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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培育和呵护我国自己的英文科学期刊，创办我国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国际一流学术刊物，是当代中国科学家的责任。
常常有同事问我，国际上已经有了那么多一流的学术期刊，我们何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再去办刊？我不知道该怎样直接回答这一问

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凡是有一流科学期刊的国家或地区，都有一流的自然科学研究；凡是有一流自然科学研究的国家或地区，也
总有最好的科学杂志。那么照此逻辑，从国内科学期刊的现状来看，中国就应当在基础科学研究上永远处于二流或三流的地位吗？

科学期刊是新知识和新科学思想的载体和传播媒介。一篇科学论文在杂志发表，其包涵的新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所创造的新知
识得以传播、启迪和推动他人的接续研究，并使结果得到独立的检验、证实或证伪，包括扬弃、提炼或升华，被收入人类知识的宝库。一个
好的科学期刊是展示科学成果的殿堂，是学术交流和学术论争的讲坛，更是培育好的科学传统和优秀研究团队的学校。作为科学工作者，
我们最初的研究工作，常常是从读杂志上一篇好的论文开始的。20世纪以来天文学领域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几乎全部发表在1895年
创办的美国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ApJ）上。这一杂志对观测发现和新物理思想的崇尚，对美国和全世界的天文学研究产生了持续
影响。中国为什么不应当和不能有这样优秀的期刊呢？

中国学者支付了双份的费用（版面费和订阅费），先使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得以在外刊发表，再通过订阅得以获取这些信息产品。作
者还必须签署一个版权声明，把自己成果的版权转让给杂志社。尽管名义上版权是杂志社和作者共有，但当作者要引用其论文图表时，还
必须征得杂志社同意。这意味着我国学者大部分的研究成果的版权在外国学会和杂志社手里。不能不提到，这些杂志通常有自己的价值
取向，与之相悖的论文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往往会丢失在科学发现上的首发权和对学术成果的话语权。这种令
人尴尬的状况难道不应改变吗？

我国的英文SCI检索期刊，不到国际总量（8000多种）的2%，且绝大多数影响力低迷，处于影响因子国际排名的后50%。这可能部分
反映了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一本杂志的影响力，实际是由其作者群的研究水平决定的，我们无法希求超越作者学术水准的影响力。近
年，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有显著提升，论文数大幅上升，质量也有相当的提高。然而，我国杂志学术水准的提升却显著滞后，究其原因，我们
对科学家和研究群体评价体系的内禀缺陷可能首当其冲。我们对自己的英文期刊不是扶植、培育和呵护，而是多少有些自我歧视。很多
研究机构对发表在国外和国内SCI检索杂志的论文给予不同的评价和奖励；学位和职称的评定也常常区分国际和国内SCI论文；也有按发
表杂志的影响因子来对作者进行评价的。对一篇科学论文，应当忠实地考察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影响，而不应以发表刊物是国内与国外
作评定标准。而发表论文刊物的影响因子也不能作为对论文本身和论文作者的评价标准。2013年影响因子为6.280的ApJ在2011—
2012年的论文有7%是零引用的；影响因子为4.288的欧洲刊物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近10%论文是零引用的。而好文章无论
发表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得到广泛引用和正面评价。中国科学家任治安等2008年在我国Chinese Physical Letter上发表的铁基超导研
究，已经得到1000次以上的同行引用（按天体物理数据系统ADS统计）。我们为什么不能公平正直地按研究成果本身，而不是按杂志的影
响因子来评价呢？

我国文献情报部门对杂志按影响因子大小进行分区，在学术界起着相当的引导作用。中国的SCI检索杂志绝大多数落在后半部分的
第3和第4区。也许，按影响因子大小排序对杂志分区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做却缺少了一点分析。例如天文学被排在一区的2个杂志，都
不是发表最新原创性研究的主流杂志。2013年影响因子排在前6位的天文学杂志，其中5个是评述类，年发表文章数从5~28篇不等，不
能代表原创性研究期刊。是否可同时考虑发表论文多少等因素，并对我国期刊给予一个较为有利的分区，以吸引国内的优秀稿源？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鼎盛发表在《物理》杂志的统计研究，我国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已经有了足以支撑较好的科学
杂志的实力。我国学术领导机构和学者对待学术期刊的态度，成为我国能否办好自己的科学期刊的关键。2006—2010年间，我国物理学
界发表了93845篇SCI检索论文。其中，虽有13.3 %见于国内5大物理学期刊，但是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发表于中国刊物的比例只有
0.7%。天文学界情况与此类似。毫无疑问，应当鼓励我国学者在国际最顶尖的杂志发表研究工作，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只要我国学术界
不是歧视，而是扶植我们自己的刊物，只要大家能将一部分较好的论文投寄到我国的英文杂志，中国期刊的影响就不可能如此低迷。国家
投入巨资的重大科学设备和研究计划，其最初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于本国期刊，体现着中国作者和研究群体的学术尊严。多国科研
管理机构对此甚至有明确规定，各国学者大多也是这样做的。比如，日本天文学重大设备的最初原创性成果，都作为快讯发表于本国天文
学会会刊PASJ，使其影响因子排在亚洲天文杂志之首。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起步较晚，英文学术期刊的发展比欧
美国家迟得太多。本来就无传承，又不加以扶植，中国学术期刊立足之地何在？

在我国基础研究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科学期刊的发展不但有了基础，也为国际态势所压迫。请努力扶
植我国自己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界有责任为创办最好的国际学术期刊努力和奉献。

发展、培育和呵护我国自己的英文科学期刊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北京1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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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脑功能成像技术揭示人类公平行为的神经基础

公平是合作与竞争的基础。古代思
想家就已认识到公平在社会活动中的重
要性，留下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名
言。现代社会和道德也同样提倡公平。
对于公平行为背后的心理及神经机制的
研究，方兴未艾。面对公平与不公平，人
们是如何进行决策的？为何会做出这样
的决策？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采用
功能核磁共振成像、事件相关电位等脑

功能成像技术，试图通过探究人类公平
行为背后的神经基础来促进对公平行为
的理解。

源于经济学的博弈论，为研究社会
互动情境中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新的思
路。最后通牒博弈是心理学家和认知神
经科学家研究人类公平行为的最常见范
式。在这一博弈范式中，回应者面对由
提议者提出的公平或者不公平分配方
案，其决策不仅影响到自身的利益而且
会影响提议者的利益。结合最后通牒博
弈范式和脑功能成像技术，研究者已经
发现多个脑区与公平行为有关，对公平
行为的神经基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研
究者发现，提议者提出较为公平的分配
方案，主要受自利的策略性动机驱动，且
颞叶、额叶、纹状体及扣带等脑区在其中
起着关键作用；双侧前脑岛、前扣带皮层
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脑区则参与了回应
者拒绝不公平提议的策略决定，其中外
侧前额叶皮层可能起着关键作用。

公平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决策，可能
受到社会情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
者已经开始对可能影响公平行为的因素
及其神经基础进行探索。研究发现，人
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决策不仅受方案
本身公平性的影响，还受到分配额度、得
失情境、框架效应、群体意见、社会地位
和情绪等多种情境因素的调节，并发现

了部分影响因素的神经基础。
包括公平行为在内的社会决策行为是人
类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而精神疾病患
者通常表现出异常的社会功能。因此，
研究者开始将最后通牒博弈等博弈范
式，应用于抑郁症、精神病态患者及反社
会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研究中，以期通
过研究患者的异常行为来促进对其病理
生理机制的理解，进而改善其社会功
能。研究发现，这些特殊人群在公平感
知、遵守公平规范等方面存在异常，并对
其神经基础进行了相应的探索。

《科技导报》2015 年第 9 期第 83~
92 页刊登了王赟、周媛等的综述文章“公
平的神经基础”，论述了研究公平行为的
实验范式、公平行为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影响公平行为的因素及其神经基础、应
用于临床的研究等进展，指出该领域仍
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例
如，应注意从脑网络的角度对公平行为
的神经基础进行探讨，应考虑到具体的
社会情境对公平行为的影响，应促进最
后通牒博弈等博弈论的研究范式在神经
精神疾病转化研究中的应用，应深入探
索公平感知的神经计算模型。本期封
面为研究公平行为的神经基础的成果
图片，由周媛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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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 生命密码
基因掌控着个体生物性状，是生物生命的密码，基因缺陷

致使很多遗传性疾病发生。近年来，基因研究使得之前很多

无法解决的复杂的遗传疾病的治愈成为可能，本文呈现了近

期基因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

P12 暂缓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之伦理论证
近期，中山大学黄军就等研究人员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尝

试，这是突破性的研究，尚属人类首次，随即引发全球科学家对

伦理问题的热议。这一可更改人类后代基因构成的前沿技术，

是否能够冲破人类伦理规范而前行？本文呈现了一位多年从

事基因伦理学研究者的观点。

P125 从根系生物技术改良到作物高产高效
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得人类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加。

然而，化肥和农药等不合理的投入使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

问题日渐严重，同时也引起粮食安全问题。通过挖掘作物自

身潜力，利用根系生物技术改良，是农业向着低碳、可持续发

展方向前进的一条“健康”之路。

P18 西安南二环5月PM10质量浓度时空变化规律

监测了西安市南二环2013年春季5月70 m高度范围内的可吸

入颗粒物（PM10）质量浓度，结果表明，PM10质量浓度与昼夜时间、空

间高度、温度、湿度等相关。

P31 高环境稳定性多孔氧化硅减反膜的制备及表征

以正硅酸乙酯为硅源、氨水为催化剂，采用溶胶凝胶法，经过提

拉过程制备了多孔氧化硅光学减反膜，通过后嫁接十七氟癸基三乙

氧基硅烷、六甲基二硅氮烷提高薄膜的环境稳定性。改性后的薄膜

光学透射率高达99.82%，表面粗糙度仅为3.9 nm，薄膜与水接触角

高达125°。

P93 环境污染物的抗雌激素效应及机制研究进展

分析了氟维司群、三苯氧胺、雷洛昔芬、二噁英类化合物、多氯联

苯、多环芳烃化合物、唑类化合物、氨基脲、全氟化合物等10余种环

境污染物的抗雌激素效应，论述了其在E2合成、运输、受体结合及代

谢等方面发挥抗雌激素效应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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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 20152015--0404--1616至至20152015--0404--3030））

1 哈勃望远镜升空25周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4日，是哈勃空间望远镜升空25周年。1990年4月24日，美国航天飞机将哈勃

望远镜送上太空轨道，“哈勃”望远镜长 13.3 m，它以 2.8万 km的时速沿太空轨道运

行，由于没有大气湍流的干扰，它所获得的图像和光谱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和可重复

性。它捕捉到的照片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图片来源：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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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准确进入轨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宣布，我国首颗新

一代北斗导航卫星于4月21日准确进入工作轨道，当日14:18，
地面接收到卫星发来的导航信号，标志卫星研制、发射成功。

3 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逝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2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

主徐光宪徐光宪去世。出生于1920年的徐光宪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

学化学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

化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从事研究。1980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从事量子化学、配位化学、稀

土化学及萃取化学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4 “科学”号海洋科考船通过国家验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4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在青岛市通过验收。至此，我国首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深远

海探测与研究能力的4000 t级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达到设计指

标。“科学”号核定总吨位4711 t，总长99.8 m，型宽17.8 m，续航

力15000海里，自持力60天，可载员80人。

5 新食品安全法10月1日起施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京闭幕。会

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新法增加规定：生产经营

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标示。未按规定进行标示的，没

收违法所得和生产工具、设备、原料等，最高可处货值金额5倍

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

证。新食品安全法将于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

6 我国大型两栖大飞机大部件下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27日，我国大飞机“三剑客”之一的

水陆两栖飞机AG600中后机身、后机身

大部件在中航工业西安飞机集团有限公

司汉中分公司下架。作为当今世界在研

的最大一款水陆两栖飞机，AG600具有

执行森林灭火、水上救援等多项特种任务

能力，可根据用户需要加改装必要的设

备，满足执行海洋环境监测、资源探测、客货运输等任务需要。

图片来源：新华社

7 专家称喜马拉雅中段数十个冰湖有较高溃决风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7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称，为应对尼

泊尔震后易发生冰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该所首次

免费对外开放尼泊尔冰湖分布图、尼泊尔冰川分布图、尼泊尔灾

区高分影像数据等27条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从该所50多年

对该地区多项科学数据分析，喜马拉雅山中段发生过40起以上

冰湖溃决事件，目前可识别出数十个冰湖具有较高的溃决风险。

8 中国科学家修改人类胚胎基因惹争议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2日消息，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黄军就研究组利用CRISPR/
Cas9技术，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可能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

因。这项研究在学术界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修改人类胚胎

基因能够在婴儿出生之前就清除致命疾病。反对者则表示，修

改后的基因可遗传，可能会对人类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9 留美女博士后被遣返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23日，留美女博士后兰某被遣返北京边检总站。兰某在国

内顶尖大学做完博士后，又被推荐到美国继续做博士后研究。

兰某在美国期间表现优秀，但就业后却连连碰壁直至失业，旧的

签证过期，没有新公司继续为她申请延期，也没钱租住公寓。神

情恍惚的兰某在街头流浪时被警察发现，随即被遣返中国。该

新闻引发舆论关注。

10 “海洋六号”起航赴太平洋科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28日，隶属于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中国科考

船“海洋六号”从广州东江口海洋地质专用码头起航，远赴太平

洋，执行为期200天的中国地质调查局深海资源调查航次和中

国大洋第36航次科学考察任务。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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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分子片

段，它掌控着个体生物性状，演绎着生命

的繁衍。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

给下一代，它是生命的密码。基因缺陷

将导致遗传性疾病发生，近年来，对基因

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也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日本顺天堂大学池田胜久池田胜久研究组就

利用基因研究的方法，使患有遗传性耳

聋的实验鼠恢复了听力，研究成果发表

在Human Molecular Genetics杂志上。

先天性听力障碍

中，遗传因素占的比例

很大，调查资料显示，

有一半患者与遗传有

关。目前，耳聋遗传中

GJB2 基 因 突 变 最 常

见，对它的研究也较

多。该基因所致的听力损失多是重度或

极重度的。研究人员发现，GJB2基因缺

失会使实验鼠的耳蜗细胞不能正常发

育，无法形成关键的听觉转导器——柯

蒂氏器，致使严重的先天性耳聋。他们

向先天性GJB2基因缺失的实验鼠内耳内

注射该基因，10~12周后听力测试和脑部

检查发现，其柯蒂氏器发育，且听力得到

很大改善，甚至能听到非常微弱的声

音。研究人员将继续进行研究，观察实

验鼠在使用该疗法一段时间之后是否能

发挥作用（4月11日 新华网）。此项研究

有望帮助部分遗传性听力障碍的患者产

生听力。

生老病死是生命之常态，但是，鲜有

人不渴望生活得更健康，甚至还希望生

命能够更长久。童话故事与小说等作品

中，总少不了寻找灵丹妙药以求长生不

老的情节。在我们的不懈追求下，人类

平均寿命逐渐增长，百岁老人不再罕

见。美国叶史瓦大学研究显示，百岁老

人的长寿原因中遗传占的比重很大，约

70%。长寿老人往往能逃脱或延缓常见

的与衰老有关的疾病，并且其后代发生

衰老相关疾病的概率也较低。不少研究

人员已踏上寻找长寿基因之路，探索遗

传基因对长寿的影响机制，以帮助我们

防范老年疾病，延缓衰老。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选择了18个与长寿具有潜在相关性

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在中国四川省

都江堰市的 567例长寿老人和 508个年

轻对照者中进行研究，发现 FOXO3 基

因 的 rs13217795 焦 点 和 ATM 基 因 的

rs189037位点与长寿表型显著相关，并且

首次发现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

白3（IGFBP-3）的 rs11977526位点和长寿

显著相关（4月 27日《中国科学报》）。研

究成果发表在PLoS ONE中。

虽然基因研究被认为前景一片广

阔，但是总有一些涉及人类自身的研究

面临无法绕行的伦理红线。近期，中山

大学黄军就黄军就等人发表在Protein&Cell上的

研究论文显示，他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修改了突变会导致血管疾病“地中海贫

血”的β珠蛋白基因，这是世界首次修改

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由于此项研究使

用的是人类胚胎，涉及很多不可预估的

安全与道德问题，引起了科学界对伦理

问题的广泛争议。

研究人员从中国的不孕不育诊所中

取得无法独自生存的人类胚胎，在 86个

胚胎中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进

行研究，48小时后，对 71个存活胚胎的

54个进行检测，发现在 28个胚胎中取得

成功，但只有 4 个包含设计序列，成功

率较低。研究中，还发现存在许多脱靶

效应，有很大的安全隐患（4月 29日Na⁃

ture）。黄军就在论文中指出：“想要对正

常的胚胎进行编辑，成功率必须接近

100%。这表明目前该方法还非常不成

熟，因此我们暂停了。”

