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国际科学发展有4个特点：学科界线模糊、学科相互渗透、科学问题全球化、科学家国际化。由此，一批学科高度交叉、原创性强

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遗憾的是，中国迄今还没有一个真正开放、大型、国际化、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基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我国

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提高创新能力，必须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

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这一指示完全符合当前科学发展潮流，也是中国创新战略的重大需求。

中国现有280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它们在各自的专业、学科和领域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国家实验室有名义上不多的几个，还有6
个多年处于筹备期的国家实验室，但至今未形成气候，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建设方针。围绕着国家实验室如何建立和发展，众说纷

纭。笔者认为，国家实验室应具备的主要特征是综合性、独立性、协同性、原则性、国际性。

1）综合性。这是国家实验室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差别。美国能源部（DOE）对国家实验室的要求是“国家实验室应当更注重科

学领域的交叉点, 而不是各学科内部。在于它们可从事大学或民间研究机构无法或难以开展的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DOE national
laboratories perform a pivotal function in the natio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effort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scientific
disciplines—chemistry, biology, physics, astronomy, mathematics—rather than within individual disciplines. The DOE national
laboratories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and structured to pursue research at these intersections. A unique feature of DOE na⁃
tional laboratories is not well- suited to university or private sector research facilities because of its scope, infrastructure
needs or multidisciplinary nature.）

以美国布鲁克海文（BNL）实验室为例，该实验室有4大研究方向：先进加速器、同步辐射、分子影像和核成像、计算科学。下设8个科

学中心：1）功能纳米材料中心；2）神经成像转化中心；3）计算科学中心；4）辐射化学中心；5）环境科学中心；6）国家核数据中心；7）加

速器物理中心；8）与日本理化研究所共建的脑科学中心。

美国贝克莱国家实验室的6大研究方向是：1）能源；2）纳米；3）生物环境；4）X射线、超快科学、光子、粒子；5）计算科学；6）探测技

术。

这些实验室的特点都是“一业为主，惠及其他”。这“一业”几乎都是核科学技术。造成这种以核为主的国家实验室结构，既有历史渊

源，也与核科学技术是一门重量级学科、交叉融合能力强这一特点紧密相关。

2）独立性。国家实验室不是组合体，更不是虚拟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不同，无需依托单位，体量相对较大，大型设

备和装置较多，人员众多，运行经费高，因此是具有法人地位、财务单列的独立实体。

3）协同性。国家实验室不是封闭运行，不能“肥水不外流”。而是必须与高校等其他部门紧密合作。实验室的客座人员多于固定人

员，至少1∶1，甚至2∶1。美国的国家实验室规定，常常将项目经费的50%甚至更多，分配给外单位，尤其是高校。也就是说，法律规定，肥

水必须外流。这就从制度上强化了国家实验室与高校等部门的紧密合作，也极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不仅如此，实验室也有助于地方经济

的发展，美国BNL的经济审计数据表明，该实验室对纽约州GDP的投入产出比大约为1∶2.5。
4）原创性。由于国家实验室从事的是重大前沿交叉科学问题的研究，因此其成果不是以每年发表多少篇SCI文章，也不是以影响因

子有多少点来衡量，它们的目标是科学问题上的原创性、颠覆性突破。一旦成功，就能产生诺贝尔奖等级的成果。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中大

多拥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例如贝克莱实验室现有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近百名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医学院院士。笔者曾

到该实验室参观，看到一面墙上悬挂了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照片，下面还空了一大片，该实验室人员自信地说，以后还会产生不少诺奖得主，

这块诺大的墙面就是为以后的得主保留的。

5）国际性。这是国家实验室的又一个标志。他们不仅是国家的重器，也是国际科学中心，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会聚在这样的实验

室，就像是一个大熔炉。如果你去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餐厅用餐，你可听到世界各国的语言。

衷心希望中国的国家实验室的建立和运作会沿着准确轨道前行，最终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的国际科学中心。

国家实验室应具备的主要特征

柴之芳，浙江宁波人，放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苏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核能化学、核分析和应用、放射医学、核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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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春雨详解新版实验方法要点
称新旧实验方法无本质区别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8月8日，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韩春雨向非营利性质粒共享

信息库Addgene提交新版的详细实验方法，并补充了数项应当

注意的问题。

此前，韩春雨领导的课题小组发明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
go-gDNA，被国内媒体誉为做出“诺奖级”实验成果。然而，论文

发表2个月后，全球仍没有一家实验室对外宣布能够完全成功重

复韩春雨的实验，多国科学家要求发表韩春雨论文的《Nature
Biotechnology》介入调查并公开实验中的所有原始数据和实验

条件，该期刊表示将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事。

8月10日，韩春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他科学家无法复

制实验结果的原因，他也在研究，但目前不能随便下定论，必须有

科学的结论才能发声。

2 近三成科技工作者存在抑郁倾向，4.2％有较高的抑郁风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8月11日消息称，中国科协的一项针对科技工作者心理状况

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成科技工作者存在抑郁倾向，4.2％有较高

的抑郁风险。这比2009年调查显示的情况更为严重。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科技工作者的抑郁得分（6.52）显著低于

普通人群（7.53），有轻度抑郁倾向的科技工作者比例（24.4％）显

著少于普通人群（30.0％）。但相比于 2009年的得分（5.26），科

技工作者的抑郁得分却在提高。其中有突出的抑郁症状的人占

4.2％，2009年为3.9％。

课题组专家建议，尽快建设科技工作者的“全国性综合心理

自助网络服务平台”。通过心理自助网络，将心理咨询的核心流

程转化为电脑程序，将心理专业评估与有效的治疗技术相结合，

引导出现心理问题的科技工作者遵循科学的心理训练过程，进行

自我训练，缓解轻度到中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3 世界首颗量子卫星定名“墨子号”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8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首席科

学家潘建伟潘建伟透露，即将于近日发射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定名“墨

子号”。

“墨子是中国最早的逻辑体系的创始人，墨子跟光学的工作

是紧密相关的，他的发现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的基础。”潘建

伟表示，正是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墨子证明了光是沿着直线进行

传播的，这也在墨子所著的《墨经》中有所体现。

潘建伟认为，中国人的祖先里有很多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之

所以取“墨子”这位古代先贤的名字做卫星的名字，也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份自信与敬意。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即将带

着探索星地量子通信的使命升空。

4 “探索一号”首战告捷 叩开万米深渊大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8月 12日，中国 4500 m
载人潜水器及万米深潜作业的

工作母船——“探索一号”，在

完成历时 52天的首航后载誉

归来。这次首航，意味着中国

海洋科技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万

米级深渊科考圆满成功。

本科考航次使用由中国

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以及

海南省重大科技项目立项支

持，装备有自主研发的万米级自主遥控潜水器“海斗号”全海深自

主遥控水下机器人（“海斗”ARV）、深渊着陆器“天涯号”与“海角

号”、万米级原位试验系统“原位实验号”、9000 m级深海海底地

震仪、7000 m级深海滑翔机等系列高技术装备。

“到达马里亚纳海沟海域后，我们共执行了84项科考任务，

远超过46次的计划作业次数，取得一大批珍贵的样品和数据。”

“探索一号”航次领队、中国科学院深海所首席顾问刘心成刘心成透露，

“科考队将在最短时间内系统整理出深渊数据和样品等成果，并

于近期公开发布。”

5 中国成功发射“高分三号”卫星 分辨率达到1 m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8 月 10 日，

中国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

四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高分三号

卫 星 发 射 升

空。

这是中国首

颗分辨率达到 1
m的C频段多极化合成孔径雷达（SAR）成像卫星。

高分三号卫星是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系统重大专项”的研制工程项目之一，具有高分辨率、大成像幅宽、

多成像模式、长寿命运行等特点，能够全天候和全天时实现全球海

洋和陆地信息的监视监测，并通过左右姿态机动扩大对地观测范

围、提升快速响应能力，将为国家海洋局、民政部、水利部、中国气

象局等用户部门提供高质量和高精度的稳定观测数据，有力支撑

海洋权益维护、灾害风险预警预报、水资源评价与管理、灾害天气

和气候变化预测预报等应用，有效改变中国高分辨率SAR图像依

赖进口的现状，对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探索一号”科考队凯旋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高分三号”卫星发射（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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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ature》杂志刊文呼吁国际合作阻止发达国家倾倒电子垃圾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8月4日，《Nature》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呼吁，应通过国际合作阻止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倾倒电子垃圾。

2012年，中国处理了全球70%的电子垃圾，其余的垃圾被运往印度、尼日利亚以及东

亚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钢铁、铜、金等无毒材料价值很高，回收成本低于开采自然矿床，因

此常常被回收利用。然而，当地人由此获得不菲收益的同时，也面临极为严重的威胁。英

国东英吉利亚大学关大博关大博、中国北京理工大学王兆华王兆华与张斌张斌此次在评论中称，“垃圾处理厂

会排放有毒物质、挥发性有机化学品和重金属，可能危害环境和人类健康。”

专家认为，全球应对电子垃圾的对策应包括：确立国际准则；设立批准处理公司从业、

推进技术转移的行业团体；更强有力的国家立法，禁止有毒物质进口，监管可疑的“二手”产

品出口；提升消费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等。除此之外，研究者和监管者应在制造、使用、处

理、回收和再利用过程

中，使用射频识别卡追

踪电子元件。关大博

与同事总结说：“最终

目标是建立制造更清

洁、消费更节约的循环

经济模式。”

9 气候变化或使未来夏季奥运会候选城市所剩无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7 俄罗斯科学院将裁近万名研究人员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8月11日消息称，曾诞生近20名诺贝尔奖得主、历史悠久的

俄罗斯科学院（RAS）正经历着地震般的改革。俄媒近日报道称，

俄罗斯政府计划对本国科学界实施大刀阔斧的裁员，在未来3年

内解雇近万名研究人员，其中大多数将来自国家级学术机构俄罗

斯科学院。

如果裁员计划实施，现拥有4.9万名科学家的俄罗斯科学院

将失去17%的员工。俄罗斯科教部数据显示，俄国家科研项目占

总预算的份额将从2015年的0.98%降至2019年的0.87%。

俄罗斯科学院由彼得一世于1724年建立，一直是该国学术

的核心阵地，历史上近20位诺贝尔奖得主来自该院。2013年科

研改革大幕拉开后，俄罗斯科学院始终处于充满争议且痛苦的大

革新中，此次大裁员是最新一次大变动。

8 “普兰”二号滑翔机即将在阿根廷起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8月 11日消息称，一架

旨在比任何其他有人驾驶飞

行器飞得都高的滑翔机，将

于本月在阿根廷上空开始其

首次“征战”。对于飞行员和

工程师来说，“普兰”项目将

打破滑翔的全球高度记录，

并且或许有一天会接近真空

的太空。

这架碳纤维滑翔机目标是在约2.7万 m的高空实现连续飞

行。在这一高度，空气密度约为海平面处的2%。不过，在即将于

8月中旬开启的系列飞行中，该航空器只会飞到1.5万～1.8万 m
的高空。这部分是因为天气状况，但它仍将打破由一个较早的

“普兰”模型创造的15445 m的滑翔机高度纪录。

该滑翔机将携带仪器，以测量气溶胶和温室气体浓度，包括

臭氧、甲烷和水蒸气，并且将收集关于地球两个较低气层（对流层

和平流层）之间气体和能量转换的信息。

气候变化将给世界带来深远影响，不仅会引起海平面上升，

也可能殃及未来夏季奥运会的举办。8月 13日消息称，发表在

《The Lancet》杂志上的文章表示，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和湿度

升高将损害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未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可能

都不适宜举办夏季奥运会，到22世纪或许只剩寥寥几个北半球

城市有条件举办夏季奥运会。

研究发现，到2085年，西欧以外543个北半球城市中，可能

只有8个气温凉爽程度适合举办夏季奥运会。这8个所谓“低风

险”城市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拉脱维亚的

里加、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美国的旧金

山、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卡尔加里。西欧有 25个城市属于“低风

险”，而拉丁美洲和非洲没有一个城市合乎条件。根据这些预测，

届时，曾经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或正在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

会的伊斯坦布尔、马德里、罗马、布达佩斯等城市，以及已经赢得

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东京，都将因为太热而不适合举办

夏季奥运会。

研究人员还预测，进入22世纪，适合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将仅

剩4个西欧城市，即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以及苏格兰的

爱丁堡和格拉斯哥。

10 肿瘤选择性肺转移炎症机制获揭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肿瘤转移是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揭示肿瘤转移机制并

设法阻断其转移是长期以来生物医学界的一个重大科学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曹雪涛研究小组，发现肿瘤细胞为何选择性

转移至肺部的新型免疫炎性分子机制，为阻断肿瘤肺转移提供了

新思路。《Cancer Cell》8月8日发表了该最新研究结果并对此工

作专门配发了评论。

根据天然免疫受体触发的慢性炎症反应会参与肿瘤的发生

发展与转移过程，曹雪涛与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博士生刘艳芳刘艳芳、顾炎顾炎等，通过天然免疫受体缺陷小鼠建立的

原位肿瘤自发肺转移的模型筛选，发现一种称为 Toll样受体 3
（TLR3）的天然免疫受体的缺陷小鼠，其肿瘤肺转移明显减少而且

荷瘤小鼠生存期显著延长。

深入研究表明，II型肺上皮细胞表达的天然免疫受体TLR3通

过识别肿瘤分泌至血液循环中的外泌体RNA，触发趋化因子释放

等炎症反应，招募中性粒细胞聚集于肺部，从而在肺局部形成了

炎性微环境，预先为将来肿瘤肺转移创造了条件。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普兰”二号滑翔机

（图片来源：James Darcy/Airbus Group）

2014年全球垃圾检测结果

（图片来源：《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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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如果墨守成

规，科学就永远不可能进步。每一个科

学上的重大突破，都是以惊人的猜想为

序曲，比如魏格纳的板块漂移学说。但

是，科学需要证据；如果没有证据，猜想

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得益于20世纪地

质学研究提供的坚实证据，这样伟大的

猜想才最终成为令人信服的理论。因

此，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大胆猜想和小心

求证都必不可少；对于以实验为基础的

物理学来说更是如此。

8月 5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 38
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

（ICHEP）上，来自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CERN）
的两个实验团队（AT⁃
LAS和CMS）的代表宣

布，他们于 2015 年 12
月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首次发现

的疑似新粒子的数据信号只是统计涨

落，即他们并没有发现超出标准模型预

言的新粒子（8月5日《Nature》）。
2015年 12月，ATLAS和CMS分别独

立发现了这个信号，这样的“默契”使物

理学家一度怀有很大的期待，随后发表

的 500多篇试图解释这个潜在新粒子的

论文就是一个证明。但是，两个团队的

科学家随后分析的数据量大概是2015年
12月的数据量的5倍，却发现信号已经基

本衰减至零。参与ATLAS实验的 BrunoBruno
LenziLenzi在会上表示：“我们没有在 2016年

的数据中发现显著的过量情况。”而参与

CMS 实验的意大利国家核物理中心的

Chiara Ilaria RovelliChiara Ilaria Rovelli也表示：“不幸的是，

2015年发现的微弱过量现象并未得到

2016年数据的证实。”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
数十年来获得巨大成功，2013年 LHC发

现希格斯玻色子使得标准模型预言的所

有粒子都被找到，再一次证明标准模型

的重要价值。不过，标准模型的局限性

也在逐渐暴露出来：标准模型无法解释

暗物质；同时它只能描述弱力、强力和电

磁力，不能将引力包含其中。因此，物理

学家也开始探求超出标准模型（Beyond
Standard Model）的理论，并提出了很多猜

想，只是这些猜想还都没有得到实验的

支持。这一次，如果科学家真的发现新

粒子，无疑将对标准模型产生巨大冲击，

物理学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

是，科学研究讲究实事求是，任何期望都

不能代替真实的数据。

暗物质是当今物理学最大的谜团之

一。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相信暗物质的存

在，但是只有一些间接证据，也无法确定

暗物质究竟由哪些粒子构成。他们提出

过很多种候选方案，包括热暗物质和冷

暗物质，却也都没有获得实验的证据支

持。除此之外，“温”暗物质即惰性中微

子也是理论上的候选者。

不过，这个候选者现在有被排除的

危险。冰立方实验团队（IceCube Collab⁃
oration）于 8 月 8 日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论文，分析了南极冰立方中

微子天文台两组持续时间各一年的观测

数据，并据此推断惰性中微子“99%不存

在”（8月10日《中国科学报》）。

中微子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非常

微弱。目前已经发现3种中微子：电子中

微子、μ子中微子和 τ子中微子，但科学

家猜测，还存在一种作用力更弱的中微

子，因此被称为“惰性中微子”。冰立方

首席研究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物理系教授Francis HalzenFrancis Halzen表示：“看

到惰性中微子的唯一方法是依靠对其他

3种中微子的观察。”冰立方中微子天文

台希望通过观察μ子中微子在能量上的

衰减来寻找惰性中微子，但没有发现证

据显示存在质量约 1电子伏特的惰性中

微子。不过这一次公布的数据只是说明

惰性中微子不存在于物理学家预计的质

量范围内，并没有终结这种中微子存在

的可能性。

在物理学中，正反物质不对称也是

一个待解的重大谜团。现在，有科学家

认为，中微子也许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

把钥匙。同样是在第38届国际高能物理

大会上，一个日本的研究团队表示，中微

子在物质形态和反物质形态上的差异，

也许可以解释宇宙中为何充满正物质而

难觅反物质（8月21日《科技日报》）。

已知的 3种中微子之间可以相互转

换，这被称为中微子振荡。日本的 T2K
中微子实验的研究人员探究了物质和反

物质中微子在行进时发生振荡的差异。

他们从日本的质子加速器中心向超级神

冈探测器发射了一束μ子中微子，随后发

射了一束μ子反中微子，并分别观察二者

向电子中微子和电子反中微子的转变。

如果物质和反物质的行为没有差

异，那么研究人员预

期将会在探测器内发

现24个电子中微子和

7个电子反中微子，但

他们却发现了32个中

微 子 和 4 个 反 中 微

子。这说明中微子和反中微子的振荡方

式不一样。不过，由于实验数据量不够，

这个研究团队观察到的现象很有可能只

是概率事件。估计到 2020年，他们可以

获得 13 倍的数据并使数据看起来“合

理”。而想确认这项发现，也许要等到下

一代中微子实验才能实现。

最近，还有一项研究引起了物理学

界的广泛关注。8月11日，美国加州大学

尔湾分校的研究团队在预印本网站arXiv
上发表论文，指出他们可能发现了自然

界中第 5种力存在的证据。这个团队检

查了2015年一个匈牙利实验室在放射性

衰变中发现的一个异常，该异常暗示了

一种质量 30倍于电子的轻粒子的存在。

这种粒子被取名为X玻色子，与已知玻色

子不同，暗示了自然界中第 5种力的存

在。与此同时，论文第一作者 JonathanJonathan
FengFeng也承认，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对这

