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

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总结历史

经验会发现，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

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中国科协“四服务”的职责定位，

汇聚海内外高端科技领军人才，为吉林创新发展提供精准服务，促进吉林省“发挥五个优势、推进五项举措、加快五

大发展”战略实施，推动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国科协将于2017年6月24—26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

办“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本届年会由中国科协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中国科协年会是中国科技领域高规格、高层次、高质量的科技盛会。以内容精炼、目标精准、成果精品、需求

实、对接实、效果实著称。其前身为中国科协学术年会，1999年由中央书记处同意设立。从2006年起，由综合性、

跨学科、开放性的学术年会转型为大科普、综合交叉、为举办地服务的综合性年会。年会由中国科协与省级人民政

府联合举办，每年举办1届，至今已先后在昆明、广州、西安等地举办了18届。

本届年会主题为“创新驱动，全面振兴”，由“会、展、赛、服”四大板块组成。大会将邀请4位报告人就科技界和

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科技问题和成果做特邀报告，设立了12个前沿交叉学术交流会议，主题主要针对生命科学与

健康、军民融合、能源转型、信息新技术、智能制造、生态文明建设、氢燃料电池及智能车辆技术、高性能高分子材

料、互联网+、微创外科、针灸脑科学、中医药学术创新为话题进行交流和研讨。除此之外，年会还将举办吉林省党

政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吉林省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与对接会、先进材料创新展览会、海外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大

赛、高端智库咨询服务行动、创新驱动助力老工业基地振兴行动、科普中国服务吉林行动。

为了全面反映12个学术交流分会场所涉及学科主题的主要学术内容和发展方向，《科技导报》邀请了各分会场

的专家撰写了相应学科发展综述和政策建议文章，出版《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专刊》，希望通过专刊更好地把这

些成果推广和传播开来，更好地为国家和地方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科技创新助力吉林振兴和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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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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强省建设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强省建设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把创

新摆上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对各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作出系列重要部署。各地积极响应

中央号召，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吉

林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大部署，牢固树立

创新发展理念，牢牢抓住国家新一轮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重要机遇，特别是以

创新驱动为主题召开省委十届七次全

会，吹响了进军科技创新强省的号角，

把科技创新摆在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吉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不断增强，科技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

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正在从量的

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努力为吉林省新

一轮振兴发展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一、吉林省科技创新工作主要进展
（一）科技创新总体水平不断提

高。根据《中国区域科技进步评价报告

（2016）》显示：吉林省科技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指数居全国第 17位；科技论文

数3篇/万人，居全国第10位；大专以上

学历人数 1317 人/万人，居全国第 14
位；研究与实验发展（R&D）人员数 18
人年/万人，居全国第 14位；R&D研究

人员9人年/万人，居全国第13位；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681亿元，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为 14.2%，居全国第 12位；吉林

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居全国第 19位。

其中，科技研发投入不断增强，“十二

五”期间全省财政科技支出年均增长

16.7%，累计支出 161.3亿元，支出总规

模是“十一五”期间的2.29倍；在财政科

技支出的引导作用下，全省R&D经费

支出增速达到 15%，比GDP增速高 5.6
个百分点，R&D经费规模从“十一五”

末的 75.8亿元水平跃升到“十二五”末

的140亿元左右。此外，截至“十二五”

末期，吉林省综合创新能力提升保障经

济年均增速居东北地区首位，农业科技

创新保障粮食总产量连续 3年（2013—
2015）突破 700亿斤，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从“十一五”末期的 263.99亿元跃

升到548.11亿元；信息产业、医药产业、

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增加值也分别

从 75.90亿元、218.83亿元和 320.69亿

元增长到 129.73 亿元、502.26 亿元和

600.29亿元。2016年，吉林省全要素生

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3.6%。

（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实现新突

破。在通用航空与卫星应用领域：“吉

林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突破了“星载一

体化”卫星一系列重大关键核心技术，

标志着吉林省在高新技术、航天信息产

业研发等方面都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先

进行列。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突

破了牵引系统等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

技术，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

撑。在现代农业领域：玉米单倍体规模

化育种技术研究与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领域：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方面的关键

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吉林省“互联

网+”行动计划实施、信息技术应用奠

定了理论与技术基础。在新材料领域：

攻克了一批重大技术，以特种工程塑

料、高性能纤维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在

国内已经形成一定的集群优势。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突破了发动机低碳节能

核心技术等汽车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开

发出新能源轿车、新能源客车。

（三）行业骨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一汽集团在环保节能、安全

舒适、可靠耐久、工艺材料、汽车电子智

能五大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连续突破，

一汽解放“胜虎”中型高机动性通用战

术车辆第一次亮相阅兵式，相关技术和

性能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当代军车水

平。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最高自动化等级的国内首列地铁

车成功下线，适用于非洲气候的轻轨客

车、适用于高寒环境的高铁客车等成功

运营。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公司碳/碳
复合材料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在国内处

于领先水平。修正集团的肺宁颗粒二

次开发与产业化项目打造了吉林省首

个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的治疗呼吸疾

病药品。长白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康艾注射液经二次开发后的销售收入

居中国抗肿瘤重要注射液市场份额第

一位。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类中药新药参一胶囊获批国家一类

中药单体抗癌药。

（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快速推

进。截至目前，全省院士工作站增至

30个、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中心增

至 30个、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增至 85个、省级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增

至 31个、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园区）

增至21个（其中国家级6个）、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增至 45 个（其中国家级 10
个）、大学科技园增至8家（其中国家级

3家）、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增至 5个、

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增至 70个（其中

国家级11个）、生产力促进中心增至42
个（其中国家级4个）、国家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增至5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和工程实验室增至235个、科技创新中

心增至124个、国家级高新区增至5个，

·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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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筑英到黄大年从蒋筑英到黄大年
———透视科技报国精神传承之—透视科技报国精神传承之““吉林现象吉林现象””

刘硕，孟含琪，薛钦峰

35年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蒋筑英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如今，

“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

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的黄大年，再次

震撼了我们的心灵。两位工作地点都

在吉林的科学家，他们的爱国之情和报

国之志已化为白山松水间的座座群峰，

绵延不息。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要做更多

的铺路工作，为祖国的科技现代化，为

更多的年轻科技人员攀登高峰创造条

件。”这是蒋筑英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

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

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

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

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

傲和自豪的事情。”黄大年入党志愿书

中的这句话，与蒋筑英有着跨越时空的

默契。

一块铺路石，一朵浪花，30 多年

来，他们的报国热情，在不少新一代科

技工作者身上得到了延续。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学

术委员会主任姜会林曾在35年前担任

蒋筑英事迹报告团的主要成员，蒋筑英

忘我工作的勤奋态度和一心为公的奉

献精神，让姜会林看在眼里，深受感

动。这些年来，姜会林带领团队在应用

光学领域取得一系列突出成果，曾主持

国家“863”“995”等重点高新项目 20多
项，获得国内外广泛认可。

“30多年来，我

宣传蒋筑英事迹上

百场。他的突出贡

献和崇高精神不仅

对我，而且对所有科

技工作者都是有益

的启迪。不忘初心，

勇于担当，蒋筑英给

我们树立了光辉的

榜样。”姜会林说。

从神舟八号到

神舟十一号的交会

对接中，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空间

目标成像项目组研制的关键组件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长春光机所空间目标

成像项目组带头人、研究员刘伟奇坦

言，很多工作没有国外资料可查，要根

据实际一步步摸索，“越是这样，越要勇

于挑战前沿科技难题，这是科技工作者

应有的担当。”