2015年2月，英国议会下院投票通过

的“三亲婴儿”技术也涉及伦理问题。“三

亲婴儿”技术是允许胚胎的线粒体基因

来自父母以外的第3人，以避免将母亲携

带的致命基因性疾病遗传给孩子。采用

此技术后，孩子身上仅 0.1%的DNA来自

捐赠者的线粒体，既能避开有缺陷的基

因，又不会影响遗传性状。虽然科学家

的愿景美好，但这微少的来自第3人的线

粒体DNA，仍然引发了伦理争议。近期，

美国索尔克研究所的研究或将为英国当

局大开绿灯的线粒体置换疗法提供一个

更简单的替代方案，研究成果发表在Cell

杂志上。

研究人员利用专门设计的分子剪刀

切掉了小鼠胚胎中的线粒体DNA的突变

部分，留下了健康的DNA，最终产生健康

的小鼠后代。在研究

中，并没有发现任何

脱靶效应。研究人员

将此项技术用于编辑

人类线粒体 DNA，将

小鼠卵母细胞与线粒

体疾病患者体中的成

纤维细胞融合在一起，将人类缺陷mtD⁃
NA插入到小鼠卵细胞中。检测发现，细

胞中仍有少量的突变mtDNA，但并不影

响健康。研究人员表示，只有当细胞中

超过 60%~75%的线粒体有缺陷时，突变

的mtDNA才会引起疾病（4月 27日 生物

探索）。

虽然不具决定遗传性状性质的线粒

体DNA在人体中既少又小，但因它处于

为细胞提供能量的场所，其缺陷会导致

肌肉无力等许多疾病。科学家已经在线

粒体中发现约 700种突变，已知有 200多
种疾病由线粒体DNA突变引起。此项研

究将可能解决线粒体DNA中所涉及的许

多遗传疾病。

人类不断将探索的双手伸入决定生

命健康的遗传因子的深处，基因研究已

经为我们在很多先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治

疗之路上燃起曙光。生命科学的发展潮

流不可阻挡，但技术与伦理的碰撞也从

未停止，仍需强调的是，技术不应优先于

伦理，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涉及人类自身

的科学技术，必须以成熟的伦理规范和

法律环境为前提，而后者的出发点正是

人类本身。人类在基因探索中不仅要稳

步前进，更加要心怀敬畏。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生命密码生命密码

生命科学的发展潮流不可阻挡，但技术与伦理的碰撞也从未

停止，仍需强调的是，技术不应优先于伦理，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涉

及人类自身的科学技术，必须以成熟的伦理规范和法律环境为前

提，而后者的出发点正是人类本身。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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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对慢

性重大疾病的防治不够重视，尤其是公

立医院未能体现出其公益性质，导致我

国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疾病

在近10年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仍呈直线上

升趋势。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必须改

变目前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完善慢性

重大疾病防治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西医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常务理事结合学会常务理事 吴以岭吴以岭

《中国科学报》[2015-04-22]

做科研工作很有乐趣，我从来没有

离开过科研一线。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核试验，那是一段非

常难忘的记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原子能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乃彦王乃彦

《人民日报》[2015-04-23]

创新关键还是在人，我们必须要对

人进行投资，如此才会有更多获胜和成

功的可能性。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工学院以色列工学院

工程材料系教授工程材料系教授 Dan ShechtmanDan Shechtman
《中国青年报》[2015-04-22]

对待学生，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既然

选择了做研究，就要以科学创新为己任，

踏踏实实做研究，不要再想其他的事

情。我的学生大部分都受了我的影响，

希望毕业后能开展独立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施一公施一公

《人民日报》[2015-04-22]

过去，我们的教育存在这样一个问

题：学生的导师和进行理论授课的老师

不是同一拨人，这就造成了某种程度上

的割裂。科教融合之后，学生的授课老

师和所属导师实现了身份的合一，研究

生们也有机会聆听知名科学家的课程，

在高水平科学家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

究，这对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科研理

念有重大意义。科教融合体现了中国科

学院大学实实在在教书育人的决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大学副校长大学副校长 高鸿钧高鸿钧

《国科大》[2015-04-15]

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思路，往往

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方向与水平。这

种习以为常的说法没错，但深究起来也

不完全对。就中国来说，大学确实需要

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来管理，更需要保障

大学健康发展以及产生教育家型大学校

长的大学制度。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

所长所长 刘尧刘尧

《中国科学报》[2015-04-23]

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但是

身为一名知识分子，就算没有改变世界

的力量，也要尽可能地改善自己，通过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承担起肩上的责

任，不要辜负社会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的期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周成虎周成虎

《国科大》[2015-04-15]

科学家只是一份职业。任何一个职

业，要做得特别好，都需要付出。从这点

来看，做什么工作都是这样，不论男女都

是如此。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我还

会选择做科研。因为这是一项单纯又有

趣的事业。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 陈春英陈春英

《国科大》[2015-04-15]

建议国家制定海洋产业发展的相关

激励政策，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前提下

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鉴于海洋经济对我

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影响，建议将“海洋生

物质资源开发与利用”列入国家科技创

新体系。应当让科学家们更多地“下

海”，海洋里的宝贵物质太多，但迄今被

发现的太少了，它的开发和利用亟须得

到国家的支持、公众的理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化学武汉大学化学

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 张俐娜张俐娜

《中国科学报》[2015-04-27]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从亚洲

部分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

工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以制造业转型升

级为基础，如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因

为有强大的制造业所以转型成功。马来

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发展

速度很快，但因没有制造业支撑，经济没

能持续高速发展。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中国工程

院院士院院士 徐匡迪徐匡迪

《光明日报》[2015-04-26]

中国制造业与美国、日本、德国的制

造业相比，差距主要表现在全员劳动生

产率低、产品增加值率低、创新能力薄

弱、知名品牌缺乏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邮电部副原邮电部副

部长部长 朱高峰朱高峰

《光明日报》[2015-04-26]

对古建筑提前采取抗震措施其实是

一把双刃剑。学者专家可以把历史建筑

面临的风险分析得很清楚，但要下决心对

建筑“动刀”，又不那么容易。防护不可避

免地会损害文物的真实性。到底是等一

等，让文物的真实性能多留一天是一天；

还是为了抵御未来某天可能的风险，抓紧

时间做预防？全世界的文物保护界，恐怕

都在这两种观点间徘徊犹疑，没有定论。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侯卫东侯卫东

《科技日报》[2015-04-29]

知识是学不完的，所以要活到老学

到老。而要能坚持到老，首先得有兴趣，

有兴趣才会主动做事情，辛苦也不算什

么。知识也是教不完的，而且我个人知

识再怎么渊博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最

想教给学生的是做事的方法和态度。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尹文兵尹文兵

《中国科学报》[2015-04-20]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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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家呼吁我国伦理学家呼吁我国
暂停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暂停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

4月 18日，国内生物学杂志《蛋白质

与细胞》（Protein & Cell）在线发表了中山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黄军就黄军就团队的

研究成果：他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试图

修改人类胚胎中可能导致β型地中海贫

血的基因，这是世界首次发表编辑人类

胚胎基因组的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后迅

速在国内外科学界掀起波澜，该研究获

得国内同行认可，却引起国外科学家以

及伦理学家的抗议。国内伦理学家认

为，这种反差恰恰暴露出我国在科研领

域的伦理意识、伦理规范和相关法律的

薄弱地带，国家应该暂停相关研究，并尽

快讨论、建立伦理规范，出台相应的法律

法规。

“研究者具有一定伦理意识，但还不够”

黄军就课题组使用的是当地医疗机

构废弃的不能正常发育的人类胚胎，而

且因实验成功率不高，研究者认为相关

技术还不够成熟，于48小时后终止实验。

《科技导报》联系Protein & Cell编辑部获

悉，此项研究获得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符合相关法律，另

据《科技日报》4月30日报道，该研究组获

得了胚胎捐赠者的知情同意书。

“这说明研究者是有一定伦理意识

的”，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

授雷毅雷毅告诉《科技导报》，从以上种种来

看，研究者还是想尽量规避伦理风险的，

态度也较为谨慎。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

学院教授张新庆张新庆也认同研究者确实有一

定伦理意识，“但是这还不够”，张新庆告

诉《科技导报》，“我们尊重并鼓励自由的

科学探索，但使用CRISPR/Cas9系统直接

用于改造人类胚胎基因的做法是史无前

例的，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在应用之初

应先设定一些禁区，尽管这种愿望是帮

助人们摆脱疾病。而且，在生命科学研

究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国科研人员、科

研管理者、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伦理规

范意识也要增强，在做好自身伦理审查

建设的同时，应积极回应来自国内外的

伦理质疑。”

可能存在的伦理漏洞

日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重

申了涉及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的禁

令，并对该项技术的安全性以及基因改

变将被传递给下一代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表达了担忧。而对于这些问题，国内研

究者显然考虑不足，正如其他人担心的

一样，雷毅和张新庆也认为这项研究存

在伦理问题。

首先是对人类自身关怀的问题。在

国际上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中，人的胚

胎也像人一样享有被道德关怀的权利，

即使是不能正常发育的人类胚胎。从这

个角度来说，这些人类胚胎就成为了其

他人类的牺牲者——即使是为了帮助人

们摆脱疾病的困扰，正如康德所说，“人

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谁有权赋予科学家

去修改人类基因呢？对于这个问题，编

辑人类胚胎的研究者乃至整个社会是否

考虑清楚了？

其次是胚胎提供者的知情同意权是

否得到足够保障。雷毅指出，知情与同

意是两个概念，在涉及人的研究中，知情

是指研究者要将实际情况告知研究对象

（在此实验中是指胚胎提供者），同意是

指研究对象在对事实有判断能力且不受

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自愿参与研究的权

力，“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提供了胚胎

提供者的知情同意书，但是胚胎提供者

是否有判断能力以及是否受到干预无法

确定，如果知情同意权受到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这也将成为一个伦理漏洞。而

在我们国家目前的环境下，知情同意权

得到充分保障并不容易。”

张新庆则指出，直接编辑人类胚胎

基因，可能会因为基因脱靶效应诱发医

源性的不可逆伤害，具有较高风险。而

且编辑人类胚胎基因并非防控疾病唯一

选择，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不必冒大

风险来直接编辑人类的基因。最为重要

的是，编辑人类胚胎基因技术如果得不

到有效监管，一旦打开市场化的大门，就

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人类甚至可

以实现定向改良人种。这种旨在超越人

类自身的生理极限的技术追求展示了人

类在以傲慢姿态轻视“自然所给予的”人

类基因构成，破坏人类在漫长进化中形

成的高度复杂而微妙的身心平衡，最终

把人类置身于危险境地。

建议暂缓研究，完善伦理规范与法律

“直接编辑人类胚胎基因开了一个

危险的头儿，但也不能完全算坏事”，雷

毅认为这给我国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警

示，我国的科研人员、立法者、学者、公众

等都要认真考虑，如何在一个国际化的

背景下，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以及道德

和伦理规范，以期更加符合人类的发展

前景。这一点，恰恰是我国目前的短板，

不仅我国科学家的伦理意识较为薄弱，

国家的法律法规也较为缺失。

本刊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网站

看到，该网站公布有卫生医疗领域自

1989年1月13日到2015年4月20日之间

发布的政策法规共131项，其中包括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体器官移植

条例等，但并未发现与人类胚胎基因研

究相关的政策法规。

对此，张新庆则表示，在目前的情况

下，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做出规定，先暂缓

直接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临床研究，社

会各方面要对相关问题进行充分而深入

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伦理规

范、技术标准、准入门槛，未经备案不得

擅自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媒体

也应该承担责任，积极引发讨论，促进相

关规范和法规的建设”。

在进行相关讨论时，关于如何掌握

科技与伦理的边界问题，清华大学科学

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刘兵告诉《科技

导报》，科学研究的终极边界，就是人类

发展至今形成的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如

不伤害生命，不违反人性，不影响他人的

自由和选择权利，不危及社会（及可持续

发展等）。涉及到具体问题，伦理规范又

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比如某项技术的

后果可能有害于人类，那这就是科学研

究绝对不可跨越的底线。至于其他的科

学技术，其应用的底线究竟划在哪里，正

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不可置之不理。

文//李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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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4月 8—15日，应美国电气和电子工

程师学会（IEEE）及日本科技振兴机构

（JST）的邀请，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率代表团

赴美国、日本访问。

代表团此行主要任务是围绕“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筹备工作邀请世界

机器人领域一流专家、一流研究机构以

及一流机器人企业参会。代表团在美、

日期间先后访问了 IEEE、国际商业机器

公司（IBM）、麻省理工学院（MIT）、JST、

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等，协商围绕“2015
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展合作及后续长期合作机制的建立。尚勇一行还参观了 IBM认知计算实验室，

MIT媒体实验室等，广泛接触了“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拟邀请的美、日两国机器人领域专家，并发出

参会邀请。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5-04-23]

尚勇率团出访美国、日本

尚勇一行访问 IBM Watson研究中心

尚勇会见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

协会会长潘建伟

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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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会堂会见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

（简称中国青年科协）会长、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潘建伟

一行。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

章良章良，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王

春法春法，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共青团中央常委、全国青联秘书长刘佳刘佳

晨晨等参加会见。潘建伟介绍了中国青年

科协工作情况，并表示中国青年科协愿

意积极参加到中国科协的各类项目活动

中，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成才等贡献力

量。中国青年科协与会人员纷纷对科技

改革、科技奖励、大众创新创业等提出建

议和想法。听取与会者发言后，尚勇表

示，中国科协将支持中国青年科协在科

普工作、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工程、科

技人才表彰奖励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表

彰奖励等方面开展合作。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5-04-27]
全国政协科协界2015年

专题调研工作启动

4月28日，全国政协科协界2015年

专题调研活动工作协调会召开，全国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

协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主任齐让齐让出席会

议，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吴海吴海

鹰鹰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国政协

科协界 2015年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

报，并就专题调研的时间和地点、具体内

容和形式进行认真研究。根据 2015年

全国两会期间，政协科协界委员围绕科

协界别调研主题讨论的意见，经研究确

定了今年政协科协界委员围绕“西部科

技人才创新环境”“草根创业的环境和需

求”“西部农村人群科学素质状况”3个调

研题目，将分赴西部有关省区开展专题

调研，最终调研成果将以适当形式提交

2016年全国两会。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5-04-29]
2015年科学大师名校

宣传工程汇演启动

4月 20日，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共

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

主办，陕西省科协等单位承办，西安交通

大学等单位协办的2015年“共和国的脊

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

动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中国科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出席启动

仪式并讲话。

此次是“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

名校宣传工程”第三届汇演活动，活动将

从4月20日持续到5月11日，共有北京大

学的歌剧《王选之歌》、清华大学的话剧《马

兰花开》等9个剧目，分别在西安的6所高

校进行演出，每个剧目分别面向高校师

生、中学师生和社会公众连续演出3场。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5-04-28]
“光启科技讲坛”上海开讲

4月 27日，“光启科技讲坛”在上海

市徐家汇观象台旧址正式开讲。本讲坛

由上海市气象局、上海市科协、上海市气

象学会等联合主办，以我国明代著名科

学家、天文历法学家徐光启的名字冠名，

旨在以科技引领上海气象现代化，发挥

气象科技文化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

在首场报告会上，清华大学研究员罗勇罗勇

作了题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形势

走向之我见”的学术报告。报告从气候

变化科学、适应与脆弱性、减缓气候变

化等方面，系统地阐述研究气候变化的8
大科学问题，详细地对气候敏感性问题

与二氧化碳的关系等10个气候变化未来

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说明。

上海市科协 [2015-04-28]
第十届中国电子信息技术

年会召开

4月 19日，中国电子学会和中国电

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

国电子信息技术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国

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中国电

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曲维枝曲维枝，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吴海鹰吴海鹰，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莫玮莫玮，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芯国际

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子学周子学等

出席年会。来自电子信息领域的科研院

所、高校、企业、金融机构代表共300余人

参加年会。本届年会主题为“电子信息

技术引领智能化发展”，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北

京大学教授、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高高

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二院科技委常务副主任李伯虎李伯虎，中国工

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郑南宁郑南宁分

别作主题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倪光南，中国工程

院院士、海军计算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

沈昌祥沈昌祥分别在两个分论坛中作报告。

中国电子学会 [2015-04-27]
我国核仪器领域

首次编撰完成发展报告

首次全面清晰勾勒我国核仪器领域

60年来学科、产业和应用情况概貌的《中

国核技术及其仪器设备学科发展研究》

报告，4月8日在上海通过专家评审。根

据评审意见补充修改后，该报告计划在

2015年6月正式出版。这对于促进该学

科发展和为国家制定此方面发展规划和

产业政策提供借鉴具有指导意义。报告

所界定的“核技术仪器设备”领域范围

是：探测核辐射的仪器、发生核辐射的设

备以及这两种设备的应用。

中国核学会 [201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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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与腾讯公司签署中国科协与腾讯公司签署

““互联网互联网++科普科普””合作协议合作协议

4月30日，中国科协与腾讯公司在中国科技会堂签署“互联

网+科普”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用“互联网+”的全新理念来优化

科普方式。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尚

勇勇，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马化腾出席签字仪式并

座谈。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主持签约仪式，中

国科协科普部、计财部、调宣部和信息中心负责同志出席。

随着移动设备以及互联网不断向我们的生产生活与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渗透，信息技术推动甚至加速其他传统行业发展

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互联网+”概括了信息通信技术高度融合发

展背景下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知识社会创新 2.0的互动与演

进。我国制定的“互联网+”计划，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

会发展与创新的引擎，它将促使互联网行业与传统行业相融合，

促进它们共同健康发展，不断推动社会创新。

座谈中，尚勇介绍了中国科协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的有关

考虑和工作安排。他指出，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基

础是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要实现到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基

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以上的目标，需要充分发挥信息技

术在创新科普工作，提升公民科学素养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不仅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动力。科普工作和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亟需运用“互联

