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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虽然一直积极倡导并践行节能减排，但减排形势仍然严峻。中
国的碳排放量高，主要原因在于煤炭一直是主要能源，当前中国国内煤炭消耗量占全球1/2以上，2016年国内煤炭消耗量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的63%，而且用于发电的耗煤量占煤炭消费总量的1/2左右[1]。为了有效减少碳排放，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清洁
能源中，核能的优点是能量密度大，单位能量机械设备体积小，制造消费少，占地面积小，从整个生产链看，核能每度电碳排放量是最小
的，见图1。举一例：法国2014年核电发电量为416.8×109 kWh，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7%，排放的碳当量低于所有经济体国家，仅为中
国碳排放量的3.4%[2]。而中国电力生产中核电所占比例较低，2015年仅占3.01%，因此需要大力加快核电的发展。

早在1983年6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就提出中国核能发
展三步走战略：压水堆—快堆—聚变堆（除了以上3种核能发电
的不同堆型，实际上在核能发展中也需要发展其他堆型）。
2010年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能源局向国务院提出核电的发展规
划：2020年，实现核电装机容量70 GWe；2030年，实现核电装
机容量200 GWe；2040年，实现核电装机容量400 GWe以上。

1 GWe即 100万 kW电功率，大约可供应一个拥有 100万
人口城市的全部民用电。据《中国核电年鉴（2016）》有关数据
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有28台商业运行核电机组，装机容量为
2642.7万 kW，另有在建机组 26台，装机容量为 2935.0万 kW，
除了运行的两座小的重水堆核电机组外，其余全是压水堆核电
机组，合在一起核电总容量55.78 GWe，实际上，今后中国还会
有超高温气冷堆等堆型发展起来，增加核电总容量。压水堆主
要利用U-235作裂变燃料，但它只占天然铀的0.7%，压水堆需
要3%的加浓U-235，在加浓过程中U-235有损耗，堆运行后，
乏燃料中还有未裂变的U-235，在压水堆中燃料是一次通过的，
如此压水堆对铀资源的利用率约为0.45%。如果燃料无限次再
循环，压水堆对燃料利用率也只有1%左右。

装机容量1 GWe的核电厂运行60年将消耗天然铀1万 t，
如果到2040年，核电站都是压水堆，则全寿期需要400万 t天然
铀。世界核协会总干事丽欣2016年9月15日在世界核协会第

41届年会中提到：到2050年核工业界能够达到1000 GWe核电装机容量。如大部分利用压水堆，将来也需要1000万 t天然铀。但是
2016年11月30日OECD/NEA与 IAEA联合发布新版铀资源红皮书（2015年），已查明铀资源总量（即合理确定铀资源量与推断铀资

源量之和）仅有764.16万 t，开采成本低于260 S/kgU，而目前的商业铀价只有20~40 S/kgU。

实际上，中国核能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快堆，即将发展起来。20 MWe中国钠冷实验快堆已建成运行，600 MWe钠冷示范快堆
2017年底将开始建造，预计2023年建成。可以设想在2025—2035年，推广4～5座示范快堆，之后建成一座1200 MWe大型钠冷金
属燃料快堆，而后再进行推广，快堆将迅速发展起来。快堆的优点在于示范快堆和大型快堆的裂变燃料在运行时能够增殖。金属燃料
的快堆增殖比能达到1.582，倍增时间能短到6.2年。真正消耗的是天然铀中占99.2%以上的、不大能裂变的U-238。

快堆燃料燃耗如果达到6%以上（目前快堆已达到7%以上），燃料循环中损失3%，则燃料利用率达到60%~70%。假如燃料利用
率得到提高，则更贫的铀矿值得开采，这样世界开采铀资源要提高1000倍。快堆与闭式燃料循环系统相匹配就能实现核能的可持续
发展而无核资源匮乏之虞，亦无高放射性废物长期贮存导致环境污染风险之忧，因此，核能可以更多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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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种能源电力生产链产生的单位碳排放比较

（图片来源：IAEA03-00178/PI/A72E，IAEA为国际原子能机构）



鸣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审读每期《科技导报》。

感谢中国科协办公厅、组织人事部、国际联络部、学会服务中心的大

力支持。

◆ 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源期刊

◆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源期刊

◆ 美国CA、CSA、Ulrich收录期刊

◆ 英国SA/INSPEC、CABI收录期刊

◆ 俄罗斯AJ/VINITI收录期刊

◆ 波兰IC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

作者所投稿件应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容，自发表之

日起，其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即授予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 中国科技期刊方阵“双奖期刊”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

收录

2017年7月 第35卷 第13期 总第523期

刊名题写：段云

获奖

主管/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出 版 者 科技导报社

主 编 项昌乐

社长/副主编

秦德继 yjzxqdj@163.com

副社长/副主编

史永超 shiyongchao@cast.org.cn

编辑部副主任

陈广仁 chenguangren@cast.org.cn

论文编辑

刘志远 liuzhiyuan@cast.org.cn

田 恬 tiantian@cast.org.cn

傅 雪 fuxue@cast.org.cn

王志敏 wangzhimin@cast.org.cn

韩星明 hanxingming@cast.org.cn

栏目编辑

李 娜 lina@cast.org.cn

祝叶华 zhuyehua@cast.org.cn

王丽娜 wanglina@cast.org.cn

本期执行责任编辑 祝叶华

美术编辑

胡辰旭 huchenxu@cast.org.cn

编 务

吕 佳 lvjia@cast.org.cn

王静毅 wangjingyi@cast.org.cn

杨小舟 yangxiaozhou@cast.org.cn

发行负责人

于 辉 yuhui@cast.org.cn

编辑部

010-62138113 kjdbbjb@cast.org.cn

订阅联系电话

010-62194182 kjdb@cast.org.cn（网上订刊）

刊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邮 编 100081

网 址 www.kjdb.org

博 客 www.sciencenet.cn/u/kejidaobao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2-872（国内）， TP3092（国外）

中国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海外发行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5号，邮编10004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035号

印刷装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7857

CN 11-1421/N

国内售价 37.50元人民币/期；900.00元人民币/年

国外售价 37.50美元/期；900.00美元/年



期刊基本参数：CN 11-1421/N*1980*S*A4*104*zh*P*￥37.50*10000*14*2017-07

目 次

KEJI DAOBAO

2017年第35卷第13期
（总第523期）
半月刊

1980年创刊

本期2017年7月13日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卷首语

1 加快核电发展，有效降低碳排放 ……………………… 徐銤

科技风云

7 癌症新研究筑就抗癌基石 …………………………… 王丽娜

科技事件

9 115岁是否为人类寿命极限引科学家争辩 …………… 王微

科技建议

11 关于减少农业氨排放以缓解灰霾危害的建议

……………………………………… 巨晓棠，谷保静，蔡祖聪

科技评论

13 柔性瞬态电子器件加工新技术：低成本制造可降解电路

成为可能………………………………………………… 尹斓

专题：核能

专题论文

14 核电厂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 杨军，杨晔，隋增光

18 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中固体粉末气溶胶发生装置设计与

性能研究 …………………………………… 周夏峰，谷海峰

24 高温气冷堆供热项目厂址选择法规标准适用性研究

……………………………………………… 王永福，孙玉良

29 湿式氧化法处理放射性废离子交换树脂研究进展

……………………………………………… 徐乐瑾，隋增光

37 多尺度扩散模式对ETEX-1试验的再现模拟

……………………… 黄莎，赵多新，陈龙泉，吕明华，徐向军

45 核电厂海域放射性后果评价系统

………………………… 郭猜，林权益，岳会国，杨静，乔清党

52 环境大气中数据同化技术方法及应用

……………………………………… 徐向军，姚仁太，陈龙泉

57 中国核安全立法的进展、问题和对策 ……………… 胡帮达

研究论文

61 肿瘤免疫治疗发展现状…………… 毛艳艳，黄瑶庆，高柳滨

66 生化药物生物活性测定方法及其替代方法研究

……………………………………………… 李震，张媛，高华

70 区块链应用研究进展 ……………………… 朱建明，付永贵

77 数字散斑相关方法的建筑力学分析应用研究进展

…………… 马衍轩，张颖锐，雷欣，王金华，孙启轩，周桓竹

84 全磷渣胶结充填对环境的影响及其资源化利用

…………………………………… 甘蕾，李夕兵，范昀，石英

90 ZL114A铝硅合金微观疏松的HIP工艺处理

…………………… 樊振中，臧季冬，闫晓博，王端志，王胜强

科学共同体推介

98 2017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概览（II）
………………………………………………………… 田恬

科技纵横

99 探索物质结构之透射电子显微镜……………………… 谷林

科学人物

101 塞格雷的科学世界 ………………………………… 厚宇德

科技职场

103 电影《摔跤吧！爸爸》对科研思路和师生关系的启发

……………………………………………… 关小红、饶丹丹

书评

104 为生态文明放歌——评《第二次启蒙》……………… 周鸿

特别栏目

5 热点排行

8 科技界声音

10 科学共同体要闻



CONTENTS
Volume 35 Issue 13
(Sum 523)
13, July, 2017
(Established 1980)

Serial parameters: CN 11-1421/N*1980*S*A4*104*zh*P*$37.50*10000*14*2017-07

Foreword
1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decrease the

carbon emission ………………………………………… XU Mi

News Around
7 The recent researches laid the cornerstone in the fight

again stcancer ……………………………………… WANG Lina

News Focus
9 A debate among scientists: Is human longevity limited to 115

years? ……………………………………………… WANG Wei

Suggestion
11 Suggestions to mitigatehaze by reducing agricultural ammonia

emission……………… JU Xiaotang, GU Baojing, CAI Zucong

Scientifc Comments
13 New technology of flexible transient electronic device

processing …………………………………………… YIN Lan

Exclusive: Nuclear Energy

Special Issues
14 Overview of filtered containment venting in China

……………………… YANG Jun, YANG Ye, SUI Zengguang
18 Design of a new aerosol generator for filtered containment

venting system and its performance
………………………………… ZHOU Xiafeng, GU Haifeng

24 Applicability study of siting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high
temperature gas-cooled reactor cogeneration project
………………………………… WANG Yongfu, SUN Yuliang

29 Recent advances in treatment of spent radioactive ion
exchange resins by wet air oxidation
…………………………………… XU Lejin, SUI Zengguang

37 Reproduction of ETEX-1 test by multiscale diffusion model
……………… HUANG Sha, ZHAO Duoxin, CHEN Longquan,

LÜ Minghua, XU Xiangjun
45 An oceanic environment radiation consequence analysis system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 GUO Cai, LIN Quanyi,
YUE Huiguo, YANG Jing, QIAO Qingdang

52 Methods of data assimilation for environmental atmosphere and
their applications ………………… XU Xiangjun, YAO Rentai,

CHEN Longquan
57 Progres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China's Nuclear Safety

Legislation………………………………………… HU Bangda

Papers
61 Current situation of immuno-oncology development

………………… MAO Yanyan, HUANG Yaoqing, GAO Liubin
66 Bioassays of biochemical drugs and their alternatives

…………………………… LI Zhen, ZHANG Yuan, GAO Hua
70 Progress in blockchain application research

………………………………… ZHU Jianming, FU Yonggui
77 Application research progress of digital speckle correlation

method in architectural mechanics analysis: A review
……………………… MA Yanxuan, ZHANG Yingrui, LEI Xin,

WANG Jinhua, SUN Qixuan, ZHOU Huanzhu
84 Study on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f PG cemented backfilling

and utilization of full phosphorus slag
……………………… GAN Lei, LI Xibing, FAN Yun, SHI Ying

90 Effects of HIP process o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icro-porosity in ZL114A alloy
………………… FAN Zhenzhong, ZANG Jidong, YAN Xiaobo,

WANG Duanzhi, WANG Shengqiang

Scientific Community Promotion
98 Royal Society Summer Science Exhibition 2017(II)

…………………………………………………… TIAN Tian

Perspectives
99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matter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 GU Lin

Scientists
101 The scientific world of Segrè …………………… HOU Deyu

Careers
103 Inspiration of《Dangal》, an indian movie

……………………………… GUAN Xiaohong, RAO Dandan

Book Reviews
104 Sing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view on

《Secend Enlightenment》 ……………………… ZHOU Hong

Columns
5 Top News
8 Voice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10 Scientific Community



科技导报 2017，35（13） www.kjdb.org

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72017--0606--1616至至20172017--0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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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召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6月24日，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本

届年会主题为“创新驱动全面振兴”，由中国科协和吉林省政府联

合主办。本届年会坚持在继承中创新构思，积极推进向“高、精、

实”战略转型，创新性地形成了“会、展、赛、服”年会新模式，年会

期间特邀报告会、各类前沿学术交流会、座谈会、成果展示与项目

对接会、先进材料展等活动精彩纷呈。

年会主体会议包括开幕式暨大会特邀报告会、吉林省政府领

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前沿交叉学术交流会议、中国科协主席与

大学生见面会、求是杰出青年奖获奖者座谈会等。在开幕式暨大

会特邀报告会上，年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潘云鹤、黄璐琦黄璐琦、贺克贺克

斌斌和李玉李玉，围绕人工智能、中医药、大气治理和菌物产业4个方面

作大会报告。

2 高铁驶来“复兴号”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6月 25日，由中国铁

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

标准动车组“复兴号”亮

相，6月 26日“复兴号”率

先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

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

发，分别担当G123次和G124次高速列车。

中国标准动车组在研制过程中，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准、铁

道行业标准、铁路总公司企业标准，及专门为新型标准化动车组

制定的一批技术标准，在涉及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

目 前 ，“ 复 兴 号 ”中 国 标 准 动 车 组 有“CR400AF”和

“CR400BF”2种型号。“CR”是中国铁路总公司英文缩写，“400”
为速度等级代码，代表该型动车组试验速度可达400 km/h以上，

持续运行速度为350 km/h；“A”和“B”为企业标识代码，代表生产

厂家；“F”为技术类型代码，代表动力分散电动车组；其他还有“J”
代表动力集中电动车组，“N”代表动力集中内燃动车组。

3 2017国家科技奖初评通过287个项目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6月28日消息称，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

技进步奖（简称三大奖）共受理1021项，其中自然奖205项、发明

奖245项(含专用项目48项)、科技进步奖571项（含专用项目111
项）。经公示、网络初评、会议初评后，共产生初评通过项目287
项，其中自然奖40项、发明奖75项（含专用项目19项）、科技进步

奖172项（含专用项目39项）。

近5年，自然、发明、进步三大奖总数基本呈逐年减少趋势，根

据“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的改革方向，2017年将三大奖奖励总数

控制在300项内。“今年专家推荐国家三大奖153项，较去年增长

82.1%；动态遴选24个学术团体作为今年的推荐单位，充分发挥

学术组织的作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主任邹大挺邹大挺说，

2017年是国家科技奖励改革过渡的关键一年，拓宽专家和学术

组织推荐渠道，是奖励改革力推的方向之一。

4 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9/30]

6月 28日，上海软科发布 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2017排名覆盖52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

科学五大领域。此次排名的对象为全球4000所大学，共有来自

80个国家的1400余所高校最终出现在各个学科的榜单上。中国

大陆共有162所高校上榜，上榜总次数1289次，仅次于美国，位

列全球第2。
中国大陆高校在7个学科位列世界第一，分别是清华大学（通

信工程）、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上

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武汉大学（遥感技术）、北京科技

大学（矿业工程）、中南大学（冶金工程）。中国大陆高校在理学和

工学学科表现强势，超过50所中国高校上榜的学科包括材料科

学与工程、化学、电力电子工程、数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纳米科

学与技术、化学工程、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现场（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复兴号”（图片来源：人民网）

学科分布（图片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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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cience》：鸟蛋形状同飞行方式有关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6月22日，一项日前发表

于《Science》的研究表明，鸟

蛋形状同飞行方式有关。来

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MaryMary
Caswell StoddardCaswell Stoddard和同事分

析了来自博物馆藏品中约

1400个物种的近 5万枚蛋。

他们根据2项指标对这些蛋

的形状进行了量化：椭圆率

（相对于宽度的长度）和不对

称性（一端是否更尖，同时另一端更圆）。

在分析了这些数据后，科学家发现了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关

联：蛋的长度同鸟的身体大小存在关联。蛋的形状——它的不对

称性或者椭圆率如何——则同飞行习惯有关。鸟的飞行能力越

强，蛋就越不对称或者更加椭圆。

不过，飞行能力和蛋的形状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例外。比

如，鸵鸟的蛋往往是球形的，而鹬舵的蛋是椭圆的，尽管2种鸟类

都不会飞行。同时，不会飞的企鹅产的也是非对称性的蛋。研究

人员将其归结于用来在水下游动的流线型身体构造。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6 石油勘探用气枪会杀死浮游动物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6月 23日消息称，一项发表于《Nature Ecology & Evolu⁃
tion》的研究表明，在海底寻找新的石油储备所使用气枪产生的地

震声波冲击，会杀死大片浮游生物，从而使海洋散布着浮游生物

的洞穴。

气枪会向水中释放压缩空气，从而产生声波冲击。声波从海

底反弹回来，提供了关于石油是否存在的信息。此前研究发现，

这种气枪会引发鲸、海豚和巨型乌贼的行为改变以及听力丧失，

从而损伤其寻找食物和交流的能力。来自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

Robert McCauleyRobert McCauley和同事首次证实，这种噪音还会杀死在水中游

动浮游生物。

该团队调查了在塔斯马尼亚岛东南沿海附近发射气枪前后

1 h的浮游动物种群数量。他们发现，冲击声波在浮游动物种群

中创建了一个2 km宽的“洞”。在这个区域内，浮游动物丰度下

降了2/3，死亡的浮游动物数量则增加了2倍多。

7 重庆发现大型恐龙化石遗址，或将填补恐龙演化序列空白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6月28日，重庆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云阳发现世界级

