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导报》应国家改革开放大潮而生，30余年来始终与国家科技改革发展同向前行，坚持为学术繁荣和科技人才成长鼓与呼，成

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中的重要一员，赢得了科技界的瞩目和赞誉。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基础研究突破并引发的颠覆或创新接踵而至，强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成

为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重要动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动力和支撑，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快融合发展，新技术、新模式

层出不穷，新兴传播力量迅速崛起，对传统科技期刊构成巨大挑战。未来5年，我国要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并向科技强国迈

进，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拥有一批跻身国际前沿的高水平科技期刊，为激励原始性创新、展示和传播创新前沿成就、促进人才成长搭

建高质量平台。

前瞻科技期刊领域的国际竞争，创新成为主旋律，发展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已近不惑之年的《科技导报》，恰逢变革之时代

机遇，要趁势而上，有所作为，必须善知大势、把握大势，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加大创新力度，切实担负起促进高质量学术交流的平台功

能、推进学科发展的引领功能、服务人才成长的举荐功能，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建功立业，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助力添彩。

要始终坚持追求卓越要始终坚持追求卓越、、勇攀高峰勇攀高峰。。要充分把握当代科技创新的发展态势和科技期刊发展规律，以加快跻身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

行列为目标，积极谋划办刊质量提升之道和创新路径。要努力办成展示我国科研成就、特别是原始创新成果的综合性一流期刊，发挥

中国《科学》之作用。要组建具有一流水平的期刊编委会，广泛联系各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要打造一流编辑队伍，广泛吸纳一批视野

开阔、专业扎实的人才加盟；要建立一流的办刊机制，不断创新运营和管理机制，将《科技导报》打造成全面展示国家科技前沿的综合

性学术期刊。

要始终坚持交叉融合要始终坚持交叉融合、、雅俗共赏雅俗共赏。。要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趋势，不断推进办刊风格创新，促进学科领域的广泛交叉和融合创

新。要坚持高水平和为更广泛读者接受相统一，在扩大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同时，又要高度重视社会传播力的建设，力求做到让相关领

域科技人员眼前一亮、不忍释卷，也要让跨专业的科技人员有所借鉴、津津乐道，更要使关注科技发展的人士、各级领导干部、管理者

和企业家开卷有益、有所启示。

要始终坚持源头创新要始终坚持源头创新、、海纳百川海纳百川。。要把提升稿件质量作为生命线，成为提高期刊发展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性工程。学会集聚了

最优秀的智力要素和成果资源，是期刊发展的源头活水。要创新《科技导报》的组稿方式，建立与各学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强化顶

层设计和主动策划，贯通稿件组织的链条，以有效的激励机制形成对优质稿源的强大吸引力。要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提倡学术争鸣、

科学质疑、理性批判，鼓励标新立异。要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以职称、学历、出身论英雄，特别是对青年科技人员要格外关注，慧

眼识珠，当好伯乐，为青年人和“小人物”成长成才搭平台、树梯子。

要始终坚持全球视野要始终坚持全球视野、、开放办刊开放办刊。。要善于集成众智、博采众长、深入研究，充分借鉴国内外知名科技期刊成功经验，加快推出英文

版和网络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增强吸引力和传播力，讲好中国科技创新故事，促进我国对外学术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在国际

学术期刊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要树立通过合作参与竞争的理念，加强与国内相关学术期刊的交流合作，通过建立紧密的协调机制，做

到信息互通、互为补充，推动形成我国期刊发展和而不同、各显特色的良好合作态势。

衷心祝愿在科技界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科技导报》越办越好，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科

技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打造展示中国原始创新成果的
一流综合科技期刊

尚 勇

尚勇，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2016年1月 第34卷 第1期 总第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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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德继 yjzxqdj@163.com

副社长/副主编

史永超 shiyongchao@cast.org.cn

编辑部副主任

陈广仁 chenguangr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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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 雪 fuxue@cast.org.cn

韩星明 hanxingming@cast.org.cn

栏目编辑

李 娜 lina@cast.org.cn

祝叶华 zhuyehua@cast.org.cn

王丽娜 wanglina@cast.org.cn

本期执行责任编辑 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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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负责人

于 辉 yuhui@cast.org.cn

编辑部

010-62138113 kjdbbjb@cast.org.cn

订阅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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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7857

CN 11-1421/N

国内售价 37.50元人民币/期；900.00元人民币/年

国外售价 37.50美元/期；900.00美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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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基本参数：CN 11-1421/N*1980*TP*A4*148*zh*P*￥37.50*10000*13*2016-01-13

卷首语

1 打造展示中国原始创新成果的一流综合科技期刊

…………………………………………………………… 尚勇

主编寄语

5 创新办刊模式 扩大期刊影响 ……………………… 陈章良

院士寄语

6 从2015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说起 …………… 路甬祥

8 学科交叉驱动源头创新 ……………………………… 姚建年

科技风云

12 仰望2016年的星空 …………………………………… 鞠强

科技事件

14 载荷火箭首次回收 或将助力登陆火星……………… 王微

15 回收火箭的重要意义与关键技术…………………… 庞之浩

科技建议

22 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应加强知识管理……………… 蔡文东

专稿

23 2015年生命科学热点回眸 …………………………… 吴晓丽

36 2015年物理学热点回眸………………………………… 傅雪

48 2015年化学热点回眸 ………………………………… 田恬

57 2015年药物研发热点回眸 ……………………………… 田恬

65 2015年农业科学热点回眸 …………………………… 王媛媛

74 2015年信息科学热点回眸 ………………………… 刘志远

86 2015年地球科学热点回眸 …………………………… 刘志远

99 2015年环境科学热点回眸 …………………………… 祝叶华

114 2015年科技事件回眸 ……………………………… 祝叶华

121 2015年科学共同体回眸 ……………………………… 田恬

128 2015年值得记住的科技界声音 …………………… 王丽娜

综述

133 “十三五”可再生能源发展展望 ……………………… 任东明

学术聚焦

139 青蒿素研究者的无形资源 …………………… 杨柳，张小溪

科技纵横

143 简约之美 …………………………………………… 张天蓉

科学人物

144 宋延林：为印刷术描绘绿色未来 …………………… 胡俊平

科技职场

145 学术报告中的学术规范 …………………………… 徐旭东

《赛先生》专栏

146 将宇宙维系在一起的可能是量子幽灵作用 ………… 雨遇

书评

148 “最具文学性的一本科幻小说”——评石黑达昌《冬至草》

……………………………………………………… 姚利芬

特别栏目

10 热点排行

13 科技界声音

20 科学共同体要闻

141 国内期刊亮点

142 国外期刊亮点

宣传画廊

封二 2015“十大科学传播事件”

封三 2015十大“科学”流言终结榜

封四 2015“十大科学传播人”

目 次

KEJI DAOBAO

2016年第34卷第1期
（总第487期）
半月刊

1980年创刊

本期2016年1月13日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sunzheng
打字机文本
点击论文或者栏目标题即可跳转至相应页面



CONTENTS
Volume 34 Issue 1
(Sum 487)
13, Jan., 2016
(Established 1980)

Serial parameters: CN 11-1421/N*1980*TP*A4*148*zh*P*$37.50*10000*13*2016-01-13

Foreword
1 Toward the top-notch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journal communicating original innovations in China
……………………………………………………… SHANG Yong

Editor-in-Chief′s Words
5 Innovate the model to amplify the influence of journals

………………………………………………… CHEN Zhangliang

Academician′s Words
6 Talking from the 2015 top 1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 LU Yongxiang

8 Discipline-crossing actuates original innovations
…………………………………………………… YAO Jiannian

News Around
12 Looking up at the starry sky in 2016 ……………… JU Qiang

News Focus

14 Space X successfully landed its Falcon 9 rocket after
launching ………………………………………… WANG Wei

15 Great significance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rocket recovery
………………………………………………… PANG Zhihao

Suggestion

22 I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 CAI Wendong

Exclusive
23 Hot spots of Life Sciences in 2015 ………………… WU Xiaoli

36 Hot spots of Physics in 2015 ………………………… FU Xue

48 Looking back 2015 significant events in Chemistry
……………………………………………………… TIAN Tian

57 Looking back 2015 significant events in Pharmacy
……………………………………………………… TIAN Tian

65 Looking back 2015 significant events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 WANG Yuanyuan

74 2015 significant event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 LIU Zhiyuan

86 2015 significant events in Earth Science ……… LIU Zhiyuan

99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hot spot in 2015
…………………………………………………… ZHU Yehua

114 Ten major scientific controversy in 2015 ……… ZHU Yehua

121 2015 significant events by scientific community
…………………………………………………… TIAN Tian

128 The memorable sounds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2015
…………………………………………………… WANG Lina

Reviews

133 Outlook for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of 13th Five Year
Plan ………………………………………… REN Dongming

Focus

139 The invisible resources of the artemisinin researchers
…………………………………… YANG liu, ZHANG Xiaoxi

Perspectives
143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 ZHANG Tianrong

Scientists
144 SONG Yanlin: The green future of printing …… HU Junping

Careers
145 Academic norm in scientific presentation ……… XU Xudong

Special Column of Science
146 Spooky quantum action might hold the universe together

………………………………………………………… YU Yu

Book Reviews
148 A science fiction of the most literary flavor ……… YAO Lifen

Columns
10 Top News
13 Voice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20 Scientific Community
141 Domestic Journal Highlights
142 International Journal Highlights



2015年已经过去，2016年阔步前进。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科技导报》全体同事向广大读者、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

问候。

2015年，在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在《科技导报》编委会的辛勤努力下，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科技导

报》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一是学术质量进一步提高一是学术质量进一步提高。。2015年，《科技导报》出版24期，发表研究论文、综述文章420篇，刊登栏目文章260余篇，报道科技

新闻约1500条，约请两院院士撰写“卷首语”21篇；出版了“石墨烯材料”、“雾霾成因与治理”、“材料基因组计划”、“水安全与可持续利

用”、“作物基因组学”、“干热岩资源开发”、“卫星大气卫星观测”、“第七届中国科协期刊论坛”8个专题，在科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同时，约请了一批高水平学者就学界或社会热点科技问题撰稿，发表学术见解。例如“纪念相对论创建110周年暨阿尔伯特·爱因

斯坦逝世60周年”、“材料基因组——材料研发新模式”、“肿瘤的精准医疗:概念、技术和展望”等，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学科发展。

二是期刊学术指标进步二是期刊学术指标进步。。据中国科技信息情报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数据，《科技导报》2014年

核心总被引频次为1550，核心影响因子0.415，综合评分48.1,分别列综合类期刊的第2、第5和第2。比2013年的数据有较大增长，排

名基本相同。

三是创新出版三是创新出版33期特刊期特刊。。为了配合中国科协重要学术活动，出版了“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特刊”、“2015世界机器人

大会特刊”、“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报道特刊”3期特刊，邀请国内外一流科学家撰写文章，在科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是尝试改进四是尝试改进采编方式采编方式。。为了紧跟科学前沿，快速报道最新、最热的科研成果，采取了访谈、采访、大会报告录音整理等方式，满

足了快速出版的需要。

五是与新媒体进行合作五是与新媒体进行合作。。为了扩大《科技导报》的影响力，更广泛地传播，科技导报社与“赛先生”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可以共享

原创优秀文章，同时出版。为此，《科技导报》开设“赛先生”专栏，刊登文章7篇。2015年科技导报社与美国物理联合会进行接触，共

同商讨合作事宜。

六是举办六是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为了扩大《科技导报》在科学界的影响力，举办一期“科学百家讲坛”，邀请世界著名数学家、物理

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丘成桐作“纪念广义相对论创立100周年”的学术报告。

2016年，《科技导报》将有较大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每期以专题为主的出版模式一是每期以专题为主的出版模式。。作为综合类科技期刊，内容应该紧跟科技前沿和热点，较集中地报道相关内容，每期突出1~2
个主题，都应是目前大家最关心的科学主题，使得期刊更有特色和聚焦。

二是专题文章组成形式多样化二是专题文章组成形式多样化。。专题文章不拘于综述和论文类型的文章，还将加入相关的政策、项目、人物、历史、文化等类型的

文章，深度挖掘有价值的相关内容，把专题做成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

三是文章内容更具普适性三是文章内容更具普适性，，文字写作更具可读性文字写作更具可读性。。选取的专题应能够吸引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和大众阅读，文章的语言风格更容

易理解和阅读，从而更好地传播科学。

我相信，在大家的开拓进取和共同努力下，《科技导报》将越办越好，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祝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创新办刊模式 扩大期刊影响

陈章良，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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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20152015年国内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说起国际十大科技新闻说起
路甬祥

由科技日报社主办，部分两院院士、主流媒体负责人和

资深科技记者共同评选的2015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于

2015年 12月 27日揭晓，反映了过去 1年中国和世界科技创

新取得的新进展，反映了中国科技界、新闻界对科技创新前

沿及应用前景的关注，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中国科技创新能

力快速提升、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促

进人类文明持续繁荣进步的期盼。

2015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中，“单光子多自由度量子隐

形传态”、实验发现外尔费米子、获得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

结构图、锶87原子光晶格钟、暗物质粒子科学探测卫星等入

选，分属量子信息、粒子物理、生命科学、时间计量等领域国

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基础前沿研究能力和水平

的快速提升，并将为信息安全、高精确度时/频计量、精确定

位、分子生物与医药、宇宙物理研究等增添新知识、创造新方

法，为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提供新的科技支撑。

1971—1972年，屠呦呦首先从黄花蒿中成功提取并分离

出抗虐疾有特效的菁蒿素。今天，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

法，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疾标准疗法，挽救了全

球数百万人生命。她因此荣获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理所当然地被选入十大科技新闻。不仅反映了中国科学

家在本土做出的原创性贡献得到世界公认，提升、激励了中

国年轻男女科学家的自信心。而且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医药

典籍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认知天然植物资源药用价值所结

累的医药知识宝库，从典籍中获得启示、向自然学习探索，也

是原创研究和发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多项新政策并举，力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科

技体制改革入选。反映了公众对创新、创业引领、推动发展

和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的肯定和期盼。世界己进入知识网络

时代，信息知识等创新资源更可以开放公平、近零成本地被

分享，创新、创业更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跨国界交流

合作、共创共赢，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已成为潮流，法律政策制度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培育

凝聚创新创业人才、优化创新环境与文化建设等，已成

为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基础和保障。

防护等级最高的传染病实验室、实验发现外尔费米子、

首架C919大型客机正式下线、“悟空”暗物质粒子科学探测卫

星等项入选。得益于近十余年来中国基础前沿研究投入大

幅提升，对大科学工程、重要科研基础设施和商用大飞机等

重大工程项目的专项支持。确立了聚焦科学问题或工程产

业发展目标，建设创新平台、集聚优秀创新人才和团队，重大

创新成果或早或迟终会产生。

中国一些学者的论文被国际学术期刊大量撤回入选。

反映了科技界、新闻界和社会公众对学术诚信、学风道德的

关注，对一些单位实际存在的盲目攀比论文数量、影响因子

的担忧，对纠正学术浮躁、学术不正之风的关切，对抄袭、剽

窃他人学术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违法违规行为的深痛恶

极！学术浮躁、学风不正问题是误导扭曲、麻痹腐蚀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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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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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术生态的“鸦片”，科技界和全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尽快

校正和戒断。

评选上榜的2015年国际十大科技新闻中，有9项与量子

信息、宇宙探测、脑科学、健康免疫有关。足见信息、物理、航

空航天、脑与认知、生命健康、能源等始终是吸引科学家不懈

探索的基本科学问题和重点、热点，其中有2项是潘建伟、陆

朝阳和屠呦呦等中国科学家做出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在国际

科技创新舞台上的影响力。

国际峰会首次为基因编辑技术划出“红线”入选。反映

科技界和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和

法律问题的关注。2012年被誉为“基因剪刀”的CRISPR被科

学家发现利用，现已成为生物医学史上第一种可高效、精确、

程序化修改细胞基因组的工具。该技术可对包括精子、卵子

在内的活体细胞中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序列进行修剪、切

断、替换或添加，以改变其特定的遗传性状，让胎儿不再携带

遗传缺陷或致病基因。新技术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带

来新的伦理风险——生殖细胞基因治疗会不会超出必要合

理范围？不只是消除会致死或严重疾病的基因，而是拓展到

消除个体微小缺陷和差异，甚至改变容貌特征，最终走向“婴

儿定制”？！2015年 12月 1—3日，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国际

峰会上，来自 20多个国家的近 500位伦理学家、科学家和法

律专家经过讨论，发表峰会声明，明确划出了一道不得逾越

的“红线”：“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

类胚胎或生殖细胞。”鉴于该技术将带给人类治疗诸多遗传

疾病的巨大潜力，应当积极支持相关基础研究，审慎发展完

善技术，依法科学管理、规范利用。此前试管婴儿技术也曾

引起强烈争议，而今天已经成为常态。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相关法规和管理的完善，应用后果获得实践检验，伦理

观念也必然与时俱进。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全球气候新协议入选。标志着

科学界与全社会对科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巴黎协

定》制定了到 21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2℃的长期目标，考虑到小岛国的诉求，低于1.5℃作为理想愿

景。释出了清晰而坚定的信号：气候危机迫在眉睫，人类社

会正毋庸置疑地走向低碳转型的绿色发展之路。发达国家

承诺“在 2020年之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亿美元援

助”，各方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国家自主贡

献”的方式更广泛地参与减排。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进程

中，始终发挥着积极、建设性作用，不仅作出了到2030年碳排

放达到峰值的承诺，还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南南合作基

金”，为贫穷国家减排提供支持，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显然，诸如气候变化治理一般的全球问题，唯有积极主动，合

作应对，才有希望共赢。

值得指出的是，入选的国际十大科技新闻中，一半以上

出自美国科学家的贡献，反映了美国仍据当今世界科技创新

优势地位。除美国近百年来对基础前沿研究持续高额投入，

培育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外，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开放自由、宽

松包容、竞争合作、引领世界的创新生态和文化，孕育激励科

学家、工程师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不畏艰险的探索创新精神，

值得我们思考借鉴。2015年 11月 23日，亚马逊旗下的蓝色

起源公司发射的“新谢泼德”（New Shepard）探空火箭进入地

球大气层内的亚轨道飞行后，首次实现软着陆并回收。12月
21日，太空探索公司（SpaceX）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在将11
颗通讯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同时，成功实现一级火箭软着陆

和高精度回收。“猎鹰 9号”火箭发射一次需要 5400万美元，

但燃料价值仅20万美元。实现一级火箭回收使用，可降低发

射成本80%。实现大型运载火箭回收，说明“有梦想，才会有

成功”——有创新思维才能变“不可能”为“可能”；创新商业

模式也使得怀揣宇航梦想的私人企业能以不同方式参与通

常由国家主导的航天事业；虽一波三折，但屡败屡战、越挫越

勇，不怕挫折的执着创新探索精神为人类低成本实现太空梦

想注入不竭动力；美国政府不遗余力扶持民营航天企业，培

植竞争对手，引入市场机制、增大外部压力，推动NASA改革

僵化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做法，对我们也是新的启示。

由于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的评选范围限于2015年国

内外媒体公开报道的中国、世界科学技术重大进展的新闻，

评选的立意旨在面向社会公众进行一场年终科普，推荐候选

项目侧重于基础前沿领域及社会关注的重大科技新闻，并不

涵盖科学技术、工程与产业创新活动的全部，也没有重点关

注国内外有关发展理念、科技法律政策和国家创新战略的调

整变革。如2015年中国国庆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政治局

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

命运。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

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

重大战略实施好。”十八届五中全会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高度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

念。2015年，美国持续推进“先进制造发展战略”、德国全面

推进实施“工业4.0”、中国正式组织实施“中国制造2025”等，

制造大国相继实施创新引领和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等，

无疑将对中国和世界的科技与产业创新发生深刻而长远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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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驱动源头创新学科交叉驱动源头创新
姚建年

创新，是科技进步的核心，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

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强调，要努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勇

攀世界科技高峰。当今世界，环境、资源、经济、人口、健康及

和平安全等问题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

一系列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课题。这就要求科研人员

广泛地交流合作、取长补短，学科之间必须相互交叉、融合与

渗透。通过学科交叉来驱动源头创新，促进科学技术的全面

发展，开辟新途径以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回顾2015年重大科技事件，“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中国

药学家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因而被授予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的发现、

萃取、分析和临床应用无疑是医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协同

交叉作战的重大成果。越来越多科学家相信，只有通过发展

交叉学科，才能从根本上贯彻创新精神，保持自身研究基础

的特色和优势，结合上下游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在科学研

究深耕细作的今天有所突破，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传统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

可能出现“天花板”效应，迫使科学家将眼光放大到其他学

科，借鉴其有益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从而找到学术方向延伸

的新突破口。在我所熟悉的化学领域中，学科的开创和发展

一直伴随着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织共响。化学的本质是

研究物质变化的实验科学，其理论构架是以数学物理的模型

为基础，其应用导向是以材料器件的实现为前提。早在19世
纪末，荷兰化学家范托夫等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就从物理学的