网+”的思维和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公众科学素质跨越式提升，推

动科学知识在网上和生活中流行。

尚勇高度肯定了腾讯公司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中国

科协和腾讯开展“互联网+科普”的合作，既是对科普模式的一次

大的创新，也是中国科协对腾讯公司的高度信任。他表示，要通

过“互联网+科普”的合作，利用腾讯这个连接每一个公众的“连

接器”，发挥腾讯公司在把握公众需求和技术手段上的优势，以

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科普工作做得更有针对性，更加深入人

心。中国科协将在合作过程中顺应科学规律和市场规律，充分

发挥科学家和科技人才队伍的优势，主动为腾讯公司提供素材

支持，支持腾讯公司放开手脚发挥优势，通过合作达到“1+1＞2”
的效果，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对中国科协抓住“互联网+”这个风口推出“互联网+科普”这

一重大部署，马化腾表示钦佩。他介绍了腾讯公司对“互联网+”

的理解和所做的战略调整，阐述了公司的“互联网+”定位：连接

器和内容产业。“互联网+科普”意味着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方式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大发

展，硬件和网络环境的重大变化奠定了“互联网+科普”的基础设

施。有了移动互联网，就可以通过后台的云计算、大数据和个性

化的分析，通过多媒体的传播和社交互动，大大提升科普工作的

效率，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腾讯公司将发挥社交平台的优

势，特别是微信和QQ对社会公众的全覆盖，将科普融入重大新

闻事件和场景；同时充分利用中国科协的权威资源，在科普的过

程中有效地摒除伪科学，在腾讯平台上开展更加有效的科普。

他表示，“互联网+科普”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意义重大，是在“互

联网+”纳入国家的顶层设计后，腾讯公司和中央部门开展的第

1个合作项目，必将成为“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一个助推器。

据悉，腾讯公司已先后与河南、上海、重庆等省市签署合作

协议，共同推进“互联网+”项目，并陆续在广州、深圳、佛山、武

汉、上海等地上线微信城市服务，覆盖用户数超过 6000万人

次。未来，腾讯公司也将在城市服务入口中，考虑将科普的部分

服务功能进行打通，让更多的人能快捷地享受科普服务。

中国科协与腾讯公司签约的“互联网+科普”项目是李克强李克强

总理提出“互联网+”以来，中央部门首个落地的“互联网+”项

目。根据协议，双方将全面推进“互联网+科普”战略合作，着眼

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增强科普在社交媒体中的影响力，推

动科普内容、活动、产品等在腾讯公司多平台、跨终端的全媒体

推送，推动科技知识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圈中的流行，共同营造

“互联网+科普”创新环境，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等在科学传播领

域的发展与应用，提升科普的社会影响力，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

升，引领移动互联网科普浪潮。

科技导报社 [2015-05-0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王丽娜王丽娜））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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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之伦理论证暂缓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之伦理论证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张新庆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中山大学黄军就等人利用CRISPR/Cas9系统对人类胚胎

中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症基因进行修改注射，这是人类首次对自

身胚胎进行突破性编辑尝试。相关论文被Natue和Science退

稿，最终发表在我国主办的Protein&Cell上。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这篇论文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伦理争议。不少国内生物

学家对此给予了强力声援，但此项研究也遭到不少国外同行的

强烈指责，呼吁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那些监管不严的国家和

地区暂时禁止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研究。那么，到底该不该编辑

人类胚胎基因呢？又该如何审查和监管这项颇具伦理争议的新

颖技术之临床应用呢？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国学界存在的一种颇为流行的论

点：人类基因研究是跨越国界的，而相应的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

却是因科技体制和社会文化而异；当西方科学界还在犹豫是否

应该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之际，我国科研人员应抓住历史机遇，摆

脱伦理羁绊，迎头赶上，占领科技竞争制高点。这种“先做了再

说”的观念似乎可以找到有力的历史证据：20世纪70年代分子

生物学家呼吁过要暂停实验室DNA重组活动，后来不也证明这

种担忧过度了吗？如今暂停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诉求也是无法

阻止高技术前行的步伐。不少人进一步推论到：社会惯常的伦

理观在新颖生物技术面前通常是苍白无力的。笔者认为，这种

“先做了再说”的论调很是值得商榷。从积极方面说，正是因为

分子生物学家的道德自律、相关部门审查和监管到位，才使得如

今的重组DNA技术得以健康持续发展；从消极方面讲，正是由

于“先做了再说”观念的作祟，才有了几年前我国干细胞临床治

疗的乱象，打乱了我国干细胞研究的正常秩序，败坏了国家科学

形象。

与“先做了再说”截然相反的技术理念是“先说了再做”。政

策制定者、科学家和患者等利益相关者要广泛、充分地讨论编辑

人类胚胎基因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影响，明确该不该做和如何做

之类的问题，再制定相应的伦理准则和管理规范并加以严格执

行。基于下列4方面的伦理论证，笔者主张：在当前阶段，我国

科研人员应暂缓开展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临床研究。

第一第一，，基因脱靶效应诱发医源性不可逆伤害基因脱靶效应诱发医源性不可逆伤害。。直接编辑人

类胚胎基因是史无前例的，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诞生于2013
年的CRISPR-CAS基因编辑技术已成功运用到定点敲除大、小

鼠的基因，且效率高、速度快、简便易行。它也有望根除致病基

因在世代间的传递，但基因脱靶效应不可小觑。基因脱靶效应

是指：CRISPR-CAS系统本来要靶向编辑单个基因，但它有可

能植入到基因组的不相干位点，导致基因突变或打乱基因与基

因之间、基因与环境之间的固有平衡，诱发可世代遗传的医源性

伤害。基因编辑效率越高，基因脱靶效应的影响也越大，因而明

智的做法就是三思而后行。体细胞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开展 25
年来没有一项生殖细胞系基因治疗方案获批进入人体试验就是

明证。

第二第二，，编辑人类胚胎基因只是防控遗传疾病的备选方法之编辑人类胚胎基因只是防控遗传疾病的备选方法之

一一。。地中海贫血症是一组隐性基因遗传的溶血性贫血，严重的

会导致个体发育不良，新生儿死亡，目前缺少根治的方法，临床

预后效果差。通过借助基因编辑可让后代不再携带致病基因，

提升胚胎的内在价值，这固然是一种治本之策，但从人群防控层

面上不应成为优先选择。预防、诊断和干预地中海贫血症的办

法很多，那些有家族史的人可以通过遗传咨询、婚前检查、植入

前基因诊断等措施预防，而不必冒高风险来编辑胚胎基因。

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Szostak于 2015年 5月初在北京协和医

学院的演讲中也表达了这一看法。

第三第三，，直接操纵人类胚胎基因直接操纵人类胚胎基因，，冒犯了人类尊严冒犯了人类尊严。。福山在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的后果》（2003年）一书中主张：

基因因素而非环境因素塑造了人种特有的行为和特征（即人

性），对人类自然基因进行改造，则意味着人性尊严的丧失。按

此观点，科学家对人类基因进行改造和编辑，是在亵渎生命的神

圣，触犯了科研活动的道德底线。这种观点带有较为强烈的道

义论色彩，它强调的是：不论编辑人类胚胎基因能够给人类带来

怎样的好处，操纵人类胚胎内基因本身是“恶”的。即便是无生

殖能力的“废弃”胚胎，也有内在价值，不应为了科研目的而随意

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从而剥夺了人类胚胎独立的尊严。

第四第四，，设计基因婴儿将打开潘多拉魔盒设计基因婴儿将打开潘多拉魔盒。。借助基因编辑技

术有望增强婴儿的性状和能力，父母可以私人订制婴儿的身高、

容貌、记忆能力、延缓衰老和延长寿命，甚至实现定向改良人

种。这种崇尚超越人类自身生理极限的技术追求展示了人类在

以傲慢的姿态轻视“自然所给予的”人类基因构成，破坏人类在

漫长进化中形成的高度复杂而微妙的身心平衡，最终把人类置

身于危险境地，甚至会再现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1931年）中

所描绘的情景：人性被机械剥夺殆尽，被基因控制的人失去了情

感和爱情、痛苦和激情。作为一个物种，自然进化虽然不够完

美，但也大不可必重新设计自身的基因。更何况，设计完美婴儿

的做法也会侵犯婴儿拥有开放性未来的权利。

基于上述伦理考虑，加强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审查

和监管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要尽

快将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纳入第三类医疗技术管理，研究制定伦

理规范、技术标准、准入门槛，未经备案不得擅自开展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研究。其次，医学科研机构应当对基因编辑研究项目

进行立项审查、登记备案和过程监管，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要负

起责任，加强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和监管；已

经通过审批的，要进行复审，防止橡皮图章现象。最后，科研人

员要加强伦理培训，树立伦理意识，加强自律，负责任地开展涉

及人类胚胎的基因研究；学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要遵循出版伦

理规范，对伦理争议较大的论文严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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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提高空心涡轮叶片整体式
陶瓷铸型中温强度的研究

空心涡轮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

的关键部件之一。基于光固化快速成型的

空心涡轮叶片整体式陶瓷铸型制造方法，可

有效克服传统熔模铸造开模成本高、制造周

期长等缺陷，但采用凝胶注模技术成型的陶

瓷铸型的中温强度有待提高。为改善陶瓷

铸型的中温强度，西安交通大学李涤尘李涤尘课题

组以聚酰亚胺、正磷酸铝、偏磷酸铝和磷酸

二氢铝 4种材料分别作为黏结剂。研究表

明，温度不高于500℃，聚酰亚胺通过熔融交联对氧化铝陶瓷颗粒

产生粘结作用，300℃时坯体强度由3 MPa提高到5 MPa以上；高

于500℃，聚酰亚胺基本烧失，对铸型的增强作用消失。正磷酸铝、

偏磷酸铝和磷酸二氢铝可将铸型 500℃的“零强度”分别提高至

0.2 MPa、0.2 MPa和0.8 MPa。分析表明，3种磷酸铝可形成链状

或网状的偏磷酸铝或正磷酸铝聚合物，实现强度增强。添加聚酰

亚胺或磷酸铝型黏结剂，可有效提高陶瓷铸型脱脂过程的强度，避

免热应力和瞬时发气量对铸型的破坏，提高陶瓷铸型的脱脂成品

率。（网址：jme.biam.ac.cn）
《材料工程》[2015-04-01]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王晶

中国大地形东侧霾空间分布
“避风港”效应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徐祥德徐祥德等发现中国区域霾日空间分布

的大地形影响与季节特征显著，在西风带背景下高原大地形东

侧背风坡可构成“避风港”效应，其可能是中国东部区域霾日高

频区域性分布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中国区域冬季为霾日高频

时段，春、夏、秋季大部分区域为霾日数低频区，但近10年大气

污染物排放持续加剧，中国东部霾高发时段由冬季延伸至春、

秋、夏季，其呈现出大气环境恶化的“强信号”特征。虽然20世

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区域CO2排放强度加大，但中国东部霾日频

数年际变化却表现出波动型相对“平稳”缓升特征，其对流层中

下层出现了大气温度距平垂直结构“上

冷下暖”的“不稳定”状态，有利于大气

扩散或对流；而近10年，中国东部出现

霾天气与大气污染排放同步加剧异常

变化，2001—2012年间对流层中下层

则呈“上暖下冷”类似“逆温盖”，此大气

温度垂直结构年代际特征可能加剧了

大气污染排放的环境影响效应，引发了

中国东部大范围霾天气变异现象。（网

址：csb.scichina.com）

《科学通报》[2015-04-20]

钢筋混凝土矩形空心桥墩抗震

性能研究
针对钢筋混凝

土（RC）矩形空心桥

墩基于性能抗震设

计所需要的性能量

化参数和抗震性能

问题，北京工业大

学 韩 强韩 强 等 对 高 宽

比、轴压比、纵向和横向配筋率不同的12
个约束良好的RC矩形空心桥墩，开展了

恒定轴力作用下的水平循环荷载试验研

究。在此基础上，基于OpenSees软件

平台，采用纤维模型对试件体桥墩的滞

回性能进行数值模拟，模拟结果与试验

数据吻合良好。结果表明：使用累积概

率曲线，可较好地把混凝土开裂和剥落

等主要损伤状态与混凝土压应变和纵向

钢筋拉应变等工程极限状态联系起来，

为基于性能的桥梁抗震设计提供量化指

标。试件体桥墩的延性系数3.71~8.29，
等效粘滞阻尼比在0.19~0.31，延性系数

和耗能指标均满足结构抗震设计要求。

该横向配筋构型的RC矩形空心桥墩，可

以作为当前我国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

（JTG/T B02-01-2008）矩形空心截面横

向配筋构型的一种补充。（网址：gclx.tsi⁃
nghua.edu.cn）

《工程力学》[2015-03-25]

水质净化酵母菌的分离筛选及

鉴定
针对目前水产养殖专用优良菌种资

源缺乏的现状，天津市农业生物技术研

究中心谢凤行谢凤行等从养殖环境和养殖生物

体中分离筛选具有水质净化功能的酵母

菌，并对优良菌株进行鉴定。从皮皮虾、

南美白对虾肠道及养殖池底质活性污泥

3 种介质中共分离到

酵母菌 37株，其中常

温分离 16株，低温分

离21株。结果表明，5
株常温分离和 6株低

温分离的酵母菌对模

拟水体中亚硝态氮和

氨氮有显著去除效果；

其中低温分离的DN9和常温分离的CN6
在 48 h能将 10.64 mg/L的亚硝态氮彻

底转化，96 h对 630 mg/L CODcr的去

除率分别达 52%和 67%。DN9和CN6
有望开发成水产养殖水质净化高效微生

态制剂。（网址：journals.im.ac.cn/acta⁃

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5-04-28]

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高分辨质

谱法测定果汁饮料中的吗啉残留
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陈达炜陈达炜等

基于强阳离子 交 换

填 料（PCX），采 用

分 散 微 固 相 萃 取

（DMSPE）前处理技

术，结合超高效液相

色谱-四级杆-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

联用技术，建立了果汁饮料中吗啉残留

的快速检测分析方法，实现样品中吗

啉的最优提取。结果显示，吗啉在 1~
100 μg/L内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方法

检出限和定量限分别为1 μg/L和2 μg/L；
平均加标回收率为 85.9%~103.8%，日

内和日间精密度分别为 3.7%~5.2%和

3.5%~9.4%。本方法简单精确，灵敏度

高，样品处理快捷简便，适用于果汁饮料

中吗啉残留的快速分析测定。（网址：

www.analchem.cn）
《分析化学》[2015-04-28]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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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近亲繁殖有利于山地大猩猩繁衍

人们普遍认为，近亲繁殖不利于物种健康繁衍。但英国桑格研究所薛雅丽薛雅丽等研究人员对山地大猩猩的

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近亲繁殖能降低这种濒危动物有害基因突变的风险，对它们的繁衍有利而非有害，这

颠覆了人们对近亲繁殖的通常认识。研究成果发表于4月10日Science上。

大猩猩分为山地大猩猩、东部低地大猩猩、西部低地大猩猩和克罗斯河大猩猩4个亚种。山地大猩猩现

存仅800只左右，生活在非洲中部地区，是仅剩的没有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的大猩猩亚种。薛雅丽等人利用科

学家多年野外研究采集的血液，首次完成了对中部非洲维龙加地区7只山地大猩猩的基因组测序，并与其他

3个大猩猩亚种的基因组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了广泛的近亲繁殖的证据，从遗传角度看，山地大猩猩不同

于其他大猩猩，过去数百万年它们的种群数量持续萎缩，导致基因多样性非常低。山地大猩猩许多有害的基

因突变通过近亲繁殖被清除，这说明，随着种群数量持续萎缩，山地大猩猩为生存做出了适应性改变。（网址：

www.sciencemag.org） 新华社 [2015-04-12]
二氧化碳高效电催化还原研究

取得进展
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高敦峰高敦峰、汪国雄汪国雄和包包

信和信和等与浙江工业

大学王建国王建国等合作，

发现纳米钯电极高

效催化 CO2 还原生

成 CO，并且其催化

性能与纳米粒子尺寸有很强的依赖关

系。研究成果发表于4月8日JACS上。

Pd是典型的析氢反应催化剂，体相

Pd电极上的CO2还原过电势高、竞争性

的析氢反应造成法拉第效率低。研究人

员通过实验发现，在2.4~10.3 nm内，Pd
纳米粒子的CO2还原选择性和活性表现

了明显的尺寸依赖性。在-0.89 V时生

成CO的法拉第效率从10.3 nm Pd上的

5.8%增加到 3.7 nm Pd上的 91.2%，同

时生成CO的电流密度增加了 18.4倍。

分析发现，生成CO的转换频率与粒径呈

现火山型曲线关系，可以通过改变Pd纳

米粒子的尺寸来调变CO2吸附、中间物

种COOH*的形成以及CO*的脱附等，从

而实现 Pd纳米粒子从析氢催化剂到高

效CO2还原催化剂的转变。（网址：www.
pnas.org）《中国科学报》[2015-04-13]

软体机器人能被“喷墨打印”造出
美 国 普 渡 大 学 的 Rebecca K.Rebecca K.

