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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 2015 年起步之际，国际油价大跌，煤价低迷，北方的雾霾南侵，日本逐步恢复核电，韩国加强核电计划，能源环境相互影响……
可以想见，可靠、可持续的能源选项是个复杂的问题。

七彩能源

水、火、核、风、太阳、生物质，以及其他如潮汐、地热等我所定义的“七彩能源”调色盘中，哪些能源有利民生、安全可靠？什么样的能源
组成才算合理、可永续生存？前瞻性的能源政策应该考虑些什么条件？

如要达到非核非火，“七彩能源”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不完整的水、风、太阳、生物质及潮汐、地热等其他至今仍属软性的能源。在环保新
能源尚未被开采研发之前，若是离开了核能与火力，我们到底会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水力是原始能源之一，也是干净价廉的能量源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除了望雨思愁落心头，古人早已学会引水灌
溉、导水流驱动碾谷，今人则学会靠水位落差发电。少数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像挪威、瑞典、委内瑞拉等，靠水力提供国内30%以上的电
力。

然而，全球有限的水力资源，除了能够为农业社会提供局部服务外，“上穷碧落下黄泉”，即使把所有能用得上的水力都用上，也不能满
足绝大多数国家10%的能源。此外，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水位涨落起伏，水流变化无常，水力在许多地方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电力资源；如今
全球暖化，水污染严重，水资源不足本身已是一项资源隐忧，更何谈用于发电。

同属原始能源的风力，算是一种高效、洁净的能源。“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古人除了赞美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
色，早已有朱门正役风车苦借风纳凉的例子，近代转而利用风力发电。这些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贡献。

北欧的外海与新疆的沙漠环境，风力强劲、长年不息，是离岸式风力发电和陆域式风力发电的楷模。但在绝大部分地区，人们未必生
活在如此理想的环境中，如果把成千上万个大型风车架设在有人居住的地区，则会不断发出扰人的低频噪音，导致居民忧郁，同时破坏生
态，逼迫水气改道、气候变迁、飞鸟迷途，阻碍了大自然的平衡。因此，在风力不平均、时有时无的地区架设风力发电机，则非但不能成为基
载电力，甚至会背上扭曲自然平衡的骂名。

一曝十寒的太阳能，在条件许可、日照充足的环境下，人类可以顺利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继而惠及民生。但在山坡地背阳处，因地形关
系发电效能则可能减半；南北纵走的山坡，因日照不足更可能再打折扣。此外，人无终年福，天无终日光；月有阴晴圆缺，日有白昼黑夜；以
今天的条件，除非在月球上装些镜子，把阳光24小时导入指定的地表，不稳定的太阳能固然可以当做辅助能源，却万万无法作为基载电
力。

如今，国际油、煤价格大跌，无形中鼓励火力发电，直接冲击了美国的太阳能产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此，即使是日照充足的沙
特阿拉伯，经过深思熟虑研究之后，也放弃了太阳能，改取核电为能源发展的方向。

创新再创新，仿植物的光合作用，或者海洋生物的发光发声，或者水中氢的融合，甚至草木再生能源的循环使用，促使生物质能源另辟
蹊径。这些就是包括生物质柴油在内的种种新能源。与潮汐、地热、沼气、黑潮、海洋温差等一样，生物质能源虽然深具潜力，可惜因为需
要投入庞大的资金，至今为止依然是隔空画饼，大话说得多，实际做到的少，仍有待研发探讨。

水、风、太阳、生物质，以及潮汐、地热等火、核以外的软性能源，质不保、量有限，目前既不可持续，也不是每一个国家皆能充分独享的
资源。如果天时地利适合某一国家发展水、风、太阳、生物质及潮汐、地热等其他再生能源，固然应当顺势而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否则，
不宜揠苗助长，破坏自然生态，以免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核电、雾霾、你

以下是几个典型国家电能分布的例子：
德国：59%火力，11%风力及太阳能，18%核能，4%水力。2050年，60%~70%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质能源，20%火力，10%水力；美国：

68%火力，20%核能，7%水力；瑞典：49%水力，39%核能，8%生物质；挪威：95%水力，3%火力；意大利：71%火力，15%水力，9%风力、生
物质、太阳能；法国：78%核能，8%火力，9%水力。

理想的能源组合是一个可靠度优化的问题。从以上所举的电能分布例子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发达国家身处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
限制，即使像电网先进的欧陆各国，也采用不相同的能源政策。无须赘言，社会要依赖一定程度的可靠基载电力来支撑电能的消耗。非核
非火的世界，就算在智慧电网的调配下，想必仍是一个能源供应不足又不稳定的社会；因为至今为止，只有火
力与核电可以提供相对较可持续的电力。即使水力资源超级充沛的挪威，还要搭配少许火力发电。

全球人口过半、平均寿命短少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居民，虽然过着无电或电力极其有限的生活，仍然避不
开他国雾霾的侵袭，并须概括承受全球暖化的后果。无论是否依赖邻国的大电网，彼此互补支援供输电力，或
是厉行全面的节能，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体大环境之下，永续发展的社会至今尚不可能缺核或无火，更难找出其
他解决能源问题的良策。

你想春光烂漫，绿袖红香，若解不开核电的心结，又受不了雾霾的毒害，除了倒转时空、反璞归真，究竟还
能到哪里去寻找立足的空间呢？

非核非火的世界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

郭位，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教授，曾任美

国田纳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及工学院院长，为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高级管理团队成员；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荣誉教授，清华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从事电子产品、能源及系统的

可靠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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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入侵害虫烟粉虱的两种优势寄生蜂

烟 粉 虱 MEAM1（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Middle East-Asia Minor 1，
也称B型烟粉虱）是一种世界性的毁灭性

的农业入侵害虫。该虫于20世纪末随国

外的一品红运输入侵到中国，由于其繁

殖速度快、寄主范围广、易扩散和耐高温

等生物学特性，迄今已广泛分布于中国

多个省和地区，并多次暴发成灾，造成了

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依赖于化学农药的

防治方法已经导致该虫抗药性持续增

强、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人畜安全受到威

胁，急需发展生态安全的、可持续的防控

技术与方法。在此背景下，对烟粉虱的

生物防治成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护

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行之有效的方

法。烟粉虱的天敌资源十分丰富，对这

些天敌资源的调查和评价有助于对高效

天敌的筛选和引入。

浅黄恩蚜小蜂和海氏桨角蚜小蜂是

两种具有非常广阔应用前景的烟粉虱优

势寄生蜂，均起源于巴基斯坦。美国和

澳大利亚相继引进了这两种寄生蜂来防

治烟粉虱，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入侵研究

室于 2008年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将这两

种寄生蜂引入中国。通过地理分布区域

的气候相似度对比分析，明确了两种寄

生蜂的适生区域与中国烟粉虱发生危害

的区域高度吻合，并且前期研究结果表

明两种寄生蜂在繁殖速率和对烟粉虱的

控制力方面都优于目前已报道的其他烟

粉虱寄生蜂种类。

寄生蜂成蜂对寄主的处理行为一般

包括搜寻、触角探测、评价寄主、产卵器

刺探、产卵、取食寄主和梳理等几个方

面。然而，不同种寄生蜂或同种寄生蜂

在不同生理状态下对寄主的处理策略可

能会存在差异。浅黄恩蚜小蜂和海氏桨

角蚜小蜂均可既产卵寄生烟粉虱若虫，

又可在利用产卵器刺破烟粉虱若虫体表

后取食其血淋巴，供给自身发育所需营

养（如卵子成熟）。但是，海氏桨角蚜小

蜂在遭遇烟粉虱若虫后，倾向于先寄生

后取食，寄生量和取食量相当；浅黄恩蚜

小蜂则倾向于先取食后寄生，寄生量往

往小于取食量。这种行为差异通常是与

寄生蜂的卵巢发育特点有关的。

《科技导报》2015年第7期第79~83
页刊登了徐海云等的研究论文“两种烟

粉虱寄生蜂的雌性生殖系统结构与卵巢

发育特点”，从寄生蜂生理结构和生理状

态等方面明确了浅黄恩蚜小蜂和海氏桨

角蚜小蜂的寄主处理行为差异，为合理、

高效地利用两种寄生蜂防治入侵害虫烟

粉虱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期封面为烟

粉虱及其两种优势寄生蜂——浅黄恩蚜

小蜂和海氏桨角蚜小蜂，由徐海云提

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媛媛王媛媛））

·导 读·

P7 终结者机器人目标进一步接近
最近几十年，机器人的发展比之前几千年快得多，简直是

日新月异。机器人的发展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视，他强

调不仅要提高我国机器人水平，还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近期，科学中取得的进展为更智能化机器人的研制奠定了基

础，不久，或许像电影《终结者》中那样的机器人将要面世。

P12 科学家应加强与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
目前，国内对转基因问题争执不下，公众普遍对转基因持

怀疑态度，许多诸如“转基因产品安不安全”“能不能食用”“食

用多年以后会不会有异常反应”等问题接踵而来。本刊主编陈

章良早年曾在美国进行转基因研究，本文他从科学的角度讲解

转基因，并对转基因的科学传播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P125 催产素——爱与信任的荷尔蒙
假如月底老板发了5000元奖金，一个投资家的朋友让你

把钱拿给他投资，他能让5000元赚3倍，赚的钱你们分，但条

件是他不会和你签任何书面协议，也不希望他单位的人知

道。你会怎么做呢？一般来说，大部分人会为规避风险而选

择把钱留着，但是，如果吸了催产素，结果就不一样了。催产

素与社交和情感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向您进行讲述。

P30 采空区体积三角网模型四面体算法改进及应用

针对传统采空区三角网模型四面体算法易出现重叠计算的问

题，提出了以激光探头为中心点连接所有三角网的四面体累积求和

算法。实际应用表明，改进后的采空区体积四面体算法具有精度高、

适用性好等优点。

P90 幽门螺杆菌感染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为研究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对肠道菌群的

影响，收集正常人和Hp感染患者的粪便样本并提取DNA，采用PCR
方法对样本中的Hp、大肠杆菌O157、乳酸杆菌、肠球菌和双歧杆菌

进行扩增。结果表明，Hp感染可改变肠道菌群中菌落的正常结构。

P108 植物细胞质化石研究进展

近年来古植物学研究表明，植物细胞质确实可以保存为化石。

高温和野火在植物细胞质化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雷

电可能对某些超微结构的固定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相关研究技术

的进步，发现植物化石中具有和现代植物相似的超微结构。特殊情

况下，植物细胞质化石研究能够帮助解决现代生物学中某些难以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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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0303--1616至至20152015--0303--3131））

1 四川大学评选首届卓越教学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17日，四川大学首届“卓越教学奖”网络票选活动正式开启，

15位候选教师接受师生的网络投票。卓越教学奖设特等奖 1
名，奖金100万元；一等奖1名，奖金50万元；二等奖2名，奖金

30万元/人；三等奖7名，奖金10万元/人。此次评选中，特等奖空

缺，文新学院教授谢谦谢谦获得一等奖。此前，该奖因为百万元奖金

而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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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5号火箭完成芯一级动力系统第2次试车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3日16：00，中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

在北京进行芯一级动力系统第2次试车。此次试车是长征5号

运载火箭工程研制重大节点。用于试验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芯

一级产品，直径5 m，总长约33 m，主要由箭体结构、增压输送、

测量、控制、伺服等系统组成，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态氧和液态

氢作为推进剂，配置两台地面推力50 t级的液氢液氧发动机。

3 清华大学时隔5年恢复足球招生 最终拟录取12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3日，清华大学2015年男子足球高水平运动员体育专项测

试在该校举行。这是清华大学自 2011年停止该项目招生后首

次复招。报名考生共有100名，参加专项测试考生67人，最终拟

录取12人。获得清华男子足球高水平运动员认定的考生，将可

以在当地一本线下降20分录取。

4 北斗卫星导航2020年覆盖全球 精度可达2.5 m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0日消息，预计到 2020年，

我国将建成由 5颗地球静止轨道

和30颗地球非静止轨道卫星组网

而成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

斗，实现全球区域覆盖，并且国内

精度达到 2.5 m。截至目前，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已发射 16颗卫星，

覆盖亚太区域。
图片来源：资料图

5 俄美协议延长国际空间站“寿命”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8日，俄罗斯航天署

署长科马罗夫科马罗夫与美国航空

航天局局长博尔登博尔登在哈萨

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

召开新闻发布会，俄美航

天部门对于将“国际空间

站的使用寿命由 2020年

延长至2024年”达成一致

并签署协议。俄美双方正在对国际空间站的未来使用、载人航

天项目共同保障体系等问题展开研究。

图片来源：新华社

6 2015中国大学排行榜30强揭晓 北京大学蝉联榜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4日，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5中国各地区最佳大学

排行榜和 2015中国各地区研究型大学排行榜等榜单，榜单显

示，北京大学列居2015中国最佳大学排行榜榜首，连续八年蝉

联冠军，荣膺2015中国最佳大学；清华大学第2，复旦大学第3，
武汉大学第4，中国人民大学第5，浙江大学第6，上海交通大学

第7，南京大学第8，中国科技大学第9，国防科技大学第10。

7 辽宁半拉山出土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石人像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1日，辽宁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完成对朝

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

积石冢的首次发掘。

积石冢建在山丘顶部，

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

陶器、石器等。陶器以

泥质红陶为主，还有夹

砂红褐陶与夹砂黑褐

陶，多为筒形器；石器以打制为主，有石斧、石锄、饰件等。发现

玉璧1件，玉环1件。考古现场出土的距今5000多年的两件红

山文化时期先人头像，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图片来源：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8 英国一埃博拉患者使用中国药物mil77痊愈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30日消息，英国一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出院，她在治疗期间使

用了中国生产的药物mil77，是世界上首个接受这种药物治疗的

埃博拉患者。该患者此前在埃博拉疫情重灾区塞拉利昂志愿当

护士，感染埃博拉后被送回英国伦敦北部的皇家免费医院治疗，

现已康复出院。专家表示，现在还不能确定该药物在其康复过

程中发挥了多少作用，对其确切疗效有待进一步证实。

9 三部属高校同日“换帅”均为校内提拔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26日，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浙江大学迎来各自从

“内部提拔”的新任校长，完成校长更替。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

书记、副校长邱勇邱勇接任本校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

徐惠彬徐惠彬接任本校校长，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吴朝晖吴朝晖担任本校

校长。

10 中国首个“自然合作期刊”将问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30日消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自然出版集团

在上海签署协议，双方将合作出版《npj-计算材料学》（npj Com⁃
putational Materials），这将是中国首个“自然合作期刊”。“自然

合作期刊”是自然出版集团与国际知名合作伙伴出版的开放获

取期刊，旨在发表高质量科研成果，并采用Nature系列杂志的编

辑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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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在人类的想象中已经存在

3000多年，最初只是简单的可替代人类

完成某些任务的机器。计算机出现后，

机器人的发展便日新月异。国际标准化

组织采用的“机器人”定义为：一种可编

程和多功能的操作机；或是为了执行不

同的任务而具有可用电脑改变和可编程

动作的专门系统。目前，人类的很多工

作都由机器人来完成，它的出现不仅降

低了人类劳动的强度、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与工作的精确度，还可以代替人类

完成一些危险任务，甚

至是人类能力不可及

的工作。

机器人的研究是

多学科交叉的产物，集

成了运动学与动力学、

控制与传感器、模式识

别与人工智能等多个研究领域的理论与

技术，所涉及的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会

促进机器人的研究。近期，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潘建伟的

研究团队就在量子计算应用于人工智能

领域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

量子信息技术是量子物理与信息技

术相结合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它利用量

子物理基本原理的研究成果，发挥量子

相干性的作用，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计

算、编码和信息传输。在量子计算机模

型中，将信息编码为量子比特，其功能要

比如今的超级计算机强大很多。

潘建伟的研究团队利用量子信息技

术，率先在国际上实验实现了基于量子比

特的机器学习算法演示。该研究的核心

是通过以经典数据编码的微观量子态和

辅助量子比特的纠缠，快速提取出不同向

量间的内积、欧几里得距离等信息（4月1
日中国科大新闻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3月19日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

该研究不仅能应用在人工智能方

面，还可在数据挖掘、医学诊断、电子商

务等科学与工程诸多领域得到应用。潘

建伟的研究团队发展了世界领先的光量

子计算物理实现研究平台，取得了一系

列开创性成果，在光学量子计算领域保

持着国际领先地位。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此项

研究会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而促进

机器人的研究。当然，机器人的智能化

不仅表现在学习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地

根据外界环境做出相应的动作与反应也

是智能化的表现之一。

以往，一般将传感器放入机器人的

材料中，将之用电线与计算机相连。而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NikoNiko⁃⁃
laus Correlllaus Correll发表在Science上的研究显示，

可将传感器和计算机的功能集成在制造

材料本身内。这是由于机器人的每种制

造材料都有数百万个组成部分，它们能

计算自己基于本地刺激后做出的反应，

并且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交流沟通。这种

材料使得机器人的各个部分可以独立做

出反应。未来，利用这种材料或许还可

以制造出能够根据风力自主改变形状的

机翼、不使用时自主卷起来的滑板等等

（3月 25日《科技日报》）。虽然现在它的

制作成本很高，不过，随着人类需求的增

加，它的价格降至大众能接受的程度指

日可期。

如今，科技的发展与人类需求的提

升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它不

仅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且具有一些生物

功能，而且最好还要有柔性。目前，制造

出的机器人一般是刚性的，而中国科学

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刘静的研究团

队研发出世界首个自主运动的可变形液

态金属机器，使得研制像电影《终结者》

中那样具有柔性的机器人成为可能，研

究成果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上。

研究者研制的液态金属机器在槽道

中行进时，可根据槽道的宽度自行调整

自身形状，他们在不同电解液环境中验

证了其自主运动的性能。液态金属球可

实现较高速度、较长时间的运转，它的动

力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液态合金、金属

燃料等形成的内生电场，诱发液态金属

表面高表面张力发生的不对称响应对变

形的液态金属机器产生推力；二是电化

学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氢气为液态金属运

动提供了推力。

据刘静介绍，不同形态间自由转换

的可变形柔性机器可以执行常规技术难

以完成的特殊任务，比如：在抗震救灾或

特定军事行动中，变形柔性机器人能根

据需要适时变形，以穿过狭小的通道、门

缝乃至散布于建筑物中的空隙，之后再

重新恢复原形并继续执行任务；未来，还

可将智能液态金属单

元扩展到三维，组装

出具有特殊造型和可

编程能力的仿生物或

人形机器，甚至还能

研制出可在外太空环

境下执行任务的机器

（3月27日《人民日报》）。

机器人的发展受到全球的重视，英

国皇家工程学院2009年在《自主系统》的

科学报告中预测，2019年将迎来机器人

革命。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国科学

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

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机器人

的研发、制造与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

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不仅要提高我国机器人水平，还要尽可

能多地占领市场。中国科协将于2015年
11月 23—25日召开 2015世界机器人大

会，以“协同融合发展，引领智能社会”为

主题，将集中展示世界机器人研究领域

最新成果和产业化未来走向。

其实，具有人的功能与形象特点的

机器人于 1920年才出现，并且还是出现

在科幻剧本——《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

中，这也是“机器人”这个词的起源。在

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中，机器人已经发

展成可具有人的模样与部分功能的人类

好帮手。机器人的研制仍然面临多个学

科中的种种困难，但人类始终处在追求

梦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抱有幻想、抱有

期待。相信终有一天，兼具强大学习功

能、生物功能且具有柔性的机器人将会

面世。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终结者机器人目标进一步接近终结者机器人目标进一步接近