方法和手段出发，研究化学体系中的各种现象和性质，总结

特殊规律，创立了化学领域第一个系统而完善的交叉学科

——物理化学。物理化学为化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手

段，而化学向下游学科的开拓，即与生物、材料、信息科学、工

程技术等学科进行交叉和融合，则提高了化学科学的实用价

值和应用潜力。从化学的微观机理来讲，需要与物理携手；

从化学的实际应用来看，需要与生物学联手；从化学的长远

发展来考虑，更需要广泛地与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

等结缘。

学科交叉已经成为各个学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

力。但需要认识到，学科交叉绝不意味着平地起高楼，而是

要在坚实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发展。回顾近些年来材料化学

前沿的发展，跨学科的课题越来越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即便

是由单一学科中起步的新方向，也会在深入探索的过程中融

入其他领域研究者的思路和方法。例如近10年来迅速发展

的二维材料石墨烯，其结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化学方

法合成的氧化石墨。随着20世纪晶体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

识到单层石墨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化学剥离的办法起初并

不成功，直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烈·盖姆（An⁃
dre Geim））和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Konstantin Novoselov）等
利用纯粹机械剥离的方法才制备出第一批高质量的石墨烯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

化学会理事长，英国皇家化学会 Fellow，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JST）中国综合研究中心顾问，国际纳米制造学会Fellow

8



科技导报 2016，34（1） www.kjdb.org

材料（因而获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继而物理学家又发

现了石墨烯作为一种二维电子气的各种奇异性质，例如高导

电导热性、高电子迁移率、室温量子霍尔效应等，极大激发了

人们的研究热情。同时，石墨烯作为一种高度对称的材料体

系，成为了很多理论研究的理想模型。石墨烯的各种优异性

能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电子工程技术的基础，然而其大规模

可控制备却又成为了前进的主要障碍。最近几年，化学家和

材料学家发展了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方法大面积制备高质量

石墨烯的新途径。由此可见，化学、物理、电子工程相互交

织，共同铸就了石墨烯这样一个新兴的研究前沿。

近几年来，中国在《Nature》、《Science》等国际顶尖刊物上

发表的高水平论文越来越多，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然而中国高质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仍然较少，国际顶

尖科学家相对匮乏，各学科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交叉科学还不够重视，相应的交叉科学管

理模式、成果评审制度等还不够健全，科研人员之间缺乏交

流，这些因素抑制了学科交叉对科研创新的重要促进作用。

为此，需要国家通过战略需求引导科技项目的研究方向，推

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科技项目评审评价机制，根

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包括交叉学科在内的不同学科的

特点），进行科学的分类评价，促进科学家开展交叉学科问题

创新研究，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 培养跨学科的人才、建立交叉学科的研

究领域, 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学科

交叉不是盲目地进行知识技术上的合作，而是要以本专业的

认识水平和研究基础为根本，通过理念和思想上的交流，发

现认识问题的新角度及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样的学科交叉

才能成为具备更高价值的新出发点。这就需要改变现有的

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打破过度专业化的垄断现象，建立各学

科之间交流的新型研究模式，同时加强体制改革与完善，重

视人才引进，鼓励原始创新，利用已有的各学科的研究成果，

发挥学科交叉激发出的新活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做

出贡献。

回顾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化学、物理、生物和材料等学

科是人类在不断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产生的，本来就是科学

之树上同根同源的重要分支。学科交叉是根须之间的交错

和缠绕，使得不同的学科分支都能更加强韧，深入到那些未

被探索的肥沃土壤，产生更具生命力的学科分支。它们之间

的交错和缠绕，必将使科学之树更加茁壮，绽放出更多样更

灿烂的科技之花。

最后，祝《科技导报》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早日实现

办成一份有影响、有特色、有品位的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

学术期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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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52015--1212--1616至至20152015--1212--3131；；排行依据排行依据：：本刊遴选出的本刊遴选出的30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1 2015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揭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5日，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评选的2015年度“中

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经过形式审查、学部初评、项目终审

评选专项工作和项目公示等流程后在京揭晓。

此次入选项目分别为：人类原始生殖细胞发育过程中基因

表达网络的表观遗传学调控；发现宇宙早期发光最亮、中心黑

洞质量最大的天体；空间基地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地基综合

实验装置——月宫一号；炎症消退和免疫稳态调控的新机制研

究；1.1类原创新药——口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神光 III激光

装置中的靶场光电及控制系统；农业革新促使史前人类永久定

居青藏高原；酵母剪接体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及其工作机理研

究；纳米尺度量子精密测量；镍、钼、钨资源高效利用。

图片来源：科学网

2 “悟空”首获科学探测数据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24 日 17：55，中国

空间科学卫星系列首发

卫星——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悟空”，在升空

后的第 7天，经卫星平

台测试、有效载荷管理

器加电测试后，第一批

科学数据下传至中科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

科学任务大厅。

3 2015年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颁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22日，第十二

届中国青年女科学

家奖颁奖典礼在北

京举行。9位青年

女科技工作者从

172位候选人中脱

颖而出，获此殊荣。

获 奖 者 分 别

是：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彭新华、浙江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胡海岚、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员王玲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研究员吴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李赞、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华、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郭旺

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吴蓓丽以及第四军医大学

神经外科教授杨倩。

图片来源：欧莱雅公司

4 2015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名单发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30日，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在 京 公

布 2015 年度

“十大科学传

播人”。经过

专家初选，网

络 投 票 和 专

家终评，评选

出“十大科学

传播人”。

中 国 工

程院院士陈君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

邓涛、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黑龙江

省知名校外科技辅导员李光、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

长李淼、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教授马冠生、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副局

长吐尼亚孜·沙吾提、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和中国气象局正研

级高级工程师朱定真10人入选。

5 中国南极科考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30 日 消

息称，目前正

在 南 极 格 罗

夫 山 地 区 开

展 工 作 的 中

国 南 极 科 考

队 取 得 多 项

突破性成果，

包 括 首 次 在

格 罗 夫 山 地

区获得连续2
年 的 天 然 地

震观测数据，首次在该地区梅森峰找到高压麻粒岩样品，并探知

深度达1500 m的山前冰下盆地地形。

2015年，中国科考队首次在格罗夫山地区的梅森峰发现高

压麻粒岩，这将有助于重建该地区与泛非期碰撞造山事件相关的

变质演化轨迹及其大地构造背景，从而为正确理解冈瓦纳古陆的

形成聚合过程提供依据。此外，科考队还在往年考察基础上，利

用冰雷达技术探测到1500 m深处的山前盆地地形，为寻找格罗

夫山可能存在的古沉积盆地并对之钻探取样奠定基础，这将为研

究南极内陆冰盖进退和气候演化的历史提供依据。

图片来源：光明网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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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石化涪陵页岩气田建成50亿方产能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016年全国

能源工作会议 12
月29日在北京召

开。会议明确了

“十三五”能源发

展总的目标要求，

其中之一为大幅

度增加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逐步

提高天然气消费

比重，绿色低碳发

展取得新进展。

30 日 ，中 国

石化正式宣布：国

家级页岩气示范区——中国石化涪陵页岩气田顺利完成50亿

方/年产能建设目标。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实现商业开发的大型

页岩气田一期正式建成投产。与此同时，中国石化还表示，将

正式启动二期50亿m3建设，力争2017年建成百亿方大气田，

助推中国非常规天然气——页岩气加速迈进大规模商业化发

展阶段。

8 科学家将首次打穿地壳与地幔边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8/30]

“决心”号

大洋钻探船自

16 日晚抵达西

南印度洋后，稳

稳地停在目标

海域，连夜展开

大洋钻探工作。

来自美国、

英国、中国等12
个国家30名科学家参加的这次大洋钻探活动，准备在西南印度

洋中脊一处名为“亚特兰蒂斯浅滩”的地方，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打

穿地壳与地幔的边界。整个钻探计划分３个航次，本次开展的是

首次钻探。

图片来源：新华网

9 欧核中心“新粒子”引发论文潮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8日消息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可

能找到了一种新的粒子，这种诱人的“可能”让理论物理学家的论

文在短短2周内如潮水般涌出。

自 15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宣布了他们的新发现

后，论文预印本平台arXiv已经发布了95篇专门讨论这种假想新

粒子的研究论文。

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arXiv平台创立者保罗·金斯帕说，这

一论文发布潮令之前两次类似的论文发布事件相形见绌：一次是

2011年乳胶追踪中微子震荡计划（OPERA）的科学家宣布中微子

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另一次是2014年科学家宣布借助架设于

南极的BICEP2望远镜发现了引力波。这两次研究发现在质疑面

前都没能站住脚。

10 韩国宣布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结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韩国在确

认第一例中东

呼 吸 综 合 征

（MERS）7 个

月后，正式宣

布 ，MERS 疫

情于当地时间

12 月 23 日

24：00结束。

最后 1 位

感染MERS病毒的患者于11月25日死亡——死因并非MERS，
而是同样也会妨碍其清除病毒的恶性淋巴瘤。韩国官方严格遵

循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方针，在 28天——2倍于MERS
病毒 14 天的潜伏期——后宣布 MERS 疫情正式结束。根据

WHO标准，最后1名患者在连续2次病毒检测中被确定为阴性之

日起，28天后即可宣布疫情结束。

施工人员正在“压裂井工厂”平台

调试页岩气关键技术——泵送桥塞

与多级射孔联作技术设备装置。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MERS 病毒
图片来源：Scinceside/Wikimedia

6 《Nature》杂志评出2015年度十大人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Nature》杂志 17
日公布了由其评选出

的 2015 年度十大人

物，其中出现了 2张中

国面孔，分别是中国中

山大学的生物学家黄

军就和美国斯坦福大

学华裔女科学家鲍哲

楠。

黄军就和他的团

队利用最新的 CRIS⁃
PR-Cas9基因编辑技

术，成功修改了人类胚

胎的 DNA，为治疗一

种在中国南方儿童中

常见的遗传病——地

中海贫血症提供了可

能。鲍哲楠则因在人

造皮肤研究中取得突

破性进展而入选。今

年，她带领研究小组用

碳纳米管制造出了一

种具有触觉、能分出轻重的人造皮肤，该成果为机器人制造、可穿

戴设备等领域带来了无限可能。

黄军就

鲍哲楠

图片来源：《Nature》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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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不仅会回顾

过去一年里的得失，更会对新的一年寄

予希望。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不断

推动科学进步，开辟科学新的疆域。我

们由此相信，2016年我们仰望的星空，也

会更加绚丽。

2015年中国空间科学研究取得许多

重大成果，而在 2016年第 1天，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就对外发布 3项天文观测

新成果，分别是光谱巡天、快速射电暴和

黑洞观测（2016年1月1日国家天文台）。

第 1 项成果是基

于国家大科学装置的

科 研 成 果 。 截 止 到

2015年 6月，中国自主

建造的、目前世界上光

谱获取率最高的天文

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圆满结束正式巡

天的3年观测任务，成功获得了高质量恒

星光谱 462万个。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薛

随建随建表示：“这比世界上所有已知光谱巡

天项目获取的数据总数还要多，相当于

对银河系内的恒星做了一次较大范围的

‘人口普查’”。通过这一巡天任务，科学

家发现了一批银河系内的古老恒星，并

精确测量了太阳的本动速度。第 2项成

果是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在2015年参与

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发现了快速射电暴，

猜想可能是一个近期的超新星遗迹或是

活跃的恒星形成区。第 3项成果是国家

天文台研究团队联合美国科学家对No⁃
va Muscae 1991（苍蝇座新星）黑洞数据

的测量。这个距离地球 16000光年的黑

洞虽然已经被发现 20多年，但科学家一

直对它的具体性质知之甚少。这一次，

中美科学家测出这个黑洞的质量是太阳

的11倍，转动速度是每秒钟379转。

这是成立于2001年的国家天文台15
年来首次向公众发布重大基础性成果。

薛随建也表示：“希望通过定期发布让科

研成果更接地气，激发广大社会群体投

身太空探索的热情。”

这种面向公众的发布无疑是一次有

益的尝试，也说明我国的科研机构越来

越重视科学传播的意义。2015年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公布“新视野号

（New Horizon）探测器抵达冥王星”“发现

最 接 近 地 球 的 系 外 行 星 ——Kepler
452b”及“火星上发现液态水”等几个重

大发现的时候，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

提前向公众预告。这样不仅使得学术界

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这些最新成果，同时

也引发公众对太空探索的高度关注。科

学研究需要公众的支持，而支持的前提

正是关注和了解。NASA的做法值得更

多中国的研究机构学习和借鉴。

2015年火星上发现液态水的消息，

加上年底科幻大片《火星救援》的上映，

使得我们对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移居火

星变得有所期待。但是就在新年即将到

来的时候，NASA 却宣布将取消原定于

2016年 3月向火星发射“洞察力”号（In⁃
Sight）探测器的计划，原因是由法国负责

研制的作为探测器上主要科学仪器的地

震仪存在泄漏问题（2015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科学报》）。

“洞察力”号探测器原计划在2016年
3月 4—30日这个发射窗口发射升空，并

在火星赤道附近降落，任务期为期 2年。

它的任务是通过探测火星地震如何在这

颗星球上回响，帮助科学家了解火星的

内部构造，并研究类地行星及其地核、地

幔和地壳的形成机制。在此之前NASA
虽然向火星发射过多部火星车和其他探

测器，但任何探测任务从未做到这一点。

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CNES）负责

研发的地震仪要求对 3个主传感器进行

真空密封，以避免受到火星恶劣环境的

影响。2015年早些时候，该机构曾经发

现过泄漏问题并成功修复，但此次在封

装前再次检测到泄漏问题。CNES的项

目小组正在寻找修复方案，但已经肯定

赶不上预计的发射日期。而此次延期不

仅意味着“洞察力”号探测器在2016年升

空无望，而且将不得不再等待26个月，直

到下一个发射窗口的到来。

NASA的官员 John Grunsfeld表示：

“发射没有解决真空问题的‘洞察力’号

探测器，一旦它到达火星，将完全阻止地

震仪收集数据”。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对

在2018年的下一个发射窗口期前修复相

关问题表达了充分的信心。

这一次“洞察力”号推迟发射再一次

说明太空探索绝非一片坦途，《火星救

援》中发生的意外也并不鲜见。不过，我

们还是可以对2016年的空间探索充满期

待。2015年年底，《Nature》杂志就盘点了

2016年值得期待的科学事件，其中包括

多件太空研究领域内

的大事（2015年 12月

31日果壳网）。虽然

“洞察力”号失去了年

3月的发射窗口，但欧

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联

邦航天局将会抓住这一机会。两家机构

联合研制的“地外火星”号（ExoMars）将

会在3月份发生升空，到达火星之后会分

析火星大气层的气体成分，并测试着陆

技术。此外，NASA的“朱诺”号（Juno）将

于 7月抵达木星。在 9月，欧洲航天局的

“罗塞塔”号（Rosetta）飞船将会冲向它所

环绕的彗星，迎来旅程的终点。

《Nature》记者Elizabeth Gibney当然

不会忽视在空间探索中日益扮演重要角

色的中国。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

项首批 5颗科学卫星中的第 1颗——“悟

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器（DAMPE）已于

2015年 12月成功发射升空。2016年，中

国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还将会发射另外两

个空间科学探测器，也就是该项目中的

第 2颗和第3颗科学卫星：世界首个量子

通讯测试卫星将于 2016年 6月发射，而

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将在2016年年底升

空。我国还将于 2016年 9月完成 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建造，它

将取代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台，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当我们迎来2016年第一缕曙光的时

候，夜空的璀璨还未散去。生活在这颗

蔚蓝星球上的智慧生命会期待在新的一

年里对浩瀚的星空有更深的洞见，并由

此了解宇宙的故事和自身生存的意义。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仰望仰望20162016年的星空年的星空

当我们迎来2016年第一缕曙光的时候，不仅会感慨银河系里的

一颗行星又绕着它的恒星转了一圈，而且会期待在新的一圈征程中，

可以对星空有更加深刻的洞见。

·科技风云·

12



科技导报 2016，34（1） www.kjdb.org

·科技界声音·
智能制造是一个很长远的发展目

标。具体而言，其包含了制造业的数字

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作为新一轮工业

革命核心技术，智能制造应该成为《中国

制造2025》的制高点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 周济周济

《中国科学报》[2015-12-28]

社会发展对人的需求是多元多样

的，试图用一种标尺去衡量、改造所有大

学，以片面理解的一流性取代多样性的

做法，如同削足适履，适得其反。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要以每一所大学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为前提，结合其在国家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中肩负的责任，发挥每所高校

的学科优势，努力维持教育的多样性，避

免“千校一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校长同济大学校长 裴钢裴钢

《中国教育报》[2015-12-26]

一个成熟的科学家不会人云亦云，

一味跟踪模仿，而是会注重开展有意义

的创新性工作，不断开发新技术、拓展新

领域，形成自己鲜明的标签和特色。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周琪周琪

《中国科学报》[2015-12-29]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据正在以

爆炸性的规模增长。中国应当加快国家

大数据建设进程，把大数据做大做强，服

务国际，引领世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遥感中国科学院遥感

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 郭华东郭华东

《中国科学报》[2015-12-21]

中国是世界环境压力最大、矛盾最

多、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因此，面对如

此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加快绿色发展，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迫切。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吴晓青吴晓青

《中国青年报》[2015-12-20]

只要是经过严格科学评估、国家依法

批准的转基因产品，在安全上是没有问

题的，其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转

基因产品从研究到上市共需要经过6道

环节，没有任何一种食品有这样严格的

审批要求。我们要通过不间断的科普工

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转基因、明白什么是

转基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许智宏许智宏

《中国科学报》[2015-12-30]

21世纪将会是量子力学和引力理论

相结合的世纪。我们期待量子引力学能

够在21世纪完成，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我

们了解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更需

要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家们的互相合

作才能最终成功。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教授 丘成桐丘成桐

《中国科学报》[2015-12-23]

对于三峡工程，决不能采取简单的

利弊分析法。三峡工程从论证、决策、兴

建到运行，凝结了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

的智慧、全国亿万人民的期盼、千万工程

建设者的心血、百万移民群众的奉献。

三峡工程的建成投运，对长江经济带建

设，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我国的

综合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长江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院院长设计研究院院长 钮新强钮新强

《人民日报》[2015-12-18]

暗物质例子探测卫星“悟空”开始工

作后，我们将能够在更长时间和更大范

围里探测暗物质，我们期待能获得比较

准确的、可以说服科学家的暗物质迹象，

研究暗物质的性质。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中子探测器—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中子探测器

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马涛马涛

科学网 [2015-12-17]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在学科建设中

逐渐发现，曾经的大学科、大定律不具有

普遍性。而且，出现的特例越来越多，想做

到形式化越来越难，只能用小学科、小定

律、大模型精细刻画并解释各种各样小范

围的现象，描述其形式化约束，服务小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理事长学会理事长 李德毅李德毅

《中国科学报》[2015-12-24]

存医是医学文化生态、文化遗产的

保存，体现的是经验价值、文化价值、思

维启迪价值及科学价值；验药则是通过

实验与检验，来发掘传统药物的价值，为

开发新药、验证药效、减少毒副作用，提

高传统药物的普适性，才能真正造福人

类健康。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

张大庆张大庆

光明网 [2015-12-26]

尽管人类的科学手段在短期内还无

法做到准确地预报地震，但通过研究地

震的本质，就有可能为未来的突破奠定

基础，所获的成果也可用于指导防震减

灾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陈晓非陈晓非

《科技日报》[2015-12-13]

植树造林增加植被对风速肯定有影

响，北京的沙尘暴天数明显减少就是因为

北京周边、内蒙古等地造林工程的直接结

果。不过植树造林对降低风速的影响是

有限的，而且影响的主要是地表风速。

———国家林业局局长—国家林业局局长 张建龙张建龙

《新京报》[2015-12-30]

实验室检测方法和仪器很难及时、

快速而全面的从各环节监控食品安全状

况，而快速、方便、准确、灵敏是食品安全

快检技术的最大优势。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 邹明强邹明强

《科技日报》[2015-12-30]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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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火箭首次回收载荷火箭首次回收 或将助力登陆火星或将助力登陆火星
北京时间2015年12月22日上午，美

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 X）的“猎鹰-
9”运载火箭带着 11颗卫星升空，大约 10
分钟后，第一级火箭被成功回收。火箭

在载荷发射到太空后安然返回了地球，

在人类历史尚属首次。Space X公司首

席执行官Elon Musk随后表示，火箭回收

使我们建立火星基地成为可能，为人类

在火星建造城市铺平了道路，这是未来

人类在火星上生活的重要一步。对此，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庞之浩庞之浩

告诉《科技导报》“从长远看，如果低成本

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取得了实用性进

展，就能大大加速人类进入太空的步

伐，使人类探访甚至移居其他星球的梦

想成真。”

实现火箭回收可调节发动机是关键

美国东部时间 2015 年 12 月 21 日

20∶29，耀眼的火光划过佛罗里达州卡纳

维拉尔角的夜空，“猎鹰-9”火箭成功发

射，2分24秒之后，火箭多级分离，发射后

的 4分钟左右，第一级火箭返回飞行点

火，9分40秒时第一级火箭平稳降落在发

射台以南9.65 km的陆上着陆平台。

对于这场任务的难度，Wait but Why
网站的作者Tim Urban形容，“相当于在

一场暴风雨中，发射一支细铅笔飞跃高

102层的纽约帝国大厦，并让铅笔稳稳地

落在大厦另一边的鞋盒内。”因而，要实

现火箭的动力反推垂直回收需要攻克几

项关键技术。在庞之浩看来，控制火箭

姿态和落点精度、保证火箭发动机推力

可调节和多次启动，再入隔热技术以及

着陆支架技术是保障本次火箭回收成功

的几个关键技术点。

火箭细长的体形容易发生侧翻，增

加了垂直精准降落的难度，对控制系统

的要求也很高。“猎鹰-9”是通过箭上的

液氮推力器来调整姿态，箭体上有4个可

展开的栅格翼，协助保持火箭返回时的

稳定性。在火箭下落速度的控制中，“猎

鹰-9”是通过主发动机3次点火制动减速

来控制火箭的下落速度，由 1300 m/s减
速为2 m/s。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

