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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了解地球大气、气候、海洋、陆地、水文等时间（多年多季等）与空间（全球与
区域）多尺度的定量定性科学信息，特别包括重大环境变化的特征信息、变化信息及其响应信息，如极端气候（高温、低温等）、突发频发自
然灾害事件（暴雪冰冻、暴雨洪涝、干旱、沙暴、台风、地震、污染等）的检测、监测、预警与及时评估，土壤植被积雪冻土等陆地表和大气温湿
度等季节变化对地表生态系统（如碳、氮释放与循环变化等）等是全球时空环境变化及其引起其他相关变化的科学知识、科学评估与科学
对策的关键技术。没有准确的定量化的地球环境特征参数与关键因子的时空变化信息，也就失去了全球变化研究的科学基础。

卫星空间遥感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认识自身地球环境的最重要的科技进展。自20世纪70年代持续至今的各类多频段（可见光、红
外、微波）多通道的卫星遥感计划提供与积累了海量般数据，也就是今天热议的“大数据”，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如离散
地基台站、离散时间观测）认识大自然的概念、方式、手段。近三十多年间，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FY）、海洋卫星（HY）也逐步与国际卫星遥
感一起获取了对大气陆地海洋观测的大量数据，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以说空间遥感是能向全球变化研究提供时间与空间多尺度多类海
量观测数据的唯一的高技术手段。全球变化研究迫切需要空间遥感积累的数据和能提供的科学信息能力，它可以看成是问题求解的参数
条件、边界条件、初始条件与实验验证。但是，在我国全球变化十多个重大专项中尚缺少以空间遥感技术与数据源出发的全时空尺度变化
的数据参数及其定量信息的支撑研究。而在国际上，这方面的研究也尚起步，或许这倒成了我们未能予以注视的理由。

要指出的是，遥感观测数据是复杂自然介质（大气陆地海洋等）的电磁散射与电磁热辐射，并不直接是我们需要的各类地球物理参数
（如温度、湿度、风速、雪深、雨强等）定量信息，更不直接提供自然事件规律性的科学知识。必须要进行观测环境与对象的正演研究、观测
大数据的反演和定量科学信息提取的研究，这也就是“从数据到信息、从信息到知识”的新技术科学内涵的转化过程。这就要求开展理论
建模、数值模拟，反演同化、重构、多维度信息融合等研究。因此，今天广泛热议的大数据研究除了包括发展大容量高密度数据存储、传输、
控制、防护、网络化处理等技术问题外，其大数据信息转化的科学问题与以往的正演反演研究并没有本质性改变。我们仍然是在做同一件
事，即“从数据到信息、从信息到知识”。进一步地，若我们简单地认为大数据就是大信息，或仅限于数据的统计、四则运算与图解，忽略了
或遮盖了新技术内涵的科学问题的研究，完全不利于科学研究稳步有效的品质上的进展。

由于微波遥感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能穿透云雨和浅层植被、对水含量敏感等特点，随着多通道、多极化、主被动结合、高分辨率与成像
技术的发展，微波遥感已成为全球性与区域性环境变化与目标识别研究的最重要的遥感与监测手段。空间遥感数据的标定与验证，依据
散射辐射传输机理建模—模拟—反演研究，以特定区域积雪、旱涝、沙暴、高低温度等环境特征变化为典型事件，从“区域性特征事件遥感
数据定量信息反演”“遥感信息的全时空尺度变化与验证”“遥感多维度信息融合”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能支持全球变化研究的多时
空（长时间序列与全球多尺度）多事件空间遥感定量信息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数据链、应用于全球变化研究的空间遥感信息反演获取的实用
方法与应用实施、提供服务于全球变化研究的遥感大数据源与时空定量信息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科学任务。其规律性认识是今后全球
变化科学知识的丰富泉源。

目前的技术困难在于：1）缺少全球各地区各时候能有效应用的反演算法。这种算法既要适合多变的自然条件，也要有效、简单，能符
合全球与区域性变化信息的要求。2）多年多计划（极化与频率的多通道）星载遥感数据如何协成一致地用于业务应用，而不只限于一时一
事一地的试验解读。3）遥感参数反演（包括结合大气海洋陆地水文同化）提供什么产品与全球变化所关心的目标相关联。这些问题的研
究进展是遥感信息新的科学任务。

我国要发展多类研究型小公司，它们能紧密地吸收国内外大学基础研究的新成果，同时接受与完成国家需求单位（如国家卫星气象中
心、国家海洋预报中心等）的应用任务。例如，围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NOAA）等都有多个研究小公司，它们不属于国家机构性质的NASA、NOAA，但通过合同直接得
到这些单位的经费，不必为SCI论文努力，但只要任务做好，就能得到稳定的经费支撑。这与从事基础性
创新研究的大学是完全不同的，“生、旦、净、丑”演好自己，这样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形成分工明确的环
节链。在处理全球变化与大数据的遥感信息研究中，与其他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的问题一样，也需要这
样的研究环节链。

从数据到信息、从信息到知识:
全球变化与大数据的遥感信息科学研究

（复旦大学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3）

金亚秋，上海市人，电磁波物理与空间遥感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

领域为复杂自然环境中电磁波散射与辐射传输、空间遥感与对地对空目标监测信息

理论与技术、复杂系统中计算电磁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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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不寻常的石墨烯纤维

导

读

▶P28 高效 Domino 反应合成 5- (4-氟苯

基)-11-(4-甲氧基苯基)-1H-吲哚

[2,3-b]喹啉-1-酮化合物及其晶体结

构表征

P7 资源整合助力科技发展

近期，我国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

见》和《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

放的意见》，它们是对我国资源的重大整合，本文论述了它们

在我国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P12 开创世界医学“新丝路”——率先践行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丝绸之路历经2000多年后，它的建设再度上升到国家战

略层面。本文将医学专业与国家战略构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医

学可以成为首个“试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试验田”的观点。

P125 关于超级电容器的研究趋势与应用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对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与应用需求强烈。然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有

其局限性，电能却为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本文论述了新能源研究领域中超级电容器的研究进展以及应

用趋势。

使用简便、易得的3-(4-甲氧基苯甲酰亚甲基)
羟吲哚和3-(4-氟苯基氨基)-2-环己烯-1-酮为原

料，在乙醇钠和乙醇的共同作用下，一步合成得到

5-(4-氟苯基)-11-(4-甲氧基苯基)-1H-吲哚[2,3-
b]喹啉-1-酮化合物。通过单晶X衍射法确定其结

构，晶体属单斜晶系，空间群Cc，分子量Mr=537.57
（包含 1分子溶剂DMF），晶胞参数 a=1.44352(3) nm，b=2.6027
(3) nm，c=0.93423(8) nm，V=2.6917
(4) nm3，Z=4，晶胞密度 Dc=1.327 Mg/
m3，吸收系数μ=0.093 mm-1，单胞中电

子的数目F(000)=1128。晶体结构用直

接法解出，经全矩阵最小二乘法对原子

参数进行修正，最终的偏离因子为R=
0.0631，Rω=0.1535。在晶体结构中新

形成的含氮六元杂环近似于平面结构。 白叶藤碱结构

碳纤维因其质量轻、机械强度大以

及性能稳定的特点被广泛使用。但仍存

在成本高、脆性高等缺点。石墨烯是一

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蜂窝状结构的新

材料，是其他维度碳材料的构造基础。

石墨烯具有如高电子迁移率、高导热系

数、良好的弹性和刚度等很多独特的性

质。因此，将石墨烯组装为宏观的功能

结构（如纤维等）是实现石墨烯实际应用

的重要途径。

石墨烯为纳米片状结构，因此石墨

烯很容易通过溶液过滤法得到二维石墨

烯膜，或者通过水热法得到三维石墨烯

块状体。因为化学法合成的石墨烯尺寸

和形状不规则，并且其层与层之间的堆

叠易松动，似乎很难将微观纳米级的石

墨烯片直接组装成宏观的石墨烯纤维。

近年来成功合成石墨烯纤维的进展及其

在某些特殊应用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激

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一维石墨烯纤维

不仅是对二维薄膜和三维石墨烯块的补

充，而且对纺织功能材料和器件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几年，对石墨

烯纤维的大量研究使人们获得了很多有

趣的发现，并在石墨烯纤维的合成和应

用上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将

石墨烯片组装成宏观纤维，推动了智能

系统和器件的发展。其中代表性的应用

包括纤维型驱动器、机器人、马达、光伏

电池以及超级电容器等。

目前，规模化生产石墨烯纤维的方

法已经成熟，这为石墨烯纤维在未来器

件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很多原位及后

处理的功能化方法赋予了石墨烯纤维新

的功能和特性。但与已经发展了很长时

间的碳纤维相比，石墨烯纤维的研究还

在起步阶段，该领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

理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石

墨烯纤维的机械强度和电导率有待提

升。作为一种新型纤维，石墨烯纤维的

机械和电学特性仍然比不上金属线和碳

纤维。石墨烯纤维作为轻质导线，其电

导率还是较低。总之，从微观的石墨烯

合成宏观的石墨烯纤维为新材料和器件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对石墨烯

组装过程的进一步理解，在不久的将来

会出现高性能的石墨烯纤维，而其新应

用也将不仅是智能电子纺织物。

《科技导报》2015年第3期刊登了史

妍、曲良体的综述文章“石墨烯纤维研究

进展”。本期封面为石墨烯组装结构照

片，由史妍提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

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赵业玲赵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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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101--1616至至20152015--0101--3131））

1 中国首设中医专业学位 学位分为硕士博士两级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3日消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3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医

专业学位的设置方案。方案提出，中医专业学位分为博士、硕士

两级，含中西医结合及民族医。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行

导师或导师组负责制，教学方式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社会

实践、跟师学习等多种形式，重视名老中医药专家经验总结与传

承。考核方式分为学位课程考试、临床能力考核和论文答辩3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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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6日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

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指出要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

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研发组织等社会用户开放，实现资源

共享。到2015年启动统一开放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

平台建设；到2016年，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纳入国家

网络管理平台管理；到2017年，对管理单位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向

社会开放情况进行评价考核，并向社会公布评价考核结果。

3 英国北海海底惊现史前森林 仿佛出自魔幻世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5日消息，英国潜水员Dawn WatDawn Wat⁃⁃
sonson在英国北海潜水时，在海底发现上

万年前的史前森林，包括拥有8 m长树

枝的完整橡树等。这片森林可能自冰

河时代起就被淹没在北海水下，因2014
年冬季天气恶劣，它才得以重见天日。

专家猜测称，该森林可能是冰盖融化、

水平面上升 120 m后被完全淹没的。

倒在海底的树木形成天然珊瑚礁，有五

颜六色的鱼类和植物等。
图片来源：新华社

4 考古学家首次发掘出西周时期社祭建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8日，考古人员在闻名遐迩

的陕西周原遗址发掘出一处迄今

为止规模最大的西周时单体建

筑，并在此回字形建筑的院落中

发掘出一处社祭遗存，其残存的

亚字形社主石基座超过1.68 m。

专家认为，中国古人十分讲究祭

祀代表土地之神的“社”，这处首次考古发掘出的社祭遗存应当是

西周时生活在周原的殷遗民使用的“亡国之社”，对于研究古代中

国的社祭礼仪和周文化的精神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图片来源：新华社

5 美航空航天局发布巨型星体爆炸遗留残骸扩散图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4日消息，美国航空航天

局近日公布了大麦哲伦星云中

大质量星体爆炸后遗留残骸

SNR 0519- 69.0 扩 散 的 图

片。图片中蓝色部分为通过钱

德拉X射线天文台观测到的数

百万度的气体，红色部分的爆

炸边缘和周围的星体是通过哈

伯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

6 85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出炉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7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要发明创造”研究

组组织相关专家，推选出“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85项，分

为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3类。研究组认为，中国

古代科学技术创造的时间分布并不均衡。通常认为的盛唐时代

科技创造不甚突出，反倒是宋代却涌现出辉煌的创造发明，而明

清时期500多年鲜有重大发明创造。

图片来源：NASA

7 中国在南极安装第2台巡天望远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3日，中国第31次南极考察队内陆队撤离南极冰盖制高点

冰穹a地区，完成中国南极昆仑站各项科学考察和工程项目建设

工作。考察队员在昆仑站安装了一台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
并修复了此前在昆仑站运行的一台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1。截

至目前，我国在南极现场已有2台南极巡天望远镜正常工作。

8 中英联合发布“全球能源计算器”
模拟分析至2050年减排方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8日，一款由英国、美国、中国、印度和欧洲若干个国际组织

合作开发的“全球能源计算器”（Global Calculator）分别在伦敦

和北京同步正式推出。通过这一互动工具，可模拟分析全球到

2050年可供选择的各种减排方案，并且权衡在能源、土地使用和

气候变化政策等方面的利弊得失。该计算器将复杂的能源系统

分析和气候影响以直观和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可为各国决策

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

8 中英联合发布“全球能源计算器”
模拟分析至2050年减排方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9 科学家再现超级地球内部环境
揭行星构成重要物质性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22日，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合作进行了新的激光驱动冲击压

力实验，在实验室再现太阳系外超级地球和巨行星深内部的极

端环境，以及类地行星诞生时的混乱环境，利用超快光学测量技

术揭示了构成行星的重要物质性质，这些物质决定了行星的形

成和演化过程。

10 研究报告称2014年中国转基因棉花种植率达93%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28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1.815亿hm，比2013年增加600

万hm。种植转基因作物的20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占全球人口的60%以上。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亚洲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最主

要的发展中国家，2014年分别种植转基因作物390万hm和1160万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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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国与

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科技

的竞争。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存

在的一些问题愈发突出，比如：资源配制

不科学、科技决策咨询有待加强等等。

近期，我国发布的关于智库建设与科研

基础设施和仪器的两个文件，将有利于

促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网站公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以推动我国新型智库

的建设与发展。根据

该意见，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

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

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

究咨询机构。它将对内紧紧围绕党和政

府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开展前瞻性、针

对性、储备性的政策研究，提出专业化、

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为党和政府的决策

提供科学、有力的智力支持；对外推动中

华文化和中国价值观走向国际舞台，增

强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总

之，要充分发挥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

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

重要功能，为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

支撑，提高国家软实力。

该意见指出，我国将从“促进社科院

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创新发展、推动高

校智库发展完善、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

智库和企业智库、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

健康发展、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

以及增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

机构决策服务能力”等6方面构建新型智

库发展的新格局，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

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实现到

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

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以及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

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总体目标。

科技系统是我国新型智库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意见在“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

智库和企业智库”中明确指出：科研院所

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提

出咨询建议，开展科学评估，进行预测预

判，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

融合；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

国科协等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

在国家科技战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方

面发挥支撑作用，使其成为创新引领、国

家倚重、社会信任、国际知名的高端科技

智库。同时，文件指出，加强智库建设整

体规划和科学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

优质资源，重点建设50~100个国家亟需、

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

高端智库，有条件的地方可率先开展高

端智库建设试点。

整合现有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有利

于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它将以

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

领科学发展。

无独有偶，近期，国务院还印发了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

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以期对科研

设施与仪器使用中存在的重复建设和购

置、闲置严重、利用率低等问题进行规

范，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共享制度。该

意见涉及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包括大型科

学装置、科学仪器中心、科学仪器服务单

元和单台套价值在50万元及以上的科学

仪器设备等，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

和部分企业的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分析测试中心、野外科学

观测研究站及大型科学设施中心等研究

实验基地，我国将把它们纳入网络平台

统一管理，按照它们的功能实行分类开放

共享，同时，建立促进对外开放的激励引

导机制以及开放评价体系和奖惩办法，加

强科研设施与仪器使用中形成的知识产

权管理，强化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

我国将科研设施与仪器统一管理，

计划利用 3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各类科

研设施与仪器、统一规范、功能强大的专

业化、网络化管理服务体系，将有利于解

决先前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分散、重复、封

闭、低效等问题，充分发挥它们对科学研

究以及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撑作用。该

意见的提出是整合科技资源的又一重大

举措。前些年，我国已经实施的“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也是对科技资源

的整合，重点建设了 6
大平台：研究试验基

地和大型科学仪器、

设备共享平台，自然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和网络科技环境

平台。这项平台建设以期运用网络信息

技术将我国相关科技资源重组和系统

化，使全社会科技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和

充分利用。

目前，数据资源逐渐成为堪比人才

资源、科研设施等资源的重要资源，是资

源整合与共享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数

据”时代，数据共享与分析的重要性更加

突出。在科学研究中，科研数据的共享

能够促使科研效率提高、有力促进科技

的发展。近期，由“自闭症之声”（Autism
Speaks）资助的自闭症基因组发现，自闭

症的遗传基础比以前认为的更复杂，他

们将研究获取的近1000个自闭症基因组

数据上传到基于谷歌云平台的“自闭症

之声”MSSNG网站，对全球研究人员开

放，以加速对自闭症的研究以及治疗方

法的开发（1月28日《科技日报》）。

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现有

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充分利用。可以预

见，最近两个新政策的出台将会促使我

国相关科技资源更充分地整合，有利于

提高我国科研效率，改善科研整体大环

境，促进我国科技领域健康发展。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资源整合助力科技发展资源整合助力科技发展

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充分

利用。可以预见，最近两个新政策的出台将会促使我国相关科技

资源更充分地整合，有利于提高我国科研效率，改善科研整体大环

境，促进我国科技领域健康发展。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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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Empower young people（赋予年轻

人能量），这已成为我的名言，就是要让

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期的年轻人能够心无

旁骛、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喜欢做的

事。发展科技就要重视年轻人。这些聪

明的年轻人为什么愿意做既枯燥又未必

能成功的事？这就需要年轻的科研人员

具有不功利的冒险精神，去攀登别人从

未登过的山。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外籍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所长所长 王晓东王晓东

《中国科学报》[2014-01-26]

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以改革著称的

大学，她的定位与理念使我很快成为她的

忠诚“粉丝”。今天能够加入南科大，为中

国高等教育改革继续探寻，我感到非常荣

幸与无比自豪。南科大承载着深圳1000
多万人民对创新教育、人才培养的期盼，

承载着全国人民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期待，

这也是吸引我来南科大的根本原因。南

科大是伴随着改革使命而诞生的，今天

改革依然是南科大的使命与追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校长校长 陈十一陈十一

《光明日报》[2014-01-23]

