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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改善大气质量，降低燃油消耗，从道路交通运输角度考虑，一方面要提高油品质量和汽车排放控制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汽车

节油。现在汽车的“三高一低”（保有量及增速高、平均油耗高、行驶里程数高、旧车报废率低），导致石油消费过快增长，污染排放也相应增

高，石油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为贯彻“十八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为确保国家

能源战略安全和人民生活质量，节油已成为迫切需要抓紧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据统计，2014年我国石油表观消费量已达5.18亿 t，全年石油净进口量约为3.08亿 t，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9.5%。最主要的影响因

素就是汽车保有量已将近1.4亿辆。据统计，每年新增石油消费量的70%以上被新增汽车所消耗。另外节油措施也没有真正落实。“十一

五”期间，汽车平均燃料消耗量总体水平高，平均每100 km油耗达到7.8~8.0 L，远高于欧、日水平，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在汽车保有量

中，高油耗高排放汽车占比很高，“十一五规划”末期，在用车中达不到国 III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汽车占58.9%，在用的乘用车油耗达不到第

二阶段标准的汽车占汽车总保有量的60.5%；在汽车销量中1.6 L及以下排量的占乘用车总销量比重从2009年达最高峰的719.6万辆后

逐年下降，SUV车占比则逐年上升；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所列的推荐车型产量微不足道，2012年只

占总生产量1927万辆的0.13%；乘用车柴油化率低，占轿车保有量不到1%。汽车报废率只有0.5%~1.0%，与发达国家也有不小差距，石

油供应、环境、交通已不堪重负。

我国已进入汽车消费或人均拥有汽车量快速增长期，给未来石油消费增长、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压力。预测到2020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至少达到2亿辆，其中近95%仍为传统内燃机汽车；如果按国内原油产量2亿 t并稳产到2020年计算，那么2015年和

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将达到5.85亿 t和7.38亿 t，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6%和73%。

根据科学发展观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要求，以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汽车工业

因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城市化的贡献，要保持较快发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不可能走美国那样无限制发展的道路，

而不能不受到油气资源短缺的一定限制。因此，这意味着，降低传统内燃机汽车油耗、适度控制燃油汽车保有量并减少行驶里程，探索发

展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和推广，将成为实现石油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

抓汽车节油，事关减排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又关系国家石油安全战略。各国及世界各大汽车公司公认：混合动力车型是今后较理想

的节能环保车型，城市工况下节能减排30%左右，应加快发展。作为传统内燃机汽车向电动汽车的过渡，混合动力汽车技术将有较长的生

命周期。柴油汽车在节能和环保方面的优势已经得到国际汽车业界的肯定，乘用车柴油化被许多国家列为汽车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大

力发展先进的柴油车技术，这是汽车节能环保的必由之路；燃气汽车是当前汽车代用燃料的主流，我国CNG和LNG汽车销量快速增长，

值得肯定。

尽管近几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替代燃料汽车方面有所发展，但还必须及时控制石油消费过快增长的

趋势。要行业协同、企业协力、环保监管、区域共治，正确引导消费，在提高油品质量同时应控制汽

车油耗，淘汰落后产能和生产力，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等战略举措，加快生产技术进步，加快调整产

业和产品结构。

汽车节油利国利民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3）

汪燮卿，生于浙江龙游，祖籍安徽休宁，石油化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导报 2015，33（8）

1



2015年4月 第33卷 第8期 总第470期

鸣 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审读每期《科技导报》。

感谢中国科协办公厅、组织人事部、国际联络部、学会服务中心的大

力支持。

◆ 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源期刊

◆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源期刊

◆ 美国CA、CSA、Ulrich收录期刊

◆ 英国SA/INSPEC、CABI收录期刊

◆ 俄罗斯AJ/VINITI收录期刊

◆ 波兰IC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

作者所投稿件应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容，自发表之

日起，其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即授予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刊名题写：段云

★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

出版单位奖

★ 中国科技期刊方阵“双奖期刊”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

主管/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出 版 者 科技导报社
主 编 陈章良
社长/副主编

苏 青 suqing@cast.org.cn
副社长/副主编

史永超 shiyongchao@cast.org.cn

编辑部负责人
陈广仁 chenguangren@cast.org.cn
李 娜 lina@cast.org.cn

论文编辑
吴晓丽 wuxiaoli@cast.org.cn
刘志远 liuzhiyuan@cast.org.cn
王媛媛 wangyuanyuan@cast.org.cn
田 恬 tiantian@cast.org.cn
陈华姣 chenhuajiao@cast.org.cn
赵业玲 zhaoyeling@cast.org.cn
韩星明 hanxingming@cast.org.cn

栏目编辑
祝叶华 zhuyehua@cast.org.cn
王丽娜 wanglina@cast.org.cn
汤锡芳 tangxf@nsfc.gov.cn
石萌萌 shimengmeng@cast.org.cn

本期执行责任编辑 刘志远，汤锡芳
美术编辑

王静毅 wangjingyi@cast.org.cn
编 务

吕 佳 lvjia@cast.org.cn
杨小舟 yangxiaozhou@cast.org.cn

发行部负责人
于 辉 yuhui@cast.org.cn

编辑部
010-62138113 kjdbbjb@cast.org.cn

发行部
010-62194182 kjdb@cast.org.cn（网上订刊）

刊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邮 编 100081
网 址 www.kjdb.org
博 客 www.sciencenet.cn/u/kejidaobao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2-872（国内）， TP3092（国外）
中国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海外发行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5号，邮编10004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035号
印刷装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7857

CN 11-1421/N
国内售价 37.50元人民币
国外售价 37.50美元

《科技导报》简介

● 创刊于美国创刊于美国 1978年11月，由全美华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发起，美

籍华裔科学家聂华桐、潘毓刚、钱宁等提议创办，并得到中美两国数百位

著名学者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陈省身、杨振宁、张明觉等著名华裔科

学家受聘担任编委，美籍华裔学者钱宁教授出任首任主编。

1980年1月，《科技导报》创刊号在美国出版，在中国大陆发行，销售

约10万册，引起社会轰动。创刊号的“发刊词”将办刊宗旨确定为：

促进中外科技学术交流，探讨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

由于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并缺乏专职编辑队伍，1980 年出版 2 期、

1981年出版1期后，遂停刊。

● 发展于中国发展于中国 1985年春节，在海内外各界人士强烈要求下，《科

技导报》复刊。1986年1月，《科技导报》归属中国科协主管；1991年1

月，由中国科协主管、主办，成为中国科协学术会刊。1994年1月，朱光

亚院士担任主编；2003年7月，冯长根教授接任主编；2014年8月，陈章

良教授接任主编。

自2004年7月起，《科技导报》调整办刊定位，转变为以发表自然科

学各学科专业原创性研究论文为主的学术性期刊，力图办成一份有影

响、有特色、有品位的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学术期刊。

● 主要特色主要特色 综合性：发表内容涵盖自然科学所有领域；评论性：

评论重大科技事件、热点、人物、现象；新闻性：报道国内外重要科技新

闻、事件、活动、进展；学术性：发表原创前沿研究论文和综述。

主要栏目有：卷首语、本刊专稿、专题论文、研究论文、综述文章、科

技风云、科技事件、科技工作大家谈、科技界声音、科技新闻热点排行、科

技期刊亮点、科学共同体要闻、书评、图书推介、科技纵横捭阖、职场、科

技基金、读者之声等。

收录和荣誉



·封面图片说明·

组蛋白甲基化密码与“阅读器”破译

真核生物中基因组DNA 是以染色

质形式存在的。核小体是构成染色质的

基本单位。核小体及高级染色质结构的

形成一方面有效储存和保护了DNA 序

列所蕴含的遗传信息；另一方面，作为基

因组DNA的具体存在方式，染色质结构

成为各种需要接触DNA的细胞过程（如

转录、复制、损伤修复等）的天然障碍，使

染色质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遗传信息表达

调控平台。染色质凝聚、松弛结构的形

成，以及开放、闭合等状态的转换，提供

了一种超越DNA 序列本身的调控机制，

即表观遗传调控。

表观遗传调控机制涉及组蛋白修

饰、组蛋白变体、DNA 甲基化、非编码

RNA 以及染色质重塑等几个方面，是当

前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其中组

蛋白翻译后修饰有很多类型，包括甲基

化、乙酰化、磷酸化、泛素化和生物素化

等。上述种种修饰可以发生在组蛋白不

同氨基酸类型上或组蛋白不同位点上，

并可以成组或成簇地分布于染色质不同

区段，被认为构成一类超越基因序列的

“组蛋白密码”，控制着细胞内遗传信息

的组织层次，在基因表达以及细胞分化

与发育调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众

多组蛋白修饰中，组蛋白的甲基化修饰

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并且其修饰方式

更加复杂。细胞内存在一大类被称作

“阅读器”（Reader）的蛋白或结构域，可

以特异地识别各种不同类型的组蛋白修

饰，把特定组蛋白修饰与特定生物学功

能后果偶联起来。以上组蛋白修饰调控

因子的协同作用控制着诸如转录激活、

转录沉默、DNA复制和修复、有丝分裂等

重要细胞生理学过程，是表观遗传调控

的重要生化和物质基础。

《科技导报》2015年第 8期 94~100
页刊登了赵帅等的综述文章“组蛋白甲

基化的阅读器识别研究进展”，综述了目

前已知的组蛋白甲基化修饰的“阅读器”

（包括“皇室家族”蛋白、PHD锌指及BAH
等其他结构域）的结构特征以及对于甲

基化修饰位点及状态特异性识别的结构

基础，探讨了组蛋白甲基化修饰的组合

识别、“修饰对话”。随着高通量表观基

因组和定量蛋白组学的发展，多种更加

综合的技术被用于组蛋白修饰组合及其

识别的鉴定，该文讨论了目前针对组蛋

白新型修饰的新型鉴定技术。对于组蛋

白新型翻译后修饰的鉴定及其组合的研

究，将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组蛋白密码”，

并指导针对表观因子的基于结构的药物

发现。

本期封面为组蛋白“阅读器”蛋白识

别组蛋白修饰的示意图，由李海涛提

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导 读·

P9 “两优0293”水稻风波
近日，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10

月，安徽蚌埠、安庆、合肥、滁州、马鞍山、淮南6市种植的“两优
0293”水稻大面积减产、绝收，受灾面积超万亩。“两优0293”
水稻种子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该消息迅
速引发关注。“两优 0293”是否为超级稻、何种原因导致减产
绝收、超级稻攻关中产量与质量如何平衡等问题激起争议，引
发社会对超级稻现状及未来的关注与深思。

P12 科技社团税收分析和对策建议
2013年，《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取消了民政部对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
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行政审批项目，科技社团面临走
向市场、面对竞争的局面。中国科协所属200个全国学会，占
全国科技类社会组织的70%，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分析了
2013年度中国科协业务主管的188个全国学会的收入情况并
提出相关建议。

P125 人类癌症防控的现状与展望
癌症是世界5大疑难杂症之一，20世纪以来，癌症防控能

力虽有进展但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美国宣称，癌症的预防措
施开始奏效，某些癌症的发病率开始下降。近10余年来，我
国的癌症防治能力也获得了显著提高。本文介绍了癌症的自
然病程、主流治疗方法等。

P18 不同条件下的硅酸盐细菌C6X菌株释钾效果

针对神东矿区采煤塌陷地土壤亏钾现象，研究了不同控水条件

下，硅酸盐细菌C6X菌株接种量的变化对不同基质释钾效果的影

响。结果表明，土壤在含水量为55%时接种10%的硅酸盐细菌，改

良效果最为明显。

P48 地震次声波研究

——以苏门答腊俯冲带上的大地震为例

以2004年苏门答腊8.7级大地震为例，观测其震前接收到的次

声波异常信号，利用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模拟了次声波异常信号，结

果表明，地震前可能有低频的大气次声波。

P73 Salsolinol合成酶的克隆和表达

以泛素基因为模板，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对4个位点进行

定点突变，将突变基因片段克隆到载体 pET30a-GST上，构建了

pET30a-GST-Sal synthase重组载体，转化BL21后，IPTG诱导重

组菌表达融合蛋白。实现了目的位点的定点突变，获得Sal合成酶

基因，成功构建了GST-Sal synthase原核表达质粒，在大肠杆菌中

表达纯化后得到较高纯度的GST-Sal synthase融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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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0404--0101至至20152015--0404--1515））

1 中国南极科考队凯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0日，历时163天，总航程约3万海里，中国第31次南极考察队完成各项预定考察任务，乘

坐“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返回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中国第31次南极考察队

于2014年10月30日从上海起航，经由澳大利亚霍巴特到达中国南极中山站，此后经由南极罗

斯海到达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补给，再次返回中山站，完成预定任务后经由澳大利亚弗里曼特

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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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漳州PX项目大火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6日18：56，漳州古雷的腾

龙芳烃二甲苯装置发生漏油着

火事故，引发装置附近中间罐

区储罐爆裂燃烧。多名现场目

击者称，PX工厂爆炸巨响后，火

光照亮夜空，浓烟滚滚，附近居

民感觉到剧烈震动。
图片来源：新华社

3 俄罗斯病人将接受世界首例换头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8日消息，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学会外科医生SergioSergio
CanaveroCanavero近年提出全身移植手术，即把病人的头移植至新身体

上，使其“重获新身”。30岁的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Valery SpiriValery Spiri⁃⁃
donovdonov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自小全身伤残，骨骼畸形，可能

于2016年接受全球首例人类换身手术。该手术非常复杂，预计

成本750万英镑。

4 重庆投资最大水电站 环保部发文否决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10日消息，争议多年的重庆小南海水电站项目明确被环保

部否决。环保部《关于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提出，“不得在向家坝水电站坝址至三峡水利枢纽库尾长

江干流河段和支流岷江、赤水河河段等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再规

划和建设小南海水电站、朱杨溪水电站、石硼水电站及其他任何

拦河坝（闸）等涉水工程。”

5 中国成第3大留学生输入国 2014年人数近38万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9日消息，教育部

数据显示，中国高校每

年 吸 引 来 华 留 学 生

377054，同 比 增 长

5.77%，占全球留学生

份额的 8%。过去 10
年间，随着来华留学生

总人数不断增长，中国

已攀升为世界第3大留

学生输入国。图片来源：新华社

6 大型强子对撞机重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5日，在为期2年的维护和升级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

强子对撞机（LHC）重启。2008年9月，全球最大、能量最高的粒

子加速器LHC建成运行。2012年7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

发现一种具有“上帝粒子”若干特征的新粒子。发现希格斯玻色

子的踪迹无疑是LHC迄今最显赫的成绩。

7 北京大学开学位研讨会 多数人认为对于艳茹处罚过重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4日，“学位授予与学位撤销中的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

京大学举行。会议围绕学位授予和学位撤销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结合于艳茹于艳茹因涉嫌抄袭被撤销博士学位事件、刘燕文刘燕文诉北京大学

案等事例进行探讨。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会

议持续将近4 h。大部分人认为撤销于艳茹的博士学位处罚过重。

8 中美华人首次实现可充电铝离子液体电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6日，Nature在线发表了由中美两国华人科学家共同完成的

一项突破进展“快速充放电铝离子电池”。该研究成果首次实现

可充电铝离子液体电池。有望为国际电池产业带来革命性变

化。实验发现，用三维石墨作为电池正极材料，其优良的导电性

能和巨大的比表面积可极大缩短电池的充电时间。在 iphone等

使用锂电池的手机上需要1h完成的充电量，在该铝电池上1min
即可完成。铝电池循环7500次后，容量几乎无衰减，远远超出普

通锂电池的循环寿命。

9 浙江省打破省重点建设高校终身制 实行动态调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7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文公布，经省政府研究同意将中

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列为浙江省第1批重点建设高校。浙江省

政府决定，对列入重点建设的高校打破终身制，按照优胜劣汰原

则实行动态调整。

10 2014年度中国10大考古发现揭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9日，2014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评选活动由国家

文物局主办，入围的25项考古发现来自18个省、市、自治区。10
大考古发现包括：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河

南郑州东赵遗址；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云南祥云大波那墓

地；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

墓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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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数千年的科学探索历程中，

对世界的好奇心始终是最强大的动力之

一。如果没有好奇心，我们就很难解释

那些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看到具体应用

价值的研究为何会吸引科学家付出那么

巨大的热情和努力，也很难解释公众为

何会愿意支持像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大型

强子对撞机这样耗费巨大时间和财力的

科学项目。好奇心不是建筑科学殿堂的

石材，而是打开这座殿堂的钥匙。

2015年4月11日，第四届“菠萝科学

奖”（Pineapple Science Award）获奖名单

揭晓，颁奖典礼也于同

日在浙江省科技馆举

行（4 月 11 日 果 壳

网）。菠萝科学奖由浙

江省科技馆和果壳网

于 2012年共同发起设

立，每年评选一次。该奖以“向好奇心致

敬”为口号，奖励那些有想象力、有趣的

科学研究成果，借此唤起公众对科学的

好奇心和热情。因为评选理念和奖项设

立同著名的“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
Prizes）有相似性，同时借鉴了“搞笑诺贝

尔奖“的成功经验，因此菠萝科学奖也有

“中国的搞笑诺贝尔奖”之称。

菠萝科学奖设立物理奖、化学奖、数

学奖、心理学奖和医学生物奖，同时还特

别设立了菠萝Me奖、菠萝U奖、幻想奖和

发明奖等奖项，以此褒奖使科学变得有

趣的人。本年度的获奖研究成果延续了

该奖的传统，在妙趣横生的背后充满科

学的严谨态度和求知精神。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助理教授胡立胡立

德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因为解释了蚊子为什

么没有被雨滴砸死而获得了2015年菠萝

物理奖。通过研究由高速摄像机拍摄的

图像，胡立德等人发现蚊子被雨滴击中

时并不抵挡雨滴，而是与雨滴融为一体，

顺应雨滴的趋势落下，以此化解高速下

降的雨滴带来的巨大冲击；同时蚊子疏

水性的细毛使得蚊子在随着雨滴下落的

过程中与雨滴保持分隔状态，从而能够

迅速摆脱雨滴重新飞起。这项研究在

PNAS上发表后随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它不仅解释了生活中常见的一个现

象，而且在更大的范围上揭示了生物在

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适应环境的结构

和能力，对于未来的仿生学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2015年菠萝医学生物学奖颁给了来

自郑州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研究所路路

纪琪纪琪教授的团队，以表彰他们用数学方

法对猴子面部相似度进行了分析，并发

现有血缘关系的猴子长得更像。这项成

果为动物行为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

工具，因为在此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只

能通过DNA检测等复杂的手段才能进行

准确的个体识别。

除了上述2项研究外，2015年菠萝数

学奖颁发给美国纽约大学的黄金紫黄金紫团

队，以表彰他和他的团队计算出一根棒

棒糖到底能舔多少口；菠萝心理学奖颁

给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

学重点实验室的蔡华俭蔡华俭研究组，以表彰

他们发现了名字偏好与幸福感之间的关

系；菠萝化学奖颁给了来自浙江大学的

王立铭王立铭教授研究组，以表彰他们发现了

一种与果蝇觅食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

——章鱼胺；菠萝发明奖颁给了来自美

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文昭贾文昭等研

究者，以表彰他们发明了可以发电的纹

身贴。这些研究和发明，无一不是始于

科学家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而这些成

果，在加深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的同时，

还很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

活。

物理学奖 Andre Konstantin GeimAndre Konstantin Geim 在

2000年因为“磁悬浮青蛙”而获得搞笑诺

贝尔奖，当时可能并不为人注意。10年

后，他因为在石墨烯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和自己的学生Konstantin NovoselovKonstantin Novoselov分享

