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研究通常分为纯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前者指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

动。重大的科学发现常是偶然的或科学家从兴趣出发自由探索产生的，探索之初可能没有明确的目标，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薛定谔的量子论等，这些研究活动是难以用规划完成的。后者则不同，尽管应用基础研究也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等

特点，但它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民生等重大需求为明确目标，需要从事基础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紧密合作、协同攻

关，“两弹一星”的成功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最近的10多年里，中国的基础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有了快速的增长，大多学科领域已接近或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其中如高温铁基超导、量子通信和高性能计算等走在了国际研究的前列。但也必须看到，中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能力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缩小差距，推动中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跨越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笔者

以一个从事应用基础研究者的亲身体会，对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存在的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人才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关键人才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关键。。中国从事科研人员的总数与美国相当，但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理论和原始创新成果少，缺乏

在国际上拔尖的领军人物和科技帅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973计划”等是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重要举措，尽管对自由探索项目投

入的经费强度逐年增加，但在目前对申报科研项目评价标准（如要求有明确的技术路线等）和评审专家的惯性思维条件下，具有创新活

力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奇思妙想”却很难得到经费支持，加之现行的单纯依靠科技论文、专利和取得的科研经费多少作为提职晋级的标

准，青年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困难重重。相反，那些跟踪国际前沿热点（如碳纳米管、石墨烯、拓扑绝缘体等）的申报项目却比较容易得

到批准。笔者不反对紧跟国际热点领域的研究，而是希望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发扬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敢于向科技

权威挑战、多做些前人没有做过的自由探索工作。另外，国家应给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予长期、稳定的支

持，要宽容失败，为他们提供适合其发展的土壤，以期做出具有原创性的重大成果。

建立和谐的建立和谐的““国外引进和自己培养国外引进和自己培养””相结合的基础研究队伍相结合的基础研究队伍。。中国在引进国外优秀人才方面，已出台了诸如国家的“千人计划”“青

年千人”、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高校的“长江学者”和“特聘教授”等，这无疑是加强中国基础研究队伍建设的一条捷径，但在不同

学科交叉融合更加紧密的今天，如果引进的仅是个人，而非一个团队（或引进单位缺乏相应的研究基础），即使个人很优秀，也恐难有大

的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出的“杰出青年”“优秀青年”和“创新团队”基金措施，对培养基础研究和创新人才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目前，在缺乏针对引进人才业绩的评估情况下，国家和相关单位对国内自己培养的人才和国外引进人才

的生活待遇相比，差距较大，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近年来，在“杰青”“优青”和“创新团队”基金评审过程中，拉关系、托人情等违

规活动有增加的趋势，这直接影响选拔人才质量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一些“创新团队”也存在拼凑的嫌疑，值得关注。

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和碰撞，往往会产生异想不到的崭新的学术思想，从而提高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然而遗憾的是无论在学术

会议上，还是在学术报告讨论时，这种交锋已很少见。有些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团队思想比较淡薄，常是一个人带2~3个研究生，

“单打独斗”，为了争取科研经费或提职晋级，甚至同行之间相互保密，更谈不上学术交流。

同样同样，，缺乏科学合理的用人制度也阻碍了基础研究和创新人才的成长缺乏科学合理的用人制度也阻碍了基础研究和创新人才的成长。。目前，很多研究机构和高校的领导层都是从做出优异成绩

的中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从取得院士头衔的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中选拔。一旦他们步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主要领导岗位，繁忙的行政

工作使他们难以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工作，他们逐渐脱离了科研第一线，除了管理者的权利、名气外，往往在其专业领域的学术地

位会渐渐消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拔尖”基础研究人才的成长。

加强科研经费的监管加强科研经费的监管，，对创新人才的成长也很重要对创新人才的成长也很重要。。以“十三五”某些专项为例，其中一些由科研院所或高校研究人员牵头的应用

基础研究项目，指南要求1:2的资金匹配，这些资金只能从企业来，其中至少国拨经费的1/5左右便流入企业的口袋。如果企业匹配的

资金不能到位，加之项目的用房、水电动力、人员工资等都要由项目组承担，这将给项目研发人员带来沉重负担。

总之，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相信在不

远的将来中国一定能走在世界科技的前列，实现科技强国梦。

对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一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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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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Foreword王占国，河南镇平县人，半导体材料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半导体材料和材料物理研究，在人造卫星用硅太阳电池

辐照效应、半导体深能级物理与光谱物理研究和半导体低维结构生长、性质以及量子器

件研制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北京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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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宫二号发射成功 中国迈向空间站时代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 /30]

9月15日，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F T2火箭将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升空。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

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天宫二号是天宫一号的备份产品，同样采用实验舱和资源舱两舱

构型，全长 10.4 m，最大直径 3.35 m，太阳翼展宽约 18.4 m，重

8.6 t。
“天宫二号与天宫一号的使命任务有所不同。”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武平说，“天宫二号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二号的任务包括接受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

的访问，完成航天员中期驻留；接受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访问，考

核验证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开展航天医学、空间科学实验和空

间应用技术，以及在轨维修和空间站技术验证等试验。

自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以来，中国航天人一步步向空间站

时代迈进。2020年左右建成空间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

时便定下的目标。

2 超大对撞机：观点“对撞”有益科学决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 /30]

9月5日，就中国现在是

否该建造超大对撞机，丘成

桐、杨振宁、王贻芳等科学家

相继“发声”论战，成为舆论

热点。在这场论战中，普通

公众不仅得以一窥科学前沿

的最新进展，还借助网络直

接参与讨论，这一现象本身

就反映出科技的进步。

以菲尔兹奖获得者、数

学家丘成桐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为代表的

3 韩春雨事件调查尚无最终结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9 /30]

9月5日，韩春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称，《Nature》杂志已

证实实验可重复。9月6日，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

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韩春雨论文的调查，我们目前还维

持之前的官方回应，尚未有新的结果公布。”

8月2日，刊登论文《Nature Biotechnoligy》向媒体发表官方

声明表示，《Nature Biotechnoligy》将按照既定流程来调查此事。

要进行可重复性实验，就要做好实验数据管理。自然集团的

姊妹公司数码科学（Digital Science）旗下的产品FigShare，是一

种分享开放科研数据的新方式可以让实验人员管理实验数据并快

速分享。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董事长斯蒂芬·冯·霍尔茨布林克表

示，未来会鼓励科研人员使用这种数据管理软件，以帮助其他科研

人员进行可重复性实验。

4 SpaceX对“猎鹰9”火箭爆炸原因仍毫无头绪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 /30]

9 月 1
日，美国太空

探索技术公

司（SpaceX）
的“ 猎 鹰 9”
号火箭在佛

罗里达州卡

纳维拉尔角

发射场的一

次常规测试

中发生爆炸，

事发当时爆炸原因并不清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SpaceX
仍然对此事件的症结所在毫无头绪。

SpaceX公司发言人事后表示，这是一次常规的火箭测试，

当时没有工作人员在平台上作业，已经确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火箭和有效载荷已被彻底摧毁。

爆炸之后，SpaceX人员迅速展开调查工作，时至今日已研

究了大量数据和视频，不过对事故起因仍然一头雾水。

天宫二号发射升空（图片来源：新华社）

王贻芳、杨振宁、丘成桐

（图片来源：新浪科技）

“猎鹰9”号火箭爆炸瞬间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一方，认为这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

域，可以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

而以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持

反对意见，认为项目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

终止建造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7



科技导报 2016，34（18）www.kjdb.org

7 屠呦呦团队透露青蒿素存在其他抗疟成分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6 寨卡或将波及全球1/3人口 对中国影响较小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 /30]

科学家近期首次完成了对寨卡疫情传播情况的预测，并将结

果发表在9月1日的英国医学杂志《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
eases》上。预测表明，有 260万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
3——生活在寨卡可能蔓延的非洲和亚太地区。

目前，感染病毒的人仍然集中在美洲，特别是巴西，以及新出

现的病毒灾区美国迈阿密，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越来越多的旅行

者正在将病毒携带到世界各地”，“如果作为病毒传播媒介的蚊子

在适合病毒繁殖的环境里通过叮咬旅行者而互相传染，那么还可

能就此产生新的病毒。”

8 Octobot ：世界首个全软体机器人问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9月1日消息称，哈佛大学科研人员研发了一种章鱼形状的

完全柔性机器人，被昵称为Octobot。Octobot全身都由软软的

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

福龙9月5日透露，近期针对青蒿素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研究

发现，青蒿中仍有青蒿素之外的其他抗疟成分。

廖福龙介绍，屠呦呦及其团队仍在进行青蒿素的相关科学研

究工作，近期成果显示，青蒿中还存在着青蒿素之外的其他抗疟

成分，有可能为疟疾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同时，屠呦呦团队加强

了对青蒿素药效的研究，发现青蒿素中无抗疟活性的天然组分能

够增强青蒿素的实验抗疟药效。青蒿内源多组分可以改变青蒿

素的体内过程，提高生物利用度。

同时，青蒿素的应用领域也得到了拓展，在抗疟之外，屠呦呦

团队正在探索青蒿素类化合物对其他疾病的治疗。今年，双氢青

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新药研发已经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的临床研究批件，将为红斑狼疮的治疗提供新的可能性。

10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上取得
新进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李寅研究组针对光反应产生的

ATP不能满足暗反应固碳能量需求这一问题，根据光反应中ATP
是与NADPH偶联产生的基本原理，从细胞全局出发，把光合作用

的光反应和暗反应作为有机整体，以连接光合作用光反应和暗反

应的NADPH为切入点，提出了一个导入NADPH消耗模块，从而

打破细胞固有的NADPH平衡，通过光反应与暗反应的有效耦联，

来增强光反应的内在驱动力，进而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新策略。

该成果于2016年8月在线发表在《Metabolic Engineering》杂志

上。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紫金山天文台盱眙观测站的科研人

员在观测前检查近地天体望远镜运

行状态（图片来源：新华社）

5 中国首次观测到危险近地小行星 距地球仅“一根头发”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9月 7日，一颗对地球具

有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

2009ES 掠过近地点。借助

有着亚洲最大“地球哨兵”之

称的 1.2 m口径近地天体望

远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研究人员在盱眙观测基

地 首 次 观 测 到 小 行 星

2009ES。而 9月 2日和 7日

晚，另外2颗近地小行星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呼啸而过，从天文学角

度来看，它们与地球距离仅有“一根头发”。

太空小型天体与地球的碰撞其实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每秒钟都会有大量来自太空的微小颗粒冲进大气层。而体积较

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更是典型的小概率、高风险事件，即体积越

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就越小。

天文学家认为，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并不能因此低估小

行星体对地球的冲撞。为避免天体袭击地球，人类已经在加强全

球联测、预警机制的建设以防患于未然。

Octobot机器人

（图片来源：《Nature》）

柔性材料构成，不需要外接动

力，自己就能运动起来。相关

论文 8 月 24 日发表于《Na⁃
ture》。

在此之前的柔性机器人

有个缺点：虽然有柔软肢体，

但控制系统仍然用常规泵阀

系统来实现，通过刚性连接来

驱使不同类型的运动，并且还得通过电缆连接到机器人，并没有

做到完全的柔软、灵活。Octobot则可以做到真正的完全柔软。

它没有任何刚性材料，也不需要外接电源，运动只是依靠一个简

单的化学反应：过氧化氢分解。过氧化氢遇到铂催化剂，分解产

生水和氧气。

随着氧气增多，柔性控制器内压强加大，就会打开一些微阀

门，关上另一些微阀门，在这个过程中，章鱼机器人的四条腕足充

满氧气，在这些氧气的驱动下，章鱼的腕足就会变形运动。当微

流体系统切换时，章鱼的另外四条腕足则会进行同样的变形运

动，两者交替，机器人就动起来了。

9 北京引入“国际同行评议”等机制提升科研水平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9月6日消息称，北京市发布了系列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

理措施，引入了包括全球遴选顶尖科学家给予科研经费支持、对

科研项目实行国际同行评议，以及培育与国际接轨的新型科研机

构等创新型举措，以此提升北京原始科学创新水平及国际影响

力。

在9月6日召开的北京市科技创新大会上，北京市发布了《进

一步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科研

人员关注的5个方面，提出28条举措，以此落实北京建设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的具体要求。

在新的举措中，北京市创新地引入多项举措提升科研管理与

运行水平。北京确定围绕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领域，遴选全

球顶尖领衔科学家，给予持续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在确定的重

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任务范围内，有领衔科学家自主确定研究

课题，自主选聘科研团队，自主安排科研经费使用。

同时，新措施明确对上述科研项目采取 3~5年后第三方评估

和国际同行评议等，对领衔科学家及其团队的研究质量、原创价

值、实际贡献，以及聘用领衔科学家及其团队的单位服务保障措

施落实情况实施进行绩效评价，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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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视

界的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宇航员和探

测器进入太空。这些“地球来客”造访太

空，说明人类探索的脚步正在迈向太多

从未涉足的疆域。

虽然 2016年还有三分之一才结束，

但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说，2016年一定是

意义非同寻常的一年。海南文昌发射场

投入使用，多颗科学卫星发射升空，中国

航天的成就举世瞩目。而在中国的传统

佳节中秋节，航天人再次为国人送上惊

喜。这一次，亿万国人不仅可以举头望

月，更可以见证中国航

天发展的又一个里程

碑事件。

2016 年 9 月 15 日

22 时 04 分，长征二号

F T2运载火箭搭载天

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从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腾空而起。约575秒后，天宫二号与火

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

满成功（9月15日科学网）。

天宫二号全长10.4米，最大直径3.35
米，太阳翼展宽约 18.4米，重 8.6吨，设计

在轨寿命 2年。它在天宫一号备份星的

基础上，为满足推进剂补加验证试验需

要和中期驻留需要，进行了相应改造。

天宫二号由资源舱和实验舱组成：资源

舱的主要功能是为天宫二号在天空中的

飞行提供能源和动力；实验舱的主要功

能是为航天员在太空生活提供洁净、温

度和湿度适宜的载人环境和活动空间。

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

实验室，天宫二号搭载了十多项应用载

荷，涉及微重力流体物理、空间材料科

学、空间生命科学、空间天文探测、空间

环境监测、对地观测及地球科学研究以

及新技术试验等多个领域，具体包括“空

间冷原子钟”、“液桥热毛细对流实验”、

“伴随卫星”、“空间环境分系统”、“三维

成像微波高度计”及“拟南芥和水稻的培

养实验”等。

这些研究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例

如，空间冷原子钟将是国际上首台在轨

运行并开展科学实验的空间冷原子钟，

同时也是目前在空间运行的精度最高的

原子钟，每 3000 万年才会有 1 秒的误

差。此外，天宫二号还搭载由中欧联合

研制的天极望远镜，这台伽玛暴偏振探

测仪将探测宇宙中突然发生的伽马射线

暴现象，从而帮助科学家更加深入地研

究恒星演化、黑洞形成以及伽玛暴爆发

的物理机制等重要的天体物理问题。

按计划，天宫二号发射升空后，将变

轨进入高度约380千米的运行轨道，进行

在轨测试。今年 10月中下旬，中国将发

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进行对接，进行 30天的航天员

中期驻留试验，届时将会有两名航天员

入住天宫二号。

天宫二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

空间站阶段前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第二

阶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武

平平对媒体表示：“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

组合体的载人飞行任务将是最接近未来

我国空间站要求的一次载人飞行，也将

为空间站长期载人飞行的知识保障体系

和运行机制积累基础。”

空间站在航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具

有重大意义，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

站等空间站都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待 2020年左右中国建成空间站后，中国

的空间科学研究能力也会得到显著加

强。

而在深空探索领域，美国和欧洲目

前仍处在领先地位。北京时间 2016年 9
月 9日（美国东部时间 9月 8日），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冥王号小行星

采样返回器（OSIRIS-REx）在卡纳维拉尔

角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探测器预计在

2018年8月抵达101955号小行星“贝努”

（Bennu），并对其进行为期两年的探测。

期间探测器将会采集最多约2000克的小

行星样品，并在 2023年将样品送回地球

（9月9日太空联盟）。

“贝努”直径约500米，通过分析其轨

道，它被认为对地球有潜在的威胁。同

时，小行星上也可能含有可以解释太阳

系演化和生命起源的重要信息。因此，

NASA投入10亿美元重金开展这一项目，

希望借此研究生命的起源和行星的形

成，建立小行星光谱数据和表面成分之

间的联系，调查小行星资源，保障地球与

人类的安全，精确记录小行星土壤样品。

OSIRIS- Rex 携 带 有 相 机 组

（OCAMS）、激光测距仪（OLA）、热辐射谱

仪（OTES）、可见—红外光谱仪（OVIRS）
和土壤X射线成像谱仪（REXIS）等科学

仪器，将对“贝努”进行详细的勘察。如

果返回舱能够按计划顺利将样品带回地

球，科学家将会获得研究小行星的珍贵

数据，毕竟此前日本

隼鸟号探测器从“丝

川”小行星带回的样

品只有不足1毫克。

随着观测技术的

不断发展，科学家的

视线已经可以投向整个银河系。9月 13
日，欧洲空间局（ESA）在西班牙马德里召

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欧空局的科学家宣

布在2013年发射、以绘制银河系3D地图

为任务的“盖亚”太空望远镜（Gaia），已经

拍到近 11.5亿颗恒星，同时还公开了首

批图像（9月16日中新网）。

欧空局的科学家正在根据收集到的

数据绘制3D星图，并计划于2018年年底

前公布。这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准确的银

河系星图。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欧空局

希望能够解答有关银河系起源和演化的

问题，并帮助发现新的小行星、太阳系外

行星系统和褐矮星。同时，盖亚还将获

得更多关于暗物质分布的信息，这对破

解这一当代物理学中最大的谜团之一也

将会起到推动作用。盖亚项目主管Fred

Jansen就表示：“在盖亚发射1000天后的

今天，感谢每个人的努力，我们可以首次

公布数据。接下来，我们还会释放它探

索银河系的潜力，那将是我们从未看到

过的银河系。”

人类曾经对“天外来客”充满幻想，

现如今却能将越来越多的“地球来客”送

入太空。中国的天宫二号、美国的冥王

号还有欧洲的盖亚，这些凝聚人类智慧

的“地球来客”正在帮助人类不断拓展观

察太空的视野，人类也可以自信地踏出

探索的脚步，迈向那些从未涉足的未知

疆域。 文//鞠强

太空中的地球来客太空中的地球来客

人类曾经对“天外来客”充满幻想，现如今，却能将越来越多

的“地球来客”送入太空。本文将为读者介绍天宫二号的概况，同

时简述美欧在太空探索领域内的最新进展。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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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世界科技强国隐含着两件最重要的

事情，一是基础设施，二是高端人才。科

学研究不是人海战术，不是靠大量的资

金吸引人做成的事情，但没有钱也做不

成。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理事长理事长 穆荣平穆荣平

科学网 [2016-09-12]

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的销量

呈现爆发式增长的同时，诸多问题也逐

渐暴露。其中，对成长之中的电动汽车

产业最致命的当属安全问题。总的来

说，有4个方面的危险源，即充电设施本

体安全，充电接口安全，与电池系统、车

载充电机相连的整车电池安全，运营系

统的信息安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北电力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黄其励黄其励

《中国科学报》[2016-09-13]

现在这个历史时期要理性变革，不

能按照惯性发展，不能发展到哪儿算哪

儿，必须科学理性，理清知识体系各部分

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发现规律，才能提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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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副主席协会副主席 李静海李静海

科学网 [2016-09-12]

通过预研、建造和使用的整个过程，

实现大科学计划科学目标，推动高技术发

展还有高端制造能力的提高，实现人才技

术向大科学计划成建国的流动和聚集。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贻芳王贻芳

科学网 [2016-09-12]

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其

根本动力在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技

术指数级增长、数字化网络化普及应用

和集成式智能化创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三大驱动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金属学会中国金属学会

理事长理事长 干勇干勇

科学网 [2016-09-12]

众多先进的传感器、控制和软件应

用程序、大数据技术等，将能源生产端、

传输端、消费端数以亿计的设备、机器、

系统连接起来，形成能源互联网的物联

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院研究员 杜祥琬杜祥琬

科学网 [2016-09-12]

追逐热点是最轻松的，但科学不就

是要永远追求前沿，做那些看似“不可

能”的创新和探索吗？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刘静刘静

《光明日报》[2016-09-12]

如果从长远着眼、从全局考虑，电动

汽车安全的水平应该能够进一步提高。

我们的研发和产业现在走在前面，也希

望安全水平能够走在前面，这对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的后劲增强有很大

促进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

秘书长秘书长 钟志华钟志华

《中国科学报》[2016-09-12]

从事科学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怕

坐“冷板凳”，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

踏实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

张培震张培震

新华社 [2016-09-11]

人类健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人类健康的源泉，人

类对健康的追求不会停止，科学和技术

的发展也不会停步。

———上海科技大学校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江绵恒江绵恒

科学网 [2016-09-09]

基础物理学因此面临一个重要的转

折和发展机遇。新物理理论不是没有，

而是太多，高能物理的发展到了非常关

键的时候，需要实验给出一个方向。

———清华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高原宁高原宁

《科技日报》[2016-09-09]

数学忽略了物质的具体形态和属

性，纯粹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角度

来研究现实世界，它和哲学类似，具有超

越具体学科、普遍适用的特征，对所有的

学科都有指导性的意义。现在的数学科

学已构成包括纯粹数学及应用数学内含

的众多分支学科和许多新兴交叉学科的

庞大的科学体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教授教授 李大潜李大潜

澎湃新闻 [2016-09-08]

基础前沿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

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也是装备

发展的原动力。但遗憾的是，现代自然

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绝大多数来自西

方，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仅是现代科学知

识的使用国，而非生产国。由中国人在

基础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此引发

战略性新兴产业，已上升为新的国家需

求，且越发迫切。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主任主任、、中国空间科学中国空间科学

学会理事长学会理事长 吴季吴季

《中国科学报》[2016-09-0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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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升空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升空
绝对安全通信或可期待绝对安全通信或可期待

2016年 8月 16日 1∶40，世界第 1颗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发射

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来自中国西

北的火光，震动了世界。尽管中国将发

射“墨子号”的消息早已对外公开，但既

成事实还是得到了全球科技界、各国军

方和其他组织的高度关注。

量子通信研究引学界热烈讨论量子通信研究引学界热烈讨论

量子是光量子的简称。按照已知的

科学理论，量子是能量的最小单位，不可

再分割。量子叠加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

本原理，即一个量子系统可以处在不同

量子态的叠加态上，就像奥地利物理学

家薛定谔薛定谔提出的思想实验中，“薛定谔的

猫”可以处在死与活的叠加状态上；量子

纠缠是是量子力学的另一个基本原理，

对 2个纠缠在一起的量子的其中 1个实

施任何操作，另外1个都会瞬时发生相应

改变，而无论两者的空间距离有多远。

量子通信正是应用了这种原理，通过人

为手段，让量子与量子互相纠缠，利用纠

缠过程来实现信息的传输。

一些人对于量子通信研究的质疑，

源于对量子隐形传态理论的怀疑。北京

大学物理学院退休教授王国文王国文就曾撰文

否定量子隐形传态是可以实现的，进而

否定量子通信研究。对此，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潘建伟潘建伟院士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表示，其所在团队

的实验已经验证了确实存在量子纠缠，

尽管背后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对量子通信的

抗干扰能力提出质疑，进而谈到是否值

得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项目。上海大学副教授曹曹

正军正军提到，量子通信卫星一旦受到干扰，

比方说有人向量子信号传送路径发射电

磁脉冲，那么光子的偏振方向就会改变，

传送的信号就会被毁掉，并且比起其他

通信方式来说，量子通信被干扰的成本

和技术要求都很低。对此，潘建伟回应

称，拦截量子通信和光纤通信的成本、所

需的技术和难易程度完全一样。因而不

能说量子通信卫星的抗干扰能力更弱。

按照潘建伟的说法，发射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的目的主要有3个：首先是做卫

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其次是能够

通过卫星实现远距离的纠缠光子分发，

测试量子纠缠现象，并在远距离地点之

间对量子力学预言的非定域性进行检

验；第3个目的是做量子信息的远距离传

送。要进行的4项实验包括：在广域范围

开展量子密钥分发、广域量子密钥网络、

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

尽管各种担心依然存在，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仍然被很多专家学者寄予厚

望。清华大学原子分子纳米科学研究中

心主任李家明李家明院士认为，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的发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建立

全球性的通信网络，构建“量子互联网”

至关重要。他相信量子通信可以更好地

保护个人的隐私和安全。北京计算科学

研究中心教授朱诗尧朱诗尧院士提到，通过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可以从卫星上的量子

纠缠光源同时向 2个地面站分发纠缠光

子，在完成量子纠缠分发后，再对地面站

的 2个纠缠光子同时进行独立的量子测

量，进而进行空间尺度量子力学完备性

检验的实验研究。如果能够给出对于量

子力学完备性的证明，就可以对量子力

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验证，一旦通过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使量子态、量子关联以及

量子纠缠等理论得到验证，那么其对量

子光学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设计都会起到

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

最快最快 10年年，，量子通信或将走进寻常百姓量子通信或将走进寻常百姓

家家

从 1982年法国物理学Alain Aspect

证实“量子纠缠”现象确实存在到1993年
美国科学家C. H. Bennett提出量子通信

的概念；从 1997年量子隐形传态的原理

性实验验证得以完成到如今世界第 1颗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成功。30几年的

时间里，人类在一次次向着通信安全的

梦想靠近。

作为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

的第3颗科学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

2011年时就已经正式立项了。潘建伟带

领的科研团队在2007年首次实现了安全

通信距离超过100 km的光纤量子密钥分

发；2008研制了基于诱骗态的光纤量子

通信原型系统，并在合肥组建了3节点链

状光量子电话网；2010年启动合肥城域

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建设；2012年建成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46节点量子通信试验

网；2013年开建量子通信保密干线——

“京沪干线”，这条总长2000多km的干线

将于2016年底建成并验收，建成后，将被

用于京沪两地军事、金融、政务等领域信

息的安全传输。

“墨子号”在未来2年的在轨运行里，

将会配合5个地面台站，在太空与地面之

间开展远距离量子通信的实验研究，同

时将开展对量子力学基本问题的空间尺

度实验检验。潘建伟透露，如果效果达

到预期，中国下一步还计划发射“墨子二

号”“墨子三号”等，在 2025年前后，率先

构建起全球首座由中国主导的“量子星

群”。最初可能只有少量的机构，例如银

行或者政务系统采用量子通信。普及之

后，个人使用网上银行、手机支付、信用

卡时或者其他消费时，被盗的风险会大

大减少。专家预计，借助量子星群建立

覆盖全国的量子通信网络，让量子通信

能够走进千家万户，也许要经过10~15年
的时间。

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科学家墨子

通过科学实验验证了光线沿直线传播，

此次量子星以他的名字命名，除了纪念

其在早期物理光学方面的成就外，更承

载人类进行科学探索从未停止的精神。

文//王微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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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9月8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的“2016中国科

幻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李源潮

十分关心我国科幻产业，他要求各级科协组织

需大力支持科普科幻创作，宣传表彰先进典

型，鼓励发展影视、互联网等科普产业，开创中

国科普科幻事业新局面。之后在《中国科协关

于推动我国科幻发展的建议报告》中，李源潮

进一步指示“支持我国自主的科幻创作发展”。

此次科幻大会为期4天，除了大会主题报告、高峰对话之外，还有2016中国科幻高峰

论坛、第27届“银河奖”颁奖典礼、中国科幻史展、美丽科幻嘉年华、国际科幻高峰论坛、

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盛典、印象科幻片展映等多项活动，规模空前盛大。

新华社[2016-09-08]