KramerKramer等研究人员利用喷墨打印技术制

造出液体合金设备，这一新工艺可用于

大规模生产柔性可伸展导体，直至软体

机器人。研究成果发表于 4月 8日Ad⁃
vanced Materials上。

可打印油墨首先在非金属溶剂中将

液体金属分解成散装颗粒，然后用超声

波将其打碎成纳米微粒。将经过声波处

理的液体金属放入乙醇溶剂中，在溶剂

中形成纳米粒子并均

匀分布；然后可以在

任何衬底上进行打

印；乙醇蒸发后，就能

获得液态金属纳米粒

子打印的“作品”了。

打印之后，纳米粒子

必须通过能将材料导

电性重建的光压进行融合，纳米粒子又

重新融合在一起。研究人员表示，未来

的研究方向将是探讨油墨如何与正在打

印的表面之间相互作用，以更有利于生

产特定类型的设备。此外，研究人员还

将模拟个别粒子被施加压力时的破裂状

况，为制造新型传感器提供有用信息。

（网址：onlinelibrary.wiley.com）

《科技日报》[2015-04-09]

月球或为地球与类似行星碰撞所致
20世纪 70年代，首次提出的所谓

“大撞击”理论曾假设，一颗火星大小的

行星在距今45亿年前猛烈撞击了早期的

地球，而月球正是由这次大碰撞产生的

碎片所形成的。由于月球和地球的岩石

具有类似的构成成分，因此这表明地球

与撞击它的行星彼此之间也很相似。以

色列理工学院PeretsPerets等研究人员日前对

太阳系的形成进行了模拟，旨在探究类

似的行星如何能够发生巨大的碰撞。模

拟结果显示，在 20%~40%的碰撞事件

中，两颗天体能够足够相似，从而也就很

好地解释了月球的构成——这是一个很

好的概率。研究成果发表于4月9日Na⁃
ture上。

行星彼此间之所

以会非常相似是因为

它们与太阳具有相同

的距离，这意味着它

们是由环绕在相同轨

道上运行的原行星物

质构成的。Perets表

示，地球和月球不是

来自同一颗行星的双胞胎，但从某种意

义上而言，它们是姐妹，它们在相同的环

境中长大。（网址：www.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04-21]

研究揭示蘑菇发光之谜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蘑菇能发光这一有趣现象。目前研究人员找到了发光的原因。研究

成果发表于3月30日Current Biology上。

在诸多生物性发光体中，真菌是最稀有的。在10万多种已知真菌种类中，仅有71种能在需要氧气和能

量的生物化学过程中产生绿光。一些菌类发出的光能吸引甲虫、苍蝇、黄蜂和蚂蚁等昆虫的注意，它们能够

帮助真菌孢子的扩散。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这种蘑菇主要受温度补偿性生物钟的控制。这种控制可能让

蘑菇只在容易看到时发光，以便节省能量。（网址：www.cell.com/current-biology）
《中国科学报》[2015-04-14]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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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捷克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会捷克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会
及其捷克工程卡项目及其捷克工程卡项目

捷克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会（简称捷克科技联）前身为成立于

1866年波西米亚王国的工程师建筑师第一研究院。1955年由

多个分散的协会学会统一成一个具有50万会员的组织，代表了

捷克共和国的整个工程界。捷克科技联是一个独立自愿的民间

组织，下有67家协会学会，代表着整体会员的利益，肩负着维护

会员利益，创造从事专业活动的条件，保障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

发展与继续教育的重任。捷克科技联下辖5个技术院，用以提供

高水平的技术支持、教育、会议、研讨会、展览、印刷、广告宣传、

会员俱乐部活动等各种服务。

捷克科技联是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的成员之一，还是欧洲

国家工程协会联合会的会员单位。1995年9月28日，捷克科技

联成为欧洲国家工程协会联合会正式会员。此外，捷克科技联

还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德国工程师协会、葡萄牙工程师协会等

国家的组织有着广泛的合作。捷克科技联所属学会也加入了各

自所在领域的国际组织，在工业、农业、环境、卫生医疗、教育和

科技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早在1994年，中国科协与捷克科技联就建立合作关系并签

署了合作协议。2008年4月，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齐让齐让率团访问捷克，与捷克科技联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2009
年3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曾率团访问捷克科技联，为中国

地方科协与捷克科技联合作搭建了桥梁。随后，在2013年5月

18—27日第 15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时任捷克科技联主席

Daniel HanusDaniel Hanus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续签了《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与捷克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会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相互

及时通报各自举行的国际会议和其他重要进展；互派学者进行

学术交流和技术考察活动；共同组织学术会议、研讨会及其他活

动；在咨询活动方面进行合作；共同组织两国青年之间的科技交

流活动；在双方共同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活动中就重要问题

保持磋商和协调立场。针对协会的下属学会，在多方面也有望

进行深入交流。如捷克农学会可以在农作物与牲畜生产方面及

机械自动耕种方面与中方进行合作。捷克植物医疗学会

（Czech Phytomedical Society）可以提供大田作物综合保护系

统、授权的植物保护产品列表、农药使用的基本原则这3方面的

专业知识与技术。国际计量技术联合会捷克分会（CNK IME⁃
KO-International Measurement Confederation）可以提供物理

量的测量方面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除此以外，捷克科技联与工程师之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捷克科技联在工程师认证相关方面有着深入的心得和领先的认

证方式。2013年5月在访华过程中，时任捷克科技联主席Dan⁃
iel Hanus还介绍了捷克工程卡项目的实施情况。工程卡（图1）
是工程师的身份证，它增强了欧洲就业市场的透明度，促进了工

程师的国际流动，是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有益补充。工程卡

内含有经核实的持卡人基本信息、教育背景、从业经历、继续教

育背景等信息，确保了持卡人的资质符合国际标准。

工程卡有效期为10年，持卡人可以添加或修改数据，工程

卡采取网上申请模式，整个过程都是电子化管理，任何一种进入

国家工程师注册系统查看持卡人信息的行为都需要用户名和密

码，只有欧洲认证工程项目（EUR ACE）认证的毕业生，或在欧

洲国家工程协会联合会公布的大学工程项目毕业的毕业生才能

获得工程卡。

欧洲国家工程协会联合会捷克国家委员会由捷克科技联和

捷克法定工程技术人员协会共同组成，以确保工程卡发放准确

无误，且得到捷克教育、青年与体育部的支持。捷克科技联作为

欧洲国家工程协会联合会首选合作伙伴单位，与欧洲国家工程

协会联合会，捷克教育、青年与体育部，以及捷克法定工程技术

人员协会分别签署协议，以保证捷克科技联的法律地位。

整个捷克工程卡项目的实施，通过捷克注册委员会（15名成

员），捷克投诉委员会（3名成员）和工程卡公办室（1人）完成。

卡片制作通过ZEBRA ZXP Series 3型号打印机完成，工程卡本

身为白色聚氯乙烯（PVC）卡片，造价0.12欧元，厚度0.76 mm，

是标准的信用卡厚度。捷克工程卡的服务器设在捷克科技联，

采用 Linux操作系统，网上注册地址为www.engineerig-card.
cz，申请已于2013年2月正式启动。

中国工程师队伍逐渐壮大，工程技术人员的质量是我们关

心的重中之重，高质量的工程技术人员离不开他所受到的学历

教育、继续教育和从业经历。捷克推出的工程卡系统便于工程

技术人员的标准化评价和管理，也逆向地为这些专业人员的培

养提供了方向和框架，这对于我国有很强的借鉴作用。通过了

解他们的推广和实现，对推动中国早日建立自己的技术人才标

准化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帮助。

致谢致谢：：本文内容由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及中国国际科技会

议中心共同提供。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孙跃孙跃））

图1 捷克工程卡的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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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预言一种预言一种““深刻的变化深刻的变化””

[美] Ray Kurzweil著，李庆诚、董振华、

田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3月

第1版，定价：69.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尹传红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技日报社，主任编辑。

出生于艺术之家的 Ray Kurzweil
（雷·库兹韦尔）打小就沉浸在古典音乐

的旋律氛围中，而且对科学和各种发明

有着浓厚的兴趣，5岁时他便认定自己长

大后将成为一名发明家。1960年，年仅

12岁的库兹韦尔接触到计算机，并着迷

于它模拟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开

始了对人类思维与计算技术之间联系问

题的思考。

1967年，库兹韦尔进入麻省理工大

学，主修计算机科学和文学专业。然而，

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里，课堂上几乎都

见不到他的踪影。他醉心于自己的研究

项目和发明创造，开发了一款适用于高

中生和大学生的程序——一种基于知识

的专家系统。

就在那一时期，库兹韦尔有机会获

准进入国家安全局，见识了一台当时堪

称顶级的 IBM360的 91型计算机，其速

度高达每秒钟100万条指令，租金是每小

时 1000美元。“当机器处理每个学生应

用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感觉

——”，多年之后他回忆道，“平板发出的

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跳动。尽管我对每

一行代码都很熟悉，可是当每次运行的

循环结束、光线变暗的那几秒钟，我还是

感觉到计算机仿佛陷入了沉思”。

大学毕业之时，库兹韦尔已经接触

到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几位大腕级学者，

对人工智能在协助和扩展人类潜力方面

的应用前景也越来越关注。随后一些年

里，他拥有了包括平板扫描仪、阅读机以

及数字音乐合成器在内的一系列出色的

发明产品和技术公司。

此时他开始意识到，发明的意义在

于它能够为技术和市场力（这种力量在

发明被引入时就存在）提供能量，以构建

远不同于原来世界的新世界。于是他着

手研究各种模式，即各种不同的技术（电

子、通信、计算机处理器、主存、磁存储）

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它们如何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市场，并最终影响着社会规则。

到了20世纪80年代，库兹韦尔对技

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生命的影响力产生

了兴趣，同时开始把自己发现的模式应

用于项目中，并预测技术创新对 2000
年、2010年、2020年，甚至更远年代的影

响。这使得他能够运用未来的能力去设

计发明创造。他在 1980年代中晚期完

成的自己的第一本书《智能机器的时

代》，包含了对20世纪后10年和21世纪

初期的广泛而且相当准确的预测。

在 1999 年出版的《灵魂机器的时

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一书中，

库兹韦尔更是出语惊人，指出：到21世纪

初，地球上将出现一种足以与人类智能

抗衡的新型智能，最终它将远远超过人

类的智能。作为人类发展史的一个最重

大的进展，其重要性超过构成人类历史

的任何重大事件，丝毫不亚于人类智能

的产生。他还想象：“当电脑的复杂程度

与人脑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人脑时，……

它们也必然会利用带有某种价值观和情

感的目标。”这意味着，将来的类人智能体

也能够拥有像意识、情绪这样的特质。

库兹韦尔的预言和观点在被广为传

播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乃至强

烈的质疑。但库兹韦尔坚信自己的论断

言之成理，一种“深刻的变化”必然会发

生。而他所构想出的关于科技进化的理

论——“加速回归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

在宇宙的总体进化中，技术和进化将以指

数的速度向前推移。这也贯穿着在过去

的30年里他逐渐认识到的“一个重要的基

本思想”：改变世界的思想力量其本身也

正在加速。换句话说，并不只是科技在飞

速地发展，“发展”本身也在不断地跃进。

库兹韦尔更为系统、全面的论点集

中展现在他于2005年推出的《奇点临近：

2045年，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一书

中。他在书中所阐释的“奇点”（Singular⁃
ity）是一个英文单词，表示独特的事件以

及种种奇异的影响。数学家用这个词来

表示一个超越了任何限制的值，如除以一

个越来越趋近于零的数，其结果将激增。

例如，简单的函数 y=1/x随着 x的值趋近

于零，其对应的函数（y）的值将激增。

就天体物理学方面的例子而言，一

个经历了超新星爆发的大质量恒星的残

余部分，最终会变成体积为零、密度无穷

大的点，这时奇点便在该点的中心诞生

了。当这个星球达到了无限密度后，连

光都无法摆脱它的引力，它就成了“黑

洞”——构成了空间和时间结构中的一

种破裂。

据说，奇点由计算机的重要奠基人

之一冯·诺伊曼第一次提出，并把它表述

为一种可以撕裂人类历史结构的能力。

而美国计算机专家和科幻作家弗诺·文

奇则使用改词来描述那种无情的、飞速

前进的科技发展最终将达到的一种临界

聚集状态，文奇早在1993年就指出：“由

超人类智能驱动的进步是非常迅速

的。……我们还能以几千倍于自然选择

的速度解决许多问题。……从人类的角

度来看，这些改变将抛弃之前所有的规

则，也许只需一眨眼的工夫，指数的增长

就将突破任何试图对它的控制。”

在库兹韦尔看来，奇点概念的一个

突出影响，就是改变了人类理解能力的

本质。“想想看，一个世纪以前的人们看

到现在的技术，他们会觉得多么难以置

信。”它实质上既是对科技趋势的理解，

也是引起一个人重新思考每一件事情的

领悟——从健康与财富的意义，到死亡

和生命的本质。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称《奇点临

近》“这本耐人寻味的书预测未来信息技

术得到空前发展，将促使人类超越自身

的生物极限——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

超越我们的生命”。美国物理学家迪安·

卡门则评价说：“阅读此书，你将惊叹于

人类发展进程中下一个意义深远的飞

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工作

以及感知世界的方式。库兹韦尔的奇点

是一个壮举，以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和雄

辩论述了即将发生的颠覆性事件，它将

像电和计算机一样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

观念。”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再不能以

看待过去的视野，去理解必将超越它的

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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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板块构造、地质事件与资源效应：

地质科学若干新进展

翟明国，肖文交 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
年1月第1版，定价：258.00元。

本书所述的科学问题都是当前地质

科学的前沿问题。最近20年来，我国地

质界以及身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对地质科

学重大和前沿问题的研究已大大提升了

地质科学的水平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国

际地位，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是为此做出

卓越成绩的贡献者和群体的重要成员，

他们以广阔的视野展现了当代地质科学

相关领域的新面貌和新进展：从火星的

板块构造到地球板块构造的俯冲带、造

山带、克拉通……前寒武纪重大地质事

件、白垩纪大洋红层到第四纪冰期，既涉

及地质科学的重大基础理论，也涉及资

源、能源、环境等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

战略。

视觉之旅 化学世界的分子奥秘

[美] Theodore Gray 著，陈晟 孙慧敏 何菁

伟 等 译。 2015 年 3 月第 1 版，定价：

68.00元。

元素周期表是现实世界中整个宇宙

的基本目录，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

到的分子远远超过了元素的数量：难以

数清的几十万种分子，相比之下只有118
种元素。在本书中，在数以百万的化学

结构中，作者以迷人的故事及招牌式的

精美照片，探索了其中最有趣、最重要、

最有用或最漂亮的一些分子。他从原子

如何结合成为化合物与分子，以及有机

化合物与无机化合物的区别入手，然后

针对各种物质的分子是如何形成的，继

续展开探索，这些化合物和分子包括肥

皂和溶剂油、黏胶和石油、岩石和矿石、

绳子和纤维、止痛片和危险的药物、甜味

剂、香水和臭气弹、颜色和色素等，以及

一些有争议的化合物，如石棉、氯氟烃和

柳硫汞等。许多化合物及其化学结构，

被拍成了大幅华丽的照片，充实在本书

之中。本书适合于那些渴望了解更多知

识的爱好者，以及想领略物质世界奥秘

的人阅读。

植物大发现：植物猎人的传奇故事

[英] Carolyn Fry 著，张全星 译。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59.00
元。

《植物大发现：植物猎人的传奇故

事》是一本关于植物发现史的图文书，书

中的内容包罗万千，从古埃及人的收藏

到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探索之

旅，再到18世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

发现，讲述了人类对植物的美丽以及其

经济价值的痴迷的故事，告诉我们植物

是如何在各个地域传播的，以及植物的

大发现带给整个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巨大

的影响。跟随本书在植物史的世界里徜

徉，我们可以看到改变了世界植物景观

的植物学先驱们的故事。本书从邱园的

艺术收藏品中精选了100多张珍贵的图

谱，以及植物学历史上极富盛名的先驱

们的珍贵手稿复制品。

布朗运动的启示
杨静，龙正武 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3
月第1版，定价：58.00元。

布朗运动是一种重要的随机过程，

它在随机分析学，乃至整个随机过程理

论中处于一个中心地位。本书探讨了布

朗运动如何从生物观测现象变成了数学

研究对象的历程，并且通过研究布朗运

动与其他随机过程、其他数学分支、应用

领域的关系，阐述了其在随机过程理论

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同时，通过研究

随机过程理论的科学思想背景，发现社

会、文化对科学进步的促进因素。

生态文明理念与模式

刘宗超，贾卫列 等 著。化学工业出版

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68.00元。

本书分12篇对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行了阐述。开篇系统

介绍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在后11篇中

分别就当代生态文明相关的重大问题，

先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然后分别用2个在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案例，

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对建设美丽中国、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本书

旨在系统梳理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总

结我国各行各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取得的成功经验，具有较强的知识性、系

统性和参考指导价值，可供从事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科研人员和管

理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

师生参阅。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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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系生物技术改良到作物高产高效从根系生物技术改良到作物高产高效

文//陈志坚1，廖红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后；

2.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图片为本文第

1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对粮食
的需求也日益增加。20世纪 80年代以
来，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投入提高了我国
粮食产量。然而，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
并未随化肥/农药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并
且由于片面追求高产，化肥和农药等不
合理投入引起的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
问题日渐严重，粮食安全已成为亟待解
决的世界性难题。因此，通过挖掘作物
自身潜力，提高作物对养分、水分等资源
的利用效率，减少肥料及农药用量，改善
作物品质，实现作物高产高效势在必行，
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1]。

