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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包括粮食作物秸秆和经济作物秸秆，其中麦秸、稻秸和玉米秸秆约占总量的70%。我国秸秆年产量约为7亿 t，居世界前列。近
年来，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文件，立项并实施了一批秸秆还田、秸秆发电、固化成型燃料、秸秆沼气
集中供气以及秸秆制板等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秸秆综合利用效果并不如人意，唤起了国人对建立秸秆高效综合利用体系的关注和重
视。
秸秆综合利用现状

我国目前农作物秸秆利用的特点是：企业规模小、秸秆耗量少、资源分布广、产品品种少、授权专利多、转化推广少。国家逐年增加秸
秆利用的资金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加强了资金配套，有力地推动了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的发展。依靠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研发实力，发
挥企业和市场作用，拉动秸秆利用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江苏省2012年秸秆利用量约占全省秸秆总量的55%，但就全国而言，秸秆大规模
综合利用存在着诸多困难：1）政策扶持、社会资金投入仍然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绝大多数使用秸秆资源的企业面临亏损、停产直至
倒闭的窘境。2）秸秆原料的流通体系不健全，导致原料供应波动，收购价格和生产运行成本上升。3）关键技术尚需协同攻关；先进设备
的自研、创新和应用不够。4）项目的整体经济效益低下。5）政府引导和社会舆论宣传缺乏整体性和长期性。
秸秆技术发展现状

1）秸秆还田与堆肥：技术前期研究有待加强。由于前期的研发基础薄弱，现有的机械落后，专业的农业科技指导缺乏，导致农民更容
易选择废弃或直接焚烧秸秆。2）秸秆能源化：秸秆发电技术相对成熟，但成本居高不下。江苏省11家投运的生物质电厂秸秆燃料成本占
总生产成本的75%~80%，基本都处于亏损运营状态。其他秸秆能源化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国内现有秸秆热解气化、沼气、固体成型燃
料的生产设备设施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实际运行使用效果不佳。目前因秸秆本身的热值低、秸秆固体燃料的下游燃具和应用市场开发很不
成熟、秸秆气化焦油堵塞管道等问题，造成上述各个行业的现有生产规模和秸秆消耗体量小，经济效益低，设备处于闲置状态。3）秸秆制
板：秸秆制板的整体技术已日趋成熟，全国现有产能30万m3。但是，秸秆板受到胶料成本偏高和公众对秸秆新材料认识的局限，现有的产
业规模和市场不大。4）秸秆精细化学品：秸秆生物炼制精细化学品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秸秆的生物炼制生产纤维素乙醇、丁醇生物
基燃料、乳酸、羟基丁酸等生物基化学品、功能性低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纳米纤维素等新兴生物基功能材料的研发工作还处于实验室的
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工艺前期的研发阶段，只有少数几项技术刚刚进入了工厂小试或者中试，真正的商业化生产仍然有待时日。
5）秸秆其他利用：秸秆饲料、蘑菇生产基料、编织原料及其他利用。由于前期在饲料发酵菌种、生产工艺、饲料营养机理和饲喂技术等各
个方面都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前期研究，各个环节之间脱节，整体技术水平和实际效果还未能得到普遍认同，秸秆饲料的推广应用规模不
大；秸秆作为蘑菇生产基料和编织原料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典型的地区，行业规模和秸秆的总体消纳量不大。
构建我国秸秆高效综合利用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1）组织和政策保障：政府的高度关注与政策支持是秸秆综合利用的保障。组织成立由科技部门牵头的领导小组，加强科技要素和科
技资源统筹安排及系统管理，促进科技管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三大体系协调发展，显著提升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科技整体攻坚和创新能
力；呼吁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秸秆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落实政府投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等。加大科技创新、技术
引进与推广、产业开发和科技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2）资金保障：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每年安排一定量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秸秆
综合利用，通过长期的资金扶持、财税优惠、交通运输保障等配套政策措施，帮扶此类企业的成长和稳固，构建起一个覆盖全国的结构较完
备、运行稳定和机制长效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对技术成熟的秸秆利用科研成果要优先投入和重点扶持。3）技术保障：技术的发展是实
现秸秆高效利用的有力支撑。成立由技术专家、企业家、政策规划专家共同组成的专家顾问组，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骨干企业
承担项目，夯实产业科技创新基础，增强产业科技发展后劲。研制出秸秆综合利用的先进设备，攻克秸秆有效利用的关键技术。以秸秆还
田为主体，以秸秆发电为产业支撑，以秸秆制板为基础，以秸秆饲料—沼气为纽带的现代生态农业和秸秆
利用特色行业为补充，统筹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多元开发，错位发展，综合利用。4）人才保障：通过
国家“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平台，吸引海外人才，用好国内自培人才，加强联合、协同攻关，合理利用优势
资源，加强科技团队建设。以集体的力量攻克核心技术等难关，解决专业领域内重大的技术瓶颈，为推动
秸秆高效综合利用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构建秸秆高效利用体系
实现秸秆利用全产业链

（中国林业科学院，南京 210042）

宋湛谦，上海市人，林业工程与林产化学加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农林生物质资源的化学加工和利用开发尤其是松脂资源

的精细化利用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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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前景广阔的磷酸钙纳米材料

磷酸钙是脊椎动物骨骼和牙齿的主

要无机成分，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

生物医学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发

展不同的方法可控制备磷酸钙纳米结构

材料对其应用至关重要。目前，已报道

了多种制备磷酸钙纳米结构材料的方

法。例如：1）在室温下，通过添加有机分

子形成稳定的无定形磷酸钙多孔纳米

球。通过添加稀土元素制备稀土元素掺

杂的多功能磷酸钙纳米结构材料。2）采

用有机分子作为调控剂，可获得羟基磷

灰石（HAP）纳米棒或HAP纳米片组装空

心微球。利用溶剂热法制备出羟基磷灰

石纳米线/纳米管自组装有序阵列及编织

状结构。以油酸钙为前驱体，采用溶剂

热法成功制备出羟基磷灰石超长纳米线

以及毫米级大尺寸高度有序羟基磷灰石

微米管阵列仿生材料；以羟基磷灰石超

长纳米线作为构建材料，成功制备出新

型高柔韧性羟基磷灰石耐火纸。3）采用

微波快速加热技术制备出磷酸钙/聚丙烯

酰胺复合纳米材料、HAP纳米片自组装

空心微球等多种具有独特结构和形貌的

磷酸钙纳米结构材料。4）采用静电纺丝

技术制备出纳米结构羟基磷灰石纤维及

纤维织物。5）利用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

的含磷生物分子例如三磷酸腺苷等作为

磷源，结合微波水热等方法快速合成多

种磷酸钙纳米结构材料。采用上述方法

制备的磷酸钙纳米结构材料具有良好的

生物相容性、较高的药物/蛋白装载量和

优良的缓释和pH值响应释放性能，在生

物医学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科技导报》2015年第4期刊登了漆

超等的综述文章“磷酸钙纳米材料的制

备、性能及应用”。综述了近几年来在磷

酸钙纳米结构材料的制备、表征、性能和

应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并对

磷酸钙纳米结构材料研究领域的发展趋

势进行了展望，预期该研究领域未来的

主要发展方向如下：1）探索各种磷酸钙

纳米结构材料的合成新方法，其中多孔、

空心及多级纳米结构具有优势，微波辅

助快速合成将成为未来磷酸钙纳米结构

材料制备的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

向。此外，含磷生物分子作为具有良好

生物相容性的有机磷源在制备磷酸钙纳

米结构材料中显示出明显优势，也将是

今后一个很重要研究方向。2）发展集多

功能于一体的磷酸钙纳米结构体系，包

括药物可控释放、靶向、生物成像等多功

能；3）探索磷酸钙纳米结构材料在体内

生物学行为及机制，发展具有高生物安

全性的多功能磷酸钙纳米结构体系。

本期封面为所制备的多种纳米结构

材料的电镜照片，由朱英杰提供。本期

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导 读▶
P2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M 6.0地震前电离层

TEC异常分析

针对 2014年 8月 24日世

界时 10∶20发生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地区（38.21°，-122.32°）的M 6.0地震，利用美国地区全

球定位系统（GPS）双频观测台网和欧洲定轨中心（CODE）绘制

的全球电离层地图（GIM），分析震前上空电离层电子浓度总含

量（TEC）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结果表明，震前2 d震中附近区

域TEC相对于前25 d，TEC下边界限出现明显负异常；通过对

全球范围电离层TEC变化的空间分析，震前2 d震中附近区域

异常减小的时间持续约

40 h，且TEC减小幅度和

相对变化较为明显。此次

地震前电离层 TEC异常

减少，与以往亚洲地区地

震的统计分析结果较为一

致，但对北美地区地震空

间前兆规律还有待于积累

更多资料及分析。双频GPS观测站分布

P7 构筑捍卫生命健康的堡垒

伴随着实验条件的不断改善，科学家开始构筑起捍卫生

命健康的堡垒。本文将为读者介绍我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

内的最新成就，同时盘点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P9 线粒体DNA替代疗法法案惹争议

2015年2月3日，英国下议院通过一项历史性法案，批准

线粒体DNA替代疗法新技术。经由该技术产生的胚胎携带来

自母亲和父亲的核DNA以及来自卵子捐献者的线粒体DNA，
即所谓“一父两母”的人工受精技术。该技术有助于减少下一

代患某些严重遗传疾病的风险，但也引发科学风险讨论和伦理

争议。本文为您解读“一父两母”婴儿带来的益处、风险及伦理

争议。

P125 2015年将成为“反科技年”吗

据专家预测，2015年将成为“反科技年”，人们将开始抛

弃电子设备、社交网站以及其他科技产品，转而追求简单的生

活。这一现象真的会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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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0202--0101至至20152015--0202--1515））

1 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索网完成编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4日11:45，随着最后一根主索安装成功，国家天文台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索网制造和安装工程顺利完成，这是FAST工程的又一个里程碑。索网结构是FAST主动反射

面的主要支撑结构，是反射面主动变位工作的关键点。国家天文台的FAST索网是世界上跨度

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也是世界上第1个采用变位工作方式的索网体系。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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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海海洋大学万米级载人深渊器科考母船“张謇”号开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日，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技中心联合多家民营企业研制的

中国万米级载人深渊器“彩虹鱼”号，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科考母

船“张謇”号将于2015年3月开工建设，建造经费2.2亿元，计划

2016年交付使用。“张謇”号除了为“彩虹鱼”在马里亚纳海沟进

行 11000 m载人深潜提供科考服务外，还具备进行一般性深海

海洋科学调查、海洋事故救援与打捞、海底探险、海底考古等多种

功能。

3 中国南极内陆队圆满结束任务凯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7日上午，赴南极内陆昆仑站

执行任务的中国第 31次南极科考

内陆队返回中山站大本营，历时54
天。执行任务期间，液封深冰芯钻

实用钻取冰芯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获得大量深冰芯钻探现场经验和原

始数据。科研人员还在昆仑站安装

了第2台南极巡天望远镜。

图片来源：新华社

4 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毕业生毕业 15人被世界名校录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2日消息，南方科技大学近日为第1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

行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2011年3月，南方科技大学正式开

学，首届教改实验班有45名学生入校，最终人数为41人，符合毕

业条件的共28人。41人中有3人提前毕业，并已经在国外攻读

相关课程；5人申请延迟毕业；15人被世界名校录取。

5 宇宙学家认为宇宙暴胀直接证据不成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日消息，2014年3月，在位于南极的BICEP2的专业天文望

远镜帮助下，宇宙学家宣称找到了直接证据，表明在宇宙大爆炸

之后不到1 s内，宇宙经历了被称为暴胀的奇异的指数式急剧增

长。这些迹象来自对宇宙微波背景（CMB）的研究。而欧洲太空

局发布的公告显示，BICEP研究人员收回了当时的断言，同时报

道称并未有这样的暴胀迹象。

6 中国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器在轨验证嫦娥五号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8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宣布，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

器服务舱为嫦娥五号任务开展在轨验证，已完成调相试验，模拟

嫦娥五号着陆器月面采样期间，轨道器的飞行控制过程，验证轨

道设计、飞控时序、轨道精度等相关技术项目，为月球轨道交会对

接创造良好条件。

7 英国议会批准“三亲线粒体”基因疗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3日，英国下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允许英国研究人员

继续开展一种可以防止某些类型遗传疾病的新生育疗法。这种

被称为线粒体DNA替代疗法的技术，能让线粒体基因中携带致

病突变的女性产下基因上相关但没有线粒体疾病的孩子。该项

举措一直颇具争议，尤其是因为它会改变胚胎DNA，而且这种方

式能传递给下一代。

8 中国工业机器人数量将在2年后跃居世界首位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7日，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称，到2017年中国生产厂房中运作的

机器人数量将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每1万名工

人平均仅运作着30台机器人。据估测，到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

人总数量将达42.8万台，较目前水平增长1倍以上。汽车行业是

当前中国机器人市场上的最大客户，占比约为40%。

9 “大洋一号”完成34航次第2航段科考任务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11日消息，完成中国大洋34航次第2航段科考任务的“大洋

一号”科考船日前顺利抵达毛里求斯路易港进行补给和人员交

接。第2航段科考历时40天，航渡8天，靠港5天，在西南印度洋

工作区27天，其中实际作业约24天，航行避风3天。

10 大型强子对撞机将于3月重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12日消息，经过2年的休整，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将于 3月

重启，重启后的对撞机功率将增

加 1倍。物理学家准备通过新的

实验，在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之外

获得突破。LHC是世界上最强大

的粒子加速器。这次大休整开始

于2013年3月，现在已接近尾声。
图片来源：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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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造

成数千人死亡，并且蔓延到西欧和美国，

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恐慌，成为 2014
年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埃博拉

疫情暴发后，多国科学家迅速行动起来，

积极研究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希望可

以尽早祛除这个萦绕在西非上空近40年
的梦魇。

埃博拉病毒虽未传入我国，及早开

展相关研究工作却刻不容缓。2003年

SARS病毒的暴发使我国加快了建立公

共卫生安全体系的步

伐，而充分研究埃博拉

病毒、SARS 病毒等病

毒微生物，则是有效地

开展预防、控制和治疗

等工作的基础。1 月

31日，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

验室（武汉P4实验室）正式竣工，这标志

着我国正式拥有了研究和利用烈性病原

体的硬件条件，我国病毒学研究和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1月31日
《光明日报》）。

国际上根据微生物的传染性和危害

性，将其分成 4个等级，其中分类为一级

的微生物，与人类的健康和疾病无关，再

往上传染性和危害性逐级增大，四级微

生物可以引起严重或致死的疾病，但通

常没有预防和治疗方法，如埃博拉病毒

和炭疽杆菌等。与这个分级相对应，生

物实验室也分为 4个等级（从 P1到 P4），

P4实验室是人类迄今为止建造的生物安

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科学家只有

在这样执行严格安全标准的实验室，才

能对烈性病毒进行保存和研究。

目前世界上已经建成的P4实验室共

有 23个，其中 13个已经投入使用，我国

从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后开始筹建 P4
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的建成无疑是构

筑了一座捍卫生命健康的堡垒，将会有

力地促进我国公共安全卫生体系的完

善，它的意义正如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所长陈新文陈新文所说：“此次埃博拉病

毒在非洲暴发并威胁世界的事实再次告

诉我们，病毒是无国界的。武汉P4实验

室必将为我国乃至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

出应有的贡献。”

以武汉 P4实验室的建成为标志，我

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实验条件已经逐步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生命

科学的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重大成

果不断涌现。2月10日，科技部基础研究

管理中心公布了“2014年度中国科学十

大进展”结果。这 10 项由两院院士和

“973”计划顾问组等专家从 2014年 270
项基础研究进展中投票选出的成果，也

是2014年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而

在此次的十大科学进展中，生命科学领

域的研究成果就占到了 4席（2月 10日

《光明日报》）。

这4项突破性成果分别是：提出并证

实极体移植可有效阻断线粒体遗传病的

传递；利用极体高通量测序结果精确推

演出母源基因组信息；发现新生期心脏

具有重新生成冠状动脉的能力；发现炎

症性半胱天冬酶是胞内细菌脂多糖的先

天免疫受体。其中前两项研究涉及试管

婴儿相关技术，分别可以有效防治遗传

性疾病及提高辅助生殖技术；后两项则

分别为心血管疾病和败血症的治疗和药

物研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些研

究成果的问世，让饱受这些疾病折磨的

患者看到了曙光。

线粒体遗传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遗

传疾病，目前尚无任何有效的治疗方

法。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来源，正常人

的体内都有一些发生病变的线粒体不能

正常供能，但是线粒体疾病患者的绝大

多数线粒体都处于无法供能的状态，这

样患者就会出现肌肉萎缩、发育迟缓和

心脏病等疾病，严重的会导致死亡。而

且由于后代的线粒体完全来自母亲，因

此母亲如果患病，后代必然患病。令人

欣喜的是，英国科学家正在进行的一项

研究却为患病母亲带来了产下健康子女

的希望。

伦敦当地时间 2月 3日，英国下议院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允许英国研究

人员继续开展一种被称为线粒体DNA替

代疗法的技术，该技术能让线粒体基因

中携带致病突变的女性产下基因上相关

但没有线粒体疾病的孩子（2月5日《中国

科学报》）。不过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备

受争议，原因是它在替换患病母亲卵细

胞线粒体的过程中会改变 0.1%的胚胎

DNA，并将这种改变遗传给下一代。形

象地说，通过这一疗法诞生的婴儿，会有

2.001个父母，而这多出的0.001个“母亲”

