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刚刚过去，我谨代表《科技导报》衷心感谢各位读者、作者朋友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持、鼓励、帮助和理解。

2016年，《科技导报》的出版内容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每期都有前沿科技专题的内容，文章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得

到很大提升，例如“蓬勃发展的中国计算机事业”、“核安全”、“新能源汽车”等高质量专题。这些专题组稿得到了中国

计算机学会、中国核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等知名学会的大力支持，约请的撰稿人都是各行业最著名的专家学者。

除专题出版之外，《科技导报》还发表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的优秀前沿文章，有些文章即使投向国际顶级期刊也毫不逊

色，例如清华大学郑泉水团队的“零摩擦的世界”。这些高质量文章的出版不仅总结了各学科科技前沿的国内外最新

研究成果，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

荣、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还使得《科技导报》真正起到了对科技的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2017年，我们将重新布局，创建《科技导报》（英文版）和《科学与人文》（暂定名）两本期刊，形成覆盖国内外科技、

科技与社会等内容的系列期刊。《科技导报》（中文版）将成为以报道国内最新科研进展为主要内容的旗舰型学术期刊，

引领国内的科技发展。《科技导报》（英文版）将遵从高起点办刊，建立高比例国际知名专家的高水平编委队伍，与国际

著名出版机构合作，报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高水平学者提高国际话语权和传播我国

优秀科研成果服务，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知名期刊。《科学与人文》定位为报道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科学管理、

科学文化在推动科技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方面的最新成果，将成为一本内容精彩、话题前沿、观点权威、读者广泛

的高影响力、高品味的科学杂志。

2017年，我们将抖擞精神，全力以赴，奋发作为，在中国科协党组的领导下，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和帮助下，

办好期刊，为我国科技工作者服务，为我国的科学传播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预祝各位在新年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业有成，阖家欢乐。

传播科学 引领发展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科技导报》主编

项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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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新长征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新长征
路甬祥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

理念，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2016
年也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

的年份。在“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军号，

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纲要，《中国制造 2025》全面组织实

施。我国已从新的起点上再出发，开始

了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世界科技与制造

强国的新长征。

2016年是我国科技与产业创新发

展成果丰硕的一年。世界上第 1颗量

子通信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全

球最大的 500 m口径射电天文望远镜

FAST在贵州建成投运，采用自主设计

研发芯片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

机领衔全球，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 5
号”成功发射，高铁投运里程超过 2万

km，首创激光 3D打印制造飞机大型钛

合金承力构件，在世界上率先实现微晶

超级钢工业化生产，我国成为年度专利

申请超100万件的国家……等等。

2016年，也是科技体制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

统一部署下，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

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促进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营造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

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激发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推动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面创

新，围绕资源配置、计划管理改革、科技

成果转化和人才评价等方面，全面推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各级地方政府也积

极加大科技投入，出台促进创新发展的

重大举措，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的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体制机制进

一步完善。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

现发展动力和方式的根本转换奠定了

更加坚实有效的体制基础。

在 30 余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基础

上，培育形成了以华为、阿里、比亚迪、

联想、海尔、格力、航天、中铁、大华、亨

通、大疆等为代表引领国际的创新企业

和品牌。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

杭州等园区和城市，以吸引集聚人才、

优化政策环境和服务，各具特色的科技

与产业创新生态优势等成为举世瞩目

的创新创业高地……。在传承中华文

明基础上，鼓励创新创业、坚持求真务

实、注重优质高效、追求精益求精、祟尚

合作共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

的先进创新文化正在形成。

展望2017年，将是创新驱动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重点领域获

得关键性突破，为我国发展累积新动

能、增添新动力，加快推动经济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一

年。就总体而言，全球经济仍复苏艰

难、增长乏力。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生物等技术与产业将加快创新发

展应用，信息网络、先进材料、智能制造

与机器人、清洁能源、智慧交通、生物医

药与大健康、网络电商金融、空天海洋、

微纳科技与产业等正酝酿新突破。德

国的“工业 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

战略，日本的机器人革命和智能社会发

展战略，我国的《中国制造 2025》、“互

联网+”等将加快孕育经济发展新动

力、转换发展新方式、重塑全球发展新

格局、推进人类文明新走向。我们正迎

来世界新科技与产业革命与我国发展

转型交汇的难得机遇，但也必须正视可

能面临的新挑战。我国曾失去前两次

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机遇，今天我们比任

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更有条

件把握机遇、迎接挑战，遵循经济社会

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第十届及第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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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坚持“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促进

向世界科技与制造强国的历史跨越，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国互联网、高速公路、轨道交通

等基础设施居世界前列，移动终端用户

超过10.6亿，网络电商、智慧物流、智慧

城市、智能制造等快速发展，大数据积

聚应用快速发展，超级计算机、量子通

信研究领跑全球，华为、中兴、BAT、联
想等信息网络企业快速崛起。新一代

信息网络技术与产业创新应用机遇无

限，但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

与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也面

临可能被发达国家从云端掌控和信息

网络安全受威胁等挑战；我国风电、光

电发展速度最快、产业规模全球领先，

在建水电占全球50%以上，在建核电总

装机列世界之首，特高压输电技术领先

全球。清洁可再生能源、高效储能、智

能电网等创新机遇空前，但成本效率、

有效利用、服务创新等仍面临诸多技术

挑战与体制障碍；我国是最大的纺织纤

维、建筑材料、高分子材料、钢材与有色

金属的生产消费国，但发展方式粗放、

落后产能过剩、高端材料依赖进口。去

落后产能、优化结构、保障高端需求十

分紧迫，是科技创新支持提质增效，发

展绿色低碳、智慧精准工艺，向中高端

结构与功能材料攀登的新机遇；中国已

是全球制造大国，但信息化程度低、基

础薄弱，自主设计研发能力弱，制造服

务的质量、效率和附加值低，仍处全球

制造价值链的低中端。全球制造正向

以用户为主导、个性化、定制式、网络协

同智能设计制造服务转型。全面实施

《中国制造 2025》，强基提质，发展绿色

智能服务型制造，加快实现向中国创

造、中国质量、中国品牌转变，正迎来创

新发展的新机遇，但也必须面对发达国

家重振制造业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成

本制造双向挤压的新挑战。我国已是

全球汽车制造销费大国，高铁投运里

程、民航客流和客机需求全球第一。但

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零部件依赖进

口，客机被波音、空客垄断。新能源汽

车、先进轨道交通、客机制造、通用航

空、智慧交通物流等创新机会无限，但

必须突破关键材料、先进发动机、智能

导航、信息传感、智能控制等基础核心

技术和自主创新设计能力；生物医药与

大健康产业发展需要生物医学、信息电

子、工程技术等交叉融合，事关生态高

效农业和13亿人口健康，需求巨大、增

长快速。但我国在该领域的信息化水

平低、原创能力弱，高端医疗设备被

GPS垄断。中国在基因测序、基因育

种、基因编辑等技术和临床医学规模和

临床经验居全球前列，是自主创新发展

的必争领域，亟需产学研用金协同创

新，实现高端和普惠医疗技术与产品的

双向突破；食品安全、防疫免疫、防灾减

灾、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信息网络、空天

海洋等公共与国防安全等挑战严峻，需

要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有力支持，需求紧

迫而多样、创新机会与空间巨大。2017
年将是科技与产业创新大有作为，快速

持续提升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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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学：：主动转型赢得未来主动转型赢得未来

姚建年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我们就

迎来 2017年。回望 2016，注定是中国

科技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2016年 5
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

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

期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明确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三步走

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到 2030年时使我国进

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我们

看到，科技创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与

我国“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奋斗目

标同频共振，表明我国已将科技创新与

国家发展命运提升到休戚相关的战略

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号角。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文件，自

2017年起将每年的 5月 30日定为“全

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工作者日”的

设立，也再次表明了国家对科技创新和

科技工作者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依赖程

度。

化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与人类社

会发展密切相关，与人类日常生活密不

可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学经历了

高速发展的时期，体量和质量均有大幅

提升。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相对系统

完善的化学化工研究与应用体系和一

支庞大的、素质精良的人才队伍。近年

来我国化学学科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一

个显著的原因是化学工作者已不仅局

限于纯粹化学领域研究工作，更多的化

学工作者以化学为工具，利用化学原理

和知识探索生命奥秘，发展新型材料，

在环境、医药、材料、通信乃至国防和安

全领域做着不可取代的贡献。

根据中国化学会编撰的《化学学科

发展报告 2014—2015》统计，近 20 年

来，中国化学发表论文数量一直保持逐

年增长，到 2009年，中国化学的发文数

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至

今的发文数量更是随年呈指数增长，牢

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爱思维尔出

版 社 通 过 归 一 化 影 响 因 子（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直观比

较各国科研实力，设定各学科世界平均

水平的 FWCI值为 1，比较发现化学化

工是我国为数不多的 FWCI 值超过 1
（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学科之一，并

呈现良性增长的势态。

经过 30多年的发展，中国石油化

工产业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也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前石油化工

约占中国GDP的 20%，是中国国民经

济的基础和支柱产业。依赖自强不息

的科技创新，我国已掌握了世界先进水

平的炼油全流程技术，形成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石油化工主体技术，煤化工

产业链技术取得快速突破，生物燃料、

生物化工、节能环保等领域技术也实现

了快速发展。以乙烯为例，作为衡量一

个国家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之一，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乙烯生产国，2015年产能达到

2264万吨/年，占到全球的 15%。中国

石油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

了汽车、家电、电子、电器、建筑、纺织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国防、航空、航

天、信息化等强国产业提供了有力支

撑，保障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的需要。

总之，无论是化学研究还是化学工

业都在乘势而上，化学研究正在迈入世

界一流水平，化学工业正在不断为国家

经济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

会理事长，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英国皇家化学会和国际纳米制造

学会的Fellow，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中国综合研究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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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要清醒的认识到，当今世界自然

科学研究正孕育新的重大变革，科技创

新呈现新的态势，新材料、新技术的应

用为解决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带来机遇，

学科间的深度交叉融合不断催生新的

发展领域，科学、技术、工程相互渗透推

进科技创新步伐加快。从产业领域来

看，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信息、能源、生物、

材料与先进制造等成为最热门的科技

领域，这些技术的突破和融合发展可能

带来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也

将对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结构带来决

定性影响。

面临机遇与挑战，中国化学化工应

当身先士卒，结合当今中国社会和经济

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尊重科学发展的客

观规律，重新思考、明确定位、调整策

略，引领科学研究的前沿方向，创造经

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满足社会大众的实

际需求。2016年7月，中国化学会召开

第30届学术年会，将主题定为“转型中

的中国化学”，籍此呼吁全国化学家和

化学工作者，面向新形式和新要求，勇

于主动率先转型。在此，我希望与《科

技导报》的读者共同分享对“转型”的理

解和期望。

一是时至今日，中国化学研究亟需

做出更多原创性、源头性贡献。充分发

挥化学“中心科学”的作用，主动推进化

学与其他学科，如物质科学、生命科学

的交叉融合，不断催生科学新的生长

点，开拓科学研究未知领域，抢占未来

科技制高点。中国化学工作者应勇于

变跟跑、陪跑到领跑，敢于挑战重大科

学问题，开辟和引领化学研究的新领域

与新方向，有志于在科学研究的里程碑

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二是要主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主战场。化学及相关学科与人类衣

食住行最为紧密相关，化学工作者更应

该首先主动把科学研究融入到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中，多做有用的、实用的研

究，把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先进生产

力，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

献。当前，国家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排在第一

位，而创新的源头就应该是广大科技工

作者。2015年底，中国石化高效环保

芳烃成套技术开发及应用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这与来自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复

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

所的化学化工工作者协同创新、团结攻

坚是密不可分的。

三是呼吁科研管理者在科研管理、

服务和评价方式上，积极主动转型。科

技转型、政策先行，科研评价方式的转

型是实现中国化学、中国科技转型的先

决条件。管理和评价方式转型，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方能有效引导科技工作

者去除焦躁，潜心研究，源源不断攻克

科学研究真正难题，取得更多有重大影

响的原创性成果。同时也希望化学界

的同仁为优化科技领域的学术生态，实

现风清气正的优良科技环境贡献自己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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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是一项公益事业科学研究是一项公益事业
柴之芳

科学研究以认识世界、探索世界、

改造世界为目的，具有强烈的创新性。

能进入科学殿堂从事科学研究这项事

业的人是十分幸运的。然而从社会分

工讲, 科学研究则是一项公益活动，从

事这项公益活动的科学家应当清新认

识到, 我们的一切科学活动都是由广

大纳税人支持的。因此，我们的科学研

究不是一项谋私利的职业，我们的科研

成果必须回报社会，回报人类。

作为从事这项公益活动的人，应当

具有：① 科学的头脑；② 优雅的举止；

③ 高尚的情操；④ 宽阔的胸怀。更要

有一颗善良的心。要善待师长，善待同

行，善待后辈，善待科学。

科学是实在的、质朴的。科学研究

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孩，更容不得任

何造假和虚构。我们要鄙弃不求甚解

的学风，提倡实事求是、与实俱进。我

们不要被纷纷扰扰的外部世界所迷惑，

不为众多的“百人”、“千人”、“万人”、

“长江”、“杰青”、“优青”等头衔所动。

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要安心、要清净、

要踏实。每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期

望出成果，出具有重大原创性的成果。

或者希望自己的成果能造福人类,为国

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做贡献。

作为科研活动的4项基本原则是：

1）研究工作应以科学为基础，以

目标为导向（Science- based and pur⁃
pose-oriented）。换句话说，就是科学

研究要顶天立地。我们选择的研究方

向最好是处于重大科学问题探索和国

家重大需求的交汇点上。

2）创新性和想象力。想象力是创

新的基础和源泉。爱因斯坦在《论科

学》一文中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

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

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

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说，想象力是科

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如果说知识代

表着过去，想象力则代表着未来，没有

想象力就没有科学的未来。

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俗

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这个意

思。没有先进的仪器和方法，是无法

作 出 重 大 原 创 性 成 果 的（Without
world- class facilities, there is no
chance for world-class researches）。中

国的科学研究高度依赖国外仪器的情

况现在虽然正在改变，但仍十分严重，

已成为制约中国攀登科学顶峰的一个

瓶颈。

4）交叉学科是创新的源泉。当前

的科学发展态势是学科界线逐渐淡化，

学科相互融合日益显著。新的生长点

往往产生于学科的交叉点中。据统计，

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一半以上具有交

叉学科背景，就是一个证明。然而我国

的科研体制、科研机构、科研评价、科研

活动等仍程度不同地受到传统科学分

工的束缚。我们极需组织多学科高度

交叉的国家实验室，这是中国科学研究

实现国际领跑的组织保障。

2017年的新年钟声已经敲响，在

这辞旧迎新之际，衷心祝愿中国的科学

研究在新的1年中取得更大成果，更上

一层楼。

柴之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苏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

为放射化学和放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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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信息科学热点回眸年信息科学热点回眸
万赟

美国休斯敦大学维多利亚分校，德克萨斯州维多利亚 77901

2016年是信息科学突飞猛进的一

年。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冠军的消

息让普通大众第一次感觉到人工智能

带来的挑战。通过深度学习的不断应

用，人工智能在各种模式识别领域出现

了众多突破，自动购物、自动驾驶等技

术不断走向成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

近实现科幻世界里所描述的人与计算

机的自然互动。中国超级计算机继续

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人脑模拟取得了

重要进展，通过植入芯片实现人脑与机

器的耦合变为可能。微软首先将增强

现实眼镜推向市场。以虚拟现实技术

为代表的三维眼镜市场则出现了各大

公司自由竞争的局面。区块链从比特

币的核心技术演变为金融、保险、法律

等行业的新一代关键技术。量子信息

技术从理论逐渐变成现实，各大科技公

司纷纷研发量子计算机，中国在量子通

信领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1 深度学习
2016年最受大众关注的信息科学

领域是人工智能。触发这一关注的事

件是 3月份谷歌AlphaGo围棋程序 4∶1
战胜职业围棋世界冠军李世乭（图

1）。在这之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们的

一致看法是围棋的分支因子远高于国

际象棋等游戏，计算机无法分析如此多

的情况分支。

与 AlphaGo受媒体关注的火热程

度相比，微软语音识别方面的历史性突

破并没有引起媒体太多关注。根据微

软研究院2016年10月份发布的一项实

验结果报告提供的数据，微软语音识别

系统在识别英语语言对话方面的错误

率仅为 5.9%，不仅超过其他同类语言

识别系统，而且超过人类专业速记员的

6.3%的错误率水平。 语言识别的研究

始于 20世纪 70年代，这次取得这一重

大突破主要是利用了深度学习神经网

络技术。微软是最早关注深度学习技

术的公司，在10年前就发现其潜力，并

将其广泛运用到模式识别领域，所以这

次取得这一成绩也算名至实归。值得

一提的是为这一成就做出重要贡献的

主力是微软的几位华裔研究人员。

同样运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技术，

2016年 11月下旬中国的搜狗，百度和

科大讯飞以新闻发布的形式同时宣布

自己的中文语音识别准确率达到97%，

超过微软系统94%。

相对于语音识别，机器翻译更具

挑战性。2016年谷歌更新后的神经网

络机器翻译系统（GNMT）通过给每一

个翻译单元加标签的方式实现了任意

两组不同语言之间的直接翻译。该系

统研发人员还发现，更新后系统在其神

经网络内部将表同一含义的不同语言

自动归纳到一起，这说明该系统通过逐

层分析和提炼发现了这些不同语言的

语义相同点，形成了代表语义的中介语

言。目前谷歌翻译提供 103种不同语

言之间的翻译，每天处理1400亿单词。

2 智慧生活
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技术的成熟

意味着语音界面将很快成普通人和计

算机互动的主要人机交互界面。亚马

逊和谷歌分别在2015和2016年推出的

家庭智能音箱就充分利用了语音识别

技术的成熟（图 2）。它们可以接收和

传送用户指令，通过网络与云端实时连

接，响应用户通过自然语言提出的各种

需求，方便了不同家庭成员使用这两家

公司提供的数字化服务。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相结合的

一个重大突破是12月初亚马逊在西雅

图推出的第一家自助购物服务（Ama⁃
zon Go）杂货店。消费者在这里购物

图 1 AlphaGo对战李世乭（AlphaGo的研发公司是谷歌在此之前

收购的一家英国创业公司DeepMind，该公司将深度学习方法

成功应用到传统人工神经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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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要进门扫一下二维码，选购完商

品后可以直接出门，不用排队。这一看

似简单的服务背后使用了人工智能、脸

部识别、重量传感及射频识别（RFID）
等多项前沿技术。 随着这一整套技术

通过实践而不断成熟，成本会进一步下

降。伴随着类似商店数量的增加，智能

化商店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颠覆传统杂

货店购物模式，收银员这一职业将消

失，沃尔玛等传统零售连锁店如果不能

很快跟进，可能面临倒闭。

智慧家庭和自助购物等智能化将

不断增加对嵌入式低能耗芯片的需

求。2016年华盛顿大学两位专家发明

了环境反向散射（ambient backscatter）
技术，该技术可以通过生活环境中早已

经存在的各种无线电波，比如Wi-Fi，
收音机和电视机信号等，为嵌入式芯片

提供能源。这意味着可以将芯片植入

到任何需要人工智能驱动的周围物体

中，不必再考虑驱动能源问题。

3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技术是人工智能的另一

倍受关注的应用领域。特斯拉是最早

将无人驾驶技术商业化的公司。该公

司的 AutoPilot 半自动无人驾驶系统

2014年进入市场。2016年 10月份，特

斯拉开始为所有新生产汽车配备全自

动无人驾驶硬件系统（图 3）。该系统

主要包括 3部分，分别是 8个可以观察

360°，250 m范围内的空间的摄像头；

12个可以探测和分辨500 m以内的各

种软硬物体的超生波传感器；一个可以

在恶劣天气或者前车阻挡情况下分析

前方信息的前向雷达。用户可以选择

启动该系统（价值4250美元）来体验全

自动驾驶。

目前特斯拉主要将该系统做为影

子系统在车载计算机后端进行数据收

集工作。估计等收集和分析足够多的

驾驶数据后，特斯拉会通过系统软件自

动升级的方式为未来车主提供做为标

准配置的全自动驾驶功能。

2016年 8月份优步在美国东部城

市匹斯堡推出了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图 4）。第一批出租车使用的是改装

的福特汽车，每辆车配备了包括摄像头

在内的价值高达10万美元的自动驾驶

系统。优步的系统测试人员坐在车内

监督无人驾驶汽车的运行。如果该项

服务市场前景不错的话，优步将和沃尔

沃汽车公司将合作推出专门的无人驾

驶汽车。这两家公司年初签订了 3亿

美元的合作开发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

合同。目前预订的市场进入时间是

2021年。

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成熟主要依

靠真实的驾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特

斯拉目前有15万台S型汽车配备Auto⁃
pilot系统。2016年年初展示的T3型目

前预订已经接近40万辆。这些源源不

断的自动驾驶信息数据为特斯拉完善

无人驾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优步也把目标聚焦到大规模市场

化和数据收集上，负责优步无人驾驶出

图2 亚马逊智能家庭音箱 图 3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将被自动安装到所有新的特斯拉汽车

中，这一举措为特斯拉收集和分析自动驾驶数据提供了绝对优势

图 4 优步在匹斯堡推出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实验性服务大大推动了

无人驾驶技术商业化进度

129



科技导报2017，35（1）

图5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和其核心部件申威26010众核处理器（因为

美国政府在此之前限制英特尔等公司将高性能的处理器出口给具有军方背景的

中国公司用于研制超级计算机，中国自行设计生产了申威26010众核处理器）

租车项目的前卡梅国家机器人工程中

心主任贝尔斯表示优步将在最短的时

间内用无人驾驶技术全面取代 100万

优步司机，实现公司的转型。

与特斯拉和优步相比较，谷歌，苹

果，宝马和百度等公司也表示要进军无

人驾驶市场。谷歌是最早进行无人驾

驶汽车研究的公司，在这一领域已经探

索十多年，可以由于试验规模太小，在

数据收集方面远远落后于前者。

4 超级计算
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大

规模并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超级

计算和人脑模拟是当前大规模并行计

算的主要竞争方向。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图 5）在 LINPACK 性 能 测 试 中 以

93PFLOPS的结果超越天河二号，成为

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该系统上

的一个重要应用，全球大气非静力云分

辨模拟，首次实现了百万核规模、高分

辨率的地球系统数值模拟，构建了 25
km网格分辨率的地球系统模型（在海

洋上可达到10 km分辨率）。这一应用

为中国首次赢得一直为美日所垄断，有

超级计算机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戈登

贝尔奖。

“神威·太湖之光”使用的4万多枚

申威 26010众核处理器是为该系统专

门研制，这种个性化配置的趋势也延伸

到了商业计算领域。 早期各大科技巨

企的云平台是通过使用配备英特尔微

处理器的低端服务器甚至是个人电脑

来实现。后来谷歌率先通过标准化集

装箱计算机方式批量扩展云平台的计

算能力。这一方式流行后，设计适合自

身平台服务的微处理器，网络传输部

件，各种芯片，主板等等成为目前各大

主要云平台深度优化底层架构的主要

趋势。

近期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分别开始

设计自己的云计算服务器微处理器，用

来优化其云平台的特殊需求。亚马逊

设计和销售的是基于安谋架构的微处

理器。谷歌自行设计了TPU来专门配

置其开源人工智能云平台 Tensor⁃
Flow。微软和亚马逊分别自行设计了

FPGA来加速其Azure云平台的虚拟网

络传输，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功能的速

度。

5 人脑模拟
与超级计算机相映成趣的是谷歌

等互联网公司利用已有的云平台和深

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人脑功

能的动向。谷歌的人脑研究目前已经

开发出1000多个不同的深度学习算法

来为YouTube、谷歌翻译、谷歌相片等

服务提供各种智能化服务。脸书和百

度等公司也通过类似的方式来全面实

现服务的智能化。

这一趋势将逐渐从这些高科技企

业延伸到传统企业，对此《连线》杂志创

始人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最近的

TED演讲中提出，下一个产业革命将是

人工智能以模块化形式嵌入到日常生

活中的各种服务和使用对象中。

外脑技术是上述趋势中最具科幻

色彩的一个方向。美国洛杉矶的一家

名为Kernel的创业公司目前正在研发

制造人工智能算法驱动的记忆芯片来

模仿，修复和改善人的大脑认知。如果

把人脑看做是一台计算机的话，人脑中

的海马体是将短期记忆（内存）转换成

长期记忆（硬盘）的转换器。这家公司

研制的芯片通过植入到人脑的海马体

中，来截取，识别，并储存海马体转换出

的短期记忆信息到芯片上，可以改善由

于人脑神经退行性疾病引起的记忆功

能障碍，图 6 为《IEEE Spectrum》2016
年 8月对该技术的报道插图。目前该

公司已经能够识别 80%左右的此类信

息。

将人类的记忆存储到包括计算机

在内的人脑以外的存储装置中是未来

学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他的

图6 Kernel的芯片植入技术（图片来源：《IEEE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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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来临》一书中提出的实现人类永