土壤是作物水分、养分的主要来
源。根系是作物吸收土壤水分和养分的
主要器官，是连接土壤与植物的桥梁。
强壮的根系才能保障地上部旺盛的生
长，即所谓的“根深叶茂”。此外，根系还
可通过与土壤有益微生物互作，提高土
壤资源的利用效率[2]。因此，通过生物技
术改良，培育高效吸收水分及养分的根
系、配合地上部性状的优化，将有助于实
现作物高产高效，达到环境友好和生态
安全农作物生产的目标。

由于根系是植物的“The hidden
half（隐藏的一半）”，因而“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看不见，想不到）”。因此，
建立有效的根系研究方法是对特定土壤
环境根系改良的前提和技术保障。目
前，国内外逐渐建立起了根系培养和定
量分析技术，如砂培、营养袋纸培、营养
液栽培和雾培等根系培养技术，以及原
位观测、数字图像重建和计算机建模相
结合、二维与三维观测相结合等根系分
析系统。随着根系研究方法的不断改
进，根系高效吸收利用养分的机理也日
渐清晰。根系具有可塑性，在不同生长
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构型。深根型
有利于吸收深层土壤的水分和养分，而
浅根型利于吸收表层养分。并且不同类
型的根系分泌物对吸收土壤养分及解除
元素毒害都有作用[2]。这些发现，加速了
通过根系改良实现作物高产高效的研
究，并且卓有成效。例如，浙江大学吴平
课题组、华南农业大学严小龙/廖红课题
组等，分别在水稻和大豆根系遗传改良
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培育出磷高效水稻
和大豆新材料[3, 4]。

利用丰富的种质资源，选育具有较
高遗传力的优良根系性状，是根系生物
技术改良的有效途径。传统的育种方法

主要通过表型选育，受环境因素影响较
大、成本较高。结合常规遗传改良和分
子标记等方法，通过构建重组自交系和
近等基因系等材料，确定控制根系性状
的主要基因位点，可有效地提高育种效
率。例如，国际水稻所通过控制水稻磷
吸收的主要位点Pup1，结合分子标记辅
助技术，获得了通过调控根系生长，进而
增加养分吸收的水稻养分高效新材料[5]。

转基因技术是根系生物改良的另一
重要途径。通过基因转化，能够高效、定
向地获得具有良好根系性状的植物材
料。例如，过表达GmEXPB2的大豆转基
因材料，其根构型得到改良，在缺磷土壤
中具有较高的生物量和磷效率 [6]；此外，
OsPht1;1和NtPT1等转基因水稻都能提
高养分吸收效率和增加产量；通过转基
因技术，增加根系分泌物进而活化根际
土壤养分的转基因材料（如：PoMDH和
TaALMT1等基因），都具有提高养分效率
和增加产量的潜力[7]。然而，转基因根系
由于遗传基础、生理生化活性和根际环
境的改变，有可能会影响土壤微生物种
群和养分转化规律。因此，应用转基因
技术改良根系，需要充分验证并考虑由
此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

根系与土壤微生物形成共生系统能
够促进养分的吸收和利用。例如，豆科
植物根系与根瘤菌的共生固氮系统，能
为宿主生长提供氮源；而根系与菌根真
菌的共生体系则增加了宿主对根际养分
的吸收。改良根际环境，充分发挥根系与
土壤微生物间的互惠互利作用，将有助于
挖掘利用潜在的养分资源。例如，通过调
控磷营养，促进结瘤有助于达到豆科作物

“以氮促磷、氮磷协同高效”的效果。另一
方面，通过促进丛枝菌根分泌H+、有机酸
和酸性磷酸酶以及调控磷转运子基因的
表达，能更有效地活化和利用土壤磷，从
而提高作物的养分效率[2]。因此，对根系

及根际环境进行改良，使植物、土壤和微
生物协同发展，是提高土壤养分资源利用
效率的又一重要途径。

根系既是植物吸收养分、水分的重
要器官，也是感受土壤逆境的直接器官，
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随着根系研究
技术和手段的更新与发展，以及对根系
养分高效吸收机理的深入认识，通过生
物技术改良根系，可为实现作物高产高
效、进行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农作物生产
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外，我国干旱、
涝害和盐害等自然灾害频繁，而根系与
作物抗旱、抗涝等能力也密切相关，因
此，如何对根系进行生物技术改良，提高
作物的抗逆性，将是保证作物高产稳产
的另一重大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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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仁心医者仁心，，守护生命守护生命

·科学人物·

“在我刚刚来广州工作的时候，有个

读硕士的师妹刚毕业留校就忽然罹患癌

症，现在想起来，往事还历历在目——那

么生机勃勃的一个女孩子，忽然就进了

重症监护病房，生命的消逝就像是花朵

在迅速凋零一般”。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的贾卫华教授已经与癌症打了20多

年交道，但当谈及做博士后阶段时的记

忆，她的语气中仍有掩饰不住的惋惜

——暴虐的疾病、无常的生命，这一切都

深深撼动着贾卫华的心，也坚定了她在

科研之路上不断求索的信念。

长期致力于肿瘤遗传学和流行病学

研究的贾卫华，目前的主要“对手”是一

种在华南地区高发的恶性肿瘤——鼻咽

癌。这种肿瘤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性和

家族易感性，因其居高不下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而被称为“广东癌”；而在有些高

发家系中的每一代人都会出现病患，如

同笼罩在整个家族之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研究“遗传—病毒—环境”的交互机

制以揭示鼻咽癌的高发之谜和流行规

律，就成了贾卫华正在重点钻研的课题。

“我的性格中好像有一种‘不肯丢

掉’的韧劲，一件事做起来就不能停；把

困难分解开来变成一个个可实现的小目

标，坚持下去就可能迎刃而解”。面对癌

症这个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贾卫华带领

她的团队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基因中“掘

地三尺”，筛选出多个特异的遗传易感基

因并标记出相应的染色体位点，为鉴别

鼻咽癌高危群体、预判发病风险提供了

重要依据；她还揭示了环境因素激活病

毒感染的全新致癌机制：吸烟可以让潜

伏在人体的“EB病毒”激活，某些病毒抗

体作为“危险代言者”显著增高，并导致

正常鼻咽细胞癌变风险的大大增加。

贾卫华的研究无疑对鼻咽癌的预

防、筛查和早期诊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只要检测一个人的“EB病毒”感染和

易感基因携带情况，医生就能够尽早采

取措施进行干预，从而在源头上降低患

病率和死亡率。但由于鼻咽癌的位置极

其隐蔽，医生在临床获取肿瘤切片进行

病理诊断的一次性失败率非常高，“我特

别清楚的感受是，一次在诊断内镜室，有

个病人之前已经做了5次病理活检都没

有成功，当时已经是第6次，这个过程不

仅痛苦难忍 ，而且还有可能耽误治

疗”——为此，贾卫华的团队特别开发出

一种“鼻咽刷法”，只需通过无创方式刷取

肿瘤脱落的上皮细胞，就可以快速、准确

地检测到鼻咽癌特异的 EB病毒分子标

志。这种辅助诊断工具很快就将投入临

床使用，协助医生拯救更多病人的生命。

“癌症并非一定意味着死亡通知书，

只要发现得早并马上采取措施，一些癌

症是可以预防并达到临床治愈的——而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也有必要向公众

普及这些知识。”如今，贾卫华针对鼻咽

癌所取得的成果也已为结直肠癌、淋巴

癌等其他病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

据，能够帮助到其他科学界同仁共同探

寻更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如果从降

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角度来定义

“攻克”，那么贾卫华其实已经非常有希

望接近她最初的梦想了。

谈到今天取得的成绩，贾卫华认为

在“科学”这项极具自我挑战并彰显自由

精神的事业中，始终如一的浓厚兴趣乃

是关键。这位从小就觉得“攻克癌症”非

常了不起的女科学家，十分享受用数理

逻辑与模型从复杂纷纭的现象中剥离出

事物规律的过程——而这，正是她研究

癌症流行病学的本质方法。与这种恶性

疾病奋战的经历，也使她对生命的无常

和短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触，“能够活着

的我们已经很富有了，要用感恩的心态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体会工作和生活中

的点滴快乐，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工作中的贾卫华专注、执着、攻坚克

难，生活中的她则开朗、乐观、随遇而

安。与贾卫华交谈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开朗的她很善于沟通，声音如柔风细雨，

思路清晰明了；而她乐观向上的生活态

度，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旁人的情绪也

倍受感染。对于年轻学生，贾卫华同样

希望他们能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永远要记得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奖励，不

要去设想结果如何，因为其中的乐趣你

已经得到了。”

给青年人的寄语：“不论是对待科研

还是其他任何事，如果你坚持下去，就能

够欣赏到只属于少数人的风景。”

贾卫华，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研究员。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

学家奖评审会评语学家奖评审会评语：贾卫华教授在肿瘤

流行病学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对

鼻咽疾病控制有重要的病因及防治策略

价值，对肿瘤预防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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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人物”向您征稿：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些有代表

性的科学人物，在其卓越的科学成就的光环

背后，或许有强大的人格魅力，或许有与科

学相遇时发生的美好故事，又或许是特立独

行的性格以及一往无前的热忱，如此种种

……我们希望褪去光环，去记录这些人物在

科学世界中所度过的美好人生、所形成的人

性闪光点以及个人感悟等等，以期与时代互

动，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留下些许印记，同时

亦希望以此砥砺后学，增加杂志的人文内

涵。特此向您约稿，要求如下：1）所写人物

可以是地位卓越的科学家，也可以是科学界

中的新锐及中坚力量，本栏目更推荐后者；

2）文章有一定的科研成果介绍，但重在人物

刻画，要求描写真实、鲜活，有血有肉；3）字

数在 2200~2300之间，提供一张人物照片；

投稿信箱：lina@cas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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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管理制度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管理制度

·科技基金·

科研人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并不能单纯以个人名义进行申请，而

是必须要依托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通常

是科研人员的工作单位。国外对于这样

组织并不存在统一的法律称谓，在国内，

目前它们的法律称谓也并非一致，在财

政部与科技部的项目中，它们被称作“承

担单位”，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

其正式命名为“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的注册条件

一个组织想要成为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依托单位，必须要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申请注

册。从法律分类上来讲，这种注册属于

非排他性行政许可，并不存在名额或数

量上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任何机构都可以进行注册。条例第八条

规定的注册条件主要有5项，一是，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即该机构

成立时的注册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排

除了外国组织。二是，具有公益性，属于

高等院校或者科学研究机构或者其他从

事基础研究的公益性机构，而公益性主

要指的就是非赢利性，企业因此被排除

在外，而在财政部和科技部的项目中，则

并不具有这方面的限制。三是，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即该单位是依照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成立并履行了相应

的登记手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能够

对外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

任。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内设机构、外派

机构被排除在外。四是，从事基础研

究。但是是否从事基础研究很难通过审

查法人注册登记得到验证，因此在实践

中，这项条件转化为对申请组织基础科

研条件和从事基础科研人员的审查，不

具备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和条件的组

织被排除在外。五是，在科学基金管理

机构进行注册，即依照基金管理机构的

规定的程序履行注册手续。注册程序始

于组织的自愿申请，基金委对于注册申

请，应当及时完成审查并做出决定。基

金委决定予以注册的，应当及时书面通

知申请者并公布依托单位的名称、注册

号码等基本信息；决定不予注册的，也应

当及时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基于法

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条例施行前，已经是

依托单位的，经申请基金管理机构应当

予以注册。

当依托单位自身条件发生变化时，

应当及时通知基金委，履行相应的变更

或注销程序，以保证注册信息的真实

性。而对于非依托单位的科研人员而

言，经与在基金管理机构注册的依托单

位协商获得同意后，也可以通过该依托

单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样

就让每一位科研人员都能具有获得国家

科研资助的机会。

依托单位的职责

一个组织经注册成为依托单位后，

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条例第九条规

定依托单位的职责主要有3大类，第一类

是组织保障职责，包括组织本依托单位

的科研人员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

基金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促进

科研成果的转化等。依托单位如何在现

有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形成稳定而有

力的科研团队，提供优良的科研条件与

环境，是依托单位保证科研项目成功申

请和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第二类为审

查核实职责，如项目申请书的真实性、项

目科研数据真实性的审核等，这是基金

委做出资助决定和结题决定的正确性保

障，但在目前资助项目众多、审查量极为

庞大、评审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基金委是

没有能力对每一个人、每一份材料都进

行细致审核的，这时，依托单位的审核就

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依托单位对材料真

实性的审核，具有先天的便利条件，不但

可行，而且可靠。当然，最终为材料真实

性负责的是项目申请人和负责人，依托

单位的审查责任更多的是一种程序性保

障，而非实体性保证。第三类职责是监

督职责，这其中既包括依托单位本身对

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资助经费的使用

进行的监督与控制，也包括配合、协助基

金委对基金项目的监督和检查。其中大

部分内容可以直接并入为依托单位的日

常科研与财务管理工作，形成常规的制

度性保障，而且，常规性的监督制度做得

越好，配合基金委的监督与检查的工作

压力就越小，最终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结

题工作也就进行得越顺利。

依托单位的法律责任

依托单位的工作职责，同所有的公

权力一样，都具有权义复合的特性，条例

的规定既是授权性规范，又是义务性规

范，依托单位不但有权行使相应的权利，

而且也必须行使，否则，就会面临相应的

法律责任。对应依托单位的职责，条例

第三十六条规定了3大类违法情形。第

一类，也是最多的一类，是依托单位不履

行组织保障职责，干扰项目的正常开展，

例如对保障基金资助项目不提供保障，擅

自变更项目负责人，截留、挪用资助经费

等。第二类是不履行审核职责，主要是对

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提交的材料或者

报告的真实性未予审查。第三类是不履

行监督职责，主要包括纵容、包庇申请人、

项目负责人弄虚作假或者不配合基金管

理机构监督、检查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等情

况。对于这些违法行为，基金管理机构可

以给予行政处罚，例如可以进行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对于情节严重的，可给予通

报批评，3~5年不得作为依托单位的处

罚。刑事责任中涉及依托单位的规定不

多，最主要的一种情况就是依托单位为谋

取不正当利益，给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

员、评审专家以财物的，构成犯罪，会依照

单位行贿罪定罪量刑。而依托单位工作

人员侵吞、挪用基金资助经费的，将追究

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

局，处长；2.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3. 单位

同1，局长。图中右为本文第1作者，左为第2作

者，中为第3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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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机构科技管理的效率

科技管理事关科研成效，十分重

要。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目前的管理

水平相对低下，其表现是科技工作者的

时间和精力无法主要用于创新性的劳动

中，科技投入的效率较低。管理者认为，

通过行政命令可以使研究机构运转，从

而完成上级要求达到的指标。这种管理

方式可称为“牧羊人”模式，牧羊人把羊

群赶到草场，然后盘算以后能卖多少羊

肉和羊毛，但是，科技人员不是羊，他们

的工作也不像羊吃草那么简单，所以牧

羊人模式注定不会成功。

正确或有效的管理与行政命令、小

恩小惠、软硬兼施无关。在学术氛围浓

厚、多数人具有科学信仰的机构，管理的

重点只有两个：一是机构长远目标的确

定，二是对科技提供到位的服务[1]。明确

机构使命的长远图景和为员工提供必要

服务是科研机构能够产出优秀成果的充

分必要条件。

发展目标的好坏对于能否吸引优秀

人才加盟至关重要，因此国际上一些重

要的研究机构都十分重视学科发展规

划，采取定期更新发展规划的方式。规

划的制定依赖于高层学术研讨，明确最

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如何推进研

究？研究机构往何处去、路径如何？这

是管理的第一要务。不解决这些问题，

管理就会进退失据，无法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研究机构的使命要以明确的方式

传达给每位员工，并对每位员工分配具

有可操作性的任务。

员工如果知晓机构的使命，科学信

仰将促使其努力工作，此时能否产出成

果，取决于产出成果的物质条件能否被

满足。管理部门要做的，就是决定每位

员工为完成任务所需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并适时地提供给他们。如果管理者

不能提供必要的条件，就不能责怪员工

不能完成任务，反之，管理者应该思考当

初制定的发展规划是否为不切实际、不

可行的。

管理者能够做好以上两点，则员工

们很可能会努力工作，完成任务。国际

上一些优秀的研究机构都有这些特征。

有的人也许会说，实际上多数机构都表

现平平，甚至还是落后单位，所以仅靠明

确使命和提供服务并不奏效，还需要强

制的目标考核，强化督战。这种看法的

前提是对的，即多数机构并非先进机构，

科技人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但是如果

“强制的目标考核”是指我们现行的经费

和论文篇数考核，那么这种管理方法就

是南辕北辙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否

要考核，是否要有指标，而在于如何考

核、用什么指标？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

的科研经费主要是国家投入而非私人赞

助，因此也有向国家交账的问题。针对

上述两种情况，管理者需要考虑两种补

充性的管理措施，其一是考核，其二是员

工激励机制。

每个员工在机构中的位置和作用不

同，用一刀切的方式是不公正的。例如，

研究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的人员，其工

作性质有太大的差异，用统一的经费量

和论文篇数来考核必然是不合适的。基

础研究人员与应用开发研究人员、实验

室技术人员的工作性质不同，不可能用

同一的考核指标。在不当的指标之下，

人们感受到的工作压力不同，有些人必

定是受害者，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达到

要求，一些人可能会蒙混过关来应对，你

要求数量，我就降低质量标准，再不行就

弄虚作假来糊弄。对此，管理层又可能

以严查每个人、抓“不当学术行为典型”