长久以来，科学创新被很多科研人

员视为生存之道。不管何人，生存之道

在于他能给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以短期

的便利，同时获得相应报酬。生存是现

实的需求，是个体和社会之间及时的交

换，因此科学创新可以作为学术理想，不

适合作为生存之道。科学创新好像在雾

霾中寻找北极星，需要的是天才，如果大

多数科研人员把这个当作生存之道，无

疑会非常非常艰难。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徐耀徐耀

《中国科学报》[2014-01-26]

我来到中国，是有使命的。首先，我

非常期望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能一直友

好下去。其次，既然我来到国科大从事

研究和教学工作，就要真得对得起这份

工作，也要对得起中国的数学和科学领

域，我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教育

作出贡献和成绩。

———中国科学院大学外国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外国专家

特聘研究员特聘研究员 佐佐木力佐佐木力

《国科大》[2014-01-23]

我们这些研究传染病的人，每逢重

大自然灾害，总是冲在第一线，因为“大

灾之后必有大疫”。这很正常，没什么好

恐慌的。科学家不能仅仅依照兴趣来做

研究。必须根据需要，为困扰公众的现

实难题寻找解决方案。科学家不仅要在

先进的实验室里做科研，也要到前线去，

勇敢地抗击致死性病毒。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控制中心副主任 高福高福

《国科大》[2014-01-23]

现在我国的科普状态是口头上喊得

响亮，但实际成效却非常小。原因首先

是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传播对于

民族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对提高公众

科学素质的重要性。在科技界，科普往

往被看作在科研上没前途的人才去做

的事，在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看来，科普

是小儿科，做了丢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绕月探测中国绕月探测

工程首席科学家工程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欧阳自远

《中国科学报》[2014-01-23]

我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综合到

一起，提出“大智移云”概念，主要是看到

了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当前，我国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超过5亿，流量几

乎年年翻番。移动互联网是以人为中心

的，从用户角度看，“大智移云”中，移动

互联网最为关键，正是它的发展，让大数

据、物联网等技术和应用从概念上的讨

论变成了现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电信科学技术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邬贺铨邬贺铨

《人民日报》[2014-01-23]

有着悠久历史、疗效可靠的传统中

药，可通过二次开发，增加科技内涵，明

确临床定位，提升制剂技术和产品质量，

实现做大做强。二次开发就是要赋予古

老的中药以现代科技内涵。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院长 张伯礼张伯礼

《中国科学报》[2014-01-22]

在大数据和云服务的协调下，联网

后的机器人将实现人与机器人、机器人

与机器人、物与机器人的协调工作，机器

人也将成为最大的“可穿戴设备”。智能

机器人将集新材料、新工艺、认知科学乃

至人文艺术等多个学科、多种技术于一

身，而轮式机器人将成为人类走向智慧

生活的重要伴侣，成为人人联网、物物联

网的桥接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理事长学会理事长 李德毅李德毅

科学网 [2014-01-27]

在实验室辛苦一辈子，如果最终取

得的成果只是几篇论文和奖状而被束之

高阁，回想起来那是什么滋味？而假如

把这些知识为人所用，别人能够通过你

的成果得到效益，病痛得到缓解，危重得

到救治，那就是另一种感受了。基本上

我的前15年是以基础研究、积累知识为

主，后15年就在走产业创新的路。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教授教授 韩忠朝韩忠朝

《中国科学报》[2014-01-23]

我认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的意思是，从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

要把孩子的发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

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温暖的、健康

的、互动的环境，起点要高。

———教育部原副部长—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院士 韦钰韦钰

《解放日报》[2014-01-23]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南方科技大学

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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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可否终结产氧光合作用起源之争新研究可否终结产氧光合作用起源之争
科学界早已有种种证据表明地球大

气中的氧于约 25~23亿年前就已经达到

了当今大气氧水平的1%~40%，但大气氧

的主要贡献者——产氧光合作用——究

竟何时开始出现却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此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组对这个问

题曾给出不同答案，最近香港大学李一李一

良良的天体生物学研究团队得到的研究结

果或将终结这一争论。

产氧光合作用与条带状硅铁建造

在地球的生命演化史中，产氧光合

作用的出现是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它

使得地球的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甚至岩

石圈的演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产氧光

合作用的出现促使产能效率更高的有氧

呼吸出现，甚至影响到包括植物、动物，

乃至人类的出现。

产氧光合作用出现以前，地球大气

富二氧化碳缺氧，整个大气—海洋系统

处于还原状态。自产氧光合作用出现

后，地球大气中的氧含量逐渐升高，海水

也逐渐被氧化。这一系列的变化都被记

录在前寒武纪最主要的沉积岩——条带

状硅铁建造中。条带状硅铁建造以交互

沉积的富硅和富铁条带为特征，其分布遍

布全球，形成时间跨越地球生命史的前

20亿年。条带状硅铁建造的形成与结束

被普遍认为是与大气中氧的增加有关，

亦即与产氧光合作用的演化关系密切。

条带状硅铁建造中的铁矿物主要是

磁铁矿和赤铁矿，是全球铁矿的重要来

源。在早期还原的大气—海洋系统中，

铁主要以易溶解的2价铁形式存在，因而

易在海水中富集，而这些2价铁在被带到

透光带被光合铁氧化菌或产氧光合作用

产生的O2氧化后，发生水解形成Fe(III)氢
氧化合物，并沉淀到海底形成富铁层。

现今条带状硅铁建造中含 Fe(III)氧化物

则是这些 Fe(III)氢氧化合物的脱水产

物。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如气候、季节，

甚至昼夜的变化）引起了铁与硅的交互

沉积，从而形成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条

带状硅铁建造。产氧光合作用出现以

后，大气—海洋系统中的氧增加，Fe(II)被
氧化形成难溶的Fe(III)，从而很难在海水

里富集，导致了条带状硅铁建造沉积的

结束。

产氧光合作用出现时间争议重重

学术界关于产氧光合作用何时出现

充满不同看法。

20世纪 90年代初，洛杉矶加州大学

的 Schopf等人从来自西澳大利亚北部约

35亿年前的Apex燧石中发现了类似蓝细

菌（营产氧光合作用）的结构，并认为那

时就有了产氧光合作用。但是牛津大学

BrasierBrasier等人认为这些所谓的“化石”并非

真的化石，而是非生物过程中形成的类

似化石的结构，提出反对意见。麻省理

工学院的 SummonsSummons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

的 BrocksBrocks分别在 25和 27亿年前的沉积

岩中检测到能代表产氧光合作用存在的

分子化石，从而指出在晚太古代就有产

氧光合作用了。但是他们所研究的岩石

中的有机物被指很可能来自后期污染，

并不能真实反映当时情况。

近来，日本鹿儿岛大学的HoashiHoashi与
美国滨州州立大学OhmotoOhmoto等人又从矿物

的角度着手，在来自西澳 34.6亿年前的

类似条带状硅铁建造的燧石层中发现了

大量亚微米级结晶完好的自形到半自形

赤铁矿，这些赤铁矿晶体与之前人们在

条带状硅铁建造中所观察到的由 Fe(III)
氢氧化合物脱水形成的赤铁矿在矿物学

特征上完全不同，因而他们指出这种赤

铁矿不是Fe(III)氢氧化合物的脱水产物，

而是由海水中的溶解 Fe(II)与O2直接反

应生成的，进而指出产氧光合作用在34.6
亿年前就出现了，且深海已被氧化。西

澳大学的RasmussenRasmussen等人对全球保存最

好的来自西澳的Hamersley条带状硅铁

建造进行了详细的岩相学研究，发现条

带状硅铁建造的原始沉积物可能是成分

类似蒙脱石等粘土矿物的硅铁矿物，而

这些矿物在成岩作用和后期变质过程中

受到后期氧化流体的改造，形成我们今

天所看到的矿物组成，而并非在产氧光

合作用下产生，Hoashi的研究结论受到质

疑。

新研究：27亿年前已有产氧光合作用

最近，李一良的研究团队首次用扫

描电镜进行观测，研究结果推翻了Hoashi
等人的 34.6亿年前就有产氧光合作用的

结论。他们在来自南非Kuruman 24.6亿
年前和来自加拿大Abitibi 27.2亿年前的

条带状硅铁建造中观察到了至少 3种形

式的赤铁矿：第一，富铁氧化物条带里的

3~5 nm赤铁矿的集合体；第二，富硅和富

铁条带间（转化带）的亚微米级自形-半
自形赤铁矿晶体，这些晶体中有些内部

含粒级更小的（20~30 nm）自形-半自形

晶体；第三，纤维状、针状或放射状的，沿

条带边界或裂隙分布的赤铁矿。前两种

被认为是由海水里沉淀出来的 Fe(III)氢
氧化合物脱水形成的，因而继承了条带

状硅铁建造里的原生Fe(III)，表明条带状

硅铁建造沉积时海水里确实存在Fe(II)到
Fe(III)的氧化。其中，第 1种赤铁矿保存

了由 Fe(III)氢氧化合物脱水形成后的原

始结构，晶体大小和形态都与水环境中

形成的Fe(III)氢氧化合物相似；第 2种是

在后期成岩和变质过程中借助周围燧石

中结构水的作用，重结晶成粒级更大，结

晶习性更好的晶体。至于第3种，则是成

岩作用后或变质作用，或流体作用的产

物，其Fe(III)既可能来自条带状硅铁建造

的原始沉积物，也可能是后期氧化的结

果。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条带状硅铁建

造沉积时，Fe(II)到Fe(III)的氧化作用确有

发生，亦即，光合铁氧化作用——无论是

由铁氧化菌的光合氧化，还是光合作用

产生的O2所氧化——在晚太古代到早元

古代已出现。不仅如此，该研究中所观

察到的第 2种赤铁矿与Hoashi在 34.6亿

年前的燧石层中所观察到的赤铁矿一

样，但该文的进一步高分辨率研究表明

这种赤铁矿也是 Fe(III)氢氧化合物的脱

水产物，并非由 Fe(II)和 O2 直接反应生

成，因此，对Hoashi等人所提出的产氧光

合作用在 34.6亿年前就已出现这一论点

提出质疑。李一良等的研究结果发表在

近期的《美国地质学会通报》上，这项研

究能否终结产氧光合作用出现之争，尚

有待更多学术证据检验。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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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1月 14日，由中国国际科技会议

中心和国家会议中心联合主办的

2015高端学术会议发展论坛暨展洽

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出席会

议并致辞。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学

会学术部有关负责人，部分全国学会

有关负责人，以及来自上海、广州、成

都、杭州、沈阳、青岛等展会承办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展洽会，评选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为“2014中国十佳

学术活动目的地城市”。 中国科协中国国际会议中心 [2015-01-20]

2015高端学术会议发展论坛暨展洽会召开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2015年地方科协学会

学术工作座谈会召开

1月 16日，以学会服务和创新能力

提升为主题的 2015年地方科协学会学

术工作座谈会在深圳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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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及学会服务

中心有关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科协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

协分管主席及学会部负责人共120余人

参会。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宋军宋军传

达了中央书记处对中国科协工作的指示

精神，总结了 2014 年学会学术工作情

况，解读了中国科协2015年学会学术工

作计划。天津市科协副主席白景美白景美、江

苏省科协副巡视员许钧许钧、四川省科协副

主席黄竞跃黄竞跃、深圳市科协副主席张莉张莉分

别作大会发言。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1-22]
中国科协2015年

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召开

1月22日，中国科协2015年第一季

度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调

研宣传部部长任福君任福君主持会议。发布会

上，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赵立新首先

发布了由该所课题组通过组织遴选、评

审等环节产生的 2014年中国十大科普

事件。其中，“《知识就是力量》全新改

版，老刊焕发新春”“月球车玉兔微博卖

萌，新媒体助力国家科技项目科普”等重

要科普事件入选。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副部长陈剑陈剑介绍了“协同创新澳门论坛”

的相关情况。经国务院港澳办批准，中

国科协与澳门特区政府将于2015年2月

3—4日在澳门联合主办“协同创新澳门

论坛”，由澳门科技协进会承办。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

网、中新网等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1-27]
6位中国科学家当选

IUGG首批会士

在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

会中国委员会（IUGG中国委员会）的支

持下，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测绘局地理

信息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陈俊勇陈俊勇，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陈运泰陈运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国雄吴国雄，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忠吴忠

良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建平李建平，中国科技

大学教授陈晓非陈晓非等6位中国科学家近期

当选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IUGG）首批会士。

IUGG会士旨在表彰在大地测量学

或地球物理学国际合作中作出特殊贡

献，并在地球和空间科学领域取得卓越

成就的科学家。IUGG中国委员会由中

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于1979年筹建。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1-22]
2015国际光年

大型科普报告会举行

1月11日，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

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联合承办的 2015国际光年

首场大型科普报告会在合肥市举行。来

自相关学会、高校与科研院所以及行业

的500多人参会。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郭光灿，中国光学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龚龚

旗煌旗煌，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王家骐王家骐、刘刘

文清文清、许祖彦许祖彦3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钟灿欧阳钟灿，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李儒李儒

新新，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张雨东张雨东、赵赵

卫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李李

晋闵晋闵分别作科普报告。他们用通俗的语

言使听众了解到光基技术在信息、航天

航空、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应用前

景，强调了量子信息、环境光学、激光和

显示技术等在国家重大战略安全需求和

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光学学会 [2015-01-23]
中国预防医学科技进步

信息发布会举行

1月 27日，中国预防医学科技进步

信息发布会暨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

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协

同创新 共筑健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王国强王国强，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沈爱民沈爱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王陇德

等出席大会。预防医学及公共卫生领域

科技工作者等600多人参加大会。王陇

德代表中华预防医学会从大规模人群研

究的丰硕成果、个性化疾病防控技术的

发展趋势、基础研究推动疾病防控技术

的发展方向、应对社会焦点健康事件的

显著成效、交叉领域技术于疾病防控的

广泛应用等5个方面发布了中国预防医

学重点领域近期的主要科技进展。

中华预防医学会 [2015-01-29]
优秀农村基层

科技工作者事迹宣讲活动举行

1月 27日，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与

人 民 网 共 同 举 办 了“ 乡 村 情·科 技

梦”——优秀农村基层科技工作者事迹

宣讲活动。

从 2014年 11月 24日起，中国科协

调研宣传部、人民网科技频道联合推出

“乡村情·科技梦”——优秀农村基层科

技工作者推选宣传活动。此前，各地方

科协共推荐上报了308名优秀农村基层

科技工作者的事迹材料，经投票评审共

选出100名优秀乡村科技工作者。在此

次宣讲活动中，作为百名优秀乡村科技

工作者的代表，来自海南的80后大学生

创业代表陈君陈君夫妇讲述了他们放弃城市

白领生活选择回乡以技术创业并带动乡

亲致富的感人故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王贺祥王贺祥分享了他在乡村推广种植食用菌

的心得体会；来自新疆的68岁退休推广

研究员海力其汗海力其汗··玉素甫玉素甫老人讲述了自

己43年来坚持推广葡萄种植技术的心路

历程。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5-01-30]
10



科技导报 2015，33（3） www.kjdb.org

1月8日，在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受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本栏目将分2期刊载韩

启德主席的工作报告，报告有删节。

中国科协2014年的主要工作

2014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科协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书记处关于科协工作的

重要指示，坚持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成为国家创新

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作方向，坚持“想事干、创新招、求人帮、

务实效”的工作态度，坚持以服务科技工作者为本、以学会建设

为主体的工作理念，认真履行“三服务一加强”工作职能，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重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第一，，深入学习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在思想上自觉在思想上、、政政

治上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动

员科技界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转化为创新驱动发

展的自觉实践。举办中国科协八大代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读书班。积极支持配合中央巡视组开展专项巡

视，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以钉钉子精神狠抓整改落实，专项整治“庸、懒、散、浮、拖”等

作风顽疾，初步形成防止“四风”问题反弹的长效机制。

第二第二，，全力做好中央交付的改革任务全力做好中央交付的改革任务，，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

能能。。积极参与推进院士制度改革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学

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明确22个政府部门拟转移

的88项职能清单。首批开展科研项目评审、职业资格认定、科

技奖励推荐等10项试点工作，7个政府部门、39个全国学会参与

试点。在及时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地方科协开展形式

多样的探索工作。

第三第三，，深化学会改革深化学会改革，，提升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升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启动实

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学会治理方式改革创新为切

入点，全面提升学会在学术引领、组织协同创新、促进成果转化、培

养举荐人才、强化咨询评估功能等方面的能力，激发学会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创新活力。联合云南省人民政府成功主办第十六届中国

科协年会，举办首届夏季科学展，以学科群方式发布学科发展新趋

势。中国科协学会能力提升专项圆满完成3年预定目标。

第四第四，，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进军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进军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

着力打通科技工作者进军科技创新主战场的通道，启动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从来自22个省的27个申请城市中，首批选择保定、

深圳、广州等10个城市作为试点，与地方联手打造创新驱动发

展示范城市，组织全国学会带动科研机构和科技专家围绕地方

经济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需求实施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智

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深度对接。召开科协系统对口援藏工作

会议，联合统战部共同实施援藏科技增效工程。

第五第五，，启动独立第三方创新评估试点启动独立第三方创新评估试点，，提升国家级科技思想提升国家级科技思想

库的能力和水平库的能力和水平。。着眼于健全完善国家创新基础制度和国家科

技决策咨询制度，积极推动国家创新评估制度建设，加强顶层设

计，成立以徐匡迪院士为主任的创新评估指导委员会，开展我国

科研环境评估等试点。加强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建设，围绕京津

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贵州草海治理、国内外科技领军

人才发展状况等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扎实开展

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一批调研成果获得中央领导重要批示。

积极推进地方科协科技思想库建设试点工作。

第六第六，，着力推进科普信息化着力推进科普信息化，，实现科普方式方法的变革升实现科普方式方法的变革升

级级。。在李源潮同志倡议和推动下，深入开展调研谋划，印发《关

于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出台“1+6”科普信息化实施方

案，运用现代技术，着力推进科普内容、表达形式、传播方式、运

营管理机制重大变革。启动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和“科普中国”