究员郑永春郑永春在为《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

中也提到可调节推力的火箭发动机是成

功的关键，他指出“猎鹰-9”的第一级火

箭共有 9台发动机，在回收着陆的时候，

关闭 6台，只有其中的 3台工作，其推力

是精确可调的。以飞行器的总体设计和

结构设计为研究方向的西北工业大学学

生王然王然，一直在关注此事件进展。他告

诉《科技导报》，除了主发动机以外，“猎

鹰-9”上安装的姿态发动机（即横向推

力器）也是保证其稳定落地的关键所

在，该类发动机可以在水平方向上增

加控制力，使箭体在垂直回收降落阶

段，保持垂直姿态。

尽管 Space X已经顺利完成火箭回

收的任务，但是要达到可重复使用的目

的，还需要对回收的火箭进行评估。在

降低飞行成本方面被寄予厚望的航天飞

机已经实现了部分重复使用，但是由于

维修费用过高，美国也不得不暂停使

用。因而，“猎鹰-9”是否只需经过简单

低成本的维修就能再次发射，成为其被

成功回收后，人们新的关切点。Elon
Musk介绍，将对回收的火箭开展一次静

态点火测试，以检查其是否仍能工作。

王然说，一般需要对火箭的结构部分（箭

体、储箱、分离面、发动机尾喷管）、电子

元器件以及发动机进行可靠性检测与评

估。令人欣喜的是，2016新年伊始，Elon
Musk就宣布，在经过详细检查后，“猎鹰-
9”可随时重返战场。但按照他之前的想

法，回收的一级火箭将被保存起来，以示

纪念。

可重复使用火箭将大大降低航天成本

在人类探索太空的进程中，火箭的

地位举足轻重。1903年齐奥尔科夫斯基齐奥尔科夫斯基

推导出火箭在发动机工作期间获得速度

增量的公式，时至今日，火箭的常规发射

的成功率已经很高。然而，Space X的火

箭回收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初

开始，猎鹰 9号火箭升空执行 CRS-5任

务，到成功回收一级火箭，SpaceX先后经

历了三次失败，这在航空探索中也并不

算罕见。在此期间，美国蓝色起源公司

（Blue Origin）宣布其所拥有的新谢泼德

飞行器（New Shepard）实现了火箭从太空

返回的首次软着陆。但是业内专家普遍

认为，这“猎鹰-9”火箭的回收不可同日

而语，前者并不具备将航天器发射入轨

的能力。尽管有人质疑本次火箭回收在

技术上并不算重大的突破创新，人们对

一次商业行为有些赞誉过度，但几乎没

有人否认本次事件在对人类航空事业的

重大贡献。

火星探索（Explore Mars）组织的执行

理事 Chris Carberry曾对媒体表示，“他

们这一阶段的着陆回收非常重要，能够

回收火箭是开发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

之一，这可以明显降低发射成本。此外，

这种能力将大幅缩减人类登陆火星的成

本。”该组织旨在推动人类在未来20年登

陆火星。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罗戈津罗戈津

公开对 Space X所做的工作表示尊敬，

将其视为俄罗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竞

争者。

按照 Space X的计划，2016年 1月，

该公司将尝试在海上平台回收火箭，较

之陆上回收，难度更大。该公司还计划

在第二季度发射运载能力达 53 t重型猎

鹰火箭，一旦回收成功，将公布载人火星

计划，按照Elon Musk的说法，2025年前

后将有人类登上火星。

Space X是否能按部就班地实现今

年的目标，答案将很快揭晓，能否按时登

上火星，我们也将拭目以待。无论如何，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火光已经将

人类探索太空的道路照得更加明亮。

文//王微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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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22日，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Space-X）用猎鹰-9火箭成功发

射了轨道通信公司的 11颗小型通信卫

星。这不仅是猎鹰-9火箭自2015年6月
28日发射失败以来的首次发射以及升级

版猎鹰-9火箭的首次使用，更重要的是

猎鹰-9火箭在世界上首次成功进行第一

级有动力垂直回收（图1），从而在人类历

史上率先验证了轨道运载火箭的回收技

术，为未来打造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大

大降低运载火箭发射成本奠定了重要技

术基础。

回收火箭意义重大

众所周知，目前的运载火箭都是一

次性使用的，长久以来航天发射成本居

高不下，发送质量 1 kg物质上天的成本

约为 1～2万美元，大大影响了人类开发

太空的规模和效益。比如，作为目前世

界上最便宜的猎鹰-9火箭总造价约为

5000多万美元，而其推进剂的成本只有

20万美元。因此，如能够回收火箭，经过

简单维修后再重复使用，则可以极大降

低发射成本。Space-X自设计之初就一

直在研究如何回收以及重复使用猎鹰-9
火箭的有关技术。如

果能回收并可低成本

重复使用猎鹰-9 火

箭的第一级，可降低

火箭成本 80%；如果

第一二级火箭都能回

收并低成本重复使

用，则可降低火箭成

本的 99%。Space-X
总裁马斯克曾表示，

可重复使用火箭将使

空间探索成本降低两

个数量级。

另外，回收火箭

还能保障地面人员和

财产的安全，避免火

箭残骸落入民居损坏

财物甚至伤人。如果

最终能够研制出低成

本的可重复使用火

箭，也意味着届时可

以设计出比现在便宜

得多的卫星，而不必

再花费大量资金来确

保其长寿命的工作状

态——如果卫星坏

了，再发射一颗填补空缺便是。

美国政府在“三角快帆”等垂直起降

重复使用验证机相继失败后，更多地关

注试验性太空飞机-1等带翼水平返回的

重复使用技术方案。此次 Space-X在这

一技术方案上的成功可能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未来重复使用技术发展的方向。

当然，首次成功回收火箭第一级是

研制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第一步，以后还

需多次试验，由成功变为成熟；接着，还

要突破和掌握回收第二级技术；最后是

突破和掌握经过低成本维修后的重复发

射技术。

至今，载人航天最大瓶颈之一就是

成本太高，因而限制了进入太空的人

数。从长远看，如果低成本可重复使用

的火箭技术取得实用性进展，就能大大

加速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使人类探访

甚至移居其他星球的梦想成真。

猎鹰-9的升级改进

猎鹰-9火箭由Space-X从2002年开

始研制，设计理念是简化结构，将故障消

除或最少化；主要特点是高可靠、低成本

和快响应；最终目标是打造成世界第1种
二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它是一种采用液氧/煤油作为推进剂

的两级火箭，总高 68.4 m，直径 3.7 m，有

3种构型，一种安装5.2 m直径整流罩，用

于发射卫星；第2种用于发射“龙”飞船；

第3种是大型运载火箭，即在猎鹰-9的基

础上捆绑2台液体助推器（由猎鹰-9第一

级改进而成），用于发射大型航天器。猎

鹰-9 系列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9.9～32 t，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

4.9～19.5 t。
该火箭的第一级安装了 9台隼—1C

发动机，目的是在第一级火箭飞行过程

回收火箭的重要意义与关键技术回收火箭的重要意义与关键技术
庞之浩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 北京100086

图1 升级版猎鹰-9火箭的第一级成功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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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使单台发动机从始至终未能点火

工作，或在第一级工作末期多台发动机

关机时，猎鹰-9火箭仍能完成发射任务，

这是一大创新，并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

的。

Space-X的发射操作原则是显著地

减少操作人员以及在发射场消耗的时

间，所以发射猎鹰-9火箭时操作既简单

又高效，并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率。其标

称的发射操作时间为 16天（从火箭运抵

发射场开始）。

该火箭不仅已用于发射“龙”货运飞

船，还用于发射多种商业卫星。由于价

格便宜、可靠性高，能以每次5000～6000
万美元的发射价格支持航天发射任务，

所以猎鹰-9火箭现已获得大量航天器发

射订单，供不应求，甚至将发射美国军用

卫星。

2015年 12月 22日发射的是首枚升

级版猎鹰-9，其主要改进的地方是：第一

级增加了液氧箱和煤油箱的长度，提高

了推力；第二级延长了 0.5 m，用于增加

推力，减轻第一级的工作负担，以便回收

第一级；火箭总高度增加了约 1.5 m，达

到 70 m；第一级发动机改用推力增加了

16%的隼-1D，每台隼-1D海平面推力为

756 kN，真空推力为825 kN；第二级发动

机改用推力增加了 17%的隼-1D Vac，其
真空推力为 935 kN；加注的液氧温度降

低到了-207℃（比液氧的沸点-183℃还要

低）通过降温提高推进剂密度，可以将液

氧的加注量提高 8%～15%，从而提高了

火箭的运载能力；煤油的温度也从室温

降至-7℃，在粘度不影响燃料特性的前提

下，其密度提高 2.5%～4%；火箭第一级

和第二级之间的级间连接也进行了改

进，以容纳新型发动机真空喷嘴，具有一

个中心推杆，以辅助级间分离；火箭总推

力提升了约 30%；使火箭可将更重的通

信卫星送至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并仍留

有足够的推进剂以执行着陆回收试验。

火箭回收的3种方案

火箭的回收方式一般有3种方案。

第1种是降落伞垂直下降方案，即在

火箭分离后先进行空中制动变轨进入返

回地球大气层的返回轨道，接着在低空

采用降落伞减速，最后打开气囊或用缓

冲发动机着陆。这种方案与回收飞船返

回舱和返回式卫星类似。

第2种是动力反推垂直下降方案，其

空中变轨制动同第1种，但在低空采用发

动机反推减速，以垂直下降方式降落地

面，美国猎鹰-9火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

案。

第3种是滑翔飞行水平降落方案，即

箭体采用翼式飞行体，在变轨制动后，火

箭像飞机一样水平降落返回地面。这种

方案又分为有动力和无动力两种，后者

完全依靠翼身的气动力滑翔飞行（与美

国航天飞机着陆类似），而前者是采用装

有涡喷发动机的翼式飞行体，在返回地

面过程中启动涡喷发动机进行巡航机动

飞行，可实现更大范围的回收区选择（与

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着陆类似）。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也一直致

力于火箭回收技术的研究。2015年11月
下旬，该院成功完成了运载火箭子级回

收群伞空投试验，这标志着我国运载火

箭在部段回收技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离实现可重复使用又近了一步。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拟采用降落伞垂直下

降方案来回收火箭。未来，火箭的芯一

级还将增加“返航”设计，通过携带供自

身返回的燃料，自主飞回预定区域，以

备重复利用，从而降低运载火箭的发射

成本。

美国航天飞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实

现可回收并能部分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输

器。它由助推器、轨道器和外贮箱3大部

分组成。助推器相当于运载火箭的第一

级，它在分离后飞行速度不大，所以没进

行空中变轨制动，回收采用降落伞垂直

下降方案。轨道器相当于运载火箭第二

级，飞行速度较大，在返回地球大气层之

前进行了变轨制动来降低飞行速度并改

变飞行方向（调整姿态返回），航天飞机

轨道器是翼式飞行体，回收采用无动力

滑翔飞行水平降落方案，它能像飞机一

样水平滑翔降落于预定回收地点的机场

跑道上。外贮箱是一次性使用，不回

收。虽然美国航天飞机在回收技术上取

得了巨大成功，但风险大、费用高。

其实，在航天活动中进行回收的思

路和做法并不新鲜，人类已经进行过大

量的回收活动。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都

是回收的，因为载人航天必须回收。美

国曾发射过135架次航天飞机，成功回收

133架次，苏联也回收过 1次无人暴风雪

号航天飞机。美苏都多次回收过大量载

人飞船，只失败过 2次，我国成功回收了

所发射的10艘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大部

分是不回收的，只有美国的“龙”飞船是

回收的，因为它要带回一些实验样品来。

各类返回式卫星也是回收的，美苏

都多次回收过返回式卫星，我国曾成功

回收过22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返回式遥

感卫星现在用得很少，目前主要用传输

式遥感卫星，但是现在又有人提出研制

可重复使用返回式卫星，因其会大大降

低成本。返回式卫星可用于科学实验，

有些生命科学实验等在太空停留时间不

能太长，要在空间站上进行，返回一次时

间比较长，所以这种短期实验用返回式

卫星比较合适。

但是，由于尺寸、外形等原因，回收

火箭的难度要远大于航天飞机、宇宙飞

船和返回式卫星的回收。因为火箭外形

细长，不好控制其姿态。

火箭回收的关键技术

早在 20世纪 90年末，美国麦道公司

就开始用“三角快帆”（图2，又叫“德尔他

快帆”）飞行器试验动力反推垂直下降技

术。“三角快帆”是世界上第1个以火箭发

动机为动力、垂直起降的完全重复使用

运载器。它进行了4次飞行试验，最大飞

图2 世界上第1个以火箭发动机为动

力、垂直起降的完全重复使用运载器

“三角快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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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高度 3155 m，然后像直升机一样，用 4
台小发动机反推减速，最终达到平稳着

陆的目的。后来由于在第 4次飞行试验

中“三角快帆”被烧毁，使该计划提前结

束。不过，“三角快帆”的垂直起降试验

表明，火箭采用动力反推垂直下降技术

是可行的。然而，要实现火箭的动力反

推垂直下降，需攻克几项关键技术。

一是控制火箭姿态和落点精度技

术。火箭在返回过程中，需要对其姿态

不断进行控制，这对火箭的可操控性和

稳定性要求都很高。越是细长的东西，

越不好控制其姿态，要使细长的箭体垂

直精确着陆在指定地点就更难。其主要

表现是：在返回过程中，火箭各级再入速

度大，在5～20 km高度经过“大风区”时，

会受到较大干扰。即使火箭具备控制能

力，“大风区”的干扰对子级返回过程的

姿态控制仍然是一个挑战。克服了来自

“大风区”的干扰，火箭在着陆前的垂直

姿态控制仍是难点。在火箭着陆前，姿

控系统需要将火箭调整为垂直姿态，

尽量减少各种干扰对着陆过程造成的

影响。

在返回过程中，猎鹰-9通过箭上的

液氮推力器来调整姿态，以应对气动扭

矩和旋转的影响，使其几乎没有任何滚

转，在降落过程中一直与地面保持垂直

状态。有人形容其难度犹如“在狂风中

让一根扫帚平稳地直立在手掌上”。其

箭体上有4个可展开的栅格翼，在起飞时

保持收起并在再入大气层时打开。它用

于增强火箭返回地球时的稳定性，通过

GPS卫星制导来协助控制火箭朝着陆地

点降落，使其最终落地的精度在 10 m左

右。每个栅格翼的滚转通道和倾斜通道

都是相互独立的，通过开式液压系统作

动，液压油从高压贮箱流经作动机构后

直接排出箭体外部，可以在大气飞行过

程中利用气动力进行姿态稳定控制，以

控制滚转、俯仰和偏航，协助控制火箭在

平台上精确着陆。

二是火箭发动机推力可调和多次启

动技术。为了动力反推，火箭要多带一

些燃料。在第一级返回的不同高度，火

箭质量会随着燃料快速消耗而明显减

小，所以其反推发动机需要采用不同大

小的推力，以实现软着陆。大范围调节

发动机的推力，对发动机燃烧、涡轮泵、

阀门等各组件要求较高，需要实现较宽

范围推力调节的发动机系统配置。发动

机推力调节范围以及偏差要求与调节阀

门的动作精度直接相关。此外，阀门还

必须适应较高的混合比偏差控制。猎

鹰-9是通过部分主发动机 3次点火制动

来减速的。在火箭主发动机的控制软件

中设置了矢量推力点，它能控制火箭的

下落速度。

三是再入隔热技术。运载火箭外形

为圆柱体，不是流线形，所以在再入返回

时会比流线型设计的飞船和返回式表面

温度更高，空气流会在火箭表面摩擦产

生大量热能，这就要求火箭的材料要具

备耐超高温和气流冲蚀的特性。由于返

回过程时间长，气动热很容易进入火箭

内部，对内部各种仪器设备的热防护措

施提出了严峻考验。未来，对于要求回

收速度更快、飞得更高的第二级火箭，其

隔热技术是个严峻挑战。

四是着陆支架技术。在火箭回收过

程中，必须使用着陆支架来减缓着陆时

的冲击过载，使火箭稳定着陆。着陆支

架要有很好的强度和缓冲功能以及倾斜

姿态及水平速度适应技术，从而保证着

陆的稳定性。由于着陆支架靠近火箭发

动机，因此，它还需具有较高的热防护性

能要高。

本次猎鹰-9第一级的具体回收过程

如下：

当猎鹰-9火箭第一级发射约 3分钟

（约 80 km高）与第二级分离，速度为 10
马赫，它滑行至 140 km的最高点。分离

后，第二级发动机点火持续约 7分钟，以

达到轨道速度，然后与有效载荷分离。

与此同时，分离后的第一级采用低温氮

气推力器进行姿态控制，使第一级摆脱

第二级的尾焰羽流，并使 48 m高的第一

级调转方向，从而使第一级发动机保持

正确的点火方向，以返回着陆场。

在发射后 4.5分钟，第一级第一次重

启部分主发动机，以降低第一级的降落

速度，并控制与着陆点之间的距离，使其

能够降落到距离在距发射场不到 10 km
处。进入大气层后，第一级进行第二次

点火，持续大约 20秒，高度约为 70 km。

通过点火反推和大气层的阻力，速度从

1300 m/s降至250 m/s。在再入大气层过

程中，由于第一级底部较重（带有发动

机），会保持发动机向下的姿态，而发动

机热防护罩经过处理能够经受住再入的

热环境。在着陆之前，第一级的中心发

动机进行第3次点火，将第一级速度降至

2 m/s。另外，在第一级着陆前 10秒，安

装在第一级底部的四个着陆支架要打

开，它由碳纤维材料和铝合金蜂窝板制

成，高约 7.62 m，总质量为 2.1 t，跨度约

为 21.336 m，带有液压减震器，可进一步

减少垂直着陆时的巨大冲击，从而在回

收平台上软着陆。在飞行过程中，支架

收起附着在箭体上并覆盖了气动外壳降

低阻力。在着陆时，支架展开以提高稳

定性，减缓冲击。支架的展开动作依靠

高压氦气作动的气动系统实现。着陆后

8秒内，箭上计算机仍要不断传回信号，

直至第一级呈现水平状态时为止。在再

入开始阶段，第一级火箭会用4个栅格翼

进行滚转、俯仰和偏航控制，保持第一级

的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动力反推垂直

下降来回收火箭是需要增加一些成本和

损失一些发射航天器质量为代价的。另

外，回收后是否能够只需经过简单维修

和加注燃料就可再次发射是一个更大的

挑战。如果维修成本太高，就达不到大

大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的目的，可部分

重复使用的美国航天飞机就是一个典

型例子。

航天飞机的轨道器可重复使用 100
次，轨道器上的主发动机可重复使用 50
次，航天飞机的固体助推火箭可重复使

用 20次，其外贮箱是一次性使用的。美

国原设想通过航天飞机轨道器和固体助

推器的重复使用，使航天飞机的每次发

射费用降至 3000万美元，但航天飞机每

次飞行回来后要耗费巨资维修才能重新

上天，使其每次发射费用高达4亿美元之

上，没能降低成本，不得不提前退役。

它也表明，能够回收运载火箭不代

表一定可以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重复使

用运载火箭不代表一定可以降低成本。

因此，未来还要攻克另一大难关，即火箭

回收后只需经过简单低成本维修和加注

燃料就能重复使用才行。目前的运载火

箭发动机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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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出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动机，且每

次回收后的维修成本和时间必须很少才

行，这是极大的挑战。火箭发动机能够

重复使用10次比较合算。重复使用次数

太多，总成本降低得不太明显，但技术难

度会显著增加。

猎鹰-9为什么能够成功

2015年 1月和 4月 Space-X 回收猎

鹰-9 第一级火箭的试验都宣告失败。

2015年1月10日，猎鹰-9火箭在向“国际

空间站”的货运任务中试验回收火箭第

一级技术。第一级火箭在发射后，落向

大西洋上海上着陆平台（图3），虽然准确

命中目标，但由于下降速度过快，导致火

箭在甲板上发生爆炸。

2015年 4月 14日，猎鹰-9火箭在向

“国际空间站”的货运任务中试验回收火

箭第一级技术，虽然第一级火箭准确着

陆在海上回收平台甲板上，但由于横向

速度过大，火箭未能在甲板上稳稳站立，

最终导致倾覆爆炸。

不过这些都没影响 Space-X尤其是

马斯克继续试验的决心。上述 2次试验

失败的原因分别是火箭的栅格翼用光了

液压控制油以及节流阀响应滞后，使 48
m（约 14层楼高）的火箭第一级没有受到

充分控制，在着陆时翻倒并撞向海上回

收平台，但火箭的第一级在从太空返回

地面时能够得到精确控制，着陆时的精

度在 10 m以内。该平台全称为“自主航

天港无人驾驶船”（ASDS），面积为 91 m×
52 m，备有压载水舱和经改造的水下推

进器，以保持其在大西洋中的位置。这

个在深海石油钻井平台基础上改进而成

的平台即使遇到风暴，其位置保持精度

也能控制在3 m以内。

为了确保成功，2015年 12月的回收

试验中又进行了多项改进。例如，采用

了升级版猎鹰-9执行发射任务，它比此

前的猎鹰-9增加了 30%的动力，从而可

在发射有效载荷后，仍有较大动力使火

箭第一级在着陆平台上降落并回收。放

弃了之前在海上回收平台上回收的做

法，改为在陆地上回收，因为陆地回收面

积大，回收精度要求低，且稳定不晃动，

气象条件更好，能明显降低回收难度，但

由于距离较远，火箭回收时所消耗的燃

料较多，使成本增加。回收着陆场是

Space-X从美国空军租赁的卡纳维拉尔

角已退役的发射场，该着陆场在过去被

称为发射综合设施-13，Space-X将其重

新命名为着陆综合设施-1。固定平台已

标记上X标志，作为着陆点。

这次猎鹰-9第一级回收成功与美国

另一家民营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有一

定关系，因为蓝色起源公司的“新谢泼

德”亚轨道运载火箭于2015年11月23日
率先实现了回收。对比传统一次性火

箭，“新谢泼德”推进段增加了环形和鳍

形稳定翼，多个减速板和液压系统驱动

的尾翼，尤其是尾翼可在约4马赫的高速

下工作，保证下降过程中的稳定性。

不过，从技术角度来看，猎鹰-9的回

收比“新谢泼德”复杂得多，因为猎鹰-9
又细又长（有助于减少火箭飞行时的阻

力），达 48 m，而“新谢泼德”显得身材粗

壮，只有 20 m长，长细比越大，控制难度

就越大；猎鹰-9是用于发射宇宙飞船和

人造卫星的轨道火箭，而“新谢泼德”只

是一种类似探空火箭的亚轨道火箭，没

有发射航天器进入轨道的能力，主要用

于开展亚轨道商业太空旅游体验，所以

猎鹰-9比“新谢泼德”在推力、速度和高

度等高许多（飞行高度高 2倍，推力大 15
倍）。马斯克指出：进入太空与进入轨道

是不同的，“新谢泼德”进入太空只需3马
赫左右的速度，猎鹰-9进入地球同步转

移轨道则需要30马赫左右的速度。二者

的能源需求也大不相同，进入太空需要9
个单位的能量，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需要 900个单位的能量。即使这样，“新