中国科幻大会开幕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

中国科协首个海外海智

创新创业基地揭牌

9月 1日，由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率领的

中国科协代表团到比利时考察访问，并

为中国科协—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

（FCPAE）欧洲（比利时）海智创新创业基

地授牌。尚勇一行先赴新鲁汶大学，与

该 校 副 校 长 Marc FrancauxMarc Francaux、JeanJean
Christophe RenauldChristophe Renauld以及新鲁汶科技园

总经理 Philippe BarrasPhilippe Barras等举行会谈，共

同展望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广阔前景。随

后，尚勇与中国—比利时科技园和 FC⁃
PAE的部分代表进行交流。尚勇在致辞

中首先祝贺FCPAE获得中国科协第一家

海外双创基地授牌。他期望欧洲（比利

时）海智创新创业基地能够成为海外离

岸创业基地的示范，成为在欧中国科技

企业的孵化器，成为全欧华人科技英才

为主导的研发创新平台。

中国科协海智办 [2016-09-06]
全国科普日 7天奉上

9000多项科普“福利”

2016全国科普日活动以“创新放飞

梦想 科技引领未来”为主题，于9月17—
23日在全国范围同步举行。7天内全国

各地将开展9000多项科普活动，预计参

与人数将超过1.7亿人次。2016年全国

科普日活动中，全国范围内各级科协及

所属学会（协会）、社区、农技协、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等3000多个单位将组织开

展 9400余项重点科普活动。主要活动

包括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科普中

国”在线系列活动、全国科普日系列联合

行动 3个方面。其中，2016年全国科普

日北京主场活动继续延续A区＋B区的

模式。A区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突

出“让科技知识在网上流行”的主线，运

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展示科普

信息化建设成就；B区在中国科技馆，以

“前沿科技和民生发展”为主线，结合中

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重大契机，围绕

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航天科技成果在生产

生活中的应用、青少年科普活动成效、前

沿科技在民生领域的应用成果和公众关

切的健康话题，打造航天放飞中国梦、感

触科技前沿等重点内容。

《科技日报》[2016-09-17]
第三届诺贝尔奖获得者

医学峰会举办

9月 2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

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中国医师协会、诺

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协会主办，中

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承办的第三届诺贝

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美院士论坛在

四川成都开幕。6位诺贝尔奖得主、10余

位中美院士、50余位中外科学家和近百

名国内专家学者，以“生命科学未来，共

话人类健康”为主题，围绕精准医学、中

医药学重点学科进展问题，从生物医药

产业新机遇、新趋势、新政解读等多个热

点进行交流探讨。本届峰会着眼于国际

医学前沿课题，设立了国际精准医学高

峰论坛、中医精准医学与转化医学论坛、

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论坛、世界青年创新

论坛4个主题论坛及系列分论坛。会议

期间，与会者重点关注精准医学在医学

领域重点学科的学术研究及技术应用，

广泛探讨生物医药产业新机遇和新趋

势，深入研究中医以人为本、辩证论治的

理念对现代医学的借鉴作用。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2016-09-01]

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学大会落幕

8月27日，历时3天的第十五届中国

生态学大会在兰州落下帷幕。本次大会

共有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600名生态学科技工作者参加。大会设

置 29 个专题分会场，来自不同单位的

374位专家学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作分

会场口头报告。在大会特邀报告环节，

围绕“创新生态科学，建设美丽中国”的

主题，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俞孔坚、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葛剑平葛剑平、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

究所研究员朱永官朱永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闵庆文、兰州大

学教授黎家、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员臧臧

润国润国、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

究员陈保冬陈保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

究员杨元合杨元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权兴刘权兴

分别从生态关系与美丽中国、动物生物

多样性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土壤微

生物生态学发展、森林生态学发展等方

面作精彩报告。

中国生态学学会 [2016-09-06]
修龙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会

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长

8月 23日，中国建筑学会第十三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工

程院院士崔愷崔愷、孟建民孟建民、王建国王建国，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总经理徐建徐建，华中科技大学

校长丁烈云丁烈云，中国建筑学会往届理事会

理事长叶如棠叶如棠、宋春华宋春华、车书剑车书剑，中国科

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以及

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代表260余人参加

大会。经全体与会会员代表选举，大会

产生并成立了中国建筑学会第十三届理

事会。修龙修龙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第十三届

理事会理事长。

中国建筑学会 [2016-09-0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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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应对国家科技计划改革的思考与建议高校应对国家科技计划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说起—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说起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张利格 1，汤鹏翔 2

作者简介：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2.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科技建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按照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
求和《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4〕11号）精神、《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号文）要
求，由原有国家科技计划优化整合形成的五类计划项目之一。
它是将科技部管理的“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产业技术
研究与开发资金等 24 个科技计划和专项等归并形成。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国家科技计划改革后最先落实的排头
兵，也是管理方式变革最大的项目类型。与改革前计划相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主要发生了什么变化？对高校将带来什么影
响？高校应如何应对？笔者对此谈点体会。
1 定位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定位为针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业、能源、
生态环境、健康等领域中需要长期演进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
以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战
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
重大国际科技合作，按照重点专项组织实施，加强跨部门、跨行
业、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
域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
2 与改革前计划的变化

1）创新模式变化——重点突出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
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
示范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要统筹衔接基础
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等各环节，主动有效服务于
经济社会发展。

2）企业为创新主体——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重点支持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前沿、社会公益、重
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等公共科技活动并营造创新环境，发挥好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突出成
果导向。

3）管理方式变化——更加科学化、专业化。从各部门自行
管理，改为整合后通过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决策；从按照研
发阶段分计划部署，改为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从
政府部门直接管理项目，改为具体项目管理交由专业机构。
3 对高校的影响

1）承担项目门槛提高。新的创新模式下，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要求以项目形式组织整体申报，并要覆盖全部考核指标，项目
的组织及实施应整合集成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创新团队，体现
强强联合。这种模式下，承担项目的门槛明显提高，高校牵头承
担基础应用技术研究类计划将不再单列，独自牵头承担项目将
成为历史，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实施，高校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角
色和作用都发生了变化，将由原来的“牵头为主，参与为辅”转变
为“牵头为辅、参与为主”。

2）面临大额配套经费瓶颈。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形势下，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更加鼓励产学研结合，不少项目明确要求企业
牵头申报，即使对申报主体资格没有限制的项目，也往往求申报
单位配套一定比例资金开展项目的研究，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

比例一般为1∶1甚至更高，大额配套经费对于高校来说难以筹
措。
4 建议

国家科技计划改革后，高校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面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的实施，该如何应对才能变中求胜？

1）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校企联合拓宽申报渠道。首先，
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主动加强与行业以及大型龙头企业联系，
与之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积极寻求基础研究后续
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的合作对象，有针对性搭建完整产
业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企业的雄厚资金实力解决配套经费的问
题。其次，注重“以横带纵”，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有很好的基础，但
多以开展横向四技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为主，应依托存量挖掘现有合作资源，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
在此基础上，与企业联合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依靠专家，抢占先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校内的学术专
家投入精力服务国家科技计划。一方面，积极参与国家相关规
划论证，争取在战略部署和任务实施中占领优势和先机；另一方
面，专家通过对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相关领域重点培养相关
团队，进一步策划申报和承担国家重大任务。

3）广泛参与，争做“配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需求和问
题为导向，要求整合集成全国相关优势团队。全链条布局的创
新模式下，仅靠一家单位的力量很难完成研究任务。因此，在项
目的组织模式上，不能把目光局限在牵头承担项目上，而是要放
眼所有能参与的项目。在学科交叉融合日益加强的今天，高校
在偏重基础研究的方向上有很多可为之处，应积极与相关优势
单位联系，寻求合作机会，甘做“配角”，争做“配角”，全面参与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

4）鼓励申报青年科学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纳米
科技等偏向基础和前沿的部分专项设立了青年科学家项目。青
年科学家项目对负责人有年龄限制和职称要求（35周岁以下、高
级职称且博士学位），这使得申报人的竞争对象范围缩小，并且
避开了与“科研大腕”同台竞技的不利局面，非常适合高校近年
在相关学科引进的“青年千人计划”等优秀青年教师申报，通过
申报和承担青年科学家项目，能够有效提升青年教师对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体系的认识，促进青年科研人才迅速成
长。

5）做好申报组织工作。面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方式
的变化，高校科技管理部门应从几个方面做好申报组织工作。
第一，做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全员宣传与动员工作，让每一位
科研人员都熟知该计划的背景、定位、组织形式与改革前计划的
变化等。第二，对全校拟申报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便于整合申报
资源，有针对性地对申报人进行指导和服务。第三，组织多轮次
项目预评审工作，提高申报质量和竞争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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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英国皇家学会发布英国皇家学会发布
《《网络安全的现状和研究网络安全的现状和研究》》报告报告

互联网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正在改变

并将继续改变人们的世界。它引领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同

时带来了社会生产的变革，是人类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的又

一重大产业技术革命。互联网产生的数字技术极大提高了人类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社交网络到自动驾驶汽车，数字

技术正深刻地改变人们工作、交流和生活方式。

但是随之而来的信息安全等问题也不容小觑。互联网具有

匿名性和全球性等特点，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监听、网络攻击、

网络恐怖主义等已成为全球公害。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合作，已

成为国际社会一项重要议题。

英国正处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情况之下，政府对于这一产

业投入了大量的支持，并出台多项支持性政策。对于科学研究

及创新产业发展来说，英国也有着很强大的实力将互联网变革

带来的益处展现给民众。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风险也仍然存

在，对于大多数基于互联网的组织来说，网络安全滞后于现有的

技术发展水平，针对互联网的攻击与日俱增，而这些会带来个人

和组织的重大损失，从而破坏了互联网的潜在益处。

因此，英国皇家学会在2013年成立了一个专家指导小组，

公开征集调查网络安全相关的数据，持续关注英国的网络安全

问题及解决方案。在2016年7月，发布了《网络安全的现状和研

究》，突出了新兴的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及挑战，以及在未来5~
10年，应对这些挑战所需要的政策框架（图1）。

报告分为 5个章节，分别探讨了网络安全与数字社会（cy⁃
bersecurity and the digital society）、信任（trust）、适应性（re⁃
silience）、研究（research）、转化（translation）；对网络安全的影

响。

报告中指出，信任是增加和维持数字社会民众参与度所必

不可少的。互联网组织需要通过建立可靠且安全的系统，带有

尊重地对待人们及其隐私和数据，提供可靠和易于理解的信息

来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的安全状况，从而赢得人们的信任。加密

是支撑数字计算安全性的关键技术。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成为人

们生活的核心部分，加密就变得更加重要。各国政府必须承诺

维护端到端加密的稳健性，并敦促其广泛使用。现代数字系统

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和威胁。如果有包含明确标准和正确做法

的循证指导，将有助于企业和其他组织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保

护自己。

此外，适应性作为在压力下或冲击面前发挥功能、适应、成

长、学习和变换的能力，将帮助企业提供可靠和安全的系统。适

应性强的组织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客户，提供更有用的产品

和服务，并获得人们的信任。适应性将有赖于企业和其他组织

有机会获得高质量、值得信赖的建议和标准，以及由其他人共享

的早期信息等。这些都依赖于公共部门机构，这将需要专家和

透明度，并且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和目标。政府正迈出可喜的一

步，将其网络安全管理职能整合到一个机构当中（新的国家网络

安全中心），还承诺对英国未来的网络安全需求进行独立审查，

以确定长期所需的体制结构。因此需要快速推进，同时企业需

要更大的激励来提高他们的网络安全，并助力他人的安全。企

业和公共部门组织应定期报告网络安全实践标准的稳健性，并

且应鼓励它们分享信息，帮助他人。

英国始终把研究和创新作为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网络安全

方面，工业界和学术界的研究和创新将继续推动建设一个适应

性更强和可信赖度更高的数字环境。研究可以整合不同学科、

行业和全球的见解，阐明如何最佳地建立、评估和改善数字系

统。在目前的进展速度下，研究的发展不够迅速，未来将无法具

备应对网络攻击者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为实现网络安全能力

的跃升，英国应当引入一个新的、以挑战为导向的研究资助机

构。网络安全是一个跨学科、全球性、跨部门的独特领域。这些

特性使英国利用跨国界、跨学科、跨部门研究人才进行研究和实

践显得十分重要，包括通过同行评议和协作。

最后，创新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转化可以催生出可靠、成熟的

解决方案。人们需要这种多样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来解决一

些难以预料的网络安全风险问题，而这些工具和解决方案需要

通过最大化那些有产品潜力的创新的多样性和数量才能最佳地

实现。政府应通过其采购活动，以及资助那些具有潜在巨大溢

出效益、但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资助的理念，帮助创新走出学

术界，面向市场。大学的技术转让办公室应注重商业化机会的

数量，目的是更容易吸引到研究人员来商业化他们的想法。这

将为社会带来更大的长远利益，而不是着眼于大学短期的财务

回报。政策、实践和研究都需要顺应改变，以使得人们能够在不

影响安全性的前提下享受到数字系统的益处。建立一个值得信

赖、自我改进和适应力强的数字环境，应在面临预测不到的威胁

时可以持续成长，并获得人们对它的信任。

编译//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

图1 网络安全的现状和研究——为英国撑起一个适应性强和值得

信赖的系统

（报告来源https://royalsociety.org/topics-policy/projects/
cybersecurity-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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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与审慎敬畏与审慎———谈谈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技术—谈谈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技术

·科技纵横·

2015年生命科学领域里最热门的话

题自然是基因组编辑技术，尤其是被科

学 家 称 为“ 基 因 手 术 刀 ”的 CRISPR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ers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基因组编辑

技术。CRISPR的意思是规律成簇的、间

隔短回文重复序列，源自于古细菌及细

菌中的后天免疫系统，能帮助细菌有效

抵抗病毒等入侵者造成的损伤。当重复

序列与入侵病毒“遭遇”时，细菌就会产

生一段与病毒序列相匹配的RNA，它被

称为“向导RNA”，能够同负责切割DNA

的Cas酶结合在一起，二者的职责就是

发现并“隔离”病毒序列，从而阻断病毒

复制。在细菌这套“防御”系统的基础

上，科学家发展出一种新技术即CRISPR

基因组编辑技术——通过“修饰”Cas酶

与“向导RNA”，促使二者的联合体与他

们想要在细胞基因组里“剔除”的某一

DNA 相匹配，从而“诱导”DNA 进行修

复。该技术是一种能够对基因组进行精

确编辑的分子生物学利器，如同我们可

以在电脑上对WORD文档中的文字按照

我们的需要进行编辑一样。由于CRIS⁃

PR基因组编辑技术不受物种限制，因此

科学家已经成功在许多动植物中实现了

基因编辑。从2012年开始，已有科学家

将该技术应用于成人体细胞基因组中，

从而为阻断遗传病延续以及治疗基因缺

陷疾病打开了通道。至2013年初，有关

编辑人类干细胞基因组技术方面的论文

开始陆续问世，我国科学家也积极投入

到相关研究中。

2015年4月18日，中山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黄军就研究团队在国内期刊Pro⁃

tein & Cell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称，他们利

用基因编辑技术，通过修改人类胚胎基

因中可能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来

预防这一疾病的发生。文章一经发表，

立刻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地震”：

我国许多科学家从抢占生命科学领域制

高点的角度出发，对这项“分子手术刀”

技术采取鼎力相助的态度；但国外学界

的相关人士纷纷呼吁，暂停对人类生殖

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反对的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是目前的技术水平可能对后代

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甚至会造成人类

无法控制的局面。因此，黄军就团队的

研究成果在发表之前会被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和《Science》拒绝。由此可见，

学术界对于修剪人类胚胎基因这一顶尖

技术的研制，仍存在不同的声音。

中国一些业内人士主张，我们的社

会制度、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

同，我国研究人员没有必要被西方制定

的种种规定所限制。我们应该趁他们还

在犹豫不决之际，冲破羁绊，占领生命科

学领域的最高峰。况且，黄军就团队没

有跨越不能操纵生殖细胞系的伦理底

线，他们所选用的胚胎是医院废弃的受

精卵，这些受精卵是人工授精过程中，一

个卵子意外被两个精子同时受精而产

生，它会形成一种具有三倍体染色体的

异常胚胎，无法发育成婴儿。还有人以

20世纪70年代DNA重组实验曾被阻止

为例证，表示支持黄军就团队的研究工

作，他们声称今天分子生物学的成就，足

以证明科学家坚持进行DNA重组实验研

究的正确性，因为它并没有偏离法律法

规与伦理道德的既定轨道。

综合分析各方观点，笔者认为，在伦

理和科学两大范畴内仍存有争议与歧义

的情况下，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科

学家还是应该采取慎重态度，原因大体

如下。

首先，“基因脱靶”问题。科学家早

图1 RNA指导的CRISPR/Cas9基因剪切系统

（图片来源：www.v-solid.com/service/crispr.aspx）
图2“基因剪刀”的出现可使科学家们对基因进行编辑

（图片来源：新浪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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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英梅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沈阳医学院社科部，教授。图片为

本文作者。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期是在动物模型和成人体细胞中使用

CRISPR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在插入新基

因或纠正异常基因时，其精准度能定位

到单个碱基对。但此技术应用于人类胚

胎细胞时，效果就不那么乐观了。以中

山大学黄军就团队的研究为例，他们一

共使用了 86个胚胎进行基因组编辑研

究，两天之后存活的胚胎还有71个。他

们检测了其中的54个胚胎，结果只有28

个胚胎中的异常基因被剔除，但大多数

被剔除的异常基因并没有被正常基因序

列所取代，而且研究过程中还出现了意

料之外的“基因脱靶”现象——靶标序列

以外的基因被“篡改”了。尽管脱靶的几

率并不高，但毕竟改变的是遗传物质，能

够传给下一代；此外，有些消极的生物学

结果很可能是脱靶基因组修饰事件造成

的。目前，人类已知的致病突变基因有

几百个，如果一个基因可以被修改，就可

以有更多的基因被改造。因此，从遗传

学角度看，科学家需要对此采取高度谨

慎的态度。实际上，由于黄军就团队只

检测了一段基因组，所以只是部分非靶

向基因脱靶被发现；如果他们做全基因

组测序，可能会有更多的非靶向基因被

“篡改”。

其次，导入基因与细胞内原有基因

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这两种基因之间

是否发生作用以及怎样发生作用，目前

还不清楚。因此，对于遗传性疾病基因

的编辑，黄军就团队表示不能确保获得

百分之百的成功。动物实验也证实，胚

胎细胞内部的代谢反应有导入基因的参

与，且提示医源性疾病将在动物子代身

上出现。我们再回顾一下试管婴儿技

术。该技术已经开展30多年，但研究发

现，较之自然分娩的婴儿，试管婴儿出现

高空腹血糖、低出生体重以及高血压的

几率比较高。因此，对人类胚胎基因序

列进行剪切、编辑，不排除发生预料之外

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会引发其他缺陷

或疾病并通过子代遗传下去。事实证

明，医学技术无论怎样先进，也不能完全

摆脱任何风险，何况尚处于发展初期的

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技术。

第三，病毒基因“植入”问题。CRIS⁃

PR基因编辑技术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利

用“修饰”过的带有目的基因的病毒DNA

来定位靶向基因的，由于该技术属于新

兴技术，还不是很成熟，难以预料病毒基

因是否会“植入”到人的胚胎基因组中，

因此，在该项技术未成熟之前，人类不应

该冒这个风险。

第四，非正常的实验材料影响研究

效果。黄军就团队使用的是没有生物学

活性的、由“不正常”的三核受精卵发育

而成的胚胎，胚胎学家以及黄军就本人

都认为，这些不健康的、缺乏抵抗力的原

始材料不是最佳的研究材料，会影响实

验效果。因为将该技术用于动物胚胎和

成人体细胞时，并没有出现如此糟糕的

结果。但鉴于没有人对“正常”的人类胚

胎细胞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谁也

预料不到会出现什么结果。

第五，为定制“设计婴儿”开辟了技

术通道。通过剪辑人类胚胎内的缺陷基

因，让子代脱离致病基因的梦魇，依靠健

康基因预防、治疗遗传病，无论是技术范

畴还是伦理范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技术范畴的可行性，难免导致有人为

了非治疗性质的基因强化而越过伦理界

限，在基因层面对生命个体进行性状、能

力等方面的改变，从而帮助有此需求的

父母在长相、身材、记忆力、推迟衰老和

延长寿命等方面对子代进行选择，甚至

有目的、有目标地进行人种改良。父母

企图修改胚胎基因的行为——该基因被

他们认为在子代身上将显现出弱项特

质，会导致整个社会对个体产生更加苛

刻的生存环境，其后果极有可能是，人们

愈发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可以更换零部件

的机器，从而出现“生命商业化”“身体工

具化”等道德脱轨现象。其实，人类同自

然界中的其他物种一样，是漫长进化的

产物，尽管存在不足，但基因结构与自身

已经形成微妙而又复杂的平衡系统。若

要这个系统保持平衡，就不应随意修改

基因结构，否则，人类最终将面临自食其

果的厄运。更何况，“设计婴儿”会使子

代失去拥有多样化未来的权利，也会使

父母因早已获知的结果而失去享受子代

成长变化的过程。因此，人类或许有能

力创造优质的生命，却没有能力拥有本

性的自我与人性的尊严。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对人类群体而言，某些致病基因是

一把双刃剑，例如血色素基因突变会使

基因突变者患上镰状红细胞病，但此突

变基因却能预防疟疾；如此看来，致病基

因对于携带者而言是否具有潜在的其他

益处，至少目前还不清楚，我们毫无忌惮

地对其进行修改，很有可能使携带者增

加患上其他疾病的风险。正如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士艾瑞克·兰德所说，“我们对

人类基因组的作用和其他特征的有限认

知还不足以用来对自然进行干涉”，进而

他强调，“我们要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和

敬畏，在对人类基因库进行永久性改变

之前，我们一定要持万分谨慎的态度”。

此外，对疾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都应

首选那些技术成熟、风险小的手段和方

法，遗传病也不例外。因此，有家族史的

人不必冒如此高的风险来编辑胚胎基

因，他们可以通过遗传咨询、婚前检查、

植入前基因诊断等措施预防[1]。

总之，在基因组编辑技术被热捧与

追逐的当下，面对人类很有可能改变自

己基因的事实，我们不能忘乎所以。我

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研究能够验证

假设，能够帮助我们分析自然现象，但不

能使我们获得道德判断的标准；科学研

究能够让我们懂得如何去做，但不能让

我们知晓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

因此，在科学与伦理范畴内的问题还没

有妥当解决之前，我们应该对人类胚胎

基因组编辑技术怀有敬畏之情与审慎之

态。

参考文献

[1] 张新庆 . 暂缓编辑人类胚胎基因之伦理论

证[J]. 科技导报, 2015, 39(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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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蓓丽吴蓓丽：：艾滋病毒受体结构的破解者艾滋病毒受体结构的破解者

·科学人物·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系列报道

G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最大的

药物靶标蛋白家族，在细胞信号转导中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与人体疾病紧密

相关，比如心血管病、心脏病、中风、艾滋

病等等，其结构是开展相关功能研究和

药物研发的重要基础，但是其结构的解

析也是极具挑战性的科学难题。在第十

二届女青年科学家奖的获得者中，有一

位解析了多种人源GPCR三维结构的科

学家，实现了我国GPCR结构测定零的

突破，她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研究员——吴蓓丽。

解析艾滋病毒受体结构

GPCR是位于人体细胞膜上的一种

膜蛋白，在人体中有800多种，它像桥梁

一样连接着细胞内外，是最重要的药物

靶点之一。形象点说，药物就相当于一

把箭，当药与膜蛋白这个靶点相互作用

后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市面上大

概40%以上的药物都是与GPCR相互作

用的。目前，只有50多种GPCR有成熟

的药物，剩下的700多种还有待研究。吴

蓓丽的研究工作就是研究GPCR的三维

结构，研究药物分子是怎样与膜蛋白互

相作用的，根据这些信息，来设计新的药

物，以达到治疗严重疾病的目的。

艾滋病是困扰了人类很多年的传染

病，尽管全世界共同努力了几十年，至今

仍没有根治该病的特效药。人体中有两

种艾滋病毒受体——CXCR4和CCR5，
在侵染人体细胞的初期，大多数种类的

艾滋病毒以CCR5为共受体，但是经过一

段时间后，就会转化为CXCR4，加剧了病

毒在人体中的扩散。2010年，吴蓓丽解

析出CXCR4的晶体结构，研究成果发表

于《Science》上，这为CCR5结构的解析

奠定了基础。2011年，从美国 Scripps
研究所做完博士后归国，吴蓓丽就开展

了难度更大的CCR5结构的解析。上海

药物研究所为她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

平台，购买了先进的仪器，吴蓓丽通过与

蒋华良、柳红、谢欣等在计算机模拟、化

合物合成和药理功能筛选等方面合作，

最终解开了CCR5结构之谜，其研究成果

再次发表于《Science》上。该研究成果

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准确地理解艾滋病毒

感染细胞的机制，有助于研究出更有效

的药物。美国科学促进会专门在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了此项成果。

艾滋病毒感染的过程比较长，目前

市面上的抗艾滋病药主要是针对一些酶

的，药物与这些酶作用后就阻碍了艾滋

病毒的繁殖。但是，这些药物进入人体

细胞，可能会产生耐药性，这使得人们不

得不重新开发新的药物。吴蓓丽开展的

基于CCR5结构的药物研发，由于受体是

在细胞表面上，药物并不需进入人体细

胞就阻断了艾滋病毒和人体细胞的结

合，因此其药效显著优于上市药物的候

选药物。

除了艾滋病受体，吴蓓丽的团队还

研究了与血小板凝集密切相关的血小板

表面的受体，解析了抗血栓药物靶标

P2Y1R和P2Y12R的结构，首次发现了位

于受体分子外表面的全新配体结合位

点，颠覆了对于GPCR信号识别机制的

传统认知。此外，还揭示了受体胞外区

构象变化对受体激活的重要性，拓展了

对于GPCR活性调节机制的认识，并阐

明了两种受体与不同药物的作用机制，

对于抗血栓新药研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充满挑战精神

吴蓓丽走上GPCR之路，要从研究

生说起。2001年，在读研究生之初，吴蓓

丽就选定了蛋白质结构生物学的研究。

当时，膜蛋白生物科技是最具有挑战性、

最难的难题之一，而GPCR又是膜蛋白

中最难的难题之一。面对GPCR这一具

有巨大挑战性的科学难题，吴蓓丽非常

希望自己能够攻克，因此毫不犹豫地选

择走上这条路。

或许吴蓓丽的这种挑战精神是与生

俱来的，在生活中，也无不透露出这一

点。平日，去健身房是她的爱好之一，她

喜欢挑战自己的感觉，这也是她排解压

力与烦恼最好、最常用的方式。吴蓓丽

坦言，只要身心都投入运动中，所有的压

力与烦恼都会云开雾散。此外，她还喜

欢观赏各类体育赛事，尤其是赛车。她

特别喜欢看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甚

至达到疯狂的程度。虽然世界一级方程

式锦标赛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站，并且

经常都是凌晨播出，但这丝毫不会降低

吴蓓丽的热情。她经常凌晨两三点从睡

梦中爬起来去观看赛事，非但不会感到

疲劳，反而会觉得非常过瘾。她对媒体

兴奋地讲述着这一最大爱好，眼中散发

着活力的光芒。

这种挑战的精神，在吴蓓丽的成功

之路上功不可没。

享受科研过程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大部分时间

都会在实验室度过，吴蓓丽也不例外。

吴蓓丽做事比较细致，这使得她更

能够抓住科研过程中的一些现象，而这

些细节往往直接决定科研的成败。吴蓓

丽说，当研究进行到一定的程度时，反而

会觉得自己不懂的知识太多；然而，只要

坚持下去，忽然有一天就会发现思路一

下子被打通了。每每获得一个哪怕很小

的成果，吴蓓丽都会感受到那种无言的

喜悦和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使得她一

直保持对科研的热爱与向往，支持她在

研究之路上继续前行。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 吴蓓丽

文//王丽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技导报社，编辑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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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创作看科研工作从文学创作看科研工作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