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中，机器人已经发展成可具有人的模

样与部分功能的人类好帮手。机器人的研制仍然面临着多个学

科中的种种困难，但人类始终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抱

有幻想、抱有期待。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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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目前，类脑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

推广到互联网、金融投资与调控、医疗诊

断、新药开发、公共安全等一系列关系到

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或将引发新一轮

产业革命。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脑科学研究院教授脑科学研究院教授 杨雄里杨雄里

科学网 [2015-03-17]

32年前，我怀着人生梦想来到清华，

从此就一直浸润在这个美丽而充满生机

的园子里。对我来说，清华是一种温暖

的感觉，老师的关爱教诲、同学间的深厚

情谊和难忘的青春岁月，是永存心底的

一股暖流；清华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

的校风，激励我战胜困难、超越自己；清

华更是一个人生的舞台，让我拓展视野、

发挥所长，自由创造、收获希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

邱勇邱勇

清华大学新闻网 [2015-03-26]

我希望“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能够

培养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同时做好高

端人才引进工作，成为中国数学家的大

家庭，也成为全世界数学家的交流中

心。一直以来，中国的本科生是世界一

流的，但还需在本土培养第一流的硕士

生、博士生。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哈佛大学

终身教授终身教授 丘成桐丘成桐

《人民日报》[2015-03-24]

过去说到“立体城市”，许多人会想

到轻轨、地铁等立体交通布局，事实上，

这些更多是为城市横向发展服务，真正

的立体城市，在于从楼宇到区域的立体

规划，绝非单纯建高楼，而是在科学调研

基础上，充分利用地下、空中资源，为城

市人群提供更好的人居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郑时龄郑时龄

《解放日报》[2015-03-23]

南方科技大学29名首批毕业生中，

已经有 21人被世界名校录取；现有 150
余名教师中，进入“千人计划”的达30%，

居全国高校之首。经过10年努力，学校

希望比肩清华、北大，成为中国最好的大

学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校长校长 陈十一陈十一

《羊城晚报》[2015-03-23]

天分不是必要的，可是非常有用。

在我当研究生的时代，物理学还比较

“窄”，不用念太多书，现在每一个领域都

有厚厚的教科书，让人压力很大。不过，

话说回来，每一本教科书中，都有往后 5
年甚至10年可以发展的地方，好好研究

下去，能够发展的方向就多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杨振宁杨振宁

台海网 [2015-03-20]

我在课上给学生讲科学真理和人文

智慧。学理科，追求科学真理，很神圣。

科学解决的是人和自然的问题，但是人

心人性呢？人的精神呢？不管你学什么

专业，你首先是个人，要谈恋爱、和人接

触、遭遇挫折。这些问题不可能从数理

化里得到答案，却能从哲学、文学、艺术

甚至宗教里受到启发。人文，是生存和

生命的智慧。你是大学生，不是机器人，

一点点人文智慧都没有，用四川话说，那

不就是“瓜娃子”吗？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谢谦谢谦

《成都商报》[2015-03-27]

女人感性、敏锐、第六感很强，对科

学的认知非常有先见，这是女性最大的

优势。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颜宁颜宁

人民网 [2015-03-19]

坚持自己所热爱的方向并对此专注

投入，无论何种环境中都不要降低对自

己的要求，女性在科学上发挥天赋优势，

与她们的信念、判断和执行力相结合，必

将在科技领域创造更好的“她时代”。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李蓬李蓬

人民网 [2015-03-19]

近年来，我国在石墨烯领域所发表

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在数量上都已领先

世界，但是真正原创性、突破性的成果非

常少，研究水平绝非世界第一。全世界

范围内，中国搞石墨烯研究的队伍最庞

大，参与的企业最多，炒得最火最热，很

多都是短平快的粗放型研究和概念的炒

作，市场也非常无序，没有雄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基础来支撑真正的石墨烯产

业化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北京大学化学与

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刘忠范刘忠范

科学网 [2015-03-18]

大学最重要的使命不外乎教育全世

界的年轻人，以开放的姿态鼓励他们参

与探讨、辩论、思考，在探索中发现。在

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大学必须培养

能够随时领导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

年轻人，为全人类提供一个和谐、宜居的

环境。这不仅是大学独特的力量，也是

其肩负的特殊责任。

———哈佛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校长

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
新华网 [2015-03-18]

在我国，由于定位不明确，博士后既

被当作比博士学位更高一级的学位，需

要获得博士后证书才能出站，又作为在

编工作人员管理，要办理户口、人事关系

等。在种种要求下，博士后不能在宽松

的环境下做研究，更不敢做探索性的创

新研究，创新研究恰恰应该是博士后制

度的核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院长化学学院院长 周其林周其林

《中国科学报》 [2015-03-26]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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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篇论文遭撤凸显同行评议制度漏洞篇论文遭撤凸显同行评议制度漏洞
3月27日，《华盛顿邮报》刊发了题为

“主要出版社撤回 43篇科学论文剑指大

面积‘同行评议’造假丑闻”的报道。报

道指出，英国大型学术医疗科学出版商

现代生物出版集团（BioMed Central）撤销

了43篇生物医学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

过程受到不当影响和危害”。被撤论文

中有 41篇作者来自中国，单位涉及上海

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多

家高校附属医院，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总医院等多家部队所属医疗机

构，引发国内学术及期刊界震动。

再次祸起同行评议

据报道，BioMed Central在撤销前述

43篇文章时，每篇论文都附带了一小段

解释：“我们很遗憾地撤回了这篇论文，

因为同行评议过程受到不当影响和危

害。因此，这篇论文的科学诚信无法保

证。系统而详细的调查表明，存在一个

第三方机构为大量论文提供潜在同行评

审人的造假细节。”

同行评议（peer review）是目前学术

期刊界普遍使用的论文审核发表机制，

出版方为保证学术论文质量，通过邀请

同领域专家审阅论文，以决定是否录用

稿件。为保证公平，常采用“双盲”评审，

即送审稿件为匿名，作者与审稿专家互

相并不知晓对方身份。但是，这个神圣

的、堪称可影响科学进程的制度目前已

被利益染指，与之相关的造假新闻频频

曝出。2014年声学领域杂志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一次性撤回60篇论

文，原因是论文多数同行评审人均来自

中国台湾，且不少人使用假名。

多年来，“撤稿观察”博客一直跟踪

论文的诚信问题，BioMed Central此次撤

稿事件就由该博客曝光。博客两位编辑

Ivan Oransky 和 Adam Marcus 近年发现

170起同行评审造假导致的论文撤回事

件。

同行评议制度漏洞凸显

同行评议造假已经引起学术出版界

相当程度的重视，其造假方式也逐渐曝

光。

“国际上闹得轰轰烈烈的 BioMed
Central撤稿事件让‘伪审稿现象’走进了

公众视线”，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的邱敦莲邱敦莲针对此事，在科

学网博客发文历数 6种同行评审造假方

式。第 1种是部分开放获取期刊对稿件

不设置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第2种是很

多期刊编辑部常要求作者为自己的论文

推荐审稿人，被推荐者可能与作者相熟或

有一定关系，碍于与作者关系，降低发表

门槛；第 3种，作者推荐知名专家做审稿

人，但提供虚假联系方式，使同行评审变

成作者自己能操控的审稿；第4种是编辑

部成员与作者串通，将稿件送给并不符合

资格的审稿人审稿；第5种是一些在学术

机构掌握支配权的人员，向编辑部施压，

请编辑将与自己相关的稿件送给自己推

荐的审稿人审稿；第6种是第三方机构如

一些语言润色公司或者是预评审公司当

起了论文审稿和操纵论文审稿的掮客。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43篇论文撤销

事件就与第三方有关，BioMed Central科
研诚信部副主任 Jigisha PatelJigisha Patel 对媒体表

示，“从我们期刊上被发现的论文来看，

造假的水平比想象更复杂。作者之间没

有明显的关联，但是作者推荐的评审人

很相似，这表明复杂的造假机制背后，可

能存在一个第三方机构操纵一切”。就

在几个月前，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

（COPE）也表示，当下“同行评审造假”已

自成体系，这一不当行为似乎由大量第

三方机构主导而成。

“由同行评议造假引发的学术不端

行为已经屡见不鲜，43篇医学论文被撤

事件再次凸显了同行评议的制度漏洞”，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游苏宁游苏宁

告诉《科技导报》，现行的同行评议制度

存有一定漏洞，在利益驱动之下，这些漏

洞很容易被利用，从而引发造假等学术

不端行为。比如在医学领域，医生们诊

疗工作繁重，但也必须通过发表论文晋

升职称，因此他们希望花更少时间和精

力完成论文发表，第三方机构正好利用

了这个商机，有一些机构承诺从作者完

成初稿后到文章发表，中间所有的环节

都不需作者再介入，甚至有些第三方机

构与个别期刊编辑部勾连，承诺作者只

要缴纳足够费用就可以保证在一定时限

内发表。用于支付第三方服务的费用虽

然不菲，但不乏医药、医疗器械厂家愿意

为医生们买单，因此这在医学领域成为

一个隐形的利益链条，问题也较为凸显。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能否定中国医

学界对世界医学的贡献，Patel也公开表

示，撤销这43篇论文“不能代表中国的普

遍情况，我们发表过很多有公信力的中

国科研论文”。

或应提倡公开评议

“关于同行评议甚至论文发表的利

益冲突，期刊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游苏

宁介绍说，相关的要求在由温哥华组织

制定的《向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

求》中明确提出过，该《要求》首次发表于

1997年，后逐年修订。游苏宁最早将该

组织的全部文件翻译介绍到国内期刊

界，与同行评审相关的内容包括：稿件处

理中是存在利益冲突的，与产业（例如雇

佣、咨询、酬金、专家论证费等）有关的经

济联系，直接或家属式关系通常被认为

是最重要的利益冲突。公众对审稿过程

的信赖以及对稿件可靠性的判断，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于写作、审稿、编辑决策过

程中利益冲突处理得如何。审稿和出版

的参与者应该公开利益冲突，以便他人

判定这些利益冲突的影响。该《要求》还

规定，编辑部外部审稿人应该向编辑透

露可能导致对稿件的看法发生偏差的任

何利益冲突。如果必要，他们应该回避

评审一些特殊稿件。编辑必须了解审稿

人的利益冲突以便审查审稿意见并判断

审稿人是否合格等。

尽管很早注意到利益冲突，但是同

行评议造假问题仍不断凸显，“这是对同

行评议制度缺陷的印证，也是我们为什

么提倡公开评议的原因”，游苏宁主张期

刊界实行“公开评议”，作者和审稿人均

采用实名制，让读者自己了解和判断利

益冲突，同时对于作者和审稿人也能产

生监督作用。公开评议能否有效弥补目

前同行评议制度的缺陷，在国内争鸣环

境缺失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实施，又是一

个新的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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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若干意见》，推进做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修订工作，更好地调动激发全社会特别是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2015
年 3月 25日，中国科协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中的

若干政策与法律问题举办人民团体协商座谈

会，充分征求科技界、产业界代表的意见与建

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韩启德出

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柳斌杰出席会议并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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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主持会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赵忠贤、饶子和饶子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马德秀马德秀，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邓中

翰翰，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王小兰等12位来自科技界、产业界代表参会。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3-25]

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若干政策与法律问题协商座谈会举行

2015年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会召开

3月26—27日，2015年全民科学素

质纲要实施工作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

开。会议传达了刘延东刘延东副总理听取《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情况汇

报会的讲话。印发了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的

书面讲话。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

任徐延豪徐延豪出席会议。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中国科技馆馆长束为束为，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副巡视员胡胡文忠文忠，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协科普

部部长杨文志杨文志分别主持会议。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

的成员和联络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关

负责人，全国学会、协会有关负责人，中

国科协机关事业单位有关负责人等280
余人出席会议。

中国科协科学普及部 [2015-04-03]
未来中日大学论坛及交流会召开

3月 22—23日，由独立行政法人日

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主办，中国科协国

际联络部、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人

民网和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共

同协办，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承办的

“中日大学论坛——凝聚中日智慧、共创

辉煌未来”及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此次论坛以“促进中日科学技术与

学术交流”为主题，旨在探讨中日科学技

术领域交流与合作机制，拓展产学研协

作渠道和平台，促进培养优秀国际化科

技人才，为两国科技创新、高技术产业发

展献计献策。立命馆大学前校长川口清川口清

史史、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郭东明分别作主

题演讲，日本科学未来馆馆长毛利卫毛利卫作

特别演讲。来自明治大学、九州大学、东

北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理科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

大学的有关代表进行了专题研讨。来自

中日政府有关部门、科研院所、知名大

学，以及中国科协所属10余个学会等单

位4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中国科协国际科技会议中心

[2015-04-01]
黑龙江省科协召开“引领新常态，

助力创新发展”研讨会

3月 22日，由黑龙江省科协主办的

“引领新常态，助力创新发展”决策咨询

研讨会——“十三五”黑龙江省新材料产

业发展暨创新助力需求征集会召开。黑

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杨铭铎杨铭铎等，

省科协学会学术部有关人员，以及来自

相关部门的专家、企业界代表40余人参

会。黑龙江省新材料产业协会特邀专家

吕耘方吕耘方作主旨报告。来自哈尔滨工业大

学、大庆石油学院、黑龙江省石墨产业协

会、东北特钢集团、东北轻合金有限公司

的代表，分别就新材料产业的战略地位、

发展现状、优势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指

出黑龙江省未来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方向

和重点，并就本省新材料“十三五”规划

提出建议。

黑龙江省科协 [2015-03-27]

“因力学而美丽”青年女科学家

专题论坛举办

3月 18日，中国力学学会主办第 83
次青年学术沙龙——“因力学而美丽”青

年女科学家专题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

北京、上海、天津、青岛、长沙、南京等地的

高校及研究所师生近150人参加。活动

旨在弘扬科学精神，展现当下女性力学科

技工作者的风貌，促进更多女性科技工作

者在力学领域取得更大科研成就、发挥更

大作用。论坛邀请力学领域杰出代表天

津大学教授亢一澜亢一澜、北京大学研究员段慧段慧

玲玲、清华大学教授许春晓许春晓、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研究员段俐段俐，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教授刘华刘华和刘波刘波作报告。

中国力学学会 [2015-03-23]

海峡两岸电子行业绿色可持续性

发展合作交流会召开

3月 25—26日，海峡两岸电子行业

绿色可持续性发展合作交流会议在北京

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国电子学会、中国

电子学会节能减排工作推进委员会和台

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共同搭建海峡

两岸电子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交流平台

的首次正式会议。双方嘉宾围绕两岸电

子行业所关心的绿色供应链、节能环保

政策法规、标准、废弃物处理、碳交易机

制和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期

间，两岸企业代表就以上主题分享了先

进案例，紧密围绕产业发展，政策对接和

交流机制进行对话，加深了解，为推动两

岸电子信息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

中国电子学会 [2015-03-30]
中美生态学会合作创办新期刊

2015年3月18日，由中国生态学学

会与美国生态学会共同出版的 Ecosys⁃
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EHS，
ISSN: 2332-8878）创刊。这是全球第1
本由不同国家生态学会合作出版的学术

期刊。EHS希望运用现代出版技术和理

念，打破国家和学科壁垒，为全世界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生态学家

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经全球遴选，创刊主编由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吕永龙吕永龙担任。

中国生态学学会 [2015-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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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顺利开篇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顺利开篇（（ⅠⅠ））
3月25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创新服务基地”在保定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该基地将着力帮助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解决生产、研发和企业创新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共同

促进保定汽车产业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这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和保定市落实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中

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实施的一个注脚。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是中国科协2014年9月开始启动实施的

一项重要工程，旨在发挥所属全国学会的组织和人才优势，围绕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的示范带动，引导学

会在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中主动作为，在地方经济建设主战

场发挥生力军作用。

2014年10月10日，中国科协面向各有关全国学会、协会、

研究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印发

《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创

新驱动助力工程的思路是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背景下提出的，希望

通过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的示范带动，引导学会在企业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中主动作为，在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发挥生力军作用。

该工程的基本原则是示范引领，机制先导；科协搭台，学会唱戏；

地方主导，合作共赢；学会提能，集聚资源。该工程的服务内容

主要包括：1）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建议。组织专家团

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政策导向，结合地方实际情

况，发挥相关学会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熟悉学科发展和技术前

沿、获取最新信息快等优势，对地方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升

级规划、重点产业升级技术路线图等提出专业意见建议；2）帮助

地方解决重大战略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按照地方需求，帮助示

范区解决优势资源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和建设、环境

保护、城市规划、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等重大战略中的关键技术问

题；3）建立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依据示范区重点产业发展需

求，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科技项目和专业人才

进行对接，促进研究机构与示范区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与技术

转移。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共同建立研发平台、合作培养创新人

才、促进校地合作、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4）促进科技成

果和专利技术推广应用。联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等创新

资源，利用中国科协“科技信息服务企业创新”项目库的国外专

利信息资源，帮助重点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开展系统技术服务，在

重点企业开展创新方法培训，指导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5）承接

示范区有关科技攻关项目。经双方协商，承接地方委托的产业

转型升级所需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协同创新攻关等项目，帮助推

进整个行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技术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提升传

统产业，发展低碳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项目的工作程序是：1）地方政府提出需

求——由省级人民政府推荐辖区内一个地市级城市作为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试点。2）中国科协宏观指导，制定总体方案。3）全

