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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长期以来是我国主要能源。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进步，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和优质化
方向发展，煤炭的发展方向是安全绿色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我国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复杂，53%的资源埋深在千米以下，随着煤炭开
采逐步加深，深部煤炭开采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巷道围岩控制、水害、热害等诸多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深
部煤炭开采与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根据我国深部开采典型矿区的长期研究实践提出以下科学思考与建议：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煤与瓦斯突出防治。。随着开采深度增加，煤层赋存及开采条件日趋复杂，煤与瓦斯突出发生频次和强度不断增加，而突出机理尚
不清楚，措施存在盲目性。必须从煤矿井下开采源头来解决深部低透气性、高瓦斯煤层瓦斯突出防治难题。采用卸压开采煤与瓦斯共
采技术，打破传统开采程序，选择好首采关键层，造成上下岩层移动，膨胀卸压，从而增加煤层透气性，使相邻煤层高瓦斯突出煤层瓦斯
解析为游离瓦斯，再通过预先布置的巷道和钻孔抽采瓦斯，实现区域治理，高瓦斯煤层在低瓦斯状态下安全开采。

冲击地压防治冲击地压防治。。煤矿冲击地压以其突然、急剧、猛烈的破坏特征严重威胁着矿井安全生产。深部开采冲击地压发生频次和强度明
显增加，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开采关键卸压层实现区域卸压，对于防治冲击地压至关重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降
压、减震、吸能”的作用。具有冲击危险性的工作面实施采前“大范围、高强度”的煤岩预卸压，采时实施多参量预警，对预警危险区实施

“二次”卸压。
巷道围岩控制巷道围岩控制。。巷道是矿井的咽喉，既是矿井的生产通道也是生命通道。进入深部开采后，巷道围岩呈现软岩特征，容易发生大

流变、大破坏，造成巷道断面大变形，通风网络失灵，进而引发重特大事故。深部巷道围岩的控制应基于深部巷道围岩稳定控制理论，
强化围岩与强化支护结构相结合，采用分步联合支护。对不同级别的深部巷道围岩，采取不同的技术措施。

矿井水害防治矿井水害防治。。矿井水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在煤矿重特大事故中所占比重较大。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矿井水文地质条件
更加复杂，煤层开采受底板高承压水威胁日趋严重，突水机率不断上升，水害防治难度进一步加大。疏水降压和注浆改造是防治深部
承压水突出的有效手段。在开采受高承压水威胁的深部煤层时，一般采取疏水降压的方法将承压水水头值降到安全水头值以下；承压
含水层的集中补给边界已经基本查清的情况下，可采取帷幕注浆；当承压含水层的补给水源充沛，可考虑注浆加固和改造提高隔水煤
岩层自身强度，确保不溃水。

矿井热害治理矿井热害治理。。矿井热害在我国绝大部分深部矿井中已经相当突出，成为煤矿向深部延深的重要瓶颈之一。在深度为1000 m
时，地温高达40～50℃，尤其在掘进工作面，气温高、湿度大、空气含氧量低、工作环境恶劣，严重制约安全高效生产。开展井上下立体
降温降湿技术和新型隔热材料研究，最大限度降低或消除矿井热害威胁，采用巷道隔热材料降温技术隔绝高温围岩，将热源隔离，减少
围岩热量放散，有效缓解对巷道风流加热，降低工作面的空气温度，改善井下的工作条件。

深部煤炭开采面临的几大灾害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给灾害防治研究带来极大挑战。国际上由于深部煤层不开采，
很少开展此类研究，为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应超前探索出深部煤炭开采灾害防治的科学手段，为我国主导能源安全绿色开采提供支撑，
建议如下：一是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国家制定科技攻关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通过整合国家研发资源平台，采取产学研合作，
协同创新，加大“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重大科技攻关力度，重点开展深部煤炭开采
应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依靠科技创新突破制约我国深部煤炭开采的理论与技术瓶颈。二是在研究思路方面，国家应支持自主
创新重大仪器及科学装置开发研究，开展微观、细观、宏观多尺度研究。重点研究采动应力场、渗流场、裂隙场的3场发育及演化特征
和致灾机理，以大尺度真三轴最大相似比的新型实验室物理模拟、数值模拟为手段，形成从现场实测到实验室，从定性到定量，可重复
推演的现场试验、物理模拟、数值模拟和虚拟现实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研究深部动力灾害致灾机理，寻求灾害预防与控制对策。三
是在灾害治理方法上，坚持先卸压后开采的科学治理。深井动力灾害是多场耦合作用的结果，应力是灾害的源头，必须在营造低值应
力区上做文章，通过首采关键层形成卸压区，对被卸压煤层的大范围卸压，实现对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等动力灾害的区域性治理。
四是科学确定开采下限。在充分认清深部各种灾害特征、治理能力极限和技术经济可行性的基础上，科学确定开采下限。同时，在满
足合理需求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煤炭的依存度，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煤层气是近期实现能源结构调整最有效、可能性最大的途径。

未来我国煤炭开采逐渐走向深部，我们认为只有坚持科学开采，依靠科技创新，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
关键技术的攻关才能有效解决深部煤炭开采面临的科学问题和重大技术难题。

破解深部煤炭开采重大科技难题的
思考与建议

（煤炭开采国家工程技术研究院，淮南232000）

袁亮，安徽金寨人，煤炭开采及瓦斯治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煤炭开采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深部煤炭开采与环境保

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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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普鲁士蓝纳米粒子有望实现肿瘤的精确诊断和治疗

近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中国
呈现显著的增高趋势。恶性肿瘤已超过
心血管疾病，成为城市居民首要致死病
因，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与健康，给社
会、家庭和个人带来极大的负担和痛
苦。国际上对恶性肿瘤的治疗黄金准则
是，早发现早治疗，争取在肿瘤细胞未扩
散前实现肿瘤高效治疗，以挽救更多的
生命。

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一直是医学
界的难题和研究热点，特别是兼具有诊

断和监控、治疗等功能为一体的关键科
学技术研究更是科学界关注的热点。近
年来，随着传统医学影像技术与分子生
物学等多学科技术交叉融合产生的分子
成像技术，有望实现在细胞、分子水平对
肿瘤细胞发生、发展与转移进行在体观
察，有利于肿瘤在体活动规律的掌握，有
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已成为医
学影像研究领域的热点。但传统的医学
影像手段，如核磁共振成像、超声成像
等，仍存在不足，难以满足临床上的需
要。因此，癌症的早期诊疗研究迫切需
要新的成像技术，或者多模式成像的结
合，来填补当前分子影像学的不足。

为提高肿瘤患者生存质量，近年来
无创/微创肿瘤治疗新技术研究成为国内
外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基于纳
米载体的新颖的光热治疗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将具有近红外光热转换功能的纳
米载体材料，选择性累积到肿瘤部位，然
后仅对肿瘤区域局部实施近红外光照，
使肿瘤细胞间和细胞内的纳米材料吸收
近红外光，并高效地转化为热能，使肿瘤
产生局部超高温度，从而轻易将肿瘤细
胞杀死。其最大特点是从理论上实现了
对几乎所有实体肿瘤的有效治疗，包括
放化疗失败和产生耐药性肿瘤的高效治
疗，同时不会产生放化疗伴随的毒副作
用而导致的患者生存质量下降。

普鲁士蓝作为一种古老的染料，成

本比较低，是一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批准的，作为临床上治疗铊等放射性
元素中毒的解毒剂，因此具有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以及生物安全性。普鲁士蓝纳
米粒子在近红外区具有很强的吸收，具
有高的光热转换效率，且其具有T1-加权
核磁共振成像功能，其形貌和尺寸可以
进行调控，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肿瘤纳米
诊疗剂。

因此，设计制备出集光声成像造影
及光控响应热疗与化疗为一体的多模式
肿瘤诊疗系统无疑将对提高肿瘤患者生
存质量，实现癌症治疗的低成本与高效
化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科技导报》2016年第2期第18~26
页刊登了蔡晓军等的综述“普鲁士蓝在
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以肿瘤
诊疗方面的医学应用需求为背景，综述
了基于普鲁士蓝的纳米诊疗剂在光声成
像、核磁共振成像、超声成像、多模式成
像，及作为光热转换剂和药物传输系统
实现对肿瘤的光热治疗、化疗和基因治
疗等生物医药领域中的研究现状和未来
发展的趋势。

本期封面图片展现了以形貌、结构、
尺寸等可控的普鲁士蓝纳米粒子为基
础，将其充分应用于肿瘤的诊疗领域，实
现对肿瘤的精确诊断和治疗。本期封面
图片由蔡晓军提供。本期封面由王静毅
设计。 （（编辑编辑 田恬田恬））

·导 读·

P16 科技企业应强化人本管理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生产

活动中最特殊的资源，企业发展的关键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
管理。开发人、发展人是人本管理一项重要的核心要求和衡
量标准。只有激活人力资源，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把人才开发
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量，不断探索人才工作的新思路
新方法，才能使人本管理战略在科技企业落地生根。

P17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发展中国机器人产业需要推进重大标志性产品率先突

破，全面突破机器人关键零件，全面推进机器人产业中心的建
设，着力推进应用示范、提高机器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积极
培育龙头企业、提升行业竞争力。

P328 我是怎样申报基金课题的
申报书中隐含的时间、空间、要素明晰吗？申报书有文

字、标点、格式错误吗？申报书评述的参考文献全面、新颖、权
威吗？同领域权威专家的文献有引用吗？申报书中有说自己
的研究是“填补空白”“国内领先”，而别人的研究这也薄弱、那
也不足吗？申报书中的重要概念、术语前后是否一致、是否准
确、明晰？这些可能直接影响基金项目是否获批。

P27 基于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制备Janus纳米粒子的进展
总结了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制备Janus纳米粒子的方法，综合比

较了不同方法的特点及适用范围，为实现嵌段共聚物Janus纳米粒

子形貌和结构可控、组成多样化及批量化制备提供了参考。

P81 贵金属纳米材料用于生物成像研究进展
概括了荧光成像、拉曼成像、暗场成像的成像原理及优缺点。其

中暗场成像技术通过检测纳米材料的散射光，有效消除了样本的背

景干扰，有很多无法比拟的优势。通过综述贵金属纳米材料在生物

成像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展望了其发展前景。

P307 合成生物学研究和应用的生物安全问题
简述了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及其可能造成的环境、公众健康安全

问题及伦理问题。借鉴欧美等国家在合成生物学发展及管理方面的

经验，提出中国应加强合成生物学研究和应用的风险评估、完善监督

和管理体系、强化生物安全和生物伦理教育、推动与国际社会的交流

和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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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62016--0101--0101至至20162016--0101--1515；；排行依据排行依据：：遴选出的遴选出的30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1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举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授奖项目42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4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授奖项目66项，其

中：一等奖1项（通用项目），二等奖65项（通用项目49项，专用项目16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授奖项目187项，其中：特等奖3项（通用项目2项，专用项目1项），一等奖

17项（通用项目7项，专用项目7项，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67项（通用项目129项，

专用项目38项）；授予7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2 中国高质量科研对世界总体贡献居全球第二位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2日消息称，《Nature》杂志发布的《2015中国自然指数》增刊

显示，中国高质量科研对世界的总体贡献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

二位。而在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2015年国际物理学领域十大重

大突破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

态”成果位居第一。同时上榜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团队

发现的“外尔费米子”，这也是一项入选美国物理学会发布的

2015年物理学八大标志性进展的成果。

近年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增长突出（图片来源：《Nature》）

3 环保部约谈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13—14日，环境保护部委托华

北、西北、华东、华南环境保护督查

中心分别就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

河南小秦岭、宁夏贺兰山、山东长

岛、广东丹霞山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约谈了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内

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三门峡市

人民政府、河南省林业厅，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宁夏自治区林业

厅，烟台市人民政府、山东省林业厅，韶关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国

土资源厅等保护区所在市（盟）级人民政府、保护区省级行业主管

部门以及5个国家级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督促其全面

落实《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及相关规定，坚决制止破坏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4 中国科研人员在埃博拉病毒入侵研究中取得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5日，《Cell》在线发表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高福研究团队的

文章 Ebola Viral Glycoprotein
Bound to Its Endosomal Re⁃
ceptor Niemann-Pick C1（《埃

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吞体受

体NPC1的分子机制》），从分子

水平阐释了一种新的病毒膜融

合激发机制（第5种机制），这种

新型机制与之前病毒学家们熟

知的4种病毒膜融合激发机制都

大为不同，成为近年来国际病毒

学领域的一大突破。该研究为

抗病毒药物设计提供了新靶点。

埃博拉病毒入侵模式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

5 中国最大潮流能发电机组下海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12日，装机容量3.4 MW的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总成平台

在浙江舟山岱山县秀山岛南部海域下海。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生产

的装机功率最大的潮流能发电机组。破兆瓦是我国海洋潮流能发

电领域多年来的未解难题，此前我国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最大规

模为300 kW。

沙漠化的草原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发电机组的总成平台由吊装船吊装下海

（图片来源：新华社）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奖代表颁奖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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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嫦娥四号将首次实现对地对月中继通信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14日，国防科工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嫦娥四号任务已经

通过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审议，正式开始实施，将于2018
年发射。任务将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月球背面软着陆，首次实现

人类航天器在地月L2点对地对月中继通信。

7 天体物理学家用线上预印本服务器建同行评议平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4日消息称，一名天体物理学家发起了一个低成本的业内同

行评议平台，该平台通过开放软件规避了传统的科学出版模式，

这名天文物理学家旨在鼓励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开放期刊和上传到预印服务器arXiv上的手稿相关联。研究

人员把他们上传到arXiv的文章直接递交给该期刊，随后该期刊

会通过常规的同行评议对其进行评估。被接收的论文随后会重

新上传到arXiv，并且会分配到一个数字对象标识符（DOI），期刊

会发表与其相关联的链接地址。

线上预印本服务器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8 哈勃望远镜拍摄螺旋星系：明亮中心暗藏超级黑洞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9日消息称，美国宇航局发布了一张由哈勃望远镜拍摄的螺

旋星系图像。在这个星系发光的中心，是一个超级黑洞。

位于 6500万光年之外处女星座中的螺旋星系NGC 4845，
拥有明亮的星系核球，和扁平而布满星际尘埃的星系盘。在它发

光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超级黑洞。

螺旋星系NGC 4845（图片来源：ESA/Hubble & NASA and S. Smartt）

9 屠呦呦等5位科学家获小行星命名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4日消息称，国际永久编号第31230号的小行星，如今有了新

的名字——“屠呦呦星”。5位科学家的小行星命名仪式在京举

行，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谢家

麟、吴良镛、郑哲敏、张存浩的名字，被写上了浩渺星空。

以屠呦呦、谢家麟、吴良镛、郑哲敏、张存浩名字命名的小行

星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并获

得国际永久编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而

正式命名的。

科学家小行星命名仪式现场（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10 “潜龙二号”完成印度洋首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10日，中国自主研发的 4500 m级自主水下机器人（AUV）
“潜龙二号”在西南印度洋断桥热液区下潜，完成了海底地形地貌

探测、热液异常探测、磁力探测等全部预定使命。它在水中探测

了9 h左右，无动力上下潜和自主航行稳定，采集到的地形地貌数

据和近海底环境参数有效，达到预期目的，为本航次海试和试验

性应用奠定了基础。经过处理，科考队获得了精细的海底地形地

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获得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

区断桥热液区的精细海底地形地貌图。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即将下海的“潜龙二号”（图片来源：国家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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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的名字可谓

家喻户晓，在他一生上千项的发明中，最

令人称道的恐怕是电灯的发明。1878
年，爱迪生开始研究电灯，灯丝材料的选

择历经波折。他使用价格昂贵的白金作

灯丝材料，灯的寿命是 2小时；在试验了

近1600种材料后，他发现用炭丝作材料，

灯的寿命可延长，通过改进，灯可发光45
小时；后来用炭化后的竹丝作材料，电灯

寿命为1200小时，可以称得上物美价廉、

经久耐用。此时，电灯已经被研究了两

三年，人们开始使用这

种竹丝电灯。1906年，

爱迪生又改用钨丝替

代竹丝，钨丝灯优良的

性能使得它一直延用

至今。“希腊神话中说，

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偷

来了天火；而爱迪生却把光明带给了人

类。”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爱迪生的

赞美与仰慕。爱迪生能把光明带给人

类，材料起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钨丝灯即白炽灯，当电流通过它的

灯丝时，不仅发出可见光，还以红外线的

形式散发出很多热量。白炽灯在发光过

程中，95%的能量都被浪费了。后来，人

们又发明了节能灯、LED灯等以提高能

量的使用效率，白炽灯逐渐淡出市场。

不过，1月11日在线发表于《Nature Nano⁃
technology》上的论文显示，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和普渡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可提高

白炽灯的发光效率，理论上可达 40%，大

大高于节能灯和LED灯的效率。

研究人员采用由地球上最为丰富的

元素或常规材料沉积而成的光子晶体，

它能堆叠、沉积在各种衬底材料上。当

白炽灯发光时，可见光可穿过灯泡，而红

外辐射却能被由光子晶体组成的二级结

构反射回灯丝，继而转化成更多的可见

光。虽然在研究人员所制的概念验证设

备上，白炽灯的发光效率还没有达到理论

效率，但是也已经提高了3倍。这项研究

或使得白炽灯重新与节能灯、LED灯等争

夺市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气工程学

助理教授亚历杭德罗亚历杭德罗··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评价这

项工作说，“这项技术不会只用在灯泡上，

同样的方法也可用于开发出更高效的光

伏电池”（1月16日《科技日报》）。

对电池来说，材料的作用也是举足

轻重。目前，锂离子电池由于优越的性

能得以广泛应用。不过，它的使用对温

度有一定的要求，过热时，锂离子电池会

发生爆炸。在电解质中加阻燃剂等方法

虽可防止电池爆炸，但是在发生过热之

后电池就无法继续使用了。美国斯坦福

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纳米技术设计的材

料不仅解决了锂离子电池爆炸的问题，

并可使电池在过热之后仍能反复使用。

研究人员在相互接触的纳米级凸起

的镍颗粒表面覆盖一层石墨烯，并将这

些颗粒嵌入具有弹性的聚乙烯薄膜中，

与电池的一个电极连接起来。在过热时

（>70℃），由于热膨胀的作用，聚乙烯薄膜

被拉伸，镍颗粒彼此分开，从而使电流不

能通过电池。当温度降低之后，聚乙烯

薄膜重新恢复之前状态，镍颗粒重新相

互接触，使得薄膜重新导电，电池得以继

续工作。研究人员甚至能根据镍颗粒的

多少以及聚合物的材料来调整电池过热

的温度（1月 14日《科技日报》）。采用这

种方法不仅使得电池更加安全，其性能

也丝毫不受影响。研究成果于 1月 11日
在线发表于《Nature Energy》上。

在同一设备中，不同材料的使用会

带来不同的效果；而对于可发生形状记

忆效应的材料来说，同一种材料也可带

来不同的效果。形状记忆效应是指材料

会在某种条件下进行一定的塑性变形，

在加热到一定温度时，又可完全恢复至

变形前的形状。具有这种效应的材料有

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浙江大学化学

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谢涛谢涛的研究团

队研发出一种形状记忆塑料，与之前“能

从复杂的临时形状变回简单永久形状，

但不能从简单的临时形状变成复杂永久

形状”的记忆塑料不同，它可多次“植入”

复杂形状记忆。研究成果发表于 1月 8
日《Science Advances》上。

传统形状记忆塑料，从永久形状变

成临时形状发生的是弹性形变，分子之

间的连接并未断裂；而此次在设计形状

记忆塑料的过程中加入一种可交换共价

键，重组了分子间的连接关系。当温度

较高时，分子之间能够相互交换，形成新

的形状，并且不会抹去之前的形状（1月

11 日《 中 国 科 学

报》）。研究人员使用

的聚合物材料不仅能

从临时形状恢复到原

始形状，还能从原始

形状继续变成其他奇

怪的多种形状。

这种“魔术”般的记忆塑料具有非常

大的应用潜力，比如：在航天领域，航天

器中的某一部件可根据环境随时改变形

状；在医疗领域，患者身体需要植入特定

的辅助设备时，通过改变植入前与植入

后的形状，使人体仅需很小的伤口就可

完成手术等等。

不过，植入式医疗设备自身也存在

一些弊端。一般来说，植入式医疗设备

会面临免疫排斥问题，而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香槟分校 John RogersJohn Rogers的研究团

队研发了一款由聚乳酸-乙醇酸共聚物

（PLGA）和硅树脂材料构建的新型电子

传感器，不仅可以记录、传输大脑温度、

压力等生理指标，还可在不再需要时自

行溶解于脑脊液，避免免疫排斥的发

生。目前，已经成功在白鼠身上进行了

试验，研究人员正准备临床验证（1月 20
日 生物探索网）。该项研究成果发表于

《Nature》上。

材料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科

技中很多重要突破的取得得益于材料的

发展，人类的需求促使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们继续寻找、发掘最适于他们科学研究的

材料，以给人们带来更便捷的生活。

文//王丽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材料给人类带来材料给人类带来““光明光明””

“希腊神话中说，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偷来了天火；而爱迪生却

把光明带给了人类。”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爱迪生的赞美与仰

慕。爱迪生能把光明带给人类，材料起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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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科学研究不仅要仰望星空，也要脚

踏实地。我们不仅要关注原始创新，也

要鼓励成果转化，为国计民生做些事情，

让普通老百姓享受科技带来的利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潘建伟潘建伟

《中国科学报》[2015-01-11]

如果说我的前半生是在为科研、为

世界的科学界做事，我希望我的后半生

能够为生我养我的故土、为中国的农民

做点事情。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长江特聘教授长江特聘教授 邓兴旺邓兴旺

《中国科学报》[2015-01-13]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很多人

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或者很难提出好

问题，这就需要科研人员具备批判性思

维。在科学研究中，一味追逐热门领域

的研究可能“有得有失”，因为重大研究

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冷门领域，跟风作研

究虽然没有风险但是也很难有所建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副校长副校长 施一公施一公

《中国科学报》[2015-01-05]

粒子物理学是人类认知宇宙必不可

少的学问之一。科学虽然不会立刻改变

人们的生活，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

和了解这个未知世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贻芳王贻芳

科学网 [2015-01-07]

海洋科学是一门战略科学，是世界

强国比拼实力的前沿阵地，也是实现我

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支撑。目

前，国家对海洋科技空前重视，投入也很

大。我们应该在国家层面上为海洋科技

的发展建言献策，为高效、快速地实现我国

从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的转变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局

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陈大可陈大可

《中国科学报》[2015-01-12]

科技期刊“开放获取”的概念本质是

提倡资源应该由全人类共享。事实上，

瑞典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很多科研机

构与基金会也都在推动开放获取。但有

一个问题是不得不思考的，“开放获取”

是“作者”（而非读者）的“买方市场”，论

文的质量应该由谁来把关。因此，开放

获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个对未来

期刊发展趋势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瑞典梅拉达伦大学和瑞典皇家理工—瑞典梅拉达伦大学和瑞典皇家理工

学院教授学院教授、《、《Applied EnergyApplied Energy》》主编主编

严晋跃严晋跃

《科学新闻》[2015-01-12]

相比于普通医学只能在疾病症状出

现后才能诊断，微能量医学只要捕捉到

人体内能量磁场的微弱变化，就能够在

症状出现之前，超早期发现人体异常状

况，并能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将其对

人体的损害降到最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 郭应禄郭应禄

《中国科学报》[2015-01-13]

新一轮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对粮农的

补贴办法及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要同时

达到“抑制玉米替代品进口的任意增长，

不再增加库存，活跃各类市场主体，不让

农民吃亏”的4大目标。同时，还需要推

动土地股份合作和土地托管、建设高标

准农田、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农村电商

等，拉长农业产业链与农产品供应链。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 陈锡文陈锡文

《光明日报》[2015-01-14]

中国土木工程界传统抗震设计目标

是笼统的 3句话，即“小震不坏、中震可

修、大震不倒”，但每一个地震成因和表现

都非常复杂且不可确定。如何能设计建

造出可以应对各种地震危险的土木建

筑？这是世界地震工程界要共同攻克的

难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翟长海翟长海

《科技日报》[2015-01-10]

如果我们陷入“转基因安全问题”之

争而止步不前，将失去难得的发展机

遇。这不仅会让我国的生物育种技术与

市场受制于人，农业生产在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教授教授 许智宏许智宏

《中国科学报》[2016-01-06]

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需要综合发

展多种制式城市轨道交通，而中低速磁

浮交通是极具潜力的城市轨道交通方

式。面向未来，我们应加大科研投入，建

设创新平台。将中低速磁浮交通列入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促进中低

速磁浮交通系统的技术创新和工程化示

范，加快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教授教授 钱清泉钱清泉

《中国科学报》[2015-01-04]

如今，中国研发人员规模已经居世

界第一位，形成了规模庞大、学科齐备、

结构完善的科技人才体系，科技人员能

力与素质显著提升，为科技和经济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 玄兆辉玄兆辉

《光明日报》[2015-01-12]

科技体制真正的监督来自体制外，来

自信息公开的力量。在统一、联合的科技

项目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之前，科技管理部

门应该利用好自己的公共平台，及时向社

会公开项目申报、审批、实施进度等信息，

以便于社会公众和其他政府部门对科技

项目验收和资金管理环节的监督。

———北京科技周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北京科技周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北京青年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北京青年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主任主任 高斌高斌

《中国青年报》[2015-01-13]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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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太阳系““第九大行星第九大行星””是否存在尚难定论是否存在尚难定论
2006年“行星杀手”——加州理工学

院的天文学家Mike BrownMike Brown把冥王星拉下

太阳系九大行星宝座，太阳系自此降级

为八大行星。2016年1月20日，Brown与
他的同事 Konstantin BatyginKonstantin Batygin 在《The As⁃
tronomical Journal》上发表研究结果称，已

经获得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可证明

“X行星”的存在，他们把这个神秘的未知

行星称为太阳系“第九大行星”。

“X行星”是否存在，支持其存在的证

据的可信度有多高？如果存在，“X行星”

是否就是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围绕

这些问题，天文学家展开了激烈讨论，并

引发了另一轮的寻星热。

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

对于“X行星”是否存在，天文学家一

直在搜寻与验证。2016年1月20日，《Na⁃
ture》梳理了“X行星”的寻找历程：1905
年，天文学家 Percival LowellPercival Lowell设想在太阳

系的边缘潜伏着“X行星”；1984年科学家

推断太阳系“涅墨西斯”矮行星的存在；

1999年“堤喀”被推断为太阳系的一颗褐

矮星；2014年，宽场红外巡天探测器搜寻

排除了“涅墨西斯”和“堤喀”存在的可

能。但天文学家却在柯伊伯带远处发现

了一个新天体，并假设在柯伊伯带中可能

存在着一个大行星；2016 年，Brown 和

Batygin借鉴了1984年法国数学家UrbainUrbain
Le VerrierLe Verrier预测海王星的引力作用方法，

推测出新行星的存在。同时他们通过轨

道计算提出了支持柯伊伯带存在行星的

证据，并认为其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

2014年美国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

Scott SheppardScott Sheppard和夏威夷双子星天文台的

Chad TrujilloChad Trujillo开始研究十几个天体的奇

特的聚集方式。Brown和Batygin在他们

的基础上，从十几个天体里筛选出6颗已

知天体，并通过这6颗天体奇特的聚集方

式推测出“X行星”的存在。他们挑选出

的这 6颗古怪天体的近日点不仅都在黄

道面附近，而且本身在空间中的位置也

相对聚集。他们声称，这样特殊的聚集

方式是巧合的概率只有0.007%。因此推

断有 1颗质量相当于地球 10倍的行星看

管着这 6颗天体进入到了奇怪的椭圆轨

道，与太阳系的轨道平面相倾斜。而它

到太阳的距离要比海王星远 7倍，即 200
个天文单位，远远超出先前的太阳系概

念。

争议尚存

对于这一发现，部分科学家表现出

了难掩的兴奋之情。法国蓝色海岸大学

的轨道动力学专家Alessandro MorbidelliAlessandro Morbidelli
对这篇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他认为

Brown和 Batygin提出了“非常坚实的论

据”来证明“X行星”的存在，并称自己差

不多被说服相信存在一颗遥远的行星。

“如果这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这里

还有一个大写的‘如果’，我想象不出还

有什么发现会比它更加重要。”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行星科学家

Gregory LaughlinGregory Laughlin 说，“令人兴奋之处在

于，这颗行星是可以被探测到的。”

西南研究所的行星科学家 DavidDavid
NesvornyNesvorny的观点则相对要保守一些，他认

为根据理论，“X行星”的引力效应会产生

一系列轨道倾角非常大的柯伊伯带天

体，其中一些已经被发现了，如果能继续

发现更多这样的天体，就能提高统计学

上的显著性，协助弄清太阳系“第九大行

星”是否真正存在，进一步的研究还是需

要更加先进的望远镜来观测。

对于“X行星”的研究持续多年，一旦

证实其真的存在，那么将是里程碑式的

发现。Brown本人提到“如果我自己突然

看到这篇论文，我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他

们疯了’”。因此他与Batygin早就整理了

数月的计算模型结果以面对来自各方的

质疑。

美国西南研究所的行星科学家HalHal
LevisonLevison称在其职业生涯中看到过太多这

样的论断了，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错

的。发现了柯伊伯带的行星科学家

Dave JewittDave Jewitt分析指出 Batygin和 Brown选

择的 6个天体虽然因巧合而聚集在一起

的概率为 0.007%，但统计显著性计算结

果表明，这颗行星存在的概率性达到了

3.8个标准差——超出了需要严肃对待的

通常所需的3个标准差，却还达不到诸如

粒子物理学领域所要求的 5个标准差的

水平。对于 3.8的标准差，有科学家提

出，之前有许多3个标准差的结果后来都

消失不见了。他们同时认为，Batygin和

Brown分析的对象从几十颗行星减少为6
颗，这本身就消弱了他们所得结果的准

确性，只要发现 1颗不在此群中的新天

体，就有可能破坏整个分析体系。

201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天

文学家Kevin LuhmanKevin Luhman发表的一项研究结

果揭示了另一个潜在问题。他的研究结

果显示，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广域红外巡

天探测者（WISE）卫星（该卫星已经完成

了全天巡天，能够搜寻来自褐矮星的热

量，也可以搜寻巨行星）已经排除了距离

太阳 10000天文单位以内比土星更大的

行星存在的可能性。但 Luhman同时也

指出，如果X行星只有海王星大小，甚至

更小，那么WISE也有可能会漏掉它。他

说，在另一组WISE数据中还有一丝希望

能够检测到它，这组数据的观测波长更

长，对更低温的辐射更加灵敏，但只覆盖

了 20%的天空，他还在对数据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分析。

研究还将继续

Batygin和Brown表示，如果X行星就

在那里，天文学家应该会发现更多倾斜

轨道的天体，它们都受到了这颗隐藏巨

行星的引力影响。但Brown知道，没有人

会真正相信这一发现，除非X行星本身在

望远镜的取景器中现身。他说，“除非直

接探测到这颗行星，否则这就只是一个

假说——哪怕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假

说。”但因为大多数时间所谓的“第九大

行星”都远离太阳，非常暗淡，因此要想

通过望远镜观测到它十分困难。

Batygin和Brown一直在用夏威夷的

昴星团望远镜寻找它，但目前为止一无

所获。Brown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位

于智利的大口径综合巡天望远镜有很大

机会观察到它。他们也希望其他天文学

家也加入进来一起寻找。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Nature》、《Sci⁃
ence》、《Scientific American》的相关报道）

文//祝叶华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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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1月 9日上午，由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国科协举

办的“茅以升与中国梦——纪念茅以升先生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副

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

院院士韩启德韩启德，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

社中央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茅以升科技教

育基金会主任王志珍王志珍，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夏夏

强强，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茅以升科技教

育基金会秘书长、茅以升先生女儿茅玉麟茅玉麟等近200人出席会议。

韩启德在座谈会上回顾了茅以升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希望大家学习茅老与时俱进

的爱国精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赤子报国的奉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会上还举行了由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主编的《茅以升全集》新书发布

仪式，播放了反映茅以升先生一生业绩的纪录片《天空那颗闪亮的星》。

9日下午，“‘一带一路’土木工程技术高峰论坛——纪念茅以升先生诞辰120周年”在中国科技

会堂举行，400余人参加论坛。作为茅以升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茅以升生平事迹展”于

2015年12月30日在中国科技馆拉开帷幕，并将持续到2016年3月13日。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6-01-12]

茅以升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尚勇会见捷克和摩拉维亚

共产党主席Vojtech Filip

1月14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在中国科

技会堂会见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简

称捷摩共）主席、捷克众议院副议长VoVo⁃⁃
jtech Filipjtech Filip一行。

尚勇代表中国科协对Filip主席的来

访表示欢迎。尚勇表示，中国科协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人民团体，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科

学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中国科协与捷克科技联保持着长期的友

好合作关系，多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捷摩共是捷克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党，

希望能够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推

动中捷科技合作。

Filip表示，科技合作是中捷两国合

作最有前景的领域之一，21世纪以来，中

国和捷克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推进了

中捷科技合作的发展。捷克的科研机构

和企业对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充满兴

趣，希望捷克和中国在科技成果转化、学

术交流、教育交流、互派留学生等方面进

一步合作。捷克愿意为中国与中东欧16
国和欧盟的科技合作牵线搭桥。Filip一

行此行还带来了具体合作意向。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欧亚局局长赵赵

磊磊，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宋军宋军、国际

联络部部长张建生张建生、国际联络部副部长

陈剑陈剑等参加会见。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6-01-15]

创新城市工作与多学科协

同共治研讨会召开

1月 15日，创新城市工作与多学科

协同共治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研讨

会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承办，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

国生态学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中国建筑学会、中

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

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

究会等12家学会共同协办。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尚

勇勇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中国科协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出席研讨会并参

与交流。

尚勇在讲话中谈到，真正贯彻落实

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重点是立足

中国国情，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他强调，

要发挥好学会在促进城市发展转型升级

中的独特优势，把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学

会力量集成起来，给党和政府提好建议、

做好咨询，提供智力支撑和咨询引导。

在城市发展服务领域要逐步成立一个学

会联合体，结合学会自身发展的需要去

推动，中国科协也将给予大力支持。

会议邀请了来自13家全国学会的负

责人及专家参加，与会专家围绕创新驱

动与宜居城市转型发展、多元协同共治

宜居城市的新格局、智库建设支撑宜居

城市科学决策、科技引领破解“城市病”

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研讨会计划

围绕主题起草专家建议书，于近期向有

关部门呈送。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6-01-18]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

正式上线运行

我国第一个全方位、形象化、多侧面

展现中国现代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的门

户网站——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近

日正式上线运行。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

络版现已收录120位中国现代科学家学

术成长的数字化成果，力求系统、准确、

全面介绍中国现代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创新精神和科学贡献。中国科学家博物

馆网络版依托中国科协牵头的“老科学

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相关成果创

办。于2010年正式启动的采集工程，已

开展近400位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的

采集工作，相关采集工作仍以每年50位

左右科学家的节奏向前推进。为把中国

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建设成为展示我国

现代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的重要窗口、

研究中国现代科技人物的资源宝库、倡

导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平台，中

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专门设立“公众

版”与“学术版”两个版本。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在中国科

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领

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由中国科协创新

战略研究院运营。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2016-01-22]
浙江省大力推进社会组织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

了《关于推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

的意见》，明确了以公开公正、注重实效、

稳妥有序、强化监管为基本原则，确定了

职能转移的主体和范围。政府职能向社

会组织转移的主体为各级政府工作部

门、部门管理机构、政府派出机构以及承

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群众团体机

关，可以根据需要参照施行。职能转移

的内容，应当根据转移主体自身转变职

能的要求和社会组织的实际承接能力研

究确定。凡是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行业

管理与服务、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专业

技术管理与服务等行业性、专业性、技术

性及辅助性职能，原则上可以逐步转移

给社会组织承担。适合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意见》规定了承接职能的主体和条

件，规范了职能转移的主要方式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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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对推动浙江省各类社会组织，尤其

是省科协所属的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转移

职能起到积极作用。

浙江省科协 [2016-01-20]
周其凤履职国际纯粹与

应用化学联合会副主席

1月 1日，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正式履职国际纯粹

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副主席，任

期2年。在2015年8月韩国釜山举行的

第48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理事

会会议上，周其凤周其凤高票当选联合会副主

席。这是该组织自1919年成立以来，首

次由中国人担任副主席。根据 IUPAC章

程，副主席任期为2年，之后自动升任主

席，任期2年。

IUPAC于1919年在法国巴黎成立，

是致力于促进化学发展的非政府组织，

也是各国化学会的一个联合组织，以公

认的化学命名权威著称。IUPAC是国际

科学理事会的会员之一。自 1979年中

国化学会代表中国成为 IUPAC的国家会

员以来，中国化学会积极推荐中国化学

科技工作者在 IUPAC任职，其中张存浩张存浩、

白春礼白春礼和周其凤曾分别任执行局委员。

中国化学会 [2016-01-14]
中国地理学会举办东北地区

创新发展与振兴论坛

1月 8—9日，东北地区创新发展与

振兴论坛（第一期）在长春市举办。论坛

是在中国科协学会创新与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的支持下，由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长

春师范大学承办。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北京大

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重庆综合

经济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理工

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市发改委、

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

专家学者围绕面向未来的东北地区发展

新动力和新路径的主题进行了专题报告

和研讨。论坛邀请9位专家作重点发言，

围绕“东北振兴发展的阶段性与需要破解

的关键问题研究”“东北创新发展的新机

制与模式研究”“东北创新发展的新动力

与路径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新产业培

育研究”“示范区建设与产业转移研究”和

“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放合作研究”等

相关问题阐述了个人或团队观点。

中国地理学会 [2016-01-15]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

联合体公布2015年度

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1月 13日，为了推动生命科学领域

的创新性发展，充分展示我国生命科学

领域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生命科学学

会联合体组织18个成员学会推荐，经生

命科学领域同行专家评审及联合体主席

团评选和审核，现向社会公布2015年度

“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分别是

水稻感受和抵御低温的机制研究，磁受

体蛋白MagR的发现，细胞内胆固醇运输

的新机制，细胞炎性坏死机制研究，发育

过程中人类原始生殖细胞基因表达网络

的表观遗传调控，昆虫长、短翅可塑性发

育的分子“开关”，高等植物光系统 I光合

膜蛋白超分子复合物晶体结构解析，口

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研究，剪接体的

三维结构以及RNA剪接的分子结构基础

研究，化学重编程中间状态的鉴定和化

学重编程新体系的建立。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2016-01-13]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举办全国