来应对。如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

形成恶性循环，产出好成果的可能性会

越来越低。不幸的是，这种状况正是我

们许多机构的常态。

那么，什么管理措施能够避免恶性

循环呢？西方国家的管理值得借鉴。管

理的目的是鼓励研究机构中科学信仰的

树立、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所以首先要尊

重被管理者，不能把他们当敌人或者破

坏者。人才也有缺点、弱点，不能苛求，

如果被宽容对待，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

创作成果会留存，成为人类文化遗产，而

他们的缺点将随风而去，更何况多数人

会在发展中提高自己。基于这一点，业

绩考核的要点是让员工进行自我比拼，

而不是像多数人认为的让员工相互比

拼。本质上，员工之间不可比较。管理

者应有的基本假设是员工上岗之日是胜

任其工作的（因为他们是经过评聘过程

遴选出来的合格人员），而工作合同又是

协商的结果，因此是否胜任只要按照合

同对比就可

以。也就是

说 ，考 核 指

标应是员工

本人同意的

而 非 强 加

的，而考核成绩是根据员工的进步程度

来决定的，与其他员工的作为无关。对

于某一个员工，如果当年业绩与其前3年

工作对比有显著进步，则可晋升工资级

别；如果不明显，则工资不变；如果有退

步，则考虑其是否胜任。这样，每位员工

都知道，努力工作就有可能晋升，因而是

一种正面的激励机制。反之，以不信任

的方式对待被管理者，一定要从他们中

间选拔出正面典型，再揪出些落后分子，

管理的结果就会是负面的。所以，我们

现行的科技管理制度必须改变。

有效的管理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

利用科学原理。有一个利用小概率事件

原理实现有效管理的例子。在美国，人

均车辆数超过1辆，车多警察少，如何惩

治高速公路超速行驶？按照一些人的逻

辑，这没法管理，这么多人开车，到哪里

去找违规者，能抓住吗？然而，根据小概

率事件原理，并不需要抓住每个违规者，

在巡逻中随机发现超速行驶的驾驶员并

施以罚款就可以。为什么？对于一个驾

驶员而言，一次违规被抓的概率很小，但

是多次重复被抓的概率很大，免不了最

终被罚款。“小概率”事件规律使大多数

人放弃逃避惩罚的心理，转而选择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科研经费管理也一样，

并不需要像我们现行的规定那样兴师动

众、人人过关。那么多经费和项目，要花

多大代价才能查到位？若能利用好小概

率事件原理，采取类似于美国高速公路

现场执法的方式，管理效率可以大大提

高，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在这个方面，我

们现行的制度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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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整链式系统的非正则反馈全局非完整链式系统的非正则反馈全局
KK指数镇定指数镇定
王婷婷 1，赵万春 2，邵克勇 1

1. 东北石油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大庆 163318
2. 东北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大庆 163318
摘要摘要 利用非正则反馈线性化，对非完整链式系统进行反馈镇定。构造一种不连续非线性变换，将非完整链式系统转换成线性

系统,以便使用线性系统理论进行控制律设计。针对高维非完整链式系统，显式构造出一个方便易用的不变集和切换规则。所

获得的不连续控制律保证了闭环系统的指数收敛速度和控制输入的有界性。仿真结果验证了控制方案的有效性。

关键词关键词 非完整链式系统；镇定；非正则反馈线性化；不连续控制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O2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1

Global K-exponential stabilization of nonholonomic chained systems
based on nonregular feedback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irregular feedback linearization to stabilize nonholonomic chained systems. A discontinuous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is constructed to change nonholonomic chained systems into linear systems，so that it possible to design feedback
control laws using theory of linear systems. Then, a convenient invariant set and a switching rule are explicitly constructed for the
high-dimension nonholonomic chained systems. The obtained discontinuous control laws can guarantee convergence of the close-loop
system with an exponential rate and bounded inputs. Finally, simulation is provided to just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pproach.
KeywordsKeywords nonholonomic chained systems; stabilization; irregular feedback linearization; discontinuous control

WANG Tingting1, ZHAO Wanchun2, SHAO Keyong1

1.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2.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非完整系统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可表征一大类

真实的物理系统，如单轮自行车、四轮小车、移动机器人、拖

车系统等。尽管非完整系统是开环可控的，但不存在连续时

不变状态反馈可对其进行镇定[1]和线性化[2]，因此非完整系统

的研究具有很好的理论研究价值。为了解决无连续时不变

镇定的问题，先后设计出连续时变反馈控制律 [3,4]、非正则反

馈控制律 [5]、不连续时不变反馈控制律 [6]和混杂控制律 [7]等。

另外，文献[8]~[12]对非正则反馈线性化进行了研究，得出了

非线性系统非正则反馈线性化的一些初步结果。

本研究利用非正则反馈线性化，为非完整链式系统提出

一种新的不连续时不变反馈控制律，以获得渐近稳定性和指

数收敛速度。

1 非正则静态反馈线性化
仿射非线性系统的非正则静态反馈线性化问题，即寻找

状态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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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南二环西安南二环55月月PMPM1010质量浓度时空质量浓度时空
变化规律变化规律
王兴敏 1，赵景波 1,2

1.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062
2.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气溶胶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75
摘要摘要 利用电脑微激光粉尘仪对西安市南二环2013年春季5月70 m高度范围内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质量浓度进行了4个昼

夜的监测。观测发现，西安南二环PM10质量浓度昼夜变化可分为5个阶段：第1阶段在8:00—10:00，PM10平均质量浓度范围

0.056 mg/m3；第2阶段在12:00—14:00，PM10平均质量浓度为0.075 mg/m3；第3阶段在16:00—18:00，PM10平均质量浓度为

0.058 mg/m3；第 4阶段在 20:00—22:00，PM10平均质量浓度为 0.070 mg/m3；第 5阶段在 0:00—6:00，PM10平均质量浓度为

0.038 mg/m3。高分辨率地垂向观测结果表明，西安5月PM10质量浓度垂向变化可分为3种类型：第1种类型，随着高度的增加

PM10质量浓度增加幅度居中，平均递增率为0.048 μg/m；第2种类型，随着高度的增加PM10质量浓度幅度增加最大，递增率为

0.065 μg/m，且波动变化明显；第3种类型，随着高度的增加PM10质量浓度增加幅度最小，递增率为0.013 μg/m。西安南二环5
月PM10质量浓度在1 m高度处最低，平均为0.048 mg/m3；4~46 m高度范围内质量浓度较低，平均为0.051 mg/m3；在49~67m
高度范围内质量浓度较高，平均为0.052 mg/m3；在70m处最高，平均为0.056 mg/m3。观测期间PM10质量浓度与4 m处的温度

之间为显著正相关（y=240.73x+12.305），与4、7、10 m高度处的湿度为显著负相关（y=-606.42x+82.08）。
关键词关键词 PM10质量浓度；阶段变化；垂向变化；西安南二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51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2

Spring inhalabl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space- time changes of Xi'an
South Second Ring

AbstractAbstra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PM10 within the 70 m height range at the South Second Ring of Xi'an were monitored for 4 days and
nights in May 2013 by a microcomputer laser dust moni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PM10 concentration varied in 5 phases of the day.
The first phase was at am 8:00-10:00, with an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0.056 mg/m3. The second was at 12:00-14:00, with an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0.075 mg/m3. The third was at pm 16:00-18:00, with an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0.058 mg/m3. The fourth was at
20:00- 22:00, with an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0.070 mg/m3. The fifth one was in the night of 0:00- 6:00, with an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0.038 mg/m3. High resolution vertical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Xian vertical variation of PM10 concentr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n May. The first type decreases as altitude increases PM10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was middle, the average
increase rate for 0.048 μg/m. The second type as the altitude increases PM10 concentration was the highest increase rate for 0.065 μg/
m and volatile changes significantly. The third type as the height increases PM10 concentration was the lowest and the increase rate for

WANG Xingmin1, ZHAO Jingbo1, 2

1.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Colleg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2. Key Lab of Aerosol Chemistry & Physics, Institute of Earth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n 71007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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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柳在混合供氢溶剂中的液化工艺及沙柳在混合供氢溶剂中的液化工艺及
产物特性产物特性
王克冰，武彦伟

内蒙古农业大学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18
摘要摘要 采用单因素和正交实验，考察了沙生灌木沙柳在苯酚和四氢萘混合供氢溶剂中液化的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催化剂用量、

苯酚用量和四氢萘用量等工艺参数对液化产物残渣率的影响，得到沙柳在混合溶剂中的最优化工艺是：反应温度120℃，反应时

间2 h，催化剂（98%的浓硫酸）1 mL，苯酚15 g，四氢萘5 mL，此条件下的液化率可达97.51%。各因素影响次序为：反应温度＞

反应时间＞催化剂用量＞四氢萘用量＞苯酚用量。不同反应时间下的沙柳液化液体产物红外谱图表明，在反应时间30 min前
产生新峰，在30 min后谱图特征相同；固体残渣红外谱图表明，沙柳组分中的木质素和半纤维素首先发生了降解，木质素结构单

元中的酚醚键断裂先于木质素芳香核之间的碳碳键的断裂，且液化反应的最终固体残渣中含有吡喃糖环和缔合羟基；液化固体

残渣热重分析表明，产物中的有机质随液化的进行逐步减少，且热分解反应分为2个阶段，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关键词关键词 沙柳；苯酚和四氢萘混合供氢溶剂；液化产物；固体残渣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511.7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3

Liquefaction of Salix psammophila with hydrogen-donor solv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products

AbstractAbstract The effects of the reaction time,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the dosages of catalyst, phenol, and tetralin on the liquefaction
ratio of the Salix psammophila with phenol-tetralin as the hydrogen-donor solvents are investigated by orthogonal and single factor
tests. The optimal conditions are found as follows: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is 120℃, the time duration is 2 h, the phenol dosage is 15
g, the catalyst (98%H2SO4) dosage is 1 mL, the tetralin dosage is 5 mL. The liquefaction efficiency is 97.51%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of these factors is: Reaction temperature > reaction time > dosage of catalyst > dosage of tetralin > dosage of
phenol. The infrared spectrograms of the liquid products at different reaction times in the liquefaction see new peaks before 30 min
and have similar spectrogram characterizations after 30 min. The FTIR of the solid residue indicates that the hemi-cellulose and the
lignose are degraded firstly. The fractures of the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s of the lignin formed by the ether bonds precede those of
the carbon-carbon bonds among aromatic nucleus, and the pyranose rings and the hydroxyl bonding groups are contained in the final
solid residue of liquefaction. The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of the solid residue suggests that the organic matter in the product is
gradually reduced along with the liquefaction. And the pyrolysis reaction shows obvious phases and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KeywordsKeywords Salix psammophila; phenol-tetralin mixed solvent; liquefaction products; solid residue

WANG Kebing, WU Yanwei
College of Science,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hhot 010018, China

随着化石能源的日益枯竭，生物质材料作为可再生资

源，其转化与利用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生物质的液化是指在

有机溶剂存在条件下，转化为液体有机燃料（燃油）的热化学

过程，也称为燃油化。液化物也可进一步用于制造胶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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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孙菁华, 丁瑞敏, 张聪, 等. 高环境稳定性多孔氧化硅减反膜的制备及表征[J]. 科技导报, 2015, 33(9): 31-34.

高环境稳定性多孔氧化硅减反膜的高环境稳定性多孔氧化硅减反膜的
制备及表征制备及表征
孙菁华 1,2，丁瑞敏 1，张聪 1,2，张策 1,2，徐耀 1

1.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炭材料重点实验室，太原 0300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以正硅酸乙酯为硅源，氨水为催化剂，采用溶胶凝胶法，经过提拉过程制备了多孔氧化硅光学减反膜，通过后嫁接十七氟

癸基三乙氧基硅烷（FAS-17）和六甲基二硅氮烷（HMDS）提高薄膜的环境稳定性。采用紫外可见光谱仪、红外光谱仪、原子力显

微镜和接触角仪等测试技术及抗污染实验分析了薄膜的性能。结果表明，改性后的薄膜光学透射率高达99.82%，表面粗糙度为

3.9 nm，薄膜与水接触角达125°，在10-3 Pa真空环境下污染2个月后透射率仅降低0.03%，说明薄膜具有很高的环境稳定性。

关键词关键词 溶胶凝胶法；多孔氧化硅；减反膜；环境稳定性；十七氟癸基三乙氧基硅烷；六甲基二硅氮烷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B38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4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orous silica antireflective
coating of high environment stability

AbstractAbstract The porous silica optical antireflective coating is prepared by the sol-gel method with the tetraethoxylsilane as the precursor
and the ammonia as the catalyst via a dip-coating process. The environment stability of the antireflective coating could be greatly
improved by post-grafting 1H, 1H, 2H, 2H-perfluorodecyltriethoxysilane (FAS-17) and hexamethyldisilazane (HMDS). The properties
of the coating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UV-VIS spectrometer, the FTIR spectrophotometer, the atomic-force microscopy, the contact
angle measurement and the anti-pollution tes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the modified coating, the peak transmittance is up to
99.82%, the surface roughness is only 3.9 nm, and, the contact angle with water is 125°. Especially, the decrease of the transmittance
when being tested with water and polydimethylsiloxane pollution in vacuum for two months is as small as 0.03%, suggesting that the
coating has an excellent environment stability.
KeywordsKeywords sol-gel method; porous silica; antireflective coating; environment stability; FAS-17; HMDS

SUN Jinghua1,2, DING Ruimin1, ZHANG Cong1,2, ZHANG Ce1,2, XU Yao1

1. Key Laboratory of Carbon Materials, Institute of Coal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aiyuan 0300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以 Stöber法[1]为基础的溶胶凝胶法制备的多孔氧化硅减

反膜由于具有光学透射率高、成本低且易于大面积大口径制

备等优点，在太阳能集热器及高功率激光系统等领域被广泛

应用[2~4]。然而这种多孔氧化硅减反膜由单分散的氧化硅颗

粒堆积而成，颗粒表面存在大量硅羟基，这些亲水性的基团

极易吸附环境中的水分和有机蒸气等污染物，从而使薄膜在

使用一段时间后光学性能降低，严重影响光学器件的正常使

用。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对多孔氧化硅薄膜进行改性来提高

薄膜的环境稳定性。

对多孔氧化硅薄膜进行改性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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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活化法制备外墙保温板残料活性炭碱活化法制备外墙保温板残料活性炭
及表征及表征
高丽娟 1，吴红运 1，吴红霞 2，徐妍 1，赵雪飞 1

1. 辽宁科技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鞍山 114051
2. 青海油田天然气开发公司，格尔木 816000
摘要摘要 以外墙保温板残料为原料，采用碱活化法制备活性炭。借助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X-射线衍射（XRD）、BET比表面

积、孔径分布和碘值进行表征。使用外墙保温板残料在N2保护下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到800℃，在800℃下炭化30 min，
自然冷却至室温获得炭粉；炭粉用含有 4倍当量的KOH溶液（0.1 g/mL）浸渍 8 h，加热除去水后转至活化炉中，N2保护下以

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到800℃活化60 min，自然降温到室温；用5%的盐酸和水清洗至pH值为中性；120℃干燥恒重。本工

艺制备的活性炭：碘值2300.27 mg/g，比表面积1293.45 m2/g，平均孔径2.4 nm，主要由微孔和偏小中孔组成。

关键词关键词 外墙保温板残料；碱活化法；碘吸附值；比表面积；孔径分布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Q424.1+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5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ctivated carbon based on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board residual material by alkali activation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Activated carbons are prepared from the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board residual material by the alkali activation metho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ctivated carb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T-IR spectroscopy, the X-ray diffraction, the BET specific surface
area, the pore size distribution and the iodine adsorption value. The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board is heated from the room
temperature to 800℃ at the rate of 10℃/min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nitrogen and maintains for 30 min. Then it cools to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to obtain charcoal powder. At the ratio of 4∶1(alkali/carbon), the charcoal powder is impregnated for 8 h with 0.1 g/mL
KOH solution and is transferred to the activation furnace after being heated to remove water. The charcoal powder is heated from the
room temperature to 800℃ at the rate of 10℃/min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nitrogen, is activated for 60 min, naturally cools down to
the room temperature, is washed with 5% hydrochloric acid and water to neutralize, and then is dried to a state of constant weight at
120℃. In the process, the index parameters of the activated carbon are found to be as follows: The iodine value is 2300.27 mg/g,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is 1293.45 m2/g, the average pore size is 2.4 nm,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micro pores and small middle
pores.
KeywordsKeywords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board residual material; alkali activation method; iodine value; specific surface area; pore size
distribution

GAO Lijuan1, WU Hongyun1, WU Hongxia2, XU Yan1, ZHAO Xuefei1
1.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Liaoning, Anshan 114051, China
2.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Company of Qinghai Oilfield, Geermu 816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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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李晓平, 尚颖雪, 刘启国, 等. 改进的低渗透底水气藏压裂井见水时间预测公式[J]. 科技导报, 2015, 33(9): 40-45.

