗透油藏不同气驱方式物理模拟[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27-31.

特特//超低渗透油藏不同气驱方式物理超低渗透油藏不同气驱方式物理
模拟模拟
肖朴夫 1，杨正明 2，王学武 2，姜柏材 1，刘国忠 2

1. 中国科学院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廊坊 065007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选取大庆外围特/超低渗透储层岩心进行物理模拟实验，结合核磁共振，通过注水转注气、CO2混相驱、CO2非混相驱和周

期注气4种驱替方式，研究不同渗透率级别岩心的驱油效率和剩余油分布，以此对大庆现场注CO2先导实验区开发提供参考意

见。结果表明，在相同条件下，常规注水开发的效果最差，但转注气后能有较大的提升；对于特低渗岩心，周期注气的驱油效率最

高；对于超低渗岩心，注水转注气的效果高于其他3种方式。剩余油分布研究表明，注水转注气、CO2混相驱和CO2非混相驱3种
方式动用的主要是大-中孔隙中的油，对于黏土微孔隙中的原油很难进行动用，但是通过周期注气过程中的停注时间，在毛管力

和弹性能的作用下，微孔隙中的原油向中-大孔隙中流动，从而增加小孔隙中难动用的原油的动用程度。

关键词关键词 CO2驱油；微观驱油机制；可动流体；超低渗透油藏；核磁共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03

Physical simulation of different gas flooding modes in extra/ultra-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AbstractAbstract The physical simulation of the core of Daqing peripheral extra/ultra-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is designed, combined
with the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in consideration of four kinds of gas injection modes, that is, water injection converting
to gas injection, CO2 miscible flooding, CO2 immiscible gas injection and the cycle gas injection, to study the oil displacement
efficiency and the residual oi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permeability co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ilot area of Daqing CO2

pilot test area.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effect of the conventional water injection is the worst, but after
converting to the gas injection, a larger ascension may be achieved. For extra low permeability cores, the cycle gas injection
displacement efficiency is the highest. For ultra-low permeability cores, the effect of the water transfer ga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three modes. The residual oil distribution shows that, for the water transfer gas, the CO2 miscible flooding and the immiscible CO2

flooding, with a main use of oil in the large-medium pore, the crude oil in clay micro pore is hard to drive, but during the time of the
cycle gas injection process, under the action of capillary force and the elastic energy, the crude oil flows from the micro pore to the
large-medium pore, thus increasing the utilization of crude oil in small pores.
KeywordsKeywords CO2 flooding; microscopic displacement mechanism; movable fluid; ultra-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XIAO Pufu1, YANG Zhengming2, WANG Xuewu2, JIANG Baicai1, LIU Guozh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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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井热损失影响因素地热井热损失影响因素敏感性敏感性分析分析
朱明 1，段友智 1，高小荣 2，岳慧 1，庞伟 1，姚志良 1

1.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101
2. 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针对地热井的保温增效问题，根据地热井井身结构特点，建立井筒温度计算模型，并利用A地热井现场测试数据对模型进

行验证，应用该模型对地热井热损失影响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通过有效洗井等措施，将局部井段产水转化为全井

段产水，可使井口产液温度由61.2℃增加至65.7℃；井口产液温度随着日产量的增加而增高，但增幅逐渐减少；改变井身结构能

显著提高井口产液温度，但需要进行系统的井身结构优化；采用保温材料的泵管带泵下深400 m时，井口产液温度达到70.9℃，

比常规泵管提高2.7℃。分析结果为地热井保温增效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地热井；井身结构；热损失；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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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857.2015.22.004

Heat preservation suggestions and heat loss analysis of geothermal well

AbstractAbstract The heat preservation and its cost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the geothermal resource development. With this in view,
a wellbore temperature calcul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ll bore configuration of the geothermal
well. The model is validated through the test data of the geothermal well A，and it is used for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heat loss
factors of the geothermal wel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geothermal well is changed from a part segment production to the full segment
production through well washing and other effective measures, by which the well head temperature is increased from 61.2℃ to 65.7℃.
The wellhead liquid temperature can be increased by increasing the fluid production rate, however, the increasing trend slows down as
the rate increases. Also the wellhead liquid temperature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well bore configuration that needs a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At last a 400 meter heat preservation tubing can increase the wellhead liquid temperature by 2.7℃ .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corresponding heat preservation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thermal wells.
KeywordsKeywords geothermal well; well bore configuration; heat loss; sensitivity analysis

ZHU Ming1, DUAN Youzhi1, GAO Xiaorong2, YUE Hui1, PANG Wei1, YAO Zhiliang1

1. Sinopec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Beijing 1001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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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国土资源部的评价结果显示，全国现有温泉

2307个，地热井 5488个，31个省（区、市）沉积盆地型中低温

地热资源量为 3.88×1022 J，折合 2.21×1012 t标准煤；地热资源

可采量为 4.96×1021 J，折合 2.82×1011 t标准煤；地热流体可开

采量为每年3.72×1011 m3。全国31个省会城市浅层地温能调

查评价结果显示，其开发利用总能量折合标准煤4.67亿 t。以

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能效率取 35%计算，可节约标准煤 1.63

亿 t，约为中国目前实际能源消耗的10%，是目前建筑物供暖

制冷消耗的 1.42倍[1]。由此可见，地热资源开发是中国绿色

低碳战略的重要组成。但由于受地热开发经济界限低、地热

井井身结构及开发方式粗放等制约，地热井采出过程中沿程

热损失高，地热能得不到充分利用，单纯依靠提高产液量会

造成产出水回注困难、污水处理费用高等难题。目前，国内

外对地热井的热损失影响因素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亟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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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1515年来黄河三角洲土地利用演化年来黄河三角洲土地利用演化
及成因分析及成因分析
李畅 1, 2，李桂娥 1, 2，谢志文 3，汪宏晨 4