品牌设计，官方微博、微信等微平台覆盖3.8亿人次。健全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成功举办2014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第七第七，，完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推进机制完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推进机制，，创新公民科学素质创新公民科学素质

工作模式工作模式。。认真履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办公

室职责，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科学素质建设，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部门成员单位扩大到33家，签署《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共建协议》的省份达到28个。联合有关方面共同推动制

定和颁布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启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十三五”规

划编制和中国特色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现代化指数研究工作。

第八第八，，实施海外人才离岸创业工程实施海外人才离岸创业工程，，大力引进全球创新资大力引进全球创新资

源源。。提升“海智计划”水平，依托深圳前海、上海自贸区、武汉光

谷等创新创业密集区，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业基地，吸引各类海

外高端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全年接待海外专家为国服务4309人

次。配合国家人才战略，积极引进海外人才为国内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协助各级政府组织726场人才项目洽谈会，以民办非企

业方式培育出一批新型科研机构。深化对外民间科技交流与合

作，成功召开一批大型国际科技会议。支持我国科学家参加重

要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组织活动。

第九第九，，狠抓科协基层组织建设狠抓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各层级科技工作者发挥完善各层级科技工作者发挥

才智的创新平台才智的创新平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联合国资委等有关部

门起草相关文件，推动科技工作者密集的国企以及民营企业、高

新技术园区科协组织建设。着眼于发展现代农业、构建新型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对962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386个农村

科协示范基地、588个农村科普带头人进行奖补，通过涉农学会

纵向到底、新经营主体全覆盖的机制着力打造农村科普推广服

务2.0版，协同农业部建设适应现代农业新经营形式的技术服务

网络。联合教育部加强高校科协组织建设。

第十第十，，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引导科技工作者率先垂范践行社引导科技工作者率先垂范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命

运、历史责任和历史担当，及时发布《科技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倡议书》，引导科技工作者努力做爱国的公民、敬业

的学者、诚信的同行、友善的专家。联合多部门单位累计开展近

370位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通过举办中国现代科学

家主题展、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大力宣传老科学家先进

事迹，30余万人次观展观演；举办“乡村情·科技梦——优秀农村

基层科技工作者推选宣传活动”；举办30余场“弘扬科学道德 践

行‘三个倡导’奋力实现中国梦”报告会，扎实推进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工作，一个倡导求实创新、反对不端行为、竞相为实现中

国梦作贡献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

（资料来源：中国科协办公厅）。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八届全委会七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八届全委会七次会议的工作报告（（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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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哈木拉提·吾甫尔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新疆医科大学，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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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四国，首次提出共同

建设地跨亚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

既传承了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古丝绸之

路精神，又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丝绸之路经

济带穿越亚欧18个国家，涵盖40个国家，覆盖人口约30亿，在

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中具有重要意义。随后，在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再次明确提出“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丝绸之路历经2000多年后，它的建设再度上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

国家已经提出了战略构想，做足了顶层设计，丝绸之路沿途

所经省区也依据省情区情相继制定了各自的战略目标，比如陕

西省提出“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青海省提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通道”，甘肃省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黄金段”，新疆提出“要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切实

当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但是如何落实

这些战略目标，让它们具体可感、可操作，选好着眼点和着力点，

找到突破口和切入点，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试水”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医学可以成为首个“试验田”。

首先，在古丝绸之路，医药的贸易和交流非常频繁。比如，

乳香、没药、血竭等阿拉伯地区传统药物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而这一时期我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陆续传入阿拉伯国家，

并通过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国家。同时中亚国家有重视针灸、

中草药的传统，不乏到中国学习中医药包括民族学术的人，故而

我国医学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一定的

群众基础。

其次，我国新疆有着丰富的药用资源，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用

药经验。新疆的地理环境独特、气候条件多变，孕育了十分丰富

的药用动植物资源。据统计，新疆拥有各类药用动物、植物、矿

物资源达2617种，其中雪莲、甘草、阿魏、肉从蓉、红花和马鹿等

名贵药材的储量占全中国市场的60%以上，且质量上乘，具有独

特的品质和特性，还有桑葚、核桃、石榴等特色林果均能入药。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过程中积

累了丰富的药用动、植物资源知识和防病、治病的实践经验，为

中医、维吾尔医学、哈萨克医学等传统医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祖国医学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再次，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地理相近、气候相似、人文相通，

医学资料与经验的参考价值较大。医学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与时俱进的事业。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很多民族跨境而居，这

种共性和特性并存的人文地理环境，一方面使丝路各国拥有相

对一致的疾病图谱和基因图谱，面临相对一致的高发病、常见病

的挑战和治疗，面临相对一致的药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另一方

面，千百年来，在相近的人文地理环境下，各国又创造了根植于

本国文化土壤的独具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丰富了

人类对疾病、健康的认识及实践。这些都为丝路沿线国家在医

学研究、医疗服务方面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合作资源，展现了良

好的合作前景。

进入21世纪，面对开放性、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互通有无、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的迫

切需求，建立一个以丝绸之路各国为主体的医学共同体，共同致

力于推动医学尤其是各国传统医学、特色医学、结合医学以及传

统医学现代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开创世界医学“新丝路”，已成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的共识。

开创世界医学“新丝路”，是一个跨国、跨地区的庞大系统工

程。首先，需要国家顶层战略设计以及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这

是丝绸之路各国的共同责任。其次，更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充

分调动和发挥好地方的主体意识、主体责任和主观能动性。具

体在医学层面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积极稳妥推进。

一是广泛了解和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医疗现状及需

求，做好国内外相关医学机构特色、优势以及可行性的调研，有

的放矢地进行医疗项目的选择及建设方案的确定，突出各国的

优势和特色。

二是要做好相关机构的架构、组织、人员及工作机制的论

证。比如，目前新疆医科大学牵头创建了由22个丝路沿线国家

医学院校组成的“丝绸之路国际医学中心（联盟）”。

三是要择取良好的共建载体，学习借鉴孔子学院建设和办

学经验，积极筹建类似于“李时珍——阿维森纳医学院”等载体，

努力开展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医疗服务以及产业研发等工作。

具体展开的工作包括：互派研究生、访问学者；合作开展医学学

历教育工作，医学教育、医疗管理、医院管理、医学研究、医学人

文研究等工作，重大课题、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医学技术的培

训、拓展工作以及诸如医疗健康服务中心等高层次健康管理、医

疗保健服务等。这些工作可促使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医疗服务

工作立体、交叉、全方位推进，真正促进丝绸之路各国医学的汇

合、交融、合作，增强丝绸之路医学联合发展、共同发展的合力。

丝绸之路各国，一路相沿，相近相亲。时代给丝绸之路经济

带国家带来了新的国际化发展机遇，赋予了各国医药卫生科技

工作者新的全球化的责任。开创世界医学“新丝路”，是对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率先践行。有理由相信，在丝绸之路沿线各

国、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举亚欧各国之智力，一

定能开凿出一条世界医学的“新丝路”，开创出世界医学新的未

来。

开创世界医学开创世界医学““新丝路新丝路””
———率先践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率先践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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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专刊推介高超声速流动研究工作

高超声速飞行器是国际上研究的

热点，也是我国着力发展的重要武器

装备之一。高超声速流动问题，作为

高超声速飞行器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

题，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2008年，美

国国防部组织实施的国家高超声速基

础研究计划列出的6大基础科学问题，

有 4项属于高超声速流动问题范畴。

我国为推动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发展，

启动了“空天飞行器的若干重大基础问题”等多项研究计划。

《航空学报》2015年第1期出版了高超声速流动专刊，邀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术界和工程界的部分专家共撰写

28篇论文，内容涵盖总体气动与综合、实验与数值模拟、发动

机、气动热等领域，将有利于国内各单位了解我国高超声速流

动的研究进展和工程应用，促进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的相互结

合和相互推动，对于高超声速流动学科的发展和高速飞行器关

键技术的攻关都具有重要意义。（网址：hkxb.buaa.edu.cn）
《航空学报》[2015-01-25]

推荐人：《航空学报》编辑部 李明敏

专刊推介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

当前，各国电网都面临安全稳定运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优化

调度、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网络破坏、建立标准开放的一体化支撑

平台等技术挑战。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于2009年启动智能电网调

度控制系统的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由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

主任辛耀中辛耀中为项目负责人，成立了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南瑞集

团公司和各网省电力公司、相关高等院校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

《电力系统自动化》2015年第1期出版的“智能电网调度控制

系统”专辑邀请辛耀中担任特约主编，内容涵盖智能电网调度控制

系统基础平台、实时监控与预警、调度计划

与安全校核、调度管理、调度数据网、配电

自动化、智能变电站等。智能电网调度控

制系统提高了特大电网的可观测性和可控

制性、多调度中心协同运行和在线安全预

警能力、电网运行的经济性和新能源消纳

能力以及电网调度抵御重大自然灾害和集

团式网络攻击的能力。（网址：www.aeps-
info.com）

《电力系统自动化》[2014-01-10]
推荐人：《电力系统自动化》编辑部 杨松迎

结核分枝杆菌MPT83的免疫原性

及其奶牛结核病血清学检测方法

的建立
扬州大学孟闯孟闯、焦焦

新安新安等利用大肠杆菌

系统表达并纯化结核

分 枝 杆 菌 MPT83 蛋

白，通过小鼠模型评价

其免疫原性，建立血清

学间接 ELISA 方法用

于牛结核病临床检测，评价其应用潜能。

结果表明目的蛋白成功表达，并对

兔抗H37Rv多抗血清具有良好免疫反应

性；FCM结果显示下调树突状细胞表面

CD80分子的表达，上调小鼠脾脏CD4+

和 CD8 + T 细 胞 表 面 CD69 的 表 达 ，

ELISPOT结果表明其诱导的特异性 IL-4
分泌细胞数显著高于 IFN-γ分泌细胞数，

表现为 Th2型免疫应答；建立 ELISA方

法，检测临床奶牛血样200份，与牛结核外

周血γ-干扰素体外释放试验结果的阳性

和阴性符合率分别为48.6%和90%。这

说明在大肠杆菌系统中的高效可溶性表

达MPT83蛋白，在小鼠模型中主要呈现

Th2型免疫应答。本研究还以该蛋白为抗

原建立了牛结核病血清学检测的间接ELI⁃
SA方法。（网址：journals.im.ac.cn/acta⁃
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5-02-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编辑部 张晓丽

GC/SPI-TOF MS是一种准确、

简单、有效的复杂样品分析方法
研究人员建立了一种气相色谱

（GC）与单光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SPI-TOF MS）联用（GC/SPI-TOF MS）
的分析方法。首先，设计了一种双层套

管 的 传 输 管 用 于 连 接 GC 与 SPI-
TOFMS，实现了GC与单光子电离离子

源的无缝连接；再以n-十五烷标准品和

苯/甲苯/二甲苯的标准气为对象，对电离

源的重要电压参数进行优化，得到了纯

净的分子离子峰，实现了对各类有机物

的快速和准确定性。最后，将该方法用

于分析柴油中的挥发性与半挥发性有机

物，获得了柴油组分的二维 GC×SPI-
TOF MS谱图。不需要复杂的谱图解析

和数据处理，一方面根

据 SPI 谱图中离子峰

的质荷比分类归纳了

柴油的主要成分，包括

脂肪烃、芳香烃和含量

很低的苯并吡咯等含

氮化合物；另一方面根

据色谱峰的保留时间

将柴油中的同分异构体或同重化合物区

分开来。结果表明GC/SPI-TOF MS是

一种准确、简单、有效的复杂样品分析方

法，非常适于汽油、柴油及复杂环境样品

等的分离表征。（网址：www.chrom-Ch⁃

ina.com）

《色谱》[2015-02-08]
推荐人：《色谱》编辑部 侯春彦

首次报道2014年广东地区登革病

毒株的基因组全序列与病原特征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

所秦成峰秦成峰课题组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张复春张复春课题组合作研究，首次报道了

2014年广东地区登革病毒株的基因组全

序列与病原特征。在一例重症登革热患

者急性期血清标本中，分离获得一株登

革 2 型病毒。分析表明，该病毒株与

2001—2013年广东流行株位于同一进

化分支，属Cosmopolitan基因亚型；其包

膜蛋白氨基酸序列与2012和2013年分

离的广东株完全一致，说明本次分离的

登革病毒流行株并非“全新的”毒株。结

合二代高通量测序进

行全基因组序列比对，

未发现可提高病毒复

制能力、毒力以及宿主

适应性的突变。该发

现为登革热疫情的科

学防控提供了有力依

据。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2014-12-04]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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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新型激光刻蚀技术将普通金属变成超级材料

纽约罗切斯特大学郭春雷郭春雷和Anatoliy VorobyevAnatoliy Vorobyev等通过用飞秒激光脉冲轰击金属研发出一种新型表面材

料，它可有效吸收光能、防水以及自我净化，可用来制造高耐用、低保养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太阳能传感器。研究

成果发表在1月20日的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上。

研究者用超短飞秒脉冲轰击铂、钛和铜3种样品，超能激光脉冲会在金属表面刻蚀出大量细纹，密集分布且

高低不平的纳米微结构就形成了。微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这3种金属表面的光学性质和润湿性质，将通常情况

下反光的金属表面转变成对光高吸收的表面，并使它们具有防水性质。

大多数商业使用的具有疏水性和高光学吸收性的材料依赖于化学涂层，这些涂层会随时间降解或脱落，但

这种新型材料上的纳微米结构是金属表面的固有性质，因此不会随着时间变化。研究组下一步计划在其他材

料（如超导和介电材料）上研发出更多的功能。（网址：scitation.aip.org）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15-01-20]
推荐人：美国物理联合会科技新闻部 张铮铮

新型化合物为治疗癌症提供候选

药物
湖北大学苏正定苏正定

等人员研究设计的

“H109”双功能抑制

剂先导化合物为治疗

癌症提供了一种全新

高效的候选药物。研

究成果 2014年 12月

2日在线发表于 Jour⁃
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上。

一般认为，癌蛋白Mdm2的过表达

使癌基因抑制因子P53失活是引起细胞

癌变的主要原因；最新研究表明，癌蛋白

MdmX细胞的过表达也是癌症形成的重

要原因，约 48%的癌变与它们的过表达

直接关联。因此仅使用针对Mdm2的抑

制药物，疗效并不理想。目前，临床研究

中表现效果好的小分子抑制剂nutlin-3a
对Mdm2具有亲和力，但与MdmX的结

合力微弱。研究人员通过改造nutlin-3a
分子，经优化筛选出6种高亲和力双功能

抑制剂先导化合物，其中的“H109”对上

述2种癌蛋白具有高度专一性和最高成

药性。目前，这种双功能抑制剂在世界

上处于领先地位。若能临床运用，对多

型癌症尤其是肝、肺、胃、神经内分泌瘤、

乳腺等癌症的靶向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网址：pubs.acs.org/journal/jacsat）
《科技日报》[2015-01-24]

埃博拉病毒变异或影响新药疗效
目前有前景的埃博拉药物大多以病

毒基因序列为靶向，分为3类：单克隆抗

体、小分子干扰核糖核酸和磷酰二胺吗

啉代寡核苷酸药物。美国研究人员发现

埃博拉病毒在过去40年中发生的遗传变

异可能会影响正在研制中的埃博拉药物

的疗效。研究成果 1 月 20 日发表在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上。

研究人员对当

前在西非流行的埃

博拉病毒以及以前

的 2 次流行的埃博

拉病毒进行比较表

明，埃博拉病毒发生

了 600 多个被称为

单核苷酸多态性的

遗传变异，相当于约3%的病毒基因序列

发生变化，并且变异中有10个变异可能

影响以病毒基因序列为靶向药物的疗

效，其中有3个变异发生在这次西非埃博

拉流行的约1年时间里。因此，研究人员

需及时评估药效，确保珍贵资源不被浪

费在研发已不再有效的疗法上面。（网

址：journals.asm.org）
新华社 [2015-01-27]

科学家发明一种新神经植入物
一种具有硬脑膜（围绕脑和脊髓的

保护膜）柔软、弹性力学性能的新型神经

植入物可与大鼠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无

缝整合。这一电子硬脑膜（e-dura）的植

入性材料可恢复瘫痪大鼠的运动能力，

其不良副作用比传统治疗要少，且可能

会在神经义肢方面具有多种应用。研究

成果发表在1月9日Science上。

研究人员以一种透明的硅胶基质作

为开始并用软性光刻法来刻画微流体通

道，它们可用于药物输送以及用于发送

电脉冲和电生理信号的软电极与可拉伸

互连物。将 e-dura植入健康大鼠的脊

髓发现，它能消除由较硬的传统植入物

所引起的脊髓变形。弹性 e-dura可对

神经组织同时进行刺激与记录，并能对

标靶部位直接输送药物。在对瘫痪大鼠

进行实验时，研究

人员发现，为脑和

脊髓定制的 e-du⁃
ra可在它们的整个

康复期产生可靠的

治疗效果，并能让

这 些 大 鼠 再 次 行

走 。（网 址 ：www.
sciencemag.org/）

EurekAlert! 中文版 [2015-01-26]

鸟儿具有提前感知风雨能力

2014年4月底，一场大暴雨肆虐美国南部，生成84次龙卷风，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研究人员称

一群在田纳西州东部的迁徙来的鸟儿预先发觉了这场灾难。研究成果发表在1月5日的Current Biology上。

1年前，研究人员在金翅萤森莺腿上系了追踪器，以研究它们飞往美国南方的迁徙行为。在暴风雨袭击该

地区2天前，5只金翅萤森莺飞离当地，飞向700 km以外的佛罗里达海岸；而这些鸟刚在2周前从哥伦比亚飞行

5000 km迁徙至此，这表明即便是疲劳也未能阻止它们立即飞离。这是首次发现随季节正常迁徙的鸟儿在大

暴雨来临之际表现出预先飞离的能力。研究人员猜想其原因是逼近的风暴制造出的次声波骚动——一种鸟类

可听见但是人类听不到的低频声波。（网址：www.cell.com/current-biology） 《中国科学报》[2015-01-24]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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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科学发展中的艺术缩影科学发展中的艺术缩影
2014年末，英国皇家学会在网站上

