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的几十年，人类对于整个宇宙的认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逐渐累积的大量天文观测数据表明了大量暗物质的存在。我们的宇

宙中，已知的基本粒子只占整个宇宙的不到5%，约25%是不发光的通过引力效应观测到的暗物质。但暗物质的属性是什么仍然是个未解

之迷。描述微观粒子相互作用和运行规律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里却没有暗物质粒子的候选

者。对暗物质的研究将极有可能孕育出新物理的重大发现，对于未来的基础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非

常重视对暗物质属性的研究。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一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等发展规划中也都把暗物

质问题列为重要的科学前沿问题。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相关部门都对暗物质的探测和研究给予了高

度关注和重视。

2010年科技部优先启动了“973计划”项目“暗物质的理论研究和实验预研”前沿交叉课题，笔者作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通过该项

目的实施，组织科研院所和大学的相关科研队伍，凝聚国内的优势力量，开展强强联合。该项目共设置6个子课题：1）由中国科学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周宇峰研究员负责的暗物质理论研究及相关新物理唯象；2）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常进研究员负责的暗物质空间探测

实验研究；3）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杨长根研究员负责的暗物质地下探测前沿技术预研；4）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蔡荣根

研究员负责的暗能量理论研究和地面探测方案研究；5）由上海交通大学季向东教授负责的暗物质吨级液氙探测器预研；6）由清华大学岳

骞教授负责的高纯锗阵列暗物质实验预研。该项目的特色和目标是要充分利用理论研究与实验探测设计相结合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

势，积极发挥理论的先行作用。突破探测器的关键技术，优化实验探测方案设计，为开展对暗物质的空间和地下探测、暗能量的精确测量

等提供可靠的物理依据和可行的实验设计及有效的探测方案。同时，紧密结合实验观测，基于对称性等基本原理和量子场论，建立自洽的

超越粒子物理和宇宙学标准模型、能解释暗物质、暗能量的可能的机制和理论。

在“973计划”和相关配套项目的支持和推动下，我国的暗物质实验探测和理论研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在我国暗物质研究力量

方面，从弱到强建立了一支能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和实验队伍，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才。二是在我国暗物质实验探测方面，

从无到有形成了地下到空间的直接和间接暗物质探测两个大平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探测技术。三是项目的实施促进了理论与实验结

合，各课题之间开展紧密而又实质性的交叉融合。四是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不仅促进了项目内部之间的合作交流，还推进了国际合作

交流，极大地提升了项目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尤其在暗物质空间探测方面，研制了以硅阵列探测器和塑闪阵列探测器为径迹探测器、BGO量能器为能量探测器的DAMPE暗物质

粒子探测卫星。通过中国科学院先导项目的特别支持，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已于2015年12月17日发射上天，成为我国首颗暗物

质探测卫星，也是我国首颗科学卫星。在暗物质直接探测方面，从无到有，在四川锦屏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深部地下实验室。以清华大学

为主的CDEX实验组从地下实验室屏蔽体建设、20 g和1 kg质量的原型探测器性能研究、10 kg高纯锗阵列探测器模拟设计、液氩低温反

符合系统模拟设计和建设、液氩反符合探测器原型性能研究和液氩探测器关键技术研究、暗物质实验数据分析和物理分析等多个方面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实验组利用建成的1 kg高纯锗探测器开展暗物质实验研究，在低质量区取得了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PandaX
实验组利用气液氙两相型时间投影室的技术来探测暗物质。建造了一个容纳450 kg液氙的探测器，得到了基于37 kg液氙的暗物质探测

结果。高能物理研究所实验组研究发展了惰性液体探测器、晶体探测器及过热液滴气泡探测等新技术。建造了液氩探测器模型，用于研

究液氩探测器相关技术、改进和创新探测器设计，为液氩探测器在研究新物理的应用进行预研。

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联合课题组提出了解释暗物质的模型和机制，开展了针对PAMELA/ATIC/Fermi和AMS-02
以及其他可能的新实验结果的唯象分析和理论模型建立。发展了能统一解释直接和间接实验探测结果的理论机制，对暗物质模型的增强

机制及参数空间进行了完整分析。针对实验探测和设计，提供物理基础和理论依据。结合实验观测结果，基于对称性等基本原理和量子

场论，建立超越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相关暗物质理论模型。暗物质理论研究为实验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

的工作。

当前暗物质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发展十分迅速。全世界暗物质探测的实验多达数十个，国际竞争十分激

烈。中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充分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基础，有能力做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工作。有理由相信，充

分利用中国天时地利的优势，我们将会在未来的暗物质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展。

探索暗物质属性——新物理的突破口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吴岳良，江苏宜兴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

职。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量子场论及宇宙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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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62016--0202--1616至至20162016--0202--2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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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发布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2月25日科技部在京公布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实现单光子多自由度量子

隐形传态、探测到宇宙早期最亮中心黑洞质量最大的类星体和解析细胞炎性坏死的关键

分子机制等研究入选。

按照得票排序，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分别为：实现单光子多自由度量子隐形

传态；理论预言并实验验证外尔半金属的存在；揭示埃博拉病毒演化及遗传多样性特征；

实现对反物质间相互作用力的测量；探测到宇宙早期最亮中心黑洞质量最大的类星体；

发现东亚最早的现代人化石；揭示人类原始生殖细胞基因表达与表观遗传调控特征；解

析细胞炎性坏死的关键分子机制；研制出碳基高效光解水催化剂；实现对单个蛋白质分

子的磁共振探测。

科技部发布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图片来源：新华社）

2 2016年下半年发射 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

发言人 2月 28日表示，中国

将于 2016年中至 2017年上

半年间，组织实施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实验室任务。

为实现上述任务目标，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新研制了天

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和货运飞船，新建了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需要组

织实施 4 次发射飞行任务。

目前，空间实验室任务各项准

备工作正按计划抓紧开展。其中，将由2名航天员组成神舟十一

号飞行任务乘组，航天员正在进行任务训练；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以及配套的2枚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正在进行总装测试；全新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正在进行总

装；货运飞船已经基本完成研制工作，正在进行第一艘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的总装测试；各类空间试验载荷，已完成产品生产

和相关准备；文昌发射场、酒泉发射场、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

统，正按计划进行任务准备工作。

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计划

发射计划表（图片来源：新华社）

3 美国学者发现：印第安人或是殷商后裔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2月27日消息称，一名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化学家、业余

的铭文研究者鲁斯坎普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州、新墨西哥州、俄

克拉荷马州、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的岩壁上发现了 84处殷商甲骨

文或中国象形文字遗迹。在他的发现中，一段镌刻在亚利桑那州

岩壁的古铭文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我们离开已经10年了；前往太

阳之屋的旅程已经完成，该宣布回归了；我们一起完成了旅程。

鲁斯坎普认为，这些美洲印第安人遗留的甲骨文可以追溯至公元

前1300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2800年。因此，他称美

洲印第安人是中国殷商后裔。虽然不少业界人士批驳称，鲁斯坎

普的发现缺乏考古依据作为支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

这一有趣的发现或将改写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

5 世界首个折叠发射望远镜完成主镜拼装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月26日消息称，美国戈达德航天飞行中心完成主镜拼装的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JWST）。JWST被很多人称为哈勃望远镜的继任者，其镜面直径

达6.5 m，接近哈勃望远镜的3倍。JWST的主要科学目标之一是

宇宙早期形成的第一批恒星和星系，因此需要更加强大的集光能

力来探测暗弱天体。而且望远镜的分辨率由它工作的波段和镜

面直径共同决定。

4 中国科学院成果入选《MIT Technology Review》
十大技术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2月23日，《MIT Technology Review》公布了2016年十大技

术突破。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彩霞及

其团队关于植物基因精准编辑技术的研发成果名列其中。

《MIT Technology Review》指出，该技术能够精准、高效、低

成本地进行植物基因组编辑，有望用于生物安全的作物遗传改良

和定向育种，提高农业生产率，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需求。高彩

霞团队主要贡献在于建立成熟、高效的农作物基因精确编辑技术

平台并对重要农作物的定向育种进行了成功尝试，取得了一系列

世界领先的成果。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研发人员与望远镜模型的合影

（图片来源：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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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自主研发复合型机器人开始批量生产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月23日消息称，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新松机器人自动化公

司在沈阳宣布，其自主研发生产的复合型机器人已经开始批量生

产，3个多月时间就销售40余台，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复合型机器人是手脚2项功能集于一身的新型机器人。在以

往机器人的世界里，通用工业机器人被称为机械臂，用以替代人

胳膊的功能；而智能移动机器人（AGV）则用以替代人腿脚的功

能。复合型机器人则是手脚并用，将2种功能组合在一起。

新松此次推出的复合型机器人为国内首创，与国际领先机器

人厂商推出类似产品的时间几乎同时，在精度、速度等指标上不

相上下。这款机器人不但集成了智能移动机器人、通用工业机器

人等工作单元，同时还采用了视觉误差补偿等技术，满足了对整

个机械结构运动精度的苛刻要求，避免了多个运动单元的误差累

积而造成的精度不达标。

9 北京科技奖年轻获奖者比例创纪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7 中国冷冻保存时间最长冻融胚胎试管婴儿在西安出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 月 26 日

消息称，一位女

士 12年前在第

四军医大学唐

都医院冷冻保

存的胚胎，经过

解冻复苏后成

功 孕 育 而 生 。

第四军医大学

唐都医院称，这

是目前中国冷

冻保存时间最

长出生的冻融

胚胎试管婴儿。

胚胎冷冻技术是辅助生殖技术重要的衍生技术之一，是将在

试管婴儿新鲜取卵治疗周期中，胚胎移植后剩余的可利用胚胎进

行冷冻保存，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胚胎解冻，将冻融胚胎移植使患

者受孕的一项技术。

中国冷冻保存时间最长冻融胚胎试管婴儿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8 中国科学家首次用小鼠干细胞体外制造出功能精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7/30]

2月25日消息称，南京医科大学沙家豪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周琪院士、赵小阳研究组首次实现小鼠胚胎干细胞体外分化

并获得具有功能的精子细胞。这被认为是干细胞研究的一项重

要进展，为无精子症男性生育后代带来希望。

该研究组完全在体外环境中培养出功能精子。他们首先将

胚胎干细胞分化得到原始生殖细胞样细胞，然后将其与小鼠睾丸

体细胞混合培养，并添加有助于精子产生的细胞因子及激素，使

生殖细胞完成减数分裂，体外分化获得具有功能的精子。该研究

使用的是小鼠的胚胎干细胞，但此前的研究曾证明，利用成体细

胞培育的小鼠诱导多功能干细胞与胚胎干细胞具有同等的发育

能力。因此他们认为，诱导多功能干细胞有可能替代胚胎干细胞

用于制造精子，从而避免有关伦理问题。胚胎干细胞来源于胚

胎，而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可源于皮肤细胞等。

2月 19日消息称，2015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揭晓，共有

188项成果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29项，二等奖54
项，三等奖105项。获奖项目中，医药卫生、食品安全、交通等民

生项目95项,占50.5%；获奖人员中，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比例

高达68.2%，为历年之最；在所有获奖者中有6位90后，最年轻的

仅25岁。

2011—2015年北京市科技奖获奖人数统计

（图片来源：京华时报）

10 中国完成寨卡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X/30]

2月24消息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与相关单位密切合作，于2月21日直接从输入性感染病例患者尿

液中获得寨卡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这是中国首次获得寨卡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也是全球首次直

接从患者尿液中获得病毒全基因组。该病毒基因组全长 10.8
kb，系统进化分析表明，属于亚洲世系，与巴西、苏里南、波多黎各

等美洲国家流行毒株同源性为99.7%；核苷酸序列比对发现20个

突变位点，其中5个突变位点导致氨基酸改变。

精子细胞的体内发生和小鼠胚胎干细胞在体外制备精细胞的路线

（图片来源：《Cell Stem Cell》）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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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各行各业都会有一阵盘点

旧年、展望新年的热潮，各大榜单纷纷发

布，各种奖项也陆续揭晓。不过，也有一

些评选直到2、3月份才公布结果，比如大

名鼎鼎的奥斯卡奖。2016年2月底，备受

科技界瞩目的两个新鲜出炉的“十大”让

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科技的现状与前

景，同时感受创新的巨大魅力以及未来

的无限可能。

2月25日，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

发布201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评选

结果，十项入选成果分

别为：实现单光子多自

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理

论预言并实验验证外

尔半金属的存在；揭示

埃博拉病毒演化及遗

传多样性特征；实现对

反物质间相互作用力的测量；探测到宇

宙早期最亮中心黑洞质量最大的类星

体；发现东亚最早的现代人化石；揭示人

类原始生殖细胞基因表达与表观遗传调

控特征；解析细胞炎性坏死的关键分子

机制；研制出碳基高效光解水催化剂；实

现对单个蛋白质分子的磁共振探测（2月
25日《科技导报》网站）。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评选活动

始创于 2005年，最初由科技部基础研究

管理中心和科技导报社共同举办，曾命

名为“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此次是

第11届遴选活动。本次入选的成果涵盖

量子物理、天体物理、古人类学和分子生

物学等领域，代表了 2015年中国科学发

展的最高水平。以“实现单光子多自由

度量子隐形传态”为例，这是自1997年国

际上首次实现单一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

以来的又一重大突破，为发展可扩展的

量子计算和量子网络技术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同时再次表明潘建伟潘建伟院士领衔的

团队站在世界量子信息研究领域最前沿

的位置。

这些成果在国际上同样受到广泛关

注，例如“理论预言并实验验证外尔半金

属的存在”此前已经入选英国《物理世

界》（Physics World）评选出的“2015年十

大突破”以及美国物理学会（APS）评选出

的“2015年世界物理八大进展”。近年

来，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不断提高，“十

大进展”已经成为比肩国际顶尖水平的

科研成果，并且得到国际科学界越来越

多的认可。

科学的不断进步深刻改变了我们对

世界的认识，而技术的不断发展则影响

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由麻省理工学院主

办的著名科技期刊《MIT Technology Re⁃
view》近日评选出“2016 年十大突破技

术”，这十项技术分别为：免疫工程、精确

编辑植物基因、语音接口、可回收火箭、

知识分享型机器人、DNA应用商店、So⁃
larCity的超级工厂、Slack通信软件、特斯

拉自动驾驶仪以及空中取电。在过去的

一年里，这十项技术已经到达一个里程

碑的阶段或者即将到达这样一个阶段，

在未来很有可能解决人类关切的重大问

题（2月23日《MIT Technology Review》）。
《MIT Technology Review》从 2001年

开始，每年都会公布“十大突破技术”，并

预计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的重大影响。

这些技术代表了当前世界科技的发展前

沿和未来发展方向，反映了近年来世界

科技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该杂志主

编 Jason PontinJason Pontin这样说道：“突破性技术的

定义非常简单，就是能够给人们带来高

质量的运用科技的解决方案”。

这次榜单公布后，我们发现其中不

乏中国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身影。中

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

员高彩霞高彩霞及其团队在植物基因精准编辑

技术领域有重要工作。该技术能够精

准、高效、低成本地进行植物基因组编

辑，有望用于生物安全的作物遗传改良

和定向育种，提高农业生产率，满足日益

增长人口的需求。高彩霞团队的主要贡

献在于建立成熟、高效的农作物基因精

确编辑技术平台并对重要农作物的定向

育种进行了成功尝试，取得了一系列世

界领先的成果。此外，百度开发的深度

语言识别技术使语音接口变得更为实用

和有效，这样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也会变

得更加容易。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吴恩达

（Andrew Ng）就表示：“随着语言识别变

得更值得信赖，我希望它可以融入到我

们的生活中”。

在这十大突破技术中，有一个值得我

们注意的现象，就是其中 3项（可回收火

箭、SolarCity的超级工厂和特斯拉自动驾

驶仪）都与Elon Musk有关。作为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Elon Musk在开启电子支

付时代后，又在科技界四面出击，并且取

得了令人惊讶的成

就。除此这次上榜的

3项技术外，他还致力

于开发名为Hyperloop
的超级高铁。这种时

速超过 1000 km/h 的

高铁一旦开发成功，

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通行时间将会缩短

到仅有半个小时，无疑是对现有交通方式

的一次颠覆。而在这一系列科技成果的

背后，Elon Musk及其团队始终怀有改变

世界的愿景及强烈的创新精神才是最值

得中国科技界借鉴的地方。

3月 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在北京开幕。提交会议审议的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将创新驱动发展置

于优先位置。在草案列举的今后五年中

国重点突破的基础前沿科学领域中，“宇

宙起源”居首，其他还包括“物质结构”、

“生命演化”和“脑与认知”等（3月 5日新

华社）。这充分反映了国家对基础研究

的重视，也说明基础研究对科技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正如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新张新民民所说：“没有基础研究，创新只是

小打小闹”。

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关

键节点，只有重视基础研究，发扬创新精

神，中国才能完成从“科技大国”向“科技

强国”的转变。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中

国十大科学进展”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

甚至包括几项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而

国外的各类“十大”榜单中也会有更多中

国科研机构及研究人员的身影。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十大十大””榜单与创新精神榜单与创新精神

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获奖，技术进步的意义也不在入榜，但

是一些重要榜单却可以为我们勾勒出科技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同

时展现出创新精神的巨大价值。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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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科技领域就是一个无形的竞技场，

真正的核心、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是市

场换不来的。中国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中走在前头，就要在一批核

心、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始终抓住科

技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化这个关键，特

别是实现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工程

化产业化，把创新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实现科技创新引领支撑产业发

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

周济周济

《人民日报》[2016-02-29]

兴趣是一种思想，特长是一种技能，

把两者融合起来，才能不断走向成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郑永飞郑永飞

《中国青年报》[2016-02-29]

航天应用不能总是“高大上”，应该

降低门槛，使其平民化，这既需要协会推

广相关技术，还要加大对遥感的科普宣

传。

———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一司司长—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一司司长

李国平李国平

新华社 [2016-02-28]

用城市通风廊道来治霾很难标本兼

治，规划实施与目标达成具有较大不确

定性；规划、设计、立项、审批、实施、建设

和使用等流程，缺少系统性的政策保障

和参照标准。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

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中心副主任 徐振强徐振强

《科技日报》[2016-02-28]

与德国“工业4.0”相比，中国的任务

相对更艰巨一些，既要补2.0的课，补3.0
的课，还要追 4.0。不管是“中国制造

2025”还是“工业 4.0”，共同关注的重点

是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将会促进工业行业发生颠覆性、革命性

的变化。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苗圩

新华社 [2016-02-26]

工程科学研究仅仅有理论是不够

的，需要把理论成果应用于解决实践中

的问题，把科研成果转换成生产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湖南大学

风工程试验中心主任风工程试验中心主任 陈政清陈政清

《中国教育报》[2016-02-26]

要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

首先体现在重视人才，包括培养人、吸引

人和留住人3方面，其次是不断优化研发

经费的分配，还有就是培育有利于人类

生态文明发展的价值观，这样才能使我

国从研发大国迈向研发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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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长副院长 武夷山武夷山

《科技日报》[2016-02-25]

长期以来，规划环评“编而不评”“未

评先批”“评而不用”；建设项目“未批先

建”“擅自变更”“未验先投”等现象屡禁

不绝，既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突发环

境事件的罪魁祸首，也是布局混乱、产能

过剩、开发无序的主要原因，必须尽快建

立责任追究体系。要改变这样的状况，

一方面要加大对相关人员的问责力度，

一方面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让民众

参与环评监督。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潘岳潘岳

《中国青年报》[2016-02-25]

投入基础研究首先要完善支持基础

研究的体制机制。在新的科技计划体系

当中，有3个重要的部分支持基础研究：

第一个是加强面上的研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支持科技工作者的自由探索；聚

焦重大需求，对面向未来的量子通讯、生

命科学、干细胞、环境保护等方面基础研

究进行重点支持；在“全链条一体化”的

设计中，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经济社会包

括解决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问题，并统

筹考虑基础研究。

———科学技术部部长—科学技术部部长 万钢万钢

《中国青年报》[2016-02-25]

未来引力波的探测，中国应有一席

之地，有自己的引力波探测平台，有自己

的引力波天文台。“天琴计划”将成为中

方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集聚全世界最

优秀的科学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中山大学校长

罗俊罗俊

《中国教育报》[2016-02-29]

近些年，随着国家各类人才计划，特

别是中组部“千人计划”的实施，大批来

自国际一流科研单位的人才回到国内，

他们了解国际合作运行模式，能够参与

高层次合作。同时，中国科学家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也有所提升，过去的合作以

跟踪、学习、模仿为主，现在逐步并驾齐

驱。

———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副院长 侯祚勇侯祚勇

《人民日报》[2016-02-19]

一个国家科技越是发达，创新的成

果越是丰富，成果转化越是顺畅，它的产

业必然会越发达，经济效益也越显著。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遥感与北京大学遥感与

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 童庆禧童庆禧

《中国科学报》[2016-02-24]

国家计划管理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

要按照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

求，提高科技计划的效率，增强创新能

力，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构建新的科技计划体系框架和布局，着

力解决制约我国科技计划引领带动创新

发展的深层次重大问题。遵循科技发展

的客观规律，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更好地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的全面创新。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侯建国侯建国

《科技日报》[2016-02-17]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报》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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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寨卡””成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成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
西非埃博拉疫情蔓延的阴云还未完

全散去，寨卡病毒又如暴风骤雨般袭击

了美洲大陆。2016年2月1日，世界卫生

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寨卡病毒的暴

发和传播已经构成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此时，距该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

国际卫生紧急事态仅仅过去一年半的时

间。与前者相比，寨卡病毒似乎更为温

和，鲜有致死病例，但它与新生儿小头症

和其他神经系统并发症“非同寻常”的联

系，更加引人忧心。

已有证据显示寨卡病毒或致婴儿小头症

截至 2月 19日，寨卡病毒已在美洲

28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本地传播，共有 36
个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寨卡病毒

确诊病例。该组织美洲区官员西尔万西尔万··

阿尔迪吉耶里阿尔迪吉耶里预计，寨卡病毒在美洲将

感染300万~400万人，其中多数感染者可

能没有症状。也就是说，很多人压根儿

就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该病毒。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教授王凌航王凌航介绍

说，寨卡病毒感染者中只有20%～25%的

人会出现临床症状，包括发热、皮疹和肌

肉、关节疼痛等，也可伴有结膜炎、眼后

痛和呕吐等表现，一般都比较轻，而且通

常在2～7天后自愈。需要住院的重症比

例很少见，病死率很低。的确，在意识到

其可能引发并发症之前，寨卡一直被视

为良性病毒，而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然

而，一旦孕妇被感染，则很有可能增加新

生儿患小头症的风险，以及可能引起的

格林-巴利综合征才是人们的关切所在。

小头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患有

小头症的婴儿和儿童通常会在生长过程

中遇到大脑发育障碍，有严重的学习困

难，易发癫痫，肢体难以协调等问题，甚

至可能过早失去生命。当前，对于新生

儿小头症除了观察和手术辅助治疗之

外，还没有治愈的办法。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托马

斯斯··弗里登弗里登在美国众议院一个听证会上

说，他们发现了“迄今表明寨卡导致小头

症的最有力证据”。此前，该机构与巴西

科研人员合作，在两名出生不到 24小时

死亡的巴西小头症婴儿的脑组织中发现

了寨卡病毒。另外有数据表明，在寨卡

病毒开始传播后，巴西小头症的发病率

激增。自 2015年 10月以来，巴西卫生部

门已经记录了超过 4000例小头症病例。

在这之前，巴西平均每年新生儿的小头

症病例约为150例。对此，世界卫生组织

助理总干事布鲁斯布鲁斯··艾尔沃德艾尔沃德说，越来越

多的证据显示，寨卡病毒与新生儿小头

症间存在关联，但最终证实该关联还需

4~6个月时间。

格林-巴利综合征是一种神经系统

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病变在脊神经根

和脊神经，可累及颅神经，会造成对称性

麻痹、四肢软瘫，以及不同程度的感觉障

碍，少数严重者可引起致死性呼吸麻痹

和双侧面瘫。治疗可减轻病情的严重程

度，并促进多数患者的康复，但目前尚没

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治愈方法。

已经有研究团队宣称，证实了寨卡

病毒与格林-巴利综合征之间存在关联，

并将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柳叶刀》上。

领导研究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教授阿尔

诺·封塔内介绍说，寨卡病毒疫情暴发时

格林-巴利综合征病例增加了20倍，并且

9成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在神经系统

出问题之前的1个星期曾感染寨卡病毒，

而血液分析结果也支持此两种流行病学

结论。但也有研究人员表示，仍需要更

多研究来证明寨卡病毒在美洲地区的大

范围传播会引起当地格林-巴利综合征

病例增加，因为很多当地因素会对此有

影响。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宣布证

实寨卡病毒与格林－巴利综合征之间的

因果关系。

未知尚存，当前对抗“寨卡”控蚊是关键

寨卡病毒最早于1947年在恒河猴体

内被发现，这只猴子生活在乌干达的寨

卡森林，该病毒由此而得名。寨卡病毒

与登革病毒、乙型脑炎病毒和西尼罗病

毒同属黄病毒科。在本次疫情持续发酵

之前，寨卡病毒曾有两次暴发记录，分别

发生在2007年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雅浦岛和2013年法属波利尼西亚。

为了加快相关研究，来自美国、中国

及欧洲等地的 31个研究机构、学术期刊

等已经签署联合声明，承诺将尽可能快

速与公开地免费分享有关寨卡病毒的研

究数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都在参与之列。牛津大学教授特特

鲁迪鲁迪··朗朗介绍说，国际专家和受疫情影响

国家的科研人员正通过该大学下设的

“全球健康网络”等平台来共享寨卡病毒

研究的资源。美国与巴西已同意在寨卡

疫苗研发上加强合作，并开始着手研

发。遗憾的是，截至发稿，关于寨卡病毒

暴发的原因、传播方式以及与小头症的

关联等尚有许多未知。

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国已直接从

患者尿液标本中分离出该病毒，成功获

得寨卡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有专家认

为，获得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可为病毒

的溯源和进化提供重要证据，并用于指

导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的研发。

按照目前的研究进展，尚未有明确

有效应对该病毒的方法，但控制该病毒

的传播载体几乎是共识。牛津大学数学

生物学教授迈克尔迈克尔··邦斯尔邦斯尔说，在应对寨

卡病毒传播的过程中，迅速有效地控制

病毒载体——伊蚊非常关键。中国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寨卡病

毒病诊疗方案（2016年第 1版）》。指出，

带病毒的伊蚊叮咬是本病最主要的传播

途径。据监测，我国有与传播寨卡病毒

有关的伊蚊种类主要为埃及伊蚊和白纹

伊蚊，其中埃及伊蚊主要分布于海南省、

广东省雷州半岛以及云南省的西双版纳

州、德宏州、临沧市等地；白纹伊蚊广泛

分布于河北、山西、陕西以南区域。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从来不乏病

毒的身影，不断带来传染病的困扰。现

在，我们还未能走出“寨卡”这片迷雾森

林，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分子病毒学教

授乔纳森纳森··鲍尔鲍尔所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

寨卡病毒在这次和以往的疫情中具有怎

样的传播规律前，“都很难准确预测这一

病毒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文//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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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同志把创新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围绕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习近平关