了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引起了全世

界的关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对

世界充满好奇心的科学家，可能会从看

似简单甚至有些无厘头却充满趣味的研

究出发，开始探索世界的征程，并最终为

我们了解世界的努力作出巨大贡献。我

们也期待菠萝科学奖的获奖者会像An⁃
dre Konstantin Geim一样，在今后的研究

中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现代天文学和空间探索的不断发

展，在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改变

的同时，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满足人

类永不枯竭的好奇心。尽管已经不是九

大行星之一而被“降格”为矮行星，但冥

王星依然在太空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

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新

视野号（New Horizon）探测器近日就发回

了首张冥王星和冥卫一的全彩色照片，

从而标志着人类的太阳系探索进入一个

新阶段（4月 16日新浪科技）。这张照片

由新视野号探测器携带的彩色成像机于

4月 9号拍摄，当时探

测器距离冥王星大约

1.15亿千米。

新视野号探测器

于2006年1月19日发

射升空，在经过9年多

的星际飞行后，终于即将迎来整个漫长

旅程的一个高潮。本次探测任务的副主

任Cathy OlkinCathy Olkin表示：“从5月开始，我们将

得到有史以来分辨率最高的冥王星图

像，而且图像质量每天都会变好。”

2015年 7月 14日，探测器距离冥王

星的距离最近，从而让我们首次得以近

距离观察冥王星及冥卫一。为了庆祝这

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IAU）同NASA和“搜寻地外智慧生命”研

究机构（SETI）正在开展合作，借助最新

传回的图像，在全世界范围内邀请公众

为新发现的冥王星及其卫星的地表特征

进行命名（4月 17日新浪科技）。这次征

集活动，将会把公众的视线吸引到那个

遥远的世界，点燃他们对这个神秘星球

的想象力和好奇心。

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SteSte⁃⁃
ven Weinbergven Weinberg在他的名著《最初三分钟》

中曾经写到：“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它

就越显得没有意义。”事实上，展现在我

们眼前的世界，在很多时候都是深不可

测、难以理解的，而这不仅赋予其“意

义”，更激发起我们经久不衰的好奇心。

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带领人类穿越时空，

上天入地，在科学殿堂里尽情遨游。

NASA以“好奇”命名火星车，也许正展现

了人类向好奇心致敬的信念。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向好奇心致敬向好奇心致敬

好奇心让人类在生存本能之外迈出了探索世界的步伐，也让

人类始终对这段充满艰辛的征程保持巨大的热情。置身科学殿

堂，我们应该向好奇心致敬。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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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转基因研究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其

研发应当由专业的科学家进行评价。不

仅是转基因研究，生命科学研究的各个

方面都有严格的程序与伦理规范要求。

民众关注转基因粮食是好事，正好借此

机会就转基因等一系列科学问题进行科

普，但前提是需要一个健康理性的舆论

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清华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科学学院教授 施一公施一公

科学网 [2015-04-02]

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讲，采取国际同

行评价是合适的。考虑到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我国在这方面的学术、科研均处于

相对落后的情况，国内学界邀请国外专

家进行评议，是值得赞许的。因为它的

本质并不是追求“国外”，而是追求“先

进”，也就是说，是从专业水平的角度出

发，并不是从国籍出发。

———南开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龚克

《中国科学报》[2015-04-02]

我 1982 年到新疆，工资是每个月

79.38元，那时候北京的月工资是68元，

我的老家西安是58元。当时我和我的同

学说起来到新疆工作，都是非常光荣的

——援疆，一呆就是30多年。现在，新疆

反而成为全国平均工资最低的地区之

一。西部的发展，必须依靠真正能够扎

根下来的创新人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党委书记党委书记 田长彦田长彦

科学网 [2015-04-08]

阻碍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一个

大的体制机制问题。我们现行的管理机

制，很难鼓励人才真正流动起来。比如

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户口、子女教育问题，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鼓励退休科学家去

发挥余热，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流动

起来方便得多。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高福高福

科学网 [2015-04-08]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营造创新生态环境是基础。全球创

新中心都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来自

科学家或科技人员本身的敢想敢做和

“屡败屡战”的创新精神以及科学家像投

资家、企业家一样思考科学研究如何通

往应用；二是社会需求评估系统多元化

以及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做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 李林李林

《中国科学报》[2015-04-08]

我理想中的生态农场首先肯定是要

生态平衡，生态是多样的、结构是完整

的。虽然现在建立的农场发展得挺不

错，但离自己的理想状态尚有一段距离，

农业生产方式不再破坏自然和环境，产

出的是优质的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

通过消费，资本再回到农村，人们也不再

挤向城市，而是在农村就业，这样城乡也

就能实现和谐。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蒋高明蒋高明

《中国科学报》[2015-04-01]

艾滋病病毒不仅复杂，而且变化很

快。预测未来10年内，还不会有完全有

效的疫苗被研发，需要更多的基础科学

研究来帮助我们认识它。我已经60多岁

了，再做30年的研究我想不可能了，可是

我最少还可以做10年的时间，我会继续

这项研究。

———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

艾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何大一何大一

《中国科学报》[2015-04-03]

与中医、京剧同为民族文化遗产，但

古建彩画的命运堪忧。如今的古建彩画

在建筑与美术的夹缝中生长。美术学院

有壁画专业，但建筑彩画通常不被列入

培养计划；建筑学院有历史建筑保护工

程专业，但工科生艺术造诣相对薄弱，长

久以来古建彩画的重要性被人们选择性

地遗忘了。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理事、、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李沙李沙

《中国科学报》[2015-04-09]

我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

创造知识其乐无穷。这么多年来，我每

天都有计划地学习，除了睡觉雷打不

动。读书之道，会休息才会学习。我每

天要保证八九个小时的睡眠，所以即使

我爱足球，也没法熬夜看世界杯。

———美国夏威夷大学气象系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气象系教授 王斌王斌

《中国科学报》[2015-04-10]

真正好的创意、重大的技术，可能并

不会成为众筹的热门。应该说，大家愿

意参与众筹，是很多人形成了共识，觉得

这个想法有前途。而实际上，对产业有

颠覆式的创新起始之初往往不被绝大部

分人所认识、看好。从创业的角度来说，

真正有创造性的想法，最初的表现形式

常常是“歧见”，而不是被公认的“远见”。

———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副校长 杨斌杨斌

《中国科学报》[2015-04-09]

土壤修复领域目前“砖家”不少，有

些常识“误会”也很深。大部分所谓的专

家并没有真正做过土壤环境具体工作，

有的直接照搬国外结论或者教科书上的

东西，有的只是凭相关经验或知识进行

推论。实际上，目前全国还缺乏成熟、规

范的制度和商业模式来激活土壤修复市

场。业界热议的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

土壤修复，也仍在探索之中。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环境修复中心主任环境修复中心主任 陈同斌陈同斌

《南方周末》[2015-04-09]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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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优两优02930293””水稻风波水稻风波
近日，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的一组

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 10月，安徽蚌埠、

安庆、合肥、滁州、马鞍山、淮南六市种植

的“两优0293”水稻大面积减产、绝收，穗

子以下逐渐变灰乃至变黑，500 kg的产量

骤减至50 kg，甚至颗粒无收，受灾面积超

万亩。“两优 0293”水稻种子由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隆平高科”）生

产。该新闻迅速获得关注。“两优 0293”
是否为超级稻、何种原因导致减产绝收、

超级稻攻关中产量与质量如何平衡等问

题激起争议，引发社会对超级稻现状及

未来的关注与深思。

“两优0293”是否为超级稻

此次事件中，关于“两优 0293”是否

为超级杂交水稻的看法存在分歧。“两

优 0293”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于

2006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

超高产品种，曾被湖南省认定为超级稻

组合。

然而，农业部针对“两优 0293”事件

回应称，“两优 0293”并未参加过农业部

组织的超级稻品种认定，不是“超级稻”。

对此，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解释称，在

超级稻认定方面，有农业部认定和省级

认定两种方式，认定标准主要依据大面

积产量水平等。湖南省“认定”与农业部

“没有认定通过”，并不冲突。此外，还有

观点认为，“两优 0293”不属于广适型超

级稻，而是耐肥型超级稻。

超级稻究竟该如何认定？

对该问题，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授杨代常杨代常接受《科技导报》

采访时称，“我国的超级稻认定具有严格

的程序和指标，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生态

条件的杂交水稻品种在产量、抗性、适应

性和米质方面均有具体的要求，而且需

要连续2年百亩以上，经专家现场验收后

才给予认定。”而“两优0293”品种是否为

超级稻可在农业部网站查询。

“‘两优 0293’不是超级稻品种”，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王

洁洁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称，超级稻品

种认定有一套程序和方法，首先品种必

须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其次在产量、品

质和抗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

最后还要通过农业部认定，对达到各项

指标的品种确认为超级稻。“截至 2014

年，农业部冠名的超级稻品种有 111个

（不包括退出的 24个），‘两优 0293’不在

其中。”

减产原因受关注

大面积减产、绝收事件发生后，安徽

农业大学、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等部门的

专家进入田间现场鉴定后认为：种植田

间出现异常系稻瘟病所致，孕、抽穗期间

低温连阴雨，品种本身高感稻瘟病，加上

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导致该病暴发。

对此，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张桃林解释称，

“每个品种有适应的区域，‘两优0293’按
照正常年景算，在江淮地区及安徽是适

宜的，但是‘两优 0293’不足之处是对稻

瘟病的抗性较差，正好2014年年景特殊，

抗性不足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据悉，除安徽外，“两优0293”也曾在

江苏多次出现绝收情况。稻瘟病是一种

什么病呢？

“稻瘟病是由真菌引起的水稻一大

病害，可在苗期和抽穗期发病，严重时对

产量有很大影响。”杨代常告诉《科技导

报》，对杂交水稻品种稻瘟病的抗性，各

省都有一票否决制度。稻瘟病通常在高

温高湿条件下发病，早期发病时若未及

时防治，后期防治效果差，尤其是在稻穗

经瘟流行时危害极大，严重时可导致颗

粒无收。

杨代常向《科技导报》透露，稻瘟病

导致绝收现象的原因包括：品种的抗性

不强；此外，还可能是稻瘟病菌变异极

快，在推广过程中，该地区稻瘟病发生变

异导致品种丧失抗性。这种情况下，“可

通过导入多个抗性基因给予克服。”

王洁也认为稻瘟病是造成“两优

0293”减产的主要原因。他告诉《科技导

报》，稻瘟病是水稻的重要病害之一，其

发生依赖特殊的气候条件，比如：阴雨寡

照或早晚有结露条件等。有的地区常年

干燥，不利于稻瘟病发生，感病品种表现

为不发病。一旦气候异常，稻瘟病就会

大发生，感病品种损失严重，甚至绝收，

“‘两优0293’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指出，

为避免或减小损失，种植抗病品种是最

经济有效的防治手段。提高品种抗性则

是今后水稻育种的主要目标之一。

“重量不重质不符合现实情况”

1996年，农业部启动“中国超级稻育

种计划”，数十家科研机构联合协作。

2014年 10月，第 4期中国超级稻创造亩

产1026.7 kg的新纪录。经农业部认定的

超级稻品种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

30%，平均亩产 590.8 kg，与同等条件下

的非超级稻相比，增产幅度为13.2%。

高歌猛进、硕果累累的杂交稻计划

关系民生，意义重大。然而，减产绝收事

件的发生，也引发公众对“杂交稻重量不

重质”的质疑。

针对争议，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称，国家对超级稻的要求除了产量高，还

要求米质达到部颁二级，抗当地两种主

要水稻病虫害，“不能因个别品种出了问

题，就全盘否认超级稻。”

“杂交稻重量不重质的说法不符合

现实状况。”杨代常接受《科技导报》采访

时也表示，目前我国杂交稻的品质有了

很大提高，归结于我国在品种审定时对

米质提出要求，例如，武汉大学朱英国朱英国院

士的红莲型杂交稻的米质在优质米 II和
III级。在育种家的努力下，相当一部分

杂交稻已实现高产优质的目标。

王洁告诉《科技导报》，多年来超级

稻立项时指标不断调整，从单纯的重视

产量到追求产量、品质和抗性的协调统

一。他指出，我国现有超级稻品种在产

量连创新高的同时品质得到明显改善。

目前超级稻就有不少高产优质品种，如

“吉粳 88”，米质达到国家优质米 I级标

准。

“‘两优 0293’对杂交水稻研究和育

种来说是个别事件，不能因此否定我国

长期的科研成果和科学家的付出。”杨代

常说，在水稻科学家和育种家的努力以

及国家的科技支持下，我国杂交水稻研

究与育种水平领先国际。

王洁也主张积极看待此次事件，

“‘两优0293’虽然不是超级稻，但该事件

会促使今后的超级稻研究更注重品种的

抗病性，对超级稻的研究推广有积极意

义。”他还表示，如何将超级稻的增产潜

力在农民的生产田里大面积实现，让农

民既增产又增收，是今后超级稻项目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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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4月 3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在中国科技会堂会

见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查懋声一行。求是科

技基金会由查济民查济民先生及家族于1994年在香

港创立，旨在通过奖助在科技领域上有成就

的中国学者，推动国家的科技研究工作。多

年来，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与中国科协一直

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友好关系，对科技奖励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会见，双方对于合

作的方向达成了初步共识。中国科协党组成

员、办公厅主任吴海鹰吴海鹰，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张建生张建生等参加会见。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5-04-09]

尚勇会见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

陈章良率团赴印度、

斯里兰卡和缅甸访问

3月16—25日，为增进我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国际

交流，加快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

成员的进程，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陈章良陈章良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了印

度、斯里兰卡和缅甸，对相关组织进行工

作访问。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印度认证国

家委员会和斯里兰卡工程师学会，后二

者于2014年分别代表各自国家成为《华

盛顿协议》的正式成员。代表团还对印

度工程师学会、缅甸工程师学会和缅甸

食品安全工作组等科技工程类组织进行

了访问。此次出访，进一步加强了中国

科协与印度、斯里兰卡和缅甸工程技术

组织的友好关系，为双方今后在工程技

术领域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4-08]
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

调查报告发布

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

况调查的系列报告，近期分 3次先后在

《光明日报》以整版形式发布，题目依次

为“科技工作者想什么？盼什么？”“急盼

打造优良的‘创新生态’”“呼唤平等宽容

创新的科学文化”。这是第三次全国科

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成果首次在媒体发

布，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在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

领导下，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牵头，设

立项目办公室，组建专家咨询组；由中国

科协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联合课题组，负责第 3次调查及研究工

作。课题调查阶段，中国科协共向科技

工作者发放问卷 36000份，回收合格问

卷 34196份。在数据分析基础上，课题

组撰写了一批专题报告，由中国科协报

送中央和有关部门供决策参考；此外，还

正式出版了《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

况调查报告》。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 [2015-04-07]
“一带一路”战略

主题研讨会召开

4月9日，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联合

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中国

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

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中国

委员会、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战略主题研讨

会。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王庆林王庆林

主持研讨会。与会者围绕“一带一路”战

略进行了深入讨论，对如何让科技更好

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规划

和构想，对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打造服

务“一带一路”战略的项目设想提出了建

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王庆林指出，日前

我国已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希望与各部

门一起努力，以协同创新的理念共同设

计科技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和项

目，让科技交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作

为人文交流的切入点，发挥先行作用。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4-10]
陈晔光当选中国细胞生物学

学会新任理事长

4月 1—4日，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第 15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5年全

国学术大会在深圳举行，会议主题为：细

胞——生命的体现。中国科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陈章良出席会议并致辞，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第

十届理事会理事长、同济大学校长裴钢裴钢

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陈十一分别致开幕

辞。会议选举清华大学教授陈晔光陈晔光为学

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大会颁发了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CST终身贡献奖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

会-R&D Systems杰出成就奖。终身贡

献奖由生物医生动物模型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季维智季维智获得。杰出成

就奖分别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科学研

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

员李劲松李劲松和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端卿裴端卿获得。会议特

别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家淮韩家淮、程和平程和平

等 7位科学家作大会报告；会议设立了

20个分会场，共有 180位科学家作学术

报告，2000余名代表参加大会。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2015-04-08]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4月9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出席大会

并讲话。大会主席团主席、学会第八届

理事会理事长韩永进韩永进致开幕词，共400余

人出席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理

事会。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次理事会

上，选举产生了常务理事和学会负责人

等，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韩永进当

选为理事长。

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5-04-13]
2015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召开

4月 13日，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和中

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主办的2015
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的负责人等

400余位出席会议。中国自动化学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研究员王飞跃王飞跃主持开幕式。中国自

动化学会理事长郑南宁郑南宁、中国科学院院

士吴宏鑫吴宏鑫、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蔡鹤皋、中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秘书长黎晓东黎晓东

出席开幕式。

论坛旨在促进智能机器人基础理论

研究、成果原始创新和高技术开发，增强

我国智能机器人自主研发水平和工业基

础能力，推动其在智能制造、智慧生活、

智能产业和国防安全领域的深入应用和

产业转型升级，站在世界科技的至高点

规划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未来。会议安排

了 7个特邀主旨报告、28个分会场报告

和机器人应用及产业展示。

中国自动化学会 [2015-04-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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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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保定市作为项目首个试点城市，截至2015年2月底，有关企

业与全国学会达成各种形式的合作42项。其中，全国学会建立

学会服务站22个，成立国家级企业技术联盟4个，联合建立研发

实验室1个。签订技术项目合作协议14个，25个有合作意向的

项目正在推进。当前，正在落地的科技项目有11个，与全国学

会深度合作的技术项目7个。2015年3月11日，在河北省科协

及保定市委市政府关于保定市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建设有

关情况的汇报会上，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聂瑞平对中国科协将保定市

作为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表示了感谢。他说，保定市创新

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建立以来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是保定市

创新发展的转折点，希望中国科协继续在保定市传统产业升级、

新型产业打造等方面给予关注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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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汇报会，并在讲话中表

示，李克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依靠创新驱动、促进转型

升级作了深刻论述。中国科协推出的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是落实

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项目开展4个月以来取得

了显著成绩，这得益于各省、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保定市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地区，重点做好产业化基地建设对

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还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要增强紧迫感，中国科协和保定市要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还

要做好5方面的工作并一一布置。

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自实施以来，收获了热烈反馈，

经中国科协批准，河北省保定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湖

北省襄阳市、吉林省四平市和安徽省芜湖市已被确定为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示范市。深圳市、广州市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形式

重点开展创新驱动助力试点工作。

3月10—12日，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专家团队赴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进行调研对接。调研团队由来自中国自动化学

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煤炭学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中国材料

研究学会、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中国消防协会、中国农学会、中国

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等9个全国学会的23名专家组成。

专家团队分6个大组8个小组对当地企业的科技需求进行

了现场调研和考察。本次调研主要针对鄂尔多斯市的一些重点

企业、支柱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包括西金矿业责任有限公司、

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伊泰煤制油有限公司、鄂尔多斯羊

绒集团、东达蒙古王集团、中兴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莱福士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学会专家在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后，对企