推出了一个新的页面“皇家学会打印商

城”（Royal Society Print Shop），这个看

起来颇具文艺气息的网页似乎与“推动

科学传播，促进科技发展”的学会宗旨并

不相符，但实际上，这正是一个契机，促使

人们来反思科学中“视觉艺术”的历史。

早在古希腊时期，科学与艺术属于

同一范畴。这一段悠长的历史中，二者

不分彼此地发展至18 世纪，尤其文艺复

兴时期曾出现众多完美体现科学与艺术

相结合的杰出人物，这说明了科学与艺

术原初的融合及互通。随着科学、艺术

的专门化和知识领域的细分，它们逐渐

分轨而行，秉持各自的活动特点和运行

规律快速前行。但显而易见，科学与艺

术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表现自然的创造

性活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发展上是

互动的。

文艺复兴前，大量生发于欧洲的艺

术是来源于宗教的，对于科学或是当时

所知的自然哲学来说，也正是如此。自

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对观测结果

的记录方法的需要，这要求一种新的艺

术家类型——科学插画师。在高度现代

化的今天，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只是拍下

他们正在研究事物的照片，但在科学革

命的过程中，专业画家进行了数码单反

相机的工作，精心制作了美丽和详细的

插图，高度相似地记录下昆虫、飞鸟和花

朵。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来，自17世纪

末以来，插图一直是科技期刊一个天然

和必要的部分。为了更为生动地表现一

些现象和设想的成果，很多研究论文并

不完全以文字叙述所观测到的现象，而

是借助生动的插图进行表述。在印刷技

术并不发达的当时，最早的插图是通过

手工加入书籍和期刊的。随后，印刷材

料使用木刻（该技术在木材中进行雕刻，

然后将其作为模板，类似于橡皮图章的

做法）将图像添加到文本中。这比手绘

图的时间和成本效益更高，但受制于线

条的粗实，这意味着木刻插图无法描绘

得很精细。在17世纪，这种技术进化为

金属雕刻，人们借助雕版技术用来制作

详细的插图，特别是在要求真实感的情

况下（这种方法可以体现出更多的细

节）。另一方面，借助刻版技术（以及从

19世纪初开始流传的木雕版）制作图表，

因为它们可以轻易地与凸版印刷结合起

来。直至19世纪末，雕版才让位于其他

的插图技术，一开始是平版印刷，再到19
世纪 80—90 年代的照相制版印刷技

术。（图 1）
这些新技术使得图片在不借助雕刻

师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复制，并且标志着

科学循证与其图片和文字重现之间关系

的根本转变（即图片被赋予更大的权威

性）。同时，在出版期刊的过程中，制图

的花费也非常巨大，以 Transactions为

例，在1822年花费在雕版上的支出尤其

巨大，几乎达到600英镑，大约为皇家学

会当年银行存款的1/6。
只有少数人才具备绘制科学插图的

技能，并表现得栩栩如生。通过浏览“皇

家学会打印商城”，读者可以看到数百幅

兼具错综复杂的细节和美丽鲜艳色彩的

精 美 图 画 。 没 有 人 会 不 喜 欢 Mark
Catesby绘制的各种花鸟，写实且细腻的

风格，在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不变的审美

价值；包括 Robert Hooke的显微图，向

人们揭示了晶体、细胞等的奥密。这些

插图都在自然科学史的绘图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同样的，插图在数学、物理学和

天文学中也非常重要，这表现在光线通

过棱镜折射的图画，以及 William Her⁃
schel那些简单却引人注目的星云图。

得力于“在线出版”，皇家学会期刊

中原本只能在图书馆的浩瀚卷宗中看到

的插图现在都实现了数字化，并汇集在

“在线商城”里。不管是出于对科学家的

致敬，亦或是对研究对象的着迷，也可能

仅仅是因为插图本身非常吸引人；只要

你喜欢这些细致精美的科学图片，就可

以拥有单幅图画或者相框等，近距离地

观赏和领略科学的艺术沉淀。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中，从右边起按逆时针顺序分别为：1665年Hevelius文章中的日食和月食示意图，

Warren de la Rue发表于1860年的日食图，以及1920年Dyson、Eddington和Davidson文
章中的照片，后者使他们有机会来测量由太阳引力场带来的光偏转，仅在此文发表的几年前，

Einstein利用广义相对论对光引力弯曲现象进行了预测。

图1 几个世纪以来，期刊中制图的风格和技术变化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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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大脑阅读之谜的破解大脑阅读之谜的破解：：
神经元再利用假说的支持神经元再利用假说的支持

[法] 斯坦尼拉斯·迪昂著，周加仙 等

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定

价：46.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姜永志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心理健康研究所，讲师。

千百年来，我们用眼睛扫视文字或
符号，并唤起大脑的阅读，这种看似简单
实则却非常复杂的大脑阅读机制始终是
一个难解之谜。我们对阅读的行为已经
习以为常，却忽略了它实则是一项非常
复杂的事情。书页上一个个铅字字符是
如何引发一系列声音以及意义的呢？在
进化论看来，人类的大脑是经过千万年
演化的结果，然而人类原本的生存环境
中并不存在书写与阅读，它们仅是近几
千年的事情，那么灵长类的大脑又是如
何演化出识别符号及其意义的能力的
呢？这本由斯坦尼拉斯·迪昂（Stanislas
Dehaene）教授著、华东师范大学周加仙
博士翻译的《脑的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
谜》，为我们找寻到了千百年来人类大脑
的阅读之谜。Dehaene是法国科学院院
士、著名教育神经科学家，他根据自己在
人脑阅读方面的卓越研究，在大量实证
研究基础上，全新地揭示了大脑阅读机
制、创造性地提出了神经再利用和文化
神经元的观点，一系列研究都深刻地改
变着我们对教育与学习的传统观念，为
我们揭示了人脑的阅读能力是如何形成
的这一人类谜团。

现代社会，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阅
读，我们的眼睛在扫视一页纸的同时，眼
睛每秒钟会停顿 4~5次，这使我们可以
刚好认清 1~2个字符。不过，我们注意
到或意识到的仅是符号的读音和意义，
而对这种快速的信息读取过程却毫不在
意。事实上，每个阅读者的脑中都有一
套复杂的阅读装置，这种装置是人类为
了适应阅读而产生的。近20年心理学与
神经科学的发展，已经开始揭示出阅读
的神经机制及其原理，神经影像学可以
在几分钟内揭示出阅读过程激活的大脑
区域。

猿猴的研究表明，猿猴脑中的神经
元层级结构会对视觉场景的片段作出反
应，也就是说，这些神经元包含一些基本
的形状，这些形状的组合能够对任何视
觉对象进行编码。一些关于猿猴的研究
甚至揭示出，它们可以对像字母形状的
线条组合作出反应（如 T、Y和 L）。神经
生物学的早期研究也发现（Goswami，
2008），阅读是以负责注意、知觉、语言、

认知及操作功能的皮层、亚皮层及小脑
等脑区中已有神经元通路的重组为基础
的，而没有独立的阅读区域。

根据一系列实证研究的结果，De⁃
haene提出“神经元再利用”假说，该假说
主要是指新文化客体的学习再利用了大
脑中最初负责类似功能或相近功能的皮
层区，这种再利用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
能，是由于大脑的可塑性，同时，这种再
利用的过程会对文化学习产生限制作
用。根据Dehaene教授的观点，当人们
第一次用抽象的视觉符号来表征一物体
时，实质上是在负责视觉和概念加工过
程已有神经回路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结，
随着符号表征能力的提高，人们就学会
了将这些区域与负责语言加工过程的区
域相连接，在一系列连接基础上形成了
阅读能力。根据该假说，人类大脑的阅
读和写作能力并不是进化的结果，事实
上是占用了其他功能区域，进而发展和
塑造出来的。但是，我们的阅读能力对
大脑神经的适应，同样依赖于基因遗传
的作用，生理学家Horace Barlow曾提出
大脑中存在“祖母细胞”的假说，事实的
确也证实了“祖母细胞”的存在，即这种
细胞只对某些熟悉的事物作出反应，但
后来的研究也证明，“祖母细胞”并非单
独起作用，而是“祖母细胞群”对诸如面
孔这样的熟悉事物产生反应。这也说
明，阅读神经元是存在遗传基础的，只不
过这种遗传性，并不单独为阅读而生成。

因而，通过Dehaene教授提出的神
经元再利用假说，我们认为是脑的神经
结构制约了我们阅读的方式，而进化并
未形成专门的阅读中枢。从表面来看，
各种文字各具形态，但他们仍然具有一
些共同特征，这反映了视觉信息在大脑
进行编码和加工的方式。Dehaene教授
形象地将文字发展历史看作一场浩大的
筛选过程，即经过时间的积淀，各种文字
逐渐成为能够进行有效标记的符号，并
且越来越契合我们脑中固有的组织形
式。简单来说，在进化过程中，大脑并没
有改变原有的结构以适应文字加工的需
要，相反，恰恰是文字通过不断地发展变
化，逐渐适应了大脑的信息加工要求。
那么，这种适应大脑信息加工要求的阅

读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神经科学的研
究证明，阅读学习涉及两组相互联系的
脑区：物体识别系统和语言环路。这两
组脑区在婴儿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他们
完成阅读可分为表象阶段、语音阶段和
正字法阶段。脑成像研究表明，在这个
过程中，有多处神经回路发生了变化，尤
其是左侧颞-枕叶被称为“字母匣子区”
的区域，婴儿经过多年的成长，由书面语
言引起的神经活动逐渐增强，而且也更
具选择性，最终整合形成人的阅读网
络。而最近的脑成像研究找到的证据也
正证实了上述研究结果，即脑成像研究
发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大脑系统，它负
责阅读的“视觉词形”加工，这可能是与
阅读相关最密切的器官组织了，阅读者
只要看到书面单词，就会在枕-颞沟的左
半球腹侧视觉区出现激活，这一激活在
不同个体间的差异只有几毫米，这说明
大脑内负责阅读的脑组织是以视觉组织
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Dehaene有关阅读能力的神经科学
研究，尽管只是部分地揭示出了阅读的
神经机制，但他所提出的神经元再利用
假说、神经元终生具有可塑性与和文化
神经元等观点，使我们看到在先天遗传
基因的基础上，作为文化进化的产物，阅
读能力的发展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
对大脑结构的适应结果。因此，关于阅
读机制的神经科学研究，可以在教育、心
理和脑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
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直接与现实中的
教育教学发生联系，使它们应用到教与
学中来，从而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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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2014中国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

报告

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中国生物

技术发展中心 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

11月第1版，定价：128.50元。

本书介绍了 2013年我国生命科学

基础研究、生物技术应用开发与产业发

展的主要进展情况，阐述了干细胞与再

生医学、神经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前沿热

点学科的国际发展态势，对2013年生命

科学论文和生物技术专利情况进行了统

计分析。本书分为总论、基础研究、热点

前沿、应用研究、生物产业、产业前瞻、投

融资、文献专利8个章节，以详实的数据、

丰富的图表和充实的内容，全面展示了

当前我国生物技术发展的基本情况。

地球科学新的研究机遇

[美]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 编，

张志强，郑军卫 等 译。科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1版，定价：78.00元。

化石燃料、水资源的短缺、地震、海

啸、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化以及核扩

散等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地球科学进行深

入的研究，这使地球科学研究提升到各

国重要的国家战略高度。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NSF）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理事

会（NRC）成立专门研究委员会，在广泛

研究和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提出未来

10年地球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机遇包括从

地表到地球内部运动过程的研究，以及

海洋与大气学、生物学、工程学、社会学、

行为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指出地

球科学未来10年出现的7个研究机遇和

支持这些研究的仪器与基础设施面临的

挑战。

证明达尔文：进化和生物创造性的

一个数学理论

[美] 格雷戈里·蔡汀 著，陈鹏 译。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 1 版，定价：

22.90元。

在这部开创性著作中，数学家格雷

戈里·蔡汀提出了关于进化和生物创造

性的一个数学理论，试图揭示生物学深

层的数学结构。在阿兰·图灵和约翰·

冯·诺伊曼的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作者进

一步深化了生命作为不断进化的软件的

思想，开辟了一个称为“元生物学”的新

领域。除了核心的数学证明，作者还从

元生物学的视角重写了分子生物学的早

期历史以及软件的人类发现史，重新审

视了图灵和冯·诺伊曼的工作。他还探

讨了元生物学的神学和政治学意涵，强

调创造性之重要，呼吁我们要有足够的

创造性去设计一个允许创造性的社会。

大象的退却

[英] 伊懋可，刘东 编，梅雪芹，毛利霞，王

玉山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

第1版，定价：52.40元。

本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

史的奠基之作。近半个世纪以来，伊懋

可纵横于中国农业史、社会史等多个研

究领域，这使他在这部拓荒性著作的撰

写中左右呼应、水到渠成。作者在书中

向我们讲述了中国4000年来的经济、社

会、政治制度、观念、知识和表达方式，与

所在的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土壤、水、植

物、动物之间既互利共生又竞争冲突的

漫长历史故事。第1部分讨论了大象南

撤、森林破坏、战争、水利系统对环境的

影响，勾画出中国环境史的“一幅总图”；

第2部分选择浙江嘉兴、贵州苗族原居地

和河北遵化3个典型地区的个案，用“特

写镜头”对“总图”进行细化和强化，具有

浓厚的经济一社会史色彩；第 3部分以

“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帝

国信条与个人观点”3章考察了中国历史

上的环境观念、情感、知识和“天人感应”

思想及其影响，给出理解中国环境史的

文化视角。

中国环境地理学

练力华 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12月第1版，定价：73.40元。

本书首次提出传统环境地理学新范

式概念，并对当代环境地理学新范式，即

传统地理学的学科体系首次作出界定、

概括和全面的阐述。本书体系结构有其

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全”。

经、史、理、术四大部分，本书全部概括于

其中，目前学界尚无此类系统而全面的

著作，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二是

“新”。书中不仅对“理”的阐述、对“术”

的概括，而且对“史”的分析、对“经”的解

读，都有不少新成果、新突破。三是

“高”。即起点高，从构建传统环境地理

学新范式入手，以周易理论为基础，以物

质之气为依据，高屋建瓴，有学有术，学

术结合，学术并重。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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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超级电容器的研究趋势与应用关于超级电容器的研究趋势与应用

文//邹飞，周海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航空研究院，工程师。图片为

本文第1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

加剧，特别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全

球变暖，引起了海平面上升、冰川退缩等

一系列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平衡问题的出

现。为了防止剧烈的气候变化对人类造

成伤害，各国政府纷纷加入《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并鼓励研究与应用新型

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化石燃料。对于太阳

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由于资源丰富，

近几年其装机容量迅速增加。但是，这

些可再生能源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不能

保证实时供应。同时，各地资源分布的

不均衡也致使其使用范围受限制。而电

能，这种灵活、高效、成熟的能量形态赋

予了可再生能源应用腾飞的翅膀，将成

为可再生能源主要的存贮方式。而近几

年来，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手机等智

能终端越来越普及，信息传感设备的更

加智能化和小型化要求在更小的体积内

实现更多的技术应用，这对其电能存贮

系统的能量密度和输入输出功率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此，关于电能存贮的研

究受到广泛关注。

目前常用的电能存贮系统主要分为

锂离子电池和电容器。锂离子电池是索

尼公司于1990年最先提出的，经过多年

发展，虽然成本高，但由于具有较高的能

量密度（180Wh·kg-1），目前仍是应用最

广的电能量存贮系统。但是，锂离子电

池的充放电过程属于化学氧化还原反

应，受电解质扩散控制，其功率密度较

低，充放电稳定性不高，可重复使用次数

也有限。而传统的电容器充放电只是物

理过程，电解质离子吸附在电极表面，能

在数秒内完成充放电过程，其功率密度

能达到 10kW·kg-1。由于不存在化学过

程，电容器的重复使用次数能够达到数

十万次。但是，正因为电容器的电荷只

能贮存在电极有限的表面上，其能量密

度远低于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作为

一种新型电容器，则被期望能够综合锂

离子电池和传统电容器两者的优点。

超级电容器根据电荷存贮机理可以

分为电化学双电层电容器和赝电容器。

电化学双电层电容是离子在电极表面附

近发生物理吸附所引起的，电极的面积

越大，离子在电极表面吸附的就越多，电

容也越大，因此，提高电化学双电层电容

的关键在于使用具有高比表面积和良好

电导性的电极材料。目前关于石墨烯、

碳纳米管等碳材料的研究较多；同时，也

有研究表明，多孔材料的结构如孔径尺

寸和分布对电容也会产生影响，通过对

材料的结构进行设计优化，可以获得较

高的电容。虽然电化学双电层电容具有

优越的功率密度和充放电稳定性，然而，

它具有能量密度较低的缺点。

电化学赝电容，和锂离子电池类似，

是通过电池材料上的活性物质表面的可

逆氧化还原反应产生的化学能来将电能

存贮和释放的，因此具有较高的能量密

度。这类活性材料主要包括过渡金属氧

化物和导电高分子材料。但是由于存在

氧化还原反应，赝电容和锂离子电池一

样，其功率密度和充放电稳定性不高。

综上所述，获得具有电化学双电层

电容和电化学赝电容两者优点的超级电

容器——既具有较高功率密度，又有较

高能量密度——已成为研究人员的共

识。目前电极材料的研究热点主要是石

墨烯等导电碳材料和导电高分子材料与

具有较高电化学赝电容的过渡金属氧化

物等材料的复合 [1]。有研究人员提出建

立所谓“纳米复合超级电容器”的概念，

这种复合超级电容器的正负电极材料是

将钛酸锂等锂离子电池材料嵌入到活性

炭或其他碳材料模板中 [2]。这样既克服

了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低的缺陷，又保

证了电化学双电层电容较高的功率密度

的优点。

超级电容器的研究除了获得具有优

异的电化学性能之外，在实际生产应用

中成本的降低也是重要的目标之一。柔

性电子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电子技术，极

大地降低了电子器件的制造成本，并将

带来一场电子革命。手机、可穿戴电子

设备和电子屏等器件的柔性化将成为未

来发展的趋势，而柔性超级电容器作为

一种柔性的电能贮存器件，也将拥有广

阔的市场需求。柔性超级电容器不仅仅

要求电极材料本身具有优越的电化学性

能，也要能够与柔性材料结合成具有高

柔性的电极。目前研究较多的柔性材料

包括金属（包括铝、铜、钛等）、碳材料（包

括石墨烯、碳纳米管、碳纤维等）、织物

（包括纤维、棉花和涤纶）、导电高分子等

材料 [3]。而如何在柔性基底上获得较高

的电容特性，仍须继续深入研究。

目前，超级电容器所具备的性能，不

管是电化学性能还是成本控制，暂时都

还不能达到人们的期望。因此，关于超

级电容器的研究仍将继续，而对超级电

容器能量存贮机理的深入探析与理解，

以及各种新型材料的研发与问世，将大

大促进高性能超级电容器的发展，最终

使之成为实用化、低成本、高性能的新能

源产品。

参考文献
[1] Salunkhe R R, Lee Y H, Chang K H, et

al. Nanoarchitectured Graphene-
Based Supercapacitors for Next-Gen⁃
eration Energy-Storage Applications
[J]. 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
2014, 20: 13838-13852.

