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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6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讲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
“……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
们“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这些讲话
为科技工作者敲响了警钟。同样，中国离桥梁强国也有不小差距，尤其在质量和耐久性、创新设计理念、高性能材料应用以及工业化施工
等方面仍有许多不足。

中国的GDP总量已位居第2，而且十余年后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然而，我国的人均GDP仍在世界前80位之外（20年前
尚在前100位之外，大约每年上升1位）。因此，在21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小康，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前40位之内）是比较合理可行的目标，
要进入前20位才是发达国家，而且只有前10位最发达国家才能真正称为被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

21世纪的20—30年代，欧美强国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桥梁建设高潮，因为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大桥已使用了近百年，进入了衰老期，
需要更新重建许多大桥。东南亚一些岛国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发展也可能有条件开始兴建跨海连岛工程，以替代
不安全的轮渡交通。发达国家中的日、韩、英等岛国也会启动新的跨海连岛工程。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为桥梁建设新高潮的到来进行积极
准备，如开发现代高性能材料和复合材料用于组合桥梁结构；不断改进分析理论和软件使之更精细化；利用最先进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
大型施工装备（建筑机器人），使更大的预制上下部构件都能迅速、准确就位，包括超过60 m的深水基础施工。总之，未来的桥梁工程正在
向更安全、更经济、更耐久、更环保、更美观的方向前进，并最终为实现21世纪的可持续的桥梁工程和征服海峡作出贡献。

在现代桥梁工程近70年（1945—2013）的发展历史中，约60余项创新技术是桥梁强国的品牌公司所发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
来，桥梁建设规模大，跨度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所采用的技术大都是发达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创造的。我们只是做了人家30年前
已经做过的事。希望中国桥梁界在今后20年的国内跨海工程（如深中通道、琼州海峡、渤海海峡、舟山新区连岛工程等）建设中鼓励创新，
加速高性能材料、超深水基础、大跨度桥梁防灾性能等研发工作，储备好先进技术，克服质量和耐久性方面的不足。如果我们墨守成规、固
步自封，中国桥梁界将会在21世纪20—30年代的国际桥梁设计竞赛和施工竞标中落入下风，难以和发达国家相匹敌。建议具体的研发
工作可着重在以下6个方面：

1）提高桥梁的寿命期。应按不同跨度或投资大小确定不同的寿命期。500 m跨度以下或50亿投资以下仍保持100年；巨型跨海工
程的投资可能超过300亿元，应考虑200年寿命期。相应地，就要开发耐腐蚀耐疲劳的超高性能材料，以适应高寿命期的需求。

2）跨海工程的水深将达到50~100 m，而且航道以外的海域水深也可能超过50 m。要研发全预制装配的下部结构和深水基础形式，
并保证接合部的耐久性。同时，还要研发相应的大型深水基础施工装备。

3）为了避免悬索桥的深水锚碇和不可更换的主缆，应进一步拓展斜拉桥的跨越能力。研发跨度1100~1600 m斜拉桥的可行性，并
克服其技术上的困难。同时，还要研究多孔连续大跨度斜拉桥的合理体系，更好地解决温度效应和伸缩缝布置问题，以及抗风和抗震方面
的特殊问题。

4）在400 m以下跨度范围内仍应发挥混凝土桥梁在经济上的优势，建议进一步研发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实际上是一种体外索
的梁式桥），为跨海工程中的浅水区（水深30 m以下）提供多种经济合理的非通航孔桥型选择。

5）斜拉桥的桥塔也是永久性结构，一般都采用比较经济的混凝土桥塔（塔顶锚固区可能用混合结构）。要进一步研究其合理构造和
严格的施工工艺，以避免塔身的早期裂缝，保证其寿命期内的耐久性。

6）对于水深超过100 m，海峡宽度10 km以上的世界巨型跨海工程，将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多跨连续的超大跨度悬索桥及其深水锚碇
基础。此时，必须克服许多挑战，中国桥梁界也应对此作好技术储备，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今后20年将是21世纪中国桥梁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只有通过真正的自主创新才能实现超越。一些国外巨型跨海工程（如欧非直
布罗陀海峡、印尼的巽他海峡和巴厘海峡、马六甲海峡、朝鲜海峡、白令海峡等）的前期规划工作都是由发达国家的品牌公司所做的，可以
说他们已占得先机，对于面临的挑战已做好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落后了至少20年，这也正是我们和世界桥梁强国之间的
差距所在。

近来，发达国家又提出了“工业4.0”的再工业化战略，即继机械化、电气化、电子信息化之后，工业化的第4个阶段，也可称为第4次工
业革命。其主要特征为智能化生产，即大部分生产性活动均由各种机器人完成，部分脑力劳动也由
计算机完成。人的作用将集中在创新设计、质量控制与检测、管理与服务等方面。我相信工程建设
也会逐步过渡到这一新阶段，即由工程师在指挥部遥控大型建筑机器人优质高效地完成水下和海上
各种危险的施工作业。

希望年轻一代桥梁工程师能认清差距，急起直追，重视质量，走出误区；改革体制，加强
研发和创新。同时还要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
为实现中国从桥梁大国迈向桥梁强国贡献力量。

21世纪中国桥梁的发展之路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上海 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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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工程界在国际上赢得一席之地。现任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荣誉资深教授，国际

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IABSE）资深会员和名誉会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与结构工

程分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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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三氯化铁基少层石墨烯插层化合物边界处的新奇性质

导

读

▶P18 基于石墨烯复合薄膜的等离激元传感

研究进展
P7 守护蓝天，我们在行动
空气污染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当前形势下，对环境问

题的研究与相应环保产品的研发刻不容缓。研究大气污染的

大军正奋力向前，本文展现了近期关于大气方面的研究成果。

P9 “火星一号”移民计划：“雄心勃勃”的

单程之旅
2015年2月，面向全球招募志愿者移民的“火星一号”计

划宣布了第三阶段候选者名单，志愿者将经过多轮选拔争夺

2025年奔赴火星的第一批名额。2011年启动、2013年运营的

“火星一号”项目吸引了数以万计火星探索爱好者，然而，随着

项目推进，由荷兰私人机构主导的该计划亦遭遇诸多质疑。本

文为您解读“火星一号”计划的可行性及科学性，以及人类移民

火星面临的重大技术挑战。

P125 “科技举国体制”的再审视
“科技举国体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然而，其产生的特殊

历史背景与局限性却少有关注，这将影响科技政策制定乃至

科技事业的良性发展。本文讨论了“科技举国体制”的历史必

然性与局限性。

少层石墨烯插层化合物是将不同的
原子或分子插入少层石墨烯层间，形成
一层新的插层剂层的复合材料。插层剂
的存在使得石墨烯层间距增大，同时不
同插层剂也让石墨烯层的自由载流子发
生迁移，从而得到具有不同电学、热学和
磁学等性质的化合物。同时，由于少层
石墨烯拥有与单层石墨烯近似的优越的
机械、电学、光学等性质，因此少层石墨插
层化合物在电极、超导、催化剂、储氢、电

池、显示器等新型材料的研制方面具有重
要价值。FeCl3基的插层化合物在空气中
较为稳定，载流子转移保持更加稳定，掺
杂性质保持较好，不容易被氧化。因此，
对于少层的石墨烯插层化合物来说，利用
FeCl3对石墨烯插层进行掺杂得到的化合
物更加稳定，更容易实现应用。

早期对石墨插层化合物的动力学过
程研究表明，通过两室气相传输法将Fe⁃
Cl3插入到石墨层间时，容易在石墨层间
边缘处形成不均匀插层掺杂的岛状结
构。石墨烯G带拉曼峰可以表征石墨烯
自由载流子浓度，FeCl3的插层掺杂使得
石墨烯层的自由载流子浓度发生变化，
引起G带拉曼峰的蓝移。通过对 FeCl3
的插层样品进行拉曼实验发现，少层石
墨烯的插层同样会在石墨烯边界处形成
不均匀的岛状结构。这些岛状的 FeCl3
分子层周围石墨烯的自由载流子浓度与
没有插层 FeCl3的自由载流子浓度存在
明显的差异。所以在掺杂样品在边界
处，由于存在不均匀的岛状插层结构，其
G带拉曼峰会多出一个本征G0峰。另一
方面，由于双层石墨烯中各石墨烯层的
插层掺杂状态一致，而三层及以上少层
石墨烯底层和顶层石墨烯与中间层石墨
烯的插层掺杂状态不一致，其G带拉曼

峰内部会出现表征不同载流子浓度的蓝
移的G带双峰结构，而边界处则为三峰
结构。

少层石墨烯插层化合物G带拉曼峰
的结构位置说明，对于充分插层掺杂的
少层石墨烯而言，自由载流子在石墨烯
层与掺杂层间的转移并不均匀，石墨烯
层间及其内部区域由于附近插层分子的
差异，性质存在明显差异。这对于制备
各向异性的不同载流子浓度的石墨烯器
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技导报》2015年第5期第13~17
页刊登了陈闰堃和陈佳宁的“三氯化铁
基少层石墨烯插层化合物的拉曼光谱”
研究论文，论文通过对经过FeCl3插层掺
杂的少层石墨烯进行拉曼实验，发现掺
杂石墨烯样品边缘及中心部分具有显著
差异的G带拉曼峰结构，揭示了掺杂的少
层石墨烯具有不均匀掺杂浓度的层间结
构以及边缘处不均匀掺杂的岛状结构。

本期封面表现为边缘处具有不均匀
掺杂岛状结构的1阶FeCl3插层掺杂的双
层石墨烯 3D结构，石墨烯层与 FeCl3分
子层间的电子转移以及边缘处的G带拉
曼峰结构。图片由陈闰堃提供。本期封
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华姣陈华姣））

做为由单层碳原子紧密堆积而成的六边形蜂

窝状二维晶体，石墨烯具有高载流子迁移率、良好

的生物兼容性和优异的化学稳定性。本文简要综

述了石墨烯-金属纳米粒子复合薄膜在表面增强

拉曼散射研究进展，以及石墨烯等离激元的激发

方式和传感性能。在可见光波段，石墨烯和金属

纳米粒子之间的耦合使复合薄膜具有强的光学吸

收和局域电场增强，从而使复合薄膜可以作为高灵敏的表面增

强拉曼基底。在中红外波段，除可以利用石墨烯微纳结构激发

等离激元，还可以对介电

基底进行微纳加工利用波

导模式激发，使得石墨烯

等离激元可能用于折射率

传感。讨论了石墨烯基复

合薄膜研究过程中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展望了其在

表面增强拉曼和传感方面

的应用前景。

石墨烯转移过程和石墨烯/金纳米孔

复合结构的形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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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0202--1616至至20152015--0202--2828））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现新型生命“暗物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23日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单革单革实验室发现一类新型环状

非编码RNA，并揭示了此类非编码RNA的功能和功能机理。非编

码RNA是一大类不编码蛋白质，但在细胞中起着调控作用的RNA
分子。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系列重大疾病的发生发展与非编码

RNA调控失衡相关。环形RNA分子最近数年才引起研究人员注

意，而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线形RNA分子。此次发现的新型环

状非编码RNA，被命名为外显子-内含子环形RNA。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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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永久移民计划开启 4华人入围火星移民
候选者名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1日消息，面向全球招募志愿者移民火星的“火星一号”计

划日前公布男女各半的100人候选名单，4名华人入围，他们将

和其他候选者经过多轮选拔角逐去往火星的单程旅行。“火星一

号”是由荷兰私人公司主导的火星探索移民计划，目的是在火星

建立永久殖民地，最终24人将接受严格培训，从2025年开始他

们将陆续去往火星。

3 俄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8日00:58，俄“进步M-26M”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

对接。运载飞船的“联盟-U”运载火箭于当天从哈萨克斯坦境内

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此次发射任务为在太空驻站的宇航员

送去2.37 t物资，其中包括420 kg水和50 kg氧气，以及空气过

滤器、气体分析器、烟雾报警器、通风机和食品等。

4 科学家发现千年佛像内端坐打坐和尚 内脏被掏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2日消息，科学家发现

一座千年佛像内竟端坐着一

位打坐和尚，其内脏已被掏

空。据悉，该佛像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 11—12世纪，距今已

有近 1000年。对其做完 CT
扫描及内镜检查后，科学家们

发现这具和尚木乃伊的内脏

已被掏空。随后，该佛像被护送至匈牙利自然博物馆，展出至

2015年5月。据专家推测，该具木乃伊极有可能是耶律大石的

老师，其真实身份还在调查中。

5 中国27所大学上榜2015全球高校500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8日消息，美国教育媒体USnews联合汤森路透发布2015
年全球顶尖500所大学排行榜，哈佛大学排名榜首。该排名基于

各个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10个衡量指教，并综合学校在全球

和区域的声誉排名得出。共有27所中国大学进入全球前500，
北京大学排名39，清华大学排名67。在亚洲大学排名中，日本

东京大学排名第1、北京大学第2、香港大学排名第3。

6 科学家发现宇宙超亮类星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8日消息，以中国天文学家为主的国际团队发现一颗距离

地球128亿光年、中心黑洞质量达到120亿太阳质量的超亮类星

体，它是宇宙中目前已知的发光最亮、中心黑洞质量最大的类星

体。该发现支持了在宇宙早期黑洞比星系增长得更快的观点，

并为未来研究早期宇宙中黑洞和星系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特别

的实验室。

7 我国历时31年自主培育出三元杂交肉牛新品种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2日消息，农业部向云南省培育的肉牛新品种“云岭牛”颁

发了新品种证书。这标志着28家单位和企业历经31年培育的

“云岭牛”正式成为我国首个自主培育的三元杂交肉牛新品种，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4个肉牛新品种，南方第1个自主培

育的肉牛新品种。“云岭牛”是通过婆罗门牛、莫累灰牛和云南黄

牛杂交、横交选育出的适应热带、亚热带环境饲养的三元杂交组

合的优质肉牛。

8 北美现罕见“穿洞云” 似天堂之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6日消息，美国华盛顿州和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地区上

空本月多次出现罕见的穿洞云奇

景，美丽奇幻如画作。穿洞云为

空中的直径约数百公尺的云洞，

又被称作雨幡洞云。气象学家认

为当飞机在一定条件下穿过高空

云层时可形成，它们会令液态水珠凝结，立即如雪花般纷纷落下，

形成一个圆形裂口，从而形成穿洞云。

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9 “蛟龙号”完成印度洋科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26日消息，“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日前完成印度洋科考任务，

将搭乘“向阳红09”船直接返回青岛，进驻国家深海基地。“蛟龙

号”此次获得大量深海样品和数据。3月份起，国家深海基地管

理中心的码头和车间将具备“蛟龙号”进驻的条件。国家深海基

地管理中心是多功能、全开放的国家级公共平台，将为我国开展

深海科学研究、深海资源调查提供全方位服务。

10 世界最大太阳能飞机即将进行环球之旅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3/30]

26日消息，阿联酋首都

阿布扎比，全球最大的太阳能

飞机“阳光动力 2号”在阿布

扎比上空飞行，为将于今年3
月开始的环球飞行做准备。

图片来源：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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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视前记者柴静柴静自费拍的雾

霾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各大媒体网

站广泛传播，引起很大轰动，并引发大众

对我国空气污染的热议。

污染问题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

事，人类对它的认识与研究也逐步加

深。近几年，雾霾天气的频发，才引起大

众对大气污染与自身健康的高度关注。

在此纪录片中，医生从早期肺癌患者身

体中取出的黑色淋巴结让人触目惊心、

难以忘怀。清晰记得医生说，根据他的

临床经验推断，怀疑这

是由空气污染引起的。

空气污染对人类

健康的影响是直接的，

产生的危害也是严重

的。面对人类追求自

身健康的迫切心情，对

环境问题的研究与相

应环保产品的研发刻

不容缓。近期，有国外媒体报道美国的

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滤网，将来有望用

于纱窗上，在空气透过的同时能够过滤

掉其中的微小颗粒，以改善空气质量。

该滤网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

人员采用纳米技术研制的，他们将聚丙

烯腈纺成非常微小的纤维，其直径大约

为头发丝的千分之一，然后将纤维制成

薄膜，覆盖在纱网上。此纱网不仅能够

吸附空气中的微小颗粒，而且能够基本

保持透明，其成本很低。

为检测纱网的使用效果，2014年，研

究人员在北京选择一个空气质量较差的

天气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纱网能够

捕获99%的颗粒物，并且保持77%的透明

度。研究人员估计，在重污染情况下，纱

网连续捕获空气中颗粒物的时间能够达

300多个小时。当然，随着颗粒物在纱网

中的不断积累，其透明度也会逐渐降

低。由于颗粒物附着比较牢固，无法冲

洗掉，研究人员表示，滤网要足够便宜，

取下来扔掉就行。目前，研究人员正在

努力实现这一点（3月2日 参考消息网）。

科学家们研制的这些可过滤细微颗

粒的材料虽然可以改善局部空气质量，

但是，整个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是非常复

杂的全局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

出路在于开发更清洁的能源来替代化石

能源的消耗。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能

源，同时也是可再生能源，在很久以前就

被人类使用。但在人类认识到“能源危

机”之后，一些国家开始逐渐增加人力、

物力与财力，来开发、利用太阳能。然

而，虽然太阳能热水器等一些利用太阳

能的产品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但是在充

分利用太阳能方面目前取得的成就仍然

只是冰山一角。大规模利用太阳能面临

的巨大挑战，激起科学家们的兴趣。近

期，研究人员研究出将太阳能收集起来

以液体燃料的形式来存储的新方法，研

究结果发表在PNAS上。

受到植物光合作用的启发，美国哈

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哈佛医学院和

威斯生物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模仿光

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成化学产品。他

们在人造树叶两面分别产生氢气和氧气

的薄膜中间夹着日光收集器，将人工树

叶放在阳光照射下的水中，它的周围会

产生气泡，再利用一种真氧产碱杆菌，其

中的一种酶会把氢气还原成质子和电

子，并将它们与二氧化碳结合复制更多

的细胞。然后，细菌通过新陈代谢将二

氧化碳和氢气转化为液体燃料异丙醇（2
月12日《科技日报》）。

为了降低成本，在产生氢气的过程

中，研究人员用镍钼锌合金代替铂作催

化剂，用钴做的薄膜来产生氧气。由于

这些材料在地球上储量丰富，容易获得，

并且价格较低，因此更利于广泛使用。

这种清洁能源的利用降低了人们对

常规能源的依赖，也减少了温室气体二

氧化碳的排放。众所周知，作为大气组

分之一的二氧化碳，它的增多会促使温

室效应加剧，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

生活带来复杂影响。目前，很多研究人

员已证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断升

高，但是鲜有为气候变化的具体证据而

专门研究大气。近期，Nature上的一篇论

文就为二氧化碳的浓度与温室效应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此项研究中，美国科学家使用了