恐龙化石遗址。

发现恐龙化石的老君村，距云阳新县城23 km，位于长江南

岸一级支流磨刀溪的上游。调查表明，沿下沙溪庙组岩层走向

上，约5 km长范围内均有化石露头，恐龙化石核心区出露长度达

550 m。其中，一区便是长150 m、厚2~4 m、高6~8 m的“恐龙

化石墙”。据探测，化石墙下至少10 m范围内，均有恐龙化石埋

藏。在距核心区约1 km外的四区，在更古老的早侏罗世自流井

组地层中，同样有较密集的恐龙化石出露。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徐星表示，目

前的研究显示，云阳普安恐龙生活时期处于恐龙演化的关键时期，

这一化石群具有填补恐龙演化序列空白的潜在重大研究意义。

6月23日消息称，欧洲

物理学会宣布授予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陆朝阳

2017年度菲涅尔奖，以表

彰其“在量子光源、量子隐

形传态和光学量子计算方

面的杰出贡献”。

菲涅尔奖以19世纪伟

大的光学家菲涅尔命名，是

欧洲物理学会设立的奖励

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

域3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

国际最高荣誉，每2年颁发

一次，每次奖励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各一人。此前，2005年和

2013年的菲涅尔奖分别颁发给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潘建伟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宇翱陈宇翱。陆朝阳是

第3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科学家。

9 《PNAS》：亚洲污染物贡献15%平流层气溶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6月23日消息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以及美国海洋大气管理

局的科学家，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卞建春卞建春团队合作研究

发现，亚洲夏季风环流是对流层气溶胶往平流层输送的主要通道

之一，就年平均而言，亚洲地区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对平流层

气溶胶贡献约占15%。该研究于发表于《PNAS》。
该研究探索了亚洲夏季季风可以将近地面的气溶胶及其前

体污染物有效地输送到平流层，且输送的气溶胶约占平流层气溶

胶总量的15%，相当于2000—2015年期间发生的所有火山喷发

对平流层气溶胶的贡献之和。

研究人员介绍称，亚洲地区排放大量的有机物和硫化物，亚

洲夏季风环流就像一个高效的大“烟囱”，把气溶胶及其前体物吹

上高空。随着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亚洲排放污染物对平流层气

溶胶的贡献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0 儿童白血病不必再“下猛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6月27日消息称，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王前王前

飞飞与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胡绍燕胡绍燕团队等合作，首次

尝试将低剂量化疗方案作为一线主要治疗手段，用于初诊儿童白

血病。

低剂量化疗方案的潜在起效机制是通过细胞因子G-CSF刺

激白血病细胞进入细胞周期，增强白血病干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

感性，使其可被低剂量的化疗药物杀死。然而，该方案长期以来

只是作为备用的辅助治疗手段用于成人白血病。

研究团队使用常规化疗 1/10剂量的药物联合细胞因子G-
CSF的“低剂量方案”作为诱导缓解方案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血

病，并运用最新的基因组测序技术，全程跟踪分析肿瘤细胞的清

除情况。通过近5年时间评估了140例儿童患者的临床疗效，结

果表明，“低剂量方案”与现有传统常规化疗方案具有相似的疗效

和生存率，同时能够显著降低化疗毒副作用及治疗费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鸟蛋的形状可能同飞行方式有关

（图片来源：Frans Lanting/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陆朝阳（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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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澳大利亚卫生福利研究所

公布的“澳大利亚 2016年健康报告”显

示，癌症成为澳大利亚人最大的健康杀

手。癌症，作为人类生命的杀手，正威胁

越来越多人的健康，是当今生命科学领

域非常重要的研究热点。近期，癌症相

关研究取得很多可喜的进展。

化疗是癌症治疗中与手术、放疗并

称的三大治疗手段之一，治疗效果较明

显。6月22日，发表在《PLoS Genetics》上
的成果显示，新的研究可让细胞对化疗

药物更敏感。

癌细胞具有无限增殖的特点，因此

美国密苏里州斯托瓦斯医学研究所的科

学家们曾在直觉上认为，癌细胞中与生

成蛋白质有关的核糖

体DNA的拷贝数会增

多。然而，他们新的研

究 结 果 正 与 此 相 反

——癌细胞基因组会

丢弃重复序列，即删减核糖体DNA的拷

贝数。Jennifer L. GertonJennifer L. Gerton的研究团队从 8
种癌症患者中选出162名，采集他们的正

常细胞与癌细胞，分析细胞内核糖体

DNA的拷贝数。通过计算，他们发现，有

3种癌症的癌变细胞核糖体DNA拷贝数

明显少于正常细胞，而另外5种两者之间

没有差异。此外，他们还发现，癌细胞对

DNA损伤比正常细胞更加敏感。Gerton
说：“损伤 DNA的药物常常用于治疗癌

症，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选

择性地杀死癌细胞。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核糖体DNA多拷贝的删减会造成基

因组不稳定，从而让细胞对化疗药物更

敏感。”（6月25日生物探索网）

免疫疗法是癌症治疗方法之中的

“后起之秀”。2013年年底，《Science》杂

志公布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就是癌

症免疫疗法。顾名思义，这种疗法是通

过免疫系统来治疗疾病的，即治疗的标

靶并不是直接针对肿瘤，而是针对免疫

系统。由于它的安全性好、无毒副作用

等优点，在癌症治疗中正被广泛使用，并

显示出优良的治疗前景。但是，免疫治

疗只对部分特定肿瘤类型的患者有效。

6月 1日，发表在《Cell》杂志上的一项研

究提出了靶向调节性 T细胞的癌症免疫

疗法，它有望成为免疫疗法治疗癌症的

有效途径。

调节性T细胞（Tregs）与自身免疫性

疾病密切相关，它帮助维持人体免疫系

统平衡。但是，在癌症患者中，Tregs通过

免疫抑制功能，阻止免疫系统检测，并且

阻碍扫除癌细胞。科学家希望可以选择

性靶向肿瘤内Tregs。该文章的通讯作者

Dario VignaliDario Vignali教授之前就发现，表面蛋白

Nrp1几乎在所有浸润到小鼠肿瘤中的

Tregs上都有表达，它帮助抑制了机体的

抗肿瘤免疫响应。研究人员构建了转基

因小鼠模型，其中有一半的 Tregs 上的

Nrp1被删除，结果表明，这类小鼠肿瘤生

长显著降低。文章的第一作者 AbigailAbigail
E. Overacre-DelgoffeE. Overacre-Delgoffe 说：“删除 Nrp1 的

Tregs不仅自身阻止免疫系统检测和杀死

癌细胞的能力降低了，还阻止了正常的

Treg细胞群发挥它们的免疫抑制功能。

这使得免疫系统能够看见并攻击肿瘤。”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γ-干扰素（IFN-
γ）在削弱 Tregs功能中发挥的作用对靶

向免疫检查点 PD-1的免疫疗法的成功

非常关键。（6月21日生物探索网）

像 PD-1、CTLA-4这样的免疫检查

点抑制剂疗法在临床上取得较好的效

果，但是由于参与癌细胞发展的免疫细

胞类型多且异质性强只有开展单细胞水

平的研究才能真正获得详尽的肿瘤免疫

图谱。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

张泽民张泽民研究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世纪坛医院暨北京大学第九临床医学院

彭吉润彭吉润研究组与国外深入合作，在单细

胞水平上对肝癌肿瘤微环境中 T淋巴细

胞的转录组及 T细胞受体序列进行了综

合分析，对超过 5000个 T细胞的单细胞

测序，在国际首次完成大规模针对肿瘤

相关T细胞的单细胞组学研究。他们的

研究成果发表于6月16日《Cell》上。

研究人员着重探索了肿瘤中杀伤性

CD8+T细胞的功能紊乱及抑制性 T细胞

这两类细胞的特异表达基因，发现基因

Layilin特异性表达。通过实验，证明了该

基因对于CD8+T细胞的杀伤功能有抑制

调节作用，可能作为一个免疫疗法的新

靶点。此外，该研究描绘了初始T细胞向

耗竭状态的发展轨迹，并在耗竭性CD8+

T细胞亚群中发现了 FoxP3+抑制性 T细

胞。此项研究有助于发现有效的肝癌治

疗免疫治疗靶点，也为其他肿瘤研究提

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6月19日《Cell》）
癌细胞常常会转移，乔治亚理工学

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阻止癌细胞

转移的新方法——利用光热治疗的方法

破坏癌细胞的伪足。研究成果发表于 6
月27日《PNAS》上。

板状伪足和丝状

伪足在癌细胞中会过

度产生，正常的细胞

功能被过度驱动。研

究人员选取了对光有很强表面等离子共

振吸收效应的金纳米颗粒作为光热转化

材料。RGD-peptides分子包裹在金纳米

棒周围，使它能特异性地黏附到整联蛋

白的细胞蛋白质上，使细胞骨架不能过

度生产板状伪足和丝状伪足。金纳米棒

瞄准癌细胞，在近红外（NIR）低能量激光

轰击金纳米颗粒时，光被金纳米棒吸收

并转化为热能，杀死与其相连的部分癌

细胞，并破坏板状伪足和丝状伪足。这

种温和的激光不被细胞吸收，因此对正

常的细胞没有影响，也不会烧伤皮肤或

损伤组织，因此可多次给药，更加彻底地

阻止癌细胞迁移。研究人员通过动物模

型的研究显示，在治疗15个月后，小鼠没

有表现出金元素造成的毒性，在1年后它

仍然健康存活。然而，将纳米棒直接注

入血液中用于广泛治疗目前还尚不可

行。（6月28日生物探索网）

虽然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癌症目前

仍然是医学上的难题，但是这一项项癌

症研究的突破是战胜癌症道路上的一块

块基石。我们有理由相信，终究有一天，

癌症会像天花一样，被人类彻底攻克。

文//王丽娜

癌症新研究筑就抗癌基石癌症新研究筑就抗癌基石

虽然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癌症目前仍然是医学上的难题，但

是这一项项癌症研究的突破是战胜癌症道路上的一块块基石。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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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全球性的气温升高是源于自然因素

的周期性变化，还是与人类活动的碳排

放有着因果关系，科学界的争议至今还

在继续。而全球规模的气候变化与环境

保护，早已超越了科学范畴，变成了政治

和文化的新命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同济大学海洋与

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汪品先汪品先

《中国科学报》[2017-06-27]

在墨子号发射之后，加拿大也为量

子卫星立项，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的

项目也都开始启动。这次，中国真正引

领了一个时代的到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潘建伟潘建伟

澎湃新闻 [2017-06-27]

数控机床是工业的“工作母机”，发

展高档数控机床既是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制造强国

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战略、确保国家安全的紧迫要求。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 罗俊杰罗俊杰

《中国科学报》[2017-06-27]

中国粮食总产量不断攀升，但同时

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口粮

消费逐渐减少，通过实施“草牧业”科技

创新，为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绿色动物性

食品，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方精云方精云

新华社 [2017-06-26]

火星探测的主要科学问题包括探测

火星生命活动信息、火星本体科学、探讨

火星的长期改造与今后大量移民建立人

类第2个栖息地的前景。人类将通过不

懈努力，力争将这颗贫瘠的行星改造成

生态环境友好的新世界，使地球—火星

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姐妹共同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中国月球探测

工程首席科学家工程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欧阳自远

中国新闻网 [2017-06-26]

中国的医院应该实事求是选择发展

道路，尽快改变目前不重视临床的局面，

不要唯论文、唯SCI，特别是要通过评价

机制改革引导基层医院和临床第一线的

大夫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研究员 李连达李连达

新华社 [2017-06-26]

科学的普及应该是科学家要承担的

任务，而且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文化水

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要重视优秀的

传统文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

研究员研究员 卢耀如卢耀如

《光明日报》[2017-06-22]

改革完善科技奖励制度是服务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形势所需、时代呼唤，是更好地发挥科

技奖励政策的导向和推手作用的必然选

择、必由之路。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黄卫黄卫

科学网 [2017-06-19]

科学家不应仅仅当“学究”，当代的

科学家应该有战略思维和前瞻思维，也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引领下，才取得了许

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

王中林王中林

《光明日报》[2017-06-21]

“一流”并不等同于“伟大”，一所“伟

大的大学”并不体现在具体指标上，而是

体现在输出优秀的文化和人才、对社会

带来的正面影响和杰出贡献的内涵上。

———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林建华

新华社 [2017-06-19]

智能分析和数据科学的迅猛发展，

使得光谱这种人眼看不懂却更加适合反

演和推算的数据源成为热点。随着军民

融合发展，未来光谱将不仅仅用于军事，

还将为普通人生活服务，成为打开人们

观察世界新通道的金钥匙。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所研究员 李学龙李学龙

《人民日报》[2017-06-23]

“墨子号”取得成果让我们感觉进入

了新的层次，可以在科学上做得更好。

在关闭光的自由意志选择漏洞、量子纠

缠分发与引力波探测、精密测量等领域，

还有一个个“大棋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彭承志彭承志

中国新闻网 [2017-06-17]

沙尘形成的决定因素是天气系统过

程，这是人类无法控制的。较于大范围

的人工工程，好的生态政策对沙区情况

改善的作用要更大。退耕还林、退耕还

草等政策的实施，禁牧区的划定，以及沙

区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沙区土地被扰动

程度有效下降，从多年的研究情况看，自

然修复的效果令人满意，也是人工措施

不可比拟的。

———中国科学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中国科学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董治宝董治宝

《人民日报》[2017-06-17]

深海领域的规则还没有完全制定

好，各国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

要争取在深海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这

样才有底气提出中国的主张，才能在国

际规则制定中掌握话语权，从而推动建

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

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刘峰刘峰

《人民日报》[2017-06-19]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东方 IC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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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15岁是否为人类寿命极限引科学家争辩岁是否为人类寿命极限引科学家争辩

2016年 10月，一项发表在《Nature》
的研究成果称，人类平均寿命的最大值

为 115岁，引发激烈讨论。时隔不到 1年
的时间，5组研究人员针对这项研究在

《Nature》“短评”（Communications Arising）
栏目发表正式的反驳意见。人类寿命极

限之争，愈演愈烈。

这项研究由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

坦医学院遗传学系的科研人员主导，他

们分析了涵盖大概4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

类死亡率数据库中，过去1个世纪的全球

人口统计数据，得出结论：人类的自然年

龄限制为 115岁，存活到 125岁以上的概

率小于 1/10000。他们发现，人类的寿命

在1900—2000年间，有不断延长的趋势，

但是从 1980年以后，超过 100岁的人的

数量不再显著增加。之后，研究人员分

析了国际长寿数据库中法国、日本、美

国、英国的 500多位年龄超过 110岁的人

的死亡数据（1968—2006），结果表明：长

寿年龄在 1990年代中期变得稳定，平均

达到 114.9岁。以每年最高报告死亡年

龄（Yearly Maximum Reported Age at
Death, MRAD）作为指标，论文作者推算

出人类在115岁有一个明确的寿命极限。

生物学结论或印证115岁预言

论文发表之后，引发了科学界的讨

论，科学家主要围绕生物学和数据分析

两个角度提出了反对或赞同的意见。德

国马普人口研究所统计学家 James VauJames Vau⁃⁃
pelpel认为，用统计的方法来预测人类平均

寿命极限的方法，没有将未来医学发展

可能增加人类寿命的因素考虑在内，因

而结论有片面性。他说，“许多国家的最

长寿者延长寿命趋势似乎达到极限，但

尚未达到平衡。显然，未来医学的发展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最大寿命。这一研究

肯定没有办法计算这种可能影响因素。”