1.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2.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3.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4. 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武汉 430072
摘要摘要 黄河三角洲是中国三大河口三角洲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陆地资源生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自然演替和人工干扰的相互

作用影响下，该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非常迅速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通过解译研究区1995、2004和2010年遥感影像，利

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变化图等从数量和结构变化两方面对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现有基础数据源，从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对其成因进行了探究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各类土地利用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建设用地、

水体、盐田虾塘都呈现增加的态势，而草地、林地等在波动中下降，未利用土地比重仍然很大，土地利用类型复杂度不断增加。自

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互为补充累积，共同影响着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其中，社会因素起主导作用，但自然因素的影

响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关键词 土地利用变化；黄河三角洲；转移矩阵；驱动力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K90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05

Analysis of the land use history and the causes in Yellow River Delta
during the last 15 years

Abstract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Delta is one of three major river deltas in China and the fastest growing areas for land resources in the
worl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succession and the artificial interference, the LUCC changes rapidly
and becomes the focus of current researches in this area. The analysis of the land use in the oriented zone has been completed in
aspects of the quantity and the structure by interpreting the remotely sensed images of 1995, 2004 and 2010. The LUCC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transfer matrix, and the picture of the land use variation. Furthermore, from na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are explored and analyzed by combining the current basic data sou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ves of all kinds of land
use are dynamic in the oriented zone; the area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the water, the salt field and the ponds is expanding; while the

LI Chang1, 2, LI Gui'e1, 2, XIE Zhiwen3, WANG Hongchen4

1. Hu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layzing & Model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3.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4.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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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海莉, 肖生苓, 岳金权, 等. 活性炭负载高锰酸钾制作保鲜纸性能表征与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45-49.

活性炭负载高锰酸钾制作保鲜纸活性炭负载高锰酸钾制作保鲜纸
性能表征与分析性能表征与分析
王海莉 1，肖生苓 1，岳金权 2，刘银鑫 1

1. 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哈尔滨 150040
2.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将高锰酸钾负载在活性炭上制备保鲜剂，以纸基为承载体，采用浆内添加法制备保鲜纸。利用红外光谱（FTIR）、X射线衍

射（XRD）、热重分析（TGA）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等手段对保鲜剂和保鲜纸进行表征。FTIR分析表明，饱和高锰酸钾负载活

性炭使活性炭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含量增加，保鲜剂和纸基之间的结合属物理结合；XRD测试表明高锰酸钾会破坏活性炭的晶型

结构，加入保鲜剂后保鲜纸的结晶度下降。由TGA曲线可知，保鲜纸热分解的起始温度和最大分解速率温度都低于对照组，这

是因为保鲜纸的结晶度降低。SEM测试结果表明，保鲜剂的加入使保鲜纸表面变得粗糙。

关键词关键词 高锰酸钾；活性炭；保鲜纸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028.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06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preservative paper made by
activated carbon loaded by potassium permanganate

AbstractAbstract Preservative is made by modified activated carbon which contains potassium permanganate, the paper is used as carrier,
and the preservative paper is developed by the method of putting preservatives into pulp. Analytical methods such as the infrared
spectrum (FTIR), the X ray diffraction (XRD), the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and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are
used to study the structures of the preservative and the preservative paper. The FTI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ctivated carbon loaded
with the saturated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ntains more oxygen functional groups on the surfac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tistaling
agent and the paper serves as the physical bond. The XRD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uld destroy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activated carbon, the crystallization degree of the preservative paper is decreased after the antistaling agent is added.
From the TGA curve, it is seen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hermal decomposition of the fresh paper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is due to the decrease of the crystallinity of the preservative paper. The result of the SEM test shows that the antistaling
agent could make the preservative paper surface coarse.
KeywordsKeywords potassium permanganate; activated carbon; preservative paper

WANG Haili1, XIAO Shengling1, YUE Jinquan2, LIU Yinxin1

1.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epart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2.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活性炭具有比表面积大，孔结构丰富和吸附容量高等特

点[1]。活性炭的孔隙分为微孔、过渡孔和大孔。一般来说，微

孔半径小于 20 Å，中孔半径为 20~2000 Å，大孔半径为 103~
106 Å[2]。高锰酸钾是一种有效的乙烯氧化剂，其与活性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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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运学, 姚鹏程, 赵志滨, 等. TPU/PVB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J]. 科技导报, 2015，33(22): 50-54.

TPU/PVBTPU/PVB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刘运学 1，姚鹏程 1，赵志滨 2，范兆荣 1，谷亚新 1，徐畅 1

1. 沈阳建筑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阳 110168
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大连 116021
摘要摘要 通过熔融共混方法，制备了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聚乙烯醇缩丁醛（TPU/PVB）复合材料。采用红外光谱、转矩流变仪、差

示扫描量热、热失重、拉伸测试等分析方法对复合材料的结构、加工流变性能、热学性能和力学性能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

TPU可明显改善PVB的加工性能。当PVB:TPU=75:25时，复合材料的平衡扭矩为7.2 N·m，相对于纯PVB而言，平衡扭矩的降

幅达 42.4%；增塑剂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可改善TPU/PVB复合材料的加工性能。当PVB∶TPU=75∶25，DBP加入量为

20%时，复合材料的平衡扭矩由7.2 N·m降至4.5 N·m。而此时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与初始相比降低了13 MPa，断裂伸长率从

24%增加到162%；相对于纯PVB，复合材料的熔融温度降低了10℃，分解温度升高了18℃。

关键词关键词 聚乙烯醇缩丁醛；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共混工艺；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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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TPU/PVB composite materials