谢泼德”的回收成功也给Space-X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Space-X对猎鹰-9
的回收进行了较大改进，降低回收难度，

最终获得了成功。

有关回收运载火箭以及最终研制重

复使用火箭一直存在争议。例如，有些

人担心猎鹰-9重蹈航天飞机覆辙。当年

研制航天飞机的初衷也是通过研制可重

复使用航天器来降低费用，然而航天飞

机技术和维护的极度复杂性让这种成本

节约的初衷成为泡影。欧洲咨询公司的

维兰认为：“火箭发射市场的客户们并不

关心火箭的可重复使用性，他们要的是

在尽可能便宜的情况下实现高可靠的发

射服务。”她说：“可重复使用性是服务提

供方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客户面临的问

题。卫星运营方一般而言只有 3个大的

要求：按时、保质、价格合理。”美国洛马

公司发射服务部主管克利夫表示，回收

火箭是一个天方夜谭。因为回收火箭涉

及材料科学、控制，还涉及运行效率。关

键是要回收任何物质，就得把更多的物

体和重量发射入轨。这必须对物理定律

做更多研究才能做到。

而马斯克有十分远大而坚定的梦

想，百折不挠的强大意志力，终于使

图3 回收猎鹰-9火箭第一级的海上浮动回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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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回收运载火箭的试验迈出了坚

实的第一步，成功地搅动了火箭工业

界。其实，即使不重复使用，猎鹰-9的发

射成本也很低，并可提供全套的发射服

务，包括任务综合费用、发射场费用和附

加费用。这些已让传统火箭发射的供应

商感到威胁，为此欧洲已决定开始研发

下一代新型火箭阿里安-6，以提供具有

竞争力的价格，但该火箭仍是一次性使

用的。如果今后猎鹰-9可以重复使用

了，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回收火箭究

竟是天方夜谭还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梦想

呢？也许现在是天方夜谭，将来未必。

Space-X的未来计划

2016年1月，猎鹰-9将把SES-9卫星

送往较高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这要求

火箭携带更多的燃料。因为燃料余量的

关系，到时该火箭的第一级很可能仍在

距离较近的海上回收平台上进行回收试

验。相较于在陆上着陆，海上着陆的

情况要复杂得多，能否成功再次回收

很难说。

2016年第 2季度，Space-X将发射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达 53 t的首枚“猎鹰重

型”（图 4），并进行第一级火箭与助推器

的回收试验。这对未来耗资巨大的载人

火星飞行、地外星球表面火箭重复利用

等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回收成功并能低

成本重复使用，则可以大幅降低载人火

星任务的成本，将总开支降低 1～2个数

量级。

一旦“猎鹰重型”火箭成功发射并回

收，Space-X可能会在2016年公布其载人

火星计划。相比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的

2035年实现载人火星登陆，Space-X要抢

先一步，在2025年实现载人登火星，马斯

克本人也想登陆火星。

今后，Space-X还将试验回收猎鹰-9
火第二级的技术。其第一级由亚轨道垂

直返回，由于第二级飞得高，速度更快，

回收再入大气层时需要热防护系统保护

才行，所以回收难度更大。另外，第二级只

有一台发动机，回收是否合算也需考虑。

在研制“猎鹰重型”火箭成功后，

Space-X还将研制更为强大的火箭——

“超级猎鹰”，其运载能力将是“重型猎

鹰”的 3倍，达 170多吨。借助这种火箭，

无论是重返月球、进军火星或者其他更

远天体都没有问题。

Space-X正在采用创新设计和技术

研制可以客货两用的“龙”飞船，这样设

计的好处是可以降低风险、节约成本。

因为该公司可先通过发射多艘载货型

“龙”飞船来掌握飞船的主要技术，降低

研制载人型“龙”飞船的研制难度和风

险，并及早获得商业利益（它还是目前唯

一可以返回的货运飞船，因而能带回一

些空间站上的实验样品等）。然后以此

为基础，花较少的费用和时间就能研制

出载人型“龙”飞船。为了确保“龙”飞船

能快速从货运舱转换成乘员舱，除了乘

员逃逸系统、生命保障系统和允许乘员

利用飞行计算机控制船载控制系统外，

载货型“龙”飞船的货舱和载人型“龙”飞

船的乘员舱在结构上几乎是相同的。另

外，未来的“龙”飞船另一大特点是不像目

前的飞船只能使用1次，而是可重复使用

10次。载人型“龙”飞船将于 2017年为

“国际空间站”提供商业乘员运输业务。

马斯克在 2015 年宣布要做由 4000
多颗小卫星组成的太空互联网，以满足

全球所有人的移动通信需求。虽然能否

实现还不得而知，但这种敢想敢做的科

学探索精神很值得钦佩。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4 将于2016年发射的“猎鹰重型”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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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圆满落幕

·科学共同体要闻·

12月30日，由中国科协主

办的“典赞·2015中国科学传

播”主题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徐延豪徐延豪，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中国科技馆馆长束为束为出席发

布会。活动以“定格精彩记忆

传播科学精神”为主线，现场

发布了2015年度“十大科学传

播事件”、“十大‘科学’流言终

结榜”和“十大科学传播人”。

中国科协科学普及部
[2015-12-30]

“典赞·2015中国科学传播”主题发布会召开

陈君石、李淼、吐尼亚孜·沙吾提、饶毅、王乃彦、范志红

等10人获评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

“纪念广义相对论100周年”

学术报告会举行
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

这是20世纪物理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
2015年是广义相对论诞生100周年，100
年中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广义相
对论的影响。2015年 12月 21日，中国
科协科技导报社“科学百家讲坛”活动特
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数学家、
物理学家丘成桐丘成桐作“纪念广义相对论100
周年”的学术报告，主题是“几何：黎曼、
爱因斯坦到弦论”。报告会在中国科技
会堂举行，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书
记处书记、《科技导报》主编陈章良陈章良主持
报告会，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义脑苏义脑、周立周立
伟伟、赵文津赵文津，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多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研究生
等100多人参会。

报告会上，丘成桐从几何学发展的
角度，向与会者介绍了几何如何推动人
们对于空间的认识。报告最后，丘成桐
指出，21世纪将会是量子力学和引力理
论相结合的世纪，为相关的研究者指明
了方向。精彩的报告受到广大与会者的
热烈欢迎，现场听众提问踊跃。

科技导报社 [2015-12-24]
江西省科学技术馆成建制划转至

省科协管理
在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

江西省委省政府根据工作需求和全国各
地科技馆管理体制情况研究决定，江西省
科学技术馆从省科技厅成建制划转至省
科协管理。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近日已正式发文省科技厅和省科协。

江西省科技馆成建制划转省科协管
理，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科技馆在科普
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中的重要作用，有
利于推动江西省科技馆事业更好地创新
发展。江西省科技馆是江西省委、省政
府“九·五”重点建设工程，是全省综合性
公益科普教育基地。全馆占地面积 4.6
万m2，建筑面积 1.6万m2，自 2002年开
馆至今，累计接待观众300余万人次。

江西省科协 [2016-01-02]
辽宁省科协科技成果转化合作

签约仪式举行
12月19日，辽宁省科协科技成果转

化合作签约仪式在沈阳举行。辽宁省科
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康捷康捷，中国科学院沈
阳分院、中国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北京
市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
沈阳国际软件园，以及部分省级学会、市
科协，省高校和企业界人士共150人参加
活动。仪式上，辽宁省科协与邮储银行
辽宁分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辽宁省院
士专家工作站服务中心分别与中关村天
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沈阳国际软
件园签署合作协议。中关村天合科技成
果转化辽宁促进中心正式揭牌。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辽宁促进
中心将有效链接以高校、科研院所等为
主体的科技成果提供方和以企业为主体
的科技成果运用方，形成科研机构负责
启动，科技服务机构负责科技成果评价、
推介、经营等一系列中间服务，企业负责
生产出最终产品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链
条，充分调动成果持有方和使用方两个
方面的积极性，提高辽宁省科技成果转
化率。

辽宁省科协 [2015-12-25]

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家
俱乐部成立

2015年 12月 26日，中国电子学会
青年科学家俱乐部成立大会暨学术交流
大会在北京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怀进鹏怀进鹏，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邬贺邬贺
铨铨、梅宏梅宏两位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立周立
伟伟、毛二可毛二可、周寿桓周寿桓、郭桂蓉郭桂蓉、刘韵洁刘韵洁、戴戴
浩浩、丁文华丁文华、吕跃广吕跃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王
占国占国、沈保根沈保根、刘明刘明等33位青年科学家俱
乐部顾问团的成员，中国科协学会学术
部部长宋军宋军，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部长
王守东王守东，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徐晓兰徐晓兰等出席会议。学会有关人员和
青年科学家俱乐部会员300多人参加大
会。会上，邬贺铨、刘韵洁、梅宏、吕跃广
分别作题为“网络强国的挑战”“未来网
络发展趋势及CENI项目探索”“从我做
起，‘重建’中国科研生态”“军事电子信
息技术：挑战与思考”的精彩报告。青年
科学家俱乐部副主席高新波高新波、刘艳格刘艳格、王王
亮亮、黄罡黄罡、彭木根彭木根、胡程胡程分别作报告。大
会还举办了涉及“大数据”等5个方向的
专题研讨。

青年科学家俱乐部目前会员235位，
涉及22个省（直辖市）。俱乐部将以举办
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家学术年会、两
院院士和学会会士与青年科学家的学术
交流会、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家（专
题）论坛等为主要活动内容，为青年科学
家搭建交流平台。

中国电子学会 [2016-01-04]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举办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化学奖解读讲座
为了使学界同行乃至社会公众了解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诺贝尔
化学奖的学术贡献和对自然科学的深远
影响，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联合11家地
方细胞生物学会、2个学会专业分会在全
国14个城市共同举办“2015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解读讲座”26场，
吸引3800余人次参与。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我
国科学家屠呦呦屠呦呦与爱尔兰的William C.William C.
CampbellCampbell和日本的Satoshi ōmuraSatoshi ōmura获得；
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由瑞典、美国、土耳
其 3位科学家 Tomas LindahlTomas Lindahl、Paul MoPaul Mo⁃⁃
drichdrich和Aziz SancarAziz Sancar获得。学会专家用
通俗的语言阐述了其学术贡献、科研历程
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并邀请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两界专家对获奖背后的人
文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活动已连续开展3
年，活动规模与社会关注逐年提升。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20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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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2015年度国家科技奖“榜单”随之揭晓，295个项目榜上有名，包括42项

自然科学奖，66项技术发明奖，187项科技进步奖，另有7名外籍科技专家获得国际科技合作奖。

根据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统计，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项受理项目和评审通过项目总数进一

步减少，总数比2011年减少21%，科技进步奖减少近100项，减幅近35%。此举是为响应以“提高质量、减少数量、优化结构、规范程

序”为关键词的科技奖励改革。

根据2015年度国家科技奖公布的结果可以发现，青年人才开始“冒尖”，并成为引领“双创”的主力军。从整体来看，2015年度国

家科技奖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47.6岁，第1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54.3岁。在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完成人中，“70
后”超过一半。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最年轻的第1完成人都是39岁，科技进步奖最年轻的第1完成人是38岁。

本次科技奖励大会上，备受瞩目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潘建伟领衔的“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项

目。作为该项目的第一完成人，潘建伟也因年仅45岁的年龄优势，刷新了2006年支志明49岁获得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记录。

自然科学一等奖被认为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授予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突破性进展、被学术界公认并广泛引

用的中国公民。此前，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曾获此殊荣。不过，在过去十几年里，该奖有9次出现空缺。2013年起，

这一局面开始改变，到今年已连续3年产生自然科学一等奖。

潘建伟率领的科研团队，长期从事量子力学基础问题实验检验，系统地发展了多光子纠缠干涉量度学，在广域量子通信和光学量

子信息处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为我国在新兴的量子信息产业抢占先机、成为领跑者奠定了坚实

的科学基础。

科技导报社综合报道 [2016-01-08]

第十五届全国森林培育学术

研讨会召开
12月5—6日，第十五届全国森林培

育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中国
林学会造林分会主办。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沈国舫沈国舫，国家林业
局造林司司长王祝雄王祝雄，中国林业科学院
院长张守攻张守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陈晓阳陈晓阳
等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全国各林业高
校、科研院所的相关人士近300人参会。
沈国舫、王祝雄、张守攻，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翟明普翟明普等分别作大会特邀报告。

本次研讨会以“森林培育与木材资
源安全”为主题，围绕用材林生产力提高
的理论与实践、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
实践、主要速生丰产林及珍贵用材树种
培育理论与实践以及多功能森林培育的
理论与实践等议题开展研讨。会议还提
出《森林培育广州共识》，呼吁中国的木
材资源安全必须依靠中国森林的高效培
育来解决，无论是人工林还是天然林都
需要科学的抚育经营。

中国林学会 [2015-12-11]

诺贝尔奖与文化软实力论坛举行
12月 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中国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诺贝尔奖与文化软
实力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论坛由北京
大学生命科学院终身讲席教授饶毅饶毅主
持，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秦伯益，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王志珍王志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
长罗晖罗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
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张大
庆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尚智丛尚智丛等出席论坛。

屠呦呦荣获 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
或医学奖后，国内掀起一场诺贝尔奖研
究讨论热潮。为了促进交流，论坛集结
了学界多位专家和学者，围绕“诺贝尔奖
与文化软实力”“传统医学的现代价值”

“青蒿素获奖后的启发”等议题展开了多
角度的深入交流与探讨。此次论坛设哲
学文化、自然辩证法、创新战略等多个分
论坛。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015-12-29]

5位科学家获小行星命名

1月 4日，5位科学家的小行星命名
仪式在京举行，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屠呦呦
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谢家麟谢家麟、
吴良镛吴良镛、郑哲敏郑哲敏、张存浩张存浩的名字，被写上
了浩渺星空。屠呦呦因身体原因未出席
命名仪式。谢家麟、吴良镛、郑哲敏、张
存浩和代表屠呦呦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院
长张伯礼张伯礼领取小行星命名证书和小行星
运行轨道铜牌。

小行星是目前各类天体中唯一可以
根据发现者意愿进行提名，并经国际组
织审核批准从而得到国际公认的天体。
由于小行星命名的严肃性、唯一性和永
久不可更改性，使得能够获得小行星命
名成为世界公认的一项殊荣。上述5颗

小行星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
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
编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
委员会批准而正式命名的。截至目
前，我国已有数十位科学家获得小行星
命名。

《科技日报》[2016-01-04]

陈竺和张亭栋

获唐氏中医药发展奖
12月22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周年纪念大会上，由于在砷制剂治疗
白血病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竺陈竺和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张亭栋张亭栋获颁
第六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中的中药研究
奖。陈竺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陈赛娟等与
张亭栋开展合作，研究砷剂治疗白血病
的作用原理和临床效果。多年来，他们
通过持续深入的多中心、前瞻性、规范的
大组临床研究，发现维甲酸和砷剂合用
的方案可使90%以上的急性早幼粒白血
病获得治愈，证明了此方案的长期安全
性，并明确了两种药物通过不同机制靶
向作用于该型白血病的致癌蛋白PML-
RARA。这些成果使急性早幼粒白血病
成为国际上癌症协同靶向治疗的成功范
例，给白血病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这
个被称为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上
海方案”在国际上广泛应用。

《中国科学报》[2015-12-2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20152015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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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建议·

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应加强知识管理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应加强知识管理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蔡文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馆科研管理部，副研究员。

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需要以较高的公民科学素质为基础，实践证明，科技馆在提

高全民科学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独到的作用。中国科协一贯

高度重视科技馆工作，早在2000年12月，即发布了《科学技术馆

建设标准》。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要求到2010年，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至少

拥有1座大中型科技馆。在中国科协的推动和各级政府的支持

下，科技馆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常设展厅在1000 m2以上、以参

与体验和动态演示型展品为主要载体、能较好发挥科普功能的

科技馆数量，从2000年的11座增加到2015年的155座，观众接

待量大幅增长。为进一步增加尚未建设科技馆地区的公众享受

科普服务的机会，促进科普服务的公平普惠，2013年初，中国科

协提出了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推动我国公共科普

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构想，并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

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科技馆体系立足我国国情，以实体科技馆为龙头和依托，通

过增强和整合实体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开发、集散、服务能力，统

筹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数字科技馆的建设与发展，并通过

提供资源和技术服务，辐射带动其他基层公共科普服务设施和

社会机构科普工作的发展，使公共科普服务覆盖全国各地区、各

阶层人群。其中，实体科技馆主要为当地居民及外地城镇居民

服务，流动科技馆主要为未建有科技馆的市、县城镇居民服务，

科普大篷车主要为县以下的乡镇居民服务，数字科技馆主要为

全国网民服务，其他基层公共科普服务设施（如社区科普活动

室）和社会机构（如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主要为所在社区及周

边居民服务。

对如此庞大的系统进行有效管理使其高效运转，需要运用

先进的管理方法，如实施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把知识视为一种

重要的资源，通过知识的存储、获取、共享、使用和创造，提高组

织的管理效率、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最终实现提高组织的综合

实力和竞争能力。实施知识管理可以促进组织内部知识的交

流，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实现组织知识的沉淀与

积累，将个人知识提升为组织知识，避免人员流失造成的知识断

层和组织失忆；将隐性知识显性化，丰富组织知识资本，提高组

织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员工素质，促进员工个人发展。

我国科技馆的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如相当数量的科技馆经费不足、人手紧张，展览展示水平和

教育活动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影响

了有关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科技馆体系建设中实施知识管理、

加强知识共享非常必要。

一是实体科技馆在科技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同级（省

级、地市级、县级）科技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同小异，通

过实施知识管理、加强知识共享，可充分吸取其他馆的经验教

训，少走弯路。

二是便于科学家参与科技馆的建设工作。在科技馆事业的

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科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科技馆

在新馆建设过程中，成立了由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著名专家

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由国际科技馆专家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

由各地科技馆专家组成的国内同行专家委员会，他们参与了内

容建设的全过程，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被中国

科技馆采纳。因此，在知识管理系统中建立专家库，可以方便科

技馆与科学家联系，便于科学家出谋划策。

三是馆际之间互相交流的渠道可以更加通畅，共享各自工

作经验和课题研究成果、国内外考察报告等，避免重复劳动。目

前全国科技馆馆际之间的交流主要为到其他馆参观学习、参加

每年一度的馆长培训班等，但参加馆长培训班的科技馆数量不

到一半，馆际之间的交流还不够顺畅。

四是便于科技馆获得有价值信息。根据笔者对 10多家科

技馆的实地调研，一些科技馆，特别是地市级、县级科技馆缺乏

获得信息的渠道，尤其缺乏获得展品购买和评价信息的渠道。

如果运用知识管理，在知识管理系统中建立科技馆展品库，实现

对展品的介绍和评价功能，既可以方便科技馆在新建或改造时

选择展品，也可以促进展品生产厂家提高生产和服务质量。目

前我国已动工建设的科技馆数量超过110座，还有30多个市、县

在筹划建设科技馆，建立该数据库将对提高实体科技馆建设和

运行质量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对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的展

品也可以建立类似的展品库，将同样发挥良好作用。

科技馆体系实施知识管理不仅有必要，并且可行。目前，科

技馆基本上都是公益性科普机构，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科技馆

相互之间虽有一定的竞争，但不激烈，更多的是合作关系，共同

致力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这就为系统内科技馆之间的知识共

享奠定了良好基础。

实施知识管理，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知识管理

系统，二是形成知识共享的组织文化，使员工愿意共享知识。后

者更加重要，也更困难，是实施知识管理获得成功的关键。

从技术方面看，市场上已经有成熟的知识管理系统可供购

买，也可在现有的网络服务平台上进行改造、完善。中国科技馆

2014年设计开发的全国科技馆科普服务平台，可实现对全国流

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和主题科普展览的远程信息化管理，具有

在线项目申报、运行数据上传、注册用户数据库管理、远程通讯

服务以及通过智能手机APP远程定位等功能，但没有知识库、专

家库、展品库等，论坛上的交流也不活跃，离实施知识管理的要

求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建议对全国科技馆科普服务平台予以

改进和完善，使其具备知识管理系统的功能。为保证知识管理

的顺利实施，应及时制订有效的管理制度，激励各个科技馆使用

知识管理系统，积极共享知识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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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专刊推介页岩气研究进展 PI/SiO2纳米复合气凝胶具有良好的
原子氧环境服役能力

