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合材料是由2种或2种以上材料复合而成且组分材料间具有明显界面的人工材料，能够充分发挥组分材料各自的优势，并能获得各

组分材料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能，这是20世纪材料科学领域里程碑式的研究进展，因其高性能和可设计性等突出优点而备受关注和青睐。

现代复合材料产业发展源于国防、航空航天领域的需求牵引，随着国家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复合材料已经被推广应用到汽车

等现代交通工程、海洋与船舰工程、土木工程、能源工程以及休闲等领域。

为推动复合材料研究产业发展，促进复合材料研究、研制、应用和产业的交流，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发起主办中国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大

会（以下简称CCCM），每2年一次，大会宗旨为：

1）引领复合材料创新研发，不断拓展与延伸复合材料的学科内涵。

2）提升复合材料应用水平，促进复合材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要工业领域扩大应用。

3）为“学会”会员、分支机构和理事单位搭建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交流平台，促进“学会”自身建设和行业产学研合作发展。

CCCM-2大会的主题是“复合材料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海内外知名学者与工业界人士1600余人齐聚镇江，40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

所、企业到会交流。当前，中国复合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国制造2025》提出重点发展的10大领域

中，复合材料可以在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

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8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复合材料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离不开2个重要方面：一是，探索、研发新型复合材料。目前，材料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新的复合材料

增强体和基体不断涌现，纳米复合材料、智能复合材料和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等成为复合材料发展的新方向，在大数据和“互联网+”

的背景下，材料设计和材料基因计划也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会推进新型复合材料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关注复合材料的科学发展问

题，研制出更先进、更新型的复合材料，满足未来应用需求；二是，重点强调复合材料的应用。对于新型的先进复合材料，要会用、要敢用、

要用好，同时更要用多，通过科学高效地使用复合材料，最大程度发挥复合材料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紧密结合，才能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结

构优化。

相信凭借国家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重点发展“新材料”的东风，中国复合材料的研发和应用一定会有

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复合材料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杜善义，辽宁省大连人，力学和复合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哈尔滨工业

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院院长，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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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复合材料创新驱动战略产业快速发展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提到，“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
发展，瞄准新材料等战略重点，引导社会
各类资源聚集，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
速发展”。在发展新材料的过程中应该

“以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
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
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为发展重点，加快
研发先进熔炼、凝固成型、气相沉积、型
材加工、高效合成等新材料制备关键技

术和装备，加强基础研究和体系建设，突
破产业化制备瓶颈。积极发展军民共用
特种新材料，加快技术双向转移转化，促
进新材料产业军民融合发展。高度关注
颠覆性新材料对传统材料的影响，做好
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石墨烯、生物基材
料等战略前沿材料提前布局和研制。加
快基础材料升级换代。”

复合材料是由 2种或 2种以上不同
性质的材料，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在
宏观或微观上组成具有新性能的材料。
20世纪 40年代，因航空工业的需要，发
展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俗称玻璃钢），
从此出现了复合材料这一名称。20世纪
50年代以后，陆续发展了碳纤维、石墨纤
维和硼纤维等高强度和高模量纤维。20
世纪70年代出现了芳纶纤维和碳化硅纤
维。这些高强度、高模量纤维能与合成
树脂、碳、石墨、陶瓷、橡胶等非金属基体
或铝、镁、钛等金属基体复合，构成各具
特色的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是新材料领域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发展现代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不可缺少的基础材料，也是新技术革命
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经
济的高速发展，复合材料行业在中国正
在飞速发展。而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离
不开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的推进作用。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是由全国从事复
合材料及相关学科的科技与管理工作者

自愿结成的学术性的、非营利性的全国
范围的社会组织。学会的宗旨是通过举
办学术会议、展览会、培训课程、科技奖
励、主办系列科技期刊等活动，建设中国
复合材料从业人员学术交流与行业合作
的平台；紧密联系复合材料领域的科研
人员、生产技术人员，加强中国复合材料
领域学术界、工业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促进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推动中
国复合材料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倡导
节能环保，提升产业结构，增加企业创新
能力与产品附加值；坚持独立自主、民主
办会的原则，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为建
设科技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贡献
力量。

2015年9月21—23日，中国复合材
料学会在镇江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复合
材料科技大会，是目前国内复合材料领
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交流和科
技推广会议。本届大会主题为“复合材
料创新驱动产业”，规模达1600人，设有
学术交流、国际交流、军民融合分会场及
行业展览、研究生学术峰会、勇攀职场高
峰等板块。

在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的大力支持
下，《科技导报》2016年第8期刊登15篇
会议论文，2篇访谈，5篇栏目文章，组成

“复合材料研发”专题。本期封面由王静
毅设计。

（（编辑编辑 田恬田恬））

·导 读·

P15 卫星复合材料结构在轨健康监测方法
对航天器结构中的裂纹、脱层及其他损伤进行及时且准确定位是确保服役航天器可靠、长寿命运行的必要手段。复合材料结构健康

监测是确定结构完整的革命性创新技术，在航天器的结构设计、加工及维护过程中都可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能够提高安全性、降低维护成

本。简要介绍了航天器结构健康监测的国内外研究进展，阐述了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航天器上的应用面临的问题。

P18 卫星结构技术发展对新型复合材料的需求分析
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变革是卫星结构技术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结构技术的发展方向与需求又是新材料、新工艺发展的源动力，

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互相依靠又互相推动。从设计角度出发，根据后续卫星型号发展趋势，梳理了结构专业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提出了

新型复合材料应用的发展趋势。

P21 复合材料蜂窝夹层结构在飞机中的应用
蜂窝夹层壁板是飞机结构中理想的、结构效率最高的结构形式之一。简述了蜂窝夹层结构的典型蜂窝几何形状和面板、蜂窝芯

材种类及相应性能，介绍了国外主要机型蜂窝夹层结构的使用状况和中国飞机结构上蜂窝夹层结构的应用情况，探讨了蜂窝夹层结

构的设计方法。

P67 环境载荷对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电热性能的影响
考察了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在通电加热和力学载荷下的电热性能。结果表明，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呈线

性减小关系，但其变化范围较小；无论在拉伸或弯曲载荷下的变形，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的电阻值均都会随着形变量的增加而增大，

但2种载荷的影响有所区别；其中，电阻值随拉伸载荷的增大呈线性增大关系，但在初始加载和即将拉断时电阻会有较大波动；对于弯

曲载荷，初始加载时电阻值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当加载达到某一临界值时，电阻值随弯曲载荷的增大呈线性增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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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62016--0404--0101至至20162016--0404--1515；；排行依据排行依据：：遴选出的遴选出的30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1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33个学科发展报告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4月6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召开2016学术建设发布会，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李静海院士发布了

2014—2015年度学科进展研究成果。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主持。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2014年组织33个全国学会，分别就化

学、空间科学等 33个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系统研究，形成了

《2014—2015学科发展研究报告》，共计1000余万字。报告中称

中国学科建设投入总体保持增长态势。2014年，全国研发经费

投入持续增加，总经费达 13015.6亿元，占全国GDP的 2.09%。

同时，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引起国际科技界广

泛关注。论文数目总体名列世界第二，有的学科达到世界第一。

2 全球首座四代核电站“中枢神经”实现100%中国制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4月6日，全球首座高温气冷堆商用核电站——华能山东石

岛湾核电厂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的数字化仪控系统（DCS）顺利

通过出厂验收。DCS控制着核电站近 300多个系统、近万套设

备，是核电站4大关键设备之一，对确保核电机组的安全、稳定、

经济运行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此次出厂交付的设备包括非安

全级控制系统（NC-DCS）、多样性驱动系统（DAS）、虚拟控制系

统（VDCS），以及与之实现一体化设计的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

统（DEH）。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厂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是全球首座具

有第四代核能系统安全特征的商用示范核电站，也是国内首个实

现数字化仪控系统100%国产化、自主化的商用核电项目，该项

目包括核安全级和非安全级DCS在内的数字化仪控系统均由中

国广核集团所属的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3 “实践十号”将在太空做19项新奇有趣实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4月6日消息称，中国发射的“实践十号”返回式卫星将在未

来2周进行19项新奇又有趣的实验，既寻找人类未来宇宙生存

之法，又助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更美好。

这19项实验包括：微重力条件下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研

究、微重力条件下造血与神经干细胞三维培养与组织构建研究、

微重力条件下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骨细胞定向分化效应及其

分子机制研究、空间辐射诱变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空间辐射对基

因组的作用和遗传效应研究、空间环境对家蚕发育的影响与变异

机理的研究、微重力下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物质输运规律研究、空

间微重力条件下光周期诱导高等植物开花的分子机理研究、微重

力植物生物学效应及其微重力信号转导研究、微重力下煤燃烧及

其污染物生成特性研究、典型非金属材料在微重力环境中的着火

及燃烧特性研究、微重力环境电流过载下导线绝缘层着火烟的析

出和烟气分布规律、空间熔体材料科学实验、微重力条件下石油

组分热扩散特性的研究和Soret系数的测量、热毛细对流表面波

空间实验研究、胶体有序排列及新型材料研究、蒸发与流体界面

效应空间实验研究、微重力沸腾过程中的汽泡热动力学特征研

究和颗粒物质运动行为－颗粒流体气液相分离空间实验研究。

4 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反射面安装即将完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4月10日，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的馈源

舱正在进行安装。截至4月10日，正在贵州省平塘县建设的世

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 m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已完成4185块反射面面板安装，完成比例达94.04%，

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FAST的反射面总面积约25万m2，用于

汇聚无线电波供馈源接收机接收，反射面安装工程预计将于

2016年5月中旬完成。

“实践十号”新特点（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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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首座纯铅冷却剂实验回路建成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4月 6日消息称，中国科学院

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在铅冷快堆

冷却剂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建

成中国首座纯铅冷却剂实验回路。

核能安全技术所在高温液态

重金属领域已有10余年的研发经

验。研究团队克服了结构材料选

型、高温不透明流体测量、氧浓度

测控等系列技术难题，建成的纯铅

冷却剂实验回路运行温度可超

600℃，具备开展铅冷快堆结构材

料腐蚀、冷却剂热工安全特性及反

应堆关键设备验证的能力，可为铅

冷快堆设计与研发提供工程经

验。铅冷快堆在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被“第四

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GIF）”组织评定为有望首个实现工业示范

和商业应用的第四代反应堆，冷却剂技术是铅冷快堆的核心技

术。该回路的建成对加快铅冷快堆工程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可

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先进核能领域的竞争力。

8 “雪龙”凯旋：中国南极科考迈入“航空时代”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6 中国科学家编辑人类胚胎基因 新植入突变体或
可抗艾滋病毒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4月6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范勇范勇研究团队在《Jour⁃
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上发表论文，报道

了在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最新研究成果。

范勇博士介绍，他们研究的目的是对CRISPR/Cas9技术在

早期人类胚胎的精准基因编辑方面的应用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和

制定原则。他们通过CRISPR/Cas9技术对废弃的人类3PN受精

卵进行编辑，从而使免疫细胞的细胞膜蛋白CCR5（这是HIV病毒

入侵T细胞的主要受体之一）基因进行精确修饰，并希望以此达到

免疫艾滋病的效果。

7 《Nature》：首次绘出治疗抑郁症药物神秘靶点结构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4月 8日消息称，抗抑郁症药物开发又现新进展。发表在

《Nature》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抗抑郁症药物的神秘靶点结构被发

现，一个长达31年的预言被证实。

5-羟色胺的转运体蛋白（SERT，serotonin transporter）是目

前抗抑郁症常用药物的靶点（如果把药物比做一支箭，靶点就是

药物发挥其治疗作用所需要射中的物质）之一。当该蛋白的活性

被抑制时，患者大脑神经突触中的5-羟色胺水平会升高，患者的

抑郁、焦虑症状常常会改善。但SERT蛋白的分子结构一直不被

人类知晓，人们也不清楚相关药物的作用机理。

4月7日，《Nature》在线发表论文《人5-羟色胺转运体蛋白的

X射线结构和作用机制》，首次报道了人SERT蛋白的分子结构，

其分辨率高达 3.15埃。该研究由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HHMI）研究员Eric GouauxEric Gouaux带领的研究小组完成。S-西酞普兰

（S-citalopram）和帕罗西汀（paroxetine）是目前临床治疗中常用

的2种抗抑郁症药物。研究人员首次看到，这2种药物都能竞争

性地结合在SERT蛋白的“活性中心”——底物结合位点上，直接

阻断5-羟色胺与该蛋白的结合，抑制了该蛋白的活性。

纯铅冷却剂实验回路

（图片来源：科学网）

4月12日，“雪龙号”极

地考察船按计划完成中国

第 32 次南极考察保障工

作，顺利停靠极地考察国内

基地码头，为其第 19次征

战南极画上了圆满句号。

本次考察队领队、国

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党委书记秦为稼秦为稼表示，本

次科考跨越“十二五”和

“十三五”规划，对于中国极地建设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

历时5个多月的航程中，中国南极考察队共完成45项科考项目和

30项后勤保障与建设项目，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和发现，使中国

在多个南极科考研究领域跃升为领跑者。

9 中国科学家揭示猪笼草“油嘴滑虫”机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菲律宾特有“食肉植物”猪笼草

吃虫子众所皆知，但其“嘴唇”即口

缘区，在湿润环境下，不需要外部能

源推动即可输送液体的奇特现象，

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合

作团队还通过解析猪笼草“嘴唇”的

微观结构，揭示猪笼草“油嘴滑虫”

液膜自动搬运液体、致使昆虫无法

驻足而滑落入笼的机理，并建立了

液膜输运的理论计算模型。

在实验中，研究团队发现，猪笼

草“嘴唇”具有连续搬运能力是其保证湿滑，这是让昆虫类动物站

不住脚的根源。在此发现基础上，合作团队模拟猪笼草口缘区表

面结构进行了压印成形，成功复制了猪笼草口缘区的工作机制，

使生物功能转移制造成为现实。研究团队在理论上进一步给与

提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数学分析计算和模型建立，使人类广泛

应用猪笼草“嘴唇”的功能成为可能。

10 中国专利申请量实现“五连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4月10日，首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国

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申长雨在论坛上表示，“十三五”时期，将着力

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

新业态、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将加大海外维权援助力度，

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宏兵陈宏兵介绍，过去 10
年间，中国专利申请经历了超10倍的增长，国内专利申请数量连

续5年蝉联全球第1，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知识产权创造能

力和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同时，中国是马德里国际注册中被指

定最多的国家，表明国际企业界对进入中国市场有强烈愿望，对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抱有信心。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猪笼草（图片来源：科学网）

“雪龙号”停泊在国内极地考察

基地码头（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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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习近

平平在美国华盛顿出席了第四届核安全峰

会，发表了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

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重要讲话，指出了

核安全的重要意义，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主

张，并介绍了中国核安全领域的进展以及

将要采取的措施。核能由于蕴藏着巨大

的能量而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核能首先被用于武器，1945年，美国

将两颗原子弹先后投放于日本的广岛和

长崎，顷刻间两座城市建筑物轰然倒塌、

尸横遍野，一切都化为乌有。聪明的人

类还利用核反应堆使不可控的爆炸式能

量的释放变得可控，

缓慢释放能量来发

电。然而，核反应堆

发生事故造成的后果

都在民众心中留下难

以磨灭的可怕印象。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
反应堆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之后，13.4万
人受辐射影响致病，儿童患甲状腺癌的

比例增加，畸形婴儿的出生率也有所升

高。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2011
年，受大地震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发生重大事故，被定为最高级 7级事故，

避难人数达15万。

这一起起核安全事件让普通大众触

目惊心、谈“核”色变。然而，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事故是一起人为事故，虽然事故

之后患甲状腺癌的儿童比例有所增加，

但是存活率非常高；日本福岛第一核电

站事故与核电站的设计和技术太老脱不

了干系。核能发电使用的核燃料浓度远

低于爆炸的临界值，其主要危害在于发

生核事故常常伴有的辐射，但辐射也只

有超过一定的量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为了进一步确保核能安全，日本在福岛

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颁布了新的《核灾

害对策指针》，将核电站发生核事故后开

展人员疏散的“核灾害对策重点区域”从

核电站方圆 10 km扩大到 30 km，把“周

边测定辐射量达 500 μSv/h”作为方圆 5
km外的疏散标准等。日本还提高了核电

站的运营安全标准，2016年 3月 9日，日

本大津地方法院对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

电站的 3、4号机组作出禁止运转的暂行

处理决定，并立即生效。福岛第一核电

站事故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世界各国

对运营中的核电机组进行分析、排查，确

保安全。

不可否认的是，核能是人类发现的

最具有应用潜力的新型清洁能源之一，

有着其他传统化石能源不可替代的优

势。铀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核燃料，1 kg
铀裂变产生的能量相当于 2000多 t煤燃

烧时释放出的能量，能使一列火车开动

数万公里，而 1 kg煤只能维持火车开数

米。核能的发现使得人类仅需很少量的

核燃料就能获得堆积如山的煤等传统化

石燃料燃烧释放出的能量，不仅原料的

成本低廉，而且运输的成本也非常低。

此外，核裂变分裂产物是两个或多个质

量较小的原子，因而，并不会带来诸如碳

氧化物、氮氧化物等环境污染物。核能

的这两大优点使它能够很好地解决能源

危机与环境污染问题。

为使核能更安全地发挥它的优势，

科学家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开展新型核反

应堆研究工作。从 20世纪 50年代起，反

应堆已由第一代发展到现在的第四代反

应堆，其技术更加成熟、安全性更高。作

为第四代反应堆堆型之一的铅基堆已被

选作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

和国家“十二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反应堆系

统。铅基堆有诸多优点，比如：中子经济

性与热工特性优良、化学稳定性高、安全

性好等等。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

究所的先进核能研究团队（FDS团队）在

ADS嬗变系统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铅基

反应堆CLEAR（China LEAd-based Reac⁃
tor）的研发工作。2016年4月5日，《科技

日报》报道FDS团队研发的新型燃料组件

及包壳材料，解决了铅基堆堆芯材料的关

键技术难题，同时可为其他液态金属冷却

反应堆燃料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最大的核能发电公司——中国

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核研究中也取

得进展。2016年 2月 17日，该公司对外

称，其自主研发设计的4组STEP-12核燃

料组件和4组CZ锆合金样品管组件正式

装入岭澳核电站二期1号机组，随反应堆

进行辐照考验。这一技术突破对未来提

高我国核电机组的经济性有着重要意义

（2016年2月17日新华社）。

中国高度重视核能发展与核安全问

题。目前，我国核电厂有着良好的安全

运营记录，未发生过2
级以上的事故。在

运、在建核电机组虽

然有 54台，位居世界

第 3，但发电量的占比

仅在 2%左右，远远落

后于核电占比高达 70%以上的法国，核

能发展的空间仍然非常大。

核安全维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全，它

不仅是科学上的问题，也不仅牵扯着一

国的经济，它还与政治息息相关。2016
年 4月 19—20日，第五次全国核与辐射

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环境保

护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吉宁陈吉宁指出，发展核

能一方面要做好源头防范，另一方面要

加强应急能力建设。他还指出，要从依

法监管、机构队伍建设、专业技术能力、

核安全文化 4个方面加强核监管体系与

监管能力的现代化（2016年 4月 19日环

境保护部网站）。我国将推动《核安全

法》立法，加大核与辐射安全执法力度。

相对来说，核能的安全性甚至比化

石燃料更高，它并没有造成化石燃料发

生事故时众多人的死亡，也不会带来污

染环境的气体。人类对核事故更大的恐

惧或许来自于对辐射危害的高估。目

前，各国科学家与政治家们都在积极探

索、汲取经验，设置层层防线，最大程度

地确保核安全。在科学的支撑与政治的

干预下，相信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天野之弥天野之弥所说的，核能在未来 10年将

成为最安全的一种能源。

文//王丽娜

谈谈““核核””不必色变不必色变

相对来说，核能的安全性甚至比化石燃料更高，它并没有造

成化石燃料发生事故时众多人的死亡，也不会带来污染环境的气

体。人类对核事故更大的恐惧或许来自于对辐射危害的高估。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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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科普工作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而“科普信息化”就是最

大的转型升级，要逐步实现精细分类，精

准推送。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 尚勇尚勇

人民网 [2016-04-01]

基础研究呈现多重发展趋势，基础

研究成果转化周期缩短，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的界限日益模糊。在科学技术的

竞争中，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更为关键，

竞争更加激烈，影响也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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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副主席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静海李静海

科学网 [2016-04-06]

未来的创新要以创新网络的形式组

织和开展，谁占据了创新网络的关键结

点，谁才能跻身创新体系的中心位置。

创新型大学要确保自身的创新主体地

位，就必须为创新网络的缔结形成和功

能发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

是当前，我们研究型大学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校长校长 张杰张杰

澎湃新闻 [2016-04-09]

作为世界核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核能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

实现自身减排目标、优化能源结构、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为“后福岛时

代”的全球核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

王毅韧王毅韧

《中国科学报》[2016-04-07]

超级计算机是世界高端信息技术领

域的战略制高点，也是体现科技竞争力

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任—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任

刘光明刘光明

新华社 [2016-04-06]

锂离子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工作，要

尽早布局。建立动力电池回收体系，需

要完善电池的标准化、建立编码追溯系

统、实施严格的奖惩措施以及对再生利

用企业进行资质管理等。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教授—长安大学公路学院教授 王秉刚王秉刚

《人民日报》[2016-04-06]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未来发展应以具

体功能为导向，不能泛泛而谈，这样才能

正确认识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

科学学院教授科学学院教授 邢波邢波

《中国科学报》[2016-04-06]

从全球发展态势看，我们已经全面

进入一个 IPv6的时代，要抓住 IPv6这个

弯道超车的机遇，争取在互联网基础研

究和关键技术上获得主导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吴建平吴建平

人民网 [2016-04-01]

全社会节水战略是应对中国水危

机、保障水安全的唯一的必经之路，无论

气候怎样变化，这都是一个最有利的对

策。中国用水的总量呈增长趋势，人口

是刚性的，人口增长了，用水量必然要增

长，针对这个问题，建议加速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和社会节水战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水安全武汉大学水安全

研究院院长研究院院长 夏军夏军

《南方都市报》[2016-04-10]

大学的“学”字实际上包含3方面要

素：学生、学者和学术。学生是立校之

本，学者是立校之道，学术是立校之魂。

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拥有大学者和大

学术，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而培

养优秀学生、培养具有创新性素质的学

生，就是大学的使命。所以，大学就是学

生的大学、学者的大学和学术的大学。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为本”，所有的

工作都是围绕“人”展开的。也因此，学

校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向学生配置。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丁烈云丁烈云

《人民政协报》[2016-04-06]

微堆是中国反应堆“走出去”的先行

者。中国的微堆在研制完成后从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迈出国门，在多个国家作为

核能研究设施落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原子能—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原子能

微型反应堆研究室主任微型反应堆研究室主任 李义国李义国

《中国科学报》[2016-04-06]

推进国家自创区建设要注重把握“三

个突出”：突出创新发展特色，依托综合实

力和区域代表性强的国家高新区建设；突

出“东转西进”布局设想，既促进东部地区

率先转型升级，又推进中西部地区创新发

展；突出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阴和俊阴和俊

《中国科学报》[2016-04-05]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石，

人工智能有望为中国在新一轮技术创新

大潮中后来居上、实现“弯道超车”提供

突破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副院长 谭铁牛谭铁牛

《中国科学报》[2016-04-12]

在生物特征中，虹膜图像存在着随

机分布的细节纹理特征，具有唯一性和

稳定性，每个人的虹膜都是独一无二

的。当我们跨过了虹膜图像信息获取的

技术门槛后，也愿意为国际上其他学者

提供数据资源，让他们直接站在我们的

设备和数据基础上，跨入虹膜识别研究

的大门。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孙哲南孙哲南

《中国科学报》[2016-04-11]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科学网

图片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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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全球第22例基因胚胎编辑再掀热议例基因胚胎编辑再掀热议
2016年4月6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范勇范勇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As⁃
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发表了