在英国工作生活了近17年的王作

斌，面对祖国的召唤，2009年放弃了优

越的条件，毅然回到长春理工大学。归

国后，他主持创办了纳米测量与制造技

术中心实验室，面对人手短缺等困难，

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从无到有，把中

心建成了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纳米操纵

与制造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技术水平

走在世界前列。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

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王作斌说，一名科

学家，除了具备卓越的专业成就，更应

具备崇高的爱国情怀。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20世纪 70年代，中国彩色电视复

原技术十分落后，图像颜色失真。面对

这一难题，蒋筑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

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

案，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

真的彩色电视。这样的技术创新，在当

时的技术条件下可谓创举。

蒋筑英让我们看到了清晰的图像，

黄大年率领的科研团队则让我们有了

“巡天探地潜海”的慧眼。7年多，2000
多个日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黄大年

率领团队不断攻关，让中国进入“深地

时代”。

一辈辈在吉林这块热土上勇攀高

峰的科技人，一代代的接力传承，是为

了让祖国看得更远、更准、更清。

对太阳辐射进行精确测量，考验着

蒋筑英（右）与导师王大珩（左）在研究工作（图片来源：《台州日报》）

新华通讯社吉林分社，长春 130061

本文转载自《吉林日报》2017年6月6日第3版，图片由本刊搜集补充。

·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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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5-20；修回日期：2017-06-10
作者简介：秦川，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实验病理学，电子信箱: qinchuan@pumc.edu.cn
引用格式：秦川, 孔琪, 钱军, 等 . 实验动物科学技术是生命科学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支撑条件[J]. 科技导报, 2017, 35(11): 10-14; doi: 10.3981/j.

issn.1000-7857.2017.11.001

实验动物科学技术是生命科学和实验动物科学技术是生命科学和
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支撑条件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支撑条件
秦川 1，孔琪 1，钱军 2，夏咸柱 2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021
2.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长春 130122
摘要摘要 实验动物科学技术是生命科学、医学创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是“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资

源之一，对保障人类健康、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立了包

括实验动物法律、法规、标准等在内的管理体系；形成了科学研究、生产供应、质量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了十余个国际水平

的实验动物技术平台。本文通过阐述中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发展现状，找出存在问题，提出加快中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创新发

展的重大建议，为生命科学和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 实验动物；产业；生命科学；健康中国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的时

代，特别是生命科学中的健康医学已成

为世界各国科学研究的主旋律。中国

也十分重视健康医学的研究，人民健康

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和

战略目标。国家对全民健康的如此重

视和安排，对作为生命健康研究必要条

件和重要支撑的实验动物科学来说，无

疑是极其难得的机遇和挑战。为此中

国工程院设立重点战略咨询项目《实验

动物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行业内

专家组织召开了香山科学会议第 568
次学术讨论会“实验动物科技创新的关

键科学问题与技术”。

经过反复研讨，专家普遍认为，实

验动物科学技术是生命科学和健康中

国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基础支撑。本文

就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在生命科学和健

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发展现状、存

在问题和重大建议进行全面阐述。

1 生命科学和健康中国建设对

实验动物科学技术提出的战

略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民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16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健康中国”作为国

家战略目标。“十三五”期间，围绕大健

康、大卫生和大医学的医疗健康产业有

望突破10万亿元市场规模。科技部发

布的《“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

划》（国科发基〔2017〕162 号）明确指

出，加强实验动物新品种（品系）、动物

模型的研究与应用作为基础支撑能力

建设。而生物、现代农业、资源环境和

生态保护、健康、产业转型升级等几个

重点领域均需要实验动物作为支撑条

件。组织实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

科技项目”中包括“绘制模式动物介观

神经网络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全景式图

谱”。

实验动物科学是在生命科学、医药

和农业等领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

定基础”的必需支撑条件。《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生命科

学基础研究中的“生命过程的定量研究

和系统整合；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人类

健康与疾病的生物学基础；蛋白质研

究；发育与生殖研究”、公共安全领域的

“生物安全保障”和“食品安全与出入境

检验检疫”、农业发展中的“环保型肥

料、农药创制和生态农业”，均需实验动

物、动物模型及动物实验技术作为体内

研究的工具。

中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发展面临

的问题越来越严峻，一度成为抗击非典

的“瓶颈”问题，远远不能满足生物医

药、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疫病防控、动

物种业等领域的发展需求，以至于今后

将影响这些研究领域和产业的发展，对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产生严重

影响。

2 实验动物科学技术是围绕生

命科学和人类健康研究需要

建立的综合性学科
实验动物科学（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s）是研究实验动物培育研制、遗

传和微生物质量、生物学特性、营养与

疾病、动物实验技术及其应用的一门新

兴应用学科。它以实验动物为研究对

象，集生物学（主要是动物学、遗传学、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生命科学与健康中国学术论坛”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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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5-20；修回日期：2017-06-09
作者简介：许嵩，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与国防经济，电子信箱: xusong714@163.com
引用格式：许嵩，胡冬梅，张旭光 . 中国军工集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相关问题[J]. 科技导报, 2017, 35(11): 15-19;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11.002

中国军工集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相关中国军工集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相关
问题问题
许嵩，胡冬梅，张旭光

中船重工军民融合与国防动员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摘要摘要 军工集团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的骨干力量，肩负着服务国防军队建设、促进科技进步、服务经济发展三大历史使命，具有鲜

明的军民融合属性，是天然贯彻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的主力军。国内外安全和发展新形势、新特点使得军工集团的军民融合

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基于中国军工集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军工集团军民融合发展的总体趋势，

围绕国家总体安全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新要求，提出了科学妥当处理好军与民、大与小、上与下、内与外、左与右、计划与市场

六方面关系。

关键词关键词 军工集团；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工业

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是中国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

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

策，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印发了

军民融合发展纲领性文件《关于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1]，明确

提出要打造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中国

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工集

团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的骨干力量，肩负

着服务国防军队建设、促进科技进步、

服务经济发展三大历史使命，具有鲜明

的军民融合属性，是天然贯彻军民融合

发展国家战略的主力军。

1 军工集团贯彻军民融合国家

战略具有独特地位
1.1 军工集团军民融合历史沿革

以军工集团为主体的国防科技工

业经历了多次改革，发展历程大体可划

分为 4个阶段：国防工业部阶段、总公

司阶段、组建集团公司阶段、以资本融

合为特征的重组阶段。新中国伊始，短

时间内建立起核工业、航天、航空、船

舶、兵器、电子六大类别比较完整的国

防工业体系。按照苏联模式将国防工

业置于政府直接管理之下，分别组建了

第二至第八机械工业部，服务国防建

设。从1982年第六机械工业部改组成

为船舶总公司开始，至1993年，从形式

上完成了国防工业部门由行政部门向

工业总公司的转变。1999年，在原五

大军工总公司基础上，组建了十大军工

集团，2001年又组建了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充分体现了政企分开、军民

结合、适度竞争以及科研力量相对集中

的原则。军工集团的组建开启了国防

科技工业战略重组和结构调整改革的

大幕，确立了军工集团在武器装备采购

市场的主体地位，建立了新型武器装备

供需关系。军工集团在产权制度、管理

制度、运行机制上进行了探索，走上快

速发展之路。2007年国防科技工业主

管部门颁布《关于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

改造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以资本

为纽带推动军工集团改革成为重要内

容[2]。军工集团通过股份制改造、首次

公开募股（IPO）、增发等逐步实现资产

上市。专业化整合、现代企业制度建

立、混合所有制等改革探索深入推进，

军工集团的发展质量得到快速提升。

1.2 军工集团贯彻落实军民融合优势

军工集团在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

展国家战略方面具有4方面优势，一是

政治优势。包括军工集团在内的中央

企业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坚持党的

领导是其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和原

则。军民融合战略是党中央做出的重

大历史性决策，与中央企业的性质有着

根本的一致性。二是制度优势。军工

集团是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载体，既能有

效执行国家意志，又能充分利用市场手

段，有效利用价格、竞争、供需、信贷等

市场手段来影响市场走向，规范市场行

为，具有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制度

优势。三是产业优势。军工集团承担

着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产业发

展的责任，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完整，具

备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优势。四是要

素整合优势。军工集团体系内技术、资

本、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的要素资源

丰富，吸纳、整合、汇聚各方资源的能力

强，具备推进全要素军民深度融合的天

然优势。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军民融合促振兴，创新驱动助发展——第二届军民融合高端论坛”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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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5-25；修回日期：2017-06-02
作者简介：穆钢，教授，研究方向为新能源发电、电力系统稳定分析，电子信箱：mg@mail.nedu.edu.cn
引用格式：穆钢, 崔杨, 陈志, 等 . 吉林风电消纳关键技术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J]. 科技导报, 2017, 35(11): 20-29;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7.11.003