非常精确的光谱仪器，它们位于俄克拉

荷马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大气辐射测量局

研究地点，对这些仪器的操作是由美国

能源部科学办公室所

属的大气辐射测量局

气候研究中心来完成

的。研究人员测量了

穿过大气来到地面的

热红外能量，制作出

的二氧化碳与温室效

应相关性的图表显

示，在美国俄克拉荷

马州的一个研究设施内，二氧化碳使温

室效应日益增强。从 2000年到 2010年

底，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而

二氧化碳造成的表面辐射强迫也随之呈

现增强的趋势，这是地球从太阳辐射吸

收的热量超过地球释放回太空的热量的

结果（2月28日 新浪网）。

这项研究证实了研究人员从基础物

理、实验室测试、温度记录和几十个其他

气候指标中获得的实时实地测量结果，

为二氧化碳吸收热量造成气候变化提供

了科学支撑。

大气环境关乎着人类的生命健康，

地球上没有人不受它的影响。大气问题

的解决，不仅需要科学家们的科研攻关，

也需要政府部门的作为与监管，更需要

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相对于整个地

球，个人的力量虽然是再渺小不过的，然

而，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

界中，每个人的微小举动集合起来就能

产生很大的力量。因此，对于环境的维

护，即便是一个举手之劳也不要轻易放

弃与轻视，因为，或许就是这个微小动

作，改善了整个世界的环境。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守护蓝天守护蓝天，，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大气环境关乎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地球上没有人不受它的影

响。大气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科学家们的科研攻关，也需要政府

部门的作为与监管，更需要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相对于整个地

球，个人的力量虽然是再渺小不过的，然而，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

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每个人的微小举动集合起来就能产生很大的

力量。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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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很多人都活在当下，迷失在物质利

益中，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那么

一批人天生不是那么关心当下，总有那

么一批仰望星空的人。对我来说，一辈

子只能做一件事，能把这件事做好相当

不容易。我只好赌，假如我赌错了，不是

我一个人的悲哀。

———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 刘建亚刘建亚

《科技日报》[2015-02-14]

我们不能为世俗而抛弃学术的独立

与尊严，也不能为名利而哗众取宠、放任

自流。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应当是简单

的、纯洁的，不允许有尔虞我诈、奉承迎

合，也不应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真理

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林建华

《中国青年报》[2015-02-16]

有人说教学是一种艺术，其实教授

数学更是一种创造的艺术。作为教师，

有那么多学生来听我的课，支持我，是一

件幸福的事。来到北航的都是很优秀的

学生，作为老师，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激

发出他们的求知欲望，培养他们独立思

考、探索和发现科学问题的能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

系统科学学院教授系统科学学院教授 李红裔李红裔

《中国科学报》[2015-02-12]

虽然身体条件很不乐观，完成撰写

教材仍是我最大的心愿之一，能用自己

写的教材给学生上课，也是我最大的心

愿之一。人应该做铺路石、做梯子。自

己的研究生命，如果在学生们的身上得

到延续，就是一种最大的快乐。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王崇琳王崇琳

《中国科学报》[2015-02-16]

南科大这几年很困难，我们也有不

少条件不足，但是我们充分地让学生有

机会和老师接触，不仅听他们讲课，而且

跟他们一起搞科研，从科研中学习，所以

我们的孩子最大特点就是与众不同，每

个学生都是独立的，都有很强的自学能

力以及工作能力，这样的学生今后会有

很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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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校长原校长 朱清时朱清时

中国广播网 [2015-02-22]

从1992年成为研究生导师开始，最

值得我骄傲的事情就是为国家培养了一

批高端人才。在招收学生方面，我基本

上能做到有教无类。大学有其独特的氛

围，无论是教学还是作研究，我都能找到

另一片用武之地。北京交通大学包容、

宽厚的氛围，对轨道交通发展与生俱来

的使命感、知行合一的校风，也使我能充

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教授教授 贾利民贾利民

《中国科学报》[2015-02-26]

几十年的奋斗，让我体味了甘苦，更

收获了成功和幸福。党和人民给了我很

多，为此，我无怨无悔。中国农业缺水严

重，用留茬免耕技术解决干旱地区农业

问题是非常好的办法，我愿终生研究干

旱，服务农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研究员研究员 李立科李立科

《中国科学报》[2015-02-27]

得奖来之不易。对像我这一年龄段

的中青年建筑师而言，梁思成建筑奖更

是一种鞭策和激励，要在创作实践中不

懈地总结与探索，设计出更好的建筑作

品，这样才能回报社会及行业内对我的

肯定。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总建筑师 孟建民孟建民

《中国科学报》[2015-02-27]

从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看，我国已具

备科技大国的规模。基础研究许多学科

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尽管发展

迅速，基础研究仍面临诸多难题。全世

界所有论文里中国作者有50多万，但是

我们缺少顶尖大师。我国基础研究的成

果有一批，但是还不足以支撑创新驱动

发展，立地不实，即“中腰隆起”，却不能

“顶天立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主任基金委员会主任 杨卫杨卫

《光明日报》[2015-02-26]

能源革命必然伴随煤炭的自身革

命，但绝不是“革煤炭的命”。无论世界

各国能源政策如何变化，都难以做到彻

底“去煤化”。过去100年，全球能源革命

进程无法去煤炭化；在未来的 50～100
年，全球也不可能去煤炭化。我国的国

情决定了中国更是如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四川大学校长

谢和平谢和平

《中国科学报》[2015-03-02]

近些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步扩

大，研究生种类增多，研究生培养的压力

随之而来。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培养

模式，都可能出现研究生培养本科化倾

向，这将势必影响对研究生高层次人才

的培养质量。面对人数增多的研究生，

又要保证高质量的培养，重要的是力戒

研究生培养本科化。

———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

教授教授 王柏文王柏文

《中国教育报》[2015-03-02]

新常态是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

转型期。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

不是短期的一年、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

十年、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在

经济高速发展后，制造业产能过剩、金融

业风险、工业资产处置等问题也需要处

理好。除了经济转型，处理好这些宏观

经济问题也非常重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经济工业联合会会长中国经济工业联合会会长 徐匡迪徐匡迪

《中国科学报》[2015-03-02]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资料图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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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一号火星一号””移民计划移民计划：“：“雄心勃勃雄心勃勃””的单程之旅的单程之旅
2015年2月，面向全球招募志愿者移

民的“火星一号”计划宣布了第三阶段的

100人候选者名单，候选者将经过多轮选

拔争夺2025年奔赴火星的第一批入选者

名额。2011年 3月启动、2013年春天运

营的“火星一号”项目吸引了数以万计火

星探索爱好者，然而，随着项目推进，由

荷兰私人机构主导的该计划亦遭遇诸多

质疑。这场“有去无回”的单程之旅，其

可行性及科学性究竟如何，人类移民火

星面临哪些重大技术挑战，“火星一号”

计划正掀起关注热潮。

发现之旅还是惊人骗局

“火星一号”项目由荷兰一家非盈利

性组织发起，目的是在火星上建立永久

殖民地。按计划，入选者将于 2025年起

陆续奔赴火星。该项目为“单程之旅”，

一旦出发便不再返回地球。声势浩大的

计划从宣布开始便聚焦无数关注。

“‘火星一号’计划是炒作，并不靠

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研究员叶培建叶培建认为，以现有航天技

术，2025年不可能实现人类飞往火星的

梦想，此计划像个骗局。

“我认为该项目炒作的嫌疑更大，登

陆火星计划目前还没到选人去的程度”，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研究员王兆魁王兆魁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指出。

然而，作为该项目最有力的支持者

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Gerard 'tGerard 't
HooftHooft对“骗局”说法不屑一顾。他希望

“让参与者保持乐观，我们一起耐心看此

项目能走到哪一步。”

“骗局的可能性存在，但我支持此设

想。是否为骗局，提出者能否‘骗成’，关

键是看项目资金如何监管、公司是否规

范化运行”，清华大学航空宇航工程系教

授宝音贺西宝音贺西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

示，人类“殖民”火星的科学、技术、社会

意义非常重大。科技发展需要一些大胆

的想法和行动。

项目计划频遭质疑

作为私人运营的探测项目，“火星一

号”收入来源分别为个人捐款、企业赞

助、代言权和版权销售，而诸多科学家、

工程师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多数观点认

为，“火星一号”成功关键在于是否拥有

充足资金以及对于核心技术的掌控，后

者尤其受到科技界质疑。

“当下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未解决，

比如动力系统安全性、通信安全、生存保

障措施问题等。”王兆魁表示，按照目前

技术水平，该计划很难有突破性进展。

“航天技术最发达的美国，目前的计

划也只是先登陆离地球较近的小行星。”

叶培建表示，该机构目前既没有去往火

星的飞行器，也没有火箭。而火星和地

球之间的发射周期为28个月。以最强的

飞行能力测算，从地球到火星需几百

天。而目前航天飞机、空间站的宇航员，

过一段时间就要轮换，几百天飞行过程

如何生存，本身就是大问题。

“人类目前载人登陆火星的技术条

件并不成熟。”宝音贺西告诉《科技导

报》，载人登陆火星涉及到的重大技术问

题很多，比如：超大型火箭技术、长时间

太空生存保障系统、超大规模航天器的

深空飞行与行星再入技术等。“火星一

号”最基本的制约是目前不具备那么大

的火箭。若使用现有火箭，将会在空间

轨道上进行多次交会对接组装超大规模

的航天器。该超大规模航天器进行数月

太空飞行并刹车进入火星轨道、再入火

星大气、精确软着陆到火星表面。这些

技术也尚未实验。

另外，人类在火星上的生存能力也

引起争议。

麻省理工学院（MIT）曾发表报告称，

根据“火星一号”构想的基地生存计划的

模拟实验显示，基地密封舱空气在住人

运作 68小时后含氧量将超标至令人窒

息；人呼出的CO2难以让植物和农作物成

活。首批入选者将撑不过 68天；维系第

一批登陆者生存至少需 200 m2以上的作

物种植面积，构想中的50 m2远远不够。

“目前人类具备发射几吨的探测器

着陆火星的能力。使 24人安全登陆火

星，至少需要几十吨飞船登陆，再考虑生

活设施建设，工程巨大。”宝音贺西认为，

火星基地建设需要发明廉价的物资运输

途径，目前不具备几年或几十年内建成

火星基地的能力。

最后，经费问题对该计划的影响也

引发担忧。

据报道，“火星一号”预计建立火星

基地和运送第一批殖民者登陆需60亿美

元。Gerard 't Hooft则表示，筹资至少需

600亿美元。

“经费是比技术困难更大的约束。

该计划通过收取报名费和募捐方式，可

能已筹集了部分资金。但是，目前的财

力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宝音贺西推测该

企业合作伙伴里可能并没有大财团公

司。

技术可行性和资金缺乏带来的质

疑，令“火星一号”处境艰难。对此，“火

星一号”项目组织者也作出了回应。该

组织声明，“火星一号”计划基于现有技

术可能实现。他们已和美国洛克希德马

丁公司、英国萨里卫星技术公司合作，委

托二者设计火星探测器、机器人着陆器

和通讯卫星。2018年发射的任务将实践

载人登陆技术。针对MIT的模拟实验结

果，项目创始人Bas LansdropBas Lansdrop表示，为“火

星一号”设计生产火星殖民村密封生态

舱的美国“完美太空发展集团”也在展开

模拟实验。

“火星一号”组织者还向《环球时报》

透露，已与多家经验丰富的航天公司讨

论过，该计划是基于自身研究和世界领

先航天技术团队的反馈。“对预算、时间

表和任务要求都非常有信心。”

根据“火星一号”计划时间表：2018
年发射火星探测器，2020年第一批物资

到达，2021年在火星的设备开始制造供

宇航员使用的水和氧气，2025年第一批

宇航员到达后即可开始种植粮食、获取

食物。

基于上文的种种问题，很多专家表

示，无论在科学技术领域还是在经济层

面，火星探索都面临巨大挑战。有分析

指出，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太空总署等

多家机构也已开始类似的人类登陆火星

计划的初期研发和模拟论证。美国的人

类火星登陆计划预期为2035年。

“2025年送第一批殖民者到火星，我

认为不可能。”宝音贺西表示，“技术和资

金构成火星之旅的双重压力，但是，我相

信将来人类一定能够登上火星，或许

2035年，也许2050年。”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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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中国创

新 50人论坛”座谈会。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出席会议

并讲话。座谈会由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主持，“中国科协创新 50人论

坛”部分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会议。此次座谈

会以“经济新常态与动力转换”为主题，与会

专家学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探讨了在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真正将创新落到实处、把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创造新的增长点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 [2015-02-27]

“中国创新50人论坛”座谈会召开

于敏、师昌绪入选感动中国

2014年度人物

2月 27日，“感动中国 2014年度人

物评选”结果揭晓，带领科研团队实现氢

弹研究突破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

于敏于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14
年逝世的科学家师昌绪师昌绪等人入选。此

外，“感动中国”还向抗击埃博拉病毒中

国援非医疗队表达了年度致敬。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2-28]
中国兵工学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战略研究”启动

近日，中国兵工学会承接的中国工

程院重点咨询项目“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战略研究”启动会在中国工程院召开。

该项目是继完成“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

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

后，中国兵工学会再次承接的又一个中

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中国工程院院

长周济周济，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干勇、杜祥杜祥

琬琬，项目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鸿志李鸿志

等40多位专家参加了启动会。项目组总

召集人、中国兵工学会副秘书长许毅达许毅达

汇报了项目的立项背景和进展情况。周

济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

把军民融合和创新驱动发展并列为两项

国家战略，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在

这个特殊的时期启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战略研究”项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研究既是一项重

要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不能止步于一次研究，要在该研究的

基础上，进行长期、持续、稳定、深入的研

究，不仅要多出研究成果，还要在军民融

合方面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从而

为中央更加深入、全面的深化改革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兵工学会 [2015-02-28]
2015年中国水电发展论坛暨

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奖颁奖举行

2月3日，由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的“2015’中国水电发展论坛暨水力发电

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大会在北京举

行。全国水力发电战线 80多个单位的

300 余名新老水电工作者代表参加会

议。会上分别就抽水蓄能发展、中国水

电“走出去”战略实施、水电技术创新及

优先发展水电、发挥水电综合效益等方

面展开了专题演讲。

2014年共评选出了特等、一、二、三

等“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奖”46项，“潘家铮

奖”3人，大会对获奖单位和个人隆重进

行了颁奖和表彰。同时，对获得2014年

度“《水力发电学报》优秀论文奖”的10篇

获奖论文作者也进行了表彰。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2015-02-11]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制“十三五”

发展规划专家座谈会召开

2月7日，中华中医药学会召开编制

“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座谈会。中华中

医药学会副会长徐安龙徐安龙、屠志涛屠志涛、王阶王阶，

中华中医药学会顾问谢阳谷谢阳谷，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各司办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

人、学会常务理事及中医、医疗、科研、产

业等领域的120余位专家参与座谈。会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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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

会会长王国强王国强提出，学会编制“十三五”

发展规划要把握新时期中医药工作的新

常态、新需求、新定位。中华中医药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曹正逵曹正逵介绍了学会“十

二五”规划执行情况及“十三五”规划编制

建议。国医大师王琦王琦、中医药文化专家温温

长路长路、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李宁李宁等 12
位专家从努力提升中医药医疗服务能力

等方面对中医药的发展和学会“十三五”

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中华中医药学会 [2015-02-12]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

工作会议召开

2月9日，“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

会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中国科协主

席、“未来地球计划”中委会指导委员会

主席韩启德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未来地

球计划”中委会指导委员会委员陈宜瑜陈宜瑜，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未

来地球计划”中委会副主席吴国雄吴国雄，中国

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未来地球计划”中委会副主席张勤张勤等出

席会议。中国科协副主席、“未来地球计

划”中委会主席秦大河秦大河主持会议。会议

对如何协调“协同设计、协同实施、协同

推广”各部门工作，推动研究为可持续发

展目标服务，以及“未来地球计划”中委

会2015年工作计划进行了讨论。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2015-02-17]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鄂尔多斯市

与全国学会对接

2月 11日，中国科协举办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鄂尔多斯市与全国学会对接活

动。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出席活动，并向内蒙

古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白玉刚白玉刚颁发了中国

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批复，标

志着鄂尔多斯市成为中国科协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示范市。鄂尔多斯10家企业的

代表、9个全国学会的负责人和专家、中

国科协有关部门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近

60人参加对接活动。尚勇表示，中国科

协要积极为创新驱动引领新常态助力献

智，要在助力鄂尔多斯实现创新驱动转

型升级上作出示范，要在深化改革中建

立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22个省的31
个市（区）申请参加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

力工程试点。河北省保定市、安徽省芜

湖市、湖北省襄阳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和吉林省四平市已被确定为首批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深圳市、广

州市与中国科协以战略合作协议等形式

重点开展创新驱动助力示范活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5-02-17]

·科学共同体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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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经济新常态与动力转换经济新常态与动力转换

————““中国创新中国创新5050人论坛人论坛””发言摘要发言摘要（（ⅠⅠ））

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需要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发展方式的