全球第 2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论文

“Introducing precise genetic modification
into human 3PN embryos by CRISPR/Cas-
mediated genome editing”。该论文研究

目的是对 CRISPR/Cas9技术在早期人类

胚胎的精准基因编辑方面的应用的可行

性进行评估和制定原则。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即引起《Na⁃
ture》、《Science》、《New Scientist》、《Daily
Mail》、MIT Technology Review、《光明日

报》、新华网等学术期刊和媒体的关注，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成果再次掀起国

际科技界热议。

相较于 2015年 4月中山大学黄军就黄军就

研究团队在《Protein & Cell》上发表的全

球首例编辑人类胚胎细胞基因来修改引

发地中海贫血症基因的论文“CRISPR/
Cas9-mediated gene editing in human tri⁃
pronuclear zygotes”，科技界对第 2例人类

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成果的态度较为平静。

备受争议的胚胎基因编辑技术

2015年，黄军就研究团队率先使用

CRISPR技术对 86个人类胚胎细胞进行

基因修改，他们试图用CRISPR技术编辑

修改能够引发地中海贫血的基因。该研

究成果发表后，在科技界引起了轩然大

波，掀起了关于使用该技术伦理问题的

激烈争论以及重燃了生命科学界关于人

类是否应该修改自身基因的重大争论。

这一研究成果也直接推动了 2015年 12
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人类基因编辑峰

会的召开。虽然这项技术备受争议，但

黄军就首次将基因编辑技术推到聚光灯

下，他作为“胚胎编辑者”也被《Nature》评
为“201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2016年2月，英国生育监管机构批准

了伦敦弗朗西斯·里克研究所发育生物

学家 Kathy NiakanKathy Niakan 提出的希望将 CRIS⁃
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健康人类

胚胎中的申请。

广州医科大学范勇团队在 2016年 4
月 6日发表的论文中，报道了利用CRIS⁃

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对废弃的人类

3PN受精卵进行编辑，向胚胎细胞中引入

定向突变，修改胚胎细胞中被称为CCR5
的免疫基因来抵御HIV感染的研究进展，

他们希望以此达到免疫艾滋病的效果。

在Kathy Niakan被授权在人类健康

胚胎中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的背景下，对

于第2例人类胚胎编辑论文的发表，科学

家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但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显然发生了改变。

再次突破“禁区”，质疑声减弱

2016 年 4 月 8 日范勇在接受 MIT
Technology Review采访时表示，不断发展

和改进能精确编辑人类基因的技术是非

常必要的。在他们看来，基因改造很可

能会为治疗遗传病和改善人类健康提供

新的解决方案。在谈及编辑胚胎细胞的

伦理问题，范勇表示，该研究经过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获得胚胎捐赠者的知情同意，按照中国

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规范，所有实验

胚胎都在第 3 天被销毁。（https://www.
technologyreview.com/s/601235/chinese-
researchers-experiment-with-making-hiv-
proof-embryos/）

在这篇发表的论文中，范勇等也写

道，完成人类胚胎编辑原理证明实验非

常重要，但有关生殖细胞改造的一些伦

理和法律问题还在反复讨论中。他们认

为任何试图通过改造早期胚胎来生成转

基因人类的企图都应严令禁止，直至人

类能够解决这些伦理学和科学问题。

对于所谓“禁区”，其实中国针对胚

胎干细胞的研究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

组组长王皓毅王皓毅 2016年 4月 13日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像人类胚

胎基因编辑等类似研究所引起的争议，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国家会有不同程度

的反应。他表示，据范勇文章中的描述，

其实验是按照中国干细胞使用规范执行

的，同时也符合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这

一类研究所划定的范围。他还强调，基

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在人类体细胞中

应用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疾病治疗，具有

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因

此加强法律监管力度也是非常必要的。

（http://www.wokeji.com/kbjh/zxbd_10031/
201604/t20160413_2414514.shtml）

哈佛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 GeorgeGeorge
DaleyDaley曾称黄军就的研究为里程碑式的标

志性成果，如今他的态度也依旧如此。

在 2016年 4月 16日接受《Nature》记者采

访时，Daley认为范勇团队的最大贡献在

于成功利用 CRISPR/Cas9技术精准地引

入了基因改造。他还表示，Kathy Niakan
的工作是在回答胚胎学固有的问题，范

勇的研究则是研究如何抵抗HIV感染的

概念。对于近年来的胚胎基因编辑技

术，Daley认为科学研究已经走在了获得

医学认证和广泛共识的前面。（http://www.
nature.com/news/second-chinese-team-re⁃
ports- gene- editing- in- human- embryos-
1.19718）
技术瓶颈仍待突破

抛开争议焦点的伦理问题，范勇也

证实了这项技术目前还尚未成熟。在研

究中，他们把突变基因植入了 26个胚胎

中的 4个胚胎里。但即便在成功的案例

中，也不是所有的 CCR5 基因都被改变

了。在其他一些案例中，还引发了一些

未曾预料到的基因突变。黄军就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曾提到，如果想在正常的

胚胎中编辑基因，成功率必须接近百分

之百才行。

埃默里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Li XiaoLi Xiao⁃⁃
jiangjiang2016年 4月 16日接受《Nature》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或者说是基因编辑

技术在细胞的精准编辑技术方面仍存技

术瓶颈有待突破。他建议基因编辑实验

可先在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之后，再

对人类细胞胚胎进行有效编辑。Daley也
认为，范勇团队的研究推动了CRISPR技

术未来对人类细胞精准编辑的应用，但并

未提供太多的证据。他强调CRISPR技术

离成为潜在的具有应用价值的技术，仍需

很长的一段时间。（http://www.nature.com/
news/second-chinese-team-reports-gene-
editing-in-human-embryos-1.19718）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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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4月 6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

会 暨 第 二 十 届 太 平 洋 地 区 核 能 大 会

（PBNC2016）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李克强

为大会致贺信。大会由中国核学会、中国原子

能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展协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核科学技术是人类

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成就之一。以核电为主

要标志的和平利用核能，在保障能源供应、促

进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造福国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核能

发展，坚持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和平利用核

能合作。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暨PBNC2016的主题分别为“发展核能科技，创建美丽家园”和

“核能助力太平洋和世界发展”。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出席并致辞，太平洋

核理事会主席Mimi LimbachMimi Limbach，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PBNC2016大会主席孙勤孙勤等出席大会并致

贺词。开幕式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学会理事长李冠兴李冠兴与Mimi LimbachMimi Limbach主持。PBNC2016举办

“世界核电技术新进展”和“核燃料循环与核安全”两个主题的大会报告。3天共围绕8个专题论坛和

11个技术专题进行交流，来自全球40余个国家的800余位专家参会。

中国核学会 [2016-04-07]

第二十届太平洋地区核能大会开幕

2016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4月8日，2016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活动周（简称活动周）筹备工作启动

会在中国科协召开。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林念修林念修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协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吴海鹰出席会议。

尚勇表示，中国科协将全力以赴做

好今年活动周的承办工作，推动双创工

作上一个大台阶。他强调，今年的双创

活动周要着眼于全年、全国，充分调动并

发挥相关部委和地方的积极性，使双创

活动面向全国铺开，做到热点频出、好戏

连台。林念修对中国科协在成功举办

2015年活动周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表示感

谢，并对今年活动周的总体考虑给予充

分肯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

业司副巡视员沈竹林沈竹林汇报了 2016年活

动周筹备的工作背景、基本思路和组织

原则；中国科协企业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主任郑浩峻郑浩峻汇报了活

动周筹备的基本框架和重点活动等。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6-04-10]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Jorge Spitalnik访问中国科协

4月 5日，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张勤会见世界工程组

织联合会（WFEO）主席Jorge SpitalnikJorge Spitalnik。
张勤对Spitalnik来访中国科协表示

欢迎，感谢他对中国科协的支持。中国

科协将以承办WFEO 创新专委会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与 WFEO 的合作，在

WFEO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Spital⁃
nik感谢中国科协对WFEO的一贯支持，

他说WFEO希望与中国科协进一步加强

合作，不断提升WFEO的国际影响力。

WFEO愿意为中国科协与华盛顿协议的

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6-04-07]
2016中国科协

学术建设发布会召开

4月6日，2016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

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协副主席、学

术与学会工作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静海李静海，中

国科协副主席、学术与学会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冯长根冯长根出席发布会。中国科协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主持发布会。

陈章良指出，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

会是我国科技团体的中坚力量，学科类

别齐全，学术资源丰富，汇聚了跨学科、

跨行业、跨地域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具有

推动学科发展的组织和人才优势。李静

海详细介绍了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方面取得的突

出成就，并从科学总体发展趋势总结了

各学科共同的特点；在全面总结学科进

展的同时，指出了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所存在问

题的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政策建

议。在发布会的互动环节，与会记者围

绕当前学科发展前沿、科技热点、科学普

及等问题踊跃提问，领域内专家分别进

行深入细致解答。400余人参加本次发

布会。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6-04-07]
第十三届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颁奖大会举行

3月 30日，第十三届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吴海鹰，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副部长易军易军，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理事长郭允冲郭允冲出席大会并讲话,第十

三届詹天佑奖244家获奖单位代表，以及

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土木建筑科技工作者

近500人参加大会。第十三届中国土木

工程詹天佑奖从154个申报的优秀项目

中评选出38个获奖项目，其中建筑工程

12项，桥梁工程4项，隧道和公路工程各

2项，水利水电和水运工程分别为1项和

2项，轨道交通工程4项，公共交通、市政

工程、给排水工程、燃气工程各1项，海外

工程2项，住宅小区3项，国防工程2项。

这些项目在工程设计、节能环保、历史文

化保护、工程全寿命安全监测等方面有

较大创新。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2016-04-01]
中国水电可持续发展暨安全与

应急管理论坛峰会召开

4月 8日，“中国水电可持续发展暨

安全与应急管理论坛峰会”在清华大学

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常务副

校长钟登华钟登华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水力

发电工程学会、学会风险管理专委会、清

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共同举办。

论坛分为“行业指引”“流域经验”

“学术发言”“论坛交流”4个环节，共同探

讨我国水电行业可持续发展，重点研究

讨探讨了地质灾害治理的经验和方法。

会议围绕水电可持续发展、行业标准规

范制订和完善、地质灾害等风险防范和

应急管理、流域综合开发利用实践经验、

国外大坝安全风险防控经验分析等方

面，安排了2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主旨演

讲。来自30多家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

共70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201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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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更好理解《实施方案》内容，全面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革，中国科协对《实施方

案》进行解读，本栏目分2期刊发科协系统改革方案解读内容，本文为第2期。

勇于自我革新勇于自我革新，，真正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真正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
———解读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解读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IIII））

学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在科协系统深化改革中的地位和

作用，以及具体举措

学会是科协的组织基础，学会工作是科协的主体工作，科协

系统深化改革，必须紧紧抓住所属学会这个牛鼻子，突出学会治

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这个重点，全面推进会员结构、办事机

构、人事聘任、治理结构、管理方式改革，提升服务能力，加强国

家级学会与地方科协的协同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凝聚力不够、活

力不强、组织松散等突出问题，真正把学会做实做强做好。

在这方面，主要是完善科协团体会员制度，接受具有影响力

的大型企业科协和高校科协作为中国科协团体会员。支持所属

学会重点发展个人会员，鼓励单位会员中的科技工作者以个人

身份加入学会，突出科技工作者的主体地位。改革学会领导机

构设置，设立规模适中的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权责明晰的监事

会、实体化的秘书处，强化学会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

能力。优化学会领导人员构成，提高基层一线科技人员和中青

年科技工作者比例。鼓励学科相近、联系密切的学会成立学会

联合体，推动面向大学科领域或全产业链的学会集群发展，增强

学术影响力，形成工作合力。2015年，生命科学领域的18个学

会共同成立了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目前运转良好，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与保持和增强先进性、群众性的

内在联系，以及改革举措

科协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政治性是科协事业发展的灵

魂，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不断夯实党在科技界的执政

基础是科协的核心任务。

《实施方案》以问题为导向，紧紧抓住学会这个科协组织直

接联系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关键环节，针对学会重业务活动、

轻政治思想引领，党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广、工作层次水平不

高等问题，以突出和增强政治性为导向，着重从改革学会党建工

作机制、扩大组织覆盖，创新学会党组织运行机制、强化工作覆

盖，加强思想引领机制、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引导科技工作

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4个方面入手，着力加强党的

领导特别是学会党建工作，切实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不

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通过建设强

有力的学会党组织把科技工作者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切实担负起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听党

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

增强科协组织的先进性、群众性，是确保政治性的基础。《实

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团结联系服务好科技工作者为这一导向，

切实克服机关化、行政化和学会发展中的“小众俱乐部”倾向，把

眼光更多地投向基层，把力量更多地配置到基层，扩大基层组织

覆盖面，构建畅通稳定的双向联系渠道，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科技

工作者与科协组织联系不紧、不亲的问题，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

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

文件把科协领导机构和机关改革放在首位的考虑

《实施方案》推出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在科协领导机

构和机关改革和职能调整中力度较大，在克服机关化、行政化方

面动了真招，包括着重提高科协领导机构中基层科技工作者代

表比例，增强代表性和广泛性，明确将科协全委会基层一线委员

的比例调整目标由现在的58%提高到70%左右，将常委会基层

一线委员由现在的56%提高到75%左右。实行兼职副主席轮流

定期驻会制度。深化科协机关改革也是一项重要改革工作，将

所属事业单位压缩25%，事业编制压缩15%，加大力量配备和服

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在压缩撤并部分直属单位的基础上重

组成立直接面向基层服务的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全国“双创”服

务中心、农村技术服务中心、创新战略研究院、国际科技交流中

心、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等，建立更直接服务基层的体制机制。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建设网上科技工作者之家，探索“互联

网+政策服务”的工作模式，科协各级领导实名上网，直接听取科

技工作者意见建议和呼声，提供政策服务，引导科技工作者依法

维护合法权益，打造科技工作者的精神纽带和情感家园，这也对

科协进一步提高建家交友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系统推进科协改革，如何有针对性地推进地方科协改革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强化顶层设计，以机关改革

为切入点和引领，推动包括学会在内的整个科协系统的改革，科

学谋划改革的整体推进和政策配套，注重学会改革和机关改革、

科协系统上下改革的联动，加强各级科协组织落实改革任务的

能力建设，推进工作平台和资源共享，充分发挥试点先行的示范

功能，加快形成可复制的模式并稳步推广，形成系统效应。

推进地方科协深化改革要突出各自特色和现有工作基础。

各地方科协要以《实施方案》为指南，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探新

路、创特色、强优势，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达到增强活力，增强工

作能力，增强服务能力的目的。

目前，中国科协已经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落实《实施

方案》的具体举措，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选择了50个

左右的全国学会进行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试点，并在上海、

重庆已作为中央第一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再选择3-5个地方

科协作为改革试点，进行先行先试，建立改革考核指标体系，确

保改革任务件件有落实。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的，把抓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固树立全局意识、责任

意识，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使改革方案落地生根。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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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材料基因组工程信息化加快材料基因组工程信息化

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

·科技建议·

2016年2月，中国科学技术部发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材

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重点专项[1]，其主要目标是：融

合高通量计算（理论）/高通量实验（制备和表征）/专用数据库 3
大技术，变革材料研发理念和模式，实现新材料研发由“经验指

导实验”的传统模式向“理论预测、实验验证”的新模式转变，实

现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一半、研发成本降低一半”的目标，为实

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做出贡献”。

2016年初，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下面的一

系列研发计划（如CIF21，SI2，DMREF）强调应重视支撑材料科

学的科学软件基础设施/科学软件基础生态系统的研发。

在经历了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意识

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提出重振制造业。2011年6月24日，美

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超过5亿美元的“先进制造业伙伴关

系”计划，“材料基因组计划”（Material Genome Initiative，MGI）
是该计划中的重要部分。MGI的核心理念，就是强调通过计算，

数据，实验“三位一体“的结合，把发现、开发、生产和应用新材料

的速度提高2倍。

2016年初，NSF“21世纪科学和工程信息化基础设施框架”

（Cyberinfrastructure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IF21）[2]研究计划下的“可持续创新的软件基

础设施”[3]（Software Infrastructure for Sustained Innovation，
SI2）研发计划“数学和物理科学”方向的材料专题中，再次强调了

SI2与“设计材料以革新和设计我们的未来”[4]（Designing Mate⁃
rials to Revolutionize and Engineer our Future，DMREF）的结

合，在接下来的 3~4年中，预计将有总计 750000~1600000 美

元资助DMREF。
美国NSF下面的CIF21、SI2、DMREF 3个不同的研发计划，

本质上却有其相同点，都从一个方面强调了对材料基因组计划

的资助，即注重信息化基础设施相关研发。由此引发对中国材

料基因工程专项实施的思考。

1 21世纪科学和工程信息化基础设施框架（CIF21）
认识到信息化基础设施支撑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美国

NSF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重视支撑科学研究的信息化基础

设施（Cyberinfrastructure）的建设，如NCSF资助的超级计算中

心计划，PACI计划，TeraGrid计划等。在这些计划下，美国开发

了许多支撑科学研究的软件基础设施，如Open Science Grid，
the National Virtual Observatory，Data Activities，以及相关的

研 究 合 作 Network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 Simulation
（NEES），The National Ecological Observatory Network（NE⁃

ON），Ocean Observatories Initiative（OOI），Large Hadron
Collider（LHC）等。在此阶段，英国设立了e-Science计划，欧

盟设立了ESRFI、EGI等。

2010年，NSF又提出了更为长远的战略规划，即CIF21。
CIF21旨在开发并部署全面，综合，可持续，安全的信息化基础设

施（CI）以加快计算和数据密集型科学和工程的研究等，从而转

化为有效应对和解决面对科学和社会许多复杂问题的能力。

2 可持续创新的软件基础设施研究计划（SI2）
SI2是CIF21下的一个研究计划，主要强调研发支撑各学科

领域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的软件系统，或软件基础设施，也就是人

们所说的领域信息学（X-Informatics）或科研信息化（e-Sci⁃
ence）。SI2主要支持3类软件的开发：1）科学软件元素，2）科

学软件集成，3）科学软件创新研究院。SI2强调与学科的交叉。

在其“数学和物理科学“方向中，又进一步分为材料、物理、化学、

天文等。材料方向重点强调了与DMREF的结合，支持材料基因

组计划下的软件使能和支撑技术研究。

3 设计材料以革新和设计我们的未来（DMREF）
DMREF最初是NSF为响应材料基因组计划而设立的一个

专项，着重强调支持那些能加快材料发现和研发的各种活动，比

如通过构建需要的基础知识库来设计和制造由第一原理预测出

的材料功能或性能。实现这一目标涉及建模，分析和计算机模

拟，通过样品制备，表征和设备进行验证；涉及新的数据分析工

具和统计算法，充分利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稀疏逼近等发展

预测模型；涉及与新设备功能相结合的材料性能模拟等。

这些都需要研发方便的、可扩展的、可伸缩的和可持续的数

据基础设施；开发，部署，和维护用于下一代材料设计的可靠，可

互操作的，可重复使用的软件基础设施；以及用于管理大规模，

复杂，异构的分布式材料数据从而帮助材料的设计、合成，及纵

向研究协同创新能力的发展。

在当今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的背景下，计算机和信息学技

术对当代科学研究正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上述美国NSF的

CIF21、SI2及DMREF研发计划，甚至包括材料基因组计划本身，

其共同点都是强调通过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快包括新材料在内

的科学发现。科技部发布的“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

台”，也体现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实际上，一些用于

帮助新材料发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如结构筛选，元素替代，性

能与成分优化等，均涉及到大规模，高并发的材料计算任务协

同，以及材料计算数据的自动归档，典藏（data curation）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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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等，尤其需要信息化工具的支持。Ceder小组的工作

之所以能引起业界关注，就在于他们通过高通量第一原理计算

系列信息化工具的帮助，从3万余种化合物中理论上筛选出了

高效安全的锂电池阴极材料[6]。

然而，中国目前还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各类材料软件和

材料数据库。核心软件均依赖进口，一些关键材料数据库对中

国封锁。以高通量计算为例，Ceder小组的工具，以及 AFLOW
等[6]，在中国使用不是特别方便（为此，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

息中心也初步研发了支撑高通量材料集成计算基础平台和软件

框架MatCloud）。

目前，中国的材料研究多以跟踪为主，工程化不够，系统性

不强，特别是融合计算、测试和表征、开发、优化的全链条材料开

发模式尚未形成。因此该专项的实施，应重视和加快包括材料

软件，数据库，模型，工具，和平台等在内的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研

发及建设，提供从材料理论设计、制备与表征、组织与工艺优化、

到性能评价等全链条的材料快速、低成本研发的信息化支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等重点专项2016年

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EB/OL]. 2016-02-19. http://www.most.
gov.cn/fggw/zfwj/zfwj2016/201602/t20160218_124156.htm.

[2] Cyberinfrastructure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IF21) [EB/OL].[2016-01-25]. http://www.nsf.gov/
funding/pgm_summ.jsp?pims_id=504730.

[3]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for Sustained Innovation (SI2) [EB/OL].
[2016-01-25]. http://www.nsf.gov/publications/pub_summ.jsp?
ods_key=nsf11539.