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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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忠保

陈忠实、贾平凹和路遥，是陕西乃至

中国当代文学界3位大家。他们的小说

记录了三秦大地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诉说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伟大与

传奇，让读者不断感受到中国人生存的

艰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最近，我

看了一些关于他们创作过程的资料，感

觉他们的作品创作过程与科学研究非常

类似。3位作家都是在用生命进行创作，

他们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他们精神所

致的必然。我们能从他们小说创作的过

程，获得对我们科研工作的启迪。

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

这 3位作家大致从 20世纪 70年代

初期就开始文学创作。经历过“文革”和

改革开放，体会过当农民和当城里人的

滋味。这些生活积累，成了他们日后创

作的源泉，使他们的创作深刻地打下了

地域和时代烙印。尤其是他们对土地改

革、“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体会和

反思，成了他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

而我们科学研究的主题和风格，也

理应源于生活、时代和行业发展的需要，

体现对当代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尝

试，契合我们国家正在经历和实践着的

伟大事业。科学研究产出的论文，其格

式、文笔似乎大致统一，但科研的发芽、

扎根的过程各不相同，其风格存在明显

差异，这与不同人的生活积累、科研经历

和生命体验有关。

查阅文史和乡村采风

个人的经验毕竟受时间短促和空间

拘束的局限，查阅文史资料可以揭开一

个地区较为长远的历史过程，而乡村采

风是对现在农村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最

为直观的感受和记录。这3位作家都有

大量查阅文史资料的经历，很多灵感都

是在查阅地方志之类的资料过程中显现

出来的。而到农村、厂矿等地采风，是将

小说写得有血有肉、具体而又深入的必

不可少的途径。

对科研的启示：如果我们将科研做

好，在主题选择过程中需要广泛阅读领

域内国内外相关文献，而且最好是在自

己研究领域内，将时间维度上的系统深

入阅读和空间上的广泛阅读相结合。只

有长期扎根行业实践前线，获得第一手

的资料和最新的发展动态，才能很好地

理解本专业现状、动向和趋势。研究一

定要接地气，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契合时

代需求。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位作家都有雄心壮志，将文学创作

当做自己的事业，甚至生命。他们希望

构建自己精神地域世界，铸就时代的精

神丰碑，希望成为文学巨匠，引领风骚、

彪炳文学史册。他们具有强烈的责任

感，从自身生活感受出发，替农民农村说

话，记录这片悲苦土地所经历的苦难，成

了他们创作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源泉。

而科研工作也是如此，只有将小我

放入社会、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将自

己的工作变得伟大、神圣。如果只落在

自己的小圈子、小视野，那么将缺乏气度

和影响力，缺乏力量和高度，局限于自娱

自乐的狭隘之中。因此，我们科研选题

尽量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与国家国

计民生发展、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关联

起来，才能让自己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

发展前景和旺盛的生命力。

躲起来拼命创作

3位作家的创作过程，都具有躲起

来、疯狂创作的经历。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耐不住孤独和寂寞，怎么能做

出惊人的作品？而且，3位作家躲起来，

避免外界的打扰去疯狂创作，似乎都是

在长期、大量的前期准备之后，主动地自

我选择。而且，通常都是旷日持久地忘

我创作，甚至是以生命相搏。

而我们科研工作既需要平日润物细

无声地日积月累，同时，也需要忘我、忘

物地疯狂集中创作，尤其是前期素材准

备就绪、思路清晰，文章了然纸上的时

候。科研工作往往前期长时间积累，富

有耐心与激情，但随着注意力的转移与

精力的分散，缺乏后期全力以赴的凝练

与提升，要么仓促收尾，甚至无疾而终。

因此，科研前期工作已系统准备就绪，万

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时，应像文学创作一

样开展全神贯注、富有激情的最后淬炼，

将科研成果提升到最高水平。

超越青年时期的偶像

3位作家在初期的文学创作过程中，

都深刻地受到陕西著名作家柳青的《创

业史》的影响。他们都将柳先生当做精

神导师，将《创业史》奉为圭臬。但后期，

他们都或早或迟地有了超越这部伟大著

作的野心，最终，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梦想

并非狂妄。

而科研工作一开始也是模仿，尤其

是对领域卓越人物的模仿，这是个不可

跨越的重要阶段。就像学唱歌、学书法

一样，大多要经历初期模仿阶段。然后，

随着自己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积累，不再

满足于模仿，而想做出自己的特色，实现

对前人、对自己偶像的超越，这是何等气
魄，何等壮观的心路历程。这是科研人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代际更迭，是科研

传统的继承延续和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

提高。

在非议中逆流而上

3位作家文学作品刚刚问世之初，通

常毁誉参半，遭受诸多非议，承受巨大压

力，但时间证明了他们作品的不朽。尔

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们

和他们的作品成为过去40年中国小说领

域的时代标杆，成为过去几代人的共同

记忆，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瑰宝。

对科研的启示：科研工作通常会遭

受诸多争议，尤其是新领域、新方向或新

尝试，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科研工

作者要有一种源于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带来的自信。要执著地坚持，不断地探

索，将汗水铸就的成果，呈献于世、造福

后世。科研既需要外界褒贬评议，更需

要实践的反复验证，因此，科研工作者要

从容面对各方面的批评，在批评中总结

经验和教训，不断地提高科研水平，绝不

因外界批评而气馁甚至放弃。

318



科技导报 2016，34（18） www.kjdb.org

·书 评·

中国信息研究的新路标中国信息研究的新路标

闫学杉著。科学出版社，2016年 3月

第1版。定价：198.00元。

我与学杉交往近20年，知道他在写

一本信息科学的书，期盼早点拜读。

2016年 4月闫氏大作《信息科学：概念、

体系与展望》（下称《信息》）终于摆在案

头，但年高体衰，诸事缠身，一时没有勇

气开卷研读。学界朋友命我写一篇评论

文章，国际信息研究学会中国分会主席

钟义信更将其作为任务下达于我，宣称

这是中国信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还扣上一顶颇能激励虚荣心的帽子：“此

文作者非你莫属”。友情难却，上命难

违，闫著学术诱惑力强劲，迫我在闷热熬

煎的7—8月间初读这部专著，草草“焖”

出这篇文字。作者申言要把此书写成

“启人心智的信息科学读物”（724页），自

设标准不低。我读得不全不精，但所受

启发良多，深感眼界大开，也生发出许多

须商榷的问题。这恰好表明作者实现了

他的初衷。

18年磨一剑

古人有“十年磨一剑”的美谈，以赞

赏那些在术业上拒绝急于求成，耐得寂

寞，下得了苦功夫、死功夫，终于练就上

乘功夫的人和事。中华民族历来不乏这

样的例子。《信息》一书写了整整18年，应

称为18年磨一剑，难得！

写一本书为何花这么长时间？坦率

地说，我曾怀疑作者贪玩，磨蹭十多年还

不见成果。看到本书，我明白自己错

了。本书选择的是一种世界性和世纪性

难题，三年五载连边也摸不着。757篇文

献，包括300多篇外文文献，涉及多数发

达国家学界，涉猎学科难以计数，查询、

解读、评析，谈何容易。以信息命名的学

科已有215门，几乎涉及人类知识所有领

域，摸清基本情况，梳理学科体系，不下

大功夫、笨功夫，怎么可能！仅此3点，没

有“一种宗教般的意志和初恋般的赤诚

去满怀激情地工作”（719页）者，免谈。

由于过分专注而陷入得太深，学杉

错过评教授职称的最佳年龄段。今日学

界浮躁风气颇浓，相比之下，学杉的治学

精神十分宝贵，理当获得充分肯定。本

书表明作者是站在信息科学前沿引领方

向的学者，实至名归。

信息时代的学术回响

《信息》是信息时代、信息社会到来

对学界呼唤的产物，欲“解其中味”，须放

在时代大背景下、以历史的观点来解读。

信息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要素，

由于属于非物质性存在，在历史上信息

只是日常生活和文学用语，主要功能是

说明人文社会现象，常同人的感情、意识

联系在一起。造就工业文明的还原论科

学是物质科学，信息不可能成为它的概

念，也无法用还原论方法研究它。但时

代演变是一种辩证运动，工业文明兴旺

历史地催生了取代它的信息文明，随着

工业文明攀上顶峰，信息时代不可阻挡

地走来。转折点出现在1948年，香农的

《信息论》通过给通信技术提供定量化理

论根据，引领信息技术跃升为支撑新时

代的一整套高新技术。维纳的《控制论》

标志人类信息意识的觉醒，他率先给信

息的本质以哲学和科学的诠释，极大地

启发了学人的灵智。他们俩共同拉开信

息时代的大幕，从工程技术、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和哲学上研究信息和信息时代

的学术成果，迅速从发达国家学术界喷

涌出来。

世界范围的信息研究经过30多年扩

展，于 1980 年代进入新阶段，标志是

1983年美国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信息研

究：学科间的讯息》。马克卢普开创了

“信息科学研究的一个新模式——信息

科学的跨学科研究”（541页），其工作“最

终引领信息科学的研究方法进入了跨学

科研究的新纪元”（539页）。受其影响，

一系列冠名信息的专业学科相继出现。

与此同时，钱学森在中国掀起“三论热”，

取得不菲成果，表明信息研究有了世界

性。信息研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同时走向兴盛，正是信息时代到来必然

引致的学术反响。学杉恰在这样的学术

大环境下卷入信息研究，以图书馆学、计

算机科学为切入点，从武汉大学起步，中

经清华大学，最终落脚北京大学。两门

专业信息科学给他从事信息研究最基本

的技能和知识储备，但他没有驻足于此，

学术个性驱使他向信息的理论研究靠

拢，从更深层次响应信息时代的呼唤。

起点是他于1989年交给马希文的《研究

纲领》。

信息时代的展开不是径情直遂的，

对它的学术反思也只能曲折前进。世界

范围的信息研究在 1990年代进入新阶

段，特点是学界历经半个世纪的亢奋和

丰收后，在世纪末意外地陷入深度困

惑。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科学？有

没有统一的信息定义和信息理论？面对

这些基本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这种乱

象也刺痛了信息研究者，但信息时代浩

浩荡荡，动力无穷，一批新人决心弄清楚

这些基本问题。欧洲人冲在前面，1994
年的马德里会议是新阶段的标志，其学

术旗帜可以概括为：开展信息基础问题

的跨学科探讨，重构信息科学。

正是在这个时期，青年学人闫学杉

开始关注世界信息研究新动向，参与国

外学界的争论。强烈的学术诱惑力促使

他于1997年着手策划本书的写作，同时

在国内寻访同道者。交叉信息科学研究

讨论班于2000年初在北大出现，学杉是

3个始发韧者之一。2005年信息科学交

叉研究全国会议的成功召开，学杉有大

功劳，他的报告《信息科学的历史、现状

和未来》受到与会者普遍重视，会议规定

每篇论文不得超过8000字，唯独此篇全

文照登。今天我们才明白，那个报告正

是《信息》一书的雏形。

信息研究的题目无穷无尽，主旨各

各不同。学杉不满足于“零敲碎打”，他

要探讨的是“涵盖所有信息问题的信息

科学理论”（ii页），力求贡献“一部审视所

有信息科学和所有基本信息问题的研

究”论著（326页），“把整个核心追求放在

对人类信息本体研究上”（342页）。站在

信息时代的高度，考察世界信息研究的

全局，“所有”二字决定了本书的广阔视

野，“本体研究”决定了它的学术深度。

由此规定了闫著的学术难度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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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苗东升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信息研究新阶段的路标

欲深悉《信息》的学术价值，还须放

在中国信息科学发展全过程中考察。作

者坦承《信息》一书充分吸收了中国信息

科学开拓者们的思想成果，特别是“以北

京大学为基础的两个研讨班集体智慧的

结晶”（xi页）。放在中国信息研究全过程

看，我以为这是标志一个新阶段的著作。

中国信息研究起步于1960年代，高

潮出现在1980年代，即“三论热”中的信

息热，涌现出一批热情的研究者，可分为

5类：1）正宗的信息科学家；2）正统的哲

学家；3）交叉学科研究者；4）图书馆信息

科学研究者；5）来自其他领域的专业人

士。他们共同构成“中国信息定义乃至

信息科学研究的生力军”（36页）。这是

中国信息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代表人

物是钟义信，代表作为《信息科学原

理》。《信息》一书的评价是：“没有钟义信

的工作，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信息科学”

（115页），钟著“代表了世界范围内所有

系统化的信息科学理论研究中最出色的

一个”（117页）。

20世纪 80年代对信息科学作哲学

研究的主力是自然辩证法学者。新中国

30多年辩证唯物论哲学教育的积淀，钱

学森的实时影响，使辩证唯物论在这股

持续近20年的学术热潮中始终居主导地

位。这使中国的信息研究明显不同于同

期西方学界相近的研究，也有别于解体

前的苏联，开始形成某种中国特色。到

90年代，对信息科学作哲学概括成为中

国信息研究的主阵地，代表人物为邬焜，

代表作是《信息哲学》。邬焜的工作在21
世纪得到国外同行认可，成为世界信息

哲学带头人。《信息》一书的评语是：邬氏

“从学生时代起就致力于信息的哲学研

究，昔日筚路蓝缕，今日终成大业。”（120
页）成为信息哲学的诞生地，是中国信息

研究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信息研究在本世纪第 2个十年

开始向新阶段转变，必须提及的有5点。

1）经过40年积累，在信息研究中中西方

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上。2）2005年的全

国会议标志着国内信息研究从单兵独斗

到形成队伍的自聚集初步成功，此后全

国范围的学术活动不断，形成一支有实

力的学术队伍。3）中国信息研究者同世

界（主要是欧洲）同行建立起深入的交

往，对于建立国际信息研究学会发挥了

重要作用，已成为世界信息研究的一支

生力军。4）对于中国信息研究来说，

2016是一个重要年份：国际信息研究学

会中国分会成立与闫学杉的大作问世。

5）更重要的是，学术上的这些变化有其

现实的和时代的深厚根源：仍然属于发

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经历迅猛而独特

的社会信息化过程，从不同方面、不同层

次上强劲地推动着信息科学发展。同西

方比较，中国信息研究的独特性产生于

它的起点、目标、文化基础的独特性，如

表1所示：

给中国信息化提供学理依据，推动

世界信息科学发展，都需要对世界信息

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成果与问题有一个

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学术研究也类似于

军事斗争，在一个大战役开始之前，需要

进行全面的侦察，做出战略评估。随着

中国信息研究新阶段的展开，欲引领世

界潮流，我们需要对世界信息研究的历

史和现状、成就和问题作一番全面而精

细的侦察，给出战略评估。《信息》就是这

样一部著作，翻阅它，我有作者在信息研

究领域指点江山的感觉。在信息研究的

新阶段中，无论学界组织者，还是研究者

个人，都能从本书中受到启发。当然，作

者的评点未必都准确、到位，但勇气可

嘉。你若从《信息》一书中找到不能同意

之点，那正是你发挥创造性之处，抓住

它！如果此书的一家之言能够引出学界

的百家之言，中国的信息科学就“幸甚至

哉”了！

《信息》主要学术观点解读

作者为本书设定的三大内容概括为

6个字：概念、体系和展望。前面讲的是

展望，本节对概念和体系发点议论。

关于信息定义。令信息研究者极为

不安的是，作为最核心的概念，“信息是

一个根据语境的不同具有太多含义的术

语”（39页），至今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

本书作者知难而上，考察信息一词的历

史渊源，对不同文化所讲的信息作比较

研究，评析已有的150多种定义，下了大

功夫。例如，对中英文两种语言讲的信

息作历史语言学的考察，很有学理价

值。为何信息一词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

中，首先为诗人捕获？这应该是信息的

非物质性使然，激情澎湃、长于形象思维

的诗人未受到还原论科学熏陶，对作为

非物质性存在的信息有超乎常人的领

悟。又如，提出从性质论和生成论两种

角度考察信息（42页），有道理。信息概

念的科学定义至今仍然远未定案，本书

在给最终解决问题铺路架桥，实为今人

必须付出的劳动。

科学新理论需要新概念，文学新作

品需要新语词。无论科学，还是文学，都

是“自作新词韵最娇”。信息的非物质性

决定了信息研究需要新概念，不能简单

照搬研究物质所使用的概念，信息研究

者应有创造新概念的理论勇气。本书就

提出一些颇具特色的新概念，如信器、信

元、信事学、信息间架、自生成信息系统、

群信息科学和有机主义信息科学等，有

待学界评析、取舍。

关于信息科学的体系。闫氏一家之

言，大部分生发于此，而这个问题的难度

不比信息定义小。实事求是地说，《信

息》一书仍然没有把信息科学的体系梳

理清楚，这应属于世纪性难题。但作者

的努力值得肯定，也是为最终解决问题

必要的铺路工作。本书对钱学森体系学

借鉴不多，是个缺陷。我以为，钱翁关于

三个层次、一架桥梁的层次结构观点同

样适用于信息科学。作为基础科学的信

息学是能够建立的，短期内却无从动

手。信息科学横向的部门划分也是一大

难题，同其他大部门之间的交叉学科最

难确定，

本书着墨最多的是关于研究人文信

息科学和建立统一信息理论，视之为信

息科学发展的关键。建立统一信息理论

的第一道关卡是定义信息，不解决此问

题，基础理论的信息学无从谈起。社会

信息化在实践上主要取决于信息技术创

新，思想理论的引导有赖人文信息科学

大发展。要实现中国社会信息化，推动

世界信息科学发展，为创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发力，中国信息研究者负有重大历

史使命。《信息》一书为此做了必要的准

备。作为他的读者和信息研究的参与

者，我向作者表示感谢，并寄语学杉：不

忘初心，紧盯目标，带动同道，再创佳作。

表1 信息研究中西对比

主体

起点

目标

文化

基础

西方

充分工业化

改善资本主义

维护西方中心论

西方文化

中国

半工业化

建设社会主义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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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材料超材料：：科技突破新机遇科技突破新机遇

摘要摘要 超材料是一类具有天然材料所不具备的超常物理性质的人工复合材料，这类材料的独特性能来自于它的人工结构而非材

料本身。本文综述了主题为“超材料：科技突破新机遇”的中国科协第99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的多方观点，介绍了超材料

的内涵和外延、研究现状，展望了超材料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超材料；左手材料；光子晶体

超材料是一项新兴的国际重点发

展领域，得到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

重视和支持，美国国防部就把超材料列

为一个颠覆性基础领域。随着中国“十

三五”规划纲要的实施，超材料也被列

为目前应大力发展的领域。2015年 6
月 27—28日，主题为“超材料：科技突

破新机遇”的中国科协第99期“新观点

新学说学术沙龙”在浙江省杭州举行

（图 1）。本次沙龙由中国复合材料学

会承办，40余位分属材料、力学、电子、

纺织、光学、数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来自

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加

沙龙活动，共同探讨超材料行业的研究

现状与发展趋势（图 2）。本文根据中

国科协第 99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

龙”速记整理。

1 超材料的内涵和外延
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的物理学家戴维·史密斯和同事首

次向公众展示了“超材料”的神奇魔力：

他们利用微波技术把一个直径5 cm的

铜制小圆筒成功地隐藏起来。其实，英

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约翰·潘德瑞爵士才

是“超材料”的发明者。20世纪90年代

中期，潘德瑞进行的实验就证明，一排

细小的铜线和铜环对微波的折射率为

负数，而所有天然材料的折射率都为

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负折射理论。

潘德瑞认为，人眼之所以能看见物体，

是因为光线反射的缘故，而未来纳米技

术的发展，使科学家能够研发出一种改

变光线方向的材料，这就是“超材料”。

从材料学角度对超材料下定义可

以认为，超材料是一类具有天然材料所

不具备的超常物理性质的人工复合材

料，而材料的独特性能来自于它的人工

结构而非材料本身。这类材料具有人

工制造出来的单元结构，功能特殊并具

有超常的物理性质，包括左手材料、光

子晶体等。其中左手材料是一类介电

常数和磁导率同时为负数的材料，具有

反向波、负折射系数等反常物理特性。

左手材料虽然物理本质是等效连续介

质，但实际上都是各种人工金属结构，

物理特性决定于结构参数而非组成材

料的特性。直接利用功能材料的本征

物理特性产生负电磁参数进而获得左

手特性，可以大大丰富左手材料的物理

特性，并且将其跳出超材料设计的范

畴，是左手材料领域中的特色研究领

域。光子晶体是一种人工有序微结构

材料，其介电常数在空间周期性变化，

且变化周期与光波相当。该材料具有

可以控制和抑制光子运动的特性，在光

学器件、显示、信息、新能源和国防等诸

多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1 中国科协第99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专家合影

（图片来源：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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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材料研究拓展材料科学视野超材料研究拓展材料科学视野
———访清华大学教授周济—访清华大学教授周济
本刊记者 田恬

在 2010年，《Science》杂志审视了

进入新千年以来的那些改变科学面貌

的进步，评选出了本世纪首个 10年内

的10项重大科学成就。其中大部分成

就集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然而让材料

学领域科学家眼前一亮的，则是“超材

料”在这 10 项成就中占有了一席之

地。在评选中，专家指出，“超材料研

究通过合成具有非常规和光学性质可

调的材料，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开拓了

引导和操纵光线、制造可挑战分辨率

极限透镜的新方法。人们甚至已经开

始研制令物体无法被看见的‘隐形斗

篷’。”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科研人员

加入了“超材料”的研究行列，《科技导

报》采访了致力于在中国推动超材料

研究的周济教授，为我们揭秘神奇的

“超材料”。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究竟什么是超材料

呢，您是如何接触到超材料相关研究

并将之引入国内的？

周济：超材料指的是通过人工设

计基本功能基元实现超常性质的人工

材料。也就是说，超材料是这样一类

材料，他们有奇特的物理性质，而这些

来自于其中的人工结构，而非构成它

们的原材料。

首先说明一下，虽然说我们这个

研究小组是在国内较早开展超材料研

究的小组之一，说这个方向是我们引

进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国内早起开展

超材料研究的课题组有若干个。从我

们这个组的情况看，从常规材料走向

超材料有一定的必然性。我本人多年

从事材料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一直

困扰于自然材料中复杂的结构及其相

互影响对材料性能的制约，使得材料

设计变得十分复杂而缺乏准确性。20
世纪 90年代起，我们就思考能否通过

人工设计的功能单元重构材料来简

化、纯化材料设计，以突破自然材料在

设计和性能提高方面的困境。我们在

国内较早开展光子晶体研究，这种材

料通过光波长尺度的周期结构获得奇

异的光学性质，以及晶格层次的人工

设计，但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能实现“人

工原子”和“人工分子”。后来，人们提

出了metamaterials的概念，我们感觉到

与我们的思路不谋而合。但当时国外

学术界对metamaterials的理解还有点

狭隘。因为早期开展这一工作的科学

家主要是来自电子学、物理学、光学等

领域，他们的着眼点是metamaterial所
带来的超常性能，他们沉浸于这种新

性能所带来的兴奋，而较少去关注这

种设计思想可能对材料科学带来的冲

击。他们中很多人认为metamaterial指
的就是左手材料，并不包括光子晶体

等材料。

我们是较早进入这个领域的材料

科学工作者，跟他们的视角有所不同，

我们看到的是metamaterial这一新概念

在材料设计的方法论意义，并大胆的

将其译为“超材料”，这一概念具有更

宽的内涵，目前国际上已经接受了我

们这种理解，一个标志就是维基百科

上对超材料定义的一次次更新，其范

畴不断扩展，目前的定义基本上就是

我们当初提出的定义。我们当时之所

以将metamaterial译成“超材料”，一是

参考了国外一些学者对这一名词含义

的详细阐述，另外也为了凸显我们所

认识到的这一概念的方法论价值。这

周济，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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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由超材料建构未来世界由超材料建构
祝叶华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超材料是一种特殊的人工复合材料或结构，通过对材料的关键物理尺寸进行结构上的有序设计，可以使其获得自然界材

料所不具备的超常规物理性质。左手材料、光子晶体等超材料在隐身、天线领域有广泛的研究和应用。本文综述超材料的特殊

性能及在军事、民用等领域的应用情况。

关键词关键词 超材料；左手材料；光子晶体

近年来，超材料因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应用前景，逐渐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通过材料设计，超材料可以展现全新的

物理现象，其颠覆性的设计思路，可以提升传统材料性能，突

破资源稀缺的瓶颈。超材料的产生让人类的思维突破传统

思维的框架，不再受限于自然材料参数和功能的限制（图

1）。目前，超材料已在部分领域发挥和拓展了其功能，未来

超材料还会继续渗透到更多不曾预料的领域，给人类社会带

来巨大改变。

1 超材料的发展
“超材料（metamaterial）”是一类具有自然界材料所不具

备的超越材料本身物理性质的等效均匀复合材料或人工复

合结构[1]。metamaterial，其中拉丁语词根“meta-”表示“超出、

另类”等含义，本质上讲，超材料是依据新颖的材料设计思

路，突破多种材料的物理结构表现出来的自然规律的限制，

获得自然界材料所不具备的超常的物理性质的材料（图 2）。

从“超材料”的定义看，目前广泛研究的超材料主要有左手材

料、光子晶体、电超材料、磁超材料等。

1.1 超材料特性

在自然界中，介电常数 ε和磁导率 μ是电磁学中描述媒

质的2个基本物理量，通常情况下ε和μ都是正数，这类材料

遵循右手螺旋定律。但在 1968年，苏联理论物理学家Victor
Veselego提出了一个大胆猜想：如果ε和μ都为负数的话，那

材料就遵循左手螺旋定律，这与电磁学的自然规律相背，对

应的材料被称为左手材料。除此之外，根据媒质的不同，材

料还包括电负材料和磁负材料（图3）。

图1 超材料物质原理（图片来源：新材料在线）

图2 向“错误”的地方弯曲的筷子：左侧为正常的水，

右侧则为假象的透明负折射率液体材料

（图片来源www.extrem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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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超材料研究进展电磁超材料研究进展
梅中磊 1，张黎 1，崔铁军 2

1. 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兰州 730000
2.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工程学院，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96
摘要摘要 简介了电磁超材料的定义、性质和分类，综述了电磁超材料研究的常用等效媒质理论、电磁参数提取方法、电磁超材料的

具体实现方式、二维电磁表面及其机理、电磁超材料的典型应用等研究进展，展望了电磁超材料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电磁超材料；电磁超表面；石墨烯；等效媒质理论；广义斯奈尔定律