转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真正将

创新落到实处、把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创造新的增长点成

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近日中国科协举办“中国创新50人论坛”，

邀请业界专家围绕“经济新常态与动力转换”进行深入研讨。本

栏目分2期刊载部分与会代表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塑造新常态下的创新生态
齐建国齐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新常态下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再造，要进一步完善，其中最重

要的是创新生态。好的创新生态会促使创新的主体——企业受

市场竞争驱动积极主动创新。根据我们2014年和2013年的调

查，除了少数垄断性企业，现在大量企业确实已经把创新作为生

存发展的新动力。科技体制改革一直没有解决好科研院所存在

的问题，科研院所有人才、有机构、有设备，但没有积极性或者积

极性至少受到了影响。而大量中小企业还是靠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提供基本的技术来源，如果我们的技术来源不能充分发挥

作用，创新就会缺乏真正原创性的东西。现在的利益分配制度

严重阻碍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很多人非常关注科研人员“腐败”，

试图割断科研人员与企业的利益联系，重物质投入，轻人员报

酬，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科技界应该有自己独立声音呼吁改

变这种偏激状态。创新最终要靠人来完成，在未来的改革中，必

须塑造出有利于全体人民都创新的良好生态，不从制度上解决

这个问题，喊破嗓子都没有用。

要关注能被市场采纳的创新
柳卸林柳卸林（（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

我国多年来流行的科技政策是否适应未来创新驱动的需

要？我们很多科技政策体系都是倾向技术导向，这种方式可能

需要改变。说企业创新能力有限，不如说真正市场需要的科技

可能我们没有帮助、扶持，我们的决策体系需要做些调整。在一

些国家的重大产业规划中，我们很难见到如华为、联想、阿里等

企业的参与，因为他们没有院士，没有顶尖科学家，但这些企业

对现在主流商业技术的发展很了解，可能是未来国家潜在竞争

力重要的来源。如，阿里现在基于大数据，可以预测经济的增长

情况，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价，这些都是国家需

要的新技术。我们常常重视的创新都在所谓的科技上，科技中

我们又关心着研发，对科技的最后市场采纳程度、最终影响力关

注不够，这才是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的最重要问题。

科技创新应成为引领性的创新
饶毅饶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我认为科技创新应该成为中国深化改革时期引领性的创

新，主要依据有3点：

第一，科技创新成本相对小、作用相对大。一是围绕科技创

新所需要推出的国家改革配套措施，影响的是社会上很小的一

批人，而且在思想上可能是对改革最有准备的人群，潜在错误对

社会造成的成本低、副作用小。二是成功不成功的标准也很清

晰，因为原创性思想和技术是举世公认的，不会有多少议论。三

是作用会比较大，一方面，如果跟科技创新相关的成套改革能成

功，在改革的模式上会引领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另一方面，科技创

新相关改革的成功，在全社会各个方面都会有应用，是可放大

的。第二，科技创新的改变带来潜在问题小。金融、商业和生活

方式的改变，在经济上带来很多影响，有一部分是正面的，但也存

在很多问题。科技创新的改变可能问题比这些领域小，我们应该

把科技领域作为深化改革中第一个全套改革的领域。第三，应该

抓住科技创新的机遇。从西方看，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

70年代以前，很多人才走向科技，80年代以后科技人才逐渐流

失、开始驱利。我们可以将西方科技人才的流失看作机遇，国家

从导向上促进人才流向科技领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市场经济环境下需要分布式创新
龚旭龚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有人说国家给基础研究投了很多钱，却没有对创新起太大

作用。问题出在哪儿？我所理解的经济新常态，本质上是指国

家经济增长更多地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包括得到市场认可的科

技创新要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以行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以市场为导向、为经济增长服务的科研有一大特点——需

求（即市场）和供给（即科学）不确定，这就要求研发计划管理不

能仅采取自上而下的集中式体制，也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

其实研发举国体制并不是我们的创造，二战时期“曼哈顿计划”

是其肇端。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防研发计划仍然沿袭这种体制，

其最大特点是需求明确，用户单一。但冷战结束后，激烈的全球

经济竞争催生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计划，而这类计划所面对

的需求是动态的，而且用户多元，不能以集中式体制来实施，应

该采用分布式创新。

分布式创新不是由一个部门绝对主导的垂直体制，而是多

个部门共同发起和组织实施，科技界和产业界等社会各界参与

实施，协同创新。在这种体制中，国家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沟通协

调，参与研发计划的其他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开展资助

及相关工作，产业界动态提供引导研发方向的市场需求信息并

参与研发，这样就能够在需求和供给之间建立互动机制，以解决

供给和需求不确定的问题。我认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

国家重大研发计划，其组织管理应该采用这种分布式体制。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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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在华召开的主要问题国际会议在华召开的主要问题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李军平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管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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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整体战略角度而言，国际会议的召开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它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起

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学术交流、青年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具有

深远意义。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促进国际会议在

华召开的政策，如《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与展览管理暂行办法》和

《科学技术部、外交部、海关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境内国际科技

会议及展览会管理的通知》等，积极鼓励和支持重大国际会议在

华召开。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召开重大国际会议非常重视。习近平同

志在 2012年第 28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全体大会开幕式上指

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改

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但打开国门搞建设，也打开国门开展

科技交流合作。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自然科学界和工

程科学界相继在中国召开了包括国际数学家大会、世界工程师

大会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国际学术交流盛会。这极大开阔了中

国科技界的国际视野，加深了国际科技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促进了中国和国际科技界的相互交流、借鉴与合作，也为中国科

技界对世界科技发展做出贡献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根据全球国际会议市场的排名情况，欧美雄踞国际会

议市场前两名，亚洲名次排在后面，而中国在亚洲的排名不是很

理想，远远在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之后。根据国际大会及会议协

会（ICCA）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有54%的学会、协会类

科技会议在欧洲举办，亚洲只占18%。

笔者根据文献梳理、问卷调查和学会走访，总结出我国在召

开国际会议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审批程序过于繁琐，一些重大国际会议与中国失之交臂

国际会议，特别是重大的国际会议在报批程序上需要很多

部门审核和相互配合。会议审批过程中，由于权责不清，有关部

门相互推诿，这大大影响了审批进程。通常情况下，一个重大国

际会议仅仅审批程序这一个环节，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

时间。当前，我国还没有成立国家级统一协调机构，对在华召开

国际会议进行指导和协调。相比而言，在国外，特别是欧美一些

发达国家早就成立了对国际会议申办、组织和管理的国际会议

指导、协调机构。比如，美国在1896年成立世界上第1个“会议

与旅游局”(CVB)，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会议与旅游局”在发达

国家所有城市几乎都普遍设立；德国在1907年成立了“贸易展

览协会”(AUMA)，协调、扶持展览业的发展。

基于当前情况，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国际会议的审批、协调

和管理等方面给予更多优惠、便捷和顺畅的政策，成立统一的国

际会议审批、指导和管理机构，争取更多重大的国际会议来华召

开，促进国际会议和相关产业的良性发展。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过少，国际话语权不足

中国科学家往往背景构成单一，缺乏多元化知识和技能，参

与国际组织的积极性不高，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很难听到

中国科学家的声音。这些已经成为我国科学家进入国际组织的

主要障碍之一。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统计年鉴》，中国科协

所属全国学会、协会在2012年共加入340个国际组织，529人在

国际组织中担任职务；2013年共加入366个国际组织，612人在

相应的国际组织中担任职务。可见，加入国际组织和担任国际

组织的数量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是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的数

量过少，在国际组织相应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足。

因此，建议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坚实的保障，鼓励我国

优秀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利用国际组织优质资源，提升话

语权和影响力，争取有深远影响力的国际会议来华召开。

国家对国际会议给予的扶持资金力度不够，相应的专项资金支

持缺乏

重大国际会议从申请、筹备到召开等各个环节需要较大的

资金支撑。仅“申请”环节，往往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而申请是

把国际会议争办过来的第1个关键步骤，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做

不好，就很难保持后续工作的正常进行。通过笔者调研显示，目

前有相当一部分全国学会在申请国际会议过程中会遇到资金困

难，这致使他们对国际会议的申请产生畏难情绪，望而却步。如

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是很难把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到中国

来举办的。

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给予国际会议更多的经费支持，设

立财政专项，鼓励我国学会到国际舞台上申请具有深远影响力

的国际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把我国优质的科技资源推

介出去。

自主品牌的国际会议数量过少，知名科学家、学者参与度不够

由于受自身学术水平、外语水平、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影

响，以我国科研机构、院校、学会、协会等作为主要发起方发起的

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会议数量比较少，有些会议学术水平较差，

远远落在国际水平之后。在此背景下，毋庸置疑，国际有关领域

的知名科学家、学者和学科带头人来中国参会的积极性不高，数

量过少，最新科研成果不能及时在大会上得到交流，与会者提交

的论文质量不高，导致我国缺乏自主品牌的国际会议。

根据笔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统计年鉴》的分析，中国科

协所属全国学会、协会自己打造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品牌

会议数量过少，会议交流的学术论文质量偏低，参加会议的顶尖

学者、学科带头人的数量过少。

今后，应下大力气，打造更多拥有自主品牌的国际会议，服

务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为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贡献

应有的力量。“十三五”期间，应当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关键

领域的重大问题，组织跨学科、跨国别且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际

学术交流活动，吸引国际有关领域的国际组织及著名学者、科学

家来中国参会，促进中国与国际科技界的交流，提升中国在国际

科技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拓展中国与国际科技界的合作领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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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采用氯化钙法较稀盐酸法
更适合褐藻糖胶的提取

为比较不同提取方法对褐藻糖胶理

化性质的影响，海洋药物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分别采用稀盐酸法和氯

化钙从 6种褐藻粗多糖中获得 12种褐

藻糖胶，并进一步对其理化性质进行分

析 和 比 较 。 采 用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HPLC）测定其单糖组成，离子色谱法

（IC）测定其硫酸基含量，Folin-酚法测

定其粗蛋白含量，高效凝胶渗透色谱与

多角度激光散射仪联用法（HPGPC-MALLS）测定其绝对分子

量。结果表明，稀盐酸法提取褐藻糖胶的得率显著高于氯化钙

法，但所得褐藻糖胶的硫酸基含量和绝对分子量都明显降低。

稀盐酸法提取褐藻糖胶会造成糖链断裂及硫酸基脱落，破坏褐

藻糖胶的结构，因此采用氯化钙法更适合褐藻糖胶的提取。（网

址：hyyw.journalsystem.net）
《中国海洋药物》[2015-02-28]

夹芯板的破坏主要集中在
压头作用的局部区域内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MTS和落锤试验机研究

了由复合材料面板和闭孔泡沫铝芯层组成的夹芯板结构在压入和

侵彻时的变形和失效行为，并通过引入无量纲参数——能量吸收

效率因子，探讨了一些关键参数对夹芯板压入和侵彻性能以及能

量吸收性能的影响，如冲击能量、面板厚度、芯层厚度及相对密度、

压头/锤头形状和边界条件等。结果表明

夹芯板的破坏主要集中在压头作用的局

部区域内。夹芯板的能量吸收效率对其

结构参数比较敏感，增加上层面板厚度、

芯层厚度或芯层相对密度能够有效地提

高夹芯板结构的能量吸收能力以及抵抗

压入和侵彻的能力，而下层面板厚度对夹

心板抗侵彻性能的影响不明显。不同的

压头/锤头形状和边界条件对泡沫铝夹芯

板的压入和侵彻响应以及能量吸收性能

影响明显。（网址：jvs.sjtu.edu.cn） 《振动与冲击》[2015-02-25]

大跨屋盖结构风振响应参数

灵敏度分析
为定量评估各

种不确定因素对结

构风振响应不确定

性的贡献率，获得不

确定性在风荷载与

风振响应间的传递

规律，研究人员对典

型大跨屋盖结构风

振响应开展参数灵敏度研究。研究人员

首先结合Sobol'方差分解法和拉丁超立

方抽样技术建立适用于大跨屋盖结构的

全局灵敏度分析方法，通过多次采样风

洞试验获得大量脉动风荷载时程，作为

灵敏度分析的输入变量。合理建立结构

参数概率统计模型，分别应用局部和全

局灵敏度分析方法对典型大跨屋盖结构

极值风振响应进行了参数灵敏度分析，

研究发现：多个参数共同随机变化时,结
构极值风振响应近似服从广义极值分

布；结构风振响应的不确定性主要受风

荷载不确定性控制；结构风振响应的参

数灵敏度与共振响应在总响应中的比重

有关，共振响应占比越大，结构对风荷载

越敏感。（网址：gclx.tsinghua.edu.cn）
《工程力学》[2015-02-25]

应用动态顶空吸附-气相色谱-
质谱法分析算盘子花气味的

化学成分
花气味在维持大戟科算盘子属植物

和头细蛾专性传粉互利共生体系中发挥

关键作用。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代黄代

红红等研究人员采用动态顶空吸附法收集

算盘子花气味，运用气相色谱-质谱

（GC-MS）联用技术分离并鉴定其化学

成分，用峰面积归一化法测得各组分的

相对含量。

结果表明：算盘

子花气味中共鉴定

出 45种挥发物，主

要包含单萜和倍半

萜类物质；芳樟醇

（38.06%）和 β-榄

香烯（23.84%）相对

含量最高，占总相对

含量的61.9%，为主

要的气味成分，推测这两种物质可能是

吸引传粉头细蛾的重要气味成分。该研

究为进一步开展触角电生理检测和生物

行为试验来筛选吸引传粉头细蛾的活性

物质提供了理论依据。（网址：www.
chrom-china.com）

《色谱》[2015-03-08]

提出一种基于滑模反演控制的

制导控制一体化控制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

气工程学院的王昭磊王昭磊等研究人员针对姿

控式直接力/气动力复合控制导弹，利用

反演法分3步进行了制导控制一体化设

计，提出一种基于滑模反演控制的制导

控制一体化控制律。通过引入指令滤波

器，避免了传统反演设计存在的计算膨

胀问题；设计自适应模糊逼近器对系统

不确定函数进行逼近，并构造误差滑模

面来补偿模糊逼近误差及有界干扰对系

统的影响，通过在线自适应调整控制律

参数实现系统的鲁棒性。

具体的数值算例仿真计算表明：在

目 标 机 动 的 情 况

下，所设计的一体

化制导控制系统具

有较强的抗干扰能

力，在保证系统稳

定的同时可达到满

意 的 制 导 控 制 效

果 。（ 网 址 ：

118.145.16.231/
jweb_bgxb）

《兵工学报》[2015-01-30]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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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离子通道功能调控机制获进展

线虫KChIP辅助亚基能够通过促进Kv4钾离子通道的生成，调控神经元和肌肉细胞兴奋性，进而影响动

物的一些重要行为。研究成果发表于2月4日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

电压门控钾离子通道（Kv）是一类可选择性通透钾离子的跨膜蛋白。Kv4是其中一类通导快速瞬时电流

的钾离子通道，而钾离子通道相互作用蛋白（KChIP）是Kv4的辅助亚基，它不参与离子通道跨膜孔道的形成，

但影响Kv4的电生理特征，并促进Kv4的表达与运输。目前，有关KChIP对Kv4的调控机制尚不明确。中国

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克隆了编码线虫KChIP蛋白的NCS-4、NCS-5和NCS-7基因，发现这些

线虫KChIP蛋白对于SHL-1（线虫Kv4同源蛋白）的生成和运输都是必要的。KChIP是一类钙离子结合蛋白，

在体实验结果发现钙离子信号不影响线虫KChIP蛋白NCS-4促进SHL-1蛋白生成，但是钙离子和NCS-4
结合对于SHL-1蛋白从高尔基体运输到细胞膜的过程是必要的。研究结果解析了钙离子信号在辅助亚基

KChIP调控Kv4家族钾离子通道功能中所扮演的角色，阐明了KChIP和Kv4相互作用机制。此外，还发现NCS-4和SHL-1共同表达

在雄性线虫尾部的斜方肌中，敲除NCS-4或SHL-1基因的雄虫有严重的交配能力缺陷。钙成像结果显示这些雄性线虫在交配时斜

方肌兴奋性过强，尾部不能正常弯曲，无法完成交配过程。该结果揭示了钾离子通道辅助亚基KChIP在调控细胞兴奋性和动物行为

中的重要作用。（网址：www.jneurosci.org）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2015-02-11]

古鼠巨齿坚如鳄鱼
研究显示，一只

约 300 万年前生活

在南美洲北部、野牛

般大小的巨型啮齿

类动物，可能很像现

代的大象使用其长

牙一样，利用它比人

类拇指还粗的门牙。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Anatomy第3期上。

研究人员利用电脑断层扫描仪创建

了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化石头

骨的精细模型，然后加入依照其密切的

现代近亲——南美栗鼠按比例放大的下

颌模型。模拟显示，在颌最后面的牙齿，

它的咬合力大约有4165 N，比对老虎和

中等大小鳄鱼估算的咬合力高出约 3
倍。该巨型啮齿类动物可能一直利用其

牙齿做除咀嚼以外的事情，就像现代大

象所做的一样。（网址：onlinelibrary.
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
1469-7580）

《中国科学报》[2015-02-26]

研究揭示西班牙语最快乐
人们更倾向于用积极的词语记住和

描述事情，心理学家将之称为乐观原则，

并且根据一种假设，这种“积极性偏见”也

与语言本身兼容。不仅在谈话时，人们会

选择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词语，而且可选择

的消极词语也更少。但由于缺乏数据，严

格检测这一理论是困难的。要标注出这

种积极倾向，需要一个多语言庞大数字化

语料库，然后，需要以每种语言为母语的

人（可能数以千计），并使用标准数字刻

度，评估那些词语让他们感觉如何。研究

人员将这两个步骤整合在一起，测量了10
种不同语言的10万个最频繁使用的词语

的积极性偏见，包括英

语、西班牙语、韩语和汉

语等。50个不同的当

地人为每个词语的情感

共鸣标记了分数。研究

成果发表于 2月 24日

PNAS上。

数据图形显示，乐观原则确实为语

言本身的一部分。如果不存在偏见，那

么这些词语的中间情感价值将落在情绪

评价的中心位置。但相反，中度情感共

鸣的词语恰好下降到每个测试语言的语

料库中的积极区域。总体而言，西班牙

语是最具积极性偏见的语言，同时汉语

是积极性偏见最小的语言。（网址：www.
pnas.org） 《中国科学报》[2015-02-16]