聚酰亚胺（PI）是综合性能最佳的有机高分子材料之一，在

航空航天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的房房

光强光强等以面向原子氧辐照环境的PI气凝胶材料为研究对象，以

PI气凝胶为基体、SiO2纳米粒子为填

料，制备了具有低导热系数、高耐温

等级的有机-无机纳米复合PI/SiO2

气凝胶。结果表明，随着 SiO2纳米

粒子含量的增加，PI气凝胶的孔隙率

从89.6%逐渐降至79.4%，BET表面

积从425.5 m2/g降至380.2 m2/g，纳
米泡孔孔径分布呈现变宽趋势。随

着 SiO2纳米粒子的引入，PI气凝胶

的原子氧侵蚀率显著降低，质量分数

为 7%的 PI/SiO2复合气凝胶的原子

氧侵蚀率（2.6%）仅为不含 SiO2 气凝胶的原子氧侵蚀率

（12.3%）的1/5左右。该研究说明PI/SiO2纳米复合气凝胶具有

良好的原子氧环境服役能力，将为PI气凝胶材料在空间飞行器

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网址：jme.biam.
ac.cn） 《材料工程》[2015-12-29]

推荐人：《材料工程》编辑部 王晶

半豆荚杆的先进拉挤成型压力

研究
复合材料豆荚杆收拢时可存放在很

小的空间内，展开时能够依靠自身弹性

恢复为管状杆，并具有超轻质量和高扭

转刚度等优点，在航天器材领域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针对

前期半豆荚杆 ADP
实验研究过程中双硬

模成型的方式会造成

制件的厚度、压力不

均匀的问题，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肖军肖军课题

组采用软模/硬模复

合加压，将橡胶添加到两个钢质模具之

间，调控成型面的接触应力分布均匀化，

得到满足要求的半豆荚杆。通过有限单

元法分析不同形状与厚度的硅橡胶均压

层对半豆荚杆先进拉挤成型时接触压力

分布的影响，并以离散系数评价压力分

布均匀性的优劣。研究表明：在 5~
50 mm厚度范围内，无论增加等距面硅

橡胶的垂向厚度还是平移面硅橡胶的竖

向厚度，压力分布的离散系数均呈现出

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模具型面上

接触压力的均匀性先提高后降低；采用

竖向厚度为10 mm的平移面硅橡胶，模

具型面上的接触压力分布最均匀，压力

分布的离散系数最小，仅为0.8%。该研

究提供了先进拉挤成型工艺质量控制的

通用方法和思路，具有一定的实际工程

应用价值。（网址：jam.biam.ac.cn）
《航空材料学报》[2015-12-05]

推荐人：《航空材料学报》编辑部 齐书涵

北京东灵山3种温带森林土壤呼吸

及其20年的变化
土壤呼吸是陆地生态系统最主要的

碳释放过程。为了

探讨温带森林土壤

呼吸在长时间尺度

的变化，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生

态 学 系 姚 辉姚 辉 等 于

2012—2015 年 对

北京东灵山地区的

白桦林、辽东栎林

和油松林3种温带森林永久样地的土壤

呼吸进行了测定，并与1994—1995年的

测定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 ：

2012—2015年，白桦林的平均年土壤呼

吸量为（574±21）g C·m–2·a–1，显著高于

辽东栎林（455±31）g C·m–2·a–1和油松

林（414±35）g C·m– 2 ·a– 1，比 1994—
1995年的估测值分别增加了85%、17%
和 73%，表明近 20年来这 3种生态系统

的碳周转速率明显加快。（网址：www.

plant-ecology.com）

《植物生态学报》[2015-09-01]
推荐：《植物生态学报》编辑部

发明问题解决能力与蔡格尼克

效应呈显著正相关
蔡格尼克记忆效应是指人们对于尚

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已处理完成的事情

印象更加深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童丹童丹

丹丹等以 20个发明问题和 10个一般问题

为实验材料，采用“先问题-后原型”的实

验范式及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技术

（VBM），探讨发明问题解决中的蔡格尼

克效应。实验结果表明，发明问题解决

能力与蔡格尼克效

应呈显著正相关，即

问题解决能力强的

个体，回忆发明问题

及未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较强。进一步

的实验表明，蔡格尼

克效应与双侧的海

马（hippocampal）、海马旁回（parahip⁃
pocampal）的区域性灰质体积存在显著

正相关性。这种关联可以从这些脑区对

记忆、目标寻求、模糊容忍、情绪管理的

作用上来理解。（网址：csb.scichina.
com） 《科学通报》[2015-12-2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随着社会的发展，能源越来

越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

基础。在“后石油时代”，作为重

要的非常规油气资源之一的页岩

气正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成为

近年来能源研究领域关注的最大

热点。页岩气藏中的天然气以吸

附气和自由气两种状态存在，且

孔隙尺寸很小（纳米级），开发中

涉及到诸多力学问题，包含页岩

气的微观运移流动机理、页岩水

力压裂的裂缝起裂和扩展规律、页岩气藏压裂水平井的流动模

拟等。《力学学报》2015年第6期刊发了“页岩气专题”，主要介绍

了页岩气微观流动机理、页岩水力压裂裂缝扩展规律、页岩气藏

压裂水平井流动模拟等3个方面的研究进展。该专题使科技工

作者了解页岩气开采的力学研究动态，将促进这一领域的创新

研究，为页岩气开采研究和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网址：lxxb.cstam.org.cn）
《力学学报》[2015-11-18]

推荐人：《力学学报》编辑部 刘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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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揭示肿瘤细胞稳定复制奥秘

与正常细胞相比，癌细胞的分裂速度很快，其基因组“质量”却很稳定。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希克森希克森团队与

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沈华浩沈华浩团队合作，首次发现肿瘤细胞在细胞分裂的多个阶段都存在DNA复制行

为，并指出这是肿瘤细胞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关键。研究成果发表在12月10日《Nature》上。

一个完整的细胞分裂周期分为：复制前期（G1）、DNA复制期（S）、复制后期（G2）和有丝分裂期（M）。学

术界过去普遍认为，DNA复制只能发生在S期，而两校团队的合作研究在世界上首次揭示肿瘤细胞不仅在S
期快速进行DNA复制，还会在M期快速复制DNA。肿瘤细胞在S期的快速复制留下很多DNA的损伤，使

DNA变得很不稳定，也使自身比正常细胞更容易受伤；而M期的DNA复制是肿瘤细胞特有的，对维持肿瘤

细胞基因的稳定性特别重要。此项研究为将来的肿瘤靶向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潜在治疗靶点。（网址：www.
nature.com） 《中国科学报》[2015-12-09]

特定大脑活动强度可用于

评估注意力
健康成年人的特定大脑网络的活动

强度可用于预测个人保持注意力的能

力，从大脑连接活动的规律发展出来的

大脑网络模型也能用于预测儿童和青少

年 的 注 意 力 缺

陷。研究成果 11
月 23 日在线发表

于《Nature Neuro⁃
science》上。

研究人员首先

记录下 25 位受试

者（12男和 13女，

年龄 18~32岁）休息时以及执行一项要

求他们持续集中精神的任务时的大脑活

动。通过模型将受试者的任务表现和大

脑连接活动强度建立起关联后，发现不

管是在执行任务时还是休息时记录下的

大脑网络活动强度，模型都可以预测受

试者的注意力——而这些受试者的测试

数据之前并未用于模型的建立。之后研

究人员从年龄为 8~16岁的 113名青少

年儿童（其中部分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身上采集数据并分析，发现这套有关

大脑网络强度的模型也和临床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评定量表一样，能够评估注意

力缺陷的严重程度。研究人员认为或许

还存在一些以大脑为基础的指标，可用

于预测其他认知能力和临床症状。（网

址：www.nature.com/neuro/index.html）
《中国科学报》[2015-12-28]

碳元素第3种固体相态合成面世
美国科学家合成出一种不同于石墨

和金刚石的固态碳元素新相态——Q-
碳；并且还开发出

一种技术，能在常

温常压下利用Q-
碳造出多种金刚石

结构。研究成果发

表 于 12 月 7 日

《Journal of Ap⁃
plied Physics》上。

Q-碳具有不寻常的性质，如有铁磁

性、比金刚石硬、在能量较低时能燃烧。在

常温常压下，研究人员用蓝宝石、玻璃或塑

料聚合物等作基底，在其上涂一层无定形碳

（非晶体碳），然后用一束激光脉冲照射约

200纳秒，碳的温度升高到3727℃，随即迅

速冷却，最终形成一层Q-碳膜。研究人员

最终制造出20~500 nm不同厚度的Q-碳
膜，并通过使用不同基底、改变激光脉冲时

间、控制碳冷却的速度，在Q-碳内造出

金刚石结构。（网址：scitation.aip.org）
《科技日报》[2015-12-03]

阐明超细颗粒物致病机理
大气颗粒物（PM）暴露可增加哮喘、

慢阻肺和肺癌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

病死率，但其致病机理一直不清楚。浙

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研究员陈志华陈志华等

首次阐明了超细颗

粒物诱导气道炎症

和黏液高分泌的一

种新机制。研究成

果发表在《Autoph⁃
agy》等 11 卷第 11
期中。

进入呼吸道的

PM颗粒能被排出是纤毛运动，与自噬的

关系非常复杂。研究人员发现阻断细胞

自噬后，内吞进入气道上皮细胞内的PM
颗粒也明显减少了。另外，细胞内存在

各种各样的毒素感应受体，当有毒颗粒

进入人体后，细胞会感知有毒信号。通

过高倍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只有头发

丝 1/500~1/100大小的超细颗粒物能被

内吞进入人体的气道上皮细胞，在细胞

内沉积形成黑暗颗粒，继而诱发炎症反

应和黏液高分泌，进而引发慢性呼吸道

疾病。这是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内首次

证实细胞自噬行为与雾霾导致的气道疾

病之间的关系。（网址：www.tandfonline.
com） 《中国科学报》[2015-12-21]

新3D打印方法可造出微米级物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新的3D打印方法，可以打印比人的头发丝还要细小的

复杂微观物体。研究成果发表在12月22日《Advanced Materials》上。

常见3D打印方法可打印出形状复杂的物体，但是由于材料的液滴较大，难以打印出尺度小于1 mm的物

体。该校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瞬态光学液体成型”的3D打印技术，首先将两种不同的流体在一系列微小的

柱状物之间混合，其中一种液体是高分子液体聚合物，它是目标物体的前体材料，另外一种液体扮演了高分子

液体聚合物的液体模具的角色。柱状物用来控制混合流体的形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特殊软件迅速改变柱状

物的位置和序列来决定下一步要打印的形状。当流体材料停止注入时，带有特殊图案的紫外线光束会迅速切

入流体材料，打印程序完成。该团队打印出的物体尺度在100~500 μm之间，并带有10~15 μm的微小特

征。（网址：onlinelibrary.wiley.com） 《科技日报》[2015-12-08]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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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之美简约之美

文//张天蓉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理

论物理博士，科普作家。

·科技纵横·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物理学中的统一路，实际上追求的
是一种简约之美。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一种本领
和智慧。简约并不简单，中国清代书画
家郑板桥，在书斋中挂了一幅自写的对
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以此表明他的书法及文学理念，主张以
最简练清晰的笔墨、不同凡响的思想，表
现出最丰富的内容。14世纪，在英格兰
的一个村庄奥卡姆有一位叫威廉的逻辑
学家，此人流传下来一句脍炙人口的话：

“Entities should notbe multiplied un⁃
necessarily”（“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意思是说，删除一切没必要的多余“实
体”，留下最少的，这被称为“奥卡姆剃刀
原理”。

物理学家的“统一”，归纳起来有3个
方面：一是物理规律的统一；二是物质本
源的统一；三是相互作用的统一。

对于理论物理，奥卡姆原理最好的
表述是：当你面对着导致同样结论的两
种理论，选择那个最简单的，实体最少
的。物理统一理论中的实体，可被理解
为基本规律、粒子和作用力。也就是说，
统一，就是用最少数目的物理规律来描
述自然现象；用最少数目的“不可分割基
本粒子”来构成所有的物质；用最少种类
的“力”来描述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牛顿曾经感叹地说过：“我能计算天
体运行的轨道，但无法计算人类的疯
狂。”“奥卡姆剃刀”原则也许难以描述多
变的社会现象及复杂的人性，但将其用
于科学中的优越性却毋庸置疑。几百年
来，这一原理在科学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再到如今的标准模型，漫长延绵的统
一路上，“奥卡姆剃刀”已经成为重要的
科学思维理念。

然而，物理学中的统一理论，是随着
时间而变化的。科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
期，会有不同意义下的不同“统一理论”，
它们犹如在一条曲折流逝的河流中，一
定位置出现的一片片平静的港湾。

回头看历史，牛顿创立的经典力学，
无疑是物理史上第一片港湾。

牛顿有过如此一段名言：“将简单的
事情考虑复杂，可以发现新领域；把复杂
的现象看得简单，可以发现新规律。”这
句话描述了牛顿做物理、数学的基本思
想方法，前半句说的是科研中的具体过

程，后半句则代表了他对物理理论规律
追求“统一”的奥卡姆剃刀原则。牛顿发
明微积分是前者，总结建立力学定律则
是后者。

当年，牛顿痴迷于思考二项式展开
的数学问题。数学前辈笛卡尔认为其展
开后的项数有无穷多，太复杂了，而人的
大脑是有限的，不应该去思考这种与无
穷有关的复杂问题。可牛顿偏偏迷上了
这个由无穷多项求和的复杂概念，这个
概念又引导牛顿进一步考虑无限细分下
去而得到的无穷小量。他将这无穷小量
称为“极微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微
分”。牛顿发明的微积分为数学、物理乃
至其他科学技术开拓了一片崭新的天
地。

牛顿之前的物理学，已经有了许多
独立的、貌似互不相关的物理定律。牛
顿将地球吸引苹果下落的力与太阳牵引
月亮绕其旋转的力统一在一起，结合胡
克发现的平方反比率，发现了万有引力
定律。他将伽利略的惯性原理总结成牛
顿第一定律，首先定义了不受外力作用
的惯性参考系；然后，再将“惯性”的概念
推广到外力不为零的情形，提出非零的
力将使物体产生非零加速度，这个加速
度与外力成正比，与物体内在的惯性质
量成反比。因此，牛顿第二定律将力、加
速度、惯性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总结统
一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F=ma）中，迈
出了将运动学发展为动力学的关键性一
步，建立了物体在力的作用下的运动规
律。接着，牛顿又在第三定律中，提出了
任何力都是成双出现的，这两个力总是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称之为“作用与反
作用”。

与那些“孤立”定律不同的是，牛顿
三大定律所描述的是“所有”物体在力的
作用下的运动规律，他将物体的大小、形

状、质地、软硬之类不重要的具体性质通
通砍去，只留下一个“质量”。牛顿是第
一个认识到这些零零落落的孤立定律之
间深刻的内在联系的，他将这些分散的

“支流”汇总在一起，完成了物理学上的
第一次理论统一。

场论的思想，则始于麦克斯韦和法
拉第的电磁场理论。麦克斯韦大刀阔斧
地挥舞奥卡姆剃刀，剃去冗余重复的部
分，加上必要的新概念，最后将它们高度
凝聚提炼简化为4个对称而漂亮的矢量
方程式，将电、磁、光三者“统一”于一个
经典场中。

爱因斯坦在建立狭义相对论时留下
两条他认为必要的实体——相对性原理
和光速不变。后来，他将相对性原理扩
展，用等效原理将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
等同起来，将引力效应与时空几何统一
起来，建立了广义相对论。

物理学家们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建立的“标准模型”，是统一路上的一个
重要成果。标准模型建立在杨-米尔斯
规范场理论的基础上，将目前物理实验
能量能够达到的微观世界最小层次的物
质结构和相互作用，统一于61种基本粒
子。该理论所预言的数种粒子在实验中
均被陆续发现，2012年发现的最后一个
基本粒子——希格斯粒子为这个理论贴
上了一个醒目的标签。

尽管标准模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也发现它与少量的实验结果不相符。
并且，它将引力抛弃在外，因此人们并不
认为它能够作为将来所谓“终极理论”的
候选者。此外，现有的物理理论也无法
解释宇宙学领域传来的有关暗物质、暗
能量的新信息。

20世纪初物理界的两场革命，带给
了我们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如今，物理
学需要新一轮的革命，将两者结合统一
在一起。这种微观和宇观的统一，是否
能为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的统一之路，
开辟出一条新的捷径？相信科学家们将
继续努力，让我们期待欣赏大自然更高
一层次的“简约之美”！

导读：“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

月花”，中国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在书斋

中挂了这幅自写的对联，以此表明他

的书法及文学理念——主张以最简练

清晰的笔墨、不同凡响的思想，表现出

最丰富的内容。物理学中的统一路，

实际上也追求的是一种简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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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延林宋延林：：为印刷术描绘绿色未来为印刷术描绘绿色未来

·科学人物·

文//胡俊平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北宋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世纪 80年
代，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选主持研发了汉
字激光照排系统，使印刷术从铅与火的
时代跨越到计算机和激光的时代，开启
了我国印刷技术的二次革命。目前，印
刷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同时又是污染较高的行业之一，在产
业可持续发展上备受困扰。印刷业的环
境污染主要源自产业链的3个环节：版基
制造、制版过程以及油墨溶剂。印刷业要
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从源头进行创新，发
展全新的研究思路和理念、变革性的技术
和工艺。这便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宋延林近年攻破的、极具挑战力的
科研难题——纳米绿色印刷技术。
微观世界的孜孜探索者

宋延林研究员的科研经历并不是从
印刷技术起步。从清华大学博士后工作
站出站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从事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有机
高密度信息存储薄膜及光电功能材料。
他与合作者运用扫描探针显微镜技术进
行纳米乃至分子尺度电学信息存储的写
入和擦除，实现国际上同期最小点径
（1.3 nm 和0.6 nm）信息点阵的写入，分
别入选 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和
2001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进展”。
除了研究信息储存材料的结构与机理，
他还在纳米界面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以
及纳米粒子制备与稳定分散等方面进行
了长期基础研究的积累，是一位对微观
世界进行孜孜不倦探索的学者。这些细
致入微、踏实深厚的研究功底，为他开展
印刷技术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绿色环保的科研有心人

说起他投身印刷行业变革性技术研
究，其实有几分偶然。2005年，他去中国
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印刷厂印资料，在与
技术人员的交谈中，了解到国内外主流
制版技术都是感光成像原理，如同传统
胶卷照相一样，生产过程复杂、耗时长、
成本高，且产生污染。无论是在我国占
主导地位的激光照排制版技术还是国际
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都需
要感光、显影、冲洗等工艺环节。基于对
纳米材料的研究基础，他产生了将纳米
技术与传统印刷结合的想法，创造出一
种全新的印刷制版方式，从源头解决感
光废液污染问题。

不同的科学技术问题，其中的一些
原理却可能是相通的。在宋延林熟悉的

信息存储领域，依据信息存储材料在不
同条件下的不同状态，实现二进制“1”和

“0”的表达。他想，印版的图文区和空白
区实际上也是二进制的表达，只要通过
特殊处理使印刷区呈现亲油特性，非印
刷区呈现亲水特性，即可实现印刷过
程。这种新方法采用纳米涂层而摒弃了
原来的电解氧化制备版基工艺，通过纳
米打印制版取代原来的感光冲洗制版技
术，实现了不避光、无污染、成本低的纳
米绿色制版技术，并通过水性油墨取代
有机溶剂油墨，形成了完整的绿色印刷
技术体系。

虽然在基础原理和设计理念上已经
非常清晰，但实际研发中还会遇到许多
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解决图文区和非
图文区的反差以及耐磨性问题。要保证
最终印刷的产品清晰完美，就要保证制
版时亲水和亲油两部分界限分明，实现
不同区域的超亲水或超亲油状态。这时
纳米技术发挥了威力：在印刷基板上布
满纳米尺度的微结构，使得亲水和亲油
区域泾渭分明。为了保证最终制出的印
版能够经受住几万次以上印刷的摩擦，
转印墨水必须有超强的附着力。宋延林
团队受铺路时沥青掺石子提高耐磨性的
启发，用耐磨的纳米粒子复合油墨，大大
提高了印版的耐印力。
吐故纳新的科学家创业者

宋延林在32岁那年成为了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他温文尔
雅的谈吐、谦虚的态度、严谨求实的作风
都是科学家的典型特征。在他发明了纳
米绿色制版技术之后，生命中又一扇窗
向他打开。

2008年 7月，联想控股对中国科学
院全院143个高新技术项目进行多轮调
研筛选，宋延林入选首届“联想之星”创
业CEO培训班。他也成为这班中第1个
被投资的创业者，获得了2400万元启动
资金。早在第1轮投资确定前，中国科学

院和化学研究所就给予了最大支持，在
半年内就建成了中试线，这意味着纳米
绿色印刷制版技术已经处于产业化的前
夜。2009年11月，他创办的北京中科纳
新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注册。宋延林
实现了科学家与创业者两种迥然不同的
角色转换，成为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家典型代表。纳米
绿色制版技术先后获得印刷行业十佳创
新设备奖、全国印刷行业百佳科技创新
成果奖，入选上海世博会和“十一五”国
家重大科技成就展，在多家印刷企业实
现示范应用。他本人获得了中国科协求
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第十一届中国
青年科技奖等荣誉。