改进的低渗透底水气藏压裂井见水时间改进的低渗透底水气藏压裂井见水时间
预测公式预测公式
李晓平 1，尚颖雪 1，刘启国 1，宋力 2，谭晓华 1

1.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500
2.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钻采工程技术研究院，广汉 618300
摘要摘要 低渗透底水气藏中的气井在实际生产中需通过压裂改造获得工业产能，预测压裂井见水时间对合理开发该类气藏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针对低渗透底水气藏压裂井的渗流特征，将渗流场划分为射孔段及其下部两个部分，以稳态渗流理论为基础，分别

建立了符合各区渗流状态的产能方程，结合水锥顶点的运动方程建立了低渗透底水气藏压裂井见水时间预测公式。实例计算表

明，压裂井能显著延缓气井见水时间，利用本方法计算的见水时间更接近实际。敏感性分析表明，随气藏打开程度增加，气井见

水时间先增大后减小；增大裂缝半长及裂缝导流能力都将延缓气井见水，但增加幅度逐渐降低，存在最优值。

关键词关键词 低渗透；底水气藏；压裂井；有限导流；见水时间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7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6

A modified prediction equation of water breakthrough time for
fractured wells in low permeability gas reservoirs with bottom water

AbstractAbstract Jeopardized by poor reservoir properties, gas wells in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s with bottom water should be fractured in
order to acquire industrial capacities. Therefore, a modified equation for predicting well's water breakthrough time is studied for
effectively developing low permeability gas reservoirs with bottom water.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epage flow in fractured
wells, the seepage field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perforation interval and its lower section. With the aid of steady state seepage
theory, productivity equations for all fields are derived respectively. Eventually, a modified prediction equation is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utilizing the motion equation of water cone apex. Case study shows that fracturing will postpone the process of water
breakthrough and the time calculated by this article has less error as compared with the value gained by practical production data.
The analysis on sensitive factors reveals that each parameter has its optimal value. With the increase of perforation degree, water
breakthrough time will increase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And the larger the fracture half-length and conductivity are, the longer the
water breakthrough time will be. However, the increasing rates tend to be reduced gradually.
KeywordsKeywords low permeability; gas reservoir with bottom water; fractured well; finite conductivity; water breakthrough time

LI Xiaoping1, SHANG Yingxue1, LIU Qiguo1, SONG Li2, TAN Xiaohua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2. Drilling & Prod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Chuanqing Drilling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PetroChina,

Guanghan 618300, China

低渗透气藏是中国重要的供应气源，主要分布于四川盆

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以及渤海湾地

区[1]。这类气藏储层物性差，单井自然产能低，在实际生产中

需通过压裂、增大气井生产压差等手段获得工业产能[2]。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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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方方, 张福祥, 邓兴梁, 等. 井打在溶洞外的缝洞型油藏数值试井模型[J]. 科技导报, 2015, 33(9): 46-49.

井打在溶洞外的缝洞型油藏数值试井井打在溶洞外的缝洞型油藏数值试井
模型模型
陈方方，张福祥，邓兴梁，朱永峰，袁玉春，马小平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库尔勒 841000
摘要摘要 缝洞型碳酸盐岩油藏多发育大尺度的溶洞和裂缝，非均质性极强。这类油藏不能使用常规的连续介质理论描述。根据缝

洞型碳酸盐岩油藏的特征，结合地震、地质等资料，建立了井未钻遇溶洞的缝洞型碳酸盐岩油藏数值试井物理数学模型。利用有

限元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并绘制了试井样版曲线，对影响井底压力动态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当井打在洞外时，由

于洞内的渗透性远优于洞外地层，压力导数曲线后期出现明显下掉，溶洞的尺寸主要影响压力导数曲线的下掉幅度。模型解释

结果与实测数据对比分析表明，该试井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能够为碳酸盐岩油藏的试井分析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关键词 缝洞型油藏；碳酸盐岩；大尺度溶洞；数值试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2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7

A numerical well test model for wells drilled out of big-size cavity
of fractured carbonate reservoirs

AbstractAbstract Conventional continuous multiple medium theories are not suitable for describing the fractured- cavernous carbonate
reservoir with big- size fractures and caves. An interpretation model for well test of naturally fractured vuggy reservoir has been
developed with consideration of wells drilled outside a big cavity. The model equations are solved with the finite-element method. The
analysis of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dynamic pressure at well bottom indicates that the pressure derivative curve of the late stage will go
down and form a concave because of the high permeability of the cave. The scale and permeability of the cave mainly affect the
amplitude of the pressure derivative reduction. The predicted model has a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field test. This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idance for well test interpretation of carbonate reservoir.
KeywordsKeywords fractured-cavernous reservoir; carbonate rock; big-size cavity; numerical well test

CHEN Fangfang, ZHANG Fuxiang, DENG Xingliang, ZHU Yongfeng, YUAN Yuchun, MA Xiaop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arim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Korla 841000，China

碳酸盐岩油气田在全球分布广泛，储量巨大。世界范围

内碳酸盐岩储层的油气产量约占油气总产量的 60%。中国

的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和华北地区广泛发

育碳酸盐岩储层，石油地质储量为22.35亿吨[1]，资源量巨大，

开发前景广阔。

碳酸盐岩渗流理论经历了从双重介质到多重介质理论，

从连续介质到离散介质理论发展。1960年，Barenblatt等[2]针

对天然裂缝油气藏提出了双重介质的概念，建立了双孔单渗

和双孔双渗拟稳态窜流模型。Warren等[3]提出了均质正交各

向异性的双重介质拟稳态窜流模型，这是目前双重介质中应

用最为广泛的模型。Closmann[4]提出了三重介质拟稳态窜流

模型。刘慈群[5]、吴玉树等[6]、常学军等[7]在三重介质理论方面

做了一定工作。

多重介质模型是将各个系统在空间上叠加在一起，其本

质是连续介质理论。但是在缝洞型碳酸盐岩中，溶洞的尺度

可达米量级，甚至十几米量级，且溶洞的分布具有随机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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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泡油田微生物驱油评价实验龙虎泡油田微生物驱油评价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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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北京 100049
3.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为了在大庆龙虎泡油田应用微生物采油技术，进行室内评价实验。从龙虎泡油田地层水中筛选到一株内源菌DH8，经鉴

定为Geobacillusstearothermophilus，另外从菌种库中挑选一株适合该油藏条件生长的外源菌SL21，经鉴定为Bacillus licheni⁃
formis。室内对DH8和SL21的乳化性能、降解能力和驱油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菌株DH8和SL21发酵液的比毛管数分

别为0.0239 s/m和0.0332 s/m；菌株DH8和SL21分别使原油黏度降低19.02%和26.08%；气相色谱分析表明菌株DH8主要降

解C13~C27内正构烷烃，而菌株SL21主要降解C19~C37内正构烷烃，经DH8和SL21降解后，C13之前烷烃含量占比分别增加了

5.33%和11.00%；物模实验表明，菌株SL21和菌株DH8的驱油效率分别为7.11%和5.50%。综合分析得出外源菌SL21的各

项驱油性能指标均优于内源菌DH8。
关键词关键词 微生物采油；性能评价；气相色谱；物模实验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Q939.97，TE39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8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microbial oil displacement
in Longhupao oilfield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apply the technology of the microbial enhanced oil recovery in the Longhupao oilfield of Daqing,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in our laboratory. Two strains of microbes are consider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endogenous microbe DH8
is screened from the Longhupao oilfield formation water, identified as the Geobacillusstearothermophilus; the inoculating microbe
SL21 is selected from the strain library, identified as the Bacillus licheniformis. Their emulsification property, degradation ability and
oil displacement efficiency are studied. It is shown that the specific capillary numbers of the DH8 and the SL21 are 0.0239 s/m and
0.0332 s/m, respectively; the viscosity reductions of the oil are 19.02% and 26.08% after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DH8 and the SL21.
The linear Alkanes in the C13-C27 are mainly degraded by the DH8, and the linear Alkanes in the C19-C37 are mainly degraded by the
SL21, but the short-chain n-alkanes before the C13 are both increased by 5.33% and 11.00% after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fDH8 and
SL21. The physical flooding simulation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oil displacement efficiency of the SL21 and the DH8 are 7.11% and
5.5%,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oil displacment performance of the SL21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DH8.
KeywordsKeywords microbial enhanced oil recover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gas chromatography; phys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BI Yongqiang1,2，YI Lina3，QI Yibin1,2，WANG Tianyuan1,2，HUANG Lixin3，YU L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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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钻井液密度简易计算方法井下钻井液密度简易计算方法
王鄂川 1，樊洪海 2，马良辉 1

1. 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设计院，北京 100028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摘要 针对目前井下钻井液密度的计算问题，在综合已有的复合模型、经验模型计算法的基础上，结合现场钻井液运用情况，提

出一种适用于高温高压下钻井液密度的简易计算方法。分别研究液相水、液相油密度随井下温度、压力的变化规律，并考虑实际

钻井液液相水、液相油的组分，根据体积比系数计算井下钻井液的密度值。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水基、油基钻井液进行实例验

证，结果表明该简易计算方法的计算精度能够满足工程要求，且具有计算简便、可操作性强等优点。

关键词关键词 钻井液密度；复合模型；经验模型；简易计算方法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2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09

Simple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down-hole drilling fluid density

AbstractAbstract For calculation of density of drilling fluid in down-hole HTHP environment, a simplified calculation method is presented,
which combines the composite model and empirical model methods with the actual on-site drilling operation. The method solves the
liquid density calculation in drilling fluid composition by considering the liquid water and the liquid oil density changing wit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as well a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ponents of drilling fluids. Experiment verification with a certain
typical water- based drilling fluid and oil- based drilling fluid shows that the method can not only meet the calculation precision
demand of engineering but also provide an easy calculation means of high operability.
KeywordsKeywords drilling fluid density; composite model; empirical model; simple calculation method

WANG Echuan1, FAN Honghai2, MA Lianghui1
1. Engineer Design Institute, CNPC Offshor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Beijing 100028,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Petroleum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随着钻井工程面临日益复杂的地质条件，所遇到的高温

高压环境也逐渐增多。高温高压钻井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

主要之一是钻井液的密度不再是常数，而是随着温度和压力

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原因是钻井液液相具有压缩性和膨胀

性，高温、高压对钻井液产生的热膨胀效应及弹性压缩效应

较强。为保证钻井安全、高效、快速进行，有必要同时考虑温

度及压力对钻井液密度的综合影响，以确定钻井液密度沿井

深随温度、压力变化规律。目前已有的钻井液密度计算数学

模型主要是两类，一是根据物质平衡原理提出的水基、柴油

基钻井液密度的复合模型[1]；二是依据大量实验结果数据分

析得到的经验模型[2~4]。复合模型考虑了钻井液不同液相组

分的压缩性和热膨胀性，忽略了固相的压缩性和膨胀性，使

用起来比较复杂，需要对钻井液的多个不同成分（水、油、固

相等）分别实验，掌握其规律才能使用，因此该模型的运用受

到了较大的限制。经验模型的表达式不尽相同，使用精度也

各有不同，也存在一定不足。本文结合现场钻井液实际运用

情况，研究一种较为简易的高温高压下钻井液密度计算

模型。

1 简易计算模型

井下钻井液密度简易计算模型是在复合模型的基础上

简化得出。Hoberock[1]等建立的复合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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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探测井信息及有限试井资料的基于物探测井信息及有限试井资料的
多井产能预测方法多井产能预测方法
朱磊

中海油研究总院，北京 100028
摘要摘要 为克服某些井试井资料少、难以获取有效产能信息，引入产能刻度因子，基于地质统计学理论，研究了影响小层产能刻度

因子的小层有效渗透率、有效厚度的计算方法，建立了使用试井动态资料刻度物探测井静态资料，用刻度后的静态资料进行整个

气藏的产能预测。该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地震、物探和测井等静态信息，结合少量重点井的试井动态解释结果进行产能预测。将

该方法应用于M气田的某些井，预测得到的产能接近气井实际产能，满足工程计算的需要。

关键词关键词 物探测井；试井；静态资料；动态资料；产能预测；刻度因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E37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10

The method of multi well deliverability forecasting based on
the geophysical logging information and the limited well testing data

AbstractAbstract Due to the limited well test data,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effective information about deliverability in some wells. In this paper,
the calibration factor of deliverability is introduced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studied, to establish a
deliverability forecasting method. The geophysical logging static information is first calibrated by the dynamic data of the well test. Then
the deliverability of the whole field is forecasted by the calibrated static data. The seismic data, the geophysical logging data at the
beginning of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and the well test dynamic data of few important wells are made the best use in this method. This
method is applied in some wells in the M gas field. The forcasting deliverability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the actual deliverability. The
calculation precision of the new method is high enough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project design.
KeywordsKeywords geophysical logging; well test; static data; dynamic data; deliverability forecast; calibration factor

ZHU Lei
CNOOC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28, China

气井产能是气田开发方案设计、气井合理配产的重要依

据。目前预测气井产能的稳定试井方法有回压试井、等时试

井、修正等时试井和一点法试井等[1]，缺点是测试时间长。为

了克服这一缺点，在具备充分试井资料的前提条件下，基于

不稳定试井 [2]、压力恢复试井 [3,4]建立了产能预测的新方法。

但在气田勘探开发初期，缺少必要的试井资料，或由于超深

井、高温高压井、含有酸性气体的井，井下状况复杂、测试环

境恶劣，使得试井工作的开展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和操作风

险，无法正常入井底进行试井，只能获得有限的试井资料。

因此如何利用仅有的试井资料，获得整个气田的产能信息成

为当务之急。为了实现该目标，必须充分利用气田勘探开发

初期获得的地震、物探和测井等静态信息，结合少量重点井

的试井动态解释结果，使用动态资料刻度静态资料，然后用

刻度后的静态资料来预测整个气藏的产能。

1 使用有限单井试井资料预测气藏产能的局限性
目前钻杆地层测试试井方法发展比较成熟，在测试时，主

要通过封隔器将测试层段与井眼流体分隔开，通过长时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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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FluentFluent的充填料浆管道输送的充填料浆管道输送
阻力模拟阻力模拟
陈建宏，陈峤曦，张钦礼，李浩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为了解高浓度浆体的流动特性，结合流体动力学的理论和充填浆体的特点，对充填浆体在不离析的条件下做流体质点、均

质性和连续性的假设，建立充填浆体管道输送的数学模型。结合某矿山工业试验的结果，运用Fluent软件对浆体管道输送进行

了阻力数值模拟，通过模拟与实测结果的对比可看出，两者误差在5%左右，得出了浆体流速与沿程阻力损失之间的关系方程，进

而运用此模型计算得到该浆体管输自流的速度区间1.82～2.23 m/s。利用数值模拟结果可以为充填系统管路的设计提供依据，

也可用来指导矿山的实际生产，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和推广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管道输送；沿程阻力损失；充填浆体；Fluent软件；临界流速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D85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11

Computer simulation of filling slurry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using Fluent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concentration slurry,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filling slurry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is established by combining the fluid dynamics the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lling slurry under the assumption
including fluid particle, uniformity and continuity in the case of no segreg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a certain mine industrial test, a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resistance of slurry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was made by the Fluent softwar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nd measured results, the error was found to be around 5%.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lurry flow rate and
loss of resistance along the way was obtained. The drift velocity range of slurry pipeline was calculated to be around 1.82~2.23 m/s by the
above relationship and mathematical model.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filling system piping design.
Besides, they could be used to guide the actual mine production.
KeywordsKeywords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loss of resistance along the way; filling slurry; Fluent; critical flow velocity

CHEN Jianhong, CHEN Qiaoxi, ZHANG Qinli, LI Hao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充填系统[1]包含地表充填站系统、管输系统、井下采区系

统。一个合格的充填系统要求充填站和管输相匹配，并且能

满足矿山的生产能力，充填体强度达标，浆体能顺利通过管

输系统流到采空区。然而，由于充填浆体是材料来源复杂，

黏度较大的多相流，使得充填浆体管道输送遇到了以下难

题：1）浆体为不透明的混合体，无法通过透明管形象地观察

其在管道内的流动状态；2）浆体黏度，屈服应力的测定需要

大量的实验，用于测定水、油等黏度的黏度计对浆体不适用；

3）对浆体在管道中的流速，沿程阻力，压力测量比较困难。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高浓度浆体[2]的流动特性认识不

足，管道输送的阻力损失多采用模拟实验方法确定，即在实

验室由管径较小的循环管道测定一定浓度及流速下管道的

水力坡度。临界流速是通过在环形管道上观测到的不淤流

速，放大后应用于实际管道。目前，对浆体管输的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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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胶黄酮蜂胶黄酮Pinobanksin-Pinobanksin-33-acetate-acetate对对
结肠癌结肠癌HCT-HCT-116116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响
木塔力甫·艾买提 1,2，盛磊 1，Abulizi Abudula1，买热艳木·艾尔肯 2，祖丽比亚·司马义 2，依米提·热合曼 2

1. 新疆医科大学地方病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830011
2.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摘要 为探讨蜂胶黄酮（Pinobanksin-3-acetate，PB3A）对结肠癌HCT-116细胞增殖及细胞凋亡的影响，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

（MTT）比色法，检测不同浓度、不同时间PB3A、5-氟尿嘧啶（5-FU）及两种药物联合作用对HCT-116细胞生长所产生的影响，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的形态学变化特点，Annexin V-FITC/PI双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药物作用24 h后的细胞凋亡率。结果显

示，PB3A对HCT-116细胞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呈浓度和时间依赖性。其抑制活性与5-FU几乎没有显著性差异，联合用

药具有协同效应；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可见凋亡细胞明显增多。流式细胞仪分析结果表明，细胞凋亡率明显上升，呈剂量依赖