宇宙无始无终永恒存在
埃及和加拿大研究人员将量子修正

项用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得到

一个新模型，显示宇宙可能是永远存在

着，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对暗物质和

暗能量也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同时能解

决多个问题。研究成果发表于 2月 4日

Physics Letters B上。

新模型描述的宇宙充满由引力子（一

种假设的无质量的引力

介质）组成的量子流。

在宇宙学术语中，可以

把量子修正看作一个宇

宙常数项和一个辐射

项，无需暗能量。这些

项使宇宙保持了有限的

大小和无限的年龄，由此做出的预测和目

前对宇宙常数和宇宙密度的观察也密切

相符。虽然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量子引

力理论，但模型已经包含了量子理论和广

义相对论两方面的要素。（网址：www.sci⁃
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
03702693） 《科技日报》[2015-02-11]

大气和陨石中的氮或源于原始冰

地球大气和原始陨石中的氮元素或来源于早期太阳系中的一个原始冰库。在早期太阳系中形成的含氮

有机物比如氨基酸，可能对地球生命的出现起着一定作用。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 Geoscience第2期上。

研究人员分析原始陨石，发现一种含有氮元素的矿物质——氮铬矿。它的出现与新太阳系内部金属与

活性氨的热反应相符合。研究人员还发现，从地球化学方面来说，氮铬矿中的氮与大气中的氮具有相似性，

这表明原始冰或许也为早期地球提供了氮或者含氮有机物。（网址：www.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02-13]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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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采取联合行动采取联合行动
应对灾害应对灾害、、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

2014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报告《应

对 极 端 天 气》（Resilience to extreme
weather），报告中指出，在接下来几年

中，全球极端气候现象将会频繁发生，特

别是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例如洪水、干旱等明显环境

现象，同时气温增高产生的热浪也会对

老龄化人群产生威胁。英国皇家学会认

为，发布该调查报告的关键点是希望可

以帮助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机构制定

有关适应和减少风险的重要决策，通过

对比不同的抉择，考虑恢复力的基本构

建模块，来探讨可以做出怎样的改善措

施来保护人们的生命和生产。

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

长的一段时间，2005年1月18日至22日

联合国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召开了“减

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了《2005—
2015年行动纲领：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

灾能力》，即《兵库行动纲领》。会议为促

进从战略上系统地处理减轻对危害的脆

弱性和风险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它

突出了加强国家和社区抗灾能力的必要

性，并为此确定了各种途径。会议的预

期成果是在生命以及社区和国家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资产方面大幅度减少灾

害损失。要实现这一成果，政府、区域组

织和国际组织、包括志愿人员在内的民

间社会、私营部门和科学界等所有有关

行为者，都必须作出充分的承诺和参

与。2012年“里约+20”峰会，也聚焦于

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就“可持续发展和消

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以及“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机制纲领”达成一致。

因此在201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

声明《采取联合行动应对灾害、可持续发

展和气候变化》（Taking joint action on
disasters,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呼吁人们在应对未来变化的同

时，应降低极端天气对人们产生的影响，

需要科学地建立全球系统的恢复力，重

点强调了关于建立应对灾害、可持续发

展和气候变化一致性纲领的必要性，同

时帮助执政者以决定应采取何种行动更

加有效地构建恢复力系统。人类发展正

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但是包括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食物、水和能源安

全、人口增长和消费等都将阻挡未来繁

荣。2015年将达成的3项国际协议：

（1）减少灾害风险（3月，兵库行动

纲领的后续计划）；

（2）实现可持续发展（9月，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更新）；

（3）气候变化（12月）。

灾害、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斩断这三者间联系的

问题是极端天气。极端天气会对人们的

生活和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它代表了

发展的主要障碍，经常阻止人们摆脱贫

困，或把人们拉入贫困之中。社会并不

能很好地适应现在正在经历的极端天

气。更可怕的是，未来的气候和人口结

构的变化将使人们和人们的财产更加暴

露于这个威胁之下。联合国这三个纲领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以公平和可持

续的方式推动相关的活动，建立人们抵

御极端天气的恢复力。声明认为，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人们采取联合行动

来应对灾害、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问

题。1）国际纲领间保持一致。预备达成

的国际协议应该从目的、设计和实施应

对极端天气上保持一致。加强全球努

力，建立恢复力；避免重复工作；防止混

淆每个协议的角色和任务；减少对国家

级和低一级的监测报告的要求。强调跨

越所有三个协议问题的重要性。包括自

然生态环境在构建恢复力中的作用而不

仅仅是导致的风险，同时需要采取先一

步的投入，以限制灾难响应的高昂代

价。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度量标准激励协

调行动，允许不同措施比较的有效性。

利用区域、国家和当地收集到的信息进

行探索，不仅仅是帮助跟踪新的灾难纲

领的进展情况也可以帮助追踪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2）把科学证据放在国际纲领

的核心地位。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

的持续参与将有助于这些新协议的谈判

和执行，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最有效地构

建恢复力。加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应用。

英国皇家学会在之前 2014年的报

告《应对极端天气》中认为，政府有责任

制定恢复力策略，并且各国政府应采取

共同行动，在国际层面上建立恢复能力，

分享专业知识，协调政策，集中资源，以

应对共同的风险。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的

资金将需要被引导到建设抵御极端天气

的措施当中，以限制灾害应对时的高昂

代价。同时特别强调了有关极端天气的

信息应该适合用户的需求。资助者应鼓

励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进行合作

和持续的对话；并且受极端天气所带来

的风险需要在更广泛的金融体系中进行

更好地评估，以便协助估值和投资决策，

并引导组织减少他们在其中的暴露。皇

家学会明确提出了构建合作与持续对

话、并且使灾害风险能够在更为合理的

体系中进行评估的角色承担者。自然和

社会科学家在构建一幅全景俯瞰全球挑

战、不确定性和潜在解决方法的有效性

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增加研究以

改善从目前的天气得来的风险认知并准

确模拟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为决策者

提供相关的信息，特别是在区域和地方

各级。目前，数家机构提供科学和技术

咨询的纲领：这些团体应当与灾害、气候

变化和发展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共享

知识和信息。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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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开启自然科学之门的钥匙开启自然科学之门的钥匙

[德] 艾伦·大卫·伯恩斯坦 著，马

德 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10月 第1版。定价: 25.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李秀菊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本适时的好书，能够决定一个人

的命运，或者成为他的指路明星，确定他

终生的理想。”前苏联著名儿童文学家和

教育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在他的散文

名著《一切从童年开始》中特别强调了好

书对人的作用。爱因斯坦是众所周知的

大科学家，在他幼年时，一本好书推动了

他进一步走进科学领域。他在自述中写

到：“我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

知道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

和方法，……这是一部我聚精会神地阅

读了的著作。”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烙印

的就是这本《坐在爱因斯坦对面 爱上自

然科学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有悠久的历史，在12岁的爱

因斯坦读到它时，它已经问世 30 多年

了。1855年，艾伦·大卫·伯恩斯坦以德

文写作完成并且出版，书名直译是《自然

科学通俗读本》。出版后，受到热烈欢

迎，在两年时间内再版了21次，并被翻译

成多种文字广泛传播。《坐在爱因斯坦对

面 爱上自然科学的第一本书》是本书的

中文译本，是根据1869年纽约斯密特公

司出版的英文版Popular Books on Nat⁃
ural Science翻译而成。

本书共包括 7卷。分别为地球的重

量、速度、营养、光和距离、天文学的奇

迹、气象、食物。7卷涵盖了物质科学、生

命科学和地球与空间科学的大部分基础

内容。尽管这是100多年前出版的书，并

且这一个多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

别是生命科学在分子层面发展速度很

快，但由于作者精准的把握和谨慎的叙

述，使得这本书即使到今天仍然是一本

优秀的自然科学入门书。

科学传播的接收者是人，那么把高

深的知识转化为简单化和趣味化的语言

是吸引读者的法宝。《坐在爱因斯坦对面

爱上自然科学的第一本书》作为一本讲

述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解释自然世界基

本现象的书，作者在文字上把握得很好，

既不晦涩难懂，也不过于浅显。作者讲

故事的水平较高，为本书增色不少。开

篇，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科学家与普通

人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普通的读

者多数不是科学家，有的还是成长中的

青少年，带着这个问题，读者就会接着读

下去。随后作者通过讲述卡文迪许测量

地球重量的故事来渗透问题的答案。本

书的讲故事与其他科普书讲故事的不同

之处在于——在故事中渗透的不仅仅是

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更是科学的思维

方式。比如在故事中描述了一般人测量

地球重量的错误思路，从而告诉读者实

验设计要做好变量控制。

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讲述的自

然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结合极为紧密，

特别是营养和食物两卷。自然界的食物

数不胜数，从何说起？作者按照早餐、午

餐和晚餐的顺序，既阐释了“早餐要吃

饱、午餐要吃好、晚餐要吃少”理念的具

体含义，又解释了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

合物的作用，同时还给家庭主妇准备三

餐提供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建议。在营

养一卷内，作者从婴儿的乳汁说起，详细

描述了人是如何吸收营养物质的，以及

食物与营养的关系。对于与自身密切相

关的内容，读者会特别有兴趣，因此，这

两卷内容无疑扩大了读者群的范围。可

以说全书一条很清晰的脉络就是源于生

活，解释生活，让你看到司空见惯的生活

细节中的科学。

作为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本书没

有停留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层面，用较多

篇幅强调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本书

中，不论是给地球称重的实验，还是测量

电流的速度；不论是告诉读者占卜对天

气预测的无效，还是光和距离话题的讨

论；都在不同角度渗透着科学方法。在

第五卷中，作者怀着极为浓厚的尊敬和

钦佩之情叙述了勒维烈凭借敏锐的思维

测算出海王星的过程。读完这一段，相

信每个人都会对“天文学的奇迹”是如何

发生的有了认识和体会。这一卷中有这

样一段话：“亲爱的读者，作为生活在我

们这个时代的一员，无论在哪一方面，哪

个领域，一定要有所发现，有所探索，我

们才能无愧于这个光荣的时代；我并不

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天文学家，我只

是希望你了解科学的奇迹是怎样创造

的。”这样的叙事对青少年具有极为强烈

的激励作用，对普通读者也有强烈触

动。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

无论我们从事哪个领域的工作，一定要

有所探索，不是为了成为科学家，而是为

了让我们成为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人，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层次。

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时隔100
多年，在阅读此书时，读者可以从科学视

角回望当时人们的生活。比如对脂肪的

描述，由于当时的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

何获取有营养的食物，因此作者在文中

不止一次告诉读者如何促进淀粉更好地

转为脂肪，比如在面包上抹黄油；而现在

人们面临的是营养过剩，于是我们就会

明白，吃面包时少抹黄油，就可以减少脂

肪摄入。在当时，作者谈到天气预测非

常难，认为这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天气

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于是有

人靠占卜的方式问天气。今天，由于卫

星技术的发展，实现了3小时以内的精细

天气预报以及1周以后的天气预测，很少

有人靠占卜来了解天气，可以说是技术

进步推动了人们对科学问题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译者以科学研究的

态度进行翻译为本书增色不少。由于科

技的迅猛发展，书中有的内容在科学性

上存有偏差，但译者都用注释方式做了

补充，使得读者不会混淆。全书文字简

单明白、插图生动有趣，讲述方式引人入

胜，对普通读者是一次难得的科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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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博士学位随笔

冯长根 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1月第1版，定价：30.00元。

自30多年前中国建立学位制度后，

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学术队伍中便出

现了中国科技界的一个新群体——博士

研究生，他们的智识和才能深刻地影响

着国家的科研面貌和学术水平。本书作

者结合教学一线的宝贵经验及个人建

议，撰文成书，涵盖博士生与导师的交往

、如何开展文献调研、论文写作及怎样准

备答辩等具体内容。全书视野开阔，涉

及面广，睿智犀利中不乏娓娓道来的趣

味及语重心长的告诫。可扩宽博士生及

科技工作者的学术眼界，激发其创新热

情，极具参考价值及思想启迪。

生命藏在量子中

柳振浩 著。白山出版社，2015年3月第1
版，定价：49.80元。

生命是如何起源的？生命来源于外

太空吗？生命与物质之间存在什么样的

关系？从有机物质到生命细胞是如何过

渡的？植物是否拥有意识？包括人类意

识的本质是什么？动物是否拥有思考能

力？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是什么？DNA
是否是遗传的终极解释？基因本质是自

私的吗？DNA遗传之外的遗传因素是否

存在？人体与微生物的关系？本书从量

子角度，用有趣、简洁的事实解释这些现

象。这是比分子生物学更有深度的一个

量子领域。会加深对生命，传统生物学

更好的理解。作者用大量现代科学及探

索，探求了生命元素在太空中的存在形

式，生命中的量子现象，量子的记忆，自

我组织，系统组织等特性，从而帮助人们

更多地理解生命起源的量子逻辑。人的

意识是几百万亿微生物的代表，多细胞

生命的智能演化，微生物也参与了生命

进化。通过本书你会了解，母子情深的

生物学依据，肠胃系统的第二思维能力，

人体健康与细菌之间的关系及植物世界

的意识等。

量子力学的哲学

[以] 马克斯·雅默 著，秦克诚 译。商务印

书馆，2014年12月第1版，定价：65.00元。

本书是一本全面介绍量子力学哲学

问题的专著，它全面介绍了关于量子力

学的各种哲学问题，回顾了从量子力学

建立到成书时方方面面对这门20世纪最

前沿物理学科进行的各种诠释，从哲学

史上追溯了量子力学概念的历史根源，

然后对其逻辑结构、物理内容和哲学含

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不同的诠释和

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各种诠释和主要

科学家对量子力学诠释中的一些根本问

题解答的异同；各种诠释在认识论基本

问题上的分野和争辩，分别进行了介绍

和比较。本书史料详实，对于了解围绕

量子力学产生的各种哲学问题有着重要

的参考价值。

雌雄之变
朱洗 著。新星出版社，2015 年 2 月第 1
版，定价：19.27元。

朱洗认为这是一个对人类有直接关

系的生物学课题。以往人们对两性的区

别和男女的来源问题争论繁多，《雌雄之

变》从动物界出发，叙述雌雄异形的事

实，然后来探讨雌雄分性的根据，从外部

形态直至内部细胞结构，再从化学领域

来说明两性区分，和某类物质的分子构

造有关。他还特地指出：“两性的区别是

比较的，是变动的，决不是板定的”。同

时，朱洗对男女变性的事证也有专门的

叙述。

让思维自由

[英] 肯·罗宾逊 著，闾佳 译。浙江人民出

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42.07元。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创造

力？创造力是特殊之人才有的吗？为什

么大多数孩子都觉得自己极富创造力，

而大多数成年人却不这么认为？事实

上，这些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严重得

多。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

蓬勃发展的今天，世界正在经历颠覆性

变革。为了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需

要在教育、商业和社会大众之间建立起

一种创造性关系。在《让思维自由》一书

中，教育学家肯·罗宾逊告诫我们，发挥

创造力最重要的是智力而非学术，人类

智力是多样性、动态性和独特性的结合

体，并以此推导出了“想象—创造力—创

新”的创新3部曲。同时也提出，艺术与

科学在发挥创造力方面缺一不可。另

外，作者为我们呈现了激发团队创造力

的9大原则。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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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举国体制科技举国体制””的再审视的再审视

文//黄涛1，程宇翔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教授；2.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研究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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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

最高目标，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以公共

财政的支持为主要手段，动员和调配全

国科研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科技

领域或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的工作体系

和运行机制。“科技举国体制”的产生具

有其历史必然性，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2008年，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对中国创新

体系评价的报告指出：中国擅长调动各

种资源，推动科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

超常规的速度发展。但是，人们往往只

注意到“科技举国体制”的优越性，而对

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与局限性少有关

注，这将会影响科技政策制定乃至科技

事业的良性发展。

“科技举国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科技举国体制”的产生具有其历史

必然性，主要基于7种因素的复合作用。

一是顺应科技趋势。以美国成功研

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为标志，科技

发展体现出“大科学”的趋势：规模大、数

量多、影响大以及有组织性和计划性。

二战以后，“大科学”成为科学发展的重

要模式。

二是借鉴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借鉴前苏联的科学体制，国家是

科技活动的惟一主体与投资者，也是科

技成果的惟一受益者；国家意志支配着

科技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

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

三是应对国际挑战。新中国建立之

初的国际局势异常严峻。抗美援朝战争

中，面对美国的核威胁，我国决定也要造

原子弹。但当时工业化建设刚起步，经

济基础薄弱，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大量资

源只能倾其国力。

四是延续战争风格。中国共产党在

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战”的战略风格，强调在整体力量

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集中优势

力量以取得胜利。建国后，这种思路延

伸到科技领域，并演变成为“集中资源办

大事”的管理体制。

五是适应计划管理。社会主义理论

强调对各项社会建设进行有计划、有组

织地管理，政府对科技发展实行计划管

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六是传承历史传统。我国实施“科

技举国体制”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

础，具有通过大规模组织民众完成诸如

万里长城、大运河等重大工程的历史传

统，这属于一定意义上的举国体制。

七是弘扬民族精神。我国政府具有

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它与中国民众的

民族情感汇合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力

量 [1]。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和政

治信仰，是构成中国科技举国体制的重

要思想基础和道德支撑。

“科技举国体制”的局限性

一是过于强调政府推动，忽略科学

系统的自然演进。从系统论的角度来

看，“科技举国体制”属于“他组织创新系

统”，依靠国家强力的权威性和组织力等

外部指令的“嵌入”，体现出自上而下地

政府推动的特点，而不是科学系统自然

演进的结果。实际上，“自组织创新系

统”比“他组织创新系统”具有更强的稳

定性和生命力。

二是过于强调规划引导，忽略科学

研究的自发创新。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

性来看，“科技举国体制”不能囊括所有

创新。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性过

程，科学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创

新更是难以预先规定和人为策划的。过

于强调科技规划和引导，实质上是把无

限的创新可能性局限到有限的若干领域

上，难免挂一漏万。正所谓“我们有意地

去发明，我们意外地去发现”。

三是过于强调国家意志，忽略科技

人员的自由探索。从科技发展的动力来

看，科学发展的动力既有外部需要的驱

动，也有来自于科学内部矛盾的推动。

事实表明，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最初都

源自科学家出于兴趣的自由探索。据统

计，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 80%的重大

成果最初是源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

四是过于强调社会需要，忽略科学

理论的自主发展。从科技发展的自主性

来看，基础科学具有突出的自主性特

征 [2]。科学的概念框架和研究纲领并不

是根据某种“社会需要”来确定，科学知

识体系具有价值中立的属性。虽然在特

定阶段对工程科技领域进行人为设计和

管理规划确有其高效的方面，但如果长

期依靠国家行政权力使科学仅服从于外

部需要而忽视科学发展的自主性，会限

制科技人员的创造性研究，最终会使整

个科技领域丧失创新活力。

“科技举国体制”牵涉到政府规划性

与科学自主性、国家意志与自由探索、历

史必然性与现实的局限性等问题。科学

研究需要社会和国家的必要支持，同时

也需要防止不合理的干预。“科技举国体

制”可以在工程科技等领域集中有限科

技资源实现突破，但不能忽略基础科学

领域的自由探索，也不能忽略市场机制

的驱动作用。政府既要贯彻国家意志，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也要维护和激发各

类科技活动主体的活力，发挥市场在科

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政府的

推动与市场的驱动、科技界的能动作用

结合起来，使科技运行既符合政府运行

规律，又符合科技本身运行规律和市场

经济运行规律。

参考文献
[1] 王素莉. 大科学机制: 新中国的科技体制

与民族精神的认同[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5(3): 38-43.