[2] Naoi K, Naoi W, Aoyagi S, et al. New
Generation“Nanohybrid Supercapaci⁃
tor”[J]. Accounts of Chemical Re⁃
search, 2013, 46(5): 1075-1083.

[3] Dubal D P, Kim J G, Kim Y, et al. Su⁃
percapacitors Based on Flexible Sub⁃
strates: An Overview[J]. Energy Tech⁃
nology, 2014, 2: 325-341.

125



科技导报 2015，33（3）www.kjdb.org

心系国防心系国防 志志在强军在强军
———深切缅怀徐更光—深切缅怀徐更光院士院士

·科学人物·

文//许毅达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兵工学报》主编，中国兵工学会

原常务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苏青苏青））

2015年 1月 7日，得知徐更光院士

病逝的噩耗，我的心情十分悲痛。就在

两三个月前，徐院士还打电话给我，希望

和我谈谈我国高能炸药发展问题，由于

时间一直没排开，这次谈话没能实现，铸

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徐更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爆炸理论

及火炸药工程技术专家，为中国工程院

首批院士。他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开

始从事爆炸理论及炸药应用技术的教学

与科研工作，先后研制成功各类混合炸

药十多种，发展了多种装药新工艺，为大

幅度提高炸药威力、解决炸药安全生产

关键技术作出了杰出贡献；曾获多项国

家级和部委级科技奖励，其中“海萨尔

PW30高威力炸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他还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

范”和“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并获“兵器

工业功勋奖”等荣誉称号。

我和徐院士认识得比较早，掐指算

来，已经超过30年。但是，真正和他密切

接触，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从他身上我

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位老兵工战士、老科

学家对火炸药事业的钟爱与执着，对国

家富强、国防现代化的热切期盼。

2000年，我为筹备召开“新世纪兵器

工业发展与学科进步研讨会”，分别拜访

和请教了多位兵工科技界的老专家，其

中对我帮助最大、交谈最深的就是徐更

光院士。我的专业是光学，对整个兵器

科学技术学科的认识很肤浅，徐院士不

仅向我详细讲述了火炸药专业领域的构

成、学科划分情况，还延伸到了弹药技术

与火炸药的关联及发展，以及兵器工业

整体科技发展现状等方面。他的介绍深

入浅出，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为我

后来致力于兵器科学技术学科研究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中国科协

请中国兵工学会牵头组织国内有关科学

家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国防科技发展的

战略建议。在时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王

越院士的领导下，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的组织和筹划。由于信息化战争成为当

时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因此，学会重点邀

请了与信息化学科密切相关的院士等参

与。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讨论、交流，最终

以王大珩、杨家墀、陈能宽、杜祥琬、胡光

镇、何德全、张履谦和王越8位院士签名

的方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一份

《在非对称状态下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

战略建议》，并受到有关上级的高度重

视。徐更光院士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

我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这份战略建

议非常好、非常及时，尤其是提出“非对

称”概念，实事求是。他同时指出，信息

化的确是现代战争的突出特征，但是，信

息化程度再高的武器都离不开火炸药，

最终都要靠能量去消灭敌人；从机械化

向信息化迈进的过程中，有些可以跨越，

有些则不能轻易谈跨越，例如火炸药就

必须经过严格、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和

试验应用研究，稳步发展、扎实推进。他

还向我介绍了发展高能炸药、提高弹药

毁伤能力的关键技术，特别强调发展先

进的火炸药技术，提高炸药的爆炸威力，

对于提升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提

高弹药有效载荷、实现常规兵器远程高

效毁伤，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

2004年 5月，有关部门在昆明召开

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组织者邀请我为

大会作学术报告并第一个发言。看到报

告名单中有徐院士，我就向主办方建议

调整发言顺序，请徐院士先讲。但是，他

不同意，谦虚地对我说：“你的报告是宏

观战略层面的，更有指导意义，我的报告

是战役、技术层面的，理应你先讲。”会

上，他所作的有关弹药高效毁伤关键技

术集成与应用的精彩学术报告，打动了

在场的所有代表，我也深深地被他的渊

博学识、敬业精神所感染、感动。

徐更光院士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

了中国的火炸药事业，不仅在工程技术

方面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且非常关心兵器科学技术学科基础建

设。2008年，中国兵工学会启动了兵器

学科发展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工作，到

2011年，先后完成了两期学科报告撰写

与发布工作，在科技界引起重大反响。

2012年，我们启动了《兵器科学技术学科

发展报告（含能材料卷）》（以下简称《报

告》）编写工作。我向他通报这个情况

后，他非常兴奋，应允作为首席科学家和

我一起出席了中国科协召开的项目启动

会，并与王泽山院士一道负责《报告》的

编撰。随后的两年，由于他身体欠安，我

没敢让他过多劳累，但他一直把这项工

作看得很重，不断过问和了解工作进

展。2014年 4月，当我把完成并出版的

《报告》送到他手里，他非常激动，连声说

这项工作做得好，非常有意义。2014年

8月，我筹备召开“兵器科学技术学科体

系建设专题研讨会”，邀请徐院士参加，

他因身体不适，向我请了假。会议开得

非常成功，专门研讨了兵器科学技术学

科体系架构、学科内涵与发展等重要问

题。徐院士非常关注兵器科学技术学科

体系建设问题，直到逝世前两个多月，他

还在电话中向我表达了坚决支持中国兵

工学会把“兵器科学技术”学科争取升级

为《学科分类与代码》标准中一级学科的

行动，赞同学会提出的“含能材料技术”

学科及其构成体系的意见。

作为一位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和人民

教师，徐更光院士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坚持原则，总是能站

在国家和国防事业的高度考虑问题，发表

意见，展现了一位科技大家的风范。

我曾为徐更光院士写过这样一首小

诗：

徐老宝刀未老，

更新高能炸药。

光明辉映岱顶，

强军惟此写照。

谨用这首小诗表达我对徐院士的深

切缅怀和沉痛悼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更光

126



科技导报 2015，33（3） www.kjdb.org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成效显著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成效显著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设立与发展

2006年，国务院发布《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将“农民”

作为重点人群之一实施农民科学素质行

动，以提升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水

平。同年，为充分调动全社会开展农村

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引领激发广大农民

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

科协、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科普惠农兴

村计划”，中央财政设立“科普惠农兴村

计划”专项资金，对全国范围内有突出贡

献的、有较强区域示范作用的、辐射性强

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

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少数民族科普工作

队等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通

过以点带面、榜样示范的效应，建立动员

全社会力量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长效机

制，开拓创新农村科普工作，逐步建立完

善适应农村特点、满足农民科技需求的

科普工作新体系。为此，中国科协、财政

部还共同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及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2012年起，中国科协、财

政部决定在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

基础上，拓展工作范围和内容，将科普示

范社区纳入奖补范围，并将计划名称调

整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

历经9年的探索与发展，“科普惠农

兴村计划”已经在全国树立了一批农村

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少数

民族工作队和科普带头人的典型。截至

2014年，“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累计奖补

资金达到 19.5 亿，共表彰了 11961 个

（名）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农村专业技

术协会6094个，农村科普示范基地2754
个，少数民族工作队55个，农村科普带头

人3058个（详见表1）。这些集体和个人

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涉农县（市），在示

范带动农民学科技、用科技、依靠科技增

收致富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将我国

农村科普工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与申报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具体实施，

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下达与自下而上的

申报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每年初，中国科协、财政部综合各省

区市农村科普工作发展情况，确定各省

区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

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少数民族科普工

作队的推荐名额，并下达到各地。省级

科协和省级财政部门根据中国科协、财

政部下达的推荐名额和实施方案规定的

推荐范围和条件，结合本省农村科普工

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并

下发到各市、县。县级科协和县级财政

部门根据方案和本省的实施方案，组织

指导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申报，

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确定推荐单位和个人名单。

推荐名单经过公示后，由县级科协

和财政部门将正式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

上报省级科协和财政部门。省级科协和

省级财政部门汇总各县推荐名单和相关

材料，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核，在中国

科协和财政部下达的推荐名额内，提出

推荐单位和个人名单。推荐名单经过公

示后，由省级科协和财政部门将正式推

荐名单和相关材料上报中国科协和财政

部。中国科协和财政部汇总省级科协报

送的申报材料，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评

审。评审结果经过公示后，由中国科协

和财政部批准并下达各省级科协和财政

部门。对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授予相

应称号，并均由中央财政资金采用“ 以奖

代补和奖补结合”的原则给予奖励支持。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一项基本实施原

则为“立足科普，注重公益”，评选对象要

立足于农村科普工作战线，注重社会公

益，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就实施方案

中的推荐范围与条件来看，申报对象想

要获得“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奖励补

贴，需要注重两个方面的积累与发展：

首先，要注重科普工作的长效机制，

具有长期从事农村科普工作的实践基

础。举例而言，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要求

“成立3年以上，具有较强的持续发展能

力”；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及少数民族工

作队）要求“常年开展面向农民和农村青

少年（及少数民族群众）的科普讲座、展

览、培训、咨询等科普活动”；农村科普工

作者要“在农村开展科普工作连续3年以

上”。

其次，要注重科普工作的效果，起到

榜样示范和辐射作用。例如，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要求“会员农户在100户以上，

拥有一项或多项适用技术，在科学普及、

技术推广、协会管理方面具有较强的示

范带动作用”；农村科普示范基地“每年

开展活动的时间 100天以上、受益群众

1000人次以上”；农村科普带头人“在组

织开展农村科普工作和依靠科技带领农

民致富，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和专业技能，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成绩显

著，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图片为本文第1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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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红林 1，胡俊平 2

表1 2006—2014年“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评比表彰情况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总计

协会（个）

100
210
210
612
1000
1000
1000
1000
962
6094

基地（个）

100
210
210
300
390
386
386
386
386
2754

带头人（名）

100
220
270
302
390
406
406
406
558
3058

工作队（个）

10
10
5
5
5
5
5
5
5
55

合计（个/名）

310
650
695
1219
1785
1797
1797
1797
1911
11961

奖补金额（万元）

5000
10000
10000
2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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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我国沿海最大潮差新发现及其意义

钱塘江涌潮举世闻名[1]，这一现象是较大的潮差与地形相配

合的结果。钱塘江所在的杭州湾最大潮差接近9 m，纵深超过

160 km，湾口宽度95 km，而到湾顶只有几千米。我国东部沿海

还有潮差更大的地方吗？历史文献显示，我国江苏沿海的最大

潮差超过7 m，出现于江苏盐城市境内的江苏中部海岸[2]。20世

纪80年代曾有大于9 m潮差的报道，但有关观测方法、仪器设

备、观测时段和地点、原始数据的分析流程等信息不详[3]。其他

文献则给出了 8.4 m的数值 [4]。但江苏海岸的潮差究竟有多

大？这个谜团终于被最近发表于《海洋学报》的“南黄海辐射沙

脊群特大潮差分析”一文[5]所揭开。

该文作者在原有的江苏海岸南部（吕四）和北部（射阳）两个

验潮站的基础上，新建了4处验潮站（位置在吕四、射阳两个站

位之间）。根据水位观测记录，其中的“新条鱼港”验潮站是6个

验潮站中潮差最大的地方，2012年10月17日下午落潮期间的

实测潮差为9.39 m。他们进一步指出，若以该验潮站时间序列

中的最高和最低水位为依据，则最大潮差为9.62 m，这一数值应

在本区海岸工程设计中采用。在沿岸方向上，他们观察到新条

鱼港潮差最大，向两侧逐渐降低，也就是说，最大潮差出现在辐

射沙脊群的潮波辐聚中心。

上述观察结果表明，江苏海岸最大潮差超过了举世闻名的

杭州湾，因而也就成为我国沿海潮差最大的地方。正如该文作

者所指出的，在开敞式的平原海岸，其大潮潮差超过同一区域的

强潮河口，这是不同寻常的。从区域海洋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新

发现将引导研究者们去关注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兹举例如下。

首先是本区潮差大小与局地沉积地貌因素的关系。在宏观

尺度上，人们早就建立了潮汐现象的理论基础，即牛顿平衡潮和

拉普拉斯动力潮理论，并且根据已知的天体引潮力和洋盆形态

建立了全球潮汐模型[6]。但在区域或局地尺度上，由于沉积物冲

淤作用的影响，海底地形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全球模型难以

提供潮汐及其时空变化的细节。对于江苏海岸而言，除黄海的

宏观地形之外，近岸沉积物堆积也会影响潮差大小。荷兰学者

早就提出，细颗粒沉积物在潮汐作用下倾向于向岸运动[7]。这是

潮滩形成的重要条件，而且潮滩顶面高程是由最高水位控制

的。江苏海岸由于接受了巨量的长江、黄河沉积物而形成了一

个规模巨大的潮流脊-潮滩沉积体系[8]。因此，本区内陆架的宽

浅程度和堆积地形复杂是别处少见的。细颗粒物质的堆积有利

于在一定地点形成更大的潮差，因而潮汐与沉积之间的相互作

用应是特大潮差形成的因素之一。

其次是潮差与本区潮流脊、潮滩复合沉积体系在全新世时

期的协同演化。在全新世时间尺度上，潮差及其空间分布同时

受到海面变化和沉积体系发育的影响。Uehara等人[9]试图模拟

全新世早期海面上升影响下的潮汐特征，获取潮流流场以及相

应的合适于陆架潮流脊发育的部位。由于他们对原始陆架地形

只是通过简单剥离全新世沉积而建立，因此作为输入参数的水

深图是十分简略的，所获信息也必然是粗略的。要想获得更高

分辨率的古潮汐演化图景，原始地形和后来由于沉积物运动而

发生的变化应考虑在内，即古潮汐模型的运行需要更加准确的

初始和边界条件。对于现代过程而言，江苏海岸的高质量潮汐

观测数据（分潮振幅、相位及沿岸分布格局）可与数据同化技术

相结合，用以改进潮汐模型，提高

沉积物输运和堆积的模拟水平。

据此可以改进海面上升过程中的

沉积物堆积、水深和地形随着冲淤

过程而发生变化、潮流脊形成条件

及水平迁移速率、潮差演化的沉积

记录等方面的研究，最终实现潮流

场随海面变化而演化的准确模拟。

最后是江苏沿海开发工程设计参数的更新。江苏海岸是全

国沿海开发的关键区域之一，许多围垦和港口建设将在这里展

开。随着海岸带基础设施、城市群、社会财富的集聚，原先所用的

工程设计标准需要提高。例如，建造海堤所依据的风暴水位重现

期必须要有大幅度的调整。在海岸带风险管理方面，未来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10]。因此，今后有必要针对新

的潮汐资料，重新构建本区的自然灾害防范体系。极端事件（台

风、寒潮等）的出现频率-强度关系尤其需要重新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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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科协特色科技服务体系创建科协特色科技服务体系
金太元

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沈阳 110167
摘要摘要 根据系统论，从结构与功能的视角，分析科协服务能力建设现状，研判科协服务能力建设的差距、瓶颈与症结，探讨科协服

务“系统性困境源于理论贫困”的根源，提出了“以系统性创新破解科协系统困境”的战略构想,强调以系统性战略思维推动系统

创新，加快构建“科协特色科技服务体系”，以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科协服务能力,全面提高科协组织服务创新的质量与水平。

关键词关键词 科学技术协会；科技服务体系；科协事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G322.2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1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A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system
JIN Taiyuan
Liaoni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yang 110167,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ystem theory method, from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perspectiv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T) service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study the gap, bottleneck and crux of AST service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rationally search the root of AST service "system predicament stems from the poverty of theory", creatively
proposes a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cracking the system predicament through systematic innovation", emphasizes driving the systematic
innovation by strategic thinking,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T service system via system innovation,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AST service system",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ST service capabilities through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AST servi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Keywords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system;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4-11-18；修回日期：2015-02-01
作者简介：金太元，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决策咨询，电子信箱：Jty923@163.com
引用格式：金太元. 创建科协特色科技服务体系[J]. 科技导报, 2015, 33(3): 13-18.