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本书选摘习近平2012年12月

7日至2015年12月18日期间的讲话、文章、贺信、批示

等50多篇重要文献。

新华网 [2016-03-03]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正式出版

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

筹建工作座谈会召开

3月1日，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筹建

工作座谈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中国

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尚勇尚勇出席并主持座谈会。中国工程

院原副院长杜祥琬杜祥琬，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原副总经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李国安李国安，以及8家军民融合学会联

合体筹建学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尚勇指出，成立军民融合学会联合

体是落实中央关于中国科协全面深化改

革部署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推动科技体

制改革和群团工作改革、促进军民融合

意义重大。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由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造船

工程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宇航学

会、中国兵工学会、中国核学会、中国复

合材料学会等8个学会共同发起筹建，主

要功能是在军民融合领域搭建科技人员

高效互动、协同攻关、资源共享、共图发

展的平台，为开展高水平大学科宽领域

的学术交流，促进更大范围的军民融合

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提出重大决策建

议，更好地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开展表彰

奖励活动，规范学术行为，推动学科交叉

融合工作等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6-03-04]
尚勇与部分学会负责人

座谈学会改革发展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日前主持召开调研座

谈会，分别与中华医学会、中国数学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有关负责人就学会改

革发展、学会联合体建设等内容进行交

流研讨，部署推动相关学会改革发展工

作。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王

春法春法一同参会。

尚勇指出，学会是科协直接联系服

务科技工作者的载体和纽带，学会工作

是科协的主体工作，学会改革的进展直

接关系到科协系统深化改革的成效，希

望到场学会率先行动，认真落实科协系

统深化改革工作部署，为其他全国学会

提供经验借鉴。到场学会负责人分别介

绍了各学会落实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

方案情况及学会改革创新工作思路和计

划。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饶克饶克

勤勤，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袁亚湘，中国电机

工程学会理事长郑宝森郑宝森、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谢明亮谢明亮等参会。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6-03-03]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将举办纪念

光纤发明50周年大会等系列活动

1966年，华裔物理学家高锟高锟发表题

为《用于光频的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研

究论文，开创性地提出利用石英玻璃制

作光学纤维（简称光纤）并在通信上应用

的基本原理，一场划时代的通信方式得

以诞生，对人类信息社会产生了重要和

深远的影响。短短几十年间，光纤网络

遍布全球，并以每小时增加数千公里速

度扩展。2016年恰逢光纤发明50周年，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将联合美国光学学会

(OSA)，于5月9—1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共同主办“光纤改变世界——纪念

光纤发明50周年大会”，邀请国内外知名

院士、专家学者、行业先锋齐聚北京，共

同纪念这一发明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展

望未来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及新的产业

增长点。同期，由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主

办的国际光电技术与应用系列创新研讨

会、由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及中国高科技

产业化研究会主办的2016年光电子·中

国博览会等活动也将在北京举行。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2016-03-02]
中国建筑学会将出台首个团体

标准《混凝土用镍铁渣粉》

1月22日，由中国科协批准立项、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制订的中国建筑

学会团体标准《混凝土用镍铁渣粉》（以

下简称《标准》）送审稿审查会议在北京

召开。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和中国建筑

学会有关负责人、审查专家及编制组成

员参加了会议。审查委员会认为《标准》

合理地将镍铁渣粉划分为电炉镍铁渣粉

和高炉镍铁渣粉，首次提出了可浸出镍

含量、可浸出铬含量的限值，主要技术指

标设置合理，操作适用性强，能满足工程

建设需要，为规范镍铁渣粉的生产与检

验，保证混凝土质量，促进工业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提供了技术依据。本标准的

发布实施对于保证镍铁渣粉安全、合理

用于混凝土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

推进作为目前第4大冶金渣的镍铁渣资

源化利用，推进混凝土的绿色化发展。

中国建筑学会 [2016-03-02]
中国化学会2015年
新增荣誉会士6人

为表彰对中国化学及中国化学会与

外国学会间交流做出贡献的国外友好人

士、国外卓越的学者与专家，进一步加强

与国际著名科学家间的联系，中国化学

会设立荣誉会士制度。2015年，经过提

名、遴选，6名国际著名科学家获得“中国

化学会荣誉会士”称号。他们分别是：德

国美因茨大学教授 Helmut RingsdorfHelmut Ringsdorf、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化学系暨科学院士

Donald G. TruhlarDonald G. Truhlar、德国马普弗利兹-哈

伯研究所教授Hans-Joachim FreundHans-Joachim Freund、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教授Federico RoseiFederico Rosei、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Tobin J. MarksTobin J. Marks、英国

诺丁汉大学教授Martyn PoliakoffMartyn Poliakoff。中国

化学会荣誉会士设立于2009年，总人数

不超过100人。至今，已有世界各国著名

化学家39名获此殊荣。

中国化学会 [201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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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第一个水产院士

工作站成立

我国水产大省江西省第一个水产院

士工作站日前在江西省鄱阳县鄱阳湖壹

号渔业集团揭牌。中国水产学会副秘书

长曲宇风曲宇风代表中国水产学会参加揭牌仪

式。

中国水产学会近几年积极支持鄱阳

湖水产事业。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学

会在鄱阳县创建了水产120服务站，进行

了“党建强会”送科技下乡活动，并发动

会员加入学会科技服务活动。学会的倡

议得到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桂建芳桂建芳院士的支持，在共

同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在鄱阳县建

立院士工作站，以助力江西省水产业的

创新驱动战略。

中国水产学会 [2016-02-02]
TWAS院长办公会召开

白春礼主持

3月 1日消息，中国科学院院长、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长白春礼白春礼日

前在意大利主持召开TWAS院长办公会

议，就2016年TWAS院士选举、TWAS大

会、TWAS战略发展规划和其他工作重点

等进行部署。随后几天内，白春礼应邀

顺访了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的重要科研

机构。

在访问意大利期间，白春礼与意航

天局局长Roberto BattistonRoberto Battiston等人举行会

谈并签署中意航天合作协议。白春礼介

绍了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

项、暗物质空间科学卫星、量子通信卫星

等工作进展，以及与欧洲空间局等机构

的合作情况。随后，白春礼访问了匈牙

利科学院并与院长 László LovászLászló Lovász续签

了双边合作协议，匈牙利研究发展创新

署署长József PálinkásJózsef Pálinkás与白春礼进行了

单独会谈，双方就如何促进人才交流与

中匈科技合作进行讨论；在访问波兰科

学院期间，院长 Jerzy DuszyńskiJerzy Duszyński向白春

礼介绍了由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

克共同建立的四国合作战略。他强调，

中国是该战略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希望

在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建立联合

实验室以推动实质性合作。白春礼表

示，欢迎波兰科学家利用中国科学院国

际人才计划赴中访问和工作，称这将催

化更多合作机会。

《中国科学报》[2016-03-02]

美多样性计划力争提高

少数族裔科学代表率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希望让

美国科学界变得更加包容，想法越多越

好。近日，NSF宣布将在2016年年底颁

发小额奖金，用于奖励数十个验证扩大

科学和工程参与度的新方法。获得为期

2年30万美元试点资助的研究人员将有

机会在下一年竞争为期5年的1250万美

元 奖 金 。 NSF 把 该 项 目 称 为 IN⁃
CLUDES。

尽管存在很多意图良好的全国性计

划，但是科学任务中女性和少数族裔代

表人数不足一直是个问题。NSF主任

France CordovaFrance Cordova一直反复提及要推动解

决这一问题。现在，这项整体斥资约

7500万美元的计划有望扮演重要角色。

Cordova希望通过该计划，改变科学和

工程界，使其全面、广泛地具有包容性。

其中的建议之一是提高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领域少数族裔的代表率。还有一

项是通过广泛的合作项目促进“代表率

不足以及低社会经济群体学生的成功”。

《中国科学报》[2016-03-01]
意大利科学家抗议削减经费

意大利科学家近日发起关于国家科

研系统现状的国家层面的讨论。他们希

望政府逆转连续数年来的经费削减，防

止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流向海外工作。

近日，数百名研究人员和学生聚集在罗

马大学一个气氛热烈的会场，倾诉他们

的境遇。

此次抗议活动始于几周前发表于

《Nature》杂志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由

罗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Giorgio ParisiGiorgio Parisi起
草，并由其他 69名研究人员联盟签字。

信件称意大利“严重忽视了研究基础”，

并敦促欧盟向包括意大利政府在内的各

国政府施压，“从而使其研究经费至少可

以维持在最低水平”。这封信件同时伴

随着网上请愿活动，到目前为止已有5万

多人签名，主张欧盟应该像2000年里斯

本战略规定的那样，在要求成员国减少

财政预算赤字的同时，要求它们在研发

领域至少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 3%。而

当前意大利在研究领域的经费支持仅占

GDP的1.25%。Parisi表示，这封信和请

愿书的真正目标是意大利政府而非欧

盟。自2009年以来，政府对意大利高校

的资助已经下降了10亿欧元左右，约占

13%。相较于国家GDP而言，意大利拥

有较少的研究人员，这意味着该国在获

取欧洲研究经费方面成功的可能性也更

低。

《中国科学报》[2016-03-03]
3名英国科学家

获2016欧洲大脑奖

3月 1日，格雷特·伦德贝克欧洲大

脑研究基金会在伦敦宣布，将 2016 年

“格雷特·伦德贝克欧洲大脑研究奖”（简

称大脑奖）授予３名英国科学家，以表彰

他们在解析人脑记忆相关机制方面的突

出贡献。分享今年欧洲大脑奖100万欧

元奖金的３名英国科学家分别是弗朗西弗朗西

斯斯··克里克克里克研究所研究员蒂姆蒂姆··布利斯布利斯、

爱丁堡大学教授理查德理查德··莫里斯莫里斯、布里斯

托尔大学教授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科林格里奇科林格里奇。

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这３名科

学家从细胞和分子层面揭示了一种名为

“长时程增强效应”现象背后的运行机

制，以及这种现象如何影响我们学习和

记忆的能力。“长时程增强效应”是发生

在两个神经元信号传输中的一种持久增

强现象，能同步刺激两个神经元。这是

与突触可塑性（即突触改变强度的能力）

相关的几种现象之一，被普遍视为构成

学习与记忆基础的主要分子机制之一。

此前研究已显示突触可塑性受损与自闭

症、精神分裂症、焦虑、抑郁、癫痫等涉及

脑部的疾病相关。

新华社 [2016-03-03]
17位华人学者

获2016年斯隆研究奖

2 月 23 日，艾尔弗·斯隆基金会

（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公布

了2016年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顾臻顾臻、田博之田博之等来自全球

不同科研机构的17位华人获此殊荣。斯

隆研究奖自 1955年设立以来颁发给物

理学、化学和数学领域的杰出青年，以向

这些“早期职业科学家和学者提供支持

和认可”，后来陆续增加了神经科学、经

济学、计算机科学以及计算和进化分子

生物学。本届获奖者共126名，虽然奖金

数额并不抢眼，但该奖项自设立以来共

产出了43位诺贝尔获奖者，16位菲尔茨

奖获奖者，以及众多杰出人才。

科学网 [2016-03-0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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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间接费用政策解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间接费用政策解读

·科技建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资金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

简称“基金委”）联合修订颁布，自 2015年 4月 15日正式实施。

在《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

意见》发布之后，该办法成为科技政策第一个“由天落地”的管理

办法。

《资金管理办法》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

重大决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管理变革。该办法第八条规定“项

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首次设立“间接费用”开支科

目，明确实施间接成本补偿机制，开启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

下简称“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改革的序幕。科学基金间接

费用约占总经费的20%，首批间接费用在2016年2月按照依托

单位（全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指经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审核，具有科学基金管理资格并予以注册的单位，科研

人员需通过依托单位申请和承担科学基金项目）集中进行核定、

批准和拨付。

间接费用核定范围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科学基金项目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

型。按照财政预算类别不同，可以分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按照资助方向目的不同，可以

分为“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按照项目资金

使用特点不同，可以分为“研究类项目”和“非研究类项目”。科

学基金对于研究类项目予以核定间接费用，对于非研究类项目

不予核定间接费用。

间接费用核定方法

对于予以核定间接费用的研究类项目，科学基金分类采用

两种核定方法：一是比例法，二是固定额度法。其中，比例法是

指对于一般研究类项目，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

规定，在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基础上，运用分段超额累

退比例计算核定间接费用。具体的比例为：项目直接费用扣除

设备购置费后，金额在500万元及以下部分为20%，金额为500
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的部分为13%，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部

分为10%。固定额度法是指对于固定资助强度的研究类项目，

按照固定额度核定间接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无论是比例法，还是固定额度法，间接

费用中的绩效支出都按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核

定；第二，间接费用核定要与依托单位信用等级挂钩，不同信用

等级的依托单位，间接费用核定有所区别。

间接费用批准拨付

间接费用实行与直接费用“分开批准、分别拨付”的方式。

项目申请人（或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申请和提交项目计划书时，

只需对项目直接费用编列预算。项目立项时，只批准资助项目

的直接费用金额，间接费用由基金委单独统一核定和批准。具

体来说，每年1月1日以后，基金委以各依托单位上一年度（1月

1日—12月31日）获得资助项目的直接费用金额为基础，结合依

托单位的信用等级情况，运用上述两种间接费用核定方法，统一

进行核定汇总，按年度、依托单位进行间接费用资助审批，下发

间接费用批准通知。

在拨付时，间接费用按照项目执行期，分年度平均拨款、每

年上半年集中拨付当年应拨付的间接费用。间接费用与直接费

用分开拨付，单独拨到各依托单位。如果项目状态发生变更，间

接费用拨付也要进行相应调整。其中，项目依托单位变更的，已

拨付间接费用留在原单位，未拨付间接费用拨至新单位；项目缓

表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间接费用核定范围

分类

研究类项目

（予以核定）

非研究类项目

（不予核定）

具体项目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集成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国际（地

区）合作研究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

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应急管理项目（研究

项目）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调研

项目、战略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广东联合基金

超算应用专项）、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局室委托

任务及软课题项目、应急管理项目（科技活动项目）

表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间接费用“固定额度法”

项目名称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新启动项目）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延续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2年期资助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延续资助项目）

NSFC-新疆联合基金项目

NSFC-河南人才培养联合

基金项目

资助强度

1200
（840）

600
（420）

400
（280）

150

20

200

100

30

直接费用

1050
（735）

525
（367.5）

350
（245）

130

18

180

90

27

间接费用

150
（105）

75
（52.5）

50
（35）

20

2

20

10

3

单位：万元

注：括号内数额为数学、管理领域的资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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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的，间接费用同时缓拨；项目终止的，未拨付间接费用停拨；项

目撤销的，未拨付间接费用停拨，已拨付间接费用收回。

间接费用支出管理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关于间接费用支出范围的相关

规定，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

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用于补偿依托单位为了

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

管理费用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是指依托单位为了

提高科研工作的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并且要求绩效支出不得

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

间接费用由依托单位统一管理使用。各依托单位需要结合

自身实际制定间接费用管理办法，合规合理使用间接费用，结合

一线科研人员的实绩，公开、公正安排绩效支出，体现科研人员

价值，充分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作用。实施间接费用政策以后，

各依托单位不得在核定的间接费用以外，再以任何名义在项目

直接费用中提取、列支相关费用。

对科研人员和依托单位的影响

与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中的“管

理费”相比，间接费用在开支比例、开支范围和批准拨付等方面

有较大的变化，主要是提高了开支比例，扩大并更加明确了开支

范围。同时，允许开支一定比例（5%）的绩效支出，用于提高科

研工作的绩效，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在批准拨付方面，间

接费用与原管理费完全不同。间接费用实行与直接费用“分开

批准、分别拨付”的方式，由基金委按年度单独核定批准、集中拨

付到各依托单位，由依托单位统一管理使用。

实行间接费用政策以后，依托单位的间接成本能更好的得

到补偿，从而为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管理中更好履行主体责任

提供条件保障。与此同时，依托单位要按规定制定本单位的间

接费用管理办法，结合科研实际，公开、公正安排绩效支出，为项

目研究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广大科研人员在科学基金直接费用

和间接费用的支持下，能够更好的开展科学研究与探索。间接

费用将促使依托单位为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基础保障和

管理服务，绩效支出对科研人员的智力劳动予以奖励和认可，可

以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热情。

科学基金作为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

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之首，肩负着聚焦基础研

究和科学前沿，注重交叉学科，培养优秀科研人才和团队，增强

源头创新能力，向国家重点研究领域输送创新知识和人才团队

的重任。《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发布，以及包括间接费用在内的

一系列项目资金管理改革措施的实施，必将为科学基金更好的

支持基础研究，为广大科学家自由开展科学研究探索，进而为提

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保障，并更好

地助力我国科技的发展。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唐福杰 1，郭蕾 2，高素青 3，郑仲文 4

作者简介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会计师；2.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处长；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

院，在读博士；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处长；4.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局长。

表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间接成本补偿机制比较

项目

开支比例

开支范围

批准拨付

管理费

5%

依托单位为组织

和支持项目研究

而支出的费用,包
括项目执行中公

用仪器设备、房屋

占用费等

随项目资助经费

批准、下拨，由依

托单位逐一从项

目中提取

间接费用

20%、13%、10%，或固定额度

依托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

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

费用，主要用于补偿依托单位为了

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

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

用以及绩效支出等

与项目直接费用分开批准、分别拨

付，由基金委按年度集中核定批准，

单独、直接拨付到依托单位，由依托

单位统一管理使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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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雷陈学雷：“：“上天入地上天入地””搜寻暗物质搜寻暗物质

20世纪初，看似完美的牛顿万有

引力定律几乎可以解释除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以外的物理

与天文学的一切运动过程，当时这2个
无法被牛顿定律解释的实验被称为物

理天空中的两朵乌云。也正是由于这

两朵“乌云”的存在才促成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的诞生，进而带来了一场物理学

革命。现如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仅能

解释的宇宙成分的 4%，而其余的 96%
由暗物质和暗能量构成，它们的本质还

未知，可以说是 21世纪物理学的另外

两朵“乌云”。

20世纪 30年代，暗物质第一次被

发现提出以来，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就

未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与想象的步伐，粒

子模型的不确定性也不能解释暗物质

粒子，这使当代物理面临严峻的挑战。

暗物质究竟是什么？到底存在于哪

里？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萦绕在科学

家的心头，久久未曾解开。

2015年中国发射“悟空”暗物质探

测卫星，中国在暗物质探测领域又向前

迈进了一步。值此时机，《科技导报》采

访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宇宙暗物

质暗能量组首席研究员陈学雷，请他阐

释暗物质研究及探测的进展。

暗物质发现历史

“提到暗物质的发现历史，总是避

不开海王星的发现过程。”陈学雷说，牛

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后，天文学家一直用

引力定律来解释一切天体的运动规

律。但由于引力定律难以解释天王星

的异常运动，法国天文学家Urbain Le
Verrier和英国天文学家 J. C. Adams据
此猜测可能存在其他行星的作用，导致

天王星的运动无法用万有引力来解释，

这一猜测促成了 1846年 J. G. Galle发
现海王星。陈学雷说海王星的发现过

程与暗物质的发现过程极其相似。

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 F. Zwicky在研

究Coma星系团成员星系运动时发现，

Coma星系团里星系的运动速度远远高

出预想，并且超过了该星系团的逃逸速

度。另外，他利用后发星系团边缘星系

的运动估计出星

系团的总质量，与

根据后发星系团

星系数量和总亮

度估计出的星系

团总质量进行对

比，发现前者是后

者的大约 400 倍。

星系团中可见星

系所提供的引力

远远不足以提供

足够的向心力，以

拉住边缘星系极

快 的 运 动 速 度 。

因此 F. Zwicky 大

胆提出宇宙中存

在人类还未曾观测到的物质，并将其命

名为“暗物质”。随后在 1970年，美国

天文学家V. Rubin在对仙女座大星云

中星体旋转曲线的研究证实了星系外

围星际气体的旋转速度并未随距离的

增加而有明显的下降。这从另一个方

面证实了在星系及其外围存在大量不

可见的暗物质。并且暗物质的总质量

远远大于星系中可见部分的质量之和，

这是最早的比较明确证实暗物质存在

的证据之一。

2006年，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对

子弹星系团的观测，发现星系团中发光

的热气体和 2个星系的质量中心并不

是重合的。陈学雷说，这一现象被天文

陈学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宇宙暗物质暗能量组首席研究员，主

要研究方向为宇宙学与粒子天体物理。

子弹星系团（Bullet星系团）的X射线观测和

引力透镜成像结果（图片来源：凤凰科技）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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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认为是证实暗物质存在最直接的

证据。由于暗物质粒子不像普通的重

子物之间会发生很强的相互作用，暗物

质粒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互作用，因

此普通物质通过相互碰撞而产生减速

效应，造成子弹星系团在大碰撞之后，

暗物质和普通重子物质的空间分布出

现了较为明显的分离。这一结果用修

改引力定律非常难解释，但是如果引入

暗物质，那就相对自然的多。因此，子

弹星系团的观测最为直观的证实了暗

物质的存在。

虽然，暗物质的存在得到了大部分

天文学家的承认，但是，它到底是什

么？以什么形式存在？新的问题摆在

了天文学家乃至物理学家的面前。

探测暗物质的意义何在？

暗物质探测为何让粒子物理学家

和天文学家如此关注？陈学雷认为，正

确认识暗物质，一是对于认识物质的基

本结构和基本相互作用可能起到关键

的作用；二是对于更进一步解开宇宙爆

炸之谜有一定帮助。

有部分科学家猜测暗物质的产生

可能是源于宇宙早期的高温过程。陈

学雷解释说，在宇宙形成的早期，要经

历一个高温的阶段。这时候宇宙中的

粒子能量要高于现在已有的一切对撞

机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新物理很有

可能会发生作用。因此他说可以认为

暗物质是早期宇宙大爆炸产生的粒

子。除此之外，由于暗物质的产生需要

超高温高密度的条件，因此目前人类还

未能在对撞机上创造出暗物质粒子。

如果大胆假设一下，人类可以在对撞机

上创造出某种新物理所预言的寿命长，

且为中性的粒子，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暗

物质的粒子。进一步说，假设暗物质粒

子被探测到，其性质也将对新物理模型

的创建起到推动和限制作用。因此，陈

学雷推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搜寻暗

物质对于宇宙学、天文学和粒子物理是

相通的。

也正因为暗物质模型在搜索前期

搜索暗物质阶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所以陈学雷预言说，暗物质因此也

可以看作是连接新物理与标准模型的

桥梁，同时也是连接微观世界和宇宙宏

观世界的桥梁。在他看来，对暗物质问

题的研究是人类探索更深层次的基本

粒子相互作用、寻找新物理信号的指路

牌。并且暗物质研究在天体物理领域

与粒子物理领域都有重要意义，它决定

了星系和星系团的动力学特征，促进了

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生成，有助于解释电

弱破缺理论。

如何上天入地搜寻暗物质？

目前，探测暗物质存在的方法主要

有 3种，即空间探测、地下探测以及对

撞机创造“暗物质”。在陈学雷看来，3
种方法相辅相成，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手