[2] 李醒民. 维护科学的自主性[N]. 中国科学

报, 201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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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出名门的协和才俊师出名门的协和才俊 严谨正直的学术大家严谨正直的学术大家

·科学人物·

文//游苏宁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编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我的一位忘年之交的挚友——曾庆

馀教授2015年2月9日与世长辞了。他

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风湿病研究室主任，

《中华风湿病杂志》副总编。1993年 7
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第18届国

际风湿病学学术大会上，我们远在万里之

外的异域相识；22年的君子之交，我们友

谊从未改变。先生辞世，令我思绪万千，

为了忘却的纪念，特撰小文以寄哀思。

协和才俊之翘楚

作为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曾庆

馀教授具有极深的协和情结。尽管当时

的环境要求毕业后须到西北农村，但在

广阔天地里他也大有作为，并怀着对学

术的矢志追求通过考取研究生重返协

和。从1978年起，他作为开门弟子师从

中国风湿病学的奠基人张乃峥教授。

1983年，科研设备条件落后，但他白手起

家，攻坚克难，在汕头创建了国内第4个

风湿病专科，开启了粤东地区风湿病治

疗研究的新纪元。在国际抗风湿联盟的

支持下，他领衔开展的中国南方地区风

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获得大量国

内风湿病的一手资料，也获得国际风湿

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26年

前，他在赴美学成后主动放弃优厚的科

研和生活条件，毅然回来报效祖国，近30
载的呕心沥血和默默奉献，使得他无愧

于“协和才俊之翘楚”的美誉。

良心医生的楷模

曾教授医德高尚，从医50载，以博爱

之心、精湛之医术拯救病患无数，并且获

得“良心医生”的美誉。他曾言：“医者仁

心，当为国为民贡献一生，鞠躬尽瘁。”曾

教授曾在甘肃农村生产队当过赤脚医

生，很能体谅百姓疾苦。据其学生陈韧

等介绍，行医一生，曾教授从没收过病人

的一个红包或药厂的一分钱回扣。面对

经济困难的病人，他总是尽量减免病人

的检查费用，甚至送钱给病人检查、取

药，奉行“简单、有效、廉价”的治病原则

精心治疗病人。他是毕生坚持用便宜药

治病的典范，即使在生物制剂被广泛使

用的大潮中，他也初衷不改。从1983年

风湿病专科成立那天起，他就建立了完

整的门诊病历资料，至今建档病人过万，

建立病人血清库和DNA库10余年，弥留

之际，他仍然挂念还没有总结完成的病

历资料。这些资料，对医学界来说无疑

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尊师重教的典范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对

这句话的最深刻体验来自曾教授对待恩

师张乃峥的态度。从1993年初识之后，

我们每年至少有一次团聚机会，即为张

乃峥教授祝寿。从张教授“解甲归田”之

日起，曾庆馀每年都张罗学生和朋友为

老师祝寿。这一传统活动雷打不动，无

论是北京还是汕头，20多年来从未间断，

直到张教授离世。

曾教授把一生奉献给了医疗、教学

和科研。他教育学生坚持以病人的利益

为重，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虔诚之

心对待临床诊断，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

待科学；他率先垂范，治学严谨，使学生

们终身受益。尤其对待学生论文，更是

不厌其烦地修改，即使身在病榻，戴着氧

气管，仍坚持逐字逐句修改。最令笔者

感动的是，在疾病晚期，他仍然为学院研

究生专门开设《临床科研方法》新课程，

特请笔者出面邀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

胡大一等多位学术大家为学生授课。能

在先生有生之年不负所托玉成此事，是

笔者颇为欣慰的一件小事。

刚正不阿之学者

笔者与曾教授接触最多的是在《中

华内科杂志》工作的时光，曾教授为该刊

服务了近20年。最令笔者敬佩的是他敢

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除

专业文章外，他时常为本刊撰写针砭时

事的评论，这些短小精悍的评论对倡导

严谨学风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在

“论药物评价与医务人员的崇高职责”一

文中，他认为，万络的心血管毒副作用长

期没有得到重视，除了医药管理部门和

制药公司的责任外，临床医生特别是那

些具有影响力的专家们，也需要反思。

他统计了国内10年来已发表的有关环氧

合酶2的文献共107篇，其中仅5篇见于

一般杂志的有关其副作用的个案报告，

国内高水平医学期刊均未刊登有关文

章，难道万络的心血管危险性只发生在

国外吗？他在文中坦言：在市场经济时

代，药商追求利润无可厚非。而医疗卫

生事业仍然带有福利、慈善的性质，所以

医务人员提倡一点淡泊名利毫不过分。

医务人员应一切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他

也希望告诉患者，每一种药都有利弊。

新药、贵药不一定是好药。反之，经过长

期考察的“老药”，更令人心中有数。这

篇文章发表于10年前，今日读来依旧直

击医者心灵。

视死如归的勇士

2014年清明节，笔者得知曾教授因

身患重病来协和确诊，为了安慰老友，笔

者特将先生违规接出病房，与夫人安排

家宴为他洗尘。对于病情，他早已心知

肚明，只是因为浓厚的协和情结以及了

却向恩师与挚友告别的心愿才抱病北

上。作为医学大家，曾教授一向坦然面

对人生，在谈笑间与笔者一起制定了他

最后的人生计划。尼采曾言：每个不曾

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曾教

授的一生，从来没有虚度光阴，即使身患

重病卧床不起，依然使自己的生命翩翩

起舞。作为名医大家，曾教授深谙医者

之责任和生命之本质，医学最基本的任

务是抗击疾病和死亡，而生命从本质上

看是一种死亡率为百分之百的性传播疾

病，死亡是大敌，比我们强大，最终它会

赢。在他人生最后的10个月中，通过我

们的共同努力，每一项计划都得以落实，

每一个愿望都得到实现，窃以为这就是

对曾教授最好的纪念。

曾庆馀教授（中）生前与胡大一教授（右）、

本文作者（左）合影留念。本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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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科学基金申请文书的若干要领撰写科学基金申请文书的若干要领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学基金申请文书（下简称为文书）

是应用文的一种，撰写文书时除了要遵

循普通文件的写作规则，还要注意其特

殊性。这些年我给国内的朋友修改过不

少文书，也观察到了一些有待改进的文

书撰写习惯。在此就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和感受，分享若干撰写文书的要领。值

得指出的是，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各自的

科学要点和撰写规范，因此，本文并不是

具体的文书写作指南，而是从普遍意义

上讨论如何准备一份合格的文书；或者

说，讨论一些也许曾经在语文课堂上没

有机会接触到的内容。

站在评审的立场上

撰写文书前申请者必须要非常明确

两点，第一，文书是写给谁看的；第二，写

给他们看的目的是什么。这两个看似简

单的问题，却会影响申请者撰写时的思

维模式，从而影响了文书的格局和走

向。申请者从提笔开始到结束，时刻要

记住的是：文书是写给评审者看的，目的

是让评审者认同该研究项目值得被资

助。有了这样的概念以后，就需要申请

者能够站在评审者的立场思考和下笔。

具体来说，申请者需要了解评审者

希望读到什么样的信息。譬如为了评判

一个项目的优劣，评审者首先寻找的信

息是申请者为什么要研究该项目，意义

是什么？这里就直接要求申请者把研究

的科学意义阐述清楚。当评审者认为该

课题的确有研究价值的时候，自然会有

下一个疑问：这么有意义的研究，前人都

做了无数的工作，那申请者为什么还要

进行研究？从这里，申请者就需要把自

己的优势说出来，譬如能解决一个新的

问题，并且那个问题很重要；或者能改进

已有的方法，并且这个方法有望得到更

广的应用等等，这里相当于讨论了研究

的特色和创新性。当评审者确定了该研

究是有意义的、有创新的，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申请者如何来完成。这就要通过研

究内容和研究方案来确定，评审者要考

察的是申请者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等

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申

请者细心体会，哪些内容是值得写的，是

能够解答评审者心中的疑问的。

句子与内容的连贯与清晰

申请者在撰写文书时还需要清楚一

点：文书不是用来考察评审者的阅读理

解能力。因此申请者有责任把科学问题

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不是让评审者

来揣摩申请者的意思。这就要求申请者

在撰写文书时特别注意句子与句子、段

落与段落、章节与章节之间的承接和对

应。良好的句子、段落、章节的处理，能

够让评审者在短时间内清楚了解申请者

的想法与文书的精华，而不会由于误解

导致错误的评判。

下面简单说一些文字表达上的注意

事项。对于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承接，作

者要善于给评审者提供关键词作为“拐

杖”，以便让评审者迅速定位、搜寻上下

文所对应的信息。对于段落的划分，要

做到每个段落只说一个概念或问题。如

果某个概念或问题很复杂，可以整理后

分为若干个小段，但尽量避免在同一段

内交叉出现不同类别的信息。而段落与

段落之间的衔接，则要求申请者按照所

阐述的科学问题的逻辑顺序进行排列，

也就是要思考什么内容应该先介绍，什

么后介绍，并考量这样的介绍顺序能否

让评审者更快速地了解项目的立项依据

与研究内容。

把握研究的全局

如果说前面讲的都是如何写的问

题，这里要说的是如何思考的问题。思

考与撰写两者是相互的，而不是独立

的。我在阅读朋友们的文书时经常发

现，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过他

们的研究课题，或者说他们对研究的全

局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种全局认识的缺乏会体现在很多

方面，这里就简短地举三方面的例子。

首先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句子和段落

之间没有良好的组织。如果文书在表达

上出现前后颠倒、层次错乱、无说服力、支

离破碎等现象，就表明作者在撰写之前并

不充分了解他们想写的内容。第二个是

内容放置的错误，常见的有把本应属于

“研究意义”的内容放在了“国内外研究现

状”上，把本应属于“国内外研究现状”的

信息放在了“项目的研究内容”里，等等之

类的，这些也都表明申请者缺乏对整个项

目的理解和把握，不清楚哪些信息属于什

么类别。全局认识的缺乏还会导致对整

个研究项目思考的不严谨，该现象是比较

常见的。譬如申请者的研究内容包括三

个层面，任何两个层面之间都是相互联

系、环环相扣的，但在文书中，申请者往往

会遗漏某些层面的逻辑关系，这表明申请

者在组织课题的时候没有全面考察研究

内容之间的关系。

最后简单讨论如何整理思路、把握全

局的问题。申请者需要非常了解自己所

在领域的研究情况，包括前人研究的内

容、方法、结论、局限、困惑等等。如果把

该领域比喻成一张地图，所有的研究都是

地图上的标记，那么申请者就要很清楚自

己的课题处在什么位置，与其它标记之间

的关系和距离又是什么。地图上有很多

道路和景点，哪些是前人走过的，哪些又

是未被发现的。在未被发现的地方中，又

有哪些是特别值得访问的，为什么值得。

确定了目的地以后，从自己所在的位置出

发，走到那些地方有哪些途径，用什么交

通工具等等。如果申请者把这些问题都

分析清楚了，那么文书的撰写就会很流

畅，无论是立项依据、研究内容，还是研

究方法、项目创新，都能一气呵成，并且

所有的论述都会有理有据，清晰明了。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

系 ，博士后研究员。图为本文作者。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汤锡芳，电子信箱：tangxf@
nsf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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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导报》“读者之声”栏目征稿

为促进科技交流、优化学术环境、分享

科研经验、倾听前沿呼声，《科技导报》“读

者之声”栏目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生

征稿。

征文范围：

1）个人科研体会；学术交流、实地考察

的见闻、心得；实验室趣闻；申请课题、项目

研发的经历、感悟；导师/研究生交流的经验

及小故事；科研论文撰写、投稿的体会、收

获等。

2）对《科技导报》办刊的评论、意见、建

议；投稿、审稿的经历、感受；对科研论文、

栏目文章的评论、评议；对办刊方针、刊物

定位、栏目设置、整体特色的认识、评价等。

征文要求：1000~2000字左右/篇，所述

不求全面，但求真实真切，具有原创性、合

理性、可读性。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编辑部编辑部

与法国教授合作授课的体会

2014年 5月份，课题组一位领导告

诉我，中法工程师学院的《刚体力学及振

动学》课程需要找一位老师来授课，希望

我能接下这个任务。中法工程师学院是

我所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牌学院，

生源优质。我的课程不多，因此欣然答

应。6月中旬，中法工程师学院组织相关

老师到法国培训，法国的工程师教育令

我印象深刻。2015年 1月 5日，我开始

跟法国教授一起授课，授课对象是中国

学生，法国老师用法语授课，我用中英文

混合授课。因为法国教授在北航仅停留

2周，是集中授课，每周 4次，每次 4小

时。2周下来我大致可以读懂法语了，对

法国教授授课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总

体来说，法国的工程师教育是成功的、值

得借鉴的，但引入中国也需要注意中国

学生的实际情况。

法国教授的授课以“练习”为主

我在北航读书多年，感觉一般授课

模式是：老师用PPT讲课，学生做一些课

堂练习，然后留部分作业，最后，老师会

根据作业情况再有针对性地讲解重点难

点。因此中国的授课以“讲”为主。北航

老师经常提倡“讲一、练二、考三”，实际

上常常是“讲一、练半、考三分之一”。法

国教授是“讲一、练三、考半”：32学时的

课程只讲8小时，其余时间都是练习，考

试只考一个典型的题目。因此法国的授

课以“练”为主。以“讲”为主好，还是以

“练”为主好？我觉得各有利弊。中国教

授讲课，学生听到很多知识，了解很多信

息，但可能不会做题，不善于解决实际问

题。在跟中法工程师学院的同学们接触

过程中，不少同学反映法国老师讲课太

快，同学们对一些基本概念还不太懂就

开始做练习了。在课程即将结束时，部

分同学还在问振动响应的稳态部分与瞬

态部分的物理意义及区别，法国教授跟

我用法语和汉语分别解释了一遍同学们

才听明白。因此，不管以“练”为主，还是

以“讲”为主，同学们的“理解”和“运用”

必须兼顾。

法国教授授课的“先进”与“不先进”

北航在进行教学改革，要求所有教

师授课必须在教务网站上建课，把课程

的相关资料传到网上，作业也在网站上

布置，跟学生交流也在网站上进行。跟

法国教授一起上课后才发现他们早已经

这样做了，原来北航的做法是跟法国人

学的。法国教授讲课也用PPT，做的很漂

亮，但做“习题”的时候完全用板书，习题

课从头到尾一直在黑板上进行。他书写

速度快，有些单词比较潦草，学生有看不

懂的地方。用板书的好处是老师书写的

节奏跟学生做笔记的节奏一致，学生容

易跟上，对学生的理解也有帮助。所以，

不管采用“先进”手段还是“传统”手段，

只要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都是合适的、

应当采用的。

法国教授授课的“耐心”与“专心”

跟我一起授课的法国教授已经讲授

《刚体力学及振动学》12年了，所有的习

题都可以默写下来，板书的时候很少看

电脑或看书。这门课程中“振动”部分我

非常熟悉，采用的也是我的导师编写的

教材及所用PPT，即使如此，我上课前还

花了半个月时间复习。其中“刚体力学”

部分我很早以前学习过，为了跟法国教

授交流方便，我在网上找了一本合适的

英文教材，专门花费了1个月时间复习，

然后做了一份PPT。虽然我做了充分的

授课准备工作，但是考虑到法国教授经

验丰富，我一直把自己放在辅助教学的

位置。法国教授讲课的内容比我准备的

少，但讲解更详细，而且练习多。我不懂

法语，但可以看懂公式，法语单词与英语

单词有相似之处，结合公式基本上可以

猜出 PPT上法语单词的含义，法国教授

的 PPT非常精彩。每次授课前一天，我

会跟法国教授交流授课内容，法国教授

总会耐心讲解，并把部分法语习题翻译

成英文以便于我理解。课后法国教授跟

同学们的讨论时间有时接近 1小时。正

所谓“倾情付出，收获喜悦”。

做教学的有心人，时刻留心、不断改进

授课结束后，法国教授约我到他办

公室，跟他讨论了未来的授课规划，他提

了两点建议：1）讲课的时候还是一起讲，

但做练习的时候可以分两组，他带一组

我带一组。我赞成，根据他的提议，我说

开始的时候我可以带1/3，再往后可以多

些，毕竟我是刚开始教学，他已经教了12
年。2）他会把PPT和习题翻译成英文，

这样我可以更好的理解授课内容。我再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法语不太好懂

的部分同学

也 可 以 跟

上。虽然只

翻译习题和

PPT，这 部

分工作量也

不小，看来

法国教授为了教好学生能够做到不惜代

价。

总之，在跟法国教授一起授课的过

程中，我感觉法国教授“真心能为学生付

出”。只要能“专心”、“真心”、“耐心”做

一件事情，我们总是有办法做好的。法

国人教学之所以好，应该是有适当的政

策能让法国教授安心教学、全身心投入

教学。作为一名刚入行的青年教师，我

也是不计代价、全身心投入教学。但毕

竟教师需要完成的任务很多，除了教学

还有科研等任务。2014年在《刚体力学

及振动学》课程中投入时间约2个月。计

划 2015年再投入 2个月时间，配合法国

教授完成PPT、习题的翻译，并复习一下

他的课件中与我的不同之处的相关知

识，逐步完善该课程的教学工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

副教授副教授 刘波刘波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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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闰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二维材料近场光学物性，电子信箱：rkchen@iphy.ac.cn；陈佳宁（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微纳光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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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闰堃, 陈佳宁. 三氯化铁基少层石墨烯插层化合物的拉曼光谱[J]. 科技导报, 2015, 33(5): 13-17.