业提出了专业化与政策性的指导意见。调研活动直接推动了前

期一些已经有初步合作意向的全国学会与当地企业合作项目的

落地，并促成了新的合作意向。鄂尔多斯市发改委、科技局、经

信委、煤炭局、农牧局等相关委办局参加对接活动，为后续工作

的落实打下良好基础。调研后，每位参与调研的专家都认真填

写了反馈意见表。

3月13—15日，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带队赴

福建省泉州市，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调研对接。来自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复合材料学

会等7个学会的16位专家，学会学术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3月16—18日，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一行

赴安徽省芜湖市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调研对接。中国材料研

究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国有色金

属学会、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中国印刷学会、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国照明学会、中

国航空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等12家全国学会的27名专家，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参加

调研。

3月25—27日，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专家团队赴吉

林省四平市进行调研对接。调研团队由来自中国国土经济学

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

国纺织工程学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中国

农学会、中国机械学会等9个全国学会的23名专家组成。

在中国科协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分别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时，尚勇也在致辞中指出了中国科协与二市

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与深圳市政府的战略合作主要包括：一

是组织技术服务，共同建立国家级学会服务深圳创新驱动发展

的平台，实现学会智力资源与深圳产业的有机结合。二是开展

引智工作，共同设立首个“中国科协海外人才离岸创业基地”，更

好地吸引海外科技人才智力资源。三是助力科学决策，围绕深

圳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新型科研机构发展等重大问题，为深

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决策支持等。与广州市政府的战

略合作主要包括：一是把中国创新科技成果交流会打造成高品

质的创新驱动助力合作平台，推进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推广应

用。以互联网思维，加强资源集成共享，把科技创新网办成“永

不落幕的交易会”。二是要建立合作长效机制。通过学会服务

站、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组织大院、大所、大学的科技工作者解决

技术难题，结合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公共服务等重大选题，

开展研讨，做好咨询。三是要共同营造创新合作政策环境，争取

更多的国家政策支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让助力工程有实

效。

截至2015年3月20日，已有22个省的32个市（区）申报创

新驱动助力工程试点。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开篇顺利，

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科协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示

范区的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推广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扩大覆盖

面和影响力，促进全国学会在提升地方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方面

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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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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社团税收分析和对策建议科技社团税收分析和对策建议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赵红，朱宇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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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

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其桥梁和

纽带作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3〕44号）取消了民政部对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

机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的行政审批项目。已有部

分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确定为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单位，科技

社团面临走向市场、面对竞争的局面。科技社团具有公益性特

点，适度的税收减免、税收优惠有助于增强科技社团活力，更有

效地促进学科领域发展。

科技社团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社团是科技工作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是发展我国科

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科技社团主要以收取会费、社会捐助、

科技咨询服务等经费来源开展活动，属于非营利组织，公益性是

其基本特点，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分配利润。

我国非营利组织实体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建立和发展

起来，他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直接创办，或者从党政机构转变

过来，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科技社团的税收状况

我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等18个税种。对非营利组织的减

免政策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有明确规定。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免税。该条件指：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从事公益性或

者非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

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

事业；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

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

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

会公告；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

权利；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

该组织的财产。

符合这些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其营利性活动取得收入并不

免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

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

入：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除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

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

买服务取得的收入；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

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根据 2013年度中国科协业务主管的 188个全国学会年检

报告书，学会的收入主要有：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

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分别占

总收入的3.9%、5.8%、57.3%、8.4%、15.3%、5.0%、4.3%。按规

定，属于免税的是捐赠收入、会费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非免税

的是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和投资收益。

分析188个全国学会2013年度年检填报的收入，免税收入

约占总收入的 25%；非免税收入约占 70.7%；其他收入约占

4.3%，来源各异。

对于免税收入部分，捐赠收入在年检学会中非常不均衡，仅

38个学会有捐赠收入，占20.4%；其中最多的是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数额占全部年检学会总捐赠收入的57.1%。会费收入

和政府补助收入大多数年检学会都有，这两项收入为零的学会

分别占8.6%和16.1%；其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会费收入最高，

中国电子学会政府补助收入最高。

对于非免税收入部分，提供服务收入在年检学会所有收入

中占比重最大，约为57.3%。其中，对绝大多数学会来说，主要

收入是开展学术活动的收入。该项收入同样存在非常明显的不

均衡，仅中华医学会就占全部学会提供服务收入的41.2%；仍然

有9.7%的学会无此项收入。在商品销售收入中，仅19.4%的学

会有此项收入，其中，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为最高，占全部的

64.5%。有投资收益收入的学会数量更少，仅占16.7%；其中，中

华医学会为最高，占全部的34.5%。

通过比较近3年年检学会的收入可以看出，其增长主要体

现在收税收入中，免税收入近3年并无明显增长。

意见建议与结论

目前，对大多数中国科协业务主管学会来说，收入集中在会

费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和提供服务收入。总的来看，免税收入占

学会收入的不足30%，且学会之间差异较大。对此，笔者提出以

下建议。

1）简化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和享受税收优惠手

续办理

根据《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非营利组织要想免税必须同时满足9个条件。只有通过了

财政、国税、地税3个部门共同认定，才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

格。以学会开展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业务为基准，从法律和政策

上，对学会的捐赠、经营活动作出规定。针对各个学会情况，应

明确非营利组织地位，明确可以免税的非营利性业务和需要缴

税的营利性业务，简化学会申报程序。

2）实行阶梯税率

根据相关规定，非营利组织可以开展经营性活动并获取利

润。不同的学会之间存在着经营差异或学科差异，比如：医科类

学会经营状况总体较好，理科类学会则比较困难。由于学会的

收入差别较大，应该扶弱助强，实行阶梯制税率，以期促进各学

科均衡发展。

3）处罚偷税漏税行为

应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学会的行为做出约束，非营利组织的

重要特点是对经营性活动取得的利润分配进行约束，应对非营

利组织的利润分配进行监控。对于营利性活动的收入存在偷税

漏税的学会，应严厉处罚，以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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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石油磺酸钡有助于提高微波
吸收涂层耐腐蚀性能

微波吸收涂料在隐身技术、电磁屏蔽及

人体防护等方面有着广泛应用。羰基铁粉

是磁损耗型微波吸收涂料中的主要吸收剂，

由于海洋环境容易发生腐蚀，阻碍了此类涂

料在海洋环境的应用。为提高此类微波吸

收涂料的耐腐蚀性能，中航工业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隐身材料专业黄大庆黄大庆研究团队通

过在涂料中添加缓蚀剂石油磺酸钡改善了

其盐雾腐蚀性能。研究表明，添加质量分数

为4.2%的石油磺酸钡可明显改善涂料的抗盐雾性能，且涂层的宽

频微波吸收性能基本未发生变化，这为高性能微波吸收涂料在海

洋环境的广泛应用提供了相应的技术基础。石油磺酸钡中具有疏

水性的非极性基团，可有效地将吸收剂与腐蚀介质阻隔开，防止微

电池形成，进而提高涂料的腐蚀性能。（网址：jam.biam.ac.cn）
《航空材料学报》[2015-03-31]

推荐人：《航空材料学报》编辑部 王俊丽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破片
杀伤战斗部优化设计

为改变目前破片杀伤战斗部传统“画加打”的设计模式，提

高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引入优化设计方法，北京理工大学毛亮毛亮

等研究人员通过对目标函数、约束条件以及分析模型的探析，构

建了破片杀伤战斗部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在破片杀伤战斗部

优化设计过程中，采用引入多父体杂交算子的改进型遗传算法，

从而改善了传统优化算法所遇到的病态梯度、初始点敏感和局

部收敛等问题。以某聚焦式破片杀伤战

斗部为例，运用此优化方法对破片杀伤威

力和战斗部总质量两项指标进行了优

化。计算结果表明，优化最终方案的各项

性能指标均满足战术技术指标要求，与原

方案相比，优化的目标对象得到了很大程

度上的改观。该优化设计方法有效且普

适性强，可为其他相关类弹药战斗部提供

设 计 依 据 。（网 址 ：118.145.16.231/
jweb_bgxb） 《兵工学报》[2015-03-31]

提出一种地面离线标定和机上

在线校正相结合的快速校正方法
针对航空变焦距

镜头的非线性畸变随

焦距变化而变化的问

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

究所刘晶红刘晶红等研究人

员提出一种地面离线

标定和机上在线校正相结合的快速校正

方法。利用单参数除式模型校正镜头畸

变，根据模板图像中共线点的投影不变

性，采用变步长优化搜索方法求解出若

干离散焦距下镜头的畸变系数和畸变中

心坐标，分析了畸变参数随焦距变化的

规律，建立了畸变参数与焦距之间的经

验公式。在飞行实验中，将实际工作焦距

值代入经验公式得到相应畸变参数对实

景图像进行自动校正。对模板图像与实

景图像的校正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校

正变焦距镜头的非线性畸变，对3幅不同

焦距下的720 pixel×576 pixel模板图像

校正平均均方差约为2.68 pixel，平均校

正时间约为4.82 s。该方法具有效率高，

便于自动化实现和工程应用的优点。

（网址：www.opticsjournal.net/Journals/
gxxb.htm） 《光学学报》[2015-04-16]

基于数字岩心技术的气体

解析/扩散格子Boltzmann模拟
在页岩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储层中

普遍存在着气体解析/扩散现象，为了描

述微观尺度下的流动模拟，中国石油大

学石油工程学院张磊张磊等研究人员通过在

格子Boltzmann方法的演化方程中添加

源汇项，模拟了多孔介质中的解析/扩散

现象；并以Langmuir等温吸附定律为例

进行模拟，模型计算结果与宏观扩散方

程的有限差分结果基本一致，但有限差

分方法对时间步长要求较高，计算量比

格子Boltzmann方法大，格子Boltzmann
方法在迭代次数上具有

明显的优势。最后，基

于CT扫描的二维数字

岩心，模拟了气体在复

杂结构多孔介质中气体

解析/扩散过程。这种

处理方式避免了复杂的

边界条件，计算量不会明显增加，并可以

用来模拟具有复杂孔隙结构的真实岩心

中的解析/扩散现象，同时可以根据不同

储层中气体满足的解析/吸附规律来配置

源汇项。（网址：http://www.syxb-cps.
com.cn）

《石油学报》[2015-03-25]

神府煤可制备成超细石墨粉
寻求来源广、价格低、纯度高的炭质

原料是目前高性能石墨材料制备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向。西安科技大学化学与化

工学院张亚婷张亚婷等研究人员以陕北神府煤

为原料，探讨了在高温及惰性气氛下，煤

粉粒度、催化剂种类及添加量等因素对

煤炭石墨化过程的影响，并通过X射线衍

射、扫描电镜及拉曼光谱等技术对煤炭

高温热处理产物进行了分析和表征。结

果表明，当以低变质程度的神府煤为原

料时，在2500℃、惰性气氛及一定催化剂

存在的条件下，神府煤可以制备得到超

细石墨粉；煤粉的粒度对其高温石墨化

度有一定影响，神府煤煤粉粒径越小，超

细石墨粉的石墨化程度

越高；氯化铁、硼酸等均

可以作为神府煤高温石

墨化的催化剂，进一步

提高石墨化产品的石墨

化度；并且当以硼酸作

为 催 化 剂 ，煤 粉 粒 径

D90< 20 μm时，由神府

原煤可制得石墨化度为 80.35%的超细

石墨粉。（网址：www.hgxb.com.cn）
《化工学报》[2015-04-05]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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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研究揭示microRNA定量调控规律

microRNA通过与靶RNA结合抑制靶基因表达，在动植物中起到重要的转录后调控作用。清华大学汪小汪小

我我、谢震谢震研究组，通过合成与系统生物学方法揭示了microRNA定量调控规律。研究成果发表在 3月 20日

PNAS上。

研究人员将系统生物学建模分析与合成生物学实验相结合，建立了microRNA调控的数学模型，构建对应

的合成基因线路并植入细胞中模拟竞争性内源RNA（ceRNA）效应，证实了靶RNA和microRNA浓度对ceRNA
效应的阈值现象，发现了microRNA的靶位点结合能力对ceRNA效应强度影响的函数关系，阐述了microRNA
通路和RNAi通路竞争效应的不对称性，并从理论上提出了RNAi技术的改进方向。这一研究将生物信息学、系

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相结合，定量揭示了基因调控规律，为理解复杂的microRNA调控系统和未来用RNAi技
术有效设计疾病基因靶向治疗等提供了理论基础。（网址：www.pnas.org） 《中国科学报》[2015-04-10]

发现15个乳腺癌遗传风险
新“热点”

由加拿大卫生研

究院等组成的国际科

研团队对超过12万名

欧洲血统女性的基因

组成中的微小变化进

行比较后，确定了具有

乳腺癌高风险的15个

新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变异。至此，

科学家们共发现90多个与乳腺癌关联的

SNP。研究成果 4月发表在Nature Ge⁃
netics上。

平均每 8个妇女中就有 1个会在其

一生的某个阶段患上乳腺癌。研究表

明，拥有少量上述变异基因的女性会增

加罹患乳腺癌的几率，而拥有大量上述

变异基因的女性患癌的风险就会大大增

加。研究人员估计，约5%的女性拥有足

够多的遗传变异致使其罹患乳腺癌的风

险增加1倍。此项研究在基因水平上解

开乳腺癌之谜中又迈出了一步，确定的

这些遗传标记可被用来帮助识别高风险

女性，有效改善乳腺癌的筛查和预防。

（网址：www.nature.com/ng/index.html）
《科技日报》[2015-03-31]

研制出超薄铂镍合金高效纳米
催化剂

在化石能源资源有限和环境污染加

剧的双重压力下，以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为代表的新型清洁能源的研究和应用受

到全球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

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曾杰曾杰课题组与

美国阿克伦大学教授彭振猛彭振猛合作研制出

一种具有超薄铂镍合金原子层的核壳型

纳米催化剂，并实现了对铂镍原子比例的

调控。研究成果发表在3月4日JACS上。

这种催化剂内部为一种低催化活性

但非常稳定的钯核，外

部为一种高催化活性

的铂镍合金。研究表

明，该催化剂对于质子

交换膜燃料电池阴极

氧还原反应的活性高

达 0.79 A·mg-1，约为

目前商用铂碳催化剂的5倍。此外，由于

这种新型催化剂内部存在较为稳定的钯

核，其整体稳定性大幅提高，在循环充放

电测试6000次后，未见其性能有显著降

低。该研究为开发新一代燃料电池提供

了高效的纳米催化剂，也为改善燃料电

池综合性能提供了新思路。（网址：pubs.
acs.org） 《光明日报》[2015-03-19]

新研究揭示恒星进化过程
最近研究显示，在过去18年中，一颗

距离地球 4250光年的巨大原恒星正在

经历戏剧性的变化。研究成果发表在 4
月3日Science上。

1996年，科学家使用射电望远镜观

察了一个名为W75N（B）的恒星形成区

域，该云状物中的一个天体——VLA 2，
有微乎其微的结构：它的磁场没有固定

到特定方向，而且来自该恒星的电离物

质流以相似的速度向各个方向喷涌。但

去年的观测结果暗示，该原恒星的恒星

风在其极点流动得更快，该天体的磁场

开始与其周围更大的气体和尘埃云相匹

配。研究人员称，当遭遇盘绕在周围的

环形尘埃和气体盘时，从该原恒星赤道

喷涌出的物质流速度大幅减缓。团队成

员预测，在未来数十万年中，W75N（B）-
VLA 2将进化成一颗质

量 约 为 太 阳 6 倍 的 恒

星。持续观察该云状物

中的少数大质量原恒星

将进一步阐释恒星形成

早期阶段的信息，调整有

关恒星如何进化的模

型。（网址：www.sciencemag.org）
《中国科学报》[2015-04-07]

土卫二可能存在孕育生命的环境

由日本东京大学、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组成的研究小组通过分析土星探测器获得的观测数据，发现土星

卫星之一——土卫二的海洋底部存在热水活动生成的物质，很可能存在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研究成果发表

在3月12日Nature上。

土卫二南极厚达30~40 km的冰层下，存在着深约10 km的液态海洋。冰层的裂缝中还不时有水像间歇泉

那样喷出。研究人员详细分析了“卡西尼－惠更斯”土星探测计划在2004—2007年间获得的大量观测数据，发

现土卫二喷出的海水中除水之外，还有直径为5~10 nm的二氧化硅微粒。研究人员认为，二氧化硅微粒是部分

岩石成分在高温水中溶解后又急剧冷却时出现的，在土卫二的岩石质海底，很可能与地球海底一样，有高温热

水从裂缝中喷出。根据观测结果，研究小组在2010—2013年底在实验中模拟了土卫二海洋，调查了二氧化硅

微粒的生成条件，认为在地球海底有热水喷出的地点，栖息着多种微生物，被认为是生命诞生的场所之一，土卫

二上应该也有类似的地点。（网址：www.nature.com） 新华社 [2015-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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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通过统计奖项的申请人员性别比例和每阶段留存的申请人

比例后，英国皇家学会委员会还考虑针对男性和女性候选人的

科研经历进行比较，比较发现B类（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动物学，

植物科学，生理学）小组的女性申请人有很大一部分人员拥有5
年以下的博士后研究经历，但这些发现仍然无法解释2014年发

生女性获奖者锐减的现象。对成功得到奖金人员分布最多的10
所机构进行审查发现，不同机构对于申请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也