段在不同空间领域探测暗物质。

空间探测是根据暗物质粒子相撞

相互湮灭后产生的高能伽马射线或者

高能的正反粒子对的理论，通过探测宇

宙中过量的伽马射线，或来路不明的高

能反物质粒子，来间接证明暗物质的存

在。中国发射的“悟空”暗物质探测卫

星应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地下探测是将暗物质探测器深埋

地下，厚厚的岩石层可以排除其他粒子

的干扰。陈学雷说，暗物质无处不在，

且会参与弱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只

能在原子核内部发挥作用。被暗物质

粒子碰撞后原子核会发光发热或者会

偏离原来位置。这些光、热和位移都是

“悟空”暗物质探测卫星（图片来源：果壳网）

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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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探测到的。因此深埋在地下的

探测器就通过守株待兔的方法，在探测

器里装上大量反应物质，等着暗物质与

原子核的“巧遇”。中国的锦屏地下实

验室就是利用这种方法直接探测暗

物质。

对撞机上创造暗物质粒子。根据

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能量和质量是等

价的，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进行的粒子碰撞

实验，能量束相互碰撞后，会转化为多

种多样的粒子四处逃散，如果能量足够

高，理论上是有可能碰撞出暗物质粒子

的。由于暗物质不可见，设置在周围的

探测器无法探测记录到，因此如果在能

量束碰撞过程中，有粒子凭空消失，那

么就可以直接证实暗物质的存在。欧

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大型强子对撞机，2015年重启

升级会，让人对“创造”暗物质粒子充满

期待。

暗物质候选者

自暗物质被发现并证实存在以来，

物理学家们普遍认为暗物质由未知的

新粒子组成，并且这种未知粒子与普通

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微弱且罕见。利用

现有的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中的所有

粒子都无法解释暗物质的未知粒子，因

此，陈学雷强调说，为了解释暗物质粒

子的性质，目前科学家研究较多的是弱

相互作用重粒子和轴子。

“暗物质粒子的候选者众多，这其

中弱相互作用重粒子（WIMPs）最受瞩

目。”陈学雷分析称，WIMPs的首要入

选原因主要是因为它非常吻合物理学

目前广为流行的理论如超对称理论。

所谓的超对称理论，就是认为存在于宇

宙中的所有粒子都有一个尚未被发现

的“伴侣”粒子，比如，电子的同伴“超电

子”等。WIMPs是这些超对称性的粒

子中，最轻的一个，因此部分科学家猜

测宇宙中的暗物质或许由 WIMPs 组
成。20世纪 80年代以来，科学家就开

始了对WIMPs的探测，尤其期待能在

暗物质粒子与普通粒子相互作用的情

况下探测到这种粒子的踪迹，但到目前

为止还未发现WIMPs的踪迹，在这过

程中，科学家不断升级调整探测手段和

仪器，以期能尽早探测到 WIMPs 的

踪影。

“与WIMPs同时被提出的暗物质

候选者还有轴子（axion）”。陈学雷补

充说，轴子是在解决强相互作用中的电

荷-空间（CP）破坏问题时被引入的概

念，目前它的质量范围被实验和天文观

测限制在10-6~10-3eV之间，可以通过非

热过程产生并作为冷暗物质存在。核

理论预测，轴子能使暗物质聚集在一

起。但由于轴子比WIMPs轻，其与普

通粒子相互作用的频率更低，进而更加

难探测。

“除了WIMPs和轴子，目前理论物

理学家还提出了其他暗物质粒子的模

型 ，例 如 KK 粒 子 、超 对 称 引 力 子

（gravitino）等。”陈学雷补充道，额外维

度空间理论预言了KK粒子的存在，其

中最轻的粒子是稳定的并可以成为暗

物质。由于超对称引力子其和普通物

质的相互作用非常弱，也被称为超弱作

用重粒子（super-WIMP），它被认为是

指引力子的超对称伴子，主要通过非热

产生。

目前人们对于暗物质的本质仍然

很不了解，因此在理论上提出了各种各

样的模型。尽管超对称粒子、KK粒子、

轴子等粒子都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物

理意义，都是暗物质粒子的候选者，但

最终暗物质的性质还要取决于实验

结果。

陈学雷目前将研究重心放在暗能

量上，他说暗物质和暗能量问题被称为

现代物理科学中两朵新的乌云，对它们

的研究将极有可能孕育出新的物理学

和天文学重大发现乃至科学上的革命，

暗物质和暗能量一旦被搜寻到，对未来

的科学发展将带来难以估量的重要作

用。陈学雷认为：“目前暗物质和暗能

量的学科前沿是，寻找暗物质粒子，研

究暗能量的物理本质和探索反物质丢

失之谜等。物理学和天文学一个重要

的研究趋势是开展结合粒子物理和宇

宙学、面向极小与极大的研究。”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LHC对撞机（图片来源：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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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周宁：：LHCLHC““重出江湖重出江湖””探寻暗物质探寻暗物质

在宇宙的物质成分中，大约70%不

是由已知的物质构成，而是存在大量不

可见的物质，天文学家很早之前就获得

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20世纪，天

文学家对许多涡旋星系的旋转速度进

行了精确测量，他们发现星系外围部分

的旋转速度远远大于预期，似乎有强劲

的引力拉扯着那些外围的恒星，其拉扯

强度远远超过可见恒星施加引力的总

合。因此天体物理学家认为最合理的

解释是，这些星系中包含一些无法被常

规手段探测到的物质，却可能对星系施

加引力作用，天体物理学家称这种目前

无法探测到的物质为“暗物质”。

无论暗物质是什么，大多数天文学

家始终相信它确实存在。科学家对于

暗物质的找寻一直未曾停下脚步。对

撞机、空间探测和地下探测一起构成了

目前搜寻暗物质的 3大主要手段。对

撞机作为探测手段之一，试图通过加速

粒子达到很高能量并发生碰撞，从而可

以模拟宇宙早期的状态，如果能量足够

高，就有可能产生出暗物质粒子。研究

者们想要借对撞机揭开有关宇宙基本

组成的更多迷题，他们希望能在未来几

年首次获得暗物质存在及其组成的实

际证据。2015年，欧洲大型强子对撞

机LHC在休整2年之后，重新启动探寻

暗物质，曾经作为ATLAS（LHC实验之

一）奇异物理中暗物质寻找召集人的周

宁接受了《科技导报》采访，为我们揭开

对撞机上探寻暗物质的发现之旅。

对撞机上创造暗物质

对撞机上搜寻暗物质采用了主动

创造这些粒子的办法。爱因斯坦的质

能方程 E=mc2表明能量和质量是等价

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大型

强子对撞机上进行的粒子碰撞实验是

把质子加速到足够高能量碰撞湮灭产

生出新的四散逃逸的粒子，进而被设置

在对撞点周边的探测器记录下来。理

论上讲，如果能量足够高，对撞机内的

碰撞就很有可能产生出暗物质粒子。

但鉴于暗物质粒子是隐身不可见的，所

以对撞机内的设置的探测器无法探测

到暗物质的存在。周宁表示这样的话，

对撞机内碰撞产生的粒子就会有一部

分不翼而飞，如果发生这样的能量失

踪，就可以直观地证实对撞机创造出了

暗物质粒子。

对撞机上搜寻暗物质的方式，周宁

认为有 2种。一是入射粒子产生一些

其他较重的新粒子，这些新粒子是不稳

定粒子，它们会衰变到轻的、稳定的暗

物质粒子。新粒子产生和衰变的过程

中伴随大量标准模型粒子的产生，因此

信号包括了多种粒子。另一种是入射

粒子直接碰撞产生一对暗物质粒子。

暗物质粒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和普通

物质的相互作用很微弱，即使产生出来

也将迅速逃离出探测器而不产生任何

的信号，这一点和中微子非常相像。由

于暗物质会带走一定的能量和动量，因

而在一个对撞事例中表现为存在“丢

失”的能动量。

周宁介绍，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是目前全球最大、能量最高的粒

子加速器，同时也是目前最复杂的实验

系统。它通过埋入地下100 m深、总长

27 km的超导磁铁加速并碰撞粒子，可

在微观尺度上还原宇宙大爆炸后的宇

宙初期形态，帮助科学家研究宇宙起源

并寻找新粒子。大型强子对撞机的隧

道里安放了4个探测器CMS（紧凑缪子

线圈）、ATLAS（超环面仪器）、LHCb（底

夸克探测器）和ALICE（大型离子对撞

机）。科学家们希望通过这些探测器，

在能量为数万亿电子伏特质子对撞中

发现有意义的新物理。

曾经作为ATLAS奇异物理中暗物

质寻找召集人的周宁，重点寻找暗物质

和单个粒子共同产生的反应过程，对一

系列暗物质产生模型给出了排除限。

在他看来搜寻暗物质的 3种探测方式

相互补充、相互验证、在任何一种探测

方式上发现暗物质粒子的信号，原则上

就可以期待在其他探测方式实验上也

能看到信号。他强调说，如果直接探测

实验观测到暗物质碰撞原子核的信号，

周宁，清华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2014年“青年千人”。研究方向为超出标准模型

新物理、对撞机实验ATLAS上暗物质及奇异物理的搜寻、暗物质方向性直接探测

实验、中国未来大型对撞机实验的模拟。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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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种暗物质和夸克或胶子有一定的

相互作用，从而 Tevatron 或 LHC 这样

的质子对撞机就可以产生出来这种暗

物质。同样的，这种暗物质也可以湮灭

产生出夸克，从而给出间接探测信号。

3种暗物质探测方式各有自己的优势

和劣势，结合不同探测手段以得到一个

统一的暗物质图像。

LHC升级再出发寻找暗物质

欧洲大型强子于 2008年 9月对撞

机建成运行，2012年末结束首阶段运

行。这一阶段的 2个强子对撞实验项

目ATLAS和CMS均证实了“上帝粒子”

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2013年 2月，

LHC关闭进行维护和升级。科学家和

工程师们在此期间对LHC进行了大规

模的基础设施优化工作，升级了加速器

和探测器。2015年LHC重启的目标是

以 13万亿 eV的质子束流能量进行实

验，相较此前以 7万亿~8万亿 eV的能

量进行对撞实验，能量提高了约一倍。

2015年 4月 7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

表公报称，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当地时

间4月5日10∶41发射出第一束质子束

流，12∶27从相反方向发射另一束质子

束流，两束质子束流循环的注入能量为

0.45万亿 eV。自此，LHC重新出发，带

着更高的能量搜寻暗物质。

在第一阶段，周宁参与的 ATLAS
实验通过观测其它和暗物质一起产生

的粒子，来推算被暗物质带走“丢失的”

能动量，并进一步确定暗物质粒子的性

质。根据和暗物质共同产生的粒子种

类和数目，他们划分了不同的反应道，

有侧重的寻找暗物质的各种属性。在

LHC一期数据分析中，周宁重点寻找暗

物质和单个粒子共同产生的反应过程，

对一系列暗物质产生模型给出了排除

限。他提到，目前 LHC二期数据采集

已经开始，各个暗物质寻找工作正如火

如荼的进行中。由于二期数据的对撞

能量有大大提高，暗物质信号的灵敏度

也显著增加，最近几年将是对撞机上寻

找暗物质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

为何LHC能吸引30多个国家的科

研人员协力实验，在周宁看来，LHC是

一个质子对撞机，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

对撞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科学家冀

希望通过这个大型对撞机解答众多自

然界的未解问题。典型的有，标准模型

中的给出基本粒子质量的希格斯机制

是真实的么？有多少种希格斯粒子及

其质量？自然界中是否有超对称粒

子？是否存在额外维空间？宇宙中的

暗物质与暗能量到底是什么物质？等

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发现，都将是物理

学的变革性突破，会为人类打开了崭新

的物理世界。这就吸引了全世界众多

国家的眼光和参与。LHC建设及其复

杂，技术要求及其前沿，因此，无论从资

金还是技术上，不是少数一两个国家能

够承担的起，而需要全球的物理学家一

起努力。反过来，通过建设LHC，各个

国家自身的人才队伍也得到锻炼，科学

技术也得到发展。

2015年 LHC重新开启，升级后的

加速器会带来更高的对撞速度，周宁也

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期待能在“重生”

后的 LHC 上搜寻到暗物质的蛛丝

马迹。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图片来源：周宁）

世界最大粒子加速器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图片来源：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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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C发现希格斯粒子为搜寻暗物

质提供窗口和契机

2012年，LHC帮助科学家们发现

追寻了很久的“上帝粒子”——希格斯

玻色子，这一粒子是物质的质量之源，

赋予所有粒子质量。希格斯玻色子本

身也有质量，为1250亿eV，约为质子质

量的130倍。

对于希格斯粒子，周宁说它是粒子

物理标准模型中存在的一个粒子，其于

2012 年在欧洲核子中心的 ATLAS 和

CMS实验中被发现。至此，标准模型中

所有粒子都已经发现。目前，周宁表

示，不断提高测量精度乃至计划建造新

的对撞机去检验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

质，因为自然界的希格斯粒子有可能和

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相关联，从而导

致其性质和标准模型的预言有所差

异。比如，希格斯粒子有可能和暗物质

这个超出标准模型的粒子存在耦合，从

而作为暗物质和可见物质联系的纽带，

这样就会导致希格斯粒子不可见衰变

的分支比发生变化。周宁与其研究团

队在LHC一期数据分析中系统性的测

量了希格斯粒子的性质，他在 ATLAS
实验上通过W玻色子和希格斯粒子共

同产生的过程去进行不可见衰变测

量。在目前的测量精度下，周宁等人尚

未发现明显的超出标准模型的性质。

但是随着以后测量精度的提高，他们期

待能有所发现。总之，希格斯粒子的发

现给科学界带来了一个发现新物理的

窗口和契机，这个新物理有可能和暗物

质联系起来。

虽然LHC是通过间接手段推断暗

物质的存在，但周宁表示，LHC的搜寻

试验一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在他的

理解看来，如果暗物质粒子和标准模型

粒子有一定的相互作用，那么可通过标

准模型粒子对撞产生出暗物质，同样，

暗物质也可以湮灭到标准模型粒子，形

成宇宙中的伽马射线、中微子、反物质

等成分。丁肇中先生主持的AMS实验

以及中国刚刚发射升空的暗物质探测

卫星“悟空”，就是这样间接探测暗物质

的实验。其能够探测来自于远处的某

个暗物质结构所产生的信号，并可以同

时在多个能量段对不同宇宙线粒子进

行探测，从而覆盖很大暗物质质量

区间。

期待中国大型对撞机

周宁非常期待中国建造自己的大

型对撞机。在他看来，中国未来大型对

撞机实验目前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是

在 2020—2025 年间开工建设能量为

250 GeV的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目标

是产生大量干净的希格斯粒子，从而精

确测量希格斯粒子性质，并可以寻找新

物理可能出现的迹象。如果那时候高

能物理出现了新物理迹象而且质子对

撞机被证明有必要建设和关键技术取

得突破，第二步则是在 2040年左右开

始建设质子对撞机，其对撞能量大大超

越LHC，从而全面寻找新物理。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周宁在LHC实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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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二号天河二号””助力探寻暗物质助力探寻暗物质

随着科学技术的向前推进，人类对宇宙大爆炸的认识也

在不断提升，卫星和基地观测设备对宇宙微波背景的观测数

据成果让人类以更精确的数据认识早期宇宙。不过，人类对

宇宙137亿年的演化历程仍然知之甚少。虽然观测技术在近

几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理论模拟和计算机模拟等模拟技

术仍然是天文学家探索未知宇宙的有力工具之一。

暗物质占宇宙成分的 26.8%，在宇宙中纵横交错编织了

一张巨大而看不见的网，被认为是促成星系、恒星和行星产

生的原因，影响了宇宙结构的形成。由于其不能为肉眼和现

时的探测设备所发现，它的成分和结构都是一团迷雾。2015
年 5月，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张同杰领衔的由北京师范

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加拿大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合组成的宇宙中微子数值

模拟团队，经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在“天河二号”上成功进行

了 3万亿粒子数中微子和暗物质的宇宙学数值模拟，揭示了

宇宙大爆炸 1600万年之后至今约 137亿年的漫长演化进

程。《科技导报》采访了张同杰，请他为读者解读这一世界级

科研成果。

超级计算机与暗物质

未知的暗物质占据了宇宙中82%的物质，其产生的引力

作用是推动宇宙演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对宇宙的研究不可避

免地要涉及到暗物质。张同杰说，超级计算机作为暗物质探

测 3种主流方法之外的“第 4种”手段，通过间接手段来模拟

和计算暗物质。天文学家认为，超级计算机通过天文观测手

段为探测宇宙中暗物质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有望大大缩短

人类探索宇宙起源与演化奥秘的时间进程，会对基础科学、

宇宙环境、地球生态、矿藏勘探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将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谈及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张同杰说，与世界其

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研制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60年代。至今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

70年代末，以大型机的并行处理技术研究为主；20世纪70年
代末至 80年代末，主要从事向量机及并行处理系统的研制；

20世纪 80年代末至今，以MPP系统及工作站集群系统的研

制为主。近几十年来，中国高端计算机系统研制发展迅速，

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3个具备研制高端计算机系

统能力的国家。

张同杰分析：“随着超级计算机的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

一些研究团队已经成功模拟了暗物质的存在。”例如，2010
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玻尔研究所的天体物理学家，

在大范围不同类型的暗物质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计算机

模型。丹麦的理论学家认为，在星系外围环绕许多暗物质

晕，包括银河系的大多数的星系都镶嵌在这种暗物质晕当

中。但让人不解的是，除了经由重力的作用之外，这些暗物

质晕似乎与星系内的物质和能量没有任何的交互作用。在

这一基础上拟建的模型表现出了完美的平衡感，研究人员通

过对模型周围能量做出调整，施以可改变暗物质结构的力

后，所有的暗物质晕的状态都向同一形式发生改变，这与恒

星模型所作出的反应截然不同。由此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

暗物质具有一个“吸引区”——就是暗物质晕，它在温度状况

和暗物质密度间起着特别的联系。

2013年，日本筑波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宣布，他们利用日

本最强的超级计算机“京”，成功模拟演算了约2万亿个暗物

质粒子在初期宇宙空间的运动情形。模拟演算结果显示了

约 2万亿个粒子由于相互作用的重力而集中，产生了构造物

的过程。除此之外，美国的天体物理学家也在计算机上模拟

得到了暗物质。

2015年5月，张同杰领导的中国宇宙中微子数值模拟团

队成功完成了3万亿粒子数中微子和暗物质的宇宙学数值模

拟。张同杰自豪地说，日美等国很早就开始了在计算机上模

拟暗物质。但“天河二号”成功地运行了含有中微子和暗物

质的3万亿粒子数的宇宙学数值模拟，远超之前1.5万亿粒子

数的世界纪录，成为目前世界上运行粒子数最多的N体数值

模拟。张同杰的研究团队在“天河二号”上模拟了宇宙从大

爆炸之后 1600万年开始至今天的约 137亿年的漫长演化过

程，产生了大于PB级的科学数据。

张同杰，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获得者，国际天

文联合会（IAU）宇宙学分会会员。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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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上如何“观测”暗物质

暗物质的探测手段主要有地下探测、太空探测和对撞机

上创造暗物质粒子3种。那么“天河二号”在暗物质探测领域

担当怎样的角色？它又是如何助力暗物质探测的呢？

“这个看似极其专业的研究，说白了就是用虚拟的3万亿

颗粒子模拟宇宙演化的过程。”张同杰说，在计算机模拟中，

宇宙形成初期，这 3万亿虚拟粒子就像散沙一样分布在盒子

中。随着时间推移，科学家根据天体物理与宇宙学模型设计

好的引力作用下，这些粒子会相互聚合、分散，模拟宇宙的演

化过程。他们的模拟正是要尽可能还原宇宙中微子和暗物

质在宇宙中的真实演化情况。

宇宙中除了暗能量以外，暗物质在物质领域中占比非常

大。通过引力透镜和星系旋转曲线可以证明暗物质的存

在。“天河二号”在假定暗物质存在的基础上，模拟暗物质构

成的构成结构，再与宇宙中的结构形成对比。“目前的探测手

段只能探测当前宇宙的发展形态，无法观察描述宇宙的整个

演化过程，但是通过超级计算机，却可以很好地模拟宇宙137
亿年的发展过程，呈现整个宇宙的演化历史程。另一方面，

从理论上讲，有些理论研究到了非线性阶段，就无法进行下

去了，因为无法得到分析解，这时候就只能应用数值解，那么

超级计算机的作用就逐渐重要起来。”张同杰说。

“探测暗物质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暗物质只是我们课

题的一部分，我们模拟出来的是宇宙的结构，将模拟出来的

结构与望远镜观测到的宇宙进行对比。最终的目的是通过

计算机模拟，从天文物理的角度，进一步加深对宇宙的认

识。”张同杰说，模拟演算显示粒子由于相互作用的重力而集

中，产生了构造物的过程，这将有助于弄清暗物质的性质和

宇宙是如何诞生的。同时将“天河二号”的模拟结果与其他

研究团队探测到的结果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为暗物质存在

提供证据，也可以为实际观测暗物质的存在提供新的手段和

理论。

张同杰同时强调，用3万亿粒子做模拟是史无前例的，美

国最大做到了 1.5万亿粒子数的规模。进行多达 3万亿粒子

数中微子和暗物质的宇宙学数值模拟，目前世界上只有“天

河二号”能做到。粒子数越大，模拟出的宇宙演化过程也就

越清晰，可以把原来无法呈现的天体物理细节模拟出来，而

这对计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同杰研究团队启用了

“天河二号”全系统中的 1.4万个结点，共计运算 52 h，在“天

河二号”上模拟宇宙大爆炸之后 1600万年至今的演化过程，

主要是通过中微子、暗物质，以及中微子与暗物质的比对来

计算的。

但与其他领域相比，宇宙数值模拟对运算存储能力的要

求更高。于是，数据存储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的在一

个时间节点上模拟输出的数据就有约30 T，整个模拟完成产

生的数据量是P量级的。”张同杰说，下一阶段他们的目标是

把黑洞和虫洞的形成过程加进模拟中，那么现如今P量级的

数据量在将来可能会达到几百P，如此大的数据存储将会成

为“天河二号”的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后续数值模拟期待解开暗物质粒子性质之谜

“2015年我们对外发布的成果，仅仅是第一批的初步运

算分析结果，目前这批数据的运算已经全部完成，下一步我

们的工作重心是基于这些数据进行一系列的模拟。这当中

主要是针对暗物质的模拟，也会与其他团队观测的结果进行

对比。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能与国际上其他的观测团队合

作，请他们用我们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张同杰说，接下来

的数值模拟基本上就是科学的问题了。他们非常期待着在

不久的将来能够利用模拟出的结果揭示中微子在宇宙演化

中作用的详细细节，进一步在宇宙中微子质量顺序及其绝对

质量限制上取得重要进展。并借此探寻暗物质的性质之

谜。他说从天文物理角度，通过数值模拟，会让人类对宇宙

的认识又近了一步。虽然目前看来，暗物质的模拟对人类现

实的生活没有直接的作用，但这会对科学有推动的作用，尤

其是对粒子物理将是革新性的突破。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张同杰（右一）及其研究团队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图片来源：凤凰科技）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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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波之后的下一个重大科学目标引力波之后的下一个重大科学目标：：
暗物质暗物质
广义相对论的4大推论及其验证

1915—1920 年期间，理论物理学

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根据广义

相对论提出了4大推论：

1）水星每百年43 s的剩余进动。

2）引力透镜效应，即光线在强引

力场中发生弯曲，产生透镜效应。

3）引力红移，引力场中的时钟变

慢，从恒星表面射到地球的光线谱线会

产生红移。

4）引力波，大质量天体加速运动

引起时空曲率变化，以波和光速在宇宙

空间传播。

上述第1个问题，爱因斯坦根据广

义相对论把行星的绕日运动看成是它

在太阳引力场中的运动，由于太阳质量

造成周围空间发生弯曲，从而最靠近太

阳的水星产生了每百年 43 s的剩余进

动，这与观测给出的剩余进动量完全符

合，从而给出了完满的解释。

对于第2个推论，1919年日全食期

间，爱丁顿（A. S. Eddington）等率领的2
支观测队分别赴西非和巴西两地观测。

观测结果分别为 1″.61±0″.30和 1″.98±
0″ .12，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1974—
1975年人们通过对类星体进行观测，观