[4] Designing Materials to Revolutionize and Engineer our Future
(DMREF) [EB/OL]. [2016-01-25]. https://www.nsf.gov/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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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编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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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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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传统材料迈向复合化创新研发引领传统材料迈向复合化创新研发
———访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秘书长张博明—访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秘书长张博明

复合材料是在金属、陶瓷、高分子

材料基础上，由 2种或 2种以上材料复

合而成，因其性能优秀和可设计性强等

突出优点而备受关注。现代复合材料

产业发展源于国防、航空航天领域需求

的牵引，随着国家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复合材料经过研发与应用水平

的提高而不断更新换代后，被推广到汽

车、海洋工程、土木工程、能源以及休闲

等领域，引领了新时代材料科学的

发展。

《科技导报》邀请中国复合材料学

会秘书长张博明教授，解读中国复合材

料的创新研发之路。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请您介绍一下复合材

料的应用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博明：目前复合材料已经和金

属、陶瓷、高分子材料并列成为应用最

为广泛的第 4种材料，虽然历史较短，

但是其扩张速度极大，复合材料是2种
或 2种以上不同物质以不同方式组合

而成的材料，它可以发挥各种材料的优

点，克服单一材料的缺陷，扩大材料的

应用范围。由于复合材料具有重量轻、

强度高、加工成型方便、弹性优良、耐化

学腐蚀和耐候性好等特点，已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电气、建筑、健

身器材等领域。如在波音 787，空客

350客机上，都大量使用了复合材料；

宝马电动车 i3系列，为达成减重目的，

车体的主体也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有行业内有哪些

重点发展方向？应该如何看待未来的

发展？

张博明：目前，复合材料的重点发

展方向包括组元材料、复合工艺、结构

设计等。组元材料中有广泛关注的新

兴材料碳纤维和石墨烯等，也有我国在

国际上产能第一的玻璃纤维。复合工

艺必须根据复材应用领域的特殊要求

进行针对性开发，如航空产品与汽车零

件的要求就有很大的差异。结构设计

是总领性的技术，决定了复合材料应用

的效果与成本代价。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着重以现有

的复合材料技术在各行各业扩大应用，

除了航空航天与军工等领域，我们应该

着力拓展复合材料在其他民用领域的

应用，包括汽车、建筑、化工、纺织和机

械制造、医学领域、体育运动器材等。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复合材料行业面

临何种机遇与挑战？

张博明：复合材料领域正面临着蓬

勃的发展机遇，国家也在重点支持这一

领域的发展，我们还应该不断为复合材

料寻找新的应用领域和产业。国务院

在《中国制造 2025》中提到，“要大力推

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瞄准新材料等战

略重点，引导社会各类资源聚集，推动

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在发展新

材料的过程中应该“以特种金属功能材

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

料、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复合材

料为发展重点，加快研发先进熔炼、凝

固成型、气相沉积、型材加工、高效合成

等新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和装备，加强基

础研究和体系建设，突破产业化制备瓶

颈。积极发展军民共用特种新材料，加

快技术双向转移转化，促进新材料产业

军民融合发展。高度关注颠覆性新材

料对传统材料的影响，做好超导材料、

纳米材料、石墨烯、生物基材料等战略

前沿材料提前布局和研制。加快基础

材料升级换代。”

当然，在面临诸多机遇的同时，复

合材料领域也面临着各种挑战。首先，

张博明，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分子与复合材料系主任，中国

复合材料学会法人、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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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在应用过程中需要跟传统材

料进行竞争，在过去，复合材料与传统

材料的竞争中并没有太多优势，虽然其

性能高，但其成本也很高。而这就需要

复合材料的不断提高质量同时降低费

用，提高生产技术，逐步从“贵族材料”

走向“平民材料”。第二，降低辅材的成

本，例如在飞机零件制造过程中，我们

当然可以以较高的成本完成较高的工

艺，但是当把零件应用到汽车或者是其

他民用领域时，材料的性能和成本及技

术要求都会产生较大的差别，而这是整

个复合材料领域需要面对的问题。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如您所说，目前先进

复合材料的成本都比较高，如何降低成

本，发展低成本复合材料技术？如回收

再利用等方法在复合材料的生产过程

中是否可行？

张博明：在降低成本方面主要有 2
个方面。一是降低制造成本，复合材料

在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较高，这包

括复合过程带来能量消耗和这一过程

中的人工成本，在这一方面可以重点增

强新的自动化工艺去降低成本。二是

降低材料成本，降低增强材料和基材的

成本，从根本上成本降低。

对回收再利用技术而言，从基础研

究角度分析，回收利用技术开发很有必

要去做，但是目前复合材料使用的体量

较小，对于回收利用的需求并不明显。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中国复合材料领域目

前的发展态势如何？是否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应该着重

于哪些方面的研究？

张博明：中国的复合材料正面临很

好的发展态势。但水平和先进国家有

相当大的差距，许多标志性的成果都发

生在国外。在国防方面，复合材料领域

的整体发展趋势较好，在航空军工领域

基本实现了复合材料国产化，但在民用

领域则需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加强产

学研结合，更快提高研发和产业化水

平。学会下一步也需要有这方面的工

作安排。

对于国企来说，其发展路径更倾向

于通过先使用国外装备和国外产品，再

逐步实现国产化，像2015年11月2日，

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C919大型客机首

架机在上海浦东总装下线（图1），让人

们看到了中国飞机制造业的崛起，而国

产化客机的过程中，复合材料也是重要

的一部分。

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的复合材

料，如果要提升市场竞争力，首先还是

加强基础研究，提高自主研制能力。重

视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实现自主

创新。重视国际交流合作，在具备自主

研制能力的基础上，与各国同行开展系

统的、对等的科学技术交流，产业技术

合作，甚至产品服务竞争。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复合材料专业的人才

队伍建设状况如何？

张博明：从人才方面来讲，复合材

料研究人员，包括学生的就业形势良

好，各行各业对相关领域人才的需求也

逐年增加，但产生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

是，在读期间，学校教育更注重于基础

研究，其培养的人才与实际生产过程中

需要的人才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我

们学会在工作过程中一直不断推进的

校企合作，更加注重产学研结合，只有

搭建好桥梁，将基础研究拓展到市场应

用领域，才能真正培养出即有真才实学

又可以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

当然与在这一过程中，与海外的交

流也同样重要，在教育过程中，也要重

视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工作，跟踪新技

术的发展，利用学会搭建的会议等平

台，更好地与国外高水平的学者进行交

流，实现人才的全方面发展。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中国复合材料学会是

中国材料领域的重要学会，您作为中国

复合材料学会秘书长，请您谈一下学会

的发展现状及未来的发展重点。

张博明：与传统的材料行业不同，

复合材料行业处于高速蓬勃发展的阶

段，在复合材料领域，有很多新的企业

不断涌现，其规模和产能都在不断扩

大，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中国复合

材料学会为适应行业发展态势，制定了

很多新的目标和工作安排。

十八大以来，政府对社会组织推动

行业发展的作用逐渐重视起来，社会组

织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也逐步明确，同时

也需要制定更高更严格的标准和要

求。对于复合材料学会来说，我们的工

作主要是围绕加强学会会员服务，促进

复合材料科技发展与产业化应用。

在联系科技工作者的过程中，复合

材料学会举办或者参与举办了很多国

际国内会议，联络国际国内的复合材料

行业的科研人员，促进了业内人士的交

流，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迈上了新的台

阶。加强学会官网的利用，建立行业信

息平台，增强相互了解。针对产学研一

体化，学会也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发展

行业内有代表性的企业做我们的理事

图1 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图片来源：新华网，丁汀摄）

97



科技导报2016，34（8）

单位，为其寻求技术支持或人员供应

等，以学会为桥梁，联系基础研究学科

与应用学科以及产业界。

复合材料目前处于飞速发展的时

期，因此我们不断尝试去在很多新的领

域去拓展延伸复合材料的科学内涵，扩

大并明确复材行业的概念，将很多传统

材料领域的人才也吸引进来，促进复合

材料行业稳步快速发展。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复合材料学会自身建

设有什么经验？中国科协系统深化改

革实施方案出台后，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有什么改造发展方向和方案？

张博明：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一直以

中国科协“三服务一加强”为指导，实现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为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为提高公众科

学文化素质服务；加强自身建设，提高

服务能力。积极筹备各类学术交流活

动，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等服务经济

的活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水

平评价等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活动。

近3年以来，本届理事会承担了很

多中国科协项目，完成科协布置多项工

作，包括组织青年科学家论坛（图 2），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继续教育论

坛，稳步推进专利引工作，组织开展“青

年人才托举工程”等人才选拔工作。

为落实中央关于中国科协全面深

化改革的部署，兵工学会牵头成立了军

民融合学会联合体（图3），其中就包括

了复合材料学会等8个学会，这对推动

科技体制改革和群团工作改革、促进军

民融合意义重大。学会联合体的组建

符合科技社团发展规律，能够把学会力

量集成起来完成单个学会做不了的事，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通过有效工作机制

推动协同创新，实现1+1>2的效果。学

会可以通过学会联合体的平台相互学

习、互相借鉴、相互提高。

另一方面，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

以后，复合材料学会也会全面推进会员

结构、办事机构、管理方式改革，提升服

务能力，真正把学会做实做强做好。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对于复合材料领域来

说，近年来形成了中国国际复合材料科

技大会等品牌学术会议，您作为发起人

和主要负责人，请您谈谈这2次中国国

际复合材料科技大会举办的初衷和目

的，为中国复合材料界带来了怎样的机

遇？对于 2017年相关领域的活动有何

计划？

张博明：中国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大

会 在 2013 年 举 办 了 第 一 届 会 议 ，

CCCM-1的主题为复合材料与新兴产

业（图 4）；在 2015年举办了 CCCM-2，
其主题为复合材料创新驱动产业（图

5）。作为全国一级学会，复合材料学会

有义务去引领行业的发展，举办全国乃

至世界级的会议，而对于以往来说，我

们缺少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举办这一大会有以下几方面的目

的：1）促进复合材料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重要工业领域扩大应用；2）引领

传统材料的复合化创新研发，使传统材

料领域研究人员走入复合材料领域，不

断拓展与延伸复合材料的学科内涵；

3）为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的会员、分支

结构和理事单位搭建具有国际视野的

科技交流平台，促进学会自身建设和行

业产学研合作发展，扩大行业影响。

图2 中国科协第269次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新型纳米填料增强热塑性弹性体复

合材料研究”（图片来源：中国科协）

图3 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筹建工作座谈会召开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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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办会议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与

海外学会和科研人员沟通，也促进了国

内外的学术及产业交流，CCCM-1的时

候我们与英国复合材料学会合作，共邀

请到国内外专家700余人参会，CCCM-
2的时候与法国复合材料学会合作，邀

请到国内外专家 1600余人参会，这对

于小行业来说是一个规模空前的会议，

即拓展了行业的规模，也开拓了国内科

研人员的视野。结合第一届成功举办

的经验，在第二届大会中，我们加入了

行业成果展览，将学术和产业连接起

来，使得科研人员在会上可以了解到更

多的产业应用，联系学术界和产业界从

而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有了这两年会议成功举办的经历，

在 2017年CCCM-3还会继续举办。同

样在 2017年，国际最高水平的复合材

料大会——ICCM 21将在中国西安举

办，其参会人数会在2000人左右，海外

专家将超过 1500 人。我们会通过

ICCM21与 CCCM-3，在与扩大海外合

作规模的基础上，加强与国内的政府机

关及科研院所合作，在论坛内举办分论

坛，加入更多的行业最新动态。

文//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图4 第一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大会

（图片来源：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图5 第二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大会

（图片来源：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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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走出独特的走出独特的
国产碳纤维创新体系国产碳纤维创新体系
———访碳纤维专家徐樑华教授—访碳纤维专家徐樑华教授

碳纤维，是一种含碳量在95%以上

的高强度、高模量纤维的新型纤维材

料，“外柔内刚”，质量比金属铝轻，但强

度却高于钢铁，并且具有耐高温、耐腐

蚀、高模量的特性，在国防军工和民用

方面都是重要材料。碳纤维不仅具有

碳材料的固有本征特性，又兼备纺织纤

维的柔软可加工性，是新一代增强纤

维，也是装备发展的战略性新材料。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碳纤维技

术发展都把握在日本公司手中，从 20
世纪 60年代至今，日本无论质量还是

数量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世纪 90年代，徐樑华教授率领

团队，从事高性能聚丙烯腈（PAN）碳纤

维的科学技术研究，自主创新出二甲基

亚砜体系制备具有规整表截面结构碳

纤维原丝制备技术，奠定了发展中国高

性能碳纤维的技术基础。提出了湿法

纺丝工艺制备国产T700级高强碳纤维

的技术方向，创新出了中国高强碳纤维

的自主品牌，并成为中国特殊领域用该

品种碳纤维的指定技术；实现国产

T800 级高强中模碳纤维制备技术突

破，填补了中国该领域的技术与产品空

白；提出了高强高模碳纤维结构模型，

探索出国产化技术路线，实现了基本型

高强高模碳纤维制备技术突破。2014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技导报》邀请徐樑华教授解读

中国碳纤维材料的研究现状与发展

趋势。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是如何接触到碳纤

维材料行业的？在国外专利技术严密

封锁的情况下，您是如何带领团队突破

这一战略性材料技术瓶颈的？

徐樑华：1984年联合国工发组织

有关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援华项目

落户北京化工大学，1986年我从中国

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化工大学的

这个团队开始碳纤维的条件建设和科

学技术研究。当时国内从事碳纤维研

究与生产的企业也不少，但困于技术因

素，高性能化的工作进展缓慢，这一时

期，代表国产碳纤维制备技术水平的是

硝酸法技术。

而把握碳纤维技术发展的日本，自

20世纪60年代就掌握了碳纤维的生产

方法，70年代开始生产标准模量聚丙

烯腈基碳纤维，80年代便成功研制出

高强中模等高性能碳纤维。直至目前，

世界碳纤维技术仍然主要掌握在日本

公司手中，无论质量还是数量上均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突破这一战略性复合材料的

技术瓶颈，北京化工大学从 20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开展多种溶剂体系的聚丙

烯腈碳纤维原丝制备技术研究（图 1），

从1996年开始重点开展基于二甲基亚

砜溶剂体系的溶液聚合、湿发纺丝工艺

研究，在深入分析中国二甲基亚砜原丝

工艺长期未能实质性突破的原因、缺乏

国际可靠资料借鉴的情况下，经过近 5
年的探索与积累，2000年突破了基于

二甲基亚砜溶剂路线的丙烯腈间歇聚

合、一步法湿法纺丝工艺制备高强碳纤

维的技术瓶颈，2002年实施工程放大，

实现了国产高性能碳纤维制备技术的

自主创新，从此国产碳纤维制备主体技

术从硝酸法改变为二甲基亚砜法，完成

了制备技术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当今中

国发展高性能碳纤维的技术基础。之

后，鉴于传统的T700S碳纤维树脂基复

合材料界面性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

徐樑华，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常务理事，国

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试点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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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湿法纺丝工艺制备该级别碳纤维的

技术路线，在“863计划”支持下，历经4
年攻关终于获得成功，进而与威海拓展

纤维有限公司合作实现了工程化放大，

解决了国防领域用该级别碳纤维的制

备技术难题（图2）。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碳纤维材料究竟有何

奇特之处？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碳纤

维材料的身影？

徐樑华：碳纤维是目前世界上所有

高性能纤维中比强度和比模量最高的

纤维。它不仅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还

拥有让其它材料望尘莫及的耐高温耐

腐蚀能力，同时还具备纤维的柔软可加

工性，碳纤维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新一代

增强纤维之王。

在 20世纪 70年代，国外将碳纤维

应用于飞机等军工领域，随技术的成

熟，发展碳纤维的应用方向也在不断拓

展。2012年 7月 30日，中国第一架全

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氢燃料电池动力

无人试验机“雷鸟”（LN60F）在沈阳成

功首飞（图3）。除了航空领域，在航天

领域，碳纤维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神

舟一号到神舟九号，从无人到载人，飞

船推进分系统均为碳纤维复合材料主

承力构件。

而随着应用的拓展，目前碳纤维也

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工业

领域，大量应用在风力发电（图 4）、建

筑行业、汽车轻量化等方面；在国外的

民用领域，有 15%~20%的高端体育用

品如滑雪用具，球类用品，钓鱼用品等

都采用了碳纤维材料。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碳纤维材料的未来发

展方向剑指何方？

徐樑华：对于碳纤维材料来说，目

前全世界的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碳纤

维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无法避免，

它依然是一类“贵族材料”。目前对于

全球市场来说，拓展其应用并不成问

题，但是如何使生产成本下降，将贵族

材料平民化，同时保持其材料性能，是

整个工业界需要讨论的问题。

经过全球科学家多年的研究发现，

通过更换原材料来降低生产成本的道

路很难走通，于是大家把目光放在了如

何降低生产过程成本上。目前我们主

要做的工作是降低工艺过程成本，提高

工艺效率。首先可以借助设备，提高工

艺速度，降低运行时间，提高纤维制造

效率；随后进行大丝束化，减少后续的

制造步骤，形成更便于应用的复合

材料。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中国碳纤维行业

的发展现状如何？自主研发的碳纤维

材料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如何？

徐樑华：作为战略性新材料，中国

目前在航空航天等军工领域，碳纤维材

料基本满足的现阶段的发展需要，这是

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在国家政策的推进

下，民用碳纤维材料的国产化应用也在

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拥有 20 多家碳纤维企

业，在具备原丝生产能力的 16家企业

中，超过80%的企业采用二甲基亚砜原

丝技术。技术趋同带来的问题就是产

图2 碳纤维

（图片来源：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

图1 聚丙烯腈（PAN）原丝

（图片来源：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

图3 “雷鸟”（LN60F）与地面指挥控制车

（图片来源：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图4 碳纤维复合材料大型风电叶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耿玉和 摄）

101



科技导报2016，34（8）

品的优点和缺点都类似，同质化竞争将

非常激烈，市场内耗非常厉害。所以碳

纤维产业可能面临重新整合期，随着整

合的进行，行业会逐渐规范起来。碳纤

维技术与产业处世界领先地位的日本，

经过多年的整合，集成出3家技术与规

模兼具的碳纤维企业，各自掌握了不同

的技术路线，产品应用于不同的市场领

域。中国的碳纤维也将通过整合并购

走类似的差异化发展路线。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中国碳纤维技术与国

外的差距在哪里？这种差距对产业发

展造成了什么影响？如何改进？

徐樑华：中国目前碳纤维制备技术

研究成绩显著，高强、高强中模、高模等

系列的碳纤维制备关键技术都已先后

获得突破，基本型高模高强碳纤维关键

技术也取得突破，更高性能的碳纤维制

备技术正在探索中。但目前产业化技

术和产业化装备技术，都相对比较落

后。与进口产品相比，同类型的国产产

品生产成本较高，应用工艺性与适应性

也有待提高，不利于下游复合材料生产

企业的购买和使用。

日美碳纤维企业，非常重视碳纤维

制备与应用技术链的协同发展，纤维生

产和使用结合的非常好，做纤维的企业

有很强的应用研发能力，会向客户和市

场提供很好的应用服务，碳纤维材料可

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针对市场需

要及时研发所需的产品，表现出极强的

市场敏感度和碳纤维技术的持续研发

能力。相对来说，中国的碳纤维企业，

基础研发力量较弱，许多企业基本没有

纤维材料应用的研究能力，不开展应用

研究，不提供应用服务。这种在国内材

料领域较为常见的生产习惯，在一般材

料领域表现的不太明显，但是对于碳纤

维材料来说则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一

个很好瓶颈。

因此对国内企业来说，应该注重降

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产品稳定性，注重

开发原材料的应用技术，为下游企业生

产相关复合材料或零件提供服务。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

您是碳纤维及其

复合材料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的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联盟对于碳

纤维行业的发展

能起到什么样的

推动作用？联盟

的 发 展 状 况 如

何？如何推动碳

纤维技术在中国

的发展？

徐樑华：2013
年 10 月，碳纤维

及其复合材料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联盟的

宗旨就是为进一步发挥中国碳纤维及

其复合材料产业的科技资源，提高行业

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构建高水

平的行业合作、交流、协商平台，形成新

的合作创新机制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

（图 5）。通过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

技术研究、产品开发、成果孵化和技术

服务，促进国产高性能碳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的健康发展。在“十二五”期间，联

盟也一直致力于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

条件，培育相关能力，加强产学研的结

合，为行业发展服务。这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在联盟成立的这几年内大家也逐

渐都意识到产业化应用发展的重要性，

联盟每年 1~2次的会议也是集中探讨

相关的问题，将技术从实验室走出来，

落实到企业中，增强科研院所与企业的

合作，而这种合作在不断磨合中也在稳

步向前。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在“十二五”期间，碳

纤维复合材料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在“十三五”技术预测——高性能纤维

及复合材料、《中国制造 2025》都提到

了复合材料的发展，对此碳纤维产业领

域的发展策略是什么？

徐樑华：目前中国已拥有相对完整

的高强碳纤维生产能力，碳纤维核心技

术国产化特点明显，技术多元化也正在

受重视。21世纪是复合材料的世纪，

碳纤维作为复合材料的首选增强材料，

大力发展的时机已然来临。国产碳纤

维“十二五”的主攻方向已逐渐从“产品

研发与产能建设”逐渐向“产业技术提

升与促进应用需求”的方向发展。

“十三五”将是实现国产碳纤维制

备与应用快速发展的关键期，新材料领

域的发展规划都将碳纤维及其复合材

料作为重点内容，《中国制造 2025》中

10大领域有 8个领域为碳纤维复合材

料提供了应用平台，国产碳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的技术与产业发展迎来难得的

发展良机。然后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

碳纤维产业化制备技术体系的不完善、

碳纤维应用设计与应用服务能力的欠

缺将是未来制约国产碳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我们以跟

踪国际技术趋势为主建立起了国产碳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技术与产业格局，

根据中国的技术基础与国家发展要求，

从跟踪发展到跟踪与创新并举，最后形

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创新体系，将是中国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技术与产业“十三

五”发展的方向。

文//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图5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试点联盟）2015年工作会议

（图片来源：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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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引领碳纤维产业发展引领碳纤维产业发展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提到，“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

发展，瞄准新材料等战略重点，引导社会

各类资源聚集，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

速发展”。在新材料领域，复合材料占据

了很大的位置，而在复合材料的增强材

料之中，碳纤维增强材料是无可置疑的

新材料之王。

根据《科技部关于发布2013年度国

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和重点培

育联盟名单的通知》（国科发体 [2013]
632号），“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于2013年10月正式列为

第3批国家试点联盟。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宗旨为进一步发挥中国碳纤维

及其复合材料产业的科技资源，提高行

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构建高

水平的行业合作、交流、协商平台，形成

新的合作创新机制和科研成果转化机

制。通过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技术研

究、产品开发、成果孵化和技术服务，促

进国产高性能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健

康发展。联盟由联盟理事会、联盟专家

咨询委员会、联盟秘书处组成，现包括中

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

学、江苏恒神纤维材料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山西煤化所等18家单位。

联盟以提高国产碳纤维竞争力为己

任，将市场需求作为制定行业发展战略

的重要参考，以市场为导向，结合产学研

力量，围绕共性关键问题，组织全行业力

量推动国产碳纤维行业的技术创新。

2015 年 3 月 24 日 ，国 家 标 准

《GB50608—2010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工

程应用技术规范》修订编制组成立暨第

一次工作会议召开，《GB50608—2010》
的修订，将进一步推动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FRP）这一高新材料在土木工程中的

应用和发展，取得更多的技术创新，实现

技术升级，拓展应用范围，满足实际工程

复杂多样化的要求，也将对 FRP材料的

工程应用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2015年5月21日，全国碳纤维产业

发展大会暨威海市碳纤维产业创新发展

论坛召开（图1），会议着重探讨了碳纤维

产业目前面临的窘境：需求日渐增长，产

能却被迫大量闲置，这种现状应如何改

变？与会专家认为，行业应推动碳纤维制

备技术从“线”向“面”的深化，从碳纤维制

备与应用多角度审视碳纤维的技术。除

考虑生产、装备设计与制造、显微结构的

评价表征等问题，还要从应用的角度去审

视目前的技术和产品，要考虑到不同的应

用领域对产品的需求。目前碳纤维产品

的应用解决方案、多方位的应用服务缺

失，导致碳纤维应用出路不畅，碳纤维规

格品种设计中跟风现象突出。企业急需

提高培育产品应用服务的能力，提高针对

特定市场提供产品应用解决方案的能

力。碳纤维行业研发、生产与应用相互脱

节，产业链不畅通是制约中国碳纤维行业

健康发展的一大瓶颈。同时，复合材料产

业薄弱、市场应用开发滞后，产业不能适

应复合材料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的特

点。也限制了碳纤维产业的发展。目前，

中国民用的碳纤维技术已经达到需求，但

高端碳纤维还处于攻关、爬坡阶段，已有

产品的性价比还不如国外产品，这既是行

业面临的机遇也是挑战。

2015年 12月 13—14日，为更好地

总结交流联盟成员单位一年来的工作成

绩，研讨各单位间合作发展的长效机制，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2015年度工作会议于在山东威海

举行。会议指出，联盟今后的发展需要

密切关注国家重大科技与产业计划的启

动态势、构建联盟有效运行与协作机制、

开展以任务为导向和以区域发展为目的

的分联盟建设。以加强联盟方式合作为

基础，针对重点新材料研发与应用提出

的运行机制。为协调联盟的广泛性与产

业集成度提高的关系、搭建碳纤维制备

与应用的桥梁、响应碳纤维应用牵引的

需求，联盟还需广纳优势成员，以顺应联

盟做强、做大、做精的发展趋势，为碳纤

维及其复合材料国产化发展搭建良好的

合作平台。

碳纤维产业发展的方向定位还应明

确，碳纤维应用应该走向多元化发展的

路线，通过军民应用来牵引行业发展，着

重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发展大丝束

碳纤维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装备制造

技术提高利用效率，针对碳纤维产业的

标准体系还应逐步推进完善和升级。

文//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

图1 2015 全国碳纤维产业发展（威海）大会（图片来源：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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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材料的人文情怀迷人材料的人文情怀

[英] Mark Miodownik 著。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2015 年 9 月第 1 版，定价：

49.8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问清泓 1，郭宇峰 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