1 超材料的相关概念
1.1 定义

电磁超材料（metamaterial），也称为新型人工电磁材料、

新型人工电磁媒质、特异媒质，是通过人工方式加工或合成

的、具有周期或准周期结构以及特异电磁性质的复合材料，

兴起于21世纪初。超材料具有3个重要特征：具有特殊人工

结构、具有超常的物理性质、电磁性质往往不主要决定于构

成材料的本征性质而取决于其中的人工结构。

狭义上讲，最初的电磁超材料指具有负折射率（negative
refractive index）的所谓左手材料（left-handed material）。由

于电磁波在其中传播时，电场、磁场以及波矢呈左手关系而

得名，也称为后向波材料（backward wave material）、双负材料

（double negative material）等，最早由 Veselago 系统提出 [1]。

Veselago 预言了该种材料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电磁特性，如：

负折射现象（2001年被首次实验验证 [2]）、逆Cherenkov 辐射

（2009 年被实验验证[3,4]）、逆Doppler效应等。后面的研究发

现，左手材料还具有其他的新异特性，如逆Goos-Hanchen 位

移[5]，倏逝波放大[6]，完美透镜效应等[7]。

1.2 分类

超材料的分类众多，根据等效媒质电磁特性的不同，可

以按照介电常数、磁导率取值的大小，将材料分为普通材料、

左手材料（具有负的介电常数和负的磁导率，从而具有负的

折射率）[1]、零折射率材料（具有零介电常数或者磁导率，从而

具有零折射率）、零介电常数材料、甚大介电常数材料、零磁

导率材料、甚大磁导率材料、甚大折射率材料、渐变折射率材

料等。理想导体和理想导磁体，可以分别看做介电常数、磁

导率为无穷大的材料[8]。按照实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将超材

料分为传输线型超材料、波导型超材料、石墨烯型超材料、块

状超材料等。按照工作方式不同，可以分为谐振型与非谐振

型超材料。前者工作在谐振区域附近，电磁参数变化范围较

大，但频带较窄，损耗也较大[8,9]；后者远离谐振区域，有较宽

的频带，损耗较小，但参数变化范围也小[10]。此外，还可以按

照工作频段、参数是否可控、空间维数、各向同性/异性等进行

其他分类。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超材料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左

手材料或者负折射率的范围。目前研究者所广泛认同的新

型电磁材料，已经涵盖所有由人工周期/非周期单元结构组成

的、具有新异电磁特性的人工功能复合材料，如梯度折射率

材料、极限参数电磁材料（如: epsilon near zero，ENZ；mu near
zero，MNZ等）、左手/右手复合传输线材料、电磁特性可控材

料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超材料实际上也包含了人们已

经广泛研究的光子晶体材料（photonic crystal，PC）、电磁带隙

材料（electromagnetic band gap，EBG）、频率选择表面（fre⁃
quency selective surface，FSS）等。

2 超材料研究中的等效媒质理论
在电磁超材料的研究中，等效媒质的理论是基础，无论

是人工电磁材料的设计分析，还是电磁参数的提取等都基于

此。在简单的情况下，人工电磁材料的电磁参数可以用解析

的方法进行分析，但通常无法获得解析形式，需要通过全波

仿真或实验测量来研究人工电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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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可调谐超材料吸波体研究进展微波可调谐超材料吸波体研究进展
周倩，殷小玮，张立同，成来飞

西北工业大学超高温结构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72
摘要摘要 随着电磁波干扰防护技术与隐身技术的的发展，吸波材料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介绍了材料的吸波原理、吸波材

料的分类及其特征，总结了超材料吸波体在微波频段的应用研究现状，综述了超材料作为可调谐吸波体的研究进展，展望了超材

料在可调谐吸波体中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可调谐性；微波；超材料；吸波体

吸波材料作为电磁波干扰防护技术与隐身技术的重要

支撑材料，受到世界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已成为国内外研

究的热点[1~4]。超材料不仅能够满足吸波材料要求的“薄、轻、

宽、强”的综合性能要求，而且具有电磁参数可调的优势，为

吸波材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超材料（metamaterials）是一种由亚波长结构单元组成的

新型人工结构材料，具有超常的电磁特性，如负折射率、逆切

伦科夫辐射和逆多普勒效应等[5~7]。这些超常的电磁特性使

超材料在超分辨率成像、隐身斗篷、极化转化器和完美吸收

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潜质[8~11]，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

究。自 2008年Landy等[11]首次设计了微波超材料吸波体，实

现高达96%的电磁波能量吸收以来，其他研究者针对不同频

段（包括微波频段 [12]、太赫兹频段 [13]、红外频段 [14]和可见光频

段[15]）的超材料吸波体进行了大量研究，开发了超材料吸波体

在隐身、探测、成像、传感器和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应用。此

外，为拓宽超材料吸波体的应用范围，就必须实现其可调谐

性，即智能化吸收，这也是吸波材料目前研究的重要热点。

由于微波频段的波长相对较长，其可实现性相对容易，

因此适用于微波频段的超材料最先得到研究，并且已从最初

的理论研究逐步发展为应用研究。本文介绍吸波材料的吸

波原理、分类及特征，综述微波频段超材料吸波体的研究进

展，归纳微波频段超材料吸波体的主要调谐方法。

1 吸波材料
1.1 吸波原理

不考虑散射的情况下，吸波材料的吸收率A(ω)为
A(ω) = 1 -R(ω) - T(ω) （1）

其中，R(ω)为反射率，T(ω)为透射率。

如图1所示，假设电磁波从吸波材料的左端口1入射、从

右端口2透射，则R(ω)和T(ω)可表示为

R(ω) = ||S11
2

（2）
T(ω) = ||S21

2
（3）

通常采用反射系数（RC）来描述材料的电磁吸波性能[4]

RC = 10 lg( )PR PI （4）
其中，PR和PI分别为反射的电磁波能量和入射电磁波能量。

RC值越小表示入射电磁波被反射的越少，材料的吸波性

能就越好，当RC=-10 dB时，仅 10%的电磁波被反射，90%的

电磁波被吸收。

理想吸波材料需要同时满足阻抗匹配、衰减 2个基本原

则[16]：1）阻抗匹配原则。材料表层和空气的阻抗匹配，以减

少电磁波的反射，要求材料的复介电常数和复磁导率接近；

图1 电磁波入射条件下吸波材料的散射参数

Fig. 1 Scattering parameters of absorbing material under
incident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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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采用立绒织造方式，以银纤维纱线作为导电结构单元材料，制备了基于U型立绒单元的立体周期结构频率选择纺织品。

与具有U型底部长度同样尺寸的平面偶极子周期结构织物相比，U型立绒在偶极子两个端点沿Z轴向空间延伸。U型立绒立体

周期结构织物在2~18 GHz内具有双频点谐振效应；谐振频率随着U型底部连通长度增加向低频移动，在同样的底部长度下，U
型个数不影响谐振频率；银纤维构成的结构单元织物比不锈钢纤维纱线具有更加尖锐的谐振峰。进一步实现了基于银纤维纱线

的、簇集U型立绒构成的十字体结构单元频率选择织物，表明立体周期结构织物具有丰富的灵活可设计性。

关键词关键词 U型立绒；立体周期结构；频率选择织物；立体纺织品

结合人工电磁媒质的周期结构，采用纺织加工手段，以

导电纤维和常规纤维纱线分别作为导电结构单元和介质单

元，制备具有特殊电磁功能的轻质柔性电磁纺织材料[1]，将电

磁学和纺织材料学结合起来，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意

义，且在雷达吸波材料、通信窗、织物天线、柔性功能服装等

应用领域具有实用价值[2,3]。2012年以来，基于周期结构的频

率选择织物（FSF）得到了关注，国内外几乎同时开展了相关

研究。采用丝网印刷[4,5]、机织[6]、纬编针织加工[7,8]、刺绣[9,10]、选

择性化学镀[10]、喷墨打印[11,12]等纺织加工技术手段，制备了各

种具有带通或带阻特性的平面周期结构纺织品（2D FSF），并

对其频率响应特性进行了初步研究。

上述研究都集中于平面纺织材料。与二维周期结构电

磁媒质相比，三维周期结构电磁媒质具有更好的角度稳定

性、多频响应特性和灵活可设计性，目前基本采用金属和硬

质材料制备[13~16]。2013年初，施楣梧课题组提出了电磁功能

纺织材料的研究思路[1]，同步开展了基于平面和立体周期结

构纺织品的研究[17]，提出了制备立体周期结构频率选择织物

（3D FSF）的方法和基本思路[18~20]。基于前期研究，结合纺织

加工技术特点，本文对比U型立绒立体周期结构织物和平面

偶极子周期结构织物的差异，探讨立绒周期结构中织物U型

底部结构、结构单元所用材料及其细度对频率响应特性的影

响，以实现基于簇集U型立绒的十字体立体周期结构织物的

制备。

1 实验设计
1.1 偶极子平面和U型立绒立体周期织物的样品比较

为了比较平面偶极子周期结构和独立U型立绒立体周

期结构织物的差异，采用裸铜丝模拟真实织物结构，制备了

平面偶极子周期结构模型样品，其模型及样品如图 1所示。

采用对应的结构参数和材料模拟立绒织物结构，制备立体U
型周期结构，其模型及样品如图2所示。制备样品的具体参

数见表1。

图1 平面偶极子模型示意及样品

Fig. 1 Diagram and sample of planar dipole unit
fabric model

（a）平面偶极子织物模型示意 （b）偶极子平面织物模型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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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超材料是近十几年来国际研究的热点，其中介电常数和磁导率同时为负数的左手材料是最典型一类代表，具有反向波、负

折射系数等反常物理特性。左手材料虽然物理本质是等效连续介质，但实际上都是各种人工金属结构，物理特性决定于结构参

数而非组成材料的特性。直接利用功能材料的本征物理特性产生负电磁参数进而获得左手特性，可以大大丰富左手材料的物理

特性，并且将其跳出超材料设计的范畴，是左手材料领域中的特色研究领域。其中，基于铁磁介质的左手材料近年来已有较多研

究。本文对基于铁磁介质的左手材料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关键词关键词 左手材料；铁磁介质；负磁导率；负介电常数；负折射率

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主要取决于介质的介电常数ε和

磁导率μ。对于自然界中的大部分材料来说，其ε和μ同时为

正。有少部分材料在某些状态下会出现ε或 μ为负的现象，

如等离子体及位于特定频段的部分金属。当ε或μ其一为负

时，折射率 n = εμ 为虚数，这意味着在这种材料中电磁波只

能是消逝波（evanescent waves），因此电磁波只能在折射率为

实数的材料中传播。介电常数和磁导率同时为负的材料构

想起源于苏联物理学家 Veselago 对于左手材料的理论推

测[1]。Veselago指出，当介电常数和磁导率同时为负时，电场

矢量、磁场矢量以及波矢之间不再遵循经典电磁学基础的右

手定则，而呈现出左手关系。这种奇特的物理特性带来了许

多反常效应，如负折射效应、逆多普勒效应、反向波特性、完

美透镜效应以及反常古斯汉森位移等，但是此后 30余年，人

们在各种天然材料中都没有找到ε和 μ同时为负数的材料。

直到1996年，Pendry等先后指出周期排列的细导线阵列能够

在微波波段展现出负介电常数效应[2]和周期放置的开口谐振

环（SRRs）阵列可以代替磁性材料在微波波段展现出负磁导

效应[3]。此后，Smith等[4]设计了周期性排列的细导线和 SRRs
组合阵列，利用人工金属结构组成了一维的左手材料和二维

的左手材料，并通过棱镜实验验证了异常折射的现象，即负

折射率现象。此后国际上产生了左手材料的研究热潮，左手

材料的实验证明还被《Science》评为 2003年十大科学进展

之一。

这种具有人工设计的结构、具有天然材料所不具备的超

常物理性质的复合材料，被称作超材料（metamaterial）。超材

料一经出现马上成为近十几年来国际研究的热点，在物理、

材料、电磁、光学领域受到了极大关注，其中左手材料是出现

最早、最典型的一类超材料。

传统的左手材料都是各种金属结构组成的超材料，其反

常物理特性不取决于组成材料的本征性能，而是由超材料的

人工结构单元决定，且其结构单元尺度远小于与其作用的电

磁波波长。因此，超材料虽然看起来是各种人工结构单元，

但其物理本质是有效连续介质。左手超材料的频率，取决于

其结构尺寸，因此频率向光频提升对加工技术的要求将越来

越高；对于常规的基于金属结构的超材料而言，结构一旦固

定，其性质及其频率关系便已确定，很难通过外场实现调制，

限制了其在器件中的应用；而且金属的高损耗也给左手特性

的实际应用带来的很大的困难。近几年利用功能材料本征

物理特性中的各种电磁共振产生负ε或μ进而获得左手特性

逐渐形成一个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左手材料将不再完全

依赖于超材料设计，而且引入功能材料可以进一步丰富左手

材料及器件的多功能性。其中，利用铁磁介质的铁磁共振实

现负μ构造左手材料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近几年来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

1 铁磁介质中的负磁导率
铁磁介质中的负磁导率最早是由Thompson在1955年通

过铁磁体在外加磁场的情况下实现的。铁磁物质的磁化强

度M在有效磁场Heff（包括外加恒磁场、交变磁场、退磁场、各

向异性等效场、交换作用等效场等）的作用下，围绕Heff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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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对几种国产黑色蝴蝶蝶翅的光学性能和微观结构进行了表征，发现在黑色蝶翅中微结构带来的吸收增强现象普遍存在，

分析了蝶翅微结构吸收增强的一般性机理。基于这一机理，采用碳包覆二氧化硅微球吸收剂制备了仿蝶翅结构超黑涂层；经过

优化涂层配方，其太阳吸收比达到0.9773，明显高于使用类似化学成分配方的传统黑漆。

关键词关键词 蝶翅微结构；超黑涂层；仿生

数以亿万年激烈的生存竞争使生物体对资源的利用达

到了极致的程度。生物体中的各种材料往往具有精细复杂

的微观结构，从而表现出令人惊叹不已的力学、热学及光学

性能。以蝴蝶为例，五颜六色的蝶翅拥有典型的分级结构，

在使用最少材料保证了力学性能的同时，实现了包括超疏

水、自清洁、化学感应及色彩增强等多重功能。

黑色在蝴蝶蝶翅中普遍存在，并不显眼，但黑色蝶翅在

温度调节和颜色对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蝶翅的黑色并不

只来源于色素，2004年Vukusic首次发现雄性天堂凤蝶蝶翅

鳞片上的微米级结构有在较宽波段上增强吸收的作用[1]；与

之前广泛研究的蛾眼减反结构相比[2~5]，蝶翅的微结构更加复

杂，因此复制其结构也更加困难。

菲涅耳定律决定了常规材料制备的黑色涂层将会具有

4%~5%的反射率，这难以满足光学仪器、遥感、天文观测等领

域对更高吸收率涂层的需求，因此多年来研究者们不断采用

新原理和新方法制备吸收率高于 96%的超黑涂层。蝶翅的

吸收增强给予了超黑研究者们新的思路，娄帅[6]将带有减反

结构的金裳凤蝶蝶翅进行真空碳化，制备了带有脊孔的超黑

非晶碳构造，在可见光范围（380~795 nm）的反射率低于1%；

陈挺[7]使用天然的玉斑凤蝶和绿鸟翼凤蝶蝶翅做为模板，在

其上沉积了镍磷涂层，有效复制了其多级结构，并获得了较

低的反射率；张荻等使用天然蝴蝶翅膀为模板制备了多种仿

生有序结构，并在太阳能电池[8]、光解水[9]、表面拉曼增强[10]等

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利用天然蝶翅做为模板虽然可

以较好地复制复杂结构，但这种方法不具有工业规模的可

行性。

因此本文拟对蝶翅陷光机理进行分析，并基于这些机

理，结合可行的制备工艺对蝶翅微结构进行简化，以期设计

并制备出仿蝶翅机理超黑涂层。

1 蝶翅超黑机理分析
对几种产于中国的带有黑色区域的蝶翅进行了光学表

征和微观形貌表征，发现微观结构带来的吸收增强效果存在

普遍性。蝶翅扫描电镜图像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这几种蝴

蝶的蝶翅微观结构虽然细节上各有不同，但却体现出了很大

的共性。这几种蝴蝶蝶翅表面都覆盖有长条状的鳞片，鳞片

表面生长有宽度约 500 nm的长条状的脊，脊的间距约为 2~
3 μm，脊之间由厚度约为 50 nm的肋板构成蜂窝状结构，蜂

图1 几种蝶翅黑色区域扫描电镜照片

Fig. 1 SEM images of black regions of butterfly wings

（a）碧凤蝶 （b）深山珠弄蝶 （c）柑橘凤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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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随着微机电系统（MEMS）的微型化，由Casimir吸引力导致的器件黏附失效极大影响了MEMS的应用，如何减小Casimir
吸引力甚至将其转化为斥力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Casimir力的物理起源、理论计算方法、材料电磁参数的影响规律

及电磁超材料在Casimir力调控方面的应用等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Casimir斥力；微机电系统；电磁超材料；外场调控

荷兰物理学家Hendrik Casimir于 1948年理论预测了绝

对零度下真空中2块不带电理想导体平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

吸引的作用力[1]，即Casimir效应。该相互作用力起源于真空

零点能的变化。量子谐振子的基态能量不为零，而其基态能

量对应场的基态能量。在物理定义的真空中，即所有场都处

于基态的状态下，能量同样不为零。在其中放置理想导体将

引入新的边界条件改变原有的电磁场模式，使真空零点能发

生变化，此时的能量总和即为Casimir作用能。该效应被认为

是验证真空零点能量存在的重要证据之一，通常表现为吸引

力，当 2个宏观物体之间的距离小至微米和亚微米量级时，

Casimir 力将占主导作用。这种现象会导致微机电系统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MEMS）、纳 机 电 系 统

（nan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NEMS）中结构件的黏附失

效。因此，Casimir力的大小及从吸引到排斥的调控的相关研

究激发了研究者的极大热情。

自Casimir现象提出以来，一大批学者对其理论计算和实

验验证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涨落-耗散

理论和散射理论等的应用使Casimir的理论计算在对不同介

质的适用性方面得到长足发展[2,3]，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的应用

进一步将计算范围扩大到任意形状的物体[4]。在实验测量方

面，利用AFM和精密扭摆等验证Casimir现象的存在及理论

计算正确性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达到 1%的精度[5~8]。理

论研究发现将两种材料浸没在特定液体中可以获得排斥力，

Munday等的实验验证了这一预测（图1）[9,10]。然而，实验验证

图1 两种材料浸没在特定液体中得到排斥效果

Fig. 1 Repulsive Casimir force between solid materials in liquid

（a）理论预测 （b）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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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利用含时波包法研究并且首次量化了强飞秒泵浦-探测激光场中泵浦场强、泵浦波长和脉宽对三态梯度型K2分子态布居

数的影响。泵浦场强、泵浦波长和脉宽影响Rabi振荡，而Rabi振荡的变化又导致了基态和激发态布居数周期性变化。量化这3
个激光场参数对激发态布居数的影响验证了此周期性变化规律，表明变化频率随着泵浦场强和脉宽的增大而变化。研究表明调

节激光场参数可实现对态布居数的选择性分布，可以为实验上实现分子的光控制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含时波包法；三态梯度型K2分子；态布居数；Rabi振荡

利用超短激光脉冲控制原子/分子的布居数转移是激光

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1~3]。研究发现激光场

强、波长、脉宽和延时等激光参数影响原子/分子的布居数转

移[4-24]。理论和实验上已有对不同构型的多态原子/分子体系

的研究。

Yan等[4]研究了分子转动对Li2分子布居转移和布居角分

布的影响。Wollenhaupt等[5]和Yuan等[6~8]研究了场强、脉宽、

延时和波长对Na2分子基态、激发态布居数的影响。Yao等[9~11]

对三态/四态K2分子的量子调控研究认为场强、泵浦波长可以

控制缀饰态的选择性布居。Zhang等[12]对NaLi分子飞秒动力

学研究发现激光场强和波长通过影响非绝热耦合强度从而

影响布居数的转移效率。Ma等[13]对NaRb分子的研究表明，

波包在激发态势能面上的运动具有周期性，场强影响各态布

居。Xiong等[19]研究了波长对CsI分子激发态布居的影响，认

为激发态布居数均在共振激发波长处达到最大，非绝热耦合

对态布居数有较大影响。Meng等[20]认为延时影响RbI分子光

电子能谱谱峰的峰度、位置以及离子信号布居。Miao等[21]和

Arasaki等[22]对NaI分子的研究表明延时影响态布居数，总离

子信号随延时呈周期性变化。Ma等 [14]、Wang等 [15]和Meng
等[16~18]对NO的研究认为，场强、延时和脉宽影响态布居数，布

居数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Miao等[23,24]研究了延时对 I2-
阴离子光电子能谱和基态、激发态布居数的影响，研究表明

延时改变谱峰的位置和峰高，总光电子信号随着延时的增加

呈周期性变化。

目前尚未有三态梯度型K2布居数转移的研究报道。本

文采用含时波包方法，研究泵浦场强、泵浦波长、脉宽这 3个
激光参数对三态梯度型K2分子基态、激发态及电离态布居数

转移的影响。

1 基本理论
如图1所示,本文采用K2分子的三态模型：基态(|X〉1g

+)、
激发态|B〉(|B〉1g

+)和电离态|X+〉(|X〉2g
+)[9,10,25]。泵浦激光将初

始处于基态|X〉势能面上的K2分子激发到激发态|B〉势能面

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延时，探测激光将处于激发态上的分子

电离到电离态，并释放出光电子。

图1 K2分子的势能曲线

Fig. 1 Potential curves of K2 molec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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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eNi-Fe氧化物复合磁性纳米微粒及其氧化物复合磁性纳米微粒及其
磁性液体的磁化性质磁性液体的磁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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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用共沉淀法制备了Ni-Fe氧化物复合磁性纳米微粒，并采用Massart法合成了无表面活性剂的离子型磁性液体。用X射
线衍射仪（XRD）、X射线能谱仪（EDX）、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分别对其微粒结构及粒径进行分

析，并用HH-15振动样品磁强计（VSM）测量了磁性微粒和磁性液体的磁化强度，分别用Langevin理论和类气压缩模型对磁性

液体磁化曲线进行拟合。实验结果表明，Langevin理论曲线与实验曲线有较大偏差，而类气压缩模拟的曲线与实验曲线拟合的

较好，且压缩参数γ随磁性液体体积分数的增大而增大。应用场致团聚效应解释了Ni2O3/γ-Fe2O3磁性液体的磁化性质。

关键词关键词 磁性液体；磁化强度；团聚体

磁性液体是由纳米量级（10 nm左右）的磁性微粒分散在

一定的基液中构成的胶体体系，具有液体的流动性和固体的

磁性，可通过磁场调控其黏滞度、光学等物理性能，是一种新

型的功能型材料。磁性液体的可控性质主要取决于其磁特

性[1]。合成磁性液体的磁性纳米微粒通常为 Fe3O4、γ-Fe2O3、

CoFe2O4等单相纳米微粒[2]，采用复合磁性纳米微粒合成磁性

液体还鲜见文献述及。

磁性纳米微粒由于范德瓦耳斯力和静磁作用存在着自

发团聚趋势。为了防止微粒的自发团聚可通过在微粒表面

包裹表面活性剂或者使微粒表面带电[3]以阻止其微粒的自发

团聚。

本研究采用使微粒表面带电的Massart法[4]制备Ni-Fe氧
化物复合磁性纳米微粒磁性液体，测量纳米微粒及其磁性液

体的磁化性质，分别用Langevin理论和类气压缩模型[5]对不同

体积分数下的磁性液体进行拟合，并从其微观结构上进行机

理分析。

1 实验制备
本研究中磁性纳米微粒的制备步骤分为两步。首先，将

FeCl3 ·6H2O（0.04 mol, 100 mL）和 Ni(NO3)2 ·6H2O（0.02 mol,
100 mL）溶液充分混合，再加入适当比例的NaOH（0.35 mol,
500 mL）溶液，加热至沸腾。保持沸腾1 min后，静置2 h使其

自然冷却，然后清洗，去掉溶液中多余的离子，直到pH=7。经

沉淀、干燥后得到前驱体。然后，将上述前驱体倒入 FeCl2·

4H2O溶液中，加热至沸腾，保持沸腾30 min，自然冷却后再进

行离心，去掉多余水分。最后用Fe(NO3)3·9H2O进行处理，用

丙酮脱水、干燥后，即得到所需的Ni-Fe氧化物复合磁性纳米

微粒。

将制得的Ni-Fe氧化物复合磁性纳米微粒分散于一定浓

度的HNO3水溶液中，以配制一定体积分数的磁性液体。本

研究中首先配制体积分数为2%的母液，然后进行逐次稀释，

得到体积分数ϕ分别为0.6%、0.8%、1.0%、1.2%的磁性液体进

行测量。

通过X射线衍射仪（XRD）分析微粒的结构、X射线能谱

仪（EDX）分析微粒的成分、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定性

和定量的分析微粒的成分，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进行

微粒形态观察和粒径分析，用HH-15振动样品磁强计（VSM）
测量了磁性微粒和磁性液体的磁化曲线。

2 实验结果
2.1 XRD、EDX、XPS分析

分别用X射线衍射仪、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仪、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对共沉淀制得的Ni2O3/γ-Fe2O3复合磁性纳

米微粒结构成分进行分析，获得XRD衍射谱（图 1）、EDX图

谱（图 2）以及定量测量结果（表 1）、XPS图谱（图 3）以及根据

结合能得到的定性分析结果（表2）。
经XRD分析，γ-Fe2O3微粒衍射峰比较清楚，而Ni2O3微粒

衍射峰不清楚。经EDX分析，样品中有Ni和Fe元素，且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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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异常黑胆质证大鼠模型的生物学哮喘异常黑胆质证大鼠模型的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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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了维医证候研究逐步走向标准化和客观化，采用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为基础的代谢组学技

术对哮喘异常黑胆质证动物模型体内代谢变化信息与临床患者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分别选择哮喘异常黑胆

质证大鼠模型和临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集血浆样本，通过NMR测试其氢谱，并采用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法（orthogonal
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OPLS-DA）进行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与健康志愿者相比，临床患者血浆中亮氨

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和丙氨酸含量明显降低；与脂代谢相关的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和不饱和脂类在患者体内明显降低，而乙

酸、丙酮、乙酰乙酸和肉碱含量明显升高；谷氨酰胺在患者体内明显的升高，而肌酸、肌酸酐、鲨肌醇和乳酸明显下降。对动物模

型而言，健康对照组与2种模型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浆中与脂代谢相关的代谢物以及乳酸、肉碱和谷氨酰胺含量的变化趋势与