个理论进行检验。

在科学的发展历史上，不断有科学

家提出新的猜想，这是非常正常的情

况。只要没有学术不端的行为，大胆的

创新应该被充分鼓励。但是，科学又有

非常严谨的一面，猜想需要充分的证据

才能成为被学术界接受的理论，这个容

不得一点偷工减料。大胆猜想，小心求

证，科学才能充满勃勃生机。

文//鞠强

大胆猜想大胆猜想，，小心求证小心求证

从事科学研究，大胆的猜想需要勇气和智慧，小心的求证需

要耐心和汗水。只有经过猜想和求证，科学之花才能结出丰硕的

果实。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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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中国是农牧业大国，但草业生产中

存在很多问题，广大草原牧区的天然草

场面临着巨大的放牧压力，畜牧业投入

严重不足，生产经营规模小、草地退化严

重、生产力水平低，与畜牧业发达国家存

在很大差距。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所长植物研究所所长 方精云方精云

新华社 [2016-08-13]

当前渔业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而

是品种质量问题，是渔业资源的问题，是

生态环境的问题，要重点做好资源保护

和减量增收两方面的工作。

———农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 韩长赋韩长赋

央广网 [2016-08-14]

骤发干旱与全球气候变化直接相

关，它与高温、热浪相伴，而全球变暖则

会导致高温等极端天气事件增加。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袁星袁星

《光明日报》[2016-08-13]

提高遥感数据质量和推动遥感数据

应用是我国卫星遥感领域发展的当务之

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研究院总设计师第五研究院总设计师 张庆君张庆君

《中国科学报》[2016-08-12]

青藏高原面积广大，而动物又是在不

停移动的，这给监测和研究都带来很多难

题。但我们对物种、对生态系统的了解，

必须要建立在长期数据积累之上。要找

到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必须通过稳定研

究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来解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陈宜瑜陈宜瑜

《光明日报》[2016-08-11]

高校科研创新既应当“头顶蓝天”，

又要“脚踏实地”。一方面要瞄准国家战

略需求与科学技术前沿，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聚焦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的研发；

另一方面也要面向“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增加对社会的科技创新供给和科技

服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宁滨宁滨

《中国科学报》[2016-08-11]

现在一般采用模式预报预测台风，

其实模式预报和数据结合得还是非常紧

密的，因为没有初始数据是不能进行准

确预报的。现在全世界的台风预报还都

达不到精准预测水平，其预报误差虽然

越来越少，但由于存在最低气压、最大风

速、降水量等3个强度预测上的难点，还

是做不到“百发百中”。

———中国科学报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报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斌王斌

《中国科学报》[2016-08-11]

开发净化室内空气的新技术和新产

品，是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有效途径。

对于这样的新兴行业，必须要坚持创新，

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针对不

同的污染物，开发高效、成本低的系列产

品；此外，还要制定和完善相关产品标

准，加强质量和市场监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韩布兴韩布兴

《中国青年报》[2016-08-09]

发挥高水平科学家的优势，在高水

平科研实践中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是

世界通行的优秀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

副局长副局长 王颖王颖

《中国青年报》[2016-08-09]

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是为了预防转

基因生物对人类健康、动植物、微生物和

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无论从研究和推

广应用阶段都必须慎之又慎。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

委员委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副院长 郭安平郭安平

新华社 [2016-08-10]

转基因科研和常规育种科研不能偏

废。科研机构和人员要清楚认识到转基

因和常规育种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关系，

只有做好常规育种平台，转基因技术才

能更进一步。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张世煌张世煌

新华社 [2016-08-10]

青年科学家理应成为科学传播的中

坚力量。相比老科学家，青年科学家与

科普受众的年龄接近，进行科学传播时

有独特优势：一是与受众之间有天然亲

和力；二是能敏感捕捉科学热点和最新

进展；三是能主动出击进行科普创作，传

播形式多样。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副研究员副研究员 郑永春郑永春

《中国科学报》[2016-08-12]

科技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主要标

志。科技创新既是“硬实力”，又是“软实

力”；既是支撑当前市场竞争的“近实

力”，又是增强国家长远发展能力的“远

实力”。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李萌李萌

《人民日报》[2016-08-10]

土壤、水、气候，植物、动物、微生物，

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我们应该从

生态系统的角度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

系统不存，单个物种不可能存在。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

赵新全赵新全

《光明日报》[201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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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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存在的新证据或被推翻存在的新证据或被推翻？？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在

中国妇孺皆知。但究竟有没有大禹此

人，夏朝是否真实存在过，一直缺乏第一

手历史资料。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地

质学家在多年的研究中，力求能寻找到

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大禹和夏朝并非是

上古传说。

2016年8月4日，南京师范大学地理

科学学院吴庆龙吴庆龙博士、赵志军赵志军副教授、白白

世彪世彪教授等组成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

《Science》发 表 题 为“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的文章，

提出找到了大禹治水传说中大洪水的地

质学证据，并间接证实了夏朝曾经存在

的可能。该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界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众多学者认为该文

提供的推导大洪水数据的说服力不够，

并质疑了其与夏朝存在关联的证据。学

界不否认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但同时

也提出，要用更加科学严谨的方法证实

这一历史“议题”的存在。

“大禹治水”新证据被质疑

2007年，吴庆龙带领团队在青海省

循化县进行地质勘探过程中，在黄河上

游偶然发现了古代湖床沉积物。他们依

据残存的坝体和沉积物推测，上古时期

黄河上游积石峡附近曾经发生了大规模

的山体崩塌，滑落的山体堵塞了黄河形

成了堰塞湖。堰塞湖的水量持续增加导

致了堰塞湖溃决，并在短时间内快速下

泄，进而形成了巨大的洪水。

“这样规模的洪水灾害在中国（有确

切记载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发生过，是一

场非常罕见的巨大洪水，因此，我们推断

它应该就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那场大

洪水。”吴庆龙说。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二里头文化研究专家许宏许宏和山东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青铜时代考古专

家方辉方辉接受《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采访

时均表示，吴庆龙团队推导大洪水的证

据不具说服力。许宏说，目前学术界的

主流思想是“大洪水只能在郑州以东，不

可能产生在黄河中上游一带。中上游有

充分的回旋余地，可以往山坡上走，而中

下游的开封豫东等地，形成地上河，才会

有灭顶之灾，那种情况才需要治水。”

方辉则认为，吴庆龙团队的研究结

果无法与“大禹治水”联系起来。他认

为，应到黄河中下游去寻找大禹治水的

现实证据，而非从发生在青海黄河上游

的地震或者泥石流灾害寻找蛛丝马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孔庆伟孔庆伟

在接受《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采访中肯

定了这项工作的积极意义，但他呼吁文

章作者补充相关数据，也强调如果作者

能提供黄河上游的堰塞湖垮坝之后，下

泄的洪水足以能够洗劫黄河中下游地区

的模型数据证明，则其研究就更具可信

度。

夏朝开篇时间恐被推翻

夏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

河南偃师二里头是目前官方唯一可能的

“夏都”文化文化遗址。吴庆龙团队通过

模拟计算和C14定年，将这场洪水的发生

时间确定在大约公元前 1920年，这与之

前被学界认为可能隶属于夏朝、标志着

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河

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时间重合，从

而吴庆龙等提出夏朝或于公元前1900年
开篇。该项目参与人员之一、中国国立

台湾大学的David CohenDavid Cohen表示：“这场大洪

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最为迷人的启示，

那就是夏朝也许是真实存在过的。”

但随着最新论文数据的更新，许宏

认为吴庆龙团队引用的年代学的数据，

并非是最新数据，因此导致其在年代学

上的研究基础根本不成立。他在接受

《知社学术圈》微信公众号采访时表示，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最新刚刚

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的二里

头文化上限年代不超过公元前 1750年，

一般认为进入了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

二期不早于公元前 1700年，这是学界通

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到的最新结果。

而论文中所引数据是公元前1900年。超

过200年的时间差，使其与二里头关联的

结论完全站不住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吴文祥吴文祥对《知社学术圈》微信公

众号也提到了数据更新的问题。他与许

宏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据最近的放射性

碳年代测定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繁荣出

现在公元前 1750—公元前 1530年之间，

这比新推定的夏朝年代要晚很多。他认

为，吴庆龙团队的文章结论“需要更多的

证据支持”，因为这关系到的是史前大洪

水和夏朝的真实性，及其重要。

更加详实的数据还有待探查

对于吴庆龙团队的工作，大部分科

学家对这一研究力求寻找第一手历史资

料的科学态度给予肯定意见。但同时也

表示，该文中的数据还不具备得出“大禹

治水”和夏朝存在这一“重磅级”结果的

能力，更加详实的数据还有待补充。

“从地质灾害学、地质工程学角度去

研究历史问题，这个思路很巧妙。”中国

矿业大学董青红董青红教授在接受《光明日报》

采访时，肯定了这一工作中应用“模拟重

建”的方法将地质灾害和历史进程结合

起来，并通过地质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

相关知识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不过也

表示，现有的数据只能证明上古时期发

生大洪水的可能，但这次洪水是否就是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需更多的数据进

一步考证。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古代史教授周书周书

灿灿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这次地

质学发现，为大禹治水这个故事中的史

实部分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支持。“由于年

代久远，又缺乏明确的文字资料和证据，

大禹治水和夏朝的建立都处于传说和史

实的模糊地带，但是该研究中对洪水的

证实则为传说中的史实部分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虽然尚不能因此确定夏朝是否

存在，却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当时人民生

存环境与地理概貌方面的材料。”

周书灿强调，该研究中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为跨学科研究开

辟了新视野，“用地质学研究方法证明历

史传说的存在，这在学术研究史上极其

少见。该研究表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可以相互补充、互为方法。”

文//祝叶华

·科技事件·

9



科技导报 2016，34（16）www.kjdb.org

·科学共同体要闻·

8月 14日，第 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34支代表队的500名参赛青

少年，200名科技辅导员，130名评委，来自美、

德、法、日、俄等 15个国家的 70名代表，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领队、观摩团、媒体等1500多人参

加开幕式。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杨雄杨雄，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徐延豪徐延豪，中国科协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施一公，本届大赛评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王乃彦

等出席开幕式。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2016-08-15]

第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幕

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

学术大会召开

7月 31日至 8月 5日，逾 3000人参

加的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AOGS）
2016年度学术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召开，大会由中国科协国际大地测量和

地球物理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承办。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束为束为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秦大河秦大河，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郭华东郭华东受邀在开

幕式艾克斯福特讲座（Axford Lectures）
上作特邀报告。本届大会艾克斯福特嘉

奖（Axford Medal）奖授予AOGS前主席

（2010—2012）Harsh GuptaHarsh Gupta教授，以表

彰他所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和为AOGS
国际交流与合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6-08-05]
第三十三届

国际半导体物理大会举办

8月1日，经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

联合会（IUPAP）批准，由中国物理学会等

相关部门共同申办，北京大学主办的第

三 十 三 届 国 际 半 导 体 物 理 大 会

（ICPS2016）在北京开幕。开幕式由会议

主席、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徐洪起徐洪起主持。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林建华，中

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白春礼，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杨卫，IUPAP半导体物理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席 Michael ThewaltMichael Thewalt 致
辞。大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王恩哥王恩哥，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高润高润

生生，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薛其坤等，以及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名古屋大学教授HiroHiro⁃⁃
shi Amanoshi Amano、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AndreAndre
GeimGeim、圣巴巴拉加州大学教授Shuji NaShuji Na⁃⁃
kamurakamura、马 普 固 体 物 理 研 究 所 教 授

Klaus von KlitzingKlaus von Klitzing出席大会。哥本哈根

大学教授Charle MarcusCharle Marcus、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 Ali YazdaniAli Yazdani 等 4 人分别作大会报

告。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就半导体物理

与凝聚态物理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和前

沿进展展开讨论。

中国物理学会 [2016-08-05]
2016中国芳烃产业链

发展大会召开

8月 10—11日，以“责任、创新、突

破”为主题的2016中国芳烃产业链发展

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化工

学会主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钱旭红等160
多名来自国内外石化、芳烃等领域的产

学研各界专家、学者参会，探讨中国芳烃

产业链的发展和科技创新。会上，钱旭

红作题为《PX科学认知与行业责任》的报

告。来自国际知名公司的近20名专家，

从PX科学认知与行业责任、产业链上下

游规划与市场、芳烃技术开发与应用等

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中国化工学会 [2016-08-12]
张勤当选国际核能院院士

近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不确定性

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勤张勤教授当选

国际核能院（International NuclearEner⁃
gy Academy，INEA）院士。目前中国当

选国际核能院院士共8人。INEA是国际

核科学和工程领域的荣誉性团体，目标

是以安全的和经济的方式促进核能的和

平开发和应用。它是联合国国际原子能

架构（IAEA）认可的非政府组织，拥有超

过 100 名核能领域专家作为其国际成

员。张勤获选原因是创立了动态不确定

因果图（Dynamic Uncertain Causality
Graph）人工智能理论模型，并将其成功

应用于核电站等的在线状态监测、故障

预报、故障诊断和发展预测等。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2016-08-10]
谭铁牛当选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新任理事长

7月 29日，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第

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科

技部原部长、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第六

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徐冠

华华出席大会并作学会换届工作报告，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吴海鹰出

席大会并致开幕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张

钹钹、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赵沁平，中国科协学

术部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大会由中国

图象图形学学会第六届副理事长陈武凡陈武凡

主持。240多名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企事业单位从事图像图形领域研

究的会员代表参加大会。大会邀请赵沁

平、张钹作学术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

学会第七届理事长和 155 名理事会理

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谭铁牛谭铁牛院士当选

学会第七届理事长。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2016-08-05]
李平当选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新任理事长

8月6日，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六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学会学术部部长、企业办公

室主任宋军宋军，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罗罗

冰生冰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开幕式由学会

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孙晓郁孙晓郁主持。来自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企业界

的202名会员代表出席大会。开幕式上，

颁发了首届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经济

奖。大会选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李平为学会第六

届理事会理事长。会后召开了中国技术

经济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

济研究部部长吕薇吕薇，科技部调研室原主任

胥和平胥和平分别作大会学术报告。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2016-08-10]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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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技园管理应强化创新大学科技园管理应强化创新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文//郁秋亚
作者简介：郁秋亚，苏州大学科学技术处，电子信箱：yuqiuya@suda.
edu.cn

·科技建议·

大学科技园是以拥有知识、人才和研发优势的大学为依托，

通过提供场地、资金、政策等优惠条件，激励科技企业或高技术

公司创建及发展，促进大学科技研发创新、科研成果转化、高新

企业孵化、创业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的科技产业园区。中国的

大学科技园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2015年底，中国大学科技园

达200多家，国家大学科技园达115家，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新兴产业的生长点。

从发达国家科技园区发展的经验看，大学科技园的规范发

展对提升中国科技研发水平、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

中国经济新引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大

学科技园的政策扶持和体制引领。

1 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大学科技园自建立的十几年来已取得了较大发展，为

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

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就是管理上的创新不足。如果不能有效

优化大学科技园的管理体制，科技发展进程将为体制所累，无法

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

以苏州地区为例。目前，苏州的大学科技园在科技成果转

化和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已取得众多合作成果，借助大学科技力

量，重点发展了光学工程、新型纺织（丝绸）、通信线缆、装备制

造、环保及医疗保健品、纳米材料及其应用、生物科技、新能源新

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文化创意等

产业，并按照“一园多区”等模式进行建设，对入园的企业和项目

提供投融资咨询服务和政策支持，为孵化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提供了技术支撑。入园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科研设施，资

源共享，协同发展，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学科技园暴露

出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中国大学科技园发展普遍

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研发创新和企业孵化效率低，人员积

极性不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政策导向不明。中国对大学科技园尚未在财政税收、

基本建设、工商管理、人才激励等方面确定统一的扶持和激励政

策，地方政府和依托大学制定的相关政策还很模糊，有待进一步

细化、完善；制定的大学科技园评估指标体系，存在较多的不合

理之处，如把经济效益和招商数量作为重要指标，导致一些大学

科技园为了完成招商任务而降低企业入驻标准；现行税收政策

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极为不利，由于研发经费和试验设备没有计

入成本，因此按现行增值税办法，附加值越高的企业纳税越多，

所以企业一般不愿意在研发方面增加投入，严重影响了大学科

技园的研发创新程度和企业孵化效率。

二是体制上的制约。①从教育管理体制看，目前中国大学

的教学管理模式重共性轻个性，开放度不够，不利于创新创业人

才的成长。② 从人事分配管理体制看，大学科技园中许多企业

是由原来的校办企业转化而来的，受传统校办企业运作的影响，

大学科技园中的企业往往没有独立的分配制度，而是参考学校

的分配办法，企业员工的薪资通常不能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原

则；许多大学对科技成果的发明人的激励政策偏保守，不能有效

调动技术成果持有人的创业积极性。③ 从投融资体制看，中国

的资本退出机制尚不完善，还没有适用于高科技企业上市的第

二板市场，因此风险投资公司很难将较为成功的风险企业辅导

上市；有不少高科技企业脱胎于大学、研究机构或传统企业，它

们与原单位的产权关系模糊，加上中国产权评估机构和产权交

易市场不发达，使得高科技企业不能自由进行产权转换，阻碍了

转让股份的渠道。

2 建议

目前全球有各类科技园区1000多个，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占

80％以上。各个科技园区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而这种差距

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之

间。在各国竞相发展科技园区之际，中国更不能落后世界科技

发展步伐，要努力向科技强国看齐。而改进大学科技园的管理，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第一，中央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规范大学科