无法解释2014年的结果。随后基于扶植计划部门整理的记录展

开调查，追踪2014年女性申请人发生的情况，对A（地球科学、化

工、数学等）类和B类的申请成功率进行对比（图3）。

皇家学会早期研究生涯资助计划与性别平衡

皇家学会委员会还对2014年URFs推荐结果与皇家学会/
威康信托基金会联合基金的推荐结果一并考虑。委员会也考察

已公布的SHDFs与URFs的男性和女性获奖者，在整个2014年

相关的资助计划中的成功率。URFs和SHDFs计划总体上男性

和女性候选人在推荐阶段的成功率如图4所示（至2012年才开

始引入SHDFs）。可以看出，当整年数据汇集到一起的时候，男

性和女性之间成功率的差别大大减小。皇家学会还设有Doro⁃
thy Hodgkin奖励，同样欢迎女性科研人员的参与，在2014年此

奖项授予了9名女性研究人员。

皇家学会主席保罗·纳斯爵士也在他自己的官方博客中提

到，2012年，生物医药的研究者从URFs计划转战到SHDFs计

划。目前URFs计划主要为物理科学领域，其中男性候选者更为

普遍，因此脱离于SHDFs而单独报告URFs的结果有可能无法

真实地反映皇家学会职业发展计划的整体情况。

需要采取的行动

考虑过研究小组的报告和其他数据后，委员会认为皇家学

会应采取以下行动来改善女性在URFs/SHDFs计划中的表现：

皇家学会将与威康信托基金会合作，审查URFs/SHDFs的

宣传材料和申请表格，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以移除任何可能妨

碍女性申请的因素。学会也应公开成功申请者的信息，来为潜

在申请人作出示范。

皇家学会将与院士一道，鼓励在URFs/SHDFs评选中具有

竞争力的女性学者，考虑进行奖金的申请，并提供其他适当的指

导。院士也应鼓励适合的当届和往届URFs/SHDFs授予者在他

们的高校中向潜在的女性候选人推广URFs/SHDFs计划。在大

学的各学院和各部门中展开URFs/SHDFs相关的讨论，以便使

委员会进一步加大对“需求方”的理解，以及消除任何有关

URFs/ SHDFs的误解。这些讨论也应包括学会的一些其他奖励

计划。

施行强制性的行动计划，以确保所有涉及URFs的服务人员

和其他评选小组都明白在候选人展示自己的方式中存在差别，

并理解如何识别出候选人之间的优劣，如何识别出不恰当的意

见或无理由的判断，包括小组成员应如何工作，其中，特别重要

的是如何成为一名有效率的主席。该计划应借鉴高校研究奖内

Dorothy Hodgkin奖评选小组和其他小组广泛的相关经验。同

时也应考虑设立观察员对小组提供反馈，准备一份具体的实施

计划。收集和分析与学会自身活动相关的数据。就不同职业阶

段的多样性审视提供的数据，看是否存在不足之处可以通过新

的研究或分析来有效地弥补。委员会特别感兴趣的是，可能与

其他资助者一道设立一个项目，以审视英国独立博士后研究的

基金分布中女性申请者名额数较低和/或申请成功率较低的程

度，并考察成功率中的性别差异是否源于主观因素。这些建议

应当应用于皇家学会的所有评选小组。

皇家学会表明，它将会致力于采取尽可能的行动，来解决科

学领域中女性名额数较低的问题，并确保通过一种合作的途径

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并就学会自身计划中识别出来的相关问

题采取行动。

虽然本次的调查结果无法表明为何女性获奖者锐减，但是

在鼓励女性科研人员的道路上，皇家学会就已经做了一些工

作。通常在谈及著名女性科学家的时候，“居里夫人”是大部分

人第一个想到的名字，为了改变这个现状，皇家学会在2012年

10月发起了一项“维基编辑马拉松”，鼓励人们在维基百科上编

辑关于女性科学家的文章。这个几乎囊括所有信息资源的平

台，关于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所获得成就方面的

信息却略显匮乏。皇家学会开始寻求拥有一点维基百科基本知

识并能上网的志愿者们来创建或更新有关女性科学家们的词

条。推荐人物包括：首位自己制造飞行器并成功试飞的女性

——莉莲·布兰德；在美国帮助解决首例蛋白质晶体结构问题的

女性——玛莎·路德维格；以及唯一一位在美国航天局登月计划

中任工程师的女性——芭芭拉·克劳福德·约翰逊。给那些科学

界的其他女性应得的“维基”认可。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3 按性别和A/B类小组统计的URFs申请成功率

图4 按性别统计URFs及SHDFs计划的申请成功率（20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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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从国家安全角度审视个人数据从国家安全角度审视个人数据
———评—评《《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隐私规制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隐私规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隐私规制》，王

忠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9月第1版，定价45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汤苍松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博士。

个人数据是个人信息的存在形式，

大数据时代尤为如此。通过终端设备，

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的便捷性，也在时

刻留下自己的数据足迹。就个人而言，

海量信息的积累与挖掘会很大程度地反

映个人存在与暴露个人隐私。就产业而

言，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获取便捷的个

人信息是战略资源、是大有可为的商业

蓝海。就国家而言，个人信息的跨境流

动越来越影响国家信息安全与国际竞争

力。个人数据的快速产生与海量积累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问题的关

键在于，在积极有效用之创造财富、创新

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合法有效地保护

个人隐私，解决好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

边界问题，处理好产业创新与隐私保护

的平衡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正成为全球最大、最

复杂的数据池。一面是个人数据黑市交

易的不断曝光，一面是数据销售与挖掘

产业的蓄势待发，再加上先发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的国际背景和个人数

据跨境流动导致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

个人数据隐私规制成为大数据浪潮汹涌

来袭的当代中国必须直面、必须破解的

时代命题。近期出版的《大数据时代个

人数据隐私规制》，在理清基本概念、借

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了

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书中，王忠博士

首先进行隐私规制总体设计，明确隐私

规制的目标、机制构成及其内在关系；其

次，针对销售许可机制研究、隐私泄露举

报机制研究和隐私泄露溯源机制3大主

要机制开展研究，对机制作用机理进行

了分析并进行了具体机制设计；最后给

出了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隐私规制的政

策建议。

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威胁个人隐私保

护，甚至于国外隐私保护主义者担忧

“Big Data is Big Brother”。如何破解这

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时代难题，先发

国家在个人数据隐私规制方面进行了探

索改进，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国际经验。

概括起来，一靠法律法规，二靠行业自

律，三靠技术创新。从欧盟、美国和日本

的实践来看，往往都是多措并举，所不同

的在于根据国情民意、发展基础和发展

模式而有所侧重。欧盟采用以法律规制

为主导的隐私权保护模式，其基本做法

是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从法律上确定

隐私权保护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具体制

度，并以此设计救济机制。美国和英国

则采取政策性引导下的业界自律模式，

最具特色的形式是建议性的行业指引和

网络隐私认证计划。如美国有多种形式

的网络隐私认证组织 ，最有名的是

TRUSTE 和 BBB online，而英国较有影

响的 2 个组织是隐私国际和老大哥观

察。尽管美国更注重行业自律来规制个

人数据的使用，但某些高度敏感领域的

立法工作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如儿童

信息、医疗档案以及金融数据等。而技

术创新是隐私保护的普遍需求的催生供

给，既是市场驱动下企业对巨大商机的

满足，又是市场主体对规制政策的有效

影响。

正如作者所论，关于网络个人数据

隐私保护的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法律视

角，本书则立足于在大数据环境下从治

理机制的角度对个人数据隐私规制进行

前瞻性系统研究。因此，在借鉴国际经

验的基础上，本书基于对个人数据利用

过程的利益相关者和主要流程进行分

析，来对个人数据隐私规制进行全面研

究和总体设计。在对个人数据隐私治理

利益相关者分析时，作者构建了包括个

人、个人数据企业、政府、媒体、第三方隐

私保护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多元利

益主体分析框架，并以此来具体分析多

元主体各自利益诉求、权力与利益关系

以及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搜

集、处理、交易和应用等覆盖个人数据隐

私规制全过程德尔4个流程的规制难点

逐个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根据国外经验

和国内实际，对中国个人数据交易隐私

规制进行了总体设计。作者认为，中国

个人数据交易隐私规制机制主要包括个

人数据销售许可机制、个人数据隐私泄

露举报机制、个人数据隐私泄露溯源机

制。

总的来看，作者坚持问题导向，立足

有效治理，既关注利益相关方，又着眼个

人数据处理全过程，既关注国内外典型

重大问题，又充分借鉴先发国家既有经

验，所搭建的机制框架力图实现对个人

数据隐私全过程的闭环保护。可以说，

这是一本有深度、有力道的著作，给出了

当代中国大数据背景下个人数据隐私规

制的简要路线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不管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个人数

据隐私规制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还

是要受公众隐私观念和隐私能力的影

响。这是良好规制体系建构的土壤，也

是相关技术创新的催化剂。只有公众关

注自身的隐私权益、养成良好的个人数

据处理习惯，并能积极主动地实行侵权

救济，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隐私规制才

能更快更好地建构起来，才能真正实现

其建构目的。正如作者基于网络隐私保

护调查问卷的发现，国人对于公共场所

视频音频资料、社交网络资料、遵纪守法

情况的隐私保护还不够。因此，作为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大数据时

代背景下的个人数据隐私规制，一方面

必须在建章立制、行业自律、技术创新上

尽快有所突破，另一方面面向公众的隐

私意识教育和隐私技能培训必须全面加

强。唯此，中国才能在大数据时代浪潮

中获取、用好发展机遇，才能处理好产业

创新和隐私保护的关系。

123



科技导报 2015，33（8）www.kjdb.org

·图书推介·

大气二次有机气溶胶污染特征及

模拟研究

郝吉明，吕子峰，楚碧武 等 著。科学出

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定价：98.00元。

二次有机气溶胶是大气颗粒物的主

要成分之一，对人体健康、空气质量、气

候变化等都有严重影响。本书系统地阐

述了二次有机气溶胶的概念、形成机制、

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及模型模拟等。基

于外场观测的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

数据，本书研究了典型地区北京的二次

有机气溶胶大气污染特征，指认了对二

次有机气溶胶生成贡献大的挥发性有机

物物种；利用烟雾箱实验系统，考察了二

次有机气溶胶各主要前体物的气溶胶生

成潜势，研究了无机颗粒物对二次有机

气溶胶生成的影响规律；构建了甲苯光

氧化生成二次有机气溶胶的箱式模型，

分别在箱式模型和大尺度的空气质量模

型中引入烟雾箱实验量化结果，并对模

拟结果进行了评价。

RNA纳米技术与治疗

[美] 郭培宣，Farzin Haque 著，马润林

译。科学出版社，2015年 1月第 1版，定

价：268.00元。

《RNA纳米技术与治疗》是首部系统

描述RNA纳米功能材料及其临床治疗的

权威专著，全面总结了国际上RNA纳米

材料领域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本书共11
部分29章，分别论述了RNA纳米材料的

基本原理；RNA分子的折叠、结构及纳米

颗粒装配；基于RNA纳米组装的生物计

算和结构预测；RNA纳米合成、组装、标

记的化学；RNA纳米分析的单分子及生

物物理技术；RNA纳米颗粒组装的各种

模型；RNA纳米技术对于治疗癌症、病毒

和遗传疾病的前景；RNA纳米适配体在

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等。本书的主

要特点是集中阐述了 RNA作为功能材

料，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更加接近医学实

用纳米材料的全新世界。

脑机穿越：脑机接口改变人类未来

[巴西] 尼科莱利斯 著，黄珏苹，郑悠然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 1
版，定价：98.00元。

《脑机穿越》讲述了“人机融合”的未

来，即“脑机接口时代”即将到来。本书

是“脑机接口”的简要发展史。作者从脑

机接口对传统神经科学的颠覆，到早期

的“信息输出”，即机器如何读取大脑信

息；再到现在科学家苦心钻研的“信息输

入”问题，即反馈信号如何作用于大脑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未来新图

景。在未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

完善，很多渐冻人患者、严重瘫痪患者也

将从中受益。脑机接口有望让这些病患

重新恢复功能性运动，重新学会行走。

脑机接口并不只局限在医疗康复领域，

作者正在进行的“大脑校园”项目将是多

学科合作的典范，它将提升人们的教育、

健康及生活标准。甚至，我们能进入祖

先的记忆库，下载他的思想，通过他最私

密的感情和最生动的记忆，创造一次你

们原本永远都不可能经历的邂逅。

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及控制
何秋生，张桂香，闫雨龙 等 著。 化学工

业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98.00
元。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与臭氧层

破坏、温室效应并称为21世纪影响人类

生存与健康的3大环境问题。本书综合

国内外对POPs的研究，从POPs的性质

和关注类别及监测分析方法出发，系统

介绍其在环境中存在水平、迁移和转化

等环境地球化学行为及其环境效应，进

而介绍此类化合物的不同来源、控制方

法和修复技术。通过总结国内外POPs
研究方面的最新文献，为环境领域工作

者研究我国POPs污染特征、排放及控制

技术提供参考，同时力求提高读者对

POPs的理解和重视。本书可供环境科

学与工程、化学工程等领域的工程技术

人员、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也供高

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参阅。

黎明之前——基因技术颠覆人类

进化史

[美] Nicholas Wade 著，陈华 译。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98.00
元。

作者通过基因图谱从遗传学、生物

学、历史及社会科学等视角，追述人类在

史前5万年中的演化，其中关于语言、基

因和种族进化的阐述，突破了传统专业

叙述方法，通过跨学科领域的思考，阐述

人类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内在根

源。内容横跨多学科，是一本可读性较

强的社科人文科普书。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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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癌症防控的现状与展望人类癌症防控的现状与展望

文//秦健勇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肿瘤科，副主

任医师。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癌症是一种古老疾病，人类为征服

它付出了艰苦的努力。20世纪以来，癌

症防控虽有进展但形势仍然严峻。2015
年CA杂志报告了2004—2010年间美国

癌症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RSR）数据：

前列腺癌 99%，甲状腺癌 98%，乳腺癌

91%，子宫内膜癌 83%，宫颈癌 70%，直

肠癌68%，结肠癌65%，卵巢癌45%，胃

癌 29%，食管癌 20%，肺癌 18%，肝癌

18%，胰腺癌 7%，所有病例为 68%。文

章称，癌症预防措施开始奏效，肺癌、大

肠癌的发病率已经开始下降。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于 2014年在 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上发布了

2003—2005年中国癌症患者的5年RSR
数据：乳腺癌73.1%，甲状腺癌67.5%，膀

胱癌 67.3%，肾癌 62%，子宫内膜癌

55.1% ，前 列 腺 癌 53.8% ，结 直 肠 癌

47.2%，宫颈癌45.4%，鼻咽癌43.8%，卵

巢癌38.9%，胃癌27.4%，食管癌20.9%，

肺癌16.1%，胰腺癌11.7%，肝癌10.1%，

所有病例为30.9%。该文指出了城乡差

别，农村 5 年 RSR 为 21.8%，城市 5 年

RSR约为39.5%。国家及地区间差异与

病种、早期诊断率、医疗资源可及性有关。

癌症的自然病程及致死模式

癌细胞表现为粘附性减低、阿米巴

运动及无限增殖，具有强大的破坏性，通

过占位、播散、转移、分泌特殊活性物质

及干扰机体代谢最终导致患者身体器官

衰竭甚至死亡。癌症具有异质性，自然

病程及症状演变各异。进展迅速者于发

病后数月死亡，慢者如前列腺癌或乳头

状甲状腺癌，自然病程甚至达10年以上。

未经治疗的癌症患者大多在5年内

死亡，自发性癌症消退极为罕见，低于万

分之一。经过治疗，癌症或可永久治愈；

有些会在缓解后复发，但仍有治愈机会，

但多数最终死于癌症；不少患者可获得

一段时间的控制，少数患者病情持续进

展最终死亡。癌源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是

重要脏器的功能衰竭，进展期患者常见

各种合并症，如感染、出血、重度蛋白质

能量缺乏型营养不良等；少数患者的死

亡和治疗伤害有关；而长期生存的老年

人更多是由于癌症之外的原因死亡。

主流癌症治疗方法

现代肿瘤学防控体系以外科切除、

放射治疗及药物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段，

三大治疗手段的疗效明确，结合支持治

疗及康复措施，已使越来越多的患者生

存期得以延长甚或治愈。

外科技术是多数癌症的治愈基础，

将原发病灶、区域淋巴结，甚至可切除的

远处转移灶尽可能地完整切除是现代肿

瘤外科的主要目的。作为最主要的治愈

手段，现代外科力求安全、精细及微创，

扩大切除及完整切除技术日趋完善，功

能保留成为技术标准。不少局部晚期的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经过扩大切除获得了

长期生存甚至治愈。保乳、保腋窝或者

更加精细的组织机能保留手术使得早期

乳腺癌患者获得了更好的生存率和生活

质量。直肠癌外科由于全系膜切除及环

周切缘技术的发展，局部复发率显著下

降的同时保肛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某些情况下，微创消融/血管栓塞等介

入性治疗的疗效可以和手术相媲美，并

且其治疗安全性要高于手术。冷热物理

消融或者化学消融技术及肝动脉插管化

疗栓塞（TACE）已经成为消灭肝内癌灶

最有效的综合治疗措施之一。

放射治疗的合理使用不仅可控制癌

症，甚至可达根治效果。近100年来，放

射治疗设备和技术发展迅速，新的射线

源如质子、重粒子显示出更好的治癌特

性，放射靶区日趋精准而周边正常组织

受量却不断降低，癌症的放疗效果得到

了大幅度提升。放疗在某些肿瘤中有治

愈的价值，例如头颈部肿瘤及宫颈癌、肛

门癌等。临床上经放射治疗后疾病达到

长期控制的患者并非少见。

化学治疗是白血病淋巴瘤等少数几

种癌症的治愈性手段。在肿瘤负荷较少

的情况下，化疗作为根治性局部治疗的

辅助治疗，可以有限地提高5年RSR。一

定比例的晚期癌症在无法治愈情况下，

如果初始化疗有效，则可能从化疗中获

得有限时间的生存延长。

内分泌治疗是激素依赖性肿瘤如乳

腺癌、前列腺癌的重要治疗手段，对于疾

病控制甚至治愈有独特价值。分子靶向

治疗是最有前途的治癌方法之一。癌症

细胞起源于内在基因表达失控，其产生

的功能蛋白质导致了恶性细胞侵袭与无

限制增殖的生物学行为。随着分子生物

学及细胞生理学的迅速发展，基于分子

靶点的药物不断被开发出来，在慢性粒

细胞性白血病及少数肺癌、乳腺癌病例

中取得了显著疗效。免疫治疗已经成为

继分子靶向疗法之后又一治癌利器，基

于免疫检测点 PD-1、PDL-1、CTLA-4
开发的产品显示出显著的疗效，已经获

批作为新的系统性抗癌疗法。

整合肿瘤学疗法在实践中被证明对

于缓解某些症状甚为有效，主流研究普

遍认为，营养调整、体能锻炼如瑜伽或气

功及心理康复等措施在癌症患者的长期

生存和生活重建方面具有主流疗法无可

替代的作用。

我国癌症治疗现状的反思与展望

我国癌症发病已进入高峰期，患病

人数多，治疗花费大（人均10~30万元），

负担沉重。而我国尚未形成像美国国家

癌症研究所及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那

样的防控体系，存在控烟不力、医疗系统

效能低下、临床实践随意性大、多学科会

诊推广困难等诸多困境。

虽然如此，最近10余年来我国的癌

症防治水平仍有显著进步。由于癌症知

识的传播及诊断设备的更新，早期诊断

率不断提高，癌症已成为一个可控性疾

病。在局部治疗领域，手术、放疗技术不

断向精细化发展，微创治疗常常出奇制

胜。在系统治疗领域，传统化学仍是主

力，分子靶向低毒高效，免疫疗法异军突

起，多数癌症获得控制甚至治愈已开始

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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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时间界限打破时间界限，，追溯生命起源追溯生命起源
·科学人物·