测值与理论计算值的偏差不到1%。

对于第 3个推论，1925年，亚当斯

（W. S. Adams）利用美国威尔逊山天文

台的望远镜观测天狼星的伴星，这颗伴

星是白矮星，观测它发出的谱线，得到

的频移与推论基本相符。1959年，庞

德（R. V. Pound）和雷布卡（G. Rebka）
成功地运用穆斯堡尔效应检测引力频

移，得到的结果与理论值相差小于5%。

对于引力波的探测，长期以来被人

们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地球上

这种效应太弱了宇宙中大质量天体的

加速、碰撞和合并等事件可以形成强大

的引力波，但能产生这种较强引力波的

波源距离地球都十分遥远，传播到地球

时变得非常微弱。哪怕是很强的天体

物理引力波源所释放的引力波强度，到

达地球时在整个地球这么大的尺度上

产生的空间畸变不超过10-14 m，大约只

比质子大10倍，可见探测之难。

美国 LIGO协作组 2016年 2月 11
日宣布，他们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

台（LIGO）于2015年9月14日首次探测

到 13亿年前 2个质量分别为太阳质量

的36倍和29倍的黑洞碰撞而并合发射

出的强引力扰动，在这个过程中大约有

相当于 3倍太阳质量的物质转化为引

力波释放出来，在约 0.5 s时间里接收

到的引力波频率从 35 Hz迅速增加到

250 Hz，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

引力波的发现意义重大，从理论意

义上，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最后一块

“拼图”被填补了；从科学意义上看，由

于引力波是唯一能逃出黑洞的辐射，我

们将可以直接观测到黑洞的内部。另

外，由于电磁波观测只能探测到宇宙再

电离之后的宇宙过程，无法探测到宇宙

暗黑时期之前（即大爆炸之后约 40万

年之前）的过程，而引力波可以产生于

宇宙大爆炸初始时刻，这种大爆炸之初

的引力波在 137亿年后的今天仍然可

以探测到，被称为原初引力波。一旦发

现了原初引力波，就可以揭开宇宙的各

种谜团，甚至了解宇宙的开端和运行

机制。

下一个重大科学问题：暗物质

那么，引力波都发现了，人们所面

临的下一个重大科学发现会是什么

呢？许多科学家和媒体都认为，下一个

目标应该是暗物质。2012年《Science》
把暗物质问题列为人类面临的重大科

学难题之首，比起引力波，发现暗物质

似乎更加重要。因为，引力波的发现只

是进一步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而暗物质的阐明将极大地影响现有理

论大厦，并有可能推动人们去建立全新

的物理理论。

然而，暗物质却很像中国传说中的

“鬼”。天文学家通过大量观测事实肯

定它的存在，是宇宙中所有可见星球、

星系、热气体质量总和的5倍以上并有

可能决定着宇宙的命运；但是，物理学

家们上天入地苦寻多年，却始终没有找

到暗物质的踪影，暗物质是什么？在哪

里？它有什么特征？

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宇宙形

状取决于宇宙间质量的多少，如果宇宙

是有限封闭的，那么宇宙中物质的平均

密度必须达到5×10-30 g·cm3。但是，根

据天文观测，宇宙中似乎并没有这么多

物质，还有大量物质我们没有看到。

1932年，美国加州理工天文学家

Fritz Zwicky 观测螺旋星系旋转速度

时，发现星系外侧的旋转速度较牛顿重

力理论预期的快，据此推测在这些星系

中必定还有更多的物质存在，否则将无

法约束住那些星系外侧快速旋转的天

体。他将这些看不见的物质称为暗物

质（Dark Matter）。几十年来，人们通过

大量天文观测，尤其是 20世纪 70年代

以来，美国女天体物理学家Vera Rubin
大量仔细的工作，基本上肯定了在宇宙

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暗物质。目前，多数

人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宇宙的整体

构成中，可见物质占4.9%（包括组成行

星、恒星、星系以及各种热气体的物

质）、暗物质占26.8%、暗能量占68.3%，

即暗物质是可见物质的5倍以上。

人们也曾经试图通过修改引力理

论去解释有关暗物质的观测结果，即所

谓MOND理论。但是，随着大量引力透

镜观测结果的发表，修改引力理论的途

径越来越不被人们看好，人们更倾向于

·科技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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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暗物质确实是存在的。

提到暗物质，人们马上便会想到另

一个同样也是谜一样的东西——暗能

量（Dark Energy）。二者很可能有某种

联系，但是它们的区别也是很显著的。

暗能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负压、在宇宙

中均匀分布、完全不结团，驱动宇宙加

速膨胀；而暗物质的压强是非负的，具

有显著的成团性。

暗物质自身不发射、不吸收、也不

反射任何电磁波，不参与电磁相互作

用，它们是什么呢？关于暗物质的本质

人们至今几乎仍然是一无所知的，著名

天体物理学家陆埮教授曾将迄今人们

对暗物质的认识归纳为：1）不参与强

相互作用和电磁作用，最多只参与弱相

互作用和引力作用，因此也不带电荷。

2）寿命很长。3）冷，即静止质量大。

暗 物 质 粒 子 也 称 为 宇 宙 粒 子

（Cosmion）。人们认为可能的暗物质粒

子候选者主要有：弱作用大质量粒子

（WIMP）、中微子（Neutrino）、微中子

（Neutralino）、轴子、磁单极子等。

针对不同的暗物质候选粒子，人们

先后设计建造了不同类型的探测器。

例如，如果暗物质是WIMP，则宇宙中

将存在大量的 WIMP 粒子，当一个

WIMP粒子偶尔撞上一个原子核时，会

散射原子核，使之和周围其他原子核发

生碰撞。探测这些碰撞所释放出的热

量和闪光可以反推WIMP的性质。这

类探测必须排除宇宙射线的背景噪声，

因此一般都将探测器安置在地下深处，

如 美 国 Soudan 和 DUSE、加 拿 大

SNOLAB 地下实验室、意大利 Gran
Sasso国家实验室、英国的Boulby以及

中国四川锦屏地下实验室等。美国南

达科他州“大型地下氙实验（LUX）”拥

有世界上最灵敏的 DM探测器，盛有

300 kg 液态氙的探测器被冷却到-
101℃，当暗物质粒子同氙原子发生碰

撞时，将产生微弱的光，能被探测器捕

捉到。最近，LUX 开始全面升级为

LUX-Zeplin，探测器中液态氙的量将增

加到10 t，预计2018年开始观测。

另外，人们也试图在外太空捕捉暗

物质粒子的踪迹，由著名物理学家丁肇

中教授领导的国际探测团队使用国际

空间站上的阿尔法磁谱仪（AMS）是

2013年以来灵敏度最高、最复杂的一

台暗物质探测设备，由600余名科学家

历时近18年完成，耗资20多亿美元，中

国许多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家也对

这个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验可能

持续15~20年。2013年 2月，该研究团

队甚至透露他们可能找到了WIMP的

某种迹象。

暗物质粒子也可能通过对撞而湮

灭，产生伽马射线或正负粒子对。如此

可能会在星系晕生成大量伽马射线、反

质子和正电子。EGRET伽马射线望远

镜曾经观测到了超出预期量的伽马射

线，但科学家认为这多半是来自系统中

的效应。 2008 年 6 月 11 日启动的

Fermi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则正在搜寻

暗物质湮灭产生伽马射线的事件。

当然，利用高能加速器直接打出暗

物质粒子并研究其特性是最有说服力

的办法了，人们期望欧洲的 LHC在这

方面能有所作为。

中国在暗物质粒子的探测方面也

一直紧追国际前沿。在地下探测方面，

位于四川大山深处的中国锦屏地下实

验室是全世界最深的暗物质探测实验

室，位于地底深处 2.4 km 的岩石之

下。实验室上方厚厚的大理石岩层既

可拦截大部分宇宙射线，使其数量降至

地面水平的 10-8，同时，其天然辐射本

底也非常低，条件得天独厚。实验室

2010年启用后，有两个实验组进驻，分

别是清华大学主导的CDEX实验和上

海交通大学主导的PandaX实验。2014
年，CDEX实验组得到了目前同类探测

器上国际最灵敏的实验结果，进一步缩

小了暗物质可能存在的区域。PandaX
采用液氙技术，2014年也公布了首批

实验数据，对以往国际上所有发现的疑

似轻质量暗物质信号提出了质疑。目

前，PandaX实验二期扩建升级接近完

成，核心区液氙规模进一步扩大。2个
实验组最近发表的成果，真正使得中国

暗物质搜寻努力走到了国际最前沿。

在空间探测方面，2015年 12月 18日，

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主导研发

的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

射升空。“悟空”探测器的观测能段是

AMS的 10倍，能量分辨比国际同类探

测器高3倍以上，是目前世界上观测能

段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它将在太空中通过对高能

电子及高能伽马射线探测，反演暗物质

粒子湮灭的证据，并研究暗物质的物理

特性和空间分布规律。

虽然设计建造的探测器越来越精

密和灵敏，但是，不能不说的是，迄今所

有的暗物质探测实验，无论是地下、南

极、还是在太空，都没有得到暗物质明

确存在的证据。尤其是2013年10月国

际最灵敏的 LUX为期 3个月的搜索实

验表明，没有暗物质存在的任何迹象，

这让人们非常失望。人们在思考，暗物

质到底是什么呢？

暗物质——打开物理学更深层次

理论大门的钥匙

20世纪，人们建立了粒子物理学

标准模型，可以解释迄今为止的所有加

速器实验的观测结果。尤其是2012年
在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巨型强子

对撞机LHC上发现Higgs粒子，使粒子

物理学标准模型完美收官。

但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无法包含

暗物质粒子，因为标准模型根本就无法

容忍既稳定、不带电、相互作用弱而同

时质量又很大的粒子.因此，暗物质粒

子必然是某种超出标准模型以外的新

粒子，需要新的更基本的物理理论.而
确定暗物质粒子的基本性质便成为建

立这个新理论的突破口。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曾多次指出：“暗物

质是笼罩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现代物

理学的最大乌云，它将预示着物理学的

又一次革命。”2012年《Science》将暗物

质问题列为人类目前面临的重大科学

难题之首。很多前沿科学家都有这样

的预感：今天物理学所面临的状况与

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时是类似的。人们相信，暗物质

更像一把钥匙，有可能打开物理学更深

层次理论的大门。

文/谭宝林（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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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宇宙的阴暗面宇宙的阴暗面：：暗物质与暗能量暗物质与暗能量

我的师祖，约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曾经简洁

地概括“几何动力学”——一个他个人更喜爱的对广义相对论的

称谓：“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而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

宇宙学家通过观测原子（以气体或恒星形式存在）的运动或

者追踪光在宇宙中穿越的路径去推测时空的曲率，然后他们利

用这些对于时空曲率的测量去推断宇宙中物质和能量的分布。

在本评论中我将探讨各种观测技术，虽然人们都利用广义相对

论来理解藉由这些技术获得的观测数据，并最终给出了同一结

论，即宇宙中我们熟知的原子类物质仅占5%。

付出代价的标准宇宙学模型

对星系和类星体大尺度的分布观测表明，宇宙在其最大的

结构层次上是近似均匀的，并且遥远星系的退行速度是与其距

离相关的。由此广义相对论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产生于大爆炸

的宇宙，当前正处在膨胀中。正因为宇宙在膨胀，所以由遥远星

系到达我们的光看起来向频率红端偏移了。哈勃（Hubble）的观

测发现，星系红移和其距离间存在一个线性关系，这最终使人们

在19世纪20年代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宇宙学模型。

我们当前的宇宙学模型认为，广义相对论和粒子物理的标

准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宇宙演化的基本物理过程。该宇宙学模

型假定宇宙的大尺度几何是平坦的，即宇宙的总能量为零。这

意味着我们在中学数学学过的欧几里德几何在宇宙学尺度上是

适用的。尽管宇宙的几何是简单的，然而其物质构成却十分奇

特：宇宙的构成不仅包含原子（主要是氢、氦），还包括暗物质和

暗能量。

当前最流行的宇宙学模型认为，在大爆炸不久，宇宙经历过

一个膨胀极快的时期。在这个暴涨阶段，可见宇宙的体积至少

膨胀了e180（3.06×1069）倍，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则是这

个暴涨时期的热遗迹。暴涨也将极微小的量子涨落放大成为密

度扰动（译者注：密度扰动是宇宙中诸如星系等结构形成的种

子）。暴涨模型预言这些涨落具有“近似的标度不变性”：即在任

何尺度上涨落都有相同的振幅。

这些密度扰动产生的“声波”（译者注：该声波不同于人们通

常耳朵听到的声波，相同之处则在于这些最早的“声音”也是源

于温度、压力的扰动）在宇宙中传播，并在星系的大尺度分布和

遍布星空的宇宙微波谱中留下了遗迹。我们对微波背景的观测

是开启大爆炸后38万年的宇宙的一扇窗。在这样一个时期，质

子和电子开始中和形成氢原子，而一旦中和过程将宇宙变为电

中性，微波背景光子就可以自由传播，所以“声波”标记着一个特

别的尺度——38万光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尺度——重子声波尺

度，可以作为一把测量时空几何的宇宙学标尺，因此也决定着宇

宙的密度。

利用来自天空和地面望远镜对宇宙微波背景谱中温度及极

化涨落的观测，我们可以检验标准宇宙学模型，并获得其相关参

数。令人惊奇的是，仅有6个独立参数——宇宙的年龄、原子的

密度、物质的密度、第一颗恒星形成的时期、原初密度涨落的振

幅及该振幅的标度依赖性——的宇宙学模型，足以细致地拟合

目前已知的微波背景测量给出的所有统计学特性。该模型同样

可以拟合星系大尺度分布的观测、Hubble常数的测量、宇宙膨

胀率和超新星测距的结果。只是如此惊人的成功必须付出的代

价是：原子在我们可观测宇宙中物质—能量密度中所占的份额

不到 5%；宇宙学的标准模型认为星系质量中占主导的是暗物

质，而绝大部分的宇宙能量密度则是由暗能量——某种真空具

有的能量——所占据（图1）。

天文观测和宇宙学理论认为宇宙的结构要比我们可以想象

到的复杂丰富得多。正如图1所示，目前对于宇宙物质构成的最

佳推测是，暗能量、暗物质、重子物质、3类不同的中微子还有光

子共同构成了我们可观测宇宙的能量密度。尽管黑洞是最低概

率的暗物质的候选者，它们对于宇宙质量密度的贡献大约仅仅

是恒星物质的0.5%。

暗能量占宇宙质能密度的69%，暗物质占25%，“普通”的原

子物质占5%。其他可观测的次要成分包括：3种中微子至少占

0.1%，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占0.01%，黑洞不少于0.005%。

暗物质的天文学证据

暗物质的天文学证据要远早于我们对微波背景辐射、超新

星的观测，也要远早于我们对大尺度结构的测量。在一篇发表

于1933年的文章中，弗里茨·兹威基（Fritz Zwicky）极具预见性

地指出，后发座星系团中星系的速度要远高于人们之前从星系

质量推测的结果，这就预示着该星系团中尚有许多未被估算到

的额外质量。在20世纪50年代，Kahn和Woltjer则提出，只有

图1 构成宇宙的多种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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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当可观质量的不可见物质包含在内，本星系群（Local
Group of Galaxies）才可能是动力学稳定的。到 20世纪 70年

代，天文学家论证指出无论是星系还是星系团中的质量都是随

银盘半径增加的，而不是循迹光度。理论从星系银盘稳定性出

发，要求星系周围存在暗物质晕圈的论述则进一步强化了前述

论点。研究系外气体运动的天文学家则在越来越多的星系系统

中找到了大质量晕圈存在的证据。到20世纪80年代，暗物质渐

渐成为宇宙学范式中已然为学界接受的部分。

那么由当前的宇宙学观测出发，我们对于暗物质又知之如

何呢？

微波背景辐射和大尺度结构的观测显示暗物质比普通的重

子物质多5倍。观测也表明，暗物质和光子、电子及质子等通常

物质的相互作用非常微弱，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如果演化到今

天的暗物质是由重子物质构成的话，那么在宇宙早期则应是由

离子、电子等构成，如此则必然会在微波背景谱中留下清晰的印

迹。因此，暗物质必然是非重子物质，且必须是暗的。

大尺度结构的观测和对星系形成的模拟则表明暗物质还必

须是“冷”的，即暗物质粒子必须可以在小尺度成团。对存在冷

暗物质（也包括暗能量）的结构形成的数值模拟可以成功地重建

出星系大尺度分布的观测结果。若与对宇宙冷却及恒星形成的

水动力学模拟相结合，则可成功重建出观测给出的星系的基本

特性。

特大质量的星系团可作为人们研究暗物质性质的重要实验

平台。观测给出这些星系团中暗物质与普通物质的比值非常接

近于宇宙中的观测值，所以这些星系团被认为是宇宙的恰当样

本。由于星系团气体中的绝大多数原子都是已电离的物质，所

以X-射线段的观测可以直接追踪普通重子物质的分布。正如

Zwicky指出的，对背景星系的引力透镜的观测可以直接追踪到

星系团中总的物质分布的痕迹。Zwicky建议75年之后的今天，

天文学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上的大像幅相机，已能对成团的

暗物质分布进行细致地测绘。这些观测揭示出星系团中存在非

常可观的暗物质的子结构，而这与对暗物质与星系团的数值模

拟是普遍一致的。

在更小的尺度上，矮星系则是检验暗物质理论的又一重要

天文学观测平台。因为这些暗物质占主导的引力系统的引力势

阱的深度非常浅，所以理论预言的矮星系暗晕的性质对暗物质

（的特性）十分敏感。有几个研究组表示矮星系的观测特性与数

值模拟的预言不符。尽管部分天体物理学家声称改进了的模型

（其中考虑了恒星形成的反馈效应）可以弥合观测与数值模拟间

的不符，其他人则建议要弥合该差异，需要考虑的应是暗物质间

的自相互作用。

所有关于暗物质存在的天文学论断都假定了在星系尺度上

广义相对论是适用的。不过修正的引力理论（MOND），例如修

正的牛顿动力学，则是通过修改引力来避免引入暗物质。尽管

这些引力模型在星系尺度上已经获得了某些唯像上的成功，但

在拟合对微波背景涨落及星系团的观测方面，尤其是在拟合子

弹星系团的观测上还存在极大的困难。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则

认为这些修正引力模型缺乏源自更为根本的基本原理的动机。

什么是暗物质？

非重子型暗物质的存在预示着必然存在超出粒子物理标准

模型的新物理。粒子物理学家已经给出了非常多的建议，其中

一些出发点源自基本理论，另一些则源自解释天文观测现象的

需要。

极早期的宇宙无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极高能量的粒子加速

器。在大爆炸的极早期，宇宙处于高温高密状态，宇宙背景辐射

产生了巨量的粒子。宇宙微波背景实验已经探测到了产生于极

早期宇宙的大量中微子的可观测信号。该时刻也可能产生了大

量的暗物质粒子。

超对称，一种目前研究最多的超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新

理论，提供了暗物质的潜在候选者。通常粒子可以被分为两类：

玻色子和费米子。费米子服从泡利不相容原理，每一个粒子仅

占据一个量子态；而同一个量子态可以存在许多玻色子。例如，

电子是费米子而光子是玻色子。超对称很可能是自然界的又一

种对称性，它意味着每一类玻色子都有费米型的超对称伴子，反

之亦然。超对称意味着过多的新粒子：光子的费米型超伴子是

光微子（photino），而电子的玻色型超伴子则是超电子（selec⁃
tron）。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目标之一便是寻找这些尚

未发现的超对称粒子。

最轻的超对称粒子（LSP）有可能是稳定的。而宇宙最初的

几分钟可能会大量产生这些粒子。对于某些参数的超对称模

型，大量的LSP正好可以解释观测到的大量的暗物质。这个“巧

合”是宇宙学中所谓的“WIMP奇迹”的例子。所谓的WIMP指的

是一种相互作用极为微弱的大质量粒子，这类粒子通过交换某

种质量可与Higgs粒子质量相比拟的粒子发生相互作用，从而

恰好具有暗物质所要求的特性。

粒子物理还预言了其他存在很好的理论动机的粒子，包括

轴子、不对称暗物质粒子（译者注：其丰度由粒子-反粒子间的不

对称性，而非由其反应截面决定）。

如果WIMP粒子是暗物质粒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由几类不

同的方法探测到：一是利用高能粒子加速器产生并探测；二是由

深埋地底的实验观测（译者注：以屏蔽宇宙线等环境干扰）；再则

是利用天文学观测。这些可能探测到暗物质的方法已经催生出

积极寻找暗物质的计划。该探测计划也已经有许多令人激动的

事件，产生了不少疑似的实验信号，未来如被证实，很可能成为

人们首次探测到暗物质的标志。

1）位于意大利格兰萨索的格兰萨索暗物质实验（DAMA）声

称其探测器已经观测到一个随年度调制的事件，其波动形式恰

好与理论预测一致。然而对该结果的理解仍然是富有争议的，

因为其他实验组并没有探测到这样的暗物质事件，其他实验的

结果甚至似乎与格兰萨索所声称的相冲突。

2）不少实验组声称探测到来自于银河系中心的γ光子超出

的信号，银系中心非常可能是暗物质聚集的区域。因为星系中

心的暗物质密度一般比较高，很可能正是该处暗物质的湮灭使

得此处极为明亮的高能γ光子产生。当然，星系中心也含有丰富

的可产生高能光子的其他天体物理活动。对于河外星系的搜索

也预示着存在暗物质，只是其质量有所不同。当然，这样的说法

（即高能γ光子的超出可能来自于暗物质湮灭）也有争论，尚未确

定。宇宙学家希望对近邻矮星的观测可以得到更为明确的信

号。

3）银河系的暗物质湮灭原则上也会产生正电子。而宇宙

线的探测正在搜寻这些信号。对这类搜索的挑战是如何将其与

产生宇宙线的其他天体物理过程导致的信号区别开来。

富有希望的是，至少这些结果中的某一个会被未来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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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证实。

暗物质粒子的发现可能会解决天文方面长期存在的困惑，

为我们深入了解暗物质在星系和结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提供参

考，并将成为超出Higgs的新物理的最新预示。

什么是暗能量？

当爱因斯坦建立广义相对论的时候，他引入了一个宇宙学

常数项。这一项可以产生与重力的吸引作用相反的斥力，从而

维持宇宙处于稳恒的静态。到了19世纪20年代，哈勃的发现证

明宇宙是膨胀的，所以物理学家扔掉了这个宇宙学常数项。

出于观测证据倾向于低密度宇宙的观测事实，以及理论偏

好于一个平坦宇宙的原因，20世纪70—80年代，天文学界对宇

宙学常数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物理学家意识到宇宙学常数的

值对基础物理而言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

一个暗能量占主导的宇宙对于生活其中的人类而言是十分

奇特的。我们普遍认为重力是一种吸引力，如果你向上扔出一

个球，重力将延缓其向上逃离重力势阱的速度。同样的，在宇宙

学常数为零的情况下，重力也会延缓宇宙膨胀的速度。想象一

下，如果你站在地面向上扔出一个球，球反而被加速的情形是多

么不可思议！这正是宇宙学常数对宇宙的膨胀率所产生的效

应。

超新星的观测提供了宇宙加速膨胀的关键证据。超新星是

一种极为耀眼的恒星爆炸事件，且拥有几乎独一无二的峰值亮

度。因此，它们可以作为测量其所在星系距离的灯标。一旦确

定了距离作为星系红移的函数，就可以由超新星观测来衡量作

为时间函数的宇宙膨胀率。在20世纪90年代，超新星观测方面

的天文学家报道了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的惊人结果。

在过去15年间，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宇宙加速膨胀的观

测证据。无论是通过宇宙微波背景谱的测量，还是对作为红移

函数的星系分布的观测，给出的重子声学振荡（BAO，Baryon
Acoustic Oscillation）的特征尺度都可以回溯到红移为1100时

的宇宙（译者注：在时间上就是宇宙早期的质子－电子等离子体

的复合阶段——recombination era，大约是大爆炸38万年后的

宇宙）。BAO的测量已然证实了宇宙的加速膨胀，而对作为红移

函数大尺度结构形成的测量则进一步证实，宇宙确实是在加速

膨胀。

为何宇宙会加速膨胀呢？研究最多的可能就是宇宙学常数

（或与之等价的真空能）在推动宇宙加速膨胀。另一种可能则是

在全空间弥漫着一种类似于Higgs（希格斯子）或类似于引起早

期宇宙暴涨的暴涨子随时间演化的标量场。这两种可能被统称

为暗能量。因为所有的暗能量的观测证据都建立在我们通过广

义相对论去解释宇宙的膨胀和演化，所以另一种思路或许是宇

宙学的观测可以用某种新的重力理论来解释。这类可能性包括

了存在额外维的引力修正理论。

宇宙加速膨胀的本源以及暗能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有

赖于未来的观测去确定。我们的观测则可以测量两类不同的效

应：一个是星系的红移和距离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结构形成

的速率。如果广义相对论在宇宙学尺度上是适用的，那么这两

类测量理应给出相互一致的结果。自然，测量也将揭示出暗能

量的基本性质。

天体物理学家目前正在同时运行好几个雄心勃勃的探测计

划，其目的一则是利用星系团的测量及超新星的观测得到天体

离地球的距离；另一则是利用引力透镜的观测给出大尺度结构

的形成速度。宇宙微波背景谱的观测则可以提供独立于引力透

镜的结果，并与上述计划互为补充。对宇宙微波背景的观测同

时也将提供更精确的宇宙学结构的描述。在下一个10年里，更

强大的观测也许有望绘制出宇宙过去100亿年的大尺度结构蓝

图，并能探测出天球上绝大多数星空的物质分布。这些观测将

为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宇宙加速膨胀的起源提供必要的信息。

结论

尽管广义相对论诞生于100年前，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

理论，然而在宇宙学中它仍然是一个十分强大，同时也是一个颇

具争议性的理论。它是我们目前宇宙学模型的基本假设之一，

这样一个模型既可以极为成功地描述实验观测，同时也预言了

存在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朵乌云”。这意味着我们目前对物理

学的理解仍然是不完善的。我们也许需要一个如同广义相对论

一样意义深远的新想法来解释这些奥秘，自然也需要更强大的

观测和实验去照亮我们对宇宙产生更新、更深刻认知的征程。

（原文刊载于2015年3月6日《Science》杂志，标题“The dark
side of cosmology: Dark matter and dark energy”）