吉林风电消纳关键技术的研究现状与吉林风电消纳关键技术的研究现状与
发展趋势发展趋势
穆钢 1，崔杨 1，陈志 1，严干贵 1，孙勇 2

1. 东北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吉林 132012
2.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调控中心，长春 130021
摘要摘要 吉林电网风电渗透率高，受风电随机波动性、电网负荷水平以及冬季社会供热需求等因素的制约，吉林风电面临着严峻的

消纳瓶颈，已严重制约风能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开发适应强波动性电源的智能风电调度系统，利用储热及风电供热技术等

新兴技术，提高电网调节能力，增加用电负荷规模，是破解风电消纳的有效途径。本文结合吉林风电大规模联网面临难题，介绍

了风电功率预测技术、储热技术和风电供热技术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阐述了风电消纳相关技术的应用进展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风电消纳；风电功率预测；风电供热；储热；电热联合

近年来，中国风电产业依靠其天然的丰富性和高度的集

中性，以大规模集中开发的主要形式迅猛发展，风电累计装

机容量已达到世界首位。截至2016年底，全国并网风电装机

容量已达到 1.49亿 kW，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9%，风电上

网电量 2410亿 kW·h，占全部发电量的 4%[1]。大力开发以风

电为代表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推进能源低碳化转型、保

障能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 [2]，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共

识。 吉林省凭借其风能资源丰富（理论风能蕴藏量为 6920
亿（kW·h）/a）、风速较稳定、极端最大风速较小、空气密度较

大等特点，已成为全国八大1000万kW级风电基地之一。

由于风电功率的强波动性，风电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峻

的风电消纳难题，尤其是在风电资源最为丰富的东北、华北、

西北地区，弃风电量约占全国弃风电量的95%以上，其中，吉

林风电弃风尤为严重，2016年吉林省弃风电量为29亿kW·h，
弃风率高达 30%[1]，其中冬季供暖期（1月—4月、11月—12
月）弃风总量20亿kW·h，占总弃风量的68.97%，负荷低谷时

段（22∶00—次日 05∶00）的弃风电量占全年比例高达 35.7%，

弃风率高、平均利用小时低下的困境已严重制约风能资源的

开发利用。

大规模风电高渗透接入给电网调节能力带来严峻的挑

战。截至 2016年底，吉林全省热电联产机组装机容量已达

1430.8万 kW，占燃煤火电总装机的 88.8%，电网平均最大用

电负荷870万kW、最小用电负荷仅为500万kW，为满足冬季

全社会供热需要，热电联产机组按“以热定电”模式运行，导

致风电上网空间被进一步压缩[3-4]，电网调节资源难以满足大

规模风电入网要求，导致严重弃风。

增加用电负荷规模、提升常规机组调节能力、激发负荷

侧调节潜能是提高电网风电消纳规模的主要途径，主要关键

技术包括风电功率预测技术、智能风电调度技术、基于储热/
储能的火电机组灵活性提升技术、电能替代技术、需求侧响

应技术等。本文结合吉林风电大规模联网面临难题，介绍风

电功率预测技术、储热技术和风电供热技术研究现状及存在

问题，阐述风电消纳相关技术的应用进展和发展趋势。

1 吉林省弃风产生机理分析
1.1 电网调节能力对风电消纳影响

引入“风电运行可行域”的概念对电网风电接纳进行量

化分析。风电运行可行域的上边界为风电允许出力上限，其

在数值上等于系统负荷与火电机组理论出力下限的差值，当

风电实际出力超过可行域上边界时产生弃风。图1为吉林省

电网的风电运行可行域与弃风关系示意图。可以看出，弃风

多发生于夜间负荷低谷时段，但白天亦有少量弃风发生。导

致夜间低谷时段系统风电消纳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包括：系

统低谷负荷过低而系统调峰能力不足；热电联产机组保供热

任务导致火电机组出力下限升高。

图 2为传统热电联产机组供热状态下的电热运行特性。

承担供热任务的热电联产机组需要保持较高的供热功率，热

电耦合的运行特性导致机组的强迫电出力下限较高。如图2
所示，当系统供热量为Ph时，机组的电出力下限相比不供热

状态和最小进汽量状态下的电出力下限，分别上升ΔPe′和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加快能源转型 促进东北振兴”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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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小龙, 关键, 黄勇, 等 . 雷达低可观测目标探测技术[J]. 科技导报, 2017, 35(11): 30-38;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11.004

雷达低可观测目标探测技术雷达低可观测目标探测技术
陈小龙 1，关键 1，黄勇 1，何友 2

1.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烟台 264001
2.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信息融合研究所，烟台 264001
摘要摘要 复杂背景下稳健高效的低可观测目标探测始终是雷达信号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一方面，强杂波背景和目标复杂

运动使得信号微弱，时频域难以区分；另一方面，传统雷达体制回波信号资源受限，难以实现对目标信号的精细化描述，亟需发展

雷达目标探测新体制和新技术。本文归纳总结了低可观测目标探测面临的技术难点，系统回顾了常用的雷达动目标检测方法，

最后从目标探测技术和手段两方面对雷达低可观测目标探测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信号与信息处理；雷达目标探测；低可观测目标；动目标检测；多维信息