性。PB3A对HCT-116细胞具有明显的增殖抑制和诱导细胞凋亡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Pinobanksin-3-acetate；HCT-116细胞株；MTT比色法；细胞凋亡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7.3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12

Effects of propolis flavonoid Pinobanksin-3-acetate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uman colon cancer cell line HCT116

AbstractAbstract The Pinobanksin-3-acetate (PB3A) is a natural fl avonoid commonly present in propolis, honey, and many pla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anticancer activity of the PB3A on the human colon cancer in vitro.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B3A, 5-fluorouracil (5-FU) and a combination of PB3A and 5-FU for different durations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cell line HCT-116 is analyzed by the MTT assay.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HCT-116 cells are observed by the inverted photo
microscopy after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B3A for 24 h. The 24 h apoptotic rates of the HCT-116 cells induced
with PB3A and 5-FU are determined by the FCM with Annexin V-FITC/PI double labe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B3A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HCT- 116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 a time- and dose- dependent manner, and an additive or
synergistic effect is shown with the common chemotherapy drug 5-FU. The PB3A could induce the typical changes of cell morphology
in a dose- dependent manner. The FC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B3A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poptosis rate in a dose-
dependent manner.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PB3A can play a potential anticancer role for the colon cancer in vitro,
and it could induce the apoptosis.
KeywordsKeywords Pinobanksin-3-acetate(PB3A); cell line HCT-116; MTT assay;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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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宽带引信天线时域建模与仿真超宽带引信天线时域建模与仿真
沈磊，黄忠华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针对超宽带引信天线的带宽及体积因素，利用电磁场仿真软件进行超宽带天线建模与仿真。在频域中分析超宽带引信天

线的驻波比曲线、天线增益；在时域中分析超宽带引信天线的辐射信号特性及天线方向图。通过两者结果可以得出，针对超宽带

引信天线，采用时域分析法为主、频域分析法为辅的方法可得到理想的分析仿真结果。

关键词关键词 超宽带引信天线；驻波比；天线增益；辐射信号；时域分析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J43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13

Time domain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ultra wideband fuze antenna

AbstractAbstract To aim at the ultra wideband fuze antenna bandwidth and the volume factor,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the UWB antenna
are studied with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The UWB fuze antenna voltage standing-wave ratio and antenna gain are analyzed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and the UWB antenna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ignals and antenna pattern are analyzed in the time
domain. In comparison the time domain analysis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ultra wideband antenna. It is shown that for ultra
wideband fuze antenna,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time domain method, with the frequency domain method as a supplement, in
order to get an ideal simulation result.
KeywordsKeywords ultra wideband fuze antenna; voltage standing-wave ratio; antenna gain; radiation signal; time domain analysis

SHEN Lei, HUANG Zhonghua
School of Mechatronical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近年来，超宽带探测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医疗、救

援、测量等领域。超宽带天线是超宽带探测器的关键部件，

它的性能将直接影响整个探测系统的分辨率、定位精度及目

标识别水平。目前的超宽带天线主要有双锥天线、喇叭天

线、对数周期天线、振子天线（主要包括三角形偶极子天线、

盘锥天线、套筒天线、锥形套筒天线）等，其中双锥天线、喇叭

天线为三维结构，体积较大，对数周期天线不适合瞬态时变

信号的辐射。振子天线带宽较宽、结构简单，是超宽带探测

常用的一种天线[1~3]。

限制天线带宽的主要因素因天线形式不同而异。当振

荡频率偏离中心频率时，振子的方向图及方向系数的变化并

不明显，但天线的输入阻抗将出现电抗分量使天线与馈线失

配，输入到天线上的电流减小。因此，阻抗特性的变坏是限

制对称振子带宽的主要因素，阻抗带宽是振子天线带宽的主

要考虑因素。

天线的阻抗带宽是驻波比低于某一规定值（如驻波比＜

2）的频带宽度，在天线工程中是一项最基本的指标。天线频

带宽度通常以相对带宽表示：

B = fmax - fmin( fmax + fmin)/2 （1）
式中，fmin 和 fmax 分别为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目前，天线的

带宽习惯按相对带宽分类：窄带天线，0≤B≤1%；宽带天线，

1％＜B≤25％；超宽带天线，25％＜B≤200％[4~6]。

国内对于超宽带天线的研究在实用化方面仍存在一些

问题，例如：天线驻波比与天线带宽相互制约，超宽带引信发

射机与天线的匹配问题仍然存在，传统的频域分析方法无法

分析超宽带无线电引信天线性能。针对带宽更宽的超宽带

天线，应找出更加适合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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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CICI的的WebWeb自动化测试平台设计自动化测试平台设计
李真辉 1，陈闻宇 1，徐彦之 2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北京 100190
2.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北京 100080
摘要摘要 Web相关软件的开发更新快速、变化频繁、周期短，用户需求也变化多样，对软件测试的快速响应和质量提出了较高要

求。为提高软件测试效率及准确率，设计了一套针对Web软件的自动化测试平台。该设计根据软件分层思想，基于持续集成平

台Jenkins设计搭建，集成了Ant、TestNG、Selenium 2.0、Sonar等主流自动化产品，实现了软件系统的持续构建、持续测试、持

续代码质量监控等的全流程测试自动化。该测试架构可将传统Web测试效率提高50%、准确率提高30%，同时严格控制了软件

产品质量，降低了项目风险。

关键词关键词 持续集成；自动化测试；代码质量；Selenium；Sonar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TP31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14

A solution to Web software automatic test based on continuous integration
LI Zhenhui1, CHEN Wenyu1, XU Yanzhi2
1.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190, China
2. Z-Park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Finance,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web rela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shows a trend of more frequent changes in user demands and a shorter development
perio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the accuracy of software test, a quick response high quality testing plat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built. According to the layer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and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platform, Ant, Selenium 2.0,
TestNG, and Sonar are integrated to provide a solution to solv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test and code quality monitor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esting automation of a software system. It is shown that the solution can greatly improve software test efficiency with a high
reliability.
KeywordsKeywords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utomatic test; code quality; Selenium; Sonar

收稿日期：2014-09-12；修回日期：2014-12-08
基金项目：全球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开源项目

作者简介：李真辉，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测试自动化等，电子信箱：lizhenhui@cnnic.cn；陈闻宇（通信作者），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软件工程、项目

管理，电子信箱：chenwenyu@cnnic.cn
引用格式：李真辉, 陈闻宇, 徐彦之. 基于CI的Web自动化测试平台设计[J]. 科技导报, 2015, 33(9): 78-82.

网络的高度普及使得软件产品系统包含越来越多的页

面（Web）应用，相对于传统的应用，互联网Web应用具有产

品调整快、系统变更频繁、海量用户、用户环境各异等特点[1]，

决定了Web测试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测试方法。据统计，在早

期Web应用开发过程中，采用人工测试所耗费的工作量占据

了总开发工作量的60%。尤其是近年互联网用户对微博、维

基、社交平台等互联网内容需求的增长，Web应用程序系统

趋于结构更复杂、内容更庞大[2]。Web浏览器的种类日益多

元化，使得对应的Web测试不仅需要检查和验证该Web系统

是否按照设计的要求运行，而且需要测试应用在不同平台时

浏览器下是否正常工作、正常显示及从用户角度进行可用性

和安全性测试。

为了提高Web应用的测试效率、降低成本，国内外针对

Web系统的自动化测试理论和测试架构进行了探索。基于

行为驱动开发的自动化测试方法研究[3]主要针对Web前端测

试，对静态测试有所欠缺；刘培 [4]介绍的自动化测试平台设

计，注重对自动化测试原理的阐述，但对具体实践提及较少，

实际运用到项目测试中还需要大量的准备和预研；赵金丹[5]

介绍的国内外流行的软件自动化测试工具使用则着眼于对

相应软件深度的挖掘分析。目前国内对基于用户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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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神经基础公平的神经基础
王赟 1,2，吴斌 1,2，李纾 1，周媛 1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公平问题是人类长久以来的话题，研究已经证实人们存在着公平偏好。关于公平的神经基础，研究者采用脑功能成像技

术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提示了其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用价值。本文介绍研究公平行为的博弈实验范式——最后通牒博弈，概

述基于最后通牒博弈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从分配额度、得失情境、框架效应、群体意见、社会地位及情绪几个方面，综述影响

公平行为的因素及其神经基础。在临床研究方面，列举了有关抑郁症、精神病态患者及反社会青少年的公平行为及其神经基础

的相关研究。分析表明，未来研究应注意从脑网络的角度对公平行为的神经基础进行探讨，考虑到具体的社会情境对公平行为

的影响，加强博弈实验范式在神经精神疾病中的应用，并深入探索公平感知的神经计算模型。

关键词关键词 公平；最后通牒博弈；神经基础；功能性磁共振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B842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15

Neural basis of fairness
WANG Yun1,2, WU Bin1,2, LI Shu1, ZHOU Yuan1

1.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Abstract Fairness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n human society. Numerous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people have fairness
preference. With regard to the neural basis of fairness, researchers are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neural mechanism that underlies fair
behavior using neuroimaging techniques, and suggest a possibility to transfer the findings in the neural basis of fairness in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this paper, we first introduce a game theory-based paradigm for investigating fairness—the ultimatum game, and then
review neuroimaging studies based on this game. In addition, we address th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fairness and their neural
mechanisms, namely, stake size, gain-loss contexts, framing effect, group opinion, social status, and emotion. We also summarize the
studies that use the ultimatum gam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population, such as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sychopathy, and
antisocial adolescents. Meanwhile,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s: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fairness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networks, the influence of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on fair behavior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application of game
theory paradigms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models of neural computation underlying fairness
should be explored more deeply in future studies. Finally, we briefly introduce some Chinese researcher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in this
area.
KeywordsKeywords fairness; ultimatum game; neural basis; f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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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赟, 吴斌, 李纾, 等. 公平的神经基础[J]. 科技导报, 2015, 33(9):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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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汝少国，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毒理学、污染生态学等，电子信箱：rusg@ouc.edu.cn
引用格式：汝少国, 郭琳琳. 环境污染物的抗雌激素效应及机制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5, 33(9): 93-99.

环境污染物的抗雌激素效应及机制环境污染物的抗雌激素效应及机制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汝少国，郭琳琳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青岛 266003
摘要摘要 列举了10余种具有抗雌激素效应的环境污染物，从拮抗E2水平、拮抗E2功能、拮抗雌性性征3个方面阐释了这些物质的

抗雌激素效应，并进一步论述了其在E2合成、运输、受体结合及代谢等方面发挥抗雌激素效应的机制。展望了环境污染物的抗雌

激素效应及相关机制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环境污染物；抗雌激素效应；17β-雌二醇；雌激素受体；芳香烃受体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X171.5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5.09.016

Research progress on antiestrogen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s ten kind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with antiestrogen effects, focusing on their antagonist effects on
the E2 levels, the E2 function and the female characters. Furthermore, the mechanism of antiestrogen effects in the synthesis, the
transportation, the receptor binding and the metabolism of E2 is discussed.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es, the future researches
of the antiestrogen effect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re suggested.
KeywordsKey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ntiestrogen effects;17β-estradiol; estrogen receptor;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RU Shaoguo, GUO Linlin
College of Marine Life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China

近年来，中国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乳腺癌

发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抗雌激素疗法是治疗乳腺癌

的重要手段之一，现有的抗雌激素药物主要是通过干扰雌激

素与雌激素受体的结合，促使癌细胞凋亡，或是通过抑制体

内芳香化酶的活性降低雌激素水平[1]。近期研究发现，环境

污染物不但可以发挥抗雌激素药物类似的效应，还可通过其

他途径拮抗生物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或功能[2~4]。目前国内外

有关环境污染物抗雌激素效应及机制的报道较多，但由于每

种污染物的抗雌激素效应及机制不尽相同，研究者的看法也

存在差异。为此，本文综述国内外环境污染物的抗雌激素效

应及机制，并展望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1 具有抗雌激素效应的环境污染物
目前已报道的具有抗雌激素效应环境污染物达几十种，

其中通过干扰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发挥抗雌激

素效应的典型环境污染物以三苯氧胺（tamoxifen，TAM）、氟维

司群（fulvestrant，ICI）和雷洛昔芬（raloxifene，RLX）等抗雌激

素药物为代表，其抗雌激素活性较强；通过与芳香烃受体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作用拮抗 17β-雌二醇（17β-
estradiol，E2）水平和功能的污染物以工业用化学物质二噁英

类化合物（tetrachlorodibenzo-p-dioxin，TCDD）为主；农业常用

的唑类化合物主要通过抑制E2合成途径的芳香化酶发挥抗

雌激素效应；而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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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致密油开发关键技术美国致密油开发关键技术
严向阳 1，李楠 2，王腾飞 1，徐永辉 1，严俊红 1，李见 1，吴银萍 1

1. 美国能新科国际有限公司，北京 100022
2.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摘要 中国致密油储量丰富，但目前国内的致密油开发技术还处于探索阶段。美国的致密油开发技术在全球致密油开发技术中

最为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从美国致密油开发过程分析看，可以发现水平井技术和水力压裂技术是推动致密油成功

开发的关键，而与之相配套的技术工艺与工具，包括水平井布井方式、旋转导向工具、行走式钻机、分级/分段改造工艺及工具等，

是致密油开发技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美国致密油钻井及水力压裂的相关关键技术的认识，对其开发过程中钻井工艺、

配套工具及钻井设备和压裂工艺、分段改造工具及压裂施工参数进行了总结。对比目前中美致密油开发技术，认为加强国际间

技术合作及相关技术的自主研发，是推动国内致密油高效开发的关键。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油；水力压裂；水平井；工厂化作业；行走式钻机；分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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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ies for tight oi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Abstract Tight oil resources are abundant in China, but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technology for tight oil development remains at the
exploration stage. The US has the most mature technologies for tight oil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may provide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tight oi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nalysis of tight oi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US indicates that horizontal well
technology and hydraulic fracturing technology are the key to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ight oil. The matching techniques and tool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technology, including horizontal well patterns, rotary steering tools, walking drilling
machine, and staged/segmented stimulation techniques and tool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rilling techniques, matching tools,
drilling equipment, fracturing techniques, staging completion tools and fracturing operation parameters in US tight oil development,
based on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concerning tight oil drilling and hydraulic fracturing in the US. Comparison of tight oi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US shows that the key to efficient tight oil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technologies.
KeywordsKeywords tight oil; hydraulic fracturing; horizontal well; factory operation; walking drilling machine; multistage stimulation system

YAN Xiangyang1, LI Nan2, WANG Tengfei1, XU Yonghui1, YAN Junhong1, LI Jian1, WU Yinping1

1. Energy New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22,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orthwest Oilfield Compang, SINOPEC, Urumqi 830000, China

近些年，致密油已经成为国内外油气领域重点关注的对

象之一。尤其是美国致密油的成功开发对全球油气工业的

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全球油气的勘探开发带来重

大的变革。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美国致密油开发的关键技术，

本文对美国致密油开发技术进行了介绍，以期为中国的致密

油开发提供参考。

目前，美国致密油开发主要在3个区域：Williston盆地的

Bakken、Texas的Eagle Ford及Midland盆地，其中以Bakken致
密油最为典型。2012年，美国致密油产量为0.97亿 t，约占美

国石油总产量的22%；2013年达到1.34亿 t，约占其总产量的

36%；2014年，预计达到1.8亿 t（图1）[1]，短期内可能达到中国

常规石油产量规模，可见致密油的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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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长江三峡水库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的长江三峡水库研究
进展进展
吕关平，陈磊，沈珍瑶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要摘要 基于文献计量学，从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时间、地区分布、学科类型、作者、研究机构、期刊分布及热点领域等方面，对

Web of ScienceTM核心数据库中长江三峡水库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表明：自2006年长江三峡水库二期蓄水后，与长江三

峡水库相关的研究文献呈现激增的趋势，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主要发表在Geomorphology等杂志，活跃的研究机构有中国

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研究内容主要涵盖水库建设对生态环境、地质灾害、长江中下游及库区移民的影响，其

中水库建设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关注的焦点。分析表明，模型应用及开发、非点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及水库引起的气候变化

等可能是长江三峡水库研究的前沿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长江三峡水库；生态环境；文献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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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search:
From a bibliometrics perspective

AbstractAbstract The temporal tre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subject type, author, organization and key works of research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core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TM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s method. The obtain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udy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has shown a sharp increasing tendency since the secondary period impoundmen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in
2006. Most of research papers are from China and the major popular journals are Geomorphology and so on. Among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ave strong influences in this
field. The major focusing issues include the effect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eological disaster,
immigr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and reservoir region, among whic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 has attracted
the most attention. Based on these analysi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odels in this regio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might become hot issu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Three Gorges Reservoi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ibliometrics

LÜ Guanping，CHEN Lei，SHEN Zhenyao
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Environment Simulation, Beijing 100875, China

水库作为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的水利工程建筑物，具有

防洪、供水、灌溉、水力发电、改善航运等功能。随着全球水

资源供需矛盾的加剧，水库建设成为缓解供水压力的主要途

径。中国属于水资源短缺国家，为解决“洪涝灾害、干旱缺

水”等问题，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公报》，截止2011年12

月 31日，中国已建水库 97246座，在建水库工程 756座，总计

98002座，其中大型水库 756座，占 0.8%[1]。水库建设对发展

国民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为人类影响

地球表面水体最重要的工程建筑，大量的水库建设也对环境

系统造成了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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