生的第一步，在该书中他预测实现这一

技术的时间是2025年。

6 机器学习
机器人智能化研究最近也通过人

脑研究取得了理论上的突破。人类从

婴儿时期就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

在大脑中形成了对成千上万种不同物

体对象的处理方式，机器人则没有经历

这样学习过程。所以很多人类希望机

器人执行的简单任务，比如在仓库中包

装物品，协助照顾病人，或在前线帮助

士兵都很难训练机器人来实现。针对

这一现象，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苔里

克斯（Stefanie Tellex）将人类这一海量

学习过程称为“大数据收集过程”，并将

机器人面临的这一困难称为“百万物体

挑战”（图7）。
为了帮助机器人在短期内掌握人

类个体需要长期学习才能积累起来这

些经验知识，比如抓取不同物体的技

能，她提出了“百万挑战计划”，招募全

世界的机器人实验室各自训练同一类

机器人，然后所有实验室分享获得的经

验数据，通过这一方式可以让机器人快

速学习。

7 现实与科幻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是一

种计算机根据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形成

的动态人机交互界面叠加到用户的视

野中，用户通过简单手势和声音就可以

通过这一界面对周围环境的物体进行

各种操作的技术。2016年微软推出了

增强现实眼镜，将这一科幻场景初步变

成现实。用户佩戴了微软的Hololens后
可以使用视窗10中的所有二维应用，包

括查看新闻，天气，听音乐和观看视频

（图8）。目前微软正在为该眼镜适配更

多的包括游戏在内的三维应用。 Holo⁃
lens的研发使用的是双目立体视觉原

理，曾经备受瞩目的另一家研发AR眼

镜的公司Magic Leap使用的是则是光

场（light field）技术，后者的成像更加逼

真，但是却因为无法客服设备小型化问

题而没能按计划推出竞争产品。阿里

也参与了对后一家公司的投资。

比增强现实更容易实现的虚拟现

实技术已经走向成熟，2016年里Face⁃
book、索尼、三星、HTC等公司纷纷推出

或者升级其VR眼镜和设备，未来一年

将会出现包括游戏在内的越虚拟现实

应用程序的大爆发。

图7 苔里克斯（Stefanie Tellex）指导机器人学习

抓取动作，遍布世界各地的很多实验室也参与其中，

进行类似的指导，这些信息被用来共享，帮助机器人

迅速学习抓取不同物体的技能

图8 微软的Hololens可以将所有视窗10的二维界面叠加到

现实空间中，并理解用户的手势互动

8 区块链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在过去的

一年里开始被不同领域所重视，并由此

引发出很多新应用。做为比特币底层

科技的区块链技术是一个公开的分布

式簿记系统，具有自动加密和授权，参

与者自动达成共识，以及加入信息不可

更改等特点。因为这些特点，它可以被

应用到合同契约，商业交易，保险理赔

等领域。相对于目前这些领域所使用

的技术，区块链可以提供更安全，简单

和有效的支持（图9）。
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从 2015

年末开始实验性地推出Linq区块链股

权交易系统，自愿参与的用户通过该系

统进行股权交易。受区块链技术启发

的R3公司通过类似的开源分布式数据

库系统为全球70多家金融公司提供相

互之间的清算业务。保险行业通过充

分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特点实现按

照预订条款的自动理赔。法律行业则

准备通过区块链提供方便有效的公证

服务。

9 量子信息技术
2016年最重要的信息技术发展动

向应属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如同

100年前的汽车和40年前个人电脑，量

子计算机的研发在2016年进入百花齐

放的阶段。

2013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和谷歌合

作投资，加拿大创业公司D-Wave设计

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量子计算机（图

10）。最近几年量子计算机的研制不断

取得突破，计算能力不断增强。D-
Wave并非通用量子计算机，因为它利

用量子力学里的量子隧穿效应形成量

子退火（quantum annealing）来寻找最

优解，所以又被称为量子退火机。目前

谷歌的 D-Wave 的量子数位提升到

1000位。

2016年几乎所有的科技巨头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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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区块链技术已经形成遍布到不同领域的应用生态系统

入到量子计算机的研发中，而且每一家

公司的设计思路都不完全一样。谷歌

和 IBM采用的是超导回路方式，将微波

信号注入到一束无电阻的在电路回路

中来回震荡的电流中，使该电流进入量

子叠加态。这一技术的特点是快速起

效，但缺点是持续时间短，易塌缩，而且

必须在低温环境下进行操作。

英特尔采用的是

硅量子点技术，这一

技术将一小片超纯硅

附着在传统微电子工

业标准晶圆上，然后

向该超纯硅膜上加入

电子，用微波控制形

成电子的量子叠加

态。这一技术的优势

是可以充分利用现有

的硅芯片生产设备，

缺点是不太容易让电

子进入纠缠态，而且

需要在低温状态下进

行操作。

微软和贝尔实验室采用的是拓扑

量子比特技术，这一技术目前还没有全

面验证，仍然处于理论阶段。

除了这些科技巨头外，也出现了很

多量子计算机创业公司，比较有代表性

的来自马里兰大学的创业公司 ionQ，该

公司采用的囚禁离子技术使用调谐激

光冷却和囚禁带电原子，并将它们置于

叠加态，形成量子计算能力。这一技术

的最大优势是可以长时间维持量子纠

缠状态。中国科技大学 2016年 8月也

研制出在低温和有磁场的辅助设备中

可以运行的半导体量子芯片。麻省理

工的专家认为最终成形的量子计算机

很可能是现有这些不同技术的结合（图

11）。

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通过墨子号

量子通信卫星的发射已经领先世界。

量子叠加和纠缠原理保证了量子通信

的绝对安全，一旦有黑客试图截取传输

信息，通信双方可以立即察觉。而量子

的超距效应使通讯双方无论距离多远

都可以实现信息的瞬时传递。

除了量子计算机和量子通信，量子

信息技术还可以在成像，传感和测量等

领域获得应用。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

2016年 12月发布的量子技术报告《量

子技术：时代机会》意味着在未来10年
量子信息技术将成为各个国家竞争的

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图10 D-Wave Systems公司研制的 128量子位，用于

量子退火机的超导绝热量子优化处理器

图 11 中国科技大学量子实验室的量子

芯片外围电路，量子芯片为黑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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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令人难忘的中国科学人物年令人难忘的中国科学人物

科学是人类的一座精神宫殿，来自

全球的科学家年复一年在此构建、雕琢

科学的美丽新世界。在刚刚过去的

2016年，又有许多科学家做出了别具

匠心的工作，其中自然包括日益成熟的

中国科学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这一

年又有哪些人做出了更具影响力的贡

献呢？在科学体系日益庞大、科研分工

日益精细的今天，即使同一学科不同分

支的研究成果，其重要性尚且难以立判

高下，况论差之千里的不同学科？因

此，笔者不揣鄙陋，试图以科学家 2016
年所完成工作的影响力作为依据，和广

大读者共同回顾2016年度重要科学人

物。

潘建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量子卫星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6年 8月 16日，中国成功发射

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作为中国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带领团队突

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

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

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

学实验体系，有助于我国在量子通信技

术实用化整体水平上保持和扩大国际

领先地位，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

术水平跨越式提升，对于推动我国空间

科学卫星系列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2016年，潘建伟团队通过两种不

同的方法制备了综合性能最优的纠缠

光子源，首次成功实现“十光子纠缠”，

再次刷新了光子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

录。这一突破表明我国继续引领国际

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研究，研究成果

将可应用于远程量子通信和实用化量

子计算等大尺度量子信息技术。

南仁东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FAST工

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

2016年 9月 25日，祖国西南，中国

新启一只天眼，傲视太空，深探苍穹

——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在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正式建成

投入使用。FAST突破了射电望远镜的

百米极限，它拥有 30个足球场大的接

收面积，比德国波恩100 m望远镜灵敏

度提高约 10倍，比美国阿雷西博望远

镜综合性能提高约 10倍，它将在未来

20～30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

199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国际无

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南仁东萌发在中

国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的想

法。从 1994年到 2005年间，南仁东走

遍贵州上百个窝凼，最终选择了黔南州

平塘县克度镇。随后，南仁东正式提出

利用喀斯特洼地建设射电望远镜的设

想，并克服种种困难寻求合作单位，积

极立项。从 2011年正式开工以后，随

着支撑框架建设、反射面面板拼装、综

合布线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升舱试验、

主体工程完工、全系统联合调试的相继

完工，这只“天眼”终于开启，呕心沥血

20余年，南仁东终于率团队完成了建

成我国大型射电望远镜的梦想。

常进
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暗物质探测

卫星首席科学家

2016年，12月17日，首颗暗物质粒

子探测卫星“悟空”迎来上天1周年，这

是第1颗由中国科学院完全自主研制、

生产的卫星，是目前世界上迄今为止观

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暗

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这一年的表

现非常亮眼：在粒子的电荷测量、能量

测量、方向测量、粒子鉴别等方面都取

得了重要进展，全面实现或超过了设计

指标。迄今已完成全天区覆盖两次，共

探测到18亿个粒子。根据其观测数据

完成的全天伽马射线图，是国际上仅有

的3幅GEV辐射天图之一。

常进在天体物理研究领域颇具天

赋。2008年，常进的研究团队在国际

权威学术刊物《Nature》上发表文章，介

绍了有关宇宙高能电子异常的发现。

这一发现被美国物理协会和欧洲物理

协会评为当年世界物理学领域的重大

研究进展，并引发了一轮国际探索暗物

质的热潮。正是由于这一成果，暗物质

粒子探测卫星在2011年正式立项。

（图片来源：新华网）

（图片来源：央视网）

（图片来源：紫金山天文台网站）

·科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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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五号

火箭总设计师

2016年 11月 3日，中国新一代运

载火箭“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作为中国运载火

箭升级换代的里程碑工程，长征五号

的工程技术跨度、攻关难度以及任务

实施规模在中国运载火箭研究史上堪

称最大，它的成功使中国进入太空的

能力提升 2.5倍以上，火箭整体性能和

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从 2006年国家正式立项开始，李

东总设计师率领团队“十年磨一箭”，

进行各类试验上千次。长征五号的成

功，使中国运载火箭的规模实现从中

型到大型的跨越，运载能力达到或超

过国外主流大型火箭，奠定了中国未

来航天产业发展的基础，对中国航天

产业成功迈进国家商业化道路也起到

了最关键的促进作用。

朱枞鹏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宫二号

总设计师

2016年 9月 15日，中国首个真正

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与运载

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

得圆满成功。由朱枞鹏担任总设计师的

天宫二号，担负着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

船交会对接完成两名航天员进行30天
中期驻留、与货运飞船交会对接进行推

进剂补加、在航天员驻留期间开展维修

性技术试验及舱内其他实验项目以及搭

载14个科学实验开展空间技术应用等4
项主要任务。天宫二号的发射成功，标

志着我国即将迈入空间站时代。

中国载人航天的“三步走”战略现

正处于第二步第二阶段。天宫二号发

射成功，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和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才能相继进入太空。天宫

二号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中国载人

航天事业意义十分重大。

蒋田仔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脑网络

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6年6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蒋田仔团队联合国内外其他团队

通过6年努力突破了100多年来传统脑

图谱绘制思想，第一次建立了宏观尺度

上的活体全脑连接图谱——脑网络组

图谱。该图谱包括 246个精细脑区亚

区，以及脑区亚区间的多模态连接模

式，引入了脑结构和功能连接信息对脑

区进行精细划分和脑图谱绘制的全新

思想和方法，比传统的 Brodmann图谱

精细 4~5倍，具有客观精准的边界定

位，为理解人脑结构和功能开辟了新途

径，并对未来类脑智能系统的设计提供

了重要启示，也将为神经及精神疾病的

新一代诊断、治疗技术奠定基础，该项

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Cerebral
Cortex》上发表，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

关注。自 2011年以来，这项系统性研

究工作的部分成果陆续在《Journal of
Neuroscience》《Cerebral Cortex》《Hu⁃
man Brain Mapping》等本领域著名刊物

发表，累计20余篇。

王中林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

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

2016年，王中林课题组突破了电

极微纳界面应力控制的技术难关，将新

型高分子纤维基太阳能电池与纤维摩

擦纳米发电机共同编织，形成了一种单

层、轻质、透气、廉价的新型全固态智能

可穿戴织物，相关研究发表于《Nature
Energy》。王中林已经钻研纳米发电技

术 10年，他的纳米发电机可完美地利

用一切轻柔的能量，微风、水波、挥手、

走路，甚至只是人的心跳。其原理是：

两张薄膜接触产生静电，轻轻一个外力

分开它们，就有了电势差。在这个过程

中，50%的机械能变成了电能。

2016年3月，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

国东南部大学研究协会（SURA）将

2016年度杰出科学家奖授予王中林。

曹雪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

学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免疫学的根本科学问题是有效识

别和清除病原体并保护自身稳定，树突

状细胞（DC）是机体行使免疫基本功能

即免疫识别与免疫应答的重要免疫细

（图片来源：央视网）

（图片来源：央视网）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网站）

（图片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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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生物探索）

胞，曹雪涛与合作者对于树突状细胞的

生物学特性、免疫学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研究：从中发现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免疫新分子，研究了

免疫应答新途径和新机制；发现了新型

树突状细胞亚群及其功能；系统分析了

树突状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如何选择

性地识别病原体并激发天然免疫应答

机制。基于理论研究成果，经国家食药

监总局批准将树突状细胞瘤苗应用于

II期临床试治晚期转移性肿瘤患者，取

得了令人振奋的临床疗效。近年来以

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为细胞模型，研

究了表观遗传修饰在免疫与炎症发生

与消退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提出了新

的抗炎治疗靶点与策略。2016年曹雪

涛在《Nature Immunology》发表了关于

表观遗传和抗病毒免疫的工作，以及在

《Cancer Cell》发文评述了肿瘤转移前

微环境的形成机制、组成特征及其促肿

瘤转移的过程，尝试性地提出肿瘤转移

前微环境的六大特征，并对该领域临床

应用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韩斌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6年9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国家

基因研究中心韩斌院士研究组、黄学辉

研究组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杨仕华研

究组在水稻杂种优势研究中获重要突

破。研究团队收集了1495份杂交稻品

种材料，几乎涵盖了绝大部分中国杂交

稻优良品种，并对 17套代表性遗传群

体进行了基因组分析和田间产量性状

考察，利用一系列新技术详细剖析了杂

交稻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最终解析了

水稻杂种优势的分子遗传机制。

这项研究成果对推动杂交稻和常

规稻的精准分子设计育种实践有重大

意义，将有助于优化设计育种的战略以

应对全球粮食安全的需求，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于《Nature》杂志。

……

2016年，为中国科学界做出卓越

工作的科学家绝不仅止于此，无论是在

某个领域前沿地带探索的领军者，还是

在科学的一个具体的细小分支上苦苦

求索的普通科研工作者，都在奋力耕

耘，为科学的进步奉献热枕。他们的工

作往往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引领时代的

潮流。岁末年初，让我们向走在时代前

列的科学人物致敬。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文//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科技导报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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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热点科技事件回眸年热点科技事件回眸
祝叶华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科技发展过程中，争议、质疑和激辩如影随形，这使得科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同时也促进了科学进步。宇宙探索、基

因编辑、人工智能、环境污染等热点事件在2016年激起了科学界的阵阵涟漪。本文遴选回顾了10件2016年社会关注度较高的

科技事件，以期为读者做一梳理。

关键词关键词 科技事件；科学争议；科学话题；前沿进展

2007年，《科技导报》设立“科技事

件”栏目，立足科技界发生的热点事件，

深度挖掘、探索事件背后的争议。每篇

文章选取近15天内最具争议的科技话

题和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邀请专家全

方位点评，并挖掘事件背后的科技问

题，以此打造科技期刊追踪科技热点的

品牌栏目。

自“科技事件”栏目设立以来，《科

技导报》每期刊发 1篇本刊记者采访、

撰写的时效性科技评论文章，至今已发

表300多篇点评文章，逐渐树立起点评

重大科技事件争议的平台，在科技新闻

传播领域占据独特地位。

2015年始，《科技导报》出版“年度

科技热点回眸”专题，回顾点评 1年来

的科技热点。“2015年科技事件回眸”

即遴选出10篇社会关注度高的科技事

件进行统一梳理[1]。

2016年，“科技事件”栏目报道了

引力波被发现、“三父母”婴儿出生、

NgAgo技术之争、第二例人类胚胎编辑

完成等热点事件 [2~23]。本文以《科技导

报》“科技事件”栏目 2016年的报道为

基础，评述 2016年科技界关注度高的

10大热点科技事件。

1 热点科技事件
1.1 来自宇宙的声音真的被探测到了

吗？

北京时间 2016年 2月 11日 23:40
左右，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

GO）负责人David Reitze宣布人类首次

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整个科学界为之

沸腾，时空的涟漪回荡在世界的每个角

落[23]。《Nature》评论称，爱因斯坦发表广

义相对论近100年后，科学家终于以让

人惊叹的方式证实了它，这也给黑洞的

存在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而黑洞也

曾被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言过。图 1为

计算机绘制出黑洞合并的效果图。

本次探测成果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文章称，2015年9月
14日协调世界时09:50:45，LIGO的2个
引力波探测器同时探测到 1个引力波

信号，并将其命名为GW150914，图2为
LIGO新闻发布会现场公布的引力波音

频。

图1 通过计算机绘制出黑洞合并的效果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2 引力波音频（图片来源：LIGO新闻发布会直播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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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LIGO 2次确认探测结果及1次疑似结果的日期，后者由于信号太过微弱

而未能得到确认。这3次事件编号和具体日期为：

GW150914（2015-09-14）、LVT151012（2015-10-12）、
GW151226（2515-12-26）（图片来源：新浪科技）

而就在 2016年 6月 6日，LIGO科

学合作组（LSC）和Virgo合作组的科学

家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报告他们第二

次探测到引力波信号的消息，再次探测

到的引力波信号编号为GW151226。
和 LIGO的第一次探测相比，此次

探测到的信号频率更高并且持续的时

间也更长，表明参与合并的黑洞质量更

小。测算显示 2个黑洞的质量分别为

14倍和8倍左右太阳质量，合并之后形

成一个质量约为 21倍太阳质量的黑

洞。

另外，在首次引力波探测信号中，

科学家只观测到 2个黑洞碰撞合并之

前的最后 1圈或是 2圈绕转过程，而此

次科学家一共追踪到 2个黑洞合并之

前的最后27圈相互绕转。研究人员表

示：这将让我们能够更为精确地检验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并对黑洞的各项

参数做更加精确的估算[24]。图 3为 LI⁃
GO 2次确认探测结果及 1次疑似结果

的日期。

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消息一经发

布，在科学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激起了

千层浪花。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本次发

现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最后一个预言，

有助于人类更加清楚地了解宇宙的起

源和运行机制。不过，也有少部分人对

探测的结果及进一步应用持保留态

度[25]。

对于首次探测到的引力波，麻省理

工学院物理系研究员苏萌接受《科技导

报》采访时说，成功探测到的“来自黑洞

并合的引力波信号”可以说是几十年来

随着探测手段的不断更新、探测器的升

级换代的必然结果，根据人类对天体物

理和引力理论的理解，升级后的 LIGO
实验应该有机会看到黑洞并合发出的

引力波[5]。

英国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接
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引力波将

为人类提供看待宇宙的全新方式。除

了检验广义相对论，人类可以期待透过

宇宙史看到黑洞，甚至可以看到宇宙大

爆炸时期初期宇宙的遗迹、看到其一些

最大的能量。此前，他也曾公开发表言

论称，如果引力波理论被成功突破，其

意义绝不亚于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26]。

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讨论从未止

息。在很多人欢呼雀跃的同时，部分科

学家也提出了质疑。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吴

中祥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说，LIGO
首次探测到引力波后发布的结果显示，

突然发现的 LIGO仪器探测到有 0.2 s
的一段波形很像他们之前所设想波形

数据库中“双黑洞融合模型”计算出来

的“引力波”波形。但是，没说明它怎么

会是“引力波”，就宣称那是13亿年前、

2个黑洞合并而产生的引力波，显然不

够让人信服。而且2个黑洞合并，各种

基本粒子可能的演变所产生光子的所

有频率，以及各频率红移对波形的影

响，怎能从仅 0.2 s 的一段波形就判

定？如果他们能充分证明测到的确是

13亿年前、2个黑洞合并而产生的光

波，就也确有分析研究的价值[5]。

清华大学教授程曜也认为，报道首

次探测的文章中并没有给出残留黑洞

的位置，以实际观测验证理论计算，可

以暂时断定LIGO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物

理。他表示，还须再建2座以上的探测

器，彼此相距够远排除地表震动同时的

干扰。一旦同时测量到引力波信号，指

向同一个方向，才能确定是由天上来

的，而不是地表的偶发事件。这种庞大

的探测器随着地球转动指向不同的方

向，注定无法追踪稳定目标增加可信

度，只能量测偶发事件而难以排除争

议[27]。

科学家虽然对于首次探测到的引

力波充满争议和质疑，但引力波再次被

探测到之后，质疑声逐渐减弱。除了

意 大 利 和 法 国 的 VIRGO、日 本 的

KAGRA，还有计划在印度修建的第 3
个LIGO探测器外，中国也提出了探测

中低频波段引力波的空间太极计划和

中山大学发起探测引力波的天琴计划，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科学家正在共同参

与到引力波的研究中来。而引力波是

否真的被探测到，这就留给科学家继续

追踪和验证。

1.2 AlphaGo对战围棋高手，人工智

能再引热议

2016 年 3 月 9 日，谷歌围棋软件

AlphaGo与韩国九段棋手李世乭的人

机对战如约而至，人工智能（AI）vs围棋

高手（图 4）的对战引发了科学界的热

议[28]。3月 15日第 5局对战结束后，李

世乭与AlphaGo的巅峰之战最终以1∶4
落下帷幕。图 5为计算机眼中的围棋

落子思路。

在这一役之后，AlphaGo“闭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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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2016年11月7日，AlphaGo团队成

员、欧洲围棋冠军樊麾通过社交媒体表

示，AlphaGo的棋力在过去半年里有巨

大的进步，预计将在 2017年初复出下

棋[29]，李世石和中国棋手何洁都有意与

出关后的AlphaGo一较高低。

而对于人机对战的意义，德国人工

智能研究中心的安德烈亚斯·登格尔

说，从人工智能的角度看，“阿尔法围

棋”胜出，将是证明深度学习技术潜力

的有力证据。这些进步可能意味着人

工智能正在走向快速发展的时代，或能

引领新一轮产业创新与变革的到来[30]。

人机大战其实是人类假借工具（机

器）向人类自身发起的一次挑战。这一

过程，由古至今从没有间断过。

1997年，IBM公司的“深蓝”超级计

算机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

象棋大师Garry Kasparov；2006年中国

“铁人”浪潮天梭对战 5位中国象棋特

级大师，对战过程中互有胜负，但总体

上计算机以 11∶9险胜 5位象棋大师；

2011年，IBM研发的“沃森（Watson）”人
工智能软件，在美国智力问答节目《危

险边缘》中战胜 2位人类冠军；2015年

10月，由谷歌公司开发的围棋软件Al⁃
phaGo与欧洲围棋冠军樊麾二段进行

了 5场比赛，结果，欧洲冠军 5∶0被Al⁃
phaGo拿下[8]。

尽管在此前的人机对战中，人工智

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围棋具有无法

比拟的大量变数，在围棋博弈中，人的

直观感受和洞察力可以发挥决定性作

用。不过此次一战，李世乭的败北，让

更多学者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威胁论。

早在第1台计算机诞生之时，AI将
威胁人类的声音就未曾中断过。2015
年，Stephen Hawking等联名发布公开

信，要求加大力度监督人工智能的发

展，Hawking表示，恶意的机器人和AI
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但聪明能干的

AI会让人类灭亡。中国计算机学会理

事何万青在接受《知识分子》微信公众

号采访时也提到，他赞同“AI威胁论”