雷达作为目标探测和监视的主要

手段，在空中和海面目标监视以及预警

探测等公共和国防安全领域应用广

泛 [1]。然而受复杂背景环境（陆地、城

市、海洋等）及目标复杂运动特性的影

响，目标雷达回波极其微弱、特性复杂，

具有低可观测性，使得雷达对动目标的

探测性能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复杂背

景下低可观测动目标探测技术成为影

响雷达性能的关键制约因素 ，也是世

界性难题 [2]。具体体现在 [3]：1）目标运

动特性复杂，雷达低可观测动目标主要

包括“低（低掠射角照射，杂波强）、慢

（慢速目标，易受杂波遮蔽）、小（小尺寸

目标，回波微弱）、快（高速高机动目标，

能量发散积累效果差）、隐（隐身目标，

回波微弱）”等类型；2）强杂波极易湮

没目标回波信号，并形成大量类似于目

标的尖峰信号，严重影响雷达对弱小目

标的探测和监视性能；3）雷达观测范

围广，回波数据量大，新体制雷达采用

数字化阵列等技术，在提高信号采样质

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数据量，对算法

的实时处理提出了极高要求；4）存在

岛屿、岛礁、陆海交界、强点源干扰、多

目标等复杂情况。

目前，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的出现

和迅速发展，成为“低、慢、小、快、隐”等

低可观测目标的典型代表。目前，“黑

飞”现象仍然十分普遍，一些简易航空

器容易偏离预定航线和空域，一旦进入

重要经济、政治、军事目标上空，严重威

胁民事和军事安全。此外，无人机一旦

被恐怖分子利用，后果不堪设想。对该

类目标的有效探测是对其进行拦截与

打击的必要前提。

综上，低可观测动目标回波信杂比

（signal- to-clutter ratio，SCR）低，且呈

现非平稳和非均匀特性，亟待发展和研

究高时频分辨率、大数据量高效、自适

应以及适用于多分量信号分析的方法

和手段。迫切需要创新雷达动目标检

测技术，提高强杂波以及目标复杂运动

特性条件下的雷达动目标探测性能。

1 低可观测目标探测主要难点
低可观测目标回波处理面临的复

杂环境，高速高机动飞行器带来的多普

勒扩散，雷达分辨率提高带来的目标能

量扩展及距离徙动、隐身目标带来的雷

达 散 射 截 面 积（radar cross section，
RCS）下降、目标类型多带来的分类与

识别难等都是目前雷达对低可观测目

标探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其

技术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探测环境复杂，背景杂波认知难

度大

雷达目标回波不仅包括目标本身，

还受复杂的探测环境的影响，雷达探测

环境包括气象、陆地、海洋和电磁干扰

等，这些背景产生的回波对目标检测产

生不利影响，称为背景杂波。以海杂波

为例，海杂波中的雷达目标检测技术研

究首先要掌握海杂波特性，但由于受气

象、地理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海面

非线性随机变化，杂波形成机理非常复

杂，并且海杂波还与雷达平台、波段、极

化、擦地角、高度、分辨率等参数有关，

在高海况或低入射角时，还会表现出明

显的时变、非高斯、非线性和非平稳特

性，使得海杂波特性认知极其困难[4]，如

图1所示。

1.2 目标类型多，回波信杂比低

目标具有低可观测特性，使得回波

SCR低，增大了雷达检测的难度。具有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新一代信息技术论坛”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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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精密仪器与装备发展现状及中国部分精密仪器与装备发展现状及
展望展望
贾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春 130033
摘要摘要 简要介绍了精密仪器与装备的作用和中国部分领域的发展现状，分析了紧密相关的几项关键技术发展概况，剖析了与国

外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未来发展空间，结合国家“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规划，对精密仪器与装备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精密仪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

精密仪器与装备广泛应用于科研、

国防、工业制造及人民生活等领域，其

研发与制造能力是国家高新技术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先进制造技术，特别

是未来的智能制造技术必须有大量精

密测量仪器与装备作为支撑。大量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精密仪器与装备，尤

其是国产仪器与装备，是实现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必需基础，是实现

《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必要保障。但

目前国内精密仪器与装备产业发展与

国外还存在着巨大差距，是中国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1 精密仪器与装备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

珩曾精辟地总结仪器仪表的作用：“科

学研究的先行官、工业生产的倍增器、

军事上的战斗力、生活上的物化法官”。

在科学研究最高荣誉诺贝尔奖中，

近1/3的物理/化学奖与仪器紧密相关，

在物理领域因仪器直接获奖者达 21
人。现代科学研究中，仪器不仅是人类

认识自然的工具，其自身也是科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没有激光干涉引力波天

文台（LIGO）就不可能成功探测引力

波 [1]，没有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也无

法实际观测到Higgs粒子[2]。

在工业生产中，精密仪器与装备对

国民经济有巨大的“倍增器”和拉动作

用。据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统计，

为了质量认证和控制、自动化及流程分

析，每天要完成2.5亿次检测、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 3.5%。要完成这些检测，需

要大量种类繁多的分析和检测仪器。

20世纪 90年代初，美国商业部国家标

准局曾发表评估报告，专门评估仪器仪

表工业对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影响

作用，其报告称：仪器仪表工业总产值

只占工业总产值的 4%，但它对国民经

济的影响达到 66%。工业生产中应用

的精密装备更是数不胜数，机床、光刻

机、工业机器人等早已实现各种以往被

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人从繁重的

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军事应用中，精密仪器与装备的

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侦察、打击效率。现

代侦察卫星活跃于太空之中，时刻监视

着全球的军事动向。精确制导技术大幅

提高了战术打击成功率。美国空军的一

项研究发现[3]，激光制导炸弹对“硬”目标

的有效性是传统炸弹的100~200倍，对

“软”和区域目标的有效性是传统炸弹的

20~40倍。在攻击敌人坦克的战斗中，

使用激光制导炸弹的次数约为总攻击次

数的10%，但其战果却囊括了被摧毁坦

克总数的22%。越战期间，为炸毁越南

清化颔龙（又称龙之颚）大桥，美军出动

采用常规炸弹的飞机873架次，最终损

失11架飞机、104名飞行员，仍未能炸毁

大桥，越军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恢

复。采用激光制导智能炸弹后，仅出动

4架飞机，第一次攻击就成功摧毁目标，

直到战后，仍未能成功恢复。

在现代生活中，刑事案件侦破、产

品质量检查、环境污染监测、违禁药物

服用、指纹假钞识别等，到处依靠先进

仪器进行判断。1988—2002年间，甘

肃省白银市有9名女性惨遭入室杀害，

尽管在案发现场曾收集到犯罪分子的

指纹和DNA，但当时囿于落后的技术，

案件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16
年，白银市警方开始建立Y-STR数据

库，犯罪嫌疑人一位堂叔的DNA，因行

贿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通过基因对

比，在海量的数据信息中找到了关键信

息，通过指纹和DNA信息比对确定了

嫌疑人身份。历经 28年，曾引起巨大

社会恐慌的白银连环杀人案终于告

破。此外美国通过Y-DNA检验技术破

获 50年前凶案、四川遂宁警方通过Y
染色体家系排查锁定逃亡 11年疑犯、

广东汕尾警方通过DNA比对查出潜逃

7年命案嫌犯、湖北警方通过Y染色体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智能制造引领东北工业基地振兴交流研讨会”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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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的44种植物修复技术种植物修复技术
李玉宝，夏锦梦，论东东

温州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温州 325000
摘要摘要 目前土壤受重金属污染的情况受到广泛关注，该状况在国内外都很严重。植物修复技术是新发展起来的一种利用自然生

长植物或遗传工程培育植物来修复重金属土壤环境的技术，它是通过植物系统及根际微生物群落来移去、挥发或稳定土壤环境

中的污染物。与传统的物理和化学修复方法相比，植物修复技术具有投资少、成本低、可盈利、对土壤环境扰动小等优点。本文

主要介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4种植物修复技术，论述国内外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现状，重点涉及植物提取和稳定2方面。超积累植

物由于其生理特性适合规模性应用，而与微生物修复、动物修复等修复方式结合能更好地提高修复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土壤；重金属污染；植物修复

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源来源复

杂[1]，一是来自大气沉降，大气中的重金

属主要来源于能源、运输、冶金和建筑材

料生产产生的气体和粉尘；二是随污水

进入土壤的重金属，利用污水灌溉是灌

溉农业的一项古老的技术，主要是把污

水作为灌溉水源来利用，由于中国工业

迅速发展，工矿企业污水未经分流处理

而排入下水道与生活污水混合排放，从

而造成污灌区土壤重金属的含量逐年增

加；三是随固体废弃物进入土壤的重金

属，固体废弃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不

同种类及其危害方式和污染程度不同，

其中矿业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最为严

重，这类废弃物的堆放或处理过程中，由

于日晒、雨淋、水洗重金属极易移动、以

辐射状、漏斗状向周围土壤、水体扩散；

四是随农用物资进入土壤的重金属，农

药、化肥和地膜是重要的农用物资，对农

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

长期不合理施用也可能导致土壤重金属

污染。在现实中关注的往往集中于几种

重金属元素：Hg、Cd、Pb、Cr、Cu、Zn及

As。土壤重金属污染现在是影响人体

健康和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找到

合适的方法治理重金属污染迫在眉睫。

1 中国重金属污染现状
重金属污染土壤，致使农产品质量

下降、土壤中的污染物通过各种食物

链，经过逐级生物富集最终对人体健康

产生危害。它不仅可以通过食物链对

人体健康产生直接危害，还可以通过影

响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间接对人类健

康造成威胁。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低

浓度有毒污染物属环境激素类物质，其

影响是缓慢且长期的，可能长达数十年

乃至数代人。可见重金属对土壤的持

续污染及土壤中污染物的长期存在，必

将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巨大的、严重

的、潜在的威胁。

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形态多变、金

属有机态毒性大于无机态、价态不同毒

性不同、金属羟基化合物常剧毒、迁移

化、形式多、物理化学行为大多具有可

逆性，属于缓冲性污染、产生毒性效应

的浓度范围低、微生物不能降解反而会

毒害微生物或者使之有机化，增强毒

性、对人体毒性的积累等特点。

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中Hg、Cd 污

染最为严重，Pb、As、Cr、Se和Cu的污染

也比较严重。目前中国重金属污染的

土壤面积已超过10万km2，污染的耕地

约有 1.0×105 k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10%以上，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