阿拉巴马大学的生物学家 Steven AustadSteven Austad
也看好未来医学的发展在延长人类寿命

中的作用，他认为将有人可以活到 150
岁。他进一步举例说，很多药品，如免疫

系统抑制药物雷帕霉素，能够显著增加

动物寿命。而一项即将启动的临床试验

二甲双胍针对衰老（TAME）研究希望证

明，糠尿病药物能够减缓衰老。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

药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何琪杨何琪杨则认为，

该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当前生物学上得

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在接受《科技导

报》采访时说，自己曾经根据多种研究资

料,预测人体最高的个体寿命为 120岁左

右。他给出的理由包括，人类最高个体

寿命的记载资料，依据人类胚胎细胞的

寿命以及根据动物的生长期进行的推

算。美国衰老研究专家Hayflick LHayflick L，曾提

出过“Hayflick陷阱”，他根据人胚胎肺成

纤维细胞的寿命为 50代，每一次分裂产

生的新细胞，能存活 2.4年，然后继续下

一次分裂，推算出人类的寿命为120岁。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健康老龄化中心

教授Maarten Pieter RozingMaarten Pieter Rozing则认为，该项

研究结论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应该接受

更为严格的审查。他同时对论文的统计

方法提出质疑，认为，百岁老人的数量不

多，数据有限，不足以构成寿命延长在减

少的证据。

科学家质疑研究过程设计存在缺陷

一些科学家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提出

反对意见，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博士生

Nick BrownNick Brown在其撰写的反驳文章中指出，

该研究的一个问题是研究人员在观察了

这些数据之后，看到 1995年的最高年龄

可能存在一个上限，就将数据集从 1995
年分开，然后测试这些数据是否符合这

种情形。这就相当于他们通过数据发现

了一种规律，创造一种理论来解释，随后

再用数据来验证理论。他认为，这样的

科学研究设计显然是不合理的。原文的

作者之一 Jan VijgJan Vijg回应其批评时表示，他

的团队实际上分析了两种独立的数据

库。而他们所做的是，查看数据，作出推

论，并且采用合适的统计学测试方法进

行验证。

James Vaupel发表了一项言辞颇为

激烈的声明，在他看来这项研究对于“我

们到底能够活多久并没有增添任何科学

认识”，甚至是一种“歪曲”。他认为，人

类的平均寿命与最长寿命正处于稳定水

平的开端，目前只能看到它们在缓慢地

增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共卫生教授

Jay OlshanskyJay Olshansky 曾与 James Vaupel 有过长

期的争论，针对样本量小的质疑，Jay Ol⁃
shansky解释说，他们观察到老年人数量

太少的这种现象正是寿命存在限制的结

果。他肯定了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

出即便未来的抗衰老干预措施确实成功

地超越这个寿命极限，人类的寿命最终

还是存在一个截止期。至于这个截止期

究竟是 115岁、118岁或是 120岁则并不

重要。

何琪杨也认为，生物学上预测的120
岁左右和论文的结论115岁并不矛盾，或

许将来论文的作者可以用更精准的模型

预测，但目前看来，这个结论并无问题。

最大寿命测量的是人口中一个或多

个成员从出生到死亡的最长时间。如果

用一个成员来定义最大寿命，那就是某

一（历史性）人群中迄今为止寿命最长的

人的寿命。判断人的预期寿命的可能极

限的依据，一般为已知最大寿命、现有的

平均预期寿命和生活到现有预期寿命的

人的健康情况、历史上预期寿命的增长

趋势、以及一些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的指标等。不过，相比单纯地追求生命

的长度来说，或许追求健康寿命更有意

义。Jan Vijg提到：“也许，现在用来延长

人类生存寿命的资源更应该用以延长健

康寿命，即老年人可以享受健康生活的

时间。”在何琪杨看来，决定人类寿命

的因素主要有：长寿基因、表观遗传、医

疗科技、生活状态和方式、心理状态、环

境等。

中国古人说“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

去”，《Science》杂志也曾将其作为 125个

有待解答的科学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备

受关注的人类寿命问题仍没有确切的答

案，但是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会越

来越认清长寿的机制。

文//王微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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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6月24日，以“创新驱动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第

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吉林长春隆重开幕。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出席并讲话。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本届年

会主席万钢万钢致辞。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巴音朝鲁巴音朝鲁致欢迎辞。开幕式由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主持。21个国

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科技组织代表出席开幕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在科技界树立创新争先的时代楷模，经中国科协、科技

部研究，决定追授黄大年黄大年同志为“全国杰出科学家”的荣誉称号。在开幕式上，颁发了“杰出科学家”

证书。此外，颁发了第20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以及第20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

实用工程奖。开幕式结束后，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潘云鹤、黄璐琦黄璐琦、贺克斌贺克斌、李玉李玉受邀做了大会

特邀报告。

本届年会分为“会、展、赛、服”4个板块，共2500余人参加。年会期间，还举行吉林省党政领导与

院士专家座谈会、前沿交叉学术交流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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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助力老工业基地行动、中国科协主席与吉林大学生见面会、高

端智库咨询服务行动、科普中国服务吉林行动、求是杰出青年奖获奖者座谈会、中国科协海智计划联

席会议等活动。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 [2017-06-24]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在长春隆重开幕

“创科驱动成就梦想”科技展
在香港开幕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6月

28日，“创科驱动成就梦想”航天放飞中

国梦科技展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开

幕式。该展览由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主

办，中国科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

单位合办。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

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林郑月娥，中央驻港联络

办主任张晓明张晓明，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执

行主席郑耀棠郑耀棠，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束为束为，多名航天专家及超过2000
位香港各界人士代表出席开幕式。束为

表示，这次展览展示了中国航天用60年

走出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展

现了中华民族仰望星空的豪情壮志、探

索星空的宏图伟业，让大家切身体会航

天梦、科技梦、中国梦，希望通过这个主

题展览，加深内地民众和香港同胞之间

的了解和理解，携手并进，共创未来。开

幕仪式结束后，在郑耀棠先生的引领下，

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各界人士参观了展

览。随后，有超过7500人次的长者、伤健

人士和少数族裔参观了专场展览。

中国科协科学普及部 [2017-06-29]
2017海峡科技专家论坛

在厦门开幕

6月18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福建省

科协承办，海峡两岸82家单位共同协办

的第九届海峡论坛“2017海峡科技专家

论坛”在福建厦门开幕。论坛的主题为

“两岸同创新、科技共发展”。中国科协书

记处书记束为束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群英刘群英，台湾玉山科技协会常务理事、

中华开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陈

鑫鑫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福建省科协

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斌史斌主持开幕式暨签

约仪式。来自海峡两岸 500多位科技专

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参加了论坛主会场

活动。束为在致辞中指出，科技专家论坛

是两岸科技界、产业界广泛交流、深化合

作的盛会。两岸关系发展需要架设更多

新的桥梁，科技创新无疑是搭建桥梁的

基石。他希望，两岸科技界、产业界在交

流中集思广益、增进感情、推动合作，争

取取得更多、更具实质性的成果。同时，

要牢固树立“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

两岸同胞福祉，共同维护好两岸和平发

展的局面。在开幕式上，由福建省级学会

及有关科研单位推荐的12个两岸交流合

作项目进行了签约。开幕式后，中国科学

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党委书记穆荣平穆荣平

和台湾东海大学前校长巢志成巢志成分别作了

题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区域创新

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使命、模式与有效

机制——以台湾地区为例》的主题报告。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福建省科协

[2017-06-21]

中国科学家王曦接任
亚洲科学理事会候任主席

在菲律宾召开的第17届亚洲科学理

事会会议期间，经中国科协提名，中国科

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王曦王曦

顺利接任亚洲科学理事会候任主席，并将

于2018年6月起任主席，任期为2018年

6月—2020年6月。亚洲科学理事会是中

国科协代表中国加入的重要国际科技组

织之一，旨在为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科学家

提供一个科学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利用科

学技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

活水平的提升。王曦接任亚洲科学理事会

主席，对我们以国际组织为平台进一步发

挥中国在世界科技界的影响力、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7-06-22]
中国科协2017年

海智计划联席会议举行

6月22日，中国科协2017年海智计

划联席会议在吉林长春举行。中国科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束为束为，吉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金育辉金育辉出席并分

别致辞。会议由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部

长张建生张建生主持。束为介绍，目前中国科协

共联系海外华人科技团体96家，并成立

欧洲、日本、加拿大和美中4个华人海外

科技社团联合体；建立海智工作基地 60
家，离岸创新创业基地5家，海外离岸双

创基地 1家，特聘海智专家 102名，设立

海智计划示范项目12个；中国海归创业

联盟组织的中国（长春）海外人才创新创

业项目大赛围绕健康与文化产业、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三大领域，在 5
个海外分赛区共征集到374个项目，在进

行海选和预赛之后，最终择优选送60个

优秀项目参加即将在长春举行的总决

赛。他表示，中国科协将积极推动“一带

一路”民间科技联盟交流，积极推动国际

科技组织总部落户中国，不断提升中国

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共同

为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做出应有贡

献。金育辉表示，在中国科协和各位海智

专家的鼎力支持下，吉林省政府正在深

入推动开展“海智专家吉林行”等一系列

引智活动，充分利用科技成果转化产生

的先进生产力推动吉林加快转型和全面

振兴。会上，多名海智专家做了报告。

中国科协海智办 [2017-06-2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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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建议·

大量科学证据表明，灰霾主要是由碱性污染物氨（NH3）与酸

性污染物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

应，生成硫酸铵和硝酸铵，形成PM2.5凝结核，吸水并结合其他污

染物而形成（图1）[1-4]。在NH3大量存在的条件下，SO2和NOx形成

PM2.5的速度会急剧增加[2,5]。NH3在灰霾形成中的重要性，引起了

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基于国家重大科学计划项目“我国活性氮

源及其对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的影响机理研究”和我们长期“氮

素循环与环境影响”的研究结果，提出种植和畜牧养殖氨气减排

措施，供政府灰霾治理决策参考。

1 设定农业氨减排目标

中国目前每年大约排放1500万 t的NH3（以纯氮计，下同）[6]，

与酸性物质NOx（700万~800万 t，以纯氮计）和 SO2（900万~1000
万 t，以硫计）排放量（《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酸当量相当，

对灰霾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4]。中国农业源氨排放量占总排

放的90%左右，其中种植和牲畜养殖业排放大约各半，牲畜养殖

排放略高[6]。

欧美国家很早注意到氨对空气质量的重要影响，欧洲在

1999年签订的《哥德堡协议》中同时设定了对 SO2、NOx和NH3的

减排目标[4-5]。在中国，无论是空气污染防治措施，还是农业发展

规划，都没有设定NH3减排目标。中国当前治理灰霾集中于减

少酸性污染物SO2和NOx的排放。为此，建议在国家及地方各级

政府层面的环境治理目标规划中，设定农业（包括种植业和畜牧

业生产）的氨减排近期和远期目标，并制订实现减排目标的具体

措施。

2 逐步优化农业布局

当前中国的人口、工业、商业、养殖业等均集中于北京、河

北、天津、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和浙江等灰霾最严重的中东部

地区。酸碱物质排放源在空间上重叠是形成严重灰霾天气的重

要原因[4]。氨气是本地性、短距离传输的污染物，传输距离一般

仅为几百公里。在空间上分离氨与酸性物质 SO2和NOx的排放

源，可以有效减少酸碱污染物结合的机会[5]。中国中东部地区种

植业和养殖业氨排放量分别达全国总排放量的 49%和 48%[6]。

由于种植业更依赖地理和气候因素，迁移比养殖业更难。因此，

建议优先考虑减少中东部地区养殖业，逐步扩大东北饲料粮生

产基地的养殖业规模。将中东部地区的养殖业转移至东北地区

具有多重功效：1）养殖业是中东部地区水体的主要污染源，养

殖业转移可同时减轻中东部地区的灰霾和水体污染，而且东北

地区年均温低，生产同样的牲畜产品氨排放量低；2）饲料生产

基地与养殖基地结合，可以减少运输及其由运输产生的污染；

3）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3 大力促进科学施肥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中国每年农田氮肥使用量大约3100多万 t纯氮（国家统计局

数据），当季利用率仅为35%左右，累计利用率50%~60%，损失率

达 40%~50%，其中氨挥发损失 15%~20%，种植业氨排放大约

420~580万 t氮[6,7]。科学工作者经过40余年的不懈努力，积累了

提高氮肥利用率、减少氮素损失和氨挥发损失的大量科研成

果。但是受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些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并

不理想，氮肥利用率低、损失率高的状况未得到明显改变。限制

科学施肥成果推广和应用的主要社会和经济因素包括：

1）农地经营规模小，田块分散，难以承载先进的科学技

术。科学施肥方法和技术往往需要在有规模经营效益的农田实

施，中国中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农田面积小，致使新技术无法落

地。同时，小规模农户从农产品上获取的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

小部分，他们的收入主要来之于外出打工，对应用新技术的意愿

低。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家庭农地经营规模可以从目前的平

均 0.4 hm2增加到 4 hm2，氮肥利用效率可提高大约 75%[8]。建议

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健全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保障土地流转

后的经营稳定性，加快种植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步伐，降低农田氨

排放。

2）机械化施肥水平低。氮肥深施、混施是提高利用率、减

少损失率，特别是减少氨挥发损失极为有效的手段。由于缺乏

深施和混施机械，特别缺乏追肥的深施机械，中国小规模分散管

理的小片农田，目前大约60%的氮肥人工表施（图2）。表施的铵

态氮肥暴露于空气，很大比例通过氨挥发排放到大气。由于无

法精准控制施肥量，往往造成过量施肥的现象。建议根据中国

作物生产特点，加大研制和推广机械施肥的力度，逐步杜绝氮肥

表施现象。

3）氮肥品种单一，基本都是铵态氮和产铵态氮肥料（如尿

素）。铵态氮肥在中国北方碱性土壤上极易以氨的形态挥发到

大气中。与此同时，铵态氮肥在土壤中会氧化成为硝态氮，该氧

化过程同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N2O。改性硝酸铵比尿素的价格

高 10%~30%，由于其损失低，净花费并未增加。若施用改性硝

态氮肥，既无氨挥发，也不因硝化过程而排放N2O。建议在加强

关于减少农业氨排放以缓解灰霾危害的建议关于减少农业氨排放以缓解灰霾危害的建议

图1 农业氨挥发对PM2.5形成的贡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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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巨晓棠，谷保静，蔡祖聪
作者简介：巨晓棠，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谷

保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蔡祖聪，南京师范大

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监管的基础上，在中国北方，特别是华北平原，适当供应改性硝

态氮肥，减少铵态氮肥的施用。

4 制订规模化畜禽养殖各个环节的操作规程和氨减排措施

中国畜禽养殖每年排泄的畜禽粪便大约1500万 t纯氮，约为

化学氮肥使用量的1/2[6]。当前畜禽粪便氮素收集还田率大约为

50%，其余大部分直接排放到大气和水体，成为重要的污染源（图

2）。建议制订从饲料选择、畜舍构造、粪尿贮存、处理到田间施

用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程和氨减排措施，作为规模化畜禽养殖

操作和监管的依据。具体包括：

1）推广应用低蛋白含量的饲料品种。饲料中的碳氮比会显

著影响牲畜粪便中的氮含量，加强对适应中国牲畜种类的低蛋

白饲料品种研制和推广应用，有助于降低单位畜禽产品的氮素

排泄量，可以从源头同时降低向地表水排放的氨氮以及向大气

中排放的氨气。

2）控制规模化养殖场的氨气排放。规模化养殖圈舍氨气排

放占牲畜养殖总氨气排放的10%~30%。采用合理的建筑设计可

以降低圈舍的氨气排放，包括建设集中的排泄和粪便收集区域、

快速的粪便清除系统、排泄区的温度控制以及酸性中和物质的

使用等措施。建议通过引入合理技术标准规范控制新建养殖场

的氨气排放；对已有的养殖场进行技术改造，安装现场在线氨浓

度监测制备，加大对规模化养殖氨气排放的治理和监管，切实降

低养殖场的氨气挥发。

3）推行规范化的粪便储存、堆沤和施用技术。中国目前的

牲畜粪便处理倾向于固液分离，堆沤生产有机肥，减少向水体的

排放，常忽略向大气的氨气排放。建议推广应用封闭式的粪便

贮存、处理和施肥方式，降低粪便储存、处理和施用环节的氨排

放。

上述4个方面建议和措施的实施，不仅可以控制氨排放引起

的大气污染，还可减轻氮素流失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硝酸盐淋

洗引起的地下水污染、大量施用铵态氮和产铵态氮肥料导致的

土壤酸化、大气氮沉降增加导致的生态环境退化，减少施用氮肥

和有机肥引起的温室气体N2O的排放以及氮肥制造过程中巨大

的化石能消耗和碳排放[4-6,8]。因此，减少种植和养殖业的氨排放

是一举多得的举措，也是治理活性氮大气和水体污染、保证食物

生产安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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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挥发大量氨气的农田化肥撒施以及牲畜养殖废弃物的露天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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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瞬态电子器件加工新技术柔性瞬态电子器件加工新技术：：
低成本制造可降解电路成为可能低成本制造可降解电路成为可能