何谓”科协特色科技服务体系”，为什么要建立科协特色

科技服务体系，如何构建科协特色科技服务体系?这一系列

问题，看似抽象而平淡，却隐含着科协如何发展这一深层次

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思考和解答。

1 如何服务比服务什么更重要

构建科协特色科技服务体系的理论依据何在，实践路径

又在哪里？建立科协特色科技服务体系，作为富有挑战性的

新命题，应该追寻什么样的逻辑，又有什么规律可以遵循，却

是深感困惑和颇有争议的新课题。

1.1 认知科协服务体系建设新命题

科协如何发展，科协服务体系如何建立，是一个新命题，

更是大课题。此主题既宏观又很庞大，可以从不同的维度阐

发不同的发展逻辑。笔者认为，聚焦中国科协发展问题，从

方法论上讲，如何发展比发展什么更重要，即选择目标不易

而达成目标更不易。譬如，科协“三服务”已成共识，但如何

实现“三服务”，却莫衷一是、难辩伯仲、迷雾重重，不觉使人想

起“创新定律”，即几乎每项重大科技发明都是源于研究方法的

创新，也就是找到了破解科学猜想和自然奥秘的新方法。

在此背景下，2014年 9月 11—12日，首届中国科协发展

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价值在于唤起

理论自觉，开启研究思路，拓展工作视野，充分认知解决如何

服务比服务什么更重要的道理，认清实践导向的服务方式创

新，这事关科协服务的成败与兴衰。创新服务方式的核心是

构建服务新模式，积极探索和发现“三服务”的新方法，创建

科协特色的科技服务体系。由此，本文研究科协发展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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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9-03；修回日期：2014-12-23
基金项目：徐州市科技计划项目（XM13B067）
作者简介：路秋丽，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杂环合成结构分析，电子信箱：xzyxyluqiuli@sina.com；朱晓彤（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杂环合成、结构分

析，电子信箱：xiaotongzhu2@126.com
引用格式：路秋丽, 朱晓彤, 朱婕. 高效Domino反应合成5-(4-氟苯基)-11-(4-甲氧基苯基)-1H-吲哚[2,3-b]喹啉-1-酮化合物及其晶体结构表征[J]. 科技

导报, 2015, 33(3): 19-23.

高效高效DominoDomino反应合成反应合成55-(-(44--氟苯基氟苯基)-)-
1111-(-(44--甲氧基苯基甲氧基苯基)-)-11HH--吲哚吲哚[[22,,33--bb]]
喹啉喹啉--11--酮化合物及其晶体结构表征酮化合物及其晶体结构表征
路秋丽 1，朱晓彤 1，朱婕 2

1. 徐州医学院公共教育学院，徐州 221004
2. 徐州医学院护理学院，徐州 221004
摘要摘要 使用简便、易得的3-(4-甲氧基苯甲酰亚甲基)羟吲哚和3-(4-氟苯基氨基)-2-环己烯-1-酮为原料，在乙醇钠和乙醇的共

同作用下，一步合成得到5-(4-氟苯基)-11-(4-甲氧基苯基)-1H-吲哚[2,3-b]喹啉-1-酮化合物。通过单晶X衍射法确定其结

构，晶体属单斜晶系，空间群Cc，分子量Mr=537.57（包含1分子溶剂DMF），晶胞参数a=1.44352(3) nm，b=2.6027(3) nm，c=
0.93423(8) nm，V=2.6917(4) nm3，Z=4，晶胞密度Dc=1.327 Mg/m3，吸收系数μ=0.093 mm-1，单胞中电子的数目F(000)=1128。
晶体结构用直接法解出，经全矩阵最小二乘法对原子参数进行修正，最终的偏离因子为R=0.0631，Rω=0.1535。在晶体结构中

新形成的含氮六元杂环近似于平面结构。

关键词关键词 Domino反应；吲哚[2,3-b]喹啉；晶体结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626.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2

High-efficience Domino reaction of synthesizing 5- (4- fluorophenyl)-
11-(4-methoxybenoyl)-2,3,4,5-tetrahydro-1H-indolo[2,3-b]quinolin-
1-one compound and characterizing its crystal structure

AbstractAbstract The title compound of 5-(4-fluorophenyl)-11-(4-methoxy benoyl)-2,3,4,5-tetrahydro-1H-indolo[2,3-b]quinolin-1-one
has been synthesized by the reaction of simple and off-the-shalf 3-p-methoxyphenacylideneoxindole with 3-(4-fluorophenylamino)
cyclohex-2-enone as raw material in the presence of EtONa in ethanol. The structure of title product is determined by single crystal
X-ray diffraction. The crystal is monoclinic, space group Cc, with Mr=537.57 (containing a molecular DMF solvent), a=1.44352(3)
nm, b=2.6027(3) nm, c=0.93423(8) nm, V=2.6917(4) nm3, Z=4, Dc=1.327 Mg/m3, μ=0.093 mm-1, F(000)=1128. The structure is solved
by direct methods and refined by full-matrix least squares method to the final R=0.0631, Rω=0.1535. X-ra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nitrogen-bearing six-member heterocyclic ring in the crystal structure is a coplanar structure.
KeywordsKeywords Domino reaction; indolo[2,3-b]quinoline; crystal structure

LU Qiuli1, ZHU Xiaotong1, ZHU Jie2

1. School of Basic Education Sciences, Xuzhou Medical College, Xuzhou 221004, China
2. School of Nursing, Xuzhou Medical College, Xuzhou 22100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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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废水过热近临界水氧化技术有机废水过热近临界水氧化技术
赵光明 1，刘玉存 1，柴涛 1，王洪伟 1，田江霞 2

1. 中北大学化工与环境学院，太原 030051
2. 山西天和高清科技有限公司，太原 030051
摘要摘要 根据超临界水氧化处理废水反应效率的影响机理，增加温度能明显促进反应速率，降低压力可以减小反应器壁厚、降低设

备投资和运行成本、减缓腐蚀。通过实验研究了在水的过热近临界区域对废水氧化处理的可行性。选择焦化废水、青霉素废水、

造纸厂废水、丙烯腈废水、TNT废水5种较难降解的典型有机废水进行净化处理实验。实验温度为420~530℃，压力为21~26
MPa。实验结果表明：在恒压下随着温度增加，5种典型废水的化学需氧量（CODcr）净化率都迅速增加；在恒温下随着压力增

加，5种典型废水的CODcr净化率只稍有上升；随着温度增加，不同压力下系统反应出水CODcr的差值和净化率的差值都在逐

渐减小。在温度520~530℃，压力21 MPa时5种典型废水净化后的CODcr值均小于200 mg/L。通过对过热近临界水氧化技术

的技术经济性分析，从工程实际考虑，对工业有机废水处理更适宜采用过热近临界水氧化技术，而不是超临界水氧化技术。

关键词关键词 有机废水处理；过热近临界水氧化；超临界水氧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703.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3

Organic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using superheated and nea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
ZHAO Guangming1, LIU Yucun1, CHAI Tao1, WANG Hongwei1, TIAN Jiangxia2

1. School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2. Shanxi Tianhegaoqing Technology Co. , Ltd.,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of waste water oxidation treatment in superheated near- critical region of water is studied
through experiments. Five kinds of typical industrial organic wastewater which are difficult to biodegrade are chosen for purification
experiments. They are coking wastewater, penicillin wastewater, papermaking wastewater, acrylonitrile wastewater and TNT wastewater,
respectively.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xperiment is 420- 530℃ and the pressure 21- 26 MP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a constant
pressure the CODcr removal ratios of the five kinds of wastewater are increasing rapidly with temperature increase，whereas at a
constant temperature the CODcr removal ratios are only slightly increased as the pressure increases. Additionally, the differences of
CODcr removal rates and purification rate of water in the outlet of the system at different pressures are gradually reduced as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Under conditions of temperature at 520-530℃ and pressure at 21 MPa, the purified CODcr values of the five
typical kinds of wastewater are less than 200 mg/L, even less than 100 mg/L. Through a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onsidering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the superheated and nea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 is more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organic wastewater treatment, instead of the supe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 technology.
KeywordsKeywords treatment of organic wastewater; superheated and nea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 supe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

收稿日期：2014-10-22；修回日期：2014-12-21
作者简介：赵光明，讲师，研究方向为污染物控制技术，电子信箱：zhaoguangming@nuc.edu.cn
引用格式：赵光明, 刘玉存, 柴涛, 等. 有机废水过热近临界水氧化技术[J]. 科技导报, 2015, 33(3): 24-28.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supercritical water oxidation，SCWO）
是在超过水的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的条件下，以氧气（或其

他氧化剂）作为氧化剂，使有机物和氧化剂在超临界水中发

生强烈的氧化反应去除有机物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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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7-30；修回日期：2014-12-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02095）；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08ZX05030-05-001）
作者简介：王雅宁，博士，研究方向为层序地层及沉积储层，电子信箱：wyn-ml@foxmail.com
引用格式：王雅宁, 张尚锋, 蔡露露. 准噶尔盆地红车地区三叠系层序地层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3): 29-36.

准噶尔盆地红车地区三叠系层序地层准噶尔盆地红车地区三叠系层序地层
特征特征
王雅宁 1，张尚锋 1，蔡露露 2

1. 长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武汉 430100
2. 中海油研究总院，北京 100027
摘要摘要 以层序地层学和沉积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在大量测井、钻井、地震、分析化验等资料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红车地区三叠

系进行层序地层划分对比，将整个三叠系划分为5个三级层序（TSQ1—TSQ5），其中TSQ2相当于克拉玛依下亚组，TSQ3相当

于克拉玛依上亚组。研究发现，三叠纪进入板内前陆盆地演化阶段，构造活动较缓，无明显的构造坡折，难以识别出初次湖泛面，

易识别出最大湖泛面，其下为湖侵体系域，之上为高位体系域。根据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构造发育背景和沉积体系的类型及展布，

并结合沉积相旋回的演化特征，建立了区内三叠系层序地层发育模式，盆地构造活动等因素对层序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控制作

用。探讨了层序地层格架对油气分布的控制作用，指出TSQ2沉积时期，泛滥平原发育使得其泥质含量较高，更有利于岩性油气

藏的形成，尤其在红9井—红61井一带，砂地比普遍在25%～40%，同时该区域储层物性较好，为TSQ2时期岩性圈闭最为有利

区域。

关键词关键词 红车地区；层序地层；三叠系；沉积相；油气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12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4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Triassic in Hongche area, Junggar Basin

AbstractAbstract By analyzing plentiful g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data and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d sedimentology, the isochronal framework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d sedimentary system model of Triassic in Hong-Che area of
Junggar Basin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whole Triassic is divided into five third sequences (TSQ1-TSQ5), among which TSQ2 is
lower Karamay formation and TSQ3 is up Karamay formation. It is found that Triassic plate i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eland basin
stage, and has moderate tectonic activity. It's different to identify Ffs but easy to identify Mfs in sequence, transgressive systems tract
and highstand systems tract. According to the tectonic development of the background and type of depositional system of northwestern
margin of Junggar Basin, and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 characters of sedimentary facies, a developing mode of Triassic in the study
area is established. Through sequence control factor, basin tectonic activity, climate and lake level fluctuation are found, which have
apparent control action in sequence. At las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d lithologic trap, and
points out that in TSQ2 period, as flood plain developed, it had high shale content, thus favored buildup of lithologic hydrocarbon
reservoir. In the plane, the area of Hong9 well-Hong72 well-Hong61 well is the favorable area because of the low sand ratio (25%~
40%) and the good reservoir quality.
KeywordsKeywords Hongche area; sequence stratigraphy; Triassic; sedimentary facies; hydrocarbon reservoir

WANG Yaning1, ZHANG Shangfeng1, CAI Lulu2

1. College of Geosciences,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2. CNOOC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2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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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伟力，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储层与成藏地质，电子信箱：wileyz@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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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上古生界地层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上古生界地层
压力与天然气分布压力与天然气分布
王伟力 1,2，高海仁 2

1. 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西安 710054
2. 延长石油油气勘探公司，延安 716000
摘要摘要 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上古生界近几年勘探成果备受瞩目，但针对本地区地层压力及与天然气分布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

通过293口井实测的压力数据和154口井的测井数据分析发现，二叠系上石盒子组—太原组泥岩普遍存在“欠压实”特征，4个目

标层位在压力剖面上分异明显，可划分为石炭系本溪组常压系统和二叠系山2段—盒8段负压系统。现今地层压力分布总体上

具有东北高西南低的特点，二叠系压力分布与沉积相分布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欠压实”泥岩层控制气藏纵向上的分布。二叠系

气藏主要分布在负压地层中的“低压”部位，而石炭系本溪组气藏则主要分布在常压地层中的“高压”区域。发现地层压力与气藏

分布关系对于本地区天然气勘探其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地层压力；天然气分布；上古生界；鄂尔多斯盆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8.130.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5

Formation pressure and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gas in the Upper
Paleozoic, southeastern Ordos Basin

AbstractAbstract Exploration achievements in the Southeastern Ordos Basin have attracted tremendous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few researches about distribution of formation pressure and relation with natural ga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is area. The measured
formation pressure data of 293 wells and well log data of 154 well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dstones from Upper Shihezi Formation to Taiyuan Formation of Permian are mostly undercompacted, and that the variations with
depth of formation pressure in 4 target layers have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negative pressure system of
Permian and normal pressure system of Carboniferous in further. The distribution of current formation pressure is high in the east and
north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south, the relation between sedimentary fa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formation pressure in Permian are in
a good consistency. Gas reservoirs on vertical zonation are controlled by the under compacted mudstone layers, and also can be found
in the "low pressure" areas of negative pressure stratum in Permian and "high pressure" regions of normal pressure in Carboniferous.
The discove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formation pressure and gas reservoirs is significant for the following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in
this area.
KeywordsKeywords formation pressure; natural gas distribution; Upper Paleozoic; Ordos Basin

WANG Weili1,2, GAO Hairen2

1.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and Resour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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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霄, 司慧, 郭晓慧, 等. 布风板孔径对流化特性影响的数值模拟及试验[J]. 科技导报, 2015, 33(3): 43-48.

布风板孔径对流化特性影响的数值布风板孔径对流化特性影响的数值
模拟及试验模拟及试验
王霄，司慧，郭晓慧，赵东

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摘要 采用双欧拉流体模型与颗粒流动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对3种不同孔径布风板下颗粒流化效果进行数值模拟，获得颗粒的

流态化特性。同时通过流化床反应器冷态实验，验证了孔径对流态化特性曲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1、2、3 mm孔径的布风板

中，孔径越小，最终压力降越大，同时临界流化气速越低；1 mm孔径下床层的膨胀较为显著，流化床中气泡所含固体体积分数较

低，且漏料最少，同时减小孔径有利于颗粒做规律性的循环运动，从而促进物料混合；流化稳定后，在静床层高度以上的位置上，

颗粒体积分数随着高度的增加而迅速下降，且1 mm孔径的下降趋势最平缓，颗粒分布较均匀；颗粒在流化床内的径向分布为典

型的环-核结构，且孔径越小，核区的颗粒速度越低，而环区速度越高。

关键词关键词 布风板；孔径；冷态试验；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K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6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the effect of distributor′s hole
diameter on fluid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Abstract An Eulerian- Eulerian model incorporating the kinetic theory of the granular flow is applied to numerically test the
fluid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les in gas distributors. Three different hole diameters are considered in the simulation. Meanwhile,
a fluidized-bed reactor equipment and the appropriate distributors are designed. The fluidization is tested in the cold state based on
the equipment. The effect of the hole diameter on the fluid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s verified. It is shown that the ultimate pressure
drop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hole diameter (1 mm, 2 mm and 3 mm).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itical fluidizing gas velocity
increases with the hole diameter. The expansion of the bed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ase of fluidizing with 1 mm hole diameter. Also,
the larger the hole diameter, the more leakage of the material, a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bservation. The particles circulate in the
fluidized- bed more regularly when using the gas distributor of a smaller hole diameter. It is very important since the regular
movement of the particles might improve the mixing of the material. In the steady fluidization, the solid concentration is plumme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height of the bed. And this trend is gentler in the case of 1mm hole diameter, which indicates that a smaller
hole diameter leads to a more uniform distribution. The result also shows that the rad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olid is in a typical core-
annulus structure. The velocity of the particles at the core and annulus areas decreases and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hole
diameter, respectively.
KeywordsKeywords gas distributor; hole diameter; cold state test; numerical simulation

WANG Xiao, SI Hui, GUO Xiaohui, ZHAO Dong
School of Technology,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流化床反应器由于具有独特的优点，在化工、冶金、石

油、煤炭、材料、生化和环境等工业部门研究中受到广泛重

视[1,2]。其中布风板作为流化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设计

的合理性直接影响流化介质的流化效果。多年来流态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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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高强、耐久、质轻的外掺增强材料，纤维能显著

改善沥青混合料的力学性能，提高沥青路面的使用性能，延

长路面结构的疲劳寿命[1]。目前，中国沥青路面工程中常用

的纤维主要有木质素纤维、矿物纤维和聚酯纤维 3种 [2]。其

中，木质素纤维是应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种路用有机

纤维。近几年，由于性能优良的木质素纤维价格连续上涨，

聚酯纤维在沥青混合料中的应用也更加广泛。目前，聚酯纤

维研究主要集中在混合料路用性能及工程应用方面[2~5]。系

统分析纤维对沥青胶浆及混合料的作用方面的研究尚不多

见[6,7]。因此，本文在对聚酯纤维物理性能测试的基础上，对

其沥青胶浆及混合料的性能进行试验研究，引入无纤维和掺

加木质素纤维的沥青胶浆及混合料进行对比试验，系统分析

其对沥青胶浆及混合料性能的改善作用，并对路用纤维的种

类进行优选。

聚酯纤维沥青胶浆及混合料路用性能聚酯纤维沥青胶浆及混合料路用性能
董刚 1，郑南翔 1，王甲飞 2

1.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西安 710064
2. 西安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 710068
摘要摘要 为研究聚酯纤维沥青混合料的性能，引入木质素纤维作对比，对两种纤维的技术指标进行测试；通过动态剪切流变试验、

弯曲梁流变试验、车辙试验、低温弯曲小梁试验、冻融劈裂试验和四点弯曲疲劳试验分别对无纤维和掺加聚酯纤维、木质素纤维

的沥青胶浆和沥青混合料性能进行试验研究，并分析其改善机制。结果表明，掺加纤维能显著地改善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聚

酯纤维沥青混合料比木质素纤维混合料具有更优良的路用性能。

关键词关键词 聚酯纤维；沥青混合料；路用性能；四点弯曲疲劳试验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1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7

Pavement performance of polyester fiber asphalt mortar and
its mixture
DONG Gang1, ZHENG Nanxiang1, WANG Jiafei2
1. School of Highwa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2. Xi'an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o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asphalt mixture with polyester fiber, polyester fiber is contrasted with lignin fiber. The test is
taken for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two fibers. By the tests of dynamic shear rheometer (DSR) and bending beam rheometer
(BBR)，the performance of polyester fiber asphalt mortar is studied. By the rutting test, low- temperature bending beam test, water
stability test, and four point bending beam fatigue test, the pavement perform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the asphalt
mixture without fiber, the asphalt mixture with polyester fiber and the asphalt mixture with lignin fiber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yester fiber can evidently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sphalt mixture, and that the mixture with
polyester fiber obtains a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 mixture with lignin fiber.
KeywordsKeywords polyester fiber; asphalt mixture; pavement performance; four point bending beam fatigue test

收稿日期：2014-10-14；修回日期：201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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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董刚, 郑南翔, 王甲飞. 聚酯纤维沥青胶浆及混合料路用性能[J]. 科技导报, 2015, 33(3): 49-53.