就是提供含有正常线粒体的卵细胞的女

性。此前美国科学家

也曾开展过类似研

究，但随后即因伦理

争议被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叫停。

然而如果我们回

顾医学史就会发现，类似这样有关伦理

的争议并不是第 1次出现。1978年 7月

25日，当世界上第 1个试管婴儿 LouiseLouise
Joy BrownJoy Brown在英国降生时，也曾引起过巨

大争议，备受伦理拷问。但是30多年来，

这一技术造福了无数因为各种原因不能

正常生育的夫妻，圆了很多人成为父母

的梦想。时至今日，试管婴儿已经司空

见惯，也不再是争议的焦点。如果一项

技术真的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同时并未

突破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那么我们就

应该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毕竟每

位女性都该享有生育健康子女的权利。

如果这项决议能在上议院通过，那么到

2015年10月英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1个
允许“三亲育子”的国家，第1个借助该疗

法降生的婴儿也将于 2016年呱呱坠地。

（详细报道详见本期科技事件）

在医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黑死病

曾经导致 7500万人丧生，1918年到 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也造成了数千万人死

亡。这些历史上最致命的疾病不断在提

醒人类，捍卫生命健康有多么不易。随

着武汉P4实验室的建成，科学家们有了

一座坚固的堡垒，可以勇敢地向那些仍

然威胁人类的致命病毒“亮剑”。在与各

种疾病斗争的路上，科学家们不断取得

新的胜利。他们虽知道阻且长，却也一

往无前。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构筑捍卫生命健康的堡垒构筑捍卫生命健康的堡垒

面对致命病毒的威胁，科学家们构筑起坚固的堡垒，去捍卫

人类的生命健康。在与各种疾病斗争的路上，科学家们不断取得

新的胜利。他们虽知道阻且长，却也一往无前。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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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我从来没有说过颠覆或替代之类的

话。我们一直表述的是扩展冯·诺依曼

结构，由单机到网络，我在国际学术会议

上也这样讲，在美国的几个大学作学术

报告时也这样讲，2007年申报中国工程

院院士时也是这样讲的。如果错了，那

就是我的错误。计算机领域有许多我不

懂的东西，我的认识有许多局限性，也会

经常犯错误，但我愿意学习和接受批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中南大学校长

张尧学张尧学

《科技日报》[2014-01-26]

躺在空旷的田野上，抬头就是星星

满天的夜空，会很自然地去寻找最亮的

那一颗，也时常把这些不断闪烁的亮点

连线组合，让它们符合想象力深处最有

趣的形象。基础科学研究需要积累和沉

淀，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机遇就会

不期而至。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

陈雪飞陈雪飞

《中国科学报》[2014-02-03]

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

技术和经济方面有竞争力，它必须集中

于能实际产生市场效益的实用性技术的

发展，并使经济持续发展。从历史的角

度来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一个

社会将自己局限于技术转化，显然，经过

一段时间，基础研究不能发现新的知识

和新的现象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转化

的了。所以，技术的发展是生根于基础

研究之中。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丁肇中丁肇中

《光明日报》[2014-01-29]

坦率地说，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

的影响，学术界的学风并没有根本性好

转，学术不端、学术失范乃至学术腐败问

题仍旧存在。每当进行评审时，常见各

类游说或者说情的邮件、短信、微信，甚

至在一些高级别的学术评审中也并不鲜

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校长校长 黄维黄维

《现代快报》[2014-01-28]

要发展基础研究，政府各级管理部

门要积极为科研人员创造条件，而不是

今天一个计划，明天一个计划，好像通过

一系列计划，就能把某个人送到斯德哥

尔摩去领奖似的。历史上重大的原始创

新的出现，很少是通过计划来实现的。

我们的管理机构要做的是，尽量让科技

界保持平静与稳定，不要让科技工作者

为了各种“科研计划”去努力。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研处处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科研处处长、、

物理科学学院教授物理科学学院教授 乔从丰乔从丰

人民网 [2014-02-03]

国家要大力支持、扶持和倡导基础

研究，包括人力资源投入、团队和平台建

设、舆论导向等。1978年是“科学的春

天”到来，2015年应该有“基础研究的春

天”到来！

———安徽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安徽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肖箭肖箭

人民网 [2014-02-03]

我总是说我在中国高铁事业发展过

程中，是一个“布道者”，是一个“行

僧”——我更愿意叫“行僧”。苦吗？也

苦，但是和过去的那个苦不太一样，这中

间也有乐趣。我的理念、想法、知识得到

了传播，并且通过大家的实践能够有结

果，这是很快乐的事。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

贾利民贾利民

《中国科学报》[2014-01-30]

智库建设应警惕乱贴标签，防止“虚

热”“虚胖”以及一哄而上。新型智库应

通过战略规划、制度设计，发挥好决策参

考的发源地、人才培养的蓄水池、社会舆

论的罗盘、国际交流的大舞台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主任主任 王荣华王荣华

《人民日报》[2014-02-05]

当看到中央对于智库发展建设的重

视之后，似乎在一夜之间，涌现出众多智

库，智库评估机构也纷纷兴起，在根本没

有搞清楚究竟何为智库、何为大学，没有

弄懂智库的战略定位、运行模式和治理

结构的前提下盲目排名。如果图一时热

闹，所有高校都变成智库，将是智库建设

的悲剧。排名之风也在某种程度上滋生

了智库界的浮躁，这些当引起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薛澜

《人民日报》[2014-02-05]

在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里，

行政的高效与教授、科研人员的投入形

成完美组合。一流的管理，是一流科研

机构、一流大学核心的要素之一。而一

流的管理，一方面来源于制度设计，另一

方面来源于管理人员的高素养以及对科

研、教育的持续思考、深入理解。

————21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熊丙奇

《中国科学报》[2014-02-06]

即使全年没有出成果，在年终考核

时，该有的福利照发，甚至向年轻人倾

斜。让他们不为生计发愁才能安心研

究。在一个没有压力的宽松的氛围中，

年轻人只要全心投入做好该做的、想做

的事情，成果自然就出来了。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张过张过

《中国科学报》[2014-02-06]

得到公众的认可，我最大的感想是

通过掌握核心技术打造自主品牌需要长

期技术积累，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持之以

恒，不放弃，不动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机与控制学院院长计算机与控制学院院长 李国杰李国杰

《中国科学报》[2014-02-06]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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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线粒体DNADNA替代疗法法案惹争议替代疗法法案惹争议
———世界首个—世界首个““三亲婴儿三亲婴儿””或将诞生或将诞生

2015年 2月 3日，英国下议院以 382
票赞成、1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历史

性法案，批准线粒体DNA替代疗法新技

术。该技术将来自携带缺陷线粒体卵细

胞的遗传物质转移到拥有健康线粒体的

捐献者卵子内。产生的胚胎携带来自母

亲和父亲的核DNA以及来自卵子捐献者

的线粒体DNA，即所谓“一父两母”的人

工受精技术。该技术因有助于减少下一

代患某些严重遗传疾病的风险而受到倡

导者青睐。然而，此技术会改变胚胎

DNA，并且这种方式有可能传递给下一

代，且该疗法因涉及到技术伦理亦激起

巨大争议。“一父两母”婴儿带来的益处、

风险及伦理争议该如何解读，“三亲婴

儿”聚焦无数关注目光。

线粒体DNA替代疗法：科学意义与风险

人类的遗传物质除核DNA外，还有

线粒体DNA。受精卵的线粒体主要来自

卵子，当女性已确定为严重的线粒体遗

传病患者时，遗传病可通过其卵子内的

线粒体DNA遗传给下一代。如果将生育

夫妇中女方的卵子的核移入到来自健康

女性的已去核的卵子中，再将这个重新

合成的卵子与男方精子通过体外受精获

得胚胎，移植回女方子宫可发育成胎

儿。以此去除母亲卵子中有缺陷的线粒

体，确保新生婴儿健康。

不少科学家表示，这项疗法具有重

要的科学意义。“线粒体DNA替代治疗技

术发展到今天，具有其技术可行性。这

种可行性来源于当前日趋成熟的以细胞

核为核心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润林马润林告诉《科技导报》，科研人员能够

把一个动物细胞的细胞核与另一个个体

的去核细胞（如去核卵母细胞）重组形成

一个全新的细胞乃至生命个体，也能够

实现细胞至内线粒体DNA的置换。

“目前已经在小鼠、猴子和人工培养

的卵细胞上测试了这项技术，前期研究

表明了该技术的可行性和相对安全性，

为下一步开展人体的临床试验奠定了基

础”，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

员王前飞王前飞告诉《科技导报》，除了临床实

际应用价值，这项技术的实施也有助于

探究线粒体和核DNA在受精和个体发育

中是否存在相容性的问题，有重大科学

意义。

不过，也有科学家对这项技术的科

学风险表示担忧。“线粒体DNA替代疗法

涉及人工授精、核移植和胚胎移植技术，

其中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在人工辅助生

殖中已经广泛应用，虽然也还有安全性

问题，而核移植安全风险最大。”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鲍鲍

时来时来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该技

术仍需谨慎对待。此外，BBC报道也指

出，有学者认为这项科研成果将不同基

因进行“恣意”的组合配对，将可能导致

“发育或生理障碍”，容易得癌症。

伦理争议不容忽视

英国人类受孕与胚胎学管理局的数

据显示，全球每 200名婴儿中，就有一人

受到母亲线粒体基因影响，每 6500名婴

儿中便有 1名会因线粒体基因缺陷患上

严重疾病。虽然线粒体DNA替代疗法可

能为患者家庭带来规避遗传疾病的希

望，然而由于该技术会改变胚胎DNA，而

且这种方式能传递给下一代，所以其引

发的伦理争议仍十分激烈。

“三亲后代在做亲子鉴定时，只能用

核DNA，而不能用线粒体DNA，以确定其

生养父母的身份。”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主

任李巍李巍告诉《科技导报》。该技术相对规

避了“克隆人”的伦理争议，同时也避免

了所谓“代卵技术”导致的捐赠卵子核

DNA可能引起的后代个体性状变化或遗

传病。但是接受该项技术的家庭，所生

育第一代的线粒体DNA均来自捐赠的卵

子，第一代男性如果继续婚育，其线粒体

DNA则基本不遗传给第二代。从这种意

义上说，“三亲男后代”不会将捐赠方的

线粒体DNA再遗传下去，在生物学上可

能受到的争议更少，但可能同时会带来

选择性生育男性的伦理之争。

此外，科学家指出，捐赠者卵子除线

粒体DNA以外的细胞质成分对后代性状

是否有影响尚不够清楚。鲍时来告诉

《科技导报》，“除了提供线粒体DNA，捐

赠者卵子细胞质还可能影响细胞核中基

因表达（表观遗传），从而可能部分影响

后代表型（性格、长像等）”。不过，也有

学者认为，从女性捐献者引入的基因只

占婴儿总基因的0.1%，所以不会影响“三

亲婴儿”的相貌、血型、染色体、性格等，

婴儿的这些基本特征，只会遗传于自己

的父母。

长远影响有待观察

“这项新的生物技术所带来的新生

命体的长远生物及社会效应需要继续观

察。”马润林告诉《科技导报》，当前技术

尚不十分完善，其操作过程或多或少会

给受体细胞带来一定程度的机械创伤。

为预防线粒体DNA缺陷相关疾病而将三

方遗传物质组合而成的新生命个体及其

后代在健康、寿命、行为等方面的整体后

果甚至利弊得失需要较长时间来评估。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惠利健惠利健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也表

示，该技术未来是否会出现预料之外的

状况，目前难以判断。目前该技术只在

特定的小部分人群中有针对性地使用，

而对整体人类的影响则有限。

谈及该技术未来的发展，马润林表

示，已经应用于人类生殖方面的此项技术

是当代生物技术的最高水平和最成功范

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更加

完美分离捐赠者线粒体DNA、精细去除

去核卵母细胞的原有线粒体DNA以及精

细分离供体和遗传物质或者细胞核等。

虽然已经获得英国下议院投票通

过，该线粒体DNA替代疗法新技术还需

继续在英国上议院获批，若投票通过，该

技术将率先在英国获得合法地位。世界

首个“三亲婴儿”将有望在2016年出生。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9



科技导报 2015，33（4）www.kjdb.org

·科学共同体要闻·

2015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光年，2015
年2月26日适逢新中国光学事业主要奠基人

和开拓者王大珩先生的百年诞辰。为缅怀王

大珩先生，弘扬、传承其精神，促进光学事业

发展，北京光学学会、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

会、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光电研

究院、北京光机电一体化协会5单位联合，于

1月 30日在京举办“首都光学界纪念王大珩

先生诞辰百年、传承大珩精神报告会暨 2015
国际光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中国工程院

院士杜祥琬杜祥琬、周立伟周立伟、许祖彦许祖彦、姚骏恩姚骏恩、张钟张钟

华华、、李天初李天初，中国科学院院士简水生简水生，以及首

都光学界相关单位代表共258人出席报告会。会上还举办了首都光学界2015国际光年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 北京市科协 [2015-02-09]

纪念王大珩百年诞辰开启国际光年大幕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协同创新澳门论坛”举办

2月 3—4日，由中国科协和澳门特

区政府联合主办，澳门科技协进会承办

的“协同创新澳门论坛”在澳门科学馆举

行。本次论坛作为庆祝澳门回归15周年

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促进两岸四地整合

科技创新资源，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推

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好地服务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张勤张勤应邀担任论坛主礼嘉宾并在

开幕式致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崔世安、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姚坚姚坚、中国产

学研合作促进会执行副会长王建华王建华、香

港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谭伟豪谭伟豪、澳门

科技协进会理事长崔世平崔世平、台湾玉山科

技协会理事长王伯元王伯元等出席论坛并担任

主礼嘉宾。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内地专家学者，国务

院港澳办、澳门中联办相关人员，中国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来

自韩国的科技工作者共300余人出席论

坛开幕式。中国科协交流部副部长陈剑陈剑

主持开幕式。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2-25]
秦大河当选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

2月1日，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第五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中国科学院

院士孙鸿烈孙鸿烈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第四届理事

会副主席王会军王会军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

大会听取了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主席

高登义高登义代表第四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

告等，选举产生了由99名理事组成的第

五届理事会，通过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修改后的《中国科

学探险协会章程》。在随后召开的中国

科学探险协会第五届第一次理事会议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秦秦

大河大河当选为协会主席。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2015-02-04]
2015年我国生物灾害防控

形势严峻

1月 28—29日，由中国科协调宣部

主办，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承办的2015年

中国科协预防与控制生物灾害分析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

国林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水产

学会和中国气象学会负责人和专家共51
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理事长陈万权陈万权主持。

与会专家分作物、林业、畜牧兽医、

水产等 4个组进行研讨，认为 2014年农

作物病虫害发生总体为中等至偏重，直

接经济损失百亿元以上。由于病菌毒性

变异、病虫害发生基数、栽培制度、种植

结构和气候条件等有利于生物灾害发

生，预计2015年我国生物灾害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农作物重大病虫草鼠害总体

维持多发、重发和频发态势。对此，专家

提出 2015年防控对策建议。会后形成

的《2014年生物灾害状况和2015年预防

与控制生物灾害的报告》将呈送国家有

关部门。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2-04]

夏红民当选甘肃省科协主席

2月3日，甘肃省科协第七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在兰州市召开。甘肃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连辑连辑出席会议并讲

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夏佳文夏佳文出席会议。

甘肃省科协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杨新杨新

科科主持会议并代表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会上，甘肃省副省长夏红民夏红民被补选为甘

肃省科协第七届委员会主席。

甘肃省科协 [2015-02-10]
麻疹中医药防治专家

座谈会召开

2月3日，为了发挥中医药在麻疹防

治中的特色优势，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北

京召开了麻疹中医药防治专家座谈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曹正曹正

逵逵、副秘书长洪净洪净，急诊分会主任委员王王

融冰融冰，急诊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医

院院长刘清泉刘清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控处张静张静等来自北京、天津、河南、山

东、辽宁等地的12位中医、感染病专家出

席会议。相关数据显示，每年的3—5月

份是麻疹病例高发期，应给予高度重

视。与会专家就中医药在麻疹防治中的

特色优势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形成了共

识：中医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在麻疹防

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具有鲜明特点，

应当充分发挥作用，以有效应对疫情。

中华中医药学会 [2015-02-06]
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发布

2月2日，Elsevier发布2014年中国

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
searchers）榜单。

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的研究

数据来自爱思唯尔旗下的 Scopus数据

库，该榜单采用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

有 限 公 司（ShanghaiRanking Consul⁃
tancy）开发的方法和标准，基于客观引用

数据对中国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力进行了系统分析。榜单将 1651名最

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呈现给学术界

和公众。其中复旦大学张远波张远波，清华大

学施一公施一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李灿李灿分别位列物理和天文学，生化、

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化学工程领域榜首。

Elsevier科技部中国区网站

[201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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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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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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共分2期刊载韩

启德主席的工作报告，报告有删节。

关于2015年的工作安排

2015年中国科协工作的总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以学会工

作为主体，以科技人才工作、决策咨询工作和科学素质工作为重

点，以科学文化建设为基础，以钉钉子精神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

署，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

战场，努力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更加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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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习近平总书切实把习近平总书

记科技创新思想化作创新驱动发展的自觉实践记科技创新思想化作创新驱动发展的自觉实践。。坚持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作为新时期推动科技创新的行

动指南，开展科协发展战略研讨，牢固树立辩证思维、系统思维、

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强化大局意识和使

命担当，引导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起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科技支

撑的历史使命。深入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我

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进一步认清科协工作在

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制定好科协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

第二第二，，以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为抓手以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为抓手，，在积极在积极

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方面更加奋发有为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方面更加奋发有为。。进一步突

出学会在科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按照加强学会能力建设、助力

创新驱动发展、开展学术交流示范、引导学科发展、承接政府转

移职能、打造精品科技期刊、培养举荐青年人才、夯实学会发展

基础等“1+7”的工作部署，发挥好学会横向联系广泛的优势，做

好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工作，更加积极主动挺进科技创新

和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强学会改革创新，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承

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与广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办好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

第三第三，，以加快推进科普信息化为抓手以加快推进科普信息化为抓手，，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方面更加奋发有为。。实施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全力打造“科普