AbstractAbstract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elastomer/polyvinyl butyral (TPU/PVB) composite materials are prepared by melt- blending.
The structure, the processing rheological properties, the thermal properties an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osite are studied
via the FT-IR，the torque rheometer, the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the thermogravimetry and the tensile testing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PU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rocessing performance of the PVB. The balance torque of the composite is
7.2 N·m, when PVB∶TPU is equal to 75∶25 (weight), which is decreased by 42.4% comparing to the balance torque of the pure PVB.
The processing performance of the TPU/PVB composites is improved by using dibutyl phthalate (DBP) as the plasticizer. The balance
torque of the composite is decreased from 7.2 N·m to 4.5 N·m when the weight fraction of the DBP is 20% and PVB∶TPU is equal to
75∶25 (weight).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composite is decreased by 13 MPa and and its elongation is increased by 138%, compared
to that without adding DBP. The melting temperature is decreased by 10℃ and the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is increased by 18℃,
comparing to the values of the pure PVB.
KeywordsKeywords polyvinyl butyral;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elastomer; blending process; therm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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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醇缩丁醛（PVB）是以聚乙烯醇（PVA）和丁醛在酸

的作用下缩合而成的一种白色或微黄色粉末状固体。PVB
支链较长，玻璃化转变温度低，具有抗撕裂能力强、安全性

好、透明度高、耐紫外辐射等特点，可用于制造涂料、安全玻

璃及胶黏剂等[1]。由于PVB的分子量较大，熔融时黏度较高，

加工性能差，因此不适用于挤出和注塑等成型工艺成型塑料

制品[2,3]。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是一种集橡胶的高弹性

与热塑性塑料的成型加工性于一体的特殊材料，有聚酯型与

聚醚型之分。TPU硬度范围宽、耐磨、耐油、透明、弹性好，在

日用品、体育用品、玩具、装饰材料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TPU可采用常见的热塑性塑料的加工方法进行加工，如注

塑、挤出、压延等。同时，TPU与某些高分子材料共同加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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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飞行器变比热驻点热流计算高超声速飞行器变比热驻点热流计算
骆广琦，胡砷纛，李游，吴涛，曾剑臣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院，西安 710038
摘要摘要 为快速准确预测高超声速飞行器驻点热流密度，基于P-R状态方程，计算空气真实气体状态下比热比、定压比热容，得到

温度拟合公式。应用变比热计算了高超声速飞行器激波后温度，应用空气真实气体状态下定压比热容计算了典型的高超声速钝

头体驻点热流密度值。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基本吻合，表明计算方法可行，有足够的精度，可为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步设计热环境计

算和防热材料的合理选择提供可靠的参考数据。

关键词关键词 变比热；高超声速；P-R状态方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V21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08

The calculation of the heat flux at the stagnation point in consideration
of variable specific heat for hypersonic vehicle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design a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hypersonic vehicles, it is important to predict the heat transfer rate
precisely. For this purpose,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heat flux at the stagnation point for hypersonic vehicles is
developed. The variable specific heat of air is consider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changes of temperature behind the shock wave, while
the effect of real gas is consider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heat flux at the stagnation point. The air's heat capacity and the ratio of
the specific heat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Peng-Robinson equation of state, and their fitting formula can be obtained against
temperature. The typical stagnation point heat flux for a blunt body is calculated.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data from the fitting formula in lit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convenient and accurate. Reliable data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aero- thermal calculation in the initial design and for the reasonable choice of the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hypersonic vehicles.
KeywordsKeywords variable specific heat; hypersonic; P-R equation of state

LUO Guangqi, HU Shendao, LI You, WU Tao, ZENG Jianchen
Colleg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Engineering,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高超声速飞行指以马赫数大于5的速度在空气中高速飞

行，高超声速自由来流通过飞行器头部强激波压缩、减速，大

量流动动能转化为气体的内能，导致飞行器头部区域激波层

内产生高温，对飞行器表面形成气动加热。飞行速度越快，

气动加热问题就越严重，以“阿波罗”11号月球返回舱为例，

头部区域激波层温度达到 11600 K。气动加热形成的高温，

可能导致飞行器表面外形改变，降低飞行器的结构强度和刚

度，对飞行器内部设备造成威胁，严重影响飞行器的正常飞

行，甚至可能导致飞行失败。高超声速飞行器头部驻点处的

气动加热最为严重，而其驻点热流密度准确计算的关键，是

激波后的高温空气真实温度和定压比热容的准确计算。

高超声速飞行器热流密度的计算直接与高温空气的热

力学特性和输运特性相关。目前高温空气热力学参数计算

常用的方法有如下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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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送剂改善膏体输送性能及配比优化泵送剂改善膏体输送性能及配比优化
艾纯明 1，吴爱祥 1，王洪江 1，杨锡祥 2，周发陆 2

1. 北京科技大学金属矿山高效开采与安全教育部重点试验室，北京 100083
2. 招金矿业伽师县铜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喀什 844300
摘要摘要 某铜矿在进行膏体充填试验时遇到了流动性差的问题，为改善膏体的流动性能，进行了泵送剂的试验研究。通过测量膏

体的坍落度和扩展度，考查了5种不同的外加剂对膏体流动性能的影响。流动性测试结果表明，加入泵送剂C后膏体的工作性

能良好，最佳添加量为水泥质量的2.0%~2.5%。开展均匀设计试验，拟合结果表明，质量分数、尾废比与流动性呈现负相关，砂

灰比与流动性呈现正相关。依据拟合方程得出膏体的推荐配比：质量分数为77.5%~78.5%，尾废比为4.5~5.5，泵送剂添加量为

水泥质量的2.0%，砂灰比为8。优化配比的验证试验结果满足实际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铜矿；泵送剂；膏体输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853.34+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09

Improving transport performance of paste with pumping agent and
optimization of mixing proportion