院，教授；2.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

院，硕士研究生。

大多数科普作品，要么是站在科学家

的角度来作报告，要么是以孩提的视角

仰望着神奇的地球。《迷人的材料》一书

是结合作者对材料学痴迷的感情，融合

读者对科学的求知欲，追求科技理论和

实验实践相统一的框架下写成的。

本书的作者是伦敦大学学院材料

学 教 授 马 克·米 奥 多 尼 克（Mark
Miodownik），他是英国皇家工程学会会

士，出身牛津大学的材料学博士，拥有属

于自己的材料馆，并入选《泰晤士报》评选

的“英国百大影响力科学家”。该书从科

学的角度透视材料的力量，由一张作者坐

在自家屋顶平台上的照片为线索，照片中

各种形态、样式、作用的材料将他包围。

将钢铁、纸、混泥土、巧克力、发泡材料、塑

料、玻璃、碳材料、陶瓷、医用可植入物10
种在我们身边最常见的材料化成10章来

叙述神奇材料背后的有趣故事。

语言风趣，贴近生活

年幼时亲身经历的抢劫案将作者带

入了材料学的浩瀚星空，中学时期的他

在乘坐地铁前被打劫，匪徒持一把用胶

带缠住不比邮票大的剃刀划向作者，刀

片瞬间割穿5件衣服，毫无障碍刺破作者

皮肤的表皮和真皮。在警局做笔录时，

他发现圆珠笔尖是钢做的；他父亲焦急

地等待时，钥匙圈当啷作响，也是钢制成

的；外壳是钢做的汽车将他们送回家

中。回家后，他安静地喝着母亲煮的

汤。他突然停下来，发现自己正拿着一

块钢片放进嘴里。他把不锈钢汤匙吸吮

干净，拿出来看着它发亮的表面。那勺

面又光又亮，连他变形的倒影都看得

见。正是由此，对材料的好奇心，开启了

他与材料学的不解之缘。此后的小米奥

盯着订书针发呆，思考它是什么材料做

的？为什么一小根其貌不扬的银色金属

不仅刺穿了纸面，而且干净利落、精准无

比。他后来才查到世界上第1把订书机

是工匠亲手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打造

的，每一根针上都刻着国王姓名的缩

写。谁想得到订书机竟然有皇室血统？

作者不仅语言幽默风趣，书中的例子也

颇具喜感：针对吃货所言的“酥脆感”所

做的研究显示，我们觉得某些食物好吃

与否除了味道外，还跟品尝时与舌尖、味

蕾迸发的声音有关。我们吃薯片时的酥

脆声与喝可乐时的“呲呲”声便是制造商

的研发所得。

米奥在本书中所选取的材料，都是生

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他将高深莫测的材

料科学与我们现实的生活结合，用最普

通的物品为圆点，追溯着属于该物质的

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的源头。我们在生

活里一定会对材料有各种疑惑：为什么

剃刀用来切割、回形针却能随意弯折？

为什么金属会发亮、玻璃却是透明的？

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讨厌混凝土而喜欢

钻石？为什么巧克力那么好吃？某种材

料为什么外观是那样子、有那样的性质？

结构严谨，考据有理

纵观全书，作者看似随意选取材料进

行剖解，却深刻挖掘了这些材料被发明

的动机，揭开其背后的科学之谜，令人赞

叹人类发明的伟大。在介绍钢的时候，

作者回顾了人类对钢材料探索的历史过

程。从公元前5000年起，古埃及人就不

断对炼铜技术进行尝试，铜制器具科技

的高速进步还催生了其他技术，埃及金

字塔就是铜制器具大量应用的结果。19
世纪时，科学家对天文、物理、化学已有

了惊人的理解，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所仰

赖的铸铁与炼钢竟然是工匠全凭经验、

依靠直觉和运气才能制成。在梳理钢历

史脉络的同时，作者还用通俗的语言介

绍了合金的结构、性质，比如它们各自的

熔点、坚硬度、随着条件变化的改变等。

直到20世纪初，人类才才能得心应手应

用钢。1903年，吉列才用贝塞麦法制造

的廉价工业钢替代了从前的刮胡刀，直

到如今，我们的家里还在使用当时的科

技成果。在介绍纸的时候，作者的思维

结构也十分严谨，几乎穷尽了人类能想

到的任何一种纸——几乎所有的纸都是

由树木制成，纸并不像看起来的平整、光

滑、毫无缝隙，在显微镜下是由极微小的

纤维压叠而成。薄的纸可塑性强，越厚

的纸越硬。作者特别介绍了钞票是另类

的纸，其纯棉基质是最好的防伪措施，也

让这种纸非常难造。

作者在介绍各类材料的科学知识时

特别注意引用权威考据。在介绍混泥土

时，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的万神殿的穹

顶，经过 2000多年的朝代更迭、风吹雨

打后，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钢筋

混泥土圆顶建筑。在介绍自愈混泥土的

时候，也是引用科学家的发现：在混泥土

中注入一种生活在强碱湖泊底层的巴氏

芽孢杆菌（Bacillus.pasteurii），并掺入淀

粉，当混泥土出现裂缝时，杆菌遇水就会

苏醒，开始寻找淀粉，进食、消化、繁殖，

最终分泌出方解石将混泥土修补。

聚焦热点，展望未来

作者在科普材料学知识的时候，并没

有忘记最新的材料学研究成果。他着重

介绍了环境资源与石墨烯、航天科技与

气凝胶、3D打印技术与人体可植入物。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源匮乏和环

境污染问题摆在各国首脑的案前，与硅

芯片设计方式相同的太阳能电池可以缓

解燃眉之急，最新研发出的石墨烯可能

成为其最好的替代品；科学家对气凝胶

的研究更加深入，它具备很强的绝热性、

质量轻盈，是宇宙飞船船体的重要材料

之一，并且依据其特性在美国太空探索

中用来收集太空尘；可植入物在人类医

疗健康中愈发重要，人们可以用树脂补

牙，用钛固定韧带、置换关节，用3D打印

机完成人体组织的再造——目前科学家

塞法利恩教授的研究团队已打印出人体

气管的精确复制品。

路甬祥院士在《科技导报》2014年第

21期的“科普工作应与时俱进”一文中写

道，科普作品是引导公众认识、理解并欣

赏科学，最后让整个社会都环绕在崇尚

科学的氛围中来。米奥多尼克的书告诉

我们：人在感觉和生活上都与材料建立

了关系，诉说着人类的理念，让世界成为

人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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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确认钋化铅是拓扑晶体绝缘体

岩盐矿结构的铅硫系列化合物中

的能隙异常是长期困扰半导体领域的

难题。最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聂思敏聂思敏等对该系列材料的能隙演化进

行了普适性的讨论和总结；研究发现

该能隙异常与碲原子在深能级的 5s
电子的非局域特性具有密切关联，从

而成功解决了这一古老而有趣的学术

难题。此外，研究还指出该系列材料

中的钋化铅在L点存在能带反转。通过计算体系的镜面陈

数，研究人员首次指出了钋化铅中电子结构的拓扑特性，确

认了钋化铅是拓扑晶体绝缘体的物理事实。拓扑晶体绝缘

体是近年新发现的一类拓扑材料，具有丰富而奇特的电子特

性，是研究电子结构的拓扑性质和设计新型电子器件的重要

平台。但是，目前已知的拓扑晶体绝缘体还十分有限。因

此，该研究对于人们理解和调控岩盐矿系列材料的电子结

构，寻找大能隙的拓扑晶体绝缘体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网址：cpb.iphy.ac.cn） 《中国物理B》[2016-03-09]
推荐人：《中国物理B》编辑部 王久丽

鲜切蔬菜采购成本召回规模联合优化

鲜切蔬菜加工领域在中国发展速度较快，保障鲜切蔬菜加工产

品的质量安全和提高加工产品的加工效率成为生产企业主要关注的

问题。鲜切蔬菜从采购、加工到包装存在批次混合，混合程度和采购

成本相互制约。与未经加工的初级蔬菜直接供应市场不同，鲜切蔬

菜在加工、保鲜技术上要求更高。召回是对产品生产监管延续的措

施，旨在减少或消除问题产品危害，保护公众利益。召回过程涉及到

批次混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杨信廷杨信廷

等通过分析鲜切蔬菜加工过程中涉及原料批次、加工批次、成品批次

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鲜切加工企业的生产计

划和加工流程，在满足订单要求和供应商的原

材料条件基础上，建立批次混合程度和采购成

本为目标函数的混合整形线性规划（Mixed-
integer linear programming, MILP）模型。研

究表明，随着批次混合程度的增加，原材料的

采购成本逐渐降低，当批次混合程度达到一定

水平时，采购成本和平均召回数量达到相对最

优。该模型适用于中小型鲜切蔬菜加工企

业。（网址：www.j-csam.org） 《农业机械学报》[2016-02-25]
推荐：《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基于应用特征的PaaS弹性资源管

理机制AFERM能有效减少服务器

的使用
如何在保障服务

质量的前提下，尽可

能 地 节 省 服 务 器 资

源，是云计算环境中

弹性资源管理面临的

主要问题之一。目前

关于云计算环境中弹

性机制的研究多数集

中在 IaaS层，且较少考虑不同应用的具

体特征。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软

件所高可信软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魏豪魏豪

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应用特征的 PaaS弹

性资源管理机制 AFERM（Application
Feature based Elastic Resource Man⁃
agement mechanism），定义了包含资源

开销信息与请求率变化信息的应用特

征；设计了一种基于应用执行单元的请

求分配机制，在请求数量较大时，将它们

划分给多个资源开销相对固定的应用执

行单元分别处理；基于应用特征将不同

类型的应用搭配部署。研究人员在自主

开发的PaaS平台PAE（Peking universi⁃
ty Application Engine）上验证了该机制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实验证明，与对比

策略相比，AFERM能够在保证服务质量

的前提下，平均可以减少 28.3%的虚拟

机占用，最多可以减少 50%。（网址：cjc.
ict.ac.cn） 《计算机学报》[2016-02-29]

提出基于模式匹配的核心论元和

辅助论元抽取方法
中文事件触发词抽取是一项具有挑

战性的任务，针对其抽取中存在的事件

论元语义信息难以获取以及部分贫信息

事件实例难以抽取的问题，苏州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李培峰李培峰等提出了基

于语义的中文事件触发词抽取联合学习

模型。首先，根据中文句子结构灵活和

句法成分多省略的特

点，提出了基于模式匹

配的核心论元和辅助

论元抽取方法，这两类

论元可以较好地表示

论元语义，进一步提高

中文事件触发词抽取

性能；其次，根据同一

文档中关联事件实例间存在的高度一致

性，构造了一个关联事件语义驱动的中

文事件触发词识别和类型分配二维联合

模型，用于抽取贫信息事件实例。在

ACE 2005中文语料上的实验结果表明，

与现有最好的中文事件抽取系统相比，

所提出方法的性能得到了明显提升。（网

址：www.jos.org.cn）
《软件学报》[2016-02-29]

提出基于智能配电网大数据分析

的状态监测与故障处理方法
针对当前智能配电网传统保护方法

存在的整定复杂、配合困难以及适应性

差等问题，湖南大学赵庆周赵庆周等提出一种

基于智能配电网大数据分析的状态监测

与故障处理方法。研究人员首先根据网

络关联矩阵以及区域差分规则，对各节

点测控一体化终端采集的电流、功率数

据进行预处理；然后，将预处理结果在时

间以及空间上进行数据融合，并生成高

维时空状态监测矩阵；此后，将此矩阵进

行多维尺度降维以及局部异常因子检

测，以计算出各节点的局部异常因子

（LOF）；最后，根据各节点LOF值的大小

以及节点关联关系，实现故障的检测与

定位。研究人员提出

了配电网线路故障的

判据以及传感器故障

场景下的防误动判据，

RTDS半实物闭环测试

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

效 性 。（网 址 ：www.
dwjs.com.cn）

《电网技术》[2016-03-0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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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实现人类晶状体原位再生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刘奕志刘奕志团队利用内源性干细胞原位再生出透明晶状体，首次实现人体有

生理功能的实体组织器官再生，并用于临床治疗先天性白内障，开辟了干细胞修复组织器官的新方向。研

究成果发表于3月17日《Nature》上。

治疗白内障的人工晶体是目前应用最多的人工器官，处在发育期的婴幼儿并不宜用。研究人员创建

了一种超微创白内障术式，将病变组织清除，保护利于细胞生长的基底膜和再生微环境，在新西兰兔和食

蟹猴中首次成功原位长出透明晶状体。临床试验中，12名2岁以内的先天性白内障患儿接受了这种新术

式，术后再生出功能性晶状体，后发障发生率大幅降低，证实了新术式在治疗先天性白内障中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网址：www.nature.com） 新华社 [2016-03-11]

揭示抗感染免疫细胞与分子机制
在机体抗细菌感

染过程中，固有免疫

和获得性免疫均发挥

重要作用，而树突状

细胞（DC）作为固有

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

桥梁，在宿主抗胞内

细菌免疫应答中尤为重要。DC交叉提

呈抗原的分子机制一直是研究热点。第

三军医大学教授万瑛万瑛与美国杜克大学免

疫学家合作，揭示了DC调控胞内囊泡转

运，从而交叉提呈病原体的抗胞内细菌

免疫应答新机制。研究成果发表于3月

15日《Immunity》上。

囊泡转运是大量分子参与的高度有

组织的定向运输。DC与胞内病原菌相

互作用的过程，从细胞生物学的角度可

视为一个以病原菌吞噬体为核心的连续

囊泡转运过程。Rab GTPas属于Ras蛋
白家族的小GTP酶，其家族的不同成员

高度局限性地定位在各种囊泡的膜表

面，通过与大量的下游效应分子相互作

用，实现胞内膜结构的定向转运，在细胞

内膜性结构移动中执行着中心调动功

能。该研究有助于发展更加有效的抗胞

外微生物、抗病毒和肿瘤疫苗。（网址：

www.cell.com/immunity）
《中国科学报》[2016-03-03]

新方法制作纳米线材和纳米

激光器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

员兼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杨杨

培东培东等找到一种方法，可用于制作纳米

尺度的线材以及色彩可调谐的纳米级激

光发生器。这些线材最小直径200 nm，

融入多种其他材料，能够发出明亮和稳

定的激光，有望应用于光电子领域，实现

数据传输等应用。研究成果发表于2月

23日《PNAS》上。

研究人员将一种

含铅薄膜浸入含有铯、

溴和氯的甲醇溶剂，再

将溶剂加热至 50℃，

所形成的含铯、铅和溴

的晶体结构线材直径

为 200~2300 nm，长

度为2~40 μm。此过程涉及的化学过程

非常简单。在激光实验中，纳米线材作

为激光发生器被置于石英基底上，在另

外一个激光发生器激发下发出光线。研

究人员确认，接受单个脉冲持续时间极

短的可见紫色激光脉冲激发后，纳米级

激光发生器发出的光线超过 10亿个周

期，显示出极为稳定的性能，并且其发出

的光线在一定范围内可调谐，包括可见

绿光和蓝光等波段。（网址：www.pnas.
org） 新华社 [2016-03-01]

沸石分子筛材料研究获突破
沸石分子筛是一类具有规则纳米孔

道的硅铝酸盐晶体，是化学工业中重要

的固体催化剂材料，并被广泛应用于石

油化工、精细化工和日用化工等与能源

和环境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国科学院院

士、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于吉红于吉红团队

在沸石分子筛材料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

成果。研究成果发表于 3月 11日《Sci⁃
ence》上。

研究人员发现，羟基自由基存在于

沸石分子筛的水热合成体系，由于其对

分子筛形成过程中硅铝酸盐物种的解聚

和围绕阳离子模板剂的再聚合具有优异

的催化活性，因而可显著加速沸石分子

筛的成核。通过紫外照射或Fenton反应

向沸石分子筛水热合成体系额外引入羟

基自由基，能够显著加快沸石分子筛的

晶化。自由基加快合成，不仅使人们对

沸石分子筛的生成

机理有了新认识，而

且为在工业上具有

重要需求的沸石分

子筛材料的高效、节

能和绿色合成开辟

了新的路径。（网址：

www.sciencemag.
org）

新华社 [2016-03-11]

首次获得具有功能的精子细胞

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院士周琪周琪为首的合作研究团队，首次实现干细胞体外减数分裂获得具有功

能的精子细胞。研究成果发表于3月3日《Cell Stem Cell》上。

该研究团队结合干细胞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生殖细胞体外分化系统，使小鼠胚

胎干细胞体外分化获得精子。与之前研究不同，该研究首次在体外重现了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过程，与体

内减数分裂过程基本类似，其所获得的精子具有受精能力，能够获得健康的后代，该技术有望帮助无精子

症男性获得后代。目前，该技术已在项目内多个研究组得到重复，产生了数十只小鼠后代，且发育良好，可

正常繁殖下一代。该技术避免了原始生殖细胞体内移植的步骤，回避了移植过程可能引起的致瘤风险，为

人类生殖细胞体外分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解决人类不孕不育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网址：www.cell.com/
cell-stem-cell） 《中国科学报》[2016-02-29]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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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在19161916:: 从引力波到量子从引力波到量子
电磁辐射理论电磁辐射理论
施郁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摘要 1916年，爱因斯坦预言引力波，并提出量子电磁辐射理论、完善光子概念、指出量子过程的内在随机性。百年之后，爱因斯

坦预言的引力波通过激光的干涉被探测到，而激光正是基于爱因斯坦的量子电磁辐射理论。引力波探测技术还与爱因斯坦的光

子概念和布朗运动理论相关。因此引力波首次被直接探测是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量子电磁辐射理论2方面工作的100周年

纪念。本文梳理引力波探测技术中的“爱因斯坦元素”，即激光、光子和热噪声，然后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特别是爱因斯坦那段时期

的信件的分析考证，回顾爱因斯坦在1916年的研究历程，寻找爱因斯坦在引力波和量子电磁辐射理论2方面工作的历史联系。

关键词关键词 爱因斯坦；引力波；量子电磁辐射理论

2015年9月14日，美国的激光干涉

引 力 波 天 文 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 wave Observatory，LIGO）
探测到来自13亿光年外的2个黑洞并合

所产生的引力波。该事件被记作

GW150914。论文于 2016年 2月 12日

发表 [1,2]。而在 100 年前的 1915 年 11
月，爱因斯坦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创

立，并算出太阳附近光线偏折和水星进

动的正确结果 [3,4]；1916年 6月，爱因斯

坦预言了引力波[5]。

有趣的是，在 LIGO探测引力波的

技术中，激光以及爱因斯坦 1905年首

先在理论上发现的光子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而激光的理论基础和光子概念的

完善正是爱因斯坦1916年提出的量子

电磁辐射理论。另外，LIGO的探测技

术也涉及爱因斯坦的布朗运动理论。

更有趣的是，爱因斯坦量子电磁辐

射理论的建立正好紧接引力波的工作。

这些伟大工作的过程是什么样

的？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它们的发生

有没有关联？本文梳理LIGO技术中的

“爱因斯坦元素”后，试图勾勒出爱因斯

坦当时在引力和量子论 2方面的工作

情况。

1 引力波探测技术中的“爱因斯

坦元素”
1.1 激光与光子

根据 LIGO官网的介绍 [6]，LIGO目

前在美国有 2个相距 3002 km的探测

器，而每个探测器是一个巨大的迈克尔

孙干涉仪（Michelson interferometer），有

2条4 km长、相互垂直的长臂。在干涉

仪中，一束激光被分成 2束，分别在两

臂中传播，最后再重新汇聚，从而发生

干涉，干涉的情况取决于两臂的长度之

差。引力波是时空度规的扰动，是横波

（传播方向垂直于振动平面），当它通过

引力波探测器时，引起这两臂长度的不

同改变，而光速保持不变，因此导致干

涉信号的改变。LIGO由此测量两臂长

度的改变，从而探测引力波。而2个探

测器协同工作，可排除单个探测器附近

其它因素导致的长度改变。在排除其

它原因后，通过与理论计算结果比较，

可把两臂长度变化归因于引力波。

2束相同频率的单色光发生干涉，

总强度取决于二者的相位差。假设这

2束光从同一初始位置出发，花费不同

时间经过不同路径，最后到达同一位

置。它们的相位差就等于两者经历的

时间差乘以频率，再乘以 2π。时间差

就是距离差除以光速，频率是周期的倒

数，光速乘以周期（即光速除以频率）就

是波长。因此相位差也等于距离差除

以这两束光的波长，再乘以 2π。光的

波长和周期都很短，所以干涉仪可以测

量很小的距离差或时间差。1880年，

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孙设计出后来以

他名字命名的干涉仪，在 2条互相垂

直、长度相等的路径末端放置反射镜，

使得 2束光汇聚到起始的分光镜。他

用它来测量光波的媒质（以太）相对于

地球的速度。如果存在以太，因为地球

在运动，那么对于不同方向的相同距

离，光传播的时间就会不同，从而导致

相位差。1887年，迈克尔孙和莫雷( E.
W. Morley)确定了地球相对于以太的速

度为 0。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H. A.
Lorentz）曾用同一坐标系中长度的物理

变化来解释这个结果。而作为相对论

的另一位先驱，法国数学家兼物理学家

庞加莱（H. Poincare）注意到不同地点

的同时性概念存在问题。1905年，爱

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以光速不变原

理和相对性原理取代了以太假说，即以

太不存在，光的传播不需要媒质。迈克

·学术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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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孙因“光学精密仪器以及用它们所作

的光谱与计量学工作”获得 1907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1个获得诺贝

尔奖的美国人，虽然颁奖词里未提迈克

尔孙-莫雷实验。

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奠定了狭义

相对论的实验基础，有趣的是，今天的

LIGO又是用迈克尔孙干涉仪直接验证

了广义相对论关于引力波的预言。在

这之前，1974年胡尔斯（R. A. Hulse）和
泰勒（J. H. Taylor）发现的距地球21000
光年的脉冲双星（PSR1913+16）已经被

跟踪了 40多年，轨道变化体现的能量

损失与根据广义相对论计算的引力辐

射相一致。

现代的迈克尔孙干涉仪当然要用

激光，因为它具有高度的空间相干和时

间相干，在空间上和频率上都很集中。

以激光为基础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

的精度达到10-15，[7]而LIGO能够测量到

10-19 m的长度变化（这次引力波事件导

致 4×10-18 m的变化 [2]），这对探测到引

力波起到了关键作用。

激光的英文 laser 是 Light amplifi⁃
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
tion的缩写，意思是受激辐射引起的光