中国”品牌，创新科普运营模式，推进信息化与科普活动深度融

合，促进科普资源广泛应用。进一步加强科普基础条件建设，加

快推进科技馆免费开放，编制《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16—
2020年）》，推动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创新升级。推进科普

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科普志愿服务工作，继续办好“全国科普日”

等重点主题活动，实施好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加大对公众参与生

态保护活动提供科技支撑的力度，把优质高效科普服务精准送

达基层人民群众。完善科学素质纲要实施长效机制。

第四第四，，以开展独立第三方创新评估为抓手以开展独立第三方创新评估为抓手，，在打造高水平科在打造高水平科

技创新智库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技创新智库方面更加奋发有为。。充分发挥中国科协在推动科技

创新方面的优势，深化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建设工作，启动高端智

库建设试点，提升科协作为科技创新智库的水平，在国家科技战

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积极稳妥推进第三

方创新评估工作，精心选择评估试点项目，切实加强制度建设，

紧紧抓住中央出台《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管理改革的方案》的契机，支持有条件的学会承担科技计划绩效

评估委托任务，发挥好创新评估作为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重要

手段的作用。完善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制度。

第五第五，，以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抓手以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抓手，，在服务科技工作者在服务科技工作者

创新创业方面更加奋发有为创新创业方面更加奋发有为。。全力做好院士推荐工作。着眼于

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

新团队，联合中组部、科技部等部门出台文件，推动采取一揽子

措施改进科技人才培养方式和评价机制，促进高校、企业与科研

院所之间的人才流动，提升科技人才队伍创新能力。千方百计

抓好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实施科技新星计

划，以35岁以下的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人才为重点，加大对“小

人物”的支持力度。改革调整科协奖励项目，优化结构、加大力

度，着力打造具有学术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的科协奖励品牌。

第六第六，，以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为抓手以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为抓手，，在搭建创新前沿国际在搭建创新前沿国际

合作平台方面更加奋发有为合作平台方面更加奋发有为。。精心办好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

议开成机器人领域的奥林匹克大会。创新“海智计划”体制机

制，大力推动海外人才离岸创业基地建设，千方百计凝聚更多海

外高端科技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坚持引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争取在华召开更多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特别是高技

术大会，加大中国科学家获得国际大奖的推荐力度，支持更多的

优秀青年科学家走向国际舞台。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第七第七，，以做好优秀科技工作者宣传工作为抓手以做好优秀科技工作者宣传工作为抓手，，在引导践行在引导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更加奋发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更加奋发有为。。继续通过资料采集、

专题展示等多种形式做好科技人物宣传，完成中国现代科学家

主题展全国巡展任务，举办“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

传工程”汇演活动，加大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和创新团队的宣传

力度，在全社会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加大

国际宣传力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科技中国

的良好形象。发挥科学精神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

促进作用，研究出台科学文化建设纲要和科技工作者行为规范。

第八第八，，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群团工作的意见为抓手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群团工作的意见为抓手，，在建科在建科

技工作者之家技工作者之家、、交科技工作者之友方面更加奋发有为交科技工作者之友方面更加奋发有为。。抓紧研

究制定中国科协学习贯彻中央部署、加强和改进科协工作的实

施意见，推动建设科协搭台、党政领导参与的科技界定期协商机

制，建设以促进交流共享、加快成果转化为导向的中国科技创新

网，建设以大学科为依托、邻近学会参与的学会联盟，建设学会

为主导、官产学研用金参与的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全国科协基

层组织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群团发展道路。紧紧抓住中国

科协与统战部、农业部等联合发文契机，加快在企业、高校等科

技工作者密集地建立科协基层组织的步伐，拓展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发挥作用的空间。认真做好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筹建工作。

健全完善学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规范学会财政性专项经费

管理，加强学会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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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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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黄清华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脑库），特聘研究员。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专利制度的核心是鼓励技术发明创造。因此，健全技术创

新激励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关键是要在产权上建立鼓励

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

我国现行职务发明专利权属制度的缺陷

依据我国《专利法》，职务发明创造不仅归雇主所有，而且其

范围定义太宽，包括“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

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对于“同样是执行本单位

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从事研究工作，

有的人能有重大成就而有的人却成果贫乏”的现象，这一规定缺

乏针对性，难以从产权制度上激励发明创造。可以说，专利权属

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严重限制了我国科技人员的主动性、灵活性

和创造空间。

根据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2条第1款，职务发明具体

包括：1）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的发明创造；2）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

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做出的发明创造；3）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

作后1年内做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

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这一定义接近德国法律中“职务

发明”的规定，但德国的职务发明专利的原始权归发明人，雇主

拥有的是实施选择权。

我国法律这种过于强调“公有”的职务发明权属观，实践中

不仅不利于鼓励创新，还易滋生一些本可避免的诉讼风险。例

如，2008年3月，哈某自行设计发明医疗器械“多功能喉镜”后，

向国家专利局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专利证书。同年4月，

哈某欲将其专利权转让给某市医疗器械厂时，哈某所在医院以

该项专利系利用本院设备在本职工作中搞科研发明为由，要求

哈某将专利权交回医院，否则将不对其进行立功、晋级申报工

作。哈某当时迫于医院压力函告国家专利局将专利权转归医院

所有。同年10月，哈某又致函国家专利局，表示该项专利权所

有权人的变更非本人真实意思，要求撤回转让申请。2009年5
月，涉案医院从某市医疗器械厂取走哈某的专利证书。为此，哈

某向所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权利归属。

本案两级法院认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是指利用本单

位的资金、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本案

所涉实用性多功能喉镜，从设计研制念头的萌发、构思到设计、

试制所需的原材料，均是哈某在本职工作之外作出的发明创造，

哈某在设计“多功能喉镜”和申请专利之前，被告某医院从未下

达该项科研任务，哈某也未利用本院设备和经费，故属非职务发

明创造，这种“多功能喉镜”专利权应归哈某所有。

在一个鼓励发明创造的专利法框架下，企业通过建立公平

合理的权属分配机制和权属商谈机制，从产权上健全鼓励发明

创造的激励机制，类似本案这种专利权属纠纷完全可以避免。

改进鼓励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专利申请第一大国。然而，汤森路透

的报告显示，全球最具创新力100家企业，无一家中国公司。国

际上，评价专利技术的指标，除了专利申请数量之外，还有3项

质量标准：1）成功率，即最近3年专利申请数与批准数之比；2）
全球化，即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4大专利局申请的专利数；

3）影响力，即专利的他引频率。按照这样的标准，全球最具创新

力100家企业大多数为美国和日本公司。

这一结果与美国、日本政府实施激励型科技政策、公司实行

奖励制度鼓励发明创造密切相关。激励或奖励不仅包括金钱和

荣誉上的鼓励，还包括权属上的倾斜制度。依据发明人成果的

取得方式，以及技术创新发明人与其作出该项创新技术所依托

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对发明成果的权属作出不同安排或约定，并

可制定相应的累积计分制、等级奖励制等多种表彰制度。

相比之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关于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一直要求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

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依法或依政策给予奖

励。然而，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案，一些企事业单位往往

强调职务发明归单位所有，职务发明人常常享受不到应得的奖

励，不少职务发明人难以获得依公平原则应该享有的发明产权、

荣誉和经济回报，员工发明创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导致专利技

术质量也普遍不高。

针对此情，国家层面应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综

合考虑发明创造人的智力劳动和智慧贡献、获得发明成果的方

式、用人单位提供的各种条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作用：1）建立

专利权共有制度和权属协商制度，承认智慧贡献和智力劳动对

于技术发明创造的根本性；2）规范公共机构职务发明人的补偿

和奖励制度，细化国有和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的职务发明人补

偿和收入分配办法，落实对发明人的激励机制；3）在成果转化发

明方面，允许雇主优先选择实施雇员非职务发明专利。

在企业层面，应通过职务合同或委托合同等协商方式，建立

依据公平原则商谈横向联合和协同创新的机制，明确专利技术

质量要求。为此，需要从严界定职务发明的适用范围、条件，给

雇员或第三方留有更多自由创造的空间，探索以共同所有权、雇

员享有专利权、独立合同方所享有的权利、其他第三方所享有的

权利这些法律方式激活发明创新动力的具体制度条件，为提高

专利技术质量提供制度支持。

总之，只有从政府和企业层面共同改进鼓励发明创造的激

励机制，才能有效克服制约重大发明创造成果喷涌而出的消极

因素从而全面提升专利技术质量。

我国急需改进对发明人的激励机制我国急需改进对发明人的激励机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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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制备出优良性能的功能化
氧化石墨烯纳米带/乙烯-乙酸乙烯共聚物

石墨烯纳米带（GNRs）是一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

层条状结构的不渗透材料，在高阻隔应用领域具有较

大的发展前景。但其制备较困难，而GNRs的前驱体

——氧化石墨烯纳米带（GONRs）虽制备简单、抗渗

透性优良，但在部分有机溶剂中分散性很差，限制了

其在复合材料领域的应用，因此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

改性剂/方法来对其进行改性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研究采用纵向氧化切割多壁碳纳米管（MWNTs）
法制得GONRs，利用KH-570对其进行改性得到功

能化氧化石墨烯纳米带（K-GONRs），以EVA树脂为基体，通过溶液溶解和

涂覆成膜工艺制备了K-GONRs/EVA复合材料薄膜。研究发现，K-GONRs
具有低缺陷、结构致密，形状规整、均一等特点，通过 FE-SEM可发现K-
GONRs大都平行均匀地分布于复合材料薄膜中，这种多层、平行分布的特殊

结构为该复合材料薄膜的高阻隔性、高力学性能创造了条件。

在目前国内外文献中，K-GONRs对EVA薄膜阻隔性能的影响方面还鲜

有报道，本方法制备的EVA薄膜具有优异的阻隔和力学性能，可应用于对阻

隔性能有较高要求的领域。（网址：jme.biam.ac.cn）
《材料工程》[2015-02-04]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杨雪

全球海洋预报与科学大数据

全球海洋预报是当前国内外海洋预报领域的

前沿方向之一，与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以及开发深远海资源等各类海洋活动日

益走向深海大洋的迫切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全

球海洋预报的突出特点是使用并生成海量的数

据，充分体现了大数据的基本特征。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王辉王辉等研究人员从论

述大数据的起源、概念和本质开始，介绍了全球海

洋预报的基本理论，进一步

结合数据同化、模式数据和

产品分发等3个方面具体阐

述了全球海洋预报中使用的

观测数据和生成的模式数据

等大数据，并指出了全球海

洋预报以及海洋大数据未来

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亟需解

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网址：

csb.scichina.com）

《科学通报》[2015-02-05]

用细胞上清复苏冻存细胞可以

显著提高细胞的存活率
为对细胞培养体

系中出现的杆状污染

物进行分离和鉴定，

并探讨如何清除该污

染物，吉林大学熊天熊天

庆庆等研究人员采用固

体培养基平板划线法

分离细菌株，通过荧

光染色和透射电镜对其进行形态学观

察；结合 16S rRNA基因序列分析，进行

菌株鉴定；用生长状态良好的细胞上清

复苏冻存的已经污染的细胞，检测细胞

复苏的存活率。该污染物经形态学和

16S rRNA基因序列鉴定为苯基杆菌，形

态学观察表明它有一个二态生命周期，

即游动期和附着期。大多数情况下该菌

可以与宿主细胞共生，常规抗生素均不

能彻底清除该细菌。采用生长状态良好

的细胞上清复苏冻存细胞可以明显提高

细胞的存活率。（网址：journals.im.ac.cn/
acta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5-02-04]

染料探针分子可对水中铜离子

可视化识别
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

验室杨洪宝杨洪宝等人设计合成了以罗丹明为

母体的探针分子RCu，可实现对Cu2+的

选择性识别。在 HEPES缓冲溶液（2×
10-5mol·L-1，pH 7.4）的测试体系中RCu
本身无颜色，加入Cu2+后溶液变为粉红

色，而且加入其他常见金属阳离子无颜

色变化。探针分子可识别较低浓度

的Cu2+，检出限可达

6.37×10- 8 mol·L- 1。

同时探针分子可用于

试纸化检测，对水样

中的Cu2+可实现低浓

度的检测，具有一定

的实用价值。（网址：

www.hgxb.com.cn）
《化工学报》[2015-02-05]

北京冬季雾霾天气下颗粒物及其

化学组分的粒径分布特征研究
为认识雾霾天气下颗粒物及其化学

组分的粒径分布特征，研究人员利用 13
级低压撞击采样器采集北京城区冬季一

次典型雾霾天气下的大气颗粒物，采用

离子色谱和元素碳/有机碳分析仪分析

PM10中不同粒径的水溶性离子、元素碳

和有机碳组分，获得了颗粒物及其化学

成分的粒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不同

天气下颗粒物质量浓度大小为：雾霾>多

云>雪天>晴天。4种天气下 PM2.5/PM10

均大于 74%，说明冬季污染主要是由细

颗粒物污染引起。SO4
2-、NO3

-、NH4
+、Cl-、

Ca2 +是最主要的水溶性离子。SO4
2-、

NO3
-、NH4

+在 0.76 μm出现单峰；Ca2+和

Mg2+在0.31和5.13~8.09 μm出现双峰，

主要分布在粗模态；Cl-和 K+在 0.76和

5.13 μm出现双峰，主要分布在细粒径

段。OC、EC也富集于细粒子，显单峰结

构。随污染程度增加，二次无机离子及

碳组分浓度均显著增加，SO2、NO2的表

观转化率以及OC/EC在灰霾期间都远远

高于二级良，可见二次无机源及有机源

是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空气流动性差的

灰霾持续期，机动车尾气排放的EC等一

次污染物贡献增加。分析NO3
-/SO4

2-的粒

径分布发现，机动车尾气对爱根核模态

及凝结模态的亚微米模态（< 1 μm）贡献

大于固定源，机动车

尾气排放对大气污染

的贡献已十分凸显。

此外，燃煤污染的区

域输送对污染的形成

也有重要贡献，重污

染期间土壤扬尘的贡

献较小。（网址：www.
actasc.cn）

《环境科学学报》[2015-02-06]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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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兰科植物全基因组序列公布

兰科植物千百年来激发了人们的丰富想象，世界首个兰科植物全基因组序列及分析“兰花基因组计

划”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 Genetics第1期上。

该研究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黄来强黄来强和国家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暨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

研究中心刘仲健刘仲健共同发起和领衔。研究人员介绍了兰科植物（兰花）在科学和文化历史上的特殊重要地

位；兰花多姿多彩创新性的花朵、传粉、生活和生理特性，小兰屿蝴蝶兰的代表性以及具有景天酸光合代

谢途径的特性，为进化生物学提供了无以匹敌的模式系统。此外，着重对小兰屿蝴蝶兰全基因组序列及

分析成果的各项主要发现进行了解读和讨论，指出其重大科学意义和潜在应用前景。小兰屿蝴蝶兰全基

因组序列的发表为更深入理解兰科植物多样化的形态进化和生理适应打开了大门。（网址：www.nature.
com/ng/index.html） 清华新闻网 [2015-02-08]

研究称常运动使人更年轻
从 生 理 学 角 度

讲，经常运动的老年

人更接近于年轻人，

年龄几何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自己。研究

成果发表于 2月 1日

The Journal of Phys⁃
iology上。

英国科学家们选择了坚持大量运动

的健康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结果

证明，年龄对骑车运动者的影响并不明

显——从几乎所有的指标上都能看出，

数十年来，他们的生理机能保持得相当

稳定。在这方面，他们与同龄人之间的

差距远远大于他们与年轻人的差距。就

整个群体而言，哪怕是其中年纪最大的

骑车运动者的平衡力、反射、新陈代谢健

康和记忆力都处于年轻人的水平。

然而，研究也证明衰老的某些方面

确实不可避免，就算进行体育锻炼，年龄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耐力和力

量。总之，研究数据表明，在经常进行

体育运动的人中，衰老程度完全不同。

（网址：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
10.1111/(ISSN)1469-7793）

中国新闻网 [2015-02-08]

新型纳米酶设计取得进展
纳米二氧化铈是重要的稀土纳米材

料，具有很高的表面活性，但其生物医学

应用尚处萌芽阶段。其主要瓶颈之一是

具有生物模拟酶活性的纳米二氧化铈必

须满足粒径小于5 nm等条件，而这样的

纳米颗粒往往不符合生物医学应用的要

求，或者在生理条件下极易失活。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人员揭示了纳米

二氧化铈表面化学行为与其化学形态之

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表于2月2日An⁃
gewandte Chemie上。

研究人员发现，

通过与电子供体发生

电子转移，可使不具

有模拟酶活性的纳米

二氧化铈活化，获得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

性，且活性远远超过

天然酶。利用这种方法，不同尺寸和形

貌的纳米二氧化铈均可被活化。该研究

为新型纳米酶的设计提供了基础，将有

力推进纳米二氧化铈在生物医学领域的

实际应用。（网址：onlinelibrary.wiley.
com/journal/10.1002/(ISSN)1521-
3757）

《中国科学报》[2015-02-03]

揭露板块快速运动之谜
对于“为何地球上一般以数千万乃至

数亿年的时间为周期运动的板块有时会

突然发生快速运动”这一问题，耶鲁大学

研究人员称其答案涉及2个方面，即厚的

地壳以及脆弱的矿物颗粒。这些因素共

同作用或可解释全世界板块构造上出现

的一系列相对快速的运动，从夏威夷到东

帝汶，均有这种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

“相对快速”仍然是指数百万年的时间尺

度。研究成果发表于2月3日PNAS上。

研究显示，板块演化不仅考虑受俯

冲地块的挤压而驱动，还必须考虑其他

因素的作用。来自大陆或洋底高原区域

的厚地壳被推挤到俯冲区域，导致俯冲

区域堵塞并最终引发地块断裂拆离。而

随着连接部分矿物颗粒开始减薄，导致

地块连接部分的强度迅速下降，此时拆

离过程也就随之加速发生。这样的结果

便是板块发生突然的

垂向运动，或者大陆板

块突然向上翘起。该

研究将帮助我们理解

地球历史上板块是如

何 演 化 的 。（网 址 ：

www.pnas.org）
新浪科技 [2015-01-28]