的，但他也表示并不是因为AI全面超

越人类而对人类有威胁，背后还是人类

本身的配合和不作为[31]。

虽然“AI威胁论”存在多年，但从

事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家认为，人工智

能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有时媒体的

过分解读，会使公众对人工智能造成误

解。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吴恩达表示，“AI威胁论”属于商业“炒

作”，在那些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

专业人士看来，这项技术远远不值得担

忧。这与Facebook人工智能实验室负

责人Yann LeCun 的观点不谋而合，他

在 2015年 6月召开的世界顶级的计算

机视觉会议上表示，有些人是因为对人

工智能的原理不理解而导致恐惧，有些

人是为了个人名望而宣扬人工智能威

胁论，有些人则是为了商业的利益推动

人工智能威胁论[8]。

AlphaGo与李世乭的“世纪大战”

已落幕，不过这项备受瞩目的赛事背后

的科学意义更加发人深省。复旦大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危辉接受中

国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人机大战对于人

工智能的发展意义很有限。解决了围

棋问题，并不代表类似技术可以解决其

他问题，自然语言理解、图像理解、推

理、决策等问题依然存在，人工智能的

进步被夸大了[3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王飞跃也在《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发

文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AlphaGo会
走出围棋博弈，在医疗、金融、决策及市

场等领域大显身手。这将会产生一个

新的、巨大的行业，同时也会产生无数

新的工种，成为建设“新 IT”时代软件

定义的流程、工厂、城市之主力军，他们

将是农民、工人之后出现的新阶层：“智

员”或“知员”。大数据将成为真正的

“原料”，算法将成核心构件，物联网、云

计算将是基础设施，数字化的经验、知

识、案例将成为必需以及生产力，计算

实验或“围棋对弈”也将成为我们日常

运营或管理的新常态[33]。

其实，在2016年3月9日的赛前发

布会上，谷歌董事长Eric Schmidt就曾

表示：“无论结果如何，胜利都是属于人

类的，因为正是人类的努力才让人工智

能有了现在的突破。”[34]

1.3 争议中前行，第 2例人类基因胚

胎编辑完成

2016年 4月 6日，广州医科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范勇（图 6）研究团队在

《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发表了全球第 2例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研究论文“Introducing pre⁃
cise genetic modification into human
3PN embryos by CRISPR/Cas-mediated

图4 人机对战（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图5 计算机眼中的围棋落子思路

（图片来源：谷歌DeepMind网站）

138



科技导报2017，35（1）

genome editing”。该研究的目的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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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即引起《Na⁃
ture》、《Science》、《New Scientist》、《Dai⁃
ly Mail》、MIT Technology Review、《光

明日报》、新华网等学术期刊和媒体的

关注，如图7~图10所示，中国科研人员

在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方面的研究成果

再次掀起国际科技界热议[10]。

2015年4月，中山大学黄军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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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成果在《Protein &
Cell》上发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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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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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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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ture》评为“201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相较于黄军就研究团队发表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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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
PR/Cas9-mediated gene editing in hu⁃
man tripro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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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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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P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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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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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发表的论文中，范勇等也写道，

完成人类胚胎编辑原理证明实验非常

的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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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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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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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所研究员王皓毅2016年4月13日在

接受《科技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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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必要

的[37]。

哈佛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George
Daley曾称黄军就的研究为里程碑式的

图6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研究员范勇

（图片来源：广东医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

图10 中国研究者研究制备HIV病毒

不可入侵的胚胎细胞

（图片来源：MIT TR）

图7 来自中国的第二例有关人体胚胎细胞

基因编辑的研究（图片来源：《Nature》）

图8 第二例人类胚胎细胞基因

编辑，再次点燃了人们对CRISPR
技术的讨论（图片来源：《Science》）

图9 《每日邮报》关注此项研究

（图片来源：Daily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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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成果，如今他的态度也依旧如

此。在 4月 16日接受《N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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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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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4月16日，埃默里大学的神经生物

学家 Li Xiaojiang在接受《N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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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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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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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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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免疫疗法行业乱象被曝光

2016年 4月 12日，21岁滑膜肉瘤

患者魏则西离世，他生前视为“救命稻

草”的“细胞免疫疗法”成为众矢之的，

而免疫疗法行业的乱象也再次曝光在

公众面前[39]。

从 DC-CIK 到 NK、LAK、CAR-T，
这些烦杂的名字让受众疑惑，但对于非

专业人士来说，他们都有一个统称，叫

做细胞免疫治疗。魏则西事件的爆发，

让这一还没得到临床应用允许的技术

再次备受质疑。

免疫治疗，又被称为生物疗法，是

目前癌症治疗领域的一项前沿技术。

随着医学界对免疫的深入了解和生物

技术的不断进步，近年来免疫疗法在国

际上备受瞩目，它甚至被称为有望继传

统的手术、放疗、化疗后的第 4大癌症

治疗手段。2013年，《Science》评选出

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癌症免疫疗法

登榜首。但免疫细胞疗法自进入国家

监管部门视野之后的 10余年间，几经

波折，目前依然处于监管盲区[40]。

在“魏则西事件”之后，公众似乎混

淆了细胞免疫疗法和免疫疗法的概念。

细胞免疫疗法其实是免疫疗法的

一种，公众以偏概全，将两者混为一

谈。如果细分，细胞免疫疗法又包含多

种疗法，其基本原理是将患者的免疫细

胞在体外培养扩增或激活后，让其具有

抗肿瘤性，随后在输回患者体内，借此

来杀死患者体内的癌细胞。“魏则西事

件”中提及的DC-CIK免疫疗法是细胞

免疫疗法中比较早期的类型之一[12]。

“魏则西事件”让免疫疗法深陷争

议，虽然公众对免疫疗法大多持批评的

态度，但是许多业内人士还是希望通过

这一事件能够给免疫疗法带来积极正

面的影响。

天津药物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刘昌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

访时表示，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在全世界

范围内都仅处于研究期。细胞治疗产

品不是某一种单一物质，而是一类具有

生物学效应的细胞，其应用具有多样

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他认为“魏则西

事件”之后，中国民营医疗行业无序的

现状将有可能改变。从长远发展来看，

这种改变或许能够实现[41]。

“‘魏则西事件’暴露出了很多问

题，但一棒子打死免疫疗法，可能将影

响患者、医院、研究机构和医药科技行

业，以及中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国际地

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

究所教授惠周光在接受《科技日报》采

访时表示[42]。

其实，魏则西采用的DC-CIK疗法

只是免疫疗法“大军”中的一员。目前

还有许多很有前景的免疫疗法正在实

验室研究中。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

有一些免疫疗法被发现有很好的研究

前景。例如，TCR-T和CAR-T（图 11）
疗法就是前景较好的技术，并逐渐成为

美国科学家的“新宠”。不同于 DC-
CIK疗法，TCR-T技术将肿瘤患者外周

血中分离出来的免疫T细胞，利用基因

修饰技术后，T细胞可以更加精准地攻

击肿瘤细胞。CAR-T疗法则是针对血

液肿瘤方面的治疗，比如对B细胞白血

病、B淋巴细胞癌等的治疗。2015年11
月，英国成功地使用CAR-T疗法治愈

了 1名叫理查德兹的小女孩。出生后

不久，理查德兹被诊断患有急性淋巴性

白血病，在接受治疗时，CAR-T疗法帮

理其除了体内的癌细胞。虽然CAR-T
疗法对一些特定的癌症患者展示出了

一定的效果，但目前还处于临床试验的

阶段[12]。

图11 CAR-T技术：通过基因编辑，让T细胞表达可与肿瘤细胞表面蛋白结合的

蛋白质，并激发细胞免疫，将肿瘤细胞杀死（图片来自：the-scient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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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肿瘤免疫疗法本身也还

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技术本身并

没有错，关键是要理性思考，去伪存真，

严格掌握适应症，在适当的时间给适当

的患者使用适当的肿瘤免疫治疗。不

过免疫疗法的技术复杂，种类繁多，各

个疗法之间差别也很大，这就对监管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5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应该纳入《中

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

2016年 4月 18日，科学技术部和

中央宣传部等印发了《中国公民科学素

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图12），甫

一发布，就招来8名科学工作者联名发

文质疑，继而引起科技界广泛讨论[43]。

《基准》共包括26条，涉及132个基

准点。作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和

全国科普统计的衡量尺度和指导，《基

准》的发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

联名发文的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在接受《科技导

报》采访时说，发布一份《基准》非常有

必要，《基准》中提到的关于一些科学思

想、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获取信息的

方法，是很好的亮点。但《基准》中暴露

出来的一些不严谨、不科学的问题也是

不容忽视的[11]。

陈学雷等认为“阴阳五行、天人合

一”等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算是现代科

学的范畴，因而不宜列入《基准》。“我们

并不是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不能

把这些东西归为科学，很多东西都是好

的，但并不是科学。”陈学雷说[11]。

作为《基准》的起草成员之一，山东

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马来平接受

《科技导报》采访时说，阴阳五行、天人

合一和格物致知均属于儒学的核心命

题。它们不是科学知识，但在一定意义

上属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

的范畴。它们分别包含的朴素辩证法

思想、天人和谐的思想和顿悟、类推、意

象思维方法等都极其可贵，是中国古代

科学思想的代表性成就，对于现代科学

有重要意义，不能武断地说是迷信。当

然，由于《基准》旨在为公民科学素质画

一条底线，所以，这些复杂的概念是否

进入《基准》，还可再斟酌[11]。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孙小淳也认

为，把中国古代传统对科学概念、理论

和方法的这几个重要表述写入《基准》，

不仅是合适的，没有违反科学精神，而

且恰恰体现了对科学的更深刻的认识，

是科普思想和方法上值得鼓励的进

步。过去的知识，不能因为过时就斥之

为“迷信”或“神话”，因为它们的产生经

历了与产生今天的科学知识差不多一

样的过程。如果说这些都不是科学，那

就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44]。

与天人合一等思想是否要加入《基

准》颇具争议的情况不同，对于《基准》

中暴露出来的知识“硬伤”，多位参与讨

论的科学工作者均表示需要修改和仔

细斟酌。在内容层面，部分科学工作者

认为，《基准》中不

应该涉及到如此多

而具体的知识点[43]。

陈学雷指出，

《基准》有些过于强

调知识点的覆盖，

应该多强调科学精

神、科学思想及科

学方法，而不是将

知识点进行罗列，

进行引导公民针对

这 些 知 识 点 去 强

化、背诵、考试，那

样考试的分数肯定是上升的，但是不是

真的就提高了公民的科学素质？

对于如何判断公民是否具备科学

素质，哈佛大学医学研究员李兆栋认

为，如果一个公民，在信息爆炸的情况

下，能够甄别判断，去伪存真；面对复杂

多元的世界，能够运用科学的态度和方

法去认识了解；面对社会上所谓的“权

威论断”，能够独立思考，并敢于善于提

出质疑，不人云亦云，那么就可以说，这

个公民具备了基本的“科学素质”。而

对于具体的科学知识，一个人只要有一

定的学习能力并给予一定的时间，就能

够记住，但是如果不能经常付诸实践，

大部分知识过一段时间就基本遗忘了，

对科学素质的培养益处不大[12]。

《基准》一出，争锋迭起，但是正如

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所说的，他们并非

从根本上否定《基准》，只是希望通过提

出意见和建议，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从而能够更好地推动科普工作 [45]。在

专家“挑错”之后，科技部也召集了陈学

雷等专家学者就《基准》问题进行讨论，

后续如何，似乎值得期待。

1.6 基因编辑新技术NgAgo能否重

复之争

2016年 5月 2日，河北科技大学副

研究员韩春雨（图 13）在《Nature Bio⁃
technology》上发表了题为“DNA-guid⁃
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

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的研究论文，

公布了基因编辑新技术NgAgo-gDNA
的成果[46]。

NgAgo 全 称 是 Natronobacterium

图12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发布官

网截图（图片来源：科学技术部）

图13 韩春雨（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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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yi Argonaute，韩春雨团队发表的

文章中利用格氏嗜盐碱杆菌（Natrono⁃
bacterium gregoryi）的Argonaute 实现了

DNA 引导的基因组编辑。他们发现

NgAgo作为一种DNA介导的核酸内切

酶，适合在人体细胞中进行基因组编

辑。文章中称，DNA介导的基因编辑

工具NgAgo可以在哺乳动物基因组的

47个位点实现 100%的基因编辑，效率

为21.3%~41.3%[15]。

韩春雨团队发明的新一代“基因剪

刀”NgAgo-gDNA，被认为是“第四代”

基因编辑技术，与“第三代”基因编辑技

术CRISPR-Cas9不同的是，NgAgo技术

通过DNA作为介导寻找替换目标。这

在学界立刻引起了轰动，因为，如果一

旦实验被验证，那就意味着这是可以冲

击诺奖的成果。国内和国际媒体，均在

第一时间对这一成果进行了报道和解

读。

全球同行均对这一成果投以极大

关注，但全球数百家实验室在历时5个
月的实验之后，并没有一家宣布重复成

功。自此，各种无法重复实验的质疑声

开始汇聚。在这长达半年的争议之中，

韩春雨一直坚持实验的真实性，并表

示，已有个别实验室重复成功，他将择

机公布。

2016 年 7 月 29 日，澳大利亚、美

国、西班牙等国多位科学家公开表示，

无法重复NgAgo系统的基因编辑实验。

2016年 10月 10日，来自中国科学

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温

州医科大学等科研院所的13位课题组

负责人实名公开表示，无法重复韩春雨

有关NgAgo的实验。此后，韩春雨接受

了《科技日报》采访，回应 13位学者实

名宣布无法重复他的NgAgo实验。他

认为，细胞污染可能是其他实验室无法

重复的主要原因[47]。

2016年11月15日，20位科学家在

《Protein & Cell》上以“Letter”形式在线

发表题为“Questions about NgAgo（关于

NgAgo的疑问）”的文章（图 14）所示。

在文章中，署名的20位作者指出，他们

在不同的细胞系以及小鼠、斑马鱼等系

统中对NgAgo的基因编辑活性进行了

测试，但没有一个实验发现NgAgo能够

实现韩春雨论文中所称的基因组DNA
的编辑。而后，部分作者使用韩春雨使

用的或提供的质粒进行重复实验，也未

成功。同时，在文章的补充材料中还包

括署名作者在不同系统中尝试NgAgo
的结果，这些研究没有一个证明NgAgo
有基因组编辑的活性。

而针对韩春雨曾多次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提到的“细胞污染”等问题。作

者表示，不可能所有的独立实验室都出

现细胞污染，并称多位署名作者的实验

室在做重复实验之前，都会首先检测细

胞，确保它们不受支原体的污染[48]。

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2016年 11
月 30 日，《Nature Biotechnology》发表

“编辑部关注”称，杂志编辑部已和原论

文作者进行了沟通，作者正在调查造成

原论文描述实验很难被重复的潜在原

因。该刊在声明中说：“让原作者在能

力所及的情况下对上述通信文章所提

出的担忧展开调查，并补充信息和证据

来给原论文提供依据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将继续与原论文的作者保持

联系，并为他们提供机会，以在2017年
1月底之前完成调查。届时，我们会向

公众公布最新进展。”[49]

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不乏争论的

声音。在质疑声中，也有部分学者选择

支持韩春雨，建议大家耐心等待，不要

急于声讨。与此同时，更多的研究者在

热切盼望韩春雨可以公布所有实验细

节或参数，公开接受科学共同体的审

核，虽然争议会有，但是相信科学总是

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15]。

1.7 中国应不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

2016年 8月 29日，菲尔兹奖获得

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在微信公众

号《老顾谈几何》发声支持中国建造大

型对撞机，文中对“杨振宁反对建造大

型对撞机”一说存疑。此举引来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2016年 9月 4日

在《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上发文反驳，

杨振宁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持反对

意见。9月 5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知识分子》微信

公众号发文称，“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

型对撞机”，争论科学家主要阵营如图

15[50]所示。

2012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提出建造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对

撞机（CEPC），并适时改造为高能质子

对撞机（SppC）的方案。目前 CEPC已

经进入预研阶段，将是一座希格斯粒子

和Z玻色子工厂，它能够精确测量希格

斯粒子性质，并寻找新物理。但针对中

国现在是否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丘成

桐、杨振宁和王贻芳等科学家相继“发

声”，科学家之间的争议也引发了公众

的广泛关注。

这场科学争论的焦点可以归纳为

以下两点：一是建造大型对撞机的科学

意义是什么，二是从经济方面讲建造大

图14 11月15日，20位科学家《Protein & Cell》以Letter形式在线发表

文章“关于NgAgo的疑问（图片来源：《Protein &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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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撞机是否合理[50]。对于这两个关键

问题，争论双方持不同观点和意见。

丘成桐、王贻芳及 2004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理论物理学家Da⁃
vid Gross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持赞

成态度。丘成桐认为，50年来欧美的

高能对撞机每一次得出的重要成果，都

能震撼人心，因此支持中国继续建设大

型对撞机，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王贻

芳在 2012年就提出“环形正负电子对

撞机”建造方案，在他看来，中国有财力

承担这一工程建设，且已有成熟的大型

科学工程经验。王贻芳强调，现在预言

对撞机会发现或不会发现猜想中的粒

子，过于武断，也不是国际高能物理学

界的主流意见。他指出无论是否能有

新的物理发现，CEPC都可以精确测量

与研究希格斯粒子，CEPC可以将希格

斯粒子的测量精度提高至 1%左右，比

LHC高 10倍，对宇宙的早期演化具有

重要意义。造大型对撞机可以使中国

在相关技术领域领先国际，使一些重要

产品实现国产化并走到世界最前沿，并

形成一个国际科学与技术中心引进吸

收国外的智力资源，可以培养几千名物

质科学及相关技术的顶尖人才[51]。

David Gross 也认为现在是中国建

造大型对撞机的合适时机。他表示，当

前中国正面临着可能在基础物理领域

领跑的黄金机遇，当年美国终止SSC计

划，导致其丧失了在粒子物理学的领导

地位，中国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但

他同时指出，是否

要建造巨型质子对

撞机（SP⁃PC），则要

视具体情况，至少

在10年以后作出决

定[20]。

杨振宁及 1977
年诺贝尔奖物理学

奖获得者、美国物

理 学 家 Philip An⁃
derson，则认为目前

中国不适合建造大

型对撞机。

杨振宁表示，

用超大对撞机来找

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分高能物理学

家的一个猜想，建造大型对撞机的预算

不会少于 200亿美元。他回顾了美国

之前建造大型对撞机的经验：1989年

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对撞机，预

算开始预估为 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

加，达到 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

音，以致 1992年国会痛苦地终止了此

计划，白费了约30亿美元[52]。因此杨振

宁反对现在就将巨额资金投入其中。

曾为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后从事金融

行业的王孟源认为建造大型对撞机需

要投入巨额资金，这必然会挤占其他领

域的科研投资。

Philip Anderson 作为反对方阵营

的一员，曾激烈反对美国超导超级加速

器（SSC）项目，如今 30多年过去，仍然

认为当年的做法“终究还是对的”。An⁃
derson说：“我的直觉是粒子物理学家

太执着于高能量对撞这个代价极大的

单一研究方式，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实

验事实（比如暗能量、暗物质、丢失零点

能量等问题）比追逐更高的能量还有意

义。”[20]

除此之外，建造大型对撞机是否可

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能否真正促进

中国的科学发展等也是争论的议题。

2016年 10月 18日，以“高能环形

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中国发起

的大型国际科学实验”为主题的香山科

学会议召开，作为香山科学会议的第

572次学术研讨会，会议因涉及中国是

否应该现在建设大型对撞机的问题而

备受瞩目。专家在会议共识中呼吁，要

进一步开展 CEPC设计和关键技术预

研，并建议国家启动针对CEPC全面预

研的经费支持。由“主建派”发起的香

山科学会议达成的共识，似乎并没有让

争论平息。

在这场论战中，普通公众不仅得以

一窥科学前沿的最新进展，还借助网络

直接参与讨论，这一现象本身就反映出

科技的进步。大型对撞机首先迎来的

是各方观点的“对撞”，在科学发展的过

程中，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一个决

定，将有可能就此改写人类的历史，究

竟建还是不建，我们都在等待一个很久

之后才会得以印证的答案[20]。

1.8 小苏打治癌，癌细胞真的会被“饿

死”吗？

2016年8月，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

胡汛团队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晃明团队合作，利用小苏打阻断肿

瘤内的食物供应，进而杀死处于葡萄糖

饥饿状态下的肿瘤细胞。这一科研成

果（A nonrandomized cohort and a ran⁃
domized study of local control of large
hepatocarcinoma by targeting intratumor⁃
al lactic acidosis）发表在生物和医学权

威期刊《eLife》上[18]（图16）。
如果癌细胞可以被“饿死”，那将是

医学领域重大的创新突破，对于这一成

果，公众的求医心切，媒体的过分解读，

使得小苏打的功效被夸大。

葡萄糖是肿瘤的主要食物，但研究

显示，肿瘤细胞在葡萄糖供应不足的情

况下，仍然可以继续生长。研究人员发

现，原来肿瘤中含有的乳酸可以离解为

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它们可以协助癌

症根据自身“食物”的储量来决定其消

耗速度。“癌细胞也需要‘吃’东西才能

生存和生长，剥夺癌细胞赖以生存的葡

萄糖，肿瘤细胞就会‘饿’死。”胡汛在接

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说。依据这一原

理，他们将cTACE（常规治疗方法，动脉

插管化疗栓塞术）和小苏打结合，研究

人员用小苏打中和癌细胞内的氢离子，

来破坏乳酸根和氢离子的协同作用，进

而“饿死”癌细胞，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

图15 王贻芳、杨振宁、丘成桐（从左至右）

（图片来源：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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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小苏打抗癌”文章的截图（图片来源：《eLife》）

疗法，即“靶向肿瘤内乳酸阴离子和氢

离子的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简称

“TILA-TACE”[53]。

研究人员将这一基础科研成功初

步转化成肿瘤临床疗法，投入到对原发

性肝细胞肝癌新型疗法研究中。在 40
位中晚期肝癌病人身上尝试的有效率

是 100%，初步统计病人的累计中位生

存期超过3年半。

数字非常鼓舞人心，但对于如此高

治愈率的新疗法，有部分肿瘤专家的态

度却并不乐观。

“新的研究方法与饿死肿瘤细胞

没有直接关系，‘小苏打饿死癌细胞’被

多家媒体提上标题，这种说法不科学、

不严谨，甚至有误导作用。”在接受中国

新闻网采访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

书记、大内科主任朱军说。他表示，胡

汛团队的方法其实是在介入治疗的基

础上注射小苏打，降低癌细胞利用葡萄

糖的可能，从而有助于癌细胞死亡，并

非一般概念上的“饿死”，更不是防止癌

症患者吃有营养的东西[54]。

“介入治疗是中晚期肝癌的常规疗

法，新的治疗手段是在在介入治疗的基

础上注射小苏打，去除癌细胞里面乳酸

分解出的氢离子，使癌细胞更少地利用

葡萄糖，从而加速癌细胞死亡。”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徐兵河

说。他认为，在原来基础上改进的新疗

法，不是单靠碳酸氢钠，主要还是化疗

药的作用，是一个综合的治疗。相比原

先的疗法，其疗效还无法最终确定，仍

需要大规模、随机分组的临床研究进行

验证[54]。

不过，虽然专家对于媒体过分解读

新疗法的功效提出质疑，但是他们并没

有否定这一疗法的尝试给病人和抗癌

疗法带来的正面影响。

朱军表示，介入治疗在很多实体肿

瘤中都可以用到。如果能证明除了肝

癌，小苏打对其他肿瘤也有效果，将非

常有意义，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临床

试验。陈敏山也认为，目前肝癌治疗效

果最好的还是手术切除。尽管临床

“TACE 能够单独治好肝癌的例子不

多，但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或者让

有些患者的肿瘤缩小，再考虑手术切

除，或是联合消融治疗，这项研究开辟

新思路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至少勇敢

地迈出了一步”[55]。

而媒体“小苏打抗癌”的报道发出

后，晁明对小苏打抗癌的新闻做出了说

明：这一疗法只针对原发性肝癌，并且

口服苏打水并无治疗效果。晁明在接

受《齐鲁晚报》采访时表示，虽然研究的

初步结果让人鼓舞，但还需要更多深入

的研究，一项研究有它的边际效应，随

着推进才能实现在其他癌种的应用。

后续还需要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种成熟的、常

规的治疗项目，结果是自然流淌出来

的，且目前真正困难的地方还是证明其

疗效[56]。

这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初期结

果，距离临床应用尚早。

1.9 “三父母”婴儿诞生，定制婴儿再

惹争议

2016年 11月 30日，英国人类受精

和胚胎管理局（HFEA）宣称，经过20年
的研究，“线粒体置换疗法”已经做好进

行临床试验的准备。英国可能很快成

为第一个明确允许“三父母婴儿”出生

的国家，为这个在争议中前行的技术开

了“绿灯”[36]。这将细胞核移植技术再

次推到了风口浪尖。而线粒体移植技

术在2016年4月就曾引发热议，这是因

为全球首个细胞核移植“三父母”婴儿

诞生了（图17）[57]。

具有线粒体缺失或突变的卵子，在

形成受精卵后，会将线粒体疾病遗传给

后代。线粒体中的遗传信息虽数量不

多，但却能影响肌肉、神经、心脏、大脑、

肝脏、呼吸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发育。

而线粒体中遗传信息的突变或者缺失，

会使得婴儿在出生的头几年无法存

活。卵子当中的遗传信息不仅存在于

细胞核中，同时在细胞核线粒体中也有

少量遗传信息。所以父亲精子细胞核

DNA、母亲卵子细胞核DNA和母亲卵

子中独立于细胞核的线粒体DNA是每

个人从父母那里继承的3份遗传物质，

而线粒体DNA只能通过母亲遗传[19]。

目前，细胞核移植技术大体分为两

类，一类是卵子受精后移植，这种原核

图17 “三父母”婴儿设想图（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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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技术已获英国批准，但在伦理上面