技园的建设，使已有的优惠政策和新补充的优惠政策结合起来

形成配套的政策体系；地方政府也应将大学科技园建设纳入当

地总体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出台具体的扶持措施，从政策、资金、

基础设施等方面支持大学科技园建设。尤其在大学科技园建设

初期，政府应设立大学科技园的平台建设经费，并在此后的一定

年限内，根据对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的结果分批拨付。另外，要

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侵权行为严厉打击、严格处罚，保护高

校科研工作的成果，提高创新者的积极性，有利于进行更深层次

的创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二，高校要建立面向市场的成果转化机制。在设立科技

成果转化企业时，要树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念，落实“生产

要素差与分配”的问题。要承认开发者、转化者占有部分知识产

权，要让成果转让者拥有个人技术股，“个人财产”得到了保护，

才能提高进行不断创新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需

要，更是市场体制的需要。同时，成果转化的经营管理要用法律

法规来约束，具体措施为：与进驻大学科技园的企业签合同，确

定合作双方所占百分比；建立合理公平的科技成果分配原则和

公司股份分配原则，切实保障科技开发者、转化者、创业者以及

资本所有者的切身权利；对科技园有关具备独立性质的部门或

企业及技术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保证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

行经营管理。另外，学校可以采用组建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的形式，既能保证学校自己控股和参股的企业把自己用来孵化

的资金用到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上来，又可以使学校控股和参

股的企业从大学取得科研成果，保持创新活力。

第三，除制定严格的企业准入制度外，还应进一步实现融资

渠道的多元化，强化资金支撑功能，包括建立面向政府科技产业

计划的项目评估、审批体系，争取各级政府专项拨款支持；通过

支持园内发展成熟的有限公司上市等方式，广泛筹集社会资金；

引进各类金融机构进入园区及建立中小科技企业贷款担保机

构，改进园内企业的信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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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为例谈中国城市规划中的交通问题以北京为例谈中国城市规划中的交通问题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杨秀生
作者简介：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康涅狄格气候中心主任，康涅

狄格州华人教授协会主席。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被戏称为“首堵”。车辆多是一个原

因，城市规划不合理是另外一个原因。中国很多大城市的交通

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与北京相似的情况。现就我们的一些观察

提供给大家参考。

1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辐射道路网把城市变成了车辆集散中心

以北京为例，从北京起始的有京广、京藏、京沈、京昆等十几

条高速公路，另外还有一些低等级公路。粗略算算这些道路上

的车流量，就可估计出每天有多少外地车辆要经过北京市区。

对于本身交通就已经很拥挤的大城市而言，一般不会把自己放

在一个交通网络的集散节点上，而是只用一两条高速公路来连

接城市与国家的交通网络以保证人流物流的畅通。即使如此，

也一般会在城外为过境车辆修一条绕城环线，让不需要进城的

车辆绕城而过。但我们的主要城市不光把自己放在了蜘蛛网般

的路网中心，而且每一条高速都和一条市区的主要街道相连接，

也就是说，这条路城里是街道，城外才是高速。高速公路一旦变

成街道，车辆的聚集效应很大，一定会造成拥堵的。

2 地面环路把城市隔成了一圈圈的交通死区

北京拆掉了城墙，是为了交通方便。后来，在修城墙的地方

修了二环，在原城门处建了立交桥。有了二环，人们可以环“城

墙”跑车，但内外城的交通并没有被彻底打通，进出“内城”还是

得经过那些桥型的“城门”。修二环的时候北京车辆不多，二环

作为城市景观并没有太大的不妥。但可怕的是，北京修了二环

又修三环，修了三环再修四环，一直修到六环甚至七环，这是要

把北京的交通环环套死。封闭型的地面环形路，只能让车辆在

环路上行驶，而切断了太多的相邻两环间的道路，阻断了太多的

交通。人们甚至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道新的城墙，只不过是可

以“跑车”的城墙而已。人们从城市的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

方，先要在所在地的环内行驶，找到一个出口（立交桥），上桥再

下桥，或再上桥再下桥，直至到达目的地所在的环内，再行车到

达目的地。所以，环路的出入口总是不够用，而一旦出入口堵

上，那环路也就成了停车场。

3 越来越宽的道路却让人和车都难通过

一条水管能送多少水，并不主要取决于管子的粗细，更重要

的是水龙头能出多少水。同样的，一条道路能过多少车，并不主

要取决于道路的宽窄，更重要的是道路的出入口（地面交道处）

单位时间内可以通过多少车。现在城市的道路越来越宽，至少

有如下的弊端。

1）道路一宽，便不再适宜行人通过，于是便有了隔离带，成

了准封闭道路，行人便被集中到两端的红绿灯口。倘若两个路

口距离很长，那么不光给行人带来不便，而且在路口聚集的行人

数量也会相应增多。

2）道路宽了以后，行人通过路口用的时间变长，单位时间

内通过的人数相应减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绿灯一亮

行人就要赶紧走，但有时人还没到达路的另一边灯就已经变红

了。城市道路规划首先是要保证人的通行，而且要考虑到老人、

孩子和残疾人，机动车辆的通行是第二位的。行人过不去，自然

会抢道，造成中国式的过马路，既存在安全隐患，也影响了车辆

行驶。人行不畅通，车行也是不会畅通的。

3）宽大的路口车辆通过相对困难，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车辆

也会相应减少。在北京，很多路口左转的车辆要先开到路口中

间，然后停下来等指示灯再行通过。在等待时，倘若前面的行人

没能及时通过，或直行的车辆不能把路口腾出来，就会和侧面行

驶的车辆一起形成堵塞。

所以，倘若不能针对上述弊端对路口加以改造以增加单位

时间内人和车的通行量，街道越宽，交通就越不畅通。

4 封闭小区占用了许多城市道路

大量的封闭小区会占用或阻断城市道路，是一个大家都看

得见的问题。最近政府部门要求不再修建这样的封闭小区，相

信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对于现有的小区大院，

鉴于拆墙修路一般会伤及小区内住户的权益或影响大院内单位

的运作，建议以封闭形式在较大的小区或大院内建造地下或高

架通道，或把过大的小区改建为几个较小的小区以改善当地的

交通状况。新的大型封闭小区是万万不能再建了。

笔者曾在2008年随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考察

北京的地面交通状况并就此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么

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地面交通仍然没有得到改善。更为糟糕的

是，全国各地多以北京为样板进行城市道路规划，很多城市（甚

至很多县城小镇）都在修建多车道的穿城大街和一圈圈的环路，

把本来不错的城市交通建得不堪瞩目，不能不说是城市规划的

一大失误。对此，再次呼吁各级政府站在行人和普通驾驶人员

的位置上认真审视目前的道路和交通规划，不要再重复以前的

不当规划，而是要将改善城市的交通能力和水平落到实处。

·科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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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丁匙良眼中的美国汉学家丁匙良眼中的““四大发明四大发明””

文//任增强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海外汉学研究

所，副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提及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人们自然

会联想到其提出者——英国著名汉学

家、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实际上，在李

约瑟于 20世纪 40年代提出这一说法之

前，一些外国学者已然将目光投诸中国

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如哲学家弗

兰西斯·培根、传教士麦都思、思想家卡

尔·马克思等均曾指出过古代中国火药、

印刷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而英国传

教士汉学家艾约瑟于20世纪初又添加上

造纸术这一项发明 [1]，由此完整提出了

“四大发明”。以上说法在学界基本已达

成共识，但殊为遗憾的是，在“四大发明”

的提出进程中有一位关键性人物长期以

来一直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其便是美

国传教士汉学家丁匙良。

丁匙良作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

士，于 1850年来华，先后在中国生活达

半个多世纪之久，谙熟中国历史文化，其

于 1901 年 出 版 的《汉 学 菁 华》（The
Lore of Cathay）一书谈及了古代中

国科技成果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其中便

以翔实的史实与文献资料论证了火药、

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伟

大发明。更为重要的是，丁匙良提出了

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并以自己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性认知对这一科技难

题做出了解答。

对于火药，虽然英国人、德国人、阿拉

伯人和印度人都在争夺发明权，但丁匙

良认为其发明“应归功于中国人”[2]。在

此，丁匙良给出了3方面的理由。首先，

硫磺、硝石、木炭等火药成分是古代炼金

术的常用原料，而中国人是炼金术最早

的实验者。在这一史实之外，丁匙良另

列出了两则史料。一则来自一份会试考

卷，其中3个题目与火器相关联，涉及周

朝所用火器，1232年金蒙开封府战役中

使用飞火枪，宋代各种类型的火枪。由

此丁匙良断定：这比欧洲人首次无可争

议地使用火炮的时间（1338年）早了一百

余年。丁匙良给出的第二则史料为清康

熙年间陈元龙编纂的《格致镜原》，此书为

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

参考文献，其中记载公元998年一名叫唐

福的人制造出了带有铁箭镞新型火箭；而

在公元1131年，一支停泊于长江上的水

寇船队被火药炸毁；此外在古都西安城墙

上一门大炮，据说其响声30英里外可闻，

喷出的火焰可覆盖半英亩的区域。

对于指南针，丁匙良认为“中国人发

明航海用的罗盘是无可置疑的”。他说，

虽然古希腊人和古埃及人很早便知道磁

石的存在，但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磁石

能够确定方位的特质。一个比较可信的

说法是，公元前 1100年，来自南方某国

度的使臣借助于中国的司南才得以找到

返程的路。这些使臣由陆路而来，所以

他们车上所用的司南被称为“指南针”。

而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将之用于沿

海航行；后于公元12世纪，指南针的使用

为欧洲人所知晓，但直至哥伦布才将之

运用于发现新大陆的航海中。

至于印刷术，丁匙良指出“似乎可以

肯定的是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受益于中国

已有的类似知识”，他介绍说，中国印刷

术的起源非常值得注意。一位暴君决定

根除孔子的学说，下令焚烧了圣人的著

述。后来部分依赖回忆，部分依赖于藏

在墙中的残卷而得以复原。唐太宗为保

护这些经书今后免遭火灾之劫，敕令将

之刻于石碑上。御刻碑文甫一告罄，便

有人将之以拓片形式散布至各地文人手

中，此即“印刷术”。在接下来的一千年

中，印刷术的形式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而不过是石板换成了木板，凸起的阳文

替代了凹下去的阴文，页面由黑变白，但

依然使用拓片，用软刷而非印刷机。丁

匙良进一步肯定古登堡发明印刷术是受

到了中国的影响，他指出，没有必要假设

中国的木版、铜版或陶版活字曾传至德

国的美因茨，随便一点在中国花瓶或绸

缎中的字纸片也足以将整套印刷技艺呈

现给古登堡这样的有心人。

关于造纸术，丁匙良坦诚，中国在这

方面比西方要更为先进，而且以木材作

为造纸原料这一特殊技艺方面也走在了

西方的前面。早在公元纪年伊始，中国

人便发明了纸。因丁匙良认为造纸术作

为中国的发明不存在争议，在此其并未

做详细论证。

值得一提的是，丁匙良提出类似后来

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以对中国

科技史的研究而著称，在其编著的《中国

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

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

了诸多重要贡献，但为何科学和工业革

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

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

瑟难题”，而丁匙良早在李约瑟之前便思

考过这一问题。鉴于火药、印刷术、指南

针在应用上取得的重大改进；炼金术在

西方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而在中国

依然是一门神秘的技艺，丁匙良不禁发

问道：为什么“源于中国的技艺必须经过

移植才能获得高度的发展”？为什么“一

个科学观念在中国本土一直发育不良甚

至扭曲变形，而在一个更适宜的环境中

却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为什么“中国人

没有从自己的发明中获益呢？”

这一系列的中国科技之问，不但是困

扰李约瑟也是困扰我们中国人的难题，

而丁匙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味只知

继承前人遗产的奴性惯习阻碍了技术的

发展；将古代经书作为公共教育唯一内

容的中国教育体制不可能带来科学的进

步。丁匙良在上世纪初对中国古代科技

的深入思考无疑启发了后来“李约瑟难

题”的提出，而丁匙良所给出的解答，在

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启

示我们只有创新思维与发展教育才是推

进中国科技持续进步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 王晓勤 . 艾约瑟: 致力于中西科技交流的

传教士和学者[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1
(5): 79.

[2] Martin W A P. The lore of cathay 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M]. New York: Flem⁃
ing H. Revell Company,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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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建设信息科技领域高端智库建设信息科技领域高端智库
———中国科协成立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中国科协成立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

为顺应当前学科融合交叉的新特点、新趋势，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在深入调研并征求学会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科学理事

会等国际组织的组织模式，提出根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

部署，在一些重点学科领域，由学科相近的学会自愿联合，组建

非法人的学会联合体，依托学会联合体来举办高水平学术交流

研讨活动，明确中国在相应学科领域科技前沿的战略方向和重

大选题，提出重大决策建议，促进学科发展和原始创新，提升国

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提高会员凝聚力和学术权威性。

信息科技涉及信息、通信、电子、计算机、网络等众多科技领

域，在国家科技产业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立中国科

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既顺应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也符合国家

科技发展战略需求。

2016年6月15日，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筹建工作

座谈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尚勇指出，中国科协

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要建成为高端科技智库，为党和政府的科

学决策、学科发展、重点领域科技评估等提供意见建议；要成为

中国信息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联盟；为信息科技发展、科技成果

转化和创新创业提供服务和支撑；积极培养和举荐人才[1]。

2016年7月13日，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在北京成

立（图1）。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

长万钢出席大会并讲话。

万钢指出，组建学会联合体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的创新举措，是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群团工作改革要求的

具体行动，是中国科协在新时期新形势新要求下，创新学会组织

工作模式的一项改革尝试。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是一个开放

型、枢纽型、平台型的组织，有利于形成联合公关、协同创新、共

谋发展、共推改革的工作体系[2]。

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由中国电子学会、中国光学

学会、中国空间科学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电工技术学

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国图学学会、中国中

文信息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仿真学会、中国

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中国密码学会15个

学会共同发起成立的非法人学会联合体。在中国科协指导下开

展工作。学会联合体2016年度执行主席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党组成员怀进鹏。

2016年7月13日，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召开了主

席团第一次会议，研究审议了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2016年度工

作思路和工作安排[3]。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为：

1）建设信息科技领域高端智库。发挥联合体的科技智库

作用，加强信息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共性核心技术攻关；针对

国家发展战略、科技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决策

咨询研究，提出专家建议，并对重大政策制定进行评估评价。

2）搭建信息科技领域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团结信息科技

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服务“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科技社团与

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信息科技领域协同创新服务平台，

形成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工作模式。通过举办全球信息科技

大会和产业发展论坛，凝聚全球高端信息科技人才智慧，推动世

界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合作。

3）建立信息科技领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合作机制。进

一步深化科研合作，探索建立合作机制，发挥学会联合体成员学

会的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优势，建立国家级信息科技领域的科

技成果交流平台。结合企业的技术需求，依托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应用推广，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

4）搭建培养和举荐信息科技人才的平台。着力构建信息

科技领域创新领军人才的培养和举荐机制，通过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积极参与国家科技奖励推荐、设立专门科技奖项等途径和

渠道，培养和举荐信息科技领域的创新型科技领军人才，为青年

创新人才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5）搭建国际信息科技领域交流合作平台。加强与国际信

息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推荐中国专家参与国际组织事

务，，加快中国信息技术领域技术标准国际化进程，努力在国际

信息技术标准的制高点上占据一席之地，增强中国在信息技术

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筹建工作座谈会召开[EB/OL]. 2016-

06-16[2016-08-15]. http://www.cast.org.cn/n17040442/n17144
004/n1714-4034/n17293979/17294065.html.

[2] 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在京成立[EB/OL]. 2016-07-14.
http://www.cast.org.cn/n17040442/n17135960/n17136006/7298-

727.html.
[3] 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简介[EB/OL]. 2016-07-13. http://

www.cast.org.cn/n17040442/n17144004/n17144019/17293972.
html.