实验区现场考察和经验交流会

1月16日，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全

国实验区办公室、河南洛阳师范学院、海

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联合主办，以

“善行旅游”为主题的第八次全国实验区

现场考察和实验交流会在全国国土空间

优化发展实验园区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举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全国实验区办公室主任、研

究员柳忠勤柳忠勤，全国政协委员、学会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梁留科梁留科

等以及来自河南、新疆、内蒙古等部分实

验区代表应邀参加考察学习。

“善行旅游”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

项启动的项目，旨在倡导一种新的旅游

观念，帮助解决旅游业快速发展所带来

的生态、文化保护压力及其价值观体系

造成的影响。在16日召开的交流会上，

40多位实验区代表和政府负责人与研究

学者围绕善行旅游的宗旨进行积极探

讨，讨论善行旅游联盟的合作与推广，为

推动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深入研讨

与积极有益的探索。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2016-01-22]
2016年沃尔夫奖揭晓

据沃尔夫奖（Wolf Prize）官方网站

消息，2016年沃尔夫奖获奖名单现已出

炉。今年沃尔夫奖共颁发5个奖项，来自

加拿大、美国、以色列的7名科学家获此

殊荣。其中，加拿大建筑师Phyllis LamPhyllis Lam⁃⁃
bertbert获得建筑学奖，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

大学生物科学家 Trudy Frances CharTrudy Frances Char⁃⁃
lene Mackaylene Mackay获得农业奖，美国莱斯大学

化学系教授 Kyriacos C. NicolaouKyriacos C. Nicolaou和美

国哈佛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教授StuStu⁃⁃
art L. Schreiberart L. Schreiber获得化学奖，以色列魏

兹曼科学院凝聚态物理学院教授 YoYo⁃⁃
seph Imryseph Imry获得物理奖，美国威尔康乃尔

医学院癌症生物学教授 Lewis CantleyLewis Cantley
和美国哈佛医学院教授C. Ronald KahnC. Ronald Kahn
获得医学奖。

始创于 1976年的沃尔夫奖是国际

最高学术大奖之一，由以色列的沃尔夫

基金会颁发，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授奖，每

个奖项奖金为10万美元。

科学网 [2016-01-25]
“2015中国科学年度

新闻人物”揭晓

2016 年 1 月 19 日，由《中国科学

报》、科学网、《医学科学报》和《科学新

闻》杂志共同主办的“2015中国科学年度

新闻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公布结果。活

动旨在评出推动 2015年中国科学研究

和技术进步、具有优秀创新能力与重大

影响力的科学家、科技传播者（含科普工

作者）和科技企业领军人物，4个类别奖

项的当选者分别为：

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潘

建伟建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谢毅谢毅，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教研室主

任、教授张亭栋张亭栋。

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杰出者：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蔡祖蔡祖

聪聪，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主

任、教授金岩金岩，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生

物工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薇陈薇。

科技传播者（含科普工作者）：科幻

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刘慈欣刘慈欣。

科技企业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

士、浪潮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王恩王恩

东东，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汪滔汪滔，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志胜游志胜。

根据评选办法，经评委提名并选举，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屠呦

呦呦被评为“2015中国科学年度特别新闻

人物”。 科学网 [2016-01-19]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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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应强化人本管理科技企业应强化人本管理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文//黄宏祥（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

董事长）

·科技建议·

人本管理，指以人为核心，从人出发、依靠人、为了人的管

理。科技企业中，让知识、智慧焕发出力量，使员工智力工作的

价值得到体现、集聚的创新能量得到释放，是科技企业人本管理

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是其发展壮大的睿智选择。

目前，不少科技企业在人本管理实践中存在一定问题：

1）运用人本理念管理企业的认识不到位。尤其对企业与员工

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认识不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缺乏有效

的人本管理方式和手段，企业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

发挥。2）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到位。比如，对人力资源的教

育、培训、开发和管理重视不够，人才储备机制不够健全，储备与

使用的衔接不够紧密；在发现人才、识别人才上不够完善，缺少

统一的人才识别和选拔标准；人才结构不尽合理，一般专业技术

人员相对饱和，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及懂管理善经营

的人才相对紧缺，人才短缺与人才浪费并存。

人本管理不佳的原因可能是：1）忽视了人本管理对企业发

展的重要作用。企业的发展依靠人、财2种资本。人力资本与

物质资本相比，是一种更为宝贵的资本，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

底是人才的竞争。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实施人本管理，推动企业

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但有些企业对人本管理的推动力缺乏认

识，没有把人的管理放到第一位。2）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

体作用。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本更有其特殊重要性，但一些企业

对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引导员工自我管理，促进员工全面发展

缺乏认识。3）忽略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一些科技企业

尽管已认识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但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人才结构、用人和储备机制上存在弊端，对人才智力资源的投入

和挖掘不够重视，人才使用不尽合理，对人力资源的保值增值认

识不足，在发挥人的才智、潜能上运用人本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不

充分。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生产活

动中最特殊的资源，企业发展的关键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

理。开发人、发展人是人本管理一项重要的核心要求和衡量标

准。只有激活人力资源，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把人才开发作为企

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量，不断探索人才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才

能使人本管理战略在科技企业落地生根。为此建议：

1）优化资源配置，建设人才梯队。科技企业要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把管理的重心向人力资本管理转移，全面提升以人才资

源优势为基础的整体实力。一是更新用人理念，因才用人。打

破传统用人方式，把合适的人放到适合的岗位上，专其所长，尽

其所能，扶持人才，善用人才。二是加强人才培养和筹备，依据

人才成长的规律和个人潜力特点，建立对后备人才实行分层次、

分梯队、分类别管理机制，定期进行调整、补充、优化，形成合理

的人才梯次结构。三是大胆使用优秀人才，促进政治强、专业

精、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的复合型人才担当重任。四是优化

人才的评价方法，根据人才的专业特长、成熟程度及岗位职责、

工作贡献等进行工作跟踪和业绩考核，实行人才动态管理，做到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五是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增强人才

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形成使人才脱颖而出的组织保障

机制，有效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的常态化、规范化。

2）以培训为抓手，提升全员素质。企业的管理、技术、设备

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对员工自身素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需要科

技企业提高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一是重视教育培

训，为员工提供对话平台、交流园地、信息之窗等，完善知识结

构，拓宽知识渠道，营造学习氛围。二是根据人才需求方向，制

定培训规划。培训出发点不仅要有利于员工对岗位的适应性，

更要有利于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培训目的上，注重个

人职业发展生涯与企业愿景规划的有机链接；在培训内容上，注

重从不同层级的实际需求出发，贴近实际，学以致用。三是树立

员工利益无小事的思想。员工提出的问题、发出的呼声，全力去

解决，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做到尊重、平等和无障碍沟通，

使员工明白企业的付出和努力。四是根据科技企业的特点和发

展要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大胆尝试新常态下人才+技术+资

本管理新模式。

3）实行“全员经营”，构建“生命共同体”。企业是人的集

团，人是企业的主体，员工共同奋斗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

来源和基础，当个人价值与企业价值融为一体时，就能形成并激

活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就是企业在进行各

项管理活动时符合个性化要求，尊重人的个体差异，考虑到人性

发展的需求，把人看成是管理活动的中心，实现人的价值，认同

人的价值，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人的自身潜能。为此，企

业必须实行“全员经营”，创造“人企合一”的发展环境和空间，培

育员工与企业的“双向忠诚”，使每一位员工享受权力、信息、知

识和酬劳，与企业同舟共济。

4）建立“心理契约”，实施情感管理。人本管理的“人”，是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融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具有密切的

双向依赖性，只有二者相互认同、目标一致，才能保障管理达到

最佳效果。科技企业是以知识资本为核心进行资源配置的组织

模式，知识人才渴望能力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企业更多

地体现为一种“双赢”关系。其中知识型“核心人才”更在意自身

价值的实现，希望得到企业的尊重和肯定，并强烈期望得到社会

的认可。因此，必须承认知识人才的创造价值，尽力满足他们对

事业的追求、对前程的执着和对人生价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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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辛国斌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科技建议·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机

器人是重点发展领域。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工业和信

息化部组织编制了《机器人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目前已经通过专家评审，即将正式发布。2015年11月

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科协、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举办

了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

机器人大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探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发展机器人产业意义重大

机器人既是先进制造业关键支撑设备，也是智能社会中改

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切入点。无论是制造环境下应用的工业

机器人，还是非制造环境下的服务机器人，都是体现国家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打造机器人产业，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加快制造

强国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自1954年世界

第一台机器人诞生以来，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机

器人产业体系，核心技术与产品应用领先，并形成了少数几个占

据全球主导地位的机器人龙头企业；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

后，这些国家纷纷将机器人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例如，德国发布

了“保障德国发展未来的建议”，欧盟提出了“民用机器人研发

计划”，日本发布了《机器人新战略》，韩国发布了《机器人未来战

略2022》。
中国机器人研发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在一系列政

策拉动下，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2014年，中国生产1.7万台机

器人，较上一年增长78%。服务机器人在科学考察、医疗看护、

教育娱乐、家庭服务等领域，已经研制出一系列代表性产品，并

实现了应用。

虽然我国机器人产业迈出坚实步伐，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

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机器人高精度减速器等依赖进口，核心技

术创新能力薄弱，高端产品质量可靠性低，自主品牌机器人推广

应用难，企业“小、散、弱”问题突出，企业竞争力缺乏，机器人标

准、检测标准等体系亟待建立健全。当前，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

上涨，生产柔性向智能转变。对于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将呈现大

幅度增长态势，与此同时，老龄化社会服务、医疗康复、救灾、公共

安全、教育娱乐等领域，对机器人的需求也呈现出多种特点。

突出重点谋求发展

机器人产业技术含量高，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上的明珠。

发展机器人产业，中国还是底子薄、力量弱，产业处于幼稚发展

期，切不可急功近利，更不可一蹴而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培育新空间，

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转变。下一步我们应立足当前，

兼顾长远，重点突破，抓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市场

的契机，抓住《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措施，构建产业新体系，

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即将发布的《规划》，提出了“十三五”期

间要聚焦“两突破、三提升”，即实现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和高端

产品”的重大突破，实现机器人“质量可靠性、市场占有率和龙头

企业竞争力”大举提升的战略目标，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规划》

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政策措施，扎实推进，用5年的时间统筹谋划

好以下工作。

一是推进重大标志性产品率先突破。《规划》提出十大标志

性产品，其中要聚焦智能制造、智能物流，引导我国工业机器人

向中高端发展。同时，我们不能重工业机器人、轻服务机器人，

要大力开展救灾救援、手术服务等领域的机器人，拓展机器人应

用空间。

二是全面突破机器人关键零件，夯实产业基础。要从设计、材

料、装备、产业化等多方面入手，推进关键零部件的质量稳定性。

三是全面推进机器人产业中心的建设。要防止只重视扩大

规模，而忽视研发与创新，忽视人才培养与集聚。我们要整合现

有的研发理想，组建面向全行业的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打造

政、产、学、研、用的环境，培养机器人专业研发设计人才，推进科

技成果产业化。

四是着力推进应用示范，提高机器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围绕制造业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效果突出、带动性强、关联度强

的典型示范工程，针对劳动强度大的关键领域，分层次开展应

用，拓展机器人的市场空间。

五是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提升行业竞争力。要吸取全球先进

国家发展机器人产业的经验，引导向差异化发展，开展横向与纵向

整合，通过联合重组、合资合作及跨界融合，发展3~5个机器人龙

头企业和5个以上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提升行业竞争力。

下一步工作的要求

一是各地政府和工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

作用。在机器人产业发展方面，一定要防止一哄而上，低水平重

复。这是国务院领导反复强调的问题，各地区要根据自身条件

和比较优势来确定是否需要发展机器人产业，不能重招商引资，

轻创新和人才培养，防止重走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的老路。要

研究制定机器人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各项资源

向机器人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势园区集中，防止出现“高端产

业低端化”局面。

二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等行业组织要继续发挥联系政府

和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要加强行业自律，配合工信部建好规

范，建立有利于创新和有序竞争的措施，引导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要继续做好信息统计、标准化建设、产业对接等国际合作，当

好政府主管部门的参谋和助手；要维护自主品牌机器人企业在

国际竞争中的合法权益，推进公平竞争；要及时研究行业动态和

发展趋势，积极反映企业诉求，解决行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三是机器人龙头企业要做好引领带头作用。要集中精力做

好机器人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强产业和科研的紧密结合，

引领我国机器人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时要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的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向专、精、新方面创新发展，形成全

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

注注：：本文为作者于2015年12月9—11日在青岛举行的“2015中国机

器人产业推进大会”的讲话，略有删减。发表前未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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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基于不同初始接菌量的

铜绿假单胞菌生长模型

近年来，许多学者逐渐认识到食

品污染通常是由很少的细菌生长繁殖

引起的，基于单细胞水平的微生物动

力学研究已逐渐成为预测微生物学研

究热点之一。上海理工大学董庆利董庆利等

搭建单细胞生长流动成像系统，对铜

绿假单胞菌单细胞的生长进行监测，

并通过随机建模的方法，建立单细胞

与群体细胞之间的关系；同时，采用多

次模拟以及单细胞水平建模，探究不同初始接菌量对铜绿假

单胞菌群体细胞生长迟滞期和生长变异性的影响。结果表

明：随机建模及单细胞水平建模的方法实现了基于单细胞水

平的群体细胞生长模拟预测，在群体细胞生长预测过程中融

合了单细胞生长的不确定性与变异性；且随着初始接菌量的

增大，铜绿假单胞菌生长迟滞期减小；虽然单细胞的生长具

有随机性，但随着初始接菌量的增大，微生物群体细胞生长

的变异性逐渐降低，最终呈现出决定性生长状态。（网址：

www.j-csam.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5-12-25]

中国草地资源的现状

准确评估草地资源既是合理开发和利用草地的基础，也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沈海花沈海花等收集、

整理了过去几十年我国草地资源研究的数据，利用1982—2011年的

遥感影像和气候数据重新估算了我国天然草地生物量和生产力及其

近30年的变化。由于草地的定义、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不同，现存资

料对中国天然草地面积的估算差异很大，资料表明，天然草地面积为

2.80×106~3.93×106 km2比较合适。草地生物量的估算值也存在显

著差异，平均地上生物量在79~123 g·m-2，但对最近30年重新估算

的结果为178 g·m-2。我国天然草地平均净初级生产力的估算差异

更大，为89~320 gC·m-2·a-1；而基于过去30
年平均气候估算，为348 gC·m-2·a-1。由于我

国对天然草地缺乏有效管理，人工草地的比例

低，目前我国草地对放牧家畜的承载力较低，

很多地方超载现象较严重。此外，降水不足是

影响我国草地生物多样性、生物量和生产力的

重要因素，进一步探讨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等

人为活动对我国草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影

响十分必要。（网址：csb.scichina.com）

《科学通报》[2016-01-15]

CMIP5气候模式下淡水通量变化
基于全球降水

气候态计划的降水

资料和美国伍兹霍

尔海洋研究所的客

观分析海气通量的

蒸发数据，中国海洋

大学张守文张守文等对耦

合模式比较计划第5
阶段（CMIP5）的 13
个耦合模式的淡水通量历史模拟结果进

行评估。结果表明：模式能够模拟出淡

水通量的气候态空间分布，但普遍存在

双热带辐合带现象；模式能较好模拟出

纬向平均的淡水通量分布特征，但量值

较实测偏小；季节尺度上，模式对北半球

淡水通量的变化特征有很好的模拟能

力，但对南半球的模拟能力不足；年际尺

度上，模式普遍能刻画 ENSO引起的淡

水通量在太平洋中部同西太平洋以及印

尼贯通流反相变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但

时间特征模拟很差；从各个方面评估模

式的历史模拟结果，多模式集合的结果

优于单个模式的结果；全球变暖背景下，

未来淡水通量变化最显著的区域位于热

带和亚热带区域；不同气候情景下，淡水

通量变化的空间形态没有显著变化。（网

址：www.hyxb.org.cn）
《海洋学报》[2016-01-20]

银纳米线在氧化铟锡衬底上的

耦合效率与激发角度相关
江苏大学张旭张旭等搭建采用光纤锥近

场激发银纳米线表面等离子体激元的光

路，并在氧化铟锡（ITO）衬底上实现银纳

米线表面等离子体激

元突破衍射极限在亚

波长领域的光波导。

通过 R 轴旋转平移

台，改变光纤锥与银

纳米线平行方向上的

角度，研究在 ITO 衬

底上银纳米线表面等

离子体激元在不同激发角度下的耦合效

率。实验获得不同角度下银纳米线光波

导的电荷耦合元件数码信息图，并采用

Adobe Photoshop灰度直方图的方法，

在100 pixel×100 pixel质量下计算入射

光强以及出射光强，进而计算银纳米线

的耦合效率。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激发

角度下，银纳米线在 ITO衬底上的耦合效

率与激发角度相关，两者平行时耦合效

率最高，垂直时耦合效率最低。（网址：

www.opticsjournal.net/Journals/gxxb.

htm） 《光学学报》[2016-01-20]

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不兼容土壤

微生物功能研究
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能原位、无损伤

的解析土壤物理结构，但X射线扫描是否

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及群落尚未明

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俎千惠俎千惠

等采集我国华北地区潮土和亚热带红

壤，利用平板计数、微量热技术和高通量

测序技术研究了X射线扫描对可培养微

生物数量、土壤微生物的代谢热和群落

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X射线辐射显著

降低了2种土壤中活体细菌的数量，同时

微生物的代谢活性也发生改变；在分子

水平上，基于细菌16S rRNA基因的高通

量数据显示2种土壤的细菌多样性指数

发生了变化，而其群落

结构均无改变。研究

说明 X 射线断层扫描

技术并不兼容土壤微

生物功能的研究，但可

兼容基于分子生物学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分

析。（网址：http://jour⁃
nals.im.ac.cn/actamicrocn）

《微生物学报》[2016-01-0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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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双胞胎果真“生死相依”
研究显示，如果

双胞胎中的某一人被

诊断罹患癌症，双胞

胎中另一人的罹患癌

症风险也会增加。研

究成果发表于 1月 5
日《JAMA》上。

1943—2010年，

研究人员对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的

80309名同卵双胞胎和 123382名性别

相同的异卵双胞胎的癌症类型的家族性

风险和遗传性进行了追踪评估。在

23980人中，共有27156例事件性癌症诊

断，可被转换为 32%的累计发病率。有

1383对同卵双胞胎及 1933对异卵双胞

胎被诊断罹患癌症。在这些人中，38%
的同卵双胞胎和26%的异卵双胞胎被诊

断罹患同一种癌症。在双胞胎中有1人

被诊断患癌，另 1人会有过高的患癌风

险，其在异卵双胞胎中的累计风险绝对

估值会增加5%（累计风险为37%），而在

同卵双胞胎中的累计风险绝对估值会增

加14%（累计风险为46%）。研究人员在

皮肤黑色素瘤、前列腺癌、非黑色素瘤皮

肤癌、卵巢癌、肾癌、乳腺癌以及子宫体

癌等癌症类型中观察到了显著的遗传

性 。（网 址 ：amanetwork.com/index.
aspx） 《中国科学报》[2016-01-12]

发现一颗光度比太阳强 5700亿倍

的极亮超新星
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

究所东苏勃东苏勃的科研团队发现一颗最高光

度比太阳强 5700 亿倍的极亮超新星。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记录到的最强的超新

星爆发，有望为天文学家揭开极亮型超

新星的爆发之谜提供重要线索。研究成

果发表于1月15日《Science》上。

科研人员借助两架位于智利安第斯

山脉托洛洛山顶、14
cm口径的望远镜，通

过持续不断对整个夜

空拍照、搜寻，于2015
年 6月发现这颗极亮

超 新 星 ，命 名 为

ASASSN-151h，它达

到的最高光度约是整个银河系千亿颗恒

星总光度的20倍，属于罕见的“极亮型超

新星”家族中的一员。研究人员称，由于

它辐射能量太高，目前的超新星理论还

难以对它的爆发机制和能量来源给予令

人 满 意 的 解 释 。（网 址 ：www.sci⁃
encemag.org） 新华社 [2016-01-15]

提出PM2.5浓度遥感瞬时估算法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的研发团队针对PM2.5遥感的核心问题开

展了长期研究，系统阐述了如何从被动

遥感获得的主要气溶胶参数——气溶胶

光学厚度中，提取出直径小于或等于2.5
μm的近地面气溶胶粒子干物质质量浓

度。研究成果发表于 1 月出版的《Re⁃
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上。

基于遥感方法和技术，研究人员研

究了基于气溶胶光学厚度、细模态比、气

溶胶层高、空气相对湿度等遥感参数的

PM2.5遥感（简称PMRS）方法。PMRS方

法可不依赖于大气化学模式模拟，能够

获得高污染状况下的遥感结果，实现快

速、实时、区域覆盖的PM2.5卫星监测。初

步地基验证结果显

示，PMRS方法能够

获 得 平 均 精 度 约

70%的近地面 PM2.5

瞬时遥感结果，尤其

是在高污染区域优

于国际上其他相关

模型。（网址：www.
sciencedirect.com）

《中国科学报》[2016-01-12]

发现埃博拉病毒入侵新机制

埃博拉病毒自1976年首次被发现以来，在非洲已肆虐了近40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福高福研究团队从分子水平阐释了一种新的病毒膜融合激发机制（第5种机制），为抗病毒药

物设计提供了新靶点。研究成果发表于1月14日《Cell》上。

NPC1分子是负责胆固醇转运的多次跨膜蛋白，具有3个大的腔内结构域（A、C和 I）。埃博拉病毒囊膜

表面糖蛋白在内吞体里经过宿主蛋白酶Cathepsin的酶切处理，变成激活态糖蛋白，暴露出受体结合位点

与NPC1分子的腔内结构域C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启动后续的病毒膜融合过程，实现病毒的感染生活史。

该研究团队解析了NPC1分子的腔内结构域C的三维结构，发现其具有一个由α螺旋和β折叠组成的球状

核心结构域和两个突出来的环状结构。随后，研究人员解析出激活态糖蛋白与腔内结构域C的复合物三维

结构，发现结构域C主要利用两个突出来的环状结构插入激活态糖蛋白头部的疏水凹槽里，从而发生相互

作用。这一重大发现预示着人们能够针对激活态糖蛋白头部的疏水凹槽设计小分子或多肽抑制剂，来阻

断埃博拉病毒的入侵过程。（网址：www.cell.com）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2016-01-15]

首次通过可见光观测黑洞

日本科学家木村真理子木村真理子等研究显示，利用一台口径20 cm的普通望远镜就可通过黑洞活跃期间其周围气

体释放出的可见光对黑洞进行观测。研究成果发表于1月7日《Nature》上。

天鹅座V404被认为是距地球最近的黑洞之一，它拥有一个比太阳稍小的伴星，是一个黑洞双星系统。黑

洞双星系统每过几十年就会“爆发”一次，当吸积盘内部达到一定温度时，会产生X射线。科学家一般通过X射

线对黑洞进行观测。2015年，日本科学家发起了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光学望远镜对这一黑洞进行观测的行

动。该科研团队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大量关于天鹅座V404黑洞双星系统爆发的数据，监测到了时间尺度从几

分钟到几小时的光学射线和X射线的重复波动模式。分析发现，这些光学射线与吸积盘最内侧释放的X射线

有关：X射线照亮并加热了吸积盘的外部区域，使这一区域释放出人眼可见的光学射线。（网址：www.nature.
com） 《科技日报》[2016-01-1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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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合作共赢合作共赢
————20152015中韩科技创新论坛中韩科技创新论坛

2015年 12月 10日，由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CAST）国际联络部和韩中科学

技术合作中心主办、中国电子学会承办

的 2015 中韩科技创新论坛在北京举

办。中国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不断加大对“众创、众包、众扶、众筹”

的引导和支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韩国亦正全面推动“创造经济”发

展计划并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实践。借此

机会中韩两国科学家就“创新发展，合作

共赢”交换了宝贵经验，并进行了深入交

流。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陈剑副部长、

韩中科学技术合作中心首席代表尹大相

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在上午的会议中，分别由中国科协

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罗辉、大邱庆北科

学技术院校长Sungchul Shin、达闼科技

公司CEO黄晓庆进行基调演讲。3位分

别从政府、高校院所和企业的角度介绍

了中韩两国的科技创新环境及成果。

罗晖院长做了题为《中国的大众创业

和万众创新》的基调演讲。报告从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下的创业创新时代背景、中国

创业创新政策解读和效果评价等方面分

享了罗院长自身对“大众创业和万众创

新”的独到见解，并对中韩科技创新合作

前景进行了展望。演讲中指出，近年来，

国务院出台了20多项政策，全面部署促

进创业创新，涵盖商业环境的改善、优化

税收、振兴经济、风险投资、投资服务、投

资平台、激发活力并促进城乡融合等。国

家还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来加强沟

通机制，促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并通

过管理流程的理顺和权力下放，释放企业

的创新能量。国家扩大了风险资本的投

入以支持创业企业，税收、企业组织代码

证等行政费用的减免大大减轻了创业企

业的经济负担。此外，还通过改善资本市

场环境实现企业的快速融资，并加强服务

环境，构建一个多样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中韩之间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合作始

于1993年，双方的关键合作领域涵盖气

象灾害预测、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环境

技术、激光技术

和基础研究等

方面，并致力于

共同开发第三

方市场，加强国

际产能合作。

Sungchul
Shin 校长做了

题为《韩国在科

技创新领域的

成果》的基调演

讲 ，他 首 先 提

到，韩国在过去

的半个世纪以

来从最贫穷的

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人均GDP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援助接受

国转变为供给国，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

迹”。他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领导人

的愿景、技术专家的战略和人民的饥饿

精神。韩国几代领导人持续提出振兴经

济计划，现任领导人朴槿惠提出创造型

经济，将其定义为科学技术与工业的融

合、文化与工业的融合。韩国提出了

“3C”创新战略，包括融合创新、合作创新

和人才创新。融合创新是传统技术和信

息技术的融合，以及纳米技术、生物技

术、认知科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合作

创新包括投资方与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

在特定领域的技术投资型创业，创造型

经济与创新中心与韩国领先企业的合作

创新等等。人才创新需要从创造型人才

的培养上转变教育方式，第一个领域为

知识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第二领域为技

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第三领域为商业

创造型人才的培养。此外，韩国还设立

了多所专业技术大学，为培养具备综合

素质的领导型人才作出贡献。

黄晓庆先生做了题为《创新推动实

现“中国梦”》的基调演讲，1982年他离开

中国去往美国求学，在美国打拼出一番

事业，在 2007年黄晓庆先生回国，以新

的身份——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开始新的职

业生涯。从2007—2105的8年时间内，

他为中国移动联络大量有海外经验的优

秀人才，并利用其海外人脉，与国外运营

商和设备厂寻求合作，以推动中国移动

的国际化步伐，实现了包括 4G TD-
LTE，终端核心基础软件（OMS）和“Big
Cloud”等多项技术。在 2015年他离开

了中国移动，创建了达闼科技，以追求自

己一个新的梦想，也就是“云机器人”技

术。为响应“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他与数千名高层次人才从海外归国，为

响应国家推行的“全民创业”，他又开始

继续追求下一个梦想。针堆海归创业，

他认为，海归创业具有国际化优势，不仅

应该发扬国外学习的经验，也应主动把

国外的人才带回国。

在当天下午，还开展了包括信息通

讯技术的创新发展趋势、女性科学家与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与创业这3个分论坛

的讨论。

本次论坛邀请中韩双方科技界及科

技创新领域的前沿专家，分享各自在科

技创新领域的成果与经验，分析科技创

新现状与热点，以及探讨科技创新领域

的趋势，为中韩科技界的务实合作开辟

更广阔的空间。

文文//田恬田恬（《（《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编辑部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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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决策数据驱动决策 科研管理进入大数据时代科研管理进入大数据时代

文//贺飞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副研究

员。图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捭阖·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利用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构建科

研管理领域的相关指标体系和模型，为

宏观科技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一直

以来是美国宏观科研管理的一个重要理

念。笔者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的

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发布的调查进

行了研究，以期为我国的科研管理人员

提供可借鉴的模式，更科学地做出科研

管理决策。

2015年，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

发布了“联邦科学与工程支持高校和非

营利机构经费调查”的调查结果，数据包

括所有联邦科学与工程资助所有高校的

研发和研发设施经费、教学设施投入、奖

学金和实习实训投入，以及其他相关活

动等。这项调查始于1963年，迄今已历

时50余年。美国国会每年强制国家科学

与工程统计中心开展“联邦科学与工程

支持高校和非营利机构调查”，自 1968
年开始，相关数据成为每年提交总统和

国会年度报告的基础。

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核心使命

是收集有关美国国家竞争力和STEM（科

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数据，其主

要统计业务涵盖了研发数据、科技人力

资源数据、美国在科学、工程、技术与研

发的国际竞争力数据以及美国STEM教

育的现状和进展数据等方面，其工作任

务包括收集、获取、分析、报告和发布美

国和其他国家的研发统计数据、资助对

其数据利用的研究、开展相关统计方法

研究以及对使用这些大尺度国家级代表

数据集的研究人员进行培训等。该机构

的前身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资

源统计部，是根据《2010年美国竞争力再

授权法案》第505条款成立的。作为美国

13家官方统计机构之一，该中心设计、支

持和指导了许多定期的国家级研发统计

调查，其中著名的有企业研发和创新调

查（BRDIS）、联邦研发经费调查、联邦资

助研发中心的研发调查、高校研发调查

（HERD）以及各州研发支出调查等。目

前该中心有工作人员近50人，包括管理

人员、资深顾问、数理统计专家、问卷统

计学家、财务运行专家以及计算机数据

系统专家以及媒体业务和出版专家等。

该中心每年发布超过30个详细调查结果

的报告，其中著名的有提交美国国家科

学理事会的关于美国和国际科学与工程

发展态势的《科学与工程指标》（每两年

一期）、《研发资源的国家模式》（每年）以

及关注弱势群体教育和就业的《妇女、少

数民族和弱势群体从事科学与工程状

况》（每年）等。

1950年《科学基金会法案（修订）》要

求科学基金会启动并持续开展科学与工

程研究经费统计工作，每年向总统和国

会报告统计结果。为完成这一任务，国

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起初使用由联邦

科技理事会下属的学术科学与工程委员

会设计的数据收集系统，近年来通过基

于网页的在线数据系统每年收集来自所

有联邦机构和部门的研发统计数据。所

收集的数据既包括按经费来源的研发支

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企业、非营利组

织或其他），也包括按工作性质（基础和

应用研究或试验发展）以及支出类型（薪

酬、软件、设备、转包或间接成本）等统计

的数据，其中许多调出是全面普查。该

中心采用基于网页的数据收集系统，收

集的电子数据为被调查对象提供直接的

数据在线报告和编辑，大大降低了数据

收集和处理的成本，也提高了效率。自

启动以来，这项调查成为联邦经费支持

各个机构科学与工程活动的唯一数据来

源，其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数据

可以为用户提供随时间变化的各机构所

获支持模式的动态信息，并可同其他机

构进行比较。

除了向国会和总统报告外，该中心

还利用其开发的数据和报表生成工具与

其他数据资源，整合包括该中心在内的

美国多家统计机构的相关调查结果，全

面向公众公开其各类统计数据，其中著

名的有：科学与工程统计数据系统（SES⁃
TAT）整合了 1993年以来的全国高校毕

业生调查、近期高校毕业生国家调查以

及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等3大调查；整合

科学与工程资源数据系统（WebCAS⁃
PAR）的数据来自1966年至今的科学基

金会的获得博士学位调查、联邦研发经

费调查、联邦科学与工程支持高校和非

营利机构经费调查、高校研发调查、科学

与工程研究设施调查以及从事科学与工

程的研究生和博士后调查等6大调查和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整合高等教育

数据系统（IPEDS）普查、在校生调查、学

费调查以及薪酬福利调查等 4大调查。

此外，该中心还向公众提供相关调查的

公共数据文件，可直接读入到许多统计

分析软件，不含任何个人识别信息。

数据是构建科学决策体系的基石，

数据驱动决策能有效地提高决策效率和

效能。美国的宏观科研管理决策越来越

多地运用数据挖掘提供决策支持，国家

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十分注重数据的收

集，为国会和总统、各级政府部门、高校

和非营利机构提供决策数据支持。例

如，联邦研发经费的年度调查是美国关

于联邦研发经费的主要信息来源，其调

查结果直接被用于执行4项联邦计划的

决策：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计划、小企业

创新研究计划（SBIR）、小企业技术转移

计划（SBTT）以及刺激竞争性研究的试验

性计划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

20世纪 50年代以来的关于美国和全球

科研管理的数据是科研管理研究人员的

宝库，值得挖掘和借鉴。一个单位乃至

一个国家的公共数据收集与提供在其科

研管理中十分重要，维护科研的领导地

位，不仅需要杰出的教师，也需要杰出的

行政人员，更需要高质量的数据和科学

的决策。杰出的行政人员通过定期收

集、分析、综合和发布数据，将数据转化

为决策，为各级决策者的科学决策提供

支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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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吴晨：：食管癌基因图谱的绘制者食管癌基因图谱的绘制者

·科学人物·

文//王丽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有一

群食管癌的研究者。来自于该团体的

“80后”研究员吴晨，因在揭示肿瘤易感

基因、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以及遗传变异

与患者预后差异方面的突出成绩而荣获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中国是食管癌高发地区，世界近一

半食管癌发生于此。中国食管癌患者与

欧美人群差异很大，绝大多数为食管鳞

状细胞癌。吴晨所在团队的主要研究对

象就是中国人群中的食管癌。

20世纪60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食管癌高发的太

行山区开始了食管癌的病因学研究，发

掘家族中出现食管癌的原因。食管癌的

早期干预和早期筛查非常重要，对筛查

出的高危人群采取过早介入、改变生活

方式、定期体检等手段可减少肿瘤的发

生。现在吴晨所在的团队仍然在进行食

管癌早期干预和筛查的工作。在河南林

县、河北磁县等食管癌高发区，食管癌往

往呈家族聚集性，若家族中有食管癌患

者，其下一代患食管癌的风险就较大，需

要进行早期筛查；在食管癌的散发区，需

要采用患食管癌的高危因素来判断高危

人群，比如过度饮酒等；他们还可通过模

型来预测食管癌的发生。虽然这些因素

可以对食管癌的早期筛查起到一定作

用，但是吴晨所在的团队希望能够再精

确化，因此她们开始从基因角度做更早

期的筛查。

基因突变是肿瘤发生的重要分子基

础，20年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

研究者们收集了2万多例汉族人群的食

管癌标本，涵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吴晨

的研究团队利用高通量基因芯片，对近

60万个人类基因组的位点扫描，勾画基

因组图谱。她们将食管癌患者基因与正

常人的基因进行对比，最终发现了14个

与食管癌有关的重要基因区段。她们利

用这些基因对食管癌进行早期预测，回

顾性的研究显示准确率可以达 70.7%。

吴晨认为，勾画基因组图谱是最基本的

工作，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出行时使用的

地图。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吴晨一直

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非常愿意为它

付出时间，她希望做出最精确的数据，哪

怕是0.1%的误差，都不希望有。她希望

绘制出的“地图”能够更好地预测食管癌

的发生，真正应用到高危人群的筛查。

虽然在食管癌的研究中取得优秀成

绩，吴晨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科学家。她

说，她日常工作中更多的是老师的角色，

每天带领学生做课题，攻克肿瘤难关。

吴晨穿着时尚，散发着年轻人的朝气与

活力。虽然吴晨自己是非常年轻的科研

工作者，当看到更年轻的“90后”进入实

验室时，她非常羡慕这些年轻人的青春

活力。她和很多女性一样喜欢打扮自

己，但是她开玩笑说，现在只能培养自己

的精神世界，靠气质来取胜了。吴晨身

上饱含年轻人的干练与自信，在谈及内

在美的修炼时，她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

的一些兴趣，保持信心，自信的女人最美

丽。吴晨也曾对外道出她在科研中心境

修炼的过程：科研中经常会遇到困难，在

20多岁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失

败就会使自己睡不着觉，经过这些年的

历练，现在即使面对一个重大的科研难

题也知道该如何分配工作时间、怎样回

归生活了。能够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

系，正是科研给予她的心境。她说，当有

了这份自信与气质时，也会潜移默化地

给外在美添彩。

科研对吴晨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尽

管每天大部分时间经历实验的失败，但

是失败之后总会发现其他的实验方法，

变换不同的方式使实验不断改进。当有

了重要发现时，她会非常兴奋。吴晨带

领研究团队攻克癌症难关，对科研的要

求非常严格，当然，与男性科研人员相

比，她有着更多的感性。比如，她会带学

生去看老电影《红旗渠》，让学生感受其

中的故事，思考红旗渠地区食管癌发生

的原因；当发现学生做的 PPT并不很美

观时，她会带他们去参观中国美术馆，以

汲取视觉上的灵感等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食管癌的

研究已经经历了几代人，吴晨说，她今天

成就的取得是这几代人多年研究积累的

结果，获得的荣誉也是整个团队的。食管

癌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没有有

效的治疗手段，研究食管癌的群体也非常

小。然而，就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这个小群体中，很多人都在为肿瘤奋斗。

吴晨每天看到八九十岁的老院士仍在努

力工作，让她备感压力，身上的担子也不

自觉地加重了。她一直谨记詹启敏院士

的告诫：“食管鳞状细胞癌的研究是我们

中国科学家的历史责任。”她明白自己身

上的重任，她将 80%的精力投入到食管

癌的研究中，希望食管癌的研究在她这

一代做得更好，以便将坚实的“接力棒”

传递给下一代食管癌的研究者。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获得者 吴晨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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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申报基金课题的我是怎样申报基金课题的
·职 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新的一年到来了，高校的教师们又

开始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的课题申报期了。任职以来，

我获批 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 4
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在校内外