文//David N. Spergel
作者简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译//肖智

译者简介：华北电力大学数理系讲师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44



科技导报 2016，34（5）www.kjdb.org

·国内期刊亮点·

高浓度CO2有利于黄花蒿的生长

青蒿素是控制疟疾最有效的药物，

只能从植物黄花蒿中提取，至今不能工

业化合成生产，每年该药物挽救数以百

万计的生命。我国著名中医药学家屠

呦呦教授从黄花蒿中提取并发现它，而

获得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工业化革命以来，全球大气CO2浓度持

续上升，不仅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重大

影响，也对植物生长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春梧朱春梧等利用开放式大气

CO2富集（FACE）研究平台，模拟50年后大气CO2升高（+200
μmol mol-1）对两个黄花蒿品种（野生种和栽培种）产量和养分

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气CO2浓度升高显著提高黄花蒿叶

片净光合速率和生物量，其青蒿素有效提取部位（叶片）大幅

度增加；同时大气CO2浓度升高也显著增加了黄花蒿养分需

求量，单株氮磷钾养分需求量至少增加30%以上。该研究表

明未来高浓度CO2条件下会有利于黄花蒿的生长，这非常有

利于青蒿素的供应，但是栽培过程中需增加养分投入来维持

土壤地力可持续性。（网址：pedosphere.issas.ac.cn/trqcn/
ch/index.aspx） 《Pedosphere》[2016-04-10]

推荐人：《Pedosphere》编辑部 孟粉香

海河流域氮污染整体表现为好转趋势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水

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的研究人员合作，收集海河流域

重点水功能区主要监测站点2000—2011年总氮（TN）、氨氮（NH4
+-

N）、硝氮（NO3
--N）、亚硝氮（NO-

2-N）指标的历史数据，实测2009年

350个样点的氮素指标，以探明海河流域河流氮污染特征及其演变

趋势。结果表明，海河流域氮污染现状严重，TN、NH4
+-N超地表水V

类水质标准现象严重（>2.0 mg·L-1）。在空间尺度上，海河流域氮污

染沿山区－平原方向呈现出明显逐渐上升的变化特征；在时间尺度

上，TN与NH4
+-N浓度变化均在2005年与2011年出现峰值，TN浓

度与NH4
+-N、NO3

--N、NO2
--N浓度极显著正相关（p<0.01），NH4

+-
N是海河流域氮污染的主要污染因子。2000—2011年，NH4

+-N劣

V类（>2.0 mg·L-1）站点比例整体上表现为

减少趋势，由2000年的28.87%降为2011年

的17.56%，劣V类站点NH4
+-N浓度均值由

2000年的7.91 mg·L-1降为2011年的6.50
mg·L-1。海河流域中，黑龙港运东水系、子牙

河水系河流NH4
+-N污染较重，各年平均浓度

均超过地表水V类水质标准。在海河流域氮

污染整体表现为好转的趋势下，氮污染现状

仍然严峻，需加强控制。（网站：www.actasc.
cn） 《环境科学学报》[2016-02-29]

分离出产黑色素的地丝霉新种
贵州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真菌资源研究

所罗韵罗韵等从 4℃的冰

箱中分离出一株能产

生黑色素的地丝霉

G014512 菌株，经产

孢结构、菌落特征及

5.8S-ITS序列研究分

析，鉴定为地丝霉属Geomyces的一个

新种——贵阳地丝霉 Geomyces gui⁃
yangensis。该菌株能在 0℃生长，最适

生长温度范围在 15~25℃，生长上限温

度为40℃。微生物产生黑色素的应用研

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贵阳地丝霉具有潜

在的应用价值。（网址：journals-myco.
im.ac.cn）

《菌物学报》[2016-02-22]
推荐：《菌物学报》编辑部

微通道内纳米颗粒对液滴聚并的

影响
Pickering乳液是纳米颗粒稳定的液

液两相体系，微流控技术是制备单分散

Pickering乳液的有效方法，而含有纳米

颗粒体系在微通道内的液滴聚并规律是

该实施方法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清华

大学王凯王凯等以正辛醇为连续相，水为分

散相，研究了六边形扩大微通道内液滴

碰撞过程。结果表明，液滴之间存在聚

并、碰撞不聚并和不相互接触3种流动状

态。在未加入纳米颗粒的空白体系内，

液滴的聚并率随着附加

连续相流量的提高呈现

从 100%到 0的突跃变

化，而加入疏水纳米颗

粒 之 后 聚 并 率 从

100% 缓慢下降至 0，
疏水纳米颗粒降低聚并

率的主要原因是流体液

膜内增加的排水阻力延长了液膜的排空

时间。加入亲水纳米颗粒可大幅提高液

滴聚并率，拓宽100%聚并发生的流量范

围。（网址：www.hgxb.com.cn）
《化工学报》[2016-02-05]

黄土高原水蚀风蚀交错带坡耕地

土壤风蚀速率空间分布
受水蚀和风蚀的交错作用，黄土高

原水蚀风蚀交错带的土壤风蚀速率难以

从总侵蚀中提取出，更难以描绘其坡面

分布特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

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

保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运用 7Be示

踪技术，在神木县六道沟流域选择方向

偏北的砂壤土和黏壤土坡耕地，沿与坡

面走向大致平行的方向布设采样线，采

集0~30 mm土壤样品，估算土壤风蚀速

率，探究风蚀速率的坡面分布特征及其

所指示的风况和微地貌特征。结果表

明，经过风季后，表层土壤颗粒变粗，比

表面积变小，有机质含量降低，这些土壤

理化性质变化表明两坡面均发生风蚀。

砂 壤 土 坡 面 A 的 平 均 风 蚀 速 率 为

1560.81 t/（km2 a），黏壤土坡面B的平均

风蚀速率为694.26 t/（km2 a），风蚀速率

在两坡面均呈现从坡顶到坡脚逐渐减小

的空间分布特征。两坡面风蚀速率等值

线分布还揭示了造成该分布的有效合成

风向为北风。风蚀速

率等值线的局部形状

变异显示了坡面微地

貌形态，等值线的变

异程度显现了微地貌

对风蚀速率的影响程

度 和 范 围。（网 址 ：

csb.scichina.com）

《科学通报》[2016-02-0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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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欧洲森林或加速全球变暖

对欧洲植被历史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仅仅植树不一定会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成果发表于2月5
日《Science》上。

研究显示，1750年以来，绝大多数欧洲森林已由原始的阔叶林树种转变成较有经济效益的针叶林树

种，这意味着欧洲大部分森林从亮色的落叶林转变成暗色的常绿针叶林。尽管欧洲大陆森林种植面积扩

张了10%，但这导致地表与大气之间能量与水汽的交换状态发生改变，大量热量滞留在低层大气中，导致

区域增温。此外，大规模砍伐原始森林、种植生长周期短且林业产量高的新森林，使得原本蓄积在腐殖层、

土壤与枯木中的碳元素被释放到大气中，降低了欧洲森林储存碳的作用，进一步造成局部气候变暖。建模

分析考虑了当地树木对气候的影响——经由蒸散过程释放到大气中的水分，以及吸收或反射阳光都会对

温度造成影响。模型表明，向深色的针叶林转变会吸收更多的阳光并释放较少的水分，从而对局部变暖提

供帮助。（网址：www.sciencemag.org） 《中国科学报》[2016-02-17]

马能识别人类面部表情
和人类受惊

吓时一样，当马受

到威胁或惊吓时

眼轮匝肌也会向

上提起。它们的

面部一共能传达

17种表情（人类面

部可传达 27种），

而且可以轻而易

举地辨识出同类的表情。近期研究表明

马可对人类生气面孔做出反应。研究成

果发表于2月10日《Biology Letters》上。

之前的研究表明，处于压力之下的

马匹心率会发生波动。研究人员对来自

英国马厩的28匹马（包括21匹阉马和7
匹母马）进行了检测，识别与真人面部大

小相同的彩色面孔照片。这些照片或面

带笑容，或生气皱眉。科学家记录了马

的反应，并测量它们的心率。看到生气

的面孔之后，20匹马转动了它们的头，使

它们的左眼可以看得见这张照片——这

一回应表示它们理解这种表情，因为大

脑的右半球主要负责处理负面情绪。该

研究表明：这些驯化的物种或者花费了

大量时间学习人类面部表情线索；抑或

它们的这种本领是与生俱来的，动物王

国中能够识别面部表情的动物种类比此

前认为的广泛得多。（网址：rsbl.royals⁃
ocietypublishing.org）

《中国科学报》[2016-02-16]

小蜗牛水下“飞翔”
大多数蜗牛通过用长着肌肉的脚

“蹭”海洋底部来活动，但是研究人员此

次发现有种蜗牛的脚已经进化成两个可

以被称为“翅膀”的拍打附件。研究成果

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
gy》第219卷第4期中。

这种蜗牛的体

形大小各不相同，

在北太平洋生长到

4 mm，但是在南极

洲会达到 14 mm。

对于这样一种微小

生物来说，它们在

水体中上下游动的

速度非常快。研究人员在有蜗牛的咸水

箱中把 4个高速摄像机放置在一个 1.5
cm3的物体上，在其中加入很多微型反射

粒子，并利用一束激光让这些粒子变得

可见，随后等待蜗牛游到视野中，以近距

离、慢动作观察它们如何活动以及搅动

周围水体。观察发现，这种蜗牛会用附

肢“飞翔”，就像一只小飞虫那样，通过用

翅膀和身体画“8”字旋转而产生升力。

目前，一些研究人员正在检测体形稍大

的蜗牛是否也在以同样方式游泳，还有

一名研究人员在尝试模仿它以制造飞翔

机器人。（网址：jeb.biologist.org）
《中国科学报》[2016-02-23]

只运动难减肥
近期研究表明，人体能适应更高的

运动水平，因此，即便更多地运动，也未

必能燃烧额外的脂肪。研究成果发表于

2月8日《Current Biology》上。

无数证据表明运动对人们身心健康

皆有益处，但是，计划减肥的人在锻炼了

数月之后通常会出现体重减少速度降低

甚至是体重上升。大规模比较研究显

示，那些爱运动者的日常能量消耗与更

长时间久坐的人相近。研究人员测量了

300名参与者在一周内的日常能量消耗

和运动量，结果显

示，身体活动对日

常能量消耗的影响

十分微弱。不过，

达不到适当运动量

的人，加班也不会

增加能量支出。（网

址：www.cell.com/
current-biology）

《中国科学报》[2016-02-03]
首次确认快速射电暴宿主星系及红移

科学家首次确认了一个快速射电暴（FRB）的所在地、宿主星系以及红移。该项研究给探索来自深空的

这些神秘无线电脉冲的“家园”提供出新证据，并表明它们至少可以被分为两大类。研究成果发表于2月

25日《Nature》上。

红移测量让天文学家可以确定快速射电暴发源地的距离，但在射电暴消失之前确认其天体坐标非常

有难度。英国麦克尔斯菲尔德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组织的伊万伊万··基恩基恩及其研究团队使用澳大利亚帕

克斯射电望远镜，对快速射电暴FRB 150418进行了观察。观察发现，FRB 150418源于一个椭圆星系，有

着0.492的红移。此前，天文学家从未同时确定过任何一个快速射电暴的位置和宿主星系，更没有精确计

算出红移。他们表示，由于FRB 150418的射电余晖经过了6天才消逝，不可能来自脉冲星——这对最近

发现的另一个无线电脉冲的解释提出了挑战。因此，该结果表明，快速射电暴应该至少存在两个种类。（网

址：www.nature.com） 《科技日报》[201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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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见病需要更多关注罕见病需要更多关注
2016年2月29日为第9个国际罕见

病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罕

见病是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数 0.65％~
1％的疾病，目前经确认的罕见病近7000
种，其中由遗传缺陷所致的罕见病将近

80%。为使世界各地对罕见病产生关

注，各地区和国家都举办了各种社会活

动，以使得罕见病患者走入公众视线，促

进相关科学研究，并制定法律法规保护

罕见病患者的利益。

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在

2016年 2月 29日罕见病日当天于北京

举办了“感谢有你”国际罕见病日宣传片

发布仪式（图 1）。该宣传片讲述了软骨

发育不全症、白化病、戈谢病、肺淋巴管

肌瘤病这4种罕见病例的故事，道出了罕

见病人是人们一直忽略去“感谢”的群

体，因为罕见病患者为每个健康人承担

了那部分患病风险，进而表明，人们应该

更加积极主动地帮助罕见病群体。活动

仪式上，罕见病发展中心在京举办2016
年国际罕见病日宣传片“感谢有你”发布

会。会上，主办方宣布启动100万元“因·

为爱”罕见基因检测计划。该项目通过

整合国内基因检测机构资源，为临床上

未确诊的罕见疑难病例或贫困罕见病家

庭提供免费基因检测服务，将有效提高

罕见基因疾病诊断率，同时有利于罕见

病患者基因数据的建立。

美国在2009年加入罕见病日活动，

助力该活动成为国际性的事务。自此，

美国举办了各类活动，包括学校教育计

划和横跨美国的图片展。2013年，奥巴

马发信支持罕见病日活动。2015年，其

成为美国全国性质的活动。活动形式包

括会议、艺术展、筹款跑步比赛、慈善晚

宴等。在芝加哥，“摇滚罕见病”活动创

建了一系列音乐，当天在许多医院演

奏。美国国家罕见病组织致力于通过教

育、倡议、研究和患者服务计划来促进罕

见病的甄别、控制和治疗。它能帮助罕

见病人找到能提供其病症更多信息的当

地组织。

2016年美国举办的活动包括宣传片

发布、筹款跑步比赛、罕见病成就颁奖等

等。跑步比赛筹得的资金将用于支持

“未确诊疾病网络的患者援助计划”。该

计划为穷尽一切办法仍无法确诊罕见病

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涵盖该疾病网络

下患者和家庭所需的基本诊断检验。罕

见病成就颁奖将于 2016年 5月 17日举

行，它将奖励在抗击罕见病当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组织、提倡和公司。

此外，美国FDA于2016年启动了一

项全新的罕见病史研究计划。FDA指

出，目前大多数罕见病自然状态的病程

发展还不为人知，这已经成为阻碍罕见

病产品研发的最普遍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之一。该计划旨在通过回顾性研究、前

瞻性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方式，分析罕见

病的病程发展，甄别疾病亚群的基因型，

开发并验证临床结局、生物标记物和伴

随 诊 断 试

剂。

罕见病

日国际官方

网站的建维

护和全球活

动的组织正

是由欧盟的

EURORDIS
承担的。如

今欧洲范围

内，讨论会、

颁奖礼等活

动已遍布法

国、德国、比

利时等等国家。2016年，源于欧洲的遗

传性皮肤病网络（Genodermatoses Net⁃
work）举办了国际性的艺术大赛，试图唤

起人们对罕见皮肤性疾病的关注，并围

绕“快乐”为主题，让人们以不同的视角

来表达自身的感受。艺术作品将在罕见

病相关的不同网站上展示。比赛设置 4
个年龄组，获奖者将获得优质铅笔和彩

色蜡笔。

英国在 2008年罕见病日活动创立

以来就加入其中。多年来，许多患者组

织通过政治途径就区域或国家议会的罕

见病相关政策举办招待会和公开辩论。

2015年，活动形式包括会议、家庭日和社

交媒体活动。契合于“日复一日，手拉

手”的主题，剑桥的一所医院创造了手印

油画作品，伦敦一所医院的孩子们也用

手印构成了一颗巨大的眼睛，唤起人们

对眼科罕见病的关注。

2016年，英国在罕见病方面的活动

形式多样，遍及多个城市，一些城市还会

举办数个活动。伦敦的一项活动是与一

所眼科医院的基金会联合在2月29日举

办一次罕见病网络直播讨论会，并且它

还为英国国家性质的活动“患者之声”提

供支持信息，包括对罕见病研究的观点、

提升与罕见病患者共同居住的意识等

等。伯明翰儿童医院在英国开设了第一

所儿科罕见病中心，2016年举办了一次

“罕见病周”，人们可以在午餐时间来到

医院的门诊部和住院部，与专业人员讨

论交流，并有机会探望罕见病儿童及其

家人。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R）牛津

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与NIHR罕见病转化

医学研究合作中心联合开设了公开演

讲，牛津大学的一名教授与公众讨论他

如何使用患者驱动的研究来形成对骨骼

罕见病患者的临床关怀。演讲前设有一

次招待会，与听众近距离的对话。

英国在国家层面上拥有联盟组织

——遗传学联盟（Genetic Alliance），它

试图将英国所有遭受罕见病的患者凝聚

在一起，并帮助患者找到与其疾病相关

的本地组织。

文//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图1 国际罕见病日宣传片发布（图片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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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我的老师谢家麟先生永远怀念我的老师谢家麟先生

·科学人物·

2016年 2月 20日 8∶12分，我的老

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谢家麟

院士与世长辞了。2月 21日早晨，与我

的两位师兄王光伟和裴国玺研究员一同

去谢先生家里，家中只有师母范先生和

家人，再也见不到我们的老师谢先生

了。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了时空流变的

力量，它使人相遇，使人分离。

与谢先生的第一面

我与谢先生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还得从1978年入学后不久，清华大学工

程物理系加速器教研组安排学生们到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

能所）的参观活动说起。那时高能所正

在积极开展在北京昌平筹建的 50 GeV
质子同步回旋加速器（“87工程”）的预制

研究工作。高能所的接待人员向我们展

示了各种低能加速器、实验室和科研人

员办公室。实验室参观给我留下最为深

刻的印象就是办公桌上那一摞一摞、厚

厚的、装订好的外文期刊。那种感觉就

像是亲临前线一样，有一种真实感和神

圣感，是一种既感性又理性的认识。最

后，大家来到主楼二层的阶梯教室，一位

年近花甲、精神矍铄的老教授身穿当时

最标准的四个兜的蓝色干部服在讲台上

给学生们介绍高能所的研究领域和科研

情况，同时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50 GeV
质子同步加速器“87工程”项目（直到最

近查阅资料我才真正了解到“87”字样的

内在涵义，它与CERN有关，反映了那个

时代中国科学家内心深处的目标追

求）。这位老教授正是我国著名的加速

器物理与技术专家及“87工程”项目总设

计师谢家麟先生。现在每当我再次走进

这间教室，心中总会浮现出近40年前第

一次见到谢先生的情景，不同的只有时

空而已。

在清华大学的5年大学学习期间，尽

管“87工程”在 1979年因为经济调整而

下马，但我从未间断过对我国未来大型

加速器计划的关注和知识储备。1983年

是个重要的年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BEPC正式开工，邓小平同志亲自来高能

所奠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也是这一年

在高能所完成的。那时，高能所正在根

据谢先生和周立农老师等提出的箭耦合

高梯度驻波加速管新结构进行样机研

究，我的毕业论文研究内容就是如何精

确测量加速腔中的场分布，并给出精确

的理论解析公式。谢先生的名字第一次

出现在我所研究课题的文章作者里，周

立农老师是我在高能所的毕业论文指导

教师。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清华大

学本校研究生，1986年研究生毕业时我

考取了谢家麟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从此

开始了生命中与谢先生至今30年师生关

系的不解之缘。

拜入师门，谢先生为我打开国际视野

记得 1986年 6月，第一次以师生关

系见到谢先生是在他位于高能所主楼二

层右手的那间朝阳的办公室里。除了我

想要深入了解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

程，他向我重点介绍了他正在推动开展

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项目的情况和目

标，并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重点为用于北

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微波电子枪的理

论与实验研究。

1986年，世界上基于直线加速器的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只有美国实验成功

了。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中的天

基武器之一就是当时只有美国掌握技术

的基于直线加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器。

我研究工作的起点是谢先生到美国斯坦

福大学直线加速器中心访问带回来的一

张草图。那时经常与顾孟平老师一起到

谢先生中关村的家里讨论问题，从微波

技术到阴极材料，从粒子动力学到实验

技术，从alpha分析磁铁到束流传输注入

和测量。谢先生从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

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Labora⁃
tory）、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
ratory）及其他国家实验室邀请的科学家

来北京讲解自由电子激光原理和加速器

物理。我关于尾场引起的束流发射度增

长的物理概念和尾场计算方法就是在那

时建立和学习的。在这段时间里，无论

是谢先生的介绍，还是与国外科学家面

对面的讨论都让我感到国际视野、国际

交流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谢

先生时常对井底之蛙式的狭窄视野的批

判，对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起到

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直到今天我还时常

反思自己是否会有视野狭隘的情况发

生。

几个月过后，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这

与谢先生制定的正确技术路线有很大关

系。在实验方面，谢先生强调的“把东西

做出来是最重要的”观点对我产生了很

大影响。我的研究工作除了理论设计，

就是画图纸、跑材料、找工厂、出差、联系

合作伙伴、安装、实验、失败、再实验、再

失败、再实验。一开始，没有单晶 LaB6
阴极就用喷涂的，没有Re丝灯丝就用钨

丝代替，发现钨丝与陶瓷隔片发生高温

下的化学反应就改进成不用陶瓷隔片的

螺旋锥形灯丝结构，没有阴极Re筒就用

钼筒代替，磁四极透镜从王书鸿老师那

面质子加速器库存里借，没经费研制专

用 alpha磁铁，就用高能所工厂剩余的

BEPC-110Q铁的散矽钢片制造代替。

无论有多难，都要想方设法向前推

进，这就是谢先生的科研风格。那时候

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和沈阳科学仪器

厂成了我常要联系的地方。我在办公室

的制图版上不断完成着各种孔径的法

兰、束管、腔体、阴极结构、alpha磁铁结

谢家麟先生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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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真空盒设计等，以及没有计算机程

序帮助的纯手工设计和制图。

直到现在我在指导博士生研究时，

总要把他们比作战士冲锋，要求他们有

一种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勇往直前、争

取胜利的精神和勇气。

由于工作进展迅速，加上谢先生的

信誉，高能所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项目

终于被国家定为863项目。对我来说立

项之后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过去由

于经费不足东拼西凑的元件现在可以根

据要求设计加工了。两年多过去，实验

装置有了模样。

有一天，谢先生领着一对法国夫妇

来实验室里参观。被告知那位先生是法

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

（Laboratoire de L' Accelerateur Lin⁃
eair，IN2P3，CNRS，简称 LAL）的所长

Prof. M. Davier后，我给他们介绍了整个

装置和实验结果。临别前，所长对我说：

你毕业后可以到法国来。几个月后该所

加速器物理室的室主任Dr. J. Le Duff也
来参观了。我的英文解说给他留下了深

刻印象。之后很快我就收到了法方的邀

请信。那时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还有3、
4个月，我的身体不好，由于长期从事辐

射试验，受射线的影响，我的白血球水平

降到了2000多，人常感到异常疲劳。但

能去LAL这样一个在世界环形正负电子

对撞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研究所

学习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跟夫人商

量后还是决定去。世界第一台环形正负

电子对撞机 AdA 就是在法国 Orsay 的

LAL研究所进行的首次成功对撞，之后在

LAL又建有ACO和DCI两代环形正负电

子对撞机，并为 LEP建造了直线注入器

LIL。同时，LAL是一个以高能物理为中

心的研究所，与CERN有着千丝万缕的

紧密联系（CERN也是法国科学政治家首

先提出成立的），符合我个人长期以来向

往的高能粒子对撞机加速器物理与技术

的研究目标与兴趣。可以说，是谢先生

通过LAL的大门把我领入高能物理对撞

机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研究的领域和轨道

上来。

1989年 4月，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

了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

速器研究所。由于谢先生于 1989年 10
月赴美国布鲁海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两

年，高能所同意将我的博士学习阶段转

到巴黎第十一大学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专

业。我于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1996年

获得巴黎十一大学大博士 (Habilitation
访 Diriger des Rechereches)，题目就是

未来高能正负电子直线对撞机相关加速

器物理研究，并于 1993年 1月 1日成为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终身研究员。Dr.J.
Le Duff是我的法国导师，Prof. M. Davi⁃
er是我的博士与大博士答辩委员会的主