·科技评论·

可降解电子是一种新型的电子器

件，由可降解的电子材料组成，在生理溶

液或者环境溶液中能以可控的速率完全

溶解、消失，安全被人体或者环境吸收。

可降解电子在环保和健康医疗方面有着

重要的应用。例如，可降解电子可作为

传感器植入人体，检测温度、pH值、血压

等重要的生理体征信息，完成短期监测

任务后可安全地被人体吸收，从而避免

二次手术移除器件，减轻病人负担，减少

二次手术所带来的潜在感染风险。可降

解电子亦可用于制备电子消费品和环境

检测器，完成任务后可安全地在环境中

降解消失，绿色环保，节约回收所需的人

力物力财力。可降解电子主要由4部分

核心材料组成：半导体、介质、金属导线

以及高分子聚合物基底材料，通过新型

的微纳制备工艺整合材料，实现功能性

器件。目前，高性能的可降解电子以硅

基薄膜器件为主，以单晶硅薄膜作为半

导体材料。常用的可降解介质材料包括

二氧化硅、氧化镁、氮化硅等，常用的可

降解金属导线材料包括镁、锌、铁、钼等，结

合多种商用的可降解聚合物基底（聚乳

酸-羟基乙酸共聚物、聚己内酯、各种蛋

白、纤维素等），即可实现能在水溶液中完

全降解的薄膜器件（功能材料厚度小于

2 μm，基底材料厚度小于 100 μm）。在

已具备高性能电子材料的前提下，可降

解器件的制备工艺是制约大规模批量化

生产可降解电子的关键瓶颈。由于可降

解材料，尤其是基底材料，对工艺温度

（一般需低于 40℃）、溶剂（酒精、丙酮

等）、以及水溶液敏感，目前仍需要使用

比较复杂繁琐的制备技术。例如，需通

过转印工艺将高性能的单晶硅薄膜从硅

晶圆片上转移到较为稳定的中转基底，

完成介质材料和金属材料的沉积后，再

通过二次转印工艺将器件转移到最终的

可降解聚合物基底上，最后还需使用干

法刻蚀工艺将不可降解的中转基底、支

撑材料去除。整个制备过程涉及多次转

移以及光刻工艺，成功率较低。且依赖

高真空环境下的化学、物理气相沉工艺

来实现介质材料以及金属导线材料的蒸

镀，存在高成本、低速率的缺点，尤其在

制备较大厚度（微米级别）的射频天线电

路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近期，天津大学精仪学院生物微流

体和柔性电子实验室黄显团队首次提出

了新型的打印工艺，通过光脉冲烧结以

及激光烧结的方法，可实现快速、低成本

的可降解金属电路图案的打印，相关研

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电子和材料领域国际

权 威 学 术 刊 物《Small》和《Advanced
Materials》上。打印所使用的“墨水”由

生物相容性较好的锌金属纳米颗粒组

成，研究者以聚乙烯吡咯烷酮做为溶剂，

通过球磨的方式获得锌纳米颗粒。聚乙

烯吡咯烷酮溶剂的存在可较好地维持锌

纳米颗粒的分散性从而防止锌纳米颗粒

的团聚。通过巧妙地引入微秒级别的快

速光脉冲烧结方法，研究者可迅速地实

现锌纳米颗粒的烧结，同时不引起基底

材料温度的升高。烧结而成的锌金属导

线具有较高的导电率，约为4x104 S/m。

结合特定的掩膜，即可实现在羧甲基纤

维素钠可降解基底上直接印刷、烧结金

属电路图案。基于同样的“墨水”，黄显

教授团队进一步研发了激光烧结工艺，

通过蒸发-沉积的方式，巧妙地绕开了锌

纳米颗粒表面氧化物所带来的纳米尺度

烧结的困难。在透明玻璃上印刷一层锌

纳米颗粒，随后将涂覆有纳米颗粒侧的

玻璃盖在可降解基底上，通过快速激光

扫描，即可在非真空环境中实现锌导线

图案在可降解基底上的制备。打印的锌

导线导电率进一步提高到106 S/m，可实

现亚微米级的厚度以及40 μm左右的线

宽。基于此激光烧结技术，研究团队展

示了锌导线制备的压力传感器，性能优

异，且能在水溶液中完全降解。

这项新型打印工艺，实现了快速、低

成本的可降解金属电路图案印刷，为日

后批量化、大规模生产可降解电子器件

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该新型的打印

工艺非常适用于需要较大导线厚度的射

频天线电路、多层电路层与层之间的连

接，不同种类器件与器件之间的连接，以

及低集成度的无源器件等。

目前，该打印技术所制备的锌导线

线宽（微米级）与光刻技术制备的导线线

宽（纳米级）仍有一定的差距，还有较大

提升的空间。在金属导线的沉积速度方

面，光脉冲及激光脉冲烧结方法在厚度

方向上具有非常快的速率（104~107 nm/
s），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较大厚度金

属导线的快速烧结，相对于真空化学、物

理气相沉积工艺（0.5~5 nm/s），具有很

大的优势。而在整个图案的成型速度

上，真空化学、物理气相沉积工艺则可同

时完成整个金属图案的制备，而激光脉

冲烧结技术会受到其扫描速度的制约

（800 mm/s），速度过快会影响所打印导

线的导电率，因此还存在提高的空间。

为了进一步扩展打印可降解电子器件的

种类，发展多样性电子材料的打印技术

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除了金属导线材

料，介质材料和功能性半导体材料亦是

是电子器件的核心组成部分，若能实现

打印，将极大提升光脉冲、激光烧结打印

技术的适用面。将打印工艺与已有的转

印技术相结合，是快速实现高性能可降

解有源电子器件的可行方案之一。通过

转印技术将高迁移率的单晶硅薄膜半导

体材料转移到可降解聚合物基底上，再

通过打印工艺实现金属和介质材料图

案，可快速实现更多样化的多功能电子

器件。如能更进一步寻找到高性能的可

打印半导体材料，实现器件的全打印化，

则可进一步拓展可降解电子的功能，提

高制备效率，最终实现植入式、绿色环保

的可降解电子的量产。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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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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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20172017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概览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概览（（IIII））
本期科学共同体推介为读者介绍

2017年英国皇家学会夏季科学展 22项

展览中的8个展览项目，更多内容可以参

考英国皇家学会官方网站。

DNA折纸：如何折叠基因组？

过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DNA
编码不仅可以决定人们眼睛的颜色，脚

的大小等，也决定着人们对某些疾病的

易感性。虽然可以发现DNA变化与疾病

的相关性，但人们并不完全知晓如何或

为什么会导致这些问题的产生。在人体

的每个细胞内，2 m长的DNA被仔细地

折叠成染色体，但这种DNA折叠并非随

机，DNA扭曲和折叠的方式可能决定基

因表达，并决定人们是否健康。牛津大

学的医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开发了一种

更好地了解DNA折叠的新方法，他们发

现DNA折叠方式的变化可能导致罕见的

血液病，这种新技术也可以用于了解更

多常见疾病的发病原因（如糖尿病），以

及是否可以在折叠过程中纠正这些错

误，辅助疾病治疗。

关注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重要。不

仅是成年人，儿童也会受到精神疾病的

影响，使日常生活产生困扰。遇到心理

问题时，人们往往不愿与朋友分享，科学

家们希望通过数字技术打破人们对心理

问题的常规看法，使患者得到帮助。伦

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通过使用虚拟现实

（VR）设备，通过程序，平板电脑和手机，

使研究人员了解患者的想法，帮助评估

和治疗精神疾病。利用 VR技术能够突

破费用、时间和场地上的限制，加快病人

康复的进程。

自行车金牌中的工程学

自行车职业赛车手克里斯·霍伊斯

（Chris Hoys）是英国迄今为止获得奥运

会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在他卓越的运动

天赋之后，还有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帮

助他成为世界上骑行最快的人。布里斯

托尔大学的科研团队正在研究速度可达

80 km/h的自行车，以期在未来的赛场上

大显身手。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摩擦和振

动导致的功率损耗，寻找适合高速自行

车的链传动系统。在测量摩擦损耗的过

程中 ，传输效率测量精度可以 达到

0.02％。除了在自行车上进行应用，该研

究也可以对摩托车和汽车制造上产生启

发，使系统运行更为高效，消耗更少的能

源保护环境。

善于使用工具的乌鸦

自然界中，除人类以外可以使用工

具的动物非常罕见。圣安德鲁斯大学正

在研究有能力使用工具的动物，与以往

研究不同，他们并非将目光投向灵长类

动物，而是寻找善于使用工具的鸟类。

科学家们早就知道新喀里多尼亚乌鸦会

使用木棍作为工具，从够不到的地方掏

虫子吃，但这一技能从何而来呢？科学

家们对濒临灭绝的夏威夷乌鸦的研究揭

示，这一技能可能是来自于遗传。值得

关注的是，这两种乌鸦都是在遥远的太

平洋热带岛屿上进化的，岛上缺少啄木

鸟和以鸟类喂食的捕食者，这显然对聪

明的乌鸦而言是练就使用工具本领的完

美条件。找到第二种会使用工具的乌鸦

可以帮助人们解释动物是如何进化出使

用工具的能力的。

会发光的珊瑚

科研人员希望利用实验技术来帮助

人们了解癌症、阿尔茨海默病和艾滋病

等疾病如何影响细胞在体内的功能。但

是现有技术很难看清活细胞内部以及追

踪细胞内的蛋白质变化。南安普顿大学

的科学家们正在使用水母，海葵，珊瑚和

其他海洋生物的荧光分子来分析潜在疾

病的分子机制。这些荧光颜料在蓝光下

发绿色，黄色或红色，使许多珊瑚珊瑚呈

现出丰富多彩的外观。当科学家将它们

附加到他们想要研究的蛋白质时，它们

可以照亮活细胞，以便在显微镜下观

察。在研究同时，科学家们也在监测珊

瑚礁的珊瑚健康，珊瑚礁的生存受到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威胁，人们应竭尽

全力对其进行保护。

心脏的计算机模拟

心脏突发疾病可能会影响到任何人

的健康状况，在英国，受到心力衰竭影响

的患者大约有50万人，其引发因素可能

包括包括高血压，不规律心律和心脏病

发作等。了解心脏的运作方式以及心脏

病出现问题对于保持心脏健康，帮助医

生诊断和有效治疗患者至关重要。

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科学

家，医生，物理学家，计算机程序员和工

程师团队的合作了解心脏如何工作。研

究人员开发的计算机模型可用于模拟心

脏，了解心脏的跳动模式和转移血液的

能力，辅助心脏疾病的治疗。如指导安

装起搏器的位置以及如何放置人造心脏

瓣膜。除计算机模拟，使用磁共振成像

（MRI）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对心力衰竭患

者开发个性化治疗方案。

对看不见的物质建模

为了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
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等颗粒物理实验中提

取有意义的信息，科学家们需要使用计

算机模拟来解释结果。2012年，人们发

现了希格斯玻色子，到目前为止，它还十

分符合粒子物理学里的标准模型。但标

准模型也具有缺陷，它不能够解释暗物

质或暗能量，而这二者组成了宇宙的

95%。在杜伦大学的研究中，科学家们

正在使用计算机模拟，从自然放射性和

宇宙射线中消除不感兴趣的背景事件，

寻找有趣、罕见的事件。同时还使用计

算机模拟来设计未来实验，例如用检测

器来识别暗物质。

爱因斯坦的宇宙

在爱因斯坦预言引力波的100年后，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科学家

们终于发现了引力波，这被誉为21世纪

最重要的科学突破之一。引力波在天文

学领域揭开了新的篇章，它证实黑洞不

仅存在，还可以碰撞并合并在一起，释放

出大量的引力波能量。LIGO检测仅仅

是个开始，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展开，对下

一代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产生鼓舞，展

现了天文学广阔的未来。英国科学家在

这一新领域也开创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技

术创新。目前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改进的

陆基探测器网络，这将全面开拓引力波

天文学领域。它将帮助人们研究黑洞，

恒星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以及测试基

本物理和广义相对论。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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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纵横·

眼睛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第一架

“光学仪器”，但它的能力却是有限的，通

常认为人眼睛的分辨率为 0.1 mm。17
世纪初，光学显微镜（图 1）出现，可以把

细小的物体放大到千倍以上，分辨率比

人眼睛提高了500倍以上，这也是人类认

识物质世界的一次巨大突破。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发展，直接观察到原子是人

们一直以来的愿望，电子显微学的出现

为人们实现这一夙愿提供了可能。随着

电子显微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透射电

子显微镜（图 2）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亚

埃量级，电子显微镜已经成为材料学领

域不可或缺的表征手段。另外，电子显

微学与纳米科学、生物学等的结合，使得

电子显微镜的功能日渐扩大，同时它也

促进了这些领域的飞速发展。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起源与发展

透射电子显微镜起源于20世纪20~
30年代。1924年，德布罗意提出了粒子

具有波动性。 1926—1927 年，Davis⁃
son、Germer以及 Thompson Reid实验

发现了电子衍射，从而证明了电子的波

动性，因此想到可以用电子代替可见光

来制作电子显微镜，以克服光波长对分

辨率的限制。1926年，德国学者Busch
提出采用轴对称的磁场有可能使电子聚

焦，为电子显微镜的制作提供了理论依

据。1933年，Ruska等人做出了世界上

第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1934年，电子

显微镜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500Å，Rus⁃

ka也因此获得了 1986年的诺贝尔物理

学奖。1939年，德国西门子公司造出了

世界上第一台商品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分辨率优于 100 Å。之后，美国

Arizona洲立大学物理系的Cowley教授

等定量地解释了相位衬度像，即所谓高

分辨像（高分辨TEM图像见图3），从而建

立和完善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理论和

技术。高分辨电子显微术能够使大多数

晶体中的原子列成像，目前高分辨电子

显微术已经是电镜中普遍使用的方法，

其分辨率已经达到了1~2 Å。

除了波长限制了透射电镜的分辨率

外，透射电镜的像差，包括色差、球差、像

散和畸变，也使得透射电镜的分辨率难

以突破1 Å。20世纪末，球差校正器研制

成功，球差校正电子显微镜减小了非局

域化效应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透射电

镜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亚埃量级。随

着球差校正电子显微镜应用的普及，球

差校正电子显微学在逐渐形成和发展。

此外，近20年来，随着电子显微术的不断

发展，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术（STEM，其

图像见图4）也成为了广泛应用的表征手

段。相比于传统的高分辨相位衬度成像

技术，扫描透射电镜具有分辨率高，对化

学成分敏感，图像直观容易解释等优

点。其中高分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可

以直接获得原子分辨率的Z衬度像，结合

X射线能谱和电子损失谱，还可以获得原

子分辨率的元素分布图和单个原子列的

能量损失谱，因此可以在一次实验中得

到原子分辨率的结构、化学成分和电子

结构等信息。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应用

透射电镜具有分辨率高、可与其他

技术联用的优点，在材料学、物理、化学

和生物学等领域有着广泛地应用。

材料的微观结构对材料的力学、光

学、电学等物理化学性质起着决定性作

用。透射电镜作为材料表征的重要手

段，不仅可以用衍射模式来研究晶体的

结构，还可以在成像模式下得到实空间

的高分辨像，即对材料中的原子进行直

接成像，直接观察材料的微观结构。电

子显微技术对于新材料的发现也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D.Shechtman借助透

射电镜发现了准晶 [2]，重新定义了晶体，

丰富了材料学、晶体学、凝聚态物理学的

内涵，D.Shechtman也因此获得了 2011
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物理学领域中，电子全息术能够

同时提供电子波的振幅和相位信息，从

而使这种先进的显微分析方法在磁场和

电场分布等与相位密切相关的研究上得

到广泛应用。目前，电子全息已经应用

在测量半导体多层薄膜结构器件的电场

分布、磁性材料内部的磁畴分布等方
图1 罗伯特·胡克发明的光学显微镜

（图片来源：百度网）

图4 富锂材料表面STEM图像[1]

图2 HT7700-日立透射电子显微镜

（图片来源：百度网）

图3 高分辨TEM图像（图片来源：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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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张喆和朱

涛等 [3]利用高分辨电子显微术和电子全

息方法研究了Co基磁性隧道结退火热

处理前后的微观结构和相应势垒层结构

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退火处理可以明

显地改善势垒层和顶电极、底电极之间

的界面质量，改进势垒本身的结构。

在化学领域，原位透射电镜因其超

高的空间分辨率为原位观察气相、液相

化学反应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利用

原位透射电子显微镜进一步理解化学反

应的机理和纳米材料的转变过程，以期

望从化学反应的本质理解、调控和设计

材料的合成。目前，原位电子显微技术

已在材料合成、化学催化、能源应用和生

命科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透射电镜

可以在极高的放大倍数下直接观察纳米

颗粒的形貌和结构，是纳米材料最常用

的表征手段之一。天津大学的杜希文和

美国 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的 Houlin
L.xin等 [4]用原位透射电镜观察了Co Ni
双金属纳米粒子在氧化过程中形貌的变

化，充分混合的Co、Ni合金粒子经过氧

化后，Co和Ni发生了空间上的部分分

离，并在理论上对该现象进行了解释。

在生物学领域，X射线晶体学技术和

核磁共振常被用来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

构，已经能够将蛋白质的位置精度确定

到 0.2 nm，但是其各有局限。X射线晶

体学技术基于蛋白质晶体，研究的常常

是分子的基态结构，而对解析分子的激

发态和过渡态无能为力。生物大分子在

体内常常发生相互作用并形成复合物而

发挥作用，这些复合物的结晶化非常困

难。核磁共振虽然能够获得分子在溶液

中的结构并且能够研究分子的动态变

化，但主要适合用来研究分子量较小的

生物大分子。近年来冷冻电镜技术突破

了冷冻成像和图像处理瓶颈，发展成为

当今结构生物学广泛应用的新兴技术。

它可以以快速、高效、简易、高分辨率解

析高度复杂的超大生物分子结构，在很

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X 射线晶体学技

术。清华大学施一公研究组[5]利用酵母

细胞内源性蛋白提取获得了性质良好的

样品，利用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解析了酵母剪接体近原子水平的高分辨

率三维结构，阐述了剪接体对信使RNA
前体执行剪接的工作机理。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发展方向

目前，透射电子显微术有几个重要

的发展方向。第一，分辨率的提升。分

辨率一直是透射电镜发展的目标和方

向，发展新一代单色器和球差校正器，进

一步提高透射电镜的能量分辨率和空间

分辨率，尤其是对低压电镜。第二，发展

原位透射电镜技术。原位透射电镜在材

料合成、化学催化、生命科学和能源材料

领域有着重要应用，可以通过在原子尺

度下实时观察和控制气相反应和液相反

应的进行，从而研究反应的本质机理等

科学问题。第三，更加广泛的应用在生

物大分子结构研究中。冷冻电镜在生物

大分子结构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将推动

冷冻电镜技术的不断发展。冷冻电镜在

生物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成

为连接生物大分子和细胞的纽带和桥

梁。

从透射电子显微镜的诞生到今天的

八十多年来，人们借助透射电镜解决了

很多科学难题。透射电镜也在不断发展

进步，功能日益全面，性能日益改善，虽

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

战，相信在众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问题终将解决，透射电镜的各项技术也

将进一步发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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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物·