传统的印刷行业只是宋延林团队整
体布局的一角，“纳新系”是他用来命名
所架构的纳米绿色印刷技术集群。绿色
印刷技术可拓展应用于印刷电子、印染
和建材等众多行业。2012年，在北京市
推动下，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成立，以纳米电子材料的研发创新为
核心基础，以轻、柔、薄的印刷电路为发
展方向。他带领团队将自主研发纳米导
电材料专利技术同先进的印刷电子工艺
结合，生产出了高效环保的印刷电路产
品，解决了传统蚀刻电路板制造过程中
蚀刻曝光、电镀等高能耗和高污染问题，
推动我国印刷制造产业的绿色化和数字
化进程。

基于宋延林团队在纳米绿色印刷技
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案例，中国科学院院
长白春礼院士曾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纳米材料绿色
制版技术的启示》的署名文章，强调了基
础研究的长期积累与掌握产业技术制高
点的关系，并呼吁大力推动原创科技成
果的转化。

宋延林常常用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中的话来自勉：“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
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
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正是凭借着这份
意志，他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果；正是拥
有这份执着，他作为科学探索者的追求
如此纯粹——为古老的印刷术描绘绿色
的未来!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

144



科技导报 2016，34（1） www.kjdb.org

学术报告中的学术规范学术报告中的学术规范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学术论文的道德规范在学术界有着

比较明确的规定，在我国也已获得广泛

的认同，成为绝大多数学者遵守的准

则。但是，学术报告中的规范问题在我

国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在有些人看来

似乎报告内容不是白纸黑字就不必介

意。其实，论文和学术报告都是学者发

布和介绍自己研究成果的形式，既然是

学术就有规范，关系着学术的严肃性和

学者的声誉。

将近20年前，我在美国密歇根州立

大学皮特·沃克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皮

特教授曾邀请蓝藻生物学界的一位“牛

人”到植物研究实验室（美国能源部支持

的一个实验室，保持10个左右的团队）作

报告。这位教授思维敏捷，也喜欢与人

交谈，颇受研究生、博士后的欢迎。他访

问期间作的两个报告中有一个是关于蓝

藻互补色适应分子机理的研究。所谓互

补色适应就是有些蓝藻在红光下经过几

代繁殖呈现蓝色，在绿光下则呈现红色，

涉及细胞里感应光质的蛋白和信号传导

途径，引发藻蓝蛋白和藻红蛋白基因丛

在不同光质下的表达。在他之前，已有

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弄清了藻体显

不同颜色的原因，但寻找感应光质蛋白

多年未果。这位“大牛”在一旁看出门

道，横空出世，找到这个感应体和信号传

导途径。说实话，他的研究工作是扎实、

突出的。但是，那天作报告时，“大牛”一

时意气风发，向听众介绍，40年多前有人

提出蓝藻互补色适应与藻蓝蛋白/藻红蛋

白的更替有关，最近他的实验室研究并

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机理，之后就是他的

发现的故事。现场气氛比较热烈，但是

几位小同行不高兴了。会后，植物研究

实验室的另一位教授找到皮特，谈了好

久才离开。实验室一位来自德国的博士

后也找皮特谈了这件事。皮特问我对报

告有何看法，我说报告听起来像是之前

的历史是空白的——一位曾引导我从事

蓝藻分子遗传学研究的法国女教授正是

研究蓝藻互补色适应的主要贡献者，我

当然也向皮特表达了对报告的一点不

满。“大牛”访问结束离开密歇根州立大

学以后，皮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他，抄

送给我们几人。在邮件中，皮特感谢他

的访问，赞扬了他的学识和受欢迎程度,
之后，言辞一转，严肃地批评他对听众隐

瞒了他人已做出的重要工作。那位“大

牛”回信给皮特，抄送我们，虽有辩解之

意，但也清楚明白地表达歉意，并表示以

后将加以注意。我本来觉得，一个报告

有些该介绍的背景没有交代，虽令同行

不快，也并没多严重，但这件事使我真切

体会到学术报告的严肃性。

回国十几年来，看到我国科学界在

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日益提升，对道德规

范越来越重视，学术论文中的问题在逐

渐减少。但是，在与几位好友交谈中都

感到学术报告的一些问题应该引起关

注。总结起来，大致有3类：

第一，项目负责人未经许可把参与

项目的其他单位或实验室的研究结果放

到自己的受邀或大会报告中，不申述是

他人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工作介绍。参

加项目的研究者免不了每年要把一些研

究结果发给项目负责人，一是汇报进展，

二是供项目层次整合总结。这种内容一

般只能限于向项目主管部门提供，在项

目的中期汇报会、终期验收会上或其他

代表项目、单位接受评审的场合使用。

项目负责人（甚至参加项目的其他人）在

其他场合把别人提供的数据当成自己的

研究结果加以介绍，或者即使申述是他

人结果但并未得到许可而在学术会议上

公开，都是不应该的。

第二，面对大同行，在学术报告中隐

去他人文章已经发表、结果已经公布的

事实，只介绍自己跟踪改造的工作，导致

听众误以为某个发现和结论是报告人做

出来的。更“高级”的是，有些有一定学

术成就的人把自己的发现和自己验证别

人发现的结果一路讲下来，没有任何说

明，结果听起来像是整个领域重要的发

现都是他/她的。故事当然完整优美，但

学术的严肃性尽失。令人费解的是，有

的人在国内大会上不讲规矩，到国外参

会作报告却不敢越雷池半步。

第三，采取“模糊数学”的讲述方式，

使得合作者或者以前工作过的实验室的

研究结果听起来都像是在报告人主导下

取得的。多年前，在外地参加一个学术

讨论会，一位年轻“海归”作报告介绍自

己的工作，说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发现了

什么结论。最后，主持会议的长者忍不

住了，要求他说清楚哪些结果是他自己

建立实验室以后做出的，哪些是他在国

外学习的实验室做出的。虽然气氛略微

尴尬，但我想，这一次经历对在场的年轻

人一定是十分有教益的。还有的时候，

听报告人介绍自己的工作，讲到他/她与

某实验室合作发现了什么，后来查阅论

文，从署名和该发现所需要的技术和基

础来看，报告人的实验室只是做出过一

些辅助性的贡献。这种情况表述为“本

实验室参与了某某实验室的合作研究，

我们发现了什么”是不是更符合事实呢？

实际上，向听众讲明白自己的贡献

和别人的贡献，有时只需一段简单的介

绍，甚至只是一句话的说明，折射出的却

是学者对待学问和人生的态度。诚然，

学术报告的影响不像论文和著作那样久

远，却也应该同样遵守学术规范。这种

规范或许没有见诸文字例律，只是写在

学者的心里，弥漫在学界的空气中，但它

是悬在学术讲坛上方无形的剑，鉴照着

学术界的诚信和学者的品格。中国学术

界处在成长之中，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已

为世界所瞩目，学术规范也必将日趋成

熟，内化于学者们心中，成为一种广泛的

自觉。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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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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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将宇宙维系在一起的可能是将宇宙维系在一起的可能是
量子幽灵作用量子幽灵作用

Brian Swingle是斯坦福大学一名研究人员，当他还在MIT
修读物质物理学专业研究生时，非常偶然的参加了几堂关于弦
论的课程以丰富自己的学习经历。虽然开始时他很少留意课堂
上碰到的一些概念，但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发觉自己的研究与黑
洞物理和量子引力的弦论方法之间竟然存在意外的高度相似。
他的研究工作是使用张量网络来预测奇异材料的性质。“我意识
到它们之间有些深层的东西在起作用”，他说道。

张量出现在物理学的各个分支中，是可以同时代表多个数
的简单数学结构。例如，速度矢量就是一个简单的张量，同时表
示运动的速度和方向。一个系统一般由多个具有相互作用的部
分构成，比如构成物质的大量的亚原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通
常就采用张量过程来解析。把复杂的张量编成网络连在一起，
可以简化系统的计算过程。

越来越多物理学家开始认识到张量网络在宇宙学研究中的
巨大价值，Swingle正是其中之一，可以用于解决关于时空本质
的争论是张量网络的价值之一。帕萨迪纳市加州理工理论物理
系John Preskill教授注意到许多物理学家开始关注量子纠缠与
微小尺度上的时空几何之间可能存在深刻联系。前者的量子纠
缠正是一直困扰爱因斯坦的超距幽灵作用，而后者的微小尺度
上的时空几何则在60年前被物理学家 John Wheeler描述为翻
腾着的香槟泡沫。“如果你探测普朗克量级（可能是最小距离了）
尺度下的世界，它与我们所熟悉的时空可能完全不同。”Preskill
说道，“它将再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几何时间了，而是别的东西，一
种事物的本源的东西。”

“那个更根本的图像到底是什么?”物理学家们继续与这个
棘手的问题纠缠着，他们越来越相信这个图像可能与量子信息
有关。“当我们谈论信息编码时，通常意味着可以将一个系统划
分为几个部分，不同的部分之间存在一些关联，我可以通过观察
一个部分来获得另一部分的一些信息，这正是纠缠的本质。”
Preskill说道。

通常说的时空的“编织物”是一种比喻，让人联想到将不同
的独立纤维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平滑的连续整体，时空中的纤
维就是基本量子。“纠缠是时空的编织物”，Swingle说道，“纠
缠将系统维系在一起，也使得集体性质不同于个体的性质。
不过为了观察有趣的集体行为，我们还是需要理解纠缠是如
何分布的。”

张量网络提供了一种数学工具来满足这一需求，时空是复
杂系统中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节点。在这个复杂系统中，各个
独立的量子信息像乐高积木一样嵌合在一起，纠缠是将网络连
在一起的胶合剂。我们想要理解时空，就必须首先思考纠缠的
几何性质，即系统中信息是如何编码在相互作用的巨量节点之
间的。
多体多体，，单网络单网络

给一个复杂量子系统建模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对
超过两个相互作用个体的一个经典系统进行建模也相当具有挑
战性。当牛顿在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他考察

的许多问题中就有一个是所谓的“三体问题”。计算两个物体的
联合运动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比如地球和太阳，只需要考虑两者
之间相互的万有引力；但如果加入第三个物体，比如月亮，原本
相对直接并有精确解的问题就会变为一个本质上属于混沌的问
题。这时，想要对他们的运动进行长期的预测，就需要强大的计
算机来对系统演化进行近似模拟。一般而言，系统的个体越多，
计算就越困难，至少在经典物理中困难程度是呈线性或近似线
性方式增加的。

现在设想由几十亿个原子构成的量子系统，所有原子都和
其他原子通过复杂的量子方程相互作用，计算的困难程度将随
着系统中的粒子个数增加而指数化增长，这种情况下再用蛮力
解析计算肯定是不可能了。

比如一块金子，它由几十亿个原子构成，每个原子都与其他
所有原子相互作用，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金属的许多经典性
质，比如颜色、强度和电导率得以体现。“原子是极小的量子力学
对象，把原子放在一起，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Swingle说道。
只有在原子这个尺寸上，量子力学的规律才开始显现。物理学
家需要精确地计算这块金子的波函数（波函数是一个可以描述
整个体系的一个完整态），可以想象这个波函数将是一个多么复
杂的多头怪物。

即便上面那块金子只有 100个原子，而每个原子也只有一
个要么朝上要么朝下的量子“自旋”，所有的可能态也有 2100多
种，大概一个1后面跟30个0。每加一个原子，问题的复杂性就
以指数形式增长。“如果你把整个可见宇宙都装满我们已有的最
好的数据存储材料和能够买到的最好的硬盘，也只能储存大约
300个自旋的波函数完整态。”Swingle说，“这些信息就在那儿，
但并不都具有物理实在，没有人测量过所有这些数字。”

张量网络可以帮助物理学家压缩波函数包含的其他信息，
将目光聚焦在那些可以在实验中测量的波函数性质上，比如观
察给定材料是如何弯曲光线的，或者它是如何吸收声音的，或者
它的导电性如何等物理性质。张量是一个“黑匣子”，装进一堆
数字但只给出一个不同的结果。所以也有可能只输入一个简单
的波函数，比如许多无相互作用的电子，每一个都在最低能态
上，然后在系统中不断运转张量，直到形成一个诸如有几十亿个
相互作用的原子的金块这样巨大而复杂的体系的波函数，其结
果将是由一个直观的图表来表示这个复杂的金块，很像20世纪
中期发明的费曼图，它极大地简化了物理学家表示粒子相互作
用的方式。一个张量网络就像时空一样有几何形状。

实现这一简化过程的关键原则就是“局域性”，即假设任何
给定的电子都只是和它附近的电子进行相互作用。众多电子中
的每一个都与相邻电子相互纠缠从而在网格中产生一系列的

“节点”。这些节点是张量的，而纠缠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这样复
杂的计算就比较容易可视化，有时它可以把问题简化到非常简
单的计算。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张量网络，其中最有用的一种是多尺度
纠缠重整化拟设（MERA）。其工作机制可以这样描述：设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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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的电子线，标志为A、B、C、D、E、F、G、H的8个独立电子，分
别表示量子信息的基本单元（量子比特），它们之间通过最近的
量子比特之间的纠缠来形成链接。A与B纠缠，C与D纠缠，E与
F纠缠，G与H纠缠，这在网络中形成了高一级链接，此时，AB与
CD纠缠，EF与GH纠缠，从而得到网络中的更高一级链接。最
后ABCD与EFGH纠缠得到最高级链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我们利用纠缠构建了多体波函数”，德国约翰尼斯·古腾堡大学
的物理学家Román Orús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到。

网络已经证实了从多体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如何诞生出
一个简单的几何结构，物理学家对于张量网络（尤其是MERA）
将打开通往量子引力的道路深信不疑，极为兴奋。Swingle等一
批科学家希望利用这种生成几何，找出某个机制，可以从离散的
量子信息比特中生成一个平滑连续的时空。
时空的边界时空的边界

凝聚态物理学家在发展张量网络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可生
成的额外维度，该技术从一维体系中生成了一个二位体系；而引
力理论物理学家从全息原理出发，正尝试减去一个维度，即从三
维发展到二维。

20世纪 70年代，物理学家 Jacob Bekenstein指出黑洞内
部的信息被编码在其二维表面区域（“边界”），而不是在其三维
空间中（“体”）。20 年后，Leonard Susskind 和 Gerard ’t
Hooft将这一想法拓展到了整个宇宙中，将它和全息图联系在一
起，指出我们宏伟的三维宇宙是由一个二维的“源代码”生成
的。1997年，Juan Maldacena发现了一个可以运行的具体的全
息图例，用一个玩具模型证实一个没有引力的平坦空间等价于有
引力存在的鞍状空间。这种关联被物理学家称之为“二元性”。

温哥华哥伦比亚大学的弦论理论家Mark Van Raamsdonk
将全息概念比喻为一个二维电脑芯片，其中包含的代码可以生
成一个视频游戏中的三维虚拟世界，我们就生活在那个三维游
戏空间中。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空间是幻象的，由一副短
暂的图像投影在稀薄的气体中。正如Van Raamsdonk强调的
那样，“在你的电脑中仍然有一个真实的物质对象储存着所有的
信息”。

这个想法在理论物理学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过他们
仍然无法明白低维空间如何精确地储存时空几何结构的信息。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谈论的存储芯片必须是一种量子计算机，
其中经典的编码信息0和1被量子比特所替代。后者可以同时
是0、1和中间的任何态。那些量子比特之间必定通过纠缠相互
关联，即一个量子比特的态由它的相邻量子比特所决定，这样真
实的三维世界才可以被编码。

纠缠对时空的存在至关重要，这是由现在在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的Shinsei Ryu和京都大学的Tadashi Takayanagi在
2006年给出的结论，当时他们还是博士后研究员，他们因此工
作分享了2015年物理学新视野奖。“那个想法就是指时空几何
的编码方式与储存芯片的不同部分之间纠缠方式息息相关”，
Van Raamsdonk解释到。

受他们的工作以及Maldacena后来的一篇文章的启发，
Van Raamsdonk在2010年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来证明纠缠在
时空形成中扮演的关键作用：试想如果存储芯片被切做两部分，
并消除两部分量子比特之间的纠缠，会发生什么？Van Raams⁃
donk发现时空开始自己撕裂，其方式就像拉伸一块口香糖的两
端，随着两部分的分开中间变得狭窄，像被压过一样。不断将存
储芯片分成越来越小的小片将解开时空的结构，到最后只剩下
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微小独立碎片。“如果你拿走纠缠，时空结
构也就瓦解了”，Van Raamsdonk说，“如果你想构造出时空结
构，那么你最好从以特定方式纠缠在一起的量子比特开始。”

Swingle将时空的纠缠结构和全息原理与张量网络关联起
来，再加上Van Raamsdonk的上述思想，两者结合后就可以将

问题的另一关键点放入图景中：通过全息，弯曲的时空结构非常
自然地从张量网络的纠缠中生成。“时空是量子信息的一种几何
表述”，Van Raamsdonk说。

时空几何结构看上去到底是什么样呢？在Maldacena的马
鞍状时空例子中，它看上去就像著名的图形艺术家埃舍尔在20
世纪 50年代后期和 6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圆极限作品中的一
幅。埃舍尔长期对秩序和对称感兴趣，1936年他游历西班牙的
阿尔罕布拉宫时，从摩尔建筑里典型的重复镶嵌图案里找到了
灵感，之后他将那些数学概念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来。

他的圆极限木版画是双曲几何的一种表现。二维空间中的
负曲率空间被扭曲圆盘所表示，就像将地球仪平整投影到一副
二维地图上时会扭曲各大洲一样。例如在“圆极限 IV——天堂
与地狱”（图1）中描绘了许多天使与魔鬼的重复图形。在真实的
双曲空间中，所有的图形都将是一样的尺寸，但在埃舍尔的二维
表述中，边缘处的图形看上去要比中心处的图形更小更扭曲。
一个张量网络的示意图也呈现出与Circle Limit系列惊人的类
似。Swingle在对他有重大影响的弦理论课堂上意识到，这是深
层关联的一种视觉表现。

目前为止，张量分析局限在特定的时空模型中，比如Malda⁃
cenade的工作，他的模型并没有描述我们居住的宇宙，一个不
断加速膨胀的非马鞍状的宇宙。物理学家仅能在少数特殊情况
下进行两种模型的对应转换。理想情况下，他们希望拥有一部
描述这种转换的宇宙词典，而这部词典应该是被直接推导而来，
而不是通过一些近似理论得到。

“对于这些二元性，我们处在一个奇妙的境界中，每个人都
似乎同意其重要性，但目前还没人知道如何推导出它们”，
Preskill说，“也许张量网络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前进更多。虽然现
在我们只找到了一个玩具模型，这是一个前进的标志，也是一个
强烈的暗示，我们已经抓住了一些东西，有一天我们可能可以说

‘啊!词典就该这样推导出来’”。
过去几年，Swingle 和 Van Raamsdonk已经合作将他们在

这一领域的工作从静态时空结构拓展到相应的动力学结构：讨
论关于时空如何随时间改变，又如何为响应这些改变而弯曲。
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成功推导出了爱因斯坦方程即等效原理，这
为时空动力学以及时空几何可以从纠缠量子比特中生成提供了
证据。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什么是时空?”这听上去完全是一个
哲学问题，要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具体的可以计算时
空的方案对物理学家来说实在太妙了，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

图1 圆极限 IV——天堂与地狱

编译/雨遇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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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最具文学性的一本科幻小说最具文学性的一本科幻小说””
———评石黑达昌—评石黑达昌《《冬至草冬至草》》

[日]石黑达昌 著,丁丁虫 译。时代

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定

价：29.8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姚利芬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冬至草》是时代文艺出版社引进的
日本科幻小说，2014年 3月在中国大陆
出版。收录了包括同名中篇《冬至草》在
内的6篇科幻小说。作者石黑达昌是东
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目前在德克萨斯大
学MD安德森肿瘤中心任副教授，被科幻
圈认为是融合了生物学、医学和文学的
作者。《冬至草》收录的 6篇小说主题相
近，致力于书写无法得到大众认可的边
缘人物的悲剧，实是写人性，整本书读下
来会感觉到似烟一般缭绕于文字间的理
性与悲悯。

石黑达昌重在对“人性”的挖掘，行
文冷静超然，但又是外冰内火，杂有日式
美学的绵长悠远。颇具推理性质的、抽
丝剥茧式的零度叙事包蕴的内核则是对
人性的思考，有着对笔下人物普遍琐细
卑微状态的强烈偏爱。与爱伦·坡相似，
在文学性科幻的叙事中，作者还表现出3
个“I”的特征：内省力、想象力、创造力。
译者丁丁虫曾说《冬至草》是他看过的

“最具文学性的一本科幻小说”，以此评
断作本文的标题，也点明了石黑达昌科
幻小说的显著特征，我们不妨抓住“三
性”——文学性、哲思性、反战性对他这
本小说文集进行解读。

先来剖析下这本小说的文学性与哲
思性。国内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从
大海中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
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一文中，从细节、
人物及题材的选择上对比了主流文学与
科幻文学的不同：主流文学更倾向于“人
学”，偏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而人物的
地位在科幻小说中已发生变化，多为符
号化的存在。然而，我们在石黑达昌的
科学幻想小说里仍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物
所倾注的笔墨，身为医者，作者选了病人
及许多具有病态人格的小人物作为描写
对象。《冬至草》中的半井、张本，《D.摩尔
事件》中“看到火球”的幻视者病人，《阿
布萨尔特评传》中伪造数据的阿布萨尔
特，《希望海鞘》中罹患儿童癌的女儿与
救女于死亡之手的父亲，《手心的月亮》
里能看到手心月亮的“我”与二战退伍老
兵，《直到瞑目的短短瞬间》中末期医疗
时的小民众生态。无独有偶，牙医出身
的余华亦曾有言“我们都是病人”。贯穿
6篇小说的总体叙事风格是现实主义，作