临床患者一致，但氨基酸含量的变化相反；异常黒胆质证模型大鼠与哮喘异常黒胆质证模型大鼠相比较，只有丙氨酸和肌酸酐含

量在哮喘异常黒胆质证模型大鼠血浆中明显比前者低。研究表明，虽然氨基酸的代谢变化在模型大鼠和临床患者体内有所不

同，但是与脂代谢相关的代谢物含量的变化趋势一致。氨基酸代谢的不同可能与模型制作过程中环境的剧烈变化有关。脂代谢

相关的代谢物可作为临床患者与动物模型共同的异常黑胆质证代谢标志物。

关键词关键词 维吾尔医学；异常黑胆质证；哮喘；动物模型

证候理论是维吾尔医学体液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证候动

物模型是揭示证候生物学基础的有力工具，所以模型的评价

依据必须与临床诊断依据一致。维吾尔医学对证的诊断手

段主要包括问、触、叩、切等[1]。通过这些方法在患者身上可

以得到完整的病例资料，并做出准确的辨证诊断。但是，对

动物模型要想得到病例资料并作出辨证诊断，困难较大。在

同一疾病状态下，实验动物与人类有着相似的病理生理基

础，即在病理生理变化层面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以临床在

病证结合条件下证候的诊断标准为依据，通过将患者的证候

诊断指标与动物表征指标的相同生理病理意义进行比较，可

对患者与动物模型证候属性进行同质性研究。

代谢组学是动态和多参数测量生命体对病理生理性刺

激应答的一种新型学科[2]。核磁共振（NMR）作为一种新型、

高效、重现性好和非破坏性的代谢组学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

到疾病生物标志物的发现、诊断和预后评价等领域[3~6]，同时，

也正在成为传统医学理论现代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手段[7~11]。

本研究以异常黑胆质证为研究对象，建立哮喘异常黑胆

质证动物模型，收集模型的血浆代谢物变化信息，阐述异常

黑胆质证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代谢网络变化特点。同时，将病

证结合动物模型相关代谢变化信息与临床患者相比较，揭示

哮喘异常黑胆质证动物模型代谢变化特点与临床患者之间

的异同点。

1 方法与材料
1.1 临床样本选择

选择 2013年 6月至 2014年 6月之间在新疆医科大学第

四附属医院诊治的哮喘异常黑胆质证患者 38例，另有 39名
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选择的标准包括个人无心血管疾

病、肝病、肾病或炎症性疾病。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46.3±
12.1）岁（年龄范围 20~65岁）。异常黑胆质证患者的体液分

型根据维吾尔医学体液分型的分类标准确定[1]。收集患者早

餐前空腹血液并分离血浆，保存在-80℃冰箱中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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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SBS改性沥青在使用过程中，经受热、氧、光及交通荷载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其路用性能随之劣化，研究其老化行为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分析了SBS改性沥青老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阐述了沥青老化性能评价指标与方法，综述了SBS改性沥青热-氧、

热-光-氧老化机理，表明SBS改性沥青老化过程伴随沥青的老化和SBS的降解，轻组分向重组分转变；改善SBS的聚合结构、

掺入纳米复合材料等稳定剂是延缓SBS改性沥青老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 道路工程；SBS改性沥青；老化机理

沥青材料是由高分子碳氢化合物及其非金属（氧、硫、

氮）衍生物组成的混合物，其基本组分为饱和分、芳香分、胶

质、沥青质[1]。为了提高沥青综合路用性能，常掺苯乙烯-丁
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SBS）进行改性。SBS嵌段弹性体相

吸收沥青中的轻质组分，可溶胀至它初始体积的9倍[2]；当达

到较理想的改性效果时，形成沥青组分相和 SBS相交联互锁

的双连续相胶融体[3,4]，改性效果最佳。SBS改性沥青因其优

良的高低温性能，被广泛应用于高等级公路沥青路面工程。

道路沥青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氧、阳光的作用，沥青常发

生老化反应而变得脆硬，进而影响沥青的低温性能及疲劳耐

久性，在交通荷载及温度应力的作用下易发生裂缝 [5,6]。因

此，沥青材料抗热、氧、光老化性能备受关注。

目前，针对SBS改性沥青，尽管《JTG E20-2011 公路工程

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7]对其短期、长期热氧老化性能

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方法，国内外学者也采用不同研究手段及

方法探索其老化机理，但对SBS改性沥青老化行为和抗老化

措施缺乏深层次、系统地研究。本文分析SBS改性沥青老化

影响因素和评价方法，总结SBS改性沥青老化机理研究进展，

提出抑制或延缓SBS改性沥青老化的途径。

1 沥青老化影响因素
受环境、分子结构、使用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高分子

材料常发生热、氧、光降解，促使材料老化[8,9]。沥青材料在加

工、运输、拌和、摊铺、碾压及使用过程中，在环境因素的作用

下，常发生挥发、氧化、解聚、断链等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产

生持续的老化过程。在沥青混合料拌和生产、铺筑过程中，

沥青主要表现为热氧老化；在沥青路面使用过程中，由于受

到热、氧、光、交通荷载及水的交互作用，主要表现为热-氧老

化、热-光-氧老化。此外，SBS的聚合结构，如嵌段比、聚合物

分子量、聚丁二烯相饱和度等对 SBS相的老化性能产生重要

影响[10]，从而影响改性沥青整体的老化性能。

2 老化性能评价方法及指标
2.1 短期热氧老化

对于改性沥青的短期热氧老化，《JTG E20-2011公路工

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7]中提出采用薄膜加热试验

（TFOT）和旋转薄膜加热试验（RTFOT）（图1、图2）（其中薄膜

加热试验温度保持在（163±1）℃、恒温5 h，旋转薄膜加热试验

温度也为（163±0.5）℃、恒温 75 min），以老化前后的质量损

失、针入度比、黏度比、老化指数、老化残留物的延度值等指

标评定其老化性能，模拟沥青在加热、混合料拌和、储运及铺

筑过程中的老化过程。薄膜加热试验（TFOT）和旋转薄膜加

热试验（RTFOT）是同一性质的试验，但试验条件不同。美国

等在沥青标准中规定，旋转薄膜加热可以用薄膜加热试验替

代，旋转薄膜加热试验更加接近沥青混合料拌和时的实际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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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严寒地区村镇物理环境研究进展中国严寒地区村镇物理环境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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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室外物理环境是严寒地区村镇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交通噪声凸显、传统声景消失、风环境恶劣是村镇物理环境建设中亟待

解决的主要问题。本文从村镇噪声控制、乡村声景营造和村镇风环境改善等方面，概述“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的研究

进展，并从村镇用地形态、规划布局模式、主干路等级及形式、住宅院落设计、绿化植物配置、保护利用自然声等方面,提出相关的

改善技术及策略。

关键词关键词 严寒地区；绿色村镇；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与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密

切相关，其中声环境、光环境、热环境等直接影响人体的舒适

性及建筑的能源消耗。营造健康舒适的村镇物理环境，就是

使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因子对人的刺激作用调节到人们的

实际需求，即提供适宜于从事户外活动的环境条件的“舒适

区”[1]。因此，以营造舒适物理环境为切入点进行村镇规划、

院落及景观环境设计，是建设健康舒适的绿色村镇的重要

途径。

目前关于物理环境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空间，采用观

测实验、数值模拟、信息分析等技术进行物理环境分析、改善

与评价方面的研究。在观测实验方面，针对所在区域的气候

条件、城市空间特征及影响物理环境的主导因素，选择典型

的城市区域进行现场测试研究[2~4]。由于现场测试中复杂条

件的限制，许多研究进行了缩尺模型实验，并与实测数据进

行了对比与分析，如风洞试验[5,6]、声学缩尺模型试验等[7]。在

数值模拟方面，主要是根据特定区域特点、环境特征，并考虑

多因素的耦合作用，进行模拟研究 [8,9]。在气候、环境与城市

空间之间关系的研究中，Halstead[10]运用计算机对城市微气候

进行了模拟研究，Wong等[11]通过CFD技术模拟分析了城市街

道和建筑群几何尺度变化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Kang[12]利

用噪声图技术比较了英国和香港城市声环境的不同，并从主

客观两个方面对环境噪声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舒适度评价

方面，采用现场测试、模拟仿真技术等多种手段，建立了气候

适应性的室外舒适度评价模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舒适度

指标，如Nikolopoulou等[13]通过问卷访谈、人们活动的观察和

物理环境测试的方式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了物理环境对人体

热感觉、喜好等的影响；Southworth等[14]通过对不同人群进行

声景感受的调查，分析了声音的各种特性及相对应的声喜

好。这些成果均是针对特定地区的气候、环境、人文及社会

条件而开展的研究，针对严寒地区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本文基于目前进行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严寒地区村镇物理环境改善技术的研

究方法、研究内容及成果。

1 研究方法
由于受地域气候特点、经济发展条件、农业生产方式及

农民生活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严寒地区村镇具有不同于城市

及其它地区村镇的明显特征。为了掌握严寒地区村镇建设

的基本情况，选取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4个省份

15个乡（镇）的 42个村落进行调研、分析及研究（图 1），研究

方法主要采用现场测试、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统计分析及数

值模拟等。

图1 调研区域分布

Fig. 1 Locations of the surve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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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区生态边坡抗冲刷试验研究青藏高原地区生态边坡抗冲刷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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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减少交通工程建设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降雨特性，制定了3个地区的暴雨公式；用青藏高

原典型土壤进行了裸土、纯草皮、三维网草皮的边坡冲刷试验，获得了两种草皮的抗冲刷流速，并与西安黄土的抗冲刷流速进行

对照；考虑坡面微地形的影响，将坡面水流概化为抛物线形浅沟流，通过现场实测确定了相关参数；计算了西宁、玉树、拉萨、德令

哈4个地区的边坡水流参数，并结合室内冲刷试验结果，提出适用于4个地区的生态边坡防护方案。

关键词关键词 青藏高原；生态边坡防护；冲刷试验；暴雨公式；浅沟流

青藏高原地区海拔高，气候环境恶劣，生态系统脆弱[1]。

为了改善青藏高原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近年来修建了许多

公路、铁路和机场，这些工程往往产生大量的高边坡。传统

的边坡防护以圬工砌体为主，包括拱形砌石护坡、菱形砌石

护坡等，这些护坡不但造价高，而且需要开采大量的砂石，对

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与周围环境也不够协调。

20世纪30年代国外已开展生态边坡的研究，目前在国内

外许多工程中已广泛应用[2]。但生态边坡的设计、施工仍存

在许多问题：一是生态边坡的抗冲刷能力问题，钟春欣等[3]曾

开展室内试验，研究了草皮的抗冲刷能力，但各地土壤有较

大区别，草皮的品种、密度也不同，导致抗冲刷流速有一定差

异；二是坡面流速计算方面，一般假设坡面为均匀的平面，利

用水力学公式推导计算流速，但实际坡面往往有一定起伏，

导致水流集中在相对较低的地方，形成浅沟流，使流速明显

增大，对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很好研究；三是各地的暴雨特性

不同，降雨强度有很大区别，没有一个普通适用的坡面防护

设计方案。

本文结合青藏高原实际，对青藏高原 4个地区的多年降

雨资料进行收集，自行制定暴雨强度公式，同时将针对高原

地区的土壤和草种开展裸土冲刷及生态坡面冲刷试验，获得

草皮边坡抗冲刷流速；根据实测的坡面微地形参数，获得浅

沟流流速计算的公式；并计算不同坡率下浅沟流的流量和流

速，最终提出适合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边坡防护方案。

1 青藏高原地区降雨特征分析
暴雨特性对边坡冲刷有较大影响。青藏高原地区年降

雨量总体不大，除东南部年降雨量超过 1000 mm，西北部年

降雨量小于 200 mm，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在 200~600 mm[4]。

降雨强度也比较小，年最大 60 min 降雨量均值大多在 5~
20 mm，年最大10 min降雨量均值大多在4~8 mm[5]，远小于中

国东部地区。这对生态边坡防护既有利又有弊。有利的方

面是降雨强度较小，坡面的流量和流速都比较小，不容易引

起边坡冲刷。不利的方面是降水总量比较小，加上天气寒

冷，草皮生长缓慢，在雨季来临前草皮比较稀疏，抗冲刷能力

弱，部分干旱或特别寒冷地区草皮难于生长。

暴雨强度对坡面冲刷有重要影响，一般用暴雨强度公式

表示：

a = A +C lgN
(t + b)n （1）

式中，a为平均暴雨强度（mm/min），t为降雨历时（min），N为

暴雨的重现期（年），b、A、C为地区参数。

由于青藏高原地区降雨资料缺乏，大部分地区没有暴雨

强度公式。目前西藏和青海两省（区）只有西宁市有暴雨公

式[6]。为此，我们收集了青海玉树、德令哈、西藏拉萨等地的

降水资料，自行推导了这些城市的暴雨公式。玉树、德令哈

主要收集当地气象站或水文站短历时降雨资料，历时 10~
120 min，资料年数为23~30年，采用年最大值法选样，通过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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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大气降水是水循环的输入项，其同位素特征是示踪水汽来源及运动路径的有效工具。利用北疆4个大气降水观测站的同

位素数据，结合HYSPLIT模式，重点分析了北疆大气降水同位素特征。区域大气降水线方程δD =7.3δ 18O+3.5，反映了新疆独特

的干旱气候环境。受不同降水水汽来源影响，天山及阿勒泰2个地区降水同位素特征表现不同。天山地区受西风带水汽季节性

漂移的影响，氘盈余夏季低冬季高，成“V”型；阿勒泰地区常年受北冰洋水汽影响，氘盈余年内变幅不明显。尽管δ 18O均表现为

夏季富集、冬季贫化，但多年均值差异明显，该差异也使得利用同位素确定地下水补给来源成为可能。准东盆地东天山附近地下

水主要受到来自东天山的大气降水补给，而北侧自流区地下水同位素相对贫化，与阿勒泰站大气降水同位素及氘盈余特征相似，

结合地形、水文地质条件等特征，认为该区主要受克拉美丽山大气降水补给。

关键词关键词 大气降水；稳定同位素；氘盈余；水汽来源；北疆；地下水补给

环境同位素是指天然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同位素，如氘

（2H或D）、氧-18（18O）、氚（3H或T）以及放射性碳（14C）等，它

们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水体中[1]。特别是氢氧同位素作为水

分子的直接组成成分，可直接参与水循环过程，因而是水循

环的一种良好天然示踪剂。由蒸发、凝结、降落和径流等过

程形成的水体，在运移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同位素分馏，

因而具有不同的同位素特征，如受蒸发过程的影响水中稳定

同位素 18O和 2H较为富集。因此，水中环境同位素记录了水

循环的过程信息，是研究区域水文循环的理想手段。

降水中的稳定同位素（18O/16O和 2H/1H）是研究水文和气

象过程的重要工具[2-3]。由于影响降水同位素的因素较少，其

分馏过程（水汽凝结、水的蒸发、冰的升华以及大气的再循

环）可以准确量化，且它们本身就是水分子的组成部分，因

此，稳定同位素可作为水汽来源及运动路径的自然示踪剂，

利用其组成及变化规律有效地反演天气系统及大气环流过

程。而且，大气降水是水循环的输入项，其同位素特征是进

行地表水-地下水相互作用、地下水补给等相关研究的基础，

全球或局地水循环研究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运用冰芯、石

笋等中稳定同位素重建古气候的极其重要的依据[4~6]。

具有不同同位素特征的大气降水在特定环境下补给地

下水就会产生一个特征性的同位素信号，这个信号可作为识

别地下水起源的自然示踪剂。例如，马金珠等[7]通过对巴丹

吉林沙漠南缘的地下水水化学组分及其环境同位素组成分

析，表明该区地下水主要来源于雅布赖山区。陈宗宇等[8]利

用稳定同位素及水化学方法识别黑河流域地下水的补给来

源，并估算黑河水与地下水的转换数量。目前用于地下水起

源识别的主要是稳定同位素，对于氘盈余的研究较少 [9-10]。

Dansgaard[11]提出了氘盈余的概念（d=δD-8δ18O(‰)），指出它的

大小与水汽源区的湿度、风速和最初蒸发时海洋表面温度

（SST）有关，同时又受到降水区蒸发与水分内循环的影响。

因氘盈余通常只受水汽源区气候/气象因素的控制[12-13]，故可

作为大气降水水汽来源及地下水补给来源的指示剂。

干旱区约占陆地面积的30%，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功能的维持具有重

要作用。然而干旱区水资源缺乏，如在贺兰山—乌鞘岭以西

的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区，其面积210多万km2，约占全国陆地

面积的 22%，而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 4.3%，因此干旱区的

水资源合理利用至关重要。新疆是世界著名的三大极端干

旱区之一，“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特点使得区内水循环条件更

加复杂。以准噶尔盆地为例，准噶尔盆地的地下水可能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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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和沙漠不同结构防护林带的乌兰布和沙漠不同结构防护林带的
防风效能防风效能
段娜 1,2，刘芳 1，徐军 1，陈海玲 1，张格 1，郝玉光 1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磴口 015200
2. 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摘要 为对乌兰布和沙漠地区防护林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对乌兰布和沙漠几种典型结构和配置的防护林带进行风速观测，结果

表明：其防风效益与林带高度、结构、疏透度等因子有关，稀疏型林带防风效果最佳，平均为41.37%，疏透型次之，为29.58%，通

风型防风效果最差，为23.92%。林带防风效能较好的疏透度为40%~50%，随着林带总平均疏透度的增加，防风效能显著降

低。分层疏透度不同也直接影响防风效果，因此，林带结构应以稀疏型为主，林带总平均疏透度控制在30%~50%，分层疏透度

应控制在林冠层30%~50%，林干层50%。

关键词关键词 乌兰布和沙漠；防风效能；疏透度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耕地不断减少，如何遏制

土地退化的发生发展、恢复提高土地生产力一直是生态环境

治理的重要课题。防护林是以保护、控制、稳定地改善生态

环境为主要经营目的的一种再生资源性林种，它在减少自然

灾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作物高产稳产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1]。因此，防护林建设作为一项集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于一身的生物工程措施越来越受人们关

注。在生态效益研究方面，防风效益是基本效益之一[2-3]。所

以，营建防护林是其他措施无法替代的，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和可持续性。长期以来，许多科学工作者对防护林防风效应

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不少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都是为了能更准确地找到适合某一地区的防护林

的配置方法以及防风效益，进一步找到好的适合当地气候条

件的林带配置结构。王翠等[4]通过布设各种测定仪于林带前

后，研究了防护林网的防护效益，结果表明，防护林带的防风

效能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减弱，随着风速的增大，沙拐枣林带

和新疆杨林带的防风效能均减弱，新疆杨林带的减弱更为明

显。防护林带有效地降低了地表风速，减轻地表风蚀。林带

内的输沙量仅为外围的 10％左右，此外，林带内的太阳辐射

强度下降，温度降低，湿度显著增加，最终说明防护林可以有

效起到防风固沙，改善区域小气候的作用。吕仁猛等[5]研究

表明旷野风速对林网内风速分布及防风效能的影响比较复

杂，并不是单一的随着风速的增大而增大或减小，受林带结

构及疏透度的影响较大。针对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风大沙

多，气候严峻，绿洲面积需被开发利用等现状，期望通过对乌

兰布和沙漠东北缘周边防护林进行定期观测，研究其不同配

置防风效应，以为今后该地区防护林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分别选择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

中心一、三、四实验场，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黄河冲积

平原，3面环沙，属于典型的风沙灾害区。乌兰布和沙漠处于

温带干旱区，水热资源极为丰富。年平均气温为 7.5～
8.5℃，>10℃积温 3100～3400℃，无霜期 140～160 d，年日照

时数 3100～3300 h。热量、光照、无霜期均为内蒙古沙漠最

为优越的地区之一。年降水量100~144 mm，主要集中于7—
9月；年蒸发量 2400～2900 mm；水热等环境条件使沙生、旱

生、盐生植物并茂。年平均风速3～3.7 m/s，年大风日数20～
40 d，风能资源较为丰富，主害风向为西北风。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选择

研究区主要造林树种为新疆杨或二白杨。实验选择6条
不同结构类型的林带，防护林基本情况见表 1。林带结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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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限行对城市次干道空气质量北京交通限行对城市次干道空气质量
的影响的影响
陶双成 1,2，邓顺熙 1，刘宁 1，高硕晗 2，姚嘉林 2

1. 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西安 710064
2.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29
摘要摘要 为研究交通限行对城市次干道路域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于2015年8月20日至9月30日对北京市典型次干道PM2.5、

NO2、O3、CH4和非甲烷总烃等污染物进行连续监测，并同步观测车流量，研究阅兵期间交通限行措施对北京城市次干道车流量和

空气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交通限行措施对小客车、中型客车和重型货车的车流量控制明显，分别降低了35.36%、45.12%和

94.23%，而出租车和公交车的车流量有增高现象；交通限行期间及限行结束后次干道污染物浓度变化显著，交通限行结束后

NO2、非甲烷总烃浓度分别增加了127%和33.3%，O3浓度下降了27.7%；次干道车流量与CH4小时浓度呈显著负相关，与PM2.5

小时浓度、日均浓度有相关性；机动车贡献的NO2、O3浓度净值与车流量显著相关，交通限行对机动车贡献的NO2浓度净值的平

均削减幅度为51.25%，O3增加幅度为82.99%；受交通限行和区域减排影响，PM2.5削减幅度达34.72%。

关键词关键词 交通限行；城市次干道；空气质量；PM2.5；臭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机动车保有量不断攀升，汽车尾气污

染日益加重，部分城市污染类型逐渐由煤烟型向光化学污染

型过渡。机动车尾气污染使得人类生存环境负担日益严重，

如北京到2014年底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59.1万辆[1]，机动车排

放已经成为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的重要排放源之一[2-4]，导致霾

天数不断增加 [5]，也是导致臭氧等二次污染物形成的重要

源 [6]。汽车尾气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

统、免疫功能和生殖功能等造成一定的危害[7-10]。为改善空气

质量，北京市采取了多种手段控制交通污染，如加严新车排

放标准、改善燃油品质、限制重污染车辆行驶等[11]，也采取了

一系列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其中交通限行措施已经在奥运

会、APEC会议等重大活动中多次采用，起到了较好的污染物

控制效果[12-14]。评估分析交通限行措施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的作用及影响可以为城市环境管理、政策制定等提供科学依

据。相关研究人员采用OSPM模型模拟[15]、自下而上排放清

单法计算[16]等多种模型计算方法以及资料统计分析方法[17]，

研究了交通控制措施实施对城市区域内环境空气污染的总

体贡献和总量影响，但大都停留在模型计算或者利用区域性

环境监测数据对交通控制期间城市空气质量的整体改善进

行分析。目前针对交通限行措施实施对城市道路中不同类

型车辆的限行效果、路侧居民呼吸层高度的污染物浓度变化

特征、不同污染物对交通限行措施的减排反馈效应等，尚无

系统研究，因此无法从微观操作层面指导城市交通管理部门

进行交通限行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和环境空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协作。

城市次干道的宽度相对较窄，从功能定位上主要承担主

干道与各分区间的交通集散作用，兼有通行和服务双重功

能。城市次干道两侧居民区、写字楼林立，临路居民日常生

产生活受交通环境空气污染影响明显，且受影响的人群数量

巨大。本文基于北京 2015年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和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大会

期间交通限行减排措施实施，通过在线监测设备对北京市典

型次干道机动车车流状况及污染物排放进行连续监测，并通

过交通限行期间与限行结束后的监测数据对比，分析交通限

行措施实施对城市次干道不同类型车辆的车流量控制效果

和路域环境空气污染物的减排影响，研究城市次干道车流量

变化与不同污染物浓度变化的相关关系，以期为城市交通管

理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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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中国雾霾研究可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中国雾霾研究可
视化分析视化分析
闫培生，袁永久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摘要 以CNKI数据库检索的文献数据为样本，从开展雾霾研究的机构、论文作者、研究热点等方面，对中国雾霾研究领域现有研

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雾霾的形成原因、雾霾天气的防护、雾霾的危害、雾霾的治理及雾霾

预警等方面。目前关于雾霾的系统研究尚不多，研究力量也较为分散，虽有一些合作研究，但合作者间缺少长效合作，没有形成

较为明显的核心研究力量。

关键词关键词 雾霾研究；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

近年来，雾霾扩散不断加剧，引起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关于雾霾的研究也呈急剧上升趋势，研究范畴也

越来越广泛。肖宏伟分析了雾霾成因，提出应从经济发展模

式、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抑制过快增长的机动车污染、加强城

市建设管理、加大环境污染监控力度等方面治理雾霾[1]。李

晓燕对京津冀地区雾霾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同地区

雾霾产生的主因各不相同。例如，建筑粉尘对京津区域雾霾

产生的影响最大，汽车尾气对河北雾霾产生的影响最大 [2]。

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对雾霾的治理进行了研究。岳利萍

等指出，实现治污减霾的关键是合理界定并分配雾霾排放

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排放权的市场化交易 [3]。王诺等将成

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引入雾霾治理研究中，基于

成本计算、效果/效益的指标设置、最终计算结果分析等角度，

阐述了治污政策有效性的定量分析方法[4]。有学者从产业结

构的角度对雾霾治理进行了研究。郭俊华等通过分析中国

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形成原因，结合雾霾天气出现和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的关系，认为应该利用技术创新对中国的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从而从根本上缓解或消除雾

霾天气污染 [5]。冷艳丽等基于 2001—2010 年中国省际面板

数据，考察了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发现产

业结构与雾霾污染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越高，产业结

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越大，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和城市化以及

二者的交互项对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均大于内陆地区[6]。本

文利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雾霾问题

的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

1 数据来源
选取“雾霾”为检索词，在CNKI期刊数据库中，进行题名

检索，文献出版时间范围为全部，共检索到1542篇文献，数据

采集时间为2015年3月30日。将文献导出为Refworks格式，

导入CiteSpace 3.9.R1[7]进行处理。处理结果显示，CNKI数据

库中，研究雾霾的文献最早发表于1992年，从2013年起研究

文献迅猛增长，由 2012年的 15篇增至 500篇，2014年为 917
篇（表1）。

表1 中国雾霾研究论文的数量

Table 1 Number of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haze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发文年度

1992
1994
2006
2007
2008
2009

发文数量

1
1
2
1
1
5

发文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发文数量

9
7
15
500
91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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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主要水环境问题及综合治理洞庭湖区主要水环境问题及综合治理
对策对策
田石强 1,杨弋 1,卢少勇 2

1.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长沙 410004
2.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洞庭湖科学观测研究站，北京 100012
摘要摘要 基于环境监测和现状调查数据，诊断了洞庭湖区目前存在的主要水环境问题，从水文水情变化、污染来源、环境管理等角

度分析了形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探讨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构建畅通生态水网，增大水环境承载能力；源头控制，减少水型污

染物产生；污染源治理和重点区域整治相结合，开展区域内水污染防治；清水入流，降低上游影响；创新环境机制体制，推进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实践。

关键词关键词 洞庭湖区；水环境；环境治理

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大的调

蓄湖泊和国际重要湿地，是长江重要水源、重要粮食生产和

工业基地，担负着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水安全和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大责任[1-2]。2014年湘鄂两省编制的《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湖区建设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

面。水是湖区最大特色，也是该区现实发展的最大“隐忧”。

近年来，随着洞庭湖水文情势及节律发生重大变化[3-6]、气候

变化和人类开发活动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湖区水环境呈恶

化趋势[7-16]，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解决湖区水环境问题、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保、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洞

庭湖生态安全已刻不容缓。

洞庭湖区系指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广大河、湖冲积-淤积

平原和环湖岗区及外围低山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湖南省

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及长沙市的望城区，共 26个县（市、

区）[17- 18]，详见图1。本研究应用上述区域历年环境质量报告

书、环境统计数据、2015年环境污染现状调查数据，分析主要

图1 研究区域行政区划图

Fig. 1 Administrative Map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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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仙湖氮磷污染现状与问题诊断三仙湖氮磷污染现状与问题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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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洞庭湖科学观测研究站，北京 100012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三仙湖湖区水质好坏及水量多寡关乎湖南南县及周边地区的战略饮用水安全。三仙湖流域水质与底质的调查结果表明：

三仙湖湖体水中总磷平均质量浓度为0.18 mg/L，总氮平均质量浓度为1.26 mg/L，总体水质为V类，总磷超标严重，对比国内重

要湖泊水质总氮均值依次表现为三仙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总磷均值为鄱阳湖<洞庭湖<三仙湖<太湖。沉积物中总氮污染