席。1996年在谢先生的推荐下，我接到

李政道先生的邀请信，回国在中国高等

科学技术中心进行了为期 3天的未来正

负电子直线对撞机研究的报告。1996至

2004年，我的研究领域又转向环形正负

电子对撞机的加速器物理关键问题研

究，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建立了许多相关

理论，这也为我目前作为加速器召集人

之一，带领团队开展中国科学家1992年

提 出 的 大 型 环 形 正 负 电 子 对 撞 机

（CEPC)CDR设计研究及博士生培养打

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法国期间时常被请到所长 Prof.
M. Davier和室主任Dr. J. Le Duff家里

做客，每每谈到我的中国导师谢家麟时，

他们总是给予最高的评价：一个令人尊

敬的学者和前辈、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

国际合作精神的开创性科学家、一位绅

士、一个好朋友。那时，Dr. J.Le Duff是
台湾光源的顾问，袁家骝、吴健雄是他的

好朋友，他总是说这些东方科学家身上

的平和与睿智是他非常欣赏的。他们的

这些评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

从另一个角度更加了解了我的中国导师

谢先生。

2003年10月，我应邀赴SLAC代表

LAL与PEP-II进行合作研究，能来到谢

先生博士毕业的斯坦福大学的SLAC，我

感到非常高兴。在谢先生去世后，我收

到SLAC世界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Prof.
Greg Loew 的 来 信 ：“This is indeed
sad news. Xie Jialin was a wonderful
colleague, friend and accelerator
physicist. He was at Stanford longer
than anyone of us, I believe as early
as 1947 or 1948, and he was one of
the few people still alive who, I think,
knew Bill Hansen, Ed Ginzton, Marvin
Chodorow, Dick Neal, and of course
Pief. He was always very modest and
liked to laugh. What a long and rich
life! He will be missed!e

归国，谢先生给予我榜样力量

谢先生是解放初历尽曲折从美国学

成回到祖国的老一辈归侨科学家，为我

国的电子直线加速器技术和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工程做了奠基性工作。我回国

前，他经常在我去家里看望他时对我说，

呆在国外是“锦上添花”，回国服务是“雪

中送炭”。多年来，谢先生回国服务、报

效祖国的人生经历一直是我的学习榜

样，同时，也符合我的人生价值观。正是

拥有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意识，2004年底

我放弃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终身研究

员职位，作为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人

才”引进计划（百人计划）的引进人才回

到高能所任研究员（中国人事部批准的

回国定居专家）并得到2005年度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临行前，中国驻

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和全法中国科技工作

者协会为我举行了欢送会。中国驻法教

育处的白章德参赞和科技处的王绍琪公

参（后任 ITER首任中方代表）对我的顺利

回国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这些

都使我终生难忘。说起当时的选择，我

觉得能够归国报国是一件很幸运和幸福

的事情，出国是必要的，回国是必然的，

回来为国家做事，心理上很踏实，有一种

归属感和幸福感。

2004年8月国际未来高能粒子加速

器委员会决定下一代高能粒子对撞机为

超导型直线对撞机，命名为国际直线对

撞 机 （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
ILC）。回国后我立即组织研究所及国内

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国际合作团队，开展

ILC国际合作。这个机遇非常难得，如不

及时抓住，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还将拉大。国际上对直线对撞机的研究

已经开展了20多年，而我国过去基本在

这个研究领域之外；同时，ILC采用的先

进的超导加速技术也是我国急需发展的

高技术。我在法国自 1992年以来就从

事未来直线对撞机的研究与国际合作，

我的回国与我带领团队所开展的研究工

作是一个绝佳的匹配。虽然在实际工作

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看到研究

团队在进步，博士生、博士后相继顺利毕

业，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中国在 ILC
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不断增加，我心里感

到非常踏实和幸福。作为 ILC亚洲指导

委员会主席、ICFA LCB成员，我知道自

己的责任和使命：使中国在世界的科技

前沿占有一席之地。

谢先生对中国加速器研究的大力推动

谢先生对国际高能物理前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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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十分关注，每当谈到国际直线对撞

机，他总是对中国在未来国际直线对撞

机的建造及实验中的参与程度非常关

心。他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前沿科学

国际合作研究，在我国积极发展先进的

超导加速器技术，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

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主动，并通

过国际合作提升自己。

关于未来长远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发

展还有一个故事。记得2005年3月的某

个星期一上午，谢先生打电话要我去他

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他给我看了

2004年底《Nature》杂志上关于激光等离

子体加速实验的3篇文章。文章所展示

的实验结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里程碑式

的进步和重要机遇。根据谢先生的建

议，我作为会议主席于 2005年 11月在

CCAST举办了第一届激光等离子体加速

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聚集一

堂，对这一加速器前沿技术在中国的未

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为与会的

最年长者，谢先生对科学前沿的高敏感

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会议

主席，我深深地感到国内加速器界应积

极开展这一前沿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应

从培养青年一代抓起。在之后的 10年

里，我的博士生当中有两位从事激光等

离子体加速物理与技术研究，开展了与

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九院、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研

究，成为了高能所第一批在激光等离子

体加速前沿技术方面的博士毕业生。目

前，激光等离子体加速物理预实验也成

为中国科学院粒子加速器物理与技术重

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现在回

想起来，感到谢先生对前沿加速器物理

与关键技术的大力推动实在太重要了。

自2005年回国后，我作为香山会议

申请人成功召开过两次香山会议。其

中，在2012年7月LHC强子对撞机成功

发现希格斯粒子之后，于 2013年 6月成

功召开的第 464次“下一代高能正负电

子对撞机：现状与对策”香山会议结论指

出：1）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直线对撞机

ILC的预研，建造和运行。2）周长为50~
70 km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Higgs 工

厂，CEPC）及可改造成的 50~70 TeV质

子-质子对撞机（SppC）是我国高能物理

界的重要机遇，需要抓紧组织队伍进行

预研。这两个会议结论对我国高能物理

未来发展和世界高能物理发展格局都将

产生重大影响。

谢先生非常关注我国科学家提出

CEPC-SppC计划，这符合他一贯看大

看远的战略风格。谢先生去世前不到一

年，还坚持周一上午去办公室工作半天，

并时刻关注着我国粒子加速器的每一点

进步和发展。记得在去年的一个周一上

午，我去办公室看他，谈到未来环形正负

电子对撞机(CEPC)的最新设计与科研进

展时，谢先生不时地点头和微笑，眼里充

满对我国未来高能物理加速器发展的殷

切期望。我和导师谢家麟先生有着一致

的目标，那就是立足于自己的学科，爱国

报国，为国家的崛起努力做事，起到“雪

中送炭”的作用。这个目标一代一代地

传承着，好比一根链条，一环扣着一环。

2016年即将在韩国召开的国际粒子

加速器大会（IPAC）上，首次设立了 4个

冠名奖项，第一项就是“谢家麟奖”。今

后，这个大会每次在亚洲召开时都会颁

发“谢家麟奖”。IPAC（亚洲）这个以谢家

麟冠名的奖项，是世界加速器界对谢先

生毕生成就的充分肯定。

就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收

到日本黑川真一教授的邮件通知，世界

上第一位谢家麟奖的获得者是美国布鲁

海文国家实验室（BNL）的Derek Lowen⁃
stein博士，巧合的是他正是在20世纪80
年代初与谢先生共同合作过北京 50
GeV质子同步加速器项目的老朋友。非

常遗憾，谢先生没有能够看到第一位获

奖人的名字。

尽管谢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做

人的浩然正气、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远

的目标追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科学之

路上不断前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

文//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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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待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如何善待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

系，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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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吴建永

中 国 国 家 留 学 基 金 委（Chinese
Scholarship Council，CSC）近年来每年

都资助上万名从学生到教授不同层次的

学者到国外访学。这种“千手千眼观音”

的方式最有可能把国外实验室的优势引

进国内，并润物细无声地把世界基础科

研的中心转移到中国。

国内的留学人员到国外的实验室都

有个适应过程。很多短期留学人员不能

快速融入国外实验室环境，使得国外的

导师不能发挥“免费”学者的能力。还有

少数留学人员不努力，混日子、游山玩

水。这些负面情况是相辅相成的，比如

越不能融入实验室就越不被导师器重，

因而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只能游山玩水

混日子。以下我想用自己近十年来的经

验，从国外实验室的导师和访问学者两

方面谈谈如何避免上述负面情况。

导师应该做什么

作为导师，最需要避免的就是拉着

一张“老板”（boss）的臭脸开组会、逼进

度、要数据。最需要的是亲自花时间和

学生一起定科研题目、做实验、读文献、

讨论数据、写文章。导师和老板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概念。导师类似于中国传统

中的师傅，没有言传身教不成为导师。

导师在开始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指导

CSC学者绝对是值得的。开个好头可以

让其后的几个月进度更快。有的学者到

美国放下行李第二天就来实验室，而且

以后工作也很努力，天天来实验室。对

于这种认真的学者，导师就需要更加重

视，多花时间让他/她领导或参与更多的

项目，带领组会，参与更多的文章。

CSC学者工作时间很短，水平参差

不齐是可以预料的。作为导师要有耐

心，碰到水平低的学生不要急。我见过

的很多大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低，有的

说“只要是能喘气就行”。这就是大师级

的自信。

我们作为在美国任教的华裔导师，

“身世坎坷”，遭遇过不公是肯定的。自

己成功后要结合亲身经历来体会今天学

生的不容易。他们虽不见得有我们当年

那种一边在饭馆端盘子一边念书的经

历，但需面对今天世界的更多挑战。所

以尽量不要用自己的经历来衡量学生。

有的导师和我抱怨，“我漏夜给他写文

章，而他自己带孩子去旅游”。碰到这种

情况就需要有定力。毕竟导师是通讯作

者，漏夜赶工也是应该的。

我个人认为对待CSC学者，有 3个

1/3的度就行了：就是1/3的时间工作；1/
3的时间发展个人兴趣（personal devel⁃
opment），如听学术报告、参加会议、访问

其他院校；还有1/3的时间用于学者个人

和家庭（购物旅游、送孩子上学、考驾照、

买房子）。其实在任何时候，一般只有少

数人在认真努力，全心扑在工作上。而

真正成功的人更是极少数。所以作为一

个导师，你的主要任务不是培养诺贝尔

奖学者，而是帮你的学生有一段比较愉

快的人生经历。

访问学者的成长秘籍

秘籍一是“第一推动原理”。就是说

你第一天做得好就给其后的一年打下基

础，你这一年访问圆满就给你一辈子的

学术大发展打下基础。显而易见，你给

人的第一印象好，马上在人眼里高一头，

就更容易受人帮助，受导师信任，更容易

出成绩。而你做出一点成绩，立刻就会

被大家看好。更容易出更多的成绩。在

访问的阶段发表一篇文章，就能让你回

去更容易得到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和

面上项目。所以做事情要早，做大事更

要早。

可是许多人都说，我第一印象已经

搞砸了，一年过去一半还没起色，第一推

动肯定不行了。这样看法也片面。其实

你每一天都是你余生的第一天。每天都

能给别人一个全新的印象。所以，不要

等明天，等下周，等导师开会回来，等回

去以后…… 要像禅家机锋里说的，“现在

就是转运的最好时刻”。

秘籍二叫“语言领先”。不管文科理

科，语言不行，寸步难行。所以你到一个

新环境一定要硬着头皮交流。这个也有

第一推动原理，头天难，第二天就容易些

了。在新的语言环境中，一定要无时无

刻地听。即使是完全不上心地挂个耳机

听广播，你的脑子也在不断地被这新语

言刻画着，听几十小时就会来个突变。

一般学校学术报告很多，应在不影响工

作的情况下尽量去听。听学术报告提问

是一大难关。所以开始时先训练听完了

上去和报告者打个招呼，借这个机会问

个问题。然后过渡到能够在正确的时机

打断发言问个好问题。达到这水平也算

个知名学者了（当然繁琐问题提太多会

变成报告搅局者，人见人烦）。

秘籍三是“学徒精神”。就是对导师

的实验室有所奉献。也许你能奉献的就

是抢着刷瓶子、清理实验台、替别人下动

物房。但这也很重要，表示你在乎导师

和其他人给你提供的工作环境。别认为

你的实验条件是理所当然的，每一尺实

验台每一个玻璃瓶都来之不易，你导师

为这样一个实验室奋斗过不少年呢！

秘籍四是“扬长避短”，就是尽量要

利用你的长项来工作，不要和学不会的

东西死磕。这点在短期访问中尤其重

要。比如在一个集体里，有人能写会画，

那就尽情去写去画给人看，这样就可以

遮掩你不会编程的短处了。作为CSC学

者，你的长处自己准备，到新环境里去露

一手，让人刮目相看吧。

秘籍一过三条就不值钱了。所以我

就不罗列第五、六、七了。有人认为怎样

应对变态导师、怎样和竞争者见招拆招

很重要，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做人要充

满正能量地对人对事，我相信神经不正

常、故意折磨学生的导师是少数，而在更

多的情况下，你能做的是避免误会，减少

内耗，争取与导师愉快合作。

以上是我这辈人的血泪教训总结出

来的。多听一句或许就能少掉进一个泥

坑。最后祝你留学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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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创业维艰写沧桑创业维艰写沧桑，，功在千秋放光芒功在千秋放光芒

刘强 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 6月 1
日第1版，定价：10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陈仁全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南勘察设计院（湖北）有限责

任公司，助理工程师。

筚路蓝缕，鞠躬尽瘁
中国早期地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

点，既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

思想，又在本国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划

时代的发现。自 1913年中央地质调查

所成立起，地学先辈们便在时代动荡、交

通不便、物资匮乏的条件下，为了科学探

索和救国自强，开始风餐露宿、跋山涉

水，东到江浙沿海，西至西藏新疆，开创

中国早期地学事业。

早期地学工作中，并无太多人员，待

遇也比较低。但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

灏3位先生的带领下，许多地学先辈不计

名利，为地学事业奉献一生。李四光先

生曾在北大被称为“破裤子先生”；袁复

礼先生在新疆不惜冻伤脚踝挖掘恐龙化

石。陈述彭先生29岁便切除一肾，独肾

为地学事业工作了50多年。为了传承地

学血脉，还有不少地学先辈们的后代也

选择了地学之路，如谢家荣之子谢学锦，

李春昱先生外孙女廖含英，刘东生之子

刘强，施雅风之女施建平等。也有许多

地学先辈在工作中，献出了生命，如丁文

江、赵亚曾、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等。地

学先辈们怀揣着崇高理想，风雨兼程，流

血流汗，攻坚克难，完成了诸多区域地质

调查与研究工作，奠定了新中国建设事

业的基础。

众人拾柴，聚似团火
在丁文江先生的卓越领导下，“中国

地质科学十八罗汉”于1916年毕业参加

地质调查工作，并邀请李四光、马廷英先

生回国执教。1917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恢

复招生，同时一些高等院校也组建了地

质系，稳步扩充中国地学人才队伍。为

此，出现了一个所院士盛出、一个班大师

云集、师生如父子、父子同战友的景象。

看到地学先辈后代们的回忆，不禁让人

感慨，再困难的条件，再遥远的路途，也

无法阻挡他们求索真理，救国自强。

还有一些外籍学者为了科学理想，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扎根于此，有的

长眠于此，为开创中国地学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如葛利普（A. W. Grabau，
1870—1946，美国）、安特生（J. G. An⁃
dersson，1874—1960，瑞典）、德日进

（P.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
法国）、米士（P. H. Misch，1909~1987，

德国）等。葛利普至死不离北大地质系，

26年的奉献孜孜不倦，最后长眠于中国；

米士博学多才，对岩石学的深刻讲解，让

西南联大的地学人记忆深刻，受益终

生。书中佟城先生之女佟延燕与刘东生

先生之子刘强撰写关于葛利普、米士的

文章，还让我们看到这些外籍学者后代

们对他们的评价：科学无国界，助人为乐

的崇高信念会一代又一代传承。

志同道合，友谊长存
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地学工作者

仅有300余人，这些地学先辈们有的是学

在同校，有的是师出同门，有的是工作同

所。可以说有着共同的人生志向，热爱

地学事业，为了救国存亡，相聚一起开创

地学事业。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3位先生长

期搭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葛利普的

到来，与地学先辈合作无不愉快；黄汲清

先生一家曾与李春昱、尹赞勋先生家毗

邻，私交甚好，虽有学术观点不同，但共

同维护集体利益。刘东生先生与陈梦

熊、韩德馨、顾知微、李璞、池际尚等院士

为同窗，刘东生先生还曾给韩德馨先生

写信讨论研究发展趋势，友谊至深。又

因为历史缘故，金开英、卞美年、马延英、

张锡龄等先生赴台，有的与大陆分别半

个世纪，也不忘记曾经与其他在中央地

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同仁之友谊。在外籍

专家面前，姜达权先生曾与国际著名水

利大师萨凡奇和琼斯等人对三峡坝址有

过辩论，不惧国际学术权威，结下友谊。

斯人已逝，铭记历史
在这部书中，地学先辈们关于“反

右”和“文革”中的回忆，让人感到十分沉

痛，有知识分子的屈辱感，有时还夹杂着

愤慨，但看到他们豁达的人生观，又感到

一丝欣慰。黄汲清先生之子黄浩生回

忆，父亲下放劳动改造，与大9岁的孙云

铸先生成了“猪班”同学，读到这里便觉

心酸，难掩之泪。李春昱先生之女李勤

媛写到“父母学会了放羊、担水、锄地”；

崔克信先生之女崔龄燕写到父亲说“科

学家养猪也算不了什么”；铀矿地质开创

人黄劭显先生之女黄祖英回忆“我父亲

‘升职’了，由‘猪倌’升为‘伙夫’”；陈梦

熊先生之子陈泽行写到“父亲……用 18

磅大锤把冻起来的粪便砸断，再用小推

车运走”。这些回忆还原了历史，让人有

时哭中想笑，无言以对；有时欲哭无泪，

潸然感叹。

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吃了许多

苦，但他们苦中作乐，笑看人生，坚守信

念，度过了这一段艰难的岁月。也有人

因为精神打击过大，不堪屈辱，含冤离

世 ，如 谢 家 荣（1898—1966）、李 璞

（1911—1968）、司幼东（1920—1968）等

先生。地学先辈们在历史悲剧中，忍辱

负重，山水之间肩负使命，我们不要忘记

那段历史。

掩卷沉思，奋发图强
在经历抗日、“反右”和“文革”的磨

难后，地学先辈们慢慢都离开了，而他们

的后代不忘对长辈的怀念，不忘对子女

的教诲。近年来，有一部分人开始有意

识地收集这些史料，如刘强和佟延燕，一

些外籍学者如 Grace Yen Shen、Yang
Tsui-hua 等也在做这份工作，让人感

动。新中国成立后，地学机构和学科布

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割断

了地学史的探寻之路，科学地发掘人物

史料已成为研究中国地学史的关键。

斯人已逝，流水汤汤。地学先辈们

对地学事业的热爱，对民族存亡的担忧，

让他们不仅业精于勤，而且博学多才。

他们求真务实，科学救国，淡泊名利，乐

观豁达，严谨治学。尽管后来有很多人

在艰难岁月中，心灵和精神受到过巨大

伤害，但他们抛开历史恩怨，乐观豁达，

一如既往地为国家、为地学事业勤奋工

作。我们要铭记历史、吸取教训，集中力

量奋发向前，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更

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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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爱因斯坦相对论100年

[英] Andrew Robinson 著；张卜天 译。湖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定价：68.00元。

爱因斯坦之所以具有普遍吸引力，

在于其卓越的物理学工作。本书收录的

12篇文章由包括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内的著名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所撰

写。书中清晰地呈现了爱因斯坦伟大发

现的核心所蕴含的美妙简单性，解释了

爱因斯坦的思想如何继续影响着科学发

展，如激光、大爆炸理论和“万有理论”；

还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活和科学以外的

活动，包括爱因斯坦与卓别林、罗斯福、

泰戈尔等名人的邂逅，爱因斯坦对音乐

的热爱以及烦恼重重的家庭生活。不论

是针对核武器、反犹主义、麦卡锡主义和

社会不公而发起的政治斗争，还是那些

不落俗套的人格表现，都体现了爱因斯

坦惊人的创造性。

完美理论

[英] Pedro G. Ferreira 著，向真 译。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定

价：45.00元。

自从爱因斯坦 1915年首次提出广

义相对论以来，物理学家们一直在探索

和质疑这一理论。他们的工作已揭开了

宇宙中大量令人惊奇的秘密，很多人相

信，更为神奇的奇迹正有待揭秘。广义

相对论为我们对时间的起源和宇宙中所

有恒星和星系的演化的理解提供了关键

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不仅揭

示了宇宙极大尺度的物质属性，而且为

最小尺度上的存在性研究开辟了道路，

并解释了实在的结构是如何突现的。人

们正处在现代物理学的一场重大变革之

中。由于科学家在空间上能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看得更远、更清楚，因此本书揭示

了广义相对论的更广阔的相关性，向我

们展示了宇宙从哪里开始，它的现状，以

及它还将带领人们奔向何方。

透过哈勃看宇宙

[英] Oli Usher，[丹麦] Lars Lindberg Chris⁃
tensen 著；朱达一，周元 译。上海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定价：

98.00元。

该书是透过哈勃空间望远镜的视角

所看到的宇宙导览。探究哈勃空间望远

镜历史（第1章）、工艺技术（第2章）和光

学系统（第3章）之后，第4章将会讲述哈

勃望远镜与行星的故事。在第5章里，人

们将领略到银河系中恒星和星云的风

采。在第6章，将会介绍由数十亿个星系

构成的宇宙，这其中将包括那些人类未

曾踏足过的宇宙最远的疆域。哈勃在众

多星系中心发现的超大质量黑洞将会在

第 7章里涉及。在第 8章中会对构建宇

宙结构的暗物质和暗能量进行介绍。在

第9章，将会展示那些有趣的、由哈勃拍

摄的令人迷惑的光学幻象。在结尾的第

10章里，将会把目光转向未来。

数学与人类思维
[法] David Ruelle 著，林开亮等 译。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第 1 版，定价：

38.00元。

本书就世界上最聪明而奇特的数学

思维提出了一个刺激的问题：他们的聪

明是由于其奇特性，还是与之无关？在

这本发人深省的书中，为读者呈现了他

对所了解的知名数学家的一个珍贵的内

行描述。作者毫不掩饰他对图灵和亚历

山大·格罗滕迪克、雷内·汤姆、黎曼，菲

利克斯·克莱因等数学家的看法与深刻

反思。每一章都探讨了一个重要的数学

思想及其背后富有远见的思维。

连接组：造就独一无二的你

[美] Sebastian Seung 著；孙天齐 译。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第 1 版，定

价：45.00元。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科学家一直

没有弄明白人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作

者认为，它就藏在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方

式中。连接组（connectome）是指神经

系统中神经元连接的总和，是遗传和生

活经历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先天与

后天的结合点。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神经科学的发展

历程、基础知识，以及神经组学的研究方

法与成果。这项工作如同攀登科学界的

珠穆朗玛峰，如果成功，将为个性、智能、

记忆等的研究提供基础，对孤独症、阿尔

茨海默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的治

疗产生极大影响，人工智能也将由此获

得希望。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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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物质的天文学探测暗物质的天文学探测
苏萌 1,2

1.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Kavli天体物理与空间科学研究所，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02138
2. 哈佛大学天文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02138
摘要摘要 暗物质和暗能量是宇宙主要的组成部分，被认为是“笼罩在21世纪物理学上的两朵乌云”，是基础物理与宇宙学研究最前

沿的方向之一。对暗物质突破性的研究进展将极大促进人们对基本自然规律以及宇宙演化的理解。国际上对暗物质的研究极

为重视，美国和欧洲都为之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规划，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关项目规划。中国也将暗物质的研究纳入了中长期规划，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在暗物质探测方面实现了长足进步，在四川锦屏山地下实验室开展多项暗物质直接探测试验，暗物质粒子卫

星作为中国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的首发星，也是中国发射的第1颗天文卫星，2015年12月成功发射。通过观测暗物质粒子湮灭后

的粒子产物，有可能在间接探测方向实现对暗物质研究的革命性突破。本文简介暗物质概念提出的历史与暗物质探测的天文学

观测手段。

关键词关键词 暗物质；宇宙学；粒子物理；星系；引力透镜；空间望远镜；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1 怪人兹威基的“狂想”

暗物质这个名字，是一位脾气极其

古怪的加州理工学院天文学家在20世
纪30年代创造的，他的名字叫弗里兹·

兹威基（Fritz Zwicky）。他以粗暴的性

格和卓越的才华闻名遐迩，经常在讨论

问题的时候咄咄逼人，甚至变得气势汹

汹，连最亲密的合作者都不愿意单独跟

他待在一起。然而兹威基有着敏锐的

洞察力，他极富创造力地提出了宇宙中

存在“暗物质”的假设。兹威基尝试计

算了由数千个星系组成的“后发座”星

系团中所有能够被观察到的物质的总

量（基本上就是把看到的星系们加起

来）。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这些物质的总

质量所能产生的引力强度竟然不足以

让整个星系团聚集在一起。也就是说

这些星系都“跑得太快了”，如此之大的

逃逸速度应该早就让这些星系跑出这

个集团，这样的话“后发座”星系团就分

崩离析而不复存在！你可以把整个星

系团想象为一个旋转木马，旋转木马转

动得太快，上面坐着的星系们互相之间

的吸引力太弱了，早就应该都会飞出去

才对！

正是基于这些观察，兹威基提出了

一项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主张，星系

团里必定还存在着某种神秘的“黑暗”