临较大争议。张进曾跟中山大学中山

医学院合作研究卵子受精后细胞核移

植技术。另一类是卵子受精前移植，也

就是张进现在使用的技术。20世纪90
年代，曾有美国科学家通过向不孕女性

的卵子中注射少许健康捐献者卵子线

粒体再受精的胞浆移植方式，降生出

17名婴儿，其中大部分据报道都很健

康，但这种“三父母”技术后被美国政府

禁止[57]。

此次出生的“三父母”婴儿，由于其

母罹患线粒体缺陷症，带有Leigh综合

症的基因，会影响婴儿神经系统的发

育。所以，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名为

“spindle nuclear transfer”的方法来培育

线粒体健康的胚胎。“三父母”婴儿的母

亲罹患她在此之前已经痛失 2 个因

Leigh氏综合症去世的孩子。此次他们

将希望寄托在纽约新希望生育中心的

主任张进身上。但由于这项技术在美

国被明文禁止，因此他们将手术转移到

墨西哥进行。

美国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张进利

用粒体移植技术，将生母卵细胞核中的

DNA提出来，注入到线粒体捐赠者的

卵子中（另一位“母亲”），然后将这一卵

子与来自父亲的精子受精，形成受精卵

（图18）。
2016年 9月，《New Scientist》抢先

报道了这一消息，引起广泛关注和质

疑。10月 19日，在美国生殖医学学会

会议上，张进首次发声，正式宣布了世

界首个细胞核移植“三父母”婴儿诞生

及其研究进展[19]。

线粒体移植婴儿的诞生，大大鼓舞

了生殖学家。此次与张进团队进行合

作的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线粒体疾

病中心主任黄涛生对“三父母”婴儿进

行了基因方面的评估，在接受新华社采

访时，他提到，线粒体疾病通常是非常

严重的疾病，而且治疗的方法有限，细

胞核线粒体移植可谓是为解决这一问

题带来了曙光[58]。

虽然生殖学家的观点乐观，但是遗

传学家、生物伦理学家却不这样认为。

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生物伦理学与哲

学教授弗朗索瓦丝·拜利斯在接受新华

社采访时说，此次的细胞核移植技术，

绕开美国而是在墨西哥完成，并未收到

任何监管。这个孩子的出生似乎是一

种不当行为，因为他无视了英国和美国

的规定，并不是以公开负责和小心翼翼

的方式推进科学的前进[58]。

在《Science News》的报告中，美国

遗传学和社会中心执行主任马西·达尔

诺斯凯指出，此次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和

不符合伦理的，它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同时更加让人不安的是，目前许多干细

胞诊所打着新技术的幌子，将许多病人

置于危险当中[19]。

面对四起的争议，张进在接受新华

社电话采访时说，1978年，当世界上第

一个试管婴儿诞生时，80％的评价都是

负面的，只有 20％是正面的。但这一

技术现在惠及数百万人。不过他也承

认，这个技术确实有太多争议，而且太

过强大，需要接受更多监管和很好的规

范、指导，应采取谨慎、负责、积极的态

度对待它，而不是采取消极、压制的态

度。

1.10 雾霾论文被误读，科学传播如何

有效开展

2016年 11月，瑞典哥德堡大学研

究人员在《Microbiome》发表“The struc⁃
ture and diversity of human，animal and
environmental resistomes（人、动物和环

境耐药基因组的结构与多样性）”一文，

被部分国内媒体误读，将北京雾霾与耐

药菌捆绑在一起。一时间，网络上关于

北京雾霾中含有耐药菌的报道铺天盖

地[21]。“北京”、“雾霾”、“耐药菌”、“抗药

性”等字眼出现在部分网站头条新闻的

标题上，引发公众热议。随后，国内权

威媒体邀请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进行

了解读辟谣，但“抢先发布、随后矫正”

的报道方式并不利于科学的有效传

播[59]。

图 19为雾霾中含耐药菌新闻后，

中央电视台做的相关辟谣报道。

文章的通信作者、瑞典哥德堡大学

学者 Joakim Larsson在接受《人民日报》

采访时表示，该研究的目的是想了解不

同环境中耐药菌的分布情况，并给出耐

药菌含量较高的环境条件，其并未在文

章中提到北京空气中耐药菌含量和雾

霾的关系，进行检测的 14份来自北京

雾霾天的空气样本其实并非他们采集，

而是由另外一个团队在 2013 年 1 月

10—14日的一场延续 5天的严重雾霾

中采集所得，采集地点为楼顶、距路面

10 m处以及与临近医院、河流分别相

距 20 m和 690 m处。Larsson指出，虽

然他们在北京的雾霾空气检测样本中

发现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性基因，

图18 张进主持了世界首例3父母婴儿试验，该婴儿

2016年4月在墨西哥诞生（图片来源：新华网）

图19 雾霾中含耐药菌新闻后，中央电视台做的相关辟谣报道

（图片来源：CCTV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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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因也会使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

药性，但只有出现在有活性的致病性细

菌中时才会成为问题，且不会对人类产

生直接影响。他们的这项研究无法断

言会产生任何感染的风险，且并不意味

着呼吸城市空气就有感染的风险[6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

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教授孙宗科也表示，

雾霾与耐药菌无必然因果联系，细菌耐

药性的获得是由于进化选择和抗生素

等诱导选择引起，而非由雾霾引起[61]。

“细菌耐药性和致病性不是一个概

念。细菌耐药是指某种抗菌药物对某

种细菌不起作用，治疗起来困难，并不

是说细菌的毒理性强。耐药性基因也

不等于耐药性细菌。”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抗感染科主任医师、全国细菌耐药监

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波接受人

民网采访时说[62]。

对于耐药菌的来源和对人体的危

害，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系教授王

月丹则表示，耐药菌的来源有很多可

能，医院、基因工程生产过程，甚至普通

人的肠道里都存在耐药菌。她在接受

新华网采访时也提到，论文中所说抗生

素耐药性基因指的应该是带有耐药基

因的细菌，而不只是带有耐药基因的质

粒。如果只是基因的质粒，那么就不存

在危险，因为它不是生物体，不会传播，

也不会导致疾病。耐药菌只是对抗生

素产生耐药性，不会对人体免疫力产生

破坏。“我们机体对抗细菌，主要还是依

靠自身的免疫系统，而不是抗生素，细

菌可以耐药，但不能耐受免疫系统。”王

月丹说[63]。

此次“乌龙”事件，从侧面体现出了

媒体报道学术成果的“短板”。专家就

此呼吁，科技领域的报道，要紧握科学

性原则，媒体追求独家和首发报道，但

偏离事实的独家和首发会损害科学的

严肃性。因此，媒体记者应提高自身科

学素养，慎重对待存疑的结论，要不偏

不倚全面呈现科学的真实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常江

和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媒介研究室助

理研究员王大鹏在接受《人民日报》采

访时均表示，科学传播要尊重科学的真

实性。

王大鹏认为，科学家主要是提出疑

问，而媒体记者希望科学给出答案和确

定性，更关注的是结果。对科研成果报

道后引发的一些误解和误读体现了二

者之间的差异。这样产生的负面效果

很难轻易消除，因为受众会有先入为主

的印象，对后来消除误读的做法易产生

抵触心理，进而也会损害公众对科学研

究的信任感。而在常江看来，造成误读

误解，可能存在媒体报道失准或转载转

引不当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更应该警

惕的是新闻生产者和传播者心态上的

问题[63]。

为了防止这种误传的发生，北京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琦在接

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说：“通常科研工

作和发表文章中的结论会有假设条件，

读者容易忽视，导致过度解读。因此媒

体在报道科研成果之前，需要仔细阅读

文章，并和作者联系，来确认解读是否

有误。”[21]

2 结论
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

2016年，世界前沿科技探索领域

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宇宙探测、人工

智能、新材料、量子通信、胚胎编辑等领

域都有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质疑与

争议也相伴相生。

2016年，《科技导报》常设栏目“科

技事件”针对时下发生的热点科技突

破、科技政策和科技成果进行报道。

在科技突破方面，报道了太阳系

“第九大行星”是否存在、引力波被探测

到、暗物质探测卫星升空、全球第二例

基因胚胎编辑、NgAgo基因编辑新技术

是否能重复、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升空等进展和随之而来的争议。

科技政策领域，对五大“重磅”举措

能否化解科技成果转化困境、科研人员

评价将不再唯论文是举、《中国公民科

学素质基准》发布引热议、大型对撞机，

建还是不建的争议做了集中报道。

在科技成果方面，对免疫疗法的滥

用之殇、3D打印生命阶梯，我们走到哪

一步了？小苏打治疗肿瘤的白与黑、

“三父母”婴儿出生，细胞核移植技术再

引争议进行了梳理。

除此之外，对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

话题，如“寨卡”成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

件、人机对战引发人工智能热议、“超级

细菌”再敲抗生素滥用警钟、“大禹治

水”存在的新证据或被推翻、媒体误读

科研成果，专家辟谣难消影响、科学家

激辩表观遗传及其在细胞命运决定中

的作用等进行了读。

2016年科学界的热点事件不止于

此，“科技事件”遴选报道的 21件关注

度较高或颇具争议的热点事件，仅是

2016年科学成果或进展的缩影。人类

探索未知的脚步从未停止，争议也会伴

随而行，我们期待更多科技突破的产

生，也欢迎基于科学实验的严肃争议和

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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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hot ev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16

AbstractAbstract There are always controversy, disputes, and debate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make
scientific content even richer and diversified, and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Space
exploration, gene edi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other issues aroused the ripples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ty in 2016. This paper selects and reviews the ten hot ev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16 for the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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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值得记住的科技界声音年值得记住的科技界声音
王丽娜

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北京100081
摘要摘要 2016年，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领域发出众多评述性或意见性的深刻“声音”。本文围绕引力波、“悟空”暗物质探测卫星、

“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转基因等热点科技话题，摘选部分重要的科技界“声音”，分为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转基因技术5个主题，其中基础研究包含引力波、暗物质、量子技术、对撞机4个部分。

关键词关键词 科技界声音；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转基因

2016年，科技界取得很多重大突

破，中国科技也取得不少傲人的成绩，

甚至某些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中国

的科技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基础研

究，面向世界热点前沿，有着宏伟的规

划与过硬的技术，比如有探寻引力波的

“天琴计划”“阿里实验计划”与“太极计

划”，也有为探测暗物质建造的四川锦

屏地下实验室与成功发射升空的“悟

空”卫星探测器等。不断传来的科技捷

报既让我们欢欣鼓舞，又让我们为之期

待。这些成果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国

家的科技政策，另一方面更得益于科技

工作者的辛苦付出。

科技工作者在相应的工作岗位中

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在不同领域发

出的“声音”是中国科技前行必不可少

的推动力。本文围绕2016年的热点科

技话题，摘选的部分科技界声音，分为

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

与转基因技术5个主题，其中基础研究

包含引力波、暗物质、量子技术、对撞机

4个部分，以唤起读者的思考与讨论。

1 科技创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

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6年8月8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科

技创新规划》，提出坚持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

长许倞许倞说：“这次规划关注的不仅仅是

科学技术研究本身，而是更加面向国民

经济主战场，面向科技前沿和重大需

求，从创新的全链条着手，发起了向科

技强国进军的号角。”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

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曹雪涛曹雪涛认

为，“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决定要素，

是国家全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基础和

强大推动力源泉；依靠创新驱动发展，

充分激活并发挥全社会科技进步的创

新潜力和创造潜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

由之路”。目前，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

明显的进步，但是发展的空间仍然很

大。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万钢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

“在 21世纪初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时，中国还处于‘基本全面跟踪’的状

态，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

‘跟踪’‘并行’和‘领跑’并存的状态，但

是‘跟踪’的还占大部分”。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徐旭东坦言，

“我国 SCI数据库科技论文数、年专利

申请数位居世界前列，但与世界强国相

比，在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

源头创新上远远不足”。面对这种局

面，万钢在记者会上提出，“创新政策的

指向是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强集成

创新，面向市场的需求供给，同时也进

行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青岛国家

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乃胜李乃胜认为，颠

覆性创新在中国科技发展中是至关重

要的，他说，“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旨在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宏

伟跨越；而实现这一跨越的标志就是由

科技创新的‘跟跑者’变成‘领跑者’；而

完成这一‘华丽转身’的突破口就是从

‘模仿式’进步到‘颠覆性’创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姚

洋洋认为，每个国家的创新都有其特殊

性，美国式的创新主要是原发性的，即

从无到有；而德国的创新主要是“跟随

式”的，即从有到精。他说：“中国在创

新上既要学美国，更要学德国，一定不

要放弃制造业，一定要提倡工匠精神。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中国中等收入人群

的消费，中国的内需扩大，中国的社会

稳定都离不开制造业，离不开从 1到N

的创新。”

科技创新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创新

驱动主要是人才驱动，这在科学界已基

本达成共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

规划》中将“坚持把人才驱动作为本质

要求”作为 6项基本原则之一，提出落

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把人才资源开发

摆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在创新实

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养人

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改革人才

培养使用机制，培育造就规模宏大、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

校长钱锋钱锋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才是支

撑创新的第一资源，随着经济结构从要

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我国需要

大量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中国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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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穆荣平穆荣平说，

“世界科技强国隐含着两件最重要的事

情，一是基础设施，二是高端人才”；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武

夷山夷山说：“要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研发

大国，首先体现在重视人才，包括培养

人、吸引人和留住人3方面。”

“人才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冯俊指出，“只

有良好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才能营造

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的氛

围”。中国的人才评价机制“行政色彩”

较浓郁，不合理的评价方式导致中国的

学术氛围轻浮，很多研究者投机取巧寻

捷径，很难做出重大的科研成果。南开

大学校长龚克龚克指出，“中国实质性创新

偏弱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理的评价

机制；对科研创新应该引入更为合理的

评价机制，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同行评

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秘

书长钟志华钟志华认为，“科技评价工作是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和根本

性工作，如何建立客观公正的科技评价

体系以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益，至关重要”。

“发挥人才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必

须深化改革，科学制定评价标准，规范

和减少对人才的行政评价，充分发挥市

场和社会评价机制的作用。”中国社会

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张冠梓张冠梓指出，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首要任务是发挥

市场主体在人才评价中的基础作用和

主导作用，减少政府对用人主体的干

预”。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陈

刚刚介绍了美国的评价系统经验：“美国

大学的评价系统建立在诚信基础上，而

这样的环境需要全社会来培养。中国

要培养这样的环境，可能需要一段时

间。中国大学有非常先进的设备，充足

的经费，如果软环境得到改善，非常有

希望走在全球大学的前列。有了世界

一流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中国成为

创新大国和强国也就有了坚实的基

础。”以此看来，中国的人才培养之路仍

任重而道远。

2 基础研究
如果将科学研究比作一座辉煌的

大厦，基础研究就是扎实的地基。“基础

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

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供给侧。追本溯源，稳固经济社会发

展基石，筑牢国家科学技术大厦，需对

基础研究实行长期稳定支持和超前部

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杨

卫卫这样评价基础研究，他认为，“基础研

究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日益

重要的源头支撑作用”。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空间科学学

会理事长吴季吴季认为，“基础前沿研究是

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

的总机关，也是装备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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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给予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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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科技界发生的几件影响

广泛的事件唤起大众对基础研究的普

遍关注，引力波、暗物质、量子技术、对

撞机这些词汇对大众来说已经耳熟能

详。

1）引力波

2016年 2月 11日，美国激光干涉

引力波天文台（LIGO，图 1）项目主管

David ReitzeDavid Reitze宣布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

引力波，整个科技界为之震惊。复旦大

学物理系教授施郁施郁评价道：“美国科学

家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一方面验证了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另一方面也开启

了人类认识宇宙的一个新窗口——引

力波天文学。”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

学研究院院长李淼李淼说：“引力波的发现，

将会进一步刺激各国的研究进度，世界

各地的引力波研究计划将很快推进，中

国本土研究的进展也会加快。”

“未来引力波的探测，中国应有一

席之地，有自己的引力波探测平台，有

自己的引力波天文台”，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山大学校长罗俊罗俊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中山大学已经发起探测

引力波的科研计划，即“天琴计划”，罗

俊说，“‘天琴计划’将成为中方主导的

国际合作项目，集聚全世界最优秀的科

学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中国另外两个探测引力波的计划

是“太极计划”与“阿里实验计划”。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

长、“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吴岳良吴岳良介绍

“太极计划”说，“‘太极计划’想要探测

的是中低频段的引力波信号，这些信号

可能由大质量或中等质量黑洞并合产

生，而大质量、中等质量黑洞在宇宙演

化早期就已经形成了，通过观测它们，

我们能了解到宇宙早期的情况”。

2）暗物质

暗物质作为“笼罩在 21世纪物理

图1 LIGO项目的巨型装置

（图片来源：腾讯网）

150



科技导报2017，35（1）

学上的两朵乌云”之一，科学家一直在

努力寻找。世界上已有多个大型科研

项目来探测暗物质，中国在四川锦屏建

造的地下2400 m深处的实验室就是为

开展暗物质探测这一基础研究。为了

探测暗物质，2016年，中国将暗物质粒

子探测卫星“悟空”（图2）发射升空，这

是中国首颗专门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

探测卫星。科学家们为“悟空”调制出

能测量宇宙高能粒子的精确“尺子”，暗

物质卫星高级数据产品处理分系统主

任设计师藏京京藏京京说，“科学家要做的事

情就是为探测器做精细的刻度，给出误

差尽可能小的计算结果。通过标定，把

探测器设置成最佳状态，知道它的最佳

运行模式。标定好，就可以收集更多有

效数据，排除‘噪音’”。“悟空”性能优于

国际上所有同类探测器，是迄今为止观

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

间探测器。在 3年的设计寿命中，“悟

空”将通过高空间分辨、宽能谱段观测

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寻找暗物质粒子，

将科学数据传回地面。中国科学院紫

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常进常进介绍说，“‘测得

准、高效率、低本底’是中国探测暗物质

的科学卫星‘悟空’的目标，‘悟空’传送

回来的数据也远远超出科研人员的预

期”，他希望，随着数据的不断累积，在

不久的将来能够获得突破性成果，为空

间科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暗物质

粒子探测卫星中子探测器主任设计师、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马涛马涛也满怀期待，

“暗物质例子探测

卫星‘悟空’开始工

作后，我们将能够

在更长时间和更大

范 围 里 探 测 暗 物

质，我们期待能获

得比较准确的、可

以说服科学家的暗

物质迹象，研究暗

物质的性质”。

3）量子技术

量子计算和量

子通信同属量子技

术。量子计算机运

用的是量子计算。2016年，中国科学

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成功研发了量

子计算机的“大脑”——量子芯片，距离

理想中的量子计算机又近一步。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

实验室主任郭光灿郭光灿这样形容量子计算

机的威力：“如果把经典超级计算机比

作常规导弹，量子计算机就好比核弹

头。当然，就像我们平时不可能随便动

用核弹，常规计算机也不会因量子计算

机的出现而被淘汰，但量子计算机就是

这样，它的出现将在计算能力上碾压经

典计算机。”

2016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

导研制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图3）成功发射，且其主导的

国家量子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项目

合肥至上海段顺利开通，这些成果标志

着中国在量子通

信的研究中走在

世界前列，量子通

信技术正走向实

用化和产业化。

“很有前途、非常

重要”，这是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

对量子通信研发

工 作 给 予 的 肯

定。量子通信的

未来如何？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常

务副校长潘建伟潘建伟

充满信心，“随着各方进一步的推进，量

子通信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进入千

家万户。希望通过 10年左右的努力，

将来每个人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转款、支

付等消费行为，都能够享受到量子通信

的安全保障”。

4）大型对撞机

2016年，丘成桐、王贻芳、杨振宁3
位国际著名科学家对“中国是否应该建

造大型对撞机”这一问题发表的观点掀

起了社会对这一话题的广泛讨论。

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

丘成桐丘成桐多次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建造大

型对撞机，提出可以考虑将河北省秦皇

岛市山海关附近作为选址。他在接受

新华社采访时说，建造大型对撞机是

“在基础科学方面有可能出现重大原创

性突破的地方，将有助于探索整个宇宙

物质的基本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此

外，还会吸引国际顶尖科学家，将“引起

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

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王贻芳认为，

“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建大型对撞机，

是我们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

个难得的机遇”，竞争环境相对较好；

“建造大型对撞机可以使我们在这样一

个重大的、有引领作用的科学领域领先

国际达几十年，可以在相关技术领域领

先国际，使一些重要产品实现国产化并

走到世界最前沿，可以形成一个国际科

学与技术中心引进吸收国外的智力资

源，可以培养几千名有创新能力的物质

图2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示意图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图3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示意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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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及相关技术的顶尖人才”。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杨振宁教

授则认为，中国不宜今天开始建造超大

对撞机。他认为，根据美国的经验，大

型对撞机花费巨高，中国“还有急待解

决的环保问题，教育问题，医药健康问

题，等等；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

对解决这些燃眉问题不利”，还“将大大

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汪

品先品先说，“科学要有大视野，中国有如此

大的队伍和投入，应该要有勇气和魄力

问鼎学术顶峰”。是的，正如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杨卫所说，“中国

的基础研究正在进入从量变到质变、从

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的发展阶段”。然

而，科学研究往往不能一蹴而就，“科学

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往往是一个长时

间的研究探索过程，不能立即看到效

益，需要耐心和长时间积累；但越是如

此，越能产生改变世界的重大成果”，英

国剑桥大学教授、2009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文卡特拉曼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拉马克里希南道出

自己的经验。

3 大数据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

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爆炸式规模增长，

我们正加速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成

为资产，数据成为资源，数据成为商品，

数据在交易中升值，数据成为社会运行

的基石……这些都是数据社会化的表

现”，中国工程院院士、浪潮集团首席科

学家王恩东王恩东这样描述了数据的社会

化。我们看到，在商业中，数据管理日

渐成为核心竞争力；在科研中，数字资

源已经成为研究者们的依赖资源。正

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国杨国

桢桢所说，“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已成为科

技领域以及许多人文社科研究学术信

息的主流形态，是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

学每天依赖的主流信息资源，也是国家

科研、教育和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战略

物资”。

“大数据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高

地，大数据是国家新型战略资源，正在

改变人类生活及对世界的深层理解。

科学大数据正在成为科学发展的新引

擎，驱动学科创新发展”，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研究员郭华东郭华东指出大数据在科研中的