49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427


科技导报 2015，33（3）www.kjdb.org

近年来，随着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车辆在不断提速，汽

车事故率也呈增长趋势，且越来越严重。护栏作为公路上最

主要的安保设施在与高速行驶的事故车辆发生碰撞时，通常

会产生剧烈的能量变化，导致设施材料严重失效、部件损坏、

汽车行驶方向失控等，因此，进行车辆与护栏的碰撞试验对

降低交通事故率，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着极其

重要的意义[1]。但是，车辆-护栏碰撞试验具有成本高，数据

不易采集，试验过程不可重复的缺点。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计算机仿真技术在交通事故

方面的研究显出很大的优越性。本文基于LS-DYNA有限元

软件，建立碰撞车辆仿真模型和护栏仿真模型，优化碰撞过

程，形成车辆-护栏碰撞仿真模型；同时，与实际试验数据进

行对比，验证仿真模型的正确性。

1 碰撞车辆仿真模型

仿真试验建立了大客车和小轿车两个弹性体汽车模型，

为确保车辆的行驶轨迹真实正常，依据实际车辆建立了车辆

行驶系统模型 [2]。大客车的总质量为 10 t，长、宽、高分别为

11200、2460、3100 mm，有限元模型的总节点数为 48592个，

壳单元数为33787个、其他单元5338个（图1）；小轿车的总质

量为 1.5 t，长、宽、高分别为 46000、1770、1400 mm，有限元模

型总节点数为26791个，壳单元数为28711个、其他单元9780
个（图 2）。模型经校验后符合美国NHTSA350报告和欧洲

EN1317相关规定。

基于基于 LS-DYNALS-DYNA的车辆的车辆--护栏碰撞护栏碰撞
仿真模型仿真模型
崔洪军，马新卫，李昊，兰天

河北工业大学土木学院，天津 300401
摘要摘要 针对车辆与护栏的实体碰撞试验难度大、经费高、周期长、数据不易获取的情况，基于LS-DYNA有限元软件，在分析实际

碰撞试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碰撞车辆仿真模型和护栏仿真模型，优化碰撞过程，最终形成了车辆-护栏碰撞仿真模型；同时，与实

际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了误差形成原因。结果表明，仿真模型试验结果与实车试验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仿真模型的正

确性。

关键词关键词 护栏；车辆碰撞；仿真模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17.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8

Simulation of vehicle colliding with steel guardrail based on LS-DYNA
CUI Hongjun, MA Xinwei, LI Hao, LAN Ti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collision test for the vehicle and the guardrail fac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it is difficult to
conduct，it is costly and the data are not easy to obtain,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code LS-DYNA, the actual impact test is
simulated, with a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vehicle and the guardrail. It is shown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model test basically
agree with those of the real vehicle test.
KeywordsKeywords guardrail; vehicle colliding; simul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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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崔洪军, 马新卫, 李昊, 等. 基于LS-DYNA的车辆-护栏碰撞仿真模型[J]. 科技导报, 2015, 33(3): 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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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瓦斯综放工作面采空区瓦斯涌出规律高瓦斯综放工作面采空区瓦斯涌出规律
张天军 1，李伟 2，李树刚 2，宋爽 2，汤峰 3

1. 西安科技大学理学院，西安 710054
2. 西安科技大学能源学院，西安 710054
3. 中国人民解放军66427部队，北京 100042
摘要摘要 针对山西某矿煤层瓦斯赋存特点及高瓦斯综放工作面开采条件，采用数值模拟和现场实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U+I型
通风采空区瓦斯流场以及瓦斯运移规律，分析了瓦斯涌出与产煤量和周期来压的关系。数值模拟结果表明；U+I型通风可以有

效降低回风巷和上隅角瓦斯体积分数；随着工作面推进，采空区后方形成的瓦斯富集带会不断扩大，回风侧后方瓦斯体积分数升

高。现场实测结果表明：进风侧至工作面中部瓦斯体积分数变化幅度较小，靠近回风侧50 m范围内瓦斯体积分数增加较快；绝

对瓦斯涌出量与产煤量成近似线性关系，顶板初次来压后瓦斯涌出呈现周期性变化，经对比研究，数值模拟得到的瓦斯体积分数

分布规律与现场实测结果相吻合；在采空区后方回风侧附近采用埋管抽放高浓度瓦斯是可行的，可以大量减少瓦斯涌出。

关键词关键词 综放工作面；瓦斯涌出；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32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09

Gas emission law in high gas goaf of fully mechanized caving face

Abstract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al seam gas storage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fully mechanized caving face,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ield measurement methods are used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as concentration in spa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U+I ventilation mod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s emission, the coal production and the periodic weighting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show that the U+I ventilation mod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gas concentration
in the upper corner and the return airway. With the working face advancing, the gas enrichment zone is constantly expanded in the
goaf back. And the gas concentration rises in the back of the return air side. Therefore, it is suitable to bury the pipe in the return air
side of the goaf back. The results of field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gas concentration distributes gently from the inlet side to the
middle of mining faces, increasing faster in the range of 50 meters near the return air side. The absolute outflows of the gas and coal
productions are in an approximate linear relationship, and the gas emission sees periodic changes after first weighting. A comparison
study shows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as concentration obtained from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 field
measurements agree very well.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easible to bury the pipe in the return air side of the goaf back to drain the high
concentration gas, and i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gas emission.
KeywordsKeywords fully mechanized coal face; gas emission; flu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ZHANG Tianjun1, LI Wei2, LI Shugang2, SONG Shuang2, TANG Feng3

1. School of Sciences,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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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水平定向钻孔壁稳定性非开挖水平定向钻孔壁稳定性
柴希伟 1，艾志久 1，付彬 1，喻久港 1，席燕卿 2

1. 西南石油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成都 610500
2. 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公司鲁克沁采油厂，吐鲁番 838000
摘要摘要 基于多孔介质概念，建立了孔隙度、渗透系数与体积应变的动态演化模型，给出了Mohr-Coulomb准则与Drucker-Prag⁃
er准则之间的强度折减系数换算关系，以Abaqus为平台，将动态演化模型与有限元强度折减系数法相结合，研究水平定向钻孔

壁稳定性。结果表明，使用不同屈服准则所得安全系数有差异，但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换，数值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研

究了不同泥浆压力对孔壁稳定性的影响，指出在一定的泥浆压力下，随着泥浆压力的提高，孔壁安全系数不断降低。扩孔结束

时，泥浆压力为2.4 MPa时，最大塑性半径达到2.34 m，孔壁处最大塑性应变达到0.393，极限平衡状态时，泥浆压力2.4 MPa时，

孔壁周围的最大塑性应变增加到1.208，远大于扩孔结束时的最大应变值，相应的最大塑性半径达到5.68 m，约为孔径15倍。

关键词关键词 水平定向钻；孔壁稳定性；流-固耦合；强度折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4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10

On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wall stability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orous media, a dynamic evolution model between porosity,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and damage
variable volumetric strain is established. The strength reduction factor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hr-Coulomb criterion
and Drucker-Prager criterion is given. Based on the Abaqus platform, the dynamic evolution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strength reduction coefficient method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wall stability. Engineering case
calculations show that using different yield criteria may result in different safety factors. However,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y can
be equivalent, or the numeric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Different effects of pressure on the slurry stability
of the hole wall are studied, and it is found that under certain mud pressure, the safety factor continuousl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mud pressure. At the end of expanding, the mud pressure is 2.4 MPa, the biggest plastic radius is 2.34 m and the maximum
plastic strain reaches 0.393 at the hole-wall. In the limit equilibrium state, when the mud pressure is 2.4 MPa, the maximum plastic
strain increases to 1.208 around the hole-wall,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 maximum strain value of expanding. The radius of plastic
reaches 5.68 m, which is about 15 times the aperture.
KeywordsKeywords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hole wall stability; flow-solid coupling; strength reduction

CHAI Xiwei1, AI Zhijiu1, FU Bin1, YU Jiugang1, XI Yanqing2

1.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2. Lukeqin Oil Production Plant, Tuha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Turpan 838000, China

水平定向钻孔壁的稳定直接关系着回拖铺管的成败，对

孔壁稳定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1]。至今，围绕水平定向钻孔

壁稳定性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Fellenius建立了岩土的极

限平衡法；Sokolovskii[2]提出了滑移线场法；Hajiazizi等[3]利用

极限平衡法又提出了求解三维非球面临界滑动面的新方

法。经过长期发展，极限平衡方法已日臻成熟完善。在工程

实践中，极限平衡法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解决了岩土工程

中孔壁的设计问题。然而，对于复杂层状、非均质岩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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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压节流阀压降特性及结构改进控压节流阀压降特性及结构改进
艾志久 1，喻久港 1，王琴 2，柴希伟 1，郑锦祥 1，李杰 3

1. 西南石油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成都 610500
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济柴动力总厂成都压缩机厂，成都 610100
3.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油田技术研究院，廊坊 065201
摘要摘要 针对控压钻井过程中节流阀压降调节线性度差的问题，采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塔里木油田现用节流阀进行数值模拟，

分析现有结构下阀芯开度与压降的关系，并对阀芯进行了结构改进。结果表明，改进后的节流阀更加符合控压钻井工艺要求，其

压降特性线性度明显提升，在开度20%~70%时，线性相关系数达到0.973，提高了节流阀压降可调性和控压钻井的安全性。阀

芯结构的改进改善了内部流场的涡流现象，比较改进前后速度云图发现最大速度减小了29.78%，提高了节流管汇防冲蚀能力。

关键词关键词 压降特性；节流阀；控压钻井；线性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H70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11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al improvements of
managed pressure throttle

AbstractAbstract For the pressure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drilling, the non- linearity in the throttle valve pressure drop tuning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method,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he throttle valve in the Tarim
Oilfield are carried out, and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ve opening and the pressure drop is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the
valve core is improved on this basis, and the linear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ve opening and the pressure drop is greatly
improved. It is shown that the improved throttle valve can better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rilling pressure control technology, the
improved throttle valve pressure drop characteristics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ith better linearity, and in the opening of 20% to 70%,
the 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973. the adjustability of the throttle valve pressure drop and, therefore the safety of MPD, are greatly
improved. With the improved core structure of the valve, the vortex phenomenon of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is ameliorated with the maximum
speed being reduced by 29.78%, also the throttle manifold erosion prevention is improved.
KeywordsKeywords pressure drop characteristics; throttle; managed pressure drilling; linearity

AI Zhijiu1, YU Jiugang1, WANG Qin2, CHAI Xiwei1, ZHENG Jinxiang1, LI Jie3

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2. Chengdu Compressor Plant, Jichai Power Equipment, CNPC, Chengdu 610100, China
3. Oilfiel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Oilfield Services Limited, Langfang 065201, China

控压钻井技术（managed pressure drilling，MPD）是近年来

发展起来的一项解决复杂钻井问题的重要技术[1,2]，控压钻井

的核心 [3,4]是控制井口回压使井底压力接近地层压力。当地

层需要一定的回压来保持时，通过节流阀来控制井口回压，

调节节流阀的开度 [5,6]，使回压达到所需值，保证钻井的顺利

完成。而目前国内如塔里木油田使用的控压节流阀的流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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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堡油田裂缝高度影响参数分析及高尚堡油田裂缝高度影响参数分析及
控制技术控制技术
杨正明 1,2，曲海洋 1，段贵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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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高尚堡油田沙河街组在薄互层的压裂过程中，裂缝极易穿透产层窜通水层的问题，利用多因素正交表对该区块裂缝

高度影响因素进行权重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裂缝高度影响参数按强弱排序为：地应力差、施工规模、施工排量、压裂液黏度。

为了防止窜通水层，在施工中采用线性胶和冻胶交替泵注、变排量、段塞式加砂技术改变地应力的方式进行裂缝高度控制。压后

通过净压力拟合、返排液矿化度分析，显示裂缝高度得到较好控制，未能沟通水层。

关键词关键词 薄互层；压裂；裂缝高度；影响参数；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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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racture height influencing parameter and control in
Gaoshangpu Oilfield
YANG Zhengming1,2, QU Haiyang1, DUAN Guif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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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n interbeded layer of the thi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Gaoshangpu Oilfield,
fracture can easily propagate into water layer. This paper uses multi- factor orthogonal table to conduct a weight analysis about the
fracture height impact factor in this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height impact factor in this area follows the pecking order:
geostress difference, fluid volume, rate and viscosity. Therefore, to control the fracture height, linear gel and cross- linked gel
alternating injection, variable rate and plug sand injection technologies are used to alter the stress between sand and shale layers.
Through the net pressure analysis and analysis of fracturing flowback fluid salinity, it is shown that fracture height has been well
controlled and the fracture fails to channel the water layer.
KeywordsKeywords interbeded layer; fracture; fracture height; influencing parameter; net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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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杨正明, 曲海洋, 段贵府. 高尚堡油田缝高影响参数分析及控制技术[J]. 科技导报, 2015, 33(3): 75-78.

在薄互层的压裂过程中，裂缝高度超出产层厚度，向上

或向下过多扩展，不仅会使裂缝宽度过窄，可能造成压裂施

工砂堵，而且还会影响压裂液效率，无法实现目标缝长，不能

深穿透目标层，影响压裂效果，降低油气产量[1]。国内外学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裂缝垂向扩展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技

术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胡永全等[2]给出了裂缝三维扩展

的数学模型，利用模型对影响裂缝高度的各因素进行正交分

析，结果表明，调整压裂液的性能、施工排量是控制裂缝高度

的有效措施，采用低排量施工可以控制裂缝高度，但仅是从

理论上说明了控制裂缝高度的措施，并没有实际应用。王永

辉等[3]以塔中69井为例，对水力压裂裂缝高度控制措施进行

了阐述和论证，采用“三低一小”控裂缝高度措施，即低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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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中维西医干预，电子信箱：myshow0504@163.com
引用格式：哈木拉提·吾甫尔, 买合木提·米吉提, 斯坎德尔·白克力, 等. 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异常黑胆质型肝癌模型作用机制的血清代谢组学研究

[J]. 科技导报, 2015, 33(3): 79-83.

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异常黑胆质型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异常黑胆质型
肝癌模型作用机制的血清代谢组学研究肝癌模型作用机制的血清代谢组学研究
哈木拉提·吾甫尔 1，买合木提·米吉提 2，斯坎德尔·白克力 2，艾来提·米吉提 1，凯丽比努尔·艾尔肯 2，

阿迪力·阿不都肉苏力 2，郭霞 3

1. 新疆医科大学维吾尔医药系，乌鲁木齐 830011
2.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3. 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地方病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依托核磁共振氢谱（1H-NMR）技术，探讨异常黑胆质成熟剂（ASM）对异常黑胆质型肝癌模型代谢谱的变化及其作用机

制。根据维吾尔医学理论，建立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肝癌病证大鼠模型，运用核磁共振氢谱技术检测以不同剂量ASM灌胃大

鼠的血清代谢物含量变化，分段积分后采用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OPLS-DA）对 1H-NMR谱数据进行模式识别分析。将 1H-
NMR谱信息用PLS-DA分析可以把异常黑胆质型肝癌组和ASM低、中、高剂量组之间大鼠血清代谢谱变化区分开，发现与异常

黑胆质肝癌组相比，在ASM低剂量组大鼠的血清中α-葡萄糖，β-葡萄糖和牛磺酸的含量上升，而在ASM中剂量组大鼠的血清中

同样这三者也有升高，并且一些必需氨基酸，如亮氨酸、缬氨酸、丙氨酸、组氨酸含量升高，乳酸降低，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在ASM高剂量组大鼠的血清中变化无此趋势。异常黑胆质成熟剂通过提高支链氨基酸的含量，加速糖异生提高能量

供应，降低乳酸堆积来调节异常黑胆质型肝癌模型的氨基酸代谢，糖代谢等能量代谢紊乱。

关键词关键词 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异常黑胆质肝癌模型；代谢组学；维吾尔医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291.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13

Effect of abnormal savda munziq on abnormal savda rat with
hepatocarci based on serum metabonomic analysis

AbstractAbstract Using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abnormal savda munziq (ASM) on serum
metabolic changes and the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Uighur medicine, an abnormal savda rat model is
established. 1H-NMR technique is used to determinate serum metabolites in different doses of ASM. After break points,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OPLS-DA) is dopted for pattern recognition analysis of 1H-NMR spectrum to distinguish
changes in metabolic profiling of abnormal savda rat with hepatocarcinoma between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s. Compared
with abnormal savda rat with hepatocarcinoma,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levels of α-glucose, β-glucose, taurine are found in the ASM

UPUR Halmurat1, MIJIT Mahmut2, ISKANDAR Bakri2, MIJITI Ailaiti1, ARKEN Kalbinur2, ABDURUSU Adil2,
GUO Xia3

1. Faculty of Traditional Uyghur Medicin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2. College of Preclinic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3.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Endemic Diseases,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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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万晓凤, 胡伟, 郑博嘉, 等.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与Morphin算法的机器人路径规划方法[J]. 科技导报, 2015, 33(3): 84-89.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与基于改进蚁群算法与MorphinMorphin算法的算法的
机器人路径规划方法机器人路径规划方法
万晓凤，胡伟，郑博嘉，方武义