AbstractAbstract Pumping agents are added in the laboratory experiments to improve the poor fluidity of the paste. The influences of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pumping agents on the flow properties are investigated by comparing the slumps and the slump flow. The result of
test shows that the pumping agent C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with the best adding range of 2.0%-2.5%. The fitting result of the uniform
design shows that the concentration and the aggregate ratio tail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iquidity and the sand-cement ratio
is positive. Based on the fitting equation, the recommended mixing proportion of the paste is derived: The concentration of 77.5%-
78.5%, the aggregate ratio of 4.5-5.5, the amount of the pumping agent of 2.0% (quality of the cement), the sand-cement ratio of 8.
The results of the confirmatory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are met.
KeywordsKeywords copper mining; pumping agent; paste transport

AI Chunming1, WU Aixiang1, WANG Hongjiang1, YANG Xixiang2, ZHOU Falu2

1. The Key Laboratory of High-Efficient Mining and Safety of Metal Min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Zhaojin Mining Jiashi County Copper Hui Mining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Kashgar 844300, China

膏体充填技术具有不分层、不离析、不沉淀的特点[1,2]，并

具有水泥耗量低、充填体接顶率高和整体性能良好等优点[3]。

膏体充填使矿山产生的尾砂有可能实现完全回收利用 [4]，不

仅大幅降低了充填采空区的费用，还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5]，

保证了矿山可持续发展。综上原因，膏体充填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青睐[6~8]。

新疆某铜矿为保证井下安全生产、控制地表岩移，计划

采用下向进路式充填采矿法。矿体围岩为细粉砂泥岩，具有

遇水泥化现象，因此采用膏体充填作为空区的处理方式。该

矿山的尾砂颗粒较细，颗粒直径小于 10 μm的比例达 20%，

且尾矿中黏土类矿物含量高。在前期的探索性试验中发现，

使用“全尾砂+废石+水泥”制成膏体最大质量分数（矿山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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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水平井体积压裂试井压力特征页岩气水平井体积压裂试井压力特征
李彦尊，李相方，徐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北京102249
摘要摘要 页岩气藏普遍采用体积压裂方式开发。通过考虑吸附解吸影响的渗流方程，建立了考虑压裂体体积及展布的水平井渗流

模型，分析了不同压裂体体积及展布情况下的压力特征。研究表明：压裂体体积及展布主要影响早期线性流曲线形态特征；压裂

体的压裂程度影响着早期线性流持续时间的长短；早期线性流曲线特征受多重因素影响，在对体积压裂进行试井评价时需要综

合考虑。

关键词关键词 页岩气藏；压裂水平井；渗流模型；不稳定压力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57.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0

Pressure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 gas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

AbstractAbstract Most shale gas reservoirs are exploited with the multi-hydraulic fracture method. In this paper, a new shale gas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 flow model is established which considers the effects of stimulated area's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and gas desorption.
With the plots of pressure and derivative curves, the stimulated area's volume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essure curves are sensitive to fracturing effect. The well bottom hole pressure is lower when more areas
are stimulated. The plots show that the duration of early linear flow depends on the volume of stimulated area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and that the fracture degree of stimulated area also affects the duration of early linear flow.
KeywordsKeywords shale gas reservoir; multi-fracture horizontal well; flow model; transient pressure

LI Yanzun, LI Xiangfang, XU Min
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由于页岩气藏具有较为致密的储层，渗透性差，通常利

用水平井多重水力压裂方式（multi-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
MFHW）进行开发 [1~3]。该工艺能在水平段产生一系列压裂

体，同时在压裂体内部形成复杂裂缝网络，有效改善储层渗

透率。实际生产表明，压裂体的体积大小和压裂程度决定着

生产井的开发效果。但由于储层的非均质性及压裂过程中

工艺控制的影响，常造成水平井各压裂段压裂效果差异巨

大，研究显示，在压裂水平井中约1/3的压裂体贡献了大部分

的产气量[4]。但目前的压裂水平井模型主要以压裂体均匀分

布为主[5~7]，未考虑各压裂体内压裂程度的差异，因此利用这

些渗流模型所做的试井分析及产能评价均存在较大误差，无

法反应水平井真实渗流情况，在开发评价中，需要建立水平

井非均匀压裂渗流模型对页岩气井产能进行模拟预测。

本研究以双孔单渗模型为基础[8~10]，推导页岩气考虑吸附

解吸作用的渗流方程，在此基础上建立考虑压裂体展布的水

平井渗流模型，利用该模型评价不同压裂体展布情况及压裂

程度对页岩气藏开发的影响。

1 页岩气非均匀压裂渗流模型的建立
1.1 物理模型

非均匀压裂水平井模型示意如图 1所示。在实际储层

中，由于压裂效果存在差异，各压裂体扩展范围互不相同，因

此在本模型中引入了表征压裂体长宽高等展布特征的参

数。利用这些参数，结合实际压裂效果，可以对储层中压裂

体的非均匀分布进行描述。该渗流模型假设条件如下：1）气

藏外边界封闭；2）压裂体为长方体形，不同大小压裂体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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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渗透油藏分段压裂水平井井组周期低渗透油藏分段压裂水平井井组周期
注水数值模拟注水数值模拟
杨正明 1,2，曲海洋 1，何英 1,2，王学武 1,2

1. 中国科学院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廊坊 065007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低渗透油藏储层物性差，非均质性强，常规连续注水方法注水效果差，难以建立有效的驱动体系。为更好补充该地区的地

层能量，进一步提高难采储量的动用程度，利用油藏数值模拟方法，以矩形五点法直注平采为基本单元，分别进行不同注入方式、

不同注水周期及不同注采比下采出程度的对比分析，结合现场实际模型进行开发效果预测。结果表明，采用对称周期注水、注水

井开1个月关1个月、注采比1.4的工作制度进行生产，地层压力能够保持较高水平，含水上升缓慢，周期注水补充能量见效明显。

关键词关键词 低渗透；分段压裂水平井；周期注水；数值模拟；采出程度；注采比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2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1