放大。这里的辐射是指量子电磁辐射

（即电磁波，但正如爱因斯坦在理论上

首先发现的，也具有粒子性），光是指可

见光，是某个频率段的电磁波。历史上

先有微波激射（maser），然后又发展到

可见光。微波激射的英文全称就是将

激 光（laser）全 称 的 第 一 个 单 词 光

（light）换成微波（microwave），这是另一

频 率 段 的 电 磁 波 。 汤 斯（C. H.
Townes）、巴索夫（A. Basov）和普罗克

罗夫（A. Prokhorov）因研制出微波激射

器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汤

斯和肖罗（A. L. Shawlow）也作了激光

的理论工作。第 1个激光器是梅曼(T.
H. Maiman)在1960年发明的。

激光的基础就是爱因斯坦的量子

电磁辐射理论中首次提出的受激辐

射。爱因斯坦指出，电子在电磁场中存

在吸收、自发辐射、受激辐射3种过程，

他通过考虑它们的平衡，给出了普朗克

辐射公式的新推导。在激光器中，增益

介质中的电子在入射光中被激发到高

能态，导致高能态的电子多于低能态的

电子，即所谓的粒子数反转。高能态电

子回落到低能态时，又辐射出电磁波，

这就是爱因斯坦首先指出的受激辐射，

也是激光全称中“放大（amplified）”一

词的由来。受激辐射发出的光的频率、

相位和偏振都是一致的，从而具有高度

相干性。

LIGO的光学系统由激光、镜子和

光探测器组成，其稳定性由抗干扰的衰

减系统和超真空（真空度仅次于大型强

子对撞机，即LHC）保证。从激光二极

管产生的 4 W、波长 808 nm的激光进

入到一个被称作非平面圈振荡器的晶

体激光装置，产生 2 W、波长 1064 nm
的受激辐射，然后它再进入另一个放大

装置，变成 20 W、波长 1064 nm 的激

光。据称在这个波段，这是世界上最稳

定的激光 [6]。然后借助于在分束器前

面的若干“能量循环”（power recycling）
半透镜, 将激光的功率提高到 700 W
后进入分束器[1]。

入射激光被分束器分到相互垂直

的两臂。每个臂都在一个法布里-珀
罗（Fabry-Pero）腔里，借助于两端的镜

子使得激光在里面来回反射很多次，从

而光路从单程4 km放大到约等于引力

波的波长的 1/4，使得测量效果最佳。

对于 100 Hz的引力波来说，这个长度

是 750 km。光程越长，对仪器的振动

也越敏感。因为每束光要被镜子发射

很多次，所以为了光路的精确，镜面的

制作被控制到原子量级。同时，在法布

里-珀罗腔里，激光功率放大到100 kW
（将来可以达到750 kW）[2]，从而使参与

探测的光子大大增加，降低噪声并提高

灵敏度。

镜子会吸收光，而LIGO的镜子（又

称测试质量，test mass）由氢氧化物含

量低的超纯度石英玻璃制成。每 330
万个入射光子中，只有一个光子被吸收

致热。有一个辅助系统用二氧化碳激

光加热，精确抵消主激光导致的形变[6]。

电磁场的量子基态（在量子场论中

经常称作“真空”，这不是上文所说的代

表没有空气的“真空”）具有固有的量子

涨落(经常称作“真空涨落”)，导致光子

到达镜子的时间和光子的数目的涨

落。这说明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光子

到达时间的涨落被称作光子颗粒噪声，

与量子基态的相位涨落相关，频率较高

（200 Hz以上）, 是LIGO的高频噪声的

主要来源，因此决定了LIGO测量微小

距离的基本极限。光子数目的涨落与

量子基态的振幅涨落相关，频率较低，

导致光对镜子的辐射压的涨落，从而又

导致镜子位置的涨落。它们统称为量

子噪声。量子噪声可以通过调节光学

系统（比如激光功率和镜子的质量）和

空腔的参数来克服，也可以用处于压缩

态（振幅和相位的涨落的乘积达到海森

堡不确定关系所允许的最小值）的激光

来解决。所以引力波探测与量子测量

这2个领域有密切关系。比如，量子测

量的专家布拉津斯基（V. Braginsky）和

凯夫斯（C. Caves）原来都是从事引力

波探测的。

而这些物理问题可以追溯到爱因

斯坦1905年提出的光量子概念以及他

1916年的量子电磁辐射理论。

1.2 热噪声

LIGO的光学系统非常敏感，因此

需要克服非常小的干扰。为克服环境

扰动，LIGO设置了一套有几百个层次

的复杂反馈控制系统。首先是要克服

镜子内部和周边原子的无规运动。每

个镜子（40 kg重）吊在一个 360 kg的 4
极单摆中。悬挂系统由2个链（主链和

反应链）组成。主链从上到下有4个质

量，上面 2个是钢，下面 2个是石英玻

璃。这个材料的力学损耗低。最下面

的石英玻璃是镜子，尺寸 34 cm×20
cm，由整体的石英玻璃纤维悬挂，以尽

量降低热噪声。反应链最下端与测试

质量平行的是反应质量。干涉仪的每

个臂两端的镜子之间的距离的稳定（变

化不超过 10-12 m）通过反应质量来保

证。反应质量与测试质量之间由磁体

联系。

防振的第一道防线是一个主动衰

减隔离系统，通过位置和振动传感器与

永磁体调节器共同抵消外部运动。这

将系统与10 Hz以上的地面运动隔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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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量级，导致悬挂系统受到的振动干

扰小于 2×10-13 m。上节所述的悬挂系

统作为被动隔离系统，再继续将噪音降

低 7 个数量级，从而达到 10- 19m 的敏

感度。

频率在 10~100 Hz的热噪声也是

主要噪声之一，它来自镜子与悬挂系统

中经典布朗运动，以及镜子光学涂层的

力学损耗 [2,6]。所以镜子涂层所用的材

料（硅和掺钛的钽氧化物的介电多层

膜）既有高反射率，也尽量降低热噪声。

热噪声的物理学也可以追溯到爱

因斯坦的奠基性工作，那是他 1905年

关于布朗运动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

爱因斯坦给出了流体中粒子的位置涨

落与流体粘滞间的关系，即涨落与能量

耗散的关系。耗散将运动转化为热。

在LIGO中，能量耗散来自于悬挂镜子

的石英玻璃纤维以及镜子的光学涂层。

LIGO设计如此精密，技术性的和

非基本的噪声已远小于基本的量子噪

声和热噪声。而历史上这 2种噪声的

物理本质都是爱因斯坦首先揭示的。

2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
1905年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这

一年他发表了 5篇重要论文，按照时

间顺序，分别是光量子假说、测量分子

大小的方法、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相

对论质能关系。

在唯一被爱因斯坦本人称作他的

“革命性”文章中，他的光量子假说提出

单频率的电磁辐射由分立的光量子构

成，每个光量子的能量正比于频率，正

如普朗克 1900年给出的能量-频率关

系。但是普朗克只是假设在振子产生

电磁波的过程中，能量是一份一份的。

1907年普朗克曾经致信爱因斯坦：“我

不在真空中，而只是在吸收和发射的地

方寻求作用量量子的含义，我认为真空

中的电磁波严格由麦克斯韦方程描

述。”所以需要强调爱因斯坦对早期量

子论的关键贡献[8]。后来从美国化学家

莱维斯（G. Lewis）1926年的一篇文章

开始，光量子被简称为光子[4]。

1906年爱因斯坦又从光量子假说

推导出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1909

年，通过黑体辐射能量涨落的研究，爱

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可以看成“以光速

运动的分立点”，“不能认为波和量子性

不相容”[4]。但是，至此爱因斯坦的光子

说还不完备，爱因斯坦还没有说明光量

子有没有动量。

1907到1911年是爱因斯坦的一段

沉默期，但是他主要在思考量子问题。

1911 年 5 月他在给老朋友贝索（M.
Besso）的信中写道[4]：“我不再问这些量

子是否真实存在。也不再试图构造它

们，因为我知道我的脑子不能够这样弄

清它们。”这时，他的主要精力转移到

广义相对论。

3 爱因斯坦1916年的广义相对

论工作
关于爱因斯坦1915年11月创立广

义相对论的紧张工作，以及他的很多幸

运之处，可参见文献[9]。
1916年3月，爱因斯坦完成了对于

广义相对论的一个综述[10]，文章最后讨

论了3个预言：引力红移、光线弯曲、水

星进动。

当时水星进动已有观测数据。

1915年11月11日与18日之间，爱因斯

坦得到与观测一致的水星进动计算结

果。他因激动而心悸，而且“兴奋激动

了好几天 ”[4]。 1915年 12月 9日在给

德国物理学家索末菲（A. R. Sommer⁃
feld）的信中写道：“水星进动的结果给

了我极大的满足。”[11]1916年元旦在给

洛伦兹的信中写道：“好不容易获得的

清晰以及与水星进动的一致让我比以

前任何时候都高兴。”[11]

1919年光线弯曲被英国天文学家

爱丁顿（A. Eddington）和克罗姆林（A.
Crommelin）等人的观测所证实。当时

从洛伦兹的电报得知消息的爱因斯坦

特地将这“快乐的消息”发电报给他病

重住院的母亲，并告知《自然科学杂志

（Naturwissenschaften）》[4]。

引力红移直到1960年才由美国物

理学家庞德（R. V. Pound）和雷布卡

（G. A. Rebka）完成。显然，广义相对

论的验证需要精密的技术，因此广义相

对论长期与现象脱节，直到 20世纪后

半叶天体物理大发展之后。间接证明

引力波存在的脉冲双星是1974年发现

的。而在这些进展之前，爱因斯坦

1955年已经去世。他后来越来越强调

理论本身的优点，比如他在 1930年写

道[4]：“我认为广义相对论的主要长处不

在于预言微小的观测效应，而在于基础

的简单和自洽。”

回到 1916年。1916年 6月，爱因

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第 1篇关

于引力波的论文[5]。在引力场比较弱的

时候，时空度规是在没有引力的情况即

平直时空基础上的一个小扰动。爱因

斯坦发现这个小扰动可以是以光速传

播的波，这就是引力波。他还发现引力

波只有 2种螺旋态。在爱因斯坦相对

论之前，洛仑兹在1900年猜测，引力传

递需要不超过光速的有限速度。而

1905年，庞加莱将洛伦兹变换推广到

有引力的情况下，并首次使用“引力波”

一词。

在关于引力波的这篇文章中，爱因

斯坦还试图算出引力辐射能，但是有

错。正确的结果在他1918年的一篇文

章中给出，即著名的 4极矩公式[12]。他

下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关于引力波的论

文是多年后与罗森（N. Rosen）合作的

工作，最初是质疑引力波的存在性，在

被物理评论退回后改投到富兰克林学

会会刊，1937年发表时改为关于圆柱

状引力波的存在[13~15]。

1916年 10月，爱因斯坦讨论了广

义相对论里的能量动量守恒 [15]。这导

致了广义相对论的一系列课题，比如，

能量动量的定义是不是与坐标系无

关。后来人们知道当在无穷远时空趋

于平直时，答案是肯定的。在其它相关

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引力系统的总

能量是不总是正的。肯定的答案由丘

成桐和舍恩于1979年证明[17]。

4 爱因斯坦1916年完成引力波

论文后建立量子电磁辐射

理论
现在我们讨论本文的一个焦点。

1916年，在完成引力波论文后，爱因斯

坦在 3篇论文中，提出了本文 2.1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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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的量子电磁辐射理论，给后来的量

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光学打下基础[18~20]。

这些论文还告诉人们，光子的动量反比

于波长，等于普朗克能量量子除以光

速，从而一举完成了光子说。

他的第 1篇文章已经包含了前面

已介绍过的吸收、自发辐射、受激辐射

3种过程和普朗克公式的新推导[18]。在

第2篇文章中，爱因斯坦通过对在辐射

中处于平衡态的原子或分子的布朗运

动的分析，论证了辐射过程是一个定向

的过程，从而确立了光量子是具有动量

的微观粒子，而且还特别指出，自发辐

射发出的光子的方向是随机的 [19]。爱

因斯坦提出的这种随机性后来成为量

子力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1916年 8月 24日，爱因斯坦致贝

索的信表明，第2篇文章发表在纪念克

莱纳（A. Kleiner，苏黎世大学教授，曾

负责审核爱因斯坦的博士论文）的一个

期刊特辑上。而发表于 1917年的第 3
篇文章其实完全是第 2篇在另一期刊

的重印。然而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著

名理论物理学家派斯（A. Pais）似乎没

有注意到第 2篇和第 3篇是完全一样

的，而把理论的完成定位在 1917年 [4]。

而最近讨论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贡献

的理论物理学家斯通（A. D. Stone）似

乎不知道 1916年已经发表的第 2篇文

章的存在 [21]。很多人不但不知道第 2
篇文章的存在，而且根据第 3篇文章，

以为量子电磁辐射理论是1917年创立

或者发表的。所以笔者在这里澄清，爱

因斯坦的量子电磁辐射理论是在 1916
年发表的。这 3篇文章碰巧每篇都发

表于某期刊的第 18卷，这可能也是人

们混淆不清的原因之一。

除了激光，爱因斯坦的量子电磁辐

射理论还与今天很多科学研究直接相

关，比如获得 2014年诺贝尔物理与化

学奖的研究[8]。

那么，是什么驱使爱因斯坦在

1916年回到量子论研究的？

在 1916年 6月预言引力波的论文

中，计算了引力波引起的能量损失后，

爱因斯坦写道：“由于电子在原子内部

的运动，原子将不仅辐射电磁能，还要

辐射引力能，即使很小。因为这事实上

不大可能是正确的，似乎量子论不但要

改变麦克斯韦电动力学，还要改变新引

力理论。”[5]派斯猜测，可能是这个问题

激励爱因斯坦几个月后作出他的量子

电磁辐射理论[4]。

量子力学要到 1925 年才创立。

1916年，量子论还处于早期量子论阶

段。对于原子中的电子，人们使用玻尔

的轨道概念——电子在轨道上是稳定

的，只有在不同轨道之间跃迁时，才会

有电磁辐射。这样可以解决经典电磁

理论预言的电子轨道会不断缩小的困

难。爱因斯坦1916年这篇引力波文章

中这段话的意思是，引力辐射的情况也

是类似的，也应该受到量子论的限制。

事实上，用 1925年开始发展出的量子

力学可以算出，放出引力辐射的原子跃

迁的几率是放出电磁辐射即光子的几

率的10~50倍。另一方面，我们至今还

没有一个理想的引力场量子化的理论。

不过，派斯似乎没有注意到，爱因

斯坦的引力波论文是基于他 1916年 6
月 22日在普鲁士科学院的报告，而量

子电磁辐射理论的工作紧接着引力波

工作，第1篇文章1916年7月17日就被

德国物理学会会刊编辑部收到，第2篇
文章在8月份也已经完成。所以，爱因

斯坦是很快作出了量子电磁辐射理论。

而斯通注意到，索末菲 1915年 12
月曾寄给爱因斯坦他的关于他对玻尔

模型的改进，将圆轨道推广到椭圆，其

中用到狭义相对论，解释了氢原子精细

结构 [21]。索末菲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

论会不会影响他的结果。笔者查到，

1915年12月9日，在前面引用过的给索

末菲的信的开头，爱因斯坦写道：“广义

相对论不大会对你有帮助，因为对这些

问题，实际结果与狭义相对论一致。”[11]

1916年 2月 8日，在给索末菲的信

上，爱因斯坦说：“你的信让我很高兴，

你关于谱线理论的介绍让我着魔。”[11]

这是在广义相对论的综述完成之前，因

为1916年2月28日爱因斯坦致信维恩

（W. Wien）：“我正在完善广义相对论

的全面发展。文章大概 2 个月后写

好。”[11]

1916年 8月 3日，在给索末菲的信

上，爱因斯坦说：“你的谱线分析是我在

物理上的最佳体验之一。正是通过它

们，我相信了玻尔的想法。”[11]这已经是

在第1篇量子电磁辐射论文发表之后。

因此可以认为，1916年爱因斯坦

回到量子论，建立了量子电磁辐射理

论，首先是索末菲的来信激发的，即使

不排除后来引力波工作起了进一步的

激励作用。关键是，索末菲的工作让爱

因斯坦接受了玻尔模型，这是他作出量

子电磁辐射理论的基础。至于索末菲

关于广义相对论效应的问题有没有影

响爱因斯坦后来在引力波论文里对量

子论的评论，我们还无从得知。

爱因斯坦在 1916年 3月和 6月都

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论文，所以在

1916年的这段时间，爱因斯坦在广义

相对论和量子论2方面都做了工作，而

不是如斯通所说：“1916年 2月爱因斯

坦已经将广义相对论放在一边，去追赶

原子的量子论。”[21]可以想象，完成引力

波论文后的2个月里，爱因斯坦的主要

精力是在量子论，因为2篇量子辐射论

文分别在 1916年 7月和 8月完成。但

是在这之前，收到索末菲的论文后，他

开始关注量子论了，虽然那时他的主要

精力放在广义相对论。

5 爱因斯坦这段时期的其它一

些信件
笔者还发现下面这些爱因斯坦在

这段时期的信件。

1916年 6月 17日，在给洛伦兹的

信中，爱因斯坦写道：“我自己在研究场

方程一级近似下的积分，并检查引力

波。结果有部分令人惊讶。有3种波，

虽然只有一种传递能量。我还没有全

部完成材料系统辐射理论的研究。但

是已清楚的是：量子难题也影响新引力

理论，正如影响麦克斯韦理论。”[11]这个

难题显然就是爱因斯坦在引力波论文

中提到的问题。爱因斯坦这封信是在

他1916年6月22日在普鲁士科学院报

告他的引力波工作之前。

1916年 7月 19日，在给朋友赞格

（H. Zangger）的信中，爱因斯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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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了引力波，还有最近的光辐射

和吸收的量子理论，以及飞行中抬升的

原因。”[22]这说明，爱因斯坦的量子电磁

辐射理论紧随其引力波工作之后。

1916年 8月 11日，在给贝索的信

中，爱因斯坦写道：“我得到关于辐射吸

收和发射的一个精彩想法。一个惊人

简单的推导，普朗克公式的正确推导，

完全是量子的，我正在写文章。”[11]这里

的文章是第2篇。

1916年 8月 24日，在给贝索的信

中，爱因斯坦写道：“引力波和普朗克公

式的论文在你那里长时间了。你会喜

欢后者。推导方法完全是量子的，得到

了普朗克公式。与此相联系的是, 可
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发射和吸收的基本

过程是定向过程。只需要对辐射场中

的分子的（布朗）运动进行分析。这个

分析中没有考虑边界条件。正在苏黎

世物理学会会刊纪念克莱纳的那一期

里发表。”[11]这说明当时爱因斯坦紧随

引力波论文，已经完成关于量子电磁辐

射的两篇文章。与上封信比较，可见第

2篇文章是在11日和24日之间完成。

1916 年 9 月 6 日，在给贝索的信

中，爱因斯坦又写道：“（还没有包含在

寄给你的论文里的）结果是，每次辐射

和物质之间传递基本能量时，动量hν/c
传给分子。因此每个这样的基本过程

是一种完全定向的过程。这样光量子

就确定了。”[11]这说明爱因斯坦这时已

经解决了光子动量问题。这个内容发

表在量子电磁辐射的第 2篇文章中。

当时寄给贝索的文章只是第1篇。

1916年 12月 6日之后，在给贝索

的信中，爱因斯坦写道：“总的来说，引

力和电磁力之间的联系还很肤浅。我

也难以相信，上帝不嫌麻烦地引进两个

根本不同的空间状态 。”[22]这说明爱因

斯坦在思考引力与电磁力的关系。

1917 年 3 月 9 日，在给贝索的信

中，爱因斯坦写道：“我寄给你的量子论

文使我重新回到辐射能的空间量子性

观点。”[11]这是指第2篇文章。

引力波论文中的那段评论和这些

信件表明，爱因斯坦在研究引力波后，

认为也要考虑量子论对引力辐射的限

制，他也开始思考引力和电磁力是否可

以统一。引力和电磁力的统一问题耗

费了爱因斯坦后半生很多精力，至今还

是没有解决的难题。爱因斯坦后来也

希望这能够解决他所认为的量子力学

的不完备性。

爱因斯坦大概没有想到，100 年

后，量子电磁辐射成了测量引力波的关

键工具。

6 结论
1916年，爱因斯坦预测了引力波，

还提出量子电磁辐射理论、完善光子

论，包括受激辐射的概念，为未来的激

光的发明打下了理论基础。而 100年

后，他预言的引力波被人们利用他的量

子电磁辐射理论所导致的激光所发

现。而且，引力波探测技术也与他的光

子概念和布朗运动理论密切相关。

LIGO探测到引力波不但是对爱因斯坦

的广义相对论和引力波理论的百年纪

念，也是对他的量子电磁辐射理论的百

年纪念。这是爱因斯坦的独特的幸运。

致谢致谢 LIGO合作组成员胡一鸣博士对本

文第2节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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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tein in 1996: from gravitational waves to quantum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bstractAbstract In 1915, Einstein predicted gravitational waves, presented the quantum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nd completed his
concept of photon. In one hundred years, gravitational waves were directly detected through the interference of lasers, which are exactly
based on Einstein’s quantum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The techniques of gravitational wave detection are also related to Einstein
’s concept of photons and theory of Brownian motion. The first direct detection of gravitational waves was a 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aries of both contributions of Einstein, one being general relativity and prediction of gravitational waves, the other being quantum
theory of radiation. After a review of the“Einsteinian elements”in gravitational detection techniques, that is, the lasers, the photons and
the thermal noises, we survey Einstein’s research activities in 1916 and look for the historic connections between Einstein’s work on
gravitational waves and his work on quantum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by analyzing the first- hand materials, especially the
correspondence of Einstein during that period.
KeywordsKeywords Einstein; gravitational wave; quantum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Yu Shi
Department of Phys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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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学发现背后不应遗忘的人重大科学发现背后不应遗忘的人

文//吕有勇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研究员。图

片为本文作者。

·科技纵横·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次获奖折射出

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国家的文明

程度和民众的创新能力，也是一个国家

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标志和里程碑。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般颁发给

首创重大科学发现的实验研究设计和引

领者，最多3位在世的科学家。纵观诺贝

尔奖100多年历史，一个国家在建国20~
40年时通常有诺贝尔奖产生，而中国没

有这样的记录。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

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这一级别的科学发

现。就生物医学领域而言，沙眼依原体

的发现和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就是生物医

学领域重大的科学发现。

前者是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汤飞凡教授基于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实

践经验、敏锐的洞察力、科学的预见力和

大胆怀疑前人的精神，用自己的实验研

究否定了日本著名学者野口英世的结

论。在研究中，他坚持方法学的探索和

创新，意外发现青霉素具有抗沙眼依原

体的作用。然而，分离得到的沙眼依原

体的成功率较低，研究人员在培养基中

去掉青霉素而加大链霉素量，极大地提

高了分离效果；分离到新的病原体后，在

动物实验的基础上，他们用自己的眼睛

做试验，在未经治疗的情况下连续观察

40天，系统阐述了发病的全过程。这一

重大发现在以后数十年的沙眼流行及沙

眼导致失明疾患的防治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世界沙眼防治学术界在30年后将眼

科领域的最高奖授予这一出色的工作并

记录在现代医学发展史中。

后者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原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现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

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钮经义为代表的

国内多个研究团队攻坚做出了重大科学

发现，并在1967年和1979年2次有获奖

契机，但最终没有获奖。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与原创性有关，虽然人工合成了如

此复杂的胰岛素，属于重大科学发现，但

采用的方法都是已知的，缺乏开拓性和

方法学的原创性；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虽然成功合成了2条链并以二硫键相

连后得到具有活性的30肽蛋白分子和结

晶体，发表论文时却只描述了实验程序

和结果，并没有在理论上阐述其科学意

义。后来英国科学家总结出“蛋白质的

一级结构决定其高级结构”，并于 1971
年获得诺贝尔奖。

生物医学领域的许多重要科学发现

建立在长期积累基础之上，很多都源于

意外或偶然的发现，但就像上述 2个例

子，重要研究的发现者却容易被人遗

忘。纵观历史，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发

现也容易因团队协同攻关而引起发现权

的争议。

链霉素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1882
年，德国细菌学家科赫证明结核分枝杆

菌是结核病的病原菌；1946年2月，美国

罗格斯大学教授赛尔曼·瓦克斯曼发现

了对结核杆菌有特效的链霉素，并于

195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瓦

克斯曼在读大学时就与其同事发现了链

霉菌，做教授后领导庞大的研究团队（研

究生最多时达 50人）筛选了 1万多个菌

株后分离出了放线菌素和链丝菌素，但

毒性太大，没有临床价值。团队在研究

链丝菌素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测试分

析方法，对后来链霉素的最终发现起到

关键作用。实际上，链霉素是由瓦克斯

曼的学生阿尔伯特·萨兹分离出来的，并

确定对包括结核菌在内的多种病菌有

效，他是依据这项重大发现撰写论文的

第一作者（瓦克斯曼是放在最后的责任

作者）。当时，结核病比今天的癌症还要

恐怖，这一发现在结核病防治中发挥了

巨大作用。后来因专利收益分享发生争

议，昔日并肩攻关的师生反目，并付诸于

法庭调解，最后萨兹虽然赢得了官司，却

难以在学术界立足。萨兹后来也向诺贝

尔评奖委员会提出异议，但并没有结

果。他的老师瓦克斯曼之后仍继续在这

一领域积极探索并与学生们一起发现了

包括新霉素在内的多种新抗生素，享年

85岁，留下了数百篇论著，被称作“链霉

素之父”。

像国人遗忘汤飞凡一样，后人却不

知道萨兹所做出的贡献。20世纪 80年

代，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微生物学家米

尔顿·威恩莱特在罗格斯大学查阅有关

链霉素发现过程的资料时，详细了解到

萨兹在其中的贡献，他采访了萨兹并撰

写文章介绍此事。1994年链霉素发现

50周年时，罗格斯大学授予了萨兹奖章；

《Nature》杂志也在2002年2月发表评论

指出萨兹是链霉素的真正发现者。

另一个有争议的获奖人是20世纪人

类最伟大的成果——遗传学中DNA双螺

旋结构的发现者。英国物理化学家与晶

体学家罗莎琳熟悉X射线衍射技术，成功

地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

照片提示DNA可能是双螺旋结构。她的

同事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

下给沃森和克里克看了这张照片，沃森

和克里克在 1953 年 5 月 25 日的《Na⁃
ture》杂志上报告了这一重大发现。这是

人类解码生命遗传信息的里程碑并揭开

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序幕。富兰克林的

贡献毋庸置疑，但当 1962年沃森、克里

克和威尔金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患卵

巢癌而去世。后来为弥补这一遗憾，英

国设立了富兰克林奖章以奖励像富兰克

林那样在科研领域做出重大创新的科学

家。

任何一项重大科学发现都是由一个

个真实的故事组成，每个重大科学发现

的背后也都有重要的发现者。中国的学

术界应铭记薛定谔先生的告诫：“我们的

任务不是做别人还没有发现的东西，而

是针对所有人都看见的事做从未有过的

思考。”那些对科学发现起到重要作用的

人不应被我们遗忘，他们都应得到全社

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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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物理新秀王玲华的物理奇妙之旅空间物理新秀王玲华的物理奇妙之旅