物质。这些物质不能轻易被直接观察

到，但却同样能够产生引力作用，从而

帮助星系聚集在一起而不至于被撕

碎。不幸的是，兹威基在当时普遍被同

行们认为是怪人一个，被人看不起，在

差不多 40年的时间里，兹威基的有关

暗物质的推论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

尽管暗物质的话题今天已经为科学家

和公众津津乐道，但在1933年，几乎没

有人愿意相信宇宙中大部分的物质是

人们看不到的，大家似乎还是信奉“眼

见为实”。兹威基的想法已经超越了他

的时代，他的伟大洞察和理论都被搁置

一旁，无人问津。

既然这种物质既不发光，又不吸收

光，也不反射光，人们根本不能直接看

到它，找不到更好的名字，物理学们于

是就将这种神秘物质称作“暗物质”（图

1）。如果没有这种神秘物质的存在，宇

宙中的星系将分崩离析。迄今为止尽

管有数以百计的模型，但没人知道暗物

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20世纪初，当物理学家们最初开

始了解到原子的结构组成时，他们曾经

以为人类即将洞察整个宇宙中一切物

质的本质。然而，70多年过去了，人们

才确切地知道今天的宇宙中，暗物质质

量所占的比重是可见物质（或者说普通

物质——物理学家常常称之为重子物

质）的 6倍左右，占到宇宙物质成分的

24%左右（普通物质占 4%），另外 72%
左右是暗能量——一种充溢宇宙空间

的未知能量形式，导致今天的宇宙在加

速膨胀。

原本人们很欣喜地认为，整个世界

的物理学基础已经被搞清楚了，人类几

乎可以到庆功的时刻了，然而在进入

21世纪前竟然被告知在茫茫宇宙中可

以看到的物质，或者说自始至终都在研

究的东西，只占了相当可怜的一部分。

确实，要承认宇宙中95%以上的物质都

看不到而且几乎一无所知，实在令人有

些尴尬。大自然似乎出于某种目的，把

宇宙的绝大部分美妙地隐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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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悟空””玉宇探测暗物质玉宇探测暗物质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简介—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简介

常进，冯磊，郭建华，范一中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暗物质与空间天文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摘要摘要 暗物质是当今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研究领域。暗物质探测可以分为直接探测、间接探测和对撞机探测3类。其中间接探

测是在宇宙线中寻找暗物质湮灭或者衰变产生的信号。2015年12月27号中国发射了第1颗用于暗物质粒子探测的空间科学

卫星（DAMPE），它具有能量分辨率高、测量能量范围大和本底抑制能力强等优势,将中国的暗物质探测提升至新的水平。本文

介绍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结构、性能优势和科学目标。

关键词关键词 暗物质；空间天文；宇宙线；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1 暗物质研究背景

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宇宙物理学分会”提出的该领

域 21世纪 11个最重大科学问题中，“暗物质是什么？”和“宇

宙射线的起源”分列第1、第6位。暗物质的探测也一直是国

际前沿热点研究领域。世界主要国家都对暗物质的探测进

行了重点关注，发展了多种探测方法和探测技术。中国科学

院战略先导专项2010年开始实施，其中重要领域之一就是发

展中国的空间科学。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DAMPE）项目应

运而生。

暗物质这一概念是瑞士天文学家 Fritz Zwick 提出的。

他在研究Coma星系团的时候发现根据维里定理计算出的星

系团的总质量要远大于根据发光度计算出来的星系团质量，

他推测星系团中存在着大量不发光的物质，并称之为暗物

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Vera Rubin等测量发现星

系的旋转曲线（也就是星系中的物质绕中心旋转的速度与到

中心距离的关系）发现大半径处的旋转速度远大于发光物质

给出的理论预期。如果引力理论正确的话，就需要引入看不

见的物质来提供更大的引力以束缚住速度如此大的物质。

尽管暗物质粒子的确切物理性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一

般认为暗物质粒子具有如下性质：电中性、大质量（比质子重

许多）、长寿命（显著长于宇宙的寿命137亿年）、具有正常引

力相互作用。暗物质粒子没有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

但可能具弱相互作用。已知的粒子中不存在满足这些性质

的粒子，这意味着暗物质粒子的研究极可能带来物理学的革

命性突破。

现阶段主要有3种暗物质探测方案：直接探测、间接探测

和对撞机探测。直接探测寻找的是暗物质粒子和核子碰撞

产生的信号。这类实验因为要屏蔽大气中带电粒子的影响，

一般在地下实验室进行,其优点是可以在地面进行，造价较

低。中国有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锦屏地下实验室，

因此中国在暗物质直接探测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清华

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各自独立进行暗物质直接探测实验项

目。对撞机探测主要是寻找高能粒子对撞产生的无法被探

测器探测的暗物质粒子引发的能量动量不守恒过程。这类

探测都是在大型高能对撞机上进行，造价高昂，技术难度

大。间接探测主要通过研究探测银河系内的暗物质粒子湮

灭产生的普通粒子，信号在宇宙线能谱上变现为各种“超出”

或者“鼓包”。因为大气对宇宙线的屏蔽作用，这类实验需要

发射空间探测器在大气层进行探测。国际上正在运行的空

间科学卫星有费米大天区望远镜（Fermi-LAT），阿尔法磁谱

仪2（AMS-02）、电子对望远镜（CALET）和中国的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DAMPE。

2 暗物质间接探测

宇宙线是德国科学家Hess在研究空气电离度的时候发

现的。宇宙线的能量范围非常大，可以高达5×1019 eV。一般

认为能量较低的宇宙线来源于银河系内超新星爆发喷射出

的带电粒子。极高能宇宙线的来源仍然是未知的，可能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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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下实验室的暗物质直接探测基于地下实验室的暗物质直接探测
实验实验
赵伟，程建平，岳骞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暗物质研究是当前基础物理研究的前沿热点课题之一，对天体物理学、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暗物质的直接探测实验是进行暗物质研究的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方法。本文介绍：暗物质的不同探

测方法、暗物质直接探测实验的原理；国际上主要的地下实验室、针对轻质量和重质量暗物质进行直接探测的典型实验及目前取

得的进展；下一代实验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关键词关键词 轻质量暗物质；重质量暗物质；直接探测；地下实验室

1 暗物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自20世纪30年代“暗物质”提出以来[1]，就成了物理学家

头顶的“一朵乌云”。暗物质既不发光也不吸收光，因此不能

通过电磁相互作用去寻找。暗物质存在的证据主要来源于

两个方面：引力效应和宇宙的演化。早期，科学家们通过观

测和研究星系的旋转曲线提出并不断验证了暗物质的存在。

随着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不同的探测手段被应用到

暗物质的寻找，最新的空间卫星观测结果和理论计算表明宇

宙中超过80%的物质都是暗物质[2]。虽然，暗物质研究目前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于暗物质本质的认识还基本上是一

无所知[1]。基于天文观测的结果，科学家们总结了暗物质可能

具有的性质，并且构建了不同的暗物质粒子理论模型，其中弱

相 互 作 用 重 粒 子（Weakly Interacting Massive Particles，
WIMPs）是众多暗物质粒子模型中最为流行的一种[3]。

由于暗物质是宇宙组成中最重要的成分，并且极有可能

是超出标准模型以外的粒子。因此暗物质的研究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促进人类更好地认识宇宙结构和演

化、质量的起源等基本问题，还可以促进天体物理学、宇宙学

和粒子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并且可能带来物理学的重大变

革，打开“新物理”研究的大门。

2 暗物质直接探测实验的重要性和方法

由于暗物质粒子是未知的，因此要从实验上探测暗物质

粒子就需要“借助”于已知的标准模型的粒子。一般地，根据

暗物质粒子与标准模型粒子可能存在的作用方式，可以采用

3种方法来探测暗物质粒子。

第 1种方法是加速器实验。其原理是：利用加速器将标

准模型粒子（如质子、电子等）加速到极高能量后再对撞，碰

撞的过程可能会产生暗物质粒子。由于暗物质粒子与探测

器的反应截面非常低（弱相互作用量级），因此不易被探测到

而是直接逃走，称为“消失的部分”。相反地，碰撞产生的大

部分次级的粒子属于标准模型的粒子，可以通过探测器系统

记录下来。通过研究分析探测到的这部分，就可以反推“消

失的部分”的各种性质。这种方法典型的实验是位于欧洲核

子中心（CERN）的大型质子对撞机（LHC），其最大能量可达

14 TeV[4]。LHC一期已经完成运行，但是并没有发现显著的

暗物质粒子信号[4,5]。目前，LHC二期正在运行，将继续寻找

暗物质粒子的旅程。

第 2种方法是间接探测法。其原理是，假设暗物质会产

生衰变或者与其反粒子（反暗物质粒子）湮灭产生次级粒子，

这些次级粒子是标准模型的粒子（如光子，正负电子和中微

子等）。通过测量这些次级粒子就可以进行暗物质粒子的测

量[6~8]。这种方法主要的实验手段包括太空卫星、高空热气球

和地面望远镜等，一般通过观测次级粒子在理论模型预期能

谱上的超出。典型的实验如ATIC[9]、PAMELA[10]、Femi-LAT[11]

和AMS[12]等，观测到了正电子超出部分，疑似暗物质的贡献。

2015年底，中国发射了第1颗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期望此

空间卫星探测系统可以如中国神话中的“齐天大圣”一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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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干旱遥感监测指数及其适用性农业干旱遥感监测指数及其适用性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宋扬 1,2，房世波 2，卫亚星 1

1.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连 116029
2.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与农业气象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干旱是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的主要气象灾害，且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呈现出增多增强的干旱化趋势。本文综述

主要遥感干旱指数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其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了各类农业干旱遥感监测指数的适用性：1）与土壤水分指标

密切相关的各指数比较适宜于农业旱情早期预警及土壤干旱型农业旱情监测，对作物生长前期未封垄时，植被覆盖度低，土壤裸

露情况下有很好的监测效果；2）表征作物形态及生理指标的各指数比较适宜于农业作物生长过程中，尤其是在封垄后，植被覆

盖度较高的时期的旱情监测；3）各类综合干旱指数的适用性广阔，可以根据作物整个生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期进行改良调整，但

由于需要大量参数计算保证其精度，限制了实际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农业干旱；遥感监测；干旱指数

干旱是对人类影响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其类型根

据研究方向不同一般分为农业干旱、气象干旱、水文干旱、社

会经济干旱[1]。在各类农业气象灾害中，农业干旱造成的损

失十分严重，是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灾害之一。中国旱灾

成灾面积约占总成灾面积的1/2，且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农田

蒸散日益增加，中国农业干旱呈现出增多增强的严峻趋势[2~4]。

农业干旱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与气象、地形环境、土壤条

件、作物品种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5]。由于植被（作物）

生长的各个时期所表现的形态不同，其覆盖地表程度也不尽

相同，进而影响到监测指数的选择。王鹏新[6]、张学艺等[7]以

不同基准进行研究，指出了不同干旱指数在作物各个时期、

各种下垫面环境下各目的优劣。Hatfield等[8]通过使用不同的

植被指数量化不同的生长阶段的农作物特征值，研究发现不

同植被指数的监测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意味着需要使用

多个植被指数才能更好地捕获农作物特性。刘镕源等[9]通过

对 3个不同株型品种的冬小麦进行照相法研究得出，随着生

育期的推进，作物叶面积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这种叶

面积的差别会影响遥感监测植被指数方法的选择[10]。各个发

育期作物的特性是不同的，作物叶面积、土壤蒸发能力、作物

耗水量等各不相同，导致干旱对作物不同生育阶段产生的影

响不同 [11,12]。通过分析作物不同生育期所对应的生物学特

征，可以揭示农业干旱与气象干旱、土壤水分之间的关系[13]。

农业干旱遥感监测在作物不同发育阶段所应用的指数可以

根据其生长特征、植被覆盖程度进一步划分 [14,15]。本文分析

不同指数之间的优缺点，总结出中国农业干旱遥感监测的指

数适用体系。

1 基于土壤水分指标的遥感干旱指数
1.1 热惯量

热惯量模型是利用热红外遥感数据监测土壤含水量的

主要方法。Price[16]对热惯量法进行了简化，提出了表观热惯

量（apparent thermal inertia，ATI）概念。通过遥感数据计算得

到的表观热惯量可以有效地反演出土壤水分，在农业干旱监

测中有很好的应用价值[17,18]。在反演土壤水分时需要考虑风

速、土壤类型等地形参数[19]，尤其是地表植被覆盖情况：当植

被覆盖较低时，表观热惯量与土壤含水量显著相关；植被覆

盖较高时，热惯量法不能有效地监测土壤水分[20]。随着对热

惯量方法的进一步研究，其改进方法对复杂地形、高植被覆

盖等区域的监测效果有一定的改善 [21,22]，但还不足以进行实

际应用。热惯量法及其改进方法是以土壤的热特性为出发

点反演土壤水分，对土壤单元的温度信息十分敏感，可以有

效监测裸土或较低植被覆盖条件下的农业干旱状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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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岩盆地油气藏的形成蒸发岩盆地油气藏的形成
赵小庆，郑绵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7
摘要摘要 世界上许多大型含油气盆地都有蒸发岩分布，蒸发岩与沉积盆地的含油气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了探讨蒸发岩对沉

积盆地含油气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调研。分析表明：泻湖和盐湖环境的生物种群可以作为烃源岩最好的母质；而蒸发岩

盆地在独特的太阳池效应的作用下，有机质可以有效地转化为烃源岩；蒸发岩的储集性及其可塑性和流动性为油气储的运移和

聚集提供了良好的通道；蒸发岩良好的封闭能力为油气的赋存提供了很好的圈闭。明确了蒸发岩对沉积盆地的含油气性控制机

制。

关键词关键词 蒸发岩盆地；有机质；太阳池；成烃机制；油气藏

蒸发岩沉积体系与油气藏沉积体系在空间分布和成因

上有密切联系，国内外研究者均在蒸发盐岩勘探中发现油气

的存在，并在石油钻探中探明了大量的蒸发盐岩层。对全世

界180多个含油气盆地进行统计[1]，发现其中的115个含工业

油气田的盆地，其中的 66个沉积盆地广泛发育蒸发岩沉积，

比例高达约58%；目前已知的含盐油气盆地蕴藏着已探明油

气储量的89%和天然气储量的80%，故蒸发岩体系与油气藏

的成因与分布密切相关[2]。正如发育于蒸发岩盆地中的世界

最大的沙特阿拉伯侏罗系油气田一样，中国陆上油田除松辽

盆地外，包括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渤海湾

盆地及羌塘盆地等主要含油气盆地的主力含油气层系均与

蒸发岩体系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3,4]。

蒸发岩不但与油气藏的发育存在较为明显的成因联系，

油气和蒸发岩都需要有封闭、半封闭沉积盆地，而且在较长

的地质历史时期都需要稳定沉积的构造条件。同时，在这些

地区内构造特征、剥蚀程度和水动力条件也较有利于油气和

盐类的保存，而且在同一沉积盆地含盐沉积时代越多、蒸发

岩建造厚度越大、油气的储量也越丰富。如波斯湾盆地，从

寒武纪—第三纪有6个时代，7套蒸发岩系（碳酸盐、膏、盐）。

该盆地拥有油气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油气储量的

38%[5~8]。因此，蒸发岩体系生油理论的研究对中国陆相及海

相含蒸发岩油气盆地的油气勘探具有重大意义。

1 蒸发盐岩体系有机质来源
淡水湖泊作为富含有机质的暗色泥岩沉积的主要场所，

一直被认为是陆相含油气盆地烃源岩的主要物质基础。而

缺少明显数量泥质和蒸发盐的纯碳酸盐不大可能成为有效

的生油岩，它们沉积于相对活动的氧化性水体中，导致有机

质的降解和分散[9]。但石油生物标志物研究已证明，石油中

强烈植烷优势和富含伽马蜡烷等正是来自这些“最好生油母

质”——嗜盐藻类和微生物。研究表明泻湖和盐湖生态环境

同样是生物大量发育及活动水域，并表现为不同的盐度环境

中，发育不同耐盐/嗜盐生物种群生物（表1）；由于缺乏天敌，

其生长繁殖更为茂盛，尤其在合适季节，其繁殖范围可扩展

至整个湖域。如西藏扎布耶盐湖北湖，其盐度介于 300~360
g/L，但在其地表卤水中成片发育了红色杜氏盐藻（Dunaliella

salina），含量约≥103/mL，相当于≥0.79 g/m3。

同时，由于盐度5%～10%的碳酸盐-蒸发岩沉积是更有

利于有机质聚集的环境。故盐湖是有机碳产率最高的自然

环境，高生产率的嗜盐生物是油气生成的优质母岩，如哥伦

比亚盐湖，嗜盐微生物每年的生物产能达1690 g（C）/m2；总菌

权高达6.52~0.5×104细胞/L；嗜盐菌生物量达1542 g（C）/L[10,11]。

故盐湖为油气烃源岩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在获得丰富物质来源的基础上，盐水湖所存在的特定营

养循环及微生物群落，在盐水湖下部易形成硫还原菌——甲

烷菌等群落（图 1），有利于有机质向甲烷气和低熟油转化。

同时，在不同盐度水体生物群落中（表 1），数量丰富的嗜盐/
耐盐生物不但在蒸发盆地繁衍、聚集，也由于海流/湖流而在

砂、坝相隔的海湾泻湖或盐湖局部洼地富集[12~22]，而盐度相对

较小的淡水在泻湖中形成了盐“梯度太阳池效应”，而在盐跃

层（梯度层）之下，存在硫酸盐还原菌活动带和甲烷菌形成菌

活动带（图 2）[23]，使生物-有机质超量富集，也为甲烷生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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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班戈湖淡化湖水的自然蒸发和西藏班戈湖淡化湖水的自然蒸发和
析盐规律析盐规律
余疆江，郑绵平，伍倩，王云生，乜贞，卜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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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全球气候变暖给青藏高原的湖泊带来极大的影响，湖泊面积的扩大使湖水淡化严重，针对淡化碳酸盐型盐湖的研

究意义重大。现场自然蒸发实验以班戈湖淡化碳酸盐型盐湖为研究对象，以Na+、K+/Cl-、SO2-
4 、CO2-

3 -H2O五元体系

298 K介稳相图为指导，探讨了湖水的pH值变化以及碱金属元素含量对矿物析出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淡化湖水在自

然蒸发过程中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现矿物沉淀。湖水的pH值在经历一个缓慢的降低过程后，在蒸发后期又迅速

升高，这主要与湖水中的 CO2-
3 、HCO-

3 和OH-含量有关，且与之正相关。在影响淡化湖水酸碱性质的主要碱金属元素中，

Na的作用大于K，最后是Li。与之对应的矿物也由中性向碱性转变，表现出的矿物析出顺序为芒硝、石盐、钾芒硝、碳酸钠

矾和天然碱。利用不同矿物的析出特性可以分阶段进行回收提取，对盐湖资源开发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全球变暖；碳酸盐型；自然蒸发；析盐规律

碳酸盐型盐湖是中国青藏高原地区的一类特种盐湖，这

类盐湖大多富含钾、硼、锂、铷、铯和溴等富有经济价值的元

素，具有重要的工业开发和应用价值 [1~3]。由于这类盐湖的

Mg/Li比值相对较低，因此具有其他类型盐湖不具备的开发

优势[4]。目前有关于碳酸盐型盐湖的开发研究已有大量文献

报道[5~9]，其中最多的是针对多组分体系开展的稳定或者介稳

相平衡研究[10~13]，这类研究数据对于指导特定类型的盐湖有

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青藏高原地区特殊

的气候类型，一些关键性因素时刻在改变，如环境温度和卤

水温度等，因此开展现场自然蒸发实验所得数据更具现实指

导意义。如郑绵平等[14,15]开展的扎布耶盐湖的自然蒸发实验

为扎布耶盐湖实现工业化开发奠定了基础；伍倩等 [16,17]开展

的当雄错冬、夏季湖水自然蒸发实验对于当雄错盐湖的开发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然而，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暖使得青藏高原地区冰

川融化，降水增多，盐湖面积扩大，湖水中化学组分的含量发

生显著改变[18~22]。这是青藏高原地区现代盐湖变化的一大趋

势，盐湖资源的开发再一次面临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更有

效地从这些淡化盐湖中提取资源值得思考和研究。

班戈湖是西藏地区受气候影响变化最显著的碳酸盐型

盐湖之一[23]。根据文献[24]对西藏地区近40年来湖泊动态变

化的研究结果显示，班戈湖湖水面积（I、II、III湖总面积）从

1977的 41.4 km2扩张到 2010年的 131.82 km2，面积扩大了约

3.2倍。湖水水量的增加使班戈 III湖湖表卤水的矿化度从

221.9 g/L降至46.72 g/L（表1）。
在以往针对碳酸盐型盐湖开展的研究中，大多选取资源

品位较高的盐湖，针对淡化湖水的研究并不多见。以班戈湖

为对象开展的自然蒸发实验旨在揭示淡化湖水在浓缩过程

中的各元素的富集成矿规律，为进一步开发淡化碳酸盐型盐

湖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日期

1976-06
2014-04

Na+

62.02
17.10

K+

7.84
2.03

Mg2+

0.06
0.22

Li+
0.13
0.04

Cl-
39.71
13.19

HCO-
3

12.29
0.9

CO2-
3

6.65
3.06

SO2-
4

0.91
15.72

B2O3

2.74
0.79

表1 近40年来班戈 III湖湖水的化学组成对比（单位：g/L）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Bangor III salt lake water for the past 40 years (unit: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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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连池尾山地区存在干热岩资源的五大连池尾山地区存在干热岩资源的
可能性探讨可能性探讨
李胜涛，张森琦，贾小丰，田蒲源，金晓琳，张超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保定 071050
摘要摘要 干热岩被视为未来的清洁能源，是地热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具研究价值和开发前景。中国现阶段干热岩调查研究应

遵循“面上开展，点上突破”的原则。基于“点上突破”原则，本文选取中国最新的火山群——五大连池火山群开展前期研究，通过

搜集分析区域地质条件、岩石地球化学、深部CO2气体，区域地球物理资料，探讨了五大连池尾山地区存在干热岩的可能性。研

究结果表明，五大连池火山属于非深源火山，具备存在干热岩的可能，热源机制属于岩浆余热型，第四纪火山岩浆囊所处的深度

上限值为3.3~3.4 km。区内深部CO2气体来源于地幔岩浆冷却成岩过程中的脱排气作用，是幔源岩浆囊中岩浆结晶分异的结

果。W8勘探孔及附近供水井发现高浓度CO2的事实表明，在尾山与五大连池农场七分场之间的地下可能存在正在冷却成岩的

岩浆囊。

关键词关键词 五大连池；尾山；第四纪火山；地热；干热岩；岩浆囊

干热岩是指埋藏于距地表 2～6 km深处、温度为 150～
650℃、无裂隙、没有水或蒸汽的热岩体。因其具有的“资源量

巨大、地理分布广、零污染排放、安全性好、热能连续性好、利

用效率高和利用成本低”等优势，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

注。1973年以来，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澳大

利亚等投入巨资开展研究，还建设了一批试验性干热岩/增强

型地热系统，甚至将其纳入国家开发计划[1]。

对于能源消耗结构长期以来“以煤为主”的中国而言，在

面临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三重压力下，寻找并

开发利用新型清洁能源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紧迫任务，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

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开展了一定的干热岩勘查研究，

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具有代表性的有汪集暘等估算了中国

0～10 km干热岩资源潜力 [2,3]。2014年，青海省钻探获取了

181℃干热岩。现阶段，由于全国性干热岩调查评价地质基础

薄弱、深部地质构造和热源机制不清等问题存在，“面上开

展，点上突破”是中国干热岩资源调查研究的必要途径。

本文本着“点上突破”的目的，选取中国最新的火山群

——五大连池火山群开展研究，通过搜集分析区域地质条

件、岩石地球化学、深部气体，区域地球物理资料，探讨了五

大连池尾山地区存在干热岩的可能性，为下一步开展更详细

的勘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1 研究区概况
五大连池地区位于黑龙江省中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北东

缘。五大连池火山区由14座新老期火山组成，是中国著名的

第四纪火山群，1996年被评为“中国矿泉水之乡”，2004年被

评为世界地质公园。尾山位于火山群最北端（图1）。
尾山地区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在