作过多场关于申请基金的报告。以谈谈

自己一点经验和感悟，供读者参考。

申报基金课题的5个步骤

第1步：确定研究选题。可以以课题

指南为选题依据。看清指南中的政策规

定、资助范围、指南题目，但莫把指南当

“圣旨”：指南题目是领域，申报项目须另

拟。可以以学科发展前沿为选题方向，

从指南题中找热点：与时俱进，从现实需

求中找选题；从指南题中找冷点：出奇制

胜，从薄弱研究中找选题；也可以以本人

研究基础为选题重点。

第2步：凝练科学问题。要弄清项目

研究的科学性何在。科学是关于事物本

质属性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以及获取这

些认识的方法。科学性是学术研究的

“底线”。申报人须回答：我是在进行本

质属性和规律性的探索吗？我提出和要

解决的科学问题是什么？还须回答：我

提出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

描述性的？解释性的？验证性的？评价

性的？预测性的？综合性的？

第3步：厘清3个背景。厘清现实背

景：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申报人要

回答：科学问题的提出是现实的需要

吗？科学问题的解决能为现实服务吗？

研究的实践意义或应用价值是什么？厘

清理论背景：学术研究需要理论指导。

要回答：解决我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有哪

些可供使用、参考的理论依据？研究的

科学意义或理论价值是什么？厘清学术

背景：学术研究存在学术生态。要回答：

与科学问题有关的学术队伍、学术权威、

学术机构、学术现状如何？我的申报可

能和谁构成竞争？我的申报书可能送到

谁的手上？

第4步：评估研究意义。评价项目研

究的理论意义：在弄清理论背景基础上，

评估科学问题的解决对本领域、本学科及

相关学科发展，特别是理论体系完善的作

用。评价项目研究的实践意义：在弄清现

实背景基础上，评估科学问题的解决对现

实问题的解决能提供哪些历史经验、科学

依据、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应用价值。

第5步：判别理论与方法创新。理论

创新的判别：能否完善学科的理论体系；

能否推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能否

促进新领域、新学科的形成。方法创新

的判别：能否更有效获取已知的科学认

识；能否获取更加精准的科学认识；能否

揭示更多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性。

第6步：填写申报书。填写申报书是

项目设计的落实，是提交一个属性明确、

范围适中、逻辑严密、内容全面、重点突

出、方法得当的实施方案。科研管理人

员从技术层面对于填好申报书有很多很

好的经验，但一份好的申报书，最根本的

还是学术层面的。

填写好申请书的“十字箴言”

箴言一：起点。项目研究是一个学

术过程，如同一次旅行，必有其起始的位

置。这是项目的立足之点。学术是“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首先要找到这个“肩

膀”在哪里、有多高。项目研究的“起点”

就是国内外研究现状。千万不要忽视国

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切莫抬高自己，贬

低别人。总结成绩，揭示不足，彰显项目

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做别人没有做过

或者做了还需进一步去做的工作。明确

“起点”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在学科

的前沿边，带着专家的眼镜看。

箴言二：终点。目标是方向，是靶

子，是引路的灯塔。学术研究之“终点”

是指解决的科学问题，实现的研究目标，

得到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不能傍在巨

人的肩膀上“睡大觉”。“终点”必须比“起

点”高，体现科学研究的进步性。研究目

标不能多，不能写成研究内容的重复，也

不能写成关键问题的解决，而是聚焦于

科学问题的解决。可分总体目标和具体

目标加以说明。

箴言三：路径。“路径”是从“起点”到

“终点”的研究思路或技术路线。解决一

个科学问题，可能有多条技术路径可供选

择。是选择最短路径、最安全路径，还是

最熟悉路径？这取决于申请者的能力与

偏好。理科一般要求将技术路线用逻辑

框架图来表达，并且要用文字加以说明。

人文社会科学用逻辑化的语言表述即可。

箴言四：内容。一般认为，研究内容

是研究方案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各部

分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和先后秩

序。大多是因果关系、递进关系，少数并

列关系。层次要清楚，适当说明逻辑关

系。项目研究一般设置3~5个部分的研

究内容，每个大的部分所包含的研究内

容同样应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按部就

班完成各部分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就自

然完成。

箴言五：方法。方法是为内容服务

的，不同的研究内容要采取不同的研究

方法。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适合的

方法。不能脱离研究内容笼统地提研究

方法。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收集、数

据处理和结果表达的方法。注重多学科

和新方法的引入，力求创新但不能标新

立异地引入一些谁也不懂的术语与方

法。理科有些实验方法需要说明实验流

程甚至实验材料。但人文社会科学一般

不需要，如果是社会调查获取第一手资

料则要说明调研的对象、抽样方法等。

忠告：细节决定成败

申报书中隐含的时间、空间、要素明

晰吗？申报书有文字、标点、格式错误

吗？申报书评述的参考文献全面、新颖、

权威吗？同领域权威专家的文献有引用

吗？申报书中有说自己的研究是“填补

空白”“国内领先”，而别人的研究这也薄

弱、那也不足吗？申报书中的重要概念、

术语前后是否一致、是否准确、明晰？这

些细节都要一一注意。

预祝大家 2016年申报基金课题取

得成功！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

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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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胜生

328



科技导报 2016，34（2） www.kjdb.org

专栏

爱因斯坦与玻尔有关量子理论的爱因斯坦与玻尔有关量子理论的
旷世争论宣告终结旷世争论宣告终结

1935 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 Boris Podolsky、
Nathan Rosen（EPR）3人写了一篇如今非常有名的文章，质疑

了量子力学理论的完备性。他们认为一个粒子在局域范围内携

带了其全部性质，对其进行测量的所有结果构成粒子的物理真

实。然而，根据量子理论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相隔很远的两个

粒子之间可以瞬间发生相互作用，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结果

受远处的另一个粒子的操控。这在EPR看来是不可能的，因此

量子理论是不完备的，为了得到一个关于世界的合理的“局域唯

实论”的描述，就必须补全量子理论的形式。

1964年，一位在欧洲核子中心的理论物理学家贝尔，发现

了一个不等式，即著名的贝尔不等式。这个不等式，可以用实际

实验测量来对比局域唯实论与标准量子物理的不同预测。也就

是说，人们可以设计一个实验，测量贝尔不等式中某些要求的参

数。如果测量结果符合贝尔不等式，那么就证明局域唯实论是

正确的，量子物理理论是不完备的；如果测量结果不符合贝尔不

等式，则量子物理理论是完备的，局域唯实论是不正确的。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实验物理学家设计了各种精巧的测

试方法来检验贝尔不等式。所有这些实验都趋向于证明量子力

学理论是完备的；但其中仍然存在某些漏洞，必须补上一个额外

的合理假设，获得的实验结果才能完全判定局域唯实论是错误

的。

最近3个研究小组的工作同时堵上所有的漏洞，分别独立证

实：量子力学理论是完备的，我们必须明确地放弃局域唯实论。

虽然他们的发现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意外，但其中包含了几十年

的实验努力，而且这些结果也为几个基础量子信息研究方案，比

如不依赖设备的量子密码学和量子网络研究奠定了更坚实的基

础，因此还是令人振奋。

毋庸置疑，爱因斯坦在量子物理早期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他是第一个完全理解机械振荡的能量量子化所带来的

结果的人，并在他1905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引进了“光

量子”术语。之后，在1909年，他清晰地阐释了光的波粒二象性

的本质。尽管他具有深邃的理解力，仍然越来越不满足于玻尔

在“哥本哈根解释”中发展的量子理论，同时他也尝试找出海森

堡不确定性关系中的矛盾。在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上，玻尔利

用单个量子粒子的思想实验，成功反驳了爱因斯坦对哥本哈根

解释的质疑。

193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针对哥本哈根解释的新反驳，这

次是关于两个粒子的思想实验。他发现量子理论形式上允许两

个粒子处于一种纠缠态，并可以预测两个粒子测量结果之间的

强关联。也就是说，即使两个粒子相隔足够远的距离，而且任何

直接联系都不存在时，这种关联依然能保持。

我们知道，光速是宇宙间最快的速度，信息传输应该不会比

光速快；而量子理论预言，处于纠缠态中的两个粒子的关联可以

比光速传输更快，也就是说，可以瞬间传递信息。

爱因斯坦认为根据局域唯实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他

认为唯一合理的描述，即处于纠缠中的粒子对任何一个在分开

的时刻就已携带了某种关联特性，以此决定了测量的结果。由

于每个纠缠粒子的特性在量子理论中不能分开描述，因此爱因

斯坦认为量子理论的形式是不完备的。玻尔却强烈反对这个结

论，并坚信不可能在不破坏自洽性的同时给出量子理论的完备

形式。

除了薛定谔外，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没有特别在意玻尔与爱

因斯坦之间的争论，因为冲突只是针对量子理论形式的理解，而

非挑战量子理论所预测的测量结果。直到贝尔做出那个突破性

发现时，人们才意识到，量子物理的一些预测与爱因斯坦的局域

唯实论观点之间存在严重冲突。

在我们现在称之为贝尔不等式的公式中，贝尔指出，对于任

何根据局域唯实论得出的预测，都存在对所预测的相关性的限

制，即相关性不会突破贝尔不等式所预言的范围。同时他也认

为，根据量子力学的结论，通过一些偏光镜的设置，这些限制可

以被突破。这意味着不仅在对量子理论形式的理解上局域唯实

论与量子力学相冲突，而且双方在实验结果的预测方面也存在

冲突。

贝尔的发现将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争论从认知论转移到了实

验物理的真实地带。几年之后，贝尔不等式便被改造成了一个

实际的实验方案。197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完

成了第一个实验，接着1976年，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也完成了

同样的实验。

尽管最初出现一些与量子力学的轻微不符，但随后的结果

开始支持量子力学，其结果与贝尔不等式有高达6个标准偏差的

背离。尽管这些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实验技术，但还远不够

理想，一些漏洞仍然存在。这使得爱因斯坦观点的坚定拥护者

仍可以用局域唯实论的观点来理解这些实验。

第一个漏洞便是局域性漏洞，这也是贝尔认为最根本的漏

洞。为了证明贝尔不等式，贝尔必须假定光子通过一个偏振片

的测量结果不依赖于另一个偏振片的取向，这就是所谓的局域

条件，是一个合理的假定。

但在设想用一个新现象去解决争论时，为了更严密，贝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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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好能在基本的自然规律之上构建这个条件。于是他提出了

一个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要求每个偏振片的方向都在光

子离开光子源向探测器飞行期间选定。那么根据相对论因果

律，即没有什么作用可以比光传播更快，就会阻止一个偏振片知

道另一个偏振片在测量时刻的偏向，从而消除了局域漏洞。

这正是我和我的同事 1982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光

学研究所所做的一个实验，其中偏振片的取向选定是在光子飞行

期间快速变化的。但即使采用这种全新的、严密的实验方案，我们

仍然发现实验结果与量子理论预测吻合得很好，与贝尔不等式有6
个标准偏差的背离。不过由于技术限制，我们实验室中偏振片的

取向选定并不是完全随机的。1998年，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研究人

员可以用完全随机数产生器和高质量纠缠光子源来完成该实验。

他们观测到了对贝尔不等式几十个标准偏差的背离。

然而还有第二个漏洞。这与一个事实有关，即所有实验中

探测到的光子对都只占出射光子对中很小的一部分，而这小部

分可能依赖于偏振片的设定。为了证明实验结果真的背离了贝

尔不等式，我们还必须加一个合理的“公平抽样”假设。为了排

除这个“探测漏洞”，从而消除添加公平抽样假设的必要性，测量

的总体量子效率或传输效率必须超过2/3，即当光子对中的一个

已确定被探测到时，另一个光子被探测到的概率必须超过2/3。
由于单光子计数技术的限制，这个探测概率直到最近几年才有

可能达到。

2013年，利用最新型光子探测器（有超过90%的内在量子

效率），有两个小组的实验堵上了这个探测器漏洞，并清楚地证

明实验结果突破了贝尔不等式的限制。探测器漏洞也可以用其

他量子纠缠系统来解决，特别是利用离子来替代光子，但这些实

验都无法同时解决局域漏洞。

直到两年前，局域漏洞与探测漏洞才被分别独立地排除了，

而能在一个实验中同时排除两个漏洞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进展。

这一进展由 Ronald Hanson（荷兰的 Delft 科技大学）、Anton
Zeilinger（澳大利亚的Vienna大学）和Lynden Shalm（科罗拉多

州Boulder的NIST）领导的小组在最近完成了。

Vienna和NIST小组都使用了取向可快速变换的偏振片，并

放置在离光源足够远处来排除局域漏洞。Vienna实验中距离是

30 m，而NIST实验中距离超过100 m。两个小组都使用了高效

光子探测器来排除探测漏洞。他们利用一个非线性晶体将泵浦

光子转换为两个纠缠光子来制备光子对。两个光子被送往不同

的探测站，每个探测站由一个高效单光子探测器和其前面的可

通过新型随机数产生器来调节偏振方向的偏振片构成，我们称

其为偏振分析器。

这两个小组的实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探测概率，使得一

个光子被其分析器探测到时，其同伴光子也同时被另一个分析

器探测到。结合探测器高的固有探测效率，两个实验都拥有高

达75%的传输效率，高于前面提到的2/3的判决值。

他们通过计算在局域唯实模型中统计涨落产生同样观测背

离的概率 p，来评估测量的结果与贝尔不等式背离的置信度。

Vienna小组给出了惊人的3.7×10-11的概率值p，这一数值对应

于11个标准偏差的背离。正如他们强调的那样，如此小概率并

不真的重要，一些未知错误存在的概率肯定要更大。NIST小组

给出了同样令人信服的2.3×10-7的概率值p，对应7个标准偏差

的背离。

Delft小组使用了不同的方案。他们的纠缠方案包括两个分

别放在不同的实验室中的氮空穴（NV）色心。NV色心是一种嵌

在宝石晶体中的人造原子。在每个NV色心中，一个电子的自旋

与其出射光子相关。

出射光子被送往位于两个NV色心的实验室中间的一个探

测站。两个光子通过光束分光器混合，然后在分光器的两个输

出端被同时探测，这个过程使得远处NV色心的电子自旋构成纠

缠。当在分光器的两个输出端检测到光子同时出现的信号时，

研究人员同时记录自旋分量之间的关联测量，并将关联测量结

果与贝尔不等式进行比较，因为每个纠缠信号都是两个自旋分

量测量的结果，这一方案使得探测漏洞被排除。两个实验室间

1.3 km的距离让自旋分量的方向测量可以独立于纠缠事件，从

而排除了局域漏洞。

不过这一方案可观测到的事件数非常稀少，Delft小组报道

总共探测到245件事件。这使得他们得到观测结果与贝尔不等

式背离的置信度的概率值p为4×10-2，对应于2个标准方差的背

离。

Vienna、NIST和Delft的3个小组验证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方

案对于量子信息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一个无漏洞的贝尔不

等式测试可以确保不依赖设备的量子密码方案的安全性能；而

Delft小组的实验更可以实现静态纠缠量子比特，为长距离量子

网络提供了基础。

当然我们需要牢记，这些实验首要任务是为了解决爱因斯

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观点的冲突。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认

为局域唯实论是完全错误的呢？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获得了目

前看来关于贝尔不等式最完美的实验结果了，但无论它如何完

美，仍然不可以被称为完全没有漏洞。

比如在纠缠光子实验中，我们可以认为光子的性质是在发

射前被晶体所决定，从而与前面提到的合理假设矛盾。在不违

背相对论因果律条件下，随机数产生器也可能被光子的性质所

影响。这些假设尽管很牵强，但残余的漏洞却不能被忽视，仍然

需要设计各种方案来解决它。

与物理学中一般的推理方式不同的是“自由意志漏洞”。它

基于这样的想法：根据相对论因果律，我们认为偏振片的取向选

定是相互独立的，但事实上，由于所有事件当在时间上返回到足

够远时（可能是大爆炸时）都有一个共同的过去，这个取向选定

也许与它们共同的过去事件存在着关联。

当然，所有观测到的关联都可以动用这样的解释来辩护，而

采用这样的极限逻辑意味着人类并不拥有自由意志。这意味着

两个科学家即使相隔很远的距离也不能说他们能完全独立地选

择测量装置的设定。

贝尔的基本假设中让科学家拥有自由意志来随意选择他们

偏振片的设定，有时被指控为是形而上的观念。贝尔如此回应

道：“我的确因为陷入这个形而上的假设而感到不安，但对我而

言，整件事中我只是在尽职做好理论物理。”为了避免任何观察

到的相关性都被调用这种特设的解释，我愿意与贝尔站在一起，

谦卑地宣告“我只是在尽职做好我的实验物理”。

（原文网址：http://physics.aps.org/articles/v8/123?from=
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作者//Alain Aspect
翻译//石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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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启新学筚路蓝缕启新学，，百载谁堪伯仲间百载谁堪伯仲间

阎书昌，周广业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第 1 版，定价：

152.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陈巍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副教

授。

1年前的某个冬夜，我在师伯申荷永

教授的博客上看到了一段令人心酸的回

忆。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去北京大学

拜访一位已处于隐居状态的老先生。对

于这位年轻博士到来，这位耄耋老人激动

地脱口而出：“竟然还有心理学界的人知

道我活着！”老人的热忱出乎申的意料，“他

在1949年以后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

或著作，但拿出了厚厚一包手稿要交给

我。我知道那是他一生的心血，担心自己

有负所托，所以我并没有接受。”

庆幸的是，历史终究不会忘记这位

老人及其为中国心理学发展作出的贡

献。他就是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就享誉

国际心理学界的实验心理学家——周先

庚。近期，在中国科协启动的“老科学家

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资助下，由河北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阎书昌教授等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周先庚文

集》（两卷本），对周先生所留下的宝贵学

术遗产进行了首次系统的整理，展示了

他整个心理学生涯的卓越成就。当然，本

套文集的出版意义还不局限于此。诚如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心理学家张厚粲先生

评价的：“《周先庚文集》的出版是中国心

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是对整个中国现代心

理学发展的一次审视与见证”。这对于还

原中国心理学先驱的历史地位，甚至为改

变辉格式（whiggish）的中国近现代科学

史研究范式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从文集（卷二）附录中对周先生生平

的简要介绍与回顾中不难看出他坎坷又

传奇的人生轨迹。周先庚于 1903年出

生在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幼

年的他家境贫困，却养成了勤奋好学的

性格，也为他考入清华学堂奠定了基

础。在进入清华学堂的8年内，他一直没

有确定自己的专业，只是广泛地涉猎群

书，在此过程中慢慢对心理学产生了兴

趣。1925年，周先庚考入了美国斯坦福

大学生物学院心理学系，师从著名心理

学家W. R. 迈尔斯学习实验心理学和生

理心理学，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

1929年，年仅26岁的周先庚因在美国耶

鲁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年会上

宣读其借助自己发明的“四门速示器”进

行的汉字阅读心理学实验而名噪心理学

界。1931年他回到北平任清华大学理学

院心理系教授，1938—1945年任教西南

联大，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

学系心理学教授直至1987年离休，1996
年病逝于北京。周先生的一生跨越晚清

民国更迭、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

动乱、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而这一时期

恰恰也是心理科学从一门“舶自西洋”的

新学在中国生根萌芽、历经风霜、茁壮繁

衍的过程。因此，周先生的学术生涯与

相关研究工作可以堪称“中国现代心理

学的一个缩影”。

这一点通过本套文集的丰富史料得

到充分体现。长达近 1400页的两卷本

文集几乎收集了周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

性工作，其中包括诸多珍贵的原始文献

与手稿。例如，《一种自动化的穿孔卡输

入机与捕捉机制》（1927）、《汉字的阅读

与 可 识 别 性 研 究 系 列 研 究 I—IV》
（1929—1935）、《定县历年测验统计结果

略述》（1935）、《实验心理学与教育》

（1944）、《伞兵选拔测验简述》（1945）、

《谈天才》（1957）等等。这些工作几乎涵

盖了实验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心理卫生

学、教育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心理学史

与理论心理学等当时心理学的各个分支

与领域，可见周先生的涉猎之广。此外，

编者还通过考证周先庚与美国心理学家

H. A. 莫里的书信往来，清晰地勾勒出了

周先庚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军事心理

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文集记载，1943
年，周先庚应驻昆明的国民革命军第五

军之邀请，亲赴军中考察军事心理问题，

并为筹划创办“军官心理测验所”，前后

共测验受训军官168人。之后成都航空

心理研究会邀请周先庚前往，主持空勤

飞行人员心理分析研究工作，虽因故未

往，但其规划建议，实开中国航空心理研

究之端。

本套文集的第二大特点是编纂逻辑

严密、结构严谨。编者以周先庚的主要

学术旨趣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按

照心理学分支学科进行了精心编排。例

如，收录在文集（卷一）中的《汉字的阅读

与可识别性研究系列研究Ⅰ—IV》相继以

英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心理学评论》

《美国心理学杂志》《普通心理学杂志》与

《实验心理学杂志》上，产生了广泛影

响。通过将这些相隔十余年的分散成果

进行串联，重现了周先庚勤于动手、动脑

设计研究仪器、不断发现新问题的顶尖

科学家潜力。又如，在文集（卷二）中，编

者又系统梳理并收录了周先庚先生的另

一项标志性工作——定县学习测验。通

过对5篇几近失落的原始报告的抢救性

发掘，有力地重现了 1931—1937年间，

周先庚在河北定县主持年龄与学习能力

关系的研究取得的杰出成就——即 7~
70岁被试者的识字能力曲线，也就是后

来蜚声中外心理学界的“周先庚曲线”。

该曲线为教育工作者制定适宜青年和成

年人的教育学习模式提供了严谨的心理

科学依据，也是现代中国境内大规模心

理测验卓有成效的典范。

掩卷静思，《周先庚文集》带给我的

除了震撼还有遗憾。这倒并非文集本身

的缺陷，而是在脑海中浮现出的两个极

其矛盾的形象：一个是口若悬河、意气风

发，在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使用流利英语

宣读实验报告的中国青年；而另一个则

是晚景黯淡、深居简出于京城一隅的迟

暮老人。在抗战狼烟遍布、山河破碎、颠

沛流离的岁月里，周先生依然成果丰硕，

桃李天下，但却在和平时期遭遇不公正

的待遇而延宕乃至被迫中断学术生涯长

达30年！历史令人唏嘘。文集（卷二）中

记录了周先庚在 1971年 9月 24日的一

则日记：“心理实验室由南阁搬至哲学

楼，路过的学生对放在室外的人脑等人

体模型好奇，我对他们说：‘总有一天还

会需要心理学的！’”好在这一天没有来

得太晚！斯人已逝，对于中国的心理学

家们而言，继承并发展周先生的事业或

许就是对他最好的缅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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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物理学（第2卷）

[美] LaurieM Brown，Abraham Pais，[英]
Brian Pippard 编，刘寄星 译。科学出版

社，2015年6月第1版，定价：148.00元。

物理学在 20世纪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改变了人类对物理的认识。本书由

英国物理学会、美国物理学会组织发起，

由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很多是相关

领域的奠基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执笔，

系统总结了20世纪物理学的进展。全书

共分 3卷 27节，其内容涉及了物理学各

个分支学科和相关的应用领域，书末还

附有3位物理学大家对20世纪物理学的

综合思考和对新世纪物理学的展望。

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
[德] H.赖欣巴哈 著，侯德彭 译。商务印

书馆，2015年4月第1版，定价：22.00元。

本书是从实证主义观点出发对量子

力学系统做出哲学解释的代表作。作者

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了量子力

学的科学成果，从中论述了他对哲学基

本问题的看法，并据此阐述了关于知识

的性质、客观实在以及因果性等问题。

实证主义哲学20世纪前半期在西方

曾经历了一段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

逐渐走向衰落。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实

证主义哲学在量子力学体系形成的过程

中曾经发挥过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

所以直到今天，量子力学的研究者仍然

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

无穷的开始 世界进步的本源

[ 英] David Deutsch 著 ，王 艳 红 ，张 韵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 10月第 1
版，定价：59.00元。

本书讲述了进化、量子物理学、知识

和运算带来的世界观，并将其应用于许

多不同的话题和未解的问题，其中涉及

到自由意志、创造力与自然规律、人类的

未来与起源、现实与表象等。

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博，包括多重

宇宙、生物进化、文化进步、月球殖民、地

外文明、数字系统、人工智能、基因研究、

图灵测试、人工进化、量子计算、气候变

化、文明毁灭、暗能量、环境危机、选举悖

论等，并且论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

爱因斯坦、霍金、戴蒙德、费因曼、道金斯

等大师的不同观点。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
[美] Robert B. Marks 著，关永强，高丽洁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月

第1版，定价：87.00元。

本书是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

国环境通史，在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界有

关中国各历史时期各地区自然环境及其

与人类社会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中国的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进行了全景式

的动态考察。书中指出，中国文化中虽

然很早就形成了水土保持、节制开发资

源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思想观念，但

与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相比，这些思想却

并没能发挥应有的影响。这在环境保护

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

思。

中国气候

丁一汇 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第

1版，定价：498.00元。

本书根据新的长期气候资料改写了

中国气候的一般内容，包括中国气候的

基本特征、影响中国气候的主要因子与

天气系统、气候要素特征与气候区划

等。同时，总结了近30年气候理论、概念

和方法论的重大发展，并突出了5个新的

方面：用气候系统以及圈层相互作用观

点阐述中国气候的基本问题；阐述中国

气候与东亚季风的关系；全面说明影响

中国气候的人类与自然因子；深入论述

古今气候变化以及气候监测和气候预测

的重要研究成果；用新的资料重新进行

气候区划。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332



科技导报 2016，34（2）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8-17；修回日期：2015-12-02
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512252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402329）
作者简介：蔡晓军，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型纳米药物载体多功能化，电子信箱：c1x2j34@163.com；陈航榕（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型纳

米药物载体多功能化及其肿瘤微无创诊疗，电子信箱：hrchen@mail.sic.ac.cn
引用格式：蔡晓军, 马明, 陈航榕, 等. 普鲁士蓝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J]. 科技导报, 2016, 34(2): 18- 26;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6.2.001

普鲁士蓝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普鲁士蓝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
进展进展
蔡晓军，马明，陈航榕，施剑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50
摘要摘要 普鲁士蓝是一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作为临床上治疗铊等放射性元素中毒的解毒剂，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及生物安全性。普鲁士蓝纳米粒子在尺寸和结构上的可调控性及本身的性能，使得其在药物输运、分子影像、基因治疗、光热治

疗肿瘤等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肿瘤诊疗方面的医学应用需求为背景，综述了基于普鲁士蓝的纳米诊

疗剂在光声成像（PA）、核磁共振成像（MRI）、超声成像（US）、多模式成像，及作为光热转换剂和药物传输系统（DDS），实现对肿

瘤的光热治疗、化疗和基因治疗等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普鲁士蓝；分子影像；癌症；光热治疗；光声成像

纳米生物技术是国际生物技术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在生物医药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特别是纳米药物载体和成

像技术等，将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5]。

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和研究热

点，特别是兼具诊断和监控、治疗等功能为一体的关键科学

技术研究更是科学界关注的热点[1~5]。近年来，随着传统医学

影像技术与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技术交叉融合产生的分子

成像技术，有望实现在细胞、分子水平对肿瘤细胞发生、发展

与转移进行在体观察，有利于肿瘤在体活动规律的掌握，有

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已成为医学影像研究领域的热

点。此外，纳米生物技术，例如药物输运系统（drug delivery
system，DDS）[6~12]的出现为药物的靶向输运和可控释放提供了

新的途径，对肿瘤的高效治疗和减少毒副作用有着重要的

意义。

为提高肿瘤患者生存质量，近年来无创/微创肿瘤治疗新

技术研究成为国内外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例如，基于纳米

载体的新颖的光热治疗[13]，将具有近红外光热转换功能的纳

米载体材料，选择性累积到肿瘤部位，然后仅对肿瘤区域局

部实施近红外光照，使肿瘤细胞间和细胞内的纳米材料吸收

近红外光，并高效地转化为热能，使肿瘤产生局部超高温度，

从而轻易将肿瘤细胞杀死。

普鲁士蓝作为一种古老的染料，成本较低，是一种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作为临床上治疗铊等放射性元素

中毒的解毒剂，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生物安全性。普鲁

士蓝纳米粒子在近红外光区域具有很强的吸收，具有高的光

热转换效率，且其具有T1-加权核磁共振成像（MRI）功能，其

形貌和尺寸可以进行调控，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治疗肿瘤的诊

疗剂候选材料。普鲁士蓝的这些特点，使得其在药物输运、

分子影像、基因治疗、光热治疗肿瘤等生物医药技术领域的

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综述普鲁士蓝纳米粒子在

光声成像（PA）、MRI、超声成像（US）、光热治疗和多模式成

像，及联合化疗方式应用等的研究进展。

1 普鲁士蓝在肿瘤诊断方面的应用
1.1 PA造影剂

PA[14,15]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无损医学成像方法，其

原理是当脉冲激光照射到生物组织中时，组织的光吸收将产

生光声信号，生物组织的光声信号携带了组织的光吸收特征

信息，通过测量光声信号能重建出组织中的光吸收分布图

像。它结合了纯光学成像的高对比度特性和纯US的高穿透

深度特性，可以提供高分辨率和高对比度的组织成像，成为

目前开展癌症早期检测和治疗监控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

普鲁士蓝在近红外区域具有强吸收，加上其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和生物安全性，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光声造影剂。2013
年，Liang等[16]率先报道了一种简单的低成本的粒径为40 nm
左右的普鲁士蓝纳米粒子，可作为PA造影剂。在质量浓度

为 100 μg/mL时，普鲁士蓝在鸡肉组织中，PA的最大深度达

到 4.3 cm（波长为 765 nm）。将 20 mg/kg的剂量静脉注射入

18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313


科技导报 2016，34（2）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8-15；修回日期：2015-11-10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092102310227）
作者简介：刘善芹，讲师，研究方向为微流控与聚合物微球材料；邓仁华（通信作者），博士，研究方向为聚合物组装及其纳米材料，电子信箱：

renhuadeng@hust.edu.cn
引用格式：刘善芹, 张毅军, 邓仁华, 等. 基于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制备 Janus纳米粒子的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6, 34(2): 27-32;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6.2.002

基于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制备基于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制备 JanusJanus
纳米粒子的研究进展纳米粒子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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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Janus粒子的两面具有不同的组成或性质，在乳液稳定、药物载体、界面催化及超结构的构筑等方面有着重要应用价值。

尤其是基于嵌段共聚物的Janus纳米粒子，其两面的聚合物链通过共价键相连，结构非常稳定。由于其纳米尺度和柔性及对溶

剂、温度、pH值等外部刺激具有响应性，嵌段共聚物Janus纳米粒子备受关注。实现嵌段共聚物Janus纳米粒子形貌和结构可

控、组成多样化及批量化制备是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综述嵌段共聚物自组装制备Janus纳米粒子的方法，比较了不同方

法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关键词关键词 Janus粒子；纳米材料；嵌段共聚物；自组装

1985年，Cho等[1]首次报导通过种子乳液聚合制备出结构

不对称的聚苯乙烯（polystyrene，PS）/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olymethyl methacrylate，PMMA）复合粒子。与传统的均质

粒子不同，这种粒子的两面具有不同的组成及性质。1991
年，法国物理学家 de Gennes在其获诺贝尔奖的演说中第一

次正式用古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 Janus，形象描述这类同一粒

子的两面分别具有不同化学组成或性质的物质[2]。从此，有关

Janus粒子的制备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3~8]。

Janus粒子早期主要用来描述两个半球表面具有不同化

学性质的球形粒子，后来泛指形状、化学组成或性能（包括本

体性能如机械、物理等性能及表面性能如亲疏水、极性、电荷

等性能）非对称、非均匀分布的粒子[9]。Janus粒子的结构和形

状具有多样性，除了颗粒状的 Janus粒子[10]，其他形状的 Janus
粒子逐渐被制备出来，如棒状[11]，盘状[12, 13]，中空球[14]等，如图1
所示[15]。由于 Janus粒子在形态和组成上的多样性，可以集多

种理化性质于一身，因此在化学、物理、材料和生物等领域展

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两面分别具有亲水和疏水特性的两亲性 Janus粒子可以

作为稳定乳液的固体表面活性剂。在 Pickering乳液的稳定

方面，Binks等[16]发现具有两亲性的 Janus粒子的脱附能比普

通粒子的脱附能大 3倍，且当平均接触角为 0°或 180°时，

Janus粒子仍保持很强的吸附力。两亲性 Janus粒子具有表面

活性，使其能降低油、水界面的界面张力，因此能够更好地稳

定乳液[17]。这种具有良好乳化性能的 Janus粒子可以进一步

用于油、水分离，并且 Janus粒子可以重复使用[18]。同时，两面

具有不同化学组成的 Janus粒子也可用作增容剂。例如，两

面分别为 PS和 PMMA的 Janus粒子可用作 PS和 PMMA共混

物的界面相容剂[19]。与传统的增容剂相比，Janus粒子能够更

稳定地吸附在界面处，具有更好的增容效果。此外，这种

Janus粒子也可以用作分散剂，例如，PS/PMMA Janus粒子可

改善碳纳米管在PMMA中的分散性[20]。

Janus粒子作为载体材料在催化、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在 Janus粒子的一侧选择性负载催化剂后

图1 不同类型的Janus纳米粒子

Fig. 1 Different morphologies of Janus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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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作业调度问题中调度规则算法的车间作业调度问题中调度规则算法的
设计方法研究进展设计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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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调度规则是解决实际生产中的动态车间作业调度问题的有效方法，但它的效率取决于系统特征、加工条件参数和调度目

标，因此没有一个规则在所有的调度环境下都比其他规则要好。综述了调度规则的发展、分类及特点，并对调度规则的设计方法

进行总结。介绍了调度规则的设计方法，包括早期使用的手工方法和表现较好的智能方法，给出进化算法、遗传规划和数据挖掘

方法，并分析比较了其优缺点。针对调度规则设计方法存在的不足，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车间作业调度问题；调度规则；进化算法；遗传规划；数据挖掘

调度规则（dispatching rules，DR），也称为优先分配规则，

是一种被广泛运用于求解调度问题的启发式调度规则。它

是在机器空闲时，用来确定等待加工的工件队列的排序的。

根据Gere[1]的定义，调度规则是指一个或多个优先规则的组

合，以及一个或多个启发式规则的组合，因此它是一种具有

线性复杂度的构造性方法。

调度规则是优先规则[2]的一种特例，用来将工件分配给

机器。每当有机器闲置时，它就给在队列中等待的每个工件

分配一个优先值，这个优先值一般是基于工件、机器或者车

间的特征信息的，然后为机器选择具有最高优先值的工件进

行加工。较为常用的调度规则有FCFS（first in first out）、SPT
（shortest processing time）、EDD（earliest due date），以及ATC
（apparent tardiness cost）、WINQ（work in the queue）等，Pan⁃
walkar等[3]对113种不同规则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此外，文献

[1]列出了26种基本的调度规则以及它们的优先值表达式和

规则定义的详细描述。

车间作业调度问题的研究方法有许多[4]，其中一些算法

结构复杂的元启发式算法[5,6]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甚至

突破了一些标杆问题的最优解。然而这些算法的求解大多

是在仿真试验中的小规模问题环境下进行，实际生产中的调

度问题，通常要面对更多的工件，更多样化的机器以及其他

一些突发的工况，如机器故障、新工件到达等，因此车间环境

多是动态的，且部分系统信息是不确定的并会随时间发生变

化，工件往往会受到这些随机扰动的影响。对于此类问题，

通常要求算法的求解速度较快，效率较高，并且能满足车间

中随工况变化而实时变化进行调度的要求，搜索算法由于算

法求解的时间成本较高而不能满足需求。此时，调度规则[3,7,8]

易于实现、具有较低时间复杂度以及拥有针对动态变化及时

做出反应的能力，使它非常适于求解这种实际生产中高度复

杂的动态环境下的调度问题。

1 调度规则的发展及分类
调度规则是最早提出的近似算法，由于其涉及的信息

较多，已被广泛研究，因此可根据不同的优先属性对其进

行分类。

根据是否与时间相关，调度规则可分为静态规则和动态

规则[2]。根据是否与车间状态相关，可以分为状态相关规则

和状态独立规则[9]。根据规则的结构特征，调度规则可分为

简单优先规则、组合规则、加权规则和启发式规则。简单优

先规则通常只包括一个车间系统参数，如加工工时、交货期、

工序数量和到达时间，具体的规则有SPT、EDD等。但是没有

一个简单优先规则能在所有的性能指标下都表现良好。为

了克服这个局限，组合规则采取将简单优先规则中好的特性

结合起来的方式以期取得满意的结果。研究表明，组合规则

确实要比简单优先规则更有效，因为它在继承了简单优先规

则简洁性的同时，还在车间规模扩大时获得了一定的可扩展

性。加权规则是以计算权重将简单优先规则进行线性组合

得到的，权值是根据具体的环境，由工件的重要程度决定

的。启发式规则是依赖于系统配置的规则，通常与上述几种

规则结合起来使用。启发式规则有时会使用人的经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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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钼二硫化钼--硅异质结太阳电池的原位硅异质结太阳电池的原位
制备及器件模拟制备及器件模拟
李圣浩 1，但易 1，沈辉 1,2

1. 中山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广州 510006
2. 顺德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院，顺德 528000
摘要摘要 二维材料与晶体硅形成的异质结太阳电池是当前太阳电池研究热点之一，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石墨烯和硅形成的肖特基

结太阳电池。为改善器件的能带结构，本研究采用具有一定禁带宽度的n-MoS2二维半导体材料与p-Si形成异质结太阳电池。

通过实验研究了退火时间对MoS2材料合成的影响，并对MoS2-Si异质结的暗电流和光电流曲线进行测量和分析。通过异质结模

拟软件wx-AMPS对MoS2-Si异质结结构进行效率计算和能带分析，探讨了薄膜厚度和载流子浓度对器件开路电压的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二维材料；二硫化钼；太阳电池；异质结；J-V特性

自从2004年Novoselov等用微机械剥离的方法制备出石

墨烯二维材料[1]，研究者们就不断探索二维材料在半导体器

件上的应用。二维材料与晶体硅结合形成异质结太阳电池

是其中的研究热点之一。石墨烯-硅异质结太阳电池经过大

量的研究[2~8]，目前已经取得 15.6%的转换效率[9]。然而，石墨

烯是一种没有禁带的半导体，与硅只能形成肖特基势垒接

触。这种能带结构不利于太阳电池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在异质结太阳电池中使用过渡金属硫化物MoS2作为发