南昌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系，南昌 330031
摘要摘要 针对动态复杂环境下的机器人路径规划问题，建立栅格地图模型，研究一种改进蚁群算法与Morphin算法相结合的动态

路径规划方法。改进蚁群算法引入拐点参数评价路径优劣，并对路径进行拐角处理以及变更拐角处信息素更新机制，使规划的

全局路径更加平滑；Morphin算法则在机器人行走时，根据全局路径的局部环境实时规划局部路径，使机器人有效地躲避障碍

物。仿真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结合全局规划与局部规划的特点，能够使机器人沿着一条短而平滑的最优路径快速、安全地到达

目标点。

关键词关键词 动态路径规划；改进蚁群算法；Morphin算法；拐角处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18；TP2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14

Robot path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 and Morphin algorithm

AbstractAbstract A hybrid planning method combining an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 with Morphin algorithm is proposed for dynamic
path planning for robot in complicated environment. Grid method is adopted to establish the model. The robot uses the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 for global path planning first, then uses Morphin algorithm for partial obstacle avoidance when it is marching on. The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 introduces an inflection point parameter to evaluate the path, so that the corner of the path is disposed
and the updating mechanism of corner pheromone is changed. The Morphin algorithm is disposed with adjacent grid to meet the grid
environments. This method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planning with local planning, which can not only realize real-time
path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guide the robot to the target with the global optimal path.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method can make the robot avoid obstacles along a short and smooth path to quickly reach the target point.
KeywordsKeywords dynamic path planning;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 Morphin algorithm; corner disposed

WAN Xiaofeng, HU Wei, ZHENG Bojia, FANG Wuyi
Electrical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Depart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路径规划技术是机器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环节，路

径规划是指在有障碍物的环境中依据某些优化准则（如路

径最短，时间最少，最安全等），寻找一条从起始点到目标

点之间安全无碰撞的最优或次优路径 [1]。 路径规划又分为

环境完全已知的全局路径规划和完全未知或部分未知的

局部路径规划 [2]。目前国内外针对路径规划问题提出了很

多算法，主要有可视图法、拓扑法、人工势场法等。随着智

能算法的发展，模糊逻辑算法、神经网络算法、遗传算法、

蚁群算法及微粒群算法等也被广泛应用于机器人路径规

划当中 [3]。这些算法各有优缺点，例如人工势场法简单且

容易实现，但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遗传算法具有很好的

全局求解能力，但运算效率不高。为此，本文研究一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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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型迭代算法的基于改进型迭代算法的webweb数据数据
关联规则挖掘关联规则挖掘
刘啸 1，刘玉龙 2

1. 江苏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徐州 221116
2. 江苏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徐州 221116
摘要摘要 因特网上的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些异构、动态、分布的信息使得传统数据挖掘方式已经不能达到实际要求。本

文提出了一种面向web数据挖掘的改进型迭代算法，将迭代方法与多服务器并行算法进行结合，并采用该算法建立了一个支持

并行关联规则的web数据挖掘模型，融合存储节点本地计算的思想。实验证明，该模型能够提高web数据挖掘的效率，并有随着

数据量增加执行率升高的特点。

关键词关键词 web挖掘；迭代算法；并行算法；本地计算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15

Web data mining of association rules based on an improved iterative
algorithm
LIU Xiao1, LIU Yulong2

1.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Center,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2.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 Technology,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pendency of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on Internet, the data on the interne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ssive, and also more complex. This heterogeneous and dynamic information which is also distributed makes the traditional
data mining unable to achieve actual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proved iterative algorithm for web data mining:
combining iteration method with a parallel algorithm. And a web data mining mode is set up by the algorithm with the idea of local
computing of storage nodes, which supports the parallel association rul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ode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eb data mining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ate will rise as the data quantity increases.
KeywordsKeywords web mining; iterative algorithm; parallel algorithmic; local computing

收稿日期：2014-08-13；修回日期：2014-10-13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1KJB450001）；江苏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4XLB04）
作者简介：刘啸，讲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网络、数据挖掘、信息安全，电子信箱：lllxiao@126.com；刘玉龙（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离散数学

与算法分析、信息安全，电子信箱：ylliu@163.com
引用格式：刘啸, 刘玉龙. 基于改进型迭代算法的web数据关联规则挖掘研究[J]. 科技导报, 2015, 33(3): 90-94.

近几年，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

不开网络信息。web数据挖掘的主要功能即是实现网络数据

的智能化处理，从而能够利用有效的数据挖掘技术，收集、获

取感兴趣的信息，得到和抽象出大量信息的关系模型，挖掘

出更深层次的信息。从近年来社会生活发展的各个方面来

看，信息挖掘对个人、企业等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例如通过

网络挖掘，企业能够得到更多有效的网络信息，快速对各项

信息进行收集和抽象，从而为研究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1]。

数据挖掘是一项复杂的数据处理技术，而由于网络数据

具有分布式、动态性、异构性等特点，使得对网络信息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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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树脂由于具有极高的放射性活度，会干扰和腐

蚀电子仪器，因此目前较为通用的超声波液位计、射频液位

计无法安装[1]；又由于需要进行液位与树脂/水界位高度双重

测量，普通的单界面测量仪已不再适用；而且在如此高放射

性的条件下，一旦测量仪表出现故障，检修极为不便，且维修

代价相当昂贵。因此放射性废树脂测量一直是研究难点。

放射性废树脂是一种半衰期很长的固体核废料，在放射

性废物处理中要测量树脂和水的质量，通常采用对树脂混合

物的水的液位、树脂/水界面高度进行测量，从而计算出树脂

和水的质量的方式。树脂密度约为1.15 g/cm3，与水密度差非

常小，个体颗粒平均直径为 0.7 mm。通常，储存时将树脂与

水的混合物存于储存槽中，树脂颗粒沉积在水中，树脂/水界

面要低于水的液面，且树脂/水界面由于颗粒的堆积而形成凹

凸不平的起伏状，不是一个规则的平面，因此在测量树脂/水
界面前要先通过鼓泡设施鼓泡吹平。目前的放射性树脂测

量仪基本上使用双浮球结构作为界面位置传感器，它有两个

浮子，其中一个浮子的密度小于水，另一个浮子的密度大于

水而小于树脂，分别用来检测水的液面高度和树脂/水界面高

度。但在鼓泡过程中，由于树脂在水中不规则的运动，树脂

颗粒会将液位测量浮球卡死，而树脂/水界面测量浮球也会被

树脂卡死或由于自重沉入底部，从而造成测量失败。

为解决浮球被卡死和不能顺利下滑等问题，并能实现自

动化远程测量，研制出一套新型放射性树脂液位、界面自动

化在线测量系统。

新型废树脂双界面自动化在线测量新型废树脂双界面自动化在线测量
系统系统
司丹丹，汪海，童明炎，孙胜，吴红伟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成都 610041
摘要摘要 放射性废树脂是一种半衰期很长的固体核废料，废物处理前要求对树脂和水的质量进行测量，工程实践中通过测量废树

脂混合物的水的液位和树脂/水界面高度计算出树脂和水的质量。研制出了一套新型放射性树脂液位、界面自动化在线测量系

统，该系统能够解决现有系统所存在的树脂不平整、浮球不能正常上浮以及浮球不能顺畅下落的问题，同时实现了鼓泡系统、浮

球驱动系统与磁致伸缩式测量仪表的集成。

关键词关键词 废树脂；自动化在线测量；磁致伸缩；浮球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L941+.3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16

A dual-interface automatic online measuring system for deposed resin
SI Dandan, WANG Hai, TONG Mingyan, SUN Sheng, WU Hongwei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Radioactive deposed resin is a kind of long half-life solid waste, and it is required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resin and
water before waste treatment. The weights of resin and water are calculated by liquid level height and interface height of the resin
mixture in practice. This project develops a new type automatic online measurement system of radioactive waste resin level height and
interface height. This system can solve the existing system problems, for example, resin interface isn’t smooth and floating balls can’t
rise and fall normally. At the same time, bubble system, floating ball drive system and magnetostriction instrument are integ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home. It is the first domestic dual-interface automatic online measuring system for deposed resin.
KeywordsKeywords deposed resin; automatic online measuring; magnetostriction; float ball

收稿日期：2014-09-30；修回日期：2014-12-15
作者简介：司丹丹，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仪控系统设计，电子信箱：110704274@qq.com
引用格式：司丹丹, 汪海, 童明炎, 等. 新型废树脂双界面自动化在线测量系统[J]. 科技导报, 2015, 33(3):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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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因其质量轻、机械强度大及性能稳定的特点在生

活中被广泛使用。但仍存在成本高，脆性高等缺点。石墨烯

是一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蜂窝状结构的新材料，是其他维

度碳材料的构造基础[1]。石墨烯具有很多独特的性质，如高

电子迁移率[2]、高导热系数[3]、良好的弹性和刚度等[4]。因此，

将石墨烯组装为宏观的功能结构如纤维等，是实现石墨烯实

际应用的重要途径。

石墨烯为纳米片状结构，因此石墨烯很容易通过溶液过

滤法得到二维石墨烯膜，或者通过水热法得到三维石墨烯块

状体[5]。因为化学法合成的石墨烯尺寸和形状不规则，并且

层与层之间的堆叠易松动，似乎很难将微观纳米级的石墨烯

片直接组装成宏观的石墨烯纤维。

近年来成功合成石墨烯纤维的例子及其在某些特殊应

用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一维石墨烯

纤维不仅是对二维薄膜和三维石墨烯块的补充，而且对纺织

功能材料和器件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中将对

石墨烯纤维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进行综述和展望。主要讨论

石墨烯纤维的可控制备、功能性修饰及其在非传统器件（如

柔性纤维状驱动器、机器人、马达、光伏电池和超级电容器）

等方面的应用。

石墨烯纤维研究进展石墨烯纤维研究进展
史妍 1，曲良体 2

1. 南京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南京 210094
2.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石墨烯具有独特的电学和力学等性能。宏观的石墨烯纤维由纳米级的石墨烯组装而成，其集成了微观石墨烯的突出性

能，因而不仅具有常规纤维的柔韧性可用于纺织物，同时具有轻质、可成型加工及易于功能化等显著优势。概述了石墨烯纤维研

究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其可控制备技术、功能化及其在柔性纤维器件如驱动器、机器人、光伏电池、电容器等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石墨烯；纤维；可控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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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progress in graphene fibers research
SHI Yan1, QU Liangti2
1.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2. School of Chemistry,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Graphene fiber (GF) integrates the remarkable properties of individual graphene sheets into useful, macroscopic ensemble,
which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echanical flexibility for textiles while maintaining the advantages over conventional
carbon fibers such as low cost, light weight, shapeability, and ease of functionalization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GFs during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he tunable and controllable preparation of GFs with functionality and
their remarkable applications to unconventional devices, such as flexible fiber- type actuators, robots, motors, photovoltaic cells and
supercapacitors.
KeywordsKeywords graphene; fiber; controllable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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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燃料电池中碳基阳极材料和微生物燃料电池中碳基阳极材料和
表面修饰碳基阳极材料研究进展表面修饰碳基阳极材料研究进展
苏暐光，薛屏，马保军

宁夏大学省部共建天然气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银川 750021
摘要摘要 随着能源匮乏和水污染问题的加剧，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微生物燃料电池（MFCs）作为一种新兴的

高效生物质能利用方式，可以将有机废水中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具有去污和产能双重功能。产电微生物附着的阳极对

MFCs性能具有重要影响。碳基材料成本低、导电性高且生物相容性好，被广泛用于MFCs的阳极材料。分别从传统碳材料、三

维多孔碳基材料、化学法表面处理改性、碳纳米材料修饰和导电聚合物修饰等方面综述了MFCs碳基阳极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

探讨了三维多孔结构和表面修饰促进MFCs产电性能的微观本质，并对碳基阳极材料的应用前景进行分析和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微生物燃料电池；阳极材料；碳基材料；表面修饰；三维多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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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carbon materials and surface modified carbon materials of
anode for microbial fuel cells
SU Weiguang, XUE Ping, MA Baojun
State Key Laboratory Cultivation Base of Natural Gas Convers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Great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to the new technology of energy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ergy crisis and water pollution. Microbial fuel cells (MFCs) as a novel and efficient bioenergy utilization technology can convert
chemical energy contained in organic wastewater into electricity directly. MFCs are able to treat wastewater and generate electricity
energy simultaneously. Anode material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determining MFCs' performance. The carbon materials are widely used
as anode of MFCs because of their low price, superiority in conductivity, and good biocompatibility.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carbon anode materials of MFCs is reviewed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 common carbon materials, three-dimensional porous
carbon materials, surface chemical modification, carbon nanomaterials modification, and conductive polymer modific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ree-dimensional porous structure and surface modification on electricity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MFCs is discussed.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carbon anode materials for MFCs are presented.
KeywordsKeywords microbial fuel cells; anode materials; carbon materials; surface modification; three-dimensional porou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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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苏暐光, 薛屏, 马保军. 微生物燃料电池中碳基阳极材料和表面修饰碳基阳极材料研究进展[J]. 2015, 33(3): 105-109.

能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也是衡量国家经济发

展与人民生活的重要指标，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随

着工业迅速发展和人口急剧膨胀，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

加，然而传统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资源等逐渐匮乏，能源

危机日益明显。因此开发新的绿色能源来代替原有的化石

燃料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等环境问

题已成为制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水是

自然生态系统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但随着人类社

会发展，造纸、制药、印染等行业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有

机废水，现已成为制约各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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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am和Ehriich在 1934年发现高剂量橡树皮萃取物

能抑制菌类的生长，但是在低剂量时却能促进菌类的生长，

首次使用“hormesis”一词描述有毒物质在低浓度时的有利效

应[1,2]。目前 hormesis的中文译名有毒物兴奋效应、兴奋性效

应等。Stebbing指出在适当的实验条件下，任何种类的有毒

物质都可以引起 hormesis现象。其中，植物提取物更易发生

hormesis效应。由于低剂量时的效应与研究预期的结果相

反，这一现象常常被研究人员忽视。20世纪 80年代，以 hor⁃
mesis为主题的文献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每年被引用的

数量仅为 10～15次，但是 2010年被引用次数已经超过 3000

次，说明hormesis的研究已逐渐被重视，尤其是在抗衰老及抗

神经疾病的研究领域[3]。研究证明，一些高剂量可导致损伤

（甚至致死）的有毒物质在低剂量对神经细胞的适度刺激是

有利的，这种适度的刺激会激活神经细胞的适应性反应通

路，从而提高神经细胞的自适应能力。本文综述 hormesis在
神经保护领域的研究现状。

1 Hormesis的研究现状

1.1 Hormesis的定义与特征

物理或化学因子在高剂量时表现为对生物体的毒性作

毒物兴奋效应与神经保护毒物兴奋效应与神经保护
张超，陈圣慧，何承伟，王一涛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999078
摘要摘要 毒物兴奋效应（hormesis）指有毒物质或处理因素在低剂量或低水平时对生物体表现为有利作用，但在高剂量或高水平时

表现出其相反作用的双相剂量效应，可视为细胞或机体在不利环境中的一种适应机制。最近，研究人员将hormesis理论应用到

神经保护中，增强神经细胞自适应能力，这将为神经疾病预防治疗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一些低剂量的有利刺激能够明显增强

神经细胞对于更剧烈刺激的抵抗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神经毒物兴奋作用（neurohormesis）。综述了hormesis的研究现状、低

剂量化学物质、辐射与热量限制等通过引起神经细胞适应性反应而起神经保护作用及机制。

关键词关键词 毒物兴奋效应；神经保护；剂量效应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42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3.019

Hormesis and neuroprotection
ZHANG Chao, CHEN Shenghui, HE Chengwei, WANG Yit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e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AbstractAbstract Hormesis refers to 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that i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as a biphasic dose response, and it induces
an adaptive beneficial effect on a cell or organism at low doses but inhibits this effect at high doses. Recently, the hormesis concept
attracts increasingly mor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neural research, indicating that improving cellular adaptive ability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metho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A class of useful stressors could markedly increase the
neuronal resistance to more drastic stresses, which is defined as neurohormesi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in hormesis research,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low doses of chemicals, radiation and calories restriction through inducing neurohormesis.
KeywordsKeywords hormesis; neuroprotection; dos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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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结构中，高等学校（以下称为“大学”）拥有丰

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研究资源、设施资源和人力资源，承

担科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任，在科学技术体系中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科学技术知识和资源最富集的机构之

一，也是科学技术原始创新的源头组织之一。大学拥有的这

些科学技术资源优势以及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这种重要

角色，使大学同样可以在科技传播与普及（以下简称“科普”）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扮演关键角色。大学丰富的知识和研究

资源可以为科普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师生队伍可以成为科

普的人力资源，研究设施以及教学科研服务设施可以服务于

组织科普活动。在面向社会和公众的科普工作方面，大学拥

有相对完整的资源体系，可以“自给自足”地开展各种内容的

科普工作，组织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1]。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国际科普发展中，大学扮演了

大学科普的推进模式大学科普的推进模式
———基于中国目前国情特点的模式分析—基于中国目前国情特点的模式分析
任福君 1，翟杰全 2

1.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大学拥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研究资源、设施资源和人力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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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大学这支生力军。但就整体而言，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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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推进大学科普需要系统的思考和模式设计，并从政府部门、大学、大学科普评价3
个层面，对如何推进中国大学科普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大学科普推进模式选择的宏观思路。

关键词关键词 大学科普；科普事业；科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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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pattern of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A pattern
analysis based on curren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
REN Fujun1, ZHAI Jiequan2

1.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 university enjoys abundant S&T knowledge resources, facilities and human resources so as to have advantage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its development so far is unsatisfactory with many problems demanding a prompt solution. During
past few years,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y of China stipulates the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cholars put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ystematic consideration and the model design should be used to promote the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3 level evaluation,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promote the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put forward a
macroscopical solution.
KeywordsKeywords univers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ree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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