发现强迫性暴食相关的大脑回路

强迫性暴食和糖沉溺严重影响着人类健康。研究显示，一个与奖励有关的神经回路明显控制着老鼠的

强迫性糖消耗，并不会阻碍正常存活所需的饮食。这为安全和有效地治疗人类强迫性暴食提供了一个新靶

点。研究成果发表于1月29日Cell上。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怀疑下丘脑侧面到蔡氏腹侧被盖区的一条神经通路可能在暴食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因为这些大脑区域都与吃饭、性和药物成瘾等奖励行为有关。他们使用了一种光遗传学技术，结果

发现该通路的激活会引发肥胖老鼠花费更多时间吃食，并且寻觅糖报酬的时间也大大增加，即使它们需要

穿过一个会产生足底电击的平台。相比之下，抑制该路径会让强迫性觅糖行为减少，并且不影响饥饿老鼠

的食物消耗，这表明在饥饿动物中，不同的神经回路控制着饮食行为。（网址：www.cell.com）

《中国科学报》[2015-02-05]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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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促使英国成为学术研究和创新的最佳场所促使英国成为学术研究和创新的最佳场所

2015年2月10日，英国皇家学会联合英国医学科学院、英

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共同发表一份声明“建立一个更

加美好的未来”（图1），为2015年5月当选就职的新一届政府提

出了一个愿景。声明指出，新一届政府有机会加强英国的科研

实力，有机会帮助英国成为世界上从事学术研究和创新的最佳

场所。政府需要建立强大的科研创新基地，帮助英国居民实现

更健康、更充实和更美好的生活。杰出的研究和创新会推进经

济、社会、文化及健康的发展，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https://royalsociety.org/news/2015/02/building- a- stronger-
future/

图1 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研究、创新和增长

英国拥有世界领先的科研基地，提供了产生新想法和新发

现的基础，创造了经济增长和高价值的就业机会。但英国的科

研投资未能跟上其他领先国家的步伐，相应的风险侵蚀了英国

吸引和留住本土和海外最优秀研究人员的承载力。为确保英国

可以最大化利用其优秀的研发创新基地所提供的资源，并使英

国保持为一个经济强国，政府必须持续投资和建设相应的科研

环境，使研究和新想法能够百花齐放，蓬勃发展。

声明中呼吁下届政府采取下列优先事项，促使英国成为世

界级研究、开发和创新的首选之地：1）将研究和创新置于经济

增长长期计划的核心地位；2）通过加强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公

共投资来促进繁荣；3）通过培养灵活和多元化的人才来满足对

研究技能的需求；4）通过在政府中间纳入专家意见来促进政策

制定。

除了来自政府的投资之外，该声明呼吁下一届政府应创造

环境来吸引更多对研究和创新产业的投资和慈善投资。同时强

调，在教育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更多的具备专业学科知识的教

师。声明联合了英国医学科学院、英国科学院、皇家工程学院和

皇家学会4家学术机构发布，也得到了工程技术等领域多家企业

的联合支持。

英国科学院院长Lord Stern说：“研究推动创新，创新驱动

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健康和民主。英国已经产生了一些世界上

最前沿的研究——世界上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章中15.9%来自英

国，就科研机构的质量来说英国位居全球第2。但是，我们不能

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在研究中处于领导地位。高品质的

研究和创新，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英国面临的社会挑战——

它们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产生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并且给人才

带来更佳的受教育机会。国家科学院将请求新一届政府承诺通

过投资和公开的政策，把研究置于英国发展计划的核心地位。”

在谈到需要一支灵活、多元化的人才队伍时，皇家工程学院

院长Dame Ann Dowling说：“在所有学科，我们都需要高品质

技能，以满足来自英国的研究和创新基地的需求和更广泛的经

济上的需求。除了建设英国的技能培训基地，我们必须争夺高

质量的全球研究和可用的学生人才，通过合适的落地政策，鼓励

那些惠及英国的移民活动。国际研究网络正日益壮大――我们

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成为“人才环流”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着眼

于“人才流失”。

声明还指出，政府的政策需要支持国家的教育体系，在教育

的各个阶段增加具备专业学科知识的教师数量，并在更高等教

育中恢复研究与教学活动之间的平衡。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Paul Nurse说：“研究和创新在应对英国和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中至关重要，这些挑战包括一些当前的问题，如埃博拉病毒、经

济复苏及火山爆发对空中旅行的干扰。随着政策制定者越来越

依赖于多方面的证据，他们接触世界领先的科研专家并获取建

议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论他们正在考虑国家安全还是如何支

付老年人的疗养费用，政府都需要简洁、清晰的路线，来形成政

策建议。”医学科学院院长 John Tooke爵士说：“英国的研究是

世界领先的。它驱动的创新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并且是知识经

济的基础。加大长期投资，以适应与国际上的竞争，将有利于全

社会。政府将对医学科学提供支持，比如为NHS患者带来新的、

更有效的治疗前景。下届政府必须致力于使英国成为承担这样

工作的最佳之地，并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

GSK药物研发总裁Patrick Vallance认为“英国拥有一片卓

越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基地，之中迸发出伟大的科学发现，并转

化为临床获益——这就是为什么GSK继续在这里大幅增加研究

投资的原因。通过与学术界和临床医生合作，我们将促进政府

资助的研究转化为病人获益和经济效益。研究和创新的长期投

资对建立一个真正充满活力并令人兴奋的生态系统来说是必不

可少的，这个系统能促进生物医学的进步，并确保英国保持其作

为一个全球科学领导者的地位。”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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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走过走过““记忆的风景记忆的风景””

[荷] 杜威·德拉埃斯马著。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2014 年 7 月第 1 版，定价

42.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汪翠萍 1，聂子楠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

院，讲师；2.沈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为什么我们三四岁以前的记忆几乎

是一片空白？为什么记忆总是在暗淡昏

沉的时刻，在阴霾密布的事件中启动？

为什么蒙羞和受辱可以有如案件记录般

不折不扣地铭刻在心、经念不忘？为什

么我们有时候会对某些人、某些场景感

到似曾相识？为什么生命仿佛在随着年

纪的增长加速流逝？……这些问题熟悉

而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

会想到这些问题，陌生则是因为我们从

来不知道如何解答这些问题。如果你对

这些问题好奇，只需来到德拉埃斯马的

“身旁”，随他走过一段“记忆的风景”。

杜威·德拉埃斯马，是荷兰格罗宁根

皇家大学心理系教授，研究人类记忆本

质和运作方式方面的专家。在出版《记

忆的风景》之前，他已经在多部著作里为

我们阐释过有关记忆的各种问题。例

如，《思想工厂》以优美感人的文笔解释

晚年记忆，以大量的例证消除人们对健

忘的忧虑，告诉人们记忆有时可以恢复

对早已忘怀事物的感知力，主张人们珍

惜那种缅怀式的恋旧，珍惜鲜明的回忆

所带来的慰藉。《记忆的隐喻》则以深入

浅出的方式，邀请读者消除地域与学科

的限制，携手共进，去欣赏人类自古以来

所做出的关于记忆的隐喻。在游览记忆

的旅途中，德拉埃斯马堪称一位出色的

导游，以既深刻又生动的语言，引领读者

进入记忆的世界。如今，他又不辞劳苦，

带领我们踏上新的记忆之旅，饱览记忆

的风景。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自传体记忆”。

所谓自传体记忆，按照德拉埃斯马的定

义，是指个人对于往事的回忆。“自传体

记忆”就像私人秘书一样，与我们关系最

为密切，但它又不会对我们言听计从。

德拉埃斯马从世界上第1个关于自传体

记忆的实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

高尔顿于 1879年所做的“联想与回忆”

实验——开始说起，用17章的篇幅，梳理

了西方心理学家对“自传体记忆”有关问

题的理性研究，回顾了近年来在“自传体

记忆”这一领域进行多方面开拓的历史

全程。德拉埃斯马在每个章节中，围绕

发现和研究问题的个案事例，既运用描

述性的语言阐述心理学领域如何运用科

学实验寻求答案，又信手拈来神经学家、

精神病学家、作家、诗人、生物学家、生理

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等关于记忆的

著述与研究，将严肃与生动融为一炉，带

给我们不一般的阅读体验。

在探索自传体记忆奥秘的路上，读

者会感受到各门学科的知识纷至沓来，

使得“似曾相识”“闪光灯记忆”“普鲁斯

特现象”“濒死体验”等各式各样具体的

记忆风景散发出斑斓的色彩、诱人的味

道和甜美的芳香，让读者在奇幻瑰丽中

流连忘返。例如，当读者走过“怀旧情

结”这一景观，来到了“生命随年龄的增

长加速流逝”这一自传体记忆风景前，导

游德拉埃斯马和读者并肩而行，他首先

让我们的视线落在恩斯特·君格的《沙漏

之书》上，告诉我们：一个沙漏用得越旧，

沙子就漏得越快，也就是沙漏所计的时

辰就越短。人亦是如此，年岁越大，似乎

日子就过得越快，这种让岁月缩短的加

速度，相信每个读者都深有同感吧。紧

接着，德拉埃斯马引用了威廉·詹姆斯在

《心理学原理》中对岁月表面上缩短的解

释，以及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让-马

利·居友关于时间概念的精辟理论。他

还撷取了大文豪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

笔下关于时间的几段精辟的文字，说明

他们关于时间体验的解释与居友的观点

相同。当然，在描述这一风景时，他还不

忘介绍心理学实验研究，并在关于时间

和记忆的研究中，总结出与岁月加速流

逝相关联的3个机制：“望远镜现象”“怀

旧效应”和“心理钟”。最后，德拉埃斯马

借用了生物学家卡雷尔的解释：某人早

晨在河岸边轻快地奔跑，速度比河水流

得还快，快到正午时，他的速度减慢了，

与河水的速度保持同步，到了晚上，他倦

了、累了，直到停下来不走了，而河水仍

旧以它那一贯沉着的速度沿着河道继续

向前流去。可见，德拉埃斯马既深谙心

理学的研究机制，亦不乏对其他科学门

类的融会贯通，甚至对文学也有独到理

解，正是这一切，构成了《记忆的风景》的

动人之处。

这本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能使我

们对人类记忆的错综复杂、变化无常有

更清楚的认知，还在于它以其精妙的语

言、风趣的轶事带给我们真心的喜悦与

满足。比如，关于受辱经验为什么让人

记忆深刻，德拉埃斯马告诉我们：“羞耻

是用永不褪色的墨水记录下来的，它们

绝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即使我

们老去，它也会如影随形。”关于失眠的

滋味，德拉埃斯马如此描述：“每个失眠

的人都要忍受绝对记忆的折磨。白天

里，在正常情况下，记忆是一位友好的助

手，一个亲密的朋友，它经常出现在你的

自信里，尽最大的努力给予你帮助。但

是到了晚上，当睡眠拒绝来临时，它就换

了一副面孔，背信弃义。”这些信手拈来

的文辞让我们体会到了德拉埃斯马诗性

的感觉和敏锐的洞察力，也让我们感受

到科学不仅仅在广袤的宇宙世界里飞

扬，它也会降落凡尘，关注每个个体的生

命——科学并不遥远，就在你我的身边。

无论你是心理学专家，文学爱好者，抑或

是辗转难眠、夜不能寐的失眠者，都请翻

开这本书，在德拉埃斯马温柔诗意的叙

述中聆听记忆的回响，给自己一个机会

放慢疾驰的脚步，回望那些再也回不去

的悠悠时光。收获知识，享受快乐，关注

生活，这或许是《记忆的风景》入围英国

最受欢迎科普图书大奖，被称为“最具人

文情怀的科普读物”的一个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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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波起东海

张剑锋 著。海洋出版社，2015年1月第1
版，定价：48.00元。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可以称得上

是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领土争端之一。

这一问题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一个很长

的时间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出现

了“三国四方”卷入其中的复杂局面。从

历史的发展过程看，中日之间的东海岛

屿争端还不仅限于当今的钓鱼岛问题，

在过去几百年间，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

琉球的争夺才是中日东海矛盾的重心和

焦点。而钓鱼岛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与

琉球问题密切相关的。本书针对各位关

注中日钓鱼岛问题的人士，提供了关于

钓鱼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历史背景的全

面、详细的介绍，厘清了钓鱼岛问题的历

史发展脉络，阐述了钓鱼岛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领土的观点，对日本在钓鱼岛问

题上的错误立场进行了全面和有力的批

驳。本书稿资料丰富，立论严谨，文字通

俗易懂，是一部叙述中日之间海洋权益

问题的普及读本。

（书讯提供：黄新峰）

我们的祖先

朱洗 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 2月第 1
版，定价：16.09元。

我们明确了人类本身的来源之后，

还应当去追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远祖

——人类的来源。本书先从地球上生命

的起源入手，循序渐进，对十亿年前的生

物进化史作了一个鸟瞰式的观察，继而

阐明人类与兽类的亲缘关系，论证人类

与猴类是同一个宗系的“兄弟”。此外，

还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人类进化的步

骤，以及石器、铁器文明的进程。《我们的

祖先》是一本进化论的通俗读物，也是社

会发展史的参考。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薛凤旋 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

1月第2版，定价：37.05元。

这是难得一见的图文述说。读者从

中可以发现，历代城市的性质、功能、结

构，以及整个城市体系的空间拓展形态

和分布，竟是中国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空

间拓展过程的写照。作者参考了大量中

国的文献材料以及西方相关的资料和发

展经验，将视点时而交错于历朝的重大

事件、经济状况、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发

展、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作为营造

城市和城市化的动力的细节之间，时而

聚焦在中国的独特城市观与城市演化的

特点上，其中不乏迥异于西方观点的精

辟论述，以及从城市看历史和文明演变

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本书亦系作者累积

30年教研经验的一次专题总结。他精心

研制的百余帧历代城市地图，是全书内

容的精髓所在。读者只要图文互相参

照，自能领悟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城市发

展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所透露出来的独

特个性。

猎豹的眼泪
[美] Stephen J.Brien 著，朱小健，夏志，蒋

环环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

第1版，定价：38.00元。

这是一本关于基因、动物保护和生

物进化的科普书。作者以自己颇具传奇

的经历和优美的文字向读者讲述了在生

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基因演化所起到

的作用，讲述了基因背后发生的一个个

引人入胜的故事。通过故事我们可以了

解濒危野生动物仍存于世的奥秘，了解

人们为拯救濒危动物所做的努力，了解

中世纪的黑死病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了

解家猫的基因组图谱如何帮助破获一起

谋杀案，了解为什么有的人不会得艾滋

病，了解当今颇为时髦的基因治疗究竟

怎样等。基因中隐藏着生命的秘密，它

是许多不解之谜的答案。

蒙特卡罗方法理论和应用

康崇禄 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
版，定价：148.00元。

蒙特卡罗方法理论和应用的内容包

括蒙特卡罗方法的理论和应用两部分。

第1章介绍蒙特卡罗方法的产生和发展

简史，说明目前的发展情况和达到的水

平。第2—10章为蒙特卡罗方法的理论

部分。第 11—18章为蒙特卡罗方法的

应用部分。包括确定性问题模拟，粒子

输运模拟，稀薄气体动力学模拟，物理

学、化学和生物学模拟，粒子滤波和粒子

分裂模拟，统计学、运筹学和系统工程模

拟，金融经济学模拟，科学实验模拟等。

应用部分涉及科学、工程、统计和金融经

济等领域。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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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将成为年将成为““反科技年反科技年””吗吗

文//马来平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据国外媒体报道：“多年来，拥有最

新的电子设备或者应用程序一直是地位

的一种象征。这种事情很快就要发生改

变。根据专家们的预测，2015年将成为

‘反科技年’，人们将开始抛弃电子设备、

社交网站以及其他科技产品，转而追求

简单的生活。”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

伦敦通讯机构Hotwire的《数字技术发展

趋势报告》告诉我们：“科技产品人气下

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应用程序、网站

和其他屏幕上的广告不断增多。”就是

说，科技产品带来广告泛滥这一消极后

果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一报道看

似耸人听闻，其实它所涉及的是以下3个

基本问题。

如何看待科技与反科技

在古代，科学技术主要是人类生产

活动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文艺复兴以后，

人类找到了定量表达自然认识、运用实

验检验自然认识，从而推动自然认识在

继承与批判的交互作用中进步的方法，

于是近代科学诞生了。随后发生的几次

科技革命，使得科学与技术携起手来，不

仅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和科学技术的加

速发展，而且也使得科学技术对社会的

推动作用急剧增强。从根本上说，科学

技术是系统化的自然知识体系、人类认

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和一种社

会建制。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内在

的逻辑性和较强的自主性，但从整体和

根本上看，社会需求始终是科学技术发

展强大的推动力。科学技术成果一旦问

世，一般都会投入应用，以满足人类物质

和精神上的需要以及社会进步的需要。

基于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支

配力量或“第一生产力”的现实，反科技

是错误的、要不得的。进入20世纪以后，

反科技思潮在西方的抬头，与后现代主

义密不可分。起初，它源于对科学消极

作用乃至对科学理性的省思，本来有一

定的合理性，只不过，在一些人那里走向

了极端，公然站到了科学和理性的对立

面，于是，就成为众矢之的了。可以肯定

地说，置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举足轻

重的地位与功能于不顾，坚持反科技的

立场，无异于反文明。

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

关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和

消极作用应强调以下3点。

1）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相伴而生。

科技成果的研究对象通常是个别的、局

部的，而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则通常是

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科技成果本身是

客观的、一元的，而人类的价值需求则是

主观的、多元的。因此，任何一项科学技

术成果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都会带

来相应的消极作用。例如，电子产品在

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

电磁波辐射、网络安全和广告泛滥等问

题。因此，对于科技成果出现意想不到

的消极作用不必大惊小怪。那种认为科

技不应有消极作用的观点是对科技的一

种幻想甚至迷信。在对科技成果的消极

作用缺乏思想准备上，反科技与科技迷

信是一致的。科技迷信与反科技两极相

通，前者是滋生后者的温床。

2）消极作用因对科技成果的滥用和

误用而严重放大。科技成果本来就有作

用上的两面性，而一些人为了个人、小集

团或本阶层的利益，置消极作用于不顾，

一味滥用科技成果，使得许多不应该出

现的消极作用出现了。基于这种情况，

人们通常认为，社会根源是科技成果消

极作用加剧的罪魁祸首。例如，人类违

禁使用剧毒、高毒农药屡禁不止的现象

就是典型。

3）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同步升级。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见证了