埃米利奥·吉诺·塞格雷（Emilio Gi⁃
no Segrè，1905—1989）是物理大师恩

利克·费米的学生、助手，罗马物理学派

重要成员，195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托马斯·库恩赞塞格雷是“新一代

物理学家的杰出代表”。塞格雷在物理

学研究与教学之外，撰写物理学史著作、

讲授物理学史课程；对科学的本质及作

用、科学家的职责等问题，多有个人独到

之见。

塞格雷的物理学家之路

塞格雷出身书香门第，两个伯伯，一

个是地质学家，一个是法律专家；这个家

族更早前还诞生过一位化学家。塞格雷

年少时即喜读《大众科学》等科普读物，

对科学有特别爱好的他在幼时即萌发了

对物理学的兴趣，晚年时他曾说：“我至

今仍保存着一本写着日期为1912年3月

27日的笔记本，题目为‘物理’。笔记本

中以一个7岁孩子的笔触描述了当时所

做的一些简单实验……”赛格雷从小动

手能力很强，会制造玩具、飞机模型和电

报机等。少年塞格雷的理想是成为一名

物理化学家。进入中学，物理教师反复

灌输牛顿定律，帮他深解其含义；老师认

为“教学应该少而精，要讲得透彻”。对

此塞格雷一直极为认同。高中期间塞格

雷曾自学英语和德语物理学书籍，努力

消化麦克斯韦著作。塞格雷也喜欢数

学，中学时陶醉于做几何习题；高中时他

已经学会微积分，并自学了部分《数学大

全》；大学前两年其学业最为精进的也是

数学。1927年读工程系的塞格雷通过拉

塞蒂结识费米，得到这位26岁教授的欣

赏，并开始一对一指导塞格雷研究物理

学。在费米和拉塞蒂的影响下，塞格雷

转学物理学，并于 1928年 7月获得博士

学位。毕业后塞格雷给费米做助手，当

时费米学生的一些研究题目均来自“点

子多”的塞格雷。他曾问费米为什么不

给学生出题目，费米说他自己关心的题

目，“对学生来说往往太难，而适合学生

水平的问题他又不感兴趣。”

塞格雷具备创造性人才的两大基本

要素：善于学习和独立思考。1930年他

发现，在处理碱金属元素辐射问题时，通

常近似法所忽略的电四极辐射是导致禁

戒跃迁的原因。但进一步的实验研究一

度受阻。当他向德拜述说其研究缺乏研

究条件时，受到了德拜的批评：“德拜严

厉地说我的抱怨只不过是借口，只有懒

惰的人才因所谓条件不够而裹足不前。

当时我感觉受到伤害，但他的教训逐渐

在我脑中生根，使我当时和后来都获益

匪浅。”1931年夏天，塞格雷赴荷兰向塞

曼请益，并深得塞曼喜欢。塞格雷说：

“与他谈话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考虑

一项实验时所用的方法对我来说是全新

的、出乎意料的。他对理论的疑问使人

耳目一新。他虽然不低估理论的力量，

但知道自然的想象力远远超越我们人

类。所以，他要求做实验时做到完全彻

底，因为很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是对的，即使在我的简单实验中，似乎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还是有意外的事

情发生。”1931年末在费米建议下，塞格

雷赴德国汉堡，向斯特恩学习真空和分

子束实验技术。斯特恩的研究方法令塞

格雷印象深刻：实验前斯特恩总是“要先

计算出与仪器有关的一切数据，例如他

想要生成的分子束的形状和密度，直到

预备性实验的结果能与其计算出的数据

完全吻合后才开始正式试验”。两相比

较，塞格雷认识到：在斯特恩这里，“学到

的东西与在塞曼处所学的完全不同，但

同样有用。……条条大路通罗马”。

1932年塞格雷成为费米的助理教

授。塞格雷参与费米罗马学派实验方面

的全部研究工作。1933年塞格雷获得巴

勒莫大学教授职位。1936年塞格雷发现

了 43号化学元素锝（Tc)。1938年 6月

塞格雷前往美国，并因意大利形势变化

而入美国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

展研究工作。塞格雷发现劳伦斯教授的

一些做法较为欠妥：把学生当作建造和

维护回旋加速器的廉价劳动力；把多半

时间耗费在筹款上，忙于与各种基金会

以及能联系上的筹资单位磋商；主要关

心如何把加速器做得更大，至于怎样在

核研究中有效地利用已有的装置，却几

乎不考虑。晚年时塞格雷对劳伦斯有了

更多的理解：“如今回顾起来，我认为劳

伦斯的做法比那时我意识到的更有远

见。要发展加速器就必须尽心竭力，所

以劳伦斯按他所知的最佳方式尽了全

力。” 1940年塞格雷发现了第85号化学

元素砹（At）。1943年至 1946年他参加

曼哈顿工程，其后继续回伯克利工作。

1955 年他领导的小组发现了反质子。

1959年塞格雷与欧文·张伯伦分享诺贝

尔物理奖。1972年塞格雷退休。1989
年4月22日塞格雷逝世于美国加州。

塞格雷之思想要素

实验物理学家塞格雷的思想并不囿

于实验室，他对诸多问题有独立之思

考。物理学家这一社会群体有别无仅有

的特征吗？塞格雷的答案是否定的：“如

果我们一定要找出杰出的物理学家的共

同个性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工作

都有迫切的热望和很强的能力，具有坚

定性、乐观主义和科学想象力。但是任

何职业要获得成功都需要这些品质”。

与其说塞格雷刻意否定物理学家的特

点，不如说他意在强调物理学家只有普

遍的人性。“那种认为客观的、冷静的科

学家是超群的想法是不正确的……科学

家不是一种会施魔法的宗教教士。”

在塞格雷看来，科学研究的动机源

埃米利奥·吉诺·塞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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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厚宇德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

授。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自人好奇之天性，而科学是类似于生命

体的复杂系统。基本理论、局部理论、数

学、模型、唯象学说、预测到的现象、精密

测量、新现象的发现、技术设备和材料、

技术应用即是科学的诸器官；各个部分

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彼此协调、不

可或缺。生命不断进化，科学进步也不

会停止：在物理学与生物体的相似性中，

“也包括进化这一点，不仅客观事物，而

且物理学原理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

……”

科学根本不是哲学家想象的“怎样

都行”：“数学假设具有更多的任意性，基

本上是按照人的理智建立的。物理假设

是以观察和推理为基础的，并从属于美

学准则。人们可以创建非欧几何，事实

上也有好几种非欧几何了，但与实验不

一致的物理学，却不是物理学。”因此在

塞格雷看来，科学之客观性不容质疑。

客观性的科学并非建立于绝对的精确性

之上：“实验总是不精确的，而且要受误

差的影响”。 但是每个都存在误差的实

验却是科学走向精确的通途：“哲学家的

成就是含糊的。即使象时空分析这样的

事情，我敢说像非欧几何创建者那样的

数学家们和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

们的成就，都比哲学家来得大。”

身处高能物理大发展时代，塞格雷

认为大科学不可避免：“单单成为一个卢

瑟福已经不行了……物理学家至少要有

些企业家和商业家的本领才行。……像

法拉第和伦琴那样孤独的研究者的作

用，看来是注定要消失的。”但塞格雷并

非认为大科学意味着绝对之优势，它也

包含弊端：“常常是由某个委员会来决定

干什么的，但很难相信委员会的想象力，

委员会不太有冒险精神，理所当然地希

望实验会取得一些确切的成果。”即大科

学无法避免存在着对个别科学家独特创

造力的湮灭。

对科学的作用塞格雷有全面而理性

的认识。首先他认为科学能使人更强

大：“首先，科学提高了人的能力。”其次

格雷认为，科学是推动社会物质文明进

步的动力。但是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

缔造科学的科学家难以站在最前沿。这

是因为：“科学发现要转变成商业产品或

技术，要有时间、资本、能力、优惠的市场

和工业环境。”而这些因素不是一个科学

家能轻易搞定的。塞格雷承认科学技术

带来的一些社会危机，但他认为这些问

题的根源需要厘清：“在个人或国家一级

做决定的过程却不是由科学，而是由一

些我不太明白的因素所决定。在我看

来，它们大部分是不合理的……军备竞

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科学提高

了人们的能力，它可能使这些愚蠢的竞

赛越来越危险，以致可能危害人类的生

存。”塞格雷所言并非毫无道理，科学家

在任何国家政策制定上均不具备主导

性。这个世界还是政治家的世界。因此

塞格雷认为科学家不必认为自己身负原

罪：“科学家……不能对由他的发现所造

成的使用责任负责。他无权决定怎样使

用他的发现，人们也不能把权力和责任

分开。此外，实际上所有的发现都能用

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其中有些是善良的，

有些是罪恶的，从人类文明的一开始就

已经知道这点了——二点论的一个例子

是钢既可制成剑也可制成犁铧。”

但是塞格雷不是为科学家推卸责

任，他反而认为科学家必须有所作为：

“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们（指物理学的各个

分支）对于人类状况的影响。这是人们

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它已远远超出了

物理学范畴，不过它对物理学却是至关

重要的。”科学家必须肩负起科学时代启

蒙者的使命：“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醒公

众，某些行动过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应当诚实地、理智地做好这件事

情。”

塞格雷与科学史

作为实验物理学家，塞格雷对科学

的历史情有独钟：“我一直对科学史感兴

趣。童年时代，父母就给我看加斯通·蒂

桑杰所写的这方面的书，他们曾经是我

长期喜欢阅读的书。……作为一名活跃

的科学家，我后来也阅读有关物理学史、

化学史、数学史方面的书籍。”塞格雷对

于科学史，不仅止于爱读，而是作为事业

的一部分去经营：“1960年前后，我开始

偶尔作科学史方面的演讲。……这些演

讲也是我的《从X射线到夸克》一书的雏

形，该书于1976年出版，就我所知，迄今

为止该书已经被译成了意大利语、法语、

德语、希腊语、日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和希伯来语等出版。”塞格雷退休后对于

科学史更是几乎倾其全力：“我不再直接

从事实验活动了，但教学活动却没有停

止。当然，这时我讲授的是物理学史而

不是物理学本身。”

塞格雷不是科学史领域的“票友”，

而有自己的史学主张和观点。他认为，

研究历史的本质在于满足寻根之渴望。

在《从落体到无线电波》一书的前言里，

塞格雷说：“当我阅读物理学的许多基本

原始论文时，我能体会到它们的作者所

面临和克服的困难。通过他们的著作，

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看他们的问题的，

什么东西似乎是并且事实上是重要的，

什么东西应该被忽略，最后，答案是什

么。他们不知道答案，必须把它们找出

来。这是在研究教科书与研究‘大自然

书’之间的重大区别。本书是我对我的

科学前辈们的爱的一项见证。它来自但

丁所说的求知的欲望，或者……寻‘根’

的欲望。”为了实现此目标，他撰写物理

学史著作时，“力图做到不仅要将主要的

发现说清楚，而且也要使人们知道取得

这些成就的方法、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有

关的第一流物理学家本身的事情，他们

探索到正确道路之前遭到的挫折、犯过

的错误。”再现重要的关于成功与错误的

历史细节是塞格雷史学追求的最高境

界。

科学中的人性、科学中的创造魅力

是塞格雷在科学史著作中努力表达的主

题，他呼吁人们抛弃科学冷冰冰非人性

的成见，去努力感受科学的人文色彩：

“科学研究仍然像艺术创作那样具有魅

力，带有戏剧性，富于人情味。不过，在

科学教学中常常忽视了历史和传记，而

这些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却占有突出地

位。……不过，我相信：物理学同样有一

个丰富的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的。它正

是我在这里要叙述的主要部分。”

科学家不是怪人，实验物理学家不

是诡异的炼金术士，塞格雷以其人生对

此作出了精彩之诠释。

本文参考了《永远进取——埃米里

奥·塞格雷自传》（埃米里奥·塞格雷著；

何立松、王鸿生译）；《从 X 射线到夸克》

（埃米里奥·塞格雷著，夏孝勇、杨庆华、

庄重九、梁益庆译）；《从落体到无线电

波》（埃米里奥·塞格雷著，陈以鸿、周奇、

陆福全、潘正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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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电影《《摔跤吧摔跤吧！！爸爸爸爸》》对科研思路和师生关系的启发对科研思路和师生关系的启发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1.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2.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

究生。图片为本文第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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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关小红 1，饶丹丹 2

前段时间，笔者在微信朋友圈频频

看到朋友推荐电影《摔跤吧！爸爸》，于

是我们课题组师生在组会上热烈地讨论

了这部电影对科研和师生关系的启发。

本文观点来自于上述讨论，由笔者整理。

情节1：曾为印度全国摔跤冠军的爸

爸（马哈维亚）一直希望有个儿子来实现

他未能实现的梦想（成为世界摔跤冠

军），可妻子接连生了4个女儿使他一度

失去希望。但当有一天他的两个女儿

（吉塔、巴比塔）轻松把男孩打趴在地时，

他没有责备她们，而是突然想到让她们

练习摔跤。

启示：在科研中，我们期待得到某个

结果，而实验得到的往往和期待的不一

致。这时，我们很可能会忽略所得的“异

常”结果，转身开始其他实验。但也有可

能会意识到“不一致”中隐藏着新的研究

机会，它可能比之前想要的更好。所以，

不要忽视科研中观测到的偶然现象。

情节2：父亲决定训练两个女儿后，

严格控制她们的作息饮食和训练，也想

尽办法让她们能有训练的场地和摔跤

垫，得到上场比赛的机会。可女儿们一

开始怕苦怕累，找各种借口逃避训练。

直到她们的闺密说自己是多么不愿意在

14岁结婚，沦为做家务、生孩子的机器，

女儿们才积极投入训练。

启示：研究生刚开始进入科研领域，

离不开导师的指导和提供的平台。能遇

到一位严格的导师尽心地提供帮助和资

源，这会是人生一大幸事。而要取得卓

越的成就，学生还要有主观能动性，即意

识到做科研是自己的事情。老师的职责

是帮助学生坚定目标、发现自我，唤醒学

生的理想和信念。学生更应该尽到本

分，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为自己的课题

付出心血和努力。目标一致、齐心协力

是达成科研目标的前提。

情节 3：大女儿吉塔进入国家队后，

教练那套自由而放任式的训练让她渐渐

迷失，她背弃了父亲那套艰苦而“过时”

的训练方法，放纵自己的生活和训练，甚

至与父亲反目。在之后的几场国际比赛

中，吉塔惨败。小女儿巴比塔则在父亲

的教导下，成为印度全国女子摔跤冠军，

也进入国家队。这使得吉塔痛定思痛。

启示：每位学生当初都是通过一番

努力才获得了读研的资格。读研、做科

研就像是一场修行。如果老师对学生闲

散不管，那么这就意味着老师只是名义

上存在着。学生的飞速进步来源于自身

的努力，也离不开老师的严格要求。当

然，老师的指导不是绝对真理也不是万

能钥匙，学生对于老师的指导也要明辨

是非。电影中爸爸的指导和国家队教练

的指导代表了对与错的意见。在科研

中，重要的是保持自己思路的清晰，有自

己独立的主见。即使是听从老师的意

见，也应该辩证地去听从。要做自己所

从事科研项目的主人，而不是只做老师

的手。要从老师给出的指导中分辨出合

理有益的部分，毕竟自己才是那个真正

动手做实验、写论文的人。只有自己对

于所从事的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和了解，

才能从老师的指导中真正获益。电影的

最后，即使爸爸因故没有出现在身边，赛

场上的吉塔也能构思出合理的战术，作

出正确的选择，最终战胜对手。这是电

影最精彩的结尾——靠自己成功的吉塔

才是真正成熟了的吉塔。同样，真正合

格的学生，在若干年后离开了导师也应

该能信心满满地去撑起自己的一片天

地。

情节4：迎战 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

时，国家队教练对吉塔的目标是获得 51
公斤级女子摔跤比赛的铜牌，爸爸却一

直坚信女儿的实力，以55公斤级冠军为

目标训练。吉塔听了父亲的话，克服重

重困难，终获成功。

启示：笔者之一（关小红）教过不少

学生，其中不乏基础不太扎实的学生，可

他们在毕业时往往达到了自己之前意想

不到的高度。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值很重

要。老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潜力，看到

他们未来的光明，并信任学生的能力，激

励和帮助他们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奋斗。

一块璞玉可能被普通人当作石头，只有

工匠才能看到它的光芒。一块极好的木

材可以用来作屋梁，而平庸的木匠只会

把它做成板凳。本来能拿国际比赛金牌

的吉塔，如果听从了保守的国家队教练

的意见，可能连一块铜牌也拿不到。而

好的老师应该像吉塔的爸爸，看到并且

相信学生的能力，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

们散发最大的光和热。

花絮：拍摄本片时，演员阿米尔汗要

饰演马哈维亚（爸爸）的3个阶段：19岁、

29岁和55岁。为此，他经历了痛苦而漫

长的增肥减肥过程。据报道，他先拍 19
岁的戏份再增肥饰演55岁已经发福的爸

爸。之后，他花了5个月在健身房减肥，

以还原29岁的摔跤手的体型。本片中成

年后的二女儿巴比塔的饰演者在电影中

只有不到1分钟的摔跤镜头，但为此她接

受正规摔跤训练长达9个月。

启示：如果我们做科研如同阿米尔

汗对他的电影那样拼搏，结果肯定不会

差。你把对一件事的认真和负责做到极

致，那么这件事就更容易做好。阿米尔

汗不在乎票房收入的高低，他只是想把

他的角色认真地演好。做科研也是一

样，我们应该沉下心，认真地把自己的工

作做好，做到完美。所谓的输赢，只是你

认真勤奋探索世界过程的副产品，就如

同成功是优秀的副产品：当你全身心地

追求优秀，成功就会在你不经意间追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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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为生态文明放歌为生态文明放歌
———评—评《《第二次启蒙第二次启蒙》》