较重，总磷生态效应较总氮低，对比国内重要湖泊底质总氮均值表现为洞庭湖<三仙湖<鄱阳湖<太湖，总磷均值表现为三仙湖<
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分析表明，目前存在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湖内底泥淤积、内源污染释放风险较大、散养牲畜进入湖区放养

现象突出、受精养塘等渔业污染严重等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 三仙湖；水质；底质；污染量

三仙湖流域是洞庭湖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1]，三仙湖流

域生态系统是许多珍稀濒危候鸟的重要栖息地、繁殖地和迁

徙站，在调蓄洪水、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三仙湖目前已经列入南县南洲湿地公园的规划中，

南洲国家湿地公园已获国家级审批，正式挂牌成立，包含湿

地面积68857.2 hm2，占南县县域面积的65%[2]。同时，三仙湖

已经纳入国家 365个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南县

人民政府计划将其建设成南县重要的集中饮用水源地[3]。三

仙湖有 1.2 km的饮用水源保护区，但由于历史原因，南县所

有饮用水水源均为地下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受洞庭湖

冲积平原地质环境、地质构造及水文地质条件等多因素影

响，地下水水质铁、锰 2项指标的天然本底值严重超标，对当

地居民的饮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湖

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4]。三仙湖自 2000年沱江上下游

进出口筑坝堵口后，水位可控。通过湖区综合治理，进一步

改善三仙湖水环境质量，恢复三仙湖水环境功能，能确保其

洞庭湖平原战略水源地地位。三仙湖湖区水质好坏及水量

多寡关乎南县及周边地区的战略饮用水安全。

本文基于对三仙湖水质与底质的调查，结合资料调研，

分析三仙湖流域水质、底质及污染量，诊断三仙湖水环境现

状及生态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三仙湖流域属洞庭湖水系，流域内沟渠密布，水系四通

八达。流域内大小沟渠与周边河流相连，三仙湖位于藕池河

系东支支流的下游，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境内，属中型河道型

水库，进出口均筑坝[5]（图1）。北起南洲镇，南至茅草街镇，汇

入南洞庭湖，三仙湖入湖河流包括北部的藕池河东支，南部

的赤磊洪道，东侧 10条电排沟，西侧 5条电排沟及南茅运河

（图2）。三仙湖水面面积为21 km2，流域面积为517.5 km2，南

茅运河水面面积为10.75 km2，目前三仙湖流域内居民饮用水

以地下水为主，沿线5个自来水厂（1个为地表水，其余4个以

地下水为主）设计供水人口 12.65万，兼具灌溉功能，三仙湖

与南茅运河直接灌溉面积 3.54万 hm2，其中三仙湖灌溉面积

为 1.4万 hm2[6]。两岸地势平坦，以沱江为脊，向东西两侧微

倾，西略高于东。三仙湖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无霜

期长，降水量较多，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春季温暖，夏季炎

热，秋高气爽，冬季较冷。气候温和湿润，是适宜农、林、牧、

渔全面发展的地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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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滇池是著名的高原淡水湖泊，滇池湿地公园是极具特色和影响的生态资源。采用影子工程法、替代法、成果参照法等评价

方法，评估了滇池湿地公园的生物栖息地功能价值、降污净化价值、旅游休闲价值、科研教育价值、调节空气价值、生物多样性保

护价值、物质生产价值、涵养水源价值、保育土壤价值。结果显示，每年滇池北岸西区湿地公园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

为16.44亿元，其中生态栖息地价值最大（为11.97亿元）。

关键词关键词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滇池

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优质自然景观的

需求不断增加，如绿地和开敞水面等。湿地是地球上生产力

最高、具多功能、独特的生态系统之一，兼有水、陆生态功能，

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

环境之一，被人类誉为“自然之肾”[1-2]。虽湿地仅占地球表面

面积的6%，却为世界上20%的生物提供了生境，且还不包括

许多湿地中未知的生命形式[3]。城市公园中以绿地和水面为

主，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健康舒适和相对静谧的休闲娱乐环

境，且对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有重要贡献[4]，虽城市公园生

态服务大多属于非市场化 [5-6]，但其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能忽

视。

20世纪 60年代末，生态系统服务概念首次在文献中出

现，Ehrlich等[7]于 80年代确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90年代

最具影响的评价成果是Costanza等[8]于 1997年在《Nature》发

表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价值估算，促进了生态系

统价值评价研究进展。国内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工作起步于

20世纪90年代后期，通常先分类计算各功能的价值，再汇总。

最近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计算和评估主要有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整个青海省和湖南省郴州市资兴东江湖

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计算，及南四湖[9]、皖西大别山

五大水库[10]、海南省滨海[11]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计算。

滇池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作为其重要生态资源的

滇池湿地公园具重要生态服务价值。本研究拟以《昆明滇池

国家旅游度假区主要入滇河道绿色生态化建设规划（2014—

2020）》的基础调查为依据，对滇池北岸西区湿地、湿地公园

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分类评估。

1 研究区概况
滇池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侧，是著名的高原淡水湖

泊，地处东经 102°36′~102°47′，北纬 24°40′~ 25°02′，西北临

近西山区、官渡区，东南临近呈贡区、晋宁县。滇池湖面海拔

1886 m，面积 330 km2。平均水深 4.4 m。湖水在西南海口洩

出，称螳螂川，为金沙江支流普渡河上源。有 20余条河流常

年入滇，汇流面积在 100 km2以上的有宝象河、盘龙江、洛龙

河、柴河、捞鱼河、东大河、新河、运粮河等8条[12-14]。

滇池北岸西区的湿地（含公园类型的湿地）面积共

158.53 hm2，具体见表1。
表1 滇池北岸西区湿地、公园占地面积

Table 1 Areas of wetlands, parks in the north west shore of
Dianchi Lake

名称

云南民族村

海埂公园

盘龙河西口入湖口湿地

占地面积
/hm2

86.67
50.00
7.33

名称

永昌湿地

金太塘湿地

占地面积
/hm2

11.4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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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沉积物重金属赋存形态研究进展湖泊沉积物重金属赋存形态研究进展
毕斌 1，卢少勇 2，于亚军 1，任珊珊 1，郭李凯 1，刘晓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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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环境保护湖泊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国家

环境保护洞庭湖科学观测研究站，北京 100012
3.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济南 250014
摘要摘要 综述了近年来湖泊沉积物重金属赋存形态的研究进展。总结了中国典型湖泊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形态赋存特征，各湖泊可

提取形态所占比例各异，除Pb、Cd（Pb可提取态占50%以上，Cd可提取态占70%以上）外其他元素所占比重较小，绝大部分以残

渣态存在；比较了沉积物中重金属形态不同连续提取方法（Tessier、原始BCR、改进的BCR）之间的差异以及存在的缺陷，改进

的BCR具有更好的提取效果、利用更广，但也存在提取时间较长的缺陷，利用超声波、微波辅助可加速提取、缩短提取时间；阐述

了影响重金属在沉积物中赋存形态的因素（pH值、氧化还原电位、粒度、有机质含量等）；归纳了基于赋存形态及生物毒性的各种

评价方法之间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展望了沉积物重金属形态的分析提取技术和评价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湖泊；沉积物；重金属形态；形态提取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生产和消费的重金属

量显著增加，导致重金属污染越来越严重[1-2]。大量的重金属

污染物通过大气沉降、废水排放、水土流失等途径进入水体，

最终汇集到湖泊沉积物中[3-4]，在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下，

成倍富集，对人类、动植物及其他生物体形成持续性的潜在

风险。

现有研究表明，进入环境中的重金属元素的生物可给性

和毒性及它们在生物体内、生态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过程与其

在环境中的赋存形态密切相关[5-8]，总量分析很难有效评价重

金属的迁移特性和可能的潜在危害。但是，目前中国沉积物

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价所涉及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在含量及

空间分布，赋存形态所占比例较小，仅为 23.48%[9]，所以探讨

沉积物重金属的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湖泊众多，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其沉积物重金属

污染历来受重视，据陈明等[9]统计，中国水体沉积物重金属研

究所涉及的水体中湖泊所占比例最高，为38%。本文总结中

国典型湖泊沉积物重金属形态的差异，介绍沉积物中重金属

形态的提取方法，归纳影响沉积物中重金属赋存形态的因

素，阐述基于赋存形态及生物毒性的评价方法，继而展望沉

积物重金属形态研究的方向。

1 中国典型湖泊沉积物重金属形态分布
众多关于湖泊沉积物重金属赋存形态的研究结果（表

1）表明：中国各典型湖泊沉积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

染。不同湖泊中可提取形态所占比例各异，除Pb、Cd（Pb可

提取态占 50%以上，Cd可提取态占 70%以上）外其他元素所

占比重较小，绝大部分以残渣态存在，表明Pb、Cd迁移性较

大，对生物有较高的潜在生态风险。同一湖泊，不同重金属

元素可提取形态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和潜在毒性，应加强对沉积物重金属可

提取形态的治理，降低其释放风险和毒性；枯水期各元素可

提取形态均高于丰水期，原因是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主要来自

水体中重金属的沉降和底泥对水体中重金属的吸附[22]，丰水

期水量较大，湖泊水流交换量也大，使部分表层沉积物中的

一些重金属悬浮颗粒物被带走，还会有一部分进入上覆水

体[23]。不同类型湖泊中沉积物重金属可提取形态比例顺序为

长江中下游湖泊＞内陆湖泊＞高原湖泊，这是因为湖泊沉积

物重金属形态会受其沉积环境的影响，湖泊因地理位置不

同，动力条件及水质特征各异，沉积物组成不同，和重金属的

结合能力也不尽相同；且各地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存在

很大差异，导致各类型湖泊沉积物重金属形态可提取态存在

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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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环境模型及应用流域水环境模型及应用
孙丽凤 1，王玉番 2，刘晓晖 2，刘莹 2，卢少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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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流域水环境模型是研究流域水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梳理了流域尺度水环境污染模型及水质风险评价方面的模型，基于

流域水环境的污染负荷、水质模拟对整个流域合理规划、管理管控的重要性，从水环境污染负荷模型、水质模拟模型及水环境质

量评价3个层面，探讨了各类水环境模型的特征及适用性。结合农业非点源与城市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稳态与动态模拟水质

模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水质评价模型，剖析了流域水环境模型的研究应用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流域水环境；污染负荷；水质模拟；风险评价

目前，中国水资源面临严峻形势，人均水资源量低，且时

空分布不均衡、循环利用率低[1]；此外，水环境污染形式不容

乐观，由于污水排放量增大造成了水体污染负荷较大，而水

环境容量相对较小，致使水质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转变，

水污染事故易发多发[2-3]。因此，为实现中国水资源对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各流域水环境污染防治等问题亟待解决。近年

来，流域水环境污染、水体富营养化已成为全球性热点问题，

但是目前解决流域水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手段仍是通过工

程技术途径[4]，运用数理模型对流域水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系

统分析、预测、模拟及风险评估等方式研究仍存在不足[5]。

在流域尺度上，估算其污染负荷发生量与处理量、明确

水环境污染负荷是流域水环境污染控制的前提；判别水体污

染物的来源与分布特征，并对其贡献率进行定量化解析，是

有效开展水环境污染控制的基础。综合应用流域水环境模

型技术，基于环境数理与计算机模拟定量描述流域系统及内

部污染发生、传输及转化过程，已成为国际上常用的有效解

析污染源与管理决策支持工具[6]。国内外已有一些关于流域

尺度水环境污染模型的研究探讨了多种流域模型[7-9]。本文

对流域水环境模型进行归类，介绍各类典型模型的结构原

理、特点及优势与局限性，探讨流域水环境模型的发展趋势

与应用前景。

1 流域水环境污染负荷模型
目前，在国家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背景下，对于流域

水环境污染负荷模型的研究尤为重要，污染负荷模型用于描

述与估算污染负荷发生量和处理量，计算结果可作为水量水

质模拟时的边界条件和数据源项[10]，为流域规划与管理提供

决策依据。流域水环境污染是点源和面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点源污染已得到有效的控制[11]。因此，在流域污染总量

控制中，搞清非点源污染中各种污染源的发生、迁移及转化

过程，实现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研究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其

中非点源污染负荷分为农业、城市2种类型，分别选取其代表

性模型对其功能进行描述。

1.1 农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

农业非点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农田中的土

粒、氮素、磷素、农药及其他有机或无机污染物质在降水或灌

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造成

的污染[12]。目前关于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效果较为显著的

模型包括AGNPS（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od⁃
el）模型及其优化版AnnAGNPS模型、SWAT模型等[13-14]；国内

农业非点源污染流域尺度模型研究起步较晚，多依据国外模

型进行应用。AGNPS 模型及AnnAGNPS模型主要适用于估

算由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等方式带来的农业非点源污染，现

已成功应用于中国部分流域且效果显著，表明该类模型具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15]。

AGNPS模型模型侧重于农业非点源污染物对地表水、地

下水水质的潜在威胁，适用于集水面积小于200 km2的流域，

用其定量估算农业非点源污染负荷，并评价不同管理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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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GMSGMS应用的化工区地下水污染应用的化工区地下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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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GMS是目前地下水数值计算的重要应用软件之一，运用GMS可以模拟地下水流分布和地下水污染物的迁移规律等。以

化工厂区为例，经过地质模型概化、参数确定、调参等过程，预测污染物的浓度及污染范围。研究了该厂区渗滤液的扩散对下游

抽水井的影响，建立了该厂区地下水流模型及溶质运移模型。结果表明，该区域地下水流向为自北向南，沿水流方向水位逐渐下

降，水降幅度较为缓和，在下游抽水井附近形成地下水降落漏斗；污染物的浓度在持续增加，局部污染物浓度高达4.1mg/L，污染

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污染面积约为8.23×105 m2，污染物向下游扩散长度约1084.64 m，在垂向上，厂区位置污染物已经扩散到第

二层深水含水层。若不加以控制抽水量，会加剧污染物的扩散速度。

关键词关键词 GMS；地质模型概化；调参；渗滤液；水流模型；溶质运移

GMS是地下水模拟系统（groundwater modeling system）的
英文缩写。GMS由Brigham Yong University的环境模型实验

室和美国军工水道实验站在综合MODFLOW、FEMWATER、

MT3DMS、RT3D、SEAM3D、MODPATH、SEEP2D、NUFT、
UTCHEM 等已有地下水模型的基础上合作开发的一个综合

性的、用于地下水模拟的图形界面软件 [1-5]。随着科技的进

步，经济的发展，GMS版本不断更新，不断增添新的程序模

块，通过先进的观测手段和新的数值计算方法，含水层参数

的精度不断提高，功能不断完善[6]。国内外已有一些关于局

部区域地下水污染的研究[7-14]。本文将GMS应用于分析某化

工厂渗滤液在地下水中的扩散情况，采用概念建模法模拟该

区域污染扩散趋势，摸清污染羽范围，分析调查范围内特征

污染物的浓度分布状况，明晰地下水污染的迁移途径，并预

测地下水污染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判断化工厂对下游水源的

影响。

1 研究区域
1.1 区域水文地质概况

该化工厂所处区域为平原的过渡地带，受地质构造、岩

性、气候、河流等内外力作用的控制和人类作用的影响，地势

由北向南逐渐变缓。北部为连绵起伏的低山丘陵，南部系广

阔坦荡的平原。地势北高南低，并向东南倾斜。

该区域为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多年平均

气温14.1℃。区内历年平均降水量为750 mm，最小降水量为

680 mm，最大降水量为 820 mm。河流贯穿该区域的西部和

南部，河流水位常年稳定。河全长约19.3 km，流域面积约为

0.135 km2。河流流经该区域内的长度约为 12.8 km，流域面

积约为0.09 km2。在上游1-2处河宽约为8 m，河床厚度约为

3 m；下游2-3处河宽约为5 m，河床厚度约为4 m。该研究区

域的总面积约为30 km2，研究区域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区域

Fig. 1 The study area

科技导报2016，34（18）

17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874


收稿日期：2016-07-12；修回日期：2016-08-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408349) ；山东师范大学实验教改项目（SYJG302109）；教育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510445166）；山东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14EEQ004)
作者简介：刘莹，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纳米光催化水处理，电子信箱：2469048282@qq.com；王炜亮（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水污染控制，电子

信箱：sunboyhood@163.com
引用格式：刘莹, 李建志, 路成刚, 等 . TiO2可见光催化活性的拓展及应用[J]. 科技导报, 2016, 34(18): 182-189;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18.025

TiOTiO22可见光催化活性的拓展及应用可见光催化活性的拓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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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探讨了TiO2的光催化反应机理及目前TiO2光催化剂改性的5种方法，即掺杂改性、表面螯合与衍生、半导体复合、染料光

敏化和导电聚合物包覆。综述了几种改性方法对TiO2光催化活性的影响。探讨了改性TiO2光催化氧化在实际中的应用，并展望

了TiO2光催化研发的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TiO2；改性；可见光；光催化

1972年，Fujishima和Honda[1]发现受辐射的TiO2电极表面

能发生水的持续氧化还原反应，并产生氢气，自此，光催化反

应作为一种降解有机物的深度氧化过程，在有机废水处理中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2]。1976年，Carey等[3]发现在紫外光照射

下，纳米 TiO2可使难降解有机化合物多氯联苯发生脱氯反

应，开创了半导体纳米材料光催化降解应用的新篇章。1977
年，Steven和Allen[4]以氮灯为光源，用TiO2光催化降解水中的

CN-和SO32-污染物，从此，人类迎来了光催化治理水中污染物

的新时代。

纳米 TiO2作为一种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功能金属氧化物

半导体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和光化学性质已广泛地应用

于光催化处理废水和净化空气、太阳能电池、气体传感器、包

装材料、涂料等领域。然而，在水处理领域的应用中TiO2也

存在可见光利用效率低和量子效率低等缺点，TiO2的禁带较

宽（3.2 eV），光谱响应范围窄，只能吸收波长小于 387 nm 的

紫外光，而紫外光仅占太阳能的5%左右，限制了TiO2光催化

剂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影响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降解能力，

而可见光占太阳能的45%，利用可见光作为激发光源对TiO2

的实用化具有重要意义[5]。国内外众多研究者致力于通过对

纳米 TiO2材料的制备、改性、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抑制

TiO2光生电子与空穴的复合，拓宽TiO2的激发波长，提高其可

见光催化活性和对太阳光能的利用率。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纳米 TiO2材料的改性手段、催化机

理及其在水处理中的应用等方面，综述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

究的进展。

1 TiO2光催化反应机理
通常，非均相光催化反应发生在TiO2的表面。与金属粒

子具有连续的能带结构不同，TiO2是n型半导体，禁带宽度为

3.2 eV，其光催化能力是由其独特的能带结构决定的，它由填

满电子的低能价带（VB）和空的高能导带（CB）构成，在二者

之间存在禁带。当半导体吸收能量大于禁带宽度的光子时，

价带上的电子被激发跃迁至导带，激发产生电子-空穴对，光

生空穴具有强氧化性，光生电子具有强还原性。半导体受光

激发后产生的电子-空穴对，在能量的作用下分离并迁移至

半导体表面的不同位置，与吸附在半导体表面的分子（OH-、

O2、有机物等）发生反应，产生具有强氧化能力的·OH及·O2-

等自由基（图1），从而实现对有机物的降解。

TiO2光催化反应过程机理如下：

光照射激发TiO2产生电子-空穴对：

TiO2¾ ®¾¾hυ h+ + e- （1）
由价带空穴（h+）产生·OH：

h+ +H2O¾®¾¾ ·OH+H+ （2）
h+ +OH-¾®¾¾ ·OH （3）

由导带电子（e-）产生·O-2：

O2 + e-¾®¾¾ ·O-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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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煤自然发火特性实验及数值模拟褐煤自然发火特性实验及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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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研究褐煤的自然发火特性，采用恒温加热法，对不同尺寸的立方体网状容器内的煤样进行实验，得到煤样的升温曲线和

临界自燃点温度。根据实验条件，应用Fluent软件建立煤样升温过程的温度场、空气渗流场和氧气浓度场三场耦合模型。实验

与模拟结果表明：煤体体积越大，临界自燃温度越低；当环境温度高于临界自燃温度值，煤体能够自燃，反之煤体不能自燃；煤体

升温过程中的温度场、空气渗流场和氧气浓度场是随着时间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的。

关键词关键词 自然发火；临界自燃温度；数值模拟；多场耦合

褐煤价格低、储量大，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然

而褐煤较高自燃倾向性给其开采、运输、储存带来许多危险[1]。

影响煤自燃的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热量的自发产生，破碎

煤体与空气接触过程中不断被氧化释放热量；二是热量的积

聚[2]。煤氧化产热过程中不断向外界散失热量，当产热大于

散热，煤的温度便会升高，达到着火点温度后，煤就会发生自

燃。煤自燃过程是涉及多场耦合的复杂过程。长期以来，国

内外学者针对煤自燃过程做了许多研究。加拿大Feng[3]采用

4种方法（静态恒温法、可燃性法、绝热法和动态法）分析了煤

的自燃机理；Smith等[4]利用绝热炉研究不同添加剂情况下煤

的最小自热温度和自燃特性；Kevin等[5]采用非恒温动态法测

试了煤的自燃临界温度；Gouws等[6]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绝热

量热法预测煤的自燃特性；Clemens等[7]采用恒温DTA和程序

升温DRIFTS测定煤的自燃特性；徐精彩等[8]建立大型自燃实

验台，研究了低温状态下煤炭的自燃过程；陆伟等[9]利用绝热

氧化法获得了不同温度段煤的绝热氧化升温速率和产热速

率；刘剑等[10]通过实验运用活化能理论研究煤的自燃机理；张

瑞新等[11]研究了露天煤堆的自然发火过程。

本文从实验和模拟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褐煤自然发火特

性。选取 3种不同体积的立方体煤样，应用恒温加热法测试

不同体积煤样的临界自燃温度（CSIT）[12]和升温特性曲线。基

于实验条件，通过Fluent软件建立了温度场、空气渗流场和氧

气浓度场三场耦合模型，分析了煤体升温过程的传热传质、

空隙空气流动和氧气运输等现象。

1 实验室实验
1.1 实验过程

实验仪器采用DHG-9023A型恒温箱，实验样品为内蒙

古白音华矿褐煤。将煤块破碎并筛选出粒径为 9~11 mm的

煤颗粒作为实验煤样。煤样经干燥后，被装入 3种不同尺寸

（边长分别为 50、100、150 mm）的铜质立方网状盒中。将装

有煤样的网状盒放置于恒温箱中，在煤样中心垂直线上依次

布置3~5个温度探头。通过调节恒温箱的温度，记录不同环

境温度下煤样的升温情况，判断煤样是否自燃，并得到不同

体积煤样的CSIT值。根据实验结果，当煤样中心温度超过

160℃，且升温速率超过 1℃/min时，可认为煤样将会自燃；当

煤样中心温度到达最高点后又下降，并不再升高时，可认为

煤样无法自燃。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即可停止实验。图1为实

验装置示意。

图1 实验装置示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appa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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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世礁相碳酸盐岩沉积构成及成礁中新世礁相碳酸盐岩沉积构成及成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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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结合最新钻井、地震资料，剖析了中新世生物礁体沉积构成以及成礁演化模式。揭示了研究区造礁生物主要为钙藻，其次

为六射珊瑚，附礁生物以有孔虫和介形虫为主。根据是否发育造礁生物将岩石分为礁格架-骨架岩和非礁格架-骨架岩2类，前

者包括珊瑚藻格架和珊瑚骨架焦白云岩及红藻-仙掌藻白云岩2种，非礁骨架岩分为生物碎屑灰岩、粒泥灰岩和泥粒灰岩3种。

沉积相包括礁格架相、礁坪相、礁后滩相、泻湖相和生物碎屑滩相5种。中新世生物礁是在相对海平面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沉积演

化的，属于加积-退积型生物礁沉积旋回，礁体发育期可分为奠基、初始繁盛、顶峰、暴露衰退4个阶段，暴露衰退末期发生强烈的

白云化作用，淡水淋滤溶蚀作用形成较好的储集层。

关键词关键词 生物礁；格架-骨架岩；成礁模式；沉积构成；中新世；西沙海域

国内外油气勘探证明，生物礁碳酸盐岩是一种重要的油

气储层，具有丰度大、产能高的成藏特点，世界上约有60%的

油气产量储存于生物礁及其相关的碳酸盐岩油藏中[1~3]。近

几年来，随着以普光礁滩储层为代表的海相特大型气田的发

现，揭开了中国生物礁油气勘探的序幕[4]，超过普光最大单体

大气田的磨溪-龙王庙大气田将中国古老生物礁油气勘探引

入高潮。西沙海域不仅具有新近纪生物礁发育的良好环境，

更具有生物礁油气藏形成的优越条件，是未来深水油气勘探

的重点区域[5]。生物礁在本质上为原地固着生物所产生的钙

质沉积物[6]，从太古代的微生物礁到中新世的珊瑚—珊瑚藻

礁种类繁多[7]，因此很难给出清晰的定义和分类[8, 9]，但基于沉

积构成这一基本属性的生物礁分类和研究慢慢得到重视。

前人分析了西沙海域浅部钻井岩心及一些现代岛礁，在第四

纪生物礁地质、生物礁分布特征及地层划分等方面取得了较

多成果[10~14]，但对中新世生物礁内部沉积构成和礁体的成礁

演化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中新世作为西沙生物礁发育最

繁荣的时期，研究其沉积演化特征不仅能了解研究区生物礁

的沉积地质特征，而且能进一步指导该海域深水盆地区的生

物礁油气地质勘探工作。本文通过对岩心的观察与描述、薄

片鉴定、碳氧同位素、岩石物性分析等研究手段，结合钻井岩

心和地震资料，分析礁体的沉积构成（生物组合、岩石类型、

沉积相），最后阐述中新世生物礁的成礁演化模式。

1 地质背景
南海是太平洋西南侧的最大的边缘海，是世界上四大著

名含油气区之一[15]。西沙海域位于南海西北部大陆坡上，区

域构造属于华南陆块的西沙-中沙地块，西邻海南岛大陆架，

北濒琼东南盆地，南接中建南盆地，东与西北次海盆相连 [16]

（图1（a））。新生代以来西沙隆起一直处于暴露状态，直到晚

渐新世至早中新世期间，海底再次扩张，西沙隆起发生沉降，

随后便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热沉降状态。此外，西沙海域是

陆缘之外的孤立台地，北部为2000 m深的西沙海槽，远离大

陆，生物礁形成演化不受陆源碎屑的影响，主要受海平面变

化控制，易形成厚层纯净礁相碳酸盐岩，为研究生物礁的沉

积构成和成礁模式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西沙群岛上有5口
钻井（图 1（b）），钻井资料揭示本区中新世主要发育西沙组、

宣德组两套地层（图 2），生物礁最早在中新世早期形成于前

寒武纪花岗片麻岩之上，中中新世达到顶峰，晚中新世便开

始收缩，之后发生淹没衰亡，最后形成孤立的环礁，如永乐环

礁和宣德环礁等（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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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开阔浅水湖泊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开阔浅水湖泊
风暴沉积风暴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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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通过岩心观察，发现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8油层组具有典型的风暴沉积特征，主要包括底面侵蚀构造、丘状交错层理、

特征异地煤、滞积层、生物逃逸迹等，是风暴流作用于湖岸线附近的三角洲沉积，是沉积物经再搬运和再沉积的产物。其理想的

垂向序列由A-G7段构成，向湖盆中心方向，强能量风暴流形成的滞积层和块状砂岩减少，低-弱能量的丘状交错层理和波状纹

层段明显增加。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发育独具特色的开阔浅水湖泊风暴沉积，垂向上表现为多期叠置，平面上表现为对浅水三