国学会具体实施。4）重点企业牵头对接。5）地方科协协调配

合。意见指出，到 2015年 6月底前，中国科协计划在全国选取

10个城市作为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试点，建立创新驱动助力示范

区，组织动员有关全国学会参与试点工作，探索全国学会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模式，为地方提供技术咨询、技术诊断和

技术指导，促进科技资源有效汇集和利用，培养创新团队，在服

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实效。

项目实施之初，中国科协首选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首个创

新驱动助力示范区。2014年 10月14日，中国科协、河北省政府

在保定签署了《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河北合

作协议》，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河北省委副

书记、省长张庆伟张庆伟分别代表双方签字。

协议签署的前一天，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就组织中国化工

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等近20家全国学会、近30名专家分6组

前往保定市近20家企业及市级学会，与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交流座谈，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帮助解决关键

技术问题，就建立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和专利技

术推广应用等方面探寻合作模式。对接前，学会学术部协调保

定市科协等单位再次整理并统计了保定市的科技资源需求情

况。约汇总收集47个单位，共305项科技需求信息。其中包括

人才培训需求74项，技术需求95项，项目需求67项，其他需求

69项。

2014年10月22—23日，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组织两岸清

华大学专家一行5人就落实科技创新助力工程示范项目与保定

市进行科技项目对接。两岸专家带来了基于台湾新竹科学工业

园项目孵化管理模式的一批高新技术项目，为促进项目合作对

接，提供具体合作依据，双方签订了备忘录。

2014年11月9日，保定市科协协调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戴汝为

一行赴保定中康韦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就“智慧环保项

目”进行项目对接，并就3个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2014年 12月 8日，中国金属学会与巨力集团签订合作协

议。12月22日，保定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筹备成立大会召开。

这是保定市成为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市”以来，由中国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和保定市科协共同努力，推动成立的第1个地

方学会。12月26日，在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推动下，由河北

荣毅通信有限公司、华北电力大学等多家光电缆骨干企业发起

的“中国光电网产业创新联盟”在保定市成立。这是河北省第一

家国家级企业产业创新联盟。

为了更好地推进落实，保定市也成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示范

市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办公室，与中国化工学会等20余个

全国学会全面对接，积极协调相关县市、企业，确保科技项目落

地。2014年 12月期间，保定市科协多次赴京，分别就荣毅集

团、英利集团、乐凯集团、国电联合动力技术（保定）有限公司等

有关企业科技需求与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复合材料学

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等全国学会对接，就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合

作机制、搭建协同创新联盟、建设学会工作站等具体事项达成初

步共识。

（本文由责任编辑根据中国科协创新助力工程进展情况月

刊等资料整理）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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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应加强与公众科学家应加强与公众

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陈章良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科技导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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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很多人对转基因持怀疑态度。据有关部门统计，

大概超过70%的国人对转基因持怀疑态度，担心转基因产品的

安全性。

安全问题至关重大，我们必须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转基因

问题。转基因的关键问题是，它转的是什么基因以及该基因表

达出什么样的蛋白质。通过这两点，就能判断转基因是否安全。

从技术上说，转基因是可以创造出有害的东西。就像核能，

我们可以在原子弹中使用，也可以用来发电，关键是科学家怎么

使用这种技术。科学家是有良知的，目前，还没有科学家拿转基

因技术来做危及食物安全的事。

目前，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非常重要，它的发展非常快，短

短一二十年时间就使得整个农业发生很大变化。事实上，科学

家转的主要是两个基因。第1个是抗除草剂的基因。比如，大

豆长起来以后，喷上除草剂，草就会被除去，而这种转基因大豆

却不会受损。该基因表达出来的蛋白质，本来在大豆中就存在，

并不是新加入的，所以是安全的。现在市场上很多豆油都是用

的从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地进口的转基因大豆。第2个基因是

杀虫的。比如棉花，一般来说，防病虫要喷农药，而有了杀虫的

基因之后，它产生的蛋白质就能把虫杀死，这样我们就少用了很

多农药，大大减少了污染，棉花的产量也提高了。这个基因听起

来很可怕，能杀死虫子会不会也能杀死人类？事实上，这个蛋白

来自于苏云金杆菌。这种细菌的蛋白质在人类的肠道里是能被

消化转变成氨基酸的。我国从1960年就开始使用，国外也一直

都在用。科学家的工作，就是把细菌中的这个基因移到棉花、水

稻、玉米等植物上，起到杀虫作用，但对人类是安全的。

对于转基因技术，很多人并不了解，所以会觉得危险，这能

够理解，也跟科学家与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有关。科学家的科

学知识没有普及到老百姓，不能很好对转基因问题进行沟通，再

加上不少利益集团从中作祟，所以大家特别抵触转基因技术，甚

至将一些根本不是转基因的东西也说成转基因。比如，樱桃小

西红柿、甜椒等，只要是长得稀奇古怪的东西，就自然与转基因

挂钩。其实，那些不是转基因产品，而是育种。育种是基因跟基

因合在一起，而不是转基因技术中一个个基因的转移。

转基因实际上是科学家在做的一项正常工作，此技术能帮

助人类解决很多事情，而现在，却被“妖魔化”得很严重。由于国

内对转基因的争论非常激烈，我们国家的水稻、小麦、玉米等都

没有转基因的。大豆有，但都是进口的，中国目前还不允许种植

转基因大豆。

从事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们明白该技术的安全性，关键问

题是怎么让大众也明白转基因是安全的。科学家缺乏科普工

作，也缺乏理性的辩论沟通。现在大家又各自维权，支持方与反

对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没有机会坐下来共同探讨转基因问

题，这很可惜，也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我完全理解社会上对转基

因产品的担心，如果我不做科研，可能也会担心，也会紧张，会有

许多诸如“食用转基因产品几十年之后身体会不会出现异常反

应”的疑虑，怀疑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甚至也会不食用转基因

产品。如果科学家能够从科学上讲清楚转基因所涉及的公众担

心的问题，支持方与反对方能够心平气和地沟通，我想情况会好

很多。

其实，这种对转基因的恐慌与争议也曾在美国出现。早些

年，我在美国做研究，就是在世界上第1块转基因西红柿地——

美国政府批准的试验田里做的。当时，我下地的时候，必须戴手

套、脚套，工作完以后再全部烧掉，心里非常紧张。后来以动物

做试验，慢慢才试验到人。起初，人类吃了转基因产品后很紧

张，美国开始就“能不能吃”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很多组织反对。

后来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以及卫生、食品、农业、环保

等部门共同参与，认真分析动物实验的所有数据，评估除草剂基

因和抗虫基因，详细做了安全评估，结论是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

并没有问题，可以进入市场生产，可以安全食用。但当时必须标

识转基因，以便让大众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久而久之，大众觉得

转基因产品很安全，就从心理上慢慢接受了它。再后来，美国政

府决定取消转基因标识。

如今，在美国，我们没有看到转基因产品标识，很多人就说，

美国人都不吃转基因产品。而事实是，美国已不再强制标识，转

基因产品已等同于传统的品种。美国70%以上的食品都有转基

因成分，玉米、大豆、油菜、木瓜等等，都是可以安全食用的。

对转基因产品，美国政府不强制其标识并不意味着不监

管。政府要管的是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对于科学家研究出

来的转基因产品，政府也会做研究，确认是否真的安全，如果最

终认定是安全的，就可以进入市场。

现在，我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就像转基因早年在美国，对转基

因的理解与接受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对转基因知识的普及，一

方面需要科学家们多做科普工作，另一方面希望媒体能够以科

学、公正的理性态度报道，将真实的转基因知识传递给公众，让

公众自己分析、判断。同时，对于转基因产品，我们仍然应该做

出标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我相信，科学家通过与大众多交流、多沟通，就会互相理解，

转基因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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铼掺杂对含钪阴极性能与
微观结构的影响

含钪扩散阴极是目前唯一有可能达

到未来高功率微波器件要求电流密度的

热电子发射体，被认为是下一代热阴极

的主要代表。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王金淑王金淑等研究人员采用液-液

掺杂结合两步氢还原法制备出掺杂铼的

氧化钪掺杂钨粉R5S5（Sc2O3（w=5%）、

Re2O7（w=5%）），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压

制、烧结、浸盐、清洗、退火工艺后制备出

掺铼阴极。研究结果表明：掺铼钨粉热处理造粒前平均粒径为

80 nm，造粒后掺铼钨粉平均粒径达320 nm，制备的阴极保持

着均匀的亚微米结构，孔径及孔分布均匀，有利于活性物质扩

散；R5S5阴极的发射性能优异，850℃b时直接偏离点电流密度

Jdiv可达30.14 A/cm2；发射后阴极表面存在很多纳米级的小微

粒，增强了阴极表面的电场，促进了阴极的发射。（网址：bjgd.
cbpt.cnki.net）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5-04-10]
推荐人：《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吕小红

气单胞菌在不同食物接触表面的
存活与交叉污染

近年来，厨房微生物交叉污染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其

中，食物通过接触非洁净物体表面而被污染是最常见的交叉污染途

径。上海理工大学董庆利董庆利等研究人员为探讨气单胞菌在不同食物

接触表面的存活状况，采用擦拭取样法测定气单胞菌从案板、刀具

表面的恢复率，并将气单胞菌分别接种于洁净和被污染的案板、刀

具表面，测定气单胞菌在不同介质表面、不同时间下的存活状况。

再采用风险评估软件对介质表面实时带菌量的期望值进行计算，运

用一级线性模型对气单胞菌存活特征曲线进

行拟合；并对气单胞菌在介质表面的存活行

为对交叉污染的影响进行探讨。结果表明：

经恢复率校正后，介质表面气单胞菌存活量

的期望值更符合实际情况；介质的表面环境

气单胞菌的存活时间产生一定影响，且一级

线性模型可较好地对气单胞菌存活曲线进行

拟合；忽略气单胞菌在食物接触表面的存活

行为会高估其在厨房内的交叉污染水平。（网

址：www.j-csam.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5-03-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2015-03-25]

含垂直列管束内构件鼓泡塔的

CFD模拟
鼓泡塔反应器是

一种工业中广泛应用

的气液两相和气液固

三相接触与反应装置，

对于强放热反应如费

托合成，工业上通常安

装密集的换热列管来

移除反应热。关于列

管内构件对鼓泡塔流动影响的实验研究

已有很多，但关于含列管内构件鼓泡塔

的CFD模拟报道较少。浙江大学化学工

程与生物工程学系李兆奇李兆奇等研究人员针

对含有密集垂直列管束内构件的气液鼓

泡塔，在两相Euler二维轴对称 k-ε模型

中，分别考虑气相和液相受到的列管阻

力。通过引入相应的动量源、湍动源以及

耗散源建立带列管内构件的鼓泡塔二维

CFD模型。CFD模型能清晰、准确地描

述带列管束鼓泡塔中气液流动的特征：

“烟囱效应”以及分布器影响区延长。计

算得到的气含率以及液速的二维分布在

宽泛的表观气速（0.12~0.62 m·s-1）范围

内与实验值相符。（网址：www.hgxb.
com.cn）

《化工学报》[2015-03-05]

评估历史核试验释放的放射性

物质 137Cs对中国近海海洋环境的

影响
1945年以来，世界各主要核国家进

行数千次核试验，这些核试验产生的绝

大部分放射性物质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海

洋，对海洋环境造成放射性污染。中国

海洋大学海洋环境学院赵昌赵昌与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人员合作，建立

了一个准全球海洋的放射性物质输运和

扩散数值模式，评估了历史核试验释放

的放射性物质 137Cs对中国近海海洋环境

的影响。研究人员借助前人工作评估了

核试验释放 137Cs进入海洋的途径和总

量，结果表明建立的放射性物质模式能够

较好地模拟出 137Cs在中

国近海及其邻近海域的

分布情况和随时间演变

特征；中国近海里的
137Cs浓度在 20世纪 50
年代中期达到最大，其

中吕宋海峡海域浓度最

高，达 80.99 Bq/m3；进

一步分析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前

中国近海 137Cs浓度分布状况，2011年整

个中国近海 137Cs浓度为1.0~1.6 Bq/m3，

且其浓度垂向分布较均匀，相对封闭的

南海浓度略高于其他海域。（网址：www.

hyxb.org.cn）
《海洋学报》[2015-03-30]

提出一种在线选择纹理和形状

特征的混合随机朴素贝叶斯视觉

跟踪器
基于机器学习的思想并充分利用外

观信息，研究人员提出一种在线选择纹

理和形状特征的混合随机朴素贝叶斯视

觉跟踪器。构造归一化空间金字塔，通

过强度二值特征和金字塔梯度方向直方

图二值特征，描述全局与局部区域的纹

理和形状；并根据特征描述的二值性和

多模性，设计并实现了在线混合朴素贝

叶斯分类器。分类器预测类别后验概率

生成信任图，跟踪器通过分析信任图实

现目标跟踪，并利用极大似然估计和交

叉验证实现外观学习

和特征选择。选用基

准测试集比较同类方

法，从性能和复杂度两

方面评估了跟踪器。

实验结果表明跟踪器

对光照变化，部分遮挡

等情况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且执行速

度较快，存储空间较小。（网址：www.op⁃
ticsjournal.net/Journals/gxxb.htm）

《光学学报》[2015-03-30]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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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研究取得进展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程谟杰程谟杰的研究团队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陈晓波陈晓波助理教授

合作，研制出性能优异的LSM-YSZ微纳阴极电池，研究成果发表在3月11日Nano Letters上。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是高效清洁的能源转换技术，可利用天然气、生物质气等燃料发电，效率可达

60%以上。目前的低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在电催化活性、运行稳定性等方面达不到应用要求。该

研究团队研制出的LSM-YSZ微纳阴极电池，电池输出性能是传统LSM-YSZ阴极电池的2~3倍，并且在

600°C至800°C下运行稳定。在LSM-YSZ微纳阴极中，纳米级LSM颗粒和YSZ颗粒的紧密接触增加了

三相反应界面密度，大幅度地提高了阴极的氧还原活性。同时，纳米级LSM颗粒与纳米级YSZ颗粒的界

面稳定提高了阴极在运行条件下的稳定性。（网址：pubs.acs.org/journal/nalefd） 科学网 [2015-03-27]

中国中新世首次发现和印度相似

植物
目前，中国热带

雨林仅分布在海南、

云南南部、广西西南

部、西藏东南部和台

湾 南 部 等 有 限 区

域。利用植物化石

资料重建的中国南

部中中新世的气候

适合热带雨林的分布，而在末次冰盛期

热带雨林在中国大陆上几乎全部消失。

热带雨林在中国形成的原因及时间仍然

存在很多争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热带森林生态学重点实验室周周

浙昆浙昆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等单位合作，通过对福建漳浦植物

化石进行研究，描述了6个新种，其中有5
个化石属的记录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研

究成果3月发表在Review of Palaeobot⁃
any and Palynology第216卷上。

结果表明，该植物群由热带成分和

亚热带成分植物构成，研究认为中中新

世福建的亚热带和热带植被界限从福建

北部向南部迁移；相对于中国南方的植

物类群，该植物群和印度新近纪植物类

群更为类似，这是在中国中新世首次发

现和印度相似的植物，意示着中国和印

度之间的植物种类的迁徙的路径可能通

过东南亚。该研究不仅扩展了对中国热

带雨林变迁的认识，也为研究生物地理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研究依据。（网

址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
journal/00346667）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2015-03-13]

利用摩擦发电机采集海洋能
目前，海洋能开发远远落后于风能

或太阳能，并且海洋能的采集，主要还是

基于电磁感应方式，存在很多弊端。中

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王王

中林中林等提出摩擦发电机网络的方法，研

究成果发表在3月24日ACS Nano上。

相较于现有的海洋能采集装置，由

摩擦发电机网络组成的发电技术，有显

著优点：造价低廉，成品轻盈，抗海水腐

蚀性能好，极其适用

于大规模生产，并且

不仅可以对水流的

机械能进行回收，还

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进行波动能的采集；

结构设计巧妙，使得

该器件既可收集大

风大浪，又能有效采集小波动；网状结构

具有可调节性，在大、小范围水域皆可工

作；故障率很低。实验测试表明，1 km2

的海洋能输出，可有望达1.15 MW，而大

规模的发电网络，预期可达到直流或准

直流的输出效果。（网址：pubs.acs.org/
journal/ancac3）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2015-03-17]

“生物3D打印机”使修复手术

更完美
目前，医学上已能够开展多项修复

手术，但仍存在问题。上海大学快速制

造工程中心胡庆夕胡庆夕研究团队研发的生物

3D打印机，可实现宏微观结构的复合成

形和微纳结构表面修饰，同时可以实现

滴涂、共混沉积、电喷、静电纺丝等多种

细胞直接复合接种方式。研究成果发表

在AIP Advanves第4期上。

生物 3D打印机使用的材料是生物

材料，如明胶、骨胶原等，具有可降解和

生物相容特性，一次手术就能使病人完

美修复。此技术可

以融合“电纺丝”“电

喷 射 ”等 多 项 新 技

术，能够根据需要进

行宏微纳尺度的均

衡打印。（网址：scita⁃
tion.aip.org/content/
aip/journal/adva）

《科技日报》[2015-03-24]
揭示南极冰架崩解和退缩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程晓程晓的研究团队发现，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海洋驱动南极冰架变薄，并由此加剧冰架的

崩解和退缩，表明海洋对南极冰架的崩解起着关键作用。研究成果发表于3月17日PNAS上。

研究团队分析处理了近万幅雷达卫星影像，首次精确测量了绕整个南极海岸线崩解出的超过1 km2

的冰山及所有冰架的“健康”状态。结果发现，在一些大冰架缓慢增长的同时，许多较小的冰架却在快速萎

缩，从底部消融入海；那些频繁发生崩解的冰架同时也在变薄。这意味着，冰架崩解是被科学界忽视了的

冰架物质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人员以直接观测为依据，估算南极由冰架崩解和底部消融导致的物

质损耗量。结果显示，2005—2011年间南极冰架的年崩解量仅为每年底部消融率的一半，而由崩解导致

的冰架净物质损耗量与由底部消融导致的冰架净物质损耗量相当。该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提高未来冰盖模

式模拟的准确性和对未来海平面升高的预测精度。（网址：www.pnas.org）
《中国科学报》[2015-03-27]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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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奖中的性别失衡高校研究奖中的性别失衡（（ⅠⅠ））
目前在世界各地，无论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医学领