区。据统计，中国超过 300 km2土地受

Hg的污染，有超过100 km2土地受Se的
污染，每年仅生产镉米就达5万 t以上，

而每年因污染而损失的粮食约1200万
t，合计经济损失至少 200亿元 [2]，这不

仅对人体健康产生了威胁，也对国家的

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解决

这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需要采取方法

从源头治理，只有将土壤中重金属的量

控制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2 植物修复技术国内外现状
2.1 国内现状

张学洪等[3]在广西发现了铬超积累

植物李氏禾（Cutgrass）；杨肖娥等[4]在浙

江发现了锌的超积累植物东南景天

（Sedum alfredii Hance）；陈同斌和韦朝

阳等[5-6]在湖南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砷

的超积累植物蜈蚣草（Pteris vittata L.）

和另一种明显富集砷的植物大叶井口

边草（Pteris cretica）；薛生国等[7]在湖南

湘潭发现锰的超积累植物商陆（Phyto⁃

lacca acinosa Roxb），刘威等[8]在湖南发

现了镉的超积累植物宝山堇菜（Viola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研讨会”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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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61520106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61522307）
作者简介：陈虹，教授，研究方向为预测控制、非线性优化控制和汽车控制，电子信箱：chenh@jlu.edu.cn
引用格式：陈虹, 郭露露, 边宁 . 对汽车智能化进程及其关键技术的思考[J]. 科技导报, 2017, 35(11): 52-59;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11.007

对汽车智能化进程及其关键技术的思考对汽车智能化进程及其关键技术的思考
陈虹 1,2，郭露露 1,2，边宁 3

1.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5
2. 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长春 130025
3.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武汉 430058
摘要摘要 随着控制、感知、通信和执行器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电动化、自动化及网联化为基础的智能汽车成为汽车行业发展一大趋

势，而汽车智能化所带来的技术挑战性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汽车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进程来看，汽车智能化可分为

驾驶辅助、半自动化、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4个阶段。本文对当前汽车智能化研究中以车企和 IT行业所主导的2条技术路

线进行介绍，深入分析了汽车智能化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含义，并概括了汽车智能化所面临的多源信息融合感知、智能汽车

控制架构协调决策控制、人机交互与拟人共驾等挑战性问题。最后，对中国汽车企业智能化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智能汽车；智能化发展路线；汽车网联化；关键技术

随着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人工

智能、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化

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和潮流。从智能

手机、智能家电，到企业的智能制造、智

能物流等，智能化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

的各行各业。而在“工业4.0”、“智能交

通”、“智慧城市”和“互联网+”的大背

景下，汽车智能化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

展最重要的潮流和趋势。

21世纪以来，互联网、IT技术和智

能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日常生活带来巨

大改变，同时进一步促进人们对智能产

品要求的提高。对于汽车这一现代人

类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而言，人们对其

安全、节能、环保、便捷、舒适等性能有

了更高要求。汽车在带给人们方便快

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事故、城市交

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而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汽车产业的良

好发展已经不仅关乎汽车行业本身，更

关乎国家的经济、环境、就业等问题。

因此以信息化、自动化为核心的汽车智

能化得到广泛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汽车智能网联化的大趋势下，除了传

统汽车企业外，互联网企业也正在加入

汽车制造行列，无人驾驶汽车、互联网

汽车等成为关注点。在此发展趋势下，

一向被认为“循规蹈矩”的传统车企将

如何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智能化趋势？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综述汽车智能

化大趋势，概述国内外相关发展规划和

产业现状，对以车企和 IT行业为主导

的2条技术路线进行介绍，深入分析汽

车智能化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含

义，概括其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并对

其技术发展提出建议。

1 汽车智能化大背景
汽车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带来了能源、环境、安全、拥堵等日益

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已成为全球第

一大原油进口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当前中国汽车耗油约占整个石油消费

量的 1/3，预计到 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

升到 57%[1]。因此，如何有效提高能源

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尾气排放

是国家和行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

交通拥堵方面，据交通部 2014年发布

数据显示，中国交通拥堵带来的经济损

失高达 2500亿元人民币，占城市人口

可支配收入的20%。另外，据美国交通

信息服务公司 INRIX在 2017年发布的

一项全球交通排行报告显示，在 2016
年交通拥堵在美国造成约3000亿美元

的损失，其中，洛杉矶以 104 h/人的拥

堵时间成为这项报告中最拥堵的城

市[2]。安全方面，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局统计，在 2015年道路交通

安全事故中死亡人数为 35092 人，比

2014年增加 2348人，7.2%的增幅也成

为近 50年来之最[3]，而在 2015年，欧洲

由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GDP
的2%[4]。

以自动化、信息化为基础的智能汽

车有解决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的巨大

潜力，因而受到人们极大关注。目前对

于汽车智能化有以下共识：通过采用自

动驾驶技术，能够减少90%的由于人为

操作引起的交通事故 [5]；通过车-车通

信和智能速度规划，在智能化发展的前

期可以将道路通行率提高10%以上，在

高度自动化阶段可以将道路通信率提

高 50%~90%[5]；在节能减排方面，通过

经济性驾驶和整体智能交通规划，能源

消耗至少能降低 15%~20%。不仅如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未来出行-氢燃料电池及智能车辆技术国际研讨会”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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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1100402）
作者简介：孙昭艳，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分子物理，电子信箱：zysun@ciac.jl.cn
引用格式：孙昭艳, 门永锋, 刘俊, 等 .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从基础走向应用[J]. 科技导报, 2017, 35(11): 60-68;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11.008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从基础走向应用从基础走向应用
孙昭艳，门永锋，刘俊，石强，杨小牛，安立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2

摘要摘要 自20世纪初提出高分子的概念以来，高分子材料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材料科学中最具代表性和发展前途的

一类材料。高分子材料现已成为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石，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前瞻领域

的交叉与结合，对推动社会进步、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通用高分子、生物医用高分子及能源高分子等应

用于不用领域的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出发，简述其发展历程和应用前景，并指出其发展对国民经济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通用高分子；生物医用高分子；能源高分子

人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强烈

依赖于纤维素、淀粉、蛋白质等天然高

分子材料，如肉类、棉麻、毛皮、木材

等。根据考古学发现的蚕茧化石推测，

中国在五六千年前便开始养蚕取丝利

用蚕丝织绸，蚕丝就是一种性能极佳的

天然生物高分子材料。不过，当时人们

还仅局限于对天然高分子的应用，并不

能有目的地合成高分子材料。直到 19
世纪 30年代末，才出现了多种半合成

的高分子材料。第一种半合成高分子

材料就是人们熟知的赛璐珞。它是英

文“celluloid”的译音，意为假象牙或电

影胶片。赛璐珞是由美国的一位印刷

工人 John Wesley Hyatt于 1870年利用

硝化纤维和樟脑制备而成，用于生产台

球、马车和汽车的风挡、电影胶片、箱

子、纽扣、直尺甚至眼镜架等日常用品，

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种人造高分

子材料。

1905年，德国化学家Baekeland在

烧瓶里做关于苯酚和甲醛的实验，发现

里面生成了一种黏稠的物质，因此发明

了酚醛树脂。酚醛树脂的发明也被誉

为20世纪的“炼金术”。酚醛树脂具有

较高的机械强度、良好的绝缘性，还具

有良好的耐热和耐腐蚀性，可用于制造

开关、灯头、仪表壳等电器部件。酚醛

树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应用合成

方法有目的地合成高分子材料。

尽管当时酚醛树脂的合成技术已

经堪称完美，然而，人们对这类材料到

底是何方神圣仍心存疑惑。普遍存在

的观点是，这类材料是由类似胶体粒子

的物质聚集而成的。直到 1920年，德

国化学家 Staudinger发表了“关于聚合

反应”的文章，指出这类物质是由具有

相同化学结构的单体经过共价键连接

在一起的链状大分子化合物，“高分子”