角洲沉积物的全面改造，总体上呈现出“满盆砂”，成为一种新型储集层，可形成大规模分布的岩性油气藏。

关键词关键词 风暴沉积；满盆砂；开阔浅水湖泊；延长组；鄂尔多斯盆地

鄂尔多斯盆地是中国陆上重要的含油气沉积盆地，三叠

系延长组为其主要含油层位，自上而下划分为长1～长10共
10个油层组 [1]。自 2000年在盆地西南部发现亿吨级西峰油

田，其主力产层长 8的沉积相研究就成为勘探家和地质家关

注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2~8]。纵观以往的成果，

前人认为鄂尔多斯盆地长8砂岩主要为河流-三角洲沉积体

系，而对湖盆水体和砂体的改造关注较少。2009—2014年，

笔者先后3次对该盆地77口钻井的1682.4 m长8岩心进行了

详细观察，发现了丰富的丘状交错层理、特征异地煤、滞积

层、袋模构造、生物逃逸迹等风暴沉积的相标志及其组合，表

明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具有开阔浅水湖泊风暴沉积。风暴

沉积理论是国内外学者从海相沉积建立的[9~16]，近年来陆相湖

盆中不断地发现风暴沉积[17~25]，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风暴沉

积理论。

1 风暴沉积的鉴别标志
风暴沉积理论认为，风暴作用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于纬

度 5°～45°区域[10]，晴天浪底之上为风暴蚀源区，晴天浪底至

风暴浪底之间是风暴沉积发育的场所，风暴浪底之下为浊流

沉积区。陆相湖盆中，风暴浪底的深度一般小于20 m[26,27]。

延长组沉积时期，鄂尔多斯湖盆位于北纬 25°~30°区域

附近[28]，相当于现在的江浙地区，受到强台风或风暴作用是完

全可能的。长8沉积时期，鄂尔多斯湖盆古地形十分平缓（坡

降不足0.1°），湖泊覆水面积大（约5×104 km2），水深一般小于

5 m，为开阔浅水湖盆[7]，平缓湖底基本上位于风暴浪底之上，

缺乏浊流沉积的条件。在风暴期间，由直接作用于湖底的风

暴涡流和无定向底流挖蚀、冲刷簸选而改造以往的沉积物，

就地或近距离搬运后再沉积而形成风暴沉积。丘状交错层

理、特征异地煤、袋模构造、冲刷满、截切构造、滞积层、生物

逃逸迹等是利用钻井岩心鉴别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开阔浅

水湖盆风暴沉积最具特征的标志，也是最能反映风暴流特征

的沉积构造（图1）。
1.1 丘状交错层理

丘状交错层理，是风暴衰减期的沉积构造，是甄别风暴

沉积和浊流沉积的经典标志。在风暴作用衰减期，风暴能量

逐渐减弱，由强烈的风暴流逐渐转变为浪成振荡水流和多向

水流，作用于湖底床沙上，形成丘状交错层理，由具有丘状和

凹状表面形态的纹理组成。研究区丘状交错层理内部纹理

清晰，有 5种类型：1）中砂岩中的丘状交错层理（图 1（a））由

多个宽缓上凸的细层组成，条带状含油，下部细层中扁平状

泥砾呈串珠状顺层分布，泥砾粒径小于0.5 cm，成分一般为深

灰色或黑色泥岩，这一现象可能反映水体较浅、风暴扰动较

强[13]；2）深灰色泥质粉砂岩细层和浅灰色细砂岩细层交互组

成的丘状交错层理（图 1（b）），各细层脊部较薄，向两端有增

厚的趋势，外形呈圆丘状；3）层系由粉砂质泥岩或泥质粉砂

岩组成，下部细层下凹成洼状，上部细层上凸成丘形，上下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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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干纳盆地巴特肯地区混合沉积的费尔干纳盆地巴特肯地区混合沉积的
特征及成因特征及成因
张丽媛，刘瑛，卜晓阳，刘柯，高飞，陈玲玲，刘阵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西安 710075
摘要摘要 综合应用岩心、测录井、铸体薄片、扫描电镜等多种资料及测试手段，对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巴特肯地区白垩系-古近系混合

沉积特征进行研究，分析混合沉积成因，并探索混合沉积与油气的关系。结果表明，费尔干纳盆地巴特肯地区白垩系-古近系发

育的混合沉积，包括混积岩和混积层系两种形式，其中，混积岩主要为含陆源碎屑-碳酸盐岩和陆源碎屑质-碳酸盐岩，混积层系

主要为碳酸盐岩-混积岩层系和陆源碎屑岩-混积岩层系；混合沉积在巴特肯地区分布十分广泛，局限台地相、蒸发台地相、障壁

海岸相和浅海陆棚相均有分布；混合沉积成因主要为相缘混合，其次为原地混合和间断混合；混合沉积在烃源层、储集层和盖层

三方面均具有一定贡献，古近系泥灰岩是巴特肯地区主要的烃源岩之一，同时也可作为区域性盖层，而白垩系-古近系灰岩储集

层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纯碳酸盐岩，多为混积岩或混积层系中的一部分。

关键词关键词 混合沉积；混积岩；混积层系；费尔干纳盆地巴特肯地区；白垩系-古近系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陆源碎屑与碳酸盐的混合沉积现

象就已被认识到[1-2]。1984年Mount[3]提出“混合沉积物”的概

念是指硅质碎屑与碳酸盐在结构上的相互掺杂，或者成分上

纯的硅质碎屑岩与碳酸盐岩旋回性互层。1990年杨朝青、沙

庆安[4]首次提出“混积岩”一词，将其定义为“同一岩层内陆源

碎屑与碳酸盐两种组分相互混杂的产物”。2001年沙庆安[5]

认为陆源碎屑岩与碳酸盐岩岩层之间频繁交替形成的地层

剖面上的互层和夹层现象，也是广义的混合沉积的范畴。

2003年郭福生等 [6]将上述互层和夹层组合命名为“混积层

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认为混

合沉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混合沉积即为混积岩，而

广义的混合沉积则包含混积岩和混积层系两方面含义。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混合沉积是一种

广泛发育、有一定特殊性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沉积现象。一方

面，围绕混合沉积所开展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沉积环境的构造

背景、古气候、海平面变化和物源供给等方面的信息[7]；另一

方面，混合沉积本身可以作为良好的油气储集层以及固体层

状矿床的重要产出层位[8]。然而，与碎屑岩体系、碳酸盐岩体

系的研究程度相比，混合沉积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有待

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本文综合应用岩心、测录井、铸体薄

片、扫描电镜等多种资料及测试手段，对中亚费尔干纳盆地

巴特肯地区白垩系-古近系混合沉积的特征进行研究，分析

混合沉积的成因，并探索该地区混合沉积的油气地质意义。

1 概况
费尔干纳盆地地处中亚西部，是前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个

老油气区，位于中天山与南天山之间，是天山山系中一个北

东东-南西西向延伸的近三角形山间坳陷盆地。盆地面积

40550 km2，横跨 3个国家，中心部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东

端，东部、西南部在吉尔吉斯坦国境内，西北部在塔吉克斯坦

境内[9]。盆地在构造上分为北部逆冲断阶带、北部台阶带、中

央地堑和南部台阶带四大构造单元，其中北部台阶带和南部

台阶带圈闭发育，目前发现的油气主要集中在这2个构造单

元。本文研究区巴特肯地区位于南部台阶带中部，如图 1所
示。盆地基底由一套古生界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沉积盖

层自下而上包括上二叠统、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

新近系和第四系，三叠系在费尔干纳盆地巴特肯地区缺失，

如图 2所示。研究的目的层位为白垩系和古近系，其中白垩

系自下而上依次发育姆扬组、利亚坎组、克济尔皮里亚尔组、

卡拉琴组、乌斯特里奇组、亚罗瓦奇组、杂色岩系和羌格尔塔

什组，古近系自下而上依次发育布哈尔组、阿莱-苏扎克组、

土尔克斯坦组、里士坦组、伊斯法拉组、哈纳巴德组和苏姆萨

尔组。费尔干纳盆地早白垩世-古近纪处于滨浅海的沉积环

境，受构造运动、淡水注入、海水及蒸发量等因素的影响，水

文地质条件变化较频繁，导致岩石类型多样，碎屑岩和碳酸

盐岩交替出现[10]，是费尔干纳盆地重要的油气储集层 [11]。20
世纪30年代以来，前苏联曾对巴特肯地区进行过几十年的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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锆石锆石U-PbU-Pb定年与微量元素分析的定年与微量元素分析的
地质应用地质应用
杨甫 1,2，陈刚 3，张文龙 3，田雯 3，田涛 1,2，赵雪娇 4

1. 国土资源部煤炭资源勘查与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21
2. 陕西省煤田地质有限公司，西安 710021
3. 西北大学地质系，西安 710069
4. 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 710021
摘要摘要 锆石U-Pb定年与微量元素同时测定的原位微区分析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地质测年方法之一，对锆石形貌学、内部结构

及地球化学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是正确理解、解释锆石原位微区分析测年结果的关键。通过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CL）、背散射

电子图像（BSE），结合锆石的Th/U比值及稀土配分模式曲线特征，可判别不同锆石的成因类型；通过锆石的微量元素分析，可判

别锆石寄主岩石的成因类型及形成环境；利用Ti温度计可限定岩体的岩浆源区深度范围，结合锆石寄主岩石类型及寄主岩石中

深源包裹体的研究，可进一步推断锆石母岩浆的起源。锆石U-Pb定年与微量元素分析相结合的地质测年方法，已成功地应用

于最大沉积地层时代限定、碎屑岩物源分析以及古洋盆演化过程约束等方面，且具有强有力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锆石；U-Pb定年；微量元素；Th/U比值；稀土配分模式

锆石（ZrSiO4）是岩浆岩、变质岩和沉积岩三大岩类中最

常见的副矿物，不仅具有极强的耐风化性和物理、化学稳定

性，而且具有很高的U-Pb体系封闭温度（>750℃），形成后Pb
的扩散封闭温度可以高达 900℃；来自古老地壳的锆石很少

受到后期地质-热事件的影响。所以锆石是目前测定岩浆结

晶和峰期变质作用年龄及地质温度计最理想的矿物。

近半个世纪以来，同位素地质学在岩石学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所获得的年代学与地球化学数据为确定岩体的形

成时代、演化及其地球动力学背景提供了重要参数。在20世
纪 60—80年代，Sr、Nd、Pb等同位素地质理论蓬勃发展并逐

渐成熟的形势下，Re-Os、Lu-Hf等新的同位素体系也在快速

发展。直至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同位素稀释热电离质谱仪

（ID TIMS）和离子质谱（SIMS）技术的应用，推进了锆石U-Pb
分析，但这些方法不仅样品制备及化学分离程序复杂，测试

时间长、价钱高，而且无法进行微区分析，存在不同期锆石混

合的缺陷。近年来，随着微区定年（SHRIMP）技术和激光剥

蚀等离子质谱（LA-ICP-MS）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在单颗

粒锆石上进行激光剥蚀原位取样，剥蚀出的气熔胶通过载气

载入高分辨（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进行原位微区的

锆石U-Pb定年与微量元素的同时精确测定[1-2]。通过锆石的

背散射电子图像（BSE）或阴极发光图像（CL）结合激光剥蚀等

离子质谱方法获得的锆石的U-Pb年龄及微量元素的测定精

度，不仅与TIMS及SIMS技术测定的数据精度相当，而且实现

了单颗粒锆石的原位微区分析，对样品的制备要求大大降

低，测试速度大大加快。特别是配合原位微区的锆石的U-Pb
年龄测定及微量元素分析，对该锆石的成因演化提供了重要

的制约参数。

1 不同成因锆石内部结构特征
对锆石进行内部结构分析的方法主要有3种，包括HF酸

蚀刻法、背散射电子图像（BSE）和阴极发光图像（CL）。第一

种方法简单易行，不需要大型的仪器设备，但它可能会对锆

石的内部结构形态造成不同的破坏作用。第二种方法不仅

可以显示出锆石的内部形态及结构特征，而且对于锆石表面

特征（如包裹体分布及裂隙发育）提供直观的图像。第三种

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揭示锆石内部特征的方法[3]。

在大多数情况下，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CL）可以清晰地

反映锆石内部结构特征，是研究锆石内部特征的首选方法。

由于阴极发光的特征差异主要取决于被测单矿物（如锆石

等）中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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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条件下方解石溶解特征及其地质乙酸条件下方解石溶解特征及其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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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方解石溶解的显微岩相学特征难以识别的问题，以纯净方解石为对象，依据松辽盆地扶余油层地质条件，通过乙酸-
方解石相互作用实验，研究了方解石的溶解特征及其地质意义。结果表明，方解石在不同温度下发生尺度不同的溶解作用及质

量损失，离子质量浓度呈现规律性变化，Ca2+离子浓度为684.68～1255.25 mg/L，HCO3
-离子浓度为2239～3821 mg/L，矿化度

为3088～5456 mg/L；方解石溶解的显微岩相学特征包括残余锥、残余细晶叠瓦状排列、齿状残余锥、瘤状残余锥及尖锐残余锥

等；乙酸条件下方解石最适合的溶解温度为100～130℃。这项研究可为方解石溶解地质特征鉴定、油气藏储层成岩作用及次生

孔隙预测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 方解石；溶解特征；溶解温度；乙酸

沉积岩中碳酸盐胶结物包括方解石、菱铁矿和白云石

等，其中方解石分布最为广泛[1]，例如鄂尔多斯盆地石盒子组

砂岩[2]和松辽盆地泉头组砂岩[3]等。碳酸盐的胶结作用直接

影响着储层的储集和渗流能力，对储层物性起破坏作用[1,3,4]，

同时碳酸盐胶结物的溶解作用可改善孔隙度和渗透率 [1,5,6]。

以往研究认为对碳酸盐胶结物起溶解作用的酸性流体包括

有机酸、CO2和H2S[5,7,8]，因此，开展了大量的有机酸-砂岩/单矿

物[5,9-13]、CO2-砂岩/单矿物[5,7,8,14,15]和H2S-砂岩/单矿物相互作用

实验研究[5]，分析指出了温度[4,5,7,14]、流速[12]、压力[4,13]等对碳酸盐

胶结物溶解和沉淀的控制作用，建立了方解石溶解和沉淀的

反应动力学方程[7,13,15]。但这些研究尚未对有机酸条件下碳酸

盐矿物溶解特征进行观察和识别。为此，本文参考松辽盆地

扶余油层地质条件，通过有机酸条件下碳酸盐矿物的溶解实

验，利用多种测试手段研究方解石的溶解特征及其地质意

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选用无次生变化的单晶方解石，如图 1所示。

扶余油层P56井薄片观察表明，碳酸盐胶结作用发育在岩屑

长石砂岩中，如图2所示；同时发育孔隙衬壁式沥青、石英次

生加大边和长石次生加大边。砂岩粒度范围为 0.18～0.45
mm，分选要求为中等、磨圆呈次棱角-次圆状，碎屑颗粒之间

以线接触为主，其次为点接触，孔隙式胶结，颗粒支撑。通过

实验，详细观察单晶方解石晶面的溶解特征。

图1 实验用方解石样品照片

Fig. 1 Experimental calcite samp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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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藏自动历史拟合研究进展油藏自动历史拟合研究进展
王鸣川，段太忠，孙红军，张俊法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油藏自动历史拟合自提出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在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为总结油藏自动历史拟

合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关键技术，以油藏自动历史拟合的发展历程为主线，以油藏自动历史拟合的技术进展为核心，将油藏自动历

史拟合分为萌芽、形成、发展和快速发展4个阶段，讨论了常用的优化方法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化算法，对比了各优化算法的特

点和适用范围，探讨了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油藏自动历史拟合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自动历史拟合；目标函数；优化算法；辅助历史拟合方法

建立可靠的地质模型是解决油藏评价、管理、开发难题

的基础，也是油藏和油井动态预测的保证。油藏定量地质建

模对资料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高，同时对建模人员的知识和经

验要求高，而且建模过程不确定性因素多且复杂，导致地质

模型与真实油藏存在差异。因此，地质模型需要根据已有资

料，特别是动态资料，对其进行修正，使其无限接近真实油

藏。相对于静态资料，动态资料包含了重要的基于生产响应

的地质信息，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地质模型。动态数

据通过与地质模型计算的结果进行对比（历史拟合）来评价

地质模型与真实油藏之间的差异。目前普遍采用动态历史

拟合的方法进行地质模型的修正和优化。

自动历史拟合是通过计算机，采用优化算法，自动调整

油藏模型参数，使油藏模型尽可能地重现油藏历史动态的过

程。其基本原理为：构建一个反映油藏模型计算值与实际观

测值偏差的目标函数，通过优化算法，自动寻找最优油藏参

数，最小化目标函数。自动历史拟合利用少量（相对于模型

网格）的动态观测数据，求解模型中大量的未知参数，是一种

典型的反问题，具有多解性。自动历史拟合目的是降低不确

定性参数的不确定度，使地质模型不断逼近真实油藏，从而

获得较为可靠的地质模型。

1 历史拟合发展历程
1.1 概述

历史拟合按其发展过程与实现方法，可分为人工历史拟

合和自动历史拟合两大类。人工历史拟合就是“试错”（trial
and error），即油藏工程师根据数值模拟的计算值与实际油藏

观测值之间的差距，人工分析、修改一个或多个油藏参数以

减小历史拟合误差[1-2]。实际油藏往往非均质性强、参数多，

而高精度油藏模型网格数巨大，人工历史拟合不仅带有很强

的主观性，而且费时费力，对于长期开发的大型油藏显得无

能为力。因此，计算机和优化算法被引入用来自动调整油藏

参数，逐渐形成了自动历史拟合技术。虽然使用计算机进行

历史拟合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已经开始，但具有“自动”意义

的历史拟合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3, 4]。自动历史

拟合方法主要包括目标函数和优化算法两个部分。

图 1总结了从 20世纪 70年代起 SPE、CNKI和WOK（web
of knowledge）三大数据库历年来历史拟合主题的文献数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历史拟合的研究论文呈现逐年上升的

趋势；每当计算机能力提高或数学算法出现进步时，都会迎

来历史拟合研究的小高潮。研究者对历史拟合的研究兴趣

不断增加，研究能力不断提高，自动历史拟合的应用也由初

期的小规模简单模型发展到后来的三维三相大规模复杂模

型，如图2所示（据Oliver和Chen[5]）。

图1 历年三大数据库关于历史拟合主题的论文数量

Fig. 1 Numbers of paper on history matching in three
major databases over the years

科技导报2016，34（18）

23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882


收稿日期：2015-07-03；修回日期：2015-09-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2278）
作者简介：王卫华，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岩体动力学、爆破，电子信箱：50973993@qq.com
引用格式：王卫华, 李坤, 王小金, 等 . SHPB加载下含不同倾角裂隙的类岩石试样力学特性[J]. 科技导报, 2016, 34(18): 246-250; doi：10.3981/j.issn.1000-

7857.2016.18.033

SHPBSHPB加载下含不同倾角裂隙的类岩石加载下含不同倾角裂隙的类岩石
试样力学特性试样力学特性
王卫华 1，李坤 1，王小金 1，姜海涛 2，严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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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研究裂隙倾角对类岩石试样的强度与变形特性、裂纹扩展规律及破坏过程的变化趋势的影响，对含有不同倾角的预制

裂隙类岩石试样进行霍普金森杆（SHPB）加载试验。研究发现，SHPB加载作用下类岩石试样的应变阶段分段不明显，基本不存

在应变软化阶段以及残余强度段。SHPB加载作用下，类岩石试样的峰值强度的变化趋势与静载荷作用下基本相同。随着预制

裂隙倾角变化呈先变大后减小的V字形变化。在裂隙倾角为45°时，试样的峰值强度最小，0°和90°试样的峰值强度与完整试样

极其接近。且SHPB加载作用下的类岩石试样的强度增加比较缓慢，峰值强度基本都小于相同条件下静载荷的峰值强度。随着

预制裂隙倾角的增大，起裂角逐渐减小。当预制裂隙倾角较小时（0°，15°），起裂角接近90°。与静载荷作用下的变化趋势是一致

的。SHPB加载过程与静载荷不同，类岩石试样从开始加载至完全破坏总时间为约为2 s，速度极快。

关键词关键词 裂隙倾角；类岩石试样；霍普金森杆；力学特性；破坏过程

工程中的岩体往往存在大量裂隙，这些裂隙的存在不但

使岩石承受荷载能力下降，还使应力波传播速度降低、峰值

衰减。因此，对动载下裂隙岩体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1]。而

这些裂隙在动载作用下如何变化和扩展，是岩石动力学的一

个重要课题。研究证明，岩体的破坏和失稳最终都是由岩体

内部这些不连续面的闭合、相对滑动和扩展，形成的贯通破

坏面引起的。因此，研究岩体中裂隙的起裂、扩展、贯通过程

及破坏模式，认识节理裂隙岩体的变形破坏特征和强度变化

规律，可以为工程提供理论和实际支撑基础[2]。但是由于现

场试验取材、测试等存在诸多困难，现有的针对实际裂隙岩

体破坏过程的研究主要借助于室内试验来进行[3]。而霍普金

森杆（SHPB）实验装置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装置之一。但基于

传统SHPB装置的岩石动力学试验由于装置本身的缺陷往往

存在较大的误差，而改进的 SHPB实验装置及其平台为人们

研究动载荷作用下岩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基础 [4]，由于其

操作简便，误差较小，较为真实地模拟了岩石在自然界受到

的动力载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Loeber等[5]在 1968年分析了在动载荷作用下，岩石中裂

纹尖端的应力分布情况，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

Bagde等[6]通过对砂岩的室内试验，得到了完整砂岩在静态和

动态载荷作用下力学性能的变化规律。Yang等[7]分析了时间

和空间对于微裂纹的影响及其复杂的机械行为以及宏观裂

纹在介观尺度基于损伤的演化原理。李地元等[8]利用 SHPB
进行冲击压缩试验，分析了冲击载荷作用下预制孔洞试样的

动态抗压强度、破坏模式和裂纹扩展特性。研究发现，孔洞

大小、形状和空间位置对岩石的动态抗压强度都有一定影

响。王锦山等[9]对影响含裂纹岩石受载后的应力场以及影响

应力场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探究了裂纹尖端的应力集中

程度以及造成岩石破坏、裂纹扩展的理论原因。朱万成等[10]

对含预制裂纹的巴西圆盘试样的破裂模式进行了数值模拟，

研究了不同裂隙倾角对破坏模式的影响，试验结果均符合基

本理论解释；吴海等 [11]阐述了岩石、混凝土类材料微裂纹成

核、扩展理论和扩展模型及其应用研究。Wong等[12]对含三维

表面裂隙的PMMA和大理岩材料进行了裂隙扩展试验，研究

了半圆形三维表面裂隙的扩展规律。朱万成等[13]采用岩石破

裂过程分析系统（RFPA）研究了含有不同角度预制裂纹的岩

石试样在动态载荷作用下的破坏过程，数值模拟表明：应力

峰值较小时，试样的破裂模式与静态载荷作用下的破裂模式

相似；应力峰值较大时，试样的破坏区主要集中在试样顶端。

本研究采用含有预制贯穿张开裂隙的水泥砂浆圆柱体

试样，并对试样进行 SHPB加载试验。通过改变预制裂隙的

倾角，得到不同的试验结果并进行分析研究。针对裂隙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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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油气开采张力腿平台的水动力性能海洋油气开采张力腿平台的水动力性能
郭霆 1，秦洪德 1，李晓勇 2，王翀 1

1. 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01
2. 中国明阳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山 528400
摘要摘要 基于三维势流理论，在API风谱及JONSWAP波浪谱环境条件下，通过计算分析，研究了海洋油气开采张力腿平台的水动

力性能。结果表明，张力腿平台的水平面外运动受到的波浪载荷，随着波浪频率的增大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垂荡、横摇及纵摇运

动响应在波浪频率为0.4 rad/s时达到峰值，且垂荡运动位移不超过工作水深的5%，摇角不超过5°，体现了张力腿平台半刚性的

运动特点；二阶差频波浪载荷作用于张力腿平台的y方向力约为x方向力的4倍，与一阶波浪载荷相比，二阶差频波浪载荷相对

较小，但对张力腿平台的水平面内运动影响不容忽视。

关键词关键词 海洋油气开采张力腿平台；一阶波浪载荷；一阶运动响应；二阶差频波浪载荷

张力腿平台（tension leg platform，TLP）具有半刚性、半顺

应性的特点，运动响应性能优良、操作简易、经济性好，在深

海油气田开发中扮演重要角色。TLP受到的动力响应分为波

频响应、低频响应和高频响应三类[1~3]，目前,一阶波频响应[4,5]

研究已较为成熟，理论研究与实际情况相吻合[6,7]。在一阶波

频响应研究的基础上，Taylor等[8]、Huang等[9]、Teng等 10]基于势

流理论及摄动展开原理对二阶绕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邹

志利等[11]对二阶自由表面非齐次项的表达式进行简化，通过

求解二阶速度势的傅里叶分量，给出易于计算的二阶波浪载

荷的精确公式；Adrezin等 [12]、Chandrasekaran等 [13,14]基于波浪

谱法对随机波浪环境进行统计分析，讨论了非线性耦合问题

对 TLP水动力的影响；Garrett[15]运用细长杆理论结合纽曼方

法对运动方程进行求解，研究了细长杆的静水力和水动力问

题；刘玉标等[16]通过WAMIT程序和编写数据处理程序，研究

了不同浪向角、不同波浪周期情况下平台的艏摇问题；吴应

湘等[17,18]研究了平台的流体动力学、结构力学问题。

本文根据一阶速度势对二阶波浪载荷的影响，对张力腿

平台进行表面压力积分，同时以动量守恒定理作为边界条件

进行二阶差频波浪载荷的求解，运用频域计算程序分析张力

腿附加刚度情况下张力腿平台的水动力响应。

1 自由表面波理论
假设流体为无黏性、无旋、不可压缩的理想流体，将流场

的分析求解转化为基于边界值对速度势的求解问题。

1.1 势流理论

计算坐标系（x, y, z）建立在静水面上，z轴垂直向上。根

据理想流体假设可知

ΔΦ = ∂2Φ
∂x2 + ∂2Φ

∂y2 + ∂2Φ
∂z2 = 0 （1）

式中，Φ为速度势。

根据自由表面的流体动力学边界条件和运动学边界条

件，可得

{ }∂2Φ
∂t2 + g∂Φ∂z + 2∇Φ∇∂2Φ

∂z2 = 0
z =η

（2）

η ={ }- 1
g
æ
è

ö
ø

∂Φ∂t + 12∇Φ ⋅ ∇Φ
z =η

（3）
式中，η为自由表面波函数；g为重力加速度；t为时间。

速度势满足的海底边界条件为

∂Φ∂z = 0 z = -h （4）
式中，h为水深。

基于微幅波假设，通过摄动展开法保留到二阶项，则

Φ = εϕ(1) + ε2ϕ
(2) +O(ε3) （5）

η = εη(1) + ε2η
(2) +O(ε3) （6）

式中，ε=kA为摄动系数，k为波数，A为波幅。

采用速度势来描述理想流体，其满足Laplace方程以及各

边界条件。入射波的速度势Φ1和绕射势Φ7可通过满足边界

条件的拉普拉斯方程求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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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系统的研究与中国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系统的研究与
试验试验
卢春房，周黎，张志方