重要程度。

科学研究中，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科

学数据，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研究员黎建辉黎建辉指出，“越来越多的大

科学装置的建设和重大科学实验的开

展，以及无所不在的科学传感器和传感

器网络广泛应用于天空、陆地和海洋，

对自然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探测、监测，

源源不断产生的科学数据在体量、变化

的速度与复杂性等方面均快速发展，比

较典型的有高能物理大数据、生物基因

检测大数据、天文观测大数据、气候变

化监测大数据等，其中很多还是图像数

据”。这些科研数据的剧增，使科研加

速步入大数据时代。就拿高能物理来

说，“中国的高能物理实验每年产生的

数据达到PB级”，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计算中心主任陈刚陈刚说，“高能物

理实验是典型的大科学装置和大科学

研究项目，这意味着跨国家跨地域的国

际合作，这样的大科学项目需要将实验

数据收集和存储起来，并通过高速网络

分发给处于不同国家或机构的合作

者”。

陈刚研究员所指出的共享科研数

据，在科学研究中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大数据的意义并不在于“大”，而

在于“有用”。但是，也正是因为其“有

用”，一些重要数据需要保密。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邬贺

铨铨指出 3种不能开放的数据：“并不是

所有数据都能开放，而是按照分类来进

行部分开放。大数据有很多来源，包括

社会空间数据、物理空间数据和信息空

间数据。比如国家安全数据、商业秘密

数据、个人隐私数据这3方面的数据就

不能开放”。在科研中，中国核心技术

涉及的数据当然也必须要严格保密。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大数据

的安全问题愈发突出。“大数据安全与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密切相关。大数据

具有数量庞大、处理迅速、类型多样、高

价值等特点，数据在集聚过程中由量变

产生质变，集聚程度越高，其重要性和

价值性就越高，安全保障的任务也会越

来越重”，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安晓龙安晓龙道出大数据安

全的重要性与安全保障任务的艰巨

性。同时，他指出，“密码技术是保障大

数据安全最可靠、最经济、最有效的手

段，应积极推进密码应用，切实保障大

数据安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倪光南倪光南指

出，“大数据的安全既包括了大数据的

处理系统的安全、它所使用的核心技术

和基础设施的安全，也包括了大数据本

身的安全。我们应当遵循安全和发展

同步推进的原则，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图4 AlphaGo与李世石进行围棋对战

（图片来源：凤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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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确

保大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大数

据产业，为建设网络强国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而奋斗”。

4 人工智能
AlphaGo，这款围棋人工智能程序

在 2016 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科技明

星”，缘起于2016年3月，它以4∶1的成

绩战胜了世界著名职业九段围棋选手

李世石（图 4），一跃而居围棋世界第

2。“以‘阿尔法狗’作为标志，我们看到

人工智能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科学院

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鄂维南鄂维南如是评价。

AlphaGo 是 由 Google 旗 下 Deep⁃
Mind公司的研究团队开发，其实质是

深度学习网络（CNN）与蒙特卡罗搜索

树（MCTS）相结合。AlphaGo有两个主

要的“大脑”——策略网络与评价网络，

将大量的世界职业棋手的棋谱输入以

预测对手最有可能的落子位置，然后评

价每个落子位置的胜率，通过蒙地卡罗

搜索树来计算最佳解。AlphaGo是人

类智慧的结晶，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

交通大学副校长徐宗本徐宗本这样评价这场

对决：“人机对决实际上是一个人与历

史的对决，也是一个人与群体的对决，

一个生物人与‘人与机器混合生物’之

间的对决。”他认为，“AlphaGo 的胜利

本质上是当代信息技术综合运用的胜

利，是大数据的胜利，也是机器学习的

胜利”。

在人们对 AlphaGo战胜李世石这

一事件欢欣鼓舞之余，不少人却心怀恐

慌——人工智能真的即将发展到可以

战胜人类的程度？

AlphaGo就是为“下围棋”而设计，

从AlphaGo背后的机制便知，它虽然取

得胜利，但实质上是根据人类输入的几

个函数来走出最佳的棋子，并不能主动

地思考。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

科学学院教授邢波邢波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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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人工智

能都是专门针对某一功能而研发的，人

工智能始终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机

器现在做的事情距离人的智能还很

远”，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教授张钹张钹直接给出了答案，“机器只

能在单项上，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可以

经过精雕细刻达到和超过人的水平，机

器想在一个广阔的范围里要超过人，还

很远”。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李衍达李衍达的观点也如出一辙：“目前人

工智能领域的计算机深度学习研究取

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受到计算速度、

耗电量等的限制，目前还应用不到智能

驾驶等现实生活领域。”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还非常有

限，就拿李衍达教授提到的全球科技研

发热点之一的无人驾驶汽车来说，谷

歌、百度等先进科技公司都已踏入这一

领域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

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性仍然不高。“目

前国内外正在研制的‘无人车’，不同程

度上都有人的参与，因此严格地讲应该

属于自动辅助驾驶”，张钹教授这样说

道，“根据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这类车

辆有可能在短期内走向实际应用，而真

正无人参与的无人车，特别是在开放环

境（如繁忙的街道）下行驶，当前的人工

智能技术还难以解决其面临的困难问

题，因此这类车短期内还难以走向实际

应用”。无人驾驶汽车尚且如此，若仅

凭AlphaGo战胜李世石就断言人工智

能战胜人类不免为时过早。

不过，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非常可

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

理事长郑南宁郑南宁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

最伟大的事业，也是最伟大的梦想之

一，将是未来 30年对人类发展影响最

大的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吴一戎吴一戎说，“人工

智能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会深刻改变

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影响非常广

泛”。中国在如此重要的技术中占有一

席之地。中国的百度公司在美国《财

富》杂志刊载的文章《Why deep learn⁃
ing is suddenly changing your life》中被

评为深度学习四大巨头之一，另外3个
是谷歌、微软和Facebook。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谭铁牛谭铁牛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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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食品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它

的讨论不断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6
月29日，10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签

署公开信，力挺转基因作物，要求绿色

和平组织停止反对通过生物技术改良

农作物和食物的活动。公开信强调，全

球的科学和监管机构反复研究、一致发

现，通过生物技术改良的农作物和食物

至少与通过其他方式生产的农作物和

食物同等安全，至今从未确认任何一起

因消费这些产品而引起人类或动物不

良健康反应的案例；多项研究反复证

明，这些农作物和食物对环境的破坏性

更小，且有益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此信

一出，立即掀起转基因讨论的又一波高

潮。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许许

智宏智宏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给予了高

度肯定，“只要是经过严格科学评估、国

家依法批准的转基因产品，在安全上是

没有问题的，其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

的；转基因产品从研究到上市共需要经

过6道环节，没有任何一种食品有这样

严格的审批要求”。

反对转基因的人们大多是担心食

用基因被改造过的食品之后会带来潜

在的身体危害。“从国际上来看，虽然还

存在一些争论，但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公众对转基因产品

的担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韩俊说，

“政府除了加强监管以外，要落实好转

基因产品的强制性标识的要求，要保证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有知情权、选择权”。

为了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督管

理，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和知情权，早

在 2001年，卫生部部务会上就讨论通

过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该

办法提及的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

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其

明确规定，食品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

的，要将转基因标识置于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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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基因的安全问题上，双方观点

分歧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科学家与普

通大众的交流甚少。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全所研究员陈君石陈君石就指出，“评价一个

国家食品状况的好坏，可以参照是否真

正实施了以评估、监管和风险交流为主

要内容的食品风险分析框架，目前中国

在评估和监管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是

食品风险交流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亟须

加强”。许智宏说，“要通过不间断的科

普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转基因、明白

什么是转基因”。

“转基因技术只是整个农业育种技

术的一个新的方法、新的发展，此外还

有很多其他的育种方法，如传统的杂

交、分子标记育种、选择育种等方法，但

目前这些方法已经发挥到极致，或者说

发展的空间比较有限；而‘转基因’（分

子杂交育种）是目前科技含量较高的一

个方法，效果也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朱作言朱作言肯定了转基因技

术的效果。在熟悉转基因技术的科学

家看来，发展转基因技术能够帮助人类

解决粮食安全这一世界难题。美国嘉

吉公司董事会副主席Paul ConwayPaul Conway曾在

采访时表示，“相信正确利用转基因技

术可以帮助增加养活20亿人”。

面对这样一项技术，许智宏表达了

他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担忧：“如果我

们陷入‘转基因安全问题’之争而止步

不前，将失去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不仅

会让我国的生物育种技术与市场受制

于人，农业生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也

将受到严重影响。”

“转基因科研和常规育种科研不能

偏废”，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张世煌张世煌提醒我们，“科研机构

和人员要清楚认识到转基因和常规育

种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关系，只有做好常

规育种平台，转基因技术才能更进一

步”。

虽然目前仍无转基因食品不安全

的证明，但是，转基因方面的安全问题

仍要加强注意。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郭安平郭安平提醒，“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是为了预防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健

康、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潜在

风险，无论从研究和推广应用阶段都必

须慎之又慎。”

科技工作者们不但日日埋首苦干、

辛勤耕耘，直接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

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够针对相关领域的

问题建言发声，间接推动了中国科技的

前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呼唤更多的

科技工作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The memorable sounds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2016

AbstractAbstract In 2016, scientific workers presented lots of descriptive reviews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In this article, some important
“sounds”are selected aiming at the hot topics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gravitational wave, gene transfer, the dark matter
particle explorer named Wukong, quantum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nicknamed Micius, and so on. The“sounds”consists of 5 topic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ic research,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gene transfer, in which the basic research
includes 4 parts of gravitational wave, dark matter, quantum technology and collider.
KeywordsKeywords scientific community soun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ic research;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
transfer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WANG Lina
Departm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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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科技界取得一系列突破性

成果，中国取得可喜的成绩。

2月 3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宣布，中国大科学工程“人造太

阳”EAST 成功实现电子温度超过 5000
万℃、持续时间达 102 s的超高温长脉冲

等离子体放电；11月，“人造太阳”EAST
获得超过60s的完全非感应电流驱动（稳

态）高约束模等离子体，成为世界首个实

现稳态高约束模运行持续时间为分钟量

级的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2月 11日，美国激

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宣布人类首次

直接探测到引力波。

此次宣布的引力波信

号是于世界协调时间

2015年 9月 14日 9∶51
（北京时间当天下午 5∶51）“Advanced LI⁃
GO”观测到的一次置信度高达5.1倍标准

差的引力波事件：GW150914。此次事件

是质量分别为 29个太阳和 36个太阳的

黑洞并合为质量为 62个太阳的克尔黑

洞，与此同时大约3倍的太阳质量转化成

了引力波能量。6月 15日，LIGO又对外

发布，世界协调时间2015年12月26日3∶
38再次观测到引力波事件：GW151226。

3月15日，谷歌公司研发的围棋人工

智能程序——AlphaGo以4∶1的成绩战胜

韩国九段棋手李世乭，AlphaGo的围棋排

名跃居世界第2。AlphaGo实质是深度学

习网络（CNN）与蒙特卡罗搜索树（MCTS）
相结合，即将大量的世界职业棋手的棋

谱输入以预测对手最有可能的落子位

置，然后评价每个落子位置的胜率，通过

蒙地卡罗搜索树来计算最佳解，从而选

择最优的落子策略。

4月 6日，世界首个“三亲”婴儿在墨

西哥诞生。婴儿母亲有导致罕见神经系

统疾病——莱氏综合征的基因突变，为

避免此病遗传给孩子，将母亲卵子中健

康的细胞核转移到捐赠者提供的已经去

除细胞核的卵子中。这项技术将使遗传

病患者获得更多生育选择。

6月2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

际超级计算机大会发布了超级计算机

TOP500榜单，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荣

登榜首。“神威·太湖之光”的峰值运算速

度为 12.5亿亿次/s，持续计算速度为 9.3
亿亿次/s，是之前冠军“天河二号”的 3
倍。“神威·太湖之光”是国内第 1台全部

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超级计算机，而

此前“天河二号”使用的是英特尔至强处

理器和Xeon Phi协处理器。11月 18日，

“神威·太湖之光”荣获具有“超算领域的

诺贝尔奖”之称的“戈登·贝尔”奖，实现

了中国高性能计算应用成果在该奖项上

零的突破。

8月 12日，中国 4500 m载人潜水器

及万米深潜作业的工作母船“探索一号”

科考船结束首航，征服了万米深的马里

亚纳海沟，这是中国海洋科技发展史上

第一次万米级深渊科考。科考队员使用

自主研发的万米级自主遥控潜水器

（ARV）“海斗号”等高技术装备，共执行

84项科考任务，创13项纪录。

8月1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导研

制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发射升空。“墨子号”于未来两年将在

世界上首次开展 4项实验任务以达成两

大科学目标：为在空间量子通信实用化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而进行“星地高速量

子密钥分发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广域量子通信网络实验”；为开展空间

尺度量子力学完备性检验的实验研究而

进行“星地双向纠缠分发实验”与“空间

尺度量子隐形传态实验”。11月，国家量

子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项目合肥至上

海段顺利开通，“墨子号”将与“京沪干

线”相连接，构建起全球首个天地一体化

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实验设施。

9月 15日，天宫二号发射成功，成为

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天宫二号携带国际首个专用的高灵敏度

伽马射线暴偏振测量仪器，主要开展地

球观测、空间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和试验，

包括与神舟十一号飞船对接以及释放伴

随卫星。10月 19日，天宫二号与载有景

海鹏和陈冬两名航天员的神舟十一号飞

船自动交会对接成功；10月23日，天宫二

号的伴随卫星释放成功。伴随卫星将与

天宫二号开展近距离编队驻留试验和航

天新技术验证试验，进一步拓展空间应

用。

9 月 25 日，由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主导建设的 500 m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落成启用，它

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

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FAST能接收

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这个距离接

近于宇宙的边缘，可以观测暗物质、测定

黑洞质量、搜索星际间的通讯信号，甚至

搜寻可能存在的星外文明，但是排在最

前列的目标是寻找脉冲星。

12月 17日，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

星“悟空”发射升空一年整。中外暗物质

研究专家给“悟空”这一年的表现打了满

分：4个有效载荷中，塑料闪烁体、BGO量

能器、中子探测器都 100%正常工作，硅

径迹探测器 99.85%正常工作，优于原定

的 97.5%的指标；在粒子的电荷测量、能

量测量、方向测量、粒子鉴别等方面都取

得了重要进展，全面实现或超过了设计

指标，迄今已完成全天区覆盖 2次，共探

测有效事例18亿个。暗物质粒子探测卫

星首席科学家常进表示，“悟空”的最新

成果将在2017年初正式公布。

回首2016，“神威·太湖之光”、FAST、
“墨子号”等多项重要成果的取得将全球

目光吸引至中国，一项项的突破已然将

中国创新刷出新高度；展望2017，中国的

科技必将更加璀璨辉煌。

文//王丽娜

20162016年中国科技刷出新高度年中国科技刷出新高度

2016年，科技界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中国取得可喜的成

绩。“神威·太湖之光”、FAST、“墨子号”等多项重要成果将全球目

光吸引至中国，一项项的突破已然将中国创新刷出新高度。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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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互联网++医疗医疗””风险的认识与防控风险的认识与防控

·科技建议·

“互联网+医疗”（Internet + medical）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以及互联网平台，使互联网与传统医疗行业进行深度融合，提升

医疗行业的创新力和效率，创造新的医疗健康发展生态。就中

国当前的医疗现实状况而言，实现“互联网+医疗”的目的，是希

望改善看病难、看病贵等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实现分级诊

疗。在传统的医患模式中，对于患者来说普遍存在事前缺乏预

防，事中体验差，事后无服务的现象。针对这些现象，部分业内

人士希望通过互联网来优化传统的诊疗模式，希望患者可以从

互联网医疗数据端监测自身健康数据，做好事前防范；在诊疗服

务中，依靠移动医疗实现网上挂号、询诊、购买、支付，节约时间

和经济成本，提升事中体验；并依靠互联网在事后与医生沟通。

但现实却未尽人意，且“互联网+医疗”的风险已有所显现。

所谓风险是指某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不良结果的不确

定性。互联网可以说是科学与民主“联姻”的结晶，它开放、平

等、快捷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同时其风险也充分显现，即

其所承载的信息真实性、安全性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网络诈

骗、个人信息泄露、黑客入侵等涉网案件屡见不鲜。医疗是人类

对自身疾病预防和治疗的过程。由于科学技术的局限性，人类

对自身的认识极其有限，医疗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故

在现实中医疗风险位居所有自然科学之首。“互联网+医疗”充分

发挥互联网在传统医疗行业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

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医疗过程之中，将提升医疗行业的创

新力和效率，形成全新的医疗健康生态；但同时，二者的风险也

集成于这一平台。

“互联网+医疗”的应用模式可分为互联网医疗和医疗互联

网两大类。

互联网医疗（Internet medical）是患者或其他用户利用互联

网平台向在网络空间里所有的人求医问药的诊疗模式，即所谓

“P2P”（Peer to peer）模式。其主体是患者或其他用户，客体是

不特定的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员，特点是打破了传统医疗医患双

方在同一个现实空间里面对面望触叩听、望闻问切的诊疗模式，

其简便快捷。但由于医患双方不见面，医务人员对患者提供的

信息是否真实可靠难以判断，即便患者提供了相关的实验室检

查数据和影像资料，医务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患者，在不掌握第一

手资料的情况下无法制定准确的治疗方案。纵观时下互联网医

疗的运行模式，基本都类似于电商的线上互动、直销的运行模

式。

医疗互联网（Medical internet）则是医疗机构内部，或医疗

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利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等信息化技

术进行医疗数据信息的交换、传递，开展诊疗技术的医疗服务模

式，即所谓的“B2B”（Business to business）模式。目前医疗互

联网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

（影像、超声、核医学、心电图、肌电图、脑电图等）诊断、远程监

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等。它有效地使优质医

疗资源由中心城市向偏远、基层地区延伸，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对身处偏远、基层的医务人

员诊疗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带动作用。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

远程会诊两端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条件、医务人员技术水平、药

品种类等软硬件条件严重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诊疗行

为结果的不确定性。

本文不单独讨论互联网医疗或医疗互联网某一具体模式风

险的认识与防控，而是综合“互联网+医疗”新业态，从政策法律、

监管、技术和经营等4个方面对“互联网+医疗”风险认识与防控

加以讨论。

1 政策法律不配套所致的风险认识与防控

目前中国“互联网+医疗”在政策法律层面的状况可以概括

为“政策明朗、法律缺失”。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

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

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支持第三方机构构建医学

影像、健康档案、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逐步建立跨医院的医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积极利用移动

互联网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

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引导医疗机构面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开展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等远程医疗服务；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医

疗机构合作建立医疗网络信息平台，加强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资

源整合，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高重大疾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积极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

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鼓励有资质的医学检验机构、医疗服务

机构联合互联网企业，发展基因检测、疾病预防等健康服务模

式。但相关法律的制定却滞后，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没有一部

专门针对“互联网+医疗”的法律法规。2014年8月29日，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

的意见》，其中虽然就加强统筹协调、明确服务内容、完善服务流

程以及加强监督管理等内容进行了原则性的表述，但由于它属

于政策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明确提出“非医疗机构不得

开展远程医疗服务”，但现实是已有众多的网络运营商进入这一

领域。特别是那些互联网巨头们，利用资金雄厚、占有大数据和

网络圈的优势，在不具备医疗机构资质的情况下为网络用户提

供医疗服务，且所展开的互联医疗业务已形成一定规模。并且，

在“互联网+医疗”业态中，非法及违规行医、销售药品现象也十

分普遍。

医学是实践学科，古今中外医生都必须通过亲自调查了解

病人的病史、对病人身体检查，才能对病人的病情做出诊断和实

施治疗措施。中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以立法的形式，将

医师“亲自诊查、调查”作为强制性的执业规则予以规定，即“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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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

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

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医师不得出具与自己执业范围无关

或者与执业类别不相符的医学证明文件”。医务人员在互联网

平台上不可能亲自检查病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诊断和治疗是不

折不扣的违反医学科学规律的违法行为。《执业医师法》第十四

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

的执业地点、职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

保健业务”。这里所称的“执业地点”应指在现实空间中传统意

义上的各类医疗机构。目前开展“互联网+医疗”业务的网络运

营商都或多或少签约了若干医生，在虚拟空间的互联网上为用

户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依照法律规定，此行为应属非法行医。

“注册”（Register）是一种法定的登记许可制度，依照《执业医师

法》规定，医师只有经过注册后，才能执业。“签约”（Signing the
contract）是民事主体间签署合同，前提是合同所约定的事项必

须符合法律规定。医师在未变更或增加注册执业地点的情况

下，与网络运营商签约提供医疗服务显然是违法的。虽然国家

鼓励医务人员多地点执业，但并没有制定或修改相应的法律规

定。一旦出现问题，医务人员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

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推进

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简化了医师多点执业的注册

程序，并探索备案制。随后北京、浙江和深圳等地也开始逐步放

开医师多点执业，推行备案制。但在现实中，地区间的政策差

异，不仅不能减少违法风险，反而会增加新的风险。面对“互联

网+医疗”对现行法律制度的挑战，在当前现实环境下，笔者建议

开展“互联网+医疗”的各类机构，应先到机构所在地政府卫生行

政管理机关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注册成立一个医

疗机构；有意与其签约的医务人员在签约前，应将上述医疗机构

列为增加的执业地点，到上述卫生行政管理机关注册或备案后

方可行医。这样对医患双方都是有效的保护。

另外，目前我国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部分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体制等医疗费用分担机制与“互联网+
医疗”业态的衔接没有相应法律规范，在制度上制约了“互联网+
医疗”的发展。

综上，按照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

见》，“互联网+医疗”须坚持安全有序的基本原则。笔者呼吁国

家有关部门加快专门针对“互联网+医疗”的立法工作，使其在法

律框架内有序发展。

2 监管缺位所致的风险认识与防控

实践证明，对于任何行业加强监管都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

的有效措施。由于中国目前尚无专门针对“互联网+医疗”的法

律法规，则卫生监督部门无法监管，结果导致“互联网+医疗”呈

现脱序式发展的趋势，尤以互联网医疗为甚。

相对于中国“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发展，“互联网+医疗”无

论是发展的速度还是规模都明显落后。但从监管角度而言并非

坏事，建立“互联网+医疗”监管体系有可借鉴的成功样本。

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尽可

能完备的措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也不例外，自上而

下建章建制，先后修订或制定了多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行

业规范。除进一步加强国务院及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部门的

监管职责外，建立了以国务院为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等多部门的监

管联动机制，最大限度的实现了非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和防

范。防控金融风险的核心内容是合规，即通过严格的监管措施，

对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进行合法合规的约束，令

其养成合规意识，形成合规文化。

建立“互联网+医疗”监管体系除须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

专门的法律法规外，须在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内设立专业的

监督管理机构，对所有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进行合法合规的监

管。借鉴金融机构监管的经验，建立以国务院为首，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等多部门

的监管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与维权的作用，制定

切实可行的行业规范，教育从业人员树立合规意识，确保“互联

网+医疗”的安全运行。

目前美国针对“互联网+医疗”的监管体制相对成熟。在立

法方面美国国会于2012年7月通过《安全和创新法案》，将美国

移动医疗（Mobile health）的监管职责授予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美国的多数州在立法中要求州内远距医疗服务

的医疗机构或医师在提供服务前应先进行注册。在具体监管方

面实行以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

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为辅的三部门联合监管，同时美国远程

医疗协会（ATA）承担着行业的自律与维权工作。实践证明，美

国的这套监管体制具有可操作性，监管效果基本满意，可为中国

建立“互联网+医疗”监管体系参考。

3 技术操作所致的风险认识与防控

所谓技术操作风险既包括网络信息技术操作的风险，也包

括诊疗技术实施的风险。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中国网络信息技术领域从业人员中，除

少数高端的领军人物、高管外，多数中低端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

业者的共性具有十分突出的两面性，即：这些人员以青年男性为

主，有活力、好奇心强，知识新、计算机操作技术娴熟、对网络信

息技术有极强的探索欲和创造力；但因受传统工科教育所限以

及长期默默的在虚拟空间进行人机对话，其知识结构相对较窄、

价值取向以计算机操作技术占先、生活懒散、我行我素，在主观

上缺少人文关怀和社会法制意识。甚至有部分人，在从业活动

中抗拒监管，一旦欲望与现实发生冲突，便产生反社会情绪，体

现在行为上就会故意破坏网络信息安全。这一为数庞大的“IT
族”，既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危及互

联网信息安全的主体。有鉴于此，在网络信息安全监管上，除要

建立以制度为导向、以技术为切入点的全方位系统监控体系外，

还应针对特定人群实施重点监控，将消极被动监控变为主动积

极监控。建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督导工程技术院校调整课

程设置，适当减少内容重复、操作层面的技术性课程，增加人文、

法律等课程，着力培养在校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

在医疗互联网平台上医疗机构之间的远程会诊，由于两侧

终端医疗机构硬件设施技术条件、医务人员业务水平、看问题角

度等主客观条件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诊疗的准确性。人民法

院在审理互联网医疗纠纷案件时，因出现纠纷的互联网诊疗行

为不合法，有可能增加患者的误诊风险，一般都会判决医疗机构

或者运营商承担一定的责任。医务人员参与“互联网+医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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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孙东东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动，必须要对互联网和医学科学的特征有清醒的认识，谨言慎