从亚当夏娃的伊甸园传说，到女娲

开世造物的远古神话，从达尔文生物进

化学说的创立，到寒武纪生命大暴发的

进化之谜——古往今来，“生命从哪里

来”这个有关“存在”的终极追问贯穿了

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其浪

漫的色彩、漫长的求索、无尽的想象，也

让从小就对大自然十分着迷的刘建妮感

到深深好奇。

如今已是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刘

建妮，仍对小时候的生活记忆犹新：“那

时家住农村，经常满山遍野地窜，只为观

察蝴蝶的翅膀在太阳下透出的迷人色

彩；拿起小棍翻动地上的树叶，寻找形态

迥异的昆虫，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儿。”正

是儿时纯真的热爱和强烈的求知欲，让

刘建妮将自己对生命的浓厚兴趣延续为

始终探寻的追求——2011年1月24日，

她的论文被Nature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

式成功发表，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不小

的轰动。

在距今约5.4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

发生了地球上自出现生命以来最为壮观

而醒目的创生事件——不到地球演化史

1%的时间里迅速产生了 90%以上的动

物门类，地史学上“显生”时代的到来也

让生物化石开始有迹可循。然而，短期

内的生命暴发让很多分布狭窄、寿命短

促的过渡类群难以被发现，现生生物界

中证据的捉襟见肘更让进化论一度遭遇

质疑。这个连达尔文都倍感困惑的奇特

谜题，正是刘建妮始终深耕不辍并取得

突破性进展的前沿领域——她在云南澄

江的寒武纪化石库中发现了行走在远古

海底的“仙掌滇虫”，并成功证明这种湮

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叶足动物，乃是蝗虫、

蝴蝶、蜜蜂、蜻蜓等现生节肢动物“遗失

的远祖”。这一重大发现不仅首次破解

了节肢动物起源与早期演化之谜，更由

于展示出“叶足动物”向“节肢动物”演化

过程中的镶嵌特征，为物种渐进演化的

理论提供了确凿的化石实证。

研究古生物自然少不了风吹日晒的

野外考察，在湿热高温的环境中连续工

作、对着坚硬的岩块敲敲打打、在地形奇

特而又人迹罕至的山区与危险擦肩而过

……化石出产地的工作现场有着常人难

以想象的恶劣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也让人们在潜意识中认为古生物学更

适合男性。对此刘建妮却表示，野外采

集时时刻刻都有重大化石发现的惊喜对

她而言其实是一种乐在其中的享受，真

正艰辛的“战役”往往要从回到实验室的

时刻开始——叶足动物的化石并不像人

们熟悉的恐龙那样具有粗大的骨骼，其

柔软的身躯在岩石内只留下如印模般的

痕迹，她和同事必须小心翼翼地在高倍

显微镜下不失毫厘地仔细剥离，才能够

保证这些珍贵的化石不受到半点损害。

比如，刘建妮研究的神奇啰哩山虫只有

1 cm左右，她却要在这个狭小的身体中

如同鉴定宝石般分辨出头部、躯干、附

肢、眼睛、触角、背刺等毫米级的生理结

构；为了进行对比研究，还经常需要同时

观察全球其他化石库中类似的化石，并

把它们的形态特征用照片及素描的方式

记录下来，甚至还要邀请美术专业的学

生为这些化石绘制结构精细、外观精美、

活灵活现的复原图，从而让大家理解这

些远古生命的形态及生态。

回想起十几年前初入古生物学领域

的时候，浩如烟海的文献、堆积如山的化

石曾让刘建妮不知所措，尤其是研究对

象的巨大反差，更让以生物学专业本科

毕业的刘建妮一度感到迷茫。然而，导

师舒德干院士的格言却成为支持她一路

走来的无形激励：“最令人陶醉的美丽当

属生命的精巧和神奇，最心旷神怡的享

受 莫 过 于 畅 游 波 澜 壮 阔 的 生 命 长

河”——用一颗诚挚的心去感悟古化石

中所蕴含的伟大生命、探寻地球上不同

物种之间隐秘而微妙的联系，这就是刘

建妮每一天都在遇见的生命的奇迹。

现在，刘建妮依然奔波在野外调查

与化石采集的第一线，也不断有高质量

的论文问世，她说：“对于云南澄江动物

群的研究，前人已经为我们搭起了基本

的思路和骨架，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些复

杂的材料和线索中找到远古生命之间的

联系，并把它们所发生的故事，完整地呈

现给大家。”而自身为师，基于传道、授

业、解惑之根本，刘建妮也始终鼓励自己

的学生“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直到

能够享受孤独的那一天，一定就会见证

收获的美丽。

刘建妮科研感悟：

相信很多朋友小时候的梦想都是成

为科学家，然而真正实现这一梦想的人

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是未能坚持。路

遥曾说过：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

相当熬人的。任何学科都是要阅读文献

的，刚开始阅读文献可能是基于兴趣，然

而随着科学问题越来越多，自己的能力

越来越有限，参考文献便开始变得面目

可憎起来。“好累啊，我不想搞了，太难

了，我想放弃了”——这些想法会不停地

萦绕在你我耳边。坦白讲，我个人曾无

数次纠结，尤其是在瓶颈期。怎么办

呢？先休息一下，安抚情绪，找出问题，

调整思路，然后继续一无反顾地坚持自

己最初的梦想。

科学之路无坦途，在追寻自己梦想

的过程中，除了阅读文献的清苦，还有各

种各样的煎熬。然而既然决定走上科学

道路，首先要做好历经磨难的准备，遇到

困难时，不轻言放弃。其次要像热恋般

地投入科学研究，保持对科学最浓烈的

热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像喜欢

自己的爱人一样喜欢这个专业，并且持

之以恒地钻研下去，才能收获缜密的思

维和丰富的知识。在科研的道路上，研

究的动力是在不断丰富的。随着研究的

深入，培养学生和做科研项目都需要不

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时我们不仅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还能为社会贡

献一份力量。

刘建妮，西北大学地质学

教授，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

得者。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稿件提稿件提供供：：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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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生产实践中寻找并解决技术问题从企业生产实践中寻找并解决技术问题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能源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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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汪晓军

科研的目的，除了满足人们发现探

索的求知欲以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为提

高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水平而开展的应用

研究。对一般的高校老师而言，从年初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到年中等待

申请结果的好消息，都是每年必做的功

课。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

资助力度越来越大，一项有 80～90 万

元。若项目获批，则兴奋异常，4年的科

研经费有着落了；若几年不中，则惶惶不

可终日。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走

出象牙塔，到工矿生产企业去，那里有许

多急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有应用我们

知识的机会。

最近，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

们公司是一家有资质的废品处置资源回

收公司，最近收到大量的废酸，废酸中含

有氟离子。公司原先采用大量的石灰将

废酸中和，且用石灰中的钙，将废酸中的

氟转化为氟化钙，从而将氟转移到沉渣

中，然后再将形成的化学渣在化工危废

填埋场进行最终填埋处置。据他们测

算，处理 1 t废酸的成本高达 600多元。

这位朋友问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降

低处置成本。

我知道，若废酸中没有重金属等有

毒的杂质，就可以利用废酸生产聚合铝

之类的水处理剂，用于废水处理。我就

要求他们先发25 kg的废酸水样给我，我

安排研究生先在实验室开展废酸利用的

实验。利用废酸做聚合铝，一般采用废

酸中直接投加铝酸钙粉的方法，控制最

终的pH值及产品的盐基度，即可制得聚

合铝。但目前这种废酸中含有大量的氢

氟酸，若只投加铝酸钙，产品聚合铝中的

氟离子浓度仍然较高。

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决定除了在废

酸中投加铝酸钙粉以外，还添加氯化钙

以去除氟离子。我们通过实验确定氯化

钙的投加量，从而成功地将做出的聚铝

产品的氟离子浓度控制在 100 mg/L以

下。通过小试，建立了原料废酸的分析

方法，根据分析废酸的酸度、氟离子浓

度，确定氯化钙与铝酸钙粉的投加量，经

搅拌反应均匀，过滤，即得所需产品。采

用这种废酸的处置方法，处置成本只要

200多元，还生产出聚合铝副产品，且产

生的废渣量也大幅降低，减少了化学危

险品填埋的费用。通过检索文献资料，

我们发现目前还没有利用含少量氢氟酸

的废酸制取聚合铝的研究报导与专利申

请，所以我让研究生先申请发明专利，再

发表1篇这种废酸制备聚合铝研究及其

应用的研究论文，同时，也为学校赢得了

一笔横向科研经费。

再介绍一个从企业生产实践中寻找

并解决技术问题的例子。我有一个老同

学从事电子屏幕玻璃精细加工行业，产

业已有不小的规模，在全国各地办了几

处生产基地。但企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废

水含有较高浓度的氨氮。为了解决氨氮

的污染问题，工厂建设了氨氮吹脱，并使

用以硫酸将氨氮吸收的系统，但经过这

样处理，废水中仍含有300 mg/L左右的

氨氮。随着各地环保法规越来越严格，

他急需解决这个污染问题。

对于氨氮含量约达 300 mg/L的废

水，处理方法有许多种，如完全采用生化

法，都可以将其处理达标。但直接生化法

停留时间太长，占地面积也太大。对于建

在郊外、场地较大的垃圾填埋场，可能是

合适的，但对于厂区面积有限的电子厂并

不合适。将浓度接近 10000 mg/L的含

氨氮废水吹脱后，氨氮浓度降到300 mg/
L左右，若继续使用吹脱，虽然氨氮浓度

能进一步下降，但吹脱效率随着浓度的

降低而急剧下降。

针对含300 mg/L左右氨氮的废水，

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通过吸附法，将氨氮

浓度降到 100 mg/L以下。在后来的小

试中，我们证明吸附法也能比较容易地

将氨氮降到 100 mg/L以下。为了保证

工程的可靠性并发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花了十多万元建

了一套6.0 m高，每小时可以处理0.5 m3

废水的不锈钢吸附塔中试系统。并将此

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安排硕士研究生在

工厂现场连续运行，反复再生，不断改进

再生的方式方法。我们将吸附再生过程

产生的高浓度（3000 mg/L左右）含碱的

氨氮废水回流到前面的氨吹脱工艺。当

氨氮浓度降到100 mg/L以下时，再使用

生化法，就相当容易地将此废水的氨氮处

理达标了。有了这个大型的中试结果，我

们非常有底气地签下了这个工程合同，并

可预计，第1个工程成功运行后，第2个、

第3个相似的工程将会尽快上马。

在开始查阅文献时，我们没有找到

这样处理高浓度氨氮废水的专利与论

文。准备写专利时，进一步核查资料，发

现几年前，有一篇类似的研究报告，只是

再生方法与我们的做法有所不同，且我

们的再生效率比那篇论文报导的方法要

高好几倍。我们探索的再生方法提高了

吸附系统的再生效率，降低了系统的运

行成本，从而可以将开发的技术能真正

应用于实际的工程中。因有研究报导在

先，专利申请是没办法进行了，但发表研

究论文还是可以的。

我国的中小企业很多，许多企业不

像跨国公司那样有自己独立的、较强的

研究团队。且国家对产学研合作也提供

了许多政策与基金的支持，所以，我国的

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应紧密地与产业

结合，更多地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和发展

过程中存在和发现的技术问题，在为企

业服务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为自己

赢得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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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从李小文到张益唐，
究竟何为大师

中国学术界一直缺乏大师，最近李

小文院士的病逝，使得原本稀少的大师

队伍又少一人，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李小文原本是遥感技术领域一位杰出的

科学家，但是由于其身上存在的一些独

特之处，他的为人和事迹影响了整个学

术界，甚至得到许多普通人的关注。很

多人不分专业、不分年龄、不分国籍，自

发到八宝山参加他的追思会。李小文，

作为院士，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乐于助

人；李小文，作为科学家，淡泊名利，潜心

科研，提携青年，这些优秀品质，影响深

远，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

仅看李小文先生极其朴素的外表，

好像是不知名高校里一位平凡的老讲

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确有这样一位

老师，在学术圈底层混迹多年却毫无进

展，50岁仍然是一所普通高校的讲师，拿

着微薄的薪资，他就是张益唐。在没有

发表其开创性孪生素数论文之前，一直

担任讲师职务。10多年来，他对此没有

任何怨言，从未发表过叫苦不迭的自白

书，始终默默做着自己的研究和教书工

作。然而，在其“里程碑式研究成果”面

世之后，张益唐获得了颇多深具影响力

的奖励和表彰，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大学

迅速将其从讲师提拔为教授。对于教授

职位，已有重大科研发现的张益唐也欣

然接受。

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发展多年，但是

许多人对其中一些基本概念至今尚未弄

清楚。其实，教师和教授不是一个概

念。教授和科学家也不是一回事。科学

家和大师又是两码事。以下是个人见

解，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授课再好，教学获奖再多，没有科研

成果，可以当优秀讲师或者高级讲师，但

是不能当教授。项目搞的再多，科研成

果再多，没有创新成果，不能成一家之

言，也许可以当教授，但是不能称之为科

学家。创新成果很多，没有开创性成就，

不能对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

响，可以当科学家，但是不能称之为大

师。张益唐默默无闻、淡泊名利10年之

后的成就带来了巨大影响。他的影响范

围扩展到整个学术界，甚至其他行业，对

于浮躁、追求“短平快”的整个学术界带

来了一阵清凉之风。所以，我认为他可

称之为大师。

张益唐从讲师一步跨越到大师，真

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是，张益

唐这一步跨越耗费了积累10年的功力。

如果像大多数人一样，按部就班，申请项

目，写研究论文，从讲师晋升到副教授、

教授。即使有突破性进展，也只能被称

为科学家，而不能称之为大师，因为他的

影响范围只是局限于理论数学或者数论

领域。

与张益唐从讲师到大师的一步跨越

截然不同，李小文老师，从讲师到教授，

从教授到科学家，从科学家到大师，一步

一个脚印，同样无愧于大师的称谓。反

之，如果李小文只是关注自己熟悉的遥感

科学，不停地搞项目、写论文和参加会议，

也只能称之为科学家，不能称其为大师。

我们今天缅怀李小文，感叹张益唐，

是希望大家都能学习李小文和张益唐的

精神与情怀，但愿未来的科学界涌现出

更多值得称道的大师。

———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教授 陈德旺陈德旺

长歌当哭——吾师走好

2015年3月11日晚，我的研究生导

师熊楠先生因病仙去，享年49岁，那时我

正在阳光灿烂的非洲某个山中上班。

尽管在2011年已查出患肺癌，但先

生的病情一直较稳定，听到他过世的消

息，仍难以置信。我曾默默祈祷他战胜

病魔。因为他的坚强和乐观，从查出患

病到过世，这期间他始终坚持工作。

2011年秋冬之际，得知他患病，我和

师兄弟去先生家中探望，说到病情，我们

很伤感，竟是他开导我们，告诉我们人生

总有很难的时候，有些事情看做磨难就

好。师母说先生心态很好，已经把这当

做一场战役了。

12月，先生过生日，大家相聚在离知

春路不远的火锅店。本来相约要给先生

买蛋糕，结果被师母阻挡，她说要给我们

买北京最好吃的芝士蛋糕。那天，先生

很开心，尽管由于化疗头发略微发白，但

他精神很好。火锅是先生选的，他的胃

口一直很好，先生是重庆人，火锅是他难

忘的故乡的味道。

那天，大家准备了生日礼物，我送先

生 一 个 笔

桶，他说我

的礼物最有

用，可以在

家练练字。

先生是文理

兼修的人，

虽然长期从事工科领域的研究工作，但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对文史颇有所长。

由于工作需要，我要阅读《发电机》

和《水电站设计》，边读边回忆起，先生大

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正是东方电机厂

的发电机设计，设计的应该是灯泡式水

轮发电机。不久后取得博士学位，他来

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从事蒸发冷却

型大电机的研究，参与了李家峡30万蒸

发冷却发电机的研制。此后，先生又挂

职安徽省亳州市副市长，直至创立和出

任电工研究所无锡分所常务副所长，开

始了另一番创业和打拼。

初次见到先生是在电工研究所的研

究生招生面试上，先生对我参与过美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经历和竞赛题目

——数独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我一

一解答。尽管当时并未报考到先生门

下，但后因种种机缘忝入师门。最后一

次见先生是 2012年 7月，我要远赴成都

入职的前一天，那时先生偶尔会咳嗽，他

鼓励我好好干。那天，竟成了永别。

先生一生取得了很多成就。最让我

倾羡的却是先生与师母的爱情，自他生

病以来，师母便离职全程陪护。虽然也

会拌嘴，但他在师母的理解与呵护中走

完了一生。据说他曾经是翩翩少年，玩

转各种乐器。他虽有理工男生的羞涩，

不善于表达，但却始终同样爱着她。

生命的本质或许就在于真切地活

过，先生一生经历了各种职业和角色，不

可谓没有经历人世繁华和纷扰。但他到

底是个知识分子，他与师母长期居住在

中国科学院分配的不足80 m2的房子里，

家里摆满了书籍和各种旧唱片，这大概

也是为何当他有机会一直从政，最终却

又选择回到中国科学院的原因。

然而，先生终究是去了。万里以外，

在非洲的深夜里，我怀念和祭奠你，并致

上我的敬意。吾师好走！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

有限公司工程师有限公司工程师 曹文得曹文得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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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相对论创建纪念相对论创建110110周年周年
暨阿尔伯特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逝世爱因斯坦逝世6060周年周年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北京 100864
摘要摘要 回顾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成长、成才、成就辉煌的一生及其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总结了爱因斯坦对现代物理学的杰出

贡献，论述了他的高尚人格和科学价值观，阐述了从中获得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 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科学价值；科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K816.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1

Commemorating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creation the Relativity
Theory a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Albert Einstein's pass away
LU Yongxia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86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his brilliant achievements, his scientific thought and scientific spirit,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physics, his noble personality and his upholding of scientific values, as well as some
enlightenments that we can obtain from his activities.
KeywordsKeywords Albert Einstein; scientific thought; scientific value; scientific spirit

收稿日期：2015-03-23
作者简介：路甬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第十届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引用格式：路甬祥. 纪念相对论创建110周年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逝世60周年[J]. 科技导报，2015，33(8): 13-17.

2015年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
1955）相对论创建110周年，也是这位继伽利略（Galileo Gali⁃
lei，1564—1642）、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之后最伟

大的物理学家逝世60周年。回顾爱因斯坦（图1）对当代科学

的杰出贡献，传承弘扬他所代表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

学价值，对于领悟科学真谛，认知创新规律，培育创新人才，

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人

类文明进步都很有意义。

1 爱因斯坦的科学人生及非凡成就

187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诞生在德意志帝国符腾堡王

国乌尔姆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

（Hermann Einstein，1847—1902）是一名商人，母亲鲍琳·柯克

（Pauline Koch，1858—1920）是一位音乐家。爱因斯坦出生

后不久，全家于1880年移居慕尼黑。同年10月，爱因斯坦的

父亲与叔叔雅各布·爱因斯坦（Jacob Einstein，1850—1912）共
同创建了一间电机工程公司，专事设计制造电机、弧光灯、白

炽灯和成套电话系统，这对爱因斯坦创新意识的培育和智力

成长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幼年爱因斯坦并非神童，他的

智力发育比常人还慢，据说直到3岁才开始说话。爱因斯坦5
岁时对罗盘感到好奇，并开始学拉小提琴。也许是受工程师

叔叔的影响，爱因斯坦从小对技术和抽象的数学都很感兴

趣。10岁以后，他又受到一位每周末到他家作客的医科大学

生塔木德（Max Talmud, 1869—1941）的引导，读了一系列数图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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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2-26；修回日期：2015-02-28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2BAC10B03）
作者简介：毕银丽，教授，研究方向为矿区微生物复垦与生态重建，电子信箱：ylbi88@126.com；解文武（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矿区生

态环境治理，电子信箱：rbke_ww@163.com
引用格式：毕银丽, 解文武, 李少朋, 等. 不同条件下的硅酸盐细菌C6X菌株释钾效果[J]. 科技导报, 2015, 33(8): 18-23.