的概念从此诞生。Staudinger也因此获

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随后的几十年，科学家们开始大规

模地合成和制备高分子材料，使其更加

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当中。美国化

学家Carothers在1934年合成了可以用

作优良纺织纤维的聚酰胺-66，也就是

人们熟知的尼龙（nylon）。这不仅是合

成纤维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也是高分子

材料科学的重要进展。1953年，德国

化学家Ziegler和意大利化学家Natta发
明了配位聚合催化剂，在这种催化剂的

作用下生产出了新型的合成橡胶。同

时，石油化工技术的进步为高分子材料

的发展开拓了丰富的原料来源，年产能

数十万吨级的聚烯烃生产装置技术日

趋成熟，使聚乙烯和聚丙烯这类通用合

成高分子材料走进了千家万户，从此确

立了合成高分子材料为当代人类社会

文明发展阶段标志的地位。Ziegler和
Natta也由于“关于有机金属化合物及

聚烯烃催化聚合研究”而获得了 1963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中国高分子相关研究始于 20世纪

50年代，当时国内一批中小型塑料、合

成橡胶、化学纤维和涂料工厂相继投入

生产。自 20世纪 60年代起，一大批万

吨级聚乙烯、聚丙烯等通用高分子材料

的生产基地在全国蓬勃地发展起来。

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高分子合成技术

到世纪 60年代实现大规模生产，高分

子材料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发展

速度已经远超其他传统材料。一方面

是由于它们的优异性能可以在众多领

域应用，另一方面由于高分子材料的生

产成本远小于其他金属和无机非金属

材料。到目前为止，高分子材料已与金

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共同成为科学

技术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材料。

合成高分子材料在工业上取得的

成就也极大地促进了高分子学科基础

研究的发展。美国化学家 Flory从 20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从基础到应用学术研讨会”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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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引领微创外科发展高科技引领微创外科发展
徐大华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外科，北京 100053

21世纪是高科技的时代，也是微

创外科的时代，目前，以高科技引领的

微创外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飞速

发展。大批先进的腹腔镜显示系统、高

科技手术器械、机器人手术及操作系统

的应用，使微创外科领域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时代，绝大多数传统开腹手术，如

各种疝修补、阑尾切除、脾切除、胃肠道

手术、肝胆道系统手术、胰腺手术等腹

部外科手术都可以在腹腔镜下完成。

1 肝胆胰脾微创外科
从初期用电钩切除胆囊，到今天可

以在全腹腔镜下完成经胆囊管切开取

石、胆道一期缝合；胆总管、肝总管切除

肝管-空肠Roux-en-Y吻合；肝段、叶

切除、精准肝切除等高难手术，治疗各

类胆系结石、囊肿、胆管癌、肝癌等疾

病。

近年，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及先

进的手术器械的研制，为胰腺外科的诊

断和治疗开辟了崭新的领域。国内、外

部分医疗机构已经能顺利地完成腹腔

镜下囊肿内外引流、胰腺切除、胰体尾

切除等良、恶性疾病的手术治疗，在一

定程度上可达到与开放手术相同的疗

效。而多数学者认为腹腔镜胰体尾切

除术是安全、可行的，具有创伤小、恢复

快、保脾率高及术前对患者造成的心理

负担轻等优点，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腹腔镜脾切除术在临床上已得到

广泛应用，随着临床医师操作技术水平

的提高和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为该术

式的安全施行提供了良好的保证。腹

腔镜脾切除术可作为治疗脾囊肿、脾错

构瘤、脾肉芽肿性脾炎，需切除脾的血

液病，脾功能亢进，游走脾等疾病的金

标准。

2 胃癌的微创手术
胃癌的根治性手术分为早期胃癌

和进展期胃癌的腹腔镜手术治疗两种。

1）腹腔镜下早期胃癌的微创手术

可分为腹腔镜下经腹壁胃部分切除和

腹腔镜下经胃腔胃黏膜切除。其中胃

楔形切除和胃腔内黏膜切除适用于：

（1）粘膜及粘膜下癌。（2）隆起型，直

径<2.5 cm；凹陷型，直径<1.5 cm。（3）
无溃疡。对胃镜下治疗困难的病例，可

以选择腹腔镜下完成。

2）进展期胃癌的腹腔镜手术治

疗。腹腔镜近端胃切除，近端胃切除后

的消化道重建方式主要包括食管残胃

吻合、空肠间置术及残胃空肠双通道吻

合3种。食管残胃吻合，是近端胃大部

切除后最常用的消化道重建方式，此术

式操作简单，较符合生理结构，但术后

出现反流的几率高达 50%~70%，严重

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较提倡

空肠间置术和残胃空肠双通道吻合，这

两种吻合可有效预防反流性食管炎及

倾倒综合征；保留了十二指肠路径这一

生理通道，使食糜充分消化，促进各类

营养物质吸收，明显提高了生活质量。

远端胃癌切除，多数外科医生选择

腹腔镜下 Bilroth I式吻合。在无法行

Bilroth I式吻合的情况下，可行Billroth
II式吻合或胃空肠Ｒoux-en-Y吻合，但

Billroth II 式吻合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高，因此目前多采用胃空肠Ｒoux-en-
Y吻合取代传统BillrothII式吻合，近年

中国学者也有采用腹腔镜下非离断式

Roux-en-Y吻合应用于远端胃癌根治

术。全胃切除，常用食管空肠 Roux-
en-Y吻合、肠段间置术及袢式肠代胃

术，由于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后

反流性食管炎等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操

作相对简单易行，因此临床上腹腔镜胃

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后一般采取食管

空肠Roux-en-Y吻合。

目前，中国在腹腔镜胃癌手术领域

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年，中国学者

提出了大量新理念、新技术，如余佩武

教授提出的“弧形五孔法”Trocar布局、

李国新教授等提出的“三个外科学平面

和两个解剖学标志”的概念、黄昌明教

授提出的“三步法”清扫脾门淋巴结的

新技术等，极大的促进了腹腔镜胃癌手

术的发展。

3 结直肠癌的微创手术
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包括，完全腹

腔镜下结直肠癌手术（标本经肛门或阴

道拖出）、腹腔镜辅助下结直肠癌手术和

手助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手术。按照结直

肠癌手术方式又可分为腹腔镜下直肠前

切除术、腹腔镜下直肠癌切除、近端造

口、远端封闭手术、腹腔镜下腹会阴联合

切除手术、左半结肠切除、右半结肠切除

等。术式的选择主要根据肿瘤所在部

位、浸润深度及术前分期而定。

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的可行性

已经得到了大量临床实践的证明。许

多国家的学术组织已经将腹腔镜下结

直肠切除放在指南中予以推荐。腹腔

镜结直肠癌手术应当遵循开腹手术的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微创外科高峰论坛”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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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微创外科新进展腹部微创外科新进展
陈德兴，李晓勇，徐刚