行。在目前相关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下，卫生监督机构应依照《执

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各学科的诊疗规范对互联

网平台上的诊疗行为加以监管，维护“互联网+医疗”的秩序，保

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4 经营活动所致的风险认识与防控

经营活动所致的风险主要指“互联网+医疗”网络运营商在

经营活动中产生医疗损害责任的风险。对此风险网络运营商、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普遍存在严重的认识不足，缺乏预警和防控

机制。

中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对网络运营商在经营活动中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情形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网络

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

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

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

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具体到医疗损害，该法第五十四

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

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

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

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

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

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该

法所谓过错是指法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违

反诊疗规范、法律法规的行为，即：网络运营商具备医疗机构资

质、具备签约医务人员资格，在网络平台上实施诊疗行为，因违

反诊疗技术或程序规范以及违法违规造成患者损害的，由网络

运营商承担赔偿责任。网络运营商是“互联网+医疗”诊疗行为

的责任主体，医务人员是行为主体。若出现五十八条所列情形，

依照该法第六条“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须由网络运

营商举证。网络运营商若不具备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不具

备资格、或有其他非法行医情形的，直接追究非法行医的法律责

任。

互联网上经营药品、医疗器械是“互联网+医疗”业态的主营

业务之一。药品、医疗器械是关乎人类性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对

生产、储藏、批发、配送、零售等经营行为国家实行行政许可经营

制度。未取得经营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否

则为非法经营。针对近年来电商在网上销售药品出现的质量问

题、不良反应的防治等安全用药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明确划定了如“处方药不得在网上销售；药店给购买者送药需

由本店工作人员配送，不得通过快递配送”等经营红线。因网售

药品、器械质量问题引起纠纷，《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

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

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

偿”。由于网售药品取证困难，购买者以所购药品、器械质量有

问题为由起诉网络运营商求偿，网络运营商若拿不出证据证明

自己没错，人民法院将会判决网络运营商承担赔偿责任，至少是

承担先行赔付责任。

由于互联网是开放的，其所承载的信息也都是开放的公开

信息，即使是经过特殊技术加密的信息也存在着被黑客攻击、操

作人员泄露的风险。患者或其他用户在网络平台上咨询或诊

疗，若相关信息未经患者或其他用户同意被泄露，依照《侵权责

任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六十二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

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

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网络运营商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医疗环境恶劣的今天，不论是“互联网医疗”还是“医疗互

联网”，医疗纠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旦发生，患者或其他用

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

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

权人住所地”的规定，既可以选择网络运营商注册地法院提起诉

讼，也可以在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意味着网络运营

商将被动地跟着原告奔走于全国各地打官司，不仅要耗费大量

的人力和财力，而且胜诉的可能性很小。

综上所述，笔者罗列了若干“互联网+医疗”的风险，目的不

是要否定这一新业态，而是为关注“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人们提

供一个思考的空间，尽可能的防控风险的发生，保障医疗安全。

狂热的互联网崇拜，是陷入所谓“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
son）误区的浮躁表现。回顾互联网技术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历

史，“互联网+医疗”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于虚拟空间。“互联网+医

疗”的关键，是医疗！没有医学科学的支撑，互联网的速度再快、

效率再高，也解决不了民众对健康的需求，甚至有可能因人们过

于追求大数据、经济效益，忽视基础医学科学的研究，阻碍了医

学科学的进步。随着人们对互联网这一现代信息传播工具认识

的深入，理性的思考已经逐渐开始取代狂热的感性认识。笔者

认为“线上健康咨询，线下疾病诊疗”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必

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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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助力《《中国制造中国制造20252025》》
———中国科协成立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中国科协成立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这是中国

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1个10年行动纲领。其中提升智能

制造工程是一关键环节[1]，针对这一领域，报告中强调，应紧密围

绕重点制造领域关键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装备融

合的集成创新和工程应用。支持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开发智

能产品和自主可控的智能装置并实现产业化。建立智能制造标

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搭建智能制造网络系统平台。

在促进深化改革、实现制造业整体素质提升的过程中，全国

学会及科技团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单一学会或团体

在承接工作或提供科技政策建议时，可能会力不从心，产生的社

会影响力和公信力也不强。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打造成立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用实际行动促进《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电

子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中国纺织工程

学会等 11家学会共同发起成立。成员单位还包括 15家企业、

10家科研机构和11家高等院校。这是中国科协成立的第5家

学会联合体，之前已陆续成立了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军民融合

学会联合体、清洁能源学会联合体、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

2016年11月26日，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智能制造学会联

合体筹备座谈会。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尚勇主持座谈会并讲话。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发起学会负

责人参加座谈。座谈会上，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吴

幼华代表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各发起学会，介绍了学会联合体

的筹备情况。与会代表讨论了联合体的发展规划和重点工作[2]。

2016年12月24日，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成立大

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尚勇，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

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荣誉理事长周济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静海院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薛一平出席大会并讲话。会议由学会联合体副理事

长、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理事长、天津工业大学校长杨庆新主持。

100余位各界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图1）[3]。

尚勇在讲话中指出，由11家与智能制造相关的科协所属全

国学会发起成立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有利于提升中

国智能制造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促进企

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在战略层面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增强中国

智能制造的能力和水平，有利于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战略性的

重点突破、重点跨越。他强调，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的主要作用

是：1）坚持建设高端智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协同创新服务平

台和人才培养平台的职能定位，以智能制造工程为主线，大力加

强中国智能制造的国际交流能力，搭建好高水平国际交流舞台；

2）联系一批智能制造领域研发基地和平台，集中力量办大事；

3）联系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城市和示范产业园区，推广和应用智

能制造技术。

周济院士在成立大会上围绕智能制造作了专题报告，阐述

了智能制造的重要意义、介绍了国内外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情

况、发展机遇以及发展方向。成立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

体，是贯彻落实“科技三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顺应世界科技发

展趋势、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会联合体将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从提升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出发，联合各成员单位和各位专家，

助力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学会联合体的成立，可以从提升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出发，成为大

力推动中国只能制造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会后，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章程》、

专家委员会名单，听取了联合体重点工作安排，并讨论了联合体

下一步的工作部署。专家委员会将为联合体开展与智能制造领

域相关的国家战略、科技发展、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前瞻性决策咨

询研究和重大政策制定的评估评价工作提供专家建议，逐渐成

为国家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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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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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臻

一些高校的校报常常宣传一些教师

的骄人业绩，而很少提及他们在职业路

上遇到的困难和战胜困难的经历。事实

上，青年教师在事业起步阶段必然需要

克服各种困难。剖析科研起步的过程，

有助于后来人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尽早

步入正轨。本文介绍一个普通青年教师

入职后“原生态的存在”。

初入职场

2011年年底，虹（化名）结束了在美

国的博士后工作，加入国内一所重点高

校，任“常任轨”（tenure track，非升即走）

副研究员、课题组组长。她很珍惜这份

来之不易的工作，也很高兴自己能独立

开展研究。

刚开始的几个月，她忙着撰写科研

项目申请书、准备出国开会的资料。同

时，她开始筹建样品合成实验室，并负责

订购所在科研平台需要的一套大型仪

器。为此，她上网查资料、联系供货方、

填写各种表格，并一次次地跑学校资产

管理处、系办、财务处、科教器材供应服

务中心……

入职半年后，虹找到了教学任务。

虽然她读本科时学习还不错，但时隔十

多年，要给本科生上专业课还是要花很

多时间准备。于是，她几乎整个学期都

在上课和备课，少有时间做科研。

虹做科研的模式是这样的：在自己

实验室合成样品，在系内科研平台测试

样品的基本物性后，把样品带到国外的

国家实验室，使用一种大型仪器测数据

（耗时 1~2星期）。回来后，再花一年时

间分析数据、写论文。

这种“多动脑、少动手”的科研模式

看起来很适合女性科研工作者，但实际

情况不是理想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型仪器不在自己手里，也不能随时去

用。而从申请机时、通过审批，一直到能

够出国做实验，需要等好几个月。并且，

提出的科研点子必须有新意、有价值且

具有可行性。否则，用了对方的大型仪

器却没能出结果，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

和差旅费，而且无法向对方交待。

虹持续不断地向国外的几个国家实

验室申请机时，准备研究不同的样品。

她提出的申请，有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被

“枪毙”了。也有些申请被批准了，由此

带来的问题是：经常出国做实验测不同

的样品，但来不及分析数据、写论文。

此外，她还纠结着一件事：以前做博

士后时有两个科研工作没来得及整理成

文。如果不整理，她心有不甘。而如果

花时间整理，论文由以前的导师投稿，她

的现单位地址很可能不会被列在论文

中，在评职称时这两篇论文也可能用不

上。虹出于对科研工作的负责，还是花

了很多时间整理这两篇论文，但由于种

种原因，论文没有发表。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

入职两年后

虹的丈夫也是一名高校教师。他在

他当初入职后的头两年也忙着各种杂

事，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科研进展。可

他渐渐明白了工作重点，埋头把论文一

篇篇地发出来，入职 4年时就评上了教

授。他对虹说：要明确工作目标，劲往一

处使，而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测

试不同的样品却不整理文章。

入职两年后，虹更有紧迫感。她上

课之余抓紧分析数据、撰写论文，还带着

几名本科生做科研。其中两位本科生做

着做着，决定留在课题组硕博连读。

带学生并非轻而易举。虹不但要教

他们做实验，还要教他们数据处理和理

论分析。在实验方面，学生花了很多时

间去摸索，甚至推倒重来。而在数据处

理和理论分析方面，学生更是上手慢。

有时候虹让学生分析数据，很久都没有

得到有价值的结果。

虹的丈夫认为，不能仅仅把任务“丢

给”学生，过了好久才验看结果，而要经

常、主动地“抓学生”。于是，虹不但每星

期开一次组会，而且每过1～3天就找学

生讨论。不但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合成样

品，中午还和学生走到食堂，一边吃午饭

一边讨论工作。这使得学生更快地进入

科研轨道。

但学生不时会有些困惑。比如别的

课题组的一名研究生来串门，随口说：

“你们组研究的样品过时了，能发《Na⁃
ture》子刊吗？至少我们组是不会研究这

种样品的。”虹的学生面面相觑。

虹对学生说，她在美国读博士期间

的论文虽然只是发表在影响因子3点多

的学术刊物，但她不觉得丢人——导师

是个“老学究”，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把数

据分析好，一篇论文要反复修改很多回

才能投稿，这才是做科研应有的态度。

研究生们在虹的指导下，有目标，有

事情做，也取得了进步。其中一位学生

读研一时就发表了论文，进而获得国家

奖学金。也有别的本科生过来参加组

会、做科研，进而留下来读研。在虹入职

后的第4年，一名博士后加盟，课题组师

生的干劲更足了。经过努力，学生们（包

括本科生）的论文陆续发表了。

家庭和事业发展的矛盾

2011年虹回国任教时，她的孩子还

不到两岁。平时虹的母亲和婆婆挤公交

车到虹的住处带小孩。虹下班后，乘一

个小时的车回到家，围着孩子和家务团

团转。周末她基本去不成学校。

2013年，虹搬进学校附近的新居。

她周末到学校加一天班。她还珍惜没有

教学和琐事打扰的寒假、暑假，抓紧时间

做科研。随着“非升即走”考核的临近，

虹的压力越来越大，她每天下班背着手

提电脑回家。晚上她一边招呼小孩做作

业，一边处理公务。

这样的生活，常常使虹感到很累。

曾有人在网上说，如果你不能利用

上班时间轻松地做完工作，那么你就找

错了工作，但虹并不这么认为。她承认

自己能力有限，也并非出类拔萃。但能

力有限、不那么优秀的人，也有自己的科

研追求，也要生存——这是虹的心声；我

相信，这也是千千万万像她那样的普通

青年教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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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妙笔著文章大家妙笔著文章 编辑匠心传信史编辑匠心传信史
————《《科学精英科学精英：：求解斯芬克斯之谜的人们求解斯芬克斯之谜的人们》》评介评介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2015年 10
月第1版。定价：99.8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王洪鹏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技馆，高级工程师。

国家一级学术期刊《自然辩证法通

讯》辟有一个“人物评传”栏目，专门刊登

科学家评传文章。《科学精英：求解斯芬

克斯之谜的人们》就是从《自然辩证法通

讯》人物评传栏目中精选的44篇文章汇

集而成的。这些文章在科技史研究的基

础上，不仅介绍了科学家的生平和贡献，

还通过代表性科学家的个体故事去反映

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取向，反

映科学家与时代背景的互动。这44篇文

章，按主题分为“科学体制化的贡献者”

“丰富多彩的科学生活”“为理解自然和

自我而奋斗”“艰难时世的跋涉”“浮士德

式的科学家”“女性与科学世界”“东西交

汇的激荡”“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8个

部分，为读者展示了44位科学家的人生

轨迹，通过他们的选择、担当、奉献甚至

牺牲，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科学画卷，

展现出科学发展历程中，科学的争论与

创新、梦想与奋斗、苦难与辉煌。

大家作传 精心编校

《科学精英》收录的范岱年、戈革、董

光璧、金吾伦、胡作玄、李醒民、刘钝、樊

洪业、王渝生、江晓原、刘兵等知名学者

的文章，严肃而又通俗，严谨而又生动，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充满

了人文情怀的哲思。这本书涉及物理

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

等学科，对所收录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科

学成就做出了简明而全面的介绍，并恰

如其分地评价了他们的成败得失，读者

可以从中了解不同学科在不同历史境遇

中的发展历程。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每

篇文章在收录之前，作者或编辑都对新

发现的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

处理，重新对文章进行补充完善，文章后

面还列有主要参考文献，希望起到引而

不发、能者从之的效果，方便读者更加深

入、细致地了解相关研究内容。这本书

对丰富科学技术史园地、有效传播科学

家形象，提高公众对科学家的认识都有

很大帮助，有利于在读者更加全面地理

解科学家群体。

更加立体的科学家形象

科学共同体尽管有着相似的精神气

质，遵循共同的行为规范，但是不同的科

学家有着不同的情感世界，不同的生活

态度。这或许也与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

作有一定的关系。“丰富多彩的科学生

活”章节将一个个鲜活的科学家形象展

现出来，引领读者去感受他们的情感世

界和奋斗历程，体会科学工作中感性和

理性的完美结合。读者会在这一部分看

到提出板块漂移学说的德国地质学家魏

格纳如何收获他的爱情；致力于物理学

研究工作的美国科学家拉比是否应该选

择服务于政府；基因调节理论的创立者

雅克·莫诺是终生的业余音乐家，还是登

山和快艇航海的爱好者；丽丝·迈特爱好

音乐，能弹钢琴，在柏林的时候，经常到

普朗克家参加音乐聚会。在科学家无法

与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力量相

抗衡时，有些科学家为了获得社会认同，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顺从政治、经济等领

域的行为规范。“浮士德式的科学家”介

绍了3位饱受争议的科学家：两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勒纳德和斯塔克，还有运用政

治迫害手段打压不同学术见解者的李森

科。他们曾经为科学进步做出过重要贡

献，后半生由于私欲膨胀，从科学大师变

成了灵魂出卖者，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科

学家的传统正面形象。这些科学家的故

事，也可以引起我们对科学家的社会处

境和社会责任的反思。

女科学家群体的光彩

在以往的科学史著作中，女性在科

学中的作用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毋

庸讳言，科学世界长期以来由男性统治，

这点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男女比例差异悬

殊可见一斑。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

女性。可喜的是，《科学精英》一书为女

性科学家专设了一章，介绍了4位勇敢追

求科学真理的伟大女性：丽丝·迈特纳、

麦克林托克、吴健雄、朱丽亚·罗宾逊，展

现了女性科学家在科学事业中不可忽视

的成就，希望读者能从中管窥女性在科

学中的独特作用。有些科学家不仅将全

部精力奉献给科学事业，甚至也付出了

情感上的代价，或者因为科学事业而终

身未婚，比如，玉米田里的孤独先知——

麦克林托克。麦克林托克是科学史上最

富传奇色彩的女科学家之一，有关玉米

染色体遗传变异的许多重大发现都与她

有关。1983年，麦克林托克独自摘取了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时她已经 81
岁高龄，获得了科学界迟到的承认。

探寻科学活动的终极价值

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人类沐浴着

科学的光辉，享受科学带来的果实。现

在人类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社

会因科学推动而日新月异，科学被世人

所景仰。不过，科学的不当使用，也带来

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核战争可以“在

几秒种之内使人类回到石器时期”，人类

成为唯一可以决定自己未来生死存亡的

物种。爱因斯坦说，他不知道第三次世

界大战怎么打，但他知道第四次世界大

战要用石头和木棒打。在了解了核武器

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爱因斯坦说：“今天，

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

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

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战争是赢得

了，但和平却还没有。”这本书，可以让读

者了解科学的两面性，引导读者思考科

学探索与人类未来的关系，趋利避害，重

新审视人类科学活动的终极价值。

总体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基于严谨

的科学史研究，在讲好科学家的故事的

同时，还承担了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思想

的使命。因此，本书被看作招募科学接

班人的公益广告不足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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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科学普及出版社60周年座

谈会在科技会堂召开。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致

辞，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徐延豪徐延豪发言，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林群、刘刘

嘉麒嘉麒、高福高福，中国工程院院士郑静晨郑静晨，科普

出版社社长秦德继秦德继，中国科协、中宣部、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相关负责人，来自

科技界、科普界的作者、读者代表，出版社

同行代表共同见证科普出版社60载的光荣

与梦想。座谈会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党委书

记、副社长辛兵辛兵主持。

科普出版社 [2016-12-26]

科学普及出版社建社60周年座谈会召开

2016年度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

协会表彰报告会举行

12月26日，2016年度中国老科学技

术工作者协会表彰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原国务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

长陈至立陈至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尚

勇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党组

成员汤涛汤涛，科技部党组成员、秘书长徐建徐建

培培，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海吴海

鹰鹰出席会议。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老科协常务副会长齐齐

让让，中国科协原副主席、中国老科协副会

长冯长根冯长根分别主持大会。中国老科协副

会长杨继平杨继平宣读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

协会奖表彰决定。会议授予丁辉丁辉等 182
人2016年度中国老科协奖；对山西省老

科协交通分会等 12个组织授予 2016年

度中国老科协奖先进集体。会上，陈至

立和尚勇共同为中国老科协学堂揭牌。

大会还邀请了清华大学教授颜宁颜宁、百度

云副总经理傅徐军傅徐军、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研究员王飞跃王飞跃作学术报告。在京

老科技工作者代表等500余人出席大会。

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2016-12-27]
京津冀科协签署科普

资源共享合作协议

12月 22日，由北京市科协、天津市

科协和河北省科协共同主办的首届京津

冀科普资源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京津冀

科协、科普专业机构、科普企业500多名

代表参会。推介会以“e连互通·融合发

展”为主题，举办6项活动，分别是京津冀

科普资源共享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京津

冀科普发展论坛、京津冀“科普理论创新

与实践发展”学术沙龙、科学秀表演、京

津冀科普资源展示推介、北京地区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和基层科普场馆调研。在

京津冀科普资源共享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上，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马

林林，河北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刘

纪雷纪雷，天津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段志段志

强强分别致辞并代表三地科协签署协议。

北京市科协 [2016-12-27]
第十一届新疆青年学术年会举办

12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

一届新疆青年学术年会暨第五届新疆青

年博士论坛在新疆大学举办。本届年会

由新疆科协主办，年会主题为“飞越梦

想，创赢未来”，年会宣传口号“科技振兴

新疆，青年开创未来”。第八届新疆青年

科技奖获奖者，第十四届自治区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论文奖获奖者代表，以及来

自自治区各行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

等950余人参会。会议颁发了第八届新

疆青年科技奖和第十四届自治区自然科

学优秀学术论文奖；邀请中国科学院地

理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方创琳方创琳，中国科学

院新疆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潘世烈潘世烈，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张富张富

春春分别作专题报告。

新疆科协 [2016-12-21]
李春龙当选中国稀土学会

新任理事长

12月18日，中国稀土学会第六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稀土学会理事长干勇干勇主持

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洪杰张洪杰致开幕

词。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兼学会学术部部

长宋军宋军、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

秘书长刘振江刘振江、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稀

土办主任贾银松贾银松出席大会并讲话。会议

选举李春龙李春龙为中国稀土学会第六届理事

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严纯华等 12
人为副理事长。

中国稀土学会 [2016-12-19]
王浩当选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新任理事长

12月21日，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全国

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研究会

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邓楠邓楠，科技部副部

长徐南平徐南平，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吴海鹰吴海鹰，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参事

刘燕华刘燕华，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甘师俊甘师俊、张坤张坤

民民以及会员代表等共 350人出席大会。

邓楠在报告中阐述了对当前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认识，并对研究会的未来发展提

出建议：向高端智库方向努力；积极承担

政府职能转移；面向地方发展提供多元

化服务；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大力加强自

身能力建设。大会选举产生研究会第五

届理事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浩王浩当选为新一

届理事会理事长。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2016-12-23]
周忠和当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新任理事长

12月27—28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徐延豪徐延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白庚胜，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改革办副主

任李建臣李建臣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中国

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周忠和、杨焕明杨焕明，中国工程院

院士郑静晨郑静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

事长章道义章道义以及会员代表等共200多人

参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刘嘉麒刘嘉麒主持开

幕式。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第七届理事会。周忠和当选为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大会

期间还举办了繁荣科普创作高层论坛等

活动。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2016-12-29]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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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62016--1212--1616至至20162016--1212--3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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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公布201610大进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12月25日，《Science》公布了2016年10大突破，排名不分先后。

此次评选出的10大进展分别是：引力波被探测、邻居系外行星现行踪、人工智能围棋场

显身手、杀死老细胞永葆年轻、会“读心”的类人猿、计算软件设计人工蛋白、实验室制出小鼠

卵子、单次非洲移民潮让人类走向全球、纳米孔基因测序技术领风骚、超透镜带来大前景。

（图片来源：《Science》）
2 《Nature》公布2016年度10大科学人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12月19日，《Nature》公布了2016年度10大人物。今年的

名单突显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在天文学，生殖生物学和

少数族裔在科学领域的权利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LIGO科学合作组织的发言人和负责协调分析的关键人员

之一Gabriela GonzalezGabriela Gonzalez、DeepMind的联合创始人Demis HasDemis Has⁃⁃
sabissabis、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珊瑚礁研究卓越中心的主管

Terry HugesTerry Huges、荷兰国立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研究员GuusGuus
VeldersVelders、累西腓市的Aggeu Magalhães研究中心Celina MaCelina Ma⁃⁃
ria Turchi Martelliria Turchi Martelli、Sci-Hub 创始人Alexandra ElbakyanAlexandra Elbakyan、纽约

新希望生殖中心张进张进、MIT媒体实验室Kevin EsveltKevin Esvelt、伦敦大学

玛丽皇后学院天文学家Guillem Anglada-EscudéGuillem Anglada-Escudé、美国核物理

学家Elena LongElena Long入选。

3 《Science》《Nature》预测2017年热点科研领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12月23日，《Science》发表了对2017年科学展望的文章，

认为有4大科学主题值得关注。

一是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和英国脱欧公投对科研的影响；二

是突破胚胎培育时间限制，2016年，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让人类

胚胎发育至近2周，打破了之前9天的纪录；三是寨卡疫苗测试，

寨卡疫苗的效果将在2017年得到验证；四是搜索太阳系第九大

行星。

12月27日，《Nature》也发布了对2017年科学热点领域的

预测。美国总统选举后国际气候变化如何缓解；美国总统选举

和英国脱欧公投后遗留政治遗留问题；中国嫦娥五号探月工程

即将带回来的月球样本和NASA卡西尼号探测器进入土星内

环，并将传输回的数据；美国人类微生物群计划第二阶段；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布罗德研究所之间

的CRISPR Cas9专利之争；谷歌、Dwave、微软等公司 2017年

量子霸业的较量；科学家将在2017年4月首次尝试将“视界望远

镜”对准位于银河系中央的特大质量黑洞；2017年晚些时候，廉

价而薄的太阳能电池将走出实验室，投入商业生产；全球最大的

海洋保护区将在 2017年12月生效，届时南极洲罗斯海的部分

海域将禁止进行商业捕鱼和矿产开采；名为CAR-T的首开先河

的复杂癌症免疫疗法已经做好了上市的准备。凯特制药公司和

诺华制药公司正在为谁先获批使用这种疗法展开竞争；太阳系

第九大行星的探索将在2017年持续进行。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提供的第九大行星背对太阳一面的效果图

（新华社/美联）

4 中国首颗“嗅碳”卫星发射升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12月22日，中国首颗碳卫星TANSAT发射升空，这让全球