射极可以有效改善异质结的能带结构 [10]。在二维材料中，

MoS2具有独特的材料特性，禁带宽度根据二维薄膜的原子层

数不同而改变，从体材料的间接带隙（~1.29 eV）变化到单原

子层的直接带隙（~1.9 eV）[11]。MoS2单原子层的迁移率可以

达到200 cm2·V-1·s-1，并且实现1×108的晶体管开关比[12]，在半

导体和微电子器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13~17]。二维MoS2与其他

半导体材料结合可以形成良好的范德瓦耳斯异质结[15,18~22]，在

制备高效异质结太阳电池方面具有重大的潜力[23,24]。在生长

方法方面，大面积均匀的MoS2二维材料的制备方法已有大量

的报道[25~33]，可以在硅片表面生长出良好的薄膜材料。MoS2-
Si 异质结太阳电池也有所报道 [34~36]，目前最高效率达

5.23%[37]。然而此效率是通过把MoS2转移到硅衬底上实现

的，难以实现大面积的生产。原位生长的可控MoS2-Si太阳

电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以上基础，本研究对MoS2-Si异质结太阳电池器件

进行探索。在 p型抛光硅上采用两步硫化的方法制备MoS2

薄膜，用拉曼光谱分析实验退火工艺对MoS2材料性质的影

响，并研究MoS2-Si异质结的光、暗 J-V特性曲线。通过wx-
AMPS建模对异质结太阳电池特性进行模拟分析，研究薄膜

材料参数产生的影响，并用能带理论对此进行解释。

1 MoS2-Si器件制备与表征
实验中，采用两步硫化法在硅片上制备MoS2薄膜。电阻

率 1-3 Ω·cm的硅片经过清洗后放入真空热蒸发设备，蒸镀

得到不同厚度的MoO3薄膜。热蒸发的工作真空度为 8×10-4

Pa，生长速率约0.1 nm·s-1，衬底加热至150℃以便Mo6+转换为

Mo4+。然后硅片转移到退火管，在氮气氛围下进行高温硫退

火。退火温度为 800℃，退火时间分别为 30 min和 10 min。
退火结束后，硅片在氮气保护下自然冷却。对MoS2薄膜进行

的 表 征 手 段 ，包 括 X 射 线 光 电 子 能 谱 ，仪 器 型 号 为

ESCALab250；拉曼光谱分析，仪器型号为Renishaw inVia。对

MoS2薄膜进行表征之后，在器件前后两面蒸镀1 μm的Ag作
为金属电极，测量MoS2-Si的异质结 I-V特性。

薄膜XPS表征如图 1（a）和（b）所示，从对应峰位可知经

高温热处理后，Mo4+离子与 S原子结合生成MoS2材料，表明

MoS2薄膜生成[38,39]。Mo的两个3d峰和S的2s峰分别为232.9、
229.9和226.9 eV，S的两个2p峰分别为163.9和162.7 eV。

MoS2薄膜的拉曼光谱曲线如图1（c）所示，激发光源波长

为 514 nm，样品的薄膜厚度为10 nm。两条拉曼曲线分别对

应退火工艺中的不同退火时间。30 min退火的样品采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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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靶溅射法制备单靶溅射法制备CISCIS薄膜薄膜
吴兆，洪瑞江

中山大学太阳能系统研究所，广东省光伏技术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06
摘要摘要 通过单靶一步溅射再退火的方法，在钠钙玻璃及镀钼玻璃衬底上制备了铜铟硒（CIS）薄膜。通过优化工艺参数，获得了结

晶性良好的CIS薄膜，分析了溅射沉积薄膜时衬底温度及不同退火温度对薄膜结晶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衬底温度为150℃时，

退火获得的CIS薄膜结晶性最好；不同的退火温度对Mo衬底上的CIS薄膜结晶性影响不大。结果表明，靶材的致密度对CIS薄
膜性能有较大的影响，说明一步法制备CIS薄膜对靶材有较高的质量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铜铟硒；磁控溅射；退火；三元靶材

铜铟镓硒（CIGS）薄膜太阳电池以其转换效率高、弱光性

能好、抗辐射性能强以及带隙可调等诸多优点引起了光伏领

域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于2008
年以三步共蒸发制备出转换效率达 19.9%的小面积电池 [1]。

在2014年底，德国太阳能和氢能源研究中心（ZSW）制备出转

换效率达到21.7%的CIGS太阳电池，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2]。

CIGS吸收层是CIGS太阳电池的核心部分，制备方法可分为

真空法和非真空法，真空法主要包括三步共蒸法[3]、溅射后硒

化法 [4]；非真空法主要包括电沉积法 [5]、涂敷法 [6]、喷涂热解

法 [7]等。

在用Cu、In、Ga及其合金靶材共溅射或连续溅射的过程

中，有研究发现，溅射源到基底的距离较小，只有数厘米而使

得金属预制层中有富Cu相或富 In相，致使最后CIGS层中有

不均匀的成分和粗糙的形貌 [8]。若制得Cu-In-Ga三元靶或

Cu-In-Ga-Se四元靶就可以保证膜层成分的相对均匀，也简

化了制备工艺。四元靶直接溅射法对靶材质量要求较高，靶

材制作难度较大，故本文中选用三元Cu-In-Se靶材进行溅射

沉积，并重点研究了衬底温度对薄膜结晶性的影响。

1 实验内容
实验采用自主设计的三室多靶磁控溅射&退火设备，溅

射靶材分别来自 3家国内厂商，配比均为原子个数比Cu∶In∶
Se=1∶1∶2，衬底选用钠钙玻璃基片。实验之前首先进行衬底

的清洗，清洗流程为：将衬底置于专用清洗槽内，清洗剂依次

选用去离子水、无水乙醇、丙酮、无水乙醇、去离子水，每个阶

段超声清洗 15 min，洗完的玻璃基片用高纯氮气吹干待用。

实验本底真空为4×10-4 Pa；Mo层采用3层结构以提高与衬底

以及CIS层的附着性，Mo靶材功率密度选用3 W/cm2，工作气

压分别为1.2、0.6、1.2 Pa，溅射时间分别为10、40、10 min；CIS
靶材功率密度采用 1.8 W/cm2，溅射气压采用 0.6 Pa，溅射时

间为 120 min，衬底温度分别采用 50、100、150、200、250 和

300℃。退火工艺在同一设备进行，本底真空为4×10-4 Pa，样
品置于石墨坩埚中，先将白光退火炉加热至预设温度，然后

将坩埚推入退火炉，保温一定的时间，然后将坩埚抽出置于

真空室温环境中自然降温，关闭退火炉。

采用Empyrean X射线衍射仪对薄膜的相结构进行表征

分析，Cu 靶，Kα1，λ= 1.54056Å ，薄膜的形貌观察在 JSM-
6330F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上进行。

2 结果与讨论
对在钠钙玻璃基片上不同衬底温度下沉积的CIS薄膜退

火前后的相结构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a）可以看出，衬底温度低于150℃时沉积的薄膜，

在未经退火的情况下未能检测出晶体的衍射峰，推断薄膜为

非晶态，经 200℃退火处理的样品开始出现CIS（112）、（220）
与（312）的特征峰，表明样品的结晶性得到了改善。退火前

薄膜的结晶性与靶材的相对密度以及衬底温度有重要的联

系。溅射时入射氩离子能量较低时，溅射产生的粒子主要是

构成靶材的化合物原子，只有当入射离子能量较高时，溅射

产生的粒子才较多的是构成靶材的化合物分子[9]。相对密度

较低的靶材内部缺陷较多，同时存在成分分布不均匀以及靶

材晶粒细小等问题，导致靶材的功率密度耐受性较差，溅射

时靶面温度升高易导致靶面弯曲、开裂等情况的发生，因此

限制了功率密度的提升。溅射相对密度较低的靶材时，靶材

43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317


科技导报 2016，34（2）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7-10；修回日期：2015-10-26
基金项目：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支持项目（10900-A189021502）；中日国际合作项目（K332021321）；榆林科技计划项目（2014cxy-03）；陕西省

日元贷款项目（K332020023）
作者简介：朱亚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植物资源化学，电子信箱：zhuyahong88@163.com；朱铭强（通信作者），博士，研究方向为植物资源利用，电子

信箱：zmqsx@nwsuaf.edu.cn
引用格式：朱亚红, 王俊淇, 苏印泉，等. 响应面法优化提取翅果油树种仁油的工艺条件 [J]. 科技导报, 2016, 34(2): 46-52;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6.2.006

响应面法优化提取翅果油树种仁油的响应面法优化提取翅果油树种仁油的
工艺条件工艺条件
朱亚红，王俊淇，苏印泉，黄晓华，朱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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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了优化翅果油树种仁油提取工艺，以单因素试验为依据，选取浸提时间、浸提温度和料液比3因素为自变量，种仁油的

提取率为响应面（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采用中心组合（Box-Benhnken）试验设计原理，探讨在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的影响下种仁油含量的变化。运用响应面分析法，模拟获得二次多项式回归方程的预测模型，确定翅果油树种仁油的最佳提取

工艺条件为提取时间45 min，温度88℃，料液比为1∶5。利用优化的提取条件，种仁油的萃取率达到92.44%，与预测值基本一

致。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GC-MS）分析，鉴定出翅果油中含有脂肪酸28种，不饱和脂肪酸有9种，共占54.17%，其中油

酸甲酯12.86%，棕榈酸甲酯10%，十五烷酸甲酯9.78%，亚油酸甲酯16.57%。本研究建立的提取方法简便、可靠，为翅果油树种

仁油的产业化提取提供了一定理论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翅果油树；种仁油；中心组合设计；响应面优化

翅果油树（Elaeagnus mollis Diels）是多年生落叶灌木或

乔木，胡颓子科（Elaeagnaceae）胡颓子属植物，有大宫灯型、长

果型、小宫灯型3个栽培类型，树高可达11 m，胸径可达1 m，

生长在海拔 800～1500 m 低山丘陵区，是中国特有树种，现

仅分布于山西和陕西等地[1]。翅果油树的生长期比较迅速，

萌蘖力强，萌蘖枝3年即可开花结果，肥沃的土地上每亩种植

100～110株，贫瘠的土地需种植200株左右，植树造林3年后

单株能够收获果实 2～3 kg，亩产量达 500～600 kg，5～6年

后亩产量达 800～1000 kg以上。当前，除了约 200万株野生

翅果油树，人工栽培翅果油树的覆盖面积已扩展到 906.67
hm2（1.36万亩[2,3]）。翅果油树的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较高，是

一种罕见的木本油料植物[4]。近年来，中国在综合开发翅果

油树关键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翅果油树鲜叶

可做饲料，花粉蜜含量大，是一种很好的蜜源植物；根系发

达，富含根瘤菌，能固氮[5]。此外，关于翅果油树相关的化学

成分研究主要集中于翅果油树体内维生素E、黄酮类物质和

矿质元素上[6,7]。杜俊民等[8]利用气相色谱仪检测了树种子中

5 种脂肪酸的化学成分。翅果油树种仁营养丰盛，含有

46.58%～52.46%粗脂肪，30%～35%油分（其中95%以上是不

饱和脂肪酸，约4%～6% α-亚麻酸）[9~13]。翅果油树种子中维

生素 E 的含量是沙棘种子的 12 倍，花生油的 40 倍，奶粉

的 373倍，豆制品的 83倍。所以，翅果油有非常高的药用价

值，是治疗多种疾病，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理想的天然资

源[14,15]。目前，已报道的油脂的提取方法有冷压法、水酶法、

有机溶剂浸提法、索氏法、微波法和超声法等[16~22]。其中，水

酶法、超声法和索氏法提取技术广泛应用于植物油的提取研

究[23~29]，索氏抽提法提取出油脂的氧化稳定性最高，水酶法和

超临界CO2 萃取法次之[30]。响应曲面法是通过合理地选取试

验点，在所选的试验参数内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31~33]，该方法

在生物质提取分离、高值化利用工艺探索等领域受到广泛关

注[34~36]。

本研究以翅果油树种仁为材料，通过响应面法优化提取

翅果油树种子油的工艺条件，采用气相色谱-质谱（GC-MS）
联用法综合分析和评价翅果油树种仁中的脂肪酸成分。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和试剂

翅果油树种子来源于榆林市卧云山植物园的成熟果实。

石油醚（分析纯，沸程60～90℃，西安化学试剂厂）、油酸

甲酯、十三碳酸甲酯、亚麻酸甲酯、棕榈油酸甲酯、棕榈酸甲

酯、亚油酸甲酯和亚麻酸甲酯都是色谱级标准品纯度，购于

Fluke试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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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电对配电系统安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对配电系统安全的
影响及对策影响及对策
李睿 1,2，王玮 1,2，吴学智 1,2，何永菁 1,2

1. 北京交通大学，国家能源主动配电网研发中心，北京 100044
2. 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所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给配电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严峻影响。为了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并

网的安全、稳定，分析了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主的分布式电源并网对配电系统安全运行产生的功率传输、电能质量、频率稳定、孤

岛效应、保护控制及规划设计等方面的问题。针对涉及的问题，分别从制定全面规范的并网导则与标准，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稳

定性与可调控水平的提升，优化配电系统网络结构，制定协调的保护与控制策略，研究源、网、荷协调规划方法等5个方面给出了

相应解决建议。对面向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源、网、荷协调规划理念与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规划模型的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

了分析。

关键词关键词 可再生能源发电；分布式电源；配电系统；安全运行；配电网规划

近年来许多国家大力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随着其发电成本的不断下降以及政策层面的有力支持，分布

式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作为集中式发电的有效补充已日趋

成熟并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可再生能源发电（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REG）大量

并网，对节能减排及电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意义，

但 也 将 传 统 的 配 电 系 统 变 成 了 一 个 含 分 布 式 电 源

（distributed generation，DG）、储能系统（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和柔性负荷（flexible load，FL）的主动配电系统，规模

越来越大，运行特性更加复杂，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技术和

经济的保证，配电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将面临越来越大的

压力[1~4]。

本文拟从功率传输、电能质量、频率稳定、孤岛效应、

保护控制以及规划设计 6个方面，分析具有随机性、波动性

特点的REG并网给配电网安全运行带来的问题及对策。

1 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对配电系统的安全影响

因素分析
以REG为主的DG一般接入到配电网中，DG比例增大，

给配电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集中在功率

传输、电能质量、频率稳定、孤岛效应、保护与控制、规划设计

等方面。

1.1 功率传输

传统电力系统被设计为从输电网向配电网自上而下的

单向动态功率流动。在DG接入配电网后，当DG输出功率超

出当地负荷所需时，多余的功率将会反向送至高电压等级电

网中，这会导致双向潮流流过配电系统的设备[5]。

由于配电网中的现有设备是严格按照系统的安全性、运

行质量和水平来选择的，大量DG在配电网并网运行所引起

的双向潮流和线路传输功率改变，将可能导致配电网中配电

设备超出热稳定极限值，增加配电网设备安全隐患，对配电

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影响。

1.2 电能质量

1）电压偏差。DG向配电网注入有功功率或无功功率，

会使并网公共连接节点（point of common coupling，PCC）的电

压升高明显，并将改变配电线路上沿既有线路电压分布情

况，这可能造成电压偏差超过安全运行的技术指标[6,7]。

如图1所示，在没有DG接入时，线路各节点的电压沿功

率流动方向逐渐下降；若DG在节点 2处并网，则会使节点 2
电压升高，甚至导致电压偏差越界情况的发生；若并网点在

线路末端节点6处，当出现功率倒流时，则可能导致多个节点

电压偏差越界情况的发生。可见，DG的接入将改变沿线电

压分布，甚至造成电压越界情况发生，影响程度的大小则与

容量和安装位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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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叶片流固耦合的数值模拟风电机组叶片流固耦合的数值模拟
方法方法
王伟龙，田德，邓英，林俊杰

华北电力大学，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6
摘要摘要 以某5 MW风电机组叶片模型为对象，研究一种适用于风电机组叶片流固耦合数值模拟的风轮旋转模拟方法。以风切变

形式模拟风轮旋转及来流风速的综合效应，对叶片各截面翼型的扭角进行修正，建立风电机组叶片的风轮旋转模拟模型，利用有

限元法模拟风电机组叶片的风洞流场实验，仿真模拟旋转效应下风电机组叶片的周围气压、绕流分布、表面压力及结构位移，并

进行数据交叉迭代求解，得到风电机组叶片的流固耦合结果。与额定风速均匀来流条件下的初始模型计算结果和文献实验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风轮旋转模拟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关键词 风电机组叶片；流固耦合；风切变；风轮旋转模拟

随着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的不断增大，风电机组叶片尺寸

也越来越长。对于超长风电机组叶片的气动计算及结构计

算，常规的叶片刚性体假设所引起的误差越来越大，因此必

须考虑叶片在风载条件下结构变形对气动力的影响。流固

耦合（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FSI）是研究风电机组叶片气

弹特性及结构特性的重要手段，国内外通过流固耦合对叶片

的结构响应、流场变化、叶片载荷分布等特性进行了一系列

研究。流固耦合按照求解方法可分为完全耦合和交替求

解。李媛等 [1]以MPCCI为数据交换平台连接商用CFD、CSD
软件，模拟考虑风切变时轮毂高度额定风速下的风轮全三维

流固耦合，分析了风剪切对叶片绕流、变形以及耦合作用对

载荷分布的影响规律。胡丹梅等[2]采用 k-SST 紊流模型和滑

移网格技术，对海上风电机组叶片进行了流固耦合计算分

析，发现叶片流固耦合作用使叶片气动攻角、扭矩增大。

Zahle等[3,4]采用不可压缩重叠网格技术，分析了水平轴风电机

组风轮与塔架间的耦合作用。Hsu等[5]通过对 5 MW三叶片

水平轴风电机组风轮在有无塔架情况下进行了流固耦合研

究，发现叶片转过塔架时由于塔影效应使单个叶片气动扭矩

降低 10%~12%。Zhang等 [6]通过对比研究，发现风切变对风

电机组叶片变形及应力的影响明显大于流固耦合所产生的

作用。任年鑫等[7]基于三维黏性不可压缩Navier-Stokes方程

和重整化群 k-ε（RNG）湍流模型，数值模拟美国可再生能源

实验室（NREL）5 MW海上风电机组的气动性能，并研究了浮

式平台不同运动幅值及运动周期对风电机组叶片气动性能

的影响规律。陈海萍等[8]选用 k-ε湍流模型，将风作为黏性不

卡压缩流体，计算出流固耦合作用下风电机组叶片的应变分

布。李德源等 [9]采用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理论，基于R-W
（Roberson-Wittenburg）建模方法，建立柔性叶片的气弹耦合

方程，结合相应的风电机组气动载荷分析模块，实现了叶片

的气弹耦合分析。王旭东等[10]将叶片的启动与结构力学模型

进行耦合，研究叶片变形对来流的影响，提出一种旋转叶片

结构性能分析方法。Dong等[11]应用CFD-CSD耦合方法对风

电机组叶片的载荷及气弹特性进行研究，发现叶片气弹变形

显 著 降 低 气 动 载 荷 。 MEXICO（model experiment in
controlled conditions）实验是由欧盟资助的一项大型风电机组

实验。梁明轩[12]通过对叶片模态分析得到叶片各阶模态，发

现叶片扭转、挥舞、摆振三者之间的耦合，并对叶片气动弹性

问题进行研究，建立叶片颤振方程，确定了叶片颤振发散条

件。杨华等 [13]应用风电机组旋转叶片表面压力的三维 PIV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流场测量方法，测试得到无偏航

工况下叶片上 5个测试断面的表面压力系数分布，并计算了

该工况下叶轮所受的轴向力和切向力。潘旭 [14]运用Ansys、
CFX基于 Ansys Workbench软件平台对某MW级水平轴风电

机组叶片进行流固耦合数值模拟，分析了耦合过程中叶片的

变形及应力变化。陆洋等[15]利用Newmark数值积分法获得叶

片气弹响应的稳态周期解，分别以NREL Phase VI非定常空

气动力学实验及其公开的1.5 MW风电机组叶片为算例计算

了有/无预弯叶片的气弹响应。以上研究均通过建立风轮旋

59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320


科技导报 2016，34（2）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8-21; 修回日期：2015-12-03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3ZX04001-021）
作者简介：李杰，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机床误差补偿，电子信箱：jie-li13@mails.tsinghua.edu.cn；刘辛军（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档数控机床

与基础制造装备，电子信箱：xinjunliu@ mail.tsinghua.edu.cn
引用格式: 李杰, 刘辛军, 谢福贵, 等. 基于时变特性的数控机床综合误差建模方法 [J]. 科技导报, 2016, 34(2): 65-70;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6.2.009

基于时变特性的数控机床综合误差基于时变特性的数控机床综合误差
建模方法建模方法
李杰 1，刘辛军 1,2，谢福贵 1，李卫东 3，朱绍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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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610092
摘要摘要 以立式B-A摆头五轴数控机床为例，根据机床误差元素的时变特性，研究一种能够反映静、动态综合误差的数控机床误差

建模方法。将动态误差表达为与运动单元速度、加速度相关的傅里叶级数形式，并与静态误差结合，将运动副误差元素表达为静

态误差矩阵与动态误差矩阵的复合形式，利用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静、动态误差与刀具轨迹误差的映射关系模型。理论分析表

明，基于时变特性的综合误差建模方法考虑了运动学、动力学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机床高速、高精加工过程产

生的实际误差，从而为数控机床的误差补偿及控制参数整定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 数控机床；误差建模；动态误差；误差补偿；控制参数整定

五轴数控机床相对于三轴数控机床增加了 2个转动轴，

具有刀具位姿调节能力强、切削效率高及工件安装时间短等

优点，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复杂形面的加工[1]。

另一方面，五轴数控机床拓扑结构复杂，转动轴制造精度难

于保证，使其加工精度问题突显。特别在复杂、薄壁航空结

构件的加工过程中，经常出现尺寸超差及表面波纹。五轴数

控机床加工精度改善方法已成为研究的热点[2]。

机床加工误差是指刀具实际加工轨迹与工件理论轮廓

之间的偏差。精度设计与误差补偿是改善机床加工精度的

两种重要方法。精度设计是在机床制造阶段，通过合理的公

差分配，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制造精度，选用高刚度、低热变形

的材料等方法使得机床具有较高的原始精度[3]。误差补偿通

过对现有机床增设补偿硬件局部地调整刀具位姿，或通过软

件修改机床控制参数及G代码提升加工精度[4,5]。机床误差模

型描述了进给轴误差元素与刀具轨迹误差的映射关系，可为

机床误差的检测、辨识、补偿以及控制参数整定提供理论依

据。无论是采用精度设计还是误差补偿的方法提升机床加

工精度，误差建模是必备的基础。

五轴数控机床的主要误差源包括关键零部件的制造、

装配误差，切削条件下各种力学因素引起的振动，以及高速

主轴头热误差等。分析各类误差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

根据时变特性可将误差分为仅依赖于运动单元位置的非时

变静态误差和依赖于运动单元速度、加速度特性的时变动

态误差。静态误差在机床装配完成后即可确定，且短时间

内不会发生变化，通常由进给轴的几何误差作用形成。动

态误差是由进给轴的速度、加速度所引发的阻尼力、惯性力

等力学因素作用而产生的变形及振动。动态误差不依赖于

运动单元的位置，但依赖于进给轴的速度和加速度，具有时

变特性。

关于机床静态误差建模的研究颇多，通常采用低序体

阵列法表达机床拓扑结构，然后基于小角度误差假设用齐

次坐标变换矩阵表达运动副的误差元素，最终基于多体系

统理论构建误差元素与刀具轨迹误差的映射关系[1,2,6]。关于

动态误差建模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包括区间分析方法和

概率分析方法。黄鹏[7]利用区间分析方法构建了 3PRS并联

机床的动态误差模型，但该方法在边界条件时存在误差过

估计，此外，区间数作除数时不能包含0元素，这一运算特性

也大大限制了区间分析法的应用范围。Huang等[8]基于概率

分布构建了一种三自由度并联机构的误差模型，但该方法

中“所有误差具有零平均值”的假设条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无论是基于区间分析法还是基于概率分布，所构建的

误差模型都是从误差的数值特征定义误差项，未能真实地

反映动态误差蕴含的力学特性及时变特征。本文以立式B-
A摆头五轴数控机床为例，依据机床误差元素的力学特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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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1000-7857.2016.2.010

基于聚类分析的重型载货车辆长大下坡基于聚类分析的重型载货车辆长大下坡
路段交通事故分析路段交通事故分析
李浩然 1,2，彭理群 1,2，吴超仲 1,2，褚端峰 1,2

1. 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武汉 430063
2. 武汉理工大学水路公路交通安全控制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武汉 430063
摘要摘要 长大下坡路段是重型载货车多发事故区域。当前针对重型载货车发生事故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车辆超速方面，忽略了车

型、天气、驾驶人特性等因素。本文通过分析云南罗富高速公路某长大下坡路段在2012年内的重型载货车事故数据，研究车型、

天气、驾驶人特性等因素对重型载货车事故的影响。统计分析了不同因素影响下重型货车在长大下坡路段发生事故数的分布规

律；然后利用K均值聚类算法，依据不同因素造成的事故严重程度（事故量、受伤人数、死亡人数），将所有的因素分为3类。研究

结果显示，外地车辆、六轴车和在00:00—07:59时段发生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最重，而有雾、有雨和低温对事故的影响很小。

关键词关键词 交通事故；重型载货车；长大下坡；聚类分析

随着中国货车保有量的逐年增长，重型载货车辆交通事

故易发、多发的现象和相对滞后的安全管理措施之间的矛盾

日益凸显。根据中国 2009—2013年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

数据[1]，对重型载货车辆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

人数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所示。2009—2013年间，重型载货

车辆事故总起数逐年增长，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在2011年后

开始略有下降，但是伤亡水平总体较大；在占总数的比例方

面，重型载货车辆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占比逐年递

增，2013年间，占比分别达到了 40.57%、50.10%和 35.93%。

统计结果表明，中国重型载货车辆事故量及导致的人员伤亡

水平较高，相对于其他类型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重型载货

车辆道路交通事故对道路交通人员伤亡水平的影响更大。

重型车辆在连续长大下坡路段上行驶过程中会长时间使用

行车制动，进而会导致制动器温度急剧上升以及制动“热衰

退”现象的突出，严重时车辆制动能力完全丧失，以致重特大

事故经常发生[2]。2013年，公安部通报的“十大危险路段”中，

有 3条都是长大下坡路段，而且这些路段容易产生事故的车

辆都是载货车辆。综上，长大下坡路段重型载货车的交通安

全问题亟待解决。

针对重型载货车的事故分析和行驶安全国内外学者做

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发现，在长大下坡路段超速是最主要的

交通违规行为，同时也是造成大量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

一[3~7]。另外一些研究发现在长大下坡路段，重型载货车会进

行频繁的制动减速，导致制动器温度上升，制动性能下降，这

是造成重型载货车事故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8,9]。还有针对

驾驶人的特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驾驶人的性别、驾

龄、安全意识与重型载货车的事故量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10]。

然而以上这些研究均不全面，只对重型载货车事故致因

的单一方面进行研究。本文选取云南罗富高速公路长大下

图1 2009—2013年中国重型载货车辆道路交通事故情况

Fig. 1 Heavy-duty truck accidents from 2009 to 2013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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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清华，主任医师，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血压、高血糖及高血脂、缺血性心脏病等，电子信箱：drqinghuazhou@126.com
引用格式：周清华. 代谢综合征左心功能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6, 34(2): 76-80; doi：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11

代谢综合征左心功能研究进展代谢综合征左心功能研究进展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中国科学院转化医学研究院，北京 100021
摘要摘要 简述了代谢综合征（metalbolic syndrome，MS）的定义及临床诊断标准，综述了高血压（EH）、肥胖、血糖异常、血脂异常等

危险因素与左室心功能间的关系，分析了多种危险因素聚集一体的MS的心功能变化特点。MS患者的左室功能降低是由多个

心血管危险因素引起，会导致多个复杂的代谢反应，影响心肌的结构和代谢环境，也改变了心肌功能和心肌能量。因此MS患者

在有症状的心力衰竭发展之前，可能存在一段时间亚临床的左心室功能障碍。

关键词关键词 代谢综合征；临床诊断；左室功能

代谢综合征（MS）是指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血清

胰岛素增高或正常而糖耐量降低的一组症状。其病理生理

基础为胰岛素抵抗，即一定量的胰岛素其生物效应低于预计

水平，表现为胰岛素摄取和利用受损，因而对机体产生一系

列不良影响和多种病理生理改变。MS 主要包括高血压

（EH）、肥胖、血糖异常、血脂异常等症候群，这些因素均为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HD）危险因素。

1 MS临床诊断标准
临床上诊断MS的标准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3种标准。

2002年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第3次指南

（ATPⅢ）[1]提出MS诊断标准。符合下列条件3项或以上即可

诊断为MS：1）腹型肥胖，男性腰围超过 102 cm，女性腰围超

过 88 cm；2）甘油三酯（TG）等于/超过 1.7 mmol/L；3）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C）男性小于 40 mg/dL 或女性小于 50
mg/dL；4）血压等于或超过 130/85 mmHg；5）空腹血糖（FPG）
等于或超过6.1 mmol/L。

2004年中国参照ATPⅢ，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提出适

合中国人群的MS诊断标准为：符合以下4个组成成分中的3
个或全部者：1）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25.0 kg/m2；2）高血

糖：FPG≥110 mg/dL及/或糖负荷后血浆糖≥140 mg/dL，及/或
已确诊为糖尿病（DM）并治疗者；3）高血压：收缩压/舒张压≥
140/90 mmHg，及/或已确诊为高血压并治疗者；4）血脂紊乱：

空腹 TG≥150 mg/dL；及/或空腹血HDL-C：男性＜35 mg/dL，
女性＜39 mg/dL。目前国内多采用此标准诊断MS。

2005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2]在综合了来自世界六大

洲的糖尿病学、心血管病学、血脂学、公共卫生学、流行病学、

遗传学、营养和代谢病学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MS

定义，这是国际学术界第一个MS的全球统一定义。IDF关于

MS的全球共识提出:诊断MS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中心性

肥胖（欧洲男性腰围≥94 cm，女性腰围≥80 cm，不同种族腰围

有各自的参考值）；2）合并以下4项指标中任2项：（1）TG水

平升高：＞150 mg/dL，或已接受相应治疗；（2）HDL-C水平降

低：男性＜40 mg/dL，女性＜50 mg/dL，或已接受相应治疗；

（3）血压升高：收缩压≥130或舒张压≥85 mmHg，或已接受相

应治疗或此前已诊断高血压；（4）FPG升高：FPG≥100 mg/
dL，或此前已诊断2型糖尿病（T2DM）或已接受相应治疗。若

FPG≥100 mg/dL，为明确有无DM，则强烈推荐口服葡萄糖耐

量实验（OGTT）。目前临床最多使用的是此诊断标准，本研

究采用此诊断标准收集MS患者。

2 MS的左室心功能变化
MS在高血压、肥胖、血糖异常等方面的影响，可以引起

心脏病变。在心脏方面的影响，有研究报道MS早期会有左

室舒张功能的减退，到达一定程度可能会引起心肌病变，患

者的心肌及心功能受损，可能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Seo
等 [3]选择没有高血压的MS患者 42例和年龄匹配对照组 20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二维和组织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参数测

量，包括组织多普勒的应变和应变率。结果显示两组之间在

二尖瓣血流E峰和A峰以及E/A比值上没有显著差异，然而

MS患者组比对照组在收缩期和舒张期早期心肌速度和应变

速率显著降低（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腰

围、收缩压与收缩期心肌峰值速度独立相关。这些结果表

明，没有高血压的MS患者可能存在早期心肌收缩期和舒张

期速度减低，即使他们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测左室收缩和舒张

功能是正常的。D'hooge等[4]提出局部心功能异常出现在整体

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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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纳米材料用于生物成像研究进展贵金属纳米材料用于生物成像研究进展
董夏薇，王雪梅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南京 210094
摘要摘要 贵金属纳米材料在光稳定性、光信号强度、生物兼容性等方面具有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优势，已成功应用于各科学研究领

域，尤其是在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研究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简介贵金属纳米材料在荧光成像、拉曼成像、暗场成像

的成像原理及优缺点，综述贵金属纳米材料在生物成像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随着纳米合成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检测手段的提

高，贵金属纳米材料将会从基础的科学研究领域更全面地走向实际应用。而单分子光谱和光学显微成像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很有可能带给生物成像表征手段一次全新的革命。

关键词关键词 贵金属纳米材料；荧光成像；拉曼成像；暗场成像

收稿日期：2015-04-14；修回日期：2015-05-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325011,21175020）
作者简介：董夏薇，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贵金属纳米材料生物成像，电子信箱：dongxwseu@foxmail.com；王雪梅（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纳米医

学，生物医学传感，电子信箱：xuewang@seu.edu.cn
引用格式：董夏薇, 王雪梅. 贵金属纳米材料用于生物成像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6, 34(2): 81-85;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12

纳米材料由于具有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质，从 20世纪 80
年代被发现以后，始终受到广泛关注。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

领域，它融合了多门学科，渗透到研究技术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例如催化、材料工程、能源储备与转换、生物医学、环境保

护等多个领域，展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已成为科学研究领

域的前沿和主导[1~8]。其中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生

物传感、载药、光学成像等。其中生物成像由于直观性，良好

的分辨率，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1 纳米材料的分类及在生物成像中的应用

纳米材料可以根据形貌分为：零维纳米颗粒（量子点）、

一维纳米结构（如纳米棒、纳米线和纳米管）、二维纳米片

等。其中零维的纳米颗粒和一维纳米棒在生物医学领域中

应用最广。若根据纳米材料的组成元素来分，又可划分为：

碳基纳米材料[9,10]、金属纳米材料[11,12]、上转换纳米材料[13,14]、半

导体纳米材料[15~17]、磁性纳米材料[18,19]、纳米复合材料（如石墨

烯纳米复合材料，贵金属纳米复合材料等）[20,21]等。这些纳米

材料都在生物成像领域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应用。比如，磁性

纳米颗粒主要用于磁共振成像，上转换纳米材料具有很强的

光穿透性、在生物学样品中不易引发自荧光、自猝灭；碳材料

通过表面被有机或生物分子钝化及优良的生物相容性也使

其在生物成像中迅速占据一席之地。但总的来说，量子点和

贵金属作为理想的生物探针，研究比较成熟且已被广泛应用

于细胞及动物体的成像分析中。量子点由于具有一定的毒

性，虽然经过各种修饰和改良，但仍限制其在活体成像中的

应用。而贵金属在生物相容性及毒性等方面更具优势，其独

特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机制，又大大拓展了其应用范围。本

文综述贵金属纳米材料在荧光成像、拉曼成像、暗场成像等

方面的研究进展。

2 生物成像表征方法

荧光成像因其高灵敏度、高选择性、多样性、所得信息丰

富等特点，是迅速发展普及的成像技术之一。在2008年，He
等[22]将单个金颗粒用于Hela细胞的检测，最大的缺陷是其荧

光强度相对较弱。相对于单光子，双光子金在514和633 nm
处，有很强的荧光。故可以利用该性质，实现癌细胞的双光

子成像。2005年，Wang等[23]最早提出了金纳米棒（AuNRs）辅
助双光子成像技术。

当纳米级的金属尺寸进一步减小到 1 nm左右甚至更小

时，它的价带结构将会打破成为离散能级，变成不连续能级，

因此将这些更小的纳米材料称之为纳米簇。到目前为止，已

有大量的文献报道了金纳米簇在成像方面的应用。如Chou
课题组制备了发射红色荧光且生物相容性好的金纳米簇，应

用于生物体外荧光成像。并且通过与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中培养，证明该纳米簇毒性很低[24]。

除了用于成像之外，金纳米簇往往与载药和治疗等联系

在一起。例如通过制备金纳米簇与石墨烯的复合物，有效地

结合了金纳米簇的成像特点与石墨烯的载药能力[25]。石墨烯

可以将抗癌药物阿霉素运送至肿瘤细胞并导致肿瘤细胞的

核固缩。同时借助该复合物拉曼光谱，可以研究阿霉素负载

的GNC-RGO纳米复合物对肝癌细胞的作用并对该复合物与

细胞内的蛋白与DNA间的作用提供了机制上的线索。

这些成像机理都可以归为一类，即通过加入修饰过的纳

米探针于样品中成像。这就要求检测物质自身不产生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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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射性核废料地质处置中铜腐蚀高放射性核废料地质处置中铜腐蚀
行为研究进展行为研究进展
孔德成 1，毛飞雄 2，董超芳 1，肖葵 1，李晓刚 1

1. 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中心，北京 100083
2. 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沈阳 110819
摘要摘要 随着核工业的飞速发展，高放射性废物的处置成为重大安全和环保问题，而深地质处置是普遍接受的方案。在处置库花