吉林省前卫医院，长春 130012

摘要摘要 微创手术技术在普外科手术应用中经历了3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单纯胆囊切除手术，至今涉及胃肠、肝胆、胰腺、脾和腹

壁外科等几乎所有普外科手术，且发展迅猛。本文概述了微创手术在肝胆系统、胰腺系统、脾脏系统、胃癌、结直肠癌等方面的应

用及进展，并简要介绍了手术机器人在腹部外科中的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微创；腹腔镜；进展

1987 年，法国医生 Philipe Mouret
首次运用腹腔镜进行胆囊切除术取得

成功。随后，腹腔镜在世界范围内迅速

得到应用和发展，经过近 30年各国医

生的共同研究和努力，目前腹腔镜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各手术科室。而由

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腹腔镜技术

所必需的医疗器械的研发与应用也快

速进行，大批先进的腹腔镜显示系统、

高科技手术器械及操作系统的应用，使

得微创外科更加迅速发展，目前，绝大

多数传统开腹手术，包括各种疝修补、

阑尾切除、脾切除、胃肠道手术、肝胆道

系统手术、胰腺手术等腹部外科手术都

可以在腹腔镜下完成。而机器人手术

系统成功应用于临床，更是极大推动了

微创外科领域各科的发展进程，有效地

补充了传统的腹腔镜手术。

1 腹部各系统疾病微创手术进展
1.1 肝胆系统

胆道系统是最早进行微创手术的

部位，最初单纯使用电钩切除胆囊（现

在仍在使用）。经过 30年的不断研究

和实践，到目前，几乎所有胆道疾病都

可以在腹腔镜下完成手术。

1.1.1 胆囊切除术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

善，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已成为临床治疗

各种良性胆囊疾病的金标准，其手术适

应证为胆囊结石、胆囊炎等各种胆囊疾

病，适应证较开展初期明显扩大，在患

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几乎没有禁

忌证。同时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也由初

期经典的 4孔改进为现在的 2孔，或者

单孔[1]。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与多孔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比，美观性更好，

且具有较高安全性。

1.1.2 胆管结石

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是目前

临床上的常用术式，与传统开腹手术相

比，操作相对比较复杂。胆囊结石伴胆

总管结石者、胆总管结石、胆总管最大

径超过 1 cm者，可以通过腹腔镜胆总

管切开取石术来手术治疗。近年来单

孔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也开始在

临床应用，但其远期疗效有待深入观

察 [2]。2009年陈德兴等对胆囊合并胆

总管结石患者施行经胆囊管切开胆总

管取石胆道一期缝合术。腹腔镜胆囊

切除后，保留胆囊管 1.0~1.5 cm，沿胆

囊管纵轴剪开前壁至胆总管，再沿胆总

管纵轴向下切开胆总管 0.3~1.1 cm，经

此切口胆道镜取净胆道结石并判断

Oddi括约肌功能正常。从胆总管切开

处的下方开始，向胆囊管切开处的盲端

方向先行黏膜层缝合，后行肌层缝合，

距胆总管0.2 cm 处结扎胆囊管。手术

均获成功，胆囊管直径 0.3~0.6 cm，平

均 0.45 cm；胆囊管切开长度 1.0~1.5
cm，平均 1.3 cm；胆总管切开长度 0.3~
1.1 cm，平均 0.5 cm。术前术后磁共振

胰胆管造影（MRCP）对比，胆总管直径

无异常改变[3-4]。

1.1.3 胆肠胆总管空肠Roux-en-Y

吻合术

由于胆总管结石病因复杂、易复

发，故胆总管取石术后残留结石和术后

结石复发，是临床上一个难题。国外文

献报道，胆总管取石术后残留结石率为

2%~10%，结石复发率为 10%，而国内

报道，胆总管取石术后残留结石率高达

20%~40%[5]。胆肠吻合术是治疗胆道

疾病，重建胆汁引流的重要手段之一。

适应证：1）胆总管囊性扩张症；2）肝

门部胆管癌；3）原发性胆总管结石，

左、右肝管无狭窄；4）由于外伤、胆道

感染、十二指肠乳头炎、手术损伤因素，

造成胆总管远端良性狭窄，或因结石等

梗阻因素引起胆总管病理性扩张而导

致胆总管与十二指肠乳头开口的正常

直径比例失常，所产生的十二指肠乳头

开口相对狭窄者；5）Vater壶腹周围癌

所致胆总管远端恶性梗阻，且肿瘤已属

晚期无法切除，仅适合实施减黄手术

者 [6]。胆管空肠 Roux-en-Y吻合术也

是目前疗效最好、应用最多的术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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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针灸脑科学的神经调控技术研究基于针灸脑科学的神经调控技术研究
进展进展
荣培晶 1，方继良 2，俞裕天 1，李少源 1，赵敬军 1，陈媛媛 2，李小娇 2，刘兵 1

1.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 100005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100053
摘要摘要 中医针灸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研究证实，针灸通过体表刺激将信息传输到人体，在脑内整合处理，进而输出指令，调控

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调节整体功能，达到改善机体状态、治疗疾病的目的。目前，神经调控技术风头正劲。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IH）2016年开展一项名为“刺激周围神经治疗疾病”的计划，该计划类似于电针疗法。本文就传统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对

针灸与脑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和特征总结，从神经调控角度阐释针灸的效应机制。理解针刺调节中枢及外周运行机制，将对针

灸神经调控技术的人工智能化研发具有重大启迪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针灸；脑科学；神经调控；脑功能磁共振成像

多年来大量基础及临床研究表明，

针刺疗法调节整体机能的关键是脑中

枢，针灸经络穴位刺激信息在脑内加工

处理整合，调控脑内多个功能核团、脑

区及网络，特别是内环境稳定密切相关

的自主神经中枢，再由大脑通过神经、

内分泌、免疫等调控系统调节全身各器

官功能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这符合中医学“脑为髓海”的论述，

也是对针灸具有良性调节脏腑整体功

能的现代诠释。

人类大脑极其复杂，它是千百万年

进化的结晶。以阐明脑为主神经系统

的工作原理和运行机制为目标的脑科

学（是神经科学的主体）研究正在掀起

新高潮，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

区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脑计划，中国科学

家们大力呼吁推出中国自己的脑计划，

通过中国脑科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回

应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强势出

击。面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探索基于

针刺理论的外周神经刺激整体调控机

制，建立“针灸体表穴位-外周神经-脑
中枢-疾病”的调控理论体系，形成既

有中医理论特色，又有现代生物医学科

学内涵以及由临床实践的支撑的针灸

脑科学新理论框架，引领针灸逐步融入

国际主流医学体系。

1 中医对针灸神经调控的认识
中医重视对脑的认识与研究，《黄

帝内经》中有 27篇有关“脑”的论述。

其中，《灵枢·海论》谓：“脑为髓之海，其

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由此，作为

“盖”的头皮及其深部组织，可以作为体

表刺激调节脑髓功能的重要路径。《三

因极一病证方论》云：“头者，百神所

集”，《东医宝鉴》言：“头为天谷以藏

神”，清末民初医家张锡纯提到“人之元

神藏于脑，人之识神发于心”“脑司知

觉、司运动”等，张氏衷中参西，加强了

中医学界对“脑”的认知。故而，中医有

“人之神其体在脑，其用在心，心脑共主

神明”的观点。

《黄帝内经》在不同篇章散在记载

了很多“针灸与脑”联系相关论述，如认

为针灸可以治疗“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

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灵枢·

经脉》）的心理、精神系统疾患，甚至针灸

也可以对人的性格、情绪有所调理——

“必先明知二十五人（笔者注：不同体质、

性格特质），则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刺

约毕也”（《灵枢·阴阳二十五人》）。

不仅如此，一切疾患在针灸治疗

时，均可发挥“脑神”的影响和调整作

用，这即是针刺“调神”理论。关于这个

理论，无论《黄帝内经》时期的医者还是

后世医家，及当代针灸文献理论研究的

学者，均有大量论述，且均强调“调神”