文//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

图1 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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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杏林的业界翘楚置身杏林的业界翘楚 硕果累累的创新先锋硕果累累的创新先锋

·科学人物·

笔者与李兆申教授可以称得上情同

手足。初识李兆申，他憨厚的外表给我

的印象似乎是一位性格简单粗犷的北方

汉子，但真正走进他的情感空间，深感他

是一位胸怀大爱的医学名家。经过30年

的惺惺相惜，我越发觉得他拥有常人鲜

见的无尽爱心。他不仅是一位誉满杏林

的医者，更是一位不安现状并勇攀医学

高峰的创新先锋。正如他的恩师许国铭

所言：李兆申是个很有责任感，不安于现

状，认准了目标就执著追求的人。

立足临床的科研典范

李兆申是我国著名的消化内镜和胰

腺病学专家。1956年生于河北宁晋，毕

业于第二军医大学。现任上海长海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上海市胰腺病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医师协会胰腺病学专委会主

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委会候

任主委、国家消化内镜质控专家组组长，

《中华胰腺病杂志》《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Journal of Interventional Gastroenter⁃
ology》总编，欧洲《Endoscopy Interna⁃
tional Open》共同主编。曾任中华医学

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

会第五、六届主任委员。他从事消化内

镜和胰腺病临床研究近40年，针对国家

重大临床需求，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其主要研究成果为：1）在消化内镜临床

转化研究领域：主持我国胃肠病内镜临

床流行病学系列研究；研制成功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胶囊内镜及遥控胶囊胃镜

机器人系统；创建10余项消化内镜微创

治疗技术；研发出20余种新的器械；首次

牵头完成全国消化内镜普查，制定内镜

质控标准并建立人才培训体系。2）在胰

腺病的基础和临床创新研究领域：建立

胰腺癌多种早期诊断新方法和晚期微创

治疗新技术；明确我国重症急性胰腺炎

的主要病因，发现其重要发病机制，创建

了综合救治新模式；明确我国慢性胰腺

炎的主要病因，创建了微创治疗的新体

系。同时主编《上消化道内镜学》《现代

胰腺病学》等专著38部，以第1或通信作

者发表被SCI收录论文220篇，研究内容

被40余部国际指南引用。研究成果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以及何梁何利

科技进步奖。

扎根军营显鸿鹄之志

作为一名军校的毕业生，情系百姓、

服务官兵是他踏入杏林之初就立下的鸿

鹄之志。从军近40年，李兆申始终扎根

临床一线，把他对患者和官兵无私的爱

心，融入自己的本职岗位中。他先后到

全国各地巡回作专题报告200余场次，深

入社区进行卫生宣教和义诊100余次，赴

部队卫生宣教几十次，服务群众和部队

官兵10万余人次，被评为原总后勤部及

军委训练管理部优秀党员。

作为军事医学专家，他积极履行“姓

军为战”的使命，主动按照确保打赢和部

队急需的要求，着力加强消化学科的军

事特色建设，长期致力东南沿海环境特

点下军事斗争卫勤准备医疗问题研究，

研究设计的《基于GIS野战内科流行病学

和卫生资源信息系统》已装备部队，在军

内首次构建了覆盖东南沿海三省的野战

内科及流行病学卫生资源信息资料库；

建立我军军事应激疾病防治培训体系，

建成第一个东南沿海基层官兵心理研训

基地和首个战地救护模拟训练室；主持

研发的《心理训练手册》已装备一线部

队，大大提高了官兵对现代战争的承载

能力。其领衔的《东南沿海战区野战内

科学相关关键技术研究》获得军队科技

进步一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0年12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签署通令，给在科学研究和本职岗位上

做出突出贡献的李兆申教授记一等功。

获此殊荣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忙碌在科

研和医疗的第一线。

心系病患的创新先锋

作为一位医术精湛的内科学大家，

李兆申不仅极具外科医生心灵手巧的潜

质，而且富有理工科学者的创新思维。

他紧密结合临床工作的实际，矢志不渝

地研发创新性器械和药物，以弥补临床

检测和诊疗之需。他成功研制出我国第

一台内镜下检测胃黏膜血流量的激光多

普勒血流仪；在国内首次用综合法制成

萎缩性胃炎动物模型，为创制国产新药

奠定了基础。针对胃镜消毒存在的巨大

缺陷，他在国内首创了三槽流水式胃镜

洗消槽，彻底弥补了原有的缺陷，新产品

已在全国广泛使用。近年来，李兆申作

为主要设计人发明的6项专利已完成转

让并付诸实施：包括用于消化内镜的供

气装置，K-ras基因突变的定量检测方

法，可承载微型放射性粒子源的管道支

架，胶囊内镜食管检查辅助器的外套管，

软式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系统及新的碎石

装置。经过多年努力，他不仅打造出全

国一流的消化内科创新团队，确立了军

队消化内镜诊断介入治疗在国内的龙头

地位，而且在国际上首创 5项内镜新技

术，在国内率先开展消化内镜诊治新技

术 30余项。创造了内镜诊治年龄最小

（出生12小时婴儿）和内镜取出异物最多

2项世界纪录。作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医

学大家，他学风端正，曾获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总后科技金星、军队高层次科技

创新人才、首届中国医师奖等重要奖项。

胸怀大爱的业界翘楚

作为一名师长，李兆申常对学生们

说：“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

学。医学的本质就是给病人一个美丽、

完整的人生。”作为一名军医，心系病患、

真心付出是李兆申一直遵循的职业操

守。他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在为患

者解除病痛、为官兵带去福音和努力提

高我军卫勤保障能力上。从医近40年，

李兆申（前排左3）在进行内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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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游苏宁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编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他始终默默奉献在医疗工作第一线，用

恪守的工匠精神和娴熟高超的医疗技

艺，模范践行着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

观。1997 年，他领衔完成了上海地区

1300万常住人口胃食管反流病的大规模

流行病学调查，填补了国人无此流行病

学数据的空白。该课题为国家节约医疗

费用 5000余万元，直接经济收益 3000
余万元，其成果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一等

奖。作为一名军人，每当祖国需要之时，

他总是临危受命，冲锋在前并出色完成

任务。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

的洪水灾害，他毅然放弃参加世界胃肠

病大会的机会，带队奔赴抗洪第一线。

在灾区的20多个日夜里，他们冒着高温

酷暑，背着 30多 kg的医疗器具，走遍了

长达10 km大堤上的1000多个帐篷，为

灾民治病 8525 例次，卫生宣教近万人

次，并与战友们一起捐款，为当地灾民兴

建了20多个规范化厕所，得到了当地政

府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

奖掖后进建一流团队

先哲曾言：群众的成功就是成就自

己，而领导的成功是要造就一支团队。

李兆申自1999年担任科室主任至今，一

直奉行学为师表、行为人梯，精心培育自

己的学术团队，使得消化内科从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科室，一跃成为消化研究领

域的“国家队”成员，在置身沃土中喜迎

春暖花开，实现了质的飞跃。回首成功

经历，他常说，今日的成就无不凝聚着历

代前辈的心血与汗水，所有成绩的取得

并非我个人单打独斗之功，而是科室全

体同仁和衷共济、勠力同心的结晶。回

眸学科成长的历程，他极力注重青年人

才的培育，最引以自豪之处就是拥有了

一个很好的学科和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

为的科技英才。他认为：一个临床科室

的领导，不能一味强调个人拥有全面技

术。不敢将技术放手的领导，就会成为阻

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正是在这种

理念的指导下，李兆申在高起点确定学科

发展方向的同时，还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

平的“亚学科人才”群。他对“亚学科人

才”的定位是：消化内科医生，首先要做一

名合格的内科医生，然后必须在消化内科

领域选准和掌握一到两门前沿的知识和

技术，并尽量成为该领域的专家里手。近

年来，他不遗余力地为同事和学生们创造

条件，通过搭建成就事业的大舞台，真正

做到人用其才，才尽其用。如今，长海医

院消化内科已经拥有博士和硕士逾百名，

其中2名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殊荣，

成为一个英才济济、人才辈出的地方。他

们不仅跻身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国家重点学科，还荣获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教育部创新团队，一个优秀的科技

人才群体已经崛起。

创办期刊以授业解惑

长海医院消化科历来就有重视学术

期刊的传统，李兆申的恩师许国铭作为

《中华消化杂志》的总编辑曾荣获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杰出贡献总编奖”。作为

许教授的接班人，李兆申对办刊情有独

钟，对期刊呵护有加，他也是中华医学会

系列杂志中罕见的一人荣任 2种期刊总

编者。他自 2008年 4月至今担任《中华

消化内镜杂志》总编辑，该刊是我国消化

内镜专业的权威学术期刊。在他主政期

间，期刊在及时报道本专业最新进展的

同时，尤其重视期刊的导向作用，并大力

推广规范化的研究和操作技巧，共牵头

制订或权威发布24部我国临床指南或专

家共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消化内镜的

规范化操作和技术更新。李兆申创办并

任总编的《中华胰腺病杂志》，是我国目

前唯一的报道胰腺病学研究的学术期

刊，在其担任总编期间，共牵头制订8部

我国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连续承办7届

上海国际胰腺病学术大会，有力地推动

我国胰腺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为我国胰

腺病多学科诊疗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

台。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让

中国的研究成果更快地走向世界，李兆

申创办了我国消化病介入领域惟一的英

文期刊《Journal of Interventional Gas⁃
troenterology》并任总编。由于他们团队

的鼎力支持并与各方的通力合作，2011
年创办的新刊已被全球医学领域最权威

的Pubmed数据库收录。

功不唐捐获硕果累累

作为学科发展的舵主，李兆申不仅

是一个对技术追求卓越的专家，更是一

名韬略在胸、统领学科发展的医学帅

才。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

力，长海医院消化团队的付出终于获得

丰厚回报。2000年，成立了第二军医大

学胰腺疾病研究所。2001年，跻身国家

级重点学科和全军重点实验室行列；全

军消化内科中心在此揭牌；成功创办了

国内第1本胰腺病学专业杂志――《中华

胰腺病杂志》。2004年，首批中华医学会

消化内镜专科医师培训中心在该科落户；

主办首届上海国际胰腺病学术大会。

2005年，主办全球华人消化内镜大会。

2006年，成为亚太消化内镜学会培训中

心。2010年，建成亚太地区最先进的内

镜诊疗中心并承办国际超声内镜大会。

2013年，承办国际消化学界“奥林匹克大

会”——世界胃肠病大会。2014年，跻身

3家国家消化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之

一。时至今日，由李兆申一手创建的内镜

中心也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

高、高级内镜诊疗例数最多的国际一流中

心。为包括美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

内培养进修生数千名，成为我国内镜学人

才培养名副其实的“黄埔军校”。作为第

一完成人，李兆申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

教学研究成果“消化内镜专业人才在职培

训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实至名归地荣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年近花甲仍壮心不已

近年来，长海医院消化科这个以临

床医生为主体的创新团队，以骄人的科研

成果获得5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李兆

申在其中4项为第一完成人，一项为第二

完成人。他们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重大

胰腺疾病诊疗体系创新及关键技术的应

用，东南沿海战区野战内科学相关的关键

技术研究，幽门螺杆菌关键致病因子Ca⁃
gA、VacA的生物学特性及其临床应用，

胃和十二指肠镜微创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消化道智能胶囊内镜系统的研制与临床

应用。尤其是作为项目主持人和主要完

成人，李兆申带领的团队研制成功了我国

首个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胶囊内镜，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改变体位、分段调频提

高检查成功率的新方法，其性能超越国外

同类技术，已经在62个国家逾千余家医

院应用，获得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基于

他在学术研究和创新方面的杰出贡献，李

兆申于 2013年荣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

奖。尽管已年近花甲，但他仍精神饱满且

恪尽职守地在履行着作为科室主任和拥

有18个军内外学术“头衔”的职责。时至

今日，烈士暮年但壮心未酬的李兆申，依

然不忘初心，始终攀登在通往医学之巅的

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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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研究生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尝试带研究生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尝试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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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马臻

我在国外做博士后时，读了几本关

于青年教师科研起步的英文著作，就以

为自己掌握了“秘籍”。2009年回国任教

至今，我陆续指导了十多名研究生，也了

解了别的一些学生的情况，这才明白带

研究生并非原本想象中那么简单。每当

有新进校教师向我咨询，我都提醒说：带

研究生很重要，切勿掉以轻心。

带研究生困难之所在

每年在考研面试现场，很多大学生

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对读研很感兴趣，毕

业后准备用科技解决实际问题。

然而，入学后，有些硕士研究生没有

及时“切换频道”。他们满足于像读本科

那样上完课就参加社团活动或回寝室，

而不习惯到办公室、实验室。

导师督促研究生进实验室以后，又面

临着学术培养方面的挑战。很多学生读

本科期间习惯了读书和应试，一旦读了研

究生，提不出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科研点

子，不擅长做实验，也不会写论文。

有些研究生还缺乏工作效率和激

情。例如把样品送出去测试后，很久没

有跟进结果；在办公室、实验室玩手机，

浏览和科研无关的网站；习惯于像读本

科那样被一个个截止期限安排的生活：

就像“弹簧”那样，松一阵，紧一阵。

时下，有些理工科的研究生将来不

准备从事和专业相关的工作，于是他们

试图参加和专业培养无关的实习。如果

导师不同意，学生就纠结于“别的同学都

外出实习”而没有科研积极性。

很多学生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他

们面临着交学费、交友、找工作等相关开

支。还有些学生面临着和同辈攀比、被

父母催促结婚等压力。

3年制硕士研究生读一年级时要上

课，读三年级时，9月底开始找工作，来年

4月中旬提交硕士毕业论文，真正能做科

研的时间不多。博士生和硕士生相比，

在科研上“熟门熟路”，也有更加明确的

目标，但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能做出扎

实的科研工作并写出博士毕业论文、发

表几篇学术论文是很“紧凑”的。

上述种种，给研究生导师出了难题。

应对策略

很多经验型文章从研究生培养的过

程（阅读文献、做实验、写论文等）角度介

绍如何带研究生。而我从组织行为学中

得到了启发。

“个体行为及绩效的MARS模型”指

出影响个体行为和绩效有4个因素：员工

动机、能力、角色感知、情境因素。动机

是“影响个体自发行为的方向、强度和持

久程度的内在力量”。能力包括“成功完

成一项任务需要的天赋和习得才能”。

角色感知是“人们对其分配到的或者被

期望完成的工作职责有多少了解”。情

境因素是“时间、金钱、有形的工作设备

和其他情境条件”。

这使我想到，研究生如果有做科研

的动力、做科研的技能，对自己作为研究

生需要做什么、怎么做有“角色感知”，并

且配以课题组氛围、设备经费保障等情

境因素，就会做科研并取得成果。导师

应该在这4个方面发力。

科研动力：考虑到现状（科研氛围、

学生的能力和志向、课题组的条件、系里

的研究生毕业要求和毕业情况），我不强

求研究生在高档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而是以确保学生“认真科研、正常毕业”

为工作重点。我允许学生在研二升研三

时参加暑期实习，也保证他们读研三时

找工作的时间，但他们在确保自己能毕

业之前，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科研。要把

完成一本学位论文这一目标“切割”成几

个阶段性的研究，及时梳理总结。这至

少能让学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

做到哪里了、还需要做什么，从而持续不

断地朝着目标进发。

科研能力：在指导研究生做科研方

面，我并没有“包办”，而是让他们通过文

献调研、开题报告、实验设计、开展实验、

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使用、论文撰写和

修改、中期考核、学位论文撰写、毕业论

文答辩等过程全面提高自己的能力，哪

怕有些学生将来不准备以科研为职业。

能力的培养有多种形式，包括师生一对

一面谈、研究生相互学习和研究生自学

等等。我让学生不要仅仅把目光放在是

否发表了SCI论文，而更要反思：自己做

了什么，学会了什么。

角色感知：准备考研的学生第一次

联系我，我就对他们讲清楚课题组的培

养理念、要求、以往学生的学业进展和出

路情况、课题组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

我会带他们参观实验室，并让课题组学

生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新生进校后，

我让他们在上课之余，尽早到办公室和

实验室调研文献、学习仪器，不能一下了

课就回寝室。个别新生不理解为什么要

“坐班”，我就带其“夜游”科研楼，看看别

的课题组是怎么工作的。我还把我们系

最近几届研究生延期毕业、拿不到学位

证的情况通报给学生。

情境因素：学生对某一新课题感兴

趣，但实验室没有开展新课题所需的仪

器，我在听取学生的可行性分析后，出资

购买这种仪器。校内没有某种测试条件

或者公共仪器的使用需要排很长的队，

我就让学生开辟校外的测试途径。学生

经济有困难，我就增加了课题组所有学

生的科研补助，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资和

奖金发给学生。师生之间的关系，还通

过一次次的谈心和集体活动拉近。

以上 4个要素虽然不能代替“做科

研”这一产生科研成果的行动，但它们都

渗透于做科研的全过程。缺了其中任何

一个要素，就像一辆车子缺了一个轮

子。而在“做科研”方面，我强调的是投

入，即学生认真做和导师经常指导。抓

住上述4个要素和“做科研”的行动，那么

研究生的正常培养和课题组步入正轨都

是可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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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老王老王””的科幻长征的科幻长征

王卫英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16年

5月第1版，定价：8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呼思乐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

研究所，博士。

《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

幻创作研究文集》一书不仅是王晋康创

作科幻作品20年的回顾，也是科幻发展

在中国的一个缩影。因为，如果有一个

人理解20年前在中国写科幻有多难，那

这个人一定是王晋康；如果有一个人一

直怀揣着历史感写出了科幻感，那这个

人也一定是王晋康。在他创作的 20年

里，从中年的王工程师一直写成了“老

王”，创作了无数的科幻精品。从较早创

作的《生命之歌》《类人》一直写到了《蚁

生》《逃出母宇宙》，他的科幻创作过程就

像是一场科幻长征路。用微博贴出自己

一时的科幻点子很容易，但是连续20年

笔耕不辍很难；随意写写心灵鸡汤容易，

提笔写出《与吾同在》难。这长年累月类

似长征的创作，足显出“老王”对于科幻

的热爱和执着。

此书整理了科幻界各位大家对于

“老王”这20年来创作思想的解读和对其

作品的评述。作为一个科幻爱好者，我

是爱“老王”的。有无数人说他是中国的

丹·布朗，是中国的约翰·温德姆，但是

“老王”就是“老王”。王晋康对于现实深

刻而锋利的思考都散落在了他的作品之

中。科幻文学作为载体，释放出了他对

于科学的体悟和对于人性的理解。一部

好的科幻小说常常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

投影，无论是《亚当回归》《生命之歌》，还

是《新人类四部曲》，其中描写的“新人

类”的种种生存难题，实际上都与我们这

些不靠谱的“旧人类”有关。在这个时代，

我们制造了环境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日

益增加的生命科学伦理问题，这一切都被

王晋康看在眼里，写进科幻里。王晋康在

其20年来写出了洋洋洒洒500多万字的

作品，用科幻串联出了人性的火花和他对

科学技术的思考。《中国科幻的思想者

——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也是一部

王晋康各个时期作品的导读指南，帮助新

老科幻文学爱好者静下心来，重温老王这

20年来的科幻之路。其中，既能看到老

王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也能看到其他科

幻“大咖”们对于王晋康作品的辛辣点评

和细致入微的解读。

在20载科幻创作中，王晋康写出了

很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写出了科幻的精

神气质。如果细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他

的创作之路中，有3件降妖除魔的“宝贝”

一直为他保驾护航。

第一件“宝贝”是“老王”的文笔。王

晋康的文笔很好，这是他能写好科幻的

基础。以他的现实主义文笔，不写科幻

小说，去写主流小说、武侠、言情，甚至去

写散文，我觉得都可以驾驭，可他一直抱

着科幻不放手。单单有好的文笔能不能

成为一个好的科幻作家？大概也不行。

科幻看似是幻想，但是科学幻想从来不

是不着边际的乱想。单单具备写作技能

很难胜任科幻创作的需要，还需要掌握

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在现有的科学

知识基础上发挥自己独特的想象力。第

二件宝贝，是“老王”对于现代科技伦理

尤其是生物技术伦理的思考。在《类人》

以及《十字》等耳熟能详的作品中，王晋

康展示出了其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深刻

理解。但是，正如科学史家萨顿所言；

“科学是必需的，但是只有它却是不够

的。”最重要的是科幻文化的形成，如果

说，科幻小说是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

桥梁，那“老王”就是造桥人之一，他非常

擅长以最直接最简易的办法，在科学和

人学之间的陡峭深渊上架桥，这种高超

的架桥术正是他的第三件“宝贝”。

科幻最大的魅力并不是对于未来的

预言，而是既讲了科学在人类发展过程

中林林总总，又能在虚拟架构的不同时

间维度上，跳出科学去讲人文、讲人性，

去分析人类的天性和直面今天科学带给

我们的负面问题。在《中国科幻的思想

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中，各

位科幻“大咖”也都从自己的角度和研究

视野去观察去理解“老王”，实际上也是

通过对于王晋康的作品去展现自己理解

的科幻和科幻文化。例如，清华大学刘

兵教授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去解读“老王”