三氯化铁基少层石墨烯插层化合物的三氯化铁基少层石墨烯插层化合物的
拉曼光谱拉曼光谱
陈闰堃 1，陈佳宁 1,2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190
2. 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利用拉曼光谱技术，研究了三氯化铁插层掺杂的少层石墨烯薄片。通过G带拉曼成像可判明样品不同的插层掺杂部分及

其掺杂程度。G带拉曼峰在双层石墨烯和四层石墨烯中分别为单峰和双峰的不同结构。在石墨烯边缘处，G带拉曼峰会比其内

部多出1个本征的G0峰，说明石墨烯边缘仍然存在未经插层掺杂的石墨烯。经过插层的双层石墨烯2D带拉曼峰仍可拟合出4
个洛伦兹峰。

关键词关键词 石墨烯；拉曼光谱；少层石墨烯插层化合物；三氯化铁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46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01

Raman spectroscopy for FeCl3-based few-layer graphene
intercalation compounds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eCl3- based few- layer graphene intercalation compound flakes based on the Raman
spectroscopy. Different intercalated parts of the graphene flake and the corresponding doping level can be retrieved by the G band
Raman mapping. The G band Raman spectrum consists of a single peak or double peaks for the bilayer and tetralayer graphenes,
respectively. A surprising intrinsic G0 peak appears at the edges of the intercalated graphen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doped graphene
is partially undoped at the edges. Furthermore for the bilayer graphene intercalation compound flake, the 2D band peak can fit with
four Lorenztian peaks with different full width half maxima (FWHM). This study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ty of the
electrically modified graphene.
KeywordsKeywords graphene; Raman spectroscopy; few-layer graphene intercalation compounds; FeCl3-based

CHEN Runkun1, CHEN Jianing1,2

1. Institute of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Quantum Matter, Beijing 100190, China

石墨插层化合物是将不同的原子或分子插入石墨层间，

形成一层新的插层剂层的复合材料。插层剂的存在使得石

墨层间距增大，同时不同插层剂也会让石墨层的自由载流子

发生迁移，从而得到具有不同电学、热学和磁学等性质的化

合物[1]。因此石墨插层化合物在电极、超导、催化剂、储氢、电

池、显示器等新型材料的研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2~5]。传统的

石墨插层化合物由于尺寸原因，难以应用在微电子器件的制

造领域[6]。石墨烯是碳原子以正六边形结构周期排列而成的

二维晶体。石墨烯具有极大的比表面积（2630 m2∙g-1）[7]、极高

的可见光透过率（97.7%），还具有良好的导电和导热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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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石墨烯复合薄膜的等离激元传感基于石墨烯复合薄膜的等离激元传感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赵元 1，杜袁鑫 1，陈冠雄 1，陶柱晨 1，程涛 1，朱彦武 1,2

1. 中国科学院能量转换材料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合肥 230026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能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合肥 230026
摘要摘要 做为由单层碳原子紧密堆积而成的六边形蜂窝状二维晶体，石墨烯具有高载流子迁移率、良好的生物兼容性和优异的化

学稳定性。本文简要综述了石墨烯-金属纳米粒子复合薄膜在表面增强拉曼散射研究进展，以及石墨烯等离激元的激发方式和

传感性能。在可见光波段，石墨烯和金属纳米粒子之间的耦合使复合薄膜具有强的光学吸收和局域电场增强，从而使复合薄膜

可以作为高灵敏的表面增强拉曼基底。在中红外波段，除可以利用石墨烯微纳结构激发等离激元，还可以对介电基底进行微纳

加工利用波导模式激发，使得石墨烯等离激元可能用于折射率传感。讨论了石墨烯基复合薄膜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展望了其在表面增强拉曼和传感方面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石墨烯；金属纳米粒子；表面增强拉曼散射；等离激元；传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43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02

Recent advances in plasmonic sensing of graphene based hybrid films

AbstractAbstract The graphene, a single layer of carbon atoms in a hexagonal configuration, enjoys high carrier mobility, good
biocompatibility and chemical stability.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es in the surface- 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SERS) of graphene-metal nanoparticles (NPs) hybrid films, the excitation of graphene plasmons and the performance in
sensing. In the visible region,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graphene and the metal NPs allows the hybrid films to have enhanced
absorption and much stronger electric field enhancement, and thus they can be used as highly sensitive SERS substrates. In the mid-
infrared region, the graphene plasmons can be excited by directly fabricating the graphene or fabricating the dielectric substrates with
the help of guided-mode resonances, making them promising in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 In additi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area are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graphene; metal nanoparticles; 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plasmonics; sensing

ZHAO Yuan1, DU Yuanxin1, CHEN Guanxiong1, TAO Zhuchen1, CHENG Tao1, ZHU Yanwu1,2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Materials for Energy Conversion;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emistry for Energy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自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Geim和Novoselov首次使

用胶带分离的方法制备出高质量石墨烯以来，对石墨烯和石

墨烯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

石墨烯是一种由单层碳原子紧密堆积而成的六边形蜂窝状

二维晶格结构，单层石墨烯厚度仅为0.34 nm[2]。其独特的结

构使其具有优异的性质，如高的费米速度（光速的 1/300）[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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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石墨烯的多维度材料构筑及性能基于石墨烯的多维度材料构筑及性能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万武波，赵宗彬，胡超，郗玲冲，邱介山

大连理工大学炭素材料研究室；能源材料化工辽宁省重点实验室；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摘要摘要 石墨烯是碳原子以六角形密堆积形成的二维原子晶体，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在电子器件、能源环境和生物医学等领

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石墨烯的可控制备和组装是其实现实际应用的前提条件。近年来，相继开发出一系列石墨烯自组装与

结构调控的技术方法，得到了多种结构特异、组成丰富和性能独特的石墨烯基多维度结构。本文从水溶性的氧化石墨烯出发，综

述从零维到三维一系列不同维度和尺度石墨烯的自组装行为和材料构筑策略。对石墨烯的不同组装结构进行系统分类，提出其

多维度组装体系的概念。石墨烯的多维度组装体系，在微纳米尺度上包括零维度的石墨烯基纳米颗粒和一维的石墨烯纳米线，

在宏观尺度上包括二维石墨烯薄膜和三维的宏观体结构，最后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和展望，结合计算化学的

相关结果，预测了一系列未开发的石墨烯自组装结构。

关键词关键词 石墨烯；自组装；多维度；功能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127.1+1，TB38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03

Graphene based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s and their properties

AbstractAbstract The graphene is a single layer of carbon arranged in a honeycomb (hexagonal) lattice. The unique single layer structure
endows this material with a series of extraordinary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with promising applications in 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The controllable production and assembly of the graphene is critica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assembly behavior of the graphene based on the colloid chemistry and the interface engineering. The graphene based
multi-dimensional assemblies, from the 0D graphene based nanoparticles and the 1D fibers to the macro flexible 2D films and the 3D
monoliths, are discussed in this review.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novel graphene assemblies is explored.
KeywordsKeywords graphene; self-assembly; multi-dimensional; functionalization

WAN Wubo, ZHAO Zongbin, HU Chao, XI Lingchong, QIU Jieshan
Carbon Research Laboratory, Liaoning Key Laboratory for Energy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ine Chemical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20世纪80年代，随着纳米技术的飞速发展，多种碳纳米

材料应运而生。1985年，来自英国和美国的3位科学家率先

报道由 60个碳原子构成的类似足球形状的碳纳米结构 C60

（称为足球烯或者富勒烯）[1]。随后，又陆续发现了C70、C80等

一系列类富勒烯结构的大分子。零维富勒烯的发现丰富了

碳材料家族。3位发现者Robert F. Curl Jr、Harold W. Kroto

和 Richard E. Smalley 因此于 1996 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1991年，日本NEC公司基础研究实验室的 Iijima在高分辨透

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电弧放电样品时，意外发现多层管状碳

分子结构，即后来为大家熟知的碳纳米管 [2]。一维碳纳米管

的发现引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兴趣，同时给纳米材料研究和

技术领域注入了新活力。2004年，Novoselov等[3]报道了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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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在光电器件中的应用石墨烯在光电器件中的应用
陈伟，李福山，郭太良

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福州 350002
摘要摘要 讨论了近年来石墨烯在太阳能电池、有机发光二极管以及场致发射器件方面的应用研究。石墨烯是碳的同素异形体的一

种，是二维的薄膜材料，具有独特的导电特性及机械弯曲性能，可以作为太阳能电池、有机发光器件的柔性电极；石墨烯与有机聚

合物材料复合可以形成大的给体受体界面，有利于太阳能电池中激子的扩散速率、载流子迁移率的提高，可以作为有机太阳能电

池的电子受体材料；石墨烯具有一维尖锐的刀口状边缘，具有大的电场增强系数，同时由于石墨烯自身的良好导电能力，可以作

为场致发射器件中的电子传导与电场发射材料。石墨烯在光电器件中应用的深入研究有望突破目前光电技术的发展瓶颈，是一

个极具前景的新研究领域。

关键词关键词 石墨烯；太阳能电池；有机发光二级管；场致发射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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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graphene in optoelectronic devices

AbstractAbstract The graphene is an allotrope of carbon, a 2D thin film material with unique optical,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Recently, the optoelectronic devices using the graphene are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graphene in solar cells,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and field emission devices. The graphene can serve as the flexible electrode for
solar cells and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due to its excellent conductiv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 graphene can be used as
an electron acceptor for organic solar cells for the honeycomb graphene can form a large donor acceptor interface with the organic
polymer material, which might improve the exciton's diffusion rate and the electron's mobility. The graphene has a high charge
mobility and sharp edges, and is endowed with the great field enhancement factor and can be used as electron conductive and
electron emission materials.
KeywordsKeywords graphene; solar cells;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field emission device

CHEN Wei, LI Fushan, GUO Tailiang
College of Phys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自 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Geim研究小组[1]首次制备

出稳定的石墨烯以来，有关石墨烯的制备及应用得到广泛关

注及研究[2]。

石墨烯是碳家族中单层碳原子构成的蜂巢晶格结构的

二维薄膜材料。碳原子以 sp2杂化轨道组成六角型晶格结

构[3]。石墨烯的能带结构如图 1[4]所示，导带及价带呈现线性

色散关系并与由布里渊区六角顶点组成费米面相交，呈现出

金属或零带隙半导体性质。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力学、光学、热学和电学等性能。力

学性能：单层石墨烯的厚度为 0.335 nm，碳碳键的长度仅为

0.142 nm，碳原子之间柔韧连接使石墨烯在原子面受外力时

保持稳定的晶格结构。电学性能：石墨烯中相邻碳原子pz轨

道电子云碰撞形成大π共轭平面[5]，产生的离域π电子可以自

由移动，因此石墨烯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在室温条件下具有

非常高的电子迁移率，哥伦比亚大学的Bolotin证明石墨烯具

有 250000 cm2/(V·s)的电子迁移率 [6]，且迁移率在温度为 10~
100 K几乎没变化[7,8]。光学性能：石墨烯几乎是完全透明的，

单层石墨烯对可见光的吸收率仅2.3%[9]，5层石墨烯样品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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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在强化传热领域的研究进展石墨烯在强化传热领域的研究进展
于伟，谢华清，陈立飞，汪明珠，齐玉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工学部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上海 201209
摘要摘要 石墨烯是一种单原子层厚度的二维平面碳纳米材料，具有超高的载流子迁移率、高热导率等特性。本文综述目前石墨烯

在强化传热领域的研究进展，包括石墨烯热导率的测试方法，以及石墨烯在纳米流体、热界面材料、高导热复合高分子材料方面

的应用，并对未来石墨烯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石墨烯；热导率；纳米流体；热界面材料；高导热复合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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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progress of graphene researches in enhanced heat transfer fields

AbstractAbstract The graphene is a new type of two-dimensional carbon nanomaterials with a single atomic layer, and it has an ultra high
carrier mobility, a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 and other good propert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graphene in enhanced heat transfer fields, includ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 for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the graphene,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graphene in nanofluids, thermal interface materials, and polymer composites with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 Som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are suggested.
KeywordsKeywords graphene; thermal conductivity; nanofluids; thermal interface materials; polymer composite with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

YU Wei, XIE Huaqing, CHEN Lifei, WANG Mingzhu, QI Yu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石墨烯是一种单原子层厚度的二维平面碳纳米材料，由

sp2杂化碳原子连接而成，该特殊结构赋予了石墨烯独特的物

理和化学特性。自Novoselov和Geim[1]于2004年发现至今，石

墨烯以超高载流子迁移率、高热导率、高强度、高比表面积等

优点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Balandin等[2]通过实

验得到了单层石墨烯的热导率，其值高达 5300 W·m-1·K-1。

该研究结果引起了传热学界的强烈兴趣，大大推动了石墨烯

在强化传热领域的研究。本文介绍目前石墨烯在强化传热

领域的研究进展，包括石墨烯热导率的测试方法，以及石墨烯

在纳米流体、热界面材料和高导热复合高分子材料方面的研

究，并对未来石墨烯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1 石墨烯及氧化石墨烯薄膜（纸）的热导率
石墨烯是一种具有蜂窝状晶体结构的二维碳材料，理论

研究表明，这种结构能够加速电子和声子传输，使其具有优

异的热传导特性[3]。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Balandin领导的

纳米仪器实验室采用共焦显微拉曼光谱通过实验得到了单

层石墨烯的热导率。由于石墨烯的拉曼光谱G带具有很强

的温度敏感性，通过测试石墨烯G带拉曼位移的改变，可以

计算得到石墨烯的热导率，其测试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2]。

随后，他们分析了不同层数石墨烯拉曼光谱随温度变化的系

数，得到了石墨烯的热导率与层数间的关系，发现其热导率

随层数的增加迅速降低（图2）[4]。

Chen等[5]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了单层石墨烯，研究

结果表明石墨烯拉曼光谱 2D带的温度敏感性优于G带。基

于此，他们通过测试2D带的变化，研究了石墨烯尺寸和气体

环境对石墨烯热导率测试的影响。结果表明单层石墨烯的

尺寸对热导率测试有较大影响，其在真空中的最大热导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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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利用CTCT扫描研究低渗透砂岩低速扫描研究低渗透砂岩低速
水驱特征水驱特征
莫邵元 1，何顺利 1，谢全 2，栾国华 3，盖少华 1，雷刚 1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北京 102249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3. 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北京 102200
摘要摘要 利用CT扫描技术、核磁共振技术（NMR）和恒速压汞，研究了低渗透砂岩岩心微观孔隙结构及低速水驱特征，讨论了束缚

水和流速对水驱特征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低流速情况下由于沿程阻力差异较小，岩心内部产生类活塞式驱替，油水界面十分

清晰，两相区域十分狭窄，含水饱和度剖面十分陡峭且几乎与运动方向垂直。在低速驱替过程中，水相直接通过大孔隙而把大量

的剩余油封闭在中小孔隙当中，而且一旦注入水突破，靠增加注入速度及注入时间无法降低剩余油含量。这是因为岩心高孔喉

比使得卡断和绕流效应增强，导致采出程度非常低下。与无束缚水相比，束缚水的存在改善了油相的流动性，且类活塞式驱替使

得稳定的隔断无法形成，从而提高了驱油效率。

关键词关键词 CT扫描技术；核磁共振；恒速压汞；低渗透油藏；类活塞式驱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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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rate waterflooding in 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s with
CT scanning

AbstractAbstract Pore structure of 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rresponding low rate waterflood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virtue of CT scanning technology,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and rate-controlled mercury. The paper also addressed
the effects of initial water and flow rate o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floods. It was found that low rate can induce quasi-piston- like
displacement where the saturations profile was steep and almost vertical to the forward direction and the water front was narrow and
distinct. The reason for this flooding pattern may be the non-pronounced differences of flooding resistances. Notably, water passed
directly through large pores and immediately blocked considerable oil in small and middle pores to be residue, though water was
preferential to those pores. Moreover, once water breaks through, increasing flooding rate or flooding time hardly reduces the oil
remaining inside the samples. It brings a low oil recovery probably due to the high pore-throat ratio which may result in enhancement
of bypassing and snap-off.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presence of initial water enhanced sweep efficiency substantially. On one
hand, because water had previously occupied the small pores, the subsequent oil can only invade relatively large pores and became
more movable. On the other hand, stable collars cannot form due to the steep front, which may suppress the snap-off.
KeywordsKeywords CT scanning;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rate- controlled mercury;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quasi- piston- like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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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林油田特低渗透扶杨油层榆树林油田特低渗透扶杨油层COCO22

驱油效果评价驱油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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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针对特低渗透扶杨油层注水开发中存在的注入难、采出难，水驱开发效果差，采收率低的问题，在榆树林油田树101井区

开展了扶杨油层CO2驱油试验。通过现场试验对CO2驱替状态、开发特征及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当试验区注入CO2

为0.1 HCPV（烃类占据的孔隙体积）时，通过两次高压物性取样对比，轻质组分含量增加了5.7%，最小混相压力由32.2 MPa下
降至28.6 MPa。试验区存在混相、半混相及非混相3种驱替状态，混相区域占2/8，半混相占1/8，非混相占5/8。通过研究和矿

场实践，形成了不同注气阶段不同类井的CO2驱开发调整技术，试验区采油速度连续4年保持在1%以上，数值模拟预测最终采

收率比水驱高10%以上，试验区取得了显著的开发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CO2驱；特低渗透油田；扶杨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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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oil displacement by CO2 at Fuyang extra-low permeability
layer in Yushulin oilfield
ZHANG Yingzhi1, YANG Tiejun1, YANG Zhengming2, XIAO Qianhua2, WANG Xiangyang2

1. Daqing Oilfield Limited Company, PetroChina, Daqing 163000, China
2. Langfang Branch, Institute of Porous Flow & Fluid Mechanics, Langfang 065007, China
AbstractAbstract Various problems 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Fuyang extra- low permeability oil layer using water flooding, including
injection difficulty, recovery difficulty, low effectiveness, and low recovery rat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 CO2 flooding test was
carried out at Shu101 well block in Daqing Yushulin Oilfield.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displacement stat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CO2 flooding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injection rate of CO2 was 0.1 HCPV, through
comparison of high pressur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wo samplings, the light component increased by 5.7% , and the minimum
miscibility pressure decreased from 32.2 MPa to 28.6 MPa, a drop of 3.6 MPa. Three kinds of displacement states existed in the test
area: miscible, semi-miscible and immiscible phases, which account for 2/8, 1/8, and 5/8, respectively. Through research and oilfield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and adjustment technology of CO2 flooding for different gas injection stag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wells was
developed. The oil recovery rate in the test area remained above 1%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Numerical simulation predicted that
the ultimate recovery using CO2 flooding will be 10% higher than that using water flooding.
KeywordsKeywords CO2 flooding; ultra-low permeability oilfield; Fuyang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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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英芝, 杨铁军, 杨正明, 等. 榆树林油田特低渗透扶杨油层CO2驱油效果评价[J]. 科技导报, 2015, 33(5): 52-56.