域，女性科研人员都非常少。从平等的角度来说，这是科学界无

法承受的事实，英国皇家学会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代表

着英国具有科研潜力人才的巨大缺失。同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

在于教育的各个阶段——从初等教育到高校中的科学领导职

务，从企业和政府到学会奖励政策。英国皇家学会致力于采取

有效行动去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并将特别注意自身奖励政策和

扶植计划的制定。

2014年9月19日，皇家学会公布对 43名研究人员授予高

校研究奖（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ships，URFs），获奖中有

41名男性和2名女性，女性数量比前几年显著减少。皇家学会

成立调查小组从以下2个方面对这一结果进行调查：1）为何授

予奖项的女性数量与前几年相比有如此大的差别？2）对于这个

状况，学会应采取何种行动？2015年 2月，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Paul NursePaul Nurse在官方博客上公布了委员会小组研究后得出的结

论，以及委员会认为英国皇家学会在其奖励和扶植计划中为增

加女性数量应采取的行动。

研究奖金申请人数量调查

调查小组考察了截至2014年的过去5年的研究奖金申请情

况，发现只有22%（267名中的59名）的URFs和Henry Dale爵

士奖（SHDFs）被授予了女性。研究小组考察了这两个有一定相

似性奖项的数据。后者是英国皇家学会/威康信托基金会对生物

医学科学领域联合资助的项目（增加这一奖项作为背景调查是

因为该奖项的本质与URFs类似，但是拥有更大的实验室资源作

为调查因素）。SHDFs在 2012年的推出似乎就已经影响了

URFs的申请数量，一些原先申请URFs的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

人员转而申请了SHDFs，按照性别比例统计这两个奖项的科研

人员分布图，如图1所示。

从流程上剖析申请成功率

研究小组对如下的URFs评选流程进行了评估。2014年

URFs申请由4个学会小组进行评选。

Ai天文学，宇宙学，物理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和地球科

学。Aii化学和工程学。Aiii纯粹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

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宇宙学，引力，理论物理，通信和计算机

工程（包括软件工程）的数学元素。

B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动物学，植物科学，生理学。

而2012年之前，有2个A类小组，2个B类小组：女性在所

有4个小组中列席。共有10名女性小组成员和4名男性小组成

员。4个小组中有2位主席为女性。

每个URF小组通过如下流程从候选人中评选出URF的授

予者：1）每份申请由小组的2名成员进行评估，评估意见经过审

核后，小组通过邮件的方式进行讨论，随后主席批准一份由本小

组确认的名单。2）第一列名单上的每份申请由非小组成员的3
人进行裁定（2014年女性占8%），小组通过这些评议者的报告

来决定将要参加面试的人选。3）随后，候选人被邀请来参加面

试，小组旋即决定其认为的URFs授予者，并拟定一份候补名单。

4位小组主席随后与生物学秘书会面，将各小组的评选结果

汇总为一份单独的推荐授予的候选人名单和一份候补名单。之

后，推荐建议被送到资助和奖励委员会的2名成员手中，最终确

定授予URFs的候选人，以及候补人选的排名表。

小组特别对URFs计划的小组推荐情况都进行了评估。相

对于整个流程评估来说，小组推荐是更好的评估办法，因为纳入

到整个流程评估会受到学会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显示了

男性和女性URFs申请人在2009—2013年期间成功率的波动，

特别是在2014年，女性的成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女性推荐

入围成功率从2009年的7%下降为2014年的2%，而男性入围

成功率分别为 6%和 12%。申请成功率，女性由 2009年的 7%
下降为2014年的不到3%，男性则分别为6%和13%。

不同评选会议的会议纪要都提示出按照性别划分候选人比

例的失衡，但各个评选小组都未采取更进一步行动，因为他们坚

信所有的候选人都是通过其科研表现的优秀程度评选出来的。

图2显示了2014年和2009—2013这5年间如上描述的3阶段

的每一个阶段的成功率（第1次名单，面试和推荐，以及最终的

授予阶段）。仅观察2014年情况可以发现，女性候选人从入围

数量到获选数量都大幅下降，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按性别统计的URFs和SHDFs
申请人数量对比（2009—2014）

图2 2014和2009-2013年按性别统计的URFs
竞争中每一阶段存留的申请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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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液体炸药是含能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液体炸药是含能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喜读刘吉平教授新著—喜读刘吉平教授新著Liquid ExplosivesLiquid Explosives

刘吉平 著。Springer 出版公司，2015
年1月第1版，定价：179.00美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苏青苏青））

文//赵子立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火炸药系

原主任，教授。

由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公

司2015年1月出版的Liquid Explosives
（《液体炸药》）专著，是世界上第一部有

关液体炸药的理论著作，作者为中国著

名的含能材料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刘吉平。该书不仅介绍了液体炸药产品

性能及最新工艺，反映了全球液体炸药

研究重点和发展新动向，还汇集了作者

从事含能材料研究数十年的重要研究成

果，可谓内容充实、成果新颖、实用性强。

液体炸药的形态特性决定了其爆轰

反应规律等有别于凝聚态炸药，因而不

能用经典的爆轰理论解释，而是还与欠

压爆轰有关。作者在书中首次深入研究

了液体炸药的爆轰机理，分析、讨论了液

体炸药的爆炸特征；探讨了另外一种两

阶段爆轰，即第一阶段为快速反应阶段，

几乎释放出全部爆轰能；第二阶段的反

应则以较慢的速度进行，其中有吸热反

应。由此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

在上述理论分析中的稳定欠压爆轰状

态。

炸药爆轰产生无支持的稳定爆轰

波，以CJ速度传播，在爆轰波反应区末

端有声速流；或者以超过CJ速度的爆轰

速度传播，在反应区末有亚声速流。经

典爆轰理论早已预言，炸药支持的稳定

爆轰波还可能有一种独特的无支持稳定

爆轰波，在反应区之末得到超声速波。

这种独特的传播速度被称之为本征值

（Eigenvalue）爆轰速度。

经典爆轰理论创始人Chapman和

Jouguet把爆轰理论完全奠基在气体动

力学基础之上。本书作者认为这种认识

并不完全正确。爆轰理论除了与气体动

力学有关外，还应与化学动力学有关；在

3个气体动力学守恒方程之外，还应引入

化学动力学方程。因此，在这个方程中，

要认真考虑化学反应速率。气体动力学

把力学量看成是流动梯度的函数，经典

化学动力学则认为化学反应速率与这些

力学量不同，它们不是流动梯度的函数，

而是局部热力学状态的函数。在这方

面，二者是不同的。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把化学动力学

方程和气体动力学方程中3个守恒方程

放在一起的办法呢？通常认为这十分困

难，原因在于爆轰反应区内的化学变化

极为复杂。因此，必须有一种简化的方

法，即规定化学组成按照某种方式进行

化学计量反应的变化，而用化学计量反

应的进程变量λi的变化来反映化学组成

的复杂变化。这样，就把一个化学问题

变成了一个物理问题，从而有利于问题

的解决。

刘吉平认为，液体炸药爆炸时出现

欠压爆轰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

终态 Hugoniot 曲线不是冻结 Hugoniot
曲线族的覆盖区的上边界。如果这一条

件不满足，则一定不会出现欠压爆轰解；

二是必须使 Reyleigh线经过=0同时

有η=0之点时，才有欠压爆轰解。作者

从理论和实验上进一步证实了液体炸药

爆轰时作功的途径有别于凝聚态炸药。

这主要是由于形成欠压爆轰所致，欠压

爆轰使得液体炸药的爆轰超压值高于凝

聚态炸药，以肼类和硝酸脲组成的液体

炸药比HMX的爆轰能力大，这就表现出

某些液体炸药的爆轰特点及优势。

作者还深刻描述了液体炸药的爆炸

作功能力，即液体炸药在爆炸时形成高

温高压产物，并能对周围介质产生强烈

冲击和压缩作用，从而使与其相接触或

相近的物体产生运动、变形、破坏与飞

散。这种作用主要是爆轰产物的直接作

用。当目标离炸点较远时，爆轰产物本

身的破坏作用就不甚明显了。但是，当

炸药在空气和水等介质中爆炸时，由于

爆轰产物膨胀将压缩周围介质并在其中

形成冲击波，在这些介质中传播的冲击

波可以对较远距离的物体产生破坏作

用。因此，炸药爆炸时对周围物体的作

用，不仅表现在和炸药相近的距离上，还

表现在离炸点较远的距离上。

通过研究液体炸药的爆炸作用，可

以正确评价炸药的爆炸性能、合理地使

用炸药，从而充分发挥炸药的效能，为各

种装药设计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液体

炸药在无限自由空间爆炸时，虽然爆炸

近距离的超压不如凝聚态炸药那么高，

但其冲击波脉冲宽度却远大于凝聚态炸

药，表现出正压作用时间长、所做总功

高。尤其是在半密闭空间爆炸时，液体

炸药在释放大量气体的同时，还吸收了

周围的氧参与爆轰反应，表现出吸氧特

征。这是一般凝聚态炸药所不及的特别

优异的特性。上述研究成果均属首次报

道，使人们对液体炸药爆轰特征有了新

的认识，从而为液体炸药的应用提供了

理论支持。

刘吉平的研究工作在吸收前人成果

的基础上，具有自主创新性。在此之前，

人们一直认为硝化甘油轻微震动即可发

生爆炸，但今天，这个问题他在技术上已

解决，硝化甘油已不再那么敏感。他还

改进了众多硝酸酯制备技术，实现了无

污染的绿色硝化工艺，为环保工作做出

了贡献。

液体炸药是含能材料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不可压缩特性，其突出特征在于

不受地理环境、形态的影响并能表现出

优良的爆轰特性，其应用范围远宽于凝

聚态炸药。因此，研究各类液体炸药含

能材料的特征，优化其能量水平、燃烧行

为、爆轰特征、稳定性、加工特性以及勤

务特性等，对于提高炸药能量、降低炸药

感度、延长炸药储存期等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我相信，Liquid Explosives
的面世，一定会受到本领域理论研究人

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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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核电 雾霾 你

郭位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月

第1版，定价：36.00元。

2011年 3月，日本发生里氏 9级地

震，引发大规模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事

故，引起社会各界对能源问题尤其是核

电问题的讨论。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作

为首位受邀进入福岛附近区域的外国安

全可靠性研究专家，本书作者郭位教授

参与了福岛核事故发生原因分析及灾后

善后处理调研等工作。作者以其深厚的

专业知识和理性的思考，剖析了福岛核

事件管理缺失、人为疏忽等原因。如今

华夏大地雾霾为害，引起公众恐慌，作者

提醒大家关注能源与环境的政策走向，

以找到能源供应、经济福祉及可靠度与

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点。

数学物理方法

[德] 顾樵 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1版，定价：89.00元。

《数学物理方法》根据作者20多年来

在德国和中国开设数学物理方法讲座内

容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提炼而成。主要内

容包括傅里叶级数、傅里叶变换、拉普拉

斯变换、数学物理方程的建立、分离变量

法、本征函数法、施图姆—刘维尔理论、

行波法、积分变换法、格林函数法、贝塞

尔函数、勒让德多项式、量子力学薛定谔

方程等。本书注重自身理论体系的科学

性、严谨性、完整性与实用性，将中国传

统教材讲授内容与国外先进教材相结

合、教学实践与其他相关课程的需要相

结合、抽象的数理概念与直观的物理实

例相结合、经典的数理方法与新兴交叉

学科的生长点相结合、基础的数理知识

与科学前沿中的热点问题相结合。该书

可作为物理学、应用数学等理工科专业

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高等院

校教师和科研院所技术人员在理论研究

与实际工程中使用，或供有高等数学及

普通物理学基础的自学者自修，还可供

在国外研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及访问学

者参考。

智识的来源

朱洗 著。新星出版社，2015 年 3 月第 1
版，定价：33.00元。

《智识的来源》立足于生物学，而同

时又涉及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科普读物。

朱洗说，人类的形体既然由其他动物的

形体进化成功，那么人类的心理和行为

必然和其他动物所具有的有系统的关

联。他从下等动物简单的“心理”（如向

光性、向地性、向电性等等）出发，沿着进

化的阶梯，逐渐追溯到高等动物的反射

性和本能。在论述了这些先天的心理和

行为之后，又进而探讨后天教育的影响，

由普通兽类和猴类的教育推演到人类本

身的教育——胎体教育和孩童教育。

我们都是散落的星骸
[德] 斯特凡克莱因 著，李芊芊 译。北京

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3月第1版，定价：

36.00元。

斯特凡克莱因对话13位当今世界最

知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阿

尔德霍夫曼，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

芬温伯格，英国皇家学会前任主席、英国

女王科学顾问马丁里斯、人类基因组计

划挑战者克莱格文特尔……了解他们的

研究、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对世界的影

响。科学家的生涯并非像大众认为的刻

板僵化。书中讲述的前沿研究往往突破

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人文的界限，甚至充

满颠覆性；科学家本人的生活也横跨不

同领域，商业运作、媒体宣传、艺术创作、

宗教活动……本书呈现最前沿的人类科

学进展和科学家最真实的人生故事，视

野宽广，代表国际最前沿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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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全

面系统地介绍蒙特卡罗方法的理论和应

用。全书 15章，前 8章是蒙特卡罗方法

的理论部分，包括蒙特卡罗方法简史、随

机数产生和检验、概率分布抽样方法、马

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基本蒙特卡罗

方法、降低方差基本方法、拟蒙特卡罗方

法和序贯蒙特卡罗方法。后 7章是蒙特

卡罗方法的应用部分，包括确定性问题、

粒子输运、稀薄气体动力学、自然科学基

础、数理统计学和可靠性、金融经济学及

科学实验模拟。本书内容丰富，给出许

多算法和算例，可供从事科学技术、工

程、统计和金融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人员

以及高等院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参考。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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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产素催产素———爱与信任的荷尔蒙—爱与信任的荷尔蒙

文//吴南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系，讲

师。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假如最近一个月你工作很卖力，业

绩突出，月底的时候，老板给你发了5000
元奖金。你的一个朋友知道了这件事，

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投资家，他对你说，

如果你把钱拿给他投资，他能让你的

5000元赚3倍，赚的钱你们分，但是有一

个条件，他不会和你签任何书面协议，也

不希望他单位的人知道这件事。你会怎

么做呢？一般来说，大部分人会选择把

钱留着，因为有限理性理论告诉我们，人

们都有风险规避偏好；但是，如果让你吸

了催产素（OT），结果可就不一样了。

OT是由下丘脑的视上核和室旁核

的细胞分泌的9肽激素，在分娩和哺乳等

情况下会大量分泌，能够起到止痛或镇

定作用，对于产妇的顺利分娩和产后哺

乳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OT还和社

会交往及人的情感有某种联系，因为它

对脑扁桃体有直接影响，而脑扁桃体是

人脑内影响社会交往和感知情感威胁的

关键区域。研究发现，它和我们生活中

最重要的情感息息相关，比如依恋、爱、

信任、共情等，能促使人们作出更多的亲

社会行为。

在亲子依恋方面，OT对于母婴亲密

关系的形成以及降低母亲压力反应都有

重要作用。婴儿出生前，母亲脑脊液中

的OT水平会增高，母亲对胎儿的各种反

应更加警觉并做作出积极应对；婴儿出

生后，母亲OT水平一直较高，哺乳期母

亲压力感知和负性情绪状态普遍减少。

哺乳期OT变化的模式与母婴的关系联

系紧密，表现在：OT水平高的母亲对孩子

的注视时间长，情感性接触多，反应性更

敏感，母亲有更积极的照顾计划。对于成

人之间依恋关系——信任，OT在其中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鼻吸OT，个体对

陌生面孔信任度的评级和吸引力的评价

都有所提高。有证据显示，OT可以提高

人们推测他人的情感心理的能力，增加人

际间的信任。该研究采用行为经济学中

的信任游戏范式考察了OT组（鼻吸催产

素）和安慰剂组（鼻吸安慰剂）的金钱投资

行为，发现OT组更愿意将钱交给其搭档

而且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来投资，说明OT
促进了人际间的信任，降低了人们对背叛

风险的感知[1]。对于这一结论，有研究者

认为，OT并不一定增加了信任，也可能直

接促进了慷慨，因为事实是越慷慨大方的

人，越愿意在投资情境中出手。鉴于此，

他们设计了一个实验，实验中，被试的信

任不会对搭档产生任何经济收益，在情境

中以被试的隐私替代金钱，然后考察OT
组和安慰剂组在隐私保护行为上的差

异。结果发现，OT组的被试更少的采用

隐私保护措施，确认了OT在人际信任关

系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者认为，外源OT
激活了个体大脑内部的OT受体，从而刺

激个体内部OT分泌增加，个体对背叛风

险的感知和负性情绪的体验减少，自我表

露增多，信任程度也就增加了。这一信任

适应过程在影像学上表现为与恐惧相关

脑区（如杏仁核、中脑区）激活减弱，提示

OT增加人际信任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它能

够降低人的恐惧感。需要说明的是，OT
增加信任的效果是具有情境性的，而非增

加我们的盲从和轻信。

OT和共情及亲社会行为方面的研

究发现，OT能促进个体对他人产生情感

上的共鸣，产生更多的共情体验，OT组

在最后通牒任务中也会给对方分更大份

额的奖金。在一些捐款行动中，OT组捐

款的金额也远远高于控制组。

鉴于催产素在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中

发挥着如此关键的作用，那么，如何提高

OT的水平或者说增加个体OT的分泌

量？首先，依恋个体的抚摸会提高催产

素水平。哺乳过程中婴儿对母亲的触摸

促进了母亲OT分泌，随之母亲对儿童的

关注照顾增加；父亲在与婴儿进行目光

交流及抱婴儿的过程中，其OT水平也会

增加；情侣之间的抚摸会提升双方的OT
水平，从而促使进一步的亲密行为。其

次，共情体验会诱发OT水平变化。Bar⁃

raza和 Zak于 2009年进行了一项共情

体验和血液中OT水平关系的研究，探讨

了共情体验是否会提升个体血液中的

OT水平，从而影响到慷慨行为 [2]。研究

显示，共情体验能够增加个体血液中的

OT水平，并且共情水平高的个体对陌生

人表现的更为慷慨。共情引发的OT变

化还存在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共情引

发的OT变化在女性中表现更强。

基因层面的证据进一步揭示不同

OT受体基因型的个体在依恋、信任、共

情以及亲社会行为上差 异巨大 ，如

rs53576编码区GG基因型个体比AA基

因型个体有更好的依恋关系，有更多的

共情体验及共情倾向；GG型个体比AA
型个体对陌生同伴更信任，表现出更多

的合作。在儿童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

的证据，rs53576编码区GG基因型的儿

童会对受伤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言语安

慰和行为帮助。鉴于此，GG基因型被称

为“慷慨基因”，而AA基因型被称为“吝

啬基因”。当然，包括慷慨行为和亲社会

行为在内任何一种行为也会受到环境因

素的影响[3]。

总之，催产素在依恋、爱、信任、共情

和亲社会行为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诸多研

究的证实，因而被冠以“爱的荷尔蒙”“信

任激素”等美名。这些实验室的结果也

为我们理解个体的行为差异以及进行正

确的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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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大脑奥秘探求大脑奥秘，，解析神经病因解析神经病因