Cyclic waterflood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 group i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YANG Zhengming1,2, QU Haiyang1, HE Ying1,2, WANG Xuewu1,2

1. Institute of Porous Flow and Fluid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gfang 065007,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Langfang, Langfang 065007, China
AbstractAbstract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have poor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strong heterogeneity. The conventional continuous
waterflooding method can not effectively be used to inject into the formation and an effective driving energy system i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In order to better supplement energy in the region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extent of the reserve, the reservoir
simulation method is used with the rectangle five point method for injection of vertical wells as the elementary unit and the production
of horizontal wells a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oduction levels of different injection styles, different injection periods，and the
corresponding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field model to forecast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The result shows
that with the working system of symmetrical cyclic waterflooding, and with the water injection well being open for a month then shut
for a month, the injection-production ratio is 1.4. The formation pressure alternates smoothly with slowly rising water cut with a good
efficiency of supplying the formation energy. The optimize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plan might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the
oilfields.
KeywordsKeywords low permeability;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s; cyclic waterflood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recovery percent; injection-
produc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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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油气重大专项（2011ZX05013-006）；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14B-1203）
作者简介：杨正明，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低渗透油气藏渗流理论，电子信箱：yzmhxj@263.net；曲海洋（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低渗

透油气藏渗流理论，电子信箱：jingzhouhaiyang@126.com
引用格式：杨正明, 曲海洋, 何英, 等. 低渗透油藏分段压裂水平井井组周期注水数值模拟[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69-72.

分段压裂水平井技术的日趋成熟为低渗透油田的有效

开发提供了技术保障[1]。分段压裂水平井起到改变渗流场、

增加泄油面积等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储层的非均质性及流

体流动的复杂性[2]，给补充能量带来挑战，致使分段压裂水平

井初期产量高，但产量递减快，稳产难度大。注水是低渗透

油藏补充能量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对直井生产而言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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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暂堵人工裂缝附加压差影响因素纤维暂堵人工裂缝附加压差影响因素
分析分析
汪道兵 1,2，周福建 1，葛洪魁 1，卢渊 3，严星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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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学院，成都 610059
4.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地层温度条件下自动可降解纤维能有效暂堵已形成的人工裂缝或天然裂缝，大幅提高缝内净压力，从而迫使人工裂缝发

生转向，从其他方向启裂与扩展，增加油气藏改造体积。此时纤维在裂缝内形成滤饼填充带，形成一附加压差。理解纤维暂堵人

工裂缝附加压差的影响因素，是优化纤维暂堵转向压裂设计关键参数的基础。由于缝内纤维滤饼引起附加压差影响因素众多，

纤维转向压裂关键参数优化难度较大，本研究以纤维暂堵人工裂缝的物理模型为基础，利用经典水力压裂理论，推导并求解纤维

滤饼附加压差的数学模型，模拟计算其影响因素的变化规律。模拟结果表明，较低排量、较小裂缝宽度和较高黏度有利于增大附

加压差，加强纤维封堵裂缝的效果。结合裂缝延伸准则，得出井底压力增量与附加纤维滤饼长度两者成线性增加关系。

关键词关键词 纤维；转向压裂；数学模型；滤饼表皮因子；附加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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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additional pressure drop of
fiber-assisted temporary blocking of an artificial fracture

AbstractAbstract An automatically degradable fiber at reservoir temperature could be used to temporarily block artificial or natural fractures
effectively. After injecting diverting clean fiber into the fracture, net pressure in the blocked fracture will be remarkably increased.
Then it forces the artificial fracture to re-orientate, i.e. fractures are initiated and propagate in another direction. This stimulation
technology will improve the stimulated volume of hydrocarbon reservoirs. In the blocking process, the fiber cake zone will be formed
in the fracture. It will produce an additional pressure drop when hydraulic fracturing fluid is injected through the blocked fracture. It
is the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critical parameters of design program of fiber-assisted diverting fracturing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tial

WANG Daobing1,2, Zhou Fujian1, GE Hongkui1, LU Yuan3, YAN Xingmi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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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llege of Energy Resour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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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西华，教授，研究方向为煤矿火灾防治、瓦斯防治等，电子信箱：xihua_zhou68@163.com；聂荣山（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矿

井火灾防治等，电子信箱：912403130@qq.com
引用格式：周西华, 聂荣山, 宋东平, 等. 天池矿102综放孤岛工作面以风治火技术[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78-82.

天池矿天池矿102102综放孤岛工作面以风治火综放孤岛工作面以风治火
技术技术
周西华 1,2，聂荣山 1,2，宋东平 1,2，白刚 1,2，刘振岭 3，张树岭 4

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阜新 123000
2. 矿山热动力灾害与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阜新 123000
3. 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煤炭资源部，北京 100012
4. 阜新市新邱区煤炭工业管理局，阜新 123005
摘要摘要 为了防治天池煤矿15#煤层102综放孤岛工作面采空区煤炭自燃发火，基于采空区自燃“三带”划分标准和数值模拟的方

法，采用流体力学COMSOL计算软件，研究了工作面不同进风量时采空区氧化升温带的变化规律，确定了氧化升温带的范围，得

到工作面供风量与氧化升温带宽度的拟合曲线。通过现场实践，研究了加强封堵和均压等以风治火技术对103回风闭墙采空区

CO体积分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U+I型102工作面采空区自燃发火主要是由采空区漏风引起；氧化升温带宽度随着工作面

供风量的增加而增加；均压后，103回风闭墙采空区的CO体积分数由最开始的超过20×10-6降至5×10-6。在102综放孤岛工作

面的现场实践表明，运用以风治火技术防治天池煤矿采空区遗煤自燃是可行的，对于类似综放孤岛工作面防止遗煤自燃有一定

借鉴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综放孤岛工作面；数值模拟；采空区漏风；以风治火技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5+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3