近年来，特低渗透储量在国内石油探明储量和未动用储

量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但由于其孔喉结构复杂，喉道半径细

小，黏土矿物含量高，用注水补充能量难以开发。研究表明，

注CO2是特低渗透油藏有效开发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比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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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过载片上集成抗过载片上集成MEMSMEMS悬浮螺旋电感悬浮螺旋电感
李建华 1，卢冲赢 1，徐立新 1，武浩 2

1.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动态控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1
2. 淮海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治 046012
摘要摘要 针对微机电系统（MEMS）悬浮电感机械性能较差问题，设计了一种应用于高过载环境的片上集成MEMS悬浮螺旋电

感。通过采用一种新颖的阶梯式螺旋线圈结构，有效减小了悬浮线圈在高过载环境中的变形与应力。利用ANSYS和HFSS软
件对设计的电感力学性能和射频性能进行联合仿真。仿真结果表明，采用阶梯式螺旋线圈的MEMS悬浮电感的抗过载能力比

采用等截面线圈的传统MEMS悬浮电感提高了近3倍，并且具有相当的射频性能；与增加了支撑柱的等截面MEMS悬浮电感相

比，所设计的MEMS悬浮电感具有与之相当的力学性能，但是其射频性能明显优于增加了支撑柱的电感。

关键词关键词 微机电系统；悬浮螺旋电感；阶梯式螺旋线圈；过载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N40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08

Anti-overloading on-chip integrated MEMS suspended spiral inductor

AbstractAbstract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suspended spiral coil, the MEMS suspended inductor has unsatisfactory mechanical performance,
and use of the inductor in shock environments is restricted. Aimed at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designed an on-chip integrated MEMS
suspended spiral inductor with a novel step-shaped spiral coil. A simple cantilever beam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design principle,
and the radio frequency performance was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in the design to ensure the high-Q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the main and inherent advantage of the MEMS suspended inductor.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of the inductor is
briefly introduced. ANSYS and HFS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and the radio performance of the inductor,
respectively. To compare with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introduced inductor (denoted by 'Inductor- A'), a conventional MEMS
suspended inductor with an equal cross- section area spiral coil (denoted by 'Indcutor- B') and a conventional MEMS suspended
inductor with an additional support pillar (denoted by 'Inductor-C') were also analyzed by using ANSYS and HFS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ti-overload capacity of Inductor-A was improved by about three times that of the Inductor-B, while radio
frequency performances of both inductors were almost the same, and accordingly, the quality factor of Inductor-A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Inductor-C, while mechanical performances of both inductors were almost the sam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ductor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has excellent radio frequency performance and mechanical performance.
KeywordsKeyword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 suspended spiral inductor; step-shaped spiral coil

LI Jianhua1, LU Chongying1, XU Lixin1, WU Hao2

1.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Electromechanical Dynamic Control,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Huaihai Industries Group Co. Ltd., Changzhi 046012, China

与分立电感相比，片上集成电感在成本、尺寸及功耗等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射频集成电路与单片微波集成电路的

重要无源器件[1,2]。标准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工艺

制作的片上电感由于存在严重的衬底损耗与欧姆损耗，电感

的品质因数（quality factor，Q）通常不大于10，不能满足高性能

射频电路的要求。采用微机电系统（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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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楼梯压电发电装置的数学模型和低频楼梯压电发电装置的数学模型和
实验实验
胡世军 1，陈玉荣 1，侯剑波 1，刘学 1，王恩广 1，殷振 2

1. 兰州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数字制造技术与应用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50
2. 苏州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苏州 215009
摘要摘要 为收集和利用密集人群对楼梯的踩踏能量，设计了一种基于低频的新型楼梯压电发电装置，基于RLC等效内阻建立了该

装置的发电电路和数学模型；利用搭建的振动实验平台，对等效电路和数学模型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明，在低频条件下，激励

位移越大，频率越小，该压电发电装置输出的电能越大；压电发电单元的实验输出电压为电路中等效电阻Z2的电压，利用数学模

型计算得到的理想电压源电压是实验空载电压的2.64~2.88倍；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计算，得到了与理论计算电压变化规律

相一致的实验电压源电压，两者最大误差为7.1%，验证了该压电发电单元等效发电电路和数学模型的正确性。

关键词关键词 悬臂梁；压电发电；等效电路；数学模型；压电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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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857.2015.05.009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low-frequency
stairs piezo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device

AbstractAbstract A new type of cantilever piezo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device was designed to collect and use the energy generated by
treading of the crowd on the stairs.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ng circuit and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device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resistance RLC. The equivalent circuit an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were verified using the vibration experiment plat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ondition of low frequency, the output electric power of the device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displacement and
decreasing frequency. The experimental output voltage of the device is the voltage of the equivalent resistance Z2, and the ideal
voltage calculated by the mathematical model was 2.64-2.88 times of the experimental output voltage. By analyzing and calculat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experimental source voltage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was obtained, and the maximum
error was 7.1% , verifying the validity of the circuit and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piezo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device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its design.
KeywordsKeywords cantilever beam; piezoelectric generator; equivalent circuit; mathematical model; piezoelectric experiment

HU Shijun1, CHEN Yurong1, HOU Jianbo1 , LIU Xue1, WANG Enguang1, YIN Zhen2

1.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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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储备的不断减少，节

约能源、开发新型绿色新能源成为当今世界的焦点。振动能

量作为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新型绿色能源之一，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目前，针对振动能量收集的方法主要有3种：电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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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飞行器热防护系统分析与高超声速飞行器热防护系统分析与
数值计算数值计算
穆军武 1，边天涯 2，唐斐 1，董志兴 1

1. 中国人民解放军95899部队，北京 100076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摘要 针对大气环境内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热防护要求，得出前缘、下表面和上表面的热防护结构应分别采用碳/碳（C/C）防

热材料、刚性陶瓷防热瓦材料和柔性隔热毡材料。基于Abaqus分析软件建立以机身为主的热分析有限元模型，计算了高超声速

飞行器在典型气动加热载荷情况下的温度场分布和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温度的变化情况。通过温度分布得到机身前缘的峰值温

度达1637℃，上下表面峰值温度分别为635、805℃，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热防护结构形式的有效性。通过温度与时间曲线得出

飞行500 s左右时，飞行器前缘及上下表面温度急剧增加、温度梯度大，500~1500 s期间持续高温，在1500 s后温度迅速降低。

同时建立了C/C、陶瓷瓦及柔性隔热毡3种典型耐高温材料的传热模型，对其防热结构的防热效率进行评估，得到其最佳的防热

材料厚度为57.6、52.9、53.3 mm，可为防热结构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高超声速飞行器；热防护系统；有限元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V24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10

Analysi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hypersonic vehicle thermal
protection structure

AbstractAbstract Carbon/carbon (C/C) materials, heat- resistant rigid ceramic tiles and flexible felt were used for the leading edge, lower
surface and upper surface of airbreathing hypersonic vehicles to meet thetherm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 The thermal analysis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hypersonic vehicles was established using Abaqus.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the changes during the entire
flight of the vehicle under typical aerodynamic heating were calculated. The peak temperature of the leading edge was 1637℃, and
the peak temperatures for the upper and lower surfaces were 635 and 805℃ , verify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thermal
protection structure. The temperature- time curve shows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leading edge and upper and lower surfac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500 s with a largetemperature gradient. From 500 s to 1500 s, the temperature was continuously high. The
temperature decreased rapidly after 1500 s. The heat transfer models were built for evaluat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three typical
thermal protection structures. The optimum thicknesses for the materials were obtained as 57.6, 52.9, and 53.3 mm, 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of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s.
KeywordsKeywords shypersonic vehicles;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 finite element

MU Junwu1, BIAN Tianya2, TANG Fei1, DONG Zhixing1

1. No. 95899 of PLA, Beijing 10007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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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飞行器以高速在大气内飞行时，周围的空气受到

压缩并产生巨大的摩擦作用，使飞行器的动能大部分转化为

热能。因此，高超声速防热是高超声速技术的难点之一，防

热的解决与否关系到高超声速技术的成败 [1]。热防护系统

（thermal protection system，TPS）热分析正是基于气动热分析

与结构热力学分析来预测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温度分布，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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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动态故障分析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动态故障分析
孙杨慧 1,2，杨坤 1,2，侯乃先 1,2，佘云峰 1,2

1. 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1108
2. 上海商用飞机发动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201108
摘要摘要 为解决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安全性分析中容错与余度备份系统的故障建模与分析，提出了基于动态逻辑门和模块化思想

的动态故障树分析方法。针对滑油系统某典型的故障状态，开展动态故障树建模，与传统的静态故障树建模方法进行比较。分

析结果表明，使用静态故障树建模得到的滑油系统故障发生频率远远偏离系统真实的故障发生频次（误差将近20倍）；动态故障

树建模可以准确描述系统故障的时序关系，且在保证分析效率的前提下精确评估滑油系统的故障发生概率。动态故障树建模方

法在航空发动机系统尤其是民用航空发动机系统安全性评估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发动机；滑油系统；安全性评估；动态故障建模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11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11

Dynamic fault analysis of 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dynamic fault tree model was first applied to evaluate safety of the 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with fault-
tolerance and redundancy configuration. Using the dynamic fault tree and classical fault tree methods, a typical failure condition of
the lubrication system was model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lassical fault tree model cannot quantify the dynamic
behavior aspect of system safety in a reasonable fashion, and prediction of failure probability deviates fa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analytical errors up to 20 times). Meanwhile, the dynamic fault tree model not only correctly describes the sequence-based failure
conditions, but also efficiently yields better quantitative failure probability calculation, demonstrating that dynamic fault tree model
will have high potential in safety analysis of engine systems.
KeywordsKeywords 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safety analysis; dynamic fault modeling

SUN Yanghui1,2,YANG Kun1,2, HOU Naixian1,2, SHE Yunfeng1,2

1. 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 Ltd., Shanghai 201108, China
2.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Civil Aero Engine, Shanghai 201108, China

安全是民用航空发动机的根本，它在发动机的研制、生

产及使用过程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现代航空发动机系统是

由机械、电子、电气、液压等部件高度集成的大型复杂系统，

正是由于这种耦合性与集成性，使得系统中的细微差错或故

障有可能酿成严重的事故，因此在发动机设计过程中，将采

取一些安全装置，如报警系统、状态指示系统来确保在发动

机出现严重故障之前提醒机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风

险。对于这类采用失效-安全设计决策的系统，故障模式已

经不能单纯用底事件的组合来描述，必须要考虑底事件故障

的先后顺序关系，而这种动态特性是传统的静态故障树模型

所不能描述的。

马尔可夫模型（Markov model）虽然能够处理动态故障，

但该方法通常是通过求解一系列的状态方程获得系统的故

障概率，即便是对于一个简单的系统，马尔可夫模型的建立

和求解也非常繁琐，有时甚至由于运算量大而无法求解 [1,2]。

基于这种现状，研究一种先进的故障建模与故障分析方法，

满足目前民用航空发动机安全性分析的发展趋势非常必要。

本文以某型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典型故障状态作为顶

层事件，提出一种面向容错以及动态重构系统的航空发动机

安全性评估方法，分析结果表明，与传统的故障树建模方法

相比，动态故障树方法不仅可以准确描述动态系统的故障状

态，还能精确评估系统的故障发生概率，分析结果还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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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泥量对砂砾土冻胀特性的影响含泥量对砂砾土冻胀特性的影响
岑国平 1，龙小勇 1，洪刚 1，刘垍荧 1，李洪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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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得到含泥量对砂砾土冻胀特性的影响规律，为实际工程防冻胀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利用改进的冻胀实验装置进行室内

实验，研究了不同含泥量、相同饱和度条件下及相同含泥量、不同含水率条件下砂砾土的冻胀特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封闭条件

下，饱和度一定时，冻胀率随含泥量增大而增大，说明过高的含泥量能够产生较大的冻胀，因此控制含泥量是防止砂砾土冻胀的

有效措施；含泥量一定时，冻胀率随含水率增大而增大，说明砂砾土的冻胀率受含泥量和含水率共同影响，因此要同时注意防排

水和控制含泥量。传统研究通常认为，砂砾土由于粒径较大冻胀不明显，但本实验结果表明，具有一定量的含泥量和含水率的砂

砾土也能产生比较明显的冻胀，对工程建设有较大影响，因此在工程实际中不能忽视砂砾土的冻胀。

关键词关键词 砂砾土；冻胀；季冻区；土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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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ilt content on frost heaving properties of gravel soil
CEN Guoping1, LONG Xiaoyong1, HONG Gang1, LIU Jiying1, LI Honglei2
1. Department of Airport Engineering,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2.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5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ilt content on frost heaving properties of gravel soil,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anti- freezing expansion design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A series of indoor frost heave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heaving properties of gravel soil under the same degree of saturation with different silt content, and under the same silt content with
different moisture content using the improved experiment device.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ost heaving ratio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ilt content at unchanged degree of saturation in sealed environment, indicating high silt content can result in large frost
heaving, so the control of silt content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for prevention of gravel soil frost heaving. The frost heaving ratio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moisture content at unchanged silt content in sealed environment, indicating the frost heaving ratio is
influenced by both the silt content and moisture content, so waterproof and drainage and control of the silt content are both important.
It is conventionally believed that gravel soil does not have obvious frost heave due to large grain size; however, our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gravel soil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silt and moisture can also generate obvious frost heave, which may exert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Therefore, gravel soil frost heave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Keywords gravel soil; frost heaving; seasonal frozen area; geotechn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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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岑国平, 龙小勇, 洪刚, 等. 含泥量对砂砾土冻胀特性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5): 78-82.

中国季节冻土面积为513.7×104 km2，约占全国国土面积

的 53.5%。其中青藏高原季冻区是中国主要季冻区之一，其

自然条件严酷、气温低、负温期长、冻深大，而且进入负温后

降温缓慢，冻结线在某一地带停留时间较长，更容易引起土

壤水分向冻结区迁移，造成冻胀加剧。另外，青藏高原地区

大部分土壤为砂砾土和粉土，砂砾土中含泥量分布不均匀，

容易造成不均匀冻胀。这些特点与平原地区有较大差异，以

往研究较少。传统研究通常认为，砂砾土因粒径较大，冻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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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俄维医异常黑胆质成熟疗法项目（87E2A0313397）
作者简介：培尔顿·米吉提，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疆重大疾病的中维西医干预，电子信箱：perdonjan@126.com；哈木拉提·吾甫尔（通信作者），教授，

研究方向为新疆重大疾病中、维、西医干预，电子信箱：halmurat＠263.net
引用格式：培尔顿·米吉提, 热娜古丽·艾则孜, 古丽拜尔·巴哈尔, 等. 维吾尔医学异常黑胆质型HIV/AIDS与抑郁状态、生存质量的相关性[J]. 科技导报,

2015, 33(5): 83-87.