的科幻作品，认为王晋康的科幻小说文

以载道，在科幻作品中体现出了人文性

的理念，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其作品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示我们社会

面向未来的更多的可能性与面向，从而

思考我们现在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从思

想解放的角度关注了王晋康的科幻作

品。他认为科幻并不是小众文学类型，

看完王晋康的科幻作品有一种出世之

想，制造了想象力的解放。同时，中国文

学必须要有一个“类型”的解放，打破文

体的限制，从生活中超越出去。从思想

上和形式上，科幻文学可以给我们一个

超越的梦想。我们现今的科幻实际上是

将“科学”与“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既

通过科学幻想提供的时间维度反映文化

变革的可能性，也通过文化的敏感性去

窥探未来科学发展遇到的伦理和社会文

化问题。

在中国科幻作品走向国际化的今

天，愿科幻爱好者们都读一读《中国科幻

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

集》，在阅读各位思想家对于王晋康思想

的阐释以及对于中国科幻思想解读的同

时，也可以向在科幻长征路上的“老

王”——王晋康致敬，向这种20年如一日

的坚持创作致敬。看科幻小说，可以让

我们从当下的生活中超越出去，思考我

们的人文世界，思考我们的人性。科幻

思想不仅是一类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对

于科学的态度，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

新思想的摇篮，我们希望可以从科幻精

神中孕育出更多对于中国科幻的思考，

以及对于中国科学未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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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信器件的发展历史光通信器件的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现状与趋势
周天宏，马卫东

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430205
摘要摘要 从行业和技术的角度概述了光通信器件的发展现状，介绍了中国光通信器件的发展水平，分析了中国光通信器件与国际

领先水平的差距。分析表明，光集成技术是未来光器件的主流发展方向，Ⅲ-Ⅴ族材料和硅基材料被业界普遍看作未来光集成技

术的两大阵营，将改变光器件的设计和未来。

关键词关键词 光纤通信；光通信器件；光集成技术

低损耗光纤和室温下连续工作的

双异质结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制成功，揭

开了光纤通信发展的新篇章，促进了光

纤通信的实用化。光通信器件是构建

光通信系统与网络的基础与核心，是发

展的关键，是光纤通信领域中具有前瞻

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战略必争之高技

术，也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在光纤通信技

术领域的水平和能力。

1 光通信发展史
光通信是指以光作为信息载体而

实现的通信方式（图 1）。按传输介质

的不同，可分为大气激光通信和光纤通

信。大气激光通信是利用大气作为传

输介质的激光通信；光纤通信是以光波

作为信息载体，以光纤作为传输介质的

一种通信方式。光通信的发展史最早

可追溯到“烽火台”，这是一种目视光通

信。1880年，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

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了一种

利用光波作为载波传输话音信息的“光

电话”，它证明了利用光波作载波传递

信息的可能性，是光通信历史上的第一

步，是现代光通信的雏型。由于当时没

有可靠的、高强度的光源，且没有稳定

的、低损耗的传输介质，这种光通信一

直未能发展到实用阶段。直到1960年
7月 8日，美国科学家希奥多·哈罗德·

梅曼（Theodore Harold Maiman）发明了

第一个红宝石激光器，沉睡了 80年的

光通信才真正得到实质性的发展。激

光器的出现，引发了世界性的大气激光

通信技术研究热潮，1961—1970年，光

通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用大气作为

传输介质的光传输实验，并陆续出现一

些实用化系统。但是这种大气激光通

信受雨、雾、雪等气候因素的影响而造

成严重的损耗，因此它只能用于很短距

离的通信。要充分发挥光波作为通信

介质的作用、实现长距离通信，必须寻

找新的概念、探索新的传输介质，寻找

一种较为理想的光传输介质解决办法。

20世纪 60年代早期，曾有各种传

光方式探索，例如用空心光波导管、透

镜（或反射镜）阵列等，但都不能达到预

期目的；也有不少人试探石英光纤传光

的可能性，却很少有人相信它可以用在

长距离通信上，因为当时作为光导纤维

材料的石英玻璃损耗很大，直到 20世

纪 60年代中期，优质光学玻璃的传输

损耗仍高达 1000 dB/km，并且普遍认

为很难降低。在几乎毫无希望的情况

下，英国标准电信研究所的华裔科学家

高锟（Kao K. C.）博士（图 2）于 1966年

发表了一篇奠定光纤通信基础的重要

论文，他指出：光导纤维的高损耗不是

其本身固有的，而是由材料中所含杂质

引起的，如果降低材料中的杂质含量，

便可极大地降低光纤损耗。他还预言，

通过降低材料杂质含量和改造工艺，可

使光纤损耗下降到 20 dB/km；通过原

材料的提纯能制造出适于长距离通信

使用的低损耗光纤。在这一理论推断

的引导下，1970年，美国康宁玻璃公司

首先制成了衰减为20 dB/km的低损耗

石英光纤。这是光通信发展的划时代

事件，它使人们确认光导纤维完全能胜

任作为光通信的传输介质，确立了光通

图1 光通信改变世界

Fig. 1 Optical communication change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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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量光传输系统发展现状大容量光传输系统发展现状
刘博，李丽楠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6
摘要摘要 综述了大容量光传输系统的发展现状及最新技术研究进展。理论和实验研究表明，由于光纤的非线性及放大器的带宽等

限制，通信容量已经接近了单模光纤的传输极限。因此，光纤通信的发展需要克服单载波传输中高速电器件的限制瓶颈。本文

总结了多载波技术的产生方案：用频分复用（OFDM）或奈奎斯特波分复用（Nyquist-WDM）技术提高频谱的利用率，增加信道容

量实现P bit/s甚至更高传输速率。另一方面需要从研究光纤本身的角度出发，在考虑成本效益和能源效率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光

纤的空间维度。空分复用技术（多模、多芯）及角动量复用技术（OAM）将成为未来超越单模光纤的容量极限、大幅度提高光纤传

输容量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关键词 大容量光传输系统；高频谱效率调制；多载波；模式复用

光纤通信系统指光波作为信息载体，光纤作为传输介质

的一种通信方式。特点是传输频带宽，因而通信容量大；传

输的损耗低，中继距离相应变长；光纤工艺精制：直径小、线

细、重量轻，以石英为原材料，来源广；绝缘、抗电磁干扰性能

强、保密性好；还具有抗腐蚀能力强、可绕性好、抗辐射能力

强等优点，可用于特殊环境或军事上。光纤通信系统的基本

构成模块有光发射机、光纤信道及光接收机，系统模型如图1
所示，在发送端首先将传送的信息变成电信号，然后通过驱

动电路和调制器将电信号调制到激光器发出的光上，使光的

强度随电信号的幅度（频率）变化而变化，然后发送到光纤中

传输；在接收端，光电检测器将收到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经解调后恢复原信息。

根据第 10次Cisco Visual Networking Index（VNI）年度预

测，2019年的年度互联网协议（IP）流量将增加到2014年的3
倍，创造2 ZB的新纪录，全球互联网用户、个人设备和机器对

机器（M2M）互联的增加，所需宽带速度更快以及高级视频服

务的使用等是流量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1]。一般情况下，这

些变化预计将带来全球 IP流量年复合增长率（CAGR）提升至

23%。如图 2所示，思科推算估计，2012—2017年，全球 IP数

据流量将增至2.77倍，年复合增长率为22.59%；据统计，亚太

地区的 IP数据流量约占全球数据流量的36.01%。与2014年
全球 IP 流量的每月 59.9 EB 相比，2019 年每月将达到 168
EB，明显增长。2019年，全球 IP网络传送的流量几乎为之前

所有“互联网年”（1984—2013年）传送流量的总和。

图1 光通信系统模型

Fig. 1 Model of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图2 全球 IP流量预测

Fig. 2 Global IP traffic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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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接入网关键技术研究进展宽带接入网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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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宽带通信网包括高速光纤传输骨干网和宽带接入网（BAN），但两者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BAN在保密性与私有性、成本

与能耗、融合兼容性及速率与带宽等方面亟待突破。综述了BAN的研究进展，分析了BAN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关键问题，

探讨了增强BAN的保密性与私有性、降低BAN的成本及提升BAN的融合兼容性等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 宽带接入网；接入网融合；光通信；无源光网络

宽带通信网络是国家信息化的物资基础和主要动力，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但其两大主体发展极不平衡。光纤骨

干网传输技术得到突破性发展，2015年KDDI报道采用超级

Nyquist-WDM技术实现了140.7 Tbit/s多芯单纤传输7326 km
的世界纪录，足以满足信息容量快速增长的需求。但宽带接

入网（BAN）目前仍以光纤铜线混合接入为主，存在城域接入

独立通信模式等瓶颈，这导致BAN保密性与私有性低、成本

能耗高、网络融合与兼容性差及宽带与速率受限等基础问题

及关键技术难题，难以满足新一代宽带接入通信网的需求。

因此，采用新型宽带接入体制与架构、新型信号处理的宽带

接入已成为国际前沿与热点问题。由于无源光网络（PON）可
以提供高带宽和低成本效益，被视为下一代宽带接入网（NG-
BAN）的一种经济前瞻性备选方案之一 [1]。PON对各种接入

复用技术具有强的融合性，如波分复用（WDM）、正交频分复

用（OFDM）、正交频分多址接入（OFDMA）等[2-3]。目前BAN已

成为国际光通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研究主题主要包

括：1）保密性与私有性；2）低成本与低能耗；3）光纤无线融

合、城域接入融合及多业务兼容。

2013年，《Nature》刊登了关于“接入网安全性”的研究报

道。201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宽带中国’

战略，推进城市百兆光纤工程和宽带乡村工程，大幅提高互

联网网速，全面推行‘三网融合’，维护网络安全”。极大地促

进了对宽带通信网尤其是BAN安全性、私有性及宽带等关键

问题的高度重视。目前BAN的保密通信主流方法包括网络

层加密和物理层加密。基于网络层的保密性增强方法核心

是数据加密，不过该技术存在系统基础性安全风险 [4]。由此

出现了物理层加密，该方法是在物理层对整个数据帧进行加

密的增强技术[5]。另外，BAN私有通信主要包括逻辑层私有

通信和物理层私有通信。逻辑层私有通信是基于地址识别

技术，通过地址来区分不同私有网络的用户。针对物理层私

有通信，波长识别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时分复用无源光网络

（TDM-PON）[6]和波分复用光载无线通信（WDM-RoF）[7]，通过

不同波长的识别区分不同私有通信用户。

为了推进NG-BAN的工程应用，降低接入网成本与能耗

尤为重要[8-13]。解决BAN光网络单元（ONU）无色无源则是降

低其成本与能耗的有效途径之一，无源ONU技术主要包括集

成光源技术[8]和信号重调制技术[10]。集成光源技术主要思路：

上行光源由光线路终端（OLT）或光分配网络（ODN）直接传送

过来，各个光网络单元利用来自OLT或ODN的下行纯净光载

波作为上行光载波来承载上行信号。信号重调制技术主要

思路：把接收到的下行数据信号作为光载波，然后利用反射

式调制器先将光载波上携带的下行数据信号擦除，从而得到

纯净的上行光载波，然后再将上行信号调制光载波上进行上

行传输。

顺应网络扁平化、业务融合承载下一代通信网的发展需

求，城域网与接入网、有线与无线及多业务的融合已成为

BAN的必然发展趋势。将城域网与接入网进行无缝融合，可

以打破传统城域网与接入网的独立通信模式，构建新型有源

无源与有线无线融合BAN，促进宽带高速、多业务融合、低碳

网络和绿色通信技术的发展。目前，融合BAN的研究主要是

对于城域网与接入网络的融合[14]以及光纤接入和无线移动网

的融合[15]，尤其是不同接入方式、制式、模式及业务等的融合

兼容。城域接入融合网络主要采用远距离传输技术[16]，先进

拓扑结构构建广域的无源传输接入网络，有效打破传统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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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载无线电核心技术研究进展光载无线电核心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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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光载无线电（RoF）技术融合了微波射频技术和光子技术，充分体现了光通信“高速”和无线通信“移动”的技术特色，可大

幅降低无线网络的能耗，代表了未来光网络和无线网络的发展方向。本文从RoF技术的国内外研究与应用现状出发，在分析

RoF涉及的关键技术基础上，探讨了目前RoF技术面临的挑战，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光载无线电技术；探测器阵列芯片；激光器阵列芯片；宽频带光收发模块

宽带泛在信息接入已成为国家的

重大需求，随着“宽带中国”、“智慧城

市”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推进，用户

希望能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享受到高

速、可靠、无缝的通信，显然传统的移动

通信网络已无法满足要求。在考虑上

述国家需求的同时，能耗问题也是广泛

关注的重点，目前运营商密集部署的无

线基站由于是孤立的接入而不能有效

处理潮汐效应的动态网络负载，导致大

量电力的消耗，据统计，中国移动电力

消耗在近 5年内翻了一番。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关注融合了光纤通

信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的光载无线电

（RoF）技术 [1]，因为理论和初步应用显

示RoF技术在低功耗宽带泛在信息接

入方面存在优势，与传统的无线通信系

统技术相比，RoF通信系统有着更广的

蜂窝覆盖、更宽的带宽、较低的成本、较

低的功耗和易安装等优点，充分体现了

光通信的“高速”和无线通信的“移动”

技术特色，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无线网

络的能耗，代表了未来光网络和无线网

络的发展方向。在未来通信、军事上等

诸多的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RoF技术为下一代宽带无线接入

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2]，同时满足了

对宽带和低能耗的追求。但目前在基

于RoF的高性能模拟激光器设计、探测

器阵列芯片设计、低成本模块和系统封

装技术等方面，中国距离其他国家还有

一定的差距，单个高线性模拟直调激光

器和探测器性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日

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在当前移动通信

普通天线向阵列天线技术更新换代的

关键时期，国内展开自主研发宽带模拟

通信用光收发阵列芯片和模块显得尤

为紧迫。为此，本文综述RoF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进展。

1 RoF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RoF技术是微波射频技术与光子

技术交叉融合的典范，已经成为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美国DARPA近年来设立

了“ 高 线 性 光 子 射 频 前 端 技 术 ”

（PHOR-FRONT）、“光子型射频收发”

（P-STAR）、“适于射频收发的光子技

术”（TROPHY）等一系列与 RoF 相关

的研究项目 [3]；欧盟在 FP6和 FP7框架

下，资助了包括“低成本光接入网技术

以及光无线融合技术”（ISIS）、“面向宽

带无线接入的毫米波RoF系统关键器

件和系统”（IPHOBAC）及“面向异构分

布式可扩展无线体系结构和业务配臵

应用的光纤网络”（FUTON）等在内的

RoF相关项目。在中国，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近3年
持续对RoF核心芯片、模块、系统和应

用研究进行了资助。面对下一代信息

网络的发展需求，适用于光纤无线融合

通信光电子集成器件和模块化耦合封

装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现状如下[4]。

1.1 高线性模拟激光器及阵列芯片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国外就开展

了单个宽带、高线性模拟直调激光器的

研究。随着通信容量的增加，系统对直

调激光器[5]的调制带宽和线性度的要求

也一直在提高。目前调制带宽的增加

与线性度的改善主要通过优化激光器

结构实现，整体发展比较缓慢。对于调

制带宽主要通过优化设计激光器的有

源材料和整体结构，例如 2009年美国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进一步在理论上分

析了无隔离器情况下实现注入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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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分集复用通信技术研究进展模式分集复用通信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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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长春 130012
摘要摘要 模式分集复用技术是当前光纤通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该技术以少模光纤中相互正交的独立模式为信道，同时承载多

路信号，可以成倍提升光纤通信系统的容量，近年来备受关注。从系统建模、信号均衡和实验进展等方面总结了模分复用通信领

域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模分复用系统输出信号的主要均衡方法及其复杂度；从系统结构的角度，总结了模分复用

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主要实验结果；对模分复用技术的未来研究动向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光纤通信；模式分集复用；少模光纤；复用/解复用器

光纤通信技术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超长距离、超

大容量传输一直是其不懈追逐的目标，各种扩容技术层出不

穷，如时分复用（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 TDM）技术 [1-2]、波

分复用（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WDM）技术[3-4]、偏振

复用（polarization division multiplexing, PDM）技术 [5]、高级调

制技术[6-7]等。然而，由于WDM系统信道数目和信号调制阶

数的提高，单根光纤内的光功率也日益增大，这加剧了单模

光纤内固有的非线性效应和光纤放大器的自发辐射噪声，使

单模光纤通信系统的容量逐渐达到理论极限[8-11]。这种带宽

危机在现实中也有迹可循，在 20世纪 90年代，WDM系统的

容量增长趋势迅猛，其增长率达到每年 80%，而自 2002年以

后，这一数字迅速降为每年 20%[12-13]。理论分析和实际系统

的发展都预示“容量枯竭”即将到来。

在这一背景下，科研工作者开始考虑光纤中尚未使用的

物理维度，模式分集复用（mode division multiplexing，MDM）
这一技术开始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14-16]。所谓模式，实际

上是光作为电磁波在光纤中传输时形成的一种场型分布形

式，在理想情况下不同模式是相互正交的，可以作为独立信

道来承载多路信号，从而成倍提升光纤通信系统的容量。传

统的多模光纤中模式过多，模间色散限制了其通信性能，使

得多模光纤不适合长距离大容量信号传输[17]。为了实现模分

复用，一种新型多模光纤——少模光纤应运而生。少模光纤

中只有有限个稳定的传输模式，将这些有限模式作为独立信

道，既减小了模间色散，又可以成倍提升系统传输容量。近

年来，这种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分复用通信成为光纤通信领域

的又一前沿热点技术[18-21]。

1 模分复用系统的构成
典型的模分复用系统结构如图 1所示。在发送端，电信

号经过信源编码等处理之后，进入电光调制器转化为光信

号。每路光信号由一个特定模式承载，然后通过模分复用器

将承载不同信号的各个模式复用到同一根少模光纤内进行

传输。在接收端，模分复用信号经模分解复用器分离，然后

分别由不同的探测器将不同模式的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得到的电信号经数字信号处理模块进行模数转换、色散补

偿、信号均衡、载波相位恢复等处理，最后判决得到源信号。

图1 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分复用系统原理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few mode fiber based MD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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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分复用技术可将现有单模光纤通信传输系统容量提高数倍乃至数十倍，被公认为能够突破传统单模光