-0.4℃，多年平均降水量 467.8 mm，多年平均蒸发量 1253
mm。全年多风，年平均风速 2.1~2.4 m/s。冻结期为年际间

10月—翌年 4月，最大季节性冻土深度 2.30 m，平均无霜期

136天。

尾山为单期火山，火山锥体与熔岩台地发育较为典型，

锥体位于中心，熔岩台地环带状环绕四周，东缘以张通世沟

环状构造裂隙为界，熔岩南界抵达三池子，面积约 112.0 km2

（图2）。火山锥海拔516.4 m，火山底座直径750 m，火口内径

325 m，比高89 m，火口深56 m。尾山火口呈卵形孤山，山顶

呈平顶状，火山锥坡角25°～30°。平面上，尾山呈穹窿状，长

轴方向北西—南东向，轴长约1300 m。尾山表面有羊尾沟发

育，北西部及东部发育有石龙熔岩，外围是宽广的熔岩盾形

台地[4,5]。

尾山地区地表主要出露尾山玄武岩（βQ2w）、中—晚更新

世哈尔滨组（Q2-3h）、早全新世高漫滩堆积层（Q1
4）和晚全新世

低漫滩堆积层（Q2
4）。尾山西部和北东部分别出露晚三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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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特性
孙萍 1,2，李荣建 3，刘军定 3，张媛 3，张帅 1,2

1.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国土资源部新构造运动与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3. 西安理工大学岩土工程研究所，西安 710048
摘要摘要 以磐安黄土为样本，基于无侧限单轴抗压试验得到的磐安黄土构度指标，分析了原状黄土与重塑黄土的结构性差异；通过

动三轴试验，对原状黄土、重塑黄土在天然含水率、饱和含水率条件下的动强度衰减特性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天然含水

率的原状黄土及重塑黄土均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原状黄土的结构性更强，其动强度明显高于重塑黄土的动强度；虽然饱和过程使

得原状黄土的动强度大大降低，但饱和原状黄土的动强度仍高于饱和重塑黄土的动强度，且饱和原状黄土的动孔压增长趋势明

显慢于饱和重塑黄土；具有较强结构性的黄土，其动强度曲线不会出现归一化。

关键词关键词 黄土；结构性；构度；动强度；动孔压

结构性黄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土，广泛分布于中国西

北地区，且大多位于高烈度地震区。黄土的结构性使其具有

较高的强度，而地震作用往往会导致黄土结构性弱化及动强

度衰减。因此，研究结构性黄土的动强度衰减特性对于提高

黄土地区工程抗震减灾具有重要意义。黄土的结构性一直

是黄土力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了分析结构性对黄土

宏观力学特性的影响，在谢定义提出综合结构势[1]之后，陆续

建立了诸如压缩应变结构性参数[2]、孔隙比结构性参数[3]、应

力结构性参数[4~6]、振次结构性参数[7]、应力比结构性参数[8]和

圆锥贯入度结构性参数[9]。基于原状土及重塑土的无侧限抗

压强度试验，邵生俊等[10]提出了黄土的构度指标。在黄土力

学强度方面，Li等[11,12]通过试验研究建立了适用于结构性黄土

的双曲线强度，并将应力比结构性参数引入结构性黄土的双

曲线强度中；Rinaldi等[13]、Capdevila等[14]通过三轴试验研究了

在不同含水量、不同围压条件下粉质黄土的结构性，并建立

了黄土双线性模型。这些研究对结构性黄土地区的灾害评

价提供了更加合理的强度理论。另一方面，针对压实或重塑

黄土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强度及震陷问题，也取得一定的研究

成果。王谦等[15]通过动三轴试验研究了石碑塬黄土液化机制

及判别标准；杨利国等[16]基于压实黄土进行动强度试验，研究

了初始主应力方向角对压实黄土动强度的影响规律；李雨倩

等[17]基于固结不排水动三轴试验，研究了某机场边坡黄土的

动强度规律及模量衰减特性；慕焕东等[18]通过对西安地裂缝

带重塑黄土试样的动三轴试验，分析了地裂缝带黄土的动强

度特性、动剪切模量及阻尼比等响应特征。这些成果推进了

压实或重塑黄土在地震作用下动强度、动剪切模量及阻尼比

等响应特性的深入研究，但结构性较强的原状黄土动强度及

其衰减特性还缺乏相应的研究。为此，李忠铭等[19]通过分析

土的动强度与原位应力状态的相关性，指出了原状土体动强

度研究的必要性；Jiang等[20]通过试验研究，指出了原状黄土

及重塑黄土由于微观结构的不同而导致强度与变形的差

异。本文基于磐安黄土的无侧限单轴抗压试验及动三轴试

验，对比研究天然含水率、饱和含水率条件下原状黄土与重

塑黄土的动强度衰减特性。

1 磐安黄土的构度及结构性
基于综合结构势建立的结构性黄土的构度指标，其目的

在于比较原状黄土与重塑黄土及饱和黄土的无侧限抗压强

度的差异，即黄土的结构可稳性m1可以通过原状黄土与重塑

黄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比值来表现，黄土的结构可变性m2可

以通过饱和原状黄土与原状黄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比值来

表现。因此，结构性黄土的构度指标可以通过黄土结构可稳

性m1与黄土结构可变性m2之比表达[1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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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模拟微重力对短期模拟微重力对SDSD乳鼠海马组织乳鼠海马组织
细胞的效应细胞的效应
曾凡，王馥丽，王香寒，王德美，高海军，邓玉林，庆宏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为了探究模拟微重力对新生乳鼠海马脑区的影响，将新生1 d SD（Sprague Dawley）鼠的海马脑区分别做组织块培养和

原代细胞培养，将培养物随机分为模拟微重力组1 d组和地面对照组。回转1 d后，用苏木精-伊红染色法（HE染色）、显微镜观

察等方式检测组织块表面及内部形态变化，并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原代细胞的凋亡情况。通过明场和相差显微镜观察到与对照组

相比，组织块经过1 d的模拟微重力刺激后，其厚度发生变化，组织块边缘变薄，透光度增加；HE染色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模拟微重力组组织块内部细胞分布散乱。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原代细胞在经过1 d的模拟微重力刺激后，其细胞凋亡率

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以上实验结果说明，经过1 d的模拟微重力后，海马组织块的表面和内部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凋

亡率和地面对照组的相比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关键词 模拟微重力；海马；形态学；细胞凋亡

随着航天医学的迅猛发展，空间失重对中枢神经系统的

影响日渐成为关注的话题。微重力，也称失重，是宇宙空间

环境中的一种主要损害航天员身体健康的因素，国际上有关

微重力对生物体影响的研究有很多方面，主要有微重力对肌

肉的影响[1]，微重力导致骨丢失[2]、免疫系统受损[3,4]及体液头

向分布[5]等。另外，微重力也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一定影

响，航天员经过长时间飞行后，会产生认知障碍、昼夜节律失

调、植物神经紊乱等病症，从而影响航天员的工作效率[6]。在

中枢神经系统中，海马与学习记忆息息相关[7]，国内外关于模

拟失重或真实失重对海马脑区的影响的报道也逐日增多，但

研究对象基本局限在动物模型和原代海马细胞的基础上
[8~12]，目前尚未有微重力对海马组织块的相关报道。本研究利

用海马组织块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经过 1 d的模拟微重力后

形态学的变化，同时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海马原代细胞经 1
d的模拟微重力处理后细胞凋亡的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设备和试剂

SM-31双轴驱动框架式回转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

应用研究中心研制），解剖显微镜（Optec显微镜，重庆），玻璃

珠灭菌仪（Keller公司，瑞士），荧光倒置显微镜（Olympus公

司，日本），全自动流式细胞分析仪（Backman Coulter公司，美

国），DMEM/F12基础培养基（Gibco公司，美国），胎牛血清

（Gibco 公司，美国），Annexin V-FITC 凋亡试剂盒（Miltenyi
Biotec，德国）。

1.2 微重力效应体系的构建

在超净工作台内，将新生 SD（Sprague Dawley）乳鼠用碘

酒擦拭全身，再用 75%酒精擦拭乳鼠全身。断头取脑，在解

剖显微镜下分离出海马脑区并在D-hanks缓冲液中轻微冲洗

以保证血管、脑膜去除干净。其中组织块的培养是将得到的

海马组织用手术刀切成1 mm3的组织块，种于L-多聚赖氨酸

包被的 35 mm培养皿中，加入 3 mL DMEM/F12培养基（含有

10%胎牛血清和 1%青链霉素混合液），放置在 37℃、5% CO2

的恒温培养箱内进行培养。而原代细胞的培养是将得到的

海马组织用组织剪剪碎后，再用200目筛网过滤，将得到的细

胞悬液在 1200 r/min的转速下离心 5 min，弃上清后，用新鲜

培养液重悬，调整细胞浓度后接种于 L-多聚赖氨酸包被的

12.5 cm2培养瓶中，并置于培养箱内培养。

为了在体外获得致密而成熟的神经网络模型，组织块和

原代细胞在培养箱中培养 7 d，隔天半量换液。将组织块和

原代细胞随机分为模拟微重力组（simulated microgravity
group，MG）和地面对照组（control group，Ctr）。将两组的培养

79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470


科技导报2016，34（5）

收稿日期：2015-05-27；修回日期：2015-06-22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2013AA065000）；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计划（2013TD07）
作者简介：梁志宏，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燃煤电厂运行和管理，电子信箱：17052573@shenhua.cc；闫克平（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科学与环

境工程，电子信箱：kyan@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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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电除尘燃煤电厂电除尘PMPM1010和和PMPM22..55的排放的排放
控制控制VIIVII::以以22××600600 MWMW机组为例分析机组为例分析
讨论电除尘选型和改造讨论电除尘选型和改造
梁志宏 1，李栓宝 1，陈俊峰 1，张金海 1，陈宝瑞 1，薛祥忠 1，王仕龙 2，闫克平 3

1. 神华国能王曲电厂，潞城 047500
2.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3
3. 浙江大学生物质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7
摘要摘要 分析了2×600 MW机组所配套的两台双室五电场电除尘器（ESP）的设计、选型和改造。每台电除尘配套20台高

压电源、一台炉配40台高压电源，改造工作不仅包括更换原80台单相电源为80台三相电源，而且将第一和第二电场的极

板、极线及振打系统全部做了更换，改造后电除尘出口PM10和PM2.5（粒径分别低于10 μm和2.5 μm的颗粒物）的排放分

别低于15 mg·Nm-3和1.0 mg·Nm-3，PM2.5占PM10的比例在6.5%~7.5%，与改造前比较PM2.5下降了95%以上。

关键词关键词 电除尘；细颗粒物；三相电源

王曲电厂位于山西长治市，属于《GB 13223—2011 火电

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控制重点地区，燃煤电厂颗粒

物排放要求不高于 20 mg·Nm-3的排放限值。为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和降低污染源的排放强度，神华国能要求王曲电厂开

展600 MW等级燃煤电厂环保示范建设实现颗粒物排放不高

于5 mg·Nm-3，其中PM2.5（粒径2.5 μm的颗粒物）排放不高于

2.5 mg·Nm-3。对三大污染物NOx、SO2和尘的排放控制分别是

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法还

原NOx、石灰石湿法（flue gas desulfurization，FGD）吸收 SO2及

电除尘（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ESP）收尘，环保电厂全面实

现超低排放[1]。

电厂2×600 MW机组分别配置两台卧式双室五电场电除

尘器，改造工作包括对第一、第二电场的阴阳极线极板和振

打系统拆除改造、对原电除尘所配套的80台单相高压电源更

换为80台ZH三相电源及其8台低压控制电源改造[2]，同时开

展优化脱硫塔和采用高效除雾器改造。

本文在“燃煤电厂电除尘PM10和PM2.5的排放控制”系列

文章[2~5]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大型燃煤电厂电除尘选型与细颗

粒物PM10（粒径低于10 μm颗粒物）和PM2.5排放控制的关系。

1 电除尘选型分析
在过去 100多年中，电除尘器的选型理论得到了非常多

的发展，除常规修正的Deutsch公式选型模型外，表 1列出了

至今多个公开发表的工业电除尘选型模型[6~9]，这些选型模型

都包含有经验参数，在实际的工业应用中很难对排放做出科

学的预测和评估，也未能给出合理的改造方案。

从物理过程分析，这些模型基本可分为两大类：1）基于

颗粒物迁移速度和电除尘比集尘面积的效率模型[10~13]，表1中
模型1、3、4、5、7、8、9、10、11和12均属于此类模型，在应用时

最大的困难来自对颗粒物迁移速度ω的选取和修正，各个电

除尘厂家根据自己的经验运行参数库，通过类比的办法开展

电除尘设计和选型，实际排放与理论预测偏差较大，也正因

此，近期国内电除尘几乎都在改造中。2）基于电除尘运行电

压和电除尘比集尘面积的效率模型 [2,14,15]，表 1中模型 2、6和

13均属于这类模型，模型 2和 6为电除尘分级效率与电除尘

运行电场强度及粒径大小的选型模型，电除尘效率与颗粒物

直径为正相关，电除尘总的除尘效率要通过颗粒物分布和分

级效率开展预测和评估。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直径的颗粒物

分级效率与电场强度几乎表现为相同的相关性，随场强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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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武器界面多任务下的目标辨识车载武器界面多任务下的目标辨识
绩效绩效
薛庆，王萌，刘敏霞，洪玮博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现代车载武器的人机界面包含大量信息，界面内容的合理排布有利于提高作战效率。为探索多任务下人的目标辨识绩

效，设计了多任务作业模型，被试同时进行两项彼此独立的模拟任务，通过记录并分析不同位置下辨识目标的反应时间和正确

率，为界面的科学设计提供依据。实验结果表明：人的目标辨识绩效受目标位置影响，在深灰色背景下多任务状态时，相比其他

位置，左下方出现的目标在反应时间和正确率方面都有绝对优势，而右上方和右下方分别在正确率和反应时间上有所不足，可在

3处安排不同重要程度的信息。

关键词关键词 人机界面；多任务；目标位置；目标辨识

武器系统的人机界面是作战人员与系统之间实现信息

交互的接口和通道，其设计对作战效率起到关键作用，将直

接影响到武器系统整体作战效能的发挥。随着计算机技术

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车载武器得到充分的技术支持，正朝着

高速化、高机动性、远射程、自主作战、高精度等方向发展[1]，

更多地满足了作战的功能性需求，但是人机界面也变得越来

越复杂，给使用带来一定的困难。

探究人机界面的设计是否合理有效，首先必须研究界面

要素的设计是否符合人的生理心理特性，可以借助工效学实

验进行分析研究。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做了与人因特性相

关的实验，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及各类条件下的负荷和认

知进行了详细研究。文献[2]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行了选择

注意模型的视觉实验研究，研究字词的涵义、颜色对任务的

影响作用，以反应时和错误次数为考察指标；文献[3]、[4]研究

了数字显示和图形显示信息的辨识效率；文献[5]、[6]在飞机

人机界面优化设计中，结合人的认知特性对文字或标识的形

状、大小、辨认反应时间等进行设定后，通过对二维目标的识

别进行分析，特别是定量研究了目标大小与反应时间以及目

标形状对辨识的影响；文献[7]~[10]通过实验探究了各类色彩

编码对界面辨识绩效的影响，为人机界面设计的工效学分析

提供了实践依据。

某车载武器现有的界面由 360°态势感知、电子地图、雷

达信息、设备信息、战时情境信息、实时消息接收和发送等区

域构成，信息量大、涉及的任务多。各个界面要素的呈现形

式和布局的总体设计影响着操作效率和作战安全，因此要求

更合理、更符合工效学原则的设计。在课题的前期研究中，

已实现了面向任务的人机界面设计与评价，但在界面布局上

没有充分考虑人的认知特性，需进一步探究。

工效学重要性原则[11]规定了显示器和控制器的空间排列

原则，即按照每类信息的重要程度安排优先权，决定其位置，

故需要讨论如何安排不同任务的排布而使重要目标的辨识

绩效更高。在偏离视觉中心相同距离的情况下，人眼对 4个
象限的观察效率依次为：左上最好，其次是右上，再次是左

下，最差是右下[12]。该理论已在国内外近几十年的研究和设

计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但其提出是在单任务的条件下，即：

对于某一界面上的同一任务，位于左上的位置时效率最优，

右上次之。而在多任务的条件下，当人的注意力被其他任务

有所占据时是否还遵循这一规律？

结合人的信息处理模型，充分考虑人的认知特性，结合

某车载武器任务中的子任务，本研究提出多任务状态下目标

辨识的实验方案，测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对不同位置目标的

辨识绩效及操作效果。

1 实验设计
在某车载武器界面中，最主要的显示部分为电子地图，

面积较大，功能是呈现战场的实时状况，也是需要时刻注视

的主体区域，优先级最高，故将其安排在最优的左上方，以引

起作战人员较多的关注。而在界面的其余部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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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堆停冷系统阀门接管失效分析反应堆停冷系统阀门接管失效分析
王斐，朱伟，温榜，蒋国富，唐洪奎，尹春艳，彭艳华，任亮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成都 610041
摘要摘要 反应堆检修过程中发现停冷系统的阀门接管出现裂纹，裂纹出现在焊缝坡口部位，为分析裂纹产生的原因，需对阀门接管

进行失效分析。采用目视检测和渗透检测方法，对裂纹出现的区域进行无损检查，确定了裂纹的数量和方向。根据无损检查结

果对典型裂纹区域进行了显微分析和成分分析。检查结果表明，裂纹从管壁内侧向外侧扩展，裂纹周围晶粒未发现变形痕迹，裂

纹区域与非裂纹区域晶粒未发现区别；裂纹横断面呈现脆性断裂特征，裂纹内部发生了腐蚀，腐蚀产物的主要成分为氧；结合阀

门接管的运行工况分析认为，该阀门接管失效原因为应力腐蚀。

关键词关键词 阀门接管；裂纹；应力腐蚀

反应堆停堆冷却系统既用在反应堆停堆时导出堆内反

应剩余热量，也可以在反应堆发生失水事故时，从换料水箱

或安全壳地坑中将含硼水注射到堆芯，实现反应堆安全停堆[1]，

因此反应堆停堆冷却系统对反应堆安全运行至关重要。

对于压力管道失效问题遍及石油、化工、航空、能源、核

工业等部门，国内相继出现主蒸汽管道[2]、发电机组高温蒸汽

管道[3]、锅炉再热出口管道[4]、渣油管道[5]的失效问题，失效原

因主要有热疲劳、晶间腐蚀和应力腐蚀等。某核电厂在反应

堆大修期间，对停堆冷却系统进行无损检查时阀门接管焊接

坡口顶部存在多条裂纹，裂纹未贯穿管壁，停冷系统的阀门

接管材质为 SUS 321TP 不锈钢，采用冷拔方式制造，并在

1050℃条件下进行固溶处理，阀门接管使用时的介质为含硼

水的弱酸环境，并长期承受3 MPa左右的压力。为分析阀门

接管裂纹产生的原因，对阀门接管焊接坡口裂纹区域进行目

视检测、渗透检测、扫描电镜分析、能谱分析及金相检查。

1 试验方法
1.1 无损检测

对阀门接管进行清洗后，采用KH7700视频显微镜对阀

门接管坡口位置进行目视检测，对裂纹等表面缺陷进行观

察，获取表面裂纹分布状况。采用德国MR渗透探伤剂对阀

门接管坡口、外表面和内表面进行渗透检查，获得裂纹在整

个轴向和环向的分布状况。

1.2 裂纹横断面样品制备

为开展裂纹横断面的微观形貌分析，需获得裂纹的横断

面，但由于裂纹尺寸较小未贯穿整个管壁，需将裂纹从横断

面处打开，本次试验将阀门接管中最大裂纹的区域制备成拉

伸样品，采用MTS 810万能材料试验机将样品从裂纹处拉

断，获得裂纹的横断面样品。

1.3 微观分析

采用KYKY-2800抗辐射扫描电镜对裂纹横断面断裂形

貌进行观察，分析断裂机制；采用X射线能谱仪分析裂纹横

断面微区成分，获得裂纹横断面的成分状态；采用 Leica
MEF4热室金相显微镜对轴向和径向裂纹进行金相检查，检

查裂纹区域的微观组织，对比裂纹区域与非裂纹区域显微组

织差异，分析轴向和径向裂纹的扩展方式。

2 试验结果
2.1 裂纹宏观分布

对阀门接管目视检查发现，阀门接管裂纹主要聚集在管

道顶端内表面（图 1）。最长裂纹沿管道内壁轴向延伸约 32
mm，最大裂纹深度约6 mm，裂纹聚集在约60 mm的弧长范围

内。

渗透检查裂纹形貌如图2所示，裂纹在端口位置较粗，而

远离端口位置裂纹较细，说明裂纹在轴向的扩展方向是从端

口开始，沿轴向扩展。

2.2 裂纹横断面微观分析

采用拉伸方式打开裂纹，由于原有裂纹已经断裂，拉伸

时仅针对未断裂部分拉伸，而本次研究仅针对原有裂纹分

析，因此，拉伸方式打开裂纹对本次分析不会造成影响。裂

纹横断面宏观形貌如图3所示，裂纹横断面已腐蚀变色，靠近

管壁内侧区域颜色较深，呈黑褐色，向外颜色变浅，呈黄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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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G LTEG LTE标准演进及其必要专利竞争标准演进及其必要专利竞争
态势分析态势分析
高芳，赵志耘，张旭，赵蕴华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摘要 梳理了3GPP关于LTE的标准化进程及当前各版本的研究重点，概述了ETSI在标准必要专利管理中的作用，通过对LTE
标准必要专利进行分析，揭示了全球主要国家（地区）、重要专利权人的竞争态势。关于如何成为5G标准及产业的引领者，分析

表明：把握3GPP LTE标准各版本重点聚焦项目演进与增强的重要契机，更加积极主动的向ETSI披露标准必要专利，并在全球

主要市场和重点分支技术做到均衡布局等。

关键词关键词 移动通信；3GPP；LTE；标准必要专利；ETSI

伴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标准化”已成为市场参与者

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推进产业化进程的重要手段[1]。与单纯

的技术创新不同，“标准化”是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会影响

单一的产品，还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知识产权和协议成为

交易规则的决定因素，行业标准和知识产权受到法律的保

护。标准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其中，标

准旨在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享受平等的权利，然而该

规则对必要专利来说却稍有歧义，这里的必要专利是指基

于某标准进行产品生产或者服务提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那

些专利 [2]。因为与产品或服务基本功能实现直接相关的那

些发明活动，在被申请为专利之后，只能确保专利权人的权

利而无法保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因此导致标准无法

顺利实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标准化组织均制定

知识产权政策，以明确其组织成员对必要专利的使用权，这

类政策要求组织成员必须披露（或称为声明）其拥有的必要

专利。

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具备明显的标准化特征。从 1G、

2G、3G发展到当前的 4G，移动通信系统的标准已从零散、无

法相互兼容的状态逐渐演进成具备相对集中、兼容性强等特

征[3]。以模拟蜂窝为标志的 1G由于传输带宽较窄而仅限于

区域性的移动通信，限制了其国际长途漫游业务的开展 [4]。

到了以数字蜂窝为标志的 2G时代，数字技术对模拟技术的

替代使得传输带宽得到了提升，但是由于标准未能统一，导

致漫游仅限用于同一制式的网络，因此无法实现全球漫游。

3G系统较 2G系统具备了较强的标准兼容性，国际电信联盟

ITU提出的 IMT-2000对 3G系统提出了统一的需求，IMT-

2000的基本目标即实现全球的无缝漫游，该时代典型的标准

包括欧洲WCDMA、美国CDMA2000和中国 TD-SCDMA。在

IMT-2000升级版 IMT-Advanced的统一规范下，目前4G系统

标 准 已 演 进 为 LTE（FDD- LTE、TD- LTE）和 802.16 m
（WiMAX）两大分支。移动通信的全球化要求通信系统必须

相互兼容，以满足其跨网络、无缝覆盖的接入需求，另一方

面，标准化组织在全球标准制定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

动作用。4G系统发展至今，在两大标准LTE和 802.16 m中，

LTE在商用化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在 3GPP的组织和推动

下，全球厂商都在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并向ETSI披露LTE标

准必要专利。

有学者对中国与韩国在 WCDMA、LTE 标准必要专利

（分析范围限定在ETSI IPR数据库）的持有量、专利引用等

指标进行分析 [5]，得到中国在发展初期更加关注国内标准

的结论；也有学者以WCDMA标准（分析范围限定在USPTO
数据库）为例探讨标准必要专利本身的技术价值和竞争参

与各方在标准化进程中的活跃度两者之间的关系 [6]。本文

则旨在梳理 LTE 标准化进程及其当前的研究重点，概述

ETSI在 LTE标准必要专利管理中的作用，以ETSI IPR数据

库中的 LTE标准必要专利数据集为依据，对比全球主要国

家（地区）、重要专利权人在 LTE 标准规范层面的竞争实

力，同时以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专利数据库中的 LTE
标准必要专利为基础，分析主要国家（地区）、重要专利权

人在 LTE标准必要专利全球布局方面的竞争态势，综合上

述信息得到中国全面提升移动通信国际标准话语权的几

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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