者的笔触迂回游离于科学与人间，正如
小说起首句所言，“能令不可能发生的事
情发生，这是科学的进步；正因为科学的
进步，才能令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
小说的落脚点是坚实粗砺、遍布着沧桑
无奈甚至血腥味儿的人间，科学元素在
此更多是作为人物摹写服务的工具。

以中篇《冬至草》的人物刻画为例来
看，小说里的主人公半井生于昭和初期，
幼时被驻地部队于溪谷发现，送至孤儿
院。他患有麻痹症，性格偏执，喜好读
书，尤好植物，小学毕业后于北海道的地
处偏远的中学当勤杂工，闲时森林漫步，
意外于山崖间发现了一种名为冬至草的
植物，故事由此宕开。半井对冬至草的
业余研究步步升级，这似乎成了他人生
全部寄托，痴迷以至不可自拔。为了对
冬至草进行人工培植，他和助手每天要
从自己的手指上挤出几十滴鲜血来养育
冬至草——不能果腹的二战时期，这样
的损耗无疑是致命的。随着日本战败，
美军进驻小镇，冬至草的研究因涉嫌武
器开发被封存。病床上，半井看到美国
士兵，说的是，“哪能输呢？”，这也是他在
人世的最后一句话——其愚可哀，此情
此景与阿Q临终行刑画押努力把圆圈描
圆异曲同工。

达科·苏科文《科幻小说面面观》中
论及科幻小说——突变、克隆，作为认知
的寓言一章提到生物学概念在科幻小说
中的作用：“主要用作各种社会政治本体
的隐喻，从而引发出作者的文本中人物
之间关系的各种可能性的类比。”科学故
事在此充当着寓言式的叙事中介，譬如
文中构拟出来的冬至草形象，它的诞生
以至消亡是一个强有力的喻征，于此也
可窥见作者的哲思所在：这一嗜血性极
强的物种一时繁荣后个体数锐减的原
因，除了放射性假说之外，也可以解释为
自身中毒。“不管怎么说，如果冬至草真
的极力排除其他植物，只追求自己种群
的繁荣，最终却反而踏上了灭绝的道
路。”半井在信中反复写到“冬至草是愚
不可及的生物”这一判断，确实道出了冬
至草的本质——过度繁殖压倒其他物种
的生物，最终只有步向毁灭。可以说，半
井与冬至草是二而一、一而二互为映带
的关系。小说辩证式的思考渗透在冷静

的叙述中，诸如关于生与死的感悟，现实
和幻想的冲突，希望与绝望的挣扎，作者
以举重若轻的笔调写来，如雁翼划过，忽
掠心间。

反战色彩也是石黑先生的小说一大
特色。刘炳范则在《关于战后日本文学
的战争观问题》文中指出日本战后文学
存在“矛盾性”。该文认为战后日本文学
的积极意义在于深刻表现了日本作家对
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解，表现了战争的残
酷，揭示战争给日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
深重灾难，石黑先生这本小说的反战意
义亦即在此。《冬至草》和《手心的月亮》
是最具反战意义的两个中篇。如上述，
《冬至草》写了二战中日本民众的愚昧与
盲从，冬至草的种种奇诡，皆为了契合作
者想要说明的主题。《手心的月亮》也是
一篇反思性作品。小说里的主人公发现
右手掌出现忽隐忽现的月亮，如鬼魅般
在明昧间穿梭，但除了当事人，身边没有
人能看到手掌的月亮，直到主人公偶遇
一个能看见他手上月亮的老人，这是个
二战退伍老兵，一个看来已是老年痴呆
症的患者，整日绕着公园水池转圈，步履
沉重，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有无数冤魂跟
随，不过与主人公的月亮一样，常人不能
见到。手掌里的月亮与亦步亦趋的“冤
魂”互为映带，有的日本人认为对战争一
次次的反省意味着“自虐”，作者意在通
过这篇小说针砭日本对于历史的遗忘，
即便整个社会都无视历史，但在有良知
人的心里，冷月与冤魂都常在。

石黑先生称自己“在格斗中写作，不
知道纯文学作家和科幻作家的标签哪个
更适合我”所谓意骋幻界，笔落人间，至
于这样的作品是否算作科幻小说，恐怕
只能读者自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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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生命科学热点回眸年生命科学热点回眸
吴晓丽 1,2

1.《中国学术期刊文摘》编辑部，北京 100081
2.《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2015年无疑在生命科学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新起点，本文盘点2015年生命科

学领域取得的重大研究进展，回顾基因组编辑技术、图谱、结构生物学、干细胞、埃博拉、艾滋病、癌症、糖尿

病等研究领域的热点突破。

关键词关键词 生命科学；基因组编辑技术；图谱；剪接体；干细胞；埃博拉；艾滋病；癌症；糖尿病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01

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生命活

动的本质、特征和发生、发展规律，以及

各种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

关系的科学。研究生命对于发现生命

起源及其奥秘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和意义，因此，生命科学是当今最受关

注的基础科学。

刚刚过去的 2015年，对生命科学

领域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涌现出了许

多激动人心的新成果和新突破。2015
年生命科学在基因组编辑技术、图谱、

结构生物学、干细胞、埃博拉、艾滋病、

癌症、糖尿病等重点领域迎来了全新的

井喷式发展，取得了许许多多突破性成

就。正值岁末年初，笔者细心梳理，一

一盘点和回顾2015年生命科学领域发

生的那些重大突破。

1 基因组编辑技术

基因组编辑技术可以说是 2015年
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特别是被

业内誉为“基因剪刀”的 CRISPR基因

组编辑技术。它使活体细胞DNA的编

辑过程变得简单、低廉且十分精准，打

开了基因缺陷治疗和预防疾病蔓延的

大门。该技术在问世的 3年多里已连

续3次入选《Science》年度十大突破，其

中2015年更被评为头号突破。

CRISPR全称成簇的、规律间隔的

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
terspers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是源于细菌及古细菌中的后天免疫系

统。它可利用靶位点特异性的RNA指

导 Cas 蛋白对靶位点序列进行修饰。

直到 2012年，科学家才开始利用这一

系统在活体动物基因组中生成靶向突

变，删除原有基因或插入新基因，成为

生物医学史上第一种可高效、精确、程

序化地修改细胞基因组包括人类基因

组的工具，具有治疗多种疾病的潜力。

正如CRISPR共同发现者之一、生物学

家 Jennifer Doudna所说：“实际上，我们

有了把能对基因组进行切割的分子手

术刀。过去的所有技术都有点像大锤

……这个发现给科学家提供了可以实

际操作的工具，难以置信。”[1]（图1）
炽热的基因组编辑技术CRISP已

成为全球科学家的宠儿，从老鼠到人类

胚胎进行广泛的试验，2015年取得了

数项激动人心的进展。

1.1 首次修改人类胚胎基因

2015年4月，中国基因工程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家黄军就及其

团队修改了人类胚胎的基因，属世界首

次，相关成果发表在2015年5月出版的

《Protein & Cell》上（图2）[2]。

研究人员选取不可能发育为正常

图1 基因组编辑技术——分子手术刀示意（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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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物理学热点回眸年物理学热点回眸
傅雪

《科技导报》编辑部, 北京100081

2015年，对于物理学界来说，无疑

是充满欣喜的一年，在高能物理学、量

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

等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高能、

天体物理研究的是宇宙的本源，探究世

界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的大问题；量子

物理一方面探究物质的本质结构，另一

方面是可发展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实

际应用；凝聚态物理研究集中在超导、

半导体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

是推动人类技术革命的重要途径，因而

这些领域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而物

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充满热点但又

不断地变化，在大方向、大思路指引下，

研究中又会发现很多细节的乐趣，牵引

着科学家一步步走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中国科学

家首获“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在实现多

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外尔费米子的发

现等重大突破中都有重要贡献，中国物

理学研究已逐步从跟踪模仿成长为可

以同国际前沿并驾齐驱、相互竞争，在

个别点上还有突破和亮点，相信将来中

国科学家的研究被国际认可的事件会

越来越多，2015年必将作为崭露头角

的一年被历史铭记。

1 高能物理
1.1 五夸克现身

2015 年 7 月，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LHCb协作组报道，发现2个五

夸克态。他们表明 5个夸克可以在被

称为五夸克态的粒子中被束缚在一起。

五夸克态的存在是在20世纪70年
代被首次预言的，在 21世纪是争议的

对象。质子和中子这样的重子是由 3
个夸克组成的，在重子之间传递相互作

用的介子是由 2个夸克组成的。夸克

从来不会单独出现，因为把2个夸克分

开时要耗费的能量太大，超过夸克质量

对应的能量，于是会产生新的夸克。理

论预测了 4个和 5个夸克组成的粒子，

但一直未被证实。2015年，当2个质量

约为 7.8452×10- 27 kg（4400 MeV/c2）的

五夸克态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质子碰

撞中涌现出来时，这个预言终于被证

实。2个信号的统计显著度都超过9σ，
远高于粒子物理中确认一个发现的黄

金标准5σ。该研究成果发表在2015年
8 月 12 日《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

（图1、图2）[1]。

五夸克不仅仅是1个新的粒子，还

代表了1种产生夸克的方式，而这些夸

克是普通质子和中子最基本的组成单

元。这种模式在以前的实验中从未被

观察到。研究五夸克的性质可以更加

深入地了解物质是如何构成的[2]。此研

究成果被欧洲物理学会新闻网站

《Physics World》评选为“2015年度国际

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大突破之一”，被

美国物理学会（APS）评为“2015世界物

理八大进展之一”。

1.2 证明质子与反质子为真正镜像

2015年8月，欧洲核子研究组织一

摘要摘要 为回顾2015年物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重大进展和重大事件，遴选了高能物理、量子物理、凝聚态物

理、光物理和天体物理等领域的一些研究热点及物理领域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物理学前沿；研究热点；重大事件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02

图1 在1个五夸克粒子中5个夸克可能的组合方式

3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284


科技导报 2016，34（1）www.kjdb.org

20152015年化学热点回眸年化学热点回眸
田恬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化学是研究物质组成、性能和转化

的科学。化学与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

关，与人类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随着人

类社会快速发展、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对化学研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化学

对生命科学、材料学科的发展也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呈现交叉融合

创新的趋势。本文遴选2015年化学领

域涌现出的部分重要科研结果，回顾

2015年化学领域产生的进展[1]。

1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化合物及其

结构、性质、反应的学科。有机化合物

中的种种骨架结构和官能团造就了有

机分子千差万别的特性。为使其更好

地应用于医药、化工、食品、军事等领

域，近年来，以精确合成复杂分子为目

的的有机合成化学、金属有机化学蓬勃

发展起来。

1.1 有助于化学反应操作的敏感试剂

特别包装

2015 年 8 月，麻省理工学院的

Sather等[2]提出了利于有机反应操作的

新方法，即利用具有防护性能的石蜡胶

囊来包装预先测量好剂量的对空气和

湿度敏感的化学品，对于那些不得不经

常在手套箱中使用各种敏感试剂的化

学家来说，这可能是帮助他们进行科学

研究的重要方法。

当这些胶囊充满化学品后，可以存

储在手套箱外，需要时放入反应容器即

可（图 1）。当其置于反应混合物中并

被加热后，熔化的胶囊会释放出其中的

化学品。惰性的石蜡不会干扰反应，且

可以通过过滤或色谱法处理除去。创

建这种胶囊较为简单，只要用一个简单

的玻璃搅拌棒的一端插入熔化的石蜡

中蘸几次，就可以制造一个一端密封的

空心管。当蜡胶囊冷却后，它就可以从

玻璃棒上取下来，在其中放入试剂，再

用加热的金属刮刀将另一端蜡管密

封。该研究小组发现，该胶囊可以在某

些情况下在工作台上放置一年多，甚至

能一整夜泡在水里而不会失去其效力。

1.2 能定制合成有机分子的仪器

2015 年 3 月，伊利诺伊大学厄本

那-香槟分校的Li等[3]发明了能够定制

合成有机分子的仪器，通过的化学反应

将模块化的分子组件装配成所需的目

标有机分子。

这台合成机器使用的是其研究小

组开发出的含有甲基亚氨基二乙酸保

护的硼酸（MIDA）的有机砌块，被称为

MIDA硼酸化合物。目前有超过100种
MIDA 硼酸化合物可以在市场上买

摘要摘要 化学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一，也是化学工业的基石。随着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对化学研发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本文遴选2015年化学领域涌现的部分重要结果，介绍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等领域的重要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化学前沿；研究热点；重大事件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03

图1 石蜡胶囊封装对空气和湿度敏感的试剂（图片来源：ACS 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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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药物研发热点回眸年药物研发热点回眸
田恬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药物是具有预防、诊断、缓解治疗疾病及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一类物质，随着人类社会对生命质量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全球科研人员对药物研发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本文遴选2015年上市的部分重磅新药，盘

点心血管、抗肿瘤、免疫系统等新药研发领域的进展，并回顾2015年药学领域的相关热点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新药研发；心脑血管用药；抗肿瘤药；罕见病药物；药学前沿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04

随人类生存质量需求不断提高，为

延长寿命并降低疾病痛苦，人们对于新

型药物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涨，全球医药

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也在为此进行着

不懈努力。新药研发过程包括药物发

现、药物临床前研究、药物临床研究 3
个阶段。药物发现环节是药物研发活

动的开始，以寻找对某种疾病有治疗活

性的先导化合物为目标。得到的先导

化合物可以投入到药物临床前研究阶

段，通过一系列非人体试验的研究先导

化合物的有效性与毒性。随后则可以

将药物投入临床研究阶段，将研究的药

物应用于人体并观察药效和安全性，临

床研究结束后则可以通过报批等程序

获得许可，正式生产和上市销售。

根据汤森路透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12月15日，全球共有49个新分

子实体（new molecular entities，NME）
和生物药首次获批并推向市场。另外，

全球范围内，已上市药物中 2015年有

29 个重要的产品线延伸首次获得批

准，包括新适应症、新剂型或者新复

方。此外，截至 2015年 12月 15日，还

有 21个新分子实体在全球首次获批，

但尚未上市。虽然这些数字表明制药

和生物技术行业整体上运行良好，但是

与 2014年的 59个上市新药相比，2015
年上市新药数有明显的下降。不过，当

谈及新药的时候，质量远比数量重要，

而2015年上市的新药中的确有一些非

常杰出的成员 [1]。本文遴选 2015年上

市的部分重磅新药，盘点心血管、抗肿

瘤、免疫系统等新药研发的进展，并回

顾2015年药学领域的相关热点事件。

1 心脑血管用药任重而道远

心脑血管疾病是威胁心脏血管和

脑血管一类疾病的统称，是 50岁以上

中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全世界每年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1500万
人，居各种死因首位。

1.1 心脏病重大里程碑：心衰药

Entresto
2015年7月，瑞士诺华制药有限公

司（Novartis）的慢性心衰药物 Entresto
（图 1）在美国上市，用于射血分数降低

的心力衰竭患者，降低心血管死亡和心

衰住院风险[2,3]。

Entresto是一种首创新药，以多种

方式作用于心脏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该

药是过去25年内心衰治疗领域的一个

伟大突破，有望成功动摇过去 10年未

被修改的心衰治疗整体框架。Entresto
（sacubitril/valsartan）是首个也是唯一

一个在临床试验中疗效显著超越标准

治疗药物依那普利（Enalapril）的药物，

而且表现出更高的安全性。Entresto的
杰出表现，使该药成为过去 10年中心

脏病学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此前，

业界早已按捺不住，纷纷预测Entresto
将毫无疑问地成为超级重磅明星，上市

后将迅速被临床医生接纳并取得一鸣

惊人的成绩，年销售峰值将超过 60亿

美元，并且在未来数年，该领域将无任

何药物能与Entresto抗衡。

Entresto是一种首创的双效血管紧

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具

有独特的作用模式，能够增强心脏的保

图1 Entresto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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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2015年世界农业科学研究继续快速发展，在多个领域中取得了一批原创性、高水平研究成果。为追

踪农业科学领域发展的前沿和热点，展现农业科学取得的杰出成就，本文回顾2015年植物遗传育种、动物

遗传育种与动物医学、植物保护与病虫防治、农产品加工及储藏、农业考古等农业科学领域取得的部分重要

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农业科学前沿；科学热点；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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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是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的

重要内容，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

性力量。中国自 2004年开始，连续 12
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

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体现了中国对农

业的重视。2015年，中国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

动作用，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

涌现出一批科技成果，在现代农业生

物、资源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技术等领

域取得重要进展，为提升农业生产能

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

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现代农业

发展成就，本文从植物种质资源与现代

育种、植物保护与病虫防控、农业生产

与食品安全、动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

种、农业起源与进化等 5个领域，展示

2015年农业科技取得的重要进展。

1 植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

1.1 水稻

水稻作为全球半数以上人口的主

粮，如何提高其产量和品质一直是研究

的热点。随着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挖

掘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基因资源，用

于高产优质新品种选育成为水稻遗传

改良的重要手段，优秀成果层出不穷。

株型是产量的重要决定因子，以

“理想株型”为育种目标的遗传改良

可极大地提高水稻产量，华中农业大

学张启发、王磊等通过分析水稻 3个

microRNA及其靶基因在水稻株型发育

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揭示了新的控

制水稻株型建成的调控途径，使水稻株型

建成的分子调控机制有了重要突破[1]。

籽粒大小和重量是水稻产量的构

成要素，长期以来一直是很多作物育种

改良的重要目标。中国科学院遗传与

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储成才、中国科学院

院士李家洋课题组通过对一水稻大粒

显性突变体（Big grain1，Bg1-D）的研

究，发现BG1编码一个受生长素特异诱

导的早期响应的未知功能蛋白，在水稻

茎和穗的维管组织中特异表达。有意

思的是，BG1过表达株系生长素极性运

输能力显著增强，并导致水稻籽粒显著

增大[2]。同时，中国水稻研究所与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单

位合作，从浙江地方大粒品种“宝大粒”

中成功分离并克隆了一个能够显著提

高超级稻产量的重要基因GS2，研究发

现，GS2等位基因在miR396c靶点发生

了一个稀有显性突变，造成该基因表达

显著上升，从而促进细胞的分裂和生

长，并最终特异增加了穗长和籽粒大小

（图 1）[3]。另一研究中，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储成才团队和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赵明富

团队、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李云海团队、武汉大学李绍清团队

通过不同研究方法，阐述了生长调节因

图1 提高超级稻产量的重要基因GS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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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梳理了2015年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遴选、推介了计算机、通信技术、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医疗

电子、智能手机等方面的研究热点和技术突破，回顾了2015年信息科学领域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信息科学前沿；研究热点；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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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以信息（泛指人类社会传

播的音信、消息、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

的对象等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信

息的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信息

科学方法论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扩展人

的信息功能（特别是其中的智力功能）

为主要研究目标，重要技术包括计算机

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技

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等。随信息科

学的诞生、发展，引领社会自20世纪70
年代进入信息时代。作为信息时代的

基石，信息技术现已不断渗透到其他各

个学科领域，近年诞生了生物信息学、

医疗电子等以信息技术为媒介、与其他

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

2015年，信息科学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突破。为集中展示其重要进展，本

文遴选计算机、通信技术、信息安全、人

工智能、医疗电子、智能手机等方面的

主要研究热点和重要技术突破，并盘

点 2015年“互联网+”、“提速与降费”、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中国量子通信产业联盟

成立”、“中国互联网医疗标准化联盟成

立”等信息科学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

1 研究热点

1.1 计算机

1946年 2月 14日，人类历史上公

认的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埃尼阿

克”（ENIAC）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

其后，计算机经历了电子管数字机、晶

体管数字机、集成电路数字机、大规模

集成电路机4代计算机的发展，目前已

进入从功能单一、体积较大向功能复

杂、体积微小、资源网络化等发展的崭

新时代。

超级计算机是目前功能最强、运算

速度最快、存储容量最大的一类计算

机。自1976年美国克雷公司推出世界

上首台运算速度达2.5亿次/s的超级计

算机以来，各国争相研制亿亿级超级计

算机，目前技术已趋于成熟。虽然目前

计算技术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性能也

正在接近物理极限，科学家们预测，量

子力学原理将使超强大的量子计算机

出现成为可能，从而突破目前技术的限

制，或许量子计算技术在未来得到突

破，21世纪将是量子计算机时代。

1.1.1 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获全

球超算六连冠

超级计算机

多用于国家高科

技领域和尖端技

术研究，是一个国

家科研实力的体

现 ，它 对 国 家 安

全、经济和社会发

展具有举足轻重

的意义，是国家科

技发展水平和综

合国力的重要标

志。

2015 年 11 月

16日，新一期全球

超级计算机 500强

榜单在美国公布，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图 1）
连续第6度夺冠。

排名第 1的“天河二号”的浮点运

算速度为33.86千万亿次/s，排名第2的
美国“泰坦”的浮点运算速度为17.59千
万亿次/s，第 3、第 4、第 5名依次为美国

“红杉”、日本“京”、美国“米拉”超级计

算机。实际上，这5台超级计算机的排

名自2013年6月以来没有变化。

中国入围这一榜单的超算数量比

上期激增了近2倍，而美国入围数量虽

然相对其他国家依然优势明显，但已从

2015年 7月的 231台降至 201台，是该

榜单1993年发布以来美国上榜数量的

最低水平。中国大陆超算的上榜数量

出现大幅增长，从半年前的 37台激增

至现在的109台，多于欧洲的上榜超算

图1 “天河二号”主任设计师、国防大学杨灿群（右）

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黄仁勋（左）展示

天河超算GPU运算节点（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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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梳理了2015年地球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遴选、推介了气候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