Wind preventing fire technology in the 102 full mechanized isolated
island caving face of Tianchi coal mine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prevent coal spontaneous combustion in goaf of the 102 fully mechanized caving island coal face located in
15# coal seam of Tianchi coal mine, the change law of oxygenation heating-up zone in goaf under different air supply volumes was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standard of spontaneous combustion "three zones" in goaf, using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oftware COMSOL. The scopes of oxygenation heating-up zone was determined，the fitting curve between air supply volume of working
face and the width of oxygenation heating-up zone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ir leakage in goaf is the main reason for
spontaneous combustion in goaf of U+I 102 caving face. The width of oxygenation heating-up zon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ir
supply volume of the working face. The concentration of CO in the 103 return air closed wall of goaf reduced from more than 20×10-6

ZHOU Xihua1,2, NIE Rongshan1,2, SONG Dongping1,2, BAI Gang1,2, LIU Zhenling3, ZHANG Shuli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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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米银法，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果树抗性生理与生物技术，电子信箱：jimiapple@126.com
引用格式：米银法, 霍玉娟，崔瑞红. 低氧胁迫下锰对猕猴桃抗氧化系统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83-88.

低氧胁迫下锰对猕猴桃抗氧化系统的低氧胁迫下锰对猕猴桃抗氧化系统的
影响影响
米银法 1，霍玉娟 2，崔瑞红 3

1. 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洛阳 471003
2. 河南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郑州 450006
3. 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洛阳 471003
摘要摘要 猕猴桃栽培中易遭受水涝胁迫，造成根际低氧，致使土壤中氧化还原电位和pH值过低，Mn4+被还原成Mn2+，Mn2+大量积

累，进而导致Mn2+毒害。为此，本文采用水培通氮气及不同浓度的锰二因素随机区组的方法，从低氧胁迫和锰对秦美及中华猕猴

桃幼苗叶、根抗氧化系统的协同影响方面，研究猕猴桃幼苗体内保护酶对活性氧的清除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低氧条件下，10和
200 μmol/L锰处理时，随着锰浓度的提高，2个猕猴桃品种叶、根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抗坏血酸过氧化

物酶（APX）、谷胱甘肽还原酶（GR）、抗坏血酸（AsA）活性增加，在清除活性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低氧条件下，10和 200
μmol/L锰处理时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明显降低。低氧条件下 600 μmol/L锰处理时，2个猕猴桃品种叶、根内SOD、POD、
CAT、APX、GR和AsA活性显著降低，过氧化氢（H2O2）和丙二醛（MDA）含量迅速增加，猕猴桃膜脂过氧化进一步加剧。这表明，

高浓度的锰处理不但不能增强猕猴桃对低氧胁迫的抗性，反而会加重低氧对猕猴桃植株的伤害。两种猕猴桃各生理指标变化都

表现为一定的相似性，但秦美猕猴桃低氧下对锰的抗性明显高于中华猕猴桃。

关键词关键词 猕猴桃；低氧胁迫；锰；抗氧化系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S66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4

Effects of hypoxia stress and level of Mn2+ on anti-oxidative system of
seedlings in two resistant kiwifruit species

AbstractAbstract Low oxygen concentration is a normal natural environmental stress during kiwifruit cultivating. Under root zone of hypoxia
stress, pH and reduction potential would become much lower around the plants' roots. Under this condition, Mn4 + would be
deoxygenized to Mn2+, which is the form of manganese absorbed by plants in the soil. If hypoxia soil keeps the low reducing and pH
conditions for a long time, Mn2+ will be accumulated to a high concentration, and Mn2+ toxicity to plants may occur. So in this paper,
changes of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resistant kiwifruit seedlings (Actinidia. deliciosa var. Qinmei & Actinidia.
chinensis var.Qinmei rufopulpa) are evaluated under hypoxia stres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Mn2 + .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peroxidase (POD), ascorbate peroxide (APX), glutathione reductase (GR), catalase (CAT), the contents of H2O2, ascorbic (AsA)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are studied to understand how active oxygen damages the membrane lipid under hypoxia stress. Two
species' seedlings were planted in hydroponics. Nutrient solutions including different levels of Mn2+ (10, 200, 400 and 600 μmol/L)

MI Yinfa1, HUO Yujuan2, CUI Ruiho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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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3年度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项目（LBH-Z13199）；第5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4M561383）
作者简介：桑敏，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妇科内分泌，电子信箱：sangmin128@163.com
引用格式：桑敏, 李晶, 张跃辉, 等. c-fos和CYP17对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卵巢颗粒细胞雄激素分泌过多的影响及机制[J]. 科技导报, 2015, 33

(22): 89-92.

cc--fosfos和和CYPCYP1717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对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PCOS））患者卵巢颗粒细胞雄激素患者卵巢颗粒细胞雄激素
分泌过多的影响及机制分泌过多的影响及机制
桑敏 1,2，李晶 2，张跃辉 2，吴效科 2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流动站，哈尔滨 150040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为研究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卵巢颗粒细胞中 c-fos及CYP17基因表达的变化，探讨 c-fos及CYP17基因对

PCOS卵巢颗粒细胞雄激素分泌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对拟行 IVF/ICSI-ET的PCOS患者及非PCOS患者分为对照组（非

PCOS患者）和PCOS组（PCOS患者），两组患者的卵巢颗粒细胞进行体外培养48 h，利用放射免疫法检测细胞上清液中的雌二

醇（E2）、孕酮（P）、睾酮（T）的水平；利用 2-NBDG标记葡萄糖检测颗粒细胞的葡萄糖摄取能力；采用免疫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法分别评估颗粒细胞中c-fos及CYP17基因的表达变化。结果发现，PCOS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相比，颗粒细胞培养上清

液中睾酮水平升高（P＜0.05）、孕酮水平降低（P＜0.05）、雌二醇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且颗粒细胞对2-NBDG标记葡萄糖