纤通信系统传输容量瓶颈的有效技术手段。本文综述了用于对光纤中模式进行复用和解复用的模分复用器、传输用少模光纤、

长距离传输提供中继的少模光放大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介绍了利用上述器件开展的模式复用光传输系统实验，展望了模分复

用光传输的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模分复用；少模光纤；光纤通信；大容量光传输

随着人们对基于互联网应用和服

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光纤通信网络带宽

每年以 20%~40%的速率持续增长，据

保守估计，目前铺设好的单模光纤传输

系统在未来 10 年内将达到容量上

限[1]。光场的基本物理维度，如时间（时

分复用）、频率（波分复用）、偏振态（偏

振复用）和正交性（正交振幅调制），都

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标准单模光纤的

通信容量已经接近于其非线性香农极

限（100 Tbit/s[2]），该上限将无法满足下

一代互联网带宽持续增长的需求。空

间维度是唯一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物

理维度。

因此，基于多芯光纤的空分复用和

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式复用引起了科研

工作者的极大兴趣。目前，基于少模光

纤的模分复用光传输已经可以实现

41.6 Tbit/s[3]和 73.6 Tbit/s[4]的高速信号

传输，以少模光纤模分复用为基础的基

于多芯少模光纤的多维复用成功将单

纤光传输系统容量提升为2.05 Pbit/s[5]。
本文综述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分复用光

传输技术的研究进展。

1 模分复用器
模分复用的概念于1982年提出[6]，

但由于缺乏精确的模式激励与复用技

术，基于少模光纤的模分复用光传输技

术发展得异常缓慢。近年来，标准单模

光纤的传输容量瓶颈问题促使模分复

用技术再次成为研究焦点，相关器件和

理论研究进展迅速。模分复用光传输

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实现光纤中传导模

式的精确控制，将多路信息加载到少模

光纤中的不同空间模式上，并在接收端

进行分离，这项技术的关键就在于模分

复用器的设计。经过几年的发展，多种

技术被成功应用到模分复用器设计中

来，其中部分已经接近于商用。根据所

用器件及工作原理，模分复用器可以分

为基于空间匹配类型和基于光波导结

构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基于硅基液晶

空间光调制器的相位调制和空间相位

盘两类，较早应用于模分复用光传输

中。基于光纤绝热拉锥的光子灯笼是

新发展起来的模分复用器，通过光波导

中相位匹配以实现模式耦合来进行模

式的选择性激励，可以通过光纤、硅基

波导和平面光路的方法实现。各种模

分复用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比较见

表1。
为了提高少模光纤中模式激励的

灵活度和隔离度，减小维护的难度，本

研究组提出了一种基于硅基液晶

（LCOS）空间光调制器的具有强鲁棒性

的模分复用器，其物理实现如图 1[7]所

示。用于模分复用光传输的模式信道

是光纤中的线偏振模（LP模式），其光

场的空间分布规律为（以 LPl,m模式为

例），角向上亮斑数为2l，径向亮斑数为

m，相邻的亮斑之间存在π的相位差。

利用线偏振模的这一特点，对单模光纤

输出的光束空间施加相位调制，改变光

场等相位面的分布，使其与光纤中对应

的高阶模式匹配，在向少模光纤耦合时

就可以选择性激励起对应的高阶模

式。以LP11模式的激励为例，LP11模式

的两瓣光场存在布π的相位差，只需将

基模光场的相位调制成具有π相位差

的对称两瓣，再耦合进光纤就可以产生

LP11模式。硅基液晶空间光调制器可

以实现逐像素点的相位调制，很容易产

生图 1（b）所示的相位调制效果，通过

改变驱动电压，像素点的相位调制深度

相应改变，图 1（c）为利用该结构激励

起少模光纤中LP01和LP11模式的光场，

获得了超过 25 dB的模式隔离度。鲁

棒性是该结构的另一优势，通过合理的

光学系统的设计，对入射端的单模光

纤、LCOS和接收端少模光纤在纵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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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分波分复用无源光网络关键技术时分波分复用无源光网络关键技术
胡卫生，义理林，何浩，李正璇，李军，毕美华

上海交通大学，区域光纤通信网与新型光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40
摘要摘要 下一代光接入网采用波长堆叠同时提升单波长速率的方式提升网络容量。分析了直接调制技术在下一代无源光网络第

二阶段（NG-PON2）和下一代以太无源光网络（NG-EPON）中的应用前景，讨论了啁啾管理技术和功率预算提升方案，并进行

了系统演示。探讨了全业务接入网共存的无源光网络中波长间串扰，提出通过编码降低拉曼串扰的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无源光网络；直调直检；啁啾管理；受激拉曼散射

光纤接入主要采用无源光网络（PON）架构实现。随着超

高清电视、虚拟现实等应用的迅速发展，用户对网络带宽的

需求不断提升。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组织（ITU-T）与全业

务接入网组织（FSAN）于2011年开始制定下一代无源光网络

第二阶段（NG-PON2）技术标准，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标准组（IEEE-SA）也于 2014年开始了下一代以太无源光网

络（NG-EPON）标准的制定工作。经过广泛研究与讨论，综合

考虑技术成熟度、后向兼容性及升级成本等因素，基于波长

堆叠技术的时分波分复用无源光网络（TWDM-PON）架构成

为入选方案。

下一代无源光网络要求更长的接入距离和更高的接入

速率，从而对系统的功率预算和色散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高速信号传输中涉及的高阶调制和解调技术也是亟待解

决的重点和难点。同时，接入网与用户和终端直接相关，是

整个光通信网络的“最后一公里”，从而决定了接入网系统对

成本十分敏感。因此，在满足系统指标要求的前提下降低技

术复杂性和系统成本，尽量用低成本器件实现高性能，成为

下一代接入网研究的重要方向。

1 4×10 Gbit/s NG-PON2系统
2011年 5月，FSAN发布了NG-PON2需求白皮书。到目

前为止，ITU-T对TWDM-PON标准体系的布局已基本完成，

形成了G.989系列标准。G.989.1规范了TWDM-PON总体要

求，支持40 Gbit/s下行带宽，10 Gbit/s（可扩展到40 Gbit/s）上

行带宽，40 km差分距离，最大 1∶256分光比，上下行至少四

个时分波分复用通道[1]。2012年，G.989.2定义了TWDM-PON
波长规划，下行信道定义在L+波段（1596~1603 nm），上行在

C-波段[2]。G.989.3描述的是帧协议。

直调激光器（DML）如分布式反馈激光器（DFB）、分布式

布拉格反射激光器（DBR）等具有体积小、功耗低、输出功率

高、成本低等优势，用作接入系统发射机可以有效地降低成

本。传统 1.25~2.5 Gbit/s PON的上行信道均分配在O-波段

（1260~1360 nm）。该波段光纤色散系数非常小，加上上行信

号速率在2.5 Gbit/s以下，由光纤色散导致的脉冲展宽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但在NG-PON2中，上行波长在C波段（1530~
1565 nm），该波段光纤色散系数约为 17 ps/（nm·km）。DML
啁啾系数高，在高速直接调制过程中会伴随着很强的啁啾，

使信号光谱变宽，从而使脉冲更容易受色散影响而展宽。常

见的针对DML的色散管理方案有数字信号处理、色散补偿光

纤、高阶调制、电色散补偿模块等。本文研究采用基于光谱

整形的啁啾管理技术，基于单个光滤波器件实现多路 10
Gbit/s直调信号的啁啾管理，验证DML应用于NG-PON2系统

的可行性。

1.1 直调激光器的多通道啁啾管理

根据激光原理，激光器的啁啾可以表示为

∆v( )t = α4π{ }ddt[ ]ln( )P( )t + κP( )t （1）
式中，α为激光器线宽增强因子，κ为绝热啁啾系数。

为了得到高功率输出，DML通常工作于高偏置电流状

态，此时式（1）中第2项绝热啁啾处于主导地位。以两电平调

制为例，绝热啁啾表现为：“1”比特相比“0”比特存在频率蓝

移，从而导致光谱展宽，使得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对光纤色散

的容忍度降低。

光滤波可以实现对直调信号的啁啾抑制。其基本原理

是将调制数据后的直调激光器的中心波长放置在光滤波的

边沿处，进而让蓝移的比特1通过，衰减红移的比特0，从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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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信息网中的空间信息网中的FSO/RFFSO/RF通信技术通信技术
郭磊，亓伟敬，侯维刚，赵鹏艳

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阳 110819
摘要摘要 空间信息网是以多种空间平台（如同步卫星或中、低轨道卫星、平流层浮空器及有人或无人驾驶飞行器等）为载体，实时获

取、传输和处理空间信息的网络系统。由于其节点种类多，通信链路状态相对复杂。调研了空间信息网通信链路传输技术，分析

了空间信息网中微波射频通信（RF）、自由空间光通信（FSO）和FSO/RF混合通信技术。分析表明，星-星链路适合FSO通信，

但对于受天气影响严重或定位困难的其他类型链路，FSO/RF混合通信更具有优势。提出了空间信息网中基于大数据预测的

FSO/RF自适应切换通信技术的开放思路。

关键词关键词 空间信息网络；微波射频通信；自由空间光通信；混合通信

随着人类对空间资源依赖性的日

益增加及世界各国空间探测计划的逐

步展开[1-4]，参考地面互联网的发展，在

大时空尺度下建立空天地一体化信息

网，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空间

信息网是以多种空间平台（如同步卫星

或中、低轨道卫星、平流层浮空器及有

人或无人驾驶飞行器等）为载体，实时

获取、传输和处理空间信息的网络系

统[5]。由于网络节点的多样性，空间信

息网中的通信链路状态较为复杂。

自 由 空 间 光 通 信（free space
optics，FSO）是以激光为载波、自由空

间为传输介质的通信技术[6]。作为光纤

通信的补充 [7]，FSO具有高带宽、大容

量、高保密、无需频段申请等传统微波

射频通信（radio frequency，RF）所不具

有的独特优点。因此，FSO通信技术在

无线通信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但

FSO的局限性在于，传输质量受天气状

况及大气湍流影响严重。考虑到RF通

信技术具有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对

云、雾等天气及障碍物遮挡并不敏感，

因此，FSO/RF混合通信技术成为一种

综合考虑 FSO与 RF各自优势的新型

方案。

为了跟踪空间信息网通信技术的

最新进展，本文调研空间信息网中RF、
FSO和FSO/RF混合通信技术。

1 空间信息网概述
近年来，各国发射卫星数量不断增

加，卫星通信技术呈现高速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以高空平台

（high altitude platform，

HAP）[8]为载体进行无线通

信的新领域，其规模和技

术逐步完善。目前，各通

信系统之间互不干扰、独

立运行，极大浪费了网络

资源，空间信息网应运而

生。空间信息网是将卫星

网络、HAP网络及地面接

入网络组成一个互联互通

的空天地一体化通信网

络，从而实现空间信息资

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图 1
为空间信息网架构，由部

署在不同轨道、执行不同

任务的航天器及地面接入

网组成，网内各通信系统既能独立运

行，又能相互联通，从而具有获取大时

空尺度信息的优势，并具备宽带大容量

数据的传输能力。空间信息网覆盖面

广、能实时获取、传输和处理空间信息，

为灾害监测、资源勘察、地形测绘、气象

预测和科学探测等各种应用提供通信

基础设施[9]。因此，空天地一体化信息

网在国民经济、社会服务及国防建设等

图1 空间信息网架构

Fig. 1 Architecture of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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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机的可见光通信技术基于相机的可见光通信技术
张民 1，罗鹏飞 2，冯淑兰 2，ZHANG Philipp3

1.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6
2.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海思研究部（北京），北京 1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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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可见光通信（VLC）有效结合了发光二极管（LED）的绿色照明和通信两大优点，是无线光通信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相机

VLC系统（简称OCC系统）在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的潮流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OCC系统以照明LED为信号光源而以

相机中图像传感器（IS）为信号接收器件，具有天然空间分集接收能力，因此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由于 IS与传统光电二极管

（PD）在可见光信号的接收与处理过程有明显不同，原有基于PD的VLC相关通信技术无法直接应用于基于 IS的VLC系统。本

文阐述了OCC系统的关键技术，并给出了相关应用场景。

关键词关键词 可见光通信；图像传感器；欠采样；应用场景

随着LED技术的发展，能效高、体积小、寿命长的LED灯

被广泛应用于室内外照明、信号呈现与指示、屏幕展示等领

域。另外由于LED时间响应特性好，信号可通过肉眼观测不

到的高速明暗闪烁发送出去，从而具有作为光通信系统信号

发射器的潜力。因此，以照明LED为信号光源、以可见光波

段为信息载体的可见光通信（VLC）正成为照明、通信界日益

关注的热点技术[1]。与传统的无线通信技术相比，VLC这种

新型的无线通信技术具有以下特点[2]：具有约300 THz的免费

频谱因而带宽潜力更大；属于视距或准视距通信方式，信号

无法穿透或绕过障碍物，因信号泄露而带来的安全性隐患很

小；无射频辐射，对人体无害，是一种绿色环保的通信技术。

目前，VLC仍面临一些技术难题亟待解决，例如多个LED信

号源之间的光线干扰、采用波分复用（WDM）技术时接收端体

积过大、因视距传输而移动性不佳等问题。

VLC系统通常采用光电二极管（PD）作为接收器件，将接

收到的各种波段光都转换成电流，易受外界背景光和杂散光

的干扰。此外，PD的探测面积较小（仅为mm2量级），在通信

距离为m量级时，仅能接收到非常微弱的光功率，限制了通

信速率Rb及通信距离 d[3]。为此，通常要在PD前装配光学透

镜组以提高VLC系统的通信距离和速率，但此时收发端必须

严格对准，降低了系统灵活性。同时加装了透镜的单个 PD
很难同时接收到来自多个LED的光信号，影响了接收端移动

过程中的信号切换。

其实，VLC系统还可以采用 IS作为接收器件。IS实际上

是众多PD阵列构成的，每个PD为 IS的一个像素，可独立接

收信号。当 IS与成像透镜的共同工作时，来自不同方向的光

线会被聚焦在 IS上的不同位置，从而可实现图片或视频的接

收。对于 IS的每个像素来说，其输出信号的强度与接收的光

功率及光谱分布相关，通常正比于接收到的光谱密度Sr(λ)与
像素响应度R(λ)的积分。在每次曝光后，相机的读取电路会

对所有像素点在曝光过程中产生的光生电荷进行读取及量

化，最终得到一张照片的原始数据[4]。

因此基于 IS的接收器是一种天然的空间分集光接收器，

可有效解决多LED（位置不同）同时发射信号时的干扰问题，

配合图像多输入多输出（MIMO），此类接收器还可实现信号

的并行接收。图1给出了相机空间分离特性示意。由图1可
知，在镜头的作用下，来自不同方向的光被聚焦到了 IS的不

同位置，又由于 IS内置有红绿蓝（RGB）滤光片，接收到光信

图1 相机的空间分离特性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spatial separation of a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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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背板互连技术研究进展光背板互连技术研究进展
邓传鲁，王廷云，庞拂飞，宋志强，王建辉，陈佳敏，严新捷

上海大学特种光纤与光接入网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93
摘要摘要 光背板互连技术是近年来通信领域的研究热点，以高传输带宽、低损耗、低成本、无电磁干扰等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本文介绍互连光波导的结构模型及光背板的制备方法，综述近年来光背板相关的传输特性、耦合方式、应用系统研究等关键

技术的重要进展，展望了对光背板互连技术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光背板；光互连；粗糙度；传输特性；光连接器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蓬勃发展，数据通信带宽

呈现爆炸式地增长，传统电互连技术逐渐无法满足高带宽

（如50 Gbit/s[1]）信息互连需求，人们更加关注超高速数据互连

技术——光互连技术[2-5]。

相对于电互连技术，光互连技术在高带宽、色散、能耗、

串扰、电磁干扰（EMI）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作为未来

数据通信的核心技术，光互连技术将被广泛应用于宽带通

信[3]、超级计算机[4]、大数据中心[5]等领域。

从广义上讲，基于光信号传输信息的技术即可以称为光

互连技术，现已得到大规模的应用，根据 IBM统计预测的光

互连技术趋势发展（图1）[6]，可见现阶段光互连技术已经发展

到了子板间和板卡内光互连阶段，即光背板互连技术。所谓

光背板互连技术，就是在普通PCB上制备一层光波导层（图2
（a）），或者在PCB中将光波导作为一个夹层嵌入（图 2（b）），

以此实现光信号的高带宽传输功能。

近年来，光背板技术受到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极

大重视，发展极为迅速。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光背板互连技

术的发展进行综述，从光背板的传输特性、耦合连接、演示系

统等关键技术角度展开论述，分析技术的发展脉络，探讨技

术的优缺点，并对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图1 光互连应用发展趋势

Fig. 1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rend of optical inter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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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距离高精度光纤双向时间传递超长距离高精度光纤双向时间传递
吴龟灵 1,2，陈建平 1,2

1. 上海交通大学，区域光纤通信网与新型光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40
2. 上海交通大学，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40
摘要摘要 采用双向时分复用同纤同波传输（BTDM-SFSW）方案进行了超长距离高精度双向时间传递实验，设计了改进的 IRIG-B
时间码和相应的低抖动、自对准时间编/解码器。在2000 km的光纤环路上，实现了稳定度优于89 ps/s和23 ps/105 s时间传