科技积极作用的迅速扩张，也见证了科

技消极作用的日益加剧。二者之间呈现

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断循环的互

相斗法、轮番升级的景象。随着科技发

展，人类将会享受到科技所提供的便利

越来越多，也会遭遇到越来越多它带来

的麻烦。事实上，通过克服消极作用而

获得进步，乃是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的

新常态。我们根本不必因噎废食、讳疾

忌医，因科技的消极作用而走“远离科

技”甚至“反科技”的极端路线。

如何应对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

原则上说，解决科技所带来的各种

消极作用需要多管齐下，如，社会制度的

改变、人类认识的提高、舆论和道德的约

束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等。但无论如

何，科技手段是必要条件，也是解决科技

消极作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在不

少情况下，各种社会因素的参与往往都

是为科技手段的顺利研制、恰当应用和

扩大积极作用而提供保障的。原则上不

存在人类永远都不能解决的科技消极作

用，而科技所衍生的消极作用又必定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所以，对科学技

术发展持乐观态度没有错，但不可盲目

乐观，不可对科技的消极作用麻痹大意。

具体到科技产品所产生的广告干扰

问题也是这样。首先，广告干扰并不单

单是科技产品本身所带来的问题，而是

掺杂了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广告早已

有之，电子科技产品只是提供了一种新

的载体，使得它有可能泛滥成灾。其次，

它是可以解决的。例如，制定合理而严

格的广告法，以及在科技产品上安装相

应的控制广告软件或广告拦截程序等，

都是解决广告干扰问题的必要措施。

事实上，报道中的 Hotwire 报告显

示，在一部分人扬言远离科技甚至反科技

的同时，有超过60%的人拥有1个以上的

科技产品。报告称随着平板电脑的价格

不断降低以及可穿戴装置的进一步普及，

人均拥有的科技产品数量还将继续增

多。这说明反科技不得人心，也不会得

逞。不仅2015年不会成为反科技年，以

后任何年份都不会成为反科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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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孙大光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写在孙大光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

·科学人物·

文//徐德金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安徽省煤炭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我出生在安徽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的小山村，2002年我考上了本省的一所

煤炭地质矿产类大学，同年获得了孙大

光先生及其夫人共同设立的“孙大光、张

刚奖助学金”（由孙大光、张刚夫妇个人

出资设立的用于资助家乡贫寒学子求学

的奖助学金，编者注）的资助。孙大光先

生是安徽六安人，是新中国交通、地质、

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曾任原地质矿

产部党组书记、部长等职。由于获得该

助学金，我开始留意先生的信息，关心先

生的一生，了解先生当年是如何度过青

年时代的，感受先生青年时期如何认识

世界和他的精神生活。今年是先生逝世

十周年，之前因多种机缘巧合，和先生建

立起了某些联系，所以现在我结合自己

的人生经历与感想，由衷写下这篇缅怀

先生的文章。

孙大光先生青年时期就注重汲取知

识、发表文章，奚青所著的《倔强人生：解

读孙大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

中记录了先生从16岁起便在上海、广东、

重庆等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经济、军事、政

治、文化等涉及面很广的文章，19岁就担

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在当时

的上海《永生》周刊和《大晚报》上发表了

“华北经济的殖民地化”“评‘宪法草案’

‘国民大会选举法’及‘组织法’”“在血腥

的国耻纪念日，我们要求‘国防电影’的

生产”“日本南进政策的检讨”“敬告宋哲

元将军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等文章。

那时的读者并不晓得，这些颇具政论和

思辨色彩的华文，竟是出自一位19岁的

年轻人之手。

大光先生不仅自己青年时期注重学

习积累，而且他本人也从一开始就认为

年轻人的培养十分重要，自己也不断给

年轻人帮助。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2010
年在“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一文说到，

“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

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

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

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

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

据当时文献数据统计，那个年代在地质

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经先生4年时间调

整：“省局级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的占 67%，专业技术干部的比例达到

79%。部机关司局级干部中，有大专学

历和专业技术干部达到70%。”而从全国

范围来看，2000多万名干部中，大学毕业

的只占20%左右。

大光先生很看重专业知识对地质工

作的重要性。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

报》刊载了先生的一篇文章“建设第三梯

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文中写道：“我来

地矿部工作已经九年多，深感地质工作

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一大批领

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

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过去，我们在

很多问题上吃过没有知识的亏”，大光先

生认识到地质工作专业性相当强，所以

自己也努力去学习。《倔强人生：解读孙

大光》记录了先生到任后，首先了解新中

国成立前后的地质工作发展史。在抓紧

熟悉部内各方面情况的同时，他专门让

办公厅主任找来通俗地质书籍给他看，

并请一些专家为他讲解地质知识，如地

质学家程裕琪院士、张炳熹院士。他还

专门选了李四光的原秘书、地质专业出

身的周国钧当他的秘书，以便随时发问

和请教。那时的大光先生，像小学生一

样看书、看材料，每天都忙到深夜，而且

将近一个月不回家，吃住都在办公室

里。结果有天突然晕倒，医生看后说是

用脑过度。连先生都如此刻苦去学习地

质知识，我们青年地质工作者还有什么

可抱怨的呢？

大光先生认识到，地质科学是一门

基础科学，又是一门应用科学，地质工作

是探索性很强的调查研究工作，要为国

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地质资料和矿产资

源。而且他一开始就发现了矿山开采存

在着秩序混乱、浪费巨大和污染严重这

些积弊，所以后来推动了《矿产资源法》

的颁布，有力地推动了地矿事业的发展。

从受资助的4年大学生活开始，我就

感受到了先生精神上的鞭策与激励，不

由自主地循着先生的足迹进行学习。我

在大学便开始研究地质矿产，大二开始

在图书馆找资料，查文献，写科技论文。

因为 1990年大光先生曾对安徽境内的

淮河和长江流域进行过一次广泛和深入

细致的考察，所以我也根据所学专业知

识查阅学术资料，尝试研究河流水资源，

先后完成了“淮河水质调查浅析”等多篇

文章。因为受到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立志深入学习地质，选择继续深造，获

得了中国矿业大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学科的博士学位，然后又选择从事能源

（煤矿）地质灾害防治领域中矿井水害防

治方面的科研工作，并一路坚持走下

去。如果连我们这种受先生资助的青年

地质工作者都嫌弃地质工作艰苦乏味，

那还有谁愿意去搞地质工作呢？我虽没

有先生那样渊博的知识和横溢的才华，

那样高尚的品格和思想境界，也谈不上

为国家作多大贡献，但我会以先生为榜

样，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做一个合

格的地质工作者。

每年都有40名左右的家乡贫寒学子

获得“孙大光、张刚奖助学金”的资助。

每一位受先生资助的同学都会深切地感

受着先生的浓浓乡情与亲情，感受着先

生的高尚人格，同时也鞭策自己在人生

道路上向先生学习。

孙大光先生在桂林出席21届

国际水文地质学家会议（1988年10月10日）

图片来源：国土资源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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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寻找博士后职位的经历我寻找博士后职位的经历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2008年，我到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攻读博士。2013年下半年，我完成了研

究课题的绝大部分工作。在和导师一次

例行的会面中，在讨论课题之后，我向他

表达了希望来年毕业的愿望。

“你决定之后做什么了么？”导师问，

“还是没有决定？”

我坦率地表示自己很喜欢做研究，

但是通往教职的路很漫长，也很艰难，关

键是我对于自己能否胜任没有信心。

“那你该试试，其实一直到拿到助理

教授的职位之前，我心里也不清楚我能

否胜任教授的职位。做教授很 cool，但
的确很辛苦。以我的判断，我觉得你会

是个非常好的教授。你如果想做这行，

需要去做个博士后。”

对于老师的评价，我很高兴。不过

还是仔细考虑了一阵子——这不是个简

单的决定：做博士后意味着继续漂泊，继

续长时间工作，意味着并不十分体面的

薪水以及未来几年职业发展的不确定

性。

但是做博士后为一个年轻的博士学

位获得者提供了一个逐渐转变为独立研

究人员的训练机会。从事博士阶段的研

究，多是在导师的指导之下就某项具体

课题而进行的。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许

做课题是把好手，却一般没有作为独立

的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寻找研究问

题、宏观把握课题进度、指导学生、教学

等多方面的经验和能力——这恰恰是博

士后阶段的训练能提供的。为了锤炼自

己的这些能力，我决定试试。

如何决定去哪里做博士后呢？

首先要考虑的是，申请者想通过博士

后研究得到什么样的训练：是继续沿着现

在的方向前进，还是换另一个具体方向，

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为将来的研究生涯寻

找新的突破点？是做基础研究，还是做有

希望进入工业界的应用型课题？

我从事生物医学光学成像方面的研

究，和本领域内的研究可以大体划分为

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一样，博士后职位

也大体可以分为这两种。虽然导师表达

了希望我继续留在本领域内工作的愿

望，但我决定换一个领域，扩展我的知识

面，并寻找一个贴近临床实际应用的研

究课题。于是，我开始留意我所感兴趣

的课题组，搜寻他们的研究信息，并把这

些信息做了一些比较。

在距离毕业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即

2013年11月，我开始主动和一些自己感

兴趣的课题组的教授取得联系。联系的

过程其实非常简单，直接发送一封email
进行简要的自我介绍，并随信附上我的

简历，询问课题组的PI来年是否有博士

后职位。大多数教授都会迅速而礼貌地

回复。有的要么因为种种原因而婉拒，

例如认为我的背景不太合适，或者因为

经费无法招收博士后。还有的要求进一

步增进了解，例如有的教授希望在学术

会议上和我详细交谈，有的则选择先在

电话上和我简单地交流。

下一步，就是希望申请者能够向他

们，或他们的整个课题组作一个学术报

告，作为面试的一部分。网络交流省钱

又省力，所以一般安排网络上用视频进

行面试。时间都在20分钟至半个小时，

但实际上往往一旦来来回回讨论起学术

问题，教授们都忘记了时间，拖至近1个

小时很正常。我在约3个月的时间里准

备了很多次这种面试，非常疲劳——虽

然讲的内容都是我的博士课题，但我要

按照不同的课题组的背景和知识结构相

应地准备不同的PPT和讲述方式。即使

经过了之前博士期间作学术报告的磨

练，这对我来说依然是个考验。而经过

这些面试，我也发觉事后我能够从不同

角度审视我的课题，从而使我对于撰写

博士论文也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

觉得面试结果较好的老师就开始向

我提供的推荐人索要推荐信。我提供了

4位推荐人——熟悉我的研究工作表现

的两位教授，一位曾经和我一起合作，不

过已经去工业界做工程师的前同事，还

有一位熟悉我读书期间志愿服务工作的

大学管理人员。有两个课题组索要了我

的成绩单，一个要求我提供了博士成绩

单，另一个则让我提供了从本科直至博

士阶段的所有成绩、平均绩点及排名。

面试的结果还不错，除了一个研究

组因为经费原因，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

直到3月底才通知我无法给我职位，其余

的都给了我 offer。接下来，又是选择

了。我经过再三考虑，选择了哈佛大学

医学院现在所在的课题组。这个选择基

于几个原因：第一，该研究组之前发表了

非常有开创意义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受

到广泛关注；二，该研究组的一些工作非

常贴近临床应用，有很好的实用前景；第

三，该研究组所处的哈佛医学院及波士

顿地区，无论在纯学术研究还是临床研

究方面，都是一个绝好的大平台。

但当时我也有些忐忑，感觉如果对

一些教授说了 no，可能是一种很不好的

行为——毕竟他们都花了那么多时间考

查我，还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不过我转

而想到，谋求职位及招聘本来就是双向

选择。事实上，后来教授们“绅士般”的

反应也打消了我的顾虑。教授们都表现

得很有耐心：在找博士后职位期间，我曾

向每一位教授坦率地表示，虽然对他们

的课题很感兴趣，但我也在面试其他的

课题组。希望他们能等我一段时间，做

出最后的决定。教授们无一例外地表示

同意。当我把最终的决定通知他们并表

示抱歉的时候，他们纷纷祝愿我在新的

岗位做出好的成绩，并且表示很期待在

将来的学术会议等场合和我见面——他

们的反应让我感动。在和几位教授的交

流中我学习到了不少东西，更学习到了

他们对于后辈的尊重和提携。

2014年 9月中旬，在通过博士论文

答辩两个月之后，我来到波士顿，开始了

新的学术生活。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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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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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提升高校青年教师的
职业幸福感

读了《科技导报》2014年第26期“职

场”栏目中的“与初入高校任教青年教师

的问答”一文深有感触。很多青年教师

入职后，存在各种困惑和压力。在岗位

考核、职称职务晋升的压力下要兼顾好

教学、科研工作；在发展事业的同时，还

面临着结婚、生子、赡养父母等生活重

担。工资待遇偏低，压力偏大，这无疑会

使青年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大打折扣。作

为一个博士毕业之后从教5年，逐渐度过

适应期进入成长期的“青椒”（青年教

师），结合笔者所在单位——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的情况，与大家分享一些提升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感的体会。

幸福是人生永恒的主题，追求幸福

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不仅关系到教学成效和学生的幸福体

验，更关系到教育的终极目的。苏霍姆

林斯基曾说，“我们的教育信念应该是培

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中培养

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缺乏幸福感的教师当然无法培养出幸福

的学生，教育的终极目的也只能是空中

楼阁。

拥有职业信仰，追求教学艺术

唯有职业信仰，才能使一个人从职

业工作中获得幸福感。孟子曰，君子有

“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

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以“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为乐，表明了孟子作为人师对

自己职业劳动的精神审美与职业信仰的

坚守。

一个业务水平不强的教师很难在教

育过程中品味到乐趣，享受到职业的幸

福。教育家陶行知曾说：“我们做教师的

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

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首届国家

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曾阐述

教学的3个层次：“一是仅把教学当作一

种职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答疑辅

导；二是把教学也当作一项事业，全心投

入，孜孜以求，探索规律，努力奉献，追求

成功；三是把教学还当作一门艺术，贯通

古今，博采众长，精心设计，不断创新，让

学生在欣赏和享受中吸取广泛的营养。”

的确，教师只有摆脱职业感的束缚，不仅

仅把教学当成谋生的手段，而是以“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以“把教学当作

一门艺术”去研究，去追求，才能在教学

活动中自由地、有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

全部才能和力量，才能达到幸福的境界。

提高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研究表明，薪酬提高、教学科研能力

提升、职务职称晋升等对高校青年教师

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幸福感是比较合适

的激励方式。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介

绍几种措施。

首先，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

主要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教师的整

体薪资水平；二是建立与岗位职责、工作

业绩、实际贡献相匹配的绩效工资制度；

三是对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前两年免考

核，给青年教师更多的缓冲时间。

其次，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工

作。在教学方面，学校面向不同层次的

青年教师设立了“青年教师教学素养提

升计划”（入职2年以内）、“青年教师卓越

教学能力培养计划”（入职2~5年）与“中

青年教师教学发展专题研修计划”（入职

5年以上）三大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计划。

以“青年教师教学素养提升计划”为例，

该计划通过实施上岗培训制、助教制、教

学比赛制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制4项制

度，以提高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工

程实践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主要内容

包括：学校对新教师进行为期1年的上岗

培训，为每位青年教师配备指导教师，进

行2年的全面指导。要求工科专业青年

教师入校后 3年内参加半年至 1年的工

程实践锻炼。组织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员

对青年教师进行全面听课，为青年教师

的专业成长提供针对性指导等。在科研

方面，学校的自主创新课题主要向青年

教师倾斜，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加入科研

团队。学校为青年教师申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课题提供指导，建立了系、院、

校三级审核把关体系。学校实施“青年

教师人才建设工程”，着眼于加强青年教

师队伍和学术梯队建设，提高青年教师

的 教 学 科

研水平，培

育 支 撑 学

校 长 远 发

展 的 创 新

性 青 年 学

术人才。

另外，完善岗位聘用与考核制度。

学校坚持“按需设岗、竞争择优、合同管

理、依约考核”的原则，淡化“身份”，强化

岗位责任，进行定量考核，给青年教师和

老教师同等的竞争机会，形成“能上能

下、优胜劣汰、合理流动”的竞争激励机

制。

对青年教师的人文关怀

学校的管理部门要创设民主平等的

管理氛围。通过校务公开、座谈、网络、

信箱等多种途径进行沟通交流，使青年

教师能了解学校的有关政策，并为学校

改革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学校的管理部门应主动深入到青年

教师中间，积极了解青年教师的学习、生

活、思想和工作等各个方面的心声，帮助

青年教师解决具体生活困难。如，对于

大龄未婚青年要关心他们的感情生活，

对于孩子要上幼儿园或小学的帮助解决

入园、入学困难等。

学校要为青年教师搭建交流平台。

比如，开通微博、建立微信群、QQ群等，

通过新媒体方式加强教师间的交流。笔

者所在学院建立了“青年教师发展促进协

会”，通过举办教师学术沙龙、体育活动、

青年联谊会等形式，促进青年教师之间的

交流。这些措施能够使青年教师更快地

融入到学校这个大家庭中，体验到归属

感，获得心灵的满足感，提升幸福感。

罗素说，“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在

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人心理。”提升

高校青年教师的幸福感，一方面需要青

年教师提升自我境界，“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另一方面，高校的管理部门也要

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

性，对青年教师加以更多的关怀和关

注。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华东））石油工程学院石油工程学院

讲师讲师 包兴先包兴先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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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解读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解读
沈波 1，于彤军 1，葛惟昆 1,2

1.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北京 100871
2. 清华大学物理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本文从半导体科学技术研究与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渊源出发，详细解读了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果“高效GaN基蓝光

发光二极管”的研究背景、核心创新内容、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分析了氮化物宽禁带半导体的发展趋势。文章从3位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历程、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评奖标准等视角，探讨了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我国物理学科建设、如何

看待应用物理研究与基础物理研究的关系以及对成果评价标准的启示和借鉴价值等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 氮化物宽禁带半导体；蓝光发光二极管；发展趋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47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01

Interpretation of the 2014 Nobel Prize in Physics Abstract
SHEN Bo1, YU Tongjun1, GE Weikun1,2

1. School of Phys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ains in details about the background, content,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vention of GaN-based blue light emission diode (LED), which was awarded the 2014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t
also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itride wide bandgap semiconductors. Based on the story of assiduous research work of the
three Nobel prize winners, and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Nobel prize committee, the article makes comments on the positive
experiences from this awarding to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way of physical sci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physics, and the standard of evaluat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KeywordsKeywords nitride wide bandgap semiconductors; blue light emission diode; development trend; positive experiences

收稿日期：2014-12-09；修回日期：2015-01-31
作者简介：沈波，教授，研究方向为宽禁带半导体，电子信箱：bshen@pku.edu.cn
引用格式：沈波, 于彤军, 葛惟昆.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解读[J]. 科技导报, 2015, 33(4): 13-16.