·科学人物·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系列报道

享受型科研选手

“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就要继续坚

持下去，我们只是享受做科研的过程，科

学家大概都是自娱自乐型的吧。”王玲华

一语概括了自己的科研感受。为什么会

选择空间物理这个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高

深莫测的研究领域，王玲华提到更多的原

因是兴趣使然与父母开明的支持。

也许与从小爱思考的天性有关，自

然界的众多奇妙现象让她很早就对物理

问题情有独钟。父母也给了她更多的选

择自由。大学三年级分专业时，她把供

选择的专业课程全都听了一遍，最终在

固体地球、大气、天文、空间物理中作出

了选择，徜徉在空间物理的研究中让她

非常自在。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王玲

华很鼓励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让那些有

能力、有志向做科研的人留下来，一起发

现空间物理学中远未被人类探知的美。

对于这个世界，王玲华始终保持着

一份好奇，空间物理学也已成为她挚爱的

终身事业。她说：“在科学研究中，‘一觉

醒来灵感突如其来’的情况不多见，但我

非常享受科学研究的过程。一个新发现

或一个新成果所带来的兴奋不言而喻，没

有什么事情，会比更深入地潜进太阳大气

层搜集高能粒子的第一手资料更让我兴

奋。并且能和来自全球各地的空间物理

科学家一起没有国界地交流‘烧脑’，碰撞

出火花，也算是科研的一种福利。”她说。

因为热爱空间物理，所以王玲华在科研方

面并没有太大压力，反倒是经常自我施

压，她追求科研路上的不断创新，不简单

重复之前的工作。

科研成果 国际瞩目

从事日球层物理方面研究的王玲

华，发现了在平静时期日球层中存在一

种未知的高能粒子成分——“晕外电

子”，这一发现为空间高能粒子物理的研

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对探索日球层

的基本物理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除此之外，王玲华还参与了多项国

际空间探测项目的粒子探测器的研制和

观测分析，负责探测数据的校正和解

释。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CINE⁃
MA小卫星计划就是基于王玲华等对磁

层环电流片中性原子成像的一项研究成

果。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下，王玲华找到了

利用新型半导体仪器进行中性原子成像

的空间探测新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对来自

地球磁层环电流的低能中性原子进行高

分辨率的成像观测，并获得了多项有关磁

层粒子加速的首次观测结果。接受采访

的时候，她说到，“高能粒子通量增加会造

成卫星通信失灵、手机不通、电视转播中

断等现象，但这个物理过程是如何发生

的？通过对地球磁层中性原子的分布进

行整体成像，我们就可以了解地球空间中

高能粒子如何产生，以及能量如何转化。”

在王玲华看来，宇宙不仅是规律的

集合，更是生命与美的起源和归宿。痴

迷于空间物理探索的王玲华认为，通过

研究太阳高能粒子的活动可以预报空间

天气，就好比雷雨天气的预报对飞机安

全起降尤为重要，空间物理学家所提供

的预报将为卫星和宇航员的安全提供保

障。当太阳爆发引发大磁暴时，就必须

推迟卫星发射，重新调整窗口期，否则可

能会导致发射失败。如果长期暴露在高

能粒子的环境中，宇航员的身体健康可

能受到严重威胁。

寄情祖国，期待基础研究的突破

2012年，在中国“千人计划”的推动

下，王玲华选择回国继续她在空间物理

学上的探索。

“基础研究就像一块基石，只有足够

有实力的国家才会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

入，中国的科研条件并不比国外差。”但

王玲华同时也说，因为空间物理跟地面

实验不同，是靠卫星观测的，这需要一个

国家的强大实力支撑。王玲华的大部分

科研都是基于国外卫星数据开展的，对

于中国没有自己的观测卫星，她觉得非

常遗憾，“如果中国有更多的卫星观测之

后我们会有更准确的预报。科学上卫星

数据是可以共享的，但最终还是需要国

家自己研发科学卫星，这样可以提高精

度。”回国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王玲

华感受到了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她提

到，与20年前她读书的时候相比，中国在

空间观测方面已提高了很多，差距肯定

还是有的。但她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中

国可能会很快地赶上。这也是她选择回

国的一个原因所在，因为她意识到国家

的强大对空间物理的需求和支持越来越

强，这一领域未来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除此之外，国内的卫星仪器研制能

力也与国际有一定的差距。学粒子探测

器研制出身的王玲华希望今后能推动国

内这方面的建设，为中国的科学卫星仪

器制造赶超发达国家助力添彩。

王玲华：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

物理系；1999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师从涂

传诒院士攻读硕士学位；2009年，王玲华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

位，师从空间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Robert P. Lin，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空间科学实验室学习和工作多年；2012
年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归国。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第十二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获得者 王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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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博士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意外””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机械、材料、机

电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文//喻海良

在国内、国外做了博士后，下一步是

找到一份梦寐以求的科研、教学职位。

但找工作并非简单的投递简历、应聘面

试和签订合同，还有很多千变万化的情

况出现。毕竟，找工作涉及人、办事流程

和用人机制，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有

些状况会牵涉当事人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造成职业发展和生活的不便，甚至会

带来挥之不去的不快。但其实这些“意

外”并非不可避免，事情发生之后，回过

头想想，当事人或旁观者用一段话就能

描述、总结问题之所在。以下我举几个

例子，暂且不评判对错，而是通过例子，

提醒读者做决定前三思而行，避免由于

自己思考不周、仓促决定导致的麻烦。

案例1：A博士在国外一所大学做博

士后。他们学校其他课题组的一位教授

看中了他，多次找他，许诺要给他加薪，

给他提供更长的工作合同期限。该教授

催他赶紧把现在的岗位辞掉，再签新的

合同。于是，A博士向自己的导师请辞，

说要转课题组。终止合同后，A博士去找

那位教授。但那位教授知道A博士没了

工作，不但不着急签合同，反而表示，课

题组不能一下子给他高的待遇级别，合

同期限也不能太长，否则学校会要求公

开招聘。A博士新岗位的待遇还没有之

前的好，合同期限也只是和之前的一

样。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接受现实。

案例2：B博士在某大学快做完博士

后工作时，联系了国内一所大学的一位

教授。该教授同意他加入课题组，帮他

申请到了讲师岗位，并帮他申报该校所

在省的青年人才计划。B博士顺利通过

了青年人才计划的答辩，并到这所学校

人事处报道。但是，参加答辩之后，他没

有找这位教授介绍工作情况，并且到学

校报到后也没有主动联系这位教授，就

匆匆忙忙回去接着做博士后了。他心想

等博士后工作一结束，就去这所学校正

式开展工作。很遗憾，B博士收到了那位

教授的通知：以后不用到课题组工作

了。B博士实在想不通，多方打听，才知

道他去学校没有联系这位教授，教授生

气了。

案例3：C博士在国外某大学做完博

士后准备回国工作，联系了国内一所大

学做特聘研究员。C博士经历丰富，且有

几篇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如果不是期

望进入国内前几名的大学工作，找一个

教授岗位不会太难。他依托这所大学申

报了“青年千人计划”，并放弃国外的工

作岗位回国等结果。不料，在家等了好

几个月后，获悉没有申报成功。他依托

申请的这所大学太强，如果应聘者没有

申请到“青年千人”就不提供其他岗位。

幸好，他在国外的导师知道了他的遭遇

后，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岗位，他即将再

次出国工作。

成长的代价成长的代价———和一位博士后的对话—和一位博士后的对话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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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邵鹏

一位博士到哈佛大学做了2年博士

后，准备换个地方做博士后。临行前，她

和我话别。

刚坐下，她就说：“在这儿，什么都很

糟糕。在这里工作是浪费我的时间。来

之前，导师就明确告诉我，实验系统已经

由一个博士生做好了，我到了这里，就只

是做些不同的样品实验，直接可以得到

结果。可是这个系统做得太不好了，使

用很不方便，而且数据里的问题始终得

不到解决。”

我说：“我理解你的处境。如果我是

你，可能会看看这个系统有什么可以改

进的，也许停下实验一两个月，改善它，

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

“我不太喜欢这里的文化。我在欧

洲读书时，导师很温和。而现在导师和

我开会时说话很直接，打击我的自信心，

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要知道，我以前

有很好的简历，发表了很多文章。”

“我理解。人和人之间是有种奇妙

的东西，有些人合得来，有些人就是合不

来。同样一句话，用一种语气说，听起来

容易接受些，而换种语气，你觉得就是针

对你。在哈佛大学，的确是有太多的聪

明人和工作狂。不管是PI，还是研究生、

博士后，大家都有压力。”

“我很后悔来这里，浪费了时间，没

有出什么好成果。我同组的一个博士

后，来了 1年，就有一篇《Nature》子刊的

论文。”

“我知道。不过你有没有注意，他之

前的背景正好和发表论文的那个项目完

全吻合，所有的工作对他来说都是轻车

熟路。这里有机缘和幸运的因素。”

“我们国家有吸引人才的机会，有这

种论文会很容易回去找到教职。”

“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不过，很多大

科学家在成名前也曾有暂时不被承认或

者很长的低谷期。这对想以科研为职业

的人来说，是个考验。”

“你的意思是，如果想留在学术圈，

就要忍受这些？”

“恐怕是这样。高度的竞争和压力，

对科学家来说很常见。不过，在一个地

方做博士后不顺利，换一个地方，不失为

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段经历可以使你成

长。其实，事情不像你开始说的那么

糟。你在哈佛的经历，在简历里就看起

来不错。祝愿你在新的岗位一切顺利！”

115



科技导报 2016，34（8）www.kjdb.org

·图书推介·

材料简史及材料未来：材料减量化

新趋势

[加] Vaclav Smil著，潘爱华，李丽 译。电

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定价：

65.00元。

现代社会已经完全依赖于前所未有

的材料流。当前，即便是拥有最高效的

生产流程和最实用的循环系统，“去材料

化”的效率也不大可能抵消由于人口的

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所引

发的对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本书探讨

了现代经济的成本依赖现象及其“去材

料化”的内在潜质。

该书考查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出

现的各种重要材料提取、生产及主要应

用的历史变迁。同时，书中翔实研究了

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重要材料的提取、

加工、合成、精修和配送，以及能源成本

和环境因素对材料消费增长的影响。最

后，本书以“未来展望”作为全篇总结，探

讨了“去材料化”的前景和材料科学的潜

在约束。书中的跨学科主题为具有资源

经济学、环境学、能量分析、矿物地质学、

产业组织学、制造业及材料科学等研究

背景的读者提供了颇为实用的观点。

材料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材料科

学战略情报研究中心 编著。科学出版

社，2014年2月第1版，定价：98.00元。

材料科技是现代世界竞争力的基

石，当今世界综合竞争水平的提高离不

开材料科技的支撑，材料科技是各国科

技开发重视的焦点之一。

本书提炼当今世界材料科技领域关

键科技问题和技术方向，采用文献计量

和专家咨询揭示当今材料发展的关键科

技问题，重要研究领域等；重点分析主要

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欧盟及其成员国

等国家新的材料科技战略和政策，从材

料科技投入、主要战略、政策计划、产业

化政策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先进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图解

潘利剑 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12月第1版，定价：78.00元。

本书由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组织编

写，采用大量试验过程中的图像资料，论

述了复合材料构件制造中应用的热压罐

成型技术、真空辅助成型技术、RTM成型

技术、模压成型工艺以及自动铺放技术

等的成型工艺原理、工艺流程、操作方

法，不同工艺使用到的不同设备、原材

料、辅助材料，各种工艺容易产生的不同

缺陷与防治方法等。

纳米科学与技术：原位合成碳纳米

管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

赵乃勤，何春年，等 著。科学出版社，

2014年10月第1版，定价：98.00元。

碳纳米结构具有优异的物理和力学

性能而成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理想增强

体。保证碳纳米相在金属基体中的分散

均匀、界面结合良好和结构完整性是获

得高性能金属基复合材料需要解决的关

键的科学问题。

本书阐述了金属基体对催化合成碳

纳米相的作用机制和碳纳米相的生长机

理，阐明了不同结构碳纳米相的热稳定

性和相演变规律，介绍了利用化学气相

沉积技术，直接在不同金属基体上催化

合成碳纳米结构，实现其可控生长的方

法和途径。书中还介绍了采用粉末冶金

法制备碳纳米相增强金属基（铝基、铜

基）复合材料，阐述金属基体与碳纳米

相的相互作用以及增强相对金属的强化

机理。

复合材料工程技术指导丛书：先进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测试标准图解

白光辉 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

10月第1版，定价：98.00元。

该书由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组织编

写，以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测

试技术为主要对象，参照美国材料实验

协会（AmericanSocietyofTestingMateri⁃
als，ASTM）相关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测试

标准，运用大量图片阐述了先进树脂基

复合材料及其力学性能测试技术，书中

介绍了纤维丝束力学性能、复合材料层

板基本力学性能、复合材料层板开孔和

连接结构力学性能、复合材料层板抗损

伤和抗疲劳性能等，最为常见的标准测

试操作方法。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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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复合材料结构在轨健康监测方法卫星复合材料结构在轨健康监测方法
赵发刚 1，冯彦军 1，范凡 2，周徐斌 1，周春华 1

1.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上海 201109
2.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 201109
摘要摘要 对航天器结构中的裂纹、脱层及其他损伤进行及时且准确定位是确保服役航天器可靠、长寿命运行的必要手段。复合材

料结构健康监测是确定结构完整的革命性创新技术，在航天器的结构设计、加工及维护过程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能够提高安

全性、降低维护成本。本文简要介绍航天器结构健康监测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并阐述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航天器上应用面临的

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 航天器结构；复合材料；材料结构损伤；健康监测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因具有重量轻、比强度高、抗疲劳性

能好等优点，在航天器结构中应用广泛。尽管复合材料在减

轻结构重量及提高承载能力等方面性能卓著，但它在损伤、

失效等方面的表现却是机制复杂、现象多样，对其进行故障

识别特别困难。与常规金属材料相比，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及损伤模式要复杂得多，在飞行器上的复合材料结构受载情

况亦比较复杂，作为主承力结构，多数受有弯、剪、扭的复合

载荷，静载、动载、疲劳载荷俱全，这为保证其安全性提出了

新的要求。复合材料在应用中产生的损伤会直接影响其力

学性能，必须研究其损伤形式和机理。复合材料结构失效是

由一系列微观损伤随时间累积的宏观破坏，其损伤形式主要

有纤维断裂、冲击损伤、层间分离（分层）及连接松动。

结构健康监测（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SHM）技术通

过将传感系统埋入或粘贴在被测结构中，同时引入信号、信

息处理等其他技术，使结构材料具有感知和预报自身变形、

缺陷、损伤和失效等一系列非健康状态以及感知环境参数的

功能。航天器在轨健康监测技术是提高航天器可靠性、延长

运行寿命的重要手段。一般地，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主要包括

3部分：1）传感系统；2）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3）损伤识别、

模型修正、安全评定与预警系统。

根据对国内外健康监测技术在航天复合材料结构上的

应用情况的分析，本文综述卫星复合材料结构在轨健康监测

方法的研究进展。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国外在结构轨健康监测方面，已有成熟

系 统 [1]。 欧 洲 太 空 局（European Space Agency，ESA）在

Olympus卫星上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进行了在轨振动环境评

测 ；日 本 国 家 航 天 发 展 局（National Space Development
Agency，NASADA）利用星地激光链路试验卫星 ETS-VI
进 行 了在轨力学环境测量。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格伦研究中心

（GRC）开发研制了用于测量国际空间站扰动影响的空间加

速度测量系统（SAMS-II）和高级微重力加速度测量系统

（AMAMS）。ESA也开发出自己的在轨振动测量系统，并在

Olympus卫星上进行了搭载。

2010年4月，美国在X-37B空天飞机中埋设了光纤光栅

传感系统，进行温度、压力等信息的在线实时监测。2002年，

ESA将光纤光栅（Fiber Bragg Grating，FBG）传感器埋设在太

空望远镜三角支架中，进行三角支架变形监测。在 Proba II
卫星中采用由光纤传感器组成的监测单元对飞行器推进系

统的压力和温度进行监测（图1）。

2002年，法国将FBG传感器埋设在太阳帆中，监测太阳

帆的温度和微应变。此外，德国在可重复使用运载器（RLV）

图1 光纤光栅传感器应用于空间望远镜

Fig. 1 FBG sensing's application in space telescope

（b）埋设有光纤传感器的三角架

结构

（a）空间望远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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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结构技术发展对新型复合材料的卫星结构技术发展对新型复合材料的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
陶炯鸣，苏若斌，孔祥森，赵川，周静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上海 200240
摘要摘要 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变革是卫星结构技术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结构技术的发展方向与需求又是新材料、新工艺发

展的源动力。本文从设计角度出发，根据后续卫星型号发展趋势，梳理了结构专业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提出了后续新型复合材

料的应用需求。

关键词关键词 卫星结构技术；新材料；复合材料

随着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各种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

不断涌现，这些都需要有较强的材料研发能力和工艺制造水

平为基础。复合材料凭借其高比强度、比模量及优异的功能

特性逐渐成为航空航天领域的主导材料，特别是在卫星结构

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甚至出现了全复合材料制造的卫星结

构。伴随着卫星型号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对各种新型复合材

料应用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本文从设计角度出发，以卫星

型号总体发展要求和技术指标为牵引，结合后续卫星型号发

展趋势，梳理了结构专业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并以此为基

础提出了对新型复合材料的发展需求。

1 后续卫星型号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外层空间成为国际军事、民用领域竞争新的

战略制高点[1]。卫星以轻量化、低成本、高可靠的优势，实现

以较大的频度进行航天发射，从而提高效费比，获取高的经

济效益是卫星技术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上述目标后续卫

星型号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3种趋势：

1）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0.1 m甚至更高分辨率

的对地观测卫星需携带体积、重量更大的有效载荷，因此平

台结构和有效载荷结构的融合将是后续卫星发展的大趋势

之一。此外，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对平台结构的尺寸稳定性提

出了角秒级的高精度要求。要综合考虑热变形、吸湿变形和

残余应力变形的影响并具备高精度的在轨实时测量和调节

能力。

2）天基攻防与对抗。天基攻防与对抗卫星是控制空间

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空间安全的重要航天装备之一，是夺

取未来制天权的重要武器。空间攻防与对抗的发展以空间

打击平台和卫星的防护为主。为应对基于天基平台的打击，

卫星必须开展健康监测和打击定位研究，准确识别打击损伤

和部位。同时开展防护结构和隐身技术的研究，提升卫星的

抗打击能力。远期的研究目标是应开展自修复技术的研究。

3）面向突发事态的快速响应。发展快速响应卫星技术，

可以弥补现有卫星体系对重点区域、重点目标重访周期长、

存在覆盖盲区等方面的不足，同时用于应对战时、自然灾害

的应急发射，满足对特定区域特定频段目标的探测需求。为

提高卫星的快速响应能力对轻型、多功能结构技术，通用化

平台技术，快速制造与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结构技术重点发展方向
为了满足未来卫星型号的需求，结构专业技术的发展主

要集中在高稳定、轻量化、高承载、低响应、多功能等方面，主

要研究方向为：

1）高稳定轻量化结构技术。影响卫星对地观测分辨率、

定位精度的因素很多，其中由于卫星在轨运行时的温度、真

空度及微重力环境导致的平台结构在轨变形对分辨率、定位

精度的影响最大。目前国内卫星平台结构在轨变形抑制手

段仍较为单一，在轨变形控制精度相较于国外先进水平仍具

有一定差距，平台结构在材料性能优化、结构构型优化及变

形隔离技术等多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满足遥感卫星

对于成像质量、分辨率、卫星指向精度、承载能力等越来越严

苛的发展趋势，需要开展高稳定轻量化结构技术的研究。通

过进一步开发轻量化、高尺寸稳定性的结构材料，使已有的

轻质材料在现有比刚度、比强度好的情况下，兼具良好的尺

寸稳定性，以达到减轻平台结构重量、提高平台精度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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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蜂窝夹层结构在飞机中的应用复合材料蜂窝夹层结构在飞机中的应用
柳敏静，武湛君

大连理工大学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大连 116024
摘要摘要 蜂窝夹层壁板是飞机结构中理想的、结构效率最高的结构形式之一。简述了蜂窝夹层结构的典型蜂窝几何形状和面板、

蜂窝芯材种类及相应性能，介绍了国外主要机型蜂窝夹层结构的使用状况和中国飞机结构上蜂窝夹层结构的应用情况，讨论了

部分蜂窝夹层结构的设计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复合材料；蜂窝夹层；飞机；结构设计

飞机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满足强度要求的情况下

使结构尽可能轻[1~3]，这一要求必然导致需利用稳定的薄蒙皮

承受拉伸载荷和压缩载荷，以及剪切、扭转、弯曲载荷的耦合

作用。传统的飞机结构设计中使用了纵向加强件和增稳桁

条、翼肋和隔框等结构加强蒙皮，这样不可避免会带来结构

增重问题。提高结构比刚度的有效结构形式之一是夹层结

构[4,5]，复合材料夹层结构具有重量轻、强度刚度好，耐热、吸

声隔音、抗冲击、耐疲劳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汽车、通信、轨道车辆、造船、医用器械、体育器材和土木工

程中。

本文简述蜂窝夹层结构的典型蜂窝几何形状和面板、蜂

窝芯材种类及其性能，介绍国外主要机型蜂窝夹层结构的使

用状况和国内飞机结构上蜂窝夹层结构的应用情况，针对蜂

窝夹层结构在应用中的一些细节讨论了相关设计方法。

1 复合材料蜂窝夹层结构
复合材料夹层结构由 2个薄面板及其中间的夹芯层构

成，芯层与面板一般用胶粘结在一起，也可用熔焊、焊接连接

成整体，如图1[5]所示。

夹层结构传递载荷方式类似于工字梁，上下面板主要承

受由弯矩引起的面内拉压应力和面内剪应力，芯材主要承受

由横向力产生的剪应力，如图 2[5]所示，上下面板间的距离使

截面惯性矩增大，提高了结构的弯曲刚度以及材料的有效利

用率和结构效率。

复合材料蜂窝夹层结构的强度与蜂窝几何形状和蜂窝

芯层材料有关。根据蜂窝几何形状不同，蜂窝芯层分为标准

六边形芯、矩形过膨胀芯、增强波纹芯、方格芯、特殊夹芯等[5~7]，

如图 3[6]所示，其中增强正六边形强度最高，正六边形蜂窝次

之，由于正六边形蜂窝制造简单，用料省，强度也较高，故应

用最广。

复合材料夹层结构的面板材料有铝合金、钛合金、不锈

钢、玻璃钢等复合材料，目前航空结构上采用的大多为碳纤

维单向带或织物增强复合材料。芯材有金属或非金属蜂窝、

泡沫塑料等。金属蜂窝芯层主要是铝蜂窝，非金属蜂窝芯层

主要有诺梅克斯（NOMEX）纸蜂窝、玻璃布蜂窝和碳纤维蜂窝

等，其中铝蜂窝或NOMEX纸蜂窝具有压缩模量高和质量轻

图1 典型的复合材料夹层结构

Fig. 1 Composite sandwich structures

图2 夹层结构的结构效率

Fig. 2 Structural efficiency of sandwich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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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性能及成型工艺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性能及成型工艺
张婧，于今，熊磊，孙巍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6
摘要摘要 碳纤维复合材料（CFRP）具有高强度、高刚度、高断裂韧性、耐腐蚀、高阻尼等特点，可大幅提高汽车服役寿命、燃油效率