摄取明显降低（P＜0.05），提示PCOS患者卵巢颗粒细胞雄激素分泌异常增高，并存在糖代谢异常。与对照组患者相比，PCOS
组患者颗粒细胞CYP17基因表达升高（P＜0.05），c-fos基因表达降低（P＜0.05），提示颗粒细胞c-fos基因异常低表达，可能降

低了对CYP17基因的抑制作用，使CYP17高表达，可能是卵巢颗粒细胞雄激素分泌增加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人卵巢颗粒细胞；c-fos；CYP17；雄激素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11.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5

The mechanism of c-fos gene regulation of 17-alpha hydroxylase
(CYP17) expression and testosterone production in ovarian granulosa
cells from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atients

Abstract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firm the role of c-fos in the regulation of 17-alpha hydroxylase (CYP17) and androgen
production in granulosa cells from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patients. The ovarian granulosa cells from the PCOS and non-
PCOS patients during IVF/ICSI–ET are isola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CO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hen they are
cultured in vitro for 48 h. The following techniques are then used: The radioimmunoassay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estradiol,
progesterone，testosterone; The 2-NBDG as the fluorescence probe to detect the glucose uptake in granulosa cells; And Western Blot

SANG Min1,2, LI Jing2, ZHANG Yuehui2, WU Xiaok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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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玛丽叶古·阿吾提，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呼吸内科学，电子信箱：maryam1982@163.com；哈木拉提·吾甫尔（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新

疆重大疾病中、维、西医治疗，电子信箱：halmurat@263.net
引用格式：玛丽叶古·阿吾提, 培尔顿·米吉提, 西艾木西卡买尔·艾合买提, 等. 异常黑胆质型哮喘维吾尔医特色疗法疗效观察[J]. 科技导报, 2015, 33

(22): 93-96.

异常黑胆质型哮喘维吾尔医特色疗法异常黑胆质型哮喘维吾尔医特色疗法
疗效观察疗效观察
玛丽叶古·阿吾提 1，培尔顿·米吉提 2，西艾木西卡买尔·艾合买提 1，阿不力孜·阿布杜拉 3，哈木拉提·吾甫尔 3

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二科，乌鲁木齐 830011
2.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3. 新疆医科大学，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观察维吾尔医特色疗法治疗异常黑胆质型哮喘患者的疗效。2012年3月—2013年10月，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科门诊及病房内确诊为异常黑胆质型哮喘患者共75例随机方法分为治疗组（n=38）和对照组（n=37）。治疗组为西医常规

治疗基础上加用维吾尔医特色疗法，对照组则为单纯西医常规治疗，两组患者均接受一个疗程（1个月）治疗。在治疗前与治疗

后1个月观察记录两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并进行哮喘日夜症状评分、哮喘控制测试（ACT）评分以及成人哮喘患者生存质量

（AQLQ）评分。治疗后1个月，两组患者哮喘症状得以控制者分别为91.9%和94.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

比，两组患者哮喘日夜症状评分及ACT评分均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治疗后1个月，两组患者间哮喘日夜症

状评分及ACT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AQLQ各项评分均有提高（P＜0.05）。在治

疗后 1个月，治疗组在活动受限、心理状况、对刺激源的反应、对自身健康的关心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西医联合维吾尔医特色疗法在改善哮喘症状控制、ACT评分及哮喘日夜症状评分上，与单纯西医治疗无显著差

异。但是，西医联合维吾尔医特色疗法治疗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在活动受限、心理状况、对刺激源的反应、对自身健康的关心方面

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改善显著，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词关键词 异常黑胆质型哮喘；维吾尔医特色疗法；哮喘日夜症状评分；哮喘控制测试评分；成人哮喘患者生存质量评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256.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6

Observation of effects of munziq and mushil therapy on asthma
patients with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Abstract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unziq and Mushil therapy on asthma patients with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During March 2012 to October 2013, 75 asthma patients with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from R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treatment group (n=38) and control group (n=37).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budesonide and formoterol fumar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 (symbicort turbuhaler),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Uyghur medicine combined with those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one month. The day and
night clinical symptoms of asthma, ACT grade and asthma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AQLQ) grade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In

AWUTI Maliyegu1, MIJITI Peierdun2, AIHEMAITI Xiamixinuer1, ABUDULA Abulizi3, UPUR Halmura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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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鑫, 刘仲健, 刘文哲, 等. 突破当代植物系统学的困境[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97-105.

突破当代植物系统学的困境突破当代植物系统学的困境
王鑫１，刘仲健２，刘文哲３，张鑫４，郭学民５，胡光万６，张寿洲７，王亚玲８，廖文波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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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安 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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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大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摘要 真花学说一直被看作是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的主流传统理论，100多年来人们亦步亦趋。但仍然有许多尚未解决的基本问

题阻碍着当今植物系统学的和谐发展，甚至导致不同学科和学派之间的分歧。综合分析植物学研究进展，发现当代植物系统学

的这些难题实际上是后人盲目崇拜权威、囿于前人的理论造成的，放下这个历史包袱是植物学进步的必然选择。因此提出了可

以验证的新的成花学说以供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植物系统学；花；真花学说；成花学说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41+.1; Q949.4; Q914.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7

Breaking the stasis of current plant systematics
WANG Xin1, LIU Zhongjian2, LIU Wenzhe3, ZHANG Xin4, GUO Xuemin5, HU Guangwan6,
ZHANG Shouzhou7, WANG Yaling8, LIAO Wenbo9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alaeobiology and Stratigraphy,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Shenzhen Key Laboratory for Orchid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National Orchid Conservation Center of China and Orchid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Shenzhen, Shenzhen 518114, China