王治河，樊美筠 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 年 1 月第 1 版，定价：59.00
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周鸿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笔者不久前应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

研究院创建者、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

院士小约翰·柯布的邀请，前往美国参加

第11届生态文明论坛，并且作了一天的

大会主席。在论坛上，笔者有幸结识了

柯布院士的高足、《第二次启蒙》一书作

者王治河博士和樊美筠博士，他们也是

论坛大会组委会的组织者和负责人。通

过开会和交谈，深为这两位年轻学者炽

热的爱国心以及他们为推动生态文明所

做出的卓绝努力而感动。回国后，读了

他们的大作《第二次启蒙》，发现该书无

论从哪个意义上看，都是一部质量上乘

的好书，一部为生态文明放歌之书。

作为人类生态学学者，我曾经用生

态学的观点对文化和文明下过这样的定

义：“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

应”，而“文明是某一地域文化对环境社

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文

化的地理、时间、空间的三维进程”。人

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来修复由于旧

文化的不适应而造成的环境退化，创造

新的文化来与环境协同共进，实现可持

续发展，这就是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

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也是人类建

设生态文明的先进文化。

人类的文化是多样的，某一地区的

社会文化与环境组成一个具一定结构和

功能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文

明则是这一生态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的

时空状态。在该生态系统中，人通过文

化对环境产生生态适应，并达到一种动

态平衡，而文明则是某一文化对环境的

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当支撑某一文

明的环境发生变迁，人类可以通过文化

的进步和更新，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生产

力的进步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在文化

的发展过程中，文明得到延续和发展。

反之，文明便有可能衰亡了。

《第二次启蒙》是生态文化和生态文

明在哲学层面的一枝独秀和冲锋号角。

当今世界，史无前例的现代工业文化创

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人类已经享受并

且正在享受工业文明成果。人类的第一

次启蒙就是对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的向

往和觉醒。但是，史无前例的现代工业

文明对我们这个美丽星球的破坏也是史

无前例的，生态上如此，社会上如此，精

神上也如此。正如清华大学著名学者卢

风指出的“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排放，

实践已经和正在证明，工业文明是不可

持续的文明”。因此，必须对人类的第一

次启蒙——也就是对工业文化和工业文

明进行反思，用新的生态文化来建设生

态文明。

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早已经开始，《第

二次启蒙》正是这一反思的哲学佳作。

该书通过揭示第一次启蒙的一些曾经闪

烁着耀眼光芒的核心理念如纯粹理性、

抽象自由、机械教育、霸道科学等的内在

局限性，特别是对第一次启蒙哲学中面

对自然的“主人”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

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

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

均质化理解的批判，促请人们重新反思

第一次启蒙倡导的工业文明对于今日人

类面临的重重危机所应负的不可推卸的

责任。

该书的主要亮点是从一种有机和谐

的动态世界观出发，放歌生态文明。它

在反思第一次启蒙及其产物的工业文明

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一些颇具

原创性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如“道义民

主”“厚道科学”“深度自由”“有机教育”

“和者生存”“互补并茂”以及“建设性后

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法学”“后现代农

业”“后现代商业”“后现代人权”“后现代

绿色生活方式”等，都可看作是对工业文

明的超越、对生态文明建设性的诠释。

《第二次启蒙》强调柯布博士所倡导

的“有机共同体”概念，指出每个人不仅

与人类共同体共命运，而且与地球共命

运。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体系是

不可持续的。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正义

是不正义的，它的所谓“自由市场”是不

自由的，穷人将是全球气候变化异常的

最大受害者。我们不能等建立在资本基

础上的文明崩溃后再提出建立一种为了

共同福祉的体制，而应该从现在就用生

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

该书高度赞扬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

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正如书中指出

的：如果按照柯布博士所预言的，“生态

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话，那么应该说，

第二次启蒙的希望也在中国。因为中华

民族是有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传统和

生态智慧的的民族。与西方中心主义色

彩浓郁的第一次启蒙一边倒，只拥抱西

方文化不同，第二次启蒙则既向东方开

放，也向西方开放，它是东西方最优秀智

慧的创造性整合。

有人会说，中国尚未完成第一次启

蒙，何来第二次启蒙？ 中国尚未完全实

现工业文明何来生态文明？其实，西方

的前车之鉴正好为中国敲响了警钟，指

出了方向，它启发我们另辟蹊径，走一条

中国特色的厚道发展之路。工业文化是

一种文化，它必须进化和发展，与环境协

同共进，工业文明也只是一种特殊的文

明形态，也必须进化和发展。生态文明

之路，正是中国和世界必须走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正是大国对人类之大爱，对地

球之大爱，对子孙后代之责任。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曾说过，“世间

一切伟大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的理想有

关。”我想，作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工

程，生态文明就是这样一场运动，第二次

启蒙就是这样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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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核电厂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
杨军，杨晔，隋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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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核电厂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是严重事故的重要缓解措施之一，能够通过过滤、排气、降压，防止安全壳发生超压失效。目

前，许多国家已重启或开启了对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的研究工作，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有可能成为全球核电厂的标准配置之

一。中国国家核安全局颁布的核电厂安全法规也要求安全壳应配备有足够过滤能力的排气系统。国内在运、在建以及规划中的

大多数核电厂都配备了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以文丘里洗涤类型为主，本文讨论安全壳过排放系统在国内的应用，研究现状及

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严重事故缓解；文丘里洗涤

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是一种应对核电厂严重事故的措

施，能够通过排气降压防止潜在的安全壳超压失效，避免或

减轻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外界，设计思想是由“堵“到”疏”。本

文讨论了核电厂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FCVS）在中国的应用、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核电

厂均已安装了这个系统，功能示意如图1所示。

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严重影响了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

信心。该事故促使世界各国的核安全部门重新评估安全准

则，并加强核安全监督。事故也减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

国家的核能发展进程。中国的内陆核电项目暂缓建设，沿海

核电项目也受到影响。不过，经过几年的谨慎评估和审核，

中国的核电发展开始回归正常，并成为目前世界核能发展速

度最快的国家[1]。

福岛核事故以来，对核电厂事故的分析和应对缓解措施

引起了广泛关注[2-5]。其中，对适用于严重事故缓解的安全壳

过滤排放系统，各国启动了相关评估和研究工作。事故发生

后的第 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OECD）发表了

一份报告，总结了核电厂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在主要经合组

织成员国的政策和应用现状[6]。从这份报告可以了解到，法

国所有在运的核电站都配备了法国电力公司（EDF）开发的沙

床型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图 2[6]）。并使用法国电力公司开

发的U5运行规程。为了进一步提高过滤排气降压系统的性

能，在沙床过滤器的上游配置金属预过滤器，可将大部分的

放射性微粒留存在安全壳中。这份报告还给出了目前已开

发的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的技术描述（表1）。其他一些国家

的核电厂，如德国、新西兰、瑞典，也配备了安全壳过滤排放

系统，另有国家尚未配备（表2）。不过，该报告中没有给出英

国、中国和印度的相关情况。

图2 沙床类型过滤系统

Fig. 2 Sand-bed type filter system

图1 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功能

Fig. 1 Schematic of filtered containment ve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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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在进行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对气溶胶过滤性能的测试实验时，针对现有固体粉末气溶胶发生装置不能用于高压配送系统

的缺点，本文设计了一种能够应用于高压系统、黏性粉末配送的双筒多级流化循环型气溶胶发生装置，它不仅能够配送满足要求

的气溶胶，还实现了高压在线连续供粉功能。经过实验验证，气溶胶配送量的相对误差在15%以内，满足研究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 严重事故；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气溶胶；气溶胶发生装置

德国的核电站风险分析中指出，90%以上的严重事故都

可能引起安全壳的晚期超压，从而破坏安全壳的完整性 [1]。

为了维持安全壳的完整性，目前核电站一般都采用安全壳过

滤排放系统作为重要的事故缓解策略，当安全壳内部的压力

达到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的设定压力时，其通过主动卸压的

方式使安全壳内的压力不超过其承载限值，从而确保安全壳

的完整性。福岛核事故之后，为了防止安全壳超压，发生类

似事故，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更成为众多核电站必备安装设

备之一。由于发生严重事故时，大量挥发性裂变产物、结构

材料和控制棒材料会以气溶胶的形式释放到安全壳大气中，

如果直接向环境中排放，则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因

此，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在主动泄压的同时，需要通过安装

在卸压管线上的过滤装置对排放气体中的放射性气溶胶进

行有效过滤，防止放射性气溶胶污染环境[2]。根据以上论述

可知，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要想安全、可靠地实现主动泄压，

就需要过滤装置对放射性气溶胶进行高效过滤。因此，在研

制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进行气溶胶

的过滤效率验证实验[3]。

在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的过滤性能测试实验中，如何将

气溶胶配送入实验回路，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

需要利用气溶胶发生装置将气溶胶配入实验回路，从而模拟

安全壳大气中气溶胶的特性，完成效率测试。目前，国内常

用的固体粉末气溶胶发生装置是国外研发的几款成型产品，

包括德国 BEG1000[4]、RBG 系列气溶胶发生器 [5] 和美国

TSI3400A型气溶胶发生器[6,7]等，现有的气溶胶发生装置主要

有链条喷嘴式、旋转刷式和流化床式。在国内，气溶胶发生

装置研制尚未成熟，仅有一些专利“一种固体颗粒气溶胶发

生装置”[8]（200520114532.4），“转盘式粉末气溶胶发生装置”[9]

（201010136283.4），“ 齿 带 式 粉 末 气 溶 胶 发 生 装 置 ”[10]

（201120050150.5）和“ 粉 尘 气 溶 胶 发 生 装 置 ”[11]

（CN201010101408.X）中提到固体颗粒气溶胶发生装置。但

以上发生装置的出口压力低（最大出口压力不超过 0.3
MPa）、携带粉末的样品不能满足本实验要求等问题，使得其

不能用于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的过滤性能测试实验中。因

此需要设计专门的气溶胶发生装置，满足安全壳过滤排放系

统性能测试的实验要求。

1 设计指标及原理
由文献[12]~[14]可知：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的启动压力大

约为0.5~0.65 MPa，并且要求该系统至少连续24 h对安全壳内

排出的放射性气溶胶进行有效过滤。因此，实验中所需气溶胶

发生装置，应能够连续至少24 h不间断地向压力可达0.65 MPa
的实验回路中配入所需气溶胶。同时，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回

路主管道的最大流量为500 m3/h，结合主管道所需的气溶胶浓

度，即可计算出气溶胶发生装置每分钟需要向实验回路主管道

内配送的气溶胶质量，并根据实验用气溶胶的特性及本实验的

特点，总结出气溶胶发生装置的设计指标[15]如下。

工作压力：0.1~0.65 MPa；

18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4405


科技导报2017，35（13）

收稿日期：2016-10-31；修回日期：2017-01-19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ZX06901）；华能集团总部科技项目（HNKJ14-H20）
作者简介：王永福，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温气冷堆商业化推广，电子信箱：yongfu_wang@chng.com.cn
引用格式：王永福, 孙玉良 . 高温气冷堆供热项目厂址选择法规标准适用性研究[J]. 科技导报, 2017, 35(13): 24-28;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7.11.003

高温气冷堆供热项目厂址选择法规高温气冷堆供热项目厂址选择法规
标准适用性研究标准适用性研究
王永福，孙玉良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先进核能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先进反应堆工程与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高温气冷堆具有良好的固有安全性，其高参数蒸汽可以满足石化行业等供热市场的需求。本文给出了高温气冷堆供热机

组推广过程中存在的厂址选择法规标准适用性挑战，并通过高温气冷堆与石化行业用户相互之间的影响分析，认为现阶段已有

开展编制高温气冷堆供热项目厂址选择法规标准的必要。同时综合国内外调研情况发现，可以充分发挥高温气冷堆的技术优

势，重点关注行业间应急体系的协调性，鼓励发展高温气冷堆供热项目非居住区、限制发展区、应急计划区“三区合一”的理念。

关键词关键词 高温气冷堆；厂址选择；应急简化

高温气冷堆是具有第四代核能系统安全特征的先进堆

型。中国长期坚持高温气冷堆研发工作，作为16个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之一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HTR-PM）于

2012年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已进入安装和调试阶段。随着

HTR-PM的顺利建设，高温气冷堆商业化推广论证工作也在

稳步进行。研究表明，发展高温气冷供热应用可以充分发挥

高温气冷堆的高温工艺热优势，同时进一步提高其经济竞争

力，是高温气冷堆商业化推广的重要方向[1]。

高温气冷堆供热应用离不开配套法规标准支撑。国内

外核电法规标准体系主要是基于压水堆核电技术建立起来

的，由于高温气冷堆在国际上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国内外均缺少专门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法规标准体系。但

是高温气冷堆在结构材料、燃料型式、安全系统、运行模式及

应用领域等方面都与压水堆存在显著差异，配套法规标准的

缺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温气冷堆商业化的推广。

本文重点针对高温气冷堆供热应用的厂址选择法规标

准进行研究。要实现高温气冷堆热电联产，应尽可能缩短高

温气冷堆与工业设施、人口居住区等邻近用户的距离，这样

对于高温气冷堆的选址安全又带来了新的挑战。需结合高

温气冷堆的技术特性，进一步研究现有法规标准对高温气冷

堆商业化推广的适用性，达到平衡风险和效益的目的。

1 高温气冷堆供热项目选址面临的挑战
核电厂选址的基本任务就是确定厂址与设施相互之间

的适宜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厂址安全、环境影响及

执行应急计划可行性方面确定厂址的适宜性；二是根据厂址

及区域内外部自然和人为因素等特征，确定工程设计基准。

目前，中国核电厂选址主要依据《HF 101 核电厂厂址选择安

全规定》及其系统导则、《GB 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

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和《GB 6249—2011 核动力厂环境辐

射防护规定》等。

通过对核电厂选址与火电厂选址要求的对照分析，能够

发现核电厂与火电厂在选址过程中，对经济技术可行性、环

境等方面的要求和原则一致，但核电厂选址在安全方面有自

己的特殊性要求，主要表现在人口分布、水弥散、大气弥散、

应急计划、外部人为事件（其中包括飞机碰撞、军事设施以及

生产、储存、处理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的大型工业设施等对

核电厂安全的影响）、洪水、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运输、储存

等问题。

为避免核电厂厂址周围的外部危险源威胁反应堆安全，

法规导则要求压水堆核电厂厂址最好选在远离人口中心的

低人口密度区；核电厂周围应设置非居住区、限制发展区，还

必须评估一定范围内的工业设施，其潜在事故是否会对核电

站构成威胁。此外，为满足核电厂执行应急计划可行性方面

的基本要求，按照法规要求，中国压水堆核电厂均设置有应

急计划区（EPZ），涉及影响应急计划可行性的厂址主要相关

因素包括：厂址区域内人口密度和分布、厂址距人口中心的

距离、难以撤离或隐蔽的特殊人群（医院、监狱等）、厂址及附

近区域特殊地理条件（地形、河流等）、交通和通信网络及其

他工业、农业、生态和环境特征等。

24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4406


科技导报2017，35（13）

收稿日期：2017-03-25；修回日期：2017-06-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48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2M520302，2013T60131）
作者简介：徐乐瑾，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放射性废物处理及水处理技术，电子信箱：xulejin@hust.edu.cn
引用格式：徐乐瑾, 隋增光 . 湿式氧化法处理放射性废离子交换树脂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7, 35(13): 29-36;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11.004

湿式氧化法处理放射性废离子交换湿式氧化法处理放射性废离子交换
树脂研究进展树脂研究进展
徐乐瑾，隋增光

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核工程与核技术系，武汉 430074
摘要摘要 随着世界核电事业的发展，核设施产生的废离子交换树脂的安全处理已成为困扰各国的难题。湿式氧化法具有反应条件

温和、工序简单、经济有效等优点，近年来在放射性废物处理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概述了国内外废树脂湿式氧化处理技术，

包括酸煮解、超临界水氧化分解法、间接电化学氧化分解法和湿式过氧化氢氧化法；重点分析了废树脂湿式过氧化氢氧化法的发

展现状、影响因素、反应机理、反应动力学以及放射性核素的去向；并进一步探讨了湿式氧化法在废树脂处理领域的发展方向及

应用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放射性废离子交换树脂；湿式氧化法；反应机理；动力学模型；催化剂