碳卫星的数量增加到 3个，也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又添一枚利

器。

本次发射的碳卫星作为中国首颗用于监测全球大气二氧化

碳含量的科学实验卫星，以大气二氧化碳遥感监测为切入点，利

用高光谱与高空间分辨率二氧化碳探测仪、多谱段云与气溶胶

探测仪等探测设备，通过地面数据接收、处理与验证系统，定期

获取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图，使中国在大气二氧化碳监测方面跻

身国际前列。云与气溶胶探测仪的监测数据则有望支撑对PM2.5

及雾霾现象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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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发布描绘中国航天梦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9/30]

12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6年中国的航天》白

皮书，这是中国发表的第4部航天白皮书，白皮书系统介绍了新

时期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充分反映了

2011年以来，中国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

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重大工程，以及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

间应用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阐释了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

宗旨原则和未来5年发展的主要任务。

6 中科学家首次实现“十光子纠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12月26日消息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潘建伟院士及其同事

陆朝阳陆朝阳、陈宇翱陈宇翱等组成的研究小组通过2种不同的方法制备了综

合性能最优的纠缠光子源，首次成功实现“十光子纠缠”，再次刷

新了光子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录。成果以“编辑推荐”的形式发

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并被美国

物理学会网站和《Nature》杂志“研究亮点”栏目报道。

多粒子纠缠操纵作为量子信息处理基本能力的核心指标，一

直是国际角逐的焦点。操纵的纠缠光子数目越多，量子信息处理

能力就会指数级增长，但同时实验实现的难度也急剧增加。瞄准

这一战略性目标，潘建伟和同事首次实现并一直保持着多光子纠

缠态的世界纪录，并系统性地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多个

研究方向，成为国际多光子纠缠领域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7 中国首座铅基核反应堆零功率装置达临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12月 23日，中国首座铅基核反应堆零功率装置“启明星 II
号”首次实现临界，这是中国在铅基重金属冷却快中子反应堆的

创新研发方面取得的关键技术突破，也是中国加速器驱动次临界

系统（ADS）研究完成的又一个重大节点。

“启明星 II号”装置创新性地采用水堆和铅堆“双堆芯”结构，

通过控制系统选择灵活切换，达到双堆芯的分别快速启动，以实

现基准检验与工程验证的双重功能，保证监测技术与测量数据的

可靠性与精准性。该装置是以不同富集度的固体铀棒栅作为核

燃料，以水或铅为介质的多功能反应堆物理综合实验研究平台，

具有固有安全性、堆芯灵活可变性、操作控制可视性、测量准确性

等特点。

8 北京首列磁浮列车抵达S1线悬空10 mm“贴地飞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2月27日消息称，首列北京S1线磁浮列车，已停在石门营

车辆段检修库内。列车采用6辆编组，总长度为89.6 m，额定载

客数为1032人。

2017年，10组这样的列车将用于S1线的日常运营。它们会

“贴地飞行”——磁浮列车行驶过程中，车身将会浮起，与轨道形

成8~10 mm的间隙。

2010年，有媒体曾将“磁浮建设”列入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

争议”。有专家指出，磁浮交通在资金投入上没有特别优势，而且

与现有的轮轨交通无法顺畅接驳。不过在对系统各项技术指标

的验证和可行性研究之后，S1线于2011年正式开工启动。北控

磁浮董事长王平透露，目前工程已进行到内外装修和设备安装阶

段，预计2017年将载客运行。

9 25项金奖专利项目新增利润304亿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2月26日，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

同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中国

专利奖评选出的25项金奖项目已经新增利润304亿元，专利技术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20多年来，中国专利奖评选出了许多技术先进、创新水平高、

经济效益显著的优秀专利成果，表彰了一批在专利创新、运用、保

护、管理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极大地激发了全社

会的创新热情。

中国深空探测图谱（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10 中国建成全球第4个综合基因组权威数据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2月20日消息称，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

康大数据中心团队题为“The BIG Data Center: from deposi⁃
tion to integration to translation”的研究论文在线发表于《Nu⁃
cleic Acids Research》上。这是中国首次以数据中心为模式整

体发布中国生命组学数据资源建设情况，标志着中国建设综合性

基因组数据资源获得国际同行认可。

该数据库成为国际上第4个被认可的生物组学数据库。现在

包括《PNAS》、《Cell Research》等核心期刊在内的多个国际期刊

已经认可把数据提交到BIGD。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停放在北京S1线石门营车辆段的北京S1线

首列磁浮列车（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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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凝聚态物理学热点回眸年凝聚态物理学热点回眸
谷林 1,2，刘效治 1,2，张庆华 1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为盘点2016年凝聚态物理学领域的进展，以电子负折射现象的发现、氦 III的新相中观察到半量子涡旋、实现功能氧化物

界面处的自旋电荷转化、发现马约拉纳费米子存在的关键证据、在声学拓扑绝缘体实现声子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等成果比例，简

述了低维量子体系、关联体系、拓扑体系、带隙调控及量子计算等方向的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拓扑绝缘体；功能氧化物界面；半量子涡旋；马约拉纳费米子

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 Da⁃
vid J. Thouless，F. Duncan M. Haldane
和 John M.Kosterlitz 3 位科学家，以表

彰他们发现了物质拓扑相以及在拓扑

相变方面作出的理论贡献，这极大地鼓

舞了凝聚态物理学家的研究热情。拓

扑概念的引入不仅引发人们重新审视

过去的物理现象和概念，也激励科学家

在探索新现象、发掘新物质和证实多种

物理规律或机制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凝聚态物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由粒子（如原子、离子、分子等）构成并

在某种程度上呈现汇聚形式的物质。

构成凝聚体的粒子种类可以多样，每个

粒子的内禀属性和空间运动具有多个

自由度，而凝聚的形式又可以在外场

（外界环境）的作用下呈现多种变化，展

现出丰富、复杂又迷人的物理现象，因

而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成为当代物理

学领域最庞大的分支之一。有别于其

他物理学分支的是，凝聚态物理涉及到

的空间尺度没有天体物理那么大，而能

量尺度也不会如高能物理那么高；通俗

地来讲，大多数呈现凝聚态的物质都是

生活中常见或常用的，并与当代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的革新息息相关。

2016年对凝聚态物理学领域来说

是一个充满喜悦的丰收年。本文列举

5个具有代表性的科研工作，概要地介

绍和展示凝聚态物理学领域在2016年
中获得的重要发现和成果。重点选取

了低维量子体系、关联体系、拓扑体系、

带隙调控及量子计算这 5个领域。低

维量子体系方面介绍了石墨烯PN结处

的电子负折射现象。关联体系方面介

绍了功能氧化物界面处的电荷自旋的

相互转化。拓扑体系方面介绍了以半

量子涡旋为代表的拓扑缺陷和以声子

晶体的演化为代表的拓扑相变。带隙

调控方面介绍了声子晶体中的能带反

转。量子计算方面介绍了马约拉纳费

米子的发现和证实。

1 研究热点
1.1 电子负折射现象的发现

俄国物理学家 Victor Veselago 在

1968年理论上预言了光线的负折射[1]，

21世纪初多国科学家在实验上终于证

实了光学中的负折射现象 [2-3]，并在接

下来的几年中从二维阵列扩展到三维

材料 [4]，从微波频段扩展到可见光范

围[5]。随后，光学负折射现象被广泛应

用在如可以弯曲光线的隐形斗篷[6]和突

破衍射极限的超透镜[7]的制备中。

对于固体中的载流子（电子和空

穴），可以用费米波矢来描述它的运动

行为。当电子在N型半导体中，费米波

矢与其运动方向一致；而在P型半导体

中，载流子换为空穴，费米波矢也随之

反向。如同光线在两个具有一正一负

折射率的介质界面处会发生负折射现

象一样，电子在任意一种半导体的 PN
结处也应该发生负折射现象；并且原则

上由于不需要像光学中专门构造具有

负折射率的物质或结构，电子的负折射

现象应该更容易产生。但是相比之下，

电子负折射现象的实验发现却推迟了

十余年。

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电子在一般

的半导体中会与结构中的缺陷、杂质和

晶格振动发生散射而偏离原先的运动

轨迹，使得传播方式和光线的直线传播

行为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传统的半导体

在导带和禁带之间具有一定宽度的能

隙，电子只有获得或损失一部分能量才

能跨越PN结从一端到达另一端，因此

绝大部分的电子仅仅是被散射或反射，

而无法透射到另一端并产生可观测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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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阮曼奇，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粒子物理及探测器物理，电子信箱: manqi.ruan@ihep.ac.cn
引用格式：阮曼奇，傅雪，陈明水，等 . 2016年粒子物理学热点回眸[J]. 科技导报, 2017, 35(1): 16-20; doi：10.3981/j.issn.1000-7857.2017.01.002

20162016年粒子物理学热点回眸年粒子物理学热点回眸
阮曼奇 1，傅雪 2，陈明水 3，周宁 4,5

1.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实验物理中心，北京 100049
2.《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3.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天体物理中心，北京 100049
4.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系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研究所，上海 200240
5. 清华大学物理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盘点了2016年粒子物理学的研究热点，在希格斯物理、新物理直接搜索方面提高了测量精度，积累了大量数据；中微子物

理方面θ13的测量精度提高到了4%；低能强相互作用物理方面确认了5夸克态的存在，同时发现多个可能的4夸克态；暗物质搜

索方向全面压低WIMP粒子及其他类型暗物质粒子同普通物质相互作用的截面。

关键词关键词 粒子物理学；研究热点；希格斯玻色子；低能强相互作用；中微子；暗物质

粒子物理学关心的是“世界由什么

组成”、“世界的基本运行规律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

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

时至今日，粒子物理学对这两个问题的

解答可由标准模型来概括。在标准模

型看来，物质由自旋为半整数的费米子

组成，而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则通过自旋

为整数的玻色子来传递。通过规范相

互作用的框架，标准模型解释了自然界

中的电磁、弱和强这3种基本的相互作

用。同时，在标准模型的框架中，基本

粒子主要通过和希格斯粒子的相互作

用获得质量。图 1是标准模型中的基

本粒子，包含 12种

费米子（外圈），分

为夸克（红色部分）

和轻子（绿色部分）

两类；递电、弱、强

相互作用的规范玻

色子（内圈）以及质

量起源——希格斯

玻色子（中心）。

标准模型的发

展和验证是 20 世

纪下半叶粒子物理

发展的主旋律。随

着 2012 年希格斯

粒子的发现，标准

模型预言的所有粒

子均已在实验室被

确认存在。标准模

型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确度，准确预

言、诠释了对撞机实验中几乎所有可观

测到的现象。但标准模型本身有大量

的理论缺陷和自由参数，很难被视作一

个终极理论。物理学界普遍认为，在标

准模型背后存在更加基础的物理规律，

而标准模型只是相对低能有效的理

论。因此，深入理解标准模型，搜索超

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是目前粒子物理

乃至天体物理发展的核心任务。

目前，人们确知自然界中存在若干

标准模型无法诠释的现象，因此这些方

向便自然成为粒子物理下一步发展和

人类寻找更基础的物理规律的突破

口。这些方向包括：希格斯物理、新物

理直接搜索，中微子物理，低能强相互

作用物理，暗物质搜索等。本文简要介

绍2016年上述方向的现状和进展。

1 希格斯物理、新物理直接搜索
位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地 下 100 m 处 的 大 型 强 子 对 撞 机

（LHC）在 2016年 6月底运行亮度达到

了当初的设计指标，即 1034/cm2·s对撞

事例率。在 2016年 8月初于美国芝加图 1 基本粒子标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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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庆飞，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合成化学及合成生物学，电子信箱：zhengqf@sioc.ac.cn；王守锋（通信作者），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合成化学、

合成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电子信箱：chm_wangsf@ujn.edu.cn
引用格式：郑庆飞, 王守锋 . 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碰撞——2016年生物有机化学热点回眸[J]. 科技导报, 2017, 35(1): 21-29; doi：10.3981/j.issn.1000-

7857.2017.01.003

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碰撞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碰撞
————20162016年生物有机化学热点回眸年生物有机化学热点回眸

郑庆飞 1，王守锋 2

1.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2
2. 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山东省氟化学化工材料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022
摘要摘要 生物有机化学旨在阐明复杂生命体系中的内在化学机制，以及通过理性的设计和改良来创造能够由于有机合成化学的生

物大分子催化剂。本文遴选2016年发表于《Science》《Nature》《PNAS》《Nature Chemistry》等期刊的部分重要研究结果，回顾

2016年生物有机化学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生物有机化学；化学生物学；定向进化；人工酶；生物催化

化学生物学这一概念于20个世纪

末提出，是一门将化学小分子作为工

具，同时通过化学手段人为干扰或调控

生命体系，从而阐明复杂生物体系运行

机制的新兴交叉学科。与其他化学分

支学科相比，有机化学在与生命科学的

交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化学家

通过合成不同的有机小分子作为化学

探针，可以有效地研究复杂的生命体

系，因此近年来生物有机化学得到了蓬

勃的发展。

粗略来看，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

交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

化学小分子研究生物大分子，另一个是

通过理性地设计、改造生物大分子，用

于生产复杂结构的功能性化学小分

子。可喜的是，在2016年，围绕这两方

面的生物有机化学研究均取得了重要

的进展，并有诸多相关成果发表在

《Science》《Nature》《PNAS》《Nature
Chemistry》《Cell Chemical Biology》等一

流期刊上。因此，本文根据这些研究成

果盘点2016年国际上关于生物有机化

学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并对本领域未来

的前景进行展望。

1 通过有机化学工具和研究手

段认识复杂生命体系
生命体系固然复杂，但是归根到底

还是由各种有序的化学反应组合而成，

与基于共价断裂和形成的有机化学有

所不同，生命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基于

非共价相互作用的超分子化学组装和

解聚“反应”。为更好地研究和认识这

些复杂的生命过程，化学家“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开发了形形色色的研究工

具和方法，用于让这些神秘的过程“可

视化”。在此前若干年的研究中，有机

化学家开发了一种名为“点击化学”的

强大工具，可以用于标记和追踪复杂生

命体系中生物大分子或功能性小分子，

因此“点击化学”很快便成为了化学生

物学的一个标签。根据这一研究思路，

近年来更多的“生物正交反应”被开发

和应用到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在 2016
年，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研究复杂生物

大分子和生命体系的策略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展。

1.1 “化学突变”实现蛋白质的可控修

饰

生物学家为了研究某种蛋白质中

某一关键氨基酸残基的功能，最常用的

办法就是“定点突变”，即通过遗传学手

段将该氨基酸替换为其他天然氨基

酸。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

很多蛋白质发挥其功能的前体是发生

特殊的翻译后修饰（包括磷酸化、糖基

化、酰基化、烷基化等），而这些后修饰

反应的功能却难以通过传统的点突变

的策略进行模拟。化学生物学家通过

精巧的设计和筛选策略开发了一套利

用终止密码子编码非天然氨基酸的策

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

了这些翻译后修饰的功能；然而，该策

略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即每研究一种

后修饰作用都需要重新筛选一套遗传

系统，难以实现“通用性”，甚至还有很

多后修饰由于取代基位阻过大而无法

通过此方法实现（例如泛素化）。2016
年，有机化学家的努力使得这一困难得

到了改善，牛津大学的Davis课题组通

过结合遗传学和自由基化学构建了一

套更为通用和普适的策略，并将之形象

地命名为“化学突变”[1]。

Davis课题组首先通过基因编码非

天然氨基酸的策略，用终止密码子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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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天文学热点回眸年天文学热点回眸
傅雪 1，刘国卿 2

1.《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2. 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天文学是研究各种天体或天体系统的位置、运动、起源及演化的学科。回顾了2016年天文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重大进展

和重大事件。盘点了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最亮超新星爆发、从超软X射线源发现相对论性高速喷流、发现最近行星及寻找

“太阳系第九大行星”等研究进展；介绍了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落成、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发射等重大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天文学；研究热点；重大进展；重大事件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仰望星

空，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宇宙梦。

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提

出，“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

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

暗暗，惟时何为？”在强烈好奇心和对真

理渴求的驱动下，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宇宙的探索。

天文学是研究各种天体或天体系

统的位置、运动、起源及演化的学科。

近几十年，天文学得到了迅猛发展，但

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主要问

题集中在：两暗（暗物质、暗能量）、一黑

（黑洞）、三起源（宇宙起源演化、天体起

源演化、生命起源）。目前研究前沿热

点有，超新星的爆发机制 [1-2]，Ia型超新

星的前身星，超大质量黑洞起源及其在

宿主星系演化关系，星系中棒结构的形

成，环境对星系中中性氢的影响，冷或

温暗物质及如何观测验证，银盘旋臂的

结构、形成和演化，快速射电暴（FRB）
的起源以及太阳系外行星的探寻等。

1 研究进展
1.1 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

2016年 2月 11日，美国科研人员

宣布，他们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图 1）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

波。这一消息瞬间引爆全球，全世界都

为之欢欣鼓舞。此次发现不仅证实了

广义相对论对引力波的预言，还将为人

类认识宇宙开启一个新的观测“窗口”，

为宇宙探索增添了新的观测手段。这

一划时代的发现开启了引力波物理、天

文学及宇宙物理研究的新纪元。

据科研人员推断，这次探测到的引

力波是由2个黑洞并合产生（图2），这2
个黑洞的初始质量分别是29倍和36倍
太阳质量，并合成1个62倍太阳质量高

速旋转的黑洞，亏损的3个太阳质量以

引力波的形式释放到宇宙空间，经过

13亿年的漫长旅行，2015年 9月 14日

被地球上的精密仪器探测到（图 3）。

科学家花费了数月的时间验证数据并

通过审查程序，宣布了这个讯息 [3]。

2016年 6月 16日，LIGO合作组宣布他

们于2015年12月26日探测到了第2个
引力波信号[4]。

100年前，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

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5]，认为聚集成

团的物质或能量的形状或速度突然改

变时，会改变附近的时空状态，就像涟

漪一样，以光速在宇宙传播。由于引力

波产生的时空扭曲非常微小，因此非常

难以探测到。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

不仅是技术的进步，还是整个基础物理

发展的体现。

同电磁波一样，引力波也有不同的

图1 两台相距3000 km的引力波探测器（来源：LIGO）

（b）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列文斯顿探测器（a）位于华盛顿州的汉福德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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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地球科学热点回眸年地球科学热点回眸
王晓醉 1,2，彭军还 1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学院，北京 100083
2.《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编辑部，武汉 430072
摘要摘要 2016年，地球科学的各分支学科均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呈现出“传统地球科学”向新一轮“地球系统科学”转变的特

点。遴选了全球变暖趋缓及其影响等研究热点和最新发现，回顾了2016 年地球科学领域的重大事件，并分析了地球科学的发

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地球科学前沿；研究热点；重大科技事件

地球科学是一个庞大的超级学科

体系群 [1]，其研究对象为整个地球，包

括自地心至地球外层空间十分广阔的

范围，是由固体地球（核-幔-岩石圈）、

流体地球（大气圈、水圈、土壤圈和生物

圈）、社会地球（智慧圈-人类作用）和

行星地球（太阳系-银河系）组成的一

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称为地球系统

（Earth's System）[2]，其组成和现象如图

1所示。

从分类上说，地球科学包括大气科

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理学及其他

衍生学科。2016年，地球科学各分支

学科均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但总体

来说，当代地球科学发展的特征是地球

系统科学作为整体观和方法论同地球

科学各学科的互动，是“传统地球科学”

向新一轮“地球系统科学”认识的转

变。地球系统科学侧重于研究地球各

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化过程的动

力学关系探讨，以建立“行星地球统一

理论”作为长远的追求目标。因此，本

文遴选全球变暖趋缓及其影响、空气污

染与中国雾霾、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同震滑动研究、地球早期海洋的演化与

生物进化、内陆水体和海洋的碳循环、

基于 GEOTRACES 等计划开展的北大

西洋和南大洋痕量元素组成研究等研

究热点，并盘点了国土资源“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提出“三深一土”目标、2016
年 11月 13日新西兰发生 8.0级地震、

《巴黎协定》正式生效、2016中国矿产

勘探取得若干突破性成果、中国发射多

颗地学卫星、中外科学家首次在琥珀中

发现恐龙标本等地球科学领域发生的

重大事件。

1 研究热点
1.1 全球变暖趋缓及其影响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PCC）第 5次评估报告指出，自 19世

纪中期有观测记录以来，全球年平均气

温上升了 0.8℃左右。然而，全球气温

升温趋势在最近十几年明显减慢。英

国气象学家Knight等最早于 2009年提

出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相对于 1979—
1998期间，全球地表温度增温速率在

1999之后 10年间明显偏低，此即全球

变暖趋缓（停滞）现象 [3]。此后至 2015图1 地球系统的组成、作用和现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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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物理海洋学热点回眸年物理海洋学热点回眸
刘传玉 1,2，王凡 1,2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青岛 266071
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青岛 266237

摘要摘要 物理海洋学是由海洋观测、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共同推动的科学。得益于海洋观测和数值模拟能力的提高，2016年物理

海洋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简述了2016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变异、西边界流与中尺度涡相互作用、温跃层湍流混合等重

要研究成果，回顾了中国在热带西太平洋及邻近海域海洋观测网的建成、新型Argo浮标投入使用等海洋学热点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物理海洋学；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潜标观测阵列

2015—2016年发生了近20年来全

球最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创记录的全

球表面最高温度、最小的北冰洋海冰面

积和最快的南极洲冰盖消融速度[1-4]等

一系列极端海洋和气候事件。这些现

象和过程被遍布于各大洋的观测体系

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观测能力的提高，

使人们在实时掌握这些影响人类命运

的、大尺度的地球-海洋-大气现象的

同时，对预测其变化趋势的能力有所提

高。2016年，由于气候数值模拟能力

大幅提高，人们可以将海洋-大气系统

置于统一的模型，并在百千米的尺度

（中尺度）上研究海洋-大气相互作

用[5]。海洋观测体系的发展和数值模拟

技术的进步在2016年物理海洋学的研

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变异、西边界流与

中尺度涡相互作用、温跃层湍流及其影

响，以及中国海洋观测网建成和新型

Argo观测浮标启用等几个方面，盘点

2016年物理海洋学研究取得的突出进

展及发生的重大事件，展望新的观测体

系和方法在推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

1 北极海冰消融，《后天》情形会

否出现
热盐环流是依靠海水的温度和盐

度差异而驱动的全球洋流循环系统，该

系统在大西洋表现得最为明显。赤道

温暖的海水随着上层的大西洋湾流向

北移动，在途中释放出热量并不断的蒸

发，在使自身变得又冷又咸的同时，温

暖和滋润着北美和欧洲大陆。在到达

北大西洋高纬度时，因海水密度增大而

沉入深海，并以底层西边界流的形式向

南流去，之后汇入南极绕极流，最终流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并在那里上翻至上

层海洋，完成整个环流（图 1）。这个环

流被称为“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热

盐环流将低纬度地区多余的热量输送

红色表示上层暖流，蓝色表示深层寒流

图1 热盐环流示意（图片来源：Climate Science Investigation，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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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生命科学热点回眸年生命科学热点回眸
梁前进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摘要 生命的鲜活特点及其活动规律的复杂性，使得其研究中任一新发现都备受世人关注。2016年，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

振奋人心。本文从不胜枚举的研究成果中选择了几例，介绍和评述了2016年在癌细胞诱导的内皮细胞死亡、耐药性基因突变的

新型肺癌异位抑制剂、极大程度减少脱靶现象的基因靶向方案、利用双重受体改造型T细胞的精确肿瘤杀伤疗法、肿瘤高效免疫

疗法、利用HIV病毒普效性抗体的艾滋病高效免疫疗法、可特异清除攻击病人自身组织淋巴细胞的自身免疫病疗法，以及晶体再

生手术的革新、神经突触剪切机理的解析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特别是肿瘤治疗问题、基因编辑问题等，几乎一直保持着持续的热