·科学人物·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来自星星的

孩子”，他们“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

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

耳不闻 ，有行为却总与你的愿望 相

违”——这群自闭症患者犹如天上的星

星，一人一个世界，独自闪烁，而且数量

不断增加。这种在全球拥有 3500万患

者的神经系统疾病，正是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于

翔特别关切的科学问题之一。

“在儿科医院里我见到了很多患有

自闭症的儿童，有的会因为衣服上标签

产生的摩擦而大哭不停，有的可以盯着

一个转动的玩具看数小时——神经科学

研究的专业知识告诉我，他们的感觉输

入或处理系统存在异常”。目前关于自

闭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患儿语言和社交

行为的障碍，较少关注患儿的感知觉发

育；由于感知觉神经环路的发育早于认

知相关环路，于翔认为以感知觉发育为

切入点，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解析自闭

症和其他发育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

刚刚出生的婴儿已经拥有了他未来

大脑中几乎所有的神经细胞，这些神经

细胞之间的功能性连接却没有完全形

成。于翔带领的科研团队以小鼠为模式

生物，发现成年后各自独立的脑区在幼

儿发育的早期好像一个没有被分区的硬

盘，任何一种来自外界环境的刺激都会

对大脑多个区域的发育产生至关重要的

影响。早期视觉输入的丧失不但会影响

大脑视觉相关脑区的发育，也会影响听

觉和触觉脑区的发育；反之，如果给一个

没有视觉输入的小鼠更多来自母鼠的抚

摸，其视觉相关脑区的发育也会被促

进。换而言之，各种不同来源的感觉刺

激对早期大脑的整体发育均有促进作

用。虽然父母对失明幼儿的抚摸和关爱

不能让他重新看到世界，但更多的触觉、

听觉、嗅觉等感知觉刺激，却可能把视觉

缺失对大脑皮层发育的危害降到最低。

如果对自闭症患儿进行适合的自然感知

觉刺激，是否也能够促进他们大脑中神

经网络的建立，帮助他们逐渐恢复社交

和表达的能力？大脑的奥妙对于翔而言

绝不仅仅是一个神奇的生理现象，她更

希望通过自己对大脑早期发育可塑性机

制的研究，帮助那些患有发育性神经系

统疾病的儿童拥有一个健康而快乐的美

丽人生。

于翔研究团队的工作还发现，催产

素——一个可以促进面孔识别的人与人

之间互信的神经肽——在小鼠大脑内的

水平可以被自然感觉刺激提高，并且可

以促进大脑感觉皮层的发育。现在国外

的很多研究和临床前实验已经在用催产

素对孤独症患儿进行治疗，但是对幼儿

进行药物治疗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安全评

估。相比之下，于翔则另辟蹊径地提出

“感知觉干预法”，通过设计特定的感觉

输入范式与发育有缺陷的小朋友进行互

动游戏，以行为矫正这种安全无副作用

的方式促进他们的大脑发育。“也许很简

单的游戏他们需要很多次重复才能学

会，但是他们每个点滴的进步都会给父

母疲惫的脸上带来灿烂的笑容，这正是

科研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的地方。”

这个目标还只是激励于翔在科学旅

途上不断奔跑的动力之一，而那种对生

命的无限好奇，更是从她多年前选择人

生道路时起就始终不渝的初心。于翔至

今仍对自己高中时的生物老师记忆犹

新，他的第一堂课就讲述了生物化学中

蛋白质、基因等这些对一个中学生无比

神奇的物质——这令于翔第一次感受到

生命的奥秘，也点亮了她心中那一盏通

向无限未知与可能的明灯。天资聪颖而

又不懈努力的于翔25岁就取得了剑桥大

学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就在她开始

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时，一本名为《大脑

的性别》（BrainSex）的科普书籍出现在

她的视野中——这本书从神经科学的角

度剖析男女大脑的不同之处，将“男女差

别”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改造得耳目一

新，也启发着本就对大脑与意识怀有浓

烈兴趣的于翔从此选择了神经科学领

域。

回想起如何一步一步走上科研的道

路，于翔笑着表示必须感谢自己作为物理

学家的父亲。与很多子承父业的故事不

同，家里那些写满希腊字母和推导公式的

纸张让于翔从5岁起就知道，物理学并非

自己心神向往的兴趣所在；智慧宽容的父

亲不仅没有任何勉强之意，相反，还总是

鼓励她听从自己内心的指引，用最真诚的

热爱让科学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记得11岁时我随着父母去了意大

利，那时候我一句英语都听不懂，在国际

学校的餐厅里也是第一次见到汉堡包和

我完全不会使用的刀叉。”陌生的国度

里，语言、文化、教育环境和生活习惯翻

天覆地的变化，让这个此前从没有走出

过北京城的女孩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也

让她在适应全新境遇的过程中实现了从

迷惘到自信的完美蜕变。“如果曾经经历

过很大的变化并且学会如何应对，未来

再遇到挑战和挫折时也一定可以淡然面

对，并且一直往前走”——这种无论在任

何时刻都笑对人生的态度，也许正是于

翔在科研之路上始终执着行进的力量所

在。

于翔，第十一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获得者。第十一届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评审会评语：于翔研究员

2005年回国，多年来从事神经科学研究，

特别是在神经发育生物学领域取得卓有

成效的成绩。她以通信作者身份在Na⁃

ture Neuroscience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

18篇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论文。获

得多项国家和地方奖励，是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青年科技英才

获得者。在培养研究生方面表现突出。

稿件提稿件提供供：：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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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科学基金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我国科学基金的起步虽然较西方国

家晚将近半个世纪，但是却取得了令世

界瞩目的成绩。在 2010年科学基金开

展的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

报告中指出：“科学基金在中国的国家创

新体系中发挥了独特而关键的作用，是

国家层面资助自由选题研究的唯一渠

道，并在基础研究领域培养了人才，促进

了学科发展……科学基金努力追求促进

学科发展的目标，在资助并促进许多学

科建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自上而下的

方式意味着科学基金在新兴领域积累了

前期研究基础，这些新兴领域后来成为

了国家的优先领域，同时还使科学基金

能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如SARS和

禽流感。”

科学基金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和科

学基金的法制保障密不可分，科学基金

法制工作的重要实践成果就是初步建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法律体系，

其在科学基金的组织建构、资助管理以

及经费、监督保障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基金法律制

度是伴随着科学基金的产生和发展而逐

渐形成，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形成期

3个历史阶段。

第一，萌芽期。萌芽期是指1986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到

2002年，这十几年的科学基金法制工作

经历了不断学习国外法律制度经验，不

断积累科学基金法制工作经验，不断探

索符合中国科学土壤实际的法制道路。

从法制的发展模式而言，这个阶段属于

社会演进型的发展，政府在这个阶段并

不急于创立刚性的制度，法律制度都是

根据科学基金管理的实际逐步产生和完

善的。而且这个历史阶段，科学基金法

律制度发展还不系统，并没有一个整体

的体系构建，法律制度的建立往往很分

散，这符合法律制度建立早期发展的特

征和规律。而且此时国家层面也缺乏比

较系统规范的科学基金的法律法规，只

是 1993年颁布实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

中对科学基金有一条的规范，即第二十

九条规定：国家建立自然科学基金，按照

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原则，资助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国家支持优秀青年

的科学研究活动，在自然科学基金中设

立青年科学基金，仅仅相当于一种确权

的法律宣示，还无法构成对科学基金形

成系统法律体系的支撑。

第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2002年

至 2007年。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的部门规章，此

时科学基金法制工作在十几年的摸索和

积累的基础上，已经开始系统思考科学

基金管理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这包括

组织结构、程序管理、学术不端应对等热

点和难点问题。在此期间先后颁布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

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

（试行）》等比较有影响的部门规章。尤

为重要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在这个阶段已经向国务院提出行政法规

的立法建议。这既是法律制度体系完善

的必然趋势，也是顺应了科学共同体的

立法需求。科技界一直呼吁通过制定科

学技术基金法把这一成功实践经验确立

下来。1988年起，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

关“制定科学技术基金法”“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法”“国家基金法”等议案接连不

断。2003年，国务院法制办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管理条例”列入行政法规 5年

立法规划。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科学基

金法制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法治模

式已经趋向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模式发

展。作为政府的基金管理部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更加主动地将计划、

经验、历史和需求紧密统一起来，以更加

开放的立法姿态，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思

考科学基金法律体系构建的问题，同时

已经意识到把自身的制度建设适时地镶

嵌在整个国家法治环境中的问题。

第三，形成期。这主要是指2007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颁布实施以来

的法制建设。基金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

科学基金的法制体系建立以及科学基金

工作都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基金条例为依据，认真梳理管理规

章，进一步明确了规章体系建设的总体

规划。2008年初，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部门规章体系方案》，形成了

包括组织管理规章、程序管理规章、经费

管理规章和监督保障规章等4个有机部

分，由36部规章组成的部门规章体系方

案。当年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形成了包

括政务工作、资助与项目管理工作、人事

工作、机关党的建设与廉政工作 4个大

类，65 部内部规章组成的内部规章体

系。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科学基金法

律制度在形成自身独特的体系之外，还

对国家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的完善发挥了

重要作用。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修订时，基金条例中的同

行评议、原始记录等制度都被写入新的

法律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科学

基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就是法

治化管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为科学基金法治化进程指明了方

向。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完善，科学基

金法治化目标渐趋明确，科学基金法治

进程步入了系统化、深入化和广泛化的

发展阶段。就法治模式而言，很好地兼

顾了政府推进型和社会演进型的发展模

式，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科

学基金法律体系正在不断走向完善。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

局，处长；2.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3. 单位

同1，局长。图中右为本文第1作者，左为第2作

者，中为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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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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5年研究生期间的
问题和收获

绝大多数高校或科研院所都要求培

养的博士生发表个人署名为第 1作者的

SCI论文才可以毕业，只是有的注重论文

数量，有的在意论文所在刊物的影响因

子。我读博的单位看重的是影响因子，

单从数值上讲，我发表的论文所在刊物

影响因子远超过单位的要求。发表论文

是一个集文献调研、实验操作、数据分

析、文章撰写和期刊投递的缓慢过程，这

其中，个人和团队实力是影响最终成果

的关键因素，当然，偶尔运气也起了作

用。我有幸看似“轻松”地达到了要求，

成为正常毕业大军中的一员，身边朋友

表示祝贺，也有对“高影响因子”的向往

和羡慕。当然，我也为自己能够顺利毕

业感到高兴，但是，回看这5年的研究生

经历，只有我自己非常清楚：所发表的论

文只能一定程度反映我在研究生期间的

辛勤付出，并不能代表我科研工作的全

部面貌。实际上，我认为自己博士期间

的工作做得并不够好，不能令自己满意，

对此，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缺少缺少““亮点亮点””工作工作。。5年时间，我作为

第1作者发表单篇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

因子只是在 2~5之间，其中影响因子最

高的要数Scientific Reports杂志了。我

的专业是植物学，但却没有在植物学主

流期刊发表论文，已发表的论文都在综

合性或者环境类的期刊上，原因在于，所

做的工作要么创新性不高，要么内容涉

及到的范围比较狭隘。因为没有很好的

“亮点”工作，我曾经放弃了到国外作学

术交流的机会。

研究内容太散研究内容太散。。我发表的论文涉及

到5种植物，分别是高山嵩草、紫花针茅、

滇杨、凤眼莲和蚕豆。其中从高山嵩草

到紫花针茅是导师从长远考虑的布局；

滇杨是课题组的另一项工作，作为团队

的一员，我认为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

况下应该尽力多做一些工作，于是就承

担了该研究；而凤眼莲和蚕豆则是我自

己开展的工作，特别是蚕豆，几乎是我

“偷偷”完成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很

难完全囊括在一个研究方向或研究点

上，课题内容多了，每一项工作能投入的

精力必然有限，想在短时间做出漂亮的

工作是很难的。我想，多而不精，是做研

究的一个大忌，因为别人很难看出你的

工作重点在哪里。直白地说就是很可能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由于这个原因，我

在参加奖学金评选过程中曾遭遇过尴

尬。

时间安排不尽合理时间安排不尽合理。。5年时间，简单

地说，我就做了3件事，一是游玩，二是做

实验，三是写文章。第1年，在北京上基

础课，由于还未接触到自己的研究课题，

也没有实验安排，实际上在游山玩水和

“走街串巷”中度过了。返回单位的前 2
年，由于导师把我交给另外一个老师指

导，在他的“教导”方式下，我被迫不停地

做实验，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提高。直

到有一天，我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但是前

2年辛苦做实验得到的数据已经被冷落

很久，我不得不用后面2年时间来整理数

据和撰写论文。因此，我真正用来关注

和思考一些研究前沿和博士课题的时间

很有限。为此，尽管做了大量工作，我却

一直特别害怕作报告，担心别人的提问

自己不能很好作答，因为我感到许多方

面的问题都没来得及仔细思考。

问题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

我也不必十分地自责或遗憾。因为一段

经历，总会有不完满，也会有收获，特别

是在辛劳地付出之后。我还算是一个追

求进步的青年，并不满足于目前已经发

表的论文，在我毕业之后，这些工作和成

绩无疑将被“清零”，我盼望一切可以从

头开始，早日做出“亮点”的工作，而这一

切的基础和资本，正是我在这5年中历练

和收获的。

首先要耐得住寂寞首先要耐得住寂寞。。有的人觉得一

天工作8小时，周末再加一天班就受不了

了，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那是严重不合

格的。对于我来说，正常情况下平均从

早上 9点到夜里 11点半（除去中间的吃

饭和午睡）都是可以待在实验室或办公

室的，周末也极少有例外，法定节假日除

了偶尔回家，作息时间也都坚持和平时

工作日一样。在导师没有要求的情况

下，我也并不在意别人如何度过业余时

间，对我来说，吃喝玩乐已经没有什么吸

引力，远远不如踏踏实实工作让人感到

充实和安心。“入则恳恳以尽忠”，辛勤的

劳作才是值得敬佩和羡慕的，对于时间

紧 迫 、尚

有毕业目

标要达成

的博士生

来 说 ，更

是需要抚

平 心 态 ，

戒骄戒躁，全力以赴做课题。

其次要善于观察和联想其次要善于观察和联想。。导师对我

的评论是对科学问题比较敏感，按照我

自己的理解就是善于观察，这从我亲身

经历的2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除此之

外，所发表的另1篇SCI论文则是我善于

联想的结果。大学期间，我的专业是生

态学，那时一个重点科目是污染生态学，

特别是关于凤眼莲等水生植物对滇池富

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我研究生期间主要

的研究方向则是通过蛋白质组学研究植

物对环境的适应。每一个生命过程都离

不开蛋白质的调控，包括植物对污水的

处理，而富营养化水体的主要元素N、P
则是蛋白质的重要组成成分……于是，

我想何不用蛋白质组学对凤眼莲净化富

营养化水体这个过程展开研究？事实证

明，这个想法是合理的，也是很有趣味

的，至少论文投稿过程较为顺利。

再次要有扎实的写作能力再次要有扎实的写作能力。。论文写

作是一种技巧或能力，需要不断练习才

能从容掌握。我从 2013年下半年开始

第1次撰写英文论文，用半年的时间完成

了4篇初稿，经过屡拒屡投的磨砺之后，

终于有了自己期待的结果。2014年共撰

写2篇中文论文和5篇英文论文，其中4
篇在当年之内接收或发表。所有论文的

撰写、修改（除去语言润色）和投稿工作

都由我不断实践和努力承担，这对我写

作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当然，导师的

指点和提醒也使我获益匪浅。作为一个

想从事科研工作的后备军，在博士期间

掌握撰写论文的能力，未来的科研道路

可能会就此打下很坚实的基础。

5年时间一晃而过，所有付出和收获

都变成了我人生中的一种经历。我明确

了自己想走的路，并愿意为此坚定不移

地付出。希望未来作出更大成绩。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李雄李雄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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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曲希玉, 朱文慧, 刘立, 等. 松辽盆地南部含片钠铝石砂岩储层岩石学特征及成因[J]. 科技导报, 2015, 33(7): 13-19.

松辽盆地南部含片钠铝石砂岩储层松辽盆地南部含片钠铝石砂岩储层
岩石学特征及成因岩石学特征及成因
曲希玉 1，朱文慧 1，刘立 2，董福湘 3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岛 266580
2. 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长春 130061
3. 长春工程学院，长春 130021
摘要摘要 针对松辽盆地南部白垩系含片钠铝石砂岩储层，应用岩石学及同位素地球化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含片钠铝石砂岩储层的

岩石类型、成岩共生序列和片钠铝石的产状及成因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含片钠铝石砂岩储层的岩石类型以长石砂岩

和长石岩屑砂岩为主，成岩共生序列依次为黏土矿物包壳—次生加大长石—次生加大石英、自生微晶石英、自生高岭石—方解石

—油气充注—CO2充注—片钠铝石—铁白云石。松辽盆地南部片钠铝石的δ13CPDB为-0.342%~0.329%，δ18OPDB变化范围

为-1.922%~-0.954%，与已证实形成于无机CO2背景、且同岩浆活动有成因联系的片钠铝石极为相近；而与片钠铝石平衡的

CO2气的碳同位素值为-0.992%~-0.423%，与松辽盆地南部CO2气藏中CO2的碳同位素一致，说明松辽盆地南部片钠铝石与气

藏中的CO2具有相同的碳来源，均为幔源-岩浆成因。

关键词关键词 松辽盆地南部；含片钠铝石砂岩；碳氧同位素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18.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01

Petr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rigin of dawsonite-bearing
sandstone reservoir in southern Songliao Basin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etr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wsonite- bearing sandstone reservoirs of the Cretaceous in
southern Songliao Basin, ,the diagenetic sequence of the dawsonite- bearing sandstone, and the occurrence and the origin of the
dawsonit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and the methods of the petrology and the isotope geochemistry. The petrologic study shows that the
dawsonite-bearing sandstone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the arkoses and the feldspathic litharenite. The diagenetic sequence is shown
to be the clay coating cementation-secondary feldspar overgrowth-secondary quartz overgrowth, authigenic quartz, kaolinite-calcite-
hydrocarbon charging-CO2 charging-dawsonite-ankerite. The analysis of the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composition indicates that the
dawsonite δ13CPDB values range from -0.342% to 0.329%, and δ18OPDB values range from -1.922% to -0.954%, as is similar to the
proved dawsonite formed in the organic background and related to the magmatic activity. The calculated δ13CPDB values of CO2 gas in
the isotope equilibrium with the dawsonite ranging from -0.992% to -0.423%,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δ13CPDB values of the inorganic
CO2 in the southern Songliao Basin. These values indicate that the CO2 that forms the dawsonite and that from the gas reservoir have
the same source, which is the mantle-sourced origin.
KeywordsKeywords southern Songliao Basin; dawsonite-bearing sandstone;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composition

QU Xiyu1, ZHU Wenhui1, LIU Li2, DONG Fuxiang3

1. School of Geo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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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宋晓威, 齐亚东, 于荣泽, 等. 裂缝发育的特低渗透砂岩储层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7): 20-24.