维吾尔医学异常黑胆质型维吾尔医学异常黑胆质型HIV/AIDSHIV/AIDS
与抑郁状态与抑郁状态、、生存质量的相关性生存质量的相关性
培尔顿·米吉提 1，热娜古丽·艾则孜 2，古丽拜尔·巴哈尔 3，李晓春 3，哈木拉提·吾甫尔 4

1.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乌鲁木齐830011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乌鲁木齐 830000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乌鲁木齐 830013
4. 新疆医科大学维吾尔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摘要 分析异常黑胆质型与非异常黑胆质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HIV/AIDS）患者在抑郁症患病情况与生存质量上的

差异，探讨异常黑胆质体液对HIV/AIDS患者抑郁症及生存质量的影响。依据维吾尔医学异常体液分型标准，对 307例HIV/
AIDS患者进行异常体液分型，并采用HAMD抑郁量表与MOS-HIV生存质量量表评价患者抑郁症患病情况及其生存质量。维

医异常体液分型结果显示，异常黑胆质型患者占 61.6%，非异常黑胆质型（异常血液质、异常黏液质及异常胆液质）患者占

38.4%。异常黑胆质型HIV/AIDS患者中患抑郁症者比例（79.9%）显著高于非异常黑胆质型患者（57.6%）（P<0.05）；异常黑胆

质型患者MOS-HIV生存质量量表心理健康总分低于非异常黑胆质型患者（P<0.05），而生理健康总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异常黑胆质型患者在躯体功能、认知功能、健康转换3个维度得分均高于非异常黑胆质型患者（P<0.05），而在社会

功能、心理健康、精力/疲惫、健康压力4个维度得分均低于非异常黑胆质型患者（P<0.05）。异常黑胆质型是HIV/AIDS的主要异

常体液证型，与非异常黑胆质型患者相比，该证型患者中抑郁症更为常见，对患者生存质量有一定影响，应在临床实践中给予重

视，尽早进行维药干预，改善其生存质量。

关键词关键词 HIV/AIDS；异常黑胆质证；生存质量；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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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857.2015.05.013

Correlation of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in traditional Uyghur medicine
with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HIV/AIDS patients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abnormal savda and non-abnormal savda type
HIV/AIDS patient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bnormal savda on depression and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of HIV/AIDS
patients. According to abnormal body fluid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in traditional Uyghur medicine, 307 HIV/AIDS patients were
differentiated, and their depression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assessed using HAMD and MOS- HIV scales. Syndrome

MIJITI Peierdun1, AIZEZI Renaguli2, BAHAER Gulibaier3, LI Xiaochun3, UPUR Halmurat4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2.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00, China
3. 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13, China
4. School of Traditional Uyghur Medicin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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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侯建伟, 索全义, 刘美英, 等. 炭化温度对沙蒿生物炭K、Ca、Mg含量和pH值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5): 88-92.

炭化温度对沙蒿生物炭炭化温度对沙蒿生物炭KK、、CaCa、、MgMg
含量和含量和pHpH值的影响值的影响
侯建伟 1，索全义 1，刘美英 1，赵利梅 1，刘新凤 2，邢海峰 1，陈扬 1

1. 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呼和浩特 010019
2.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包头 014030
摘要摘要 以沙蒿（Artemisia arenaria）为材料，通过无氧炭化法制取生物炭，研究炭化温度对沙蒿生物炭全K、全Ca、全Mg元素含

量及富集效应和pH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生物炭中K、Ca、Mg元素含量均随着炭化温度的升高而升高，K含量的升高幅度最大，

K、Ca、Mg元素含量在900℃较300℃分别提高了52.47%、25.76%和86.32%，元素含量的提高与沙蒿生物质中可挥发和分解的

组分在不同的炭化温度下逐渐去除有关；升温炭化过程中对K、Ca、Mg等元素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富集（相对富集系数RE>1），
低温有利于K元素和Ca元素的富集，中温有利于Mg元素的富集，K、Ca、Mg等元素的RE值分别在300、300、500℃时取得最大

值，分别为1.17、1.15和1.22；pH值随炭化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生物炭的碱性与K、Ca、Mg元素的富集及生物炭表面含氧官能团

的种类和数量均有关，与生物炭表面的总碱性官能团有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665）。
关键词关键词 沙蒿；生物炭；炭化温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7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14

Effects of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 on the pH and of K, Ca and
Mg cocentrations in Artemisia ordosica biochar

AbstractAbstract Artmisia ordosica was used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for making biochar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s of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 on the pH and total K, Ca, and Mg of Artmisia ordosica biochar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K, Ca, and Mg in the biochar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 Compared with those at
300℃, the K, Ca, and Mg concentrations increased by 52.47%, 25.76%, and 86.32% at 900℃, respectively. The increase of element
concentration is due to gradual removal of the volatile and decomposable components in Artmisia ordosica under different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 The heating process of carbonization enriches K, Ca, Mg, and other elements (relative enrichment
coefficient RE>1). Low temperature contributes to the enrichment of K and Ca, while medium temperature is favorable for Mg. The
RE of the three elements reached their maximum values at 300, 300 and 500℃, being 1.17, 1.15, and 1.22, respectively. The pH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 The alkalinity of the biochar was correlated to the enrichment of the three
elements, and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at the biochar surface, and it had good correlation with
the total alkaline functional groups at the surface of the biochar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8665).
KeywordsKeywords Artemisia ordosica; biochar;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

HOU Jianwei1 , SUO Quanyi1, LIU Meiying1, ZHAO Limei1, LIU Xinfeng2 , XING Haifeng1, CHEN Y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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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晓帆, 黎志勇, 李宁. 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恶意网站防护系统[J]. 科技导报, 2015, 33(5): 93-99.

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恶意网站防护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恶意网站防护
系统系统
陈晓帆，黎志勇，李宁

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广州 510006
摘要摘要 基于恶意网站防护及软件定义网络等相关技术，设计了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恶意网站防护系统，通过多组实验验证该系

统各模块功能，并将系统部署于真实的校园网环境。实验结果表明，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恶意网站防护系统能有效防范恶意网

站的攻击，为对抗恶意网站攻击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关键词关键词 软件定义网络；恶意网站；恶意网站防护；恶意域名；未来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93.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15

Protection system against malicious web sites based o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of the protection against malicious web sites and the SD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protection system against malicious web sites based on the SDN. Several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module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applied to a real campus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the 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our system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malicious web sites and provide a good support against malicious attacks.
KeywordsKeywords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malicious web site; SDN; malicious URL; future internet

CHEN Xiaofan, LI Zhiyong, LI N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长期以来，恶意网站一直都是木马、病毒传播和网民染

毒的主要途径之一。恶意网站利用操作系统或软件的安全

漏洞，在网页内嵌入恶意的病毒、蠕虫以及木马等，当用户访

问这些网页时，内嵌的恶意程序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

强行修改用户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配置信息，导致成为僵

尸系统，严重影响互联网的可信性，制约互联网应用发展[1,2]。

传统的针对恶意网站的安全工具，如防火墙、入侵检测

设备、漏洞扫描、杀毒软件等要求用户在PC客户端上安装杀

毒软件或安全浏览器，或者在网络出口端安装流量审计软

件。而客户端安装软件并非所有用户都会安装或使用。网

络出口流量审计一般是事后审计，可能已经对用户造成了损

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本文提出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恶意

网站防护系统。该系统主要利用软件定义网络控制层面和

数据层面分离的特点，将恶意网站防护系统部署于控制器

端，运用黑白名单检测和可疑域名智能检测的方法，最大限

度对恶意和可疑网址域名进行过滤，保障用户上网安全。

1 恶意网站防护和软件定义网络技术
1.1 恶意网站防护技术

随着中国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普及和网民数量的不断增

加，网页种植木马技术不断发展，恶意网站给网民带来的安

全威胁正在迅速增加。根据恶意网站的攻击类型，可以将恶

意网页分为 3类：1）挂马，主要指被黑客或恶意程序修改的

正常网页文件，在用户不知情下，访问网页资源的同时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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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ARMARM处理器的处理器的ULPULP与与LTELTE网关网关
系统设计系统设计
金纯 1,2 ，宋海楠 1

1. 重庆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无线传输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65
2. 重庆金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400041
摘要摘要 针对移动通信与蓝牙网络异构壁垒，设计一种以ARM处理器为核心的ULP/LTE网关系统。网关主控采用ARM9控制

板，通过串口分别连接LTE的中兴EM3760以及ULP的芯片CC2540，并设计该芯片外围电路，在主控芯片中移植μC/OS-II操
作系统，以实现网络数据帧协议转换。测试结果表明，该网关系统实现了ULP与LTE两种异构网络之间的数据协议转换，且在

实际应用中性能良好，可将ULP蓝牙网络节点采集数据通过LTE网络快速地传输至云端。

关键词关键词 ULP/LTE网关；ARM处理器；协议转换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IN949.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16

Design of LTE and ULP gateway system based on ARM processor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sign of gateway system with ARM processor as the core based on LTE and ULP network to
overcome the heterogeneous barrier between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ULP Bluetooth network. ARM9 based control panel was used
as the gateway control, which was connected to the EM3760 of LTE and ULP chip CC2540 through the serial port. The periphery
circuit of the chip was designed, and μC/OS- II operating system was transplanted in the main control chip to realize data frame
protocol conversion. The test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gateway realized data protocol conversion between ULP and LTE and had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HDP well.
KeywordsKeywords ULP/LTE gateway; ARM processor; protocol conversion

JIN Chun1,2, SONG Hainan1

1. Wireless Transmission Key Laboratory of Chongqing City;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2. Chongqing Jinou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Chongqing 400041, China

ULP蓝牙是一种超低功耗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可以

为固定或者移动的设备提供接入服务[1]。采用ULP蓝牙中的

HDP（health device profile）通过可穿戴设备监测人体各种参

数，可对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进行远距离的观察与诊

断。由于ULP属于短距离无线通信，如果要将采集的信息发

送到云端的监控中心，则需要通过接入技术接入互联网，而

第四代移动通信LTE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由于ULP
网络与LTE网络在数据包结构上不同，需要一个连接异构网

络的网关系统实现它们之间的数据协议转换，从而使两者数

据进行透明传输以实现互联网接入。为此，本研究设计一种

基于ARM处理器的ULP/LTE网关系统。

1 总体方案
ULP/LTE网关系统的功能主要通过串口接收、拨号、串

口发送、在线监测和键盘扫描等5个进程实现，且采用目前被

广泛应用在各种嵌入式设备中的μC/OS-II操作系统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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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中频雷达接收圆极化波新方法雷达接收圆极化波新方法
敖珺 1，王黎明 1,2，陈金松 2，李娜 2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学院，桂林 541004
2.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电波环境特性及模化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岛 266107
摘要摘要 中频雷达利用圆极化波探测中高层大气的风场和电子密度，通过一组正交偶极子组成的空分天线阵完成圆极化波的发射

和接收。由于风场和电子密度反演对回波的极化特征有不同需求，要求接收端既能为电子密度的反演保留也能为风场的反演消

除回波的极化特征。目前中频雷达消除极化特征通常采用硬件来完成，接收端将正交偶极子所接收到的一路信号利用移相器进

行±π/2的相位调整后叠加到另一路信号上最终将圆极化回波还原为单路信号。但在中频频段实现相位调整是以增加器件和系

统的复杂度为代价，而且器件的可靠性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本文提出一种无需硬件调相，直接利用 I/Q分量合成消除极化特征后

回波的 I/Q复序列的方法，实现时仅需让接收端对信号序列逐点进行加减法运算及幅度判决。理论分析和数值仿真均表明新方

法能够有效消除极化、正确获取 I/Q复序列，而且方法简单，信号合成器也易于实现，具有一定的工程实践价值。

关键词关键词 中频雷达；圆极化波接收；I/Q分解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352.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17

A new approach to receive circular polarization echoes on
medium frequency radar

AbstractAbstract The medium frequency radar uses the circular polarization echoes to retrieve the wind fields and the electron density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atmosphere. To transmit and receive circular polarization echoes, a spaced antenna system, composed of a
series of cross-dipoles, is used. Different demands are imposed for the circula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choes to retrieving the wind
fields and the electron density, consequently, the receiver should be able to keep and remove the circula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choes. In most medium frequency radars, a hardware solution is adopted to remove the circular characteristics by making a phase
adjustment to one of the two sets of signals associated with a cross dipole unit and then overlapping it with the other. Adjusting the
phase at a medium frequency requires extra devices and a complicated system, what is mo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evice might be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the 4 I/Q components of a cross dipole unit are employed to compose the I/Q
components of the signals associated with the circular polarization echoes. This method is very simple, and it only involves some basic
calculations and judgments at each point.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numeral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effective in removing
the pola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Keywords medium frequency radar; receiving polarization echoes; I/Q decomposition

AO Jun1, WANG Liming1,2, CHEN Jinsong2, LI Na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2.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Radiowave Propagation,

Qingdao 26610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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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唐兰, 黄海涛, 郝海青, 等. 固体废弃物等离子体热解/气化系统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5): 109-114.

固体废弃物等离子体热解固体废弃物等离子体热解//气化系统气化系统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唐兰 1，黄海涛 2，郝海青 1，赵矿美 1

1.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州 510006
2.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州 510006
摘要摘要 近年来，随着节能环保要求的逐步提高，固体废弃物的等离子体热解/气化技术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热等离子体具有极高

的反应温度、超快的反应速度和高焓，在热解/气化系统中引入热等离子体作为热源，可以显著提高热解/气化强度和效率。因此，

固体废弃物等离子体热解/气化处理被认为是具有很大潜力的废弃物处理替代技术之一。本文从固体废弃物等离子体热解/气化

系统入手，综述各种系统中使用的反应器类型及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热等离子体；热解/气化系统；废弃物处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1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18

Plasma pyrolysis/gasification systems for waste disposal

AbstractAbstract With efficient and reliable torches for the thermal plasma generation becoming available in recent years, the thermal
plasma as an energy source for pyrolysis/gasifica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a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waste
treatment for the resource and the energy recovery. Plasma pyrolysis/gasification systems have unique features such as the extremely
high reaction temperature and the ultra-fast reaction velocity a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pyrolysis/gasification systems. The plasma
pyrolysis/gasification emerges, therefore, as a novel pyrolysis/gasification technology with a great potential in the solid waste disposal.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undamental studies of plasma pyrolysis/gasification systems including the direct current (DC) arc plasma
system and the radio frequency (RF) plasma system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reactor design such as the plasma fixed/moving bed
reactor system, the plasma entrained-flow bed reactor system and the plasma spout-fluid bed reactor system.
KeywordsKeywords thermal plasma; pyrolysis/gasification systems; waste treatment

TANG Lan1, HUANG Haitao2, HAO Haiqing1, ZHAO Kuangmei1
1.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能源化处理是目前人们关注的热

点问题，尤其是有机固体废弃物如废旧橡胶、废旧塑料等，具

有巨大的能源及资源回收潜力[1~5]。目前用物理方法对它们

进行直接回收再利用的处理量有限；焚烧可以利用有机废物

中的能源，但会产生SO2、NOx和其他危险排放物，如二噁英和

呋喃等。常规的热解或气化回收技术，由于气体的生成率较

低、分解产物种类众多难以分离利用等问题，目前只有少量

工业示范应用。

热等离子体热解/气化处理技术由于成本因素，最初主要

用于安全处理有毒废物（如放射性的废物）[6~8]。将该技术应

用于固体废弃物处理，不仅能有效地减少废弃物体积，还能

从废弃物中回收能源和其他资源，近年来，热等离子体有机

废弃物的热解处理技术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过去 30年
间，出现了很多利用热等离子体技术进行废弃物处理的研究

及示范项目，其中涉及的废弃物包括城市固体废弃物[9,10]、飞

灰[11]、医疗垃圾[12]、污泥[13]等。一些小型的处置固体废弃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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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烟囱发电系统中的涡轮机太阳能烟囱发电系统中的涡轮机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左潞，刘玉成，袁越

河海大学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南京 210098
摘要摘要 空气涡轮机作为太阳能烟囱发电系统（SCPP）的主要出力设备，其性能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效益。涡轮机类型、结构、布

置及参数变化对SCPP整体效益的影响将成为SCPP的研究重点。简要概括了国内外SCPP中涡轮机的研究进展，总结了涡轮

机性能研究的历程和研究方法、成果，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太阳能烟囱发电；空气涡轮机；可再生能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K51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5.019

Research progress of turbine in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AbstractAbstract Airturbine is the main output device of a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SCPP). Its performance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hole system. The influence of the type, structure, layout and parameters of the turbine on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SCPP will be the next research focus.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area at home and
abroad,introducing the history,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of studies on turbine performance and pointing out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Keywords 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 airturbine; renewable energy

ZUO Lu, LIU Yucheng, YUAN Yue
College of Energy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全球性常规资源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增大；全球气候变

暖，生态保护迫在眉睫，迫使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储量

巨大、完全清洁的太阳能资源开发。太阳能烟囱发电（solar
chimney power plant，SCPP）以其设计简单、建造成本低、运

行维修费用低、可昼夜连续运行、使用寿命长、无环境污染、

应用领域广、适合大规模发电利用、可改善局部环境及气候

条件等优点备受青睐。

SCPP主要由烟囱、集热棚、蓄热层和空气涡轮机组 4部
分构成，涡轮机作为系统的主要出力设备，其性能直接影响

系统的整体效益。本文从涡轮机的布置方式、运行工况、压

降因子和效率、涡轮机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等方面总结分析

SCPP中空气涡轮机的研究进展及成果，并展望今后研究的重

点和方向。

1 涡轮机布置方式
在 SCPP中，透光隔热的集热棚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玻璃

温室，其下方的地表蓄热层吸收太阳短波辐射后温度升高，

并加热棚内空气，空气受热膨胀后和外部环境形成密度差，

在烟囱作用下形成一股强大的上升热气流驱动空气涡轮发

电机组发电，同时，集热棚周边的冷空气进入棚内，形成持续

不断的空气循环流动。在集热棚出口段和烟囱进口段，气流

速度增大，压强骤减，负压较大，将涡轮机布置在这2个区域

能获得较高的输出功率。

SCPP中空气涡轮机型主要有两种：布置在烟囱底部的垂

直轴式涡轮机和集热棚出口段的水平轴式涡轮机。垂直轴

式涡轮机可分为单台（图 1（a））和多台（图 1（b））两种布置方

式，水平轴式涡轮机只有多台（图1（c））一种布置方式。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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