度，而在2016年又取得卓著成果。

关键词关键词 生命科学；肿瘤；基因治疗；免疫治疗；艾滋病；自身免疫病；基因编辑；组织再生

生命科学承担着研究生物学现象、

生命活动本质及其特点、生命现象的发

生和发展规律的任务。现代生命科学

以分子遗传学等为主要基础，关注生物

发育规律的细节及各种生物之间和生

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生命

科学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诊断、治

疗遗传病，提高农业或经济作物产量与

质量，保护及修复生态环境，改善人类

生活条件并促进健康等。生命的鲜活

特点及其活动规律的复杂性，使得无论

是生命的起源，还是生物体的结构、功

能的任一新发现，都备受世人关注。人

们不会忘记 2015年基因组编辑、大规

模基因表达差异图谱、核细胞剪接体三

维结构、干细胞命运决定、埃博拉病毒

病、恶性肿瘤、艾滋病和糖尿病病因新

机制等方面研究成果的涌现。2016年
刚刚过去，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依

然振奋人心。

1 对于肿瘤细胞移位发挥了关

键效能的内皮细胞“死亡通

路”
恶性肿瘤置人于死地的罪魁祸首

是肿瘤细胞转移。众所周知，在恶性肿

瘤发生转移的过程中，肿瘤细胞遇到各

种屏障（图1），首先突破的是血管周围

的内皮细胞屏障。此屏障若固若金汤，

则肿瘤细胞就不能进入循环系统，到达

新的组织内得以驻留、引发转移瘤。这

是复杂的多步骤生物学过程。一般把

肿瘤转移的过程大体分为局部浸润

（local invasion）、渗入血管（intravasa⁃
tion）、伴随血循转移-存活、移出血管

（extravasation）和定居新部位-增殖等

几个步骤。目前，人们已经逐渐揭示了

这些步骤的细节，参与肿瘤转移的基因

和性状控制因子不断被发现和研究。

在循环系统中，肿瘤细胞易受攻击，其

图1 肿瘤转移及器官屏障

（图片来源：生命奥秘）

55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4094


科技导报2017，35（1）

收稿日期：2016-12-25；修回日期：2017-01-06
作者简介：陶志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小麦优质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电子信箱：taozhiqiang@caas.cn；赵广才（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小

麦优质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电子信箱：zhaoguangcai@caas.cn
引用格式：陶志强, 常旭虹, 王德梅, 等 . 2016年农业科学热点回眸[J]. 科技导报, 2017, 35(1): 64-77; doi：10.3981/j.issn.1000-7857.2017.01.008

20162016年农业科学热点回眸年农业科学热点回眸
陶志强，常旭虹，王德梅，杨玉双，赵广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农业部作物生理生态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2016年中国农业科学领域全面提升了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率，重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多个领域取得了一批原创性、

高水平研究成果。为追踪农业科学领域发展的前沿和热点，展现农业科学取得的杰出成就，本文回顾2016年作物科学、园艺科

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兽医、生物技术、农业机械化、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领域取得的部分

重要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农业科学前沿；科学热点；研究进展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

农业科技创新，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

为农产品生产保供和现代农业发展的

支撑，在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把

握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促进现代农业

发展的重大部署。2016年，中国农业

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涌现出一批科

技成果，在主要农作物科学、植物保护、

畜禽科学、农业机械化等领域取得重要

进展，对提升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

要作用。基于现代农业发展成就，本文

从主要农作物科学、园艺科学、植物保

护、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农业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兽医、生物技术、农业机械

化、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等 9个领域，

展示了2016年农业科技取得的重要进

展。

1 主要农作物科学
作物基因与分子设计、作物遗传育

种、农机农艺融合作物绿色增产增效技

术集成模式研究与示范 3个领域的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取得了一批原创性、高

水平的研究成果。

1.1 作物基因与分子设计

随着作物基因组定点修饰，解析籽

粒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分子基础，

遗传调控分子机制和抗衰老调控机理

等相关研究和技术的发展，挖掘影响作

物产量和品质的基因资源，加快主要农

作物遗传改良进程的重要手段和优秀

成果大量涌现。

对基因组进行定点修饰，包括关键

基因的定点敲除、替换及外源基因的定

图1 植物中精确基因的删除与替换

（a）

（b）

（c）

（e）

（f）

（d）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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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作物科学热点回眸年作物科学热点回眸
李韬，李长成，孙发宇，施璇

江苏省作物遗传生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点/粮食作物现代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植物

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扬州大学小麦研究中心，扬州 225009
摘要摘要 作物科学是农业科学的核心科学之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效益、发展现代农业等方面居重

要地位。为了解作物领域发展的前沿和热点、展示作物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杰出成就，本文简述2016年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

花、油菜等作物在品种改良、基因克隆、基因组编辑技术等领域取得的部分重要进展，并分析作物科学今后的发展重点和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作物科学；品种改良；2016研究热点

作物科学是粮食安全生产的基础，

是农业科学的核心，是推动和发展农业

现代化的关键。作物科学推动作物生

产的发展，从而保证了人类最基本的生

活需求，稳定了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世界上的三大作物是小麦、玉米

和水稻，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

消费国，中国的特用小麦、油料大豆和

高端大米主要还依靠进口。近年来，全

球粮食需求量不断增加，但由于耕地面

积减少、水资源不足、自然灾害频发等

多种原因造成的世界性粮食危机日益

加剧，依靠科技进步确保粮食安全已成

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中国历来高度重

视作物科学研究，不断加大科研投入，

在杂交水稻培育、抗虫棉研发等作物育

种、栽培、生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本文主要回顾2016年中国科

研人员在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

物研究中取得的部分重要成果，简介了

国际上获得的标志性成果。

1 水稻
水稻是全球最为重要的主粮作物

之一，全世界 1/2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

食。为保障粮食安全，对其产量、抗性、

品质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

水稻产量是水稻研究中的重中之

重，2016年稻谷播种面积为 3.01624×
107 hm2，同 比 下 降 0.17% ，产 量

2.06934×108 t，同比下降 0.63%[1]，因此

产量研究尤其重要。水稻产量与单位

面积穗数、每穗粒数（每穗颖花数）、成

粒率、粒重、温度、株型等因素有关。中

国科学院夏新界团队研究发现，位于细

胞核的 1个一因多效的关键基因OsS⁃

GL，在 5个籼稻、粳稻品种中过量表达

该基因，能明显增加粒长（増 24.8%）、

粒重（増16.3%），同时改良了水稻穗形

和株形，且该基因可正向调控水稻的耐

非生物逆境，如抗旱性、耐盐和耐低温

等能力[2]，该基因的合理利用，对于提高

水稻产量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农业

科学院徐建龙与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林鸿宣克隆到了 1个控制水稻穗粒数

性状的数量性状基因（QTL）GNP1[3]，该

位点既可显著增加穗粒数，又可通过控

制赤霉素合成相关基因对穗粒数性状

和穗部性状发育调控起重要作用。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韩斌等[4]定位并克隆

了 1个通过增加细胞的大小而使籽粒

体积变大从而控制粒长和千粒重的关

键数量性状位点QTL-GLW7（图1）[4]，此

研究既完善了基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的水稻复杂性状基因鉴定的方法，也阐

明了水稻调控籽粒大小的新的分子机

制，该基因还将为粳稻的高产优质育种

提供非常重要的基因资源，可以用于水

稻的分子设计育种[4]。叶绿体作为高等

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其研究有助

于阐明植物光合调控机制进而增加产

量。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滕胜等[5]发现

一个影响水稻低温条件下叶绿体发育

的关键基因 TCD5，该类单加氧酶家族

参与温度敏感的植物白化表型。中国

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夏新界

等培育的“巨型稻”是结合了基因组学、

分子遗传学、传统育种等方法，经突变

体选育、野生稻远缘杂交、分子标记定

向选育而获得的水稻新种质，是研发创

制超高产新型水稻品种的宝贵材料[6]。

中国水稻研究所郭龙彪和钱前等

发现水稻体内NAD合成途径受阻可导

致其叶部提前衰老，而此途径中的关键

限速基因的克隆和功能解析将有利于

探究一种新的延缓水稻叶片衰老的方

法，从而实现水稻增产[7]。中国水稻研

究所钱前等分离了对水稻糙米和颖壳

的发育起关键性调控作用的重要数量

性状座位（QTL）基因 qBRR-10，该位点

可提高稻谷产量并影响水稻糙米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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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古生物学热点回眸年古生物学热点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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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08
摘要摘要 2016年国际古生物研究领域见证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和研究热点。本文回顾2016年在地球早期生命研究、琥珀中的特异

保存化石、中生代羽毛的颜色的分子证据、志留纪古鱼、早泥盆世植物根系、古DNA 等研究方向的重要进展，盘点了国际古生物

研究领域的前沿及热点，部分展示了中国古生物学界做出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关键词 古生物学；早期生命；琥珀化石；古DNA

2016年国际古生物研究领域见证

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和研究热点，在早期

生命研究、琥珀特异保存化石群、脊椎

动物和节肢动物演化、分子古生物学等

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新技术（如

无损伤化石的 3D重建）和新方法应用

方面（如分子生物学技术、拉玛光谱用

于古分子水平和超微观测）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国学者在国际古生物热点领

域做出了显著贡献，国际合作与交流高

度活跃。本文围绕笔者关注的若干领

域和代表性成果展开讨论，旨在向国内

读者介绍相关领域的重要进展及推动

古生物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新技术和

新方法。

1 地球早期生命研究中的重要

发现
1.1 格林兰西南部发现 37亿年前最

早生物记录

生物圈的起源与演化是地球发展

历史中的关键部分，生命对于地球大

气成分、气候、陆地风化作用和海洋化

学循环的影响极为显著。地球最早的

生命记录来自于微生物及微生物活动

形成的一种特殊沉积建造——叠层

石。叠层石是一种由微生物粘结沉积

物颗粒而形成的沉积岩层，其中的微生

物主要为可进行光合作用的蓝细菌（也

称蓝绿藻）。1980年，美、澳联合科研

团队报道了澳大利亚西部发现的 34~
35亿年前的 Pilbara叠层石（Walter, et
al., 1980），后来发现了其中的微生物

化石（Schopf & Walter, 1983）。 尽管

牛津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质疑其生物形

态特性（Brasier, et al., 2002），但是长期

以来，西澳 Pilbara叠层石被普遍认为

是地球上最早的化石记录。

地质学家经过 30 多年的探索，

2016年取得新的突破：一个澳大利亚

科研团队在格林兰西南部发现了37亿
年 前 的 Isua 叠 层 石（Nutman, et al.,
2016）。这一发现将地球上最早的生命

记录提前了2亿多年。

研究表明，Isua叠层石产于格林

兰西南部广泛出露的一套变质沉积岩

系中，如图 1（a）所示，叠层石产于变质

碳酸盐岩中，1~4 cm 厚，具有肉眼可见

的 层 理 结 构（图 1（a）下 部 示 意 的

（a）~37亿年前的格林兰 Isua叠层石（“strom”）（Nutman, et al., 2016, Nature）；
（b）~3.5亿年前的澳大利亚Pilbara 叠层石（图片来源：Wikipedia）；

（c）远古叠层石中的微生物化石（Schopf & Walter, 1983）

图1 地球上最早的古生物记录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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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2016年是中国肿瘤防治重要的一年。回顾了中国2016年在肿瘤预防领域采取的环境治理、防治肥胖、大病医保及健康

体检等措施，简述了在治疗肺癌、白血病、乳腺癌、消化道癌和鼻咽癌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盘点了新药研发、免疫治疗和转化

医学研究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分析了中国肿瘤防治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防治；健康检查；抗肿瘤新药；免疫治疗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让人欣喜的一年。党和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把维护全体

人民健康作为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8月19日召开的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更是强调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将发展健康卫生事业、促进人

民福祉提升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新高

度。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中国

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中国卫生医疗

工作者依照“十三五”规划精神，把发展

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

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

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深入实施创

新推动发展战略，实施并完成了一批国

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

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健

康的重大疾病。作为捍卫人民健康的

主战场，中国肿瘤防治领域在 2016年

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具有显著的

科学意义和社会效益。但肿瘤防治形

势依然十分严峻，许多重大问题仍待解

决。本文盘点2016年中国肿瘤防治领

域取得的进展，并展望肿瘤防治的发展

方向。

1 肿瘤预防的进展
1.1 环境保护

环境中的一些有害物质会增加癌

症发病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于 2013
年将室外空气污染列为一级致癌物。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变化，

肿瘤风险日益升高。在 2016年，中国

继续在改善环境、治理大气污染等方面

做出巨大的努力，包括面对目前民生热

门议题“雾霾”等现状，以环境质量为核

心，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协同推进，以

全面达标排放计划为抓手，大幅度削减

污染物存量；以推进骨干性工程为抓

手，实施污染减排，以排污许可落实治

污减排责任，并构建相应的风险防控系

统，系统构建事前严防、事中严管、事后

处置的全过程、多层级风险防范体系。

而细化到个人及团体，中国全面推行公

共场所禁烟相关条例，北京最新的禁烟

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条例”，并且

在2016年，禁烟推行范围由小到大，从

过渡期逐渐全面化。以上针对环境的

各项措施，均是为了能减少公共生存环

境中可能引起居民健康损害的因素，对

预防肿瘤（尤其是肺癌）的发生具有重

要意义。

1.2 肥胖预防

肥胖目前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

题，会增加冠心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

很多慢性病的发病率。不仅如此，其对

癌症发病的影响近年来也得到重视。

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是衡量肥胖的指标，美国一项纳入超过

1920万人的队列研究发现：BMI和肿瘤

风险相关，体重指数大于40者，各项肿

瘤风险均增加，尤其是男性更易患肝

癌、胃癌，女性更易患妇科肿瘤、肾癌、

胰腺癌 [1]。中国男性肥胖人数已从

1975年的 70万人（占全球 2.1%）上升

至4320万人（占全球16.3%），女性肥胖

人数从1975年的170万（占全球2.5%）

上升至 4640万人（占全球 12.4%）。总

体来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肥胖

人群数量呈快速增长状态，其增长速度

为全球第一。据估计中国城市小学生

肥胖已经达到 10%。中国已经开始重

视中小学生体质的提高，应当及早开始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与控制，例如

宣传正确的饮食观念、推广全民健身

等。

1.3 大病医保

恶性肿瘤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

重的经济负担。如果缺乏有力的保障

机制，很容易使患者家庭因病致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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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信息中心，上海 201203
摘要摘要 药物是一种涉及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特殊产品，药物的研发融合了多学科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精华。

近年，医药行业增长速度迅猛，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16年，制药产业持续繁荣，同时也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本文以2016年度批准的重磅新药为依据，盘点肿瘤、糖尿病、心血管、阿尔茨海默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等治疗领域药

物研发的新靶标、新技术、新方法等热点。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心血管；糖尿病；药物靶标；药学前沿

2016年，新药研发持续升温，更多

新机制新靶标的药物、新的突破性治疗

手段问世：肿瘤免疫疗法依旧热度不

减，继 2015年 PD-1抑制剂获批，2016
年全球首个PD-L1抑制剂Tecentriq成

功上市，肿瘤免疫疗法的适应症不断扩

增，涵盖了更多的肿瘤领域；基因编辑

方法成功应用于肿瘤和艾滋病的治

疗[1-2]；抗癌药Lartruvo联合阿霉素用于

软组织肉瘤一线治疗，成为 40年来重

大突破；首个治疗头颈癌的药物——

Opdivo获批；科学家首次提出了治疗急

性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的药物[3]；在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方面，全球首个 B淋巴细胞瘤-2
基因（B-cell lymphoma-2，Bcl-2）抑制

剂Venclexta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的加速批准；首个治疗帕金森

病性精神病的药物Nuplazid问世，成为

帕金森病性精神病临床治疗的重大里

程碑；FDA批准了首个杜氏肌营养不良

（DMD）新药 Exondys 51。药物研发不

断为人类疾病提供更为精准的治疗手

段。

1 肿瘤：药物研发持续升温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

《全球癌症报告 2014》预测，全球癌症

病例将呈现迅猛增长态势，由 2012年

的 1400 万人，逐年递增至 2025 年的

1900 万人，到 2035 年将达到 2400 万

人。新增癌症病例有近半出现在亚洲，

中国新增癌症病例高居第一位。抗肿

瘤药物是全球医药市场的领军类别，全

球抗肿瘤药市场在 2008~2013年复合

增长率为7.2%[4-5]。据艾美仕市场研究

公司（IMS Health）数据统计，2015年全

球肿瘤治疗和支持护理药物花费增长

11.5%，达1070亿美元。

1.1 免疫抑制剂

近几年，癌症治疗方面最引人瞩目

的新方法之一当属癌症免疫疗法。美

国癌症研究会发布2016年癌症进展报

告显示，2015年 8月 1日至 2016年 7月
31日，FDA批准了 13种新的抗癌治疗

药物及11种既往获批抗癌药物的新适

应症[6]。在 13种新抗癌药物中，4种为

免疫治疗药物，免疫疗法正处于快速推

进的阶段，并且适用的癌症类型也在不

断增加。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适应

症从最初的黑色素瘤和肺癌扩展到膀

胱癌、头颈癌、霍奇金淋巴瘤、肾癌等癌

症类型。

在免疫治疗方法中，程序性死亡受

体1及其配体（programmed death 1/pro⁃
grammed death ligand 1，PD-1/PD-L1）
抑制剂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类。PD-1属
于T细胞的抑制性受体，肿瘤细胞通过

PD-L1与 T细胞表面 PD-1结合，产生

抑制信号，阻止效应 T细胞增殖，不能

及时有效地识别危险肿瘤细胞，从而使

之逃避免疫细胞追杀。设计阻断PD-1
和 PD-L1的单克隆抗体（单抗），是肿

瘤免疫治疗手段（图1）。
随着首个PD-1单抗的获批，目前

FDA已经批准默沙东、百时美施贵宝、

罗氏公司的 Kertruda、Opdivo及 Tecen⁃
triq这3款药物，PD-1/PD-L1类单抗已

经开始进入肿瘤的常规治疗。Tecen⁃
triq是 2016年罗氏旗下基因泰克公司

获批的 PD-L1类药物，用于膀胱癌的

治疗，是 30多年来 FDA针对特定膀胱

癌批准的首个新药，也是 FDA批准的

首个 PD-L1抗体，曾先后获得 FDA的

突破性疗法认定、优先审评资格及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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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重磅新药研发热点回眸年重磅新药研发热点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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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 100010
摘要摘要 2016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医药研发成本不断攀升，小分子新药获批数量日益降低，抗肿瘤药物、孤儿药

研发势头依旧不减。随着生物药专利悬崖逐渐显现，生物类似药崭露头角。遴选了2016年上市的部分重磅新药，盘点了抗感

染、抗肿瘤、中枢神经系统等领域的新药研发进展，回顾了2016年国内药学领域的相关热点事件。

关键词关键词 新药研发；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物；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生物类似药；药学前沿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飞速发展、

中产阶级迅速扩张，全球医药产业规模

不断扩大，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

（IMS Health）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医

药市场规模已超过 1万亿美元，未来 5
年的年增长率在 4%~7%，预计在 2020
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将达到 1.4万亿

美元 [1]，全球医药产业陷入低速增长

期。据推测，未来5年全球专利药面临

1780亿美元的损失。与此同时，医药

研发成本不断攀高，小分子新药获批数

日益降低，生物新药和生物类似药的研

发成果逐渐显现。

根据美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官网显示[2]，截至2016年12月
27日，FDA下属药品评价和研究中心

（CDER）共批准了 22 个新分子实体

（new molecular entities，NMEs），包括

15 个化学小分子药物和 7 个生物新

药。2016年获批的新药数较2015年明

显下降（2015年获批 45个），但生物新

药获批比例有所提高，由 27%提高到

32%。此外，2016年，FDA还批准了 11
个 新 组 合 制 剂（new drug combina⁃
tions）。本文遴选2016年上市的部分重

磅新药，盘点抗感染、抗肿瘤、中枢神经

系统领域新药的研发进展，并回顾2016

年国内药学领域的相关热点事件。

1 抗感染药物再崛起
抗感染药物在20世纪初期显露头

角，在 20世纪 70年代占据了药物市场

1/3的份额。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们对

抗感染药物机理的深入研究，使得绝大

部分的感染性疾病有了稳定且疗效显

著的治疗方案，新型抗感染药物凤毛麟

角。然而 2016年，抗病毒的新药或新

组合制剂频频获批，如抗炭疽热药物

Anthim，抗艰难梭菌感染药物Zinplava，
抗丙肝药物Zepatier、Epclusa、Odetsey、
Descovy，抗乙肝药物Vemlidy等。而这

一领域最大的赢家，莫过于吉利德科学

公司（Gilead Sciences, Inc.）。
1.1 丙肝全基因型治疗药物：Epclusa

2016年 6月和 7月，吉利德开发的

泛基因型丙肝鸡尾酒疗法药物Epclusa
在美国和欧盟获批用于治疗全部 6种

基因型丙肝。

全球约有 1.8
亿人感染丙肝病

毒。在美国，基因

型 1丙肝是最常见

的 丙 肝 类 型 ；然

而 ，在 全 球 范 围

内，大约 75%的美国人为基因 1型丙

肝，20%~25%为基因 2或 3型。目前，

尽管丙肝的临床治疗已经成熟，但仍有

许多患者亟需一种简易高效的泛基因

型丙肝药物，尤其是针对极为难治的 3
型HCV患者。

Epclusa是全球首个也是唯一一个

全口服、泛基因型、单一片剂的丙肝治

疗方案，也是获批治疗基因型2和基因

型3丙肝的首个单一片剂方案（不需要

联合利巴韦林）。Epclusa是索非布韦

（Sofosbuvir）和新药 Velpatasvir 的固定

复方口服片剂（图1、图2）。

图1 Sofosbuvir结构式

图2 Velpatasvir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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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 710061

摘要摘要 2016年，中国环境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了解决各类环境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

得了诸多阶段性成果。本文简介2016年度大气环境、土壤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等领域取得的部分突破性进展；遴选了2016
年环境科学领域最受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盘点了2016年出台的有重要影响力的环境政策及调查报告；分析了中国环境科学领

域的态势及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中国环境研究；环境污染；前沿进展；环境政策

随着社会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的不

断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

存。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保证经济稳定

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从战略、法律、政策、经济手段等各方面

提高了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持。继《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气十条”）、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

之后，国务院于 2016年 5月出台了《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称“土十

条”），基本确定了中国“十三五”期间的

主要工作方向。2016年 11月，国务院

制定印发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进一步为中国“十三五”时期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明确了行动指南。2016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在绿色发展规划的指导下，中国的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环境科学领域

更是得到了全面发展。为了从整体上

掌握中国环境科学的发展动态，本文从

各类权威媒体、网站等新闻报道中，选

出 2016年度以中国科研人员为主、发

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或者具有重要

影响的部分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总结综

述；同时盘点 2016年度环境相关的热

点事件及中国出台的有重要影响力的

环境政策和调查报告。鉴于中国当前

空气污染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本文将按

照大气环境、土壤环境、水环境、生态环

境的顺序对2016年度环境科学领域所

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

1 环境科学研究进展
1.1 大气环境

2016年，中国科研人员在大气污

染物排放源、大气污染形成机制、大气

污染的气候、健康及生态效应和大气污

染防控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诸多突破

性进展，不仅在大气环境类专业 SCI期
刊上发表了数百篇论文，更有多篇优秀

科研论文发表在《Nature》、《Science》、

《PNAS》、《Nature》子刊等高影响期刊

上，这为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制

定和完善提供了科学依据。

1.1.1 大气污染物排放源

近年来，细颗粒物（PM2.5）作为中国

大气污染物的重要组分之一日益引起

国内外的广泛关注。PM2.5浓度更是成

为衡量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关键性指

标之一，其变化趋势与中国的城市化进

程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韩

立建研究团队通过北京市40年的能见

度反推得到 1973—2013年间北京大气

中的 PM2.5浓度。分析发现：在稳定气

象条件下，北京大气中的 PM2.5浓度在

1973—2013年间显著增加，且与人口、

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耗及机动

车数量等城市化指标显著正相关[1]。由

此说明人类活动（比如居民生活、工业

生产及城市交通等）对城市空气质量有

重要影响。因此，要实现中国可持续的

城市化目标，首先需要准确了解各类排

放源对大气污染物的贡献，从而制定更

为合理、更有针对性的空气污染防控策

略。

北京大学朱彤等采用耦合化学模

块的中尺度数值天气预报模式（WRF-
Chem），首次量化了采暖季节京津冀地

区消减居民源（采暖和烹饪等）的空气

质量改善结果，揭示了居民源对室外空

气污染的重要贡献。研究显示：全部控

制北京市居民源排放可使北京市冬季

PM2.5浓度下降（22±6）%；而同时控制京

津冀地区的居民源排放可使京津冀地

区冬季 PM2.5浓度平均下降 36%。 此

外，同时控制京津冀地区居民源排放所

消减的北京地区大气PM2.5浓度是仅控

制北京居民源排放的2倍，由此揭示了

京津冀大气污染区域协同控制的重要

性[2]。

除交通、工业及居民源等广受关注

的污染物排放源外，海运船舶排放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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