裂缝发育的特低渗透砂岩储层特征裂缝发育的特低渗透砂岩储层特征
宋晓威 1 ，齐亚东 2 ，于荣泽 3，卞亚南 3，马洋 3，王博杨 3，魏森 3

1.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北京 100034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3.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裂缝的发育对特低渗透砂岩储层有重要影响。基于室内实验数据，从孔渗关系、微观孔隙结构、应力敏感性及油水两相渗

流等角度对裂缝发育储层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与裂缝不发育的储层相比，相同孔隙度下裂缝发育储层的渗透率更高，

孔隙度10%~20%时，裂缝发育储层渗透率约为裂缝不发育储层的3~5倍；渗透率相同时，裂缝发育储层喉道半径分布范围更宽，

大尺寸的喉道比例更高，主流喉道半径更大，渗透率主要由大喉道贡献；裂缝发育储层应力敏感性更强，有效应力增大引起的渗

透率损失约为裂缝不发育储层的2~3倍；裂缝发育储层束缚水饱和度和残余油饱和度均较高，两相共渗区范围窄，随着含水饱和

度的增大，油相曲线急剧下降，水相曲线上凸型快速抬升，且幅度很大，无水采油期很短且期内采出程度低，见水后含水率急剧上

升，最终采收率很低。

关键词关键词 特低渗透；砂岩储层；裂缝；孔渗关系；微观孔隙结构；应力敏感性；两相渗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4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02

Characterization of fractured ultra- 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AbstractAbstract Ultra- 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development of natural fractures. Based on
laboratory experiments, fractured ultra- 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were detailedly characterized in terms of porosity-
permeability relationship, micro-pore structure, stress sensitivity, and oil-water two-phase flow.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rmeability of
fractured reservoi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fractured one under equal reservoir porosity. When the reservoir porosity ranged from
10% to 20%, the permeability of fractured reservoir was approximately 2-4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fractured one.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s on non-fractured reservoir, fractured reservoir is featured by larger throat radius span, higher proportion of large-
radius throats, larger radius of dominant throats, and major contribution of large-radius throats to permeability under equal
permeability. Fractured reservoir is more stress-sensitiv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ermeability loss of effective stress increase was 1-2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fractured one. Oil-water two-phase flow in fractured reservoir is featured by higher bound water and
residual oil saturations, shorter common-flow interval, rapid oil relative permeability decline and water relative permeability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saturation, short water-free production period, rapid water-cut increase after water break-through and low
ultimate recovery factor.
KeywordsKeywords ultra- 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fractures; porosity-permeability relationship; micro-pore structure; stress
sensitivity; two-phas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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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赵琪, 苏小四，左恩德, 等. 某石油烃污染场地包气带介质及含水介质TPH污染特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7): 25-29.

某石油烃污染场地包气带介质及某石油烃污染场地包气带介质及
含水介质含水介质TPHTPH污染特征污染特征
赵琪，苏小四，左恩德，武显仓，马飞华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吉林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所，长春 130021
摘要摘要 为研究某石油烃污染场地包气带介质及含水介质总石油烃（TPH）的污染程度及分布特征，采集了119个场地包气带及含

水介质样品进行TPH含量测试。针对测试结果应用累积频率法，通过求解样品TPH含量累积概率散点线性回归直线的交叉点，

识别了场地总石油烃背景阈值，解决了由于累积概率曲线绘制因人而异造成的背景阈值识别不够准确问题，再采用单因子指数

法对场地包气带介质及含水介质石油烃污染现状进行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场地包气带介质及含水介质的TPH背景阈值

为36.7 mg·kg-1。场地南部（污染源处）包气带介质垂向上石油烃污染程度逐渐变轻，含水介质为先变重逐渐稳定后变轻，随后

稳定在中等污染水平上；场地中部包气带介质污染特征与南部相似，含水介质则仅在浅部受到石油烃的污染；场地北部的包气带

介质及含水介质均处于石油烃的未污染或污染水平较低状态。包气带介质的石油烃污染程度重于含水介质。

关键词关键词 包气带；含水介质；石油烃；背景阈值；污染特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641.6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03

TPH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vadose zone and water-bearing
medium at a petroleum contaminated site

AbstractAbstract One hundred and nineteen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measured to study the pollution degree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 (TPH) in vadose zone and water-bearing medium in a petroleum contaminated site. The
method of cumulative frequency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background threshold by solving the intersection point of the linear
regression lines. This method has solved the inaccurate problem in identifying the background threshold caused by difference in
drawing of the cumulative frequency curve. The contamination status wa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by method of single factor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te background threshold of TPH was 36.7 mg·kg-1. In the south of the contaminated site (pollution source),
the TPH pollution level of medium in vadose zone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depth. That of water-bearing medium
increased first, decreased after stability, and finally stabilized at the secondary pollution level. As for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site, the
contaminated characteristics in vadose zone were similar to that in the southern area. The water-bearing medium was polluted by
petroleum hydrocarbons only in the shallow part. In the north of the site, there was no or low TPH contamination. The pollution
degree of medium in vadose zon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water-bearing medium.
KeywordsKeywords vadose zone; water-bearing medium; petroleum hydrocarbon; background threshold concentration;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ZHAO Qi, SU Xiaosi, ZUO Ende, WU Xiancang, MA Feihu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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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空区体积三角网模型四面体算法采空区体积三角网模型四面体算法
改进及应用改进及应用
罗周全，秦亚光，张文芬，黄俊杰，路凡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准确获取采空区体积是矿山实施空区周边资源安全开采的重要基础性依据，也是矿山实施空区处理及其灾变监控的重要

基础性工作。针对传统采空区三角网模型四面体算法易出现重叠计算的问题，本文以采空区三维激光探测系统（CMS）获取的

原始数据为依据，在自主研发的采空区三维探测建模软件生成的采空区三角网模型的基础上，改进了传统采空区三角网模型四

面体算法，提出了以激光探头为中心点连接所有三角网的四面体累积求和算法，实现对采空区体积的精确求解。算法首先确定

了四面体求解的中心点，通过中心点与三角网模型中的所有三角片面连接形成四面体，然后运用四面体的有向体积相加实现对

采空区体积的求取。实际应用表明，改进后的采空区体积四面体算法具有精度高、适用性好等优点。

关键词关键词 采空区体积；中心点；四面体算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7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04

An improved tetrahedral algorithm and application of goaf volume
triangle meshes model profile

AbstractAbstract To obtain an accurate size of mine goaf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f resource exploitation surrounding mine goaf region.
What is more, it is also important groundwork of mine goaf treatment and disaster monitoring. In view of the traditional goaf
triangulation model tetrahedron algorithm which is prone to cause the overlap computation problem, this paper takes the original data
of three-dimensional laser system CMS acquisition as the standard criterion, and puts forward a tetrahedron cumulative sum algorithm
that takes laser probe as the center point to connect all the triangulation. Thus, the accurate solution of the goaf's volumes is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goaf triangulation network model generated by self-developed products-3D modeling software of goaf
detection, the traditional tetrahedron algorithm of mining goaf triangulation model is improved. First of all, the center point of
tetrahedral solu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algorithm, then a tetrahedron is formed through the connection of the center point and
triptychs of the triangle network model. Finally, the mining goaf's volume is calculated by summing up the tetrahedral directed
volumes. Actu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e improved tetrahedron algorithm of mining goaf tetrahedral volume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precision and wide application range.
KeywordsKeywords goaf volume; center point; tetrahedron algorithm

LUO Zhouquan, QIN Yaguang, ZHANG Wenfen, HUANG Junjie, LU Fan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非金属和金属地下矿山开采形成的采空区是威胁矿山

安全的主要灾害之一，如何准确获取采空区空间体积大小是

矿山实施空区周边资源安全开采的重要基础性依据，也是矿

山实施空区处理及其灾变监控的重要基础性工作[1~3]。

运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非接触扫描，可直接获取空区表

面形状的点云数据，通过点云数据建立相应的空区三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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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高应力巷道冲击地压微地震监测煤矿高应力巷道冲击地压微地震监测
技术应用技术应用
刘国磊 1,3，曲效成 2,3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3.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安科兴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分站，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针对山西某矿盘区大巷受应力集中影响处于高应力状态，巷道支护困难，多次出现片帮、底鼓、U型钢支架被推倒等动压

现象，受到冲击地压威胁，将微地震监测技术应用于该大巷对其顶板岩层破断情况进行监测，共安装2台分站和18个测点，以实

现对该区域内冲击地压灾害进行监测预警。2014年2月1日至3月16日的监测结果表明，监测区域内每日微震事件发生0~4
次，事件能量较小，微震事件集中在2个区域，与现场采掘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加强微震事件密集区的监控，如果出现异常应立

即采取停产卸压等应对措施。

关键词关键词 巷道；应力集中区；冲击地压；微地震监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32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05

Application of burst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echnique in high
stress roadway
LIU Guolei1,3, QU Xiaocheng2,3

1.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s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3. Beijing Ankexingye Technology Co., Ltd. Substation, Postdoctoral Workstation of the Zhongguancun Haidian Science Park,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panel roadway in a coal mine in Shanxi province was in high stress state by the influence of stress concentration with
dynamic pressure phenomena appearing, such as supporting difficulty, spalling, floor heaving, U-steel support pushed and threatened
by burst.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was used for monitoring the roadway roof strata breaking. Two sets of sub-stations and
18 measuring points were installed to monitor and warning the burst disasters. Monitoring results showed that microseismic events
occurred 0-4 times per day in the monitoring area with less energy. The microseismic events were concentrated in two areas, an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tractive activitie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taken to these areas, monitoring of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with
microseismic ev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mmediately to cope with abnormal events.
KeywordsKeywords roadway; stress concentration; burst;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收稿日期：2014-10-11；修回日期：2015-01-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278488）；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项目

作者简介：刘国磊，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巷道支护、冲击地压和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等，电子信箱：liuguolei2003@163.com
引用格式：刘国磊, 曲效成. 煤矿高应力巷道冲击地压微地震监测技术应用[J]. 科技导报, 2015, 33(7): 34-38.

冲击地压是世界范围内煤炭开采过程中危害最大的灾

害之一，煤岩体瞬间释放变形能，煤岩体被抛出，巷道堵塞，

并产生巨大的响声和岩体震动，造成支架损坏，设备损坏和

人员伤亡，伤害性大。冲击地压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采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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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压裂液携砂性能实验评价纤维压裂液携砂性能实验评价
温庆志，高金剑，刘华，王峰，王淑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青岛 266580
摘要摘要 为了研究纤维对纤维加砂压裂的影响，设计了大型可视裂缝模拟系统及相应的实验方案，通过室内实验，研究了纤维加入

方式、纤维浓度、温度等对纤维携砂能力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先加入纤维，再加入交联剂，最后加入支撑剂配置的压裂液携砂

能力最好；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纤维质量浓度越高，纤维与支撑剂颗粒间摩擦系数越大，形成的网状结构越稳定，纤维的悬砂性越

好，但温度大于80℃时，纤维携砂能力变差；增大纤维质量浓度，砂堤形态变平缓，堤峰向裂缝深部推移，支撑剂在裂缝深部的沉

降量增加，有利于增加裂缝的有效长度。

关键词关键词 纤维加砂压裂；纤维加入方式；纤维浓度；砂堤；可视裂缝模拟系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57.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06

Exp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proppant carrying capacity of fiber
fracturing fluid

AbstractAbstract A large-scale visual fracture simulation system and experimental schedule have been designed with consideration of fiber
adding method, fiber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iber on fiber fractur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fracturing fluid carrying capacity was the best through adding fiber, then crosslinking agent, and finally proppant. In a certain
temperature range, the higher the fiber concentration, the more stable the network,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was better, but it became
worse when the temperature exceeded 80℃. With increasing of fiber concentration, the sand bank became flat, and the amount of
proppant in deep fracture increased, leading to increase of the effective length of the fracture. This study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fiber sand fracturing.
KeywordsKeywords fiber sand fracturing; method of adding fiber; fiber concentration; sand bank; visual fracture simulation system

WEN Qingzhi, GAO Jinjian, LIU Hua, WANG Feng, WANG Shuting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纤维加砂压裂技术是指在压裂过程中，在压裂液中添加

一定量的经过特殊处理的纤维或可降解纤维，依靠纤维材料

形成类似网状的互绕结构来固定支撑剂，提高压裂液的悬砂

性能，使支撑剂在裂缝内均匀铺置，提高压裂效果[1~6]。纤维

在压裂液中与支撑剂颗粒相互作用形成网状结构，阻止微粒

下沉，从而大大减小支撑剂的沉降速度，并通过一种机械的

方法携带、运移并分布支撑剂[7]；加纤维后能减弱压裂液黏度

对颗粒沉降速度的主导作用，可降低压裂液中聚合物的浓

度，降低压裂液的伤害[8]。

目前国内外关于纤维携砂性能评价较少，本文通过室内

实验对纤维加入方式进行优选，通过动、静态悬砂实验进行

纤维携砂能力评价。

1 加入方式优选
本实验的压裂液组成：CJ2-6羟丙基瓜尔胶0.55%+JL-2

交联剂（交联比 100∶0.8）+纤维（CTAB处理）0.1%+支撑剂

43%（质量分数）。在70℃恒温下，通过采用交联液、纤维、支

撑剂不同的加入顺序进行压裂液的悬砂性能测试，得到一组

效果相对较好的压裂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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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覆岩破断及其对矿压显现的控制坚硬覆岩破断及其对矿压显现的控制
张宏伟 1，高亚伟 1，霍丙杰 1,2，金宝圣 1，吴文达 1，杜凯 1

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矿业学院，阜新 123000
2.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同 037000
摘要摘要 以同忻矿石炭系3-5煤层8015工作面为例，分析了坚硬覆岩破断特征及其对煤层工作面矿压显现的控制作用。应用关

键层理论确定工作面坚硬覆岩的关键层及关键层的初次破断距和周期破断距，基于材料力学理论导出关键层破断与工作面支承

压力的关系式，分析关键层破断对煤层工作面矿压显现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煤层工作面坚硬覆岩存在亚关键层 I、亚关键层

II和主关键层，3个关键层的破断导致工作面产生大小周期压力和复合压力，其中主关键层破断造成工作面矿压范围较大；理论

分析方法揭示的矿压显现规律与现场矿压监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关键词关键词 坚硬覆岩；关键层破断；复合矿压；矿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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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of hard overlying strata and its control of strata
pressure behavior
ZHANG Hongwei1, GAO Yawei1, HUO Bingjie1,2, JIN Baosheng1, WU Wenda1, DU Kai1
1. College of Mining Engineering,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2. Datong Coal Group Co., Datong 037000, China

覆岩的破坏状态和运动决定了采煤工作面的矿压显现

程度，也是煤矿矿震、冲击矿压等动力灾害的重要诱发因

素[1]。针对覆岩运动和覆岩结构特征，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

多经典的理论和假说，Stoke[2]提出了悬臂梁假说；Hack等[3]提

出了压力拱假说；宋振骐[4]提出了传递岩梁理论；钱鸣高课题

组[5]提出了砌体梁理论，钱鸣高课题组[6]在砌体梁理论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关键层理论，认为在多岩层中，对于岩层移动

起重要作用的岩层是由一层或者多层厚硬岩层组成；姜福兴
[7,8]提出了覆岩空间结构及相关研究方法，从更大的范围内认

识岩层运动的规律；冯国瑞等[9,10]提出了直接顶面接触块体结

构物理力学模型；弓培林[11]运用关键层理论研究了大采高采

场覆岩结构特征及运动规律；张宏伟等[12]应用理论分析、物理

探测等方法研究特厚煤层采场覆岩结构破坏高度；张庆松等
[13]以结构破坏度为覆岩破坏程度的量化指标，提出了覆岩动

态结构力学模型；曹安业等[14]研究了厚硬岩层下孤岛工作面

开采T型覆岩结构及动压演化规律。正确地分析覆岩结构稳

定性，是解决采矿工程问题，特别是揭示采场矿压显现规律、

确定顶板控制技术等的基础。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racturing characteristics of hard overlying strata and its control of the strata pressure behavior of
the working face based on working face 8015 of coal seam 3-5 of the carboniferous system in Tongxin mine. The critical layer of the
working face was determined as well as the initial and cycle fault displacement using critical layer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layer facture and support pressure of the working face was derived based on theory of mechanics of material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ritical layer facture on the strata pressure behavior of the working f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king face of the
hard overlying strata had sub-critical layer I, sub-critical layer II, and a main critical layer, the fracture of which led to generation of
cycle pressure and complex pressure at the working face, and fracture of the main critical layer led to a relatively large range of
pressure. These strata pressure behaviors derived by theoretical analysis are consistent with practical pressure monitoring.
KeywordsKeywords hard overlying strata; fracture of critical layer; complex strata pressure; strata pressur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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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元法在深部地层井眼稳定中的边界元法在深部地层井眼稳定中的
应用应用
马天寿，陈平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500
摘要摘要 为解决石油天然气钻井、地热钻井中深部地层井眼稳定问题，基于连续介质弹性力学建立深部地层井眼稳定平面应变问

题的基本微分方程，采用边界元理论推导了井周应力和位移的边界元求解方法；通过建立井眼稳定物理模型、划分边界单元，将

求解出的井周应力结果与解析解进行对比；分析了四川某油田深部地层井眼的稳定性情况。结果表明：BEM求解应力分布与解

析解吻合较好，其误差小于0.82%；实例井2500~3500 m井段井眼稳定性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实际钻井液密度低于