在针灸刺法操作及诊疗过程中的先导、

先决地位。如《灵枢·本神》曰：“凡刺之

法，先必本于神”，《素问·宝命全形论》

言：“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灵枢·官

能》谓：“用针之要，无忘其神”。明代医

家张介宾强调说：“医必以神，乃见无

形；病必以神，血气乃行。故针以治神

为首务。”除此之外，《黄帝内经》及后世

医家还给出了诸多针刺调神的具体方

法。古人对针刺调神之论，使得针灸作

为医疗技术中的一种切入探索“现代脑

科学”成为一种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

支持的重要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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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功能成像研究进展与存在的问题针灸功能成像研究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单保慈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技术研究应用中心，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功能成像技术的出现为针灸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检测手段，从穴位特异性、针灸治疗不同疾病及针刺的基本因素3方
面论述了针灸的影像学研究进展，提出了目前针灸脑功能成像研究需要相关研究人员注意的一些问题，最后对针灸影像学研究

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针灸；功能成像；穴位

针灸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中国

和东方国家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重

要贡献，其疗效已经被几千年的临床实

践所证实，近年来，西方国家也对针灸

治疗某些疾病的疗效予以认可 [1]。但

是，针灸治疗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经

络和穴位的解剖结构也没有重大发

现。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针灸通过调

节人体某个（些）器官的功能来实现其

治疗作用，如果能够在体、无创地检测

生物体内各组织器官的功能，对揭示针

灸治疗的机制将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

作用。20世纪 80、90年代出现的功能

成像技术，主要包括正电子发射断层成

像（PET）、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

单光子发射断层成像（SPECT）等，为针

灸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检测手段。

1 针灸功能成像研究进展
功能成像技术的原理是利用外源

性或内源性示踪剂对生物体内的生理、

生化过程进行示踪，通过断层成像的方

式检测生物体内各个区域或器官的生

理、生化指标，最终给出可以直观反映

生物体各个位置功能状态的断层图

像。针灸的功能成像研究是利用功能

成像技术检测针灸对生物体各组织器

官功能的影响，从而说明针灸治疗的机

制。近十几年来，有关针灸的影像学研

究越来越多[2]，主要集中在针刺穴位对

大脑的影响。同时，针灸在优势病种疗

效的脑机制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3-5]。

1.1 穴位特异性研究

在针刺脑功能成像研究的早期，人

们主要针对穴位特异性进行研究，即针

刺穴位与非穴位是否存在不同，针刺不

同穴位是否存在不同，其目的是为了解

答针灸的基本问题，即穴位是否存在。

如果针刺穴位和非穴位没有差别，或针

刺不同穴位没差别，那么，针灸这项治

疗方法就不应该存在。大部分的研究

结果显示，针刺穴位与非穴位产生不同

的大脑响应，针刺不同穴位也引起不同

的大脑区域响应[6-7]。

Huang等[2]总结了9条经络的18个
穴位的脑功能成像研究结果，发现针刺

分布在相同经络的不同穴位，其诱导的

脑激活和负激活存在相似模式，如胃经

上分布的穴位，呈现了缘上回的激活及

扣带回后部、海马和旁海马区的负激

活。另外，与视觉相关的穴位GB37和
UB60都在视觉区表现出负激活。这种

现象是否为不同经络的普遍现象还有

待更多研究证实。需要注意的是，在此

类研究中，一般都采用非穴位针刺或真

穴位的假针刺作为对照，以说明针刺穴

位的作用。非穴位针刺故名词义就是

在不是穴位的地方进行针刺。真穴位

的假针刺是在真穴位上施加一个较轻

的按压刺激，或者只刺破皮肤，达不到

中医要求的针刺深度，在电针刺激时，

则是只插入电极但不通电。在以真穴

位假针刺作为对照的研究中，所得到的

结果差异比较大，很难给出一致性的结

论[8-9]。在以非穴位针刺为对照的研究

中，绝大多数研究发现，与非穴位针刺

相比，穴位针刺在一些脑区表现出更强

的激活效应，主要包括，感觉运动区、小

脑、边缘系统、前额叶等脑区，但也有个

别研究发现穴位针刺与非穴位针刺引

起的脑响应没有明显差异[10]。

综上，利用非穴位针刺作为对照所

得到的结果一致性更好，而利用真穴位

假针刺作为对照所得到结果一致性较

差，很难得出一致性结论。但是，到目

前为止，研究人员对于针刺脑功能成像

研究中到底应该采用哪种刺激作为对

照还没有达成一致[11-12]，不同研究选用

不同的对照方式，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

成影响。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的影

响，但大部分这类研究的结果都显示，

针刺穴位与针刺非穴位或穴位假针刺

引起的脑功能变化存在明显差异，针刺

不同穴位也引起不同的脑响应，支持穴

位特异性的存在。

1.2 针灸治疗不同疾病的研究

穴位特异性研究主要是在健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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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浙江寿仙谷珍稀植物药研究院，武义 3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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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本研究通过文献的收集并整理了中药材中重金属铅、砷、镉、汞的含量数据，以《中医药-中药材重金属限量》ISO国际标准

为依据，分析了中药材中4种重金属元素的污染情况。结果显示，4种重金属的超标率分别为3.46%、4.03%、2.91%、1.41%。4
种重金属均为动物类超标最高，另外，花、叶、全草所含重金属超标率较高；根和根茎类、茎木类次之，重金属超标率最小的为果实

和种子类。分析发现目前各国家和地区的重金属限量标准主要根据植物类药材设定，还未有针对动物类药材制定的重金属限量

标准，因此建议加快对动物类中药材重金属的研究及标准制定工作。

关键词关键词 中药材；重金属；国际标准；统计分析

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中药类保健产品如雨后春笋

般涌入市场，很多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

们日常保健养生的必备[1]。然而在中药行业发展欣欣向荣的

同时，中药材重金属污染问题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中药

材重金属超标事件时有曝光。此类事件的曝光给中药行业

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阻碍了中药的国际化进程。

目前，关于中药重金属问题，中国科研工作者们已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关键

技术子课题任务书“中药材重金属安全限量标准研究”、国家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药材土壤农残和重金属的综

合控制”等诸多课题就此展开了研究。2001年和2005年，中

国颁布了《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和《药用植

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其中对中药材重金属限量

已有明确规定（两项标准对中药材重金属限量设定值相

同）。2015版《中国药典》[2]分别对黄芪、海藻、丹参等在内的

11种植物药，牡蛎、阿胶、蜂等在内的10种动物药和滑石粉、

冰片等在内的6种矿物药制订了重金属限量值。此外，美国、

日本、韩国等国家均制定了中药材重金属相关标准。但各国

对中药材中重金属种类和限量的要求差异较大。2015年，由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牵头制定的 ISO 国际标准

《ISO 18664: 2015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termina⁃
tion of heavy metals in herbal medicines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医药-中药材重金属限量》）[3]正式颁布

实施，这是 ISO第一个中药材重金属标准。

此前，已有韩小丽[4]、赵连华[5]、洪薇[6]等以《药用植物及制

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以下简称绿色标准）为依据，分别对

中国中药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然而，按照《中医

药-中药材重金属限量》ISO国际标准所给出的限量范围，中

国中药材的重金属污染情况还未可知。就此，本研究对

2000—2016年有关中药重金属的文献进行整理，统计分析了

在《中医药-中药材重金属限量》ISO国际标准下中药重金属

污染情况，并将统计结果与2008年韩小丽等的统计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以了解在新的 ISO重金属国际标准下中国中药材

的重金属污染情况以及两项标准下中国中药材污染情况的异

同之处，希望为中药材的监督管理及标准研究提供参考。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标准引领中医药学术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特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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