不同条件下的硅酸盐细菌不同条件下的硅酸盐细菌 CC66XX 菌株菌株
释钾效果释钾效果
毕银丽，解文武，李少朋，尚海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针对神东矿区采煤塌陷地土壤亏钾现象，将石英、钾长石和伊利石3种黏土矿物按不同比例混合，并以此作为供试基质，

研究在不同控水条件下，硅酸盐细菌C6X菌株接种量对不同基质释钾效果的影响，以期找到最佳条件使硅酸盐细菌C6X菌株能

够充分发挥释钾效应，从而使塌陷地土壤亏钾现象得到改善，以便进一步对当地土壤进行有效合理的利用。研究结果表明，接种

硅酸盐细菌能增加基质速效钾含量；接种量变化影响基质的释钾效果，不同配比基质最佳接菌量均为10%；4种配比基质的最佳

含水量随着黏土矿物黏性的增强而依次降低，分别为对应基质最大持水量的120%、100%、70%和55%；石英:钾长石:伊利石质

量配比为1:1:3时，硅酸盐细菌C6X菌株对其释钾效果最优，可达1.44％。因此，土壤在含水量为55%时接种10%的硅酸盐细菌

其土壤改良效果最为明显。

关键词关键词 硅酸盐细菌；黏土矿物；释钾；含水量；接菌量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3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2

Potassium-dissolving effects of silicate bacteria C6X strai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bstractAbstract Potassium deficiency exists in the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 of Shendong coal mine. In this study, three kinds of clay
minerals (quartz, potassium feldspar and illite) were mixed in different ratios and taken as the test matrix for investigating impacts of
the amount of silicate bacteria C6X strain inoculum on effects of potassium release with different matrixes under different water
control conditions. The aim is to find the most reasonable conditions for silicate bacteria C6X strain to release potassium to improve
potassium deficiency in the studied area. In this way, the local soil can be utilized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licate bacteria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available potassium in the matrix. The changes of inoculation affected the effects of
potassium release of the matrix. The best inoculum sizes of different substrates were all 10%. The optimum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four substrates decreased with enhancement of the viscosity of clay mineral, being 120%, 100%, 70% and 55% of the maximum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the corresponding matrix. When the mass ratio of quartz: potassium feldspar: illite was 1:1:3, the effect of
potassium release on the substrates of the silicate bacteria C6X strain was the best, being 1.44％ . Therefore, the corresponding soil
with moisture content of 55% can be best improved with 10% of silicate bacteria inoculation.
KeywordsKeywords silicate bacteria; clay mineral; potassium release; moisture content; inoculum size

BI Yinli, XIE Wenwu, LI Shaopeng, SHANG Haili
College of Geoscience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中国是一个钾矿资源缺乏的国家，每年的钾肥生产能力

远低于消耗，钾肥主要依赖进口，钾肥的缺失影响中国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1]。土壤颗粒组成中，含钾硅酸盐类矿物含量

达60%之多，但能被作物生长吸收的可溶性钾仅占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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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2-10；修回日期：2015-03-26
基金项目：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3-G-97）；福州大学校科技发展基金项目（2012-xy-1）
作者简介：罗立津，博士，研究方向为环境微生物，电子信箱：529047310@qq.com；温翠莲（通信作者），博士，研究方向为环境友好生态材料，电子信箱：

clwen@fzu.edu.cn
引用格式：罗立津, 万立, 陈宏, 等. 耐低温降解生物质废弃物复合菌剂的混料设计优化[J]. 科技导报, 2015, 33(8): 24-29.

耐低温降解生物质废弃物复合菌剂的耐低温降解生物质废弃物复合菌剂的
混料设计优化混料设计优化
罗立津 1,2,3，万立 2，陈宏 1，徐福乐 3，贾纬 1，聂毅磊 1，温翠莲 4

1.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福建省新药（微生物）筛选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7
2.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北京 100193
3. 福建超大现代农业科技研究所，福州 350003
4. 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州 350108
摘要摘要 为了筛选制备耐低温高效降解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复合菌剂，在已获得的耐低温木质纤维素降解菌群A25-3的基础上，

采用混料设计（mixture design）对复合菌比例进行优化，通过测定菌群A25-3、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和绿色木

霉（Trichoderma viride）不同比例搭配对纤维素酶（CMCase、滤纸酶和外切葡聚糖酶）、蛋白酶和α-淀粉酶活性的影响，建立了

各菌株（群）搭配比例与试验指标之间的回归方程。使用Design Expert 8.0软件的优化功能对满足所有期望的响应值进行优

化，得到复合菌的最优配比（质量分数）为绿色木霉37.24%，菌群A25-3 67.76%。对该最优比例进行验证试验，得到的结果与

预测值基本一致。秸秆降解试验表明，固体复合菌剂可高效降解秸秆，有效提高堆肥体系的温度，在低温环境下的堆肥和秸秆腐

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混料设计；复合菌剂；纤维素酶；耐低温；生物质废弃物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39.9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3

Optimal mixture design of preparation of cold-adapted multiple
species inoculant for biomass waste degradation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optimum mixture design is use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old-adapted multiple species inoculant. Based on the
Design Expert software, a quadratic model is established as a function of the component fractions of species, such as the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the Trichoderma viride and the flora A25-3, on the enzyme activity of the CMCase, the FPase, the cellobiohydrolase, the
proteinase and the α-amylase. The response values satisfying all expectations are optimized，and the most excellent combinations of the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the Trichoderma viride and the flora A25-3 are 0% , 37.24% and 67.76% ,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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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初期不同改良剂配比对土壤理化改良初期不同改良剂配比对土壤理化
性质和油葵苗期的影响性质和油葵苗期的影响
胡敏 1，史海滨 2，李为萍 2

1.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包头 014109
2. 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呼和浩特 010018
摘要摘要 土壤改良剂的研究与应用对改良盐渍化土壤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粉煤灰、脱硫石膏、双元改良剂（脱硫石膏+牛粪）作为土

壤改良剂，分别设定改良剂施用量和灌水量进行大田油葵种植实验。分析了改良初期，改良剂种类、改良剂施用量和灌水量对盐

渍化土壤pH值、全盐含量（TDS）和油葵出苗率的影响。结果表明，T7处理（施脱硫石膏29.86 t/hm2、高灌水）土壤pH值降低最

大，为2.36；TN6处理（施双元改良剂22.40 t/hm2、低灌水）土壤TDS降低值最大，为81.32%，而对照处理（未施改良剂）pH值和

TDS最大降低值仅为1.45和76.06%；油葵出苗率最高的是TN1处理（施双元改良剂14.92 t/hm2、高灌水），为70.83%，比对照处

理最高值多37.16%；施加改良剂能有效降低土壤pH值和TDS，明显改善土壤状况，促进作物生长，且在灌水的合理调控下，能有

效提高改良剂的改良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盐渍化土壤；改良剂；改良；土壤理化性质；油葵出苗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S156.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4

Effect of different compositions of soil amendments on the soil
physical-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oil- sunflower seedling at the early
improvement-period

AbstractAbstract The soil amendm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soil salinization. In this paper, the coal fly ash, the FGD
gypsum, the dual modifier (desulfurization gypsum + cow dung) are selected as the soil amendments, meanwhile, the compositions and
application rates of the amendments and the irrigation amount are taken a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oil-sunflower-planting
tests in the field to study their effects on the saltinizition soil pH values, the TDS, and the oil-sunflower seedling emergence rat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improvement. It is shown that the highest reduction amount of the soil pH value is achieved by the T7 treatment
(application of the desulfurization gypsum of 29.86 t/hm2, high irrigation), reaching 2.36. The highest reduction amount of the soil TDS
is achieved by the TN6 treatment (application of the dual modifier of 22.40 t/hm2, low irrigation), reaching 81.32%, but they are only
1.45 and 76.06% in the control treatment (no applications of amendments). The highest oil- sunflower seedling emergence rate is
achieved by the TN1 treatment (application of the dual modifier of 14.92 t/hm2, high irrigation), reaching 70.83%, 37.16% more than
the control treatment. Application of the soil amendm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oil pH value and the TDS, improve th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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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tou 01410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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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 N, N'-N, 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单体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单体
紫外光接枝制备抗污染紫外光接枝制备抗污染PVDFPVDF超滤膜超滤膜
史宝利，李政

东北林业大学理学院，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采用紫外光照接枝N, 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单体的改性方法，对聚偏氟乙烯（PVDF）平板超滤膜进行抗污染改性，研究

不同紫外接枝改性条件对膜性能的影响。通过扫描电镜、全反射红外光谱对改性前后膜的表面微观形貌和结构进行表征。结果

表明，膜的表面变得更加光滑，引入的亲水性基团，提高了亲水性。在单体浓度为0.7 mol/L，光照时间为3 min的条件下，改性效

果最好；膜的抗污染性能最佳，同时改性对膜的通量影响较小。该改性方法的主要优点是通过水相接枝液就可对PVDF表面进

行改性，大大降低改性实验的要求和成本。

关键词关键词 紫外光接枝；表面改性；聚偏氟乙烯膜；抗污染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325.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5

Preparation of a novel anti-fouling PVDF UF membrane modified by
UV grafting using N, N'-methylene bisacrylamide as monomer

Abstract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 N'-methylene bisacrylamide is used as the monomer to graft onto the PVDF membrane under the UV
irradiation. The anti- fouling performance of the PVDF membrane is observed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 conditions. The modified
membran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attenuated total reflection-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ATR/FT-IR) and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t is shown that the surface of the membrane becomes smooth, and the hydrophilic group is introduced
onto the membrane. And the anti-fouling performance is the best when the monomer concentration is 0.7 mol/L, and the illumination
time is 3 min. The main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 is that the membrane is easily modified by the water phase.
KeywordsKeywords UV grafting; surface modification;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membrane; anti-fouling

SHI Baoli, LI Zheng
College of Science,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聚偏氟乙烯（PVDF）是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除具有

热稳定性、耐化学腐蚀性、耐氧化性外，还具有压电性、介电

性、热电性等。使用PVDF制成的超滤平板膜也具有很强的

稳定性，对环境耐受能力很强，但其表面能较低、疏水性强，

导致易产生吸附污染[1~6]。除膜的水处理能力外，其使用寿命

也是研究人员的关注点。抗污染性能是超滤膜的一个重要

性能，它直接影响到膜的使用寿命，进而影响膜在运行过程

中的成本[7~10]。紫外光辐照接枝改性是目前改进抗污染性能

的有效方法，主要通过紫外光照射引发膜表面产生接枝点，

进而在膜表面引入亲水性基团提升抗污染性能。此种方法

反应过程迅速，对反应条件要求很低，便于连续化操作，具有

简单高效的优点[11~15]。但PVDF膜性质稳定，仅有紫外光照射

在PVDF膜表面并不容易产生接枝点，需要较高的照射能量

才能使稳定的PVDF膜表面产生变化。目前对PVDF紫外接

枝多利用二苯甲酮作为光引发剂，在甲醇溶剂中对膜进行紫

外光照射改性，这往往需要高能量的短波紫外光，还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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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EGSEGS示范工程靶区选址与指标示范工程靶区选址与指标
矩阵评价矩阵评价
马峰，孙红丽，蔺文静，甘浩男，王贵玲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 050061
摘要摘要 选择理想靶区建立中国第一个EGS示范工程，在中国节能减排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根据

全国大地热流图、居里面深度图、新构造运动图、酸性岩体分布图，通过剖面分析，将中国EGS靶区分为板块构造活动、近代火

山、沉积盆地和酸性岩体分布4种类型，分析了各类型干热岩靶区的产热特征。遴选了10个靶区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EGS示
范工程选址指标分析，指标包括大地热流、热储岩性、覆盖层厚度、居里面深度、地应力（构造历史）、放射性生热率、地温梯度、区

域经济8个指标，在对指标分析打分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羊八井、阳江、漳州、福州等为中国EGS潜在靶区。通过典型地区的热结

构剖面分析说明了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关键词关键词 增强型地热系统；示范工程；靶区选址；指标矩阵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314，TK52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6

Target site selection and index matrix evaluation of EGS trial project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Selection of ideal target site to establish the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EGS) trial project in China ha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oping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Four types of target sites, namely
plate tectonic activity, recent volcano, sedimentary basins and acidic rock areas are defined by their differential heat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profile analysis using the national terrestrial heat flow map, Curie depth map, neotectonic map and acid rock
distribution map. Eight indexes including heat flow, reservoir lithology, caprock thickness, Curie depth, tectonic stress, radioactive
heat generation rate, temperature gradi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s are used for establishing the target site evaluation system. Ten
potential sites are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the index matrix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Yangbajing, Yangjiang,
Zhangzhou, Fuzhou could be the optimum target sites. Heat structure section analysis of two potential target sites was carried out to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atrix evaluation.
KeywordsKeywords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trial project; target site selection; index matrix

MA Feng, SUN Hongli, LIN Wenjing, GAN Haonan, WANG Guiling
Institute of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随着全社会对新能源及环境保护的深入关注，作为可再

生能源的干热岩已经被国际上公认为可以改变未来的清洁

能源。继美国地调局 [1]完成了美国本土干热岩资源评价之

后，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同样的方法评价了中国陆区干热岩资

源潜力[2]，中国大陆3.0~10.0 km深处干热岩资源总量为2.52×
1025 J，相当于860万亿 t标准煤，按2%的可开采资源量计算，

相当于中国 2010年能源消耗总量的 5300倍。汪集旸等[3]也

对中国大陆干热岩资源量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为相当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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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次声波研究地震次声波研究
——以苏门答腊俯冲带上的大地震为例
郑菲 1，2，林春 1，陈维升 3

1.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59
2.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乐山 614007
3. 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北京100022
摘要摘要 次声监测方法在灾害监测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地震监测领域。大震来临之前1~10 d，通常都会接收

到次声波异常信号，这种异常信号是由于孕震末期地质体运动引起地表波动而产生的。本文以2004年苏门答腊8.7级大地震为

例，观测研究其震前接收到的次声波异常信号，并利用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模拟了次声波异常信号的产生。分析结果表明，苏门

答腊大地震发生之前的孕育末期，地质体的动力学行为引起了次声波，次声波的能量主要集中在10-3 Hz量级上，研究次声波的

异常信号可能为地震预测提供一条有价值的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 苏门答腊地震；俯冲板块；次声波；有限元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P31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7

Earthquake infrasound method: The case of megathrust earth⁃
quakes on the Sumatra subduction zone

AbstractAbstract Infrasound monitoring method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disaster monitoring, especially in earthquake monitoring. One to
10 days before an earthquake, abnormal infrasound waves can usually be received. Howeve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abnormality remains unclear. This paper takes the Sumatra earthquake in 2004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abnormal infrasound signal
received before the earthquake and simulate production of the infrasound through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tmosphere and deformation of the earth surface caused by dynamic behavior of geologic bodies in the final stage of earthquake
incubation caused the observable infrasound. Infrasound was obtain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s. Satisfactory agreement between the
observed and the simulated infrasound suggest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is reason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tmosphere before
the earthquake may have low-frequency sound, and its frequency was focused on the 10-3 Hz order of magnitude. There was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earthquake and abnormal infrasound signals. The abnormal infrasound signal may be a valuable way for
earthquake prediction.
KeywordsKeywords Sumatra earthquake; subducting plate; infrasound wave;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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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损伤平面桁架结构位移解析带损伤平面桁架结构位移解析
杨怡，杨超，徐赫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广州 510640
摘要摘要 采用解析方法，研究了带损伤平面桁架结构的静力问题。对于含有n个子结构的平面桁架结构，建立一个与理想桁架结

构等价的循环周期结构体系，对其中一个子结构建立控制方程，将杆件损伤处理为方程的荷载项，运用U变换法对静力学方程组

进行解耦，推导出各个节点位移的解析表达式。应用解析表达式分析带一个杆件损伤桁架结构的节点位移，并与无损伤时结构

的解相比较，结果显示，有损伤时相关节点位移较无损伤时有所增大，且其位移变化合理，验证了解析表达式的可行性。

关键词关键词 平面桁架结构；损伤；位移；解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U323.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8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plane truss structure with damage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tical static study of the plane truss with rigidity damage. Firstly, an equivalent structure with
cyclic periodicity is built. The rigidity damage of the bar can be expressed as an additional loading in the governing equations of a
substructure. Then, by using the U-transformation technique, the equations may be uncoupled into independent equations. The nodal
displacements are solved in the analytical form. Lastly, a calculation example is taken, and the obtained nodal displacements are
compared to the those of a perfect structure. It is shown that the variations of the displacements are reasonable. This paper provides a
means for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rigidity damage on the plane truss structure.
KeywordsKeywords plane truss structure; damage; displacement; analytical

YANG Yi, YANG Chao, XU He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桁架结构由于其重量轻，材料使用率高，在超高层建筑、

大跨桥梁、大型厂房、大型网架等结构中被广泛应用，一旦因

损伤而导致坍塌等恶性结果，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

此，准确分析有损伤情况下桁架结构的静力、动力特性对其

安全性及耐久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意义。目前对

于平面桁架的静力、动力特性已有许多研究。Nakahira等[1]用

Newmark数值方法研究了平面桁架结构的振动。Beskos等[2]

研究了平面桁架节点板自由、受迫振动对结构稳定性的影

响。刘福寿等 [3]针对大型空间环形天线桁架结构的周期特

征，提出了基于等效梁模型的动特性分析方法。陈建军等[4]

研究了基于概率的桁架结构动力分析方法；马娟等[5]研究了

基于模糊因子的桁架结构动力特性分析方法；林立广等[6]基

于区间因子法研究了不确定性桁架结构的动力响应。对于

有损伤桁架结构的动力特性分析，大都采用有限元等数值方

法求解。方辉等[7]用有限元法计算了桁架结构的固有频率及

振型，研究了点阵结构损伤诊断方法。史涌泉等 [8]利用

ANSYS仿真模拟，研究了大型桥梁桁架结构的损伤识别方

法。邵云飞[9]在桁架结构损伤识别中采用编写ANSYS二次开

发语言 APDL程序的方法，求解不同损伤工况下结构的模

态。此类方法过程较为繁琐，且难以得到精确的结果。U变

换法是一种对循环周期结构进行精确分析的方法 [10,11]，可大

大减少结构的计算量，并可更加清晰地反映各个参数的几何

性质及物理性质。Cai等[12]用U变换方法对平面桁架结构的

横向振动进行了解析研究，得出了平面桁架结构在横向振动

情况下各节点位移及结构固有频率的精确理论解表达式。

Cheng等[13]、Cai等[14]分别采用双U变换法研究工程中常见的

网架、斜网架结构的固有振动，得到了固有频率和固有模态

的精确解。本文将U变换法推广到对带损伤平面桁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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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垂直裂纹在材料界面的扩展及三维垂直裂纹在材料界面的扩展及
影响因素影响因素
武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胜利学院，东营 257000
摘要摘要 针对三维垂直裂纹扩展到双材料界面时的路径选择问题，建立了双材料三维垂直裂纹在界面扩展的计算模型，提出了三

维垂直裂纹在材料界面扩展的3种方式及判断准则；以线弹簧模型模拟两种材料间的界面胶结情况，得到了裂纹在界面处的剪

切位移及剪切应力，结合虚拟裂纹扩展技术计算能量释放率沿裂纹边缘的分布情况，分析了裂纹长度、界面参数及材料弹性模量

对裂纹扩展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裂纹长度的增大，界面剪切位移逐渐增大，界面容易发生剪切滑移；随着界面参数的增

大，能量释放率减小，同时，剪切位移也随之急剧减小，说明界面参数的增大对阻止裂纹穿透界面及沿界面扩展具有明显作用；当

裂纹在较硬材料内时，裂纹容易穿透界面进入较软材料内。

关键词关键词 三维垂直裂纹；虚拟裂纹扩展技术；线弹簧模型；界面剪切位移；能量释放率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09

Propagation of 3D vertical crack on material interfa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bstractAbstract When a 3D vertical crack propagates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bi-materials, there are three route choices. To study this
problem, a crack propagation model of the 3D vertical crack on material interface is established. A linear spring layer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imperfect interface and calculate the shear displacement and the shear stress along the interface. The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nergy release rate is calculated along the edge of the crack.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oute choices, such as the
crack length, the interface parameters and the elasticity modulus, are analyzed. It is shown that the interface shear displacem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length, which means that the interface slips easily. The larger the interface parameters, the
smaller the energy release rate and the interface shear displacement will be. In other words, the crack propagation through and along
the interface might be greatly hampered if the interface parameters increase. When the crack is in the harder material, it might
penetrate the interface and goes into the softer material easily.
KeywordsKeywords 3D vertical crack; virtual crack closure technique; linear spring model; interface shear displacement; energy release rate

WU Bin
Shengli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Dongying 257000, China

复合材料由于具有优异的性能而被广泛应用，但在加工

过程中或受外界影响时，经常在内部产生裂纹，严重影响其

性能。针对此类断裂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利用断裂力学理

论计算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或能量释放率以判断裂纹

的扩展路径，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多没有考虑两种材料的

界面胶结情况[1~4]。然而，工程实际中复合材料常常用焊接、

黏结等工艺制成，因此，两种材料间存在界面胶结问题，已建

立多种模拟界面胶结的模型[5~9]。Peirce等[10]在研究中采用线

弹簧模型模拟材料间的胶结性质，将层间滑移理论应用于三

维水力压裂的裂缝扩展模拟。钟献词等[11]针对二维的双材料

58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642


科技导报 2015，33（8）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12-30；修回日期：2015-02-04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1ZX05010-002）
作者简介：武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油气田开发与渗流力学基础，电子信箱：w284451337n@126.com；朱维耀，教授，研究方向为渗流力学、流体力

学和油气田开发，电子信箱：weiyaok@sina.com
引用格式：武男, 朱维耀, 石成方, 等. 基于水动力学理论的微观流动单元渗流数学模型[J]. 科技导报, 2015, 33(8): 63-67.