和安全舒适性，已被公认为汽车工业领域最理想的轻量化材料。但由于传统复合材料成型工艺来源于品种多、批量小、高成本生

产的航空工业，为了满足车用CFRP对高效率、低成本、规模化、自动化制造技术的迫切需求，国际主流车企结合车身部件设计灵

活、厚薄不均、复杂程度地不同的具体特点，开发了众多差异化的新型快速成型工艺，以实现最小碳纤维用量下最大程度地发挥

复合材料功效的目的。本文通过与高强钢、铝合金、镁合金等其他先进轻质材料的对比，介绍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在使用性能上的

多样化特点及显著优势；并结合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部件典型应用案例，分析了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差异化快速成型工艺。

关键词关键词 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使用性能；快速成型工艺；轻量化材料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脚步的不断推进和人类节能环

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汽车工业发展与能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而人类对更加节能、环保和安全的新型汽车的需

求越来越迫切。汽车轻量化技术是在保证零部件使用性能

和行驶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整车减重的手段，也是提高燃

油效率、减少尾气排放最直接的方式。

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CFRP）具有轻质高强、高断裂韧性、耐腐蚀、可设计

性强、易成型、减振阻尼性能好等一系列优点，既能够满足部

件刚强度、轻量化的设计要求，在车辆安全性上也具有明显

优势。目前，CFRP已成为继高强钢、铝合金、镁合金、工程塑

料和玻璃纤维复合材料（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GFRP）
后汽车工业领域最流行、最具发展潜力的轻量化新材料。

1 车用CFRP性能
从目前国内外轻量化材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尽管

高强钢仍是现阶段应用最普遍、最成熟的汽车轻量化材料，

暂时不会被取代，铝合金、镁合金、工程塑料及GFRP等的应

用也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但CFRP在轻质高强高模、抗冲击

性、减震隔音性能、耐蚀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其他

材料不可比拟的。

1.1 轻质高强高模

CFRP由碳纤维增强相与树脂基体组成，具有轻质、高

强、高模的特点。其密度为1.5~2 g/cm3，约为高强钢的1/4、铝
合金的 2/3，与GFRP、镁合金相当。根据奥迪公司的统计[1]，

在不改变部件外形、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采用不同的轻量

化材料，铝合金、镁合金部件分别比高强钢部件减重 40%和

49%，准各向同性CFRP和单向织物CFRP的减重百分比则可

达到 52%和 76%（图 1）。可见，CFRP的减重效果显著，如果

结合优化结构设计方案，则可获得更好的轻量化效果。

CFRP的拉伸强度和拉伸模量受到纤维种类、用量、形

态、铺层方式以及树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表现不一而

足。整体上讲，拉伸强度、拉伸模量，特别是比强度和比模量

都比金属材料显著提高，是CFRP的核心性能优势。表 1列

出了代表性轻量化材料的强度、模量等力学性能 [2]，可以看

图1 奥迪公司对不同轻量化材料、相同功能部件的重量比较

Fig. 1 Comparison among components with different
lightweight materials from Audi

2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569


科技导报2016，34（8）

收稿日期：2015-11-30；修回日期：2016-02-02
作者简介：张思，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复合材料用耐高温树脂基体，电子信箱：gatx8686@163.com
引用格式：张思, 张扬, 张宝艳. 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增韧改性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6, 34(8): 31-34;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8.005

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增韧改性研究进展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增韧改性研究进展
张思，张扬，张宝艳

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1300
摘要摘要 综述了双马来酰亚胺树脂的基本性能，分析了增韧改性的意义。目前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增韧改性的主要方法包括与烯丙

基化合物共聚、二元胺增韧、环氧树脂增韧、热塑性树脂增韧、氰酸酯增韧、合成新型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单体、橡胶增韧改性、无机

填料增韧改性、液晶增韧改性、纳米材料增韧改性及柔性材料增韧改性等。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增韧改性的机理包括加成反应、

Diels-Alder反应、齐聚反应、Michael加成反应、共聚反应、裂纹钉锚机制及半互穿网络机制等。论述了国内外对于双马来酰亚

胺树脂增韧改性的研究现状，探讨了该方向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增韧方法；增韧机理；二元胺；环氧树脂

双马来酰亚胺（BMI）由法国的罗纳-普朗克公司于20世
纪 60年代末研制成功并实现商品化[1]。BMI双键间距短、交

联密度高，固化物结构致密、缺陷少，具有较高的强度和模

量，良好的耐高温、耐辐射、耐湿热、吸湿率低和热膨胀系数

小等优良特性，克服了环氧树脂耐热性相对较低、耐高温聚

酰亚胺树脂成型温度高、压力大的缺点[2]。同时，由于固化物

的交联密度高，分子链刚性大，使其呈现出较大的脆性，表现

为抗冲击差、断裂伸长率小和断裂韧性低等缺陷，成为阻碍

BMI树脂应用和发展的关键。未改性的BMI存在熔点高、溶

解性差、成型温度高、固化物脆性大等缺点，其中韧性差是阻

碍其发展和应用的关键 [3]，增韧改性成为 BMI改性的前沿

课题。

BMI树脂双键活性较高，能与各种含有活泼氢或不饱和

键的化合物如多胺、烯丙基有机物、环氧树脂等反应而改

性。目前，针对 BMI树脂的改性主要有与烯丙基化合物共

聚、芳香二胺等扩链、环氧改性、热塑性树脂增韧、氰酸酯树

脂改性、新型BMI单体等[4]。

1 双马来酰亚胺树脂的增韧改性方法
1.1 与烯丙基化合物共聚改性BMI

烯丙基化合物改性是目前增韧途径中最成熟、最成功的

一种，也是增韧改性最主要的方法之一[5]。该树脂体系的固

化反应机理较为复杂，一般认为是马来酰亚胺环中的C=C
与烯丙基首先进行双烯（ene）加成反应生成1∶1中间体，然后

在较高温度下酰亚胺环中的双键与中间体进行Diels-Alder
反应，与阴离子酰亚胺齐聚反应生成具有梯形结构的高交联

密度的韧性树脂。

烯丙基化合物与BMI单体共聚后的预聚体稳定、易溶、

耐热，具有良好的电性能和力学性能。目前，常用的烯丙基

类化合物包括烯丙基双酚A、烯丙基酚氧、烯丙基双酚 S、烯
丙基芳基酚及其他链烯化合物等。

刘元镛等 [5]对于烯丙基双酚A改性双马树脂进行研究，

在室温动载压缩下，其模量E和屈服应力随应变速率对数基

本上成线性增大，其断裂强度随着温度的升高和加载速率的

增大而下降，应变速率为 2.290×103/s时，其弹性模量可达到

323.73 MPa。张宝艳等[6]选用烯丙基酚氧树脂（AE）对PEK-C
改性的BMI（PEK-C/BMI）纯树脂基体和BMI/T300体系进行

进一步增韧改性。测得AE改性后的BMI纯树脂体系的冲击

强度高达19.0 kJ/m2，与单独PEK-C改性体系相比，冲击强度

有所提高。此外，AE的加入明显提高了纤维与树脂基体的

界面粘结效果，改性后BMI/T300复合材料的层间剪切强度高

达 116 MPa，冲击后压缩强度（CAI）值为 202 MPa，复合材料

体系的抗冲击损伤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Qu等[7]对二烯丙基双酚A增韧改性BMPP/BMD双马树脂

体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增韧体系中BDM：BMPP的物

质的量之比为 2∶1时，体系的平面应变的临界应力强度因子

KIC可达 1.21 MPa/m1/2，能量释放率GIC达 295.64 J/m2，与BDM/
DABPA体系相比KIC和GIC分别提高了34.07%和68.10%，改性

体系的韧性明显增强。

1.2 二元胺改性BMI
二元胺与双马单体共聚是BMI树脂改性最早，也是目前

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共聚反应分 2步，BMI与二元胺首先进

行Michael加成反应生成线性嵌段聚合物，然后两端的马来

酰亚胺（MI）上的双键打开进行自由基型的固化反应形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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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多酸杂多酸HH33PWPW1212OO4040催化降解微晶纤维素催化降解微晶纤维素
袁玉国 1，王景芸 1,2，付霓虹 1，臧树良 1,2

1.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抚顺 113001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 266580
摘要摘要 以杂多酸H3PW12O40为催化剂，1-烯丙基-3-甲基咪唑氯盐（[Amim]Cl）离子液体为溶剂，在较温和条件下对微晶纤维素

（MCC）进行降解实验。研究了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加水量及催化剂用量等条件对降解反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离子液

体[Amim]Cl（2.0 g）为溶剂，降解微晶纤维素（0.1 g，0.6 mmol），当催化剂用量为0.09当量（eq）、加水量为0.07 mL、微波加热

160℃反应30 min时，微晶纤维素的降解效果最佳，其中可还原糖（TRS）的收率可达66.8%，葡萄糖收率为32.8%，纤维二糖收

率为17.6%。

关键词关键词 微晶纤维素；杂多酸；还原糖；葡萄糖

目前，人类利用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资源。随着社会的快

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高强度开采和使用，

使得化石资源日益枯竭。此外，化石资源的使用会导致环境

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问题，因此对可替代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就

显得越来越重要[1~3]。木质纤维素是储量最丰富的可再生资

源之一。纤维素是木质纤维素的主要成分，其水解生成的葡

萄糖是重要的平台化合物，可以进一步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化

学品，如 5-羟甲基糠醛（5-HMF）。以 5-HMF为原料可以制

备 2, 5-呋喃二甲酸和 2, 5-二甲基呋喃，前者可以作为聚酯

单体代替对苯二甲酸，而后者则可以作为燃料代替汽油 [4]。

纤维素是葡萄糖单元通过β-1, 4糖苷键聚合形成的高分子聚

合物[5]，结构中存在大量氢键，使其化学性质稳定，不溶于水

和传统的有机溶剂，难以对其进行降解和利用。离子液体是

一种新兴的绿色有机盐，具有熔点低、极性强、蒸汽压低等很

多优良的特性。2002年，Rogers等[6]发现阴离子为Cl-的咪唑

类离子液体对纤维素具有很好的溶解能力，如微晶纤维素在

离子液体[Bmim]Cl中的溶解度可达25%（质量分数）。研究还

发现，使用阴离子为Cl-的咪唑类离子液体溶解纤维素，可以

使纤维素结构中的氢键弱化，从而使其降解难度大大下降[7]。

传统的纤维素水解方法主要有酸催化和纤维素酶催

化[8,9]。对于酸催化，常见的催化剂有浓H2SO4、浓HCl等[10]无

机酸，以及CrCl3[11]等 Lewis酸。虽然酸催化取得了不错的催

化效果，但存在一些缺点，如对设备有较强的腐蚀性，对环境

有污染等 [12,13]。对于酶催化，虽然可以在比较温和的条件下

进行，但其成本较高[14]。因此，寻找一种绿色环保且高效的降

解方法显得格外重要。

杂多酸（HPAs）是一类既经济环保又高活性的固体催化

剂，一般由特定组合的氢离子和氧酸盐阴离子组成，可广泛

应用在均相和多相酸催化反应中[15]。研究发现，以杂多酸作

为催化剂具有许多优点，如Brønsted酸性较强、质子迁移率较

高、稳定性和催化活性较好等[16~19]。目前，已有许多文献报道

以H3PW12O40杂多酸为催化剂催化降解纤维素，并取得了良好

的催化效果。Sun等[20]以甲基异丁基酮（MIBK）作为溶剂，以

H3PW12O40为催化剂对纤维素进行降解，使用 0.07 mmol 的催

化剂催化降解 0.1 g 的纤维素，并向反应体系中加入 0.5 mL
水，在140 ℃ 下反应5 h，TRS最高可以达到31.6%，而葡萄糖

收率也可以达到27.0%。Palkovits等[21]使用H3PW12O40为催化

剂，在压力为 5 MPa(H2) 温度为 433 K的条件下，反应 7 h，最
后 C4~C6 的收率可达 66.4%。而 Tian 等 [22] 同样以杂多酸

H3PW12O40为催化剂，在常压下温度为453 K反应 2 h，最后可

还原糖（TRS）收率最高可以达到 54.0%，葡萄糖收率也可达

到 50.5%。虽然杂多酸对纤维素降解具有一定的催化效果，

但上述研究多是在水相或有机溶剂中进行的，并且反应需要

在较高的温度或压力下进行同时反应时间较长。本研究是

以离子液体为溶剂，磷钨杂多酸为催化剂，采用微波辅助加

热的方式，有研究表明微波加热有利于纤维素的降解[23]，在较

为温和的条件下降解微晶纤维素，较短的时间下即可取得不

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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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5--双双((55--氯氯--22--甲基噻吩甲基噻吩--33--基基)-)-
11,,22--二苯基二苯基--11H-H-咪唑的光致变色咪唑的光致变色
性能性能
彭雪峰 1，侯洁苹 1，于海斌 1，张景成 1，徐海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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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四川省新材料研究中心，成都 621900
摘要摘要 设计合成了4,5-双(5-氯-2-甲基噻吩-3-基)-1,2-二苯基-1H-咪唑化合物L，通过 1HNMR、13CNMR和元素分析对其分

子结构进行表征，并研究了酸效应对其吸收光谱、荧光光谱和热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酸效应对化合物L吸收光谱的影响很

小，但通过酸效应能够对化合物L的荧光光谱和热稳定性进行有效的调节。另外，化合物L在质子化前后均表现出良好的光致变

色性能，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on to on”荧光特性。

关键词关键词 光致变色；二芳基乙烯；酸效应；荧光；热稳定性

光致变色是一种化学物理现象，包含无机、有机、生物、

聚合物等光诱导的化学与物理反应，从其发现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可逆性是光致变色现象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光作

用下不可逆反应产生的颜色变化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化学反

应，而不属于光致变色的范畴。在光致变色过程中，不仅化

合物的最大吸收波长会发生变化，而且其他化学行为及物理

性质，如磁性，折射率、介电常数、发光强度及氧化-还原电势

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其在分子存储[1]、分子逻辑门[2]、离

子识别与传感[3]、生物分子标签[4]、表面润湿性的调节[5]、分子

催化剂[6]、分子制动器[7]、分子导线[8]、药物的传输与释放[9]、分

子开关[10]、生物成像[11]、分子马达[12]及非线性光学器件[13]等方

面有潜在应用。光致变色材料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和研

究的热点[14]。在各种光致变色体系中，二芳基乙烯化合物由

于其优异的光致变色性能，使其成为最有应用前景的一类光

致变色化合物，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5]。

二芳基乙烯类化合物通常由噻吩单元和烯桥单元2部分

组成，通过对这 2个结构单元进行化学修饰可以有效地调节

其光致变色性能。对于以环戊烯单元及其强拉电子性的类

似物，例如全氟环戊烯、马来酰亚胺或马来酸酐等为烯桥的

二芳基乙烯化合物在光致变色过程中荧光强度的变化通常

较小，不利于其在光学存储和分子开关中的应用，为此，研究

人员以咪唑为烯桥单元构筑了具有快速响应和高灵敏度的

新型荧光分子开关，研究了取代基效应、溶剂效应和金属配

位效应对其光致变色性能的影响[16]。由于咪唑等碱性基团能

和酸发生酸碱作用，因此，本文设计合成4,5-双(5-氯-2-甲基

噻吩-3-基)-1,2-二苯基-1H-咪唑化合物L，并研究酸效应对

其吸收光谱、荧光光谱和热稳定性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上海驰唐电子有限公司WFH-203B四用紫外分析仪，

Edinburgh Instruments FLSP 920 spectrophotometer 荧光光谱

仪，Perkin-Elmer Lambda 35 UV-Vis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使用前未做任何处理。

1.2 目标化合物的设计与合成路线

为研究酸对二芳基乙烯化合物光致变色性能的影响，将

能与酸发生酸碱作用的咪唑基团被引入体系中；同时为增强

分子的荧光强度以构筑荧光分子开关，苯基被引入至咪唑的

1位和 2位上；为便于在体系中进一步引入其他官能团以构

筑多功能的光致变色化合物，易于反应的氯原子被引入至

2-甲基噻吩基团上。设计的目标化合物 L合成路线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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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崔美丽，郭芳杰，周明东. 水溶性氮杂环卡宾金属化合物的催化应用[J]. 科技导报, 2016, 34(8): 45-53;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8.008

水溶性氮杂环卡宾金属化合物的催化水溶性氮杂环卡宾金属化合物的催化
应用应用
崔美丽，郭芳杰，周明东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抚顺 113001
摘要摘要 水溶性氮杂环卡宾金属化合物因催化效率高、选择性和稳定性较好及应用范围广，成为有机合成中重要的催化剂，在选择

性催化有机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综述近年来水溶性氮杂环卡宾金属配合物的主要类型、合成方法及其在金属有机催化

反应中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水溶性；氮杂环卡宾；催化反应

氮杂环卡宾（N-Heterocyclic Carbenes，NHCs）是目前金

属有机化学及均相催化中的研究热点。卡宾是一种非常活

泼的有机反应中间体，与自由基、碳正离子等活性中间体相

比稳定性较低，但处于游离状态的卡宾与金属络合形成金属

卡宾络合物后可稳定存在。自1964年Fischer等将卡宾引入

金属有机化学之后，卡宾作为二价碳烯化合物被广泛应用于

有机合成 [1,2]。与金属有机化学中广泛应用的有机磷金属配

合物相比，氮杂环卡宾配合物有诸多优点，如在空气和潮湿

环境中可稳定存在，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可以调节空间位

阻控制反应的选择性等[3]。由于大多数金属化合物在水溶剂

中溶解性及稳定性较差，过渡金属化合物的催化应用一般只

能限制在有毒、易致癌、易燃易爆的有机溶剂介质中进行。

水是化学反应中最环保、丰富的溶剂，因此在NHCs金属化合

物研究领域中，开发水溶性卡宾催化剂逐渐受到重视。通过

设计合适的多种多样具有水溶性功能的配体，NHCs水溶性

过渡金属催化剂可以具有很好的性能，如好的富电子供体，

配体好的稳定性和很好的水溶解性 [4]。早在 1997年第一个

NHC配合物合成时，就对于其水溶性功能化就做了简单介绍[5]。

2009 年 Shaughnessy 就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种类的水溶性

NHCs金属配合物[6]。近 10年来，对水溶性NHCs的研究工作

逐年增加，特别是在金属有机领域中的催化反应及工业应用。

1 水溶性氮杂环卡宾的类型及合成方法
水溶性氮杂环卡宾金属配合物的合成是基于在NHCs中

引入水溶性基团设计其类型和合成方法。水溶性氮杂环卡

宾的类型主要有：碳酸盐，羧酸盐或酯基类、磺酸盐类、醇或

醚类、水溶性巨环或聚合物类、天然产物类及带电配体或质

子基类（图1）。

图1 水溶性氮杂环卡宾的类型

Fig. 1 Types of water-soluble N-heterocyclic carb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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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党承义，吴震宇，贾宏宇, 等. 纳米ZnO改性PVDF超滤膜的性能[J]. 科技导报, 2016, 34(8): 54-59;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8.009

纳米纳米ZnOZnO改性改性PVDFPVDF超滤膜的性能超滤膜的性能
党承义，吴震宇，贾宏宇，刘宁宁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部，抚顺 113001

摘要摘要 为改善聚偏氟乙烯（PVDF）超滤膜的亲水性，增强其在水处理中的应用能力，采用相转化法制备了纳米ZnO改性PVDF
超滤膜。分析了纳米ZnO的添加量对膜结构及性能的影响。通过孔隙率测定、接触角测量、扫描电子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材

料试验、超滤实验分别对膜的孔隙率、亲水性、微观结构、机械强度、纯水通量、蛋白截留率及水通量恢复率进行表征。结果表明，

纳米ZnO的质量分数为0.2%时，膜的接触角从改性前的76.3°降至63.4°，亲水性得到明显改善；孔隙率由53.4%升至54.1%；拉

伸强度由2.09 MPa升至2.82 MPa；纯水通量、蛋白截留率及水通量恢复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膜的断面结构规整，指状孔的

尺寸较大，膜表面较光滑。

关键词关键词 相转化法；聚偏氟乙烯；超滤膜；纳米ZnO

膜分离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分离技术，具有高效率、低能

耗、低成本、安全环保等诸多优点，在水处理领域有广阔应用

前景。膜分离技术的核心部件是膜材料。聚偏氟乙烯

（PVDF）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高机械性、耐高温性、耐溶

剂性等特点，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分离膜材料[1]。采用相转化

法制备的PVDF超滤膜内部具有不对称的孔结构，适用于废

水中污染物的分离。但因PVDF疏水性较强，易于被污染而

降低分离效率[2]，使其在水处理方面的应用受到限制。将无

机纳米粒子均匀分散到膜基体中的共混改性方法可以明显

提高 PVDF膜的亲水性及抗污染性 [3,4]，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目前，用于共混改性的无机纳米粒子有纳米TiO2[5]、纳米SiO2[6]、

纳米Al2O3[7]、纳米ZnO[8,9]、纳米ZrO2[10]及纳米Fe3O4[11]等。以上

研究表明，一定含量的无机纳米粒子能够提高膜的抗污染

性、亲水性及机械性能。纳米ZnO由于其显著的物理与化学

性能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催化活性、抗菌性、杀菌作用使其

在膜催化、生物等领域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12~14]，从经济方面

来说，它比TiO2、Al2O3价格更低廉。

本文选用纳米ZnO对PVDF膜进行改性，利用相转化法

制备PVDF-ZnO复合平板超滤膜，探讨纳米ZnO的添加量对

膜的孔隙率、亲水性、微观结构、机械强度、纯水通量、蛋白截

留率及水通量恢复率的影响，增强PVDF膜在水处理中的分

离效率及抗污染性。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与仪器

聚偏氟乙烯（PVDF），FR904，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N, N-二甲基乙酰胺（DMAc）和聚乙二醇 4000（PEG
4000），均为化学纯（CR），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纳米

氧化锌，平均粒径 50 nm，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牛血清

白蛋白（BSA），Mw=67000，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磷酸

盐缓冲溶液（PBS），pH=7.4，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蒸

馏水自制。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SU8010，日本日立公司；

原子力显微镜（AFM），NanoWizard II，德国 JPK公司；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TU-1901，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接触

角测定仪，JC200D1，Biolin Scientific公司；电子万能试验机，

cmt4503，美斯特工业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超滤杯，MSC300，上
海摩速科学器材有限公司；自动双重纯水蒸馏器，SZ-93，上
海亚荣生化仪器厂；超声波清洗器，KQ250-B，昆山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电子天平，BSA223S，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2 PVDF超滤膜的制备

将一定量的纳米ZnO添加到溶剂DMAc中，经超声波分

散 1 h后，加入PVDF粉末和致孔剂PEG，于 80℃水浴搅拌 24
h（搅拌速度为 200 r/min），得到透明、均一的铸膜液，70℃密

封静置脱泡 24 h。用自制刮刀在洁净的玻璃板上刮制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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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弧氧化法制备镁基羟基磷灰石微弧氧化法制备镁基羟基磷灰石//碳碳
纳米管复合生物涂层及其性能研究纳米管复合生物涂层及其性能研究
夏承森 1，温翠莲 1，詹晓章 1，黄小桂 1，罗立津 2