岗岩环境及无氧还原条件下，更适合的处置罐材料为高纯铜。本文从处置库的地质环境、铜处置罐的腐蚀、铜处置罐的寿命预测

等方面，综述处置库环境下纯铜的腐蚀电化学行为的研究进展，以更好地评估纯铜在处置库环境下的耐蚀性能及预测处置罐的

寿命。

关键词关键词 铜；核废料；地质处置；腐蚀电化学

截至 2014 年，中国核电总装机容量为 2010 万 kW，到

2020年，预计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5800万kW。大规模商用

核电站每年要卸出大量乏燃料，而乏燃料中含有约 1％的具

有高放射性的 235U和Pu，大量锕系元素及其他长寿命裂变产

物，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环境严重污染，间接或直接影响

核废料（高放废物）的安全处置，这是一个与核安全同等重要

的问题。关于高放废物安全处置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开始

兴起，世界各国提出了太空处置、深海投放、冰层封存、深地

质埋藏等[l~3]多种方案。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讨论，深地质处置

是从技术和工程上看最可行并被普遍接受的安全处置方

案。对此，瑞典、芬兰、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

已经进行了大量实验室研究和工程试验。目前仍在进行研

究的另一种方案是分离嬗变处置，但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深地

质处置。

高放废物的地质处置指将高放废物置于离地表 500~
1000 m的深部岩石中建造的处置库中，利用工程屏障和地质

屏障对放射性核素的包容和滞留作用，使高放废物与人类生

存环境长期、永久的隔离（一般要求隔离时间大于 10 万

年）[4]。其中，工程屏障指废物体、废物罐及其外部包裹的缓

冲回填材料；地质屏障指工程屏障外的围岩（花岗岩、黏土

岩、凝灰岩或岩盐等）及周围的地质体。为确保核废料不发

生泄漏，避免环境污染，核废料储存容器作为放射性核废料

与地质环境隔离的屏障，其材料在深埋后的抗局部腐蚀、应

力腐蚀、微生物引起的腐蚀的能力及材料本身的时效特性等

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高放废物容器材料腐蚀失效的考虑，高放废物容器

材料的选择有 2种策略：一是选择不发生腐蚀或腐蚀非常缓

慢的容器材料；二是允许容器材料发生腐蚀，但在容器尺寸

设计时考虑腐蚀的裕度[5]。低碳钢、低合金钢等易腐蚀材料，

由于碳钢容器焊接接口处有较高的点蚀敏感性，同时铁的腐

蚀（地下水中含MgCl2等）会产生大量氢气，因此不宜采用。

可选择的抗腐蚀材料主要有不锈钢、镍基合金、钛合金、铜

（还原条件下）等。不锈钢与镍基合金等在水溶液中会自发

形成具有保护作用的氧化膜，最可能发生的腐蚀为局部腐蚀

（点蚀和缝隙腐蚀），腐蚀速率依赖于还原条件，例如Cl-浓度

和环境温度，目前推断钝化材料具有长期抗腐蚀性能的理论

是有限的；钛及钛合金表面会形成一层致密稳定的氧化膜，

缝隙腐蚀会对其寿命产生严重影响，在花岗岩环境及无氧还

原条件下，相比于昂贵的钛及钛合金，更适合的容器材料为

高纯铜[6]。中国考古资料表明，已发掘出的 3000多年前的青

铜文物仍保存完好。陈璋如等[7]对中国高放废物处置库系统

的类似物进行了研究，对象是来自商代中期（距今约 3300
年）、西周时代（距约 3000年）、东汉时代（距今约 1800年）的

样品。这些样品腐蚀层厚度的测量表明，所有样品中红色Cu
氧化物亚层的厚度小于其Cu碳酸盐亚层，一般为100 μm；干

旱地区样品的腐蚀层厚度为50~260 μm，小于潮湿地区样品

腐蚀层厚度300~800 μm。在高放废料永久处置库工程建设

方面，瑞典走在世界前列，瑞典已经完成选址工作，并建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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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抗剪加固混凝土梁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抗剪加固混凝土梁
试验研究进展试验研究进展
刘华新，柳根金，孔祥清，王学志

辽宁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锦州 121001
摘要摘要 基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RP）抗剪加固混凝土梁试验研究成果，对3种不同FRP抗剪加固方法进行总结。介绍了外贴

FRP（EB）、表面嵌入FRP（NSM）抗剪加固方法的试验研究历史和现状，总结了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重点阐述了截面中部插入

FRP（ETS）抗剪加固方法的试验研究进展，提出了加强FRP抗剪加固混凝土梁试验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抗剪加固；外贴法；表面嵌入法；截面中部插入法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RP）是一种新型工程结构材料，由

连续纤维和树脂基体复合而成。目前工程应用中的FRP主

要包括碳纤维（CFRP）、玻璃纤维（GFRP）、芳纶纤维（AFRP）
和玄武岩纤维（BFRP）。这些材料因其具有高比强度和良好

的耐久性能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结构加固行业中。与传统的

结构加固法,如：增大截面法、外包钢法、外粘钢板法、预应力

加固法、增设支点法等相比，FRP加固法具有施工便捷、性价

比高等优点，故在工程结构加固行业中越来越受欢迎。

1981年，Meier等采用碳纤维板材（CFRP）代替钢板，粘

贴在一连续箱梁桥上进行加固，获得成功后，FRP加固法的

技术优势逐渐为人们所认识[1]。目前国内外研究FRP加固技

术已有很多成果，在抗剪试验研究、理论计算和数值模拟等

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综述3种FRP抗剪加固方法的

试验研究进展。

1 外贴FRP加固法（EB法）
外贴 FRP法（externally bonded）简称EB法，指在构件表

面直接用树脂粘贴 FRP片材或布进行加固的方法。外贴

FRP片材抗剪加固的方法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已经很广泛，

国内外关于粘贴FRP加固混凝土结构技术已有相关标准规

程[1,2]。不仅因为FRP材料具有耐腐蚀性良好、轻质高强等优

点；工程中FRP片材的另一个突出的优势是对于不同截面形

状及角部的广泛适用性[3]。

1.1 加固方案

目前，国内外学者用EB法对梁抗剪加固采用不同的加

固方式（图 1），根据FRP粘贴方式分为沿全截面封闭缠绕式

粘贴FRP、沿梁两侧和梁底U型粘贴FRP（包括压条和锚固形

式）和仅在梁两侧粘贴FRP这3种情况；根据纤维分布类型分

为连续满贴和条带间隔粘贴两种；根据纤维的方向又可分为

正贴（FRP布方向与梁轴线垂直）、斜贴、双向粘贴3种[3,4]。

图1 EB法抗剪加固梁粘贴形式

Fig. 1 Paste form of FRP sheet for shear reinforced beams
by EB method

（a）全截面

封闭粘贴

（b）U型

粘贴

（c）U型加

压条粘贴

（d）U型

加锚固

（e）两侧

粘贴

（f）连续满贴

（g）条带间隔粘贴（正贴）

（h）斜向粘贴

（k）双向斜向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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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梁的抗爆爆炸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梁的抗爆
与加固技术研究进展与加固技术研究进展
曲艳东，李鑫，孔祥清，孙从煌

辽宁工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锦州 121001
摘要摘要 爆炸可能导致建筑物的严重破坏甚至灾难性倒塌。爆炸载荷作用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动态响应与加固技术是当前结构

安全问题的研究热点之一。钢筋混凝土梁作为建筑结构的主要承重构件之一，在爆炸冲击荷载作用下发生破坏很可能引起整个

结构的倒塌。综述了国内外在爆炸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梁的动态响应、损伤机理、加固技术等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提出了

钢筋混凝土梁的抗爆与加固的研究难点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爆炸荷载；钢筋混凝土梁；抗爆性；动态响应

临近建筑在爆炸恐怖袭击和生产生活中的意外爆炸事

故中往往损伤破坏严重，甚至发生连续性倒塌，造成大量的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2006年 6月 26日，陕西府谷村

发生爆炸，造成 10人死亡，15人受伤，24间民房被炸成废

墟。2007年1月15日，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新开北路龙岗苑小

区15号楼3单元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导致其中

的4户房屋倒塌。2011年11月14日，陕西省西安市嘉天国际

公寓底商樊记腊汁肉夹馍店发生液化石油气泄露爆炸重大

事故，造成 10人死亡，36人受伤，殃及临近 6家店铺，受损面

积约 1500 m2。2014年 3月 12日，纽约曼哈顿一建筑物发生

爆炸并倒塌，造成3人死亡、63人受伤。2015年8月12日，天

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造成天津港公安消

防支队大楼和数千辆车在爆炸中被毁，165人死亡。因此，开

展建筑结构抗爆与加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爆炸中，建筑物

的整体倒塌主要是由于梁、板和柱等主要受力构件遭到爆炸

冲击波的破坏，从而引起整个结构的倒塌[1]。钢筋混凝土梁

是建筑结构的主要承重构件之一，从安全设计看，对爆炸荷

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梁动态响应以及加固技术的研究是减

轻爆炸事故危害的一项重要措施。

钢筋混凝土梁在爆炸冲击荷载作用下的受力特性和动

态响应过程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动力学问题，与常规受静载

作用有着明显的不同 [2,3]。根据钢筋混凝土梁在爆炸荷载作

用下的动态响应、破坏机理及其加固技术等研究现状，本文

综述国内外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1 钢筋混凝土梁的抗爆研究
1.1 钢筋混凝土梁抗爆理论研究

为了分析在爆炸荷载作用下建筑结构的动力响应，Norris等[4]

率先提出了等效单自由度法，该方法的关键是确定模型等效

弹性位移、破坏位移和屈服强度，具有概念清晰、简单实用等

特点，主要用于钢筋混凝土构件和钢构件的抗爆分析。随

后，等效单自由度法被推广到考虑应变速率效应[5]、定义无量

纲的参量（位移指数和位移延性指数）来提高计算精度[6]以及

分析梁板等构件的动力响应问题[7,8]方面。Martin等[9]率先提

出利用模态近似法研究爆炸荷载作用下结构构件的动力响

应。该方法是假定在爆炸冲击荷载作用下结构构件的变形

遵循一定的规律（如假定结构构件的变形和速度沿着构件的

分布规律是相同的），这样使得求解结构复杂的运动方程减

少到直接求解一个变量微分方程，因此该方法更适用于求解

初始条件无法准确界定的问题。后来，该方法被推广应用到

考虑有限挠度[10]、非耦合的运动弹-塑性阶段[11,12]、弹性恢复、

建立基于能量法的平衡方程、综合考虑弹性变形效应以及多

种约束形式[13~15]等诸方面，用于分析在爆炸荷载作用下建筑

结构的动响应问题。Mata等[16]建立空中爆炸冲击波和结构相

互作用的集中质量模型，并将其用于分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的爆炸冲击响应问题。集中质量模型建模相对简便，且计

算工作量小，特别适合应用于工程抗爆分析与设计。Kraut⁃
hammer[17,18]对爆炸荷载作用下的钢筋混凝土梁的弯曲破坏模

式提出了简化抗力模型，应用等效单自由度体系进行结构动

力响应分析。Carta等[19]构建了爆炸载荷作用下混凝土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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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北钟吕群流纹岩锆石浙西北钟吕群流纹岩锆石U-PbU-Pb年龄年龄
及其年代地层学意义及其年代地层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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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钟吕群出露于浙西北地区，为一套强变形、浅变质的碎屑岩—火山岩系，其下未见底，上被南华纪休宁组不整合覆盖。传

统上将其对比于赣东北双桥山群。本文主要研究钟吕群流纹岩的锆石U-Pb年龄。样品A120408-4采自苏庄断层以北，层位上

属钟吕群的中上部，岩性为灰白色致密块状流纹岩，强烈片理化。样品A120408-4中获得大量锆石，完成LA-ICP-MS锆石U-
Pb定年测点38个，获得年龄加权平均值为（777.1±3.6）Ma，结合地层特点及变质变形特征，得出钟吕群主体相当于河上镇群上

墅组，应属扬子古陆新元古代晚期大陆裂谷的地质记录。

关键词关键词 钟吕群；上墅组；LA-ICP-MS；锆石U-Pb；流纹岩；新元古代

浙西北地区地处浙、皖、赣 3省交界处，在新元古代大地

构造格局中位于扬子古陆和华夏古陆地壳对接带内[1]。该地

区出露的前寒武纪浅变质岩系[2]主要为钟吕群[3]和休宁组，两

者呈不整合接触或断层接触。休宁组以火山岩、陆源碎屑岩

为主，在苏庄地区原归属休宁组下部的火山凝灰岩中获得

SHRIMP U-Pb锆石年龄(767±5) Ma[4]，据此将该地区的休宁

组下部酸性火山岩系对比成为上墅组，并认为是新元古代晚

期扬子古陆南缘大陆裂谷沉积体系的组成部分[4~10]。钟吕群

出露于休宁组之北，传统上认为属于中元古界[2,3,11]，时代上可

与赣东北地区的双桥山群对比，进而认为是江南造山带的组

成部分[12~15]。近期，双桥山群火山岩系中获得多个高质量锆

石SHRIMP U-Pb年龄和大量碎屑锆石年龄[4,16,17]，证实双桥山

群的地质年代应在840~810 Ma，不属于中元古代。但钟吕群

至今未获得可靠的同位素年龄，因此制约了该群的区域对比

和大地构造属性的确定，影响了浙赣两省建立统一的前寒武

纪变质岩系等时地层对比框架。本文研究LA-ICP-MS技术

测得的钟吕群流纹岩中锆石U-Pb年龄，并对浙赣地区前寒

武纪地层的时代进行讨论。

1 地质概况
浙西北地区位于江南古陆东段，大量出露前寒武纪浅变

质岩系，自下而上划分为钟吕群、河上镇群及南华纪休宁

组。在苏庄地区，钟吕群、休宁组与河上镇群上墅组均呈断

层接触。而在开化东南部地区，钟吕群与上覆休宁组为角度

不整合接触（图 1）。研究区内，钟吕群由一套陆源碎屑岩系

与火山岩系组成，岩石成层性较好，水平层理发育，局部可见

透镜状层理、脉状层理。河上镇群在研究区内主要出露虹赤

村组和上墅组，虹赤村组为灰紫色中细粒砂岩以及暗紫色、

灰绿色轻微变质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并夹少量流纹质含角

砾晶屑玻屑凝灰岩，局部发育对称小水流波痕、脉状层理；上

墅组岩石化学成分具双峰式演化特点[18]，下部以暗绿色安山

玄武岩为主，杏仁状构造发育，上部以流纹岩为主夹中酸性、

酸性熔结凝灰岩。休宁组下部为紫色砂岩，含砾砂岩，砾岩

为主，夹黄绿色砂岩，细砂岩，粉砂岩及流纹斑岩，上部为青

灰色凝灰质砂岩和沉凝灰岩为主。

本区的主干构造为北东向，主要表现为北东 50°~60°方
向的褶皱、冲断裂、挤压带及片理带。如：晴村—白沙关复式

向斜，由于挤压，岩石普遍呈强烈片理化现象；大溪边—南华

山复式背斜，核部为震旦系，两翼为寒武、奥陶系；上方—苏

村复式向斜，核部由石炭、二叠系组成，翼部为奥陶—泥盆

系；弥陀山—狮子口水库复式背斜，由元古界组成核部，震旦

—奥陶系组成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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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中东部二叠系山西组鄂尔多斯盆地中东部二叠系山西组
22段沉积环境及砂体展布段沉积环境及砂体展布
阳伟 1,2，王峰 1

1. 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成都 610059
2. 四川省煤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成都 610072
摘要摘要 鄂尔多斯盆地中东部下二叠统山西组2段为重要的勘探层位和主力产气层。在野外露头分析、岩心观察、测井资料综合

解释以及地球化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山西组2段早中期研究区受海相作用影响，山 3
2、山 2

2期发育河控—潮控三角洲，其三角

洲平原包括分流河道、废弃河道、泥炭沼泽和分流间洼地，三角洲前缘包括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远砂坝、潮汐砂坝、分流间湾等

沉积微相；山 1
2期海水沿东南方向推出鄂尔多斯盆地，研究区在陆相湖泊背景上发育河控—湖泊三角洲。古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其

砂体类型及储集性能也有一定的差异，其中米脂—子洲及塔湾—高桥地区山 3
2段储集砂体受海相环境改造彻底，在岩性特征、砂

体厚度以及储集性能方面更具优越性，为天然气勘探的有利目标区。

关键词关键词 沉积环境；砂体展布；山2段；鄂尔多斯盆地

鄂尔多斯盆地是一个稳定沉降、坳陷迁移、扭动明显的

多旋回克拉通盆地，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2]。研究区位于

伊陕斜坡东部，二叠系山西组 2段是天然气勘探的重点层位

之一[3]。由于山西组广泛发育煤层，而在“陆相成煤”模式中，

海退成煤作用一般发生在盆地演化某一阶段的后期，泥炭堆

积的终结表明这一演化阶段的结束。因此，常把煤层顶层面

作为一个沉积旋回的顶界面[4]。依据岩性组合、旋回特征、测

井响应，将研究区山西组划分为山 2和山 1两段。山 2段以

“北岔沟砂岩”之底为底界，与下伏太原组为区域冲刷不整合

接触，以1#煤为顶界与山1段底部“船窝砂岩”整合接触，内部

则以 5#煤、3#煤为顶界将山 2段细分为山 32、山 22 、山 12 3个亚

段。研究区山2段厚40~60 m，以含砾中粗粒或不等粒石英砂

岩、岩屑石英砂岩及岩屑砂岩为主，分选中等，磨圆多为次圆

~次棱角状，储层以低孔低渗为主要特征（孔隙度为4%~10%，

渗透率（0.1~1）×10-3 μm2），储集空间为粒间孔、溶孔和微裂缝

组合，为典型的岩性地层油气藏[4]。气藏的分布明显受沉积

相带和砂体展布的控制，针对目前对于研究区山 2段沉积环

境存在的不同认识，加强沉积体系的时空展布、追索储集体

的分布规律研究，对预测上古生界天然气优质储层的分布，

寻找高产、高丰度天然气聚集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

野外露头分析、岩心观察、测井资料综合解释及地球化学分

析的基础上，本课题组对研究区山 2段的沉积环境及砂体展

布作了细致研究。

1 海相沉积特征及分布
二叠世山西期开始，受北部兴蒙海槽持续向南俯冲、消

减的影响，北部伊盟隆起及“阴山古陆”物源区显著隆升，海

水逐步向东南退出，鄂尔多斯地区进入以陆相沉积为主，局

部保留残留海的沉积充填演化阶段[6]。研究区山2期海相沉

积范围仅限于榆林及其以南地区。在乡宁甘草山、蒲县宋家

沟、柳林成家沟剖面山西早期地层中发现了羽状交错层理、

潮汐层理等与海相沉积环境有关的原生沉积构造（图1）。垂

向上，剖面底部的粗砂岩中多发育以单向水流形成的楔状、

板状交错层理，局部出现羽状交错层理，中上部则为具有潮

汐层理的泥质砂岩和泥岩所覆盖，反映了研究区山西早期受

潮汐作用的影响。在乡宁甘草山剖面的硅质底部的泥灰岩

中，发现了Dictyoclostus taiyuanensis（太原网格长身贝），Jure⁃

sania juresanensis（朱里桑朱里桑贝）等大量腕足类化石。同

时在研究区榆 48井山 2段的泥岩中(井深 2566～2568 m)，发
现有棘皮类化石碎片，虽然边缘部分已被菱铁矿交代，但棘

皮类化石的单晶结构特点仍清晰可见。陕 212 井山 2 段

（2874.29～2895.29 m）暗色泥岩中，发现 D.taiyuanfuensis、

Comprmongolicu（蒙古扁平长身贝）2个属种的腕足类化石[7]。

这些发现都有力地佐证了盆地东南部在山西期海相环境的

沉积特征。

在陆源碎屑自河流向海洋的搬运过程中，随着地球化学

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海陆相互作用的河口地区，呈游离态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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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断陷盆地西部凹陷西斜坡齐欢地区辽河断陷盆地西部凹陷西斜坡齐欢地区
同生断层发育特征及其控制作用同生断层发育特征及其控制作用
曹彤，王延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辽河坳陷西部断陷西斜坡齐欢地区同生断裂十分发育，为弄清断层与构造、储层和油藏的关系，研究了该区同生断层发育

特征及其控制作用。沙三段至东营组时期，该区发育了一系列的顺凹陷方向倾斜及滑动的同生正断层，断层产状呈铲式，走向为

北东向，其控制了区域构造格局。分析了同生断层的生长指数与圈闭类型的关系，认为断裂活动越强，越利于形成局部构造。同

生断层下降盘往往是滚动背斜、断鼻等局部构造和砂体发育区域，也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同生断层附近往往井网控制程度

低，剩余油富集，是老区挖潜剩余油的有利目标区域。

关键词关键词 齐欢地区；同生断层；滚动背斜；砂体展布；剩余油

西斜坡齐欢地区位于辽河断陷盆地西部凹陷西侧的二

级构造单元的中段（图 1），是辽河油田西部凹陷中的一个重

要产油区。经过 30多年的勘探开发，通过岩石地层学、生物

地层学、地震地层学等多种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区域对比的

角度，已经建立起各时代地层的层序。研究区地层有太古

界、元古界、中生界、新生界和第四系，其中新生界下第三系

沙河街组是本次研究的目的层系，自下而上划分为沙四段、

沙三段、沙二段及沙一段（图 2）。沙四段主要为盆地裂陷拉

张初期的沉积物，以扇三角洲沉积为主，发现了杜家台油层；

沙三段形成于盆地沉降幅度最大时期，在深水湖盆环境下，

沉积了分布范围广、厚度巨大的砂砾岩及暗色泥岩，纵向上

分为莲花、大凌河和热河台油层；沙二段为盆地沉积演化第

二旋回下降初期的粗碎屑沉积，以中厚砂岩、含砂砾岩夹薄

层泥岩沉积为主，砂体发育，发育有兴隆台油层；沙一段下部

发育钙质页岩，中部见油页岩和砂泥岩互层，上部为泥岩段

夹砂岩，发育有于楼油层[1,2]。

受郯庐断裂的影响，该区域内断裂活动强烈[3]。断层对

该区油藏的控制作用也非常明显，如已发现大量受断层控制

的断鼻构造、滚动背斜、断层遮挡等构造油藏 [4,5]。在这一系

列断层中，有一种断层活动与沉积作用同时进行的断层，称

之为同生断层。该断层的下降盘沉积层的厚度往往比上升

盘对应层的厚度大。同生断层样式、形成机制以及对油藏的

控制作用，国内外学者已经有大量研究[6~15]。但是关于断层生

长强度与局部构造类型关系、断层对砂体沉积控制以及断层

对剩余油分布控制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16]。此外，虽

说同生断层在齐欢地区普遍发育，但由于该地区构造复杂，

人们的目标大多是寻找新的断块油藏。关于同生断层对该

区局部构造的形成、储层的分布、油气的聚集以及剩余油的

分布未曾做过详细研究。因此，系统分析该区同生断层特征

及其对构造、砂体、油藏分布的控制作用，在最大限度地挖潜

老油田剩余油中显得尤为重要。

1 断层发育特征
齐欢地区下第三系地层，在地震剖面上，自下而上能识

别出下第三系底界（S4）、沙四段顶界（S3）、沙三段莲花油层
图1 研究区位置示意

Fig. 1 Location of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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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地区下寒武统石龙洞组古岩溶湘鄂西地区下寒武统石龙洞组古岩溶
发育及储层特征发育及储层特征
冯菊芳，林娟华，田海芹，沃玉进，朱东亚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四川盆地下寒武统龙王庙组天然气勘探近期取得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对同期沉积的石龙洞组的广泛关注。通过对鄂西渝

东—湘鄂西地区石龙洞组多个野外露头的研究，观察到在平面上石龙洞组顶部存在典型的风化岩溶现象，推测在该区内存在与

早寒武世末兴凯运动有关的区域性岩溶不整合面。以湖北恩施咸丰背斜庙梁子—丁寨剖面为例，石龙洞顶部的表层岩溶带厚度

为3 m，主要为风化壳层和垮塌角砾岩层。同时，受大气淡水和裂缝影响，表层岩溶带下部地层在较深范围内都受到大气淡水淋

滤作用影响，属于岩溶改造带。根据胶结物类型及溶蚀特征可分为大气淡水垂向渗滤溶蚀区及潜流溶蚀区。此外，初步探讨了

表生岩溶与储层发育的关系。研究区整体岩性较致密，但局部存在优质储层，尤其是表层岩溶带孔洞发育十分丰富，连通性良

好。而岩溶改造带由于后期埋藏阶段成岩作用的影响，尤其是晚期硅化作用的破坏，现存孔洞相对较少。研究区优质储层的形

成主要受表生及埋藏期溶蚀作用和白云化作用控制。

关键词关键词 石龙洞；岩溶；储层

四川盆地下寒武统龙王庙组在磨溪地区获工业气流，优

质储层主要分布在经过早期岩溶改造的颗粒滩相沉积中，为

四川盆地及周缘的勘探提供了新的领域[1]。鄂西渝东地区位

于四川盆地东缘，在构造区划上，跨接四川盆地川东高陡构

造带与鄂渝过渡构造带，自西向东依次包括方斗山复背斜、

石柱复向斜、齐岳山复背斜、利川复向斜 4个次级构造单元，

构造主体主要受方斗山断层和齐岳山断层控制。早寒武世

梅树村期和筇竹寺期海平面上升，成为中国南方早古生代最

大海泛期，也是扬子陆块南、北侧两海盆范围最大的时期，广

泛发育了牛蹄塘组（水井沱组）黑色岩系沉积建造，形成了下

古生界的主力烃源岩[2~4]。从早寒武世沧浪铺期开始发生海

侵，到下寒武统晚期，即石龙洞组沉积时期，上扬子地区已逐

渐发展为巨大的碳酸盐缓坡，整体形成一个由西向东加厚的

碳酸盐沉积楔形体。近古陆的川西南—滇中地区为含陆缘

碎屑的潮坪相碳酸盐岩，厚20～100 m；向东至黔东—湘西在

300 m以上。四川盆地以沉积内缓坡相白云岩为主，川东南

长宁—綦江—垫江南一带古地貌相对低洼处形成一个较大

型的盐化泻湖，水体局限，盐度高，蒸发作用强烈，沉积了一

套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膏盐岩。围绕泻湖的边缘地区，形成

相对高能的障壁滩或浅滩，发育颗粒云岩或颗粒灰岩。另

外，在内缓坡内部的局部高地、内、外缓坡坡折带处也是高能

带浅滩较发育的部位[1,5~7]。

根据前人研究，江汉平原及邻区海相碳酸盐岩的部分剖

面及钻井观察到表生岩溶现象。盛贤才等[8]在鄂北京山惠亭

山一带观察到了明显的古岩溶作用，剖面上可划分出渗流

带、水平潜流带和深部缓流带，渗流带厚2.8～5.0 m，以泥、粉

晶云岩、砾屑云岩中发育宽度不等的裂缝为特征，被方解石

脉充填或半充填；水平潜流带厚4.0～7.5 m不等，岩溶角砾岩

发育；深部缓流带与基岩过渡，以鲕粒云岩为主，仅受微弱溶

蚀。牛晓燕等[9]观察到宜昌莲沱王家坪剖面、石柱彭水板凳

沟剖面，以及典型钻井利 1井的石龙洞组剖面发育较为典型

的表生岩溶作用。利 1井取心井段石龙洞组角砾云岩较发

育，亦为储集岩之一，石龙洞组孔隙度主要集中在4%～12%，

占总样品的65%；渗透率则集中于0.01×10-3～1×10-3 μm2，约

占总样品数的50%。此外，重庆彭水廖家槽剖面观察到石龙

洞组与上覆高台组之间的不整合面，其下溶蚀孔洞层发育，

表生岩溶特征不明显；重庆秀山溶溪剖面也观察到石龙洞组

典型的风化岩溶改造带及岩溶发育带，储层孔隙及裂缝发育

（内部未发表资料，剖面位置见图 1）。因此，早寒武世末期，

在经历了短暂的浅埋藏成岩作用之后，鄂西渝东—湘鄂西区

内很可能存在一次由于相对海平面下降造成的时间相对较

长的台地暴露过程。但是，对于典型暴露岩溶的特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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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富县地区延长组原油鄂尔多斯盆地富县地区延长组原油
生物标志物特征及油源对比生物标志物特征及油源对比
骆垠山 1，张哨楠 1,2，罗小明 3，邓南涛 4，王力 4

1. 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59
2. 西南石油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成都 610500
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开发室，海西 816400
4.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西安 710075
摘要摘要 系统采集鄂尔多斯盆地南部中生界的烃源岩、富县地区延长组原油及油砂样品，对它们的饱和烃馏分进行GC-MS分析，

通过对生物标志物组成特征的研究探讨富县地区延长组原油的来源。结果表明：根据Pr/Ph，8β(H)-补身烷和C30重排藿烷相对

含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中生界烃源岩可划分为A1、A2、A3、A4、B类，富县地区延长组原油可划分为Ⅰ、Ⅱ、Ⅲ类，目前发现的原油

主要是第Ⅰ类；第Ⅰ类原油来自A1类烃源岩（深湖相沉积相带的长7油页岩），第Ⅱ类原油来自A2类烃源岩（深湖—半深湖沉积相

带的长7暗色泥岩），第Ⅲ类原油来自A3类烃源岩（半深湖沉积相带的长7暗色泥岩）。

关键词关键词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富县地区；生物标志物特征；油源对比；生物标志化合物

富县地区构造位置处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西南部

（图 1），目前在该地区延长组发现多套油层，3次资源评价石

油远景资源量为3.5×108 t，资源探明率仅为0.75%，勘探潜力

大，是目前石油勘探的热点地区之一。但由于该地区位于鄂

尔多斯盆地延长组的生烃中心附近，长7张家滩油页岩和长9
李家畔页岩这两套主力烃源岩都十分发育[1~4]，致使该地区油

源研究变得十分复杂，前人对于延长组不同层段烃源岩的油

源贡献看法不一[5~8]。本文认为这可能和采集样品不系统或

区块的具体位置有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套烃源岩都

形成于湖相沉积，沉积环境呈连续过渡变化，有机质来源差

别不明显，热演化阶段相近，如何找到合理有效的油源对比

参数存在很大的难度。

鉴于此，系统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岩样和油样（表1），对

其饱和烃馏分进行GC-MS分析，研究不同类型烃源岩和原油

的生物标志物组成特征的细微差别，通过精细油源分析，探

讨富县地区延长组原油的来源问题，以期为该地区的石油勘

探开发提供重要的地质依据。

1 烃源岩生物标志物组成特征及分类
前人已经在鄂尔多斯盆地长庆探区做了不少根据烃源

岩的生物标志物组成特征进行类型划分的研究工作，但划分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取样井分布

Fig. 1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wells distribution in the
research area

表1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不同类型样品不同层位个数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numbers of different layers
of different types in Southern Ordos Basin

样品类型

碳质泥岩

暗色泥岩

油页岩

原油

长4+5
1
4
—

4

长6
—

6
—

6

长7
5
15
25
4

长8
3
5
—

—

长9
2
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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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穴地下储气库是利用地下较厚的盐层或盐丘，采用人

工方式在盐层或盐丘中水溶形成洞穴储存空间来存储天然

气[1]。相比较其他类型储气库，盐穴地下储气库具有注采率

高、短期吞吐量大、垫层气量低并可完全回收等优点[2~6]。考

虑到盐穴储气库的安全性，以及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

对建库地区的地质条件进行系统评价。盐穴储气库对构造

的完整性、盐岩的品位和分布、盖层的密封性等均有特殊要

求，盐矿区域地质的断裂发育情况、盐岩层分布特征及盐岩

盖层的封闭性评价是地质评价的核心[7~11]。

1 平顶山盐矿基本情况
平顶山盐矿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南部叶县、舞阳县平原

区，距离郑州市约140 km，距西气东输二线35 km左右[12]。盐

矿的东西两侧有京广、焦柳两条南北向铁路分别通过，连接

这两条铁路的漯宝铁路通过平顶山市，G311国道连接豫 01
省道（原许南公路）通过盐矿。发达的铁路、公路交通，为盐

矿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目前河南省平顶山盐矿与建库地质有利区相邻的盐化

企业共有3家，开采层位均为14~17盐群，共有盐井约50余口，

目前年生产卤水能力为超过1300×104 m3/a，年输卤折盐能力达

到370×104 t/a。为盐穴储气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 区域地质概况
2.1 区域构造

平顶山盐矿含盐层系赋存于舞阳凹陷内，为一套中、新

生界的碎屑化学岩系。该凹陷属于南华北盆地周口坳陷（图

1[13~15]）西部的一部分，东与平舆凸起相邻，北以叶鲁大断裂为

界与平顶山凸起相连，西南为豫西隆起区。舞阳凹陷位于河

南省境内的平顶山—漯河以南，为中-新生代断陷盆地，是一

个呈狭长形展布的断陷盐湖盆地，面积约1800 km2。该研究

区的北部发育叶鲁断裂，是控盆断层，南部发育缓坡，整体为

北断南超的箕状凹陷。

2.2 区域地层

舞阳凹陷从白垩系开始到第四系先后沉积了胡岗组

平顶山盐穴储气库建库地质条件评价平顶山盐穴储气库建库地质条件评价
陈波 1，沈雪明 1,2，完颜祺琪 2，孙春柳 2

1. 长江大学非常规油气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武汉 430100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廊坊 065007
摘要摘要 在平顶山盐岩矿区三维地震解释、资料井及老井钻探成果基础上，对研究区断裂发育、构造形态及盐岩地层横纵向展布特

征进行精细研究，并对盖层和夹层分别取心开展室内实验以评价盖层及夹层密封性。通过对平顶山地区盐岩建库地质条件的综

合评价，认为该地区适合建设盐穴地下储气库。结果表明：平顶山盐矿总体构造形态简单，盐岩沉积中心断裂不发育且盐层厚度

较大；盐岩地层厚度大，横向分布稳定，其中14~20盐群厚度平均200 m以上，含矿率高，夹层数量少，可以作为建库的目的层位；

盖层及夹层以泥岩为主，微观孔喉结构小，连通性差，渗透性能差，不利于气体的运移，具备一定的封闭能力，满足储气库地质评

价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盐岩；地质条件；构造形态；沉积中心；地下储气库

图1 周口坳陷断裂及三级构造单元划分

Fig. 1 Division of geological structures and faults
of Zhoukou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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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坝地区须三段天然气富集控制因素元坝地区须三段天然气富集控制因素
贾爽，肖开华，李宏涛，魏修平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结合层序地层学理论、岩心观察、岩心分析实验结果及钻井测试资料等，分析了元坝地区须三段的层序地层特征、储层岩

性特征、储层微观特征及天然气富集的控制因素。目的层储层岩性复杂，以西部发育钙屑砂岩，东部发育岩屑石英砂岩为主要特

征。岩心分析实验表明：目的层储层物性差，属于特低孔-低渗次生致密砂岩储层；须三段上部3个砂组天然气相对富集，在富气

砂组内有利岩性带、砂体厚度是天然气聚集的基础条件，储层内部发育裂缝和溶蚀孔组合是天然气富集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关键词 元坝地区；须三段；天然气分布；次生致密砂岩储层

近年元坝地区海相地层勘探过程中，在钻遇上覆陆相须

家河组地层时，部分井发现了较好的油气显示，揭开了元坝

地区陆相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序幕。该区须三段为自生自储

气藏，前期钻探显示天然气主要富集在须三段上部（图1），且

气井产能差异较大，因此需要分析天然气富集的主控因素，

以指导气藏的勘探开发工作。近几年，针对元坝地区须三段

气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层划分、沉积相分布、砂体分布、成

藏等方面。黎静容等[1]通过井震结合地层划分与对比解释了

元坝地区双物源的沉积特征及受控于双物源的沉积相分布；

王威[2]研究了须三段天然气自生成藏的基本特征，指出厚层

河道砂体是优势储集体。层序地层划分、储层岩性分布、储

层微观特征等表明，层序地层沉积过程是元坝地区须三段富

气砂组的主控因素，有利岩相带、砂体厚度、次生孔隙和裂缝

是富气砂组内天然气富集的主控因素，并通过岩心与测井的

标定，提出“中粗粒钙屑砂岩+厚度稳定+裂缝、溶蚀发育”是

元坝地区须三段气井高产的关键因素。

图1 元坝地区须三段天然气分布

Fig. 1 Gas distribution in the 3rd member of Xujiahe formation in Yuanba area

1 区域构造背景
川东北地区构造上位于川东北坳陷，位于四川盆地北部

的川东北坳陷与盆地西部的川西坳陷、盆地东部的川东南坳

陷、盆地中部的前陆隆起形成区域上三坳围一隆的构造-沉
积格局[3,4]。元坝地区位于川东北前陆盆地内部，属于龙门山

推覆作用远端效应影响的前陆盆地斜坡带[5]，其南为川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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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渗流对低渗气藏采收率的影响非线性渗流对低渗气藏采收率的影响
汪益宁 1，王晖 1，曹淑慧 1，倪军 2，梅士盛 1，欧阳静芸 1

1.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北京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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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低渗透气藏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非线性渗流，研究非线性渗流对采收率影响对于合理开发此类气藏具有一定意义。选取

塔里木某低渗透气藏的岩心开展不同渗透率和含水饱和度条件下的非线性渗流实验，实验表明低渗透气藏存在启动压力梯度和

较强的应力敏感性。渗透率越低、含水饱和度越高，启动压力梯度越大，应力敏感性越强，非线性渗流特征越明显。非线性渗流

对低渗透气藏采收率有较大影响。启动压力梯度越大、应力敏感性越强的气藏，最终地层废弃压力越高，采收率越低。在低渗透

气藏开发部署时，尽量寻找较高渗透率和较低含水饱和度的储层，优先开发。同时，井网加密调整、储层改造、降低含水饱和度也

是提高低渗透气藏采收率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 非线性；低渗透；采收率；应力敏感性；启动压力梯度

低渗透气藏储量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但是由于具有低

孔、低产、低渗透率的特点[1]，气体在低渗透储层流动时存在

非线性渗流特征[2]。为了科学高效地开发此类气藏，低渗透

气藏非线性渗流机理一直得到广泛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滑

脱效应、启动压力梯度、应力敏感性几个方面[3～5]。滑脱效应

主要发生在低压条件下，而在气藏开采过程地层压力下可以

忽略[5,6]。而大量的实验研究证明，由于低渗透气藏致密的孔

隙特征，启动压力梯度和应力敏感性普遍存在[1]。前人的研

究主要包括启动压力梯度和应力敏感性的测试和评价，而对

低渗透气藏采收率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以塔里木某低渗

透气藏为研究对象，针对启动压力梯度和应力敏感性引起的

非线性渗流开展实验研究。

1 低渗透气藏非线性渗流实验
选取塔里木某低渗气藏的 5块岩心，分别开展启动压力

和应力敏感性实验，基础物性参数如表1所示。

1.1 启动压力梯度实验

岩心抽真空饱和水并建立一定束缚水饱和度后放入夹

持器，根据岩心的取心深度，设置岩心承受的围压为20 MPa。
夹持器入口连接气源，通过高精度空压阀控制入口气体压力

和流量，夹持器出口连接皂泡流量计计量气体流速。开始实

验时，逐步提高入口端气体的压力，气体开始突破岩心时的

压力梯度为启动压力梯度，然后继续增加入口端的压力，确

定每个流量下流动稳定时对应的驱替压力，建立驱替压力梯

度与流速曲线，获得启动压力梯度及非线性渗流曲线。实验

过程中确保岩心含水饱和度不发生变化，即气体在岩心中流

动时不会将水驱替出来。改变岩心的束缚水饱和度，重复以

上流程，测试不同含水饱和度下的启动压力梯度。

岩心 T2在含水饱和度分别为 30%、40%、50%条件下压

力梯度与流速的关系曲线如图1所示。每条曲线压力梯度最

小的点为启动压力梯度，当压力梯度小于此值时，气体没有

流速。另外，由图 1可见压力梯度与流速不符合气体流动的

达西规律，呈现非线性渗流特征。由于启动压力梯度的存

在，流速随压力梯度的增加不是线性的，当压力梯度增加到

表1 岩心基础物性数据

Table 1 Core basic properties

岩心编号

T1

T2

T3

T4

T5

直径/cm

2.52

2.49

2.51

2.50

2.49

长度/cm

5.6

6.2

5.0

7.3

6.8

孔隙度/%

10.0

11.2

12.9

14.1

15.0

气测渗透率/10-3μm2

0.1

0.35

1.2

2.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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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渗透气藏孔喉致密存在应力敏感性，而且气井投产前普遍进行压裂，因此建立考虑应力敏感性的气井产能模型具有一定