离子交换树脂被广泛地应用于核电厂运行过程、核燃料

循环过程、放射性废液处理、核设施去污和退役、核化学和放

射化学实验中，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富集一定的放射性核素，

成为核工业主要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废树脂中主要含

有 58Co、60Co、137Cs、134Cs、51Cr、56Fe、129Te等放射性核素，其中活

化产物 60Co和裂变产物 137Cs的半衰期分别达 5.27年和 30.2
年[1-2]。废树脂一般呈分散的粉状或粒状，极易弥散，具有可

燃性，长期堆积易引起火灾并辐解和降解，产生 H2、CH4、

C2H6、NH3等燃爆性气体，其降解产物对设备和储存容器有较

强的腐蚀性；长期储存会粉化，板结在槽罐底部，造成回收困

难。废树脂遇水浸泡后，所富集的核素会被浸析出来，故不

能长期储存，需要经适当方法处理后将其最终处置。

废树脂的处理一般要先经过预处理（减容）后稳定化（固

化）处理，然后进行最终的处置。目前国内外采用的废树脂

处理技术主要有热压压实法、微生物降解法、高整体性容器

包装法、洗脱法、氧化分解法、固化法等[1,3-4]。热压压实法操

作过程需要加热装置和超级压实机，在压实过程中会产生废

液和废气，因此推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微生物降解废树脂

20世纪 80年代初由芬兰 Loviisa 核电站开始实验室研究，

1988年开始中间规模实验处理废树脂[5]，由于微生物与核素

的反应机理非常复杂，且涉及微生物培养和耐辐射能力等问

题，此方法仅对低放射性树脂处理具有一定的优势[6]，至今未

能在工业中得到应用。高完整容器包装能长期安全地储存

中、低放废树脂，但价格高，应用尚不普遍。洗脱处理法操作

工艺复杂，洗脱过程会产生较多二次废物，而且很难使中、低放

废树脂降到非放射性水平，限制了其发展。而固化法中的水泥

固化技术发展较早，技术相对成熟，应用广泛。但是固化后存

在包容量小、体积增容大、核素浸出率较高、遇水胀裂或破碎等

问题，大大提高了废树脂最终的处置费用，根据核电站多年的

运行结果统计得到，不同核电站在运行过程中废树脂的产生量

有很大差异，每台轻水堆（LWR）产生3~150 m3/a的废树脂，其

中每台压水堆（PWR）可产生 3~10 m3/a废树脂，每台沸水堆

（BWR）可产生75~150 m3/a的废树脂[7]。减小固化体的体积获

得较高的减容比，有助于降低废物的运输和最终处置管理成

本，对核电的进一步推广与应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废树脂的氧化减容技术能有效满足放射性废物最小化

的处理原则，所谓减容技术就是通过物理-化学的方法减小

废树脂的体积，获得较高的减容系数。废树脂氧化减容技术

主要包括干式氧化分解法（如焚烧、热解、等离子体高温焚烧

技术等）和湿式氧化分解法（如酸煮解、过氧化氢氧化法、超

临界水氧化分解法和间接电化学氧化分解法），见表 1。焚

烧、热解、酸煮解、超临界水氧化分解等减容方法均存在操作

复杂、条件苛刻、反应温度高、易产生二次污染等问题。

在各种减容技术中，湿式过氧化氢氧化法因具有反应条

件温和、工序简单、占地面积小、经济有效等特点，近几十年

来受到广泛的重视。湿式氧化技术（wet air oxidation，WAO）
指在高温（125~320℃）和高压（0.5~20 MPa）条件下，将废水中

的有机物氧化分解为无机物或小分子有机物的过程。最初

由美国的Zimmermann[8]在1944年研究提出的，并于1958年首

次用于处理造纸黑液。湿式催化氧化技术（catalytic wet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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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扩散模式对多尺度扩散模式对ETEX-ETEX-11试验的试验的
再现模拟再现模拟
黄莎，赵多新，陈龙泉，吕明华，徐向军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 030006

摘要摘要 根据非静力动力学气象模式和拉格朗日粒子模式建立的多尺度模式，利用欧洲预报数据ECMWF和不同分辨率的地形数

据，对欧洲长距离示踪试验（ETEX）的扩散过程进行阶段性再现模拟，并将多尺度扩散模拟结果与ETEX试验监测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以考查该模式在多尺度扩散模拟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多尺度扩散模拟结果与观测结果具有较高的空间分布相关性；

扩散模拟结果有效地反应了当时的区域流场特征。

关键词关键词 多尺度；扩散；欧洲长距离示踪试验；数值模拟

1 概述
放射性物质在长距离迁移过程中扩散浓度对大气环境

影响严重，开展大气示踪物在不同尺度的扩散模拟研究对于

描述污染物迁移扩散轨迹、放射性物质扩散范围及对人体的

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类似日本福岛核等事故中，人们不仅

关注事故释放条件下放射性气体长距离输送过程，同样关注

放射性气体短距离释放后对邻近区域人群的危害。在这种

情形下，只利用单一尺度的技术难以同时满足各方需要。同

时，由于不同尺度模式所使用的基础信息在数据分辨上存在

较大差异，对同一释放过程不同模式可能给出了迥异的迁移

预报结果，这又使得决策者难以对事故后果做出合理评估。

从实际运用角度出发，主要核事故后果评价系统，如美

国的 ARAC 系统、欧共体的 Rodos 系统、日本的 Speedi/
Wspeedi系统等都非常关注多尺度扩散模拟技术的发展，已

部分或基本解决了多尺度扩散模拟问题。可调整网格多尺

度环境模式Omega作为一种先进的大气模拟模式，以其特有

的网格划分方式、复杂地形的边界处理及网格自动调节能

力，实现了对流场、扩散的全尺度模拟 [1]。目前，加拿大、英

国、法国、日本等都建立了程度不同的多尺度统一模式，取代

多套不同尺度模式共存的数值模拟系统。这类通用模式尺

度范围涵盖全球到中尺度，但所选取的分辨条件各有差异[2]。

中尺度模拟的水平分辨至少在1 km以上，尺度范围通常

在几百km，污染物扩散浓度分布关心区域主要集中在水平分

辨较高的小尺度，污染物根据风速情况可以传播到较远的大

尺度。污染物长距离迁移在不同空间范围内形成的浓度场

与相应空间的流场密切相关，获取污染物长距离迁移过程中

浓度在不同尺度、不同分辨网格中的分布情况是多尺度扩散

模拟关注的主要方面，而不同尺度的配套风场的获得在多尺

度扩散模拟中起关键作用。

大气污染扩散模式结合污染物浓度和气象资料定量分

析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输送、扩散特征。大气运动涉及多种物

理过程，包括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当研究对象受多种尺

度影响时，需对不同尺度进行模拟，因此选择一套适用于不

同尺度的模式是必要的。

2 多尺度模式介绍
大气运动是多种尺度大气动力过程相互作用的统一，能

量分布在运动过程中实现各种尺度间的相互转换[3]。过去由

于计算能力和计算技术的限制，研究大气运动时，根据模拟

的空间尺度分为小尺度模拟、中尺度模拟和大尺度模拟。随

着计算能力和技术的进步，数值模式向全球和细网格发展，

大气环流模式和中尺度模式的区别开始模糊，出现了全球中

尺度模式和数值模拟；精细多尺度模式模拟开始用于中、短

期数值模拟。在构造多尺度大气数值模式时，通用模式方

程、网格设计、计算方法及物理过程、动力学性质等是关注的

主要方面[2-5]。

日本开发的阴阳网格上的大气海洋耦合模式和固体地

球动力模型已经进入试验应用阶段[4]。在阴阳网格上改进的

多尺度模式Grapes[6]是中国在研究多尺度模拟预报领域上的

重大突破，该模式在垂直网格的设计上，采用Charner-Phil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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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海域放射性后果评价系统核电厂海域放射性后果评价系统
郭猜 1，林权益 1，岳会国 1，杨静 2，乔清党 1

1.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 100082
2.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基于中国海域海流预报数据和核电厂近岸海域的高分辨率岸线及海底地形资料，建立了核电厂海域放射性后果预测与评

价系统。该系统采用成熟的海流预报模型和输运扩散数值模型及直观的剂量评估方法，可对中国不同核电厂址核事故下液态放

射性物质的排放进行污染物输运路径模拟，并可以在中国特定核电厂的近岸海域进行精细化3维后果评价，为应急响应行动提

供决策技术支持。本文针对宁德核电厂进行了假想核事故案例计算，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模拟海域内潮流类型为半日潮流，落

潮流向偏东，涨潮流向偏西，海流速度较小，扩散过程缓慢，会在近岸海域积累较高的放射性浓度。

关键词关键词 海流数值预报；核素扩散数值模拟；核事故后果评价

2011年3月日本福岛发生核事故，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生

放射性物质向海洋环境中大规模直接排放的核事故，事故期

间约有 10~20 PBq 的 131I 和 1~6 PBq 的 137Cs 直接排放到海

洋[1-2]。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多种海洋扩散模型被用于预测放

射性物质在海洋中的输运扩散行为，并取得了与监测数据较

为一致的结果[3-5]。放射性核素进入海洋环境后，很难在第一

时间获取大量的现场监测数据，放射性核素的影响范围及程

度也很难单独通过监测手段进行预测和评价[6]。在核事故情

况下，由于环境中可能存在较高的放射性污染水平及应急响

应行动的紧迫性，需要使用数值预报模型来预测放射性核素

的影响范围及程度，为核事故应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7]。

为了应对中国滨海核电厂址核事故情况下放射性物质

释放进入海洋环境的可能性，本文建立了“核电厂海域放射

性后果评价系统”（nuclear-power-plant oceanic radiation con⁃
sequence analysis system，NORCAS），针对此类应急情景提供

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上的技术支持。

1 系统概述
“核电厂海域放射性后果评价系统”设计为实现对中国

不同滨海核电厂址核事故状态下液态放射性物质进入海洋

环境后产生的辐射后果进行快速评价，同时针对宁德核电厂

周边海域开发三维海流预报模型和扩散模型，实现对辐射后

果的精细评价（后续将陆续建立其他核电厂的精细评价）。

为满足核事故应急响应工作对系统操作简便性与计算时效

性的要求，系统基于服务器、PC机为硬件平台进行开发，并使

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大型机完成部分运算量较大的海

流预报及三维扩散模拟过程，并通过专线进行数据传输。

系统研发的技术路线如图 1所示 [8]，主要由源项输入模

块、中国海域评价子系统、近岸海域评价子系统、剂量计算模

块组成。中国海域评价子系统、近岸海域评价子系统均采用

成熟的物理模型，在不同尺度和精度下进行放射性核素的迁

移扩散模拟。

图 2展示了“核电厂海域放射性后果评价系统”的主界

面。系统采用浏览器/服务器（B/S）模式结构，使用 IE浏览器

图 1 系统研发的技术路线

Fig. 1 Technology roadmap of syste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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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大气中数据同化技术方法及应用环境大气中数据同化技术方法及应用
徐向军，姚仁太，陈龙泉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 030006

摘要摘要 从数据同化的角度，对卡尔曼滤波技术、元启发式算法、贝叶斯推导及逆扩散/轨迹模拟技术、非参数化回归等技术在污染

环境大气模拟技术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经多种优化方法试用于解决环境监测数据的同化问题中，元

启发式算法结合传统优化技术在有效解决环境监测的数据同化问题中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数据同化；环境大气；监测数据

同化或数据同化即结合了关于时间分布的观测值及动

态模型的分析方法[1]。数据同化方法需要将具有特定时间、

空间属性的观测信息进行传递与分析。数据同化方法传统

上多用于海洋洋流、全球气象等领域的模拟。在环境污染大

气领域，数据同化方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主要

被用于对气象场及污染物浓度场的估算与模拟两个方面[2]。

数据同化可分为“同步同化”与“逆向演绎同化”。所谓

同步同化，是指利用某时刻环境监测或气象观测数据，实现

对该时刻气态物环境分布或局地流场状态估计。所谓逆向

演绎同化，是指利用当前时刻环境监测或气象观测数据，实

现对气态物到达该点前释放和迁移过程估计。

依据“熵增原理”，大气环境中的污染物质释放、弥散过

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使得理论上无法从环境监测结果直接

估算释放及扩散过程。因而，逆向演绎同化要比同步同化更

为全面，也更加困难。

一般地，环境监测数据同化问题常被视为一个多解组合

优化问题。多解组合优化问题多表现为多维非线性问题，即

在解域空间内存在多个潜在的解，表现为多极值非线性关

系。假定求取全局最小值的三维多极值非线性问题，可以构

造其3维解域空间（图1）。
研究人员为了进一步减少污染物环境浓度分布估计结

果的不确定性，采用了许多技术方法对环境监测与气象观测

数据进行同化。下面介绍近年来用于环境污染大气领域的

主要数据同化技术方法及其应用情况。

1 卡尔曼滤波技术及其应用
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 KF）自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

来日趋成熟和完善，且已有新的发展。根据Maybeck的定义，

KF是一种最优递归资料处理算法，它综合利用一切可能的观

测信息以及模式和观测信息的误差统计特征，对特定变量进

行估计，使估计的统计误差达到最小。一般地，只要给定了

初值，并不断引入观测数据，滤波计算过程就可以不断地进

行下去，最终实现对环境监测数据的同化。作为最重要的数

据同化技术，KF及其不同的变形模式应用广泛，例如惯性导

航、全球定位系统、目标跟踪、气象预报等。

Drews等[3]与Zheng[4]分别利用滤波技术对扩散模式参数

进行了同化修正及模式状态的调整，并实现了对环境监测数

据的实时同化。而在更早些时候，Rojas-Palma[2]等将该技术

用于Rodos系统中，利用环境监测结果对放射性物质的环境

分布进行调整。这些研究成果表明，KF及其拓展形式对于解

决在已知释放过程中，利用同步环境监测结果改进模式模拟

结果是可行的。但并未见报道该技术在未知释放及扩散过

程的逆向演绎同化问题中的应用。

目前，该技术仍主要用于基于实施环境监测数据构造同

图1 三维多极值解空间示意

Fig. 1 An artificial 3D multi-extreme solu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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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安全立法的进展中国核安全立法的进展、、问题和对策问题和对策
胡帮达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武汉430074
摘要摘要 发展核能须以安全为前提，中国已经形成以“一法九条例”为主要框架的核安全法律规范体系，但缺乏顶层设计。《核安全

法（草案）》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进一步修改时应当明确核安全的概念、纳入风险管控理念、强化核安全监管机关的独立性、

充实核安全监督检查内容、强化公众权利保护和严格行政法律责任，使核安全客观上得到保障，主观上被社会公众接受。

关键词关键词 核安全法；独立监管；风险防控

发展核电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

世纪以来，中国核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成为在运核电

机组数全球第 4（37台）、在建核电机组数全球第 1（20台）的

核电大国[1]。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

的布局，2020年核电装机达到5800万kW，届时中国核电机组

数量将跃居世界第2位[2]。与此同时，核电也成为国家技术出

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中的重要合作领

域之一。然而，无论是国内发展核电，还是对外出口核电技

术，安全始终是前提、基础和生命线。必须将确保核安全的

技术措施、管理理念和方法予以制度化，从法律的层面来规

范核能利用行为，从而保护从业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核能

利用行为带来的不当危害。

1 中国核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
中国民用核能起步于1980年代初，国家高度重视核与辐

射安全工作，提出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1984年1
月1日，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1984年10月30日
中国成立国家核安全局，负责民用核设施的监督管理工作。

为了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要求，1986年 10月 29日国

务院发布了《民用核设施监督管理条例》，标志着中国核安全

法制建设的开端。随后的20多年里，国务院相继颁布了8部
核与辐射安全的相关行政法规：《核材料管制条例》（1987
年）、《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3年）、《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1989年制定，2005年修订）、

《核出口管制条例》（1997年制定，2006年修改）、《核两用品及

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1998年制定，2007年修改）、《民用

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2007年）、《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

管理条例》（2009年）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期间，为适应环境保护和核产业发展需要，强化放射性

污染防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该法成为目前中国核领域的唯

一一部法律。

除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国务院和国家核安全局、国防科

工局等国务院核安全监管与核能行业主管部门（核工业主管

部门）还针对具体的管理事项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性文件和部

门规章。例如，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核应急预案》（2013年）、

《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国函〔2007〕
64 号），国家核安全局制定的《核电厂厂址选择安全规定》

（1991年）、《核电厂设计安全规定》（1991年）、《核电厂运行安

全规定》（1991年），国防科工局制定的《国防科技工业军用核

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规定》（1999年）等。此外，在地方层面，深

圳、广东、浙江等建有核电厂的省市也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性

法规和规章。例如，《大亚湾核电厂周围限制区安全保障与

环境管理条例》（深圳市，1994年）、《广东省民用核设施核事

故预防和应急管理条例》（1997年）和《浙江省核电厂辐射环

境保护条例》（2002年）等。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以“一法九条例”为主要

制度框架的核安全法律规范体系。该规范体系覆盖中国核

能利用活动各领域，对核能的安全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保

障作用。然而，相对美国、法国等先进核能国家而言，中国现

有核法律体系尚未完善，核安全顶层法律缺位，核安全法律

制度体系性不强，制度之间缺乏统筹协调，难以满足中国核

能发展新形势下的制度需求[3]。

2 中国《核安全法》立法的进展
2.1 《核安全法》立法状态

中国有关部门也意识到制定核安全领域顶层法律的必

要性。原国家科委和工业信息化部等部门先后于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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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免疫治疗发展现状肿瘤免疫治疗发展现状
毛艳艳，黄瑶庆，高柳滨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 201203

摘要摘要 癌症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是当前最引人关注的疾病领域。肿瘤免疫治疗在癌症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研究

机构和制药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由于免疫系统的复杂性，肿瘤免疫治疗涵盖了多种作用机制和药物形式，

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本文通过调研大量文献和数据库信息，对国内外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和已经上市的肿瘤免疫药物进行了梳

理，对其发展阶段、作用机制、研发机构等情况进行分析，旨在阐述肿瘤免疫药物开发的总体趋势和方向，为抗肿瘤药物研发提供

借鉴。

关键词关键词 抗肿瘤；肿瘤免疫治疗；CAR-T细胞疗法

当前肿瘤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大的难题之一，每年全

球罹患癌症的人数超过1400万，而死于癌症的人数超过800
万[1]。如此高的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临床上缺少有效防治手段的现状，这对肿瘤的预防和治疗提