坍塌压力当量密度，导致井眼扩大率普遍达到20%以上，适当提高钻井液密度能够维持井眼稳定，进一步验证了BEM方法的准

确性。该方法为井眼稳定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和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井眼稳定；坍塌压力；边界元；数值方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08

Application of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to borehole stability
problem in deep formation

AbstractAbstract To study the borehole stability problem of oil and gas drilling and geothermal drilling in deep formations, a bas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plane strain problem for borehole stability in deep formation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inuum
mechanics of elasticity, and a BEM calculation method of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around the wellbore is derived by using
the BEM theory. To test the correctness of the BEM method, a physical model and the boundary elements of borehole stability
problem are established, then the stress solution around the wellbore is compared with the analytical solution. By analyzing the
borehole stability problem of deep formation in a certain oilfield of Sichuan, it is shown that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with the BEM
method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analytical solution, and its error is less than 0.82% . The borehole st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are
basically in accor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t 2500-3500 m in the example well, the actual drilling fluid density is lower than the
equivalent density of the collapse pressure, and the hole expanding rate is above 20%. Increasing the density of drilling fluid can
maintain wellbore stability, thus the accuracy of the BEM method is further verified. This method provides a new means for wellbore
stability analysis.
KeywordsKeywords wellbore stability; collapse pressure;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numerical method

MA Tianshou, CHEN P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随着地球科学的发展和工程设施的深延，深部地层钻探

技术迅速发展。深部地层钻探技术成为深部油气开采、石油

及天然气的地下贮存、大陆科学钻探、地热资源开发、深部采

矿、煤炭地下直接液化与气化、煤层气开采、高放射性核废料

的深地层处置、矿山安全、建筑安全等工程实施的必要手段，

尤其是深部油气开采方面[1~3]。深部地层钻探技术是获取地

球深部物质，了解地球内部信息最直接、最有效、最可靠的方

法[2]，也是深部地层资源开采的技术通道。石油天然气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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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图像制导导弹导引头框架角分析光纤图像制导导弹导引头框架角分析
林德福，姚怀瑾，陈方正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光纤图像制导导弹导引头采取小型化结构，为避免导引过程中发生碰框，需要对导引头框架角进行约束。研究了图像制

导导弹在三点法和比例导引法下的需用框架角。结果表明，三点法导引随弹目距离接近需用框架角增大，比例导引法使框架角

收敛，由此提出极限框架角时刻，即三点法导引转入比例导引的瞬间。讨论了目标机动对框架角的需求，目标曲线逃逸情况下，

单纯的比例导引可能导致追踪过程中导弹框架角发散，由此设计了带有框架角约束的比例导引律。仿真结果表明，加入框架角

约束项，能够较为有效地将框架角限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波动范围，实现框架角的约束，适用于追踪曲线运动目标。

关键词关键词 框架角；目标机动；导引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J765.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09

Frame angle design of image guided aircraft

AbstractAbstract In the design of the image guided bomb, the frame angle varies in a limited range in order to avoid hitting the frame of the
miniaturization seeker. Therefore the guidance with a limited frame angle range of the image guided aircraft should be studied. The frame
angle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line- of- sight distance in the three- point guidance, but it is the other way round using the
proportional guidance. Therefore, the maximum frame angle is reached when changing the guidance law from the three-point guidance to
the proportional guidance. In this paper, a modified proportional navigation is put forward to decrease the frame angle when following a
curve escaping target. The frame angle can thus be limited in a small range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KeywordsKeywords frame angle; target maneuver; guidance law

LIN Defu, YAO Huaijin, CHEN Fangzheng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光纤图像制导地对地导弹是一种先进的地对地攻击武

器，主要完成对短距离战场内的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战

斗任务。光纤图像制导地对地导弹的主要攻击对象为坦克、

装甲车及移动速度较慢的直升机。它利用图像导引头中的

摄像机对前方战场进行拍摄，并将画面实时地传送到地面监

示器。当射手从监示器上发现目标后，只要操纵手柄将十字

线压在目标图像中心，即可使导弹准确地飞向目标[1,2]。

图像制导导弹的飞行弹道主要受到搜索视场和导弹落

角2个因素制约，飞行高度越低，搜索视场越大，而为了保证

落角约束，则需要较高的飞行高度[3]。因此设计图像制导导

弹弹道时，多以这两个因素为约束设计爬升弹道或是带落角

约束的制导律。然而电视导引头采用双平面跟踪法，即在俯

仰和偏航2个方向实现对目标的捕获和跟踪。目前电视导引

头采用小型化结构，同时受到光学镜头的约束，导引头的框

架角受到一定的限制[4]。在搜索、跟踪目标的过程中，当弹体

纵轴与目标视线夹角大于导引头的可用框架角时，导引头的

光轴会出现极限偏转，发生碰框[5]。碰框对导引头的结构和

制导精度都有很大影响，应避免发生碰框。因此，在图像制

导导弹弹道方案及导引律设计上，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导弹与目标的速度比越小，导弹的速度矢

量越需要前置，使得导引头的需用框架角增大。在弹道设计

过程中，制导律的选择和设计是关键之一，带约束的导引律

可实现对角度的控制[6]。在框架角约束上，为保证不碰框，同

样可从导引律入手。本文首先研究三点法、比例导引法、目

标机动、制导律等对需用框架角的影响，在其基础上分析在

不同比例导引系数下及不同目标机动方案下对导弹需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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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纸板托盘承载能力与缓冲性能瓦楞纸板托盘承载能力与缓冲性能
李琛，李姊静

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通过实验测试，研究了不同结构多层瓦楞纸板托盘的抗弯强度、抗压强度及缓冲性能。结果表明，多层瓦楞纸板楞向平行

且为纵向层合时，其抗弯强度最大，最大抗弯强度与纸板层数之间满足线性关系；单层瓦楞纸板的垂直抗压强度大于平行抗压强

度且大于平面抗压强度，随着瓦楞纸板层数的增加，其垂直抗压强度及平行抗压强度增加，平面抗压强度减小；多层瓦楞纸板脚

墩的垂直方向承载能力较强，缓冲性能较差，采用多层瓦楞纸板与EVA泡沫组合型式可提高其缓冲性能，当脚墩中EVA材料厚

度占脚墩总厚度的3/5，瓦楞纸板厚度占脚墩总厚度的2/5时，脚墩的缓冲效率与抗压强度达到最优。

关键词关键词 多层瓦楞纸板；承载能力；缓冲性能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484.1，TB485.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0

Carrying capacity and cushioning performance of multi- layer
corrugated pallets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arrying capacity and cushioning performance of multi- layer corrugated pallet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to improve their cushioning performance. The bending resistance,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cushioning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multi-layer corrugated pallets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bending test, pressure test and compress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multi- layer corrugated fiberboards have the maximum bending resistance when the corrugation is in parallel
direction and the fiberboards are in longitudinal lamina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inear relation between the maximum bending
resistance and layer numbers. Vertical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multi-layer corrugated fiberboards was greater than parallel
compressive strength, which was greater than plane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vertical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parallel compressive
strength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layers, but plane compressive strength decreased. Vert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foot piers was
high, but their cushioning performance was unsatisfactory. Multi- layer corrugated fiberboards and EVA foam were combined to
improve the cushioning performance. When the EVA foam accounted for 3/5 and the multi-layer corrugated fiberboard accounted for
2/5 of the total thickness of a foot pier, the cushioning efficiency and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feet piers reached optimal. This paper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duction of multi-layer corrugated pallets.
KeywordsKeywords multi-layer corrugated fiberboards; carrying capacity; cushioning performance

LI Chen, LI Zij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瓦楞纸板托盘具有绿色环保、通关便利、轻质高效、成本

低等优点，已逐渐成为商品托盘的最佳形式之一[1~3]。目前国

内外对于瓦楞纸板托盘力学性能的研究尚不多见。Masood
等[4]研究托盘的不同材料对托盘稳定性的影响，得出用瓦楞

纸板材料、塑木材料以及这两种材料的复合材料做出的托盘

稳定性优良。许文才等[5]对不同结构的瓦楞纸板托盘进行测

试，得出压力实验参数，为瓦楞纸板托盘结构设计和应用选

择提供了依据。王宝霞[6]采用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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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催化氧化降解结晶紫废水及其微波催化氧化降解结晶紫废水及其
氧化机理氧化机理
周继承，尹静雅，殷诚，罗羽裳

湘潭大学化工学院；绿色催化与反应工程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湘潭 411105
摘要摘要 针对工业染料废水处理难的问题，采用微波催化氧化降解（MCOD）方法，不添加氧化剂处理结晶紫模拟废水。首先用浸

渍法制备CuO/AC催化剂，采用X射线衍射（XRD）、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技术对催化剂样品进行表征。考查CuO担载量及

催化剂用量、微波功率、微波反应时间、催化剂用量、反应液初始质量浓度等因素对结晶紫去除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微波功率

400 W条件下，使用0.6 g CuO担载量为质量分数0.8%的微波催化剂CuO/AC，处理100 mL初始质量浓度为100 mg/L的结晶

紫模拟废水6 min，降解率可达99.48%，相应有机碳去除率为94.01%。通过添加不同氧化基团清除剂的实验发现，反应过程中

产生了羟基自由基（·OH）。这种微波催化氧化降解（MCOD）新方法可高效处理结晶紫模拟废水。

关键词关键词 微波；催化氧化；结晶紫；CuO/AC；微波辐照；羟基自由基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610.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1

Microwave catalytic oxidation degradation of crystal violet over
microwave catalyst CuO/AC and its mechanism

AbstractAbstract As a treatment for the industrial dye wastewater,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method of the microwave catalytic oxidation
degradation (MCOD) using CuO/AC catalyst, and this novel method is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crystal violet contaminant as a
model wastewater in the aqueous solution without adding oxidant. The activated carbon-supported copper oxide (CuO/AC) is prepared
by using the impregnation method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using the XRD and the FT- IR. The effects of the metal loadings, the
microwave catalyst dosage, the microwave power, the irradiation time and the initial crystal violet concentration on the degradation are
investigated. It is shown that the removal rate of the crystal violet reaches up to 99.48%, with the removal rate of TOC being 90.4%
under the optimized conditions: 0.8% of the CuO loading, 400 W of the MW power, 0.6 g of the dosage of the microwave catalyst, 6
min of the reaction time, and 100 mg/L of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The experiment of adding several different radical scavengers
shows that the hydroxyl radicals (· OH) exist in the reac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icrowave catalytic oxidation
degradation method could degrade the crystal violet wastewater effectively.
KeywordsKeywords microwave; catalytic oxidation; crystal violet; CuO/AC; MW irradiation; hydroxyl radical (·OH)

ZHOU Jicheng, YIN Jingya, YIN Cheng, LUO Yusha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Catalysis and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of Hunan Province;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印染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染料品种急剧增多，染料废

水中的有机物在结构上环数增加、碳链增长、染色基团很多，

废水中含有的污染物多为致癌物质，且难以降解。结晶紫是

芳香族化合物，分子结构稳定，是一种难降解的顽固性有机

分子[1]，在印染行业中作为染色剂。处理结晶紫废水的方法

很多，例如生物法[2]、吸附法[3]、光催化法[4]、超声催化氧化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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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SMASMA阻尼器的输电塔风振控制阻尼器的输电塔风振控制
张春蕊，张发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济南 250013
摘要摘要 根据SMA阻尼器的工作原理和输电塔的振动特性，提出应用SMA阻尼器对输电塔风致振动进行控制。应用有限元软件

建立输电塔和阻尼器的有限元模型，基于Matlab软件，采用线性自回归滤波器法模拟随机脉动风荷载的时程样本；应用能量法

计算所需阻尼器数量，根据阻尼器的工作原理和输电塔结构特点设计不同的阻尼器布置方案；对不同方案进行结构风致振动瞬

态响应仿真，提取各方案控制点位移和加速度时间历程进行比较分析。模拟了多种风荷载，进一步对各方案的控制效果进行了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SMA阻尼器对输电塔风振控制效果较好；将阻尼器布置在塔头上，可有效控制塔顶位移，减振率在28%以

上；在塔身上布置阻尼器，可有效控制塔顶加速度，减振率在66%以上。通过综合比较，选出了阻尼器的最佳布置方案。

关键词关键词 SMA阻尼器；振动控制；风振响应；有限元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M8，TM7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2

Wind-induced vibration control for power transmission tower
based on SMA damper

AbstractAbstract To reduce wind- induced vibration of power transmission tower, several wind- induced vibration reduction schemes with
different SAM damper layouts are designed and compared. Firstly,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dump-type transmission tower and
SMA damper are built with ANSYS software, the wind load is simulated with Matlab software, and the time history samples of random
fluctuating wind load are obtained using the linear auto-regressive filter law. Then, six layout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damper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ower. Finally, wind- induced vibration transient response simulation is performed for
each different scheme. The responses of SMA dampers on the displacement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trolled nodes ar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MA damper can suppress wind- induced vibration, and that different layouts have
different control effects. Installing dampers at the tower head can reduce the top node displacement by more than 28% while
installing dampers on the tower can reduce the top node acceleration by more than 66% . 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the
optimal scheme is obtained.
KeywordsKeywords SMA damper; vibrating control; wind-induced response; finite element method

ZHANG Chunrui, ZHANG Fa
Shandong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stitute Co., Ltd., Jinan 250013, China

结构振动控制，根据是否需要外部能量一般分为被动控

制、主动控制及半主动控制[1]。主动控制器一般由传感器、控

制器、作动器 3部分组成。控制的实施全部依靠外界能量的

输入。半主动控制的原理和主动控制的原理基本相同，只是

作动器只需输入少量能量就可以实施控制。被动控制不需

要外部的能量，系统的控制力是依赖于结构的运动产生。在

结构振动控制的研究中，美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

日本作为多强风多地震国家，在结构振动控制方面做了很多

研究，有较多实际工程应用。结构振动控制理论在输电线路

中的研究起步较晚，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控制方式以被动

控制为主。输电塔风致振动的被动控制即为：在输电塔的特

定部位装设耗能减振装置来吸收和耗散振动能量，以降低输

电塔在风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响应，提高结构的可靠度，从而

确保其正常工作状态 [2,3]。其控制力是由于耗能减振装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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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电子信箱：wanfanghao@caas.cn
引用格式：徐海云, 杨念婉, 万方浩. 两种烟粉虱寄生蜂的雌性生殖系统结构与卵巢发育特点[J]. 科技导报, 2015, 33(7): 79-83.

两种烟粉虱寄生蜂的雌性生殖系统结构两种烟粉虱寄生蜂的雌性生殖系统结构
与卵巢发育特点与卵巢发育特点
徐海云 1，2，杨念婉 1，万方浩 1,3

1.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2.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保定 071002
3.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深圳 518120
摘要摘要 通过对烟粉虱Bemisia tabaci Gennadius的两种优势寄生蜂浅黄恩蚜小蜂Encarsia sophia Girault & Dodd和海氏桨角

蚜小蜂Eretmocerus hayati Zolnerowich & Rose的生殖系统结构与卵巢发育特点的研究，明确了影响两种寄生蜂不同寄主处理

行为的生理机制。两种寄生蜂雌性生殖系统各包括1对卵巢、1对侧输卵管、中输卵管、受精囊、产卵管和产卵鞘。浅黄恩蚜小蜂

的产卵器细长笔直较锋利，海氏桨角蚜小蜂产卵器扁平且尖端向上弯曲，这与两种寄生蜂不同的产卵机制相吻合。浅黄恩蚜小

蜂和海氏桨角蚜小蜂雌蜂初羽化时体内成熟卵子数量存在明显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营养的补充，两种寄生蜂卵巢内成熟

卵子的数量都会显著增加。两种寄生蜂均为卵育型寄生蜂。

关键词关键词 浅黄恩蚜小蜂；海氏桨角蚜小蜂；雌性生殖系统；卵巢发育；烟粉虱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6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3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ovary development of two parasitoids
of tobacco whitefly

AbstractAbstract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structures and ovary developmental traits of two parasitoids, Encarsia sophia (Girault & Dodd)
and Eretmocerus hayati (Zolnerowich & Rose), of whitefly 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were studied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f host
handling strategies between these two parasitoid species.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both En. sophia and Er. hayati each consisted
of a pair of ovaries and lateral oviducts, common oviduct, spermatheca, ovipositor and ovipositor sheath. The ovipositor of En. sophia is
straight and has an apparently hard and sharply pointed upper valve, while that of Er. hayati is curved, thick-walled, but has a blunt and
apparently flexible tip. These features correlated well with the oviposition mechanisms of En. sophia and Er. hayati.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number of mature ova between En. sophia and Er. hayati when they emerged. The number of mature ova of both
parasitoids increased with the age of adult female when the available nutrition was enough. Both En. sophia and Er. hayati are synovigenic.
KeywordsKeywords Encarsia sophia; Eretmocerus hayati;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ovary development; tobacco whitefly

XU Haiyun1,2, YANG Nianwan1, WAN Fanghao1,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Biology of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3, China

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3. Agricultural Genome Institute at Shenzhe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henzhen 51812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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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160285）；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育种专项；宁夏农林科学院科技先导项目（NKYJ-14-22）
作者简介：董建力，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小麦抗逆生理及分子生物学，电子信箱：jianli56@163.com；王中华（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小麦抗逆生理及

分子生物学，电子信箱：zhonghuawang@nwsuaf.edu.cn
引用格式：董建力, 白海波, 朱永兴, 等. 春小麦重组自交系及多种SSR标记构建遗传图谱[J]. 科技导报, 2015, 33(7): 84-89.