基于“发明了高效GaN基蓝光发光二极管，带来了明亮

而节能的白色光源的贡献”（授奖公告原文），2014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授予了日本科学家赤崎勇（I.Akasaki）、天野浩（H.
Amano）和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S.Nakamura）。当瑞典

皇家科学院2014年10月7日公布这项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国

内物理学界惊讶、惊叹与惊喜并存。惊讶是因为它不在前期

预测的热门获奖人和获奖成果之中，惊叹的是应用性和技术

性如此之强的成果获得物理学奖，而惊喜的则是看到在这个

被认为“不很物理”的领域内拼搏的同行们获得了巨大成就

并被认同。那么，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果的具体内涵和

意义是什么，这个半导体领域的应用性成果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给物理界同仁什么启示，作为该领域的物理学工作者，

谈谈我们个人的见解。

1 半导体研究与诺贝尔物理学奖
半导体物理、材料和器件的研究成果不断改变着人类的

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以 Si、Ge为代表的

第一代半导体，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主要材料，已成为人类

物质文明水平的代表，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和各种电子产品。

以GaAs、InP为代表的第二代半导体，自 20世纪 60年代起用

于制备各种光电子器件和射频电子器件，如红光、绿光发光

二极管（LED）、半导体激光器和微波晶体管，支撑了通信技术

的革命和高速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光通信和移动互联网时

代。20世纪80年代末起，以GaN、SiC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

兴起，GaN基蓝光LED的发明促使半导体照明技术产生并使

之迅速发展，节能、环保、长寿命的固态光源使照明和全色显

示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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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
———解析—解析2014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年诺贝尔化学奖

席鹏 1，孙育杰 2

1. 北京大学工学院，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摘要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Eric Betzig，Stefan W. Hell和William E. Moerner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超分辨率荧光显

微成像技术方面的重大贡献。本文从显微镜分辨率的起因入手，对超分辨荧光显微技术进行了深入阐述。此外，对光学显微技

术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超分辨；光学显微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33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02

Super-resolution fluorescent microscopy: commentary on the 2014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XI Peng1, SUN Yujie2

1. College of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2014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is awarded to three scientists (Eric Betzig, Stefan W. Hell and William E. Moern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per- resolved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resolution in optical microscopy, we
gav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We also present an outlook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ptical microscopy.
KeywordsKeywords 2014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super-resolution; optical microscopy

收稿日期：2014-11-03；修回日期：2014-12-06
作者简介：席鹏，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超分辨率光学显微技术，电子信箱：xipeng@pku.edu.cn
引用格式：席鹏, 孙育杰. 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解析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J]. 科技导报, 2015, 33(4): 17-21.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发展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成像

技术的3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教授Eric Betzig、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教

授Stefan W. Hell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William E. Moerner。

1 荧光显微镜的发明历程

光学显微镜自发明伊始，即与生命科学结下了不解之

缘。16世纪末期，荷兰眼镜商Zaccharias Janssen和他的儿子

把两个凸透镜放到一个镜筒中，结果发现镜筒能放大物体，

这就是显微镜的前身。随后，荷兰人 Anthony Von Leeuwen⁃

hoek通过精密研磨的玻璃透镜，首次将复式显微镜的分辨率

提高到了 300倍，并用它来观察牙缝中的微生物——细菌。

后来，英国实验科学家Robert Hooke对这一显微镜进行了系

统的改进，用它来观察软木塞的微小结构。他看到了上面致

密排列的小室，并将其命名为细胞，记录在他 1665年创作的

《显微镜》一书中。然而，Robert Hooke与当时的科学巨匠牛

顿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牛顿认为光是粒子，而Robert Hooke则
认为光是波。由于牛顿的学术地位和性格，使得当时的波动

学说受到极大的排挤。

1872年，德国数学和物理学家Ernst Abbe根据光的波动

17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461


科技导报 2015，33（4）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12-12；修回日期：2015-0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04096）
作者简介：黄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卫星导航系统误差修正，电子信箱：huangz@jsnu.edu.cn
引用格式：黄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M 6.0地震前电离层TEC异常分析[J]. 科技导报, 2015, 33(4): 22-27.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MM 66..00地震前电离层地震前电离层
TECTEC异常分析异常分析
黄智

江苏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徐州 221116
摘要摘要 针对2014年8月24日世界时10∶20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区（38.21°，-122.32°）的M 6.0地震，利用美国地区全球

定位系统（GPS）双频观测台网和欧洲定轨中心（CODE）绘制的全球电离层地图（GIM），分析震前上空电离层电子浓度总含量

（TEC）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结果表明，震前2 d震中附近区域TEC相对于前25 d，TEC下边界限出现明显负异常；通过对全球

范围电离层TEC变化的空间分析，震前2 d震中附近区域异常减小的时间持续约40 h，且TEC减小幅度和相对变化较为明显。

此次地震前电离层TEC异常减少，与以往亚洲地区地震的统计分析结果较为一致，但对北美地区地震空间前兆规律还有待于积

累更多资料及分析。

关键词关键词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震；电离层电子浓度总含量；地震空间前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315.72，P421.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03

Abnormal variation of ionospheric total electron content
before the 24 August 2014 M 6.0 California earthquake

AbstractAbstract On 24 August 2014, a magnitude 6.0 earthquake struck north central California near the coast.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d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ionospheric total electron content (TEC) observed by a network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receivers in the U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EC valu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2 d before the earthquake around the epicenter compared
with that of reference days (previous 25 d low bound or median). Further, spatial analysis of global TEC variation was performed with
the global ionosphere map developed by Center for Orbit Determination in Europ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treme decrease of TEC
from a relatively large area of the epicenter to a small area around the epicenter was up to 40 h, and the amplitude and relative
variation of extreme decrease of TEC were significant. The extreme decrease of ionospheric TEC observed before the California
earthquake agreed with the conclusion from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earthquakes occurring in Asia. However, more data need to be
accumulat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recursor of earthquakes in North America.
KeywordsKeywords California earthquake; ionospheric TEC; spatial precursor of earthquake

HUANG Zhi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电离层 F2 层临界频率 foF2 和电子浓度总含量（total
electron content，TEC）是电离层物理中十分重要的物理参量，

通过描述电离层参量的时间和空间变化，不仅有利于分析电

离层的状态与结构，揭示内在物理机制，又广泛应用于地震

研究中，成为地震空间前兆分析的有力工具之一。

自1965年Barnes[1]首次发现电离层扰动和地震之间的关

联后，很多学者对大量地震事件的电离层参数异常变化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研究。Pulinets等[2]分析了几个典型强震电离层

上空的扰动，并对 50个震级M≥5.0的地震进行统计分析，都

得到了电离层参数 foF2震前下降的结果。通过对中国台湾

地区 1994—1999年期间M 6.0+地震震前的 foF2统计分析，

Liu等[3]发现了震前1~6 d的 foF2参数相对前15 d中值异常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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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1-25；修回日期：2015-01-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2215）
作者简介：武显仓，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水文地球化学，电子信箱：wuxiancang@outlook.com；张文静（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水文地球化学，

电子信箱：zhangwenjing80@hotmail.com
引用格式：武显仓, 赵琪, 桓颖, 等. 深层承压含水层人工回灌条件下地下水中硝酸根的衰减[J]. 科技导报, 2015, 33(4): 28-32.

深层承压含水层人工回灌条件下深层承压含水层人工回灌条件下
地下水中硝酸根的衰减地下水中硝酸根的衰减
武显仓 1,2，赵琪 1,2，桓颖 1,2，张文静 1,2

1.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长春130021
2. 吉林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所，长春130021
摘要摘要 收集了某地深层承压含水层人工回灌从2012年8月13日至2013年1月16日的水质数据，研究了回灌过程中地下水中

NO-
3 的衰减。在深层承压含水层中，硝酸根的衰减主要受反硝化作用的影响。讨论了pH值、电子供体、温度、溶解氧等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在本次回灌过程中，pH值、电子供体对 NO-
3 的衰减基本没有影响，硝酸根衰减主要受到地下水水温及溶解氧的影

响。回灌过程中，由于地下水水温逐渐下降，溶解氧质量浓度逐渐上升，NO-
3 衰减半衰期经历了一个先保持稳定而后迅速上升的

过程。

关键词关键词 地下水；人工回灌；硝酸根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4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04

Attenuation of nitrate in a deep confined aquifer during artificial
recharge process

Abstract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xcessive 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has caused many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so
artificial recharge has been adopted in many places. However, whether artificial groundwater recharge will lead to negative effects on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needs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study, water quality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August 13, 2012 when the recharge
began, to January 16, 2013 to study attenuation of nitrate in a deep confined aquifer during artificial recharge process. In this deep
confined aquifer, the attenuation of nitrate was dominated by denitrification. The pH, electron donor, temperature, and dissolved oxygen
(DO) which can affect denitrificat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 and electron donor had basically no influence on nitrate
attenuation, which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water temperature and DO in this study. During the recharge process, because of decrease of
water temperature and increase of DO, the half-life of nitrate increased rapidly after a stable period.
KeywordsKeywords groundwater; artificial recharge; nitrate

WU Xiancang1,2, ZHAO Qi1,2, HUAN Ying1,2, ZHANG Wenjing1,2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2.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中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地面沉降、

塌陷、地裂缝、咸水入侵等环境问题，对此人工回灌作为一种

有效的方法得到利用[1]。虽然人工回灌技术的发展可以缓解

水资源短缺和环境地质恶化等问题，但是人工回灌的实施是

否会对地下水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已成为目前人工回灌

技术发展的重要瓶颈[2]。

人工回灌过程中由于回灌水源的溶解氧（DO）、pH值、温

度等环境要素特征与原地下水存在差异，导致地下含水层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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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颖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下水流数值模拟和地下水流场可视化，电子信箱：yingwangzhao@163.com；武强（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

向为矿井水害防治，电子信箱：wuq@cumtb.edu.cn
引用格式：赵颖旺, 武强, 陈时磊, 等. 地下水流场三维流线分布可视化研究及应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4): 33-36.

地下水流场三维流线分布可视化研究地下水流场三维流线分布可视化研究
及应用及应用
赵颖旺，武强，陈时磊，李学渊，边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水害防治与水资源研究所，北京100083
摘要摘要 研究区地质条件的复杂性与三维流线的视觉叠加性在一定程度降低了三维流线图的可读性。通过分析地下水流线的生

成过程，将其分布控制归结为流线初始点的布置问题，在探讨地下水流场特征点的基础上，结合流线初始点局部布置方法，制定

了流线初始点的整体布置原则。以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上海庙矿区鹰骏一号井田为例，利用其水文地质资料对流线布置原

则进行检验，获得的流线图清晰地描述了地下水运动规律且有效地揭示了地质特征点（天窗）对地下水径流的控制作用，证明了

流线布置原则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关键词 流场可视化；流线分布；流场特征点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4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05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of streamline placement for ground⁃
water flow field: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Abstract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 occlusion of 3D streamlines reduce the readability of the streamline
charts. After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streamlines, we narrow down the problem to placement of initial particles.
Considering the geological properties of groundwater flow and the local placement method, we propose the principle for global
placement, which was checked based on th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Yingjun No. 1 Mine of Shanghaimiao mining area in
Etuokeqian Banner, Inner Mongolia. The obtained streamline charts clearly represent the groundwater flow and uncover the control
action of a window.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global principle and provide visual and scientific data
for mine water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decision.
KeywordsKeywords flow visualization; streamlines placement; flow feature point

ZHAO Yingwang, WU Qiang, CHEN Shilei, LI Xueyuan, BIAN Kai
Institute of Mine Water Disaste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 Water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地下水流场的三维流线可视化技术可以清晰地揭示地

下水运动规律，为地下水研究提供形象、直观的地下水动态

信息。国内外学者应用地下水流场三维流线可视化技术进

行了大量实例研究。Yidana[1]利用可视化流线研究了加纳南

沃尔特系含水层的地下水运动规律，描述了地下水运动的

补、径、排关系，为地下水源地区的划定及保护和水源井的合

理布局及开采量的设置等提供了科学依据。Frind等[2]研究了

加拿大滑铁卢冰碛含水层的地下水运动规律，针对复杂多层

含水层模型，准确描绘了井截获区，为水源地保护提供了技

术支持。在中国，武强等[3]研究了北京市平原地区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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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妍, 郑鹏, 陈海英, 等. 核电厂环境风险评价框架及方法[J]. 科技导报, 2015, 33(4): 37-43.

核电厂环境风险评价框架及方法核电厂环境风险评价框架及方法
陈妍，郑鹏，陈海英，张春明，李小龙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 100082
摘要摘要 目前核电厂风险评价技术分为核事故风险评价及非人类物种电离辐射防护评价。为发展一个包括非人类物种防护在内

的核电厂辐射防护体系，本文借鉴环境风险评价的关键流程要素，提出包括公众健康和非人类物种的核电厂环境风险评价框

架。在这一框架的危害排序环节，对所选择的各评价终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评价终点对核电厂环境风险的权重并进行

排序，旨在发现对环境风险贡献较大的评价终点并在风险管理中对其优先管理控制。

关键词关键词 环境风险评价；健康风险；生态风险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820.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06

Framework and approach for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s and key 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of accident risk
assess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radiation protection for non-human species, and proposing a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is framework, we try to adopt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calculate the endpoints’weights to
the environmental risk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discuss its risk characterization with supposed source term, which would be a useful
tool to support the environmental risk administra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
KeywordsKeywords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health risk; ecological risk

CHEN Yan, ZHENG Peng, CHEN Haiying, ZHANG Chunming, LI Xiaolong
Nuclear and Radiation Safety Cente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82, China

环境风险评价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多学科交叉领

域，包括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评价，即研究突发性事故

和长期低浓度排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研究它们对生态系

统的危害。环境风险评价可以积极防范项目的环境风险，为

环境风险管理及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美国是发展环境风险

评价研究最早且相对成熟的国家，英国、加拿大等国也在 90
年代中期开展了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工作。

中国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事故风险研究工作，国家环

境保护局于 1990年发布《关于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隐患进

行风险评价的通知》，要求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进行环境风

险评价，2004年颁布《HJ/T 169—2004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

价技术导则》[1]，2009年水利部发布《生态风险评价导则》[2]。

环境保护部2012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和《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要求“建设项目环境风险

评价是相关项目环境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预测突发性

事件或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提出防范和应急措施”。

然而，目前中国《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不适

用于核建设项目，尽管其流程要素（如风险识别、源项分析、

后果计算、风险评价及风险管理）与核电厂事故风险评价的

要素相似。另一方面，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尽管没

有辐射造成的人员死亡，但核事故造成的长期环境影响受到

关注。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评价的关键

要素及流程，结合现有的核电厂事故风险评价方法及非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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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煤炭行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的加快，使

矿井工作面的粉尘浓度成倍增长，其产尘量比传统开采技术

大大增加。综采工作面作为煤矿产尘量最大的作业场所之

一，其产尘量约占矿井产尘量的 60%左右[1]。国内外研究表

明，粉尘粒径越小，特别是当煤尘粒径小于2.5 μm时，会对人

体呼吸系统和肺部产生极大危害，且这种危害很难治愈[2~4]。

同时，当煤尘具有爆炸倾向时，更易发生有煤尘参与的瓦斯

爆炸的事故造成巨大危害。在采取常规降尘措施下，一些工

作面的工作条件粉尘浓度也可达到1000 mg/m3，超出《煤矿安

全规程》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5]。因此，急需对综采工作面

的粉尘采取新的降尘方法来降低工作面的粉尘浓度，切实保

障工作人员的安全。

目前，对工作面除尘方法研究较多，主要有煤层注水、喷

雾除尘、利用除尘器除尘、通风除尘及化学抑尘等，由于井下

磁化表面活性剂溶液的降尘机理及应用磁化表面活性剂溶液的降尘机理及应用
聂百胜 1,2，卢红奇 1,2，郭建华 1,2，周香妤 2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随着煤炭行业机械化和采掘速度的加快，工作面粉尘浓度越来越大，威胁着工人的安全。通过分析磁化降尘机理和磁化

表面活性剂溶液降尘机理，以山西省某矿为例，确定了适合该矿综采工作面的最佳表面活性剂为LDLC表面活性剂及最佳浓度

为0.1%，以及最佳磁化强度1000 mT和最佳磁化时间60 s，并根据结果设计磁化管路和添加装置。该措施在该矿回采工作面进

行现场试验，使该工作面的全尘浓度降尘效果比常规措施提高72%左右，PM2.5降尘效果提高60%左右，有效改善了工作面的作

业环境。

关键词关键词 降尘；磁化；表面活性剂；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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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magnetized surfactant for reducing dust
NIE Baisheng1,2, LU Hongqi1,2, GUO Jianhua1,2, ZHOU Xiangyu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Resources and Safe Min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mechanization and the increased speed of the mining, the dust concentration in working faces gets more and more
higher, and becomes a big threat to the health of the workers. In this paper, the dust-reduction mechanisms of the magnetization and
the surfactant are analyzed. The parameters of the magnetization and the surfactant are determined by experiments based on the coal
samples of a coal mine in Shanxi province, and it is shown that the best surfactant is LDLC, the best concentration is 0.1%, the best
duration of magnetization is 60 seconds and the best strength of magnetization is 1000 mT. At the same time, the magnetic tube and
the accessory equipment are designed. And the field test shows that after the test,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total dust is reduced to
72% as compared to the usual dust-reduction measure, and the dusts of 2.5 μm are reduced to about 60%, s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working face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wordsKeywords dust-reduction; magnetization; surfactant; working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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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聂百胜, 卢红奇, 郭建华, 等. 磁化表面活性剂溶液的降尘机理及应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4): 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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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汇东,宋红见,魏建朋,等. 珞璜电厂粉煤灰微珠的精细化分选[J]. 科技导报, 2015, 33(4): 49-55.