基于水动力学理论的微观流动单元基于水动力学理论的微观流动单元
渗流数学模型渗流数学模型
武男 1，朱维耀 1，石成方 2，叶继根 2，龙运前 3

1.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3. 浙江海洋学院创新应用研究院，舟山 316022
摘要摘要 为了研究非均质油藏内部渗流规律，反映不同开发阶段地层中流体流动规律及分布特征，揭示流场变化与储层特征间的

内在联系。本文基于水动力学原理及流线簇方程，提出储层中波及范围内具有相似流动规律及储层特征的渗流区域为微观流动

单元，建立流量贡献率、流动单元流量非均匀分布曲线和流量强度差异系数渗流数学模型，通过流动单元的区域流量对总产量贡

献的大小进行划分，建立流动单元高速流动区与低速流动区的划分准则。通过对五点井网一个注采单元的模拟，结合流线簇方

程进行表征，结果表明，高速流动区能量充足，其占整个流动单元面积的53.7%，提供了总流量的61.7%，为流量的主要贡献区

域；低速流动区域占整个流动单元总面积的46.3%，只提供了总流量的38.3%。

关键词关键词 微观流动单元；渗流数学模型；流动单元划分；平面流动特征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1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0

Seepage flow mathematical model of micro-flow units based on
hydrodynamics theory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eepage law in heterogeneous reservoir to find out the flowing law and distribution of fluid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for reveal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flow field and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hydrodynamics theory and streamline cluster eq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seepage region which has similar fluid flowing law
and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is a micro- flow unit. The seepage flow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flow (CRF),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curve of flow units (NDCFU) and the difference coefficient of flow intension (DCFI)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principle for dividing high and low velocity flow area is based on the flow contribution rate of flow units. Simulation of constant-
rate water flooding dynamics in an injection-production unit of the inverted 5-spot pattern and plotting by means of streamline cluster
equation show that the high velocity flow area had sufficient driving energy, occupying 53.7% of the entire flow unit area, but
providing 61.7% of the total flow, and contributing most to the production. The low velocity flow area occupied 46.3% of the entire
flow unit area, but only provided 38.3% of the total flow.
KeywordsKeywords micro-flow units; seepage flow mathematical model; division of flow units; characteristic of planar flow

WU Nan1, ZHU Weiyao1, SHI Chengfang2, YE Jigen2, LONG Yunqian3

1.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3, China
3. Innovation Appl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2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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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在多孔介质中生成与破灭速度的泡沫在多孔介质中生成与破灭速度的
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因素分析
李向良 1，杜庆军 2，夏志增 3，任晓云 3，刘岭岭 3

1.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地质科学研究院，东营 257015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岛 266580
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青岛 266580
摘要摘要 通过多孔介质中泡沫驱油的渗流数学模型，编制泡沫驱数值模拟软件。该软件可以反映泡沫渗流时涉及的生成、破灭及

运移机制。以埕东油田西区泡沫驱油先导实验区为原型，分析数值模拟模型各网格泡沫生成速度、自然破灭速度和遇油破灭速

度分布与影响因素的统计规律。结果表明，泡沫生成速度随平均渗透率、含气饱和度、气相中泡沫摩尔分数的增大而增大，随含

油饱和度的增大而减小；泡沫自然破灭速度随平均渗透率、含气饱和度、含油饱和度和气相中泡沫摩尔分数的增大而增大；泡沫

遇油破灭速度随含油饱和度、气相中泡沫摩尔分数的增大而增大。

关键词关键词 泡沫驱；渗流；生成速度；破灭速度；数学模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4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1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n foam generation and coalescence rate
in porous media

AbstractAbstract A numerical simulator describing foam generation, coalescence and migr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foam flooding in
porous media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mathematical model. Taking the pilot test area of foam flooding in west block of
Chengdong Oilfiel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ate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foam generation, natural
coalescence and oil-contacting coalescence in each grid by using the numerical simula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am generation rate
increased with average permeability, gas saturation and foam mole fraction in gas phase, while i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oil
saturation. Natural coalescence rate increased with average permeability, gas saturation, oil saturation and foam mole fraction in gas
phase. Oil-contacting coalescence rate increased with oil saturation and foam mole fraction in gas phase.
KeywordsKeywords foam flooding; seepage; generation rate; coalescence rate; mathematical model

LI Xiangliang1, DU Qingjun2, XIA Zhizeng3, REN Xiaoyun3, LIU Lingling3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ciences, Shengli Oilfield, Sinopec, Dongying 257015, China
2. College of Geo-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3.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China

泡沫驱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提高采收率方法。泡沫

在多孔介质中的稳定性是影响最终驱油效果的关键[1~3]。在

泡沫生成/破灭及稳定性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 [4~8]。人

们普遍认为，在多孔介质中，液膜滞后、缩颈分离及薄膜分断

是泡沫产生的3种主要机制，而泡沫的破灭受液膜排液、膜破

裂和气体扩散3种机制控制。基于前人相关研究成果[1~8]，编

制了泡沫驱数值模拟软件。在泡沫驱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对

油藏模型中泡沫生成速度、自然破灭速度、遇油破灭速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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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solinolSalsolinol合成酶的克隆和表达合成酶的克隆和表达
冯程程，陈薛钗，刘可夫，曾凡，庆宏，邓玉林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Salsolinol合成酶是一种催化多巴胺和乙醛生成Salsolinol的酶，与帕金森病发病机制密切相关。研究发现Salsolinol合
成酶与泛素的氨基酸序列高度相似，只有4个氨基酸位点有差异。本研究以泛素基因为模板，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对4个位

点进行定点突变，将突变基因片段克隆到载体 pET30a-GST上，构建 pET30a-GST-Sal synthase重组载体，转化BL21后，

IPTG诱导重组菌表达融合蛋白，经亲和层析柱纯化。结果表明，实现目的位点的定点突变，获得Sal合成酶基因，成功构建了

GST-Sal synthase原核表达质粒，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纯化后得到较高纯度的GST-Sal synthase融合蛋白。

关键词关键词 Salsolinol合成酶；定点突变；克隆表达；蛋白纯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7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2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Salsolinol synthase

AbstractAbstract The Parkinson's disease (PD) is a common progressive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 The main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D are the selective loss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in the substantia nigra and the formation of Lewy bodies. The MPTP (1-methyl-
4-phenyl-1, 2, 3, 6 -tetrahydropyridine) is a kind of much studied exogenous neurotoxins, known to cause parkinsonism in humans
with selective neurotoxicity to dopamine neurons in the substantial nigra. The induction of the parkinsonism in humans by the MPTP
suggests that endogenous or xenobiotic neurotoxins may elicit the Parkinson's disease. The salsolinol, a very similar kind of the
MPTP, is a type of products from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aldehydes and dopamine (DA) and has neurotoxicity. The reaction of the DA
and the acetaldehyde to obtain the salsolinol is an enzyme reaction. The salsolinol synthase is an enzyme for synthesizing the
salsolinol from dopamine and acetaldehyd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Parkinson's disease (PD). The previou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al synthase sees a high amino acid similarity to the ubiquitin, with only difference of four amino acids
between Sal synthase and ubiqutin. The finding reveals that the enzyme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ell process. The salsolinol
synthase gene is obtained through the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with the ubiquitin gene by the long prime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he mutation gene is cloned into the prokaryotic GST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plasmid pET30a-GST, to form the pET30a-
GST-Sal synthase plasmid.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is transformed to E.coli BL2l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GST-Sal synthase fusion
protein is induced by the IPTG. The protein is purified through the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methods. It is shown that the four site
mutations are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ed results, and a prokaryotic system expressing the GST-Sal synthase fusion protein i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GST-Sal synthase fusion protein with high purity could be obtained after it is high efficiently expressed
in the E. coli BL21 and purified with the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KeywordsKeywords Salsolinol synthase;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cloning and expression; protein purification

FENG Chengcheng, CHEN Xuechai, LIU Kefu, ZENG Fan, QING Hong, DENG Yuli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PD）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人

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病理变化是中脑黑质致密

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进行性缺失并在残存的神经元中出现

嗜酸性路易小体（Lewy body）[1]。1983年Langston等[2]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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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病结合的异常黑胆质型阿尔茨海默证病结合的异常黑胆质型阿尔茨海默
病病（（ADAD））模型的建立及行为学改变模型的建立及行为学改变
热娜古丽·艾则孜 1，帕丽丹·吾术尔 2，努尔买买提·艾买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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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在前期已建立的异常黑胆质载体动物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聚集态Aβ1-40双海马定向注射制备证病结合的异常黑胆质型

阿尔茨海默病（AD）模型，并以Morris水迷宫及跳台实验验证证病结合模型的行为学改变特点。结果表明，各组大鼠饮食、水量

及体重变化：单纯（AD）组、异常黑胆质证组饮食、水量较正常对照组增加（P＜0.05）；证病结合的异常黑胆质型AD模型组饮食、

水量较异常黑胆质组减少（P＜0.01）；单纯AD组、异常黑胆质证组、证病结合组体重较正常对照组均减轻（P＜0.01）。各组大鼠

Morris水迷宫空间探索试验经过有效区域次数：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单纯AD组、异常黑胆质证组、证病结合组经过有效区域次数

均减少（P＜0.01）；与单纯AD组相比，证病结合组经过有效区域次数明显减少（P＜0.05）。各组大鼠跳台测试：与空白对照组比

较，单纯AD组、异常黑胆质证组和证病结合组反应期延长，潜伏期缩短，错误次数增多，学习记忆成绩明显降低（P＜0.01）；证病

结合组与单纯痴呆组相比略低，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由此得出，在异常黑胆质载体大鼠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聚集态Aβ1-
40双海马定向注射制备证病结合的异常黑胆质型AD模型，不仅动物体表特征的变化符合维医体液证候改变特点，通过行为学

验证后学习记忆改变特点又符合西医疾病的特点。

关键词关键词 阿尔茨海默病；异常黑胆质证；动物模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2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3

Developing Alzheimer's disease rat model carrying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and observing its behavioral changes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ed an Alzheimer's disease rat model carrying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and studied its behavioral
changes. First of all, an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rat model was developed by using the classical method then β-Amyloid 1-40 was
injected into hippocampus to establish Alzheimer's disease in these rats. After observing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ing
behavioral changes with Morris water maze test and step down test, the abilities of learning and memorizing of different model groups
were compared.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daily food and water intake was increased in the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group and the AD group (P<0.01), the body weigh was decreased in the abnormal Savda syndrome group, the AD group and the AD

AIZEZI Renaguli1, WUSHOUER Palida2, AIMAITI Nuermaimaiti3
1. Department of Oncology, the Affili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somatic, the Affili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00, China
3. Faculty of Traditional Uighur Medicin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77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646


科技导报 2015，33（8）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08-11；修回日期：2015-03-08
基金项目：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GKZY201102，GK201209）；人工智能四川省重点实验室项目（2013RYY03）；四川理工学院

校内科研项目（2010XJKRL011）
作者简介：黄丹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测控技术，电子信箱：hdpyx2002@163.com；李静（共同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机器视觉，电子信箱：

lijingyx163@163.com
引用格式：黄丹平, 李静, 于少东, 等. 光照不均图像的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J]. 科技导报, 2015, 33(8): 84-88.

光照不均图像的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光照不均图像的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
黄丹平 1,2，李静 1 ，于少东 1，田建平 1，胡勇 1，林海波 1,2

1. 四川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自贡 643000
2.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自贡 643000
摘要摘要 在结合矩形框加权均值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光照不均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的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对流量计图像

中每个像素点分别计算阈值，利用和值表及自适应计算调整参数 t，可有效地避免光照不均的影响，减少程序计算量，增强阈值自

适应能力，提高流量检测速度及图像二值化处理效果。结果显示，在C++环境下，分别运用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和传统的基于小

波包及Niblack算法，对所采集的同一幅流量计光照不均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用时1.6 ms，基于小波包及

Niblack算法用时9.3 ms，且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处理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算法。

关键词关键词 光照不均图像；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二值化处理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H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4

A daptive weighted mean algorithm for uneven illuminated image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field flowmeter data that can not be transmitted as electrical signals automatically, the binarization
is necessary. The current method can not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uneven illumination in processing the flowmeter data.
Therefore, an improved weighted average algorithm combined with a rectangular box is put forward. The method of the summed-area
table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um of the gray values in each rectangular area of the flowmeter image, which reduces the running time
effectively. Meanwhile, the method of the class space combined with the cohesion is applied to automatically adjust the parameters.
With the C++ programming and the method, the image processing time is 1.6 ms. For the same image, the image processing time by
the Wavelet Packet and the Niblack Method is 9.3 ms. Therefore, the image processing speed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the method.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binarization of the unevenly illuminated image is improved with the method and a better image is
obtained from the flowmeter data. Hence, the accuracy of the flowmeter is improved.
KeywordsKeywords uneven illumination image; adaptive weighted mean algorithm; two value processing

HUANG Danping1,2, LI Jing1, YU Shaodong1, TIAN Jianping1, HU Yong1, LIN Haibo1,2

1.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2. Sichuan Provincial Key Lab of Process Equipment and Control, Zigong 643000, China

在工业自动化生产中，对流量的自动检测 [1,2]，有利于实

现快速、有效、安全、优质的生产。工业生产中，对于不能进

行远距离数据传递的流量计，当读取其生产现场数据时，首

先需要对采集到的流量计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工业现场

采集到的流量计图像，由于受到光照角度和强度变化的影

响，易出现流量计图像光照不均的现象。如何克服光照不均

对图像信息的影响和应用适当的自适应二值化算法对所采

集到的流量计图像进行处理，是准确得到流体流量数据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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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李向荣, 刘云泉, 赵海龙, 等. 主战坦克武器系统降阶态易损性分析与评估仿真[J]. 科技导报, 2015, 33(8): 89-93.

主战坦克武器系统降阶态易损性分析主战坦克武器系统降阶态易损性分析
与评估仿真与评估仿真
李向荣 1，刘云泉 2，赵海龙 1，赵硕 1，王国辉 1

1. 装甲兵工程学院兵器工程系，北京 10007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65053部队，大连 116013
摘要摘要 根据降阶态评估方法实施过程，以主战坦克武器系统为对象，进行降阶态易损性分析与评估仿真。在深入分析武器系统

各子系统功能的基础上，进行武器系统易损性分析，确定了反应系统功能丧失降阶状态的DS值，并利用由上至下的演绎法构建

了功能毁伤树；利用蒙特卡洛随机模拟方法，对二次破片瞬间速度进行模拟，实现弹目交汇处理。利用VC 6.0平台开发了部件

级易损性评估仿真系统，进行了功能分析与功能模块设计，并进行具体实例运算与分析。结果表明，部件与命中点之间的相对位

置关系，以及是否有遮蔽部件，直接影响部件的毁伤状态。进行装备部件级易损性分析时，不仅要考虑部件易损面积，还须考虑

防护与遮蔽。本文研究内容是装甲装备目标部件级易损性评估的重要部分，可为装备战场损伤快速评估与装备精确保障仿真提

供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 降阶态；易损性分析与评估；二次破片；毁伤树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J012.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5

Degraded state vulnerability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simulation
for main-battle tank weapon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Vulnerability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with main-battle tank weapon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 of degraded state (DS) assessment method. First, DS values revealing loss of functions of
each sub-system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analysis of each sub-system functions. Function damage trees were created using deductive
method from top to bottom. To realize threat- target interaction, instant velocity of debris behind armor was simulated using Monte
Carlo stochastic simulation method. Component leve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simulation system was developed by Visual C 6.0
platform. Function modules were designed, and one case was run and simulated results were analyzed. It showed that relative space
between one component and hit point and whether there are defense components directly affect damage state of the component. In
component level vulnerability analysis, not only vulnerability area but also defense and shelter need to be considered.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component leve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armored equipment and may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battle damage assessment and exact support simulation.
KeywordsKeywords degraded state; vulnerability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secondary debris; damage tree

LI Xiangrong1, LIU Yunquan2, ZHAO Hailong1, ZHAO Shuo1, WANG Guohui1
1. Department of Arms Engineering, Academy of Armored Force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72, China
2. Unit 65053, PLA, Dalian 116013, China

目标易损性是指在敌对环境杀伤条件下，目标丧失全部

或部分作战功能的可能性，目标易损性评估即对目标作战功

能丧失程度的评估。国外对于目标易损性的研究已经相当

成熟，对于装甲车辆，美国弹道研究所（BRL）和陆军研究所

89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648


科技导报 2015，33（8）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4-11-21；修回日期：2015-01-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27076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赵帅，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表现遗传调控的分子结构机理，电子信箱：zhao-s13@mails.tsinghua.edu.cn；李海涛（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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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赵帅, 苏晓楠, 李元元, 等. 组蛋白甲基化的阅读器识别机制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8): 94-100.