1. 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州 350108
2. 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福建省新药（微生物）筛选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7
摘要摘要 通过化学沉淀法制备了羟基磷灰石/碳纳米管纳米（HA/CNTs）复合粉体，并作为电解液的添加剂，采用微弧氧化方法

（MAO）制备了镁合金表面MAO/HA/CNTs复合活性涂层。分别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X射线衍射分析（XRD）、傅里叶红

外光谱（FTIR）和电化学工作站，研究所制备的复合粉体的形貌和物相组成、复合粉体对微弧氧化涂层表面形貌和在模拟体液

（SBF）中耐腐蚀性能和生物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制备的HA/CNTs复合粉体结晶良好，无其他杂质相；复合粉体在微弧氧

化过程中沉积在样品表面，对微弧氧化涂层起到封孔作用。MAO/HA/CNTs样品的腐蚀电位为-1.50 V，经过30天的SBF浸泡

后，表面沉积了大量的亚微米级别的颗粒沉积物，相比于镁基体和MAO样品具有更好的生物活性和耐腐蚀性。

关键词关键词 羟基磷灰石；碳纳米管；镁合金；微弧氧化；生物涂层

可降解生物材料因植入生物体后可在体内不断分解、且

分解产物能被生物体所吸收或排出体外，已成为当前生物材

料领域的国际研究前沿与热点 [1,2]。镁合金以优良的承载能

力、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可降解金

属骨植入材料。与传统医用金属生物材料相比，生物镁合金

具有体内可降解、安全无毒，且弹性模量与成人骨接近，不易

造成应力遮挡效应，避免了二次手术等优点[3]。但是由于镁

的标准电极电位较低，特别是在含有氯离子的人体体液中易

发生电化学腐蚀，造成腐蚀速率过快，难以在受损骨组织愈

合之前保持其完整性，造成手术失败。目前，常用电沉积[4~6]、微

弧氧化[7~9]、仿生生长法[10,11]及激光熔覆[12]等方法对镁合金进行

表面改性，提高耐腐蚀能力。最典型的就是通过一些方法在

镁合金的表面引进羟基磷灰石，形成生物活性材料，减缓镁

合金腐蚀，提高材料的骨诱导能力[13]。

微弧氧化技术具有工艺简单、操作方便、涂层与基体结

合强度高等优点，被认为是一种降低镁合金降解速率较为理

想的方法[14~17]。Zhang等[15]在AZ31镁合金表面上制备了一层

含硅酸盐的微弧氧化陶瓷涂层，经处理后的镁合金腐蚀电流

密度下降了5个数量级。Seyfoori等[16]发现微弧氧化膜层改善

了镁合金的耐摩擦性能和在模拟体液（SBF）中的耐蚀性能。

Bala等[17]在含有Ca(OH)2的电解液中制备了AM50镁合金微弧

氧化涂层，显著提高了涂层的耐腐蚀性能及热稳定性。

羟基磷灰石（Ca10(PO4)6(OH)2，简称HA或者HAp）是牙齿

和骨骼中主要的无机成分，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但脆性

较大，韧性很差，在生物环境中较易产生疲劳和被破坏等现

象，所以大部分用在制作骨填充材料、人造齿根、人造鼻软骨

材料等，不可用在受力较集中部位。为了改善羟基磷灰石的

陶瓷脆性，常利用羟基磷灰石及其他材料制备复合材料[18,19]。

碳纳米管（CNTs）有着特殊的纳米纤维结构，极高的强

度、韧性与弹性模量，同时密度比较小，是人类目前可制备的

比强度最高的材料。同时碳纳米管在靶向治疗及化疗药物

的载体运输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20]。利用CNTs与HA复

合，HA包覆后的CNTs表面活化能大大降低，不但使其分散

性得到改善，而且有望在保持HA生物相容性的同时，较大幅

度地提高HA的力学性能[21]。研究表明，羟基磷灰石与碳纳

米管（CNTs）经球磨分散均匀后烧结成复合材料，能够改善其

耐磨性，并降低摩擦系数，提高HA/CNTs复合涂层的机械性

能 [22]。但目前在镁合金表面采用微弧氧化的方式沉积HA/
CNTs复合涂层的研究几乎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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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载荷对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电热环境载荷对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电热
性能的影响性能的影响
谢明亮，彭超义，丁海滨

国防科技大学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沙 410073
摘要摘要 考查了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在通电加热和力学载荷下的电热性能。结果表明，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升

高成线性减小关系，但其变化范围较小；拉伸或弯曲载荷下的变形，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的电阻值均随着形变量的增加而增大，

但环境载荷对2种载荷的影响有所区别。其中，电阻值随拉伸载荷的增大成线性增大关系，但在初始加载和即将拉断时电阻会

有较大波动；对于弯曲载荷，初始加载时电阻值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当加载达到某一临界值时，电阻值随弯曲载荷的增大成线

性增大关系。

关键词关键词 碳纤维；复合材料；电热性能

鉴于化石燃料消费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近年

来可再生能源备受关注，其中，技术最成熟的可再生能源

——风能得到迅速发展。高原、寒冷地区，以及山脊、山顶的

风能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然而寒冷地区温

度低、海拔高、湿度大，很容易造成叶片结冰、叶片结冰后载

荷增大、叶片气动性能变差，这些对机组的安全以及功率都

有很大影响，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风机长时间停机或因叶片受

损而减少使用寿命，因此发展抗冰冻叶片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风电叶片抗冰技术经历了机械除冰、电热除冰、超疏水

涂层防冰的发展历程[1~7]。随着复合材料的发展，碳纤维因具

有高强、高模、高弹、耐高温、耐酸碱腐蚀、导电性能良好等优

异特性在复合材料电热抗冰技术中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有

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Kunmo等[8]考查了碳纳米管复合

材料的电热性能，对其接通 12 V直流电压，发现该材料能在

30 s内迅速从室温升至200℃，另外，在长期的加热试验中，还

表现出良好的热稳定性和可重复性。杨威等[9]对碳纤维片材

（CFRP）在空气中的电热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发现当CFRP
的温度达到一定限度后，CFRP由于被空气所氧化而熔断，但

当CFRP的温度低于该限制时，CFRP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

并且其电流-温度曲线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孙建虎等[10]考

查了碳纤维-石墨复合水泥基材料导电性能，得到了环境温

度、碳纤维长度及组合长度等因素对水泥基材料导电性能的

影响结果。将碳纤维织物应用到叶片上加热除冰，需要掌握

环境温度、拉伸和弯曲载荷等外界环境对其性能的影响，而

目前关于环境载荷对碳纤维电热复合材料电热性能影响的

研究鲜有报道。

1 实验研究
1.1 实验材料与仪器

实验材料：导电银浆，OTS-5280型号；碳纤维为 3 K的

T300平纹布，面密度 200 g/m2，厚度 0.25 mm，经纬丝数比为

1∶1；树脂体系为陶氏公司生产的风电叶片专用树脂体系

760E/766H。

实验仪器：电子万能试验机、微欧计、数字万用表、红外

测温枪、超声波探伤仪、调压器、冷冻柜、烘箱等。

1.2 试样制备

将不同层数的碳纤维布与玻璃纤维布分别制备成纯碳

电热复合材料、碳纤维/玻璃纤维层间混杂复合材料；非纯碳

电热复合材料铺层方式为碳纤维布与玻璃纤维布依次交互

铺层；然后将碳纤维布两端各 0.05 m处用导电银浆封端，粘

上铜箔电极，最后放入烘箱中按120℃/5 min+130℃/60 min进
行烘干固化 [11]；各种所需试样采用真空灌注模塑成型工艺

（VIMP）注入树脂，按照70℃/6 h[12]固化后制成试样。

1.3 实验表征

使用红外测温枪对试样表面直接进行温度测试；使用万

用数字表（欧姆挡）进行电阻测试，导电银浆与铜箔电极的接

触电阻很小，可忽略不计；使用超声波探伤仪对试样内部结

构进行探伤测试；所有测试在同一环境下进行，室温相同[13]；

每次测量均进行3次，求算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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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导线用纤维增强复合芯棒拉挤树脂架空导线用纤维增强复合芯棒拉挤树脂
研制研制
梁平辉，苏浩，杜后武

常熟佳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常熟 215533
摘要摘要 采用自行研制的多官能缩水甘油胺-醚型环氧树脂、液态酸酐固化剂为基本原料，引入原位分相增韧技术，制备的架空导

线用树脂基纤维增强复合芯棒拉挤树脂具有混合黏度低、可使用期较长、高温固化速度快、拉挤工艺性好等特点，用其拉挤成型

的复合芯棒表面光洁、综合强度高、耐高温、生产效率高。通过加入复合促进剂避免了快速成型过程高温反应集中放热，降低了

体系内应力，可满足复合芯棒拉挤制品机械强度与快速成型工艺性能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耐高温；电缆复合芯棒；拉挤；环氧树脂

架空输电导线作为输送电力的载体，在输电线路中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架空导线主要使用钢芯铝绞线

（ACSR）。随着材料技术的不断进步，20世纪末，人们尝试用

有机复合材料代替金属材料制作导线的支撑芯材，开发出新

型复合材料合成芯导线（ACCC导线）[1]。与传统架空导线相

比，新型导线具有强度高、电导率高、载流量大，运行温度高、

线膨胀系数小、弛度小、重量轻、耐腐蚀、使用寿命长、减少电

磁辐射和电晕损失、便于导线展放和施工等优点，成为新一

代输电方式的发展方向。从21世纪开始，国外以美国CTC电

缆公司（CTC cable corporation）为代表进行复合芯导线的商

业化运行。近年来，国内也在开展采用复合芯棒的架空导线的

运行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运行业绩[2~6]。

拉挤成型基体树脂是生产用于架空导线复合芯棒的关

键材料，为满足复合芯棒快速成型的工艺要求，基体树脂必

须具有混合黏度低、常温黏度增长慢、加热反应速度快等特

点[7~11]。就满足基体树脂快速成型性能要求而言，不饱和树脂

与环氧乙烯基树脂体系是较佳选择，通过选择一定活性过氧

化物引发剂，可使基体树脂黏度在常温条件下较长时间内基

本不增长，而在高温条件下一旦开始链引发，分子链迅速增

长、固化；此外，该类树脂体系固化收缩率较高，固化后容易

离模，因此具有很好的拉挤工艺特性。上述特点使不饱和及

环氧乙烯基树脂体系在以往的拉挤复合材料制品中成为首

选树脂基体。但这类靠自由基聚合快速固化的树脂基体也

存在由于快速固化带来内应力大、强度较低、固化收缩率偏

高、制品尺寸稳定性较差、耐热性偏低等不足，加之这种树脂

体系中的大量苯乙烯具有较大气味与一定挥发性，不符合安

全环保要求，在国外已被限制使用。因此作为需要高强度、

电绝缘性好的架空导线复合芯棒的基体树脂，尽管拉挤速度

较不饱和树脂体系慢还是多采用环氧树脂体系。

出于经济性考虑，大批量生产复合芯棒的生产工艺与一

般环氧树脂拉挤制品如绝缘子芯棒生产有很大不同，拉挤成

型工艺要求在短时间为（1～2 min）基体树脂快速固化，且要

求固化物还必须具备高的拉伸、弯曲、压缩等机械强度、高的

玻璃化转变温度。同时对性能高要求的同时对拉挤成型过

程中基体树脂的稳定性要求更为苛刻，一盘线长度为 3000~
4000 m需要拉制 150~200 h，中间不能有故障或缺陷。要满

足上述苛刻要求显然不是一般环氧树脂体系所能胜任的。

常规的环氧拉挤树脂体系中采用较多的是普通液态双

酚A环氧树脂、液态酸酐固化剂加促进剂体系，其中液态酸

酐又多采用价格较低的甲基四氢苯酐，如耐紫外线与耐热要

求高，则采用甲基六氢苯酐或甲基纳迪克酸酐，促进剂为叔

胺如二甲基苄胺、DMP-30或咪唑如 2-乙基-4-甲基咪唑

等。采用普通环氧拉挤树脂体系的强度与耐热性比采用不

饱和树脂体系虽有较大提高，但对拉挤速度、制品高温强度

要求高的架空导线树脂基纤维增强复合芯棒，需保证温度在

160℃以上长期稳定运行，原有普通环氧树脂显然不能满足要

求，需要开发新的耐高温拉挤树脂基体。

1 实验原料与仪器
1.1 实验原料

环氧树脂：缩水甘油胺型环氧树脂 JEh-011、JEh-012、缩
水甘油胺-醚型环氧树脂 JEh-021、JEh-041，常熟佳发化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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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电网中的应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电网中的应用
陈玲，吴芳芳，马恒，汪立锋，韦一力，高义波

浙江华电器材检测研究所，国家电力器材产品安全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杭州 310015
摘要摘要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具有轻质、高强、耐蚀、绝缘、环保等性能，在电力行业输配电网络中已有广泛应用。综述了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在电网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复合绝缘子、复合材料杆塔、复合材料电力金具、碳纤维复合材料芯导线及复合材料电力安全

工器具等。分析表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性能优良，能够满足现行环保节能新要求，未来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关键词关键词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绝缘子；杆塔;电力金具；碳纤维复合材料芯导线；电力安全工器具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iber reinforced polymers，FRP）由树

脂基体、增强纤维和辅助材料组成，其主要成型工艺包括手

糊成型、模压成型、缠绕成型和拉挤成型等，在电网中应用

时，多数采用拉挤成型工艺制备[1]。FRP材料具有比强度高、

比模量大、线膨胀系数小、耐腐蚀、耐久性能好、材料性能具

有可设计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国防、航空、电力、建筑、汽

车等各行业[1,2]。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对供电可靠性、电力

传输的环境友好性等要求日益提高，FRP材料的优异性能成

为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选择[3]。本文主要介绍FRP材料在电

力行业输配电网络中的应用。

1 FRP材料在变电站的应用
FRP材料在变电站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一次设备外绝缘

复合绝缘子、复合材料电缆支架、复合材料箱体等。

1.1 复合绝缘子

复合绝缘子主要由引拔棒、伞裙和金具组成，其中引拔

棒为绝缘子的内绝缘件，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成，

主要用于承担绝缘子的机械负荷。变电站用复合绝缘子主

要有针式复合绝缘子、支柱复合绝缘子和感器用复合套管绝

缘子等。主要用作变电站一次设备的外绝缘，提高一侧设备

的可靠性。

相比传统的瓷或玻璃绝缘子，复合绝缘子具有以下性能

优点：1）强度高、重量轻、运输安装方便；2）伞套材料的憎水

性使绝缘子具有优异的耐湿闪、污闪性能；3）复合绝缘子的

耐污性能减少了线路运行维护成本，不必进行定期的清扫和

零值检测；4）复合绝缘子耐冲击能力强，不易破损，减少了安

装、运输过程中的意外破损、爆炸等[4]。

在国家电网公司西北地区750 kV输变电工程中，变电站

复合绝缘子应用范围从空心绝缘子增加到空心、支柱绝缘

子，应用数量也大幅增长。邢琳等[5]结合绝缘子环境适应性

要求，从结构设计、材料选用、成型工艺等方面综合设计的支

柱复合绝缘子，成功应用于沙洲750 kV变电站隔离开关上。

1.2 复合材料电缆支架

电缆敷设是变电站建设的重要环节，需要敷设的电缆包

括控制电缆、动力电缆、光纤、数据线等。由于电缆需敷设在

地面以下，电缆沟环境潮湿、液体的腐蚀性对电缆及电缆支

架造成威胁，复合材料电缆支架的应用能较好地解决支架腐

蚀生锈的问题。

复合材料电缆支架具有如下优点：1）强度高、质量轻；

2）表面光滑、摩擦系数小；3）整体绝缘性好、无电腐蚀、本身

无需接地，可减少安装工作量；4）耐水性好、防腐蚀、防生锈、

使用寿命长、维护成本低；5）耐热、耐寒、耐火性能好等[6,7]。

复合材料电缆支架按复合材料特性可分为热塑性复合

材料电缆支架和热固性复合材料电缆支架[8]。前者生产效率

高，但阻燃性差，在长期载荷作用下易产生蠕变、下垂、老化，

因此只能使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后者可根据产品形状和批

量，采用手糊、拉挤或模压工艺成型。另外，国内部分厂家还

研制了组装接插式电缆支架，有利于现场施工的快速安装。

1.3 复合材料箱体

箱式变电站箱体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造始于

1997年[9]，其强度高，在运输震动和抖动情况下不易损坏。另

外，复合材料箱体耐老化性能好，具有抗暴晒、抗辐射、抗风

化、隔热、防水、防大气腐蚀等特性。相比传统木质结构箱体

和镀铝锌钢板箱体，复合材料箱体具有安全可靠性高、质量

轻、成本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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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加固混凝土桥梁结构有限元复合材料加固混凝土桥梁结构有限元
模拟模拟
徐庆林，曾竟成，邬志华，吴彬瑞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沙 410073
摘要摘要 复合材料胶接修复加固技术具有修复速度快、结构增重少、高效可靠等诸多优点，已成为加固修补混凝土结构的新型技

术。采用有限元方法，对比分析了复合材料加固钢筋混凝土桥梁结构前后的力学性能，并研究了复合材料粘贴面积、纤维铺层角

度，以及铺层材料及顺序对钢筋混凝土桥梁加固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加固前相比，加固后混凝土桥梁内部的应力、应变及

最大变形有明显降低，最少可分别降低60%，56%和11%。且复合材料粘贴面积和纤维铺层角度对桥梁的加固效果有显著的影

响，而铺层材料及顺序对其加固效果则无明显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最佳加固方案为：全部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预浸料带数量

为5、纤维铺层角度为[0]4。该方案加固后桥梁内部的最大应力为81.7 MPa，最大应变为0.27%，最大变形为15.96 mm。
关键词关键词 复合材料；加固；钢筋混凝土桥梁；有限元方法；机械性能

由于自然灾害、车辆超载等因素的影响，前期修建的混

凝土桥梁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导致承载能力下降等问

题。如果将这些桥梁全部拆除新建，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影响

交通。为了让这些桥梁继续使用，就需要进行加固，从而延

长桥梁的使用年限。

关于钢筋混凝土桥梁的加固，传统方法主要有以下 3
种[1]：1）改变结构体系类，减小结构内力；2）增大结构横截面

类，提高结构承载力；3）增设受力构件类。由于碳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CFRP）具有高比强

度、高比模量等十分优异的力学性能，近几年CFRP修复加固

技术已成为加固修补混凝土结构的新型技术[2]。实施方法是

用环氧树脂黏结剂将碳纤维布沿受拉方向或垂直裂缝方向

粘贴在待补强的混凝土桥梁表面上，形成新的复合体，当在

外力作用时，增强贴片与原有钢筋混凝土结构共同受力，使

得原来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内部的应力因复合材料分担部分

负荷而大为降低，提高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从而达到对

结构构件进行加固、补强的目的[3~5]。与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加

固技术相比，复合材料修复加固技术具有高效高强、施工便

捷、耐腐蚀性好及基本不改变尺寸和重量等优势，近几年已

经出现了很多利用该技术加固混凝土桥梁的实例[6~8]。

国内外学者针对复合材料加固混凝土桥梁技术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文献[9]和[10]结合工程实例介绍了FRP复合材

料加固混凝土桥梁结构的可行性，并分析了加固工艺的机

理；文献[11]和[12]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MIDAS，建立有限元

分析模型，对桥梁进行了粘贴碳纤维布加固设计模拟分析，

提出了加固设计方案。文献[13]~[16]进行了大量的FRP复合

材料加固混凝土结构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粘贴FRP复合

材料后的混凝土结构的力学性能得到大幅度地提升，并研究

了结合界面，给出了加固工艺机理的合理解释。综上所述，

前期研究工作基本都是关于复合材料加固混凝土桥梁结构

的实验研究，且仅局限于某一种加固方案的实验研究，缺乏

对加固影响因素的系统研究，及从理论上分析指导加固方案

的选择。本文针对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利用有限元分析方

法，研究复合材料粘贴面积、纤维铺层角度、纤维种类及铺层

顺序对桥梁加固效果的影响，以得到最佳加固效果的加固方

案。

1 仿真模型
1.1 材料性能

桥梁主要由钢筋混凝土构成（钢筋体积分数为 5%），加

固材料为碳纤维复合材料和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具体性能参

数如表 1所示。表 1中，E为弹性模量，G为剪切弹性模量，υ

为泊松比，ρ为密度。

1.2 有限元模型

采用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建立复合材料加固钢

筋混凝土桥梁结构有限元模型，其中，桥梁结构尺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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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研究所，杭州 310014
2. 浙江大学化工机械研究所，杭州 310027
3. 中国石油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青岛 266555
摘要摘要 石化和氢能领域中高压氢系统承载件在制造残余影响、高压氢气和复杂载荷耦合作用下易发生氢致损伤。为确保高压氢

系统长期、稳定、安全、可靠地运行，亟需为高压氢系统产品开发提供材料性能基础数据。本文从数据独立性和易扩展性方面入

手，结合前期高压氢环境中材料实验数据（慢应变速率拉伸实验、断裂韧性实验和疲劳裂纹扩展实验），基于VB编程语言开发了

高压氢环境金属材料力学性能数据库。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数据库应用进行了分析，展示了数据库收录金属材料氢脆数据

的多面性和全面性。

关键词关键词 氢脆；金属材料；数据库；氢环境

早在半个世纪前人们就从铸锻钢白点（银点）裂纹的研

究中认识到氢环境中氢对金属材料断裂性能的影响，在此期

间，积累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1~5]，尽管如此，氢脆机理依然没

能真正解开，并被许多学者称之为永恒的课题[6]。近年来在

材料的高强度化和氢能源系统材料方面，氢脆作为一个新课

题被重新提起，再度成为研究热点。氢脆是一种由金属材料

中的氢引起的材料塑性下降、开裂或损伤的现象[7]。金属材

料在高温高压下的氢脆现象和机理已有深入研究，而在常温

高压下的氢脆研究尚不成熟[8]。随着近年来燃料电池技术和

加氢站的建设和发展，发达国家已开始关注常温高压下金属

材料的氢脆问题，且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9]，国内在这方面

的研究还很少[10]。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材料数据库[11]，并取得了

可喜成绩，如航空材料数据库、纳米材料专题数据库、储氢材

料数据库等，但国内有关金属材料在常温高压氢环境下的力

学性能方面的数据库为零。因此，开发高压氢环境金属材料

力学性能数据库具有重要的科研意义和工程价值。

高压氢环境金属材料氢脆性能数据库采用桌面数据库

Microsoft Access[12]作为后台数据库存储材料数据、表格和图

片，选用Visual Basic 6.0（VB6.0）[13]作为数据库系统的开发工

具，同时采用 SQL Server[14]标准化的查询工具进行数据库中

材料的查询、表格的调用和图片的显示，利用ADODC和Da⁃
taGrid接口实现VB6.0和Access数据库的完美衔接。不仅可

以实现数据快速查询、添加、删除等功能，而且也满足材料性

能数据大、使用方便、实用性强等特点。

1 数据库开发原理
金属材料在高压氢环境下的氢脆性能参数主要通过慢

应变速率拉伸实验、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实验和断裂韧性实验

等途径获得，并将各数据与在惰性气体（如氩气）中的实验数

据进行对比。

1.1 高压氢脆性能参数

金属材料的高压氢环境中的相关性能参数：慢应变速率

拉伸性能、断裂力学性能和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这些参数主

要通过实验获得[15]。

1.1.1 慢应变速率拉伸性能

慢应变速率拉伸性能相关参数是通过材料在高压氢环

境中进行慢拉伸实验测得的。具体过程为首先将标准拉伸

试样装入高压氢环境箱密封，抽真空，然后充入高压气体（氢

气或氩气），达到预定压力，待压力和温度稳定后开始慢应变

速率拉伸试验，应变速率为1×10-5 /s左右，拉伸至试样断裂后

采集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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