面的研究热点和最新发现，回顾了2015年地球科学领域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地球科学前沿；研究热点；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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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是以地球系统（包括大气

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日地空间）

的过程与变化及其相互作用为研究对

象的基础学科，包括大气科学、地质学、

地球物理学、地理学及其他衍生学科。

2015年，地球科学取得了一系列

研究进展，为集中展示其重要进展，本

文遴选气候学（全球气候变暖）、地球物

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的主要

研究热点和重要发现，并盘点 2015年

“4·25”尼泊尔地震、中国“解读地球计

划”启动、中国成立地球深部探测中

心、北极海底的所有权争夺、2015年厄

尔尼诺现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等地球

科学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

1 研究热点

1.1 气候学

气候学是研究气候特征、形成、分

布和演变规律，以及气候与其他自然因

子和人类活动的关系的学科。几千年

前，人们对气候现象已有记载。气候涉

及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自

1979年世界气候大会提出了世界气候

计划，使气候问题成为国际协作的重大

课题，气候学成了日益活跃的学科，气

候学的含义也正在不断发展，包括大气

圈、水圈、冰雪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在内

的气候系统的概念也正在形成。

2015年，各国科学家在气候变暖

引发山脉岩石滑落、高山地区升温更

快、氟利昂是气候变暖的元凶、微生物

对气候变暖的影响等领域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研究进展。

1）气候变暖引发

山脉岩石滑落。

针对自 2003年起

由登山者报告或从勃

朗峰卫星图像上观察

到的法国阿尔卑斯山

脉勃朗峰斜坡上的533
起岩石滑落开展的研

究 ，法 国 萨 瓦 大 学

Ludovic Ranavel 发现，

每年岩石滑落的次数

与阿尔卑斯山脉高处

的空气和岩石温度之

间存在强烈的关联。2015年4月，在欧

洲地球科学联盟于维也纳举行的全体

会议上，Ranavel将此效应归咎于正在

融化的永久冻土，其分析发现勃朗峰附

近 95%的岩石滑落发生在最炎热的

6—9 月。其中，大多数开始于海拔

3100 m以上的地方，而这正好靠近包

含永久冻土的地区底部。随着阿尔卑

斯山脉变暖，该区域正在消退，并且“释

放”出滑落的岩石。

而此前，Ranavel曾在关于过去150
年间勃朗峰及其周围的照片中确认大

规模岩石滑落的研究中发现，它们在异

常炎热的夏季发生得更加频繁，比如

1947、1976、1983和 2003年。同时，岩

石滑落时间过去20年间有明显的上升

趋势[1]。

2）微生物对北极气候变化产生不

利影响。

活的生物通常被视作气候变化的

无辜受害者。不过，一些生命形式正在

演变成恶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北

极日益升高的温度负责。微小的微生

物和海洋浮游植物通过释放来自最新

融化土壤的甲烷或者吸收太阳热量使

周围海洋变暖，在北极环境中留下了明

显的印记，并且可能带来全球性影响

（图2）。
挪威特罗姆瑟大学Mette Svenning

研究发现，一旦周围的土壤融化，土壤

微生物群落会变成温室气体制造工厂，

较高的温度导致北极土壤中的微生物

以更快的速度释放甲烷，因为它们以存

储在地下的碳为食。

研究未曾考虑微生物在较低温度

下对气候变化会有多大效力，虽然来自

较为温暖气候的微生物在 4°C下便陷

入实际意义上的生命停滞状态，但它们

图1 不断上升的夏季气温正引发法国阿尔卑斯山脉

勃朗峰斜坡上的岩石滑落（图片来源：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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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污染现状与突破性处理

技术
从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以

及生态环境4方面，遴选了2015年国际

顶级期刊发表的环境现状报告及环境

污染物处理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1.1 水环境

1.1.1 每年约 800万 t塑料垃圾进入

海洋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

术的高速发展，海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污染和破坏。废弃包装盒、塑料瓶、包

装纸、购物袋等数百万吨的塑料进入海

洋，影响了大量的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

的生活，对人类健康也产生很大的负面

影响（图1）。

2015年 3月 13日，美国和澳大利

亚研究人员以约 190个沿海国家和地

区为研究点，根据这些地方在 2010年

距海岸线50 km以内的人口密度、每年

人均废弃物数量、废弃物中塑料垃圾比

例、塑料垃圾处理不当的比例等数据，

计算出每年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量，这

一研究报告发表在《Science》上。他们

的统计模型显示，这些沿海国家和地区

在2010年共产生2.75亿 t塑料垃圾，每

年有大约 800万 t塑料垃圾进入海洋。

如果国际社会不进一步采取控制措施，

这一数量在10年后可能会翻一番[1]。

研究结果显示，进入海洋的塑料垃

圾数量还在逐年上升，估计 2025年的

垃圾量将比2010年增加1倍，届时海洋

中的塑料垃圾总量有可能达到 1.55
亿 t。研究人员还表示，国家的人口数

量和垃圾管理质量上决定了其所产生

的海洋塑料垃圾量，并列出了 2010年

向海洋排放塑料垃圾最多的 20个国

家，其中美国是唯一进入名单的发达国

家。为防止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进一

步增加，研究人员呼吁发达国家立即采

取行动减少废弃物产生量，并控制一次

性塑料产品的使用，而对发展中国家

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善垃圾处理基础

设施，但这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时

间”[1,2]。

1.1.2 防晒剂严重危害海洋生物

2015年 5月 5日，南京大学环境学

院吴兵等发表在《Environmental Sci⁃
ence & Technology》的一项研究表明，

防晒剂中的纳米颗粒会伤害海洋生物

的胚胎。防晒剂、牙膏、化妆品和船漆

中的一些金属显微物质会改变海洋生

物的细胞，让这些生命体变得对其他有

毒污染物更加脆弱。

该研究以海胆胚胎为基础，研究了

消费品中纳米颗粒物对它的影响，发现

消费品中的纳米颗粒物对其他海洋生

物也会产生类似影响。研究人员介绍

说：“当接触过这些纳米材料以后，即便

是在接触量极低、人类以为不会产生影

响的情况下，它们也会被波及。”例如，

一些海胆胚胎接触到防晒剂中的纳米

锌氧化物或是船漆中的纳米铜氧化物

后，会永远处于幼体状态，或者即便正

摘要摘要 2015年环境科学领域技术的发展依然迅猛。从环境污染现状与突破性处理技术出发，推介了水环

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4个方面取得的部分重要进展，遴选了2015年最受公众关注的环境污染

事件，盘点了2015年出台的最富影响力的环境政策。

关键词关键词 环境科学；环境污染；前沿进展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08

图1 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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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科技事件回眸年科技事件回眸
祝叶华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科技导报》2007年设立“科技事

件”栏目以来，立足科技界发生的热点

事件，深度挖掘探寻事件背后的争议。

本文以《科技导报》“科技事件”栏目

2015年的报道为基础，评述 2015年科

技界十大热点事件。

1 线粒体DNA替代疗法引争议

——1父2母婴儿或将诞生
2015 年 2 月 3 日，英国下议院以

382票赞成、1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

项历史性法案，即批准线粒体DNA替

代疗法。该技术将来自携带缺陷线粒

体卵细胞的遗传物质转移到拥有健康

线粒体的捐献者卵子内。产生的胚胎

携带来自母亲和父亲的核DNA以及来

自卵子捐献者的线粒体DNA，这项技

术也被称为“一父两母”人工受精技术

（图 1）。该疗法能让线粒体基因中携

带致病突变的女性产下没有线粒体疾

病的孩子。但由于涉及改变胚胎DNA
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道德伦理问题，法案

一经通过便引发了巨大争议[1]。

这一争议的焦点问题在技术层面

上主要集中在变体将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生物学机能。在以往的研究中，只有

间接证据表明健康个体的线粒体基因

组出现的一般变异将有生物学影响。

只有与某种线粒体单倍型与 II型糖尿

病、帕金森氏症和癌症等疾病有关，而

一般的线粒体变异被认为只能影响个

人的普通生理特征，如寿命和身体协调

性等。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证据

表明，线粒体不仅会产生能量，也能影

响从细胞死亡到免疫应答的一系列细

胞进程，而且这些细胞器内的变化十分

重要，线粒体DNA逐渐被证实起着某

些特殊作用来影响个体生物学特性[2]。

由于受精卵的线粒体主要来自卵

子，当女性已确定为严重的线粒体遗传

病患者时，遗传病可通过其卵子内的线

粒体DNA遗传给下一代。支持者认为

该技术因有助于减少下一代患某些严

重遗传疾病的风险。他们认为这项疗

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不仅具有临床

实际应用价值，也有助于探究线粒体和

核DNA在受精卵和个体发育中是否存

在相容性的问题 [2]。但有些科学家发

现，约 1500个核基因组参与了线粒体

机能，其中包括 76个解码绑定在线粒

体衍生肽上的蛋白质的核基因组，普通

变异能改变这些蛋白质间的相互影

响。如果一个线粒体驱动蛋白质需要

密切贴合一个细胞核配对物，而其中一

方的微小改变也会打破这种结合。因

此有学者认为这项科研成果也许会引

发不同基因进行“恣意”的组合配对的

可能，这或许导致“发育或生理障碍”[1]。

同时无法回避的道德伦理问题，也

加重了这一疗法的争议性。线粒体

摘要摘要 科技争论、质疑与激辩伴随科研活动而生发，它使科学技术的内涵更加丰富，也促进了科技研发的健

康进步。本文回顾10件2015年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科技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科技事件；科学争议；科学前沿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09

图1 线粒体DNA治疗漫画图（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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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科学共同体回眸年科学共同体回眸
田恬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1942年，英国科学家波朗依提出：

“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使

命，他必须在各种体质的结构中占据一

个确定的位置。每个人都属于专门化

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教案

的这些不同的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

同体。”他把全社会从事科学研究的科

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

值、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以区别于一

般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随后人们

又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概念，赋予

它许多新的具体内容。

在世界科技高速发展，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的当下，

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力量。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实现全球创新网络，成为世界各国

人民的共识。而全球协同创新的引领

者则是全球不同国家的科学共同体组

织，在2015年，这些组织为科技发展做

出众多重要工作，本文遴选了 2015年

由不同科学共同体参与举办的在学术

界和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的部分重大

学术活动、国际会议，展现2015年度的

世界科学领域相关进展。

1 英国皇家学会卓越出版 350
周年共议学术出版、科学交流

的未来
2015年 3月 6日，英国皇家学会举

办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出 版 350
周年纪念日活动，其中包括科学电影发

布和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专题特

辑发布。科学电影会展示科学论文是

如何激发顶级的科学家思维和影响人

们周围的世界。专题特辑对发表在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A & B 的经

典论文进行回顾，引起高水平科学家的

探讨并发布最新的研究内容[1]。

2015年，世界上最早的同行评议

期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出

版 350周年（图 1）。从创立至今，学术

期刊使新思想和新发现可以自由地在

国际间交流，促进了基础研究的发展和

科学进步。为庆祝Philosophical Trans⁃

actions出版 350周年，英国皇家学会开

展一系列学术活动。

2015年 3月 19—21日英国皇家学

会举办研讨会，探讨科技期刊和Philo⁃

sophical Transactions 的发展历史是以

何种方式影响现在的科学研究？生存

还是毁灭？科技期刊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科学出版的未来是在不断变化，本

次会议将从长远的角度思考，通过审查

的科技期刊出版的变革和挑战，回顾过

去的3个半世纪并展望未来。

在2015年4月20—21日及2015年
5月5—6日，英国皇家学会分别组织科

研人员、出版商、资助者、图书管理者和

政策制定者参加2场学术研讨会，针对

科研交流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辩论。

辩论的内容将集中在学术交流和学术

评价这 2个方面，Philosophical Transac⁃

tions是提出了同行评议的概念，并沿用

至今，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同行评

议的弊端也不断涌现，包括在评议过程

中具有的重复性和一些不当行为，关于

科学研究的质量和真实性的把握，以及

对创新性思想的判断。所以在 350年

后的现在，人们不得不对学术交流和评

价的现状重新审视，是否有更好的科学

传播途径？

2 美国科学促进会2015年年会

着重创新、信息和成像技术
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是每年度最

盛大的科学省会之一，为科学家提供深

入交流的机会，并吸引来自全球媒体的

广泛报道。 2015 年 2 月 12—16 日，

摘要摘要 随着全球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加强，实现全球创新网络，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本文遴选

2015年科学共同体参与举办的部分国际、国内重大学术交流活动，涵盖学术出版、信息技术、有机化学前沿

发展、基因编辑研究、机器人技术、气候变化等领域。

关键词关键词 科学共同体；国际会议；国际合作；学术活动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10

图1 世界上最古老的期刊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第1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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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值得记住的科技界声音年值得记住的科技界声音
王丽娜

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2015年，中国的科技界取得很多瞩目的进展，科学发展欣欣向荣；2015年，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出台了

诸多科技新政策，为中国的科技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2015年，科技界的专家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

发出值得我们记住的声音，他们的见解对科技的发展或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或产生鞭策性的影响。本文对

于摘选的部分科技界声音，分为科技创新、中医、能源革命、智库建设与科普5个主题，以唤起读者对更多科

技话题的思考与讨论。

关键词关键词 科技创新；中医；能源革命；智库；科普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11

2015年，中国科技界发生了许多

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如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等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量子机器学习算

法，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等在世界上

首次进行了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青蒿

素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等。2015年，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出台

了诸多科技新政策，如发布了《关于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推

动中国新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发布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

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以规范科研

设施与仪器使用中存在的重复建设和

购置、闲置严重、利用率低等问题，发布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

创业工作的意见》以鼓励科研人员创业

等。2015年，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在各

自领域发出值得我们记住的声音，他们

的见解对科技的发展或发挥建设性的

作用，或产生鞭策性的影响。他们的声

音，推动着科技前行。

本文不能涵盖所有科技界重要的

声音，对于摘选的部分 2015年重要的

科技界声音，分为 5个主题，以唤起读

者对更多科技话题的思考与讨论。

1 科技创新，基础研究与成果转

化须同行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

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

需营造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院长李林李林认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就是要推动科技创新

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一

方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激

发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把握适应新常

态。”他还指出：“必须从创新人才入手

——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

图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出席首届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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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十三五””可再生能源发展展望可再生能源发展展望
任东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北京100038

摘要摘要 从中国能源发展困境、全球能源转型趋势2个方面，分析了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中

国能源转型方向：抓住全球能源转型的机遇，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清洁、低

碳和高效的新型能源系统。总结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

了“十三五”规划期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和政策调整方向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十三五”规划；可再生能源；能源转型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1.012

“十三五”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全面

推进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中国能源转型发展的关键

期。从国内经济发展情况看，经过 30多年高强度发展，煤炭

和电力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基本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能源

供应安全和能源环境形势仍然严峻，能源发展的方向将不得

不转向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构建清洁、高

效、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和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上来。

从当前国际形势看，全球气候变化、地缘政治、能源技术创新

等因素将对国际能源形势产生重要影响，能源生产供应及利

益格局也必将发生深刻调整和变化，全球范围的能源转型行

动正在加速推进。发展形势要求，在“十三五”期间应尽快确

定中国能源转型方向，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总结“十二

五”产业发展经验和充分认识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

应的发展目标和保证目标实现的政策。基于以上认识，本文

对“十三五”时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行展望。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新形势
1.1 中国的能源发展困境

1.1.1 化石能源供应压力加大,能源安全形势恶化

根据国内外众多机构的研究结果，中国能源需求在中期

（2020）和远期（2030、2050）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总量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下，中国2020年
能源需求有可能超过理想化的能源供应和需求平衡点，即45
亿吨 tce，从而达到近 50亿 tce；2030年和 2050年可能达到 60
亿 tce和70亿 tce。

2012年发布的《中国的能源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人均

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石油和天然

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67％、5.4％和 7.5％[1]。

与其它化石能源资源相比，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其开

发受到赋存条件、水资源条件、生态环境、安全因素、运输条

件和环境容量等多方面的限制，能被有效开发利用的煤炭资

源量明显不足。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从 21世纪初的 32%
飙升至 60%，预计 2030年以后，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进一步提

高到 70%以上；而且，中国石油进口量的 80%需要过马六甲

海峡，38%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天然气需求从2006年的

500多亿m3增加到 2030年的 3000亿m3。预计到 2020年，天

然气消费中将有30%需要进口，2030年将有50%以上的天然

气需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等常规能源进口依存度的大幅

上升，使中国能源供应安全风险日益加大。由于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未来能源消费还将大幅增

长，化石能源供应压力和资源约束将不断加大。此外，随着

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国际能源需求继续增长以及由此

导致资源争夺的加剧，会直接造成中国未来能源安全形势

的恶化。

1.1.2 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已引起灾难性生态

环境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提高，中国能源消费总

量也呈现同步快速增长态势。1977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仅

为 5.7亿 t标准煤。到 2013年，能源消费总量已达 37.5亿 t标
准煤，迅速越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人均能源消费量达2.76 t
标准煤，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受资源禀赋条件

影响，中国能源消费长期以来高度依赖煤炭。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90%以上，尽管

随着石油天然气工业和水电、核电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煤

炭消费比例有所下降，但直到目前，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

构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可以说，距离实现以清洁化、

低碳化、智能化为目标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规模的目标还相去

甚远。2013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37.5亿 t标准煤，其中煤炭

消费量 36.1亿 t，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 66%；原油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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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研究者的无形资源青蒿素研究者的无形资源
杨柳 1，张小溪 2

1. 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昆明 650201
2. 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襄阳 441053

与社会生产利用自然资源的情况不同，青蒿素及其药效

的发现是一项智识成果，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无形资源。

“523项目”组织者注重的是抗疟药物研究的组织系统资源[1]，

科学技术研究者看到的是社会-技术的网络化进程[2]，科学家

关注的则是研究方法的传承[3]。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青蒿素

研究者所利用和开发的更重要的无形资源，是喹啉类抗疟药

物研究范式和纲领，以及地方性的传统民族植物学遗产。

1 喹啉类抗疟药物研究的范式和启发法
抗疟研究涉及发现疟原虫、确证蚊虫传播疟疾方式、抗

疟药物的抗疟机理等生物学、传染病学和生理学领域。其

中，罗斯（Sir Ronald Ross，1857—1932）因对蚊虫传播疟疾的

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不过，这些工作除了

药物作用机理之外，都不在抗疟药物研究环节之中。

仅就抗疟药物研究而言，最新的成就当属青蒿素。青蒿

素之前最重要的成就则是张昌绍（1906—1967）等发现的常

山碱及其药效。初看起来，“研究青蒿素的思路、途径和方法

相同于中国科学家20世纪40年代的思路、途径和方法。”[3]其

实，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常山研究的范式，承袭的是喹啉类抗

疟药研究中所形成的范式。美国和中国20世纪60—70年代

研究抗疟办法尝试过多种进路，比如中国的针灸、中美两国

科学家从已知化合物中筛选药物等，但最终均被否定。只有

按照喹啉研究范式工作的科学家才取得了成功。

喹啉类抗疟药物研究中，前后经历了金鸡纳树皮抗疟作

用的确认（1737年）→提取奎宁（1820年）→弄清奎宁结构

（1940年代）→合成奎宁（1944—1945年）→合成氯喹（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探寻新抗疟药（20世纪60年代）的过程（图

1）。百余年探寻抗疟药过程形成的这种模式，实际上奠定了

此后研究抗疟药的基本范式和程序。

在喹啉类药物研究的范式之中，除了上述程序之外，实

际上还有一些形而上学或方法论的预设。这些预设包括：1）

基本的单体抗疟化合物存在于植物之中，是天然化合物；（2）
最有效的抗疟药物是基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化合物的变体

化合物（或衍生物）。第1条更多地表现为反面启发法（nega⁃
tive heuristics），即要求研究者不通过药物之外的治疗技术、

矿物质和无机化合物、动物器官、已知化合物等方法，去探索

抗疟办法。第 2条更多地表现为正面启发法，要求研究者从

植物中找到抗疟化合物单体之后，还要在此基础上合成其衍

生物，以制造出比天然化合物更理想的抗疟药物。针灸疗法

和从已知化合物中筛选抗疟药的做法均被否定，重要原因之

一就是它们与喹啉类药物研究中形成的反面启发法相悖。

在没有喹啉类药物的情况下，有效的抗疟药就是常山

碱。但是，常山碱具有致呕和损肝的副作用，这是导致寻找

新的抗疟药的动因之一。青蒿素是在常山研究的基础上，通

过大量植物药筛选，取得成功的。回顾常山研究的历史，可

以设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药学家完全可以在得到常山碱

之后，继续研究其他传统植物药，提前发现青蒿素。但是，青

蒿素的发现以大量传统植物药的筛选为前提，这是张昌绍时

代不具备的条件。可以说，中国 20世纪 40年代研究抗疟药

图1 喹啉类抗疟药研究模式

摘要摘要 青蒿素及其药效的发现是一项智识成果。本文从喹啉类抗疟药物研究的范式和启发法、地方性传

统民族植物学遗产2个方面，分析了青蒿素研究者所利用和开发的无形资源。

关键词关键词 青蒿素；智识资源；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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