出了挑战。目前治疗肿瘤的手段主要有手术、放射疗法和药

物治疗。抗肿瘤药物发展经历了最初的细胞毒药物、抗血管

生成药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表观遗传药物及抗体偶联药

物等一系列突破和发展。但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存在副作用

大、易产生耐药性等问题。肿瘤免疫疗法的出现似乎让人们

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丝曙光。

尽管早在 199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就批

准了治疗黑色素瘤的免疫药物 IFN-α2和Roferon-A，但这些

药物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直到从2010年开始FDA批准一

系列肿瘤免疫疗法药物才真正开启了肿瘤免疫疗法的新时

代。2010年，FDA 批准首个肿瘤疫苗 Sipuleucel-T上市 [2]；

2011年，百时美施贵宝的上市药物CTLA-4（cytotoxic T-lym⁃
phocyte antigen 4）抑制剂 Ipilimumab在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

的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3]。这是30多年来首次用于

改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总生存期的治疗药物，更让人欣

喜的是有些患者还可以长期生存[4]。这些研究结果显示，肿

瘤免疫药物似乎不仅可以攻击肿瘤，还能预防一些患者的复

发。FDA随即调整了原先针对化药开发的临床反应评估和

临床终点标准，为之后免疫药物的审批奠定了基础[5]。2013
年，美国《Science》杂志将肿瘤免疫疗法评为十大科技突破之

首[6]。2014年至今，美国和欧洲的药监部门相继批准了PD-1
抑制剂Pembrolizumab[7]、Nivolumab[8]和Atezolizumab[9]；安进公

司开发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Blinatumomab也被批准用于治

疗白血病[10]；此外，溶瘤病毒疗法T-vec被FDA批准用于治疗

黑素瘤[11]。如今，在肿瘤免疫的循环过程中，各类主要的激活

和抑制信号分子都成为了肿瘤免疫疗法研究的对象，而新的

免疫检查点药物、各类嵌合抗原受体免疫疗法，以及小分子

抑制剂是目前竞争较为激烈的领域[12]。多种机制的肿瘤免疫

药物在临床运用中表现出良好的疗效，有些提高了肿瘤患者

中长期的生存率，这使得人们对肿瘤免疫疗法挽救癌症病人

生命并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寄予希望。

鉴于肿瘤免疫药物和治疗方法近年来的巨大突破，本文

通过文献调研、数据库检索（文中数据均来源于Cortellis for
Clarivate Analytics及 Informa数据库，检索日期为2017年1月
2日）、数据统计与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肿瘤免疫疗法近几年

来国内外的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肿瘤药物

研发人员和决策者提供抉择参考。

1 免疫疗法的特点
肿瘤免疫疗法通过提高机体免疫能力产生对肿瘤免疫

应答效果。免疫的获得一般来自先天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

疫系统及其相互作用。先天免疫系统产生免疫细胞，如树突

状细胞或巨噬细胞，对人体加以保护。而适应性免疫系统通

过抗原特异性淋巴细胞（B细胞和T细胞）抵抗特定的威胁，

形成免疫记忆。而肿瘤通过影响抗原呈递过程、破坏控制T
细胞抑制及激活的通路、募集免疫抑制类细胞，及释放抑制

免疫的活性因子等机制，破坏免疫系统，并将免疫调控转变

成对肿瘤细胞有利的模式 [13,14]。肿瘤免疫治疗针对这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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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药物生物活性测定方法及其替代生化药物生物活性测定方法及其替代
方法研究方法研究
李震，张媛，高华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北京 100050
摘要摘要 通过比较中国和国外药典对于部分生化药物的生物活性测定方法的不同，分析了中国理化方法替代生物活性测定方法的

趋势。针对生化药物活性组分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并分别提出了理化替代方法建立与验证的思路，总结了替代研究时的实验设

计思路与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质量控制模式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质量控制方法的发展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生化药物；生物活性测定法；理化方法；替代

药品生物检定技术是指利用药物对生物体（整体动物、

离体组织、微生物和细胞等）所起的药理作用或毒理作用及

其他反应来测定药品的有效性（生物活性或效价）、安全性(毒
性或某些有害物质限度检查、无菌和控制菌检查)和研究药物

量效关系，反应临床功能及效价和安全的一门学科[1]。它包

括生物活性测定法（即效价测定）和生物检查法。其中效价

测定是以生物学方法和药物的药理作用为基础，以生物统计

为工具，运用特定的实验设计与对比检定方法或其他方法进

行各种反应、试验、检查，最终评价药品的生物活性（药效、活

力或毒力）的定量方法[2]。

合理设计的生物活性测定法直接从药效学本质入手，借

由效价概念直观反应了药品的生物学作用及其效力，例如配

体-受体结合、信号传导过程和最终观测到的生物学效应

等。该法在成分复杂、结构不明确的多肽、激素等生化药物

质量控制上具有显著的优势[3]。尤其过去生化药大多是从动

物、植物、微生物中直接提取，限于落后的提取纯化工艺，产

品纯度普遍不高，生物活性测定法利用效价测定解决了理化

方法定量测定的困难。但是生物活性测定法使用的实验动

物个体差异较大，方法的精密度与准确度较差；实验方法繁

琐且干扰因素众多，对实验人员的专业要求较高；实验动物

的使用也不符合3R原则（减少、替代、优化3种原则）。

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重组技术和合成、纯化工艺

的提高及检测分析技术的突飞猛进，生化类药品纯度不断提

高，理化方法如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等能有效地分离并定

量测定活性成分和非活性杂质，为该类药品检测开辟新道路。

1 中美英日现行药典中部分生化药的效价（含量）

测定方法比较
目前，中国药典对于该类药物的效价检测大多停留在生

物活性测定阶段，2015版中国药典中仍有肝素、绒促性素、胰

岛素、缩宫素、硫酸鱼精蛋白等利用生物检定法测定效价。

其他国家已开始使用理化方法替代。将中国药典（ChP 2015
年版）、美国药典（USP 39版）、英国药典（BP 2016版）及日本

药局方（JP 16版）中部分生化药的效价（含量）测定方法进行

总结和比较[4-7]，如表1所示，分析其发展趋势。

从表1可以看出，对于成分复杂的卵泡刺激素、绒促性素

等激素类药物，各国药典大多采用直接测定其效价活性的生

物测定法，操作复杂但结果直观明确；对于升压素、缩宫素、

胰岛素、降钙素、重组人生长激素等结构明确、活性成分单一

的多肽类化合物，国外药典已逐步废除了生物活性检查，由

理化方法测定其效价值，而中国药典对于胰岛素、降钙素、重

组人生长激素的含量控制也改为HPLC方法，但为保持生物

活性的稳定，仍保留检查项中的生物活性项，简化了检查步

骤，仅检查原料或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对于升压素、缩宫素、

硫酸鱼精蛋白等药物中国仍保留着生物活性测定方法，目前

尚未完成生物活性检测到理化检测的过渡。

收稿日期：2106-08-30；修回日期：2016-10-30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药品标准提高项目；“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15ZX09303-001）
作者简介：李震，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药理学，电子信箱：cpu_lizhen@126.com；高华（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药理学，电子信箱：huag55@163.

com
引用格式：李震, 张媛, 高华 . 生化药物生物活性测定方法及其替代方法研究[J]. 科技导报, 2017, 35(13): 66-69; doi: 10.3981/j.issn.1000-

7857.2017.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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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应用研究进展区块链应用研究进展
朱建明 1，付永贵 1,2

1. 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北京 100081
2. 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太原 030031
摘要摘要 区块链是基于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实现业务活动数据的隐私保护、安全存储及不可抵赖证明。自2009年产

生以来，区块链技术逐渐被人们认可并在各行业得到重视和研究。本文总结了区块链的特点、技术，对区块链进行了应用、发展

阶段及创业团队分类，对区块链与云计算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对区块链在世界各国及不同产业的应用研究现状以及目前区

块链的学术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分析。结果表明，区块链在不同应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探索，然而尚未形成成熟的可以推广的

产品，学术研究多数为特点及价值分析，一些学者开发了具体领域的处于测试状态的区块链产品。区块链将颠覆传统的数据库

体系及业务交互体系，成为“互联网+”时代信用建设的技术体系保障。

关键词关键词 区块链；应用研究；云计算

信用是人、组织机构之间进行生产、维持社会关系的基

础，目前人们主要采用规定、制度、法律、合同契约等来约束

社会信用问题，这些方式由于人为主观因素较多是无法彻底

解决信用问题的。

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普及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

的便利，然而伴随而来的网络诈骗事件也给人们生活带来了

很大的困扰；因此，在目前各行业“互联网+”发展目标下，如

何很好地解决“互联网+信用”则成了“互联网+”能否有效建

设的前提，虽然学术界及产业界将网络交易信用寄希望于大

数据体系，但由于数据获取困难，数据质量无法完全保证等

问题，大数据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互联网+信用”问题。

区块链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解决信用问题的技术手段，其

使用严密的数据真实性证明机制实现了社会活动及交易活

动的信用证明。

1 区块链
区块链（blockchain）是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同

时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1-2]，区块链产生于2009年1月
3日，创始人为中本聪，并于2009年1月9日发布。区块链本

身不是产品，它是随着其产品比特币提出来的，因此最初的

区块链是比特币区块链，即比特币是区块链的第一个成功应

用，然而区块链并不是金融科技，仅仅是一个协议体系，因

此，区块链技术不会随着人们对比特币热情的消退而受到冷

落，反而由于自身鲜明的特点及技术优势使得其在智能合

约、投票选举、冲突解决、健康公证、身份验证、股权众款等广

泛领域得到关注和研究。事实上，区块链技术几乎可以应用

于人们生活的每一领域，并将在未来产生颠覆性的革命。

区块链的主要特征有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信息不

可篡改性、匿名性等。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使得所有加入区块

链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其数据真实性证明，摒弃了传统认证体

系单一认证中心的不足，事实上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更多的是

指区块链的“多中心化认证体系”，而不是“无中心化”；区块

链的开放性是指区块链数据资源及管理隶属于加入区块链

系统的所有节点，而对区块链系统以外的主体则是屏蔽的；

区块链的自治性是指区块链由其系统节点自己维护，其数据

证明机制由计算机通过协议作出，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实

现的；加入区块链的每个节点都是分布式记录区块链数据，

这就保证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在区块链中每个节点的身份

都是通过其发布的密钥哈希值表示的，这种不公开身份的隐

匿身份数据交换模式可以有效地实现节点的隐私保护。

区块链的技术包括哈希算法、数字签名、时间戳技术、工

作量证明机制等，这些技术可以在对区块链数据进行加密保

护的情况下确保数据的源头、时间、涉及的主体，证明其真实

可靠。区块链系统中各节点不需要掌握这些计算机信息安

全领域的技术细节，只需要了解具体的系统操作规范，同时

具有公开、透明性，既实现了网络对节点应用的公开性，又能

将信息安全技术与经济管理结合起来，是人类信用领域的伟

大创举。

目前，学术界及产业界在比特币区块链技术原理的基础

上对其技术及应用进行了很多改进，形成了不同应用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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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7.2017.11.012

数字散斑相关方法的建筑力学分析应用数字散斑相关方法的建筑力学分析应用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马衍轩，张颖锐，雷欣，王金华，孙启轩，周桓竹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青岛 266033

摘要摘要 数字散斑相关方法，作为固体材料表面变形测量方法，是一种全场、无接触、高自动化和高精度的光学变形测量方法，与其

他变形测量方法相比，具有灵敏度高，测量准确等一系列独特的优越性,在建筑工程变形测量及力学分析中得到较快的发展。本

文阐述了数字散斑方法的基本原理，重点综述了数字散斑方法在混凝土、沥青材料、硅酸盐水泥、复合材料、负泊松比防爆材料等

建筑材料以及混凝土结构、桥梁结构、岩土结构、木质结构等建筑结构力学行为测量与分析中的应用进展，总结并展望了数字散

斑方法在未来建筑材料与结构在服役过程中有效监测的应用前景与发展趋势。随着数字散斑相关方法的测量精度与速度大幅

提升，结合光纤技术与计算机模拟等方法，建筑材料与结构三维实体的微观力学行为有望实现全方位实时监测。

关键词关键词 数字散斑相关方法；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力学分析

数字散斑相关方法（DSCM）由Yamaguchi[1]、Peters[2]等最

早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提出，是一种视觉检测方法，具体来

说，是依据物体表面随机散斑灰度场的相关性追踪物体表面

形变及其导数的高精度光学测量方法，可在较短测试时间内

进行快速校准，得出实验中被测试样表面亚像素级的位移参

数差异[3]。检测材料力学性能的传统方法——电阻应变片检

测方法，通常用于刚度与其相近的物体的测试，高温下，材料

变得柔软，需要防止应变计因试样变形而异位。应变计只适

用于点测量，为增加测量面积[4]，需进行昂贵的应变计组合设

计，而且物体因检测区域受限，无法获取全场数据，也无法检

测大变形。相对先进的X射线断层扫描（CT），能够对物体表

面进行测量，但只能局限于较小的范围。与电阻应变片检测

方法及CT技术相比，DSCM是基于曲面有效性的二维技术[5]，

其检测结果准确性较高、测试区域不受限、可获取大变形全

场数据，具有更广泛的使用领域。使用半无限连续体对矩形

沟或者圆孔进行压力测定的方法，通常会得到复杂的非线性

位移，且该方法很难在样本上找到参考位置，通过将聚焦离

子束铣削和数字散斑的方法相结合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

类问题，无论是物体是无定形还是结晶的，都可以用DSCM进

行测量并重建残余应力[6]。DSCM检测方法既可以从局部分

析大的应变，又可以从整体上分析材料应变特点，包括完成

平面内漂移，对角线RC系列柱和砖石面板之间的变形和界

面滑动，且测量结果优于线性位移传感器。另外，与手工标

记的裂缝图相比，由DSCM获得的裂纹图更容易识别裂纹[7]。

DSCM也适用于测量受热发生热膨胀金属样品表面，DSCM可

以完成对发生温度变化金属样品的全场热变形分布的测量，

同时通过校正面外位移对面内应变测量的影响 [8]。鉴于

DSCM具有无损伤、无接触、动态检测、灵敏度高、对光路要求

低、可实现对不可见裂纹的准确估计，以及可依据现实中测

量需求而对整体或局部检测做调整的一系列优点，该方法应

用于土木工程建设与运维、岩土力学与采矿科学等领域具有

极大潜力，在建筑表面进行测量与力学分析具有广泛应用前

景。然而，目前国内外尚且没有关于该测试方法在建筑材料

与结构力学分析中的应用进展的系统化评论，针对该问题，

本文就DSCM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建筑力学分析中应用研究进

展进行综述，可为该技术在建筑力学研究领域提供参考。

1 数字散斑相关方法简介
DSCM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先进的非接触式光学法测量

位移技术[6,9]，它利用斑点追踪方法确定数字图像中的散斑位

移。在试样表面上提取全位移场分析数字图像的光学方

法[10-11]，可用于完成对微变形尺度分辨率，使用数字图像相关

性进行实验，通过比较一对数字图像，就可以匹配出小区域

确定变形前图像变形后的图像[12]，其原理是通过数字图像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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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磷渣胶结充填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全磷渣胶结充填对环境的影响及其
资源化利用资源化利用
甘蕾，李夕兵，范昀，石英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摘要 通过对不同年份全磷渣充填区域渗滤水中污染物含量进行测定和分析，探索全磷渣胶结充填后渗滤水中各离子含量随时

间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充填体渗滤水的pH值随着时间的增加逐渐趋于中性；未充填之前，磷石膏浸出液中总磷浓度高

达3979 mg/L，形成充填体后充填体渗滤水中总磷浓度变为1.3 mg/L，经过一定时间的地下水淋滤作用后，总磷浓度降至约0.3
mg/L；此外，充填体渗滤水中Zn、Fe、Cr、Mn、Ba、As等元素的含量随充填时间的推移明显降低，且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充

填体中的部分F和Pb能溶出到渗滤水中，其溶出迁移机理及固化技术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体来说，相对磷石膏地表堆存，全磷

渣胶结充填可以较好地固结磷石膏中大部分污染物，有着广阔的工业推广价值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全磷渣胶结充填；充填渗滤水；固结作用

工业固体废弃物磷石膏的地表堆存对环境有潜在的负

面影响，全磷渣胶结充填利用磷石膏作为充填骨料，可以很

大程度上解决磷石膏地表堆存问题。但是，磷石膏被充填至

井下后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一问题尚未得到重视和详

细研究。磷石膏（PG）是工业湿法生产磷酸时产生的一种固

体废弃物，常含有游离磷酸、磷酸盐、硫酸盐、氟、重金属等杂

质，部分磷石膏还有一定的辐射性[1]。随着固废问题的日益

凸显，磷石膏地表堆存引起的土壤及水体污染问题引起了学

者的广泛关注[2]。段先前等[3]以地表水和地下水 III类水质标

准作为参考，发现贵州某磷石膏堆场附近水体中总磷（TP）的

含量为 17.2~1579 mg/L，氟（F）含量为 6.13~232.8 mg/L，两者

含量严重超标。蔡榆等[4]研究发现磷石膏尾矿库周边土壤表

面Zn、Cu、Hg、Ni等重金属元素的浓度皆高于贵州省土壤背

景值。由于磷石膏中残留的磷酸能使环境 pH值下降，增强

了环境中金属离子的溶解度，从而造成环境污染扩大化[5]。

近 10年来，大量研究开始关注磷石膏的二次资源化利

用，包括利用磷石膏改善水泥胶凝时间、作为天然石膏替代

品用于建材和筑路行业、利用其含有的氮、磷等营养元素用

作土壤改良