珞璜电厂珞璜电厂粉煤灰粉煤灰微珠的精细化分选微珠的精细化分选
刘汇东，宋红见，魏建朋，刘晶晶，李青倩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针对华能集团重庆珞璜电厂煤粉炉粉煤灰的利用问题，采用XRF、XRD、Siroquant定量、SEM-EDS及光学显微镜等技术

手段，在深入分析煤粉炉粉煤灰的岩石学、矿物学、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对此类粉煤灰的微珠进行浮沉、弱磁选和气流分

级等精细化分选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以水为介质的浮沉实验可获得质量分数0.15%的漂珠；磁场强度208×103 A/m 湿式弱磁

选实验可获得质量分数 14.8%、Fe2O3含量 44.65%的磁珠；气力旋流分级实验可获得中值粒径分别为 89.6、40.2、21.3、12.7、
8.1、4.9 μm共6个粒度级的粉煤灰微珠产品，表明通过精细化分选获得的粉煤灰微珠产品能够适应多种领域的应用，显著提高

此类粉煤灰的高值利用率。

关键词关键词 煤粉炉粉煤灰；微珠；精细化分选；气流分级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75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08

Experiments on fine separation of microspheres from fly ash of
Luohuang coal-fired power plant

AbstractAbstract The petrological, mineralog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y ash from Luohuang coal- fired power plant of
Huaneng Group in Chongqing, China were studied using XRF, XRD, Siroquant, SEM-EDS, and optical microscope. Experiments of
sink-float separation, magnetic separation and size grading were carried out based on analyses of those characteristics for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added value of the fly ash. A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indicated, cenospheres of 0.15% were separated by
means of the water-medium sink- float separation first; then magnetic microspheres (with Fe2O3 content of 44.65%) were available
through the wet low-intensity magnetic (260 mT) separation; finally an air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maining non-magnetic microspheres
was applied to obtain microspheres with six different size fraction: 89.6, 40.2, 21.3, 12.7, 8.1 and 4.9 μm.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ine
separation procedure, a variety of fly ash sphere products adapting to special application fields can be acquired, improving both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added economic value of Luohuang fly ash. Meanwhile,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fly ash will be
relieved effectively.
KeywordsKeywords pulverized coal furnace fly ash; cenospheres; fine separation procedure; air classification

LIU Huidong, SONG Hongjian, WEI Jianpeng, LIU Jingjing, LI Qingqian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中国是煤炭消耗大国也是火力发电大国，燃煤电厂粉煤

灰也因此成为最主要的固体废弃物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粉

煤灰利用率偏低，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一项调查，中国粉煤灰

的综合利用率不足 30%，低于美国（39%）和欧洲（47%）的平

均水平[1]。加之中国粉煤灰产生量巨大（预计“十二五”末粉

煤灰年产生量将达到 5.7亿 t），粉煤灰逐年累积将对社会经

济和生态环境造成持续性压力。

中国燃煤电厂粉煤灰的利用以生产水泥、混凝土等基础

建材为主，技术水平和经济附加值偏低。对粉煤灰分选、分

级的研究亦主要针对此类应用展开，例如，为满足水泥、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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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矿山掘进通风方式优选高海拔矿山掘进通风方式优选
龚剑，胡乃联，崔翔，王孝东

北京科技大学金属矿山高效开采与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为解决高原矿井掘进面通风难题，以西藏自治区某多金属矿为工程背景，依据层次分析法（AHP）与逼近理想解排序法

（TOPSIS），建立通风评判模型，对3种拟定的混合式掘进通风方式进行优选。根据高原矿井负压低氧的特殊环境，从技术、经

济、安全3个方面选取通风系统的评判指标，运用AHP法客观确定各评判指标的权重向量，结合TOPSIS法分析贴近度并计算得

出各通风方式的综合优越度。计算结果表明，第2种通风方式（长压短抽）优越度最高。通过AHP-TOPSIS优选的结果科学合

理且符合生产实际，可为高原矿井掘进通风方式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掘进通风；层次分析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高海拔矿山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2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09

Optimization of drifting ventilation method for high-altitude mine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drifting ventilation problem in high-altitude min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or ventilation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TOPSIS). Three kinds of compound drifting ventilation methods are evaluated with a poly-metallic ore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s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First, evaluation indexes of ventilation system are selected from three aspects: technology,
economy and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of negative pressure and hypoxia in high-altitude mines. Then, the weight
matrix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is determined objectively through the AHP method. Finally, the closeness is analyz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OPSIS method and the superior degree of each ventilation method is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cond
ventilation method, i.e., far-pressing-near-absorption, is the optimal. The optimization results calculated by AHP-TOPSIS method a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d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production, which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election of drifting
ventilation method for high-altitude mines.
KeywordsKeywords drifting ventila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high-
altitude mine

GONG Jian, HU Nailian, CUI Xiang, WANG Xiaodong
Key Laboratory of High- efficient Mining and Safety of Metal Min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矿山在生产过程中对独头巷道的通风称为掘进通风，其

任务是向掘进面提供质优量足的新鲜空气，改善劳动环境。

掘进通风是矿井通风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整个矿井生产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掘进面作业人员安全健康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目前多数矿山企业仅采取单一的通风方式，但

相比低海拔地区，高海波矿山低氧低压的特殊环境导致设备

及职工的劳动效率大幅降低，且采用单一的通风方式极易形

成缺氧负压区，对作业人员的生命造成危害，因此，高海拔矿

山的独特性决定了必须采取混合式通风。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先后运用不同评价方法对通风

方式优选进行了分析[1~4]，研究较多的有模糊数学、灰色关联度

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等，但混合式通风涉及到多项技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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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EEMDEEMD的爆破振动能量安全分析的爆破振动能量安全分析
饶运章 1,2，王柳 1，邵亚建 1

1. 江西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赣州 341000
2. 江西理工大学江西省矿业工程重点实验室，赣州 341000
摘要摘要 针对爆破振动安全标准的缺陷和小波折合能量法存在基函数、分解尺度选择的问题，基于集成经验模式分解（EEMD）技
术，提出爆破振动折合能量安全评判新方法。对爆破振动波进行EEMD分解，识别造成破坏的优势 IMF分量，求取其能量和频

率，并结合构筑物固有频率进行折合能量计算，以此进行安全评判。基于某矿实测爆破振动数据，计算各信号的折合能量，综合

现场破坏情况，得出该矿爆破振动波折合能量安全阈值为1.0×10-7 J。
关键词关键词 爆破振动；集成经验模式分解；折合能量；优势分量；安全阈值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235.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10

Safety analysis of EEMD-based blasting vibration energy

AbstractAbstract A new appraisal method for safety of blasting vibration equivalent energy based on EEMD technology is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e safety criterion defects for blasting vibration and choice-making dilemma of mother wavelet and decomposition scales of
wavelet packets equivalent energy. To begin with, the blasting vibration wave is EEMD- decomposed and the principal IMF
components causing damage is identified. Then, the energy and frequency of principal IMF components are calculated, as well as
equivalent energy computation considering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compounds for safety appraisal is conducted. It is deduced that
the safety threshold of blasting vibration equivalent energy in the mine is 1.0×10-7 J, based on collected blasting vibration field data,
calculated equivalent energy of signals, and situation of on-site destruction.
KeywordsKeywords blasting vibration;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quivalent energy; advantage components; safety threshold

RAO Yunzhang1,2, WANG Liu1, SHAO Yajian1

1.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2. Jiangxi Key Laboratory of Mining Engineer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振动是地下矿山爆破的主要危害之一，不仅影响采矿正

常作业，严重时还会造成采空区塌陷、顶板冒落，给生命和财

产带来极大危害。因此，爆破振动安全评判和预测是矿山爆

破的重要研究内容[1]。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是在监测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

阶段爆破振动安全标准《GB 6722—2003 爆破安全规程》，以

质点最大振速进行安全评判，或对数据进行处理获取经验公

式和构建预测波形进行安全预测[2~4]。但此类方法仅涉及振

速和频率，没有综合考虑振动位移、持续时间和受震物体动

态响应等信息，被工程实践证明适用性和准确性受限[5]。

中国生[6]、李鹏[7]和刘敦文等[8]借助小波包分解的多尺度

多分辨特性，将各频带地震波的能量值和频率相结合形成折

合能量作为评判依据，为爆破振动安全评判提供了新方法。

但小波包分解存在基函数和分解尺度的选择问题，折合能量

也非固定值。

集 成 经 验 模 式 分 解（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EMD）是 Wu 等 [9]针对 EMD（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分解易受异常事件干扰产生模态混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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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河油田高温高盐苛刻油藏高效起泡剂塔河油田高温高盐苛刻油藏高效起泡剂
优选与性能评价优选与性能评价
田疆 1，杨喆 2，方吉超 2，赵健慧 2，王凯 2，丁琴芳 2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乌鲁木齐 830000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岛 266580

摘要摘要 为进一步提高塔河油田高温高盐油藏的采收率，探索高温高盐油藏泡沫驱油的可行性，通过Ross-Miles法，以泡沫综合

值为评价指标优选了耐高温耐高盐起泡剂体系，评价其稳定性、表/界面张力和高温高压下泡沫起泡性能，并通过物理模拟实验

研究了泡沫对地层的适应性和驱油效果。实验结果表明：优选的起泡剂为HTS-1两性表面活性剂，高温高盐稳定性好，且能使

油水界面张力降低到10-1 mN/m数量级；在高压高温下起泡剂的起泡和稳泡性能大幅度提高，且随着压力的增加，起泡性能有进

一步增加的趋势；单管岩心物理实验证明泡沫对地层有较广的适应性，在一定地层渗透率范围下，泡沫的封堵性能随渗透率的增

大而增强，超过一定渗透率后泡沫的封堵性能下降；驱油实验显示出泡沫能有效封堵高渗层，实现液流转向，并能提高洗油效率，

采收率增值达到17%左右。

关键词关键词 塔河油田；高温高盐；高硬度；起泡剂；提高采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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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high efficiency foaming
agent for high-temperature and high-salinity harsh reservoir of Tahe
Oilfield
TIAN Jiang1, YANG Zhe2, FANG Jichao2, ZHAO Jianhui2, WANG Kai2, DING Qinfang2

1. Sinopec Northwest Oilfield Branch, Urumqi 830000,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eavy Oil Process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foam flooding for high-temperature and high-salinity reservoir in Tahe Oilfield to
improve the oil recovery. The foaming agent was selected by means of Ross-Miles method with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foam
comprehensive value, and its stability, surface/interfacial tension and foaming propertie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were evaluated. Its stratum adaptability and oil displacement efficiency were also evalu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der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salinity conditions in Tahe Oilfield, the optimal foaming agent was amphoteric surfactant HTS- 1, which had
satisfactory stability and reduced the oil-water interfacial tension to 10- 1 mN/m. It has improved foaming and foam stability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and the higher the pressure, the better the foam stability. Single core experiment demonstrated that
foam flooding has wide stratum adaptability, and the foam plugging performance will be improv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ermeability
and be reduced over a certain permeability. Oil displacement experiments show that foam can plug the high- permeability layer,
leading to fluid diverting and higher oil displacement efficiency, and increase water flooding recovery by 17%.
KeywordsKeywords Tahe Oilfield;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salinity; high hardness; foaming agent; improved oil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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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田疆, 杨喆, 方吉超, 等. 塔河油田高温高盐苛刻油藏高效起泡剂的优选与性能评价[J]. 科技导报, 2015, 33(4):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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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周珺, 伊向艺, 卢渊, 等. 清洁压裂液对煤岩储层伤害的实验评价[J]. 科技导报, 2015, 33(4): 72-75.

清洁压裂液对煤岩储层伤害的实验评价清洁压裂液对煤岩储层伤害的实验评价
周珺 1，伊向艺 2，卢渊 1，邱小龙 3，叶金亮 4

1. 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学院，成都 610059
2. 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与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59
3.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13地质大队，六盘水 553001
4. 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兰州 730050
摘要摘要 压裂液进入煤层后会带来一定的伤害，影响煤层气的产量。通过实验研究了清洁压裂液对煤层气解吸扩散和渗流的伤害

机制。以沁水盆地煤岩为实验样品，利用自主研究的煤岩解吸装置和全模拟流体模拟微观分布实验系统，测试了清洁压裂对煤

岩解吸量和地层水渗透率的伤害程度。研究表明，清洁压裂液对煤岩渗透率的伤害为30%，对煤层气解吸量的伤害率为24%，

并且推迟了煤层气开始解吸的时间，降低了解吸的速率。通过电镜扫描、润湿性等测试，明确了清洁压裂液对煤岩的伤害机制。

关键词关键词 煤层气；清洁压裂液；渗透率；解吸；润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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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and mechanism research of damage of clean fracturing
fluids to coalbed methane

AbstractAbstract Coalbed would be damaged by fracturing fluid, which affects coalbed methane production. Clean fracturing fluid is studied
through experiments on the diffusion of coalbed methane desorption and seepage damage mechanis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election of coalbed methane well fracturing fluid. Coal 3 from Qinshui basin is selected as test samples to conduct the desorption
test after injecting fracturing liquids into the samples by using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CBM desorption experimental apparatus and
permeability test by microscopic distribution of fluid simulation experiment system. Research shows that permeability of coal is
damaged by 30% and the desorption amount of damage rate is 24% . Clean fracturing fluid may postpone the coalbed methane
desorption time and reduce the absorption rate. And then through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scanning and wettability analysis, the
damage mechanism of coal by clean fracturing fluid is found out.
KeywordsKeywords coalbed methane; clean fracturing fluid; permeability; desorption; wettablilty

ZHOU Jun1, YI Xiangyi2, LU Yuan1, QIU Xiaolong3, YE Jinliang4

1. School of Energy Resour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3. Brigade 113, Guizhou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Liupanshui 553001, China
4. Lanzhou LS Energy Equipment Engineering Institute Co., Ltd., Lanzhou 730050, China

煤岩储层具有低孔、低渗及较低地层压力等特征，开发

过程中自然产能低。因此，煤层气井需要进行压裂改造才能

达到较好的开发效果[1]。在油藏压裂中，清洁压裂液作为一

种新型的压裂液体系逐渐被人们所认可。清洁压裂液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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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涡面元法的风力机叶片翼型优化基于涡面元法的风力机叶片翼型优化
设计设计
张永恒 1，林志敏 1，王良璧 1，严军 2，刘颖 2

1. 兰州交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兰州 730070
2.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摘要 针对风力机翼型反设计问题，通过求解由涡量表达的面元流函数方程，直接得到面元节点速度；通过计算沿流线的伯努利

方程获得面元的压力系数，进而求得升力系数和力矩系数。应用所述涡面元法以NACA2412为初始翼型，以NACA4412压力系

数为目标值，获得满足目标压力系数的新翼型。根据新翼型对一小型风力机进行优化设计。计算表明基于涡面元法的翼型反设

计有较高精度，较广适应性。通过凸函数表达翼型几何参数，能满足不同初始翼型的优化设计及风力机叶片的设计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风力机翼型；涡面元法；翼型优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K8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13

Optimization design of airfoil for wind turbine blade based on
vortex panel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inverse design of airfoil for wind turbine blade, the stream function equations expressed by
vorticity were solved and the velocities at the panel nodes were directly obtained. The other parameters such as pressure coefficient,
lifting coefficient as well as torque coefficient can be calculated via the Bernoulli equation. A new airfoil was obtained by using vortex
panel method, taking NACA2412 as the original geometrical shape and the pressure coefficients of NACA2412 airfoil as the target.
Optimization design for a small wind turbine was conducted by incorporating the newly obtained airfoil. Numerical test showed that
the inverse design based on vortex panel method had high accuracy and wide adaptation. By using bump function to represent the
geometry of the airfoil, optimization designs can be achieved for different initial airfoil geometry and wind turbine blade.
KeywordsKeywords wind turbine arifoil; vortex panel method; optimization design

ZHANG Yongheng1, LIN Zhimin1, WANG Liangbi1, YAN Jun2, LIU Ying2

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风力机叶片沿展向由一种翼型剖面或几种翼型剖面的

叶素组成 [1,2]，以满足对叶片气动性能的要求。因此，获得翼

型气动性能是叶片设计的基础。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获得翼

型气动性能的方法已从单纯依赖实验与经验相结合的方法

发展到可大量地依赖数值模拟的方法。其中以面元法为基

础的翼型气动性能计算方法，应用方便、灵活、能满足一定的

设计要求，在实际设计中得到广泛使用[3~5]。根据预期的翼型

性能获得对应翼型几何形状的设计称为翼型反设计[6,7]，其基

本过程为确定初始翼型；确定与初始翼型面元节点对应的气

动参数，如各节点的压力系数；确定翼型上下面坐标修正的

函数表达式，或进行翼型参数化表达[5~8]；确定优化算法，以预

期性能参数为目标，通过修正翼型几何形状，使翼型气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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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7-25；修回日期：2014-11-18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1ZX06002-005）
作者简介：杨林，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核科学与技术，电子信箱：flyingfox07@163.com
引用格式：杨林, 韩立勇. AP600冷凝实验本体承压与密封性能分析及改进[J]. 科技导报, 2015, 33(4): 80-84.