的意义。选用塔里木低渗透气藏的岩心开展应力敏感性实验，实验表明低渗透气藏存在较强的应力敏感性，渗透率越低，应力敏

感性系数越大，应力敏感性越强。将压裂气井的渗流区域划分为裂缝两端的径向流和裂缝两边的线性流推导了考虑应力敏感性

的压裂气井产能模型。应力敏感对压裂气井产能有较大影响，应力敏感性越强的气藏，产能损失率越高，随着井底流压的降低，

应力敏感性引起的产能损失增加。压裂是改善受应力敏感性影响的低渗气藏气井产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 低渗透气藏；应力敏感性；压裂；产能模型；产能损失率

低渗透气藏储层普遍具有喉道小、孔喉比大的特点，与

中、高渗储层不同，天然气在低渗透气藏中的流动受孔吼变形

影响较大[1~3]。而气藏开发过程中，随着地层压力的下降，储

层受到的有效应力增加，会发生应力敏感现象，即孔吼受压

缩后变得更为细小，从而引起渗透率下降，影响气井产能[4~6]。

另外，由于低渗透气藏基质渗透率低，气藏开发过程中普遍

对气井进行压裂措施来提高气井产能[7~9]。应力敏感性对这

种压裂气井产能的影响需要论证。宋传真等[10]、郑维师等[11]、

蒋艳芳等[12]分别并推导了考虑应力敏感性的产能模型，但是

这些模型不适用于压裂气井。廉培庆等[13]、岳建伟等[14]分别

建立了压裂气井的产能模型，但是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应力敏

感性。熊健等[15]、张晓亮等[16]、田冷等[17]分别建立了低渗透油

藏的压裂气井产能模型，但是由于气体的压缩性远远大于原

油，因此这些模型不能适用于低渗透气藏。

为了分析应力敏感性对压裂气井的产能影响，本文选取

塔里木低渗透气藏的岩心开展应力敏感性室内实验，推导考

虑应力敏感性的压裂气井产能模型。

1 应力敏感性实验
采用表 1中五块岩心开展了低渗气藏应力敏感性实验。

实验方法参照《SY/T 5358—2002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

设计[18]，手摇泵施加围压，皂泡流量计测量低流速气体流量，

用浮子流量计测量高速气体流量。

图 1分别为岩心应力敏感性曲线。由图 1可见，随着有

效应力的增加，无因次渗透率逐渐下降，有效应力增加的初

期，渗透率下降速度较快，随着有效应力的逐渐增加，渗透率

下降速度逐渐减慢。实验采用的5块渗透率不同的岩心的应

力敏感性曲线表明，渗透率越低，应力敏感性造成的渗透率

下降幅度越大。

参照渗透率敏感性评价方法，对实验测得的渗透率进行

了归一化处理。对于发生应力敏感性的储层，无因次渗透率

与有效应力可以用指数关系表示[19,20]：
k
ki

= e-αΔP （1）

表1 岩心基础物性数据

Table 1 Core basic properties

岩心编号

M1
M2
M3
M4
M5

直径/cm
2.51
2.50
2.51
2.51
2.50

长度/cm
5.7
6.3
4.9
6.7
7.1

孔隙度/%
10.0
11.2
12.9
14.1
15.0

气测渗透率/10-3 μm2

0.2
0.8
1.5
2.2
3.6

152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336


科技导报 2016，34（2）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6-16；修回日期：2015-11-04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3CB228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0934003，11472246）；浙江海洋学院科研启动项目

作者简介：龙运前，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化学驱提高采收率技术，电子信箱：longyunqian@163.com
引用格式：龙运前, 朱维耀, 王明, 等. 纳微米聚合物颗粒驱油剂的表征及性能评价 [J]. 科技导报, 2016, 34(2): 156-161;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6.2.025

纳微米聚合物颗粒驱油剂的表征及性能纳微米聚合物颗粒驱油剂的表征及性能
评价评价
龙运前 1，朱维耀 2，王明 3，韩宏彦 2，黄小荷 4

1. 浙江海洋学院创新应用研究院，舟山 316022
2.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3.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濮阳 457001
4. 浙江海洋学院石化与能源工程学院，舟山 316022
摘要摘要 蒸馏沉淀聚合法制备AM/AA/MMA聚合物颗粒，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和激光粒度仪进行表征，研

究NaCl质量浓度对聚合物颗粒水化膨胀性能的影响及水化时间对聚合物颗粒运移封堵性能的影响，并在不同渗透率的岩心中

进行驱油实验。实验结果表明，AM/AA/MMA聚合物颗粒为规则球形，干球粒径约为500 nm。随着水化时间增加，聚合物颗粒

粒径逐渐增加，水化时间增至200 h后，粒径基本不再增加。随着NaCl质量浓度增加，聚合物颗粒的膨胀倍数逐渐减小，质量浓

度由5 g/L增至20 g/L，膨胀倍数减小了1.01。随着水化时间增加，聚合物颗粒对岩心的封堵作用增强，水化时间由24 h增至

120 h，岩心封堵率增大了40.62%。注入0.5倍孔隙体积、质量浓度为1.5 g/L的聚合物颗粒溶液段塞，可平均提高采收率9%以

上，随着渗透率增加，提高的采收率逐渐增加，当渗透率大于50×10-3 μm2后，提高的采收率基本不变。

关键词关键词 蒸馏沉淀聚合；纳微米聚合物颗粒；水化膨胀；运移封堵；采收率

在低渗透油田开发过程中，由于储层具有孔喉细小，孔

隙结构复杂和非均质性强等特点，使得油井含水急剧上升，

产量迅速下降[1,2]。在中、高渗透油藏已成功推广应用的能够

大幅度提高采收率的化学采油技术，如表面活性剂驱、聚合

物驱、碱驱等，在低渗透油层的应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限

制 [3,4]。能否不受这些方法的限制，开拓新的开发思路和方

法，由此使低渗透油田具有更大开发价值，纳米技术在石油

工业中的应用为低渗透油藏有效开发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纳微米聚合物微球调驱技术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5~7]，其

针对油藏岩石喉道直径为微米级，通过纳微米材料合成方

法，由聚合物单体、交联剂、引发剂和活性剂等聚合而成，制

备得到与喉道直径匹配的聚合物微球，具有粒径小、粒径分

布及形貌、尺寸可调控等特点。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展相关的

研究，如Chauveteau等[8]合成了新型尺度可控的聚合物凝胶微

球，且研究了微球吸附性能对驱替效果的影响；Wang等[9]利

用改性无皂乳液聚合法合成了交联聚苯乙烯微球，并对其结

构进行了表征；Hua等[10]研究了交联聚合物微球的形状和大

小，及微球粒径与孔径大小的匹配关系；孙焕泉等[11]制备了新

型聚合物微球，并对微球水化前后的粒径、形态的变化及封

堵性能进行了研究；雷光伦等[12]合成了孔喉尺度聚合物凝胶

微球，研究表明微球具有良好的耐温性、耐矿化度特性和弹

性变形能力；王聪等[13]制备了一种交联聚合物微球深部调驱

体系，室内研究表明在高温高矿化度条件下，该微球具有较

好的水化膨胀性；鲁光亮等[14]测定了新型孔喉尺度调堵剂微

球的形态和膨胀倍率。文献中微球的合成方法大都以悬浮

聚合法、反相微乳液法和分散聚合法等为主，本研究以丙烯

酰胺、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单体，以N, N-亚甲基双丙

烯酰胺为交联剂，以偶氮二异丁腈为引发剂，通过蒸馏沉淀

聚合法[15]制备AM/AA/MMA聚合物颗粒，并研究该聚合物颗

粒的水化膨胀性能、运移封堵性能和驱油效果。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与仪器

丙烯酰胺（AM）、丙烯酸（AA）、甲基丙烯酸甲酯（MMA）、

N, 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MBA）、偶氮二异丁腈（AIBN）、乙

腈、乙醇、氯化钠、氯化钾、硫酸钠、碳酸钠、碳酸氢钠、氯化

镁、氯化钙、氢氧化钠、盐酸，均为分析纯试剂，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地层水矿化度为0.5 g/L；模拟油，室温下黏度

为 2.52 mPa·s；去离子水，实验室自制；人造岩心，长度约为

5 cm，直径约为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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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管道颗粒沉降速度的影响因素垂直管道颗粒沉降速度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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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深部资源开采的“高井深”问题，研究了垂直管道水力提升过程中颗粒沉降速度的影响因素。基于球形颗粒的水中沉

降机理，分别建立层流区、过渡区及紊流区的颗粒沉降速度表达式，对影响沉降速度的颗粒粒径、颗粒密度及水温进行敏感性分

析，并考虑颗粒形状及浓度对沉降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层流区和过渡区，各因素对沉降速度影响的敏感度随颗粒密度ρs与

水密度ρ之间比值不同而变化，当层流区ρs＞2ρ及过渡区ρs＞3ρ时颗粒粒径＞颗粒密度＞水温，当层流区ρs＜2ρ及过渡区ρs＜3ρ时
颗粒密度＞颗粒粒径＞水温；在紊流区，各因素对沉降速度影响的敏感度为颗粒密度>颗粒粒径>水温；球形颗粒沉降速度理论值

大于不规则颗粒沉降速度实际值，可采用颗粒形状系数加以修正，且在干涉沉降过程中采用Richardson-Zaki公式，使计算结果

符合工程实际。

关键词关键词 深部资源开采；垂直管道；水力提升；颗粒沉降速度

随着中国采矿工业的发展，浅部矿产资源逐渐枯竭，

近1/3金属矿山在未来10~15年内将进入深井开采[1]，深井开

采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在向深部延伸的过程中，“高井深”制

约着矿山目前常用的矿石提升运输方式，如罐笼、箕斗提升、

带式输送等。此外，大部分矿山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开采过

程中涌水量大，往往需用泵排出大量地下水，排水费用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泵送技术得到了极大提高；采

用现代化的设备及支护手段，使大型地下硐室的开凿及支护

具有经济性，从而使地下破碎、磨矿成为可能。因此，地下矿

山的矿石垂直管水力提升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一种可行性

方案[2,3]。

水力提升速度是颗粒水力提升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参

数。在垂直管水力提升过程中，一般取颗粒沉降速度的 3倍
作为水力提升速度。若提升速度过大，则阻力损失大，造成

在实际工程中出现动力浪费现象；反之提升速度不足，会使

颗粒在管道中滞留导致堵管事故的发生[4]。研究颗粒在垂直

管道中的沉降速度是进行颗粒水力提升速度研究的基础，而

且对于工程应用来讲，颗粒沉降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参

数，它不仅影响颗粒在垂直管道中的浓度分布，也影响颗粒

的速度分布和管道阻力损失。因此，开展垂直管道颗粒沉降

速度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1 球形颗粒的沉降机理
粒径为 ds、密度为ρs的球形颗粒在水中自由沉降过程中

的受力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作用在颗粒上的力有两种，一

种是颗粒在水中的重力 G0，另一种是水作用于颗粒的阻力

FR，则球形颗粒在静水中的运动方程为

G0 -FR =(G -Fb) -FR =msas （1）
即

æ
è

ö
ø

16πd3
s ρsg - 16πd3

s ρg -CD
πd2

s4
ρu2

s2 =ms
dusdt （2）

式中，us为颗粒的沉降速度，m/s；G为颗粒的重力，N；Fb为颗

粒的浮力，N；ms为颗粒的质量，kg；ρs、ρ分别为颗粒及水的密

度，kg/m3；g为重力加速度，N/kg；ds为颗粒的粒径，m；as为颗

粒下降过程中的加速度，m/s2；CD为阻力系数。

颗粒在水中刚开始下沉时，由于G0＞FR，加速下降，受到

的阻力不断增大，直到作用在颗粒上的外力达到平衡，即

图1 球形颗粒在水中的沉降

Fig. 1 Settlement of spherical particles in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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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应力干扰的页岩储层裂缝穿透考虑应力干扰的页岩储层裂缝穿透
准则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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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根据页岩储层多裂缝应力干扰效应形成机理，建立了考虑水平有效地应力、裂缝尖端集中应力以及多缝干扰应力影响的

页岩储层裂缝穿透准则。模型分析表明：考虑多缝应力干扰效应影响，压裂缝穿过天然裂缝的能力减弱，分段多簇压裂更有利于

在页岩储藏中形成复杂缝网结构。裂缝越长，裂缝间距越小，天然裂缝分布位置越靠近中间裂缝，缝内净压力越大，导致裂缝间

的干扰应力越大。随着压裂缝与天然缝间逼近角的减小，在一定应力比和裂缝内摩擦系数范围内，压裂缝穿过天然裂缝能力减

弱，超过一定范围后，压裂缝穿透天然裂缝的能力增强。高应力比条件，裂缝穿透能力基本不受逼近角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页岩气；应力干扰；压裂；穿透准则；缝网压裂

大型水力压裂改造形成高导流裂缝网络是成功开发非

常规页岩气藏的有效手段[1~3]。Daneshy等[4]，Blanton等[5]通过

室内实验证明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作用机理复杂且应力差，

逼近角、胶结强度等是影响水力裂缝与天然裂缝交叉行为的

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了许多判别准则预测水力

压裂过程中天然裂缝的张开/剪切滑移行为，Warpinski等 [6]，

Renshaw等[7]、Gu等[8]研究垂直裂缝面的交叉行为并提出相应

准则。随后，程万等[9]考虑裂缝倾角对裂缝交叉行为的影响，

并提出相应准则。然而，以上准则都是基于单条水力裂缝扩

展情况。页岩储层孔渗极低，仅靠单一压裂主缝很难取得预

期的增产效果，因此，通常需要运用分段多级压裂或者分段

多簇压裂等“缝网压裂”技术提高产能 [10,11]。多裂缝扩展情

况，裂缝周围存在“应力影”（stress shadow）效应，其对裂缝的

延伸与扩展具有一定的影响。Sneddon等[12]，Crouch等[13]基于

边界元理论提出位移不连续方法（DDM），给出无限缝高二维

裂缝周围应力分布解析解，随后，Olson等[14]通过添加修正因

子延伸DDM到有限缝高的三维裂缝扩展情况，使其更符合实

际情况。

基于前人穿透理论，本研究引入裂缝应力干扰影响，提

出裂缝性页岩储层，多裂缝扩展情况，人工裂缝与天然裂缝

穿透准则。分别分析裂缝同时扩展和先后扩展条件的裂缝

穿透行为，以及水平地应力差、摩擦系数、裂缝长度、裂缝距

离、天然裂缝相对位置等对裂缝穿透行为的影响。

1 压裂缝间应力干扰模型
页岩储层水平井分段压裂过程中，压开的人工裂缝在张

开时会在裂缝的 2个表面之间发生相互错动，这种错动称为

位移不连续，错动的大小称为位移不连续量，张开的裂缝会

在其壁面上产生载荷以平衡张开的岩块，同时产生诱导应力

场。为了研究方便，建立如图 1所示坐标系（x，y），水平井筒

方向沿 y方向，分布N条水力裂缝（分段多级压裂），裂缝长度

为L1，L2，...，LN，或者每簇包括M条裂缝（分段多簇压裂），裂缝

长度为L1，L2，...，LM。将人工裂缝离散成m个边界单元，第 i条

裂缝的第 j个边界单元的位移不连续量记为Di,jn 和Di,js 。

1.1 应力边界条件

对于分段多级压裂，裂缝分布间距较大，此时相邻两条

裂缝应力干扰影响较大，而远端裂缝应力干扰较小，可忽略

其影响，因此，考虑前一条压裂缝对本压裂缝的影响，即裂缝

条数取为N=2；对于分段多簇压裂，每一段内部多簇裂缝间隔

距离小，两种压裂缝之间应力干扰均要考虑裂情况，裂缝边

界条件为

分段多级压裂

τi, j

s = 0,σi, j

n = -p
i, j

N ,(i = 1,2; j = 1,2,⋯,m) （1）
分段多簇压裂

τi, j

s = 0,σi, j

n = -p
i, j

N ,(i = 1,2,⋯,M ; j = 1,2,⋯,m) （2）
式中，τ i,js为第 i条裂缝的第 j个边界单元上的剪应力，MPa；σi,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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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杂质含杂质COCO22的管道输送的管道输送
李江飞 1，段兴华 1，李岩芳 1，张康 1，邹振春 1，吴长春 2，陈颖超 3，逯国强 1

1.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热能工程系，承德 067000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北京 102249
3.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石油工程系，承德 067000
摘要摘要 作为CO2捕集与封存的中间过程，管道输送是目前比较经济有效的CO2输送方式。捕集到的CO2通常含有氮气、氧气、甲

烷、氩气、水蒸气等杂质，其对CO2性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CO2的管输特性。采用Matlab编程计算，利用Span Wag⁃
ner状态方程计算和分析了纯CO2的物性参数（密度、黏度、比热等），对比了PR、SRK、BWRS状态方程应用于CO2物性计算的

平均偏差，并以精度最高的PR状态方程为基础，建立了一维可压缩流体管道模型，对含杂质CO2管道在不同输送状态（超临界、

密相、液态、气态）、不同杂质类型与含量、不同管道参数等条件下的管道稳态特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PR状态方程对于

含杂质CO2物性参数计算的偏差较小，在临界点附近也能有较高的精确度，可用于含杂质CO2物性参数的计算；在相同输送条件

下，CO2管道密相输送的压降值最小、超临界状态输送的压降值次之、气态输送的压降值最大；杂质的存在使气液两相区的范围

扩大，更容易出现两相流，增大摩阻。通过流动仿真，并与天然气管道对比，揭示了含杂质CO2管道在多种稳态流动条件下的管

道沿线参数变化规律。

关键词关键词 杂志；CO2管道；状态方程；密相；超临界状态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日益严重，CO2排放问题越来越得到

世界各国的重视。CO2捕集与封存技术可在短期内有效降低

空气中的CO2含量，缓解温室效应，具有重大环保价值和战略

意义。该项目包括捕集、运输和封存3个环节，主要任务是收

集作业中排放的CO2，输送到合适的地点，最后进行长期封

存。捕集方式包括：富氧燃烧、燃烧后捕集和燃烧前捕集。

CO2封存地点包括：盐水层、碳酸盐矿石、枯竭油气藏、海洋

等。作为捕集和封存的中间过程，管道输送是比较经济有效

的CO2输送方式。欧美国家已开展了多个CO2捕集与封存项

目，并修建了配套的CO2管道，中国也已开展相关项目，并需

要建设相应管道。鉴于未来可能形成的全球性低碳系统建

设，研究长距离CO2管道运输特性可以为CO2管道实际工程建

设与运行提供一定的指导及理论依据[1,2]。

CO2 的临界温度（31.1℃）远高于甲烷的临界温度

（-82.6℃），接近管道输送温度。当CO2处于临界点附近时，物

性参数受温度和压力影响较大，流动特性较复杂。同时，杂

质也会对CO2性质造成一定影响，进而影响管道水力特性。

CO2物性计算是CO2管道工艺计算的基础，主要物性参数包括

密度、比热、节流效应系数等。状态方程可用于流体的物性

参数计算，目前常用于CO2的状态方程有SW（Span Wagner）、

PR（Peng Robinson）、SRK（Soave Redich Kwong）、BWRS

（Benedict Webb Rubin Starling）、GERG（European Gas
Research Group）方程等。

本文基于流体状态方程计算纯CO2和含杂质CO2的物性

参数，分析其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规律。对于纯CO2物性参

数的计算，广泛采用SW状态方程，其计算误差在工程允许范

围之内：密度误差±0.03%~±0.05%，声速误差±0.03%~±1%，比

热误差±0.15%~±1.5%。然而，捕集到的CO2通常含有氮气、

氧气、氩气、氢气和水蒸气等杂质。某些杂质可以改变CO2体

系的热物性参数，并严重影响压缩、提纯、运输和注气过程。

为了研究杂质对CO2物性的影响，部分文献选用 PR状态方

程、GERG状态方程和SRK状态方程对氮气、氧气、氩气、硫化

氢等杂质进行研究[3~6]。

利用SW状态方程计算纯CO2的物性参数，分析纯CO2在

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密度、比热、焓值等流体参数以及在超

临界、密相、液态和气态等区域的物性特点。对比和分析

BWRS方程、PR方程、SRK状态方程应用于CO2物性计算的平

均偏差，进而选择适合含杂质CO2的状态方程。

1 CO2物性计算方法
1996年，Span和Wagner提出 Span Wagner状态方程，专

门用于纯CO2物性和相平衡计算。对于纯CO2的物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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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分析了中国石油大数据时代的需求和特点。结合中国石油信息化建设，研发了油公司生产经营模拟系统，介绍了上游业

务生产经营模拟系统的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依托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和内涵及生产经营模拟系统的功能与应用前景等，探讨了

油公司在大数据时代下的业务信息化平台建设。

关键词关键词 大数据；油公司；信息化建设；上游业务；生产经营

2011年 5月，全球知名咨询公司Mckinsey Company发布

了大数据是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领域的报告[1]，

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信息科技

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

一部信息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数据发展史[2]。第一台电子

计算机成功发明，使计算机代替大脑进行大量数学运算变为

现实；离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现代计算机二进制计算的抽象

理论模型；摩尔定律让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计算能力成倍增

长；第一条光纤通信系统的使用提高了信息的传输能力。总

之，信息科技进步为大数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数据时代是在互联网诞生和云计算技术发展的基础

上，面向更高、更宽和更综合的复杂系统问题解决方案应运

而生。海量数据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新的科研模式，即面对海

量数据，科研人员只需从数据中直接查找或挖掘所需要的信

息、知识和智慧，甚至无需直接接触需研究的对象[3]。其中，

互联网的出现提高了数据的流动性和可提取性，使数据信息

的获取、数据共享变为现实，在互联网上获取数据进行分析

有助于理解“大数据”的价值；云计算的出现再一次改变了数

据的存储和访问方式，云计算把所有的数据集中存储到“数

据中心”，也即所谓的“云端”，用户通过浏览器或者专用应用

程序实现访问。而智能终端的普及给大数据带来了丰富、鲜

活的数据舞台。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使用手机拍照发微信、

微博等方式都是智能终端的体现。智能终端不仅仅局限于

个人应用，许多行业都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部署终端产品[4]。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传统 IT技术和软

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处理和服务的数据集

合。大数据的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3V定义[5]，即认为大数

据需满足 3个特点：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和高速

性（velocity）。除此之外，还有提出4V定义的，即尝试在3V的

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特性。关于第4个V 的说法并不统一，

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 Data Corporation，IDC）认为大数

据还应当具有价值性（Value）[6]，大数据的价值往往呈现出

稀疏性的特点。而 IBM 认为大数据必然具有真实性

（Veracity）[7] 。截止目前，大数据在各个领域都开始了广泛的

应用，如金融系统、航空业、医疗业、IT业、电商等。大数据的

到来改变了数据的来源方式，是对传统数据搜集方式的补

充，并极大地提升了数据的广度、宽度、深度，为各行业领域

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8,9]。

1 油公司大数据时代的需求和特点
石油行业大数据的开发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国

际石油公司在信息化建设中，已形成了大数据的初期模型，

比如石油公司自主研发的油井信息采集系统、实时生产监控

系统等都是大数据的雏形在石油行业中的基本体现。目前

的普遍做法是利用现场采集数据进行分析，建立相关预测模

型，查看油气生产遇到的问题，根据分析结果对生产实施进

行及时调整和完善。目前油公司起步阶段的大数据现状与

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时代还有一定差别和距离，油公司大数

据时代具有自身鲜明的需求和特点。

1.1 大数据必须依托现有信息化建设资源，并需要进一步整

合提升

以中国石油为例，截止目前，公司在信息化建设中已经

178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341


科技导报 2016，34（2）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4-21；修回日期：2015-10-15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2011AA060407）
作者简介：王李管，教授，研究方向为岩层控制和数字矿山理论与技术，电子信箱：liguan_wang@163.com
引用格式：王李管, 汪辉, 赵君杰. 单分量微地震信号的 P 波 S 波到时自动拾取方法 [J]. 科技导报, 2016, 34(2): 184-189;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6.2.030

单分量微地震信号的单分量微地震信号的PP波波SS波到时波到时
自动拾取方法自动拾取方法
王李管，汪辉，赵君杰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中南大学数字矿山研究中心；长沙迪迈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单分量传感器依然是目前矿山中应用最广泛的传感器。针对矿山每天采集到的大量信号，提出了一种针对单分量微地震

信号的P波S波到时拾取算法。长短时窗均值比法（STA/LTA）可以用来检测信号的变化趋势，结合改进的特征函数对信号的几

何特征予以加强，进而可以提高震相识别的精度。随着长短时窗的滑动，信号的变化趋势表现在走势图上，再利用震相到时判别

阈值可以初步定位到P波S波的到时区间。初步确定到时区间后，分别在P波S波的到时区间内应用AR-AIC准则，可以计算出

信号发生突变的位置，这两个点即对应着P波S波的到时。结合时差阈值判别和时频图谱，对拾取的结果再次做检验。经过两

次判别，有效地提高了该算法的拾取精度。通过对1000多条单分量微地震信号进行验证，自动拾取能拾取到71%的P波到时和

79%的S波到时，相同条件下，自动拾取的结果不低于手动拾取的精度，满足矿山应用的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单分量微震信号；STA/LTA；AR-AIC准则；P波到时；S波到时

近年来，随着矿山开采深度的增加，巷道围岩体的稳定

性监测对井下的安全预警有重要意义。微震监测系统作为

一种分析监测软件，对矿山井下的巷道、采空区、工作面等进

行实时监测。通过对采集来的微震信号进行处理分析，进而

可以判断岩石破裂释放的能量大小和震源位置，根据破裂产

生的位置，及时发现并预报围岩体的破裂状况和危险状况，

为井下安全作业提供客观依据。此外，对微震监测的结果做

分析可以对由围岩体破裂可能产生的灾害事故进行提前预

报，如冲击地压、顶底板突水、瓦斯突出等，减少此类事故造

成的损失。

微震信号的特点是频率分布范围广、信噪比低[1]，信号在

岩层中传播时往往掺杂有机械噪声、环境噪声等干扰噪声，

并伴随着反射、折射等现象，这使得对信号的处理变得比较

困难。矿山每天会监测到大量的微震事件，人工处理信号是

耗时耗力的工作，因此研究一种微震事件的自动识别和初至

拾取对快速处理微震事件有重要的意义。

对天然地震的震相识别和到时拾取，国内外学者做过很

多研究，已提出很多可行性算法。根据时域内噪声和信号的

振幅与频率的不同，Allen等[2]改进了长短时（STA/LTA）算法；

Boschetti等[3]采用分形理论来研究震相的到时；Kanawaldp等[4]

提出用小波变换的主成分分析法识别；Gibbons等[5]则提出频

谱比法。对P波（压力波）、S波（剪切波）的到时拾取，Maeda[6]

采用AIC准则拾取到时，Saragiotis等[7]则采用高阶统计量的峰

度偏斜度拾取方法。

Allen于1978年提出的通过构建特征函数来计算长短时

比值的方法是目前微地震信号到时拾取中应用最广泛的一

种算法。单分量传感器是目前矿山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传感

器，检测到的信号只能通过信号本身的振幅频率变化来提取

特征。本文在经典长短时拾取算法上，利用改进的特征函数

结合短时窗与长时窗的比值来表征单分量信号的变化趋势

（STA/LTA比值走势图），初步确定P波和S波的到时区间，进

而在初步确定的到时区间内利用AR-AIC准则，计算到时区

间内的AIC值，AIC的全局最小值分别对应着P波和S波的到

时。

1 长短时窗均值比法（STA/LTA）
微震信号和背景噪声在振幅和频率上有很大的不同[8]。

P波到达之前的一段为背景噪声，P波到达之后，振幅和频率

逐渐增大，之后开始衰减；S波重复P波的变换过程，但S波的

到时淹没在P波的尾部。长短时窗均值比法是时域内应用最

广泛的震相识别算法，其中长时窗平均值（LTA）表征背景噪

声的变化趋势，短时窗平均值（STA）表征微震信号的变换趋

势，STA要比LTA变化的快，当信号到达时，STA/LTA会有明

显的增大。当比值大于预先设定的到时阈值（Thr）时，可以定

义为有震相到达。

根据特征函数的不同，长时窗的平均值和短时窗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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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田火区发展演化的多场耦合作用煤田火区发展演化的多场耦合作用
过程过程
马砺 1,2，刘庚 2,3，肖旸 1,2,3,鲁军辉 2,3，何勇军 2,3

1. 西安科技大学西部煤矿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西安 710054
2. 西安科技大学能源学院，西安科技大学西部矿井开采及灾害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54
3. 西安科技大学能源学院，西安 710054
摘要摘要 针对煤田火区发展演化多场耦合作用过程，分析了热-流-固耦合机理及不同时期煤体燃烧状态及产物。揭示了煤田火区

发展演化是由煤氧复合化学反应而放热升温，产生热应力及烧空区致使上覆岩层失稳塌陷，形成煤岩体裂隙网络产生裂隙场，从

而为氧气及燃烧产物对流循环提供通道，进一步促使火区向深部扩展延伸的灾变机理。因此，煤田火区温度场、裂隙应力场、渗

流场及化学场之间的耦合作用是加速煤体燃烧的非线性动力循环过程。

关键词关键词 煤田火区；发展演化；多场耦合；非控燃烧

煤田火灾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由初始露头燃

烧引起煤层由浅部向深部不断发展，严重污染环境和威胁生

产安全的大面积火灾。据统计中国现有 200多个煤田火区，

总面积达 720 km2，正在燃烧的面积为 17~20 km2，其中新疆

煤田火区系世界最大的煤田火区[1]。美国、澳大利亚、印度、

塔吉克斯坦等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煤田火灾问题[2,3]。

煤田火区是由高温火源点演变形成的，主要是煤蓄热过

程的温度场、煤岩体裂隙变化的应力场、由空气动力学及燃

烧气体产物形成的渗流场以及煤氧复合燃烧过程的化学场

共同耦合作用的结果[4]。煤岩体多孔介质特性及其所处的环

境，影响着高温点产生及气体的运移。因此，研究煤田火灾

发展演化过程，掌握其发展演化规律，是煤田火区研究的重

要问题。本文拟通过分析煤田火区发展演化过程的温度场、

裂隙场、热动力引起的气体渗流与热量传递流场及化学反应

场之间的作用机理，将现有的热-流-固耦合模型与不同时期

煤体燃烧状态方程的化学反应速率模型联立建立四场耦合

模型，以为预测不同时期煤田火区燃烧速率及燃烧进程提供

依据。

1 煤田火区发展演化过程的多场耦合作用机理
煤田火区煤岩体作为流体、热量传输的直接载体，可简

化为由基质煤岩块和裂隙组成的裂隙介质模型[5]。火区中心

温度高达 1000℃以上[6]，热量以传导的方式向周围煤岩体释

放。煤体受热产生热解气或瓦斯，岩体受热破裂形成裂隙，

为空气及热解气体提供通道，进一步促使烧空区向前发展，

导致上覆岩体由于断裂及失重而塌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热-流-固-化耦合作用过程[7]，如图1所示。

1.1 热-固耦合

火区内部煤岩体由于高温作用而膨胀变形，最终破坏产

生裂隙；煤岩体内固有结构及特性参数的不同又导致其温度

场分布不均，从而构成了完整的热固耦合问题。将热传导、

固体弹性力学及耦合方程的定解条件全部给出就构成了热

图1 煤田火区发展演化过程

Fig. 1 Process of coalfield fire area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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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矿井季节性通风风流与围岩换热深部矿井季节性通风风流与围岩换热
特性特性
岳高伟 1,2，李敏敏 1,2，许梦飞 1,2

1. 河南省高等学校深部矿井建设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焦作 454000
2. 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焦作 454000
摘要摘要 针对矿井通风入口风流季节性差别大的现象，对不同季节通风巷道风流温变规律进行现场测试，建立巷道围岩-风流换热

的数学物理模型，数值模拟通风风流与围岩的换热特性。研究结果表明，风流在煤巷中流动过程中不断与围岩进行热交换，进而

导致风流温度不断升高，但在工作面段风流升温缓慢，数值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相吻合。不同季节通风巷道内风流升温效果差

别明显，入口风流温度越低，风流在巷道内流动相同距离时，温度越低，但温升越大。

关键词关键词 换热；风流温度；季节性通风；深部矿井

随着矿井开挖深度不断增加，矿井热害问题也越来越突

出。相关数据表明，围岩温度随着开挖深度成线性增长，增

长幅度约为2~4℃/100 m[1]。且煤巷各种热源中，围岩散热占

主导地位[2]。针对围岩-风流换热问题，舍尔巴尼[3]、平松良雄[4]

等提出了井巷围岩与风流的不稳定换热系数理论，岑衍强

等[5]在其基础上计算出不稳定换热系数的理论解，使得矿井

风流温度预测向电算化、实用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随后，

许多学者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巷道中的风流温度进行研究[6~8]，

但主要是对巷道局部（如掘进工作面处）风流进行建模，对整

体巷道的围岩-风流传热问题鲜见报道[9~12]。而且，由于季节

不同，矿井通风风流温度差异较大，因此研究围岩向风流的

传热规律，预测矿井风流温度，为井下降温技术的实施提供

理论依据，成为矿山热害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建立整体巷道围岩-风流换热的数学物理模

型，数值模拟不同季节（即不同入口风温下）巷道内风温变化

规律。

1 矿井热害及通风风流温度测试
以淮南朱集西矿为例，井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该区测

温孔地温梯度为2.44~3.01 ℃/m，平均地温梯度2.78 ℃/m，属地

温梯度正常区。区内中深部存在正常地温背景下的高温区，

一级高温区（≥31℃）一般在-504~-630 m以下，二级高温区

（≥37℃）一般在-701~-880 m以下，具有相当大程度的热害。

1.1 矿井围岩温度测试

该区 11-2煤层-906 m围岩温度可达 40℃以上，围岩随

径向深度变化，随着径向深度增大，围岩温度逐渐升高，当达

到25 m左右时，围岩温度趋于稳定，大约在41℃（图1）。图2
为巷道不同位置围岩温度日变化测试结果。从图 2可以看

出，围岩面温度随时间有所变化，但温差变化不大。

图1 围岩温度随径向深度变化

Fig. 1 Temperature vari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with radial depth

图2 巷道围岩温度日变化测试结果

Fig. 2 Daily temperature variation of roadway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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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单酯型生物碱含量测定方法的优化附子单酯型生物碱含量测定方法的优化
张超 1，杨辛欣 2，刘亚楠 2，蔡璐 2，王帅 2，彭雪 2，李超英 2

1.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999078
2.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摘要摘要 对比《中国药典》与文献中附子单脂型生物碱HPLC含量测定方法，发现附子HPLC含量测定中样品的提取方法、供试品

溶液的制备方法、色谱条件、检测方法和含量测定结果均欠佳，故建立附子新的含量测定方法并与《中国药典》含量测定方法比

较。优化后的附子单脂型生物碱HPLC含量测定方法优于《中国药典》方法。研究建立的附子HPLC测定方法简便，可缩短检测

时间，降低检测成本，提高了柱效，为附子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提供更科学完善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附子；中国药典；高效液相色谱法；单酯型生物碱

附子被誉为回阳救逆第一要药[1]，具有回阳救逆、温阳补

肾、散寒止痛等功效。但是附子属于有毒中药，现代研究表

明附子所含双酯型生物碱，既是毒性成分，又是镇痛有效成

分[2]。附子必须经过炮制后入药，炮制过程中使其部分双酯

型生物碱转变成毒性较小的单酯型生物碱 [2~4]，因此 2010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明确规定检测附

子的苯甲酰次乌头碱、苯甲酰乌头原碱、苯甲酰新乌头碱的含

量[5]。目前附子单酯型生物碱含量测定多采用梯度洗脱法[6~9]，

杨文杰等[10]对附子复方注射液中附子的有效成分单酯型生物

碱的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研究，提出离子液体均匀提取——

高效液相色谱法。但是，2010版《中国药典》中附子HPLC含

量测定方法存在样品处理方法复杂，测试时间长，并且易造

成色谱柱压力过大，对高效液相色谱仪和色谱柱的损害较

大，导致工作效率降低。另外，文献报道的附子HPLC测定方

法中存在测得的含量较低等问题。因此，本实验开展附子单

酯型生物碱HPLC含量测定方法的优化研究。

1 仪器与试药
GKC-11-CR2电子恒温水浴锅（上海科析实验仪器厂），

KQ3200DB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

司），AL204型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

司），KDM型调温电热套(山东鄄城华鲁电热仪器有限公司)。
Agilent 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Megers C18色谱柱（汉邦科技有限公司），TDLSO-2B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附子为毛茛科植物乌头 Aconitum carmichaeli De-bx.子
根的加工品，购于吉林省长春市宏检大药房（长春中医药大

学高士贤鉴定）；苯甲酰乌头原碱（111794-201303）、苯甲酰

次乌头碱（111796- 201303）、苯甲酰新乌头碱（111795-
201303）对照品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异丙醇、乙

酸乙酯、二氯甲烷、氯化钠、1-己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

六氟磷酸铵、超纯水、乙酸、乙酸铵均为分析纯；乙腈、四氢呋

喃、甲醇均为色谱纯。

2 实验研究
2.1 方法学

2.1.1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取苯甲酰次乌头碱、苯甲酰乌头原碱、苯甲酰新乌头碱

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乙腈制成每1 mL各含 5 μg的混合

溶液，即得。

2.1.2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精密量取等体积不同质量浓度的标准品溶液注入

高效液相色谱仪，记录其峰面积值。以峰面积为纵坐标，浓

度为横坐标，计算线性回归方程。苯甲酰新乌头碱的线性回

归方程为 y=5746.1x+181.66（r=0.9998），表明苯甲酰新乌头碱

在 0.0493~0.2465 mg·mL-1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苯甲酰次

乌头碱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6135.0x-2.9952（r=0.9997），表明