组蛋白甲基化的阅读器识别机制组蛋白甲基化的阅读器识别机制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赵帅，苏晓楠，李元元，李海涛

清华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组蛋白甲基化修饰对遗传信息解读有着重要影响，是表观遗传调控的主要机制之一。组蛋白甲基化可以被一类称作“阅

读器”的结构域所特异识别并介导下游生物学事件。本文综述了目前已知的组蛋白甲基化阅读器（包括“皇室家族”成员、PHD
锌指及BAH等结构域）的结构特征及其对于甲基化修饰位点和程度特异性识别的分子基础。另外，探讨了表观遗传修饰调控中

的组合识别、修饰对话等概念与机制。

关键词关键词 组蛋白阅读器；组蛋白甲基化；表观遗传调控；组合识别；修饰对话；晶体结构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7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6

Research advances in the mechanism of histone methylation
recognition by reader modules

AbstractAbstract As a major mechanism for the epigenetic regulation, the histone methylation has a crucial impact on the decoding of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The histone methylation can be recognized by a class of so-called“reader”modules to mediate the downstream
functional outcome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structural aspects of the reported histone methylation readers (e.g.“royal family”
members, PHD finger, BAH), and illustrate the molecular basis underlying the site- and state- specific readouts of the histone
methylation. This review also covers the concepts of the combinatorial readout and the modification crosstalk in the epigenetic
regulation.
KeywordsKeywords histone reader; histone methylation; epigenetic regulation; combinatorial readout; modification crosstalk; crystal structure

ZHAO Shuai, SU Xiaonan, LI Yuanyuan, LI Haitao
Department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chool of Medicin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真核生物中基因组DNA以染色质形式存在。核小体是

构成染色质的基本单位。核小体及高级染色质结构的形成

一方面有效储存和保护了DNA序列所蕴含的遗传信息；另一

方面作为基因组DNA的具体存在方式，染色质结构也成为各

种需要接触DNA的细胞过程（如转录、复制、损伤修复等）的

天然障碍，从而使染色质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遗传信息表达调

控平台。染色质凝聚、松弛结构的形成，以及开放、闭合等状

态的转换提供了一种超越DNA序列本身的调控机制，即表观

遗传调控。

表观遗传调控机制涉及到组蛋白修饰、组蛋白变体、

DNA甲基化、非编码RNA及染色质重塑等几个方面，是当前

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其中组蛋白翻译后修饰有很

多类型，包括甲基化（me）、乙酰化（ac）、丙酰化（pr）、丁酰化

（bt）、巴豆酰化（cr）、甲酰化（fo）、磷酸化（ph）、泛素化（ub）、

SUMO化、ADP核糖化和生物素化（bio）等。上述种种修饰可

以发生在组蛋白不同氨基酸类型或组蛋白不同位点上，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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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组织液测量技术与研究现状脑组织液测量技术与研究现状
郑涛 1,2,3，和清源 1，刘兰祥 2,3，韩鸿宾 1

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放射科，北京 100191
2. 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石家庄 050017
3.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磁共振室，秦皇岛 066000
摘要摘要 脑组织液（ISF）是脑细胞生存微环境内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对中枢神经系统稳态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以往研究手

段与技术方法的限制，人们对 ISF的产生、代谢与引流过程的认识一直存在争议。近期，测量技术的进步为脑 ISF研究提供了全

新的解剖和生理参数指标，辅以分子成像技术，脑 ISF的生理特性及其与其内的脑神经网络的关系研究已成为可能。本文在总

结 ISF测量技术的基础上，对 ISF的来源、流动、引流途径等相关生理与病理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关键词 脑组织液；引流；测量技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814.4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7

Research progress for cerebral interstitial fluid

AbstractAbstract The interstitial fluid (ISF) in the brain parenchym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s of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the
nerve cell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omeostasis of the central neural system.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ies, the possible source, the flow and the drainage process of the ISF remain unclear in many respects. Rece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lecular tracing imaging technology and related measurement methods, some new anatomical and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of the ISF are identified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the generation, the drainage of the ISF and its
fun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methods also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F and the connectom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ource, the flow and the drainage of the ISF and its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Keywords interstitial fluid; drainag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ZHENG Tao1,2,3, HE Qingyuan1, LIU Lanxiang2,3, HAN Hongbin1

1.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7, China
3. Department of Magnetic Resonace Imaging，Qinghuangdao First Hospital,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脑细胞生存的微环境由脑细胞外间隙（extracellular
space，ECS）和其内的脑组织间液（interstitial fluid，ISF）共同

组成，在维持脑的生理与功能稳态上具有重要作用[1]，脑 ISF
既是脑细胞与血管间物质交换的场所，也是脑内部分递质转

运的通道。由于以往测量技术方法的限制，人们对脑 ISF的

性质、生理功能及引流途径等均存在争议[2]。脑 ISF对存在其

内神经元功能活动的影响与贡献尚属未知。然而，由于其在

活体情况下约占据脑容积的15%~20%[3]，远大于脑血管所占

据的 3%~5%，因此，利用脑 ISF实施脑局部给药的研究具有

巨大的发展潜力[4,5]。近来，磁共振成像分子示踪技术的发明

为脑组织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使得在体实时定量

测量与成像成为现实，为正确认识脑 ISF产生和流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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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中自适应技术研究进展放射治疗中自适应技术研究进展
邱小平 1，张一戈 1，陈维军 2，单国平 2，程晓龙 2

1.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衡阳 421001
2. 浙江省肿瘤医院放疗物理室，杭州 310022
摘要摘要 介绍自适应放射治疗方案的提出背景及其基本理念。通过分析离线自适应方案和在线自适应方案的应用，阐述了自适应

放射治疗的基本实施方法及不同的实施方案特点和优劣。进一步综述了当前国内外一些相关研究的成果，着重介绍了其在鼻咽

癌、宫颈癌、前列腺癌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及各种软硬件技术的可行性及效用。认为当前的研究成果已证明了自适应放射治疗

技术在肿瘤放疗中的应用价值，未来该技术的发展方向应是进一步研究完善技术规范，从而推广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放射治疗；自适应技术；再计划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9.6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8.018

Adaptive radiation technology in radiotherapy
QIU Xiaoping1, ZHANG Yige1, CHEN Weijun2, SHAN Guoping2, CHENG Xiaolong2

1. Department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2. Radiotherapy Physics Room, 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Hangzhou 310022, China
AbstractAbstract Adaptive radiation therapy (ART) is a close-cycle radiation therapy using various measurements’feedback to modify the
initial plan. It intends to improve radiation therapy by systematically control the variati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use
them to reoptimize the initial plan. In this process, beam field and delivery dose should be routinely customized to each individual
patient so that they can achieve a much safer dose escal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basic concept of ART, and
discusses the basic ART method, as well a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of off-line and on-line
ART programs in recent years. Its application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rvical cancer, and prostate cancer is reviewed, and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 variety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technologies are discussed. The current research achievement has
demonstrated the value of ART in tumor treatment.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may be oriented to improvement of it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Keywords tumor radiotherapy; adaptive radiation therapy technology; re-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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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邱小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辐射防护与安全，电子信箱：nh6651@163.com
引用格式：邱小平, 张一戈, 陈维军, 等. 放射治疗中自适应技术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8): 106-111.

目前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包括手术治疗、化学药物

治疗、放射治疗、生物靶向治疗、中医药治疗以及适当的联合

应用治疗。恶性肿瘤患者中，约有 45%的患者可以被治愈，

其中通过手术治愈的约占 22%，通过放射治疗治愈的约占

18%，余下的 5%可以通过化学药物治愈[1]。外科手术治疗是

最直接的方式，对于一些良性肿瘤以及尚未转移的原发早期

恶性肿瘤是首选治疗方式。但单一的手术治疗容易使肿瘤

细胞残留，导致肿瘤复发及远端转移，因此手术治疗往往需

要配合进行放射治疗。而化学药物治疗是利用抗肿瘤药物

杀灭癌细胞，通过干预细胞的合成、复制,抑制肿瘤生长，能在

一定程度上使癌细胞数量减少，但化疗药物在消灭肿瘤细胞

的同时，对正常细胞的毒害副作用也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放射治疗则是利用放射线，如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α、β、

γ射线和各类X射线治疗机或加速器产生的X射线、电子线、

质子束及其他粒子束等治疗恶性肿瘤的一种方法[2]。其生物

效应在于射线粒子与人体细胞结构发生作用，直接或间接地

损伤肿瘤细胞的DNA，导致肿瘤细胞的死亡。目前临床放射

治疗一般应用高能X射线和高能电子线，由射线经过人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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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被引论文的形成因素分析零被引论文的形成因素分析
——以光谱学领域零被引论文的国家、机构和主题分布为例
高继平 1，2，潘云涛 1，武夷山 1

1.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100038
2. 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大连116024
摘要摘要 相对于高被引论文的受关注程度而言，零被引论文的原因、状况、分布及科学价值、学术影响等有待深入分析。以2013年
JCR光谱学领域中的43种期刊为例，研究了发表于2003—2012年的12462篇零被引论文的国家分布、机构分布、主题分布。在

国家和机构方面，光谱学领域的零被引论文主要分布在白俄罗斯、乌克兰、中国、俄罗斯、韩国等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的研究院所和

大学；在研究主题方面，主要涉及拉曼光谱、红外光谱、质谱法、荧光光谱等研究内容。探讨了可能造成论文零被引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关键词 零被引论文；光谱学；国家分布；机构分布；主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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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uncited papers in spectroscop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untry, institution and topic distributions

AbstractAbstract Compared to highly cited papers,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uncited papers. Taking 43 journals in the spectroscopy indexed
by JCR in the 2013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12462 uncited papers published from 2003 to 2012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untry, institution and topic distribu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country distribution and the institution distribu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uncited papers are mostly produced by the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in Belarus, Ukraine, China, Russia, Sou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whose mother tongues are not English. With regard ro the topics, the overlay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time zone shows the
topic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including the Raman spectrum, the infrared spectrum, the mass spectrometry, the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and so on. Furthermore, from the distribution analysis,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ncited papers may be
identified.
KeywordsKeywords uncited papers; spectroscopy; country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 distribution; topic distribution

GAO Jiping1,2, PAN Yuntao1, WU Yishan1

1. 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2. WISE LAB i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零被引论文指在分析的数据库中，一个国家、机构、期刊

或个人某个时期出版的论文集合中，在出版后某个引用时间

窗口中未被引用过的论文。相对于高被引论文而言，对零被

引论文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甚至有学者建议将期刊的论

文零被引情况作为期刊评价的反向指标（用于评价科技期刊

“差”的程度）[1]。近年来，情报学领域[2～5]、期刊编辑部[6,7]等开

始关注零被引论文的重要性，意识到引文分布曲线中“长尾”

处的论文也可能有重要价值。朱梦皎等[8]指出：“借鉴美国人

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长尾（long tail）’概念，处在‘长尾’的

零被引论文，如果发掘出来，其潜在价值也许远远大于我们

目前所能想象的。”

针对国家、机构、期刊或个人的论文零被引现象，Glänzel
等[9]研究了期刊论文零被引率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胡

泽文等[10]以Nature、Science、Scientometric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112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652


卷首语卷首语
自自20042004年第年第88期起期起，《，《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每期邀请每期邀请11位院士撰写位院士撰写11

篇寄语性文章篇寄语性文章。“。“卷首语卷首语””栏目诚邀中国科学院院士栏目诚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中国工程

院院士就重大科技现象或事件院院士就重大科技现象或事件、、学科发展趋势学科发展趋势、、科学研究热点科学研究热点

和前沿问题等和前沿问题等，，撰文发表评论撰文发表评论、、见解或意见见解或意见。。全文约全文约22002200字字，，

同时提供作者学术简历同时提供作者学术简历、、工作照工作照、、签名电子文档签名电子文档、、电子信箱电子信箱。。

封面文章封面文章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每期遴选每期遴选11篇优秀研究论文作为封面文章篇优秀研究论文作为封面文章，，期期

刊封面将采用与该论文报道的研究结果相关的图片刊封面将采用与该论文报道的研究结果相关的图片，，并在并在““封封

面图片说明面图片说明””中介绍该研究成果及学科方向的研究背景及新近中介绍该研究成果及学科方向的研究背景及新近

进展进展。。欢迎博士生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欢迎博士生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在在《《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发表发表

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原创性科研论文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原创性科研论文，，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

研究论文研究论文
诚征自然科学诚征自然科学、、技术技术、、工程领域的原创性研究论文工程领域的原创性研究论文，，要求实要求实

验原理科学验原理科学、、方法新颖方法新颖、、材料可信材料可信、、试验充分试验充分、、数据可靠数据可靠、、结果明结果明

确确、、分析深入分析深入、、学术价值显著学术价值显著，，且文字精炼且文字精炼、、图表清晰图表清晰。。欢迎博欢迎博

士生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士生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

综述文章综述文章
诚征对基础科学重要方向诚征对基础科学重要方向、、前沿问题前沿问题、、研究热点的总结研究热点的总结、、概概

括括、、评价和引导性科研综述评价和引导性科研综述。。要求基于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要求基于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

综述科研论文中具有创新性综述科研论文中具有创新性、、重要性重要性、、突破性实验结果和理论突破性实验结果和理论

进展进展，，展现学科发展趋势展现学科发展趋势、、方向方向、、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展望前景展望前景。。参考文参考文

献应囊括该研究课题的中外文重要文献献应囊括该研究课题的中外文重要文献，，尊重并充分反映他人尊重并充分反映他人

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欢迎副教授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欢迎副教授以上科研人员积极投稿。。

学术争鸣学术争鸣
为倡导学术为本为倡导学术为本、、自由探索自由探索、、思想碰撞思想碰撞、、锐意争鸣锐意争鸣、、推陈出推陈出

新的理念和风尚新的理念和风尚，，欢迎副教授以上科研人员围绕自然科学欢迎副教授以上科研人员围绕自然科学、、技技

术术、、工程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热点工程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热点、、难点问题难点问题，，突破传统突破传统

理论或主流认识理论或主流认识，，提出独特见解提出独特见解、、不同观点不同观点。。学术争鸣文章要学术争鸣文章要

求紧扣主题求紧扣主题、、科学规范科学规范、、观点明确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据充分、、有理有据有理有据。。

科技工作大家谈科技工作大家谈
欢迎科技工作者就科技研究欢迎科技工作者就科技研究、、发展发展、、应用应用、、政策等实际问政策等实际问

题题，，提出具体提出具体、、明确明确、、具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具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全文约全文约 23002300
字字。。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电子信箱电子信箱。。

书评书评
诚征经典科学著作诚征经典科学著作、、学术专著或有关科学文化学术专著或有关科学文化、、科技哲学科技哲学、、

科学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家传记等内容图书的书评科学家传记等内容图书的书评，，用科学用科学、、客观的学术客观的学术

语言对图书的内容语言对图书的内容、、意义意义、、得失进行评论得失进行评论、、分析分析，，不求全面不求全面，，但求但求

新颖新颖。。全文全文23002300字左右字左右。。给出书名给出书名、、著者著者、、出版社出版社、、出版日期出版日期、、

定价等信息定价等信息，，并配扫描的封面图片并配扫描的封面图片。。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电子电子

信箱信箱。。

科技纵横捭阖科技纵横捭阖
欢迎就重大科技事件欢迎就重大科技事件、、科技人物科技人物、、科技问题等进行评论科技问题等进行评论，，发发

表独立见解和观点表独立见解和观点，，行文力求深入浅出行文力求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言简意赅、、逻辑清晰逻辑清晰、、

有理有据有理有据、、观点鲜明观点鲜明、、切中要害切中要害，，可读性强可读性强，，并附必要的参考文并附必要的参考文

献献。。每篇文章约每篇文章约22002200字字。。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照片照片、、电子信电子信

箱箱。。

职场职场
期望博士生及一线科研人员讲述求职期望博士生及一线科研人员讲述求职、、就业就业、、创业的经历创业的经历、、

经验和成败事例经验和成败事例，，论述申请论述申请、、评审评审、、完成科研基金项目的经验完成科研基金项目的经验、、

教训和体会教训和体会。。每篇文章约每篇文章约22002200字字，，请附作者单位请附作者单位、、职称职称、、照片照片、、

电子信箱电子信箱。。

读者之声读者之声
欢迎读者针对欢迎读者针对《《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具体科研论文具体科研论文、、栏目文章等进行栏目文章等进行

评议评议，，或讲述求学或讲述求学、、求职求职、、科研科研、、工作中有益的感受工作中有益的感受、、经历经历、、故事故事

等等。。

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学术不端行为举报
欢迎科研人员举报自然科学欢迎科研人员举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发生的论文抄工程技术领域发生的论文抄

袭剽窃袭剽窃、、一稿多投一稿多投、、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要求提供可以要求提供可以

核实的确凿证据核实的确凿证据。。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在线投稿网址在线投稿网址：：

http://www.kjdb.org/cn/dqml.asphttp://www.kjdb.org/cn/dqml.asp
投稿信箱投稿信箱：：kjdbbjb@cast.org.cnkjdbbjb@cast.org.cn

20152015年出版年出版2424期期，，每期定价每期定价3737..5050元元//册册，，全年定价全年定价900900..0000元元//套套。。

征征 稿稿



邮发代号邮发代号：：22--872872（（国内国内）） TPTP30923092（（国外国外）） 单价单价：：3737..5050元元


	08期 封面
	08期 封二
	卷首语
	汽车节油利国利民

	08期 版权页
	08期 导读
	08期 目次
	特别栏目
	热点排行
	科技风云
	科技界声音
	科技事件
	科学共同体要闻
	科技工作大家谈
	国内期刊亮点
	国外期刊亮点
	科学共同体推介
	书评
	图书推介
	科技纵横捭阖
	科学人物
	职场
	读者之声

	本刊专稿
	纪念相对论创建110周年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逝世60周年

	研究论文
	地学与环境
	不同条件下的硅酸盐细菌C6X菌株释钾效果
	耐低温降解生物质废弃物复合菌剂的混料设计优化
	改良初期不同改良剂配比对土壤理化性质和油葵苗期的影响
	以N, 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单体紫外光接枝制备抗污染PVDF超滤膜
	中国EGS示范工程靶区选址与指标矩阵评价
	地震次声波研究——以苏门答腊俯冲带上的大地震为例

	技术科学
	带损伤平面桁架结构位移解析
	三维垂直裂纹在材料界面的扩展及影响因素
	基于水动力学理论的微观流动单元渗流数学模型
	泡沫在多孔介质中生成与破灭速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生命科学
	Salsolinol合成酶的克隆和表达
	证病结合的异常黑胆质型阿尔茨海默病（AD）模型的建立及行为学改变

	信息科学
	光照不均图像的自适应加权均值算法
	主战坦克武器系统降阶态易损性分析与评估仿真


	综述文章
	组蛋白甲基化的阅读器识别机制研究进展
	脑组织液测量技术与研究现状
	放射治疗中自适应技术研究进展

	学术聚焦
	零被引论文的形成因素分析——以光谱学领域零被引论文的国家、机构和主题分布为例

	08期 封三
	08期 封底

	Button1: 
	Button2: 
	Button3: 
	Button4: 
	Button5: 
	Button6: 
	Button7: 
	Button8: 
	Button9: 
	Button10: 
	Button11: 
	Button12: 
	Button13: 
	Button14: 
	Button15: 
	Button16: 
	Button17: 
	Button18: 
	Button19: 
	Button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