APAP600600冷凝实验本体承压与密封性能冷凝实验本体承压与密封性能
分析及改进分析及改进
杨林，韩立勇

国家核电技术研发中心，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针对威斯康辛大学AP600冷凝实验的实验本体进行结构分析，计算其承压能力和密封性能。因通过计算发现实验本体

承压性能不足，提出改进实验本体结构的设计方法。通过ANSYS有限元计算分析了改进后的实验本体的承压性能。结果表明，

改进后的实验本体，具有更好的承压能力，可满足更高的实验参数需要。

关键词关键词 先进压水堆；非能动安全壳冷却系统；压力容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L421+.1，TL351+.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14

Stress and tightness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pressurized vessel for
experimental test of steam condensation on the cold surface of AP600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t first the structure of the pressurized vessel for AP600, which was developed b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nd the stress and tightness of the pressurized vessel are analyzed. Then an improved structure of the pressurized vessel is
developed so that the pressurized vessel can support a higher pressure for the experimental test of steam condensation on the cold
surface. The stress of the improved pressurized vessel is analyzed by ANSYS. The calcula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essurized vessel
can not only support a higher pressure but also meet other thermal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test.
KeywordsKeywords advanced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passive containment cooling system; pressurized vessel

YANG Lin, HAN Liyong
State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R&D Centre, Beijing 100190, China

先进压水堆（advanced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APWR）
是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代表堆型之一，它采用了非能动安全系

统，利用自然界物质的固有规律来保障安全。非能动安全壳

冷却系统（passive containment cooling system，PCCS）是非能

动安全系统之一[1]。在事故工况下，安全壳内部出现大量蒸

汽，导致壳内压力和温度上升。此时，顶部储水箱中的冷却

水通过重力流下，在安全壳外部形成均匀冷却水膜，壳内的

热量通过钢制安全壳传递给冷却水膜，通过水膜的蒸发传递

到外部环境。同时，壳内蒸汽在钢制安全壳内壁凝结下来，

形成冷凝水，从而降低了安全壳内部的压力和温度，有效保

证了安全壳的安全。为了研究蒸汽凝结在PCCS中的热质传

递规律，威斯康辛大学进行了AP600冷凝实验。

AP600冷凝实验的核心设备是一个模拟安全壳切片的承

压容器，即实验本体，该本体能够满足较低的承压需要。然

而随着蒸汽凝结规律研究的需要，实验参数需要进一步扩

展，压力等级需要提高，而该本体无法满足更高压力的实验

需求[2]。因此有必要对该实验本体进行改进，提高其承压能

力，从而满足拓展实验参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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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人肝癌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人肝癌
HepGHepG22细胞生物行为和细胞生物行为和Rho/ROCKRho/ROCK
信号通路的影响信号通路的影响
张敏芳 1，袁芳 1，汤建安 1，谢凤莲 1，哈木拉提·吾甫尔 2，胡汉华 1

1.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2. 新疆医科大学维吾尔医学系，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为探讨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ASM）对人肝癌细胞（HepG2）增殖、侵袭转移的影响及Rho/ROCK信号传导通路相关蛋

白表达影响，采用四甲基偶氮唑蓝（MMT）法检测不同浓度ASM（10、20、25、50 mg/mL）和10 μmol/L Y-27632作用24、48、72 h
后，对HepG2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扫描电镜技术和细胞侵袭实验测定ASM不同剂量组和10 μmol/L Y-27632作用24 h癌细

胞侵袭运动能力，Western Blot检测ASM不同剂量组和10 μmol/L Y-27632作用24 h癌细胞RhoA、ROCK1、ROCK2的表达。

结果显示，ASM对肝癌细胞增殖有明显抑制作用，且表现为有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在10、20 mg/mL ASM 剂量组，ASM药物作

用 24、48、72 h后，HepG2细胞增殖抑制作用随时间的延长而抑制增加，而25、50 mg/mL 剂量组，ASM抑制细胞增殖作用不明

显；ASM抑制瘤细胞侵袭运动能力，扫描电镜结果显示ASM抑制肿瘤细胞伪足的生长，ASM中高剂量组ROCK1、ROCK2的表

达明显降低，RhoA表达无明显变化。由此推论，ASM对人肝癌细胞生长增殖和侵袭运动能力有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与ROCK
酶表达降低有关。

关键词关键词 异常黑胆质成熟剂；Rho/ROCK；肝癌细胞（HepG2）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575，R32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15

Effect of Uyghur medicine ASM on cytobiology behavier and Rho/ROCK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in human hepatoma HepG2 cells
ZHANG Minfang1, YUAN Fang1, TANG Jianan1, XIE Fenglian1, UPUR Hamurat2, HU Hanhua1

1. College of Basic Medic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2. Faculty of Traditional Uyghur Medicin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Uyghur medicine abnormal savda munzip (ASM) on the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Rho/ROCK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related proteins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G2) cells.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ASM (10, 20, 25, 50 mg/mL) and Y- 27632(10 μmol/L) for 24, 48 and 72 h , the proliferation of HepG2 cells was
detected using the four 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MTT) method. The alteration of the cells invasive ability treated with ASM and Y-
27632 for 24h was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and cell invasion assay.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se drugs on the expression of RhoA, ROCK1 and ROCK2.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SM suppressed the proliferation of
HepG2 significantly with a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for groups of ASM with 10 and 20 mg/mL, inhibition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of
ASM action; for groups of ASM with 25 and 50 mg/mL,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inhibition was found. ASM suppressed the invasive
ability of HepG2. SEM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hepatoma cellular pseudopodia were inhibited by ASM. ASM
收稿日期：2014-08-06；修回日期：2014-10-08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实验室课题（XJDX0208-21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360569）
作者简介：张敏芳，博士，研究方向为维药防癌作用机制，电子信箱：zhangminfang56@126.com；胡汉华（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维药防癌作用机

制，电子信箱：huhanhuaster@163.com
引用格式：张敏芳, 袁芳, 汤建安, 等. 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人肝癌HepG2细胞生物行为和Rho/ROCK信号通路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4): 8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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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660025，31060152，3136026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0211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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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周璨林, 艾斯卡尔·买买提, 日沙来提·吐尔地, 等. 非损伤技术研究天山马鹿性别比与冬季家域[J]. 科技导报, 2015, 33(4): 91-96.

非损伤技术研究天山马鹿性别比与非损伤技术研究天山马鹿性别比与
冬季家域冬季家域
周璨林 1,2，艾斯卡尔·买买提 3，日沙来提·吐尔地 1，马合木提·哈力克 1

1.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2.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54
3. 新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利用5对微卫星对331堆粪便进行个体识别，发现喀拉乌成山小渠子地区73堆粪便来自32头马鹿，白杨沟64堆粪便来

自28头马鹿，哈密东天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白石头地区87堆粪便来自66头马鹿，松树塘地区41堆粪便来自32头马鹿，寒气沟地

区66堆粪便来自42头马鹿。利用SRY基因鉴定的天山马鹿雌雄比是1.78∶1~2.89∶1，粪便形态鉴定的结果是1.62∶1~2.40∶1，
两种方法获得的结果无统计学差异。冬季雌雄马鹿家域范围分别是1.24~1.71 km2和1.02~1.57 km2，雌雄性家域范围差异不

大，这是由天山马鹿自身习性决定的。

关键词关键词 粪便；马鹿；家域；性别比；非损伤性采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59.8，Q958.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16

Sex ratio and winter home range of Tianshan red deer (Cervus
elaphus songaricus) by noninvasive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Red deer fece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National Forest Park at east Tianshan mountains and Karawushen mountains to
study the sex ratio and home range using noninvasive method. The sex ratio was 1.78∶1-2.89∶1 obtained by SRY gene identification,
and 1.62∶1-2.40∶1 by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feces, which do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y T-test. The home ranges of male
and female red deer were 1.02-1.57 km2 and 1.57-1.71 km2, respectively,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home ranges of some
deer were overlapped in the National Forest Park at east Tianshan mountains, which is decided by their habits and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Keywords feces; red deer; home range; sex ratio; noninvasive sampling

ZHOU Canlin1,2, MUHAMMAT Askar3, TURDY Risalat1, HALIK Mahmut1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2. College of Basic Medic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3.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天山马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并且被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
列为无危（LC）级，是天山山脉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在生态

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天山马鹿是马鹿的一个亚种，广

泛分布于天山山脉，它不仅受到种群数量小、人为捕杀的威

胁，近亲交配以及栖息地破碎化也是威胁其生存的重要因

素。一些研究者已经对于栖息地破碎化的后果进行研究，比

如食性选择、遗传多样性丧失[1]。一般情况下对家域的研究

91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475


科技导报 2015，33（4） www.kjdb.org

作为纵深防御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安全保障层次

中的最后一个层次，核电厂应急响应是核安全的重要内容，

一直备受关注。2011年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使人们又一次认

识到了核电厂应急响应能力对于缓解事故后果，保障公众与

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同时警醒业界重新审视核电厂应急响应

能力的现状，研究核电厂应急响应能力评价的方法，以更好

维持核电厂对核事故的应急响应能力[1~3]。但核电厂应急响

应能力评价的研究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多层次，具有非常高

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响应能力评估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响应能力评估
软件平台软件平台
张立国，曲静原，童节娟，刘涛，赵军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核电厂营运单位的应急响应能力是核电厂安全运营的重要保障。在核事故中，核电厂营运单位成功实施应急响应是缓解

事故进程、控制事故后果，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关键途径。因此，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响应能力建设能否支持其成功应对

核事故，已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在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响应能力评估方法的基础上，研发了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响应能

力评估软件平台，用于辅助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响应能力评估方法的推广应用。结合已经形成的应急响应能力评估准则，分析

了应急响应能力评估方法运用中的需求、提出的软件功能共含有7项，包括用户管理、性能指标的计算与数据维护、检查发现的

资料管理与评价结果呈现、内部管理流程、综合评价、电厂管理、评估准则和关注点管理，并介绍了功能的软件实现。

关键词关键词 核应急；应急响应能力评估；反应堆监管程序；核电厂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L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17

A software platform for evaluating the capability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response to nuclear emergency
ZHANG Liguo, QU Jingyuan, TONG Jiejuan, LIU Tao, ZHAO Jun
Institute of Nuclear and New Energy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dequate emergency response to nuclear accident in nuclear power plant is a critical way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all along one of the key questions for the industry that what means the capability of a licensee
of NPP that is good enough for a victorious response to an accident. The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
software platform to help evaluate the capability of NPP's response to nuclear accident using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proposed by
the team in charge of developing the mechanism to evaluate licensee's capability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he
functions required by the evaluation software platform are described, including user administration, performance indicator calculation,
data maintenance, administration of inspection findings resources, represent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internal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assess, maintenance of information on NPPs, maintenance of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so on. How these func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is also presented .
KeywordsKeywords nuclear emergency; evaluation on capability for emergency response; reactor oversight process; nuclear power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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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立国, 曲静原, 童节娟, 等. 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响应能力评估软件平台[J]. 科技导报, 2015, 33(4): 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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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货车坡道运行安全监控系统重型货车坡道运行安全监控系统
史培龙，刘瑞，余强，赵轩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西安 710064
摘要摘要 针对山区公路交通的安全问题，研究一种适用于重型货车的坡道运行安全监控系统。依据确定的监控指标，选用Fre⁃
escale MC9S12DG128B单片机，并设计信号采集、信号处理、数据通信等功能模块和人机交互智能仪表，构建了重型货车坡道

运行智能监控系统。装车道路试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实现了对制动器温度、制动主缸压力、制动轮缸压力、制动管路压力、制动减

速度、下坡坡度等参数的实时监测，能够给驾驶人提供车速、制动踏板位移、制动踏板力、环境温度和湿度等信息，且当制动器温

度过高、制动管路泄漏、制动减速度异常时，能够及时提醒驾驶人，有效提高了重型货车坡道运行的安全性。

关键词关键词 重型货车；坡道运行；安全监控系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U461.9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18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heavy duty vehicles running on rampway

AbstractAbstract For the safety problem of heavy duty vehicles running on rampway, a study and design of a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is
presented. First we analyze the 923 downhill traffic accidents in Shaanxi to acquire their major causal factors, and confirm the
monitor control indexes for the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Then, the monitoring indicators, signal acquisition module, signal processing
module, data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lligent instrument ar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based on
Freescale MC9S12DG128B SCM. Finally, we conduct road experiments for the monitoring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nitoring system for heavy duty vehicles running on rampway could provide an effective way to monitor the security parameters of
heavy duty vehicles and alarm, with intellectualization, visualizatio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e safety of heavy duty vehicles when
running on rampway is improved.
KeywordsKeywords heavy duty vehicles; running on rampway;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SHI Peilong, LIU Rui, YU Qiang, ZHAO Xuan
School of Automobil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随着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公路货运周转量迅猛

增长，据调查，2011年中国公路货物周转量达到 19801.51亿

t·km[1]。公路货物运输对交通运输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也带来了交通安全问题[2]。据统计，截止 2013年中国货车保

有量达到约1900万辆，占机动车保有量的7.8%，然而由货车

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28621人，占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

28%。因此，解决货车交通安全问题是降低交通肇事死亡数

量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货车交通事故中，山区公路交通事故

造成的群死群伤重特大恶性事故尤为严重[3~5]。

山区公路交通事故的统计结果表明，64.31%的货车交通

事故是由于汽车主制动器失效或部分失效造成的。为解决

重型货车连续下坡安全性问题，通常采用的解决方法是淋水

法和修建避险车道法[6,7]。淋水法存在着地面结冰、制动鼓龟

裂、制动蹄磨损严重等缺陷；避险车道的修建受地理环境影

响较大，且制造和维护成本高。因此，本文根据主制动器失

效的原因，研究重型货车坡道运行安全监控系统。

1 总体设计方案
某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 2004—2013年处理的交通

事故 20159起，其中下坡路段交通事故 923起。对下坡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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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钙纳米材料的制备磷酸钙纳米材料的制备、、性能及应用性能及应用
漆超，朱英杰，吴进，陈峰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 200050
摘要摘要 磷酸钙作为生物体硬组织中主要的无机成分，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活性及生物可降解性，广泛应用于骨组织与牙

齿修复和替换、药物输运和控制释放、基因转染及诊断成像等生物医学领域。人工合成磷酸钙材料的组成、结构、尺寸、形貌和结

晶度等特性均与材料的制备方法有关，且材料的这些特性对其应用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发展不同的方法制备出具有特定组

成、结构、尺寸、形貌、结晶度和性能的磷酸钙纳米材料对其应用至关重要。本文综述近年来在磷酸钙纳米材料的制备、表征、性

能和应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讨论室温制备法、溶剂热/水热合成法、微波辅助快速合成法、静电纺丝法及含磷生物分子

磷源合成法等制备方法，分析磷酸钙纳米材料的性能及其在药物装载和可控释放、蛋白质吸附及释放、生物成像等领域的应用，

展望磷酸钙纳米材料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磷酸钙；羟基磷灰石；纳米材料；药物载体；医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3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4.019

Preparation,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of calcium phosphate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QI Chao, ZHU Yingjie, WU Jin, CHEN Fe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Cera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5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s the important inorganic component of biological hard tissues, calcium phosphate materials have high biocompatibility,
bioactivity and biodegradability. Therefore, they are widely investigated and used in various biomedical fields, such as bone and tooth
repair and replacement, drug delivery, gene transfection and diagnostic imaging.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structure, crystallite size,
morphology, and crystallinity of the synthetic calcium phosphate materials, which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ir preparation method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ir applications. Therefore, to develop various synthetic methods for the desirable materials is important for
their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our group in the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of calcium phosphate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focusing on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including room- temperature
synthesis, solvothermal/hydrothermal synthesis, microwave- assisted rapid synthesis, electrospinning, and phosphorus- containing
biomolecules based synthesi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drug delivery, protein adsorption and release, and bioimaging.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calcium phosphate; hydroxyapatite; nanomaterials; drug delivery; biomedical application

收稿日期：2014-09-15；修回日期：2014-10-26
作者简介：漆超，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纳米生物材料，电子信箱：qichao@student.sic.ac.cn；朱英杰（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纳米生物材料、微

波快速合成纳米材料，电子信箱：y.j.zhu@mail.sic.ac.cn.
引用格式：漆超, 朱英杰, 吴进, 等. 磷酸钙纳米材料的制备、性能及应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4): 111-119.

磷酸钙如羟基磷灰石（HAP）等常以非化学计量比、离子

取代或钙缺位的形式广泛存在于脊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之

中，并赋予这些硬组织必需的机械性能，包括强度、硬度、韧

性及稳定性等[1~3]。人工合成磷酸钙材料由于其优异的生物

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广泛应用于生物矿化和生物医学等

领域[4~6]。磷酸钙材料无毒性，进入体内后不会被当作外来物

质产生排异反应，并且能够促进成骨细胞的黏附和增殖，可

用于植入材料的表面涂层及牙齿的填充材料，并被广泛应用

于骨修复和骨替代等组织工程领域 [7,8]。磷酸钙材料对蛋白

质和DNA具有优良的吸附性能，可用于血液的净化和基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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