递。针对现有单纤双向光放大器受后向散射噪声影响，以及无法有效利用现有光网络资源的问题，结合BTDM-SFSW的特点，

提出了一种单向放大单纤双向传输的方法；在6000 km的光纤环路上，实现了稳定度优于190 ps/s和61 ps/105 s时间传递。计

算的时间传递不确定度小于70 ps，并进行了实验验证。

关键词关键词 时间传递；光纤传输；双向光放大；不确定度

精准的时间传递和同步是国家/国际时间频率体系、全球

导航定位、大地测量与观测、精密计量、深空探测等前沿科学

研究和重大基础设施中的共性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之

一[1-4]。为了不恶化高精度时间频率基准的性能，时间传递的

精度必须比被传递的时间频率基准高一个量级以上。现有

的时间传递方案中，基于同轴电缆的时间传递受限于电缆带

宽和损耗，距离限制在 1 km以内。通过卫星链路的时间传

递，如双向时间传递（TWSTT）、GPS共视（GPS CV）等，距离可

达数千上万km。但由于环境（温度、电离层变化等）对自由空

间传输通路的干扰，其时间传递精度限制在数百ps量级。随

着新的时间频率基准（如：冷原子微波原子钟的天稳定度已

达10-16量级[5]，“光钟”的秒稳定度已达10 -17[6]）的发展，亟需研

究发展新的超长距离高精度时间传递方法与技术。

由于光纤通路受外界扰动相对较小、不受电磁干扰、不

存在多径效应，其稳定性明显优于自由空间通路。同时，光

纤通路还具有低损耗、高可靠、大带宽等优点。因而，光纤时

间频率传递是一种能突破现有技术限制、实现超长距离高精

度时间频率传递的有效途径，引起了技术发达国家政府和研

究机构的高度关注[7-14]。

时间传递要扣除链路传输时延、实现两端定时信号（如

1 PPS）相位的精确对准。基于光纤的高精度时间传递主要

有环回法（round-trip）和双向时间比对法（two-way）两种。这

两种方案都是基于双向传输时延对称的假设，需要同时保证

双向传输延时的对称性和抑制后向散射噪声的影响。目前

普遍采用的同纤双向波分复用传输方案可通过光学滤波有

效抑制后向散射的影响[8-11]。但需要精确标定出色散等导致

的链路双向传输时延差，才能实现精准的时间传递和同步。

链路时延标定涉及波长、链路长度、色散等的高精度测量，且

测量误差随光纤长度的增加而线性增加。对于实际的长距

离光纤链路来说，不同子段链路特性不同，且光纤通路上设

备和链路的任何改变都需要重新标定。因此，运行和维护的

难度大、成本高。基于CDMA扩频码的同纤同波传输可以有

效抑制后向散射的影响，并保证对称性。但高精度的扩频编

码/解码等技术复杂、价格昂贵。双向光放大是实现超长距离

光纤时间传递的关键。将传统EDFA两端隔离器替换为双向

滤波器的单纤双向光放大（single fiber bidirectional amplifier，
SFBA）可以最大幅度保证双向对称性。然而，进入 SFBA的

后向散射不仅影响其工作的稳定性，而且经 SFBA 放大后对

信噪比的恶化更严重，从而限制了链路中 SFBA的个数和传

递的距离。基于拉曼或布里渊的分布式双向放大还处于探索

阶段。

此外，从实际实施成本和工程可行性来讲，最大限度地

利用现有光网络基础设施实现超长距离光纤时间传递显得

尤为关键。现有光纤通信网络中，均采用“单纤单向”传输方

式，光放大器等设备均为单向工作。而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双

向对称性，现有的高精度光纤时间传递方案基本都采用“单

纤双向”传输方式和SFBA等专门的双向光放大器。因此，难

以与现有光网络业务共用同一光纤链路，必须采用专用光

纤。铺设或租用数千公里专用光纤链路的高昂成本将严重

阻碍相关方案的实际应用。

为了发挥同纤同波的优势，并克服后向散射等的影响，

提出了一种双向时分复用同纤同波（bidirectional time d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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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F-PF-P滤波器和饱和吸收体的单纵模滤波器和饱和吸收体的单纵模
掺铥激光器掺铥激光器
白燕 1，2，延凤平 1，2，孙景辉 1，2，尹智 1，2

1. 全光网络与现代通信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4
2. 北京交通大学光波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法布里-珀罗滤波器和饱和吸收体的单纵模掺铥光纤激光器。利用窄带法布里-珀罗滤波器和未泵浦掺铥

光纤的饱和吸收体来实现激光的单纵模输出。在室温条件下，实现中心波长1941.6 nm、信噪比32 dB的稳定激光输出。通过

100 min的连续观测，激光器的中心波长偏移小于0.04 nm，激光输出功率抖动小于1.5 dB，证明单纵模掺铥光纤激光器可以在

一段时间内稳定工作。

关键词关键词 掺铥光纤激光器；法布里-珀罗滤波器；饱和吸收体；单纵模

2 μm波段激光处于低损耗大气光

传输窗口附近（2~2.5 μm），在大气传

输、激光雷达、非接触化学探测等方面

有很大应用。利用掺铥光纤激光器设

计的雷达系统可以探测地球或火星表

面大气层的水蒸汽分布 [1]；Petzar等设

计了一种波长2 μm的相干多普勒雷达

用于风测，测试结果表明，这种雷达适

用于大气边界层和自由对流层[2]；Koch
等利用2 μm波长相干多普勒雷达绘制

了三维的风矢量地图[3]；利用2 μm波段

激光可以精确测量呼吸过程中碳同位

素的比值[4]；Pal等设计了一种稳定、波

长可调谐、窄线宽全光纤型掺铥光纤激

光器，用于二氧化碳气体的检测[5]。此

外，水分子在 2 μm波段附近有一个较

强的吸收峰，高功率的 2 μm激光可以

使人体组织迅速凝固、迅速止血。相比

于常用的二氧化碳激光刀，2 μm激光

器具有较窄的线宽、较小的光束发散角

及所使用波段对人眼安全等优点，因此

在生命科学和激光医疗中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Massaki等对 2 μm激光祛斑

效果进行了跟踪调查，验证了 2 μm激

光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6]；Fried等

用高功率的、波长1940 nm的掺铥光纤

激 光 器 进 行 泌 尿 组 织 消 融 [7]；

Somunyudan等利用波长 1940 nm的掺

铥光纤激光器进行腔内激光消融[8]。由

此，2 μm波段激光在微创手术等方面

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已有很多对单纵模掺铥光

纤激光器的研究报道。2004年，Agger
等制作了腔长只有5 cm的分布式反馈

单频掺铥光纤激光器，采用泵浦源为

790 nm的钛宝石激光器，激光中心波

长为 1735 nm[9]；2007 年，Gapontsev 等

实现了输出功率 20 W、输出激光波长

1.93 μm 的单频掺铥光纤激光器 [10]；

2008年，Zhang等用792 nm泵浦源激励

82 cm 长的掺铥光纤，获得中心波长

1936.4 nm 的窄线宽激光 [11]；2011 年，

Zhang等研制了一种高功率单频分布

式布拉格反射掺铥光纤激光器，采用的

泵浦源为1.565 μm的铒镱共掺光纤激

光器 [12]；2013年，He等研制出 1.95 μm
掺铥单频光纤激光器，最大输出功率为

200 mW，激光信噪比高于68 dB[13]。

本研究组设计一种基于法布里-
珀罗（F-P）滤波器和饱和吸收体的单

纵模掺铥光纤激光器。利用F-P滤波

器和均匀布拉格光栅构成激光器的 2
个腔镜，利用F-P滤波器的窄带滤波效

果和未泵浦掺铥光纤的饱和吸收效果

来实现激光的单纵模输出。

1 单纵模掺铥光纤激光器结构
图 1为设计的基于 F-P滤波器和

饱和吸收体的单纵模掺铥光纤激光器

实验结构图。泵浦源采用 1550 nm单

模半导体激光器。1550 nm泵浦激光

通过光纤放大器进行放大，经由波分复

用器（WDM）注入激光腔内。激光腔左

侧的腔镜为均匀光纤布拉格光栅，右侧

光纤环镜由环形器（OC）和F-P滤波器

组成。激光腔内的增益介质为单模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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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通信中非线性香农极限的突破光纤通信中非线性香农极限的突破
———光频梳应用及发展趋势—光频梳应用及发展趋势
李建平，李朝晖

暨南大学光子技术研究院，广州 510632
摘要摘要 受限于光纤克尔非线性效应对传输信号质量的影响，光纤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和容量难以突破非线性香农极限的限制。

利用光频梳的相干特性结合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突破了早期非线性香农极限的传输性能，有望开启光频梳在下一代光纤通信领域

研究的新时代。本文介绍光频梳的定义及产生机制、光频梳在信息通信系统中的最新典型应用、基于光频梳和通信信号处理技

术在其他物理科学领域中的交叉应用，探讨了光频梳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光纤通信；非线性香农极限；光频梳；信号处理

随着全球宽带业务的飞速增长，大

容量和高速率已成为通信网络最基本

的要求。自诺贝尔奖获得者高锟在 20
世纪60年代预测光纤将成为大容量光

纤通信的传输介质、Maiman于 1960年

成功展示了红宝石激光器等以来，光纤

通信得到了飞速发展，传输容量已实现

成百上千倍地增加。最近研究表明，网

络数据流量的累计年均增幅已超过

100%；而随着 5G无线技术的出现，预

计 在 10 年 之 内 ，市 场 将 对 Pbit/s
（Petabit，1 Pbit 相当于 1000 Tbit 或者

100万Gbit）级别的商用光传输系统有

迫切需求。

然而，近年来光通信系统传输容量

的增长速度却逐渐缓慢下来，这主要是

由于之前看似无限的光传输带宽已逐

步变成稀缺宝贵的资源；同时，由于光

纤非线性效应的影响，单根光纤的传输

容量受到非线性香农极限的限制，导致

系统传输容量无法按预期的速度增加。

为了应对业务流量的飞速增长需

求，贝尔实验室提出利用多入多出空分

复用MIMO-SDM技术克服和打破由光

纤非线性“香农极限”所规定的容量限

制。2015年，贝尔实验室在全球首次

演示了MIMO-SDM技术进行实时数据

传输的实验，该技术有望把目前 10~20
Tbit/s的光纤容量提升至Pbit/s级[1]。但

尽管如此，随着空分复用并行信道数目

的增加，光纤克尔非线性效应带来的影

响依然无法轻易消除。另一方面，如何

通过新的补偿机制来突破单模光纤非

线性香农极限的容量限制，依然是一个

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2015年，美国

加州大学科学家提出一种基于光频梳

的新型技术方案，可以突破因光纤克尔

非线性效应引入的非线性香农极限，从

而大幅提高单模光纤的传输容量，冲破

基于 SMF的波分复用系统的香农极限

传输容量[2]。

因此，光频梳——由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 John L. Hall 和 Theodor W.
Hansch 于 2005 年首次提出的新颖技

术，在光通信领域展现出非凡的应用

潜力。

1 光频梳及其产生
光频梳即光学频率梳，是具有确定

光频梳齿间隔及频率的光频标尺，一般

情况下也可简单地说成实现频率梳齿

精确锁定的多波长光源。作为一种开

创性技术，光频梳概念简单、实现方案

多样，用以建立一个精确的“频率尺

子”。按其基本实现方案来分，光频梳

的产生机制可以包括锁模激光器、超连

续谱光源、电光调制光频梳及克尔光频

梳等。

1.1 锁模激光器

锁模激光器指利用锁模技术构成

的具有稳定输出的多波长激光器，是最

早用来产生光频梳的技术方案。锁模

技术就是采用一定的调制方法，使激光

振荡不同频率的各纵模之间有确定的

相位关系，同时各纵模之间相邻频率间

隔相等。因此，锁模激光器产生的多波

长分量就是一个光频梳。受限于实现

结构和控制系统的复杂，易于受温度变

化影响和光纤材料的漂移损坏，锁模激

光器性能难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

时，由于梳齿间隔取决于重复频率及腔

内色散所引起的偏置频率，因而锁模激

光器的梳齿间隔很难实现动态可调。

1.2 超连续谱光源

超连续谱光源指利用强短光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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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频梳技术在微波光子学中的应用光频梳技术在微波光子学中的应用
刘娅，方宵，白明，郑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光频梳是一种具有若干等频率间隔和窄线宽的相干谱线的一种新型光源。本文介绍了国内外电光调制和非线性微腔等

光频梳产生技术，并分析了其在微波光子信号生成、变换和接收等方面的应用及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光频梳；微波光子学；微环谐振腔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光子技术与微波技术得到快速

发展。对于微波信号的传输来讲，可以利用光纤系统低损耗

高带宽等特性；而高容量光纤信息系统中又必须涉及到高

频、大带宽的微波技术。因此，它们之间的紧密结合逐渐形

成了一门新兴学科——微波光子学。目前，微波光子学在器

件和系统方面有着众多研究方向，其中，光频梳技术在信号

变换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使其在近年来得到日益增长的关

注和研究。光频梳是由一系列等频率间隔的、窄线宽的相干

光波组成的一种新型光源。它在频谱上看起来就像是整齐

排列的梳齿，故此得名。光频梳能广泛应用于精密光谱[1]、时

间和频率的计量[2]、时钟的同步和校准[3]、高带宽任意波形产

生[4]等领域。传统脉冲锁模激光器的光频梳虽然有较宽的频

谱，但其频率间隔通常小于 1 GHz。本文介绍能够应用于微

波光子学中的基于电光调制和硅基微腔两种光频梳的产生

方法及应用。

1 电光调制光频梳的产生及应用
基于对连续光进行电光相位调制的光频梳产生方法具

有梳齿间距可调、光梳性能好、结构相对简单等优点，成为了

近年来的研究和应用热点。通过采用不同的调制器或其组

合能够产生具有不同特性的光频梳。2007年，日本国家信息

与通讯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
munications Technology）利用单个传统的双级 MZM 实现了

10 dB范围内带宽达230 GHz的可调谐超平坦光频梳[5-6]。

鉴于目前大多数光频梳在保证光谱平坦度前提下，谱线

条数受限或者在保证谱线条数前提下，光频平坦度受限的问

题，2010年美国普渡大学Weiner研究组采用强度和相位调制

器级联的方法实现了宽带光频梳 [7]，其原理及结果如图 1所

示，该方案实现了 1 dB范围内 380 GHz的宽带光频梳。同

时，该方案的色散特性较好，可以利用在标准单模光纤中传

播实现高质量的脉冲压缩。为了进一步扩大的平坦光频梳

的带宽，他们对级联调制产生的光频梳进行非线性展宽[8]，通

过高非线性光纤的四波混频等非线性效应来产生更多的谱

线。该方案能够实现 1 dB范围内大于 750条的超宽带平坦

谱线。

电光调制所产生的光频梳梳齿间具有相干性，因此梳齿

间的相互拍频能够产生低相位噪声的微波信号。而传统数

字微波元件（合成器和模数转换器）受系统带宽限制，瞬时带

宽、杂散电平、频率捷变时间以及相位噪声等都无法满足高

质量信号产生的要求。相比之下，在光域进行倍频或上变频

则所受限制较小，因此近来进行了大量研究。通常光生毫米

波的方案主要包含3个部分：调制光频梳产生、光学滤波选频

以及光电转换，用来生成上变频毫米波信号。也可以在调制

时抑制其不需要的谐频分量，避免使用光学滤波。2008年，

Ho-Jin Song等[9]采用对调制生成的光频梳进行非线性光纤加

密和光学滤波的方式实现了 100~300 GHz的可调输出，相噪

约-80~-100 dBc/Hz@10 kHz，其原理和结果如图2所示。

图1 采用强度和相位调制器级联的光频梳产生

Fig. 1 Optical frequency comb generated by
intensity and phase modulators

（a）级联调制结构 （b）产生的平坦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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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近红外波段的电光调制器是未来光信号处理和计算系统中的关键功能元器件，硅基石墨烯电光调制器在结构尺寸、调制

速率、调制带宽及大规模片上集成等方面具有诸多潜在优点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文介绍了石墨烯的光电特性及光

调制机理，结合石墨烯在近红外波段电光调制器中的研究及应用，综述了国内外近红外波段硅基石墨烯电光调制器的研究进展，

重点叙述了条形波导结构、谐振结构、纳米梁结构的电光调制器的工作原理及各器件的特性，展望了硅基石墨烯电光调制器的研

究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石墨烯；硅基；电光调制器

近红外电光调制器是未来光信号处理和计算系统中的

关键功能元器件，高速、宽带宽、小体积的集成电光调制器是

调制器的发展趋势[1]。目前寻找能够与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CMOS）技术兼容，同时又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且

具有足够的调制速率和调制效率的材料成为科学家的重要

研究内容。石墨烯的出现给本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石墨烯是由单层碳原子构成的二维晶体，单层石墨烯

对可见光吸收光比率为 2.3%。因为石墨烯为零间隙的价带

结构，可以通过外加驱动电压调节石墨烯中费米能级的位

置，从而调控石墨烯对近红外波段光的吸收状态，以实现对

光的调制。基于石墨烯的电光调制器因其在调制速率、调制

带宽和结构尺寸等方面具有诸多潜在优点而引起人们的广

泛关注和重视，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型电光调制器。本

文介绍石墨烯的电光特性和光调制机理及石墨烯在近红外

波段硅基电光调制器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石墨烯的研

究方向进行展望。

1 石墨烯光电特性及调制原理
石墨烯是一种单原子层厚度的二维平面碳纳米材料，由

sp2杂化碳原子连接而成，该特殊结构赋予了石墨烯独特的电

学和光学特性。自从 2004年Manchester 大学的 Konstantin
Novoselov和Andre Geim首次在实验室成功剥离出稳定的单

层石墨烯材料以来，被誉为21世纪神奇材料的石墨烯就成为

了研究热点。图1为石墨烯能带结构[2]的空间示意图。石墨

烯的导带和价带在狄拉克（Dirac）点相交，这种零带隙的能带

结构使石墨烯具有半导体的特性。石墨烯内部产生的载流

子拥有极高的迁移速率。当电子在层状的石墨烯中传输时

具有超强的原子作用力，附近的杂质原子和碳原子不会限制

电子的传输速度，且不容易发生散射。实验结果显示室温下

单层石墨烯的载流子迁移率可高达2×105 cm3/(V∙s)[3]，光载流

子的产生和复合工作在ps量级，说明基于石墨烯的电子器件

工作频率将有可能达到500 GHz的潜能。

图1 石墨烯能带结构示意

Fig. 1 Band structure diagram of graph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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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光通信中的全光数字信号处理技术高速光通信中的全光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王智

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摘要 2016年美国光纤通讯展览会及研讨会（OFC）报道了光传输速率105.1 Tbit/s、传输距离14350 km的实验方案，高速光传

输技术日渐成熟丰富，全光交换成为全光网的关键。光交换网络节点对高速光信号进行处理，主要包括全光逻辑、波长变换、全

光缓存、全光计算等核心全光信号处理技术。本文在课题组研究工作基础上，介绍现代高速光通信中全光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关键词关键词 高速光通信；全光数字信号处理；全光交换；全光缓存；光子神经元