中国铁路总公司，北京100844
摘要摘要 分析了中国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系统研发的迫切性，介绍了地震预警系统最新研究进展和试验验证情况，明确了地震预警

系统的研究目标与预警方法，提出了地震预警系统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高速铁路；地震预警；地震紧急处置

1 问题的提出
1.1 地震对铁路安全危害巨大

地震是一种发生概率小但对铁路行车安全危害性极大

的突发性自然灾害，特别是当列车运行速度达到200 km/h以
上时，地震对路基、桥梁、隧道、轨道等结构的冲击都可能在

极短时间内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和人员伤亡（图1[1-7]）。

例如，1995年发生的阪神地震造成列车脱轨及轨道结构

和下部基础的严重破坏；2004年10月23日，日本新泻发生里

氏6.8级地震，造成多辆列车脱轨，由东京开往新泻的新干线

列车（10节车辆编组）有8节车辆发生脱轨；1976年发生的唐

山大地震，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和数以亿计的财产损

失，同时导致数辆列车脱轨和多处铁路线路瘫痪；2008年5月
12日汶川发生里氏 8.0级地震，致使宝成线、成昆线、成渝线

等铁路多处塌方，31列客车、149列货车在途中滞留，沿线部

分车站房屋设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为了防止或减轻地

震灾害对高速铁路运行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世界上

拥有高速铁路的国家，如日本、法国及中国台湾等均建立了地

震监控系统[8]。

1.2 中国高速铁路初期建设地震报警系统

中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震活动

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分布广，50%以上的国土面积位于

VII度以上的地震高烈度区 [9]（图 2）。近年来地震频发，继

2008年汶川 8.0级强震以来，青海玉树、台湾高雄、新疆和田

等地区相继发生了6.7级以上地震。在京津、京沪、哈大高速

铁路等工程建设的同时，中国研发了高速铁路地震监测报警

系统，但该系统仅具有阈值报警功能，各条线路的地震监测

报警系统独立且不能互联互通，报警信息无法共享，没有与

国家地震台网相连，报警和处置时延长，不能完全达到高速

铁路预警的最终目的。

为实现预警功能，中国高速铁路在建设初期曾考虑引进

消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铁地震预警系统，但由于中国地震

断裂带分布范围大，高铁线路已经成网，高速铁路装备技术

图1 地震导致的铁路列车脱轨事件

Fig. 1 Derailment accidents of high-speed railway subject
to earthquake

（a）阪神地震 （b）新泻地震

（c）唐山地震 （d）汶川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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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快速控制原型的倒立机器人设计基于快速控制原型的倒立机器人设计
与实现与实现
吕强，张洋，王国胜，郭峰

装甲兵工程学院控制工程系，北京 100072
摘要摘要 介绍了快速控制原型的产生、发展和优势。搭建了倒立机器人快速控制原型硬件平台。针对硬件平台，总结了快速控制

原型设计流程，设计了Matlab/Simulink模型，实现了自动代码生成，完成了倒立机器人的平衡控制。结果表明，倒立机器人能

在-2°～2°范围内保持平衡，验证了快速控制原型的优势。在控制系统最初的设计阶段，将Matlab/Simulink模型在实物中进行

验证，可缩短开发周期，节省经费，提高开发效率。

关键词关键词 快速控制原型；自动代码生成；倒立机器人；Simulink

按照传统的DSP开发模式进行开发，需要工程师进行仿

真、编程、查错及调试，是一个复杂而又长久的过程。当需要

更新算法或出现错误时，需重新进行设计和实现。整个过程

较为独立，且开发时间长，效率低。当今市场竞争激烈，产品

开发要求在短时间、低成本的前提下完成。快速控制原型技

术应运而生。快速控制原型技术将传统开发方式中的各个

阶段有机的结合起来，在虚拟、可视的开发平台上进行算法

设计、系统仿真，自动代码生成，快速地进行硬件测试，极大

地缩短了开发周期，减少代码错误，提高开发效率。

倒立机器人是一种平衡机器人，是自治移动式机器人家

族中重要的一类，是一种典型的多变量非线性系统，常常作

为科研实验仪器使用。本文搭建了基于DSP28069的倒立机

器人快速控制原型硬件平台，在Matlab/Simulink环境中建立

了系统模型并进行了虚拟仿真，利用 Simulink自动代码生成

技术生成二进制代码下载到DSP中，进行实物实验，以实现

对倒立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快速控制原型设计。

1 快速控制原型技术
1.1 快速控制原型技术简介

快速控制原型（rapid control prototyping，RCP）技术最初

产生于制造业，被称为快速原型技术（rapid prototyping，RP），

主要思想是：尽可能地在虚拟环境中完成产品设计，从而缩

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费用。经过多年发展，西方发达国家

已经将该技术广泛应用于家电、航空、军事等领域。中国也

在 20世纪 90年代引入此技术，目前在家电行业中发展较

快。将控制系统设计和控制算法验证引进RP技术中后，RP
技术即被称为快速控制原型技术[1]。

1.2 快速控制原型技术的优点

传统的系统设计过程是一个串行开发模式，在设计开发

过程中，当发现需求与系统设计不符，或者设计过程出现错

误时，需要反馈到各阶段重新进行。除此之外，人工输入代

码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延长了整个开发进度。这种传

统的串行开发模式极大限制了系统开发效率。而快速控制

原型技术可以很好地改善这些缺陷[2]。

快速控制原型将传统开发模式中的几个相互独立的阶

段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其开发过程是一个并行进行的过程，

有效实现了不同阶段的无缝集成[3]。在最初的设计阶段即可

在实物中进行各种验证，在开发早期减少或消除可能的错误

及缺陷，从而达到节省开支，降低物耗的目的。快速控制原

型开发技术利用Matlab/Simulink等开发平台建立系统模型，

自动生成代码，可以产生高效无误的代码，极大地提高了开

发效率。同时，建立的系统模型可以根据各种硬件平台生成

相应代码而广泛应用，性价比高、扩展性好、维护方便。

2 倒立机器人建模
2.1 轮式倒立机器人的运动方程

如图 1所示，建模轮式倒立机器人。设轮式倒立机器人

本体姿态倾角从垂直方向顺时针旋转为正。车轮相对于本

体转过的角度，顺时针为正。据此规定坐标系，推导轮式倒

立机器人运动方程为式（1）和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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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目视觉技术的基于双目视觉技术的FASTFAST舱索系统舱索系统
模型振动测量方法模型振动测量方法
崔希民 1，王强 1，李辉 2，范生宏 3，郑珂 1，亓晓彤 1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北京 100012
3.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FAST望远镜舱索系统位置、振动频率的动态检测是实现闭环控制的基础。针对传统测量方法用于FAST望远镜舱索系

统缩比模型振动频率检测时操作复杂、干扰性大和不易实现的缺点，根据被测物体连续振动变化的特点，提出双目视觉高速动态

测频方法。该方法通过计算被测物点位三维坐标，利用快速傅立叶变换对离散的实时点位信息进行频谱变换，分析确定被测物

的振动频率。实验显示，双目视觉高速动态测频方法在频率分辨率为0.04 Hz的情况下，重复测量、分时段测量的误差分别小于

0.08 Hz和0.04 Hz，表明对于舱索系统之类的低频振动物体，该方法能有效满足振动频率的动态测量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FAST舱索系统；振动频率；双目视觉高速动态测频方法；快速傅立叶变换

正在建设中的 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国

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在中国的一项先导工程[1]。作为其关键

技术之一的光机电一体化的馈源支撑系统，在风激、索系驱

动载荷作用下会产生很大的振动，与目标位置产生偏差，影

响馈源舱内接收机定位指向的性能和精度[2]。测定出馈源舱

位置偏差可以计算出 6根悬索需要调整的变化量；测定出主

频率可以指导相应驱动装置进行一些控制，从而抵消或减小

舱索柔性悬挂系统的振动。主频率是在得到馈源舱在一定

时间内相对于其中心位置的位移变化情况的基础上获得的，

而位移变化是由馈源舱的实时三维坐标得到的。因此，坐标

测量、时间测量的精度直接决定了测频的精度。

FAST望远镜利用轻型索拖动机构和并联机器人实现接

收机高精度定位是中国的自主创新。测量机器人、GPS动态

差分技术、激光与惯性组合测量技术已经在FAST 20 m/50 m
缩比模型的馈源舱位置和姿态测量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应

用[3~5]。然而，测量机器人采样率低，时间滞后；GPS动态差分

的精度比较差，而激光与惯性组合装置实施操作起来复杂度

比较高，同时它们自身对馈源舱的附加重量，会影响舱索系

统的运动；如果利用一些接触性传感器又会对馈源接收的信

号造成干扰[6]。因此，这些方法都不利于对振动频率进行测

量。双目视觉技术具有非接触性、干扰小、操作简单、拍摄图

像时间短、处理速度快以及测算三维坐标点位精度高等优

点，可应用于对点位和姿态的动态测量 [7]。本文研究基于双

目视觉技术的FAST 舱索系统模型振动频率高速摄影动态测

量方法。

1 双目视觉高速动态测频方法
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s aper⁃

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舱索系统结构如图 1所

示。FAST舱索系统位置、振动频率的动态检测是实现其闭

环控制的基础。

图1 FAST舱索系统结构示意

Fig. 1 Illustration of FAST cabin-cab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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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 ROSROS 的自主多旋翼飞行器视觉的自主多旋翼飞行器视觉
导航系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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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在GPS信号缺失的环境下多旋翼飞行器的定位和自主飞行问题，构建了一个基于视觉导航的多旋翼无人飞行器控

制系统。采用目前流行的pixhawk飞行控制模块和单目视觉定位算法，基于机器人操作系统（ROS）构建了通信网络系统，并选

用一个低功耗的机载主控计算机实时地在板运行该系统。测试结果表明，搭建的无人飞行器平台能实现较精确的视觉定位和自

主飞行。

关键词关键词 多旋翼飞行器；视觉导航；机器人操作系统；自主飞行

使用无人飞行器对建筑物内部环境进行有效探索已成

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多旋翼无人飞行器（unmanned aerial
vehicles）具有垂直起降、灵活机动、可靠性高和负载能力强等

特点，更加适合充满挑战的室内任务，可以携带更多的探测，

处理等设备[1]。特别在自然灾害中，使用多旋翼无人飞行器

探测建筑物内部的受损情况，有助于更有效的灾后救援工

作。

目前的无人飞行器广泛采用GPS和惯性导航系统进行

定位和导航，然而在建筑物内等GPS信号缺失的地方，需要

一个可靠的定位系统对无人飞行器进行定位和姿态估计。

视觉导航即采用无人飞行器携带视觉传感器获取周围环境

图像，通过图像算法对飞行器进行位姿估计。视觉传感器在

成本、功耗、质量上独具优势，较适用于多旋翼无人飞行器系

统。传统的视觉导航方法将搭载的视觉传感器采集到的图

像通过无线模块传输到地面站计算机，通过地面站计算机进

行视觉处理后再将控制命令以无线的形式发送给飞行器 [2]。

然而现如今的微处理器处理能力还不足以处理高帧率的图

像，利用WiFi等无线方式传输图像数据到地面站处理器处

理，存在实时性和鲁棒性不足等问题。所以本文采用一个嵌

入式低功耗、高性能的机载主控计算机来处理视觉传感器数

据，所有软件都是实时在板运行（onboard），避免了图像和控

制命令无线传输过程中存在的延迟和干扰，保证了控制的实

时性和飞行的精确性。

为了使用多旋翼飞行器平台对室内环境进行探索和地

图构建，本研究搭建了一个基于ROS的飞行器视觉导航控制

系统，采用视觉传感器对室内飞行的飞行器进行位姿估计，

实现定位，并利用机载主控计算机控制无人飞行器完全自主

起飞、悬停和降落，地面站计算机只是进行飞行状态和数据

的监控。自主控制命令和位姿估计则通过Mavlink微型无人

机通信协议进行传输。

1 系统硬件设计
本文采用的六旋翼无人飞行器主要包括：pixhawk飞行

控制板（PX4）、视觉传感器、低功耗的机载主控计算机、无刷

电机和供电模块。主控计算机实时处理视觉传感器采集的

图像，对飞行器定位和位姿估计，并以ROS消息格式将控制

命令发送给pixhawk飞行控制板，进而利用6个无刷电机控制

飞行器的飞行，达到六旋翼无人飞行器室内定位和自主飞行

的目的。图1为多旋翼无人飞行器平台。

自行搭建了一个六旋翼无人飞行器，能够满足载荷要

求，具有足够的机载处理计算能力，最短续航时间达20 min，

图1 多旋翼飞行器平台

Fig. 1 Multi-rotor aircraf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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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和水下爆炸时钢筋混凝土板动态空中和水下爆炸时钢筋混凝土板动态
响应对比分析响应对比分析
孔祥清，赵倩，曲艳东，章文姣

辽宁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锦州 121001
摘要摘要 利用有限元软件ANSYS/LS-DYNA建立钢筋混凝土板在不同介质中（空中和水下）爆炸的数值模型，在对比分析爆炸冲

击波在空中和水下传播特性的基础上，研究了空中和水下爆炸冲击波对钢筋混凝土板动态响应及损伤程度的影响，并对比分析

了不同炸药量及起爆距离对钢筋混凝土板在空中和水下爆炸时动态响应的影响规律。研究表明，在近爆区域内，爆炸冲击波在

空中和水下的传播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空中的传播速度较水下快，并且冲击波压力在空中衰减较水下快；但水下爆炸冲击波

压力峰值较空中爆炸大很多，对钢筋混凝土板的潜在破坏能力较强。两种介质中爆炸时钢筋混凝土板的破坏形态对比分析，发

现无论是迎爆面还是背爆面，同等炸药量及起爆距离下水下爆炸时混凝土板损伤程度均较空中爆炸时大。

关键词关键词 钢筋混凝土板；空中爆炸；水下爆炸；冲击波传播特性；动态响应

日常生活中意外爆炸及恐怖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工程结

构发生严重的损伤甚至毁灭性坍塌，对重大建筑物结构的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工程结构遭受爆炸冲击荷载的主要介质

有空中爆炸和水下爆炸，但是由于空气和水这两种介质的物

理属性存在较大差异，且爆炸产物与炸弹周围介质的相互作

用效应不同，导致结构在空中和水下的动态响应、破坏特征

及相应的防护设计均存在较大差异 [1,2]。因此研究结构在空

中和水下爆炸荷载作用下的动态响应对提高结构的抗爆性

能具有重要意义。

爆炸载荷具有传播速度快、峰值压力大、作用时间短等

特点，导致爆炸荷载作用下的结构动态响应是一个复杂的物

理过程，其中包括炸药的起爆过程，爆炸冲击波在介质中的

传播过程，介质与结构相互作用及结构响应过程等。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对爆炸荷载作用下结构在不同介质中的动态

响应及冲击波的传播过程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在相同

炸药量及起爆距离下，在空中或水下爆炸时，产生冲击波的

传播特性有所差异，同时结构的动态响应也不一样。如宁心

等[3]对空中和水下爆炸冲击波的传播速度和物理参数等进行

了对比研究，发现冲击波在水下传播时峰值压力和冲量要明

显高于空中。Librescu等[4]对各向异性夹层板在空中和水下

爆炸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响应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平板

在水下爆炸时破坏程度更严重。张社荣等[5~7]通过数值模拟

的方法对空中和水下爆炸时冲击波传播特性及重力坝动态

响应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水下爆炸冲击波传播压强

峰值及冲量均较空中爆炸大很多，对结构的潜在破坏能力较

强。近年来随着人防、水利水电以及海岸工程等兴起，钢筋

混凝土结构因其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较高的质量密度成为当

前工程结构抗爆设计的首选。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关于钢

筋混凝土结构在爆炸荷载作用下的动态响应已经做了大量

的研究[8~14]，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关于不同介质中爆炸时

钢筋混凝土结构与介质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响应的对比分

析较少。

本研究以钢筋混凝土板为例，利用ANSYS/LS-DYNA软

件对其在不同介质（空气和水）中爆炸时结构的动态响应进

行数值模拟。对比分析爆炸冲击波在空中和水下的传播过

程及相应的峰值压力；同时研究钢筋混凝土板在爆炸荷载作

用下与两种介质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响应。并在此基础上研

究不同炸药量和不同起爆距离对空中和水下爆炸时钢筋混

凝土板动态响应的影响规律。

1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1.1 有限元模型

以钢筋混凝土板结构为研究对象，炸药类型为 TNT，计
算模型如图 1所示。板取工程结构中常规尺寸：1.3 m×1.0
m×0.12 m。钢筋采用双层配筋，受力钢筋直径为 10 mm，中

心距离 100 mm，分布钢筋直径为 10 mm，中心距离 200 mm，

保护层厚度选择 25 mm，试件的混凝土材料抗压强度为 48
MPa，钢筋采用HPB235，其屈服强度为 560 MPa。模型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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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位置和力反馈控制的电动静液式基于位置和力反馈控制的电动静液式
主动悬架的仿真主动悬架的仿真
张培培 1,2，余强 1，雷良育 2，赵相君 2，周辰雨 1

1.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西安 710064
2. 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浙江省木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 311300
摘要摘要 通过建立2自由度1/4车辆主动悬架模型和电动静液作动器模型，综合机器人柔顺性控制中阻抗控制的优点，分析其在液

压式主动悬架的适用性，将位置反馈和力反馈控制应用于液压式主动悬架系统。设计了采用模糊控制的位置反馈控制器和力反

馈线性控制器，并以阻抗控制跟踪车轮动载荷得到簧载质量位移修正量。利用Matlab/Simulink搭建B级路面和0.1 m凸起路面

激励下的悬架系统模型。仿真结果表明，相对于被动悬架，其车身垂直加速度、悬架动挠度及车轮动载荷的均方根值均有所下

降，该控制策略能较好地提高车辆的行驶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

关键词关键词 主动悬架；电动静液作动器；阻抗控制；位置-力反馈控制

主动悬架可根据车辆行驶路面、工况和载荷等因素的改

变，主动调节作动器的控制力，从而使悬架系统始终处于最

佳减振状态，有效解决了传统被动悬架所固有的车辆行驶平

顺性和操纵稳定性之间矛盾问题，成为现代车辆悬架系统发

展方向之一[1]。国内外学者对主动悬架控制策略进行了较多

研究。基于位置反馈和力反馈控制理论常用于机器人控制

领域，实现机器人的位置控制和力控制。阻抗控制可以通过

调整阻抗参数，使位置和力满足某种理想的动态关系。由于

阻抗控制对一些不确定性和干扰因素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在

机器人的顺应性控制上得到了广泛应用[2-3]。

主动悬架的主要控制元件作动器的作用力往往通过液

压系统或气压系统来完成，由于液压系统相对气压系统可以

在较大的频率范围内改善车辆性能，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模糊控制 [4]、PID控制 [5]、耗散控制 [6]及 LQG控制 [7]等方法

简单，能够较好地改善车辆行驶平顺性，但对车辆操纵稳定

性的改善并不明显。本课题组研究了位置和力反馈控制在

电动静液作动器主动悬架的应用，在进行位置差的反馈控制

时采用阻抗控制获得实时簧载质量的期望位移，确定作动器

的期望控制力，然后使用线性的力控制器实现主动悬架目标

动力学特性。

1 主动悬架模型的建立
1.1 路面输入模型

路面的不平度是影响悬架动力学特性主要因素之一。

对路面的描述，可以分为振动和冲击两个方面。振动来自于

路面持续的小的不平整；而冲击来自路面的突变（如凹凸路

面），其相对作用时间短，强度大。对振动的描述，常采用白

噪声加以模拟；对冲击的描述，常采用阶跃、脉冲或正弦波来

模拟实际凸起和凹坑[8]。

在Matlab/Simulink环境下建立以下2种方案路面：

方案 1：采用高斯白噪声模拟 B级路面 [8]，行驶车速 10
m/s，得到如图1（a）所示B级路面激励的时域信号。

方案 2：采用正弦波信号输入模拟车辆在 1 s<t<2 s进入

0.1 m凸起路面，图 1（b）所示为 0.1 m凸起路面激励时域信

号。

1.2 1/4车辆悬架简化模型

建立具有车身和车轮两自由度 1/4车辆主动悬架模型，

如图2所示。ms为簧载质量；mu为非簧载质量；Cs、ks分别为悬

架系统的阻尼与刚度；kt为轮胎等效刚度；Zs、Zu、Zr分别为簧

载质量位移、非簧载质量位移、路面激励位移；f为作动器的

实际控制力输入；fd为作动器的期望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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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智能电网的实践及启示德国智能电网的实践及启示
李慧杰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技术与环境社会学学院，斯图加特 70174
摘要摘要 德国一直致力于在可再生能源时代领军世界，而智能电网是未来低碳电力系统的重要一环，其中企业、政府的支持与管制

对智能电网的发展尤为重要。德国E-Energy（信息化能源）试点项目，旨在通过一个开放式的区域电力市场，将发电商、用电可

调节的消费者、能源服务供应商、电网运营商集成为一体，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将发电直至消费的全部流程集成在一个平台，及

时地交换信息进而优化整个系统。而需求侧作为缓解电力供需平衡的一种重要资源，在电力用户主动参与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本文综述德国智能电网的发展、实践及经验，分析其对中国电网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 智能电网；德国；需求侧管理；可再生能源

1 智能电网的重要性
2010年3月3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2020战略”，提出

了欧盟未来10年的发展重点和具体目标。该项计划要求，欧

盟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最终能耗来源的比例提高至20%，

能源消耗降低20%，温室气体减排较1990年减少20%。

在该计划基础上，德国于2011年提出更为严苛的温室气

体减排目标：到2020年较1990年相比减少40%，到2050年至

少减少 80%。因德国温室气体排放大约 40%来自于发电过

程，尤其是火力发电厂，这一减排目标要求到 2050年德国能

源消费100%来自可再生能源。

因欧洲电网部分电网老化，翻新需要一笔费用，也可以

趁此机会将其智能化，以应对新的挑战——大量可再生能源

尤其是分布式电源的接入。既要确保电力供应稳定且经济，

又要保证供电系统安全可靠，智能电网被提出用来处理多样

化的接入电源，供给和需求侧的实时双向信息和电力流动使

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因此也使智能电网成为未

来低碳电力系统的重要一环[1]。

2 德国智能电网的发展
2.1 相关政策

德国迄今尚无专门针对智能电网的法律法规，表 1列出

的主要有德国出台的能源效率政策、电网相关的一些主要政

策，如《能源经济法》开始电力市场化改革、《可再生能源法》

支持可再生能源入网。从中可看出，能源效率政策贯彻始

终，建筑节能首当其冲，热电联产技术日益受到重视。

德国政府还参与支持了一些新能源项目，如1989年开始

的 100 MW 风能项目，1991 年开始的 250 MW 风能项目，

表1 与德国智能电网相关的重大法规或事件

Table 1 Regulations/Events relevant to smart grid
development in Germany

时间

1977年
1977年
1978年
1981年
1991年

1998年
2000年

2002年
2002年

2002年
2002年
2005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09年

2009年

2011年

事件

《建筑节能法》实施，其后被多次修订

《建筑保温条例》生效

《供暖设备法令》生效

《供暖成本法令》生效

《电力输送法》施行，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入网，固定
电价制推出

实施新的《能源经济法》，建立有竞争机制的电力市场

《可再生能源法》生效，取代《电力输送法》，可提供最
长达20年的固定电价

《节约能源条例》实施

《建筑节能条例》开始实施，要求新建筑有能耗证书，
取代《建筑保温条例》和《供暖设备法令》，之后被多次
修订，不断提高了新老建筑的节能标准

《热电联产法》实施

《能耗标识法》实施

开始碳排放贸易机制

实施“全国能源效率行动计划（NEEAP）”
《耗能产品生态设计要求法》生效

《可再生能源供热法》实施

“沙漠计划”项目(DESERTEC)启动，在非洲北部投资建
立太阳能发电站

经修订的《热电联产法》实施，计划提高热电联产发电
量的份额

提出2022年彻底退核和能源转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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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基于模糊AHP-TOPSISAHP-TOPSIS的环境意识的环境意识
设计方案相对绿色度研究设计方案相对绿色度研究
陈建，张胜良，李鑫，陈琨

浙江工业大学；特种装备制造与先进加工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14
摘要摘要 针对机械产品环境意识设计方案评价中评价指标值具有模糊性、指标权重具有不完全性的问题，提出基于模糊AHP-
TOPSIS的环境意识设计机械产品相对绿色度综合评价方法。为充分结合两者的优点，先运用模糊AHP将各指标因素划分成有

序层次，科学确定各层次权重，再结合模糊TOPSIS构建模糊AHP-TOPSIS综合评判模型，根据有限个成本型和效益型定性定

量指标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确定最优方案。该方法严格区分了效益型和成本型定性指标、效益型和成本型定量指

标，构建完善了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意识设计机械产品指标评价的原则与体系。通过实例分析，表明该评价方法在理论上具

有科学性，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关键词 模糊层次分析法；模糊AHP-TOPSIS；环境意识机械设计；绿色设计；绿色度

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生态恶化是 21世纪人类面临的

主要问题之一。能源的短缺将直接影响各国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过度开发与浪费则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环境污染（比如

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则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而且

环境污染正朝着严重化、全局化、多样化方向发展。人类亟

需一种方法根治资源、环境问题，使之与工业化和谐共

存[1,2]。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绿色壁垒问题在国际贸易中

愈发突出，由于各国的绿色标准不统一以及对绿色标准理解

的差异，造成了贸易成本增加、发达国家借此保护本国企业

等诸多问题，不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机械产品深受此

影响[3~5]。但另一方面，随着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

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和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

环境意识机械设计应运而生，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战略思路

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环境意识机械设计强调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降低

其对人与环境的影响，是技术先进性、环境友好性和经济性

等各方面的有机结合[6,7]。作为产品改进和优化的依据，对环

境意识设计机械产品的绿色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是环

境意识设计的重要一环。而由于机械行业所涉及的领域广

泛，产品复杂多样，不同行业的人对绿色产品的认识不同。

虽然绿色产品概念提出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到目前为止还

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义，由此造成绿色产品评价体

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

色机械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所以，对绿色机械产品进行全面

正确地评价，对于环境意识机械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

前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8]。

绿色产品的评价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评价问

题，国内外学者就对绿色产品进行全面正确地评价这一问题

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评

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绿色产品评价方法研究和应用最

多的就是 LCA（Life Cycle Assessment，生命周期评价）[9~12]，

LCA是一种用于评价产品或工艺从原材料采集到产品设计

生产、流通、使用、回收整个生命周期阶段有关环境负荷过程

的工具，注重于研究产品系统在生态健康、人类健康和资源

消耗领域内的影响。它首先辩识和量化能量和物质的利用

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排放物，然后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最

后寻求改善环境影响的机会以及如何合理利用这种机会[13,14]。

LCA虽然广泛应用于产品环境性能评价，但评价的主观性、

大量数据导致评价完整性和精度问题、研究内容不够全面、

花费时间长成本高、国内外数据库标准不统一等造成通用性

差。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次分析法）作为一种

重要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解决多准则决策问题的方

法也经常应用于绿色产品评价中，凭借其简便、灵活而又实

用的特点得到了广泛研究[8,15~17]，但绿色产品评价指标包括定

性和定量指标，而两者又有成本型和效益型之分，但传统层

次分析法没有综合考虑成本型及效益型定性定量指标，影响

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客观性[18]。TOPSIS（Technique for Or⁃
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逼近理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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