3.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4. College of Forestry,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5.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 Technolog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huangdao 066600, China
6. Wuhan Botanical Garden, CAS, Wuhan 430074, China
7. Shenzhen Fairylake Botanical Garden, Shenzhen 518004, China
8. Xi'an Botanical Garden of Shaanxi Province, Xi'an 710061, China
9.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plant systematics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Euanthium Theory for over hundred years. Despite all progress made,
several important problems defy solutions and block further progress of botany, and one sometimes even sees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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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慢病防控困境迫切呼唤新医学当前慢病防控困境迫切呼唤新医学
和菌心说和菌心说
张成岗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军军事认知与心理卫生研究中心，

北京 100850
摘要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慢病防控形势愈发严峻，不仅对于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肿瘤等慢病仍然缺乏良策，

而且新药研发速度也并没有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得到提高，进而导致欧美以及中国医疗改革举步维艰，反过来提示当代

医疗模式可能存在一定问题。结合国际上的研究进展，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以及基于大量志愿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慢病的菌源性学说”，倾向于认为人体慢病主要是由于多种因素所导致的人体共生微生物菌群紊乱造成的，同时证明可

通过纠正胃肠道菌群紊乱显著改善包括便秘、肥胖、糖尿病等在内的慢病症状。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心理活动的菌源性

学说”，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除了与大脑密切相关之外，还与人体共生菌群密切相关，甚至不排除人类心理活动有可能是微生物

菌群通过人体大脑控制下的机体行为所展示出来的一种表现。进而提出新医学理论和菌心说学说，认为人菌平衡是健康的标

志，而人菌失衡是慢病的根源，而且人菌失衡的关键在于人体和菌群之间的碳源竞争。菌心说学说认为相对于人体的躯体和大

脑而言，由人体共生微生物菌群所构成的“心脑菌脑”有可能是人类心理活动的核心、中心和重心，而人体则有可能是被设计为菌

群微生态系统提供生存与发展作用的场所和工具。基于这一观点，不仅可望实现慢病防控与健康管理领域的新突破，而且还有

可能实现对人类心理活动以及精神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的认知与升华，对于重新认识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将有可能带来前所未有

的新突破。

关键词关键词 慢病防控；健康管理；新医学；菌心说；慢病的肠源性学说；慢病的菌源性学说；心理活动的菌源性学说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8

New medicine and bacteriocentric theory and a revolution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
ZHANG Chenggang
Beijing Institute of Radiation Medicin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roteomics,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Military Cognitive and Mental
Health of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situation in the field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obesity, diabetes, hypertension, cance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is limited
even along with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lea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medical reform in China as
well a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n turn suggests that there may be some problems in the moder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ystem.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world, and a large number of volunteers in our study, we have advanced the
microbe-origin theory of chronic disease, which means that the chronic disease in a human body is mainly due to the disorders of
human commensal microflora, and the symptoms of chronic diseases including constipation, obesity, diabetes could be significantly

收稿日期：2015-05-08；修回日期：2015-08-21
作者简介：张成岗，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慢病防控与健康管理、心理认知、生物电磁学、神经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电子信箱：zcgweb@126.com
引用格式：张成岗. 当前慢病防控困境迫切呼唤新医学和菌心说[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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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Z111100067311053）
作者简介：滕飞，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政策分析，电子信箱：tengfei@tsinghua.edu.cn
引用格式：滕飞, 朱松丽. 谁的估计更准确？评论Nature发表的中国CO2排放重估的论文[J]. 科技导报, 2015, 33(22): 112-116.

谁的估计更准确谁的估计更准确？？评论评论NatureNature发表的发表的
中国中国COCO22排放重估的论文排放重估的论文
滕飞 1，朱松丽 2

1.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84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摘要 从温室气体清单估计的方法、数据及不确定性等几个方面，对刘竹等 2015年 8月发表在Nature上的论文“Reduced
carbon emission estimate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and cement production in China”的主要结论及观点进行了分析，指

出了该文在计算与比较中的错误，因而该文有关中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高估中国排放的结论并不成立。

关键词关键词 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排放因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0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22.019

AbstractAbstract Liu et al report an overestim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and cement production in China. We test
the robustness of their findings from various aspects on methodology, data and uncertainty. We found their findings contains serious
mistakes and misunderstanding on inventory methodology and energy data. Thus casting daout on their conclusion that previous studies
overestimate China's carbon emission.
KeywordsKeywords carbon emission; emission inventory; emission factors

TENG Fei1, ZHU Songli2
1. Institute of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2015年8月Nature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刘竹等撰写的论文“Reduced carbon emission estimate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and cement production in China”（以下

简称“刘文”）。刘文的主要观点为中国的能源燃烧和水泥生

产过程CO2排放估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主要

来自能源消费数据和基于质量百分比的碳排放因子（也即每

消耗1 t不同种类的能源所排放的碳）。因此该文估计了新的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以及新的熟料生产的排放因子，并依据表

观能源消费量重新估计了中国的能源燃烧CO2排放。论文认

为新的煤炭排放因子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
清单指南中的缺省值低40%，而水泥排放比近期的一些研究

低 45%；与中国政府已经提交的 2005年排放清单相比，刘文

认为该清单也高估了中国的相关排放约 12%。因此目前各

温室气体清单及数据库实际上普遍高估了中国的排放，

2000—2013 年的累积高估量达到 29 亿 t 碳 (折合 106 亿

tCO2)。本文试图从温室气体清单估计的方法、数据及不确定

性等几个方面，对刘文的主要结论及观点进行分析。

1 IPCC的煤炭缺省排放因子是否高估了40%
刘文的一个主要结论是 IPCC的煤炭缺省排放因子高估

了中国煤炭排放因子约 40%。这一结论是基于其文中的图

3，该图表明刘文认为 IPCC的煤炭缺省排放因子是0.713 tC/t

Which estimation is more accurate? A technical comments on Nature
Paper by Liu et al on overestimation of China's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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