春小麦重组自交系及多种春小麦重组自交系及多种SSRSSR标记标记
构建遗传图谱构建遗传图谱
董建力 1，白海波 1，朱永兴 1，赵朋 2，吕学莲 1，李树华 1，王中华 2

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银川 750002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杨陵 712100
摘要摘要 以春小麦重组自交系（RIL）宁春4号×宁春27号为作图群体，利用SSR标记构建小麦遗传连锁图谱。结果表明，用1001
对SSR引物选出亲本间表现多态性的引物307对，多态性频率为30.7％。利用307对多态性引物对RIL群体进行分析，共检测

到266个多态性标记位点。通过χ2检测（P<0.05），有147个SSR标记表现为偏分离，偏分离率为55.3％，129个偏向母本宁春4
号，其偏分离位点主要分布在B和D基因组上。用Mapmaker 3.0和Mapdraw 2.1软件将266个SSR位点绘制在小麦遗传连锁

图上，该图谱覆盖小麦基因组全长2187.79 cM，标记间的平均遗传距离为8.22 cM。
关键词关键词 春小麦；重组自交系；SSR标记；连锁图谱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4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4

Construction of wheat linkage map using a set of spring wheat
recombinant inbred lines and different SSR markers

AbstractAbstract The recombinant inbred lines (RILs) between Ningchun 4 and Ningchun 27 are used as the dono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ring wheat genetic linkage map by different SSR markers. It is revealed that 307 pairs of the SSR markers in total are available
to show the SSR polymorphism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ents among 1001 pairs of SSR markers originally selected. The
polymorphism frequency is 30.7%. The 307 pairs of the SSR primers with the polymorphisms between Ningchun 4 and Ningchun 27
are applie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RIL population, and 266 loci with polymorphism are detected by the primers mentioned above. The
χ2 test (P<0.05) shows that 147 SSR markers see a significant segregation distortion of 55.3%, mostly distributed on the B and D
genomes. Among them, the segregated distortions of 129 SSR markers are resulted from the female parent of Ningchun 4. By using
the software of Mapmaker 3.0 and Mapdraw 2.1, 266 SSR markers are assigned on the linkage genetic map of the wheat, which covers
about 2187.79 cM of the wheat genome with an average distance of 8.22 cM between markers.
KeywordsKeywords spring wheat; recombinant inbred lines; SSR markers; linkage map

DONG Jianli1, BAI Haibo1, ZHU Yongxing1, ZHAO Peng2, LÜ Xuelian1, LI Shuhua1, WANG Zhonghua2

1.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Ningxia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Yinchuan
750002, China

2. College of Agronomy,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遗传连锁图谱构建是作物复杂数量性状遗传研究的重

要内容，又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研究的理论依据。最早

用于小麦连锁遗传图谱构建的分子标记是片段长度多态性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RFLP）。20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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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董红霞，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肠道菌群与疾病的关系，电子信箱：dhongxia20080808@163.com；梁浩（通信作者），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幽门

螺杆菌感染引发的相关疾病，电子信箱：lianghao301@163.com
引用格式：董红霞, 梁浩, 闵敏. 幽门螺杆菌感染对肠道菌群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5, 33(7): 90-94.

幽门螺杆菌感染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幽门螺杆菌感染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董红霞 1，梁浩 1，闵敏 2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消化科，北京100853
2. 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消化科，北京100071
摘要摘要 为研究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收集Hp阴性和Hp感染（阳性）患者的粪便标本，选

择Hp和肠道菌群中具代表性的大肠杆菌O157、乳酸杆菌、肠球菌、双歧杆菌进行PCR扩增。实验结果表明，Hp阴性组中未见

Hp表达，与 13C呼气实验结果基本一致；Hp阴性组中乳酸杆菌、肠球菌、双歧杆菌表达较高，而Hp感染组中3者表达较少；Hp阴
性组中未检测到大肠杆菌O157。幽门螺杆菌感染可改变肠道菌群中乳酸杆菌、肠球菌、双歧杆菌等菌落的数量。

关键词关键词 幽门螺杆菌；肠道菌群；菌群失调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573.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5

Effe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on gut microbiot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p) infection on gut microbiota using fresh stool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normal persons (Hp negative) and patients with Hp infection. Hp, E. coli O157, Lactobacillus, Enterococcus and Bifidobacterium

were amplified by PCR. The expression of Hp was not found in Hp negative group, consistent with the 13C breath test. The expression
of Lactobacillus, Enterococcus and Bifidobacterium in Hp negativ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p infection group. There was no E.

coli O157 in Hp negative group. The numbers of Lactobacillus, Enterococcus and Bifidobacterium were changed by Hp infection.
KeywordsKeywords Helicobacter pylori; gut microbiota; flora imbalance

DONG Hongxia1, LIANG Hao1, MIN Min2

1.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100853, China
2.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inese PLA 307 Hospital, Beijing 100071, China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是慢性胃炎和

消化性溃疡的重要致病因素，也是胃癌[1,2]和结直肠癌[3,4]的高

危因素。胃内菌群（特别是乳酸杆菌与厌氧菌）与Hp致病性

密切相关，乳酸杆菌、肠球菌等是人体内重要的菌落，具有维

护肠道微生态平衡的作用[5]。双歧杆菌是肠内最有益的菌群，

双歧杆菌的减少或者消失是“不健康”的标志，因此双歧杆菌

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大肠杆菌O157是大肠杆菌的一个类

型，能引起人的腹泻和肠炎等，而Hp感染患者多伴随腹泻和

肠炎等症状。

人体肠道内寄居着种类繁多的正常微生物，它们按一定

的比例组合，各菌落形成一种生态平衡。当人体的内外环境

发生变化时，特别是长期使用抗生素等破坏菌群的药物，可引

起菌群失调，其正常生理组合被破坏，进而有可能引起相关病

变。因此，肠道菌群结构可影响人体的健康。

尽管Hp感染与胃内菌群紊乱、胃癌和结直肠癌的关系

已经明确，但目前还未见关于Hp感染与肠道菌群结构关系

的报道。因此，本文研究Hp感染对肠道菌群的影响，通过分

析正常人（Hp-）和Hp感染患者（Hp+）肠道菌群中的大肠杆

菌O157、乳酸杆菌、肠球菌、双歧杆菌等不同菌落所占比例，

旨在发现Hp感染对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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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2-23；修回日期：2015-03-13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4T70068）
作者简介：王吉成，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药品质评价与鉴定，电子信箱：419723822@qq.com；翟延君（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药品质评

价与鉴定，电子信箱：lnzyzyj@sohu.com
引用格式：王吉成, 刘轩, 邹先伟, 等. 桑叶金花茶中酚类物质动态变化及其抗氧化活性[J]. 科技导报, 2015, 33(7): 95-99.

桑叶金花茶中酚类物质动态变化桑叶金花茶中酚类物质动态变化
及其抗氧化活性及其抗氧化活性
王吉成 1，刘轩 2，邹先伟 2，李倩 2，唐劲天 2，翟延君 1

1. 辽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大连 116600
2.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为探讨桑叶固体双向发酵过程中水溶性酚类物质含量的动态变化及其抗氧化活性，应用三氯化铝比色法、Folin-酚法测

定桑叶固体双向发酵物中水溶性总黄酮及总酚酸含量，并以清除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DPPH）、2,2-联氮-二（3-乙基-
苯并噻唑-6-磺酸）二铵盐（ABTS+）、铁还原能力3个指标，评价桑叶固体双向发酵过程中体外抗氧化活性的变化情况。结果发

现，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桑叶固体双向发酵物中水溶性总黄酮、总酚酸均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发酵14 d水溶性黄酮

质量分数最多为2.16 mg/g，20 d水溶性总酚酸质量分数最多为1.48 mg/g。对于体外3个抗氧化指标而言，整体表现为：14 d>
7 d>11 d>20 d>40 d 。

关键词关键词 固体双向发酵；桑叶金花茶；总黄酮；总酚酸；体外抗氧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9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6

Dynamic change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phenolics in the
mulberry leaf and Jinhua te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change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water soluble phenolic substances in
mulberry leaves and Eurotium cristatum solid bi-directional fermentation process. The contents of the water soluble total flavonoids
and total phenolics were measured by using AlCl3 method and Folin-Ciocalteu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changes of the solid bi-directional fermentation process were evaluated by three in vitro experiments including DPPH assay, ABTS +

assay and ferric-reducing power assa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the water soluble total flavonoids and
total phenolics decreased after the initial increase. The water soluble flavonoid content after 14 days' fermentation was the highest,
being 2.16 mg/g, and the water soluble phenolics content after 20 days' fermentation was the highest, being 1.48 mg/g.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displayed an order of 14 d>7 d>11 d>20 d>40 d.
KeywordsKeywords solid bi-directional fermentation; mulberry leaves and Jinhua tea; total flavonoids; total phenolics; in vitro antioxidant
activity

WANG Jicheng1, LIU Xuan2, ZOU Xianwei2, LI Qian2, TANG Jintian2, ZHAI Yanjun1

1. College of Pharmacy,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alian 1166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Physic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桑叶茶是由桑叶加工制作而成的新型茶品。桑叶绿茶

甘醇香甜；桑叶乌龙茶爽口醇和，有淡淡的花香气息；桑红茶

甘甜醇厚，近似香蕉的果香味[1]。但桑叶茶普遍存在汤色发

黑，豆腥味重，感官品质不佳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课

题组调查了众多茶制品，发现茯砖茶具有“醇、厚、甘、甜、滑”

的独特品质。这种特殊品质的产生是由于茯砖茶在渥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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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磷酸盐微孔化合物研究进展亚磷酸盐微孔化合物研究进展
马红微，左萌萌，黄亮亮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部，抚顺 113001
摘要摘要 由于微孔材料独特的结构特点及在分离、吸附、离子交换和催化等方面的应用，探索合成具有新颖结构的微孔化合物成为

当今研究的热点。磷酸盐分子筛是应用和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类微孔材料。亚磷酸盐微孔化合物作为磷酸盐分子筛材料的延伸，

近年来引起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致力于合成具有大孔、螺旋、手性骨架等新颖结构的亚磷酸盐系列化合物，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微孔化合物的研究。目前，亚磷酸盐微孔化合物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元素周期表中的大部分金属元素，合成方法多样，所用模

板剂种类繁多。通过对不同金属亚磷酸盐的综述，总结了亚磷酸盐化合物的结构特点、合成方法及模板剂在化合物合成中所起

的作用，并介绍了其最新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微孔化合物；金属亚磷酸盐；开放骨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61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7

Progress of metal phosphite microporous compounds
MA Hongwei, ZUO Mengmeng, HUANG Liangliang
College of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Liaoning Shihua University, Fushun11300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novel microporous materials are topics of current interest and of great challenge in materials
scienc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ir rich structural chemistry but also owing to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s of separation,
adsorption, photochemistry and catalysis. Metal phosphat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organic framework materials in application.
As an extension of metal phosphate,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metal phosphite.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metal phosphites
with novel structures have been synthesized, such as large channels and helical and chiral open-framework. Syntheses of these new
compounds with open-framework open a new field for microporous compounds. The study of metal phosphite has involved most metal
elements in the periodic table and various synthetic methods and templates. This review introduces different metal phosphites,
summarizing their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the role of templates in synthesis and discussing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KeywordsKeywords microporous compound; metal phosphite; open framework

收稿日期：2014-10-27；修回日期：2015-01-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201095）；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L2013151）
作者简介：马红微，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型功能材料，电子信箱：475497823@qq.com；黄亮亮（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型功能材料，电子

信箱：lianglianghuang1@163.com
引用格式：马红微, 左萌萌, 黄亮亮. 亚磷酸盐微孔化合物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7): 100-107.

无机微孔固体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结构性能被广泛地应

用在吸附、分离、非均相催化、各类载体和离子交换等领

域 [1]。18世纪，瑞典科学家Cronstedt对矿物辉沸石（stilbite）
性质的研究，使人们对微孔固体材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

后许多天然沸石也相继被发现，但沸石家族的重要性却是在

化学家能够在实验室将其合成之后才真正体现出来。

自 1862年Deville[2]合成了第一个人造沸石后，大量的硅

铝酸盐沸石被合成有分子筛类型的微孔磷酸铝材料后，使多

孔材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近年来，由于石油化

工和精细化工等领域的需要，合成具有特定孔道结构的新型

微孔材料成为分子筛研究领域的首要任务。1995年，Zubieta
等[3]报道了几例亚磷酸钒，使得对微孔化合物的研究进入了

一个新的领域。用假四面体的[HPO3]2-部分或全部取代结构

中的[PO4]3-，也可理解为[RPO3]2-（R=H, —CH3）家族中的一

个案例。实际上，从磷酸到亚磷酸基团之间的转化并不仅是

维持相同拓扑结构的取代。相对于四配位的 [PO4]3-而言，

[HPO3]2-基团只能形成3个P—O—M键，因此形成不同的连接

方式，使骨架结构多样化，所以将会有更多、更新颖的微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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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细胞质化石研究进展植物细胞质化石研究进展
王鑫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摘要摘要 近年来古植物学研究表明，植物细胞质确实可以保存为化石。随着相关研究技术的进步，研究发现植物化石中具有和现

代植物相似的超微结构。特殊情况下，植物细胞质化石研究能够帮助解决现代生物学中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高温和野火在植

物细胞质化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一个过去被古生物学家视而不见的自然现象——雷电可能对某些超微结构的固

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植物细胞质化石研究把古植物学推向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和方向，促进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合，也把一些

新的研究手段引入到了古生物学中。本文回顾植物细胞质化石的研究历程，总结研究成果和经验，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植物细胞质；化石；超微结构；古植物学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11.2，Q914.2+9，Q944.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8

Progress in the study on plant cytoplasm fossils
WANG Xi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alaeobiology and Stratigraphy;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Abstract Plant cytoplasm fossil appears intangible for many palaeontologists. The palaeobotanical practice in the past decades has
indicated that plant cytoplasm fossil is a truthful existenc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observing technologies, many ultrastructures
comparable to those in living plants are being revealed. Sometimes the study on fossil plant cytoplasm can lend critical help to modern
biologists on some headache problems. High temperature and wild fire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ossilization of plant cytoplasm, and a
formerly frequently ignored phenomenon, lightning, is of special importance for the fixation of some ultrastructure in fossil plant cells.
The study on plant cytoplasm fossils helps lead palaeobotany onto a new level, promotes its fusion with other scientific disciplines, and
also introduces new technologies into palaeontolog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plant cytoplasm fossil study,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 and knowledge accumulated so far, and depi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KeywordsKeywords plant cytoplasm; fossil; ultrastructure; palaeobotany

收稿日期：2014-12-30；修回日期：2015-02-06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2CB821901）；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交叉与合作团队计划项目（2013-20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2006，91114201，41172006）
作者简介：王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植物细胞质化石和被子植物起源，电子信箱：xinwang@nigpas.ac.cn
引用格式：王鑫. 植物细胞质化石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7): 108-113.

在古生物学中，形成化石的重要条件是被保存的生物对

象必须要有硬体。按照这个“规律”，细胞质在传统的古植物

学概念中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它们缺少硬体。但是，古

植物学实践表明，保存程度各异的细胞残余物是可以保留下

来的[1～20]。植物细胞质化石指史前植物的细胞及其内容物经

长期的地质过程后所留下的遗存。到目前为止，从低等的藻

类[1,21,22]、石松类[2]、真蕨类[3,23]、裸子植物[9,24~27]，到最进化的被子

植物[5~8,28]，其化石中都曾经发现过细胞质。这些具有超微结

构的植物化石的年代从近十亿年前的元古代断断续续地延

续到近现代。

1 植物细胞质化石研究

植物细胞质化石短暂的研究历史，按照研究手段的不同

大致可以分成2个阶段。

1）第1阶段，是指1970年代以前主要以使用光学显微镜

为特征的研究。至少早在 1930年代人们就发现在细胞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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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翼防机翼防//除冰技术研究进展除冰技术研究进展
胡琪 1，黄安平 1，孙涛 1，韩少奇 1，官磊 2，王玫 1，肖志松 1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2.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钢与稀贵金属研究所，北京 100095
摘要摘要 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飞机机翼容易出现结冰现象，结冰会导致机翼的气动布局改变，恶化飞机的气动特性与飞行性能，影

响飞行安全，因此开展飞机机翼的防/除冰技术研究意义重大。介绍了机翼结冰的主要部位、典型冰形及其危害，采用FLUENT
软件计算分析了2种典型翼型NACA23012和NACA0012结冰前后的气动特性变化，总结了机翼结冰对飞机气动特性的影响规

律，阐述了机翼防/除冰技术的原理、优缺点及近年的研究进展，分析了机翼防/除冰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机翼；防/除冰；疏水涂层防冰；电脉冲除冰；电热防/除冰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V244.1+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7.019

Progress of airfoil anti-icing and de-icing technologies
HU Qi1, HUANG Anping1, SUN Tao1, HAN Shaoqi1, GUAN Lei2, WANG Mei1, XIAO Zhisong1

1. School of Physics and Nuclear Energy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Department of Steel and Rare-Noble Metals,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some particular flight environment, ice is easy to adhere to the airfoil and change the aerodynamic configuration of the
airfoil. Icing will influence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flight performance of the airfoil. Th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anti-icing and de-icing technologies of airfoil. The major parts of icing, representative ice types on the airfoil and the
damage of icing are introduced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irfoils NACA23012 and NACA0012
before and after icing are analyzed using the software of FLUENT. Based on them, the principle, advantage, disadvantage and research
advances of airfoil anti- icing and de- icing technologies are expoun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irfoil anti- icing and de- icing
technologies is also prospected.
KeywordsKeywords airfoil; anti-icing and de-icing; hydrophobic coating anti-icing; electro-impulse de-icing; electrothermal anti-icing and
de-icing

收稿日期：2014-10-29；修回日期：2015-01-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172009，51172013，51372008）
作者简介：胡琪，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飞机结冰机理和防除冰系统，电子信箱：huqi1992@buaa.edu.cn；黄安平（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

表面材料与器件，电子信箱：aphuang@buaa.edu.cn
引用格式：胡琪, 黄安平, 孙涛, 等. 机翼防/除冰技术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7): 114-119.

随着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飞机的各项性能大幅提升，

在军事和民用的各个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飞机的广

泛应用提高了飞机的飞行密度，要求飞机能够应对不同的飞

行环境。低温、大雾、雷电等都会严重影响飞机的飞行安

全。其中，低温容易造成飞机表面结冰，导致飞机各项性能

下降，是危害飞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飞机表面结冰是指在温度较低、过冷水滴含量较高的气

象条件下，飞机表面会与大气中的过冷水滴碰撞后形成冰层

的现象[1]。这不仅会增加飞机的重量，而且关键部位结冰会

危害飞机的飞行安全。飞机表面易结冰的关键部位主要有

机翼、水平尾翼、风挡玻璃、大气数据传感器、发动机进气道

等。机翼作为飞机产生升力的主要部位，结冰后平整度和外

形发生改变，气动布局随之改变，导致飞机升阻比和升力系

数下降、起降性能恶化，严重危害飞机的飞行安全[2]。

为了保证飞机的飞行安全，必须设计合适的机翼防/除冰

系统。传统的机翼防/除冰系统通常采用机械应力或者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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