当苯甲酰次乌头碱在 0.0491~0.2455 mg·mL-1的范围内线性

关系良好。苯甲酰乌头原碱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6211.4x+
6.8095（r=0.9990），表明苯甲酰乌头原碱在 0.0495~0.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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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耐蚀低合金钢筋腐蚀行为新型耐蚀低合金钢筋腐蚀行为
刘明，程学群，李晓刚，邢佩，洪媛媛，魏子博

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中心，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应用动电位极化、电化学阻抗谱、周浸腐蚀试验的方法，研究了HRB400碳钢钢筋和两种Cr合金化的低合金钢筋在0.01
mol/L NaHSO3溶液中的腐蚀行为。结果表明，相比HRB400钢筋，Cr合金化钢筋的开路电位明显正移，Cr元素提高了钢的热力

学稳定性；随着Cr元素质量分数的增加，钢筋的自腐蚀电流密度减小，极化电阻增大，Cr合金化的钢筋具有相对较小的电化学腐

蚀速率；周浸加速腐蚀72 h后，HRB400钢筋和Cr合金化的钢筋均以均匀腐蚀为主，添加Cr元素可以显著降低钢筋的均匀腐蚀

速率。

关键词关键词 合金化；开路电位；电化学阻抗谱；极化曲线；腐蚀速率

随着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广泛运用，由钢筋腐蚀造成混凝

土结构过早失效的案例屡见不鲜，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1~3]。

但目前使用耐蚀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建筑物还较少，对耐蚀钢

筋的研究和生产应用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在一些腐蚀极其

严酷的环境下，不锈钢钢筋表现出极好的耐蚀性[4,5]。但不锈

钢的价格相对较高，为一般碳钢价格的6~7倍，使用不锈钢钢

筋会提高工程建设的成本，限制其广泛应用。为提高钢筋的

耐蚀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发明了一种低碳并

含有质量分数 9%Cr 的钢筋，称为 micro-composite multi-
structure formable reinforce steel（MMFX）钢筋，一些研究结果

表明，MMFX钢筋具有优异的耐蚀性能，它的耐蚀性能约为

普通钢筋的5倍[6]。

能否在普通低碳钢的基础上通过成分优化，开发耐蚀性

优异的低合金钢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现阶段国内外

对耐蚀钢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郭湛等[7]在碳钢钢筋中

加入了少量稀土元素，研制出2种高强耐蚀钢筋，盐雾试验和

周浸试验均表明添加Nb、Re可以提高钢筋的耐蚀性。近期，

周扬等[8]研制出含Cu、Ni、Cr多种合金元素的耐蚀钢筋，在氯

离子侵蚀环境中，阻锈剂与耐蚀钢筋的协同作用使得钢筋的

腐蚀速率显著降低。在大气腐蚀中，Cr、Cu、P元素可以提高

钢抗大气腐蚀的能力 [9~11]。在碳钢中添加Cr、Al等合金元素

可以提高碳钢抗海水腐蚀的能力[12]。通常情况下，添加Cr元
素可以提高钢的耐蚀性，在低碳的油井套管钢中添加 3%~
4% Cr元素可以提高其抗CO2腐蚀的能力[13]。目前碳钢仍然

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主导钢筋，在海洋环境下，碳钢的耐蚀

性能非常有限，在少量增加成本的基础上，添加少量的耐蚀

合金元素Cr也许会提高普通碳钢钢筋在严酷海洋环境下的

耐蚀性，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对较少。

本文以HRB400碳钢钢筋为对比钢，通过成分优化、真空

熔炼获得两种低Cr质量分数耐蚀钢筋。采用电化学测试、周

浸腐蚀试验研究碳钢钢筋和低合金钢筋的腐蚀性能差异。

1 试验方法
试验基材取自南京钢铁集团公司生产的HRB400钢筋。

通过在HRB400钢筋中添加Cr元素，再真空熔炼，得到2种新

的抗腐蚀钢，分别称为1#钢和2#钢，其中1#钢中添加质量分数

为1.5%的Cr元素，2#钢中添加质量分数为3%的Cr元素，通过

光谱仪分析合金化后的钢的化学组成，成分如表 1所示。从

表 1数据可以看出，没有明显Cr元素损失，满足设计时对成

分的要求。分别从 3种材料中切取 10.5 mm×10.5 mm×2.5
mm片状试样，作为电化学测试样。试样打磨后工作面的尺

寸为10 mm×10 mm，工作面面积为1 cm2，其余非工作面部分

用环氧树脂密封与腐蚀介质绝缘。

腐蚀溶液为0.01 mol/L NaHSO3溶液，采用蒸馏水和分析

纯化学试剂配制而成。

电化学极化和电化学阻抗谱测试在PARSTAT 2273电化

学测试系统上进行，电解池为 1 L的玻璃电解池。电化学测

量采用三电极体系，研究电极分别为HRB400钢、1#钢和2#钢

试样，辅助电极为铂电极，参比电极选用饱和甘汞电极

（SCE）。试验前将研究电极即试样采用150#~800#水砂纸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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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均匀设计实验的膏体配比优化基于均匀设计实验的膏体配比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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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某铅锌矿使用膏体充填中出现了缓凝现象，添加促凝剂后效果良好。为优化添加促凝剂条件下的膏体物料配比，开展了

均匀设计实验。考察了膏体质量分数、砂灰比对泌水率、流动度、充填倍线、膏体强度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膏体的泌水率、流

动度和充填倍线主要受质量分数影响，且均与浓度成负相关。砂灰比对流动度的影响很小，但其是膏体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砂

灰比越小，膏体的强度越大。综合考察泌水率、流动度、充填倍线、膏体强度4种指标对应的配比范围，得出推荐配比为质量分数

75%~76%、砂灰比7:1~8:1。
关键词关键词 均匀设计；配比优化；膏体充填

膏体充填技术具有不分层、不离析、不沉淀的特点[1]，用

于矿山井下充填水泥耗量低、充填体接顶性能和整体性能良

好[2]。膏体充填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使矿

山产生的尾砂得到完全回收利用成为可能 [3]，不仅大幅降低

了充填采空区的费用，还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4]，保证了矿山

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膏体充填已成为国内外矿山关注的

热点[5~7]。

云南某铅锌矿矿体赋存条件复杂，矿体埋藏深，矿区矿

体总体属中等稳固，采矿方法采用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进行

回采[8]。矿体被采出后，利用膏体充填处理空区。矿山目前

年充填量达15万m3，充填流量达40~60 m3/h。由于尾矿内锌

含量高，导致膏体充填至井下出现缓凝现象[9]，严重影响了井

下的正常生产。通过大量探索实验，最终确定添加硫化物可

有效解决膏体凝结时间长的问题，膏体初凝时间由 60~90 h
缩减至15 h以内。在确定添加促凝剂后，由于物料组成发生

了变化，需要对膏体的物料配比进行优化。本文从膏体输送

和充填强度要求出发，通过均匀设计实验，探索在添加促凝

剂的条件下适合膏体充填的最佳物料组成与配比。

1 试验材料和仪器
试验材料主要有昭通水泥、全尾砂、促凝剂。实验仪器

主要有NLD-3型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仪：用于测定膏体的流

动度；三联砂浆试模和恒温恒湿养护箱：用于将搅拌均匀的

膏体制成模块，进行标准养护后测定膏体的抗压强度；药物

天平：用于计量物料重量，精度分别为0.01 g和0.1 g。R/S型
四叶桨式旋转流变仪：测出膏体的屈服应力和塑性黏度，从

而计算出膏体输送的充填倍线。

2 试验原理
2.1 泌水率

泌水率反映了料浆的析水性能，实际上也是膏体的保水

性能。膏体在输送过程中需要在管壁附近形成一个润滑层

以减小沿程阻力，该润滑层以膏体中自由水为主，表现为一

层水膜。为保证膏体正常输送，需要有一定的泌水率。泌水

率的计算公式为

P = m0
m

× 100% （1）
式中，P为泌水率，%；m0为泌出清水质量，g；m为膏体中总水

量，g。
根据膏体定义[10]，泌水率一般为1.67%~5%。由于该矿采

用自流输送，因此泌水率在5%左右为佳。

2.2 流动度

流动度表示流体流动性的一种量度。根据现场经验，当

流动性指标大于180 mm时，即可满足输送要求。

2.3 充填倍线

2.3.1 膏体流变模型

目前，国内外研究证实，管道输送膏体料浆时的雷诺数

远低于从层流过渡到紊流的雷诺数，即浆体处于层流状态。

膏体的流变模型宜采用Hershel-Bulkley（H-B）模型，如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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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杨梅, 梁小弟, 李军, 等. 细粒棘球绦虫新疆株胆汁酸钠协同转运蛋白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J]. 科技导报, 2016, 34(2): 215-220; doi: 10.3981/

j.issn.1000-7857.2016.2.036

细粒棘球绦虫新疆株胆汁酸钠协同细粒棘球绦虫新疆株胆汁酸钠协同
转运蛋白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转运蛋白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
杨梅 1,2，梁小弟 2，李军 3，李亮 3，张富春 1，张文宝 3

1.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新疆生物资源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830046
2.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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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从新疆株细粒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granulosus，Eg）原头蚴中克隆胆汁酸钠协同转运蛋白（sodium-bile acid co⁃
transporter，EgSBACT）基因，进行序列测定和生物信息学分析。首先设计EgSBACT基因特异性引物，用RT及PCR方法从新

疆株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提取总RNA，将其反转录成cDNA后扩增EgSBACT基因并将其克隆至原核表达载体pET30a中，测序

鉴定序列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RT-PCR扩增出一长度约650 bp的基因，测序显示其长度为654 bp，序列与Gen⁃
bank公布的EUB59978.1完全一致，其编码217个氨基酸，预测其等电点为9.28。同源性分析发现，EgSBACT蛋白序列与中华

枝睾吸虫SBACT（GenBank：GAA57409.1）同源性最高，达到43%。进化树分析表明，细粒棘球绦虫的SBACT蛋白与吸虫纲的

SBACT相聚集，在进化树上处于一枝，而与其他物种亲缘性较远。由此表明，本研究成功克隆出细粒棘球绦虫EgSBACT基因。

关键词关键词 细粒棘球绦虫；EgSBACT；序列分析

包虫病是由细粒棘球绦虫（Eg）引起，可导致人类相当高

的致病率和死亡率，这种全球性的疾病是很难诊断、治疗和

控制的[1]。中国西北广大农牧区是细粒棘球蚴所致囊型包虫

病（cystic echinococcosis，CE）的主要流行区[2]。细粒棘球绦虫

生活史经历虫卵—六钩蚴—原头蚴—成虫等多个阶段，原头

蚴发育阶段是引起人体包虫病的关键环节[3]。

细粒棘球绦虫生物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原头蚴有双向

发育的潜能。幼虫被狗摄食后将在其肠中向有性方向发育

以形成成虫。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包虫囊泡在中间宿主或人

体内破裂，每个释放的原头蚴能够无性分化成一个新的包虫

囊泡，意味着二级囊泡的结果。在包囊中的幼虫具有一个独

一无二的特征是双向发育的能力，在狗的胃肠道发育成成虫

或者在中间宿主（人）发育成二级包囊，发育成成虫是受胆汁

酸引发的过程[4]。已显示胆汁酸在原头蚴向成虫分化中有重

要作用，并且细粒棘球绦虫可表达胆汁酸受体和转运蛋白来

刺激相关通路。已确定了几种胆汁酸通路的下游信号转导

成分，在细粒棘球绦虫基因组或者转录组没有发现TGR5类
似的受体，但确定了 4个基因作为胆汁酸信号的核激素受体

候选基因（EG_00119、EG_00780、EG_04405和EG_08428）,它
们编码的蛋白与法尼酯X受体（FXR）和维生素D受体（VDR）
有超过 20%的氨基酸一致性并且包含一个DNA结合结构域

和一个配体结合结构域。还发现了编码5种胆汁酸钠协同转

运蛋白和 7种多药拮抗蛋白（MRPs）的基因[5]，还有胆汁酸代

谢相关基因，包括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和胆汁酸葡萄糖

苷酶相关蛋白。蜕皮激素或其他性类固醇激素可以在寄生

线虫通过核激素受体[6,7]调节蜕皮，因此假设从宿主来的外在

胆汁酸以一个类似的方式在细粒棘球绦虫发育中起重要作

用是合理的[1]。

胆汁酸在原头蚴分化中发挥作用，首先转运进入细胞，

胆汁酸钠协同转运蛋白是关键蛋白。本研究从新疆株细粒

棘球蚴中克隆出一种胆汁酸钠协同转运蛋白基因EG_05139
（GenBank: EUB59978.1），并进行序列测定、生物信息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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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F-TGF-ββ11在不同原因致心肌纤维化中在不同原因致心肌纤维化中
的作用的作用
丁文金 1，敖碧凤 1，欧阳伟炜 1,2，苏胜发 2，卢冰 2

1.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科；贵州省肿瘤医院肿瘤科，贵阳 550004
2. 贵州医科大学肿瘤学教研室，贵阳 550001
摘要摘要 心肌纤维化（myocardial fibrosis，MF）是一个复杂的病理过程，涉及多系统和多种不同机制，涉及多种细胞因子参与，其

中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是重要的促纤维化因子，在病理情况下可通过经典的TGF-β1/
smads通路诱导心肌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并最终导致心力衰竭。本文综述了高血压、糖尿病、射线损伤、病毒性心肌炎导致MF
的相关机制，阐述了TGF-β1信号通路在MF中的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心肌纤维化；TGF-β1；心脏成纤维细胞

心力衰竭的高发病率和致死率成为全球沉重的经济和

社会负担。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心脏重构是心力

衰竭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心脏重构是由包括心肌细胞、心

脏成纤维细胞和细胞外基质参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细胞和

分子途径激活所诱导的动态过程。而心肌纤维化（myocardi⁃
al fibrosis，MF）与心脏重构有着本质的联系[1]；MF是多种心血

管系统疾病终末期的共同病理表现，有效地抑制或逆转是目

前临床防止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及心源性猝死等严重不良事

件的主要策略[2]。其形成机制复杂，而细胞因子在其中起重

要作用，其中，TGF-β1被认为是重要的促纤维化因子，在病

理情况下可通过多种通路诱导心肌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并最

终导致心力衰竭。

1 心肌纤维化的物质基础
MF的物质基础主要是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在诸多调控因素下发生改变，ECM包括纤维胶原蛋白、

蛋白多糖、糖蛋白、糖胺多糖及弹力纤维等物质，是生物活性

信号分子的储存库。ECM中纤维胶原蛋白是主要结构蛋白，

I型和 III型是构成心肌胶原网络的主要成分，分别为85％和

10％。I型胶原具有张力，决定心肌的硬度；III型胶原的张力

较 I型胶原弱，但可形成良好的网状系统，决定心肌的弹性，

主要功能是为心脏提供骨架支撑、传递信号到心肌细胞、促

进心脏有序收缩。不同病因应激下胶原纤维的数量、分布及

排列发生改变均可导致纤维化的发生。

ECM 主要源于心脏成纤维细胞（cardiac fibroblasts，
CFBs），正常情况下，CFBs可以产生ECM调节蛋白——基质

金属蛋白酶（MMPs）和它们的抑制剂——基质金属蛋白酶组

织抑制剂（TIMPs）。MMPs可降解ECM成分，而TIMPs可抑制

MMPs的活性，有效调节ECM平衡。MF倾向时，CFBs能迅速

感知 ECM硬度，诱导MMPs表达，减少胶原沉积 [3]，在保持

ECM动态平衡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导致ECM动态失衡

中心脏肌成纤维细胞起重要作用，Gabbiani于1971年首先鉴

定 并 命 名 心 脏 肌 成 纤 维 细 胞（cardiac myofibroblasts，
MyoFBs），在正常心肌中不存在，仅在心脏受到损伤之后出

现 [4]，许多平滑肌细胞标记可以在MyoFBs中表达而不能在静

止CFBs中表达。CFBs在病理情况下转化为 MyoFBs，提高合

成ECM的能力[5]，从而导致MF。

2 TGF-β1在心肌纤维化中的作用
TGF-β是 1983年发现拥有 30多个细胞因子的大家族。

1985年TGF-β基因克隆成功，并在大肠杆菌内得到表达。在

哺乳动物中至少发现有 TGF-β1、TGF-β2、TGF-β3、TGF-β
1β2 4个亚型[6]。其中，TGF-β1是目前研究中与心肌纤维化

关系最密切的一员。TGF-β1是多功能的细胞因子，广泛参

与炎症、ECM沉积、细胞增殖、分化和生长等多种细胞功能的

调节。活化的 TGF-β1通过细胞受体系统介导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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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全面反映不同地区维吾尔族的遗传特点，收集10个维吾尔族世居地区的300名1955年以前出生的非近亲维吾尔族作

为研究对象，利用30个SNP位点对其进行人类遗传学特征的研究。通过STRUCTURE 2.1软件进行贝叶斯分析的结果表明，

新疆的维吾尔族分为7个不同的群体更加合理。利用新疆不同地区之间的维吾尔族的SNP数据计算的遗传距离，输入MEGA 5
软件并使用UPGMA法构建系统发生树，结果表明除了乌鲁木齐与伊犁、吐鲁番与阿图什、哈密与喀什彼此接近以外，其余地区

各自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新疆不同地区的维吾尔族在遗传结构上，大部分比较独立，说明现代新疆的维吾尔族遗传结果受到了

包括丝绸之路漫长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受到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关键词 SNP；维吾尔族；遗传特征

新疆地处中亚，与多国接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有 13个世居民族。其中，维吾尔族是新疆第一大民族，占全

区总人口的45.59%[1]。

历史上的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这里先后出现

过塞人、吐火罗、匈奴、丁零、乌揭（又称呼揭）、大月氏、乌孙、

契丹、汉、羌等众多的民族。在现代的众多民族中，维吾尔族

是新疆的主体民族。一般认为维吾尔族形成于唐朝后期，当

时居住在南疆各地的各农业民族和西迁的丁零、铁勒和回纥

共同融合，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古维吾

尔族形成后的数个世纪里，又不断有其他民族的人融入其

中，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但是，对于维吾尔族的形成也

有其他不同的说法。Uyghur（维吾尔）一词的原意就是“团结”

的意思，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维吾尔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

杂的多民族融合的过程。

目前关于维吾尔族的体质人类学及其他生物人类学的

研究成果在采样人群的地域分布和样本数量上，没有考虑现

代维吾尔族人种构成的多源性和复杂性，大多以新疆维吾尔

族自治区内某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的生物性状来代表整体

维吾尔族人的生物性状，这样没有全面客观地反映维吾尔族

的真实情况，甚至会误导本领域及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综合了现有关于现代维吾尔族族源、人种构成、

人种特点和演化过程的研究成果，应用SNP技术对维吾尔族

内部人类遗传学特征进行研究，力求全面地反映不同地区维

吾尔族的遗传特点。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样品

收集新疆 10个地区无血缘关系的 300名维吾尔族人血

液样本，使用Wizard Genomic DNA purification Kit（Promega）
试剂盒，提取血样中的DNA。用分光光度计定量，琼脂糖凝

胶电泳质检，基因组DNA电泳条带通常不小于 20 kb。质检

合格的DNA将质量浓度调整到 50 ng/μL，转移至 384孔板，

-20℃储存备用。

1.2 SNP分析

使用 Sequenom SNP 技术（博奥公司）对 rs10885395、
rs7085532、rs7094463、rs4402960、rs3802177、rs1801282、
rs11128597、rs1079714、rs11023485、rs11023996、rs1260326、
rs17029006、rs1799884、rs2069418、rs2074314、rs2283171、
rs2283208、rs2285676、rs2304188、rs2304189、rs2920502、
rs3730256、rs4135268、rs5215、rs5219、rs6578283、rs7247515、
rs748236、rs780094、rs886288、rs892118、rs9817428共计 32个

位点进行多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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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对硝基酚降解菌的筛选及其植物一株对硝基酚降解菌的筛选及其植物
促生特性促生特性
任何军，王聪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长春 130061
摘要摘要 从长期受对硝基酚（para-nitrophenol，PNP）污染的土壤中，分离到一株能够降解对硝基酚并以其作为唯一碳源和氮源生

长的菌株，命名为PN-1。经16S rDNA序列分析，初步鉴定该菌株为假单胞菌（Pseudomona）。通过研究其对PNP的降解、重

金属以及抗生素抗性、植物促生等特性，得到如下结果：该菌株对PNP的最大耐受质量浓度为200 mg/L，具有卡那霉素和氯霉素

抗性，对 4种重金属Cd2+、Pb2+、Zn2+和Cr6+的最低抑制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分别为 700、500、800和
100 mg/L，同时具有产吲哚乙酸（IAA）和铁载体、1-氨基环丙烷-1-羧酸（ACC）脱氨酶活性以及溶磷能力。通过用荧光蛋白标

记后能在土壤中正常存活，具有能与植物联合修复PNP污染土壤的潜力，有较好的使用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对硝基酚；重金属；抗生素；植物促生特性；荧光蛋白标记

对硝基酚（para-nitrophenol，PNP）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

料，作为原材料或中间体被广泛应用于农药、制药工业、杀虫

剂、炸药以及染料等行业。但是随着工业、农业等的快速发

展，PNP的污染日益严重，如有机磷杀虫剂的广泛使用，使得

甲基对硫磷经微生物水解作用转化为PNP，继而进入土壤和

水体中造成污染。而PNP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潜在毒

性，已被美国环保署列为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其在水体中

的限值质量浓度必须小于 10 ng/L[1]，故PNP的污染治理迫在

眉睫。目前，酚类有机污染物的物理处理方法主要包括萃取

法、吸附法、离子交换法、超声法、催化氧化法、盐析法等[2,3]，化

学处理方法包括化学光催化法、化学氧化法、化学沉淀法、电

解法等[4,5],生物法包括活性污泥法、生物流化床法、生物修复

法等[6,7]。其中生物修复主要是利用生物有机体，尤其是微生

物的降解作用将污染物分解和无害化的过程，因其具有费用

少、耗能低、效果好、过程稳定、操作简单等优点而受到广泛

的应用与研究。

尽管 PNP是人工合成的环境外来化合物，难以生物降

解，但是经过长期的接触驯化，微生物具有的遗传变异以及

质粒传递性，使不少微生物具有了降解或部分降解硝基酚的

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植物和微生物

共存体系对污染物超积累去除的重要性。大量研究结果表

明，植物体内及根际土壤存在对植物生长具有促进作用的促

生菌，它们主要通过产生植物激素吲哚乙酸（IAA），1-氨基环

丙烷-1-羧酸（ACC）脱氨酶[8]和铁载体等次生物质，有效减少

植物有害物质乙烯的产生，刺激植物根系的发育，从而促进

植物对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吸收和降解。据不完全统计，

国内外已发现包括荧光假单胞菌、芽胞杆菌、根瘤菌、沙雷氏

属等20多个种属的根际微生物具有防病促生的潜能，其中最

多的是假单胞菌属[9]。

基于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本研究的目的是筛选能够降

解PNP且具有植物促生特性的菌株，表征其降解PNP的能力

及植物促生特性；并用荧光蛋白对其进行标记，考察其能否

在土壤中存活，以期为利用该菌与植物联合修复PNP污染土

壤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试剂和培养基

试剂：对硝基酚、葡萄糖、盐酸、氢氧化钠等均为分析纯；

溶液 a：0.012 g 铬天青溶于 10 mL 双蒸水中，并与 2 mL 1
mmol/L FeCl3溶液混匀，得溶液 a；溶液 b：0.015 g HDTMA（十

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溶于8 mL双蒸水中，得溶液b；染液 c：
溶液a缓慢加入溶液b中，充分混匀即得染液c。

培养基：1）无机盐培养基（g/L）：Na2HPO4·12H2O 3.8，
KH2PO4 1.0，KCl 3.0，MgSO4·7H2O 0.2；2）SLP培养基（g/L）：葡

萄糖 10，(NH4)2SO4 1，K2HPO4 0.5，MgSO4 0.5，NaCl 0.1，酵母粉

231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351


科技导报 2016，34（2）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5-08-06；修回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邹东雷，教授，研究方向为水处理，电子信箱：zoudl@jlu.edu.cn
引用格式：邹东雷, 李平, 杨卓悦, 等. 序批式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强化反硝化除磷处理低碳源污水[J]. 科技导报, 2016, 34(2): 237-240; doi: 10.3981/j.

issn.1000-7857.2016.2.040

序批式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强化序批式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强化
反硝化除磷处理低碳源污水反硝化除磷处理低碳源污水
邹东雷，李平，杨卓悦，丁伟，张浩杰，刘美君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长春 130021
摘要摘要 为探讨反硝化除磷工艺对低碳源生活污水的处理性能，在序批式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SBMBBR）中，通过对反硝化

除磷菌的驯化，考察厌氧过程中COD质量浓度、pH值对释磷以及缺氧阶段NO-
3 -N和 NO-

2 -N质量浓度对反硝化吸磷性能的

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周期为8 h的运行中，COD、氨氮、TP的去除率分别达到95%、90%、90%以上，出水质量浓度分别

为8.07、3.67、0.46 mg/L，达到城镇污水一级A排放标准。NO-
3 -N作为电子受体，60 mg/L取得最佳的缺氧吸磷效果，高于

20 mg/L的NO-
2 -N作为电子受体时，反硝化除磷菌活性受到抑制。研究表明，在序批式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中，以NO-

3 -N
作为电子受体进行反硝化除磷具有很好的处理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反硝化除磷；反硝化除磷菌；序批式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

小城镇生活污水往往具有水量小、水质波动大、低碳源

等特点，以吉林省为例，小城镇污水冬季 COD质量浓度在

200~300 mg/L，夏季由于雨水的稀释作用，污水COD质量浓

度仅在 100 mg/L左右。传统脱氮除磷工艺处理低碳源污水

存在反硝化菌和除磷菌对碳源竞争的矛盾，经常出现脱氮除

磷效果不佳的状况，进而导致富营养化问题日益突出 [1]。同

时，污水处理厂好氧池曝气所产生的费用占处理总费用的

70%以上，因此，减少曝气必将降低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成本。

Kuba等[2]于 1993年首次发现了一种在缺氧条件下能够同时

进行脱氮除磷的细菌即反硝化除磷菌。反硝化除磷菌

（denitrifying phosphorus removing bacteria，DPB）在缺氧条件

下，以硝酸盐作为电子受体进行吸磷，能够同时实现脱氮除

磷[3]。DPB的利用具有节省碳源、减少污泥排放量、节省曝气

成本等优点 [4,5]。反硝化除磷已被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和低消

耗的技术受到重视，通过完善其操作和控制过程，将使其性

能更加可靠[6]。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equencing batch reactor，SBR），利用

时间分割替代传统的空间分割，反应池集均化、初沉、生物降

解、二沉等功能于一身，具有降低运行费用，提高氮和磷的去

除率，降低池容等优点。以吉林省为例，将近 40%的污水厂

采用 SBR或改进的 SBR工艺（CAST）[7]，基于 SBR工艺的优

点，对SBR工艺的研究对于污水厂的升级改造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moving bed biofilm reactor，
MBBR）工艺兼具传统流化床和生物接触氧化法的优点，是一

种新型高效的污水处理方法。与传统悬浮生长的活性污泥

系统相比，附着生长的系统尤其是MBBR，能实现低温条件下

更好的硝化脱氮[8]，且具有污泥产量低的优点，这对解决东北

地区污水和污泥的处理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

基于序批式生物膜移动床反应器（SBMBBR）及反硝化除

磷工艺的优越性，本文将二者结合，对 SBMBBR反应器中的

反硝化除磷进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装置

实验用反应器高400 mm、长300 mm、宽240 mm，由计算

机进行自动控制，有效容积为 20 L（图 1）。底部装有微孔曝

气盘，好氧段曝气保持溶解氧（DO）为3～4 mg/L，反应器设有

图1 SBMBBR反应器装置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BMB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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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有机肥长期农用污染土壤的伴矿污泥有机肥长期农用污染土壤的伴矿
景天吸取修复景天吸取修复
高文娅 1,2，邓林 1,2，李柱 2，吴龙华 2，刘鸿雁 1，骆永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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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在污泥有机肥长期农用土壤上种植伴矿景天，与常规的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处理比较，田间试验探讨了连续植物修复

效率和污泥有机肥长期施用导致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上农产品的污染风险。结果表明，长期污泥农用土壤上农作物和超积累植物

生长良好，与未施用污泥肥料处理相比，继续施用条件下“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作物中Zn、Cd浓度有所上升，且小麦、胡萝卜

中Cd浓度均超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种植Zn、Cd超积累植物伴矿景天吸取修复处理下土壤中重金属浓度显著降低，土壤全量

Cd下降56.0%；继续施用污泥条件下土壤全量Cd下降仍可达48.4%。证明在施用污泥条件下，种植伴矿景天和农作物，能够实

现污泥安全处置、促进农作物生长和污染重金属高效吸取修复的3重目标。

关键词关键词 污泥有机肥；伴矿景天；重金属污染；植物修复

污泥有机肥含有大量有机质和氮磷钾等植物生长所需

的营养元素，对作物生长起到良好的增产效果，同时也可改

善土壤理化性状，因此农用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污泥处理方

式[1~3]。但污泥农用同时也会造成有毒有害元素或物质的积

累并产生危害，倍受国内外学者关注[4~7]，马学文等[8]的研究显

示，施用堆肥污泥后土壤和植物中的一些重金属如Cd、Pb等
的浓度显著增加。

植物修复技术因其绿色环保等优点，被广泛用于修复污

泥污染土壤。黄庆等[9]的研究表明，黄花、红花和白花茉莉品

种具有明显不同的锌积累特征和修复污泥锌污染的能力。

黑亮等[10]利用超积累植物东南景天与玉米单/套作修复污泥

污染土壤，较单作处理显著提高了Zn、Cd的植物吸取修复效

率，而且生产出的玉米籽粒也符合食品和饲料的重金属卫生

标准。对污泥不当施用或长期农用下土壤重金属污染等问

题，尚未有农艺与植物吸取修复联合应用的田间试验研究，

污泥农用引起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也尚无高效的去除修复技

术应用案例。伴矿景天是Zn、Cd超积累植物[11,12]，具有生物量

大、生长速度快、Zn和Cd吸收积累能力强等优点，在Cd、Zn
污染土壤修复方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也已有利用伴矿景天

对污泥农用污染土壤进行盆栽修复的研究[13]，但在田间条件

下，对污泥农用土壤进行超积累植物修复和作物生产等研究

则未有报道。因此，有必要在大田开展污泥土地合理施用及

修复研究。

本研究选择污泥长期农用导致的Zn、Cd污染土壤，种植

伴矿景天或常规的玉米-小麦-胡萝卜轮作，并设置持续施用

污泥肥料的处理，连续 3年田间微区试验探讨植物、土壤Zn
和Cd浓度变化，对污泥农用的可行性和植物吸取修复进行分

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采自浙江宁波慈溪某长期施用污泥有机肥的

菜地，采集0~15 cm表层土壤，经风干、混匀，运至浙江杭州试

验基地内，备用。土壤基本理化性质：pH 值 6.70，有机质

62.1 g·kg-1，全量氮、磷、钾分别为 2.86、4.36和 29.4 g·kg-1；全

量Cd、Zn分别为0.64和448 mg·kg-1；醋酸铵提取态Cd、Zn分
别为 80.0 μg·kg-1和 10.6 mg·kg-1。供试玉米、小麦和胡萝卜

种子购自南京秋田种业研究所，供试伴矿景天幼苗采自浙江

淳安，供试污泥有机肥购自浙江慈溪。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浙江杭州郊区进行，将混匀的污染土壤平铺于预

先埋设好的PVC框内，框四周埋入土壤10 cm，污泥污染土壤

为 30 cm厚。试验共设 5个处理，分别用A，B，C，D，E表示。

A对照：不种任何作物，定期除草，将割掉的草放在原微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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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土壤有机碳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土壤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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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深入探讨土壤碳库的空间变异特征、准确评价区域碳库的影响机制，选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黄花甸子流域为

研究对象，基于研究区的实地采样数据，结合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土壤有机碳密度及其影响因子

进行拟合，探求不同环境因子对土壤有机碳密度影响的空间变异特性。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有机碳密度在1.91~16.63 kg/m2

范围内变化，其平均密度为7.42 kg/m2；各影响因子对土壤有机碳密度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海拔>坡度>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与道路或村庄最短距离（DIST）；各因子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随空间位置的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海拔、坡度与土

壤有机碳密度呈现负相关，而NDVI、DIST与土壤有机碳密度呈现正相关。

关键词关键词 土壤有机碳密度；环境因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小流域；空间变异

土壤碳库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是全球碳循

环中的一个主要流通途径，在调节和稳定生态系统碳收支平

衡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土壤碳库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整个

生态系统的碳平衡，进而影响全球气候变化[1]。土壤有机碳

储量与气候、植被、地形等环境因子密切相关，对环境变量和

土壤有机碳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对于评估未来土

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对土壤碳库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2]。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控制土壤有机碳循环的因素不同，

以至于土壤中的有机碳存在较高的空间变异性，不同变量间

的相关特性在空间上也往往是非稳态的[3]。国内外针对土壤

有机碳影响因子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人为因素[4]和自然

因素[5]两方面，但其多以大尺度的研究为主，对中小尺度的研

究更多关注于各影响因素与土壤有机碳的线性关系。然而，

土壤空间变异性是土壤的重要属性之一，无论在大尺度上还

是在小尺度上均存在空间变异，局部非线性影响关系更有助

于揭示土壤的各种属性 [6]。这种局部差异却往往被人们忽

略，常规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空间数据，其估计参数仅能反映

区域总体的平均状况，并不能反映出局部的地区特征情况[7]。这

就会掩盖空间数据的真实特征，从而失去实际意义[8]。地理

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是一

种用来构建空间变化关系模型的线性回归的局部形式，且附

加了表达空间对象本身相关性和异质性的表达参数，可以直

观地探测空间关系的非平稳性[9,10]，获得不同地理位置上各影

响因子的影响程度，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土壤有机碳密度与

其各影响因子之间的内在联系。

目前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城市住宅地价评估[11]、经济发

展的空间因素[12]等领域已成为研究热点，而在土壤和环境科

学上的应用还并不多见。为探讨土壤有机碳与各影响因子

的关系，分析空间局部不同影响因子对土壤有机碳的作用情

况，本研究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黄花甸子流域为例，采用

GWR模型对土壤有机碳密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西部的黄花甸

子流域，地处 42°17′N～42°33′N，119°36′E～119°53′E，位于

老哈河中游南岸，科尔沁沙地南缘，面积约为 30 km2。流域

内总体属于低山丘陵区，地势起伏不大，海拔约在400~800 m，

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降雨量 400~470
mm，年蒸发量 2290~2400 mm，全年日照数 2940~3060 h，历
年平均日照数 2999.3 h，10℃以上积温为 3189℃。春季风力

大，持续时间较长，年平均风速4~6 m/s。土壤类型以栗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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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芦山““44··2020””震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震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
陈莉 1,2，陈廷芳 1，邹强 1

1. 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绵阳 621010
2. 四川省应急测绘与防灾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摘要 芦山“4·20”地震之后，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频发，新增地质灾害点365处，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建设与灾后

重建工作。在分析地质灾害孕灾环境条件的基础上，选取地层岩性、断裂带、坡度、相对高程、年平均降雨量、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土地利用类型等7个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建立基于灾害熵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芦山县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价。结果表明，芦山县49.89%的区域处于中度和高度危险区，其中高危险区占总面积的29.99%，这些高危险区位于正河、

玉溪河、灵关河流域，受地形、人类活动、地震影响，地质灾害破坏性极大，在后期建设与防灾减灾中应当给予高度关注。

关键词关键词 地质灾害；危险性；灾害熵；GIS；芦山

2013年 4月 20日 8时 2分，地处四川龙门山断裂带的雅

安芦山发生Ms7.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滑坡、崩塌、泥石流等

次生地质灾害频发。为了减轻地质灾害给当地灾后恢复重

建带来的危害，摸清研究区地质灾害情况与潜在危险区范围

是很有必要的。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是灾害管理的基础工作，对灾害风

险分析与防治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部分学者对地震灾

区次生地质灾害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崔鹏等[1]研究了芦山

地震次生山地灾害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减灾对策；黄润秋

等[2]对汶川大地震触发的地质灾害的发育分布规律进行了研

究；韩金良等[3]浅析了汶川8.0级地震次生地质灾害的基本特

征及其形成机制；李为乐等[4]对地震次生地质灾害进行了预

测和评价；许冲[5]快速评价了芦山Ms7.0级地震滑坡的易发性；

王庆安等[6]对汶川地震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区的地形高程和起

伏度分布特点进行了研究。

鉴于地质灾害的复杂性，目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缺乏

统一的方法标准与应用规范。为此，针对评估目的和空间尺

度，探索高效可靠的评价方法，对灾害定量评估及结果普适

性应用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本文结合芦山县的地形、地质、

水文、气象等孕灾条件，分析芦山县地质灾害现状以及成灾

条件，建立基于灾害熵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方法，实现研

究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并划分危险区。

1 研究区概况
芦山县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区内地势北高南低，地形微

波状起伏，河流水系发达。该县地层大部分为上元古界震旦

系到中生代白垩纪的地层，主要的岩石类型为辉长岩、火山

碎屑岩、碳酸盐岩、灰岩、砂岩、页岩、白云岩等；芦山地震区

在地质构造上处于青藏滇缅印尼“歹”字型构造体系东缘、龙

门山北东向推覆构造带西南端和四川盆地3个构造单元的结

合部位。

通过野外灾害调查，在“4·20”地震之前，芦山县总共有

144处灾害点，在地震之后，芦山县新增地质灾害点365处，在

记录的509处灾害点资料中，滑坡173处，崩塌199处，不稳定

斜坡119处，其余的为泥石流点，研究区地理位置和灾害点分

布情况如图1所示。

2 评价指标的选取
根据对不稳定斜坡、崩塌、滑坡等的形成条件、发育特征

和分布规律的研究，从地质灾害形成的地质条件、地形条件

以及诱发条件3个方面出发，充分考虑研究区域尺度大小、资

料的可获取性以及评价精度的要求，选择地层岩性、断裂带、

坡度、相对高程、年平均降雨量、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土地利

用类型等 7个因子作为危险性研究的评价指标，并建立了危

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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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网格法的钢筋混凝土梁静动力基于无网格法的钢筋混凝土梁静动力
应力变形响应应力变形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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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非线性大变形问题一直是钢筋混凝土梁数值分析中的难点，有限元方法中的网格畸变会大大降低其求解精度，而无网格