为了满足人类对信息的需求，语音、数据和视频业务量

持续爆炸式增长，海量多媒体信息需要传输、交换和存储。

目前信息的传输速率已经超过单通道400 Gbit/s，单纤容量已

超过 100 Tbit/s，光通信的优势凸显，人们已经开始致力于实

现通信网络的全光化。光通信网络的蓬勃发展依赖于两大

核心技术的突破——高速光传输技术和全光交换技术。在

传输层，光时分复用（OTDM）技术、密集波分复用（DWDM）技

术、多芯少模空分复用（SDM）技术、结合高级调制码型技术

提高了单个码元的信息容量。2016年美国光纤通讯展览会

及研讨会（OFC）报道了光传输速率 105.1 Tbit/s、传输距离

14350 km的实验方案[1]。在交换层，需要对高速光信号进行

快速处理，主要包括全光缓存、全光计算和全光逻辑等核心

全光信号处理技术。

全光交换网络中，光信号在通过光交换单元时，不需要

经过光电、电光转换。因此不受检测器、调制器等光电器件

响应速度的限制，对比特率和调制方式透明，可以大大提高

交换单元的信息吞吐量。高速光传输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

全光交换技术成为全光网的关键。光交换技术可分为光的

电路交换（OCS）和光分组交换（OPS）两种类型。光的电路交

换类似传统的电路交换技术，采用光交叉连接（OXC）、光分

插复用器（OADM）等光器件设置光通路，中间节点不需要使

用光缓存，主要分为：光时分交换、光波分交换、光空分交换

及光码分交换。未来的光网络要求支持多粒度的业务，其中

小粒度的业务为主要业务，光的电路交换在光子层面的最小

交换单元是整条波长通道上的流量，很难按照用户的需求灵

活进行带宽的动态分配，所以光分组交换应运而生，包括光

突发交换（OBS）、光标记交换（OLS）和光分组交换（OPS）。

光标记交换的节点模型如图 1[2]所示。波长为λk的光信

号（光标记和数据包）经过1×2分束器，一路做时钟恢复，另一

路进行光标记与数据包分离，数据包进行缓存，时钟信号控

制产生同步单脉冲，与光标记一同进入光相关器（全光异或

逻辑），与本地地址比较并产生匹配脉冲，输入新标记发生器

和全光触发器（AOFF），新的光标记与缓存输出数据包合

并。触发器阵列输出相应波长（如λ2），通过波长变换器将新

的（光标记+数据包）信息转载到 λ2上，最终实现光标记交

换。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全光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是光交换

的关键，包括全光逻辑、全光波长变换和全光缓存。

全光信号处理主要利用全光方法对光信号进行处理，比

如利用光信号对另一个光信号的振幅、相位或啁啾信息进行

变换和控制。在光通信中，全光信号处理的范围比较大，涉

及到全光放大、全光缓存、全光逻辑、波长变换、信号再生及

复用、解复用等多个环节。通过全光信号处理技术，可以克

服“电子瓶颈”、提高网络速率、提高带宽利用率等。因此，全

光信号处理技术是未来光通信网络的基石，在光网络中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目前常用的全光信号处理元件主要有高非线性光纤、半

导体光放大器（SOA）、电吸收调制器（EAM）、光纤布拉格光栅

（FBG）及硅基集成器件等，主要是利用这些元件的非线性效

应进行全光信号处理。高非线性光纤是一种具有很高非线

性的光纤器件，它同时还有很小的群速度色散，其非线性效

应响应速度很快，光信号处理速率可大于1 Tbit/s[3-5]。高非线

性光纤是无源器件，其优点是在信号处理中不会引入附加噪

声，但缺点是其对光信号没有放大作用，而且为得到较好的

非线性效应，所需光纤的长度较长，所以器件一般体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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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阶傅里叶变换及其在光通信中的分数阶傅里叶变换及其在光通信中的
应用应用
唐明 1，杨爱英 2，忻向军 3

1. 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武汉 430074
2. 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北京 100081
3.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6
摘要摘要 分数阶傅里叶变换是传统傅里叶变换的一种扩展形式，它能够在介于时域和频域之间的分数域内分析和处理信号。由于

分数阶傅里叶变换的一些独特的性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解微分方程、量子力学、图像处理和信号处理当中。本文介绍分数阶傅

里叶变换，综述其在滤波器、神经网络、图像处理和无线通信等领域的应用；结合本课题组近年来的工作成果，重点介绍了其在光

通信领域中的典型应用；展望了分数阶傅里叶变换在光通信中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分数阶傅里叶变换；光通信；色散；非线性；正交频分复用

自1807年法国科学家首次提出傅

里叶分析以来，傅里叶变换方法得到了

广泛应用，在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的几

乎所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研

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也逐渐

暴露出傅里叶变换在处理某些问题时

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它

是一种全局性变换，得到的是信号的整

体频谱，因而无法表述信号的时频局部

特性，而这种特性正是非平稳信号的最

根本和最关键的性质。为了分析和处

理非平稳信号，人们提出并发展了一系

列新的信号分析理论：分数阶傅里叶变

换、短时傅里叶变换、Winger 分布、

Gabor变换、小波变换和调幅-调频信

号分析等。其中分数阶傅里叶变换

（Fractional Fourier Transform, FrFT）作

为傅里叶变换的广义形式，由于其独有

的特点而受到了众多科研人员的青睐。

1 分数阶傅里叶变换
分数阶傅里叶变换是自 1980年以

来在 V. Namias、A. C. McBride、F. H.
Kerr等的奠基工作上发展起来的一种

新型的信号变换。1980年，Namias利
用特征值的任意次幂运算提出了阶次

为分数（任意实数）的傅里叶变换的概

念[1]。通过计算，推导出了其高阶微分

的形式，最后利用它进行量子力学中微

分方程的求解。1993年，D. McBride和
H. M. Ozaktas首次实现了光学的FrFT，
给出了相应的光学上的解释 [2-3]，并且

提出了分数阶卷积和分数阶相关的概

念；1993 年，A. W. Lohmann 给出了

FrFT 的几何解释，即 FrFT 相当于在

Wigner-Ville 分 布 时 频 平 面 上 任 意

角 度 的旋转[4]。1994年，L. B. Almeida
在 Lohmann工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

FrFT的基本特性，同时从信号处理的

角度进一步揭示了FrFT与传统时频分

析工具的关系[5]。至此，FrFT被赋予了

明确的物理意义，如图 1所示，即它是

对时频平面的旋转，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参与到相关的研究当中。

2010年，R. Tao等从联合时频分析

的思想出发，提出了短时 FrFT 的概

念[6]，建立了联合时频分析域的分析方

法。J. Shi等针对短时分数阶傅里叶变

换和现有的分数阶小波变换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分数阶小波变

换[7]，实现了分数域的多分辨分析。

分数阶傅里叶变换不但继承了传

统傅里叶变换的基本性质，而且还具有

图1 分数阶傅里叶变换的时频旋转特性

Fig. 1 Time-frequency rotation
property of Fr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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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硬件预均衡电路的高速可见光基于硬件预均衡电路的高速可见光
通信系统通信系统
迟楠，周盈君，赵嘉琦，黄星星

复旦大学通信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433
摘要摘要 可见光通信（VLC）是一种新型无线光通信技术，它将照明和通信结合起来，因此具有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近年来研

究的热点。目前VLC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于，LED有限的调制带宽限制了VLC系统的传输速率。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见光通信系

统中使用了硬件预均衡电路，设计并使用了单双级联桥T幅度均衡器，结合自适应比特功率加载正交频分复用（OFDM）技术，有

效地提高了可见光通信系统的调制带宽和传输速率。

关键词关键词 可见光通信；硬件预均衡；正交频分复用

LED具有诸多优点，例如：高亮度、寿命长、低成本、低功

耗和高保密性等。这些优点使其成为公认的下一代照明设

备。与此同时，基于LED的可见光通信（VLC）系统因其具备

未受管制的频谱、无电磁干扰、高保密性等优点而成为近年

来的研究热点。商用白光 LED的调制带宽都低于 10 MHz，
因而极大地限制了VLC系统的传输速率[1-2]。利用蓝光滤镜、

预均衡和后均衡等方法可以提升商用LED的调制带宽，从而

提升数据传输速率。预均衡电路可以用来提升高频频响、降

低低频频响。在 2008年基于OOK-NRZ的多谐振均衡实现

了荧光粉白光 LED的 80 Mbit/s数据传输，但通信距离只有

10 cm[1]。2014年，Nobuhiro Fujimoto和Shohei Yamamoto实现

了基于预均衡、后均衡的红、绿、蓝（RGB）LED 蓝光芯片的

15 cm、662 Mbit/s OOK传输[3]。同年，实现了基于模拟预加重

和后均衡电路的商用荧光粉白光LED的60 cm、550 Mbit/s 的

OOK传输。

正交频分复用调制(OFDM)、离散多音（DMT）、无载波幅

相调制（CAP）和单载波频域均衡（SC-FDE）等技术的应用均

可大幅提升数据传输速率。通过结合正交振幅（QAM）和波

分多路复用（WDM），可实现基于 RGB LED 的 OFDM 575
Mbit/s[4] 和 2.5 Gbit/s[5] 的数据传输、DMT 3.4 Gbit/s[2] 和 5.6
Gbit/s[6]的传输、SC-FDE 4.22 Gbit/s 的数据传输 [7]、CAP 4.5
Gbit/s的数据传输[8]。荧光粉白光LED相较于RGB LED而言

具有更低的复杂性和成本，因而在照明方面更受欢迎。文献

[9]和[10]中实现了使用预均衡电路无蓝光滤镜 190 Mbit/s的
0.75 m 自由空间传输和使用蓝光滤镜无预均衡电路 185
Mbit/s的 0.8 m自由空间传输。文献[4]中实现了商用荧光粉

白光LED 225 Mbit/s的数据传输。文献[11]中实现了基于自

适应比特功率加载DMT调制的10 cm、1 Gbit/s的商用荧光粉

白光LED可见光数据传输。文献[12]使用蓝光GaN μLED和

黄色荧光聚合物发射的白光实现了 3 cm的 1.68 Gbit/s数据

传输。这个实验使用了一种特殊设计的微结构 LED，这种

LED的带宽比商业LED宽很多。

本文提出了一种桥T幅度均衡器，并使用商用红光LED
和APD接收机实现了 64QAM-OFDM 750 Mbit/s[13]的数据传

输。之后，通过使用双级联桥T幅度均衡器实现了基于商用

荧光粉白光LED和16QAM-OFDM的1 m、1.6 Gbit/s[14]的可见

光传输。进一步使用单级联桥T幅度均衡器和自适应比特功

率加载OFDM实现了1.5 m、2 Gbit/s[15]的商用荧光粉白光LED
可见光通信传输。这是目前所知的使用单个商用荧光粉白

光LED进行可见光通信传输可以达到的最高速率。

1 单级联桥T幅度均衡器和OFDM
提出并使用了一种桥T幅度均衡器，该均衡器适用于高

速VLC系统。通过采用预均衡电路、商用红光LED和APD光

探测器，该系统可用调制带宽可达 125 MHz。经过 2 m自由

空间的传输后，利用 64QAM-OFDM调制方式使传输速率达

到 750 Mbit/s，并且误码率低于前向纠错误码率的极限 3.8×
10-3。

图1是在VLC系统中使用的桥T幅度均衡器框图。在该

均衡器中Z11是由电阻R1、电容C1和电感L1组成的RLC网络1
的等效阻抗，Z22是由电阻R4、电容C2和电感 L2组成的RLC网

络2的等效阻抗，电路中的电阻R2和R3都等于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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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FPGAFPGA的光的光OFDMOFDM系统中实时系统中实时
色散均衡研究色散均衡研究
田凤，李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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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的光正交频分复用（OFDM）系统的实时色散均衡方法，根据色散均衡的原理，搭

建了OFDM-PON系统色散均衡的仿真平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FPGA的色散均衡模块可以有效地补偿色散损伤，在不同的

传输距离范围内光信噪比（OSNR）性能提高了0.5~1 dB，同时能够满足信号处理系统的实时性需求。

关键词关键词 高速光纤通信；OFDM；色散均衡；FPGA

近几年来，随着数据业务量的增加和用户对通信速率的

急剧需求，光纤通信系统正向高速、大容量方向发展。目前

在中国的骨干网中,每根光纤容量已超过10 Tbit/s，单个波长

传输速率已由 10 Gbit/s向 40 Gbit/s乃至 100 Gbit/s转变，满

足了当代信息社会对传输带宽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力推动了

整个信息通信业的发展[1-2]。正交频分复用（OFDM）技术正是

满足这一需求的关键技术之一，它是一种多载波调制技术，

其基本思想是将高数据流拆分成若干低数据流，每路低速率

数据采用独立并且相互正交的载波调制后叠加成发送信号，

因而具有较高的频谱效率、带宽扩展性强、频谱资源灵活分

配等优点。然而在目前接入网中大多数OFDM-PON都是采

用非实时的信号处理技术，没有考虑到实际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DSP）中硬件的速率、信号精度要求

以及设备成本等问题[3-5]。因此在高速光纤通信系统中，传统

线下（非实时）处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迫切需要产生一

种对光OFDM信号进行实时处理的方法[6-7]。根据研究分析，

美国赛灵思（Xilinx）公司的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ield pro⁃
grammable gate array，FPGA）是一类拥有高集成度的可编程

逻辑器件，其具有极强的实时性和对信号的并行处理能力，

因此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另外，对于光OFDM传输

系统，由于色散、偏振膜色散、光纤损耗等因素影响而使信号

衰减失真[8-10]。为了解决色散对传输系统的影响，寻找较好的

均衡方法对于OFDM信号的长距离传输和系统的稳定性等

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1-12]。因此，色散均衡技术成为目前高

速光纤传输系统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介绍OFDM的基本实现原理和色散均衡原理，分析

系统验证平台和FPGA的硬件实现结构，给出仿真结果及分

析。

1 OFDM的实现原理
图1为OFDM收发系统。

忽略矩形脉冲，OFDM的信号可表示为

s( )t =∑
k = 0

N - 1
xk exp( )j2πfkt , 0 < t≤ T （1）

式中，xk为原始的数据符号，fk表示第k个载波的信号频率，t为

采样时间，T为采样周期。

在[0,T]时间内，对OFDM信号 s(t)以T/N的速率采样，即令

t=mT/N, m=0,1,…,N-1，则第m个采样点为

sm =∑
k = 0

N - 1
xk expæè ö

ø
j2πfk mTN , m = 0,1,⋯,N - 1 （2）

图1 OFDM收发系统框图

Fig. 1 Block diagram of OFDM transceiv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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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光纤通信测量技术的发展趋势高速光纤通信测量技术的发展趋势
杨爱英 1，陶然 2，忻向军 3

1. 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北京 100081
2.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分数域信号与系统研究所，北京 100081
3.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6
摘要摘要 光纤通信单信道速率持续向100 Gbit/s甚至更高发展，对测量仪器的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电子瓶颈的限制，传

统的电示波器极限带宽在70～90 GHz。目前能够测量100 Gbit/s光通信信号的电示波器技术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为了突破

电子瓶颈的限制，需要采用新的采样机理对超高速光通信信号或超宽带光信号进行测量。介绍了光域采样的基本原理和相应的

光采样示波器及光采样示波器研发的进展。随着信道速率的不断提高，光纤链路的物理损伤对信号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如何监

测光纤链路的物理损伤成为超高速光通信网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对光物理层损伤的研究，提出了采用分数阶傅里叶变换测量

光纤链路色散和非线性效应的方法，并对高速光纤通信链路的测量技术发展作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光通信；光采样；色散；非线性；分数阶傅里叶变换

自从低损耗光纤发明以来，光纤通信技术突飞猛进地发

展，成为现代通信与互联网的技术基础。基于10 Gbit/s波分

复用（WDM）技术的光纤通信网已成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中

信息传输的主要承载平台。为满足网络流量指数式增长的

需求，国内已经实现了 100 G光纤传输网络的商业化；400 G
光纤传输技术日趋成熟，其标准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与

此同时，在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支撑下，多个科研单位对

单信道 Tbit/s高速光纤通信系统的研究与开发进行技术攻

关[1-12]。在光纤通信系统中，当信道速率为100 Gbit/s以上、甚

至Tbit/s时，其中的器件工作在 ps时间尺度。在这个时间尺

度上，光信号的脉冲宽度与物理介质的原子、分子运动周期

相当，光与物理介质相互作用的量子特征成为信息科学中的

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就需要准确测量光纤通

信系统中各种物理介质在ps尺度上的响应以及100 Gbit/s以
上光通信信号的质量，为研究限制光电器件速度和系统容量

提高的机制提供依据，也为提出改进途径或新器件提供科学

数据。因此，研究高速光纤通信信号的测量原理和实现方法

对促进超高速光通信的研究与开发、提高光通信速率与容量

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高速光通信信号测量技术介绍
对光通信信号测量的方法主要有时域和频域两类。时

域测量最常用的仪器是示波器，频域测量最常用的仪器是光

谱仪。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示波器能把肉眼

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

现象的变化过程，因此在设计方面（尤其是信号完整性方面）

也是至关重要的工具。

1.1 光电混合型宽带示波器

目前，对光信号进行时域测量的常用设备为光电混合型

示波器。这类示波器本质上是带光接口的电示波器，其基本

原理是：光信号从测量通道输入示波器，经过光电转换和模

数变换（A/D）采集数据，采集数据送入存储单元后进行数据

处理，再经过数模（D/A）转换和输出放大，最后输入显示器显

示。光电混合型示波器需要高速光电变换和信号处理电

路。目前，光电探测器的最快响应时间在皮秒量级，信号处

理电路的极限带宽为70～90 GHz，因此光电混合型示波器难

以对带宽为纳米量级的光信号进行测量。而且，光电混合型

示波器测量高速光通信信号时，需要复杂的时钟同步电路，

存在信号速率与调制格式不透明、系统构成复杂及价格昂贵

等缺点。因此，由于电子瓶颈的限制，光电混合型示波器很

难直接对宽带光信号（包括信道速率达到 100 Gbit/s以上的

超高速光通信信号或超短光脉冲）进行无失真时域测量[13-14],
必须研究新的原理和方法对宽带光信号进行时域测量。

1.2 超宽带光采样示波器

光电混合型电示波器对宽带光信号测量能力的局限本

质上来自于电信号处理速度的限制。近几年研究人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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