方法由于不受网格的束缚，能很好地处理钢筋混凝土的大变形问题。为准确求解非线性大变形问题，本研究发挥无网格法的优

点，利用无网格法建立钢筋混凝土梁数值计算模型，对模型分别施加恒定静荷载和动荷载，以探讨无网格伽辽金算法求解情况下

钢筋混凝土梁的应力变形情况及破坏模式。结果表明，动、静加载下，梁最大应力值随着加载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钢

筋混凝土梁的应力变形均符合实际规律，无网格法可以用于解决钢筋混凝土梁的大变形求解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 钢筋混凝土梁；大变形；无网格伽辽金法；ANSYS/DYNA；静动力

20世纪中叶出现的有限单元法被称为最有效的工程数

值分析工具，应用于几乎所有可简化为场的工程领域，解决

了许多重大科学问题[1,2]，但随着有限单元法的日趋成熟和完

善，其不足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大变形分析中，网格出现畸

变，使得有限单元法求解精度大幅下降；在裂纹动态扩展问

题中，由于裂纹发展方向的不可预测性，在计算过程中需要

不断重新划分网格，大幅增加了计算工作量；在面对高冲击

和爆炸等动态问题时，网格的扭曲会使得时间积分步长过

小，大幅增加计算工作量；对于形状优化问题，为了迎合物体

形状的不断变化，也需要在计算过程中不断地重新划分网

格。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有限单元法依赖于有序的

单元连接，传统的解决方法是利用自适应在模拟过程中不断

重新划分网格，但面对大型三维复杂结构时，如何高效地进

行网格自适应重新划分一直没能很好解决。

20世纪70年代，Lucy[3]、Gingold等[4]成功将光滑粒子动力

学（SPH）应用到无边界天体物理问题，开启了工程数值分析

领域新方法——无网格法。无网格法是一种只需要节点信

息而不需要单元信息的数值方法，基本思想就是在模型中布

置一系列节点，然后用一种近似，使得节点包含了模型上任

一点的力学特性，从而进行问题的求解，此方法最大的优势

就是消除了网格对于节点的束缚。从无网格法的出现到现

在，已有大量研究，相继又提出了10余种无网格方法，如1992
年 Nayroles 等 [5]提出的散射元法（DEM）；1994 年 Belytschko
等[6]改进了DEM，在计算形函数时保留了被忽略的全部项，同

时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引入本质边界条件，提出的无网格伽辽

金法（EFGM），从而掀起了关于无网格伽辽金法的研究热潮。

在无网格伽辽金法的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Belytschko
等[7]将EFG方法用于动态裂纹扩展的数值模拟研究，之后又

提出了EFG的误差估计方法 [8]；Krysl等 [9]将EFG方法用于板

壳分析中；Liu等[10]将EFG与边界元法相耦合用于固体的应力

分析中；Du[11]将EFG方法用于流体晃动分析中。在2000年左

右，国内有Zhang等[12]将EFG方法应用于节理岩体的分析中；

寇晓东等[13]将EFG方法应用于拱坝开裂的计算；张伟星等[14]

将EFG应用于弹性地基板的计算；陈建等[15]将EFG方法应用

于计算边沿裂纹功能梯度材料板的应力强度因子。基于以

上这些研究，可发现EFG方法精度和收敛速度都高于有限元

方法，而且不会出现体积锁死现象，同时对于局部高梯度具

有高解析度，对线弹性断裂问题比较有效。因此，本研究采

用无网格伽辽金算法，分析在静载和动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

梁的受弯应力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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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明确多节段钢锚箱式索塔锚固体系的传力机理，以杭州湾跨海大桥北通航孔桥为例，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
11.0），研究了钢锚箱之间连接与不连接两种方式对索塔锚固体系受力性能的影响。结果显示，钢锚箱之间是否连接对锚固体系

各节段以及节段内各构件承担的水平力影响较小，对各节段整体承担的竖向力无影响，而对各节段钢锚箱及塔壁承担的竖向力

影响较大；钢锚箱之间是否连接对钢锚箱板件应力、混凝土塔壁应力以及栓钉剪力的分布规律具有明显影响，与钢锚箱不连接体

系相比，钢锚箱连接体系各构件的应力或剪力分布更为均匀。

关键词关键词 钢锚箱连接；索塔锚固体系；受力性能

索塔锚固体系是将巨大的斜拉索索力传递至混凝土塔

柱的关键构件，合理分析锚固体系受力以保障桥梁结构的安

全至关重要。目前针对钢锚箱式索塔锚固体系的研究多采

用单节段足尺模型试验，并结合有限元仿真分析，对锚固体

系各构件的受力特性、结构载荷传递路径以及极限承载能力

进行分析。俞先林、曾明根、胡贵琼、张奇志、徐海军等通过

对单节段钢锚箱式索塔锚固体系的模型试验，研究了锚固体

系的承载能力以及各构件的应力和变形状态[1~6]；吕涛、郑舟

军、冯凌云等通过对单节段钢锚箱式索塔锚固体系的受力分

析，提出了锚固体系载荷分配简化计算方法[7~9]。而钢锚箱式

索塔锚固体系通常采用锚箱间连接或者不连接的形式，在斜

拉桥索塔中呈现多节段共同工作状态。另外，曾明根、张喜

刚等通过对多节段内置钢锚箱式索塔锚固体系各构件的应

力及变形分析，认为当钢锚箱间连接时，其构件应力及变形

分布与钢锚箱间分离结构不同[10,11]。目前关于连接状态对锚

固体系各构件承担载荷的影响尚无文献报道。本文以杭州

湾跨海大桥北通航孔桥（杭州湾北通航孔桥）外露钢锚箱式

索塔锚固体系为例，针对钢锚箱间不同连接方式对锚固体系

受力性能的影响进行有限元分析，以期明确多节段钢锚箱式

索塔锚固体系的传力机理。

1 有限元仿真分析模型

杭州湾跨海大桥北通航孔桥为双塔双索面钢箱梁斜拉

桥，跨径布置形式为（70+160+448+160+70）m。其中，索塔呈

钻石形，其上塔柱索塔锚固采用外露钢锚箱式索塔锚固体

系，共分为 14个索塔锚固节段，外露钢锚箱式索塔锚固体系

构造形式如图1所示。

选取索力较大的最上部 5个锚固节段为研究对象，采用

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 11.0，分别建立5节段有限

元模型如图 2 所示，各锚固节段自下而上编号依次为

GMX10、GMX11 GMX12、GMX13、GMX14。混凝土塔壁以实

体单元 Solid65模拟；钢锚箱板件除锚垫板以实体单元 Sol⁃
id185模拟外，其余板件均以板单元 Shell181模拟；栓钉按其

实际截面以梁单元Beam188模拟；钢锚箱侧板与混凝土塔壁

界面之间分别以非线性面-面接触单元Conta174与目标单元

Targe170模拟，并取钢-混凝土间的摩擦系数为0.4[11]。

杭州湾跨海大桥北通航孔桥塔柱混凝土材料为C50，钢
锚箱各板件及其侧板焊接的栓钉材料分别为 Q345q 和

ML15。有限元模型中混凝土的本构关系取自《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12]，钢板和栓钉材料本构关系曲线均采用双折线，锚

固体系各材料属性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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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中跨合龙顶推力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中跨合龙顶推力
计算方法计算方法

杨国俊 1，郝宪武 1，段瑞芳 2，李子青 1

1.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西安 710064
2.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西安 710018
摘要摘要 为合理确定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中跨合龙的顶推力，基于力法原理提出一种适用于单柱式墩连续刚构桥先边跨后中跨合

龙的顶推力解析计算方法。以某三跨连续刚构桥施工工程为例，应用解析法计算先边跨后中跨合龙的顶推位移和顶推力，同时

利用数值模拟法建立有限元模型，以消除5年收缩徐变及合龙温差引起的墩顶水平位移为原则进行计算比较，并以工程实测结

果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解析法计算值、有限元计算值和实测值三者之间误差很小，解析法与有限元法计算误差小于10%，表明

解析法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能满足实际工程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顶推力；合龙温差；收缩徐变；墩顶水平位移

由于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是墩梁固结体系，混凝土收缩

徐变及合龙温差会使主墩产生偏位，对主墩的受力产生不利

影响。为了消除其影响，在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中跨合龙时

对梁体施加一定量的顶推力，相当于给主墩施加一个反向位

移，以消除合龙温差、后期收缩徐变等因素引起的墩顶纵向

水平位移 [1]。国内外对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合龙时的顶推

技术已进行了较多研究，提出了几种计算顶推力和顶推位

移的方法。刘昌国等 [2]对连续刚构桥高温合龙顶推力进行

试验研究，提出在中跨合龙时采用消除合龙温差引起的墩

顶水平位移模式计算水平顶推力，但只考虑了合龙温差引

起的墩顶偏位，忽略了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墩顶偏位；许

明雷等[3]、蒋国云[4]、陈洪彬等[5]采用有限元法模拟施工过程，

以消除墩顶水平位移为原则计算顶推力；张刚刚等[6]提出顶

推力设计原则，并通过两座连续刚构桥的顶推力设计分析

了顶推力与墩身内力及变位的相互关系，从设计的角度分

析了顶推力的控制原则；马卫华等[7]在非高温情况下对连续

刚构桥进行顶推合龙试验，实测顶推力、顶推位移并与理论

值进行了对比分析，但其结果主要适用于矮墩连续刚构桥，

不适合于高墩大跨连续刚构桥；陈荣刚等[8]、杨庆国等[9]分别

分析六跨连续刚构桥的合龙顺序对主梁的影响和非常规合

龙顺序对五跨连续刚构桥的影响，给出了多跨连续刚构桥

合龙顺序的建议；邹毅松等[10]以双薄壁墩的连续刚构桥为研

究对象，推导顶推力解析式，并建立有限元模型，进行了对

比分析；Soyluk[11]、Nuti等 [12]分析了大跨度连续刚构桥在地震

作用下的力学性能。本文基于力法原理，研究单柱式高墩

连续刚构桥先边跨后中跨合龙的顶推力解析计算方法。

1 顶推力解析式
合龙段顶推力计算公式的推导是基于三跨高墩大跨连

续刚构桥，由于中跨合龙前两墩为独立的结构体系，相互没

有作用，所以取连续刚构桥的一个T构为计算结构简图，如图

1所示。计算采用结构力学中的力法原理 [13]，中跨合龙前结

构的基本体系如图2所示。

力法基本方程为

δ11X1 +Δ1p = 0 （1）
其中

δ11 = ∫--M1
--
M1

EI
dx = a3

3E1I1
+ a 2h
E2I2

= (E2I2a + 3E1I1h)a2

3E1E2I1I2
（2）

Δ1p = ∫--M1Mp

EI
dx = - Ph2a2E2I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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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重车荷载下装配式特重车荷载下装配式PCPC板桥荷载效应板桥荷载效应
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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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研究特重车荷载作用下PC板桥的荷载效应，以河北省宣大高速公路WIM数据为基础，共提取出883个特重车荷载工

况，使用“随机车流-桥梁耦合振动分析系统”计算各工况作用下PC板桥各片板的最不利正弯矩效应及PC板桥的最大正弯矩效

应。通过对PC板桥横向各片板最不利正弯矩效应的统计分析研究其横向受力性能，通过最大正弯矩效应与设计荷载效应的对

比，分析PC板桥的特重车正弯矩效应超限情况。结果发现：由于特重车在桥面鲜明的分布特点，PC板桥1#板的最不利正弯矩效

应极值最大，而5#板最不利正弯矩效应的均值最大，在特重车荷载作用下，PC板桥正弯矩效应超限情况普遍，且部分工况最大正

弯矩效应已超越设计荷载效应的1.8倍，随着跨径的增加，PC板桥正弯矩效应的超限工况数量、超限程度呈现下降趋势，但降幅

并不明显。

关键词关键词 桥梁工程；装配式PC板桥；特重车荷载；横向受力分析；超限情况分析

截止 2013年底，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到 10.44万公

里，逐渐形成以高速公路为主体的陆上通道运输，并在 2012
年间完成货物周转任务 318.9亿吨[1]。然而在公路运输承担

越来越多运输任务的同时，公路管养部门与运输业者在货运

利益方面的博弈逐渐形成了超载运输普遍存在的危险局面[2]。

在中国已建成的71.53万座公路桥梁中，中小跨径桥梁、尤其

是PC板桥具有明显的数量优势，然而该结构在服役期间病

害较多，据统计，中国近 70%的空心板桥梁使用寿命仅为 20
年[3]。研究超载车辆作用下PC板桥的响应特征，对于该类结

构的管理与养护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马亚丽等[3]、赵卓等[4]分别基于单板受力及破坏试验对PC
板桥结构进行了承载力评定及受力分析；刘海洋[5]对PC板桥

的荷载试验进行了有限元模拟；康省祯[6]通过破坏试验研究

了PC板桥结构的破坏机理；刘家奎[7]分析了预应力空心板桥

纵向裂缝的成因；杨继新[8]对空心板桥的铰缝受力性能进行

了研究。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PC板桥进行了研究，但

重载交通条件下PC板桥的响应特点及对设计荷载效应的超

限情况仍无从得知。

本文基于河北省宣大高速长达 18 个月的动态称重

（WIM）数据提取出 883个特重车荷载工况，并使用“随机车

流-桥梁耦合振动分析系统（BDANS）”计算 4座典型空心板

桥的特重车荷载效应；通过对PC板桥各片板最不利正弯矩

效应的统计，分析结构的横向受力性能；通过将各工况所对

应最大正弯矩效应与设计荷载效应的对比，分析PC板桥特

重车荷载效应的超限情况。

1 基于WIM数据的特重车荷载工况提取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9]，将货运车辆按照车货总重划分为

轻车、重车和特重车。其划分标准：轻车车货质量＜20 t；重
车车货质量≥20 t，＜80 t；特重车车货质量≥80 t。特重车荷

载工况定义：至少包含一辆特重车的行驶在桥面的一组车辆

荷载。

河北省宣大高速是山西省煤炭外运的主要地面通道，该

线路重车比例可达到 25%，并可观测到数量可观的特重车。

宣大高速某大桥安装的WIM设备记录了 2011年 1月—2012
年6月长达18个月的交通流数据。以该部分数据为基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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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的基于改进的TF-IDFTF-IDF算法的微博话题算法的微博话题
检测检测
陈朔鹰 1，金镇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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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中文微博具有更新快、时效性强等特点，产生的热点话题均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与此同时文本中有代表性的特征词也会随

之激增。利用这一特性，在传统的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的特征权重算

法，称之为TF-IDF-KE（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kinetic energy），用以解决突发性热点话题在聚类时特

征不明显的问题。该算法结合物体的动能原理，将特征项的突发值用动能的概念进行描述，加入权值计算，提高突发性特征项的

权重，最后使用CURE（clustering using representatives）算法，实现微博的话题检测。该方法描述了文本和特征项所具有的动

态属性，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话题检测的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微博；TF-IDF；话题检测；TDT；文本聚类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互联网上，每天会产生海

量的媒体信息，如何快捷、准确地获取感兴趣的内容成了人

们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建立以话题为主线的信息模型，可

以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信息过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话题

检测与跟踪[1]技术应运而生。TDT[2～4]是近年来提出的一项信

息处理技术，包括对信息流进行新话题的自动识别和已知话

题的持续跟踪两部分。话题检测，就是在文本流中把讨论相

同主题的文本聚类到一起，完成话题的自动识别。

2009年，随着Twitter的风靡全球，中国也出现了微博，人

们可以在微博平台上发布不超过140字的文本信息。微博以

方便、快捷的发布方式迅速抢占了用户市场，成为了继人人

网之后最大的网络社交平台。现如今，微博已成为民众表达

舆情的重要窗口，研究微博内容对舆情监控、话题发现、信息

安全等领域的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长篇文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并被广泛应

用于业界。但微博篇幅极短、特征少且不明显、表达内容不

完整，往往会造成信息的无组织现象，导致现有的诸多方法

在微博分析中效果不理想；另外微博的传播性极强，产生的

话题时效性明显，而现有的许多方法都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

点。所以此处以微博短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微博的时间属

性，改进特征权重算法，优化文本聚类效果。

通过对传统 TF-IDF算法以及话题检测系统的研究，本

文提出一种基于 TF-IDF的新的特征权重算法，用词语的动

能来衡量词语的突发值，提高热点特征项的权重，克服短文

本特征不明显的缺点。

1 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在话题检测方面做了大量的

研究和尝试。

Allan等[5]利用VSM（vector space model）[6]描述文本，并对

诸如人名、地名等命名实体赋予更高的权重，完成话题检测

任务。贾自艳等[7]提出增量聚类方法，基于动态模型并不断

更新聚类中心，已完成 TDT任务，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闵可锐等[8]则采用支持向量机算法并结合知识库实现TDT，
实验表明该方法具有很高的准确率。

但以上方法均忽略了热点话题的突发性特点。为了利

用时间这一重要的文本属性，部分学者进行了以下尝试。

Fung等[9,10]尝试描述词语的时序分布情况，通过统计时间上的

分布情况来表达文本的突发性。Wang等[11]和 Suba等[12]通过

建立突发性模型来筛选热点词，然后依据热点词进行话题检

测。薛峰等[13]通过χ2检验公式计算词语的突发值，建立一种

新的动态文本模型来描述文本动态属性，与传统方法相比实

验结果得到了大大提升。翟东海等[14,15]将词频累加和作为文

档统计篇数的影响因子引入χ2检验公式，改进了原有方法，提

高了度量热点词突发性的精确度。

这些方法尝试从话题的时间属性入手挖掘突发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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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长杆弹垂直侵彻半无限金属靶板，基于侵彻流体动力学理论，研究结果和理论分析成果，从最简单的Bernoulli方程出

发，逐步推导、分析和讨论长杆弹垂直侵彻半无限金属靶板的相关理论。根据实验观察结果结合理论分析、数值仿真讨论了HTP
模型的内涵、适用范围和局限性，给出了HTP模型的基本假设；考虑靶板强度的影响，进而分析AR模型的相关应用与内涵，并在

此基础上讨论了弹体强度的影响，提出了改进的AR模型，该模型是AR模型向AT模型过渡的一个模型，并讨论了该模型的适用

性；结合数值研究和现有实验结果，分析了侵彻过程中弹体的速度特征，最后，分析了AT模型的推导过程、内涵以及相关应用。

HTP模型是建立在9个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成立的，本文主要针对后两个假设，逐步释放其限制，从而逐步接近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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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弹是当前军事装备中最常用的一类弹体，如步枪子

弹、穿甲弹等。由于长径比对于杆弹的侵彻能力有较大的影

响，特别是对于坚硬目标（如坦克装甲、坚硬金属外墙或高强

混凝土工事）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增大长径比能有效地提高

其侵彻效率，因此，长杆弹成为了攻坚弹体的最主要形式之

一，如穿甲弹、破甲弹、钻地弹等。对于此类长杆弹而言，最

大程度提高侵彻效率是其最终的目标，因此研究长杆弹的侵

彻能力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反之，通过研究长杆弹对靶板

的侵彻行为从而研究靶板的抗侵彻行为，对于提高装甲的防

护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当入射速度足够大时，此时弹体对靶板的侵彻过

程中弹靶材料显示出流体特征[1,2]，特别是弹体材料，在侵彻过

程中，仅有弹头极少部分的材料发生塑性变形，完全类似流

体侵彻时的特征[3]。基于这一现象，长杆弹侵彻半无限靶板

的流体动力学模型（简称HTP）也就随着被提出了。事实上，

这一理论早在“二战”就被发现和应用，但由于一些原因没有

公开发表，直到由Birkhoff（1948）[4]和Pack and Evans（1951）[5,6]

将之用于聚能射流侵彻问题的研究并发表。HTP是一个非

常简单而经典的理论模型，但它在很大范围内能够很好地预

测长杆弹的侵彻能力及最终侵彻深度，也是首次从理论上分

析并揭示长杆弹的侵彻行为，迄今为止，该理论仍然是长杆

弹设计以及靶板优化设计的主要参考理论之一。

1 侵彻过程的Bernoulli方程
当长杆弹刚刚接触靶板的表面时（通常称为开坑阶段），

如图1（a）所示，在其接触面上瞬间会产生一个强平面冲击波

同时向弹体和靶体传播，紧接着在弹体和靶板的表面反射系

列稀疏波，这些波对入射波进行了干扰和扭曲，使得材料内

部应力状态极其复杂[7]。假设接触面的移动速度（也就是后

文定义的侵彻速度）相对于靶板的弹性波速来讲为亚声速

（对于金属靶板而言，这个假设一般都会成立），则冲击波类

似于半球形爆炸波以远超过界面移动的速度向前方传播，此

时弹靶材料中的也从简单波转变为双波（塑性波紧随着弹性

波传播）[8]，随着这些应力波不断的传播反射，更多的塑性波

在此过程中产生，直到弹靶材料中的应力波逐渐稳定，此时

侵彻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相对稳定阶段（可称之为准稳定

阶段），此时界面的移动速度（侵彻速度U）接近一个常数值，

如图1（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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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根据交直流混合微电网拓扑和并网运行特点，建立了接口换流器的数学模型，设计了基于滑模控制（sliding-mode con⁃
trol, SMC）的接口换流器控制系统，并通过设计趋近律规定了滑模控制过程中系统在正常运动阶段的状态轨迹，保证滑模控制

的品质。为证明控制系统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在dSPACE 1006平台上建立了实验模型。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该控制系

统可以提高接口换流器在不确定和非线性条件下的鲁棒性和快速响应性，保证微电网稳定运行。

关键词关键词 混合微电网；接口换流器；滑模控制；趋近律；鲁棒性

将分布式电源（distributed generation，DG）和负荷组成小

型发配电系统，以微电网的形式接入大电网与大电网互为支

撑，是发挥分布式电源系统效能的最有效的方式[1~3]。微电网

可分为交流、直流以及交直流混合3类，其中交直流混合微电

网既含有交流母线又含有直流母线。根据DG及负荷特点，

采用交、直流混合供电的灵活运行模式，避免了DG和负荷接

入交流微电网或直流微电网时需要进行多次换流造成的诸

多电能质量问题。同时降低了投入成本及损耗，达到充分利

用分布式能源的目的。

混合微电网中的双向接口换流器连接交、直流母线，可

根据实际需要，工作在整流和逆变模式；在交、直流母线之间

的功率交换过程中担任着支撑和协调的角色；对系统的稳定

运行及电能质量的提高有重要作用[4,5]。文献[6]提出了交直

流微电网的协调控制策略。文献[7]设计了定电压控制法。

文献[8]则介绍了电压频率控制方法，这些方法均能够有效维

持母线电压稳定，但由于接口换流器模型是典型的非线性多

输入多输出系统，模型中含有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乘积，

并且状态变量间存在耦合，常规控制策略难以满足输出零稳

态误差、快速动态响应、输入电流畸变小和单位功率因数的

要求[9]。同时，由于间歇性电源和大量非线性设备的存在，使

得接口换流器两侧都存在扰动和谐波，增加了接口换流器的

控制难度。此外，由于小信号假设，常规线性和非线性控制

策略，无法适用于大信号工作条件。当出现大的瞬态变化

时，变换器的行为无法充分地反映出来[10]。

作为一种在设计选择中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控制方法，滑

模控制比其他非线性控制方法更易于实现[11~13]。文献[2]提出

基于自适应全局滑模控制的微电网稳定控制策略，控制交流

微电网在不同模式下的稳定运行。文献[14]利用滑模控制稳

定三相整流桥的直流侧电压、保证系统的单位功率因数。文

献[15]将滑模控制用于单相逆变器，针对逆变器的并网、孤岛

两种运行方式分别设计了控制方法。

系统的滑模控制的运动过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段是在

连续控制下的正常运动阶段，它在状态空间中的运动轨迹全

部位于切换面以外，或者有限地穿过切换面；第二段是在切

换面附近且沿切换面向稳定点运动的滑模运动阶段。在所

有滑动模态段上都存在着抖动运动。只有最终滑动段才可

按极点配置或最优控制等方法保证它的品质，而且这一段运

动对系统的摄动和干扰具有完全自适应性（不变性）。对正

常运动阶段，仅达到条件，只能保证运动到达切换面，完全无

法保证这段运动的品质, 如快速性及超调量等。此外，加在

系统上的摄动和干扰也将对这段运动产生较强烈的影响。

在实际控制系统中，由于系统参数变化、外部扰动及检

测技术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通常难以获得控制对象的精确模

型，且匹配条件往往难以满足，使得传统滑模控制无法达到

理想的品质。而且对于多控制系统，从到达条件确定各个变

结构控制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本文在前期工作[2]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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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

以北，长城以南，包括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江苏、四

川、安徽、湖北、黑龙江、新疆、甘肃、内蒙和西藏等省区。常

年播种面积2400多万 hm2，产量 1.2亿 t以上。但是目前随着

全球气候变暖、水肥施用量的逐增以及栽培密度的加大等，

小麦病害的发生和流行逐年加重，严重影响了小麦产量和粮

食安全生产[1]。

小麦白粉病（Erysiphe graminis D.C. f. sp. Tritici）是一种

世界性的真菌性病害，造成小麦产量损失达 7%~36%[1,2]。近

年来，小麦白粉病发病面积和范围不断扩大，危害也不断加

重，尤其在降雨量大的潮湿地区，给小麦生产造成了很大影

响[1]。目前中国多数大面积推广的小麦品种对白粉病的抗性

较差，限制了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年限。因此，选育高抗白

粉病的小麦品种和改良目前推广优良小麦品种的白粉病抗

性，是防治小麦白粉病，实现小麦安全生产最安全、有效的措

施[2]。迄今为止，在小麦农家品种和野生近缘种中已经发掘

了多个白粉病抗性基因，包括 Pm1a、Pm1b、Pm1d、Pm2、
Pm3a、Pm3b、Pm3c、Pm3d、Pm3e、Pm3f、Pm3g、Pm4a、Pm4b、
Pm5a、Pm5b、Pm5c、Pm5d、Pm5e、Pm6、Pm7、Pm8、Pm9、
Pm10、Pm11、Pm12、Pm13、Pm14、Pm15、Pm16、Pm17、Pm18
（Pm1c）、Pm19、Pm20、Pm21、Pm22（Pm1e）、Pm23、Pm24、
Pm25、Pm26、Pm27、Pm28、Pm29、Pm30、Pm31、Pm32、Pm33、
Pm34、Pm35、Pm36、Pm37、Pm38、Pm39、Pm40、Pm41、Pm42、
Pm43[3~15]，并开发了一些抗病基因的分子标记。其中，来源于

簇毛麦（Haynaldia villosa）6VS染色体上的Pm21基因抗性最

强[16,17]，抗谱最广，对所有小麦白粉病菌生理小种表现高抗或

免疫，利用分子标记和原位杂交技术可对该基因进行跟踪检

测[17]。利用携带Pm21基因的小麦-簇毛麦易位系作为抗源，

已经培育了内麦 11、内麦 836、扬麦 18号、扬麦 21号、扬麦

97G59、镇麦9号、石麦14、兰天27、金禾9123等小麦品种，并

在生产中推广种植[17]。

宁春 4号是由宁夏小麦繁育所选育的优良春小麦品种，

表现为综合农艺性状优良、适应性强，其高产、稳产、优质、抗

逆、耐病等特点突出，自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审定以来，在宁

夏、内蒙、甘肃和新疆等地区广泛种植，年均推广面积30多万

hm2，累积推广面积 1000多万 hm2。宁春 47号和宁春 50号是

近几年宁夏农林科学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选育的小麦

品种，同样具有高产、优质、适应性广等特点，正在宁夏引黄

灌区及其周边地区推广种植。但这3个品种的共同缺点是不

抗白粉病，一定程度影响了其种植区域的小麦产量。因此，

改良宁春 4号等小麦品种的白粉病抗性，对于进一步扩大种

植面积、延长使用年限和提高小麦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研究利用宁春 4号、宁春 47号和宁春 50号小麦

品种作为母本，与携带Pm21基因的春小麦品系CB037杂交，

得到3个F1组合。杂种F1代植株抗病性没有分离，分别直接

与对应亲本宁春 4号、宁春 47号和宁春 50号回交，得到BC1
代。利用Pm21基因特异的分子标记，结合白粉病抗性鉴定，

筛选包含Pm21基因的BC1抗病植株。抗病植株再次分别与

对应亲本宁春 4号、宁春 47号和宁春 50号回交，得到 BC2
代。利用上述相同方法从BC2代中鉴定Pm21基因的抗病植

株，继续分别与对应的 3个轮回亲本进行回交。连续利用分

子标记和白粉病抗性鉴定 4次，回交 5次，得到BC5植株，轮

回亲本的遗传成分已恢复到 99.83%。再次利用分子标记筛

选包含Pm21基因的植株，结合温室中白粉病抗性鉴定，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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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合成生物学指基于系统生物学的遗传工程，人工设计与合成新的生物元件和生物系统。本文简述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及其

可能造成的环境、公众健康安全问题及伦理问题。借鉴欧美等国家在合成生物学发展及管理方面的经验，提出中国应加强合成

生物学研究和应用的风险评估、完善监督和管理体系、强化生物安全和生物伦理教育、推动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合作等。

关键词关键词 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生物伦理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对生命本质研究的不断深入，结

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微生物基因组学取

得了飞快发展，合成生物学作为新兴学科领域应运而生。合

成生物学是将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信息技术和工程学交

叉融合而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方法。1828年，德国化学

家Friedrich Wöhler人工合成了生物体有机物——尿素，揭开

了合成生物学的序幕 [1]；1911年，法国物理化学家 Stéphane
Leduc在《生命的机理》一书首先提出了合成生物学这一名词[2]；

1980年，德国科学家Barbara Hobom用“合成生物学”描述基

因工程菌[3]；2000年，关于“合成基因开关”、“生物振荡器”的

论文刊登在《Nature》杂志，标志着合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的

诞生[4]；2006年，美国科学家Ro DK 等利用基因工程方法培育

出携带青蒿基因的酵母，这种酵母能产生该药物的前体物质

青蒿素酸[5]；2010年，美国科学家人工合成首个“人造细胞”，

命名为“辛西娅”（Synthia）[6]，自此合成生物学获得了突破性

进展。

现代意义的合成生物学一般指基于系统生物学的遗传

工程，人工设计和合成新的生物元件和生物系统。2010年12
月，美国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发布报告，将合成生物学的研

究目标定位为：将标准化的工程技术应用于生物学，以此创

造出新型或具有特定功能的生命体或生物系统，以满足无尽

的需求[7]。

合成生物学给社会经济及人类生活带来了福音，其开发

和应用又会引发一系列生物安全和生物伦理问题。因此，针

对合成生物技术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全球合成

生物学的发展现状及研究和应用管理体系，探讨中国合成生

物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状况
合成生物学在保障人口健康、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生态

环境等领域提供了新的策略、手段和方法，各国高度重视合

成生物学的发展，纷纷制定战略和规划，力图抢占先机。因

此，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此外，由于合成生物学具有很好的产业应用前景，一些企业

对合成生物学予以高度关注，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化进程也得

以加速。

对于合成生物学这一崭新领域，美国、欧洲、印度等国家

和地区高度重视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

带来的影响，并对如何规划合成生物学进行了研讨。总的来

看，美国注重合成生物学在能源领域的应用，而英国和印度

则看好其在农业领域的发展。2012年4月，美国政府发布《国

家生物经济蓝图》指出，美国未来的生物经济依赖于包括合

成生物学在内的新技术的开发应用[8]。2014年4月1日，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宣布，将设立一个新的部门

——生物科技办公室（BTO），专门负责研究和探索日益活跃

的生物学与物理学等交叉学科领域，预示着包括合成生物学

在内的生物科技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 [9]。2014年 4月，欧

洲合成生物学研究区域网络（ERASynBio）发布《欧洲合成生

物学下一步行动——战略愿景》报告，描绘了欧洲合成生物

学未来发展的良好前景 [10]。2013年 12月 24日，英国政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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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铁路能源消耗在世界各国的能源消耗中占有较大比例，而因各国的铁路发展水平不同、国情各异等，每个国家的铁路能源

消耗特征也呈现不同态势。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铁路能源消耗多年统计数据的分析，并结合对比中国铁路能耗的具体实际情况

可以得出：能源消耗总量和客货运输生产量直接关系到铁路的能源消耗强度，利用有限的能源去运输更多的乘客和货物是铁路

运输生产的重要课题。提高铁路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电力机车的牵引比重，改善运输组织水平，改革运输组织形式是降低铁路能

源消耗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关键词 铁路运输；铁路能耗；能源消耗强度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运输业在经济社会中的

地位也愈发重要，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业中起着主导作用的铁

路运输。根据相关测算，在等量运输下铁路、公路和航空的

能耗（油耗）比为1∶9.3∶18.6[1]。从总体运输成本看，铁路运输

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客运成本之

比为 1∶1.59∶6∶5.54；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货运成本之比

为1∶6.23∶0.64∶17.2[2]。在环保方面，铁路运输是最低碳环保

的运输方式，最符合当下节能减排的全球趋势。在欧盟 27
国，公路运输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全部交通方式的 72%；而

铁路以 1.7%的排放量，完成 10%的运输量，其低碳运输方式

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展现[3]。

在节能低碳环保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日益重视铁路的

建设与发展，进一步凸显了铁路的低碳环保节能优势。而铁

路运输在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的同时，其能

源消耗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

1 中国铁路能源消耗分析
1.1 中国铁路能源消耗量与能源消耗强度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承担了中国主要中长途客货

运输任务。随着中国客货运输量的逐年增长，铁路运输业的

能源消耗逐年上升。2013年全国铁路总换算周转量完成

39769.51亿吨·公里，比 2005年增加了 12981.52亿吨·公里，

增长48.4%，平均年增幅为6.05%。2013年，国家铁路能源消

耗折算标准煤 1743万 t，比 2005年增加 99.2万 t，增长 6.0%，

平均增幅为0.75%。2005—2013年中国铁路换算周转量与能

源消耗如图1所示。

铁路能源消耗强度是指完成单位运输生产量所消耗的

能源量，通常称为单耗。2006—2013年中国国家铁路综合单

耗与主营单耗如图2所示。

图1 国家铁路换算周转量和能耗变化曲线

Fig. 1 Total converted traffic turnover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a national railway

图2 国家铁路运输工作量综合单耗和主营单耗

Fig. 2 Comprehensive and the main unit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a national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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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角生长网络的局域社会平衡基于三角生长网络的局域社会平衡
动力学动力学
刘伟

西安科技大学理学院，西安 710054
摘要摘要 构建一种具有较多三角关系且聚类系数可调节的三角生长网络，利用计算机模拟，研究了网络拓扑结构改变对社会平衡

动力学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网络加边连接概率pa≥0.5，网络为稠密连接时，网络的统计性质与完全连接图类似，社会平衡

的演化与初始状态无关，且当转变概率p≥1/2时, 网络系统发生从非全友好态到全友好态的动力学相变；当连接概率pa＜0.5，网
络为稀疏连接时，网络的统计性质具有无标度网络的特性，社会平衡的演化呈现初值依赖性和动力学相变消失。

关键词关键词 三角生长网络；社会平衡；动力学

1946年社会心理学家Heider[1]提出平衡理论用于解释社

会成员的想法变化如何影响其他成员，该理论的核心是一个

POX三角的平衡问题。之后，Cartwright等[2]利用图论方法将

Heider的平衡理论推广至社会群组下的演化动力学，讨论了

主体在某些特定群体中如何确定自己对其他人的态度。Leik
等[3]、Bonacich等[4]、Hummon等[5]也在该方面开展工作，并取得

了有意义的结果，特别是 2003年Hummon等[6]利用计算机模

拟，系统地讨论了群组规模为3、5、7、10的社会平衡问题。以

上研究的重点是，探讨个体态度的演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以及如何将个体态度的变化传递给其他个体。物理学界关

注社会平衡问题始于2005年Antal等[7]的工作，他们将POX三

角中的边简化成友好敌对，取值用+1和-1表示，在构建的模

型中，三角的平衡与否由3条边的乘积决定，乘积为+1，三角

形平衡，反之则不平衡；在完全连接网络上研究平衡动力学

问题，将社会学中的平衡问题推广到大规模的网络，并研究

态度演化的集体效应。近年来，在Antal等工作基础上，人们

从统计物理角度出发研究三角动力学相变的普适类[8]、计算

机科学中的稳定性等问题[9]，除此之外，友好敌对关系对想法

传递动力学的影响也得到了关注[10]。大规模网络上的个体态

度对社会网络上的传播动力学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对社会平

衡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基本都基于

完全连接图或规则网络，并取得了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结

果。例如，Antal等[7]提出了局域和约束两种三角演化动力学，

对于局域三角演化动力学，发现网络系统存在动力学相变，

该相变由参数转变概率 p控制，在临界点概率 pc以下，网络系

统处于既有友好也有敌对的无序状态，当 p≥pc，网络系统则

演化为完全友好的有序态，这些行为与经典自旋系统在复杂

网络上的相变有很强的类似之处[11~13]；对于约束演化动力学

（网络系统演化与否取决于对网络整体参数的判断），发现网

络系统只能存在稳定态和跳跃态，并将其应用于分析国际关

系。Radicchi等 [8,9]研究了二维三角网络上的局域平衡动力

学，并将三角动力学推广到 k-圈动力学，研究了三角网络上

相变的临界指数，同时还指出 k-圈动力学可以映射到计算机

科学中的稳定性问题。Fan等[10]讨论了敌对关系对均匀网络

模型传播动力学的影响，分析了传播阈值的复杂性。由于社

会网络的复杂性，必然对动力学行为产生影响，Meng[14]研究

了二维小世界网络上的社会平衡动力学，并发现该网络系统

的自组织临界行为。这些研究揭示了社会平衡动力学的一

些重要特点，阐述了该理论的应用前景，但由于研究是基于

均匀网络，也没有讨论网络拓扑结构对动力学的影响，不能

反映真实社会网络中的平衡动力学特性，因为真实社会网络

并不一定是完全连接或是规则连接的，且真实社会网络还应

具有演化生长特性。社会网络的这两个特性对平衡动力学

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构建一种聚类系数可调节的三角生长网络，以反映

社会网络的非完全连接及演化特性，研究基于该网络的局域

社会平衡动力学。

1 三角生长网络的构建
网络的拓扑结构总是会影响到社会动力学，当动力学过

程发生在特定的拓扑结构上，可能会伴随一些非平庸的现象

出现[15]。到目前为止，人们提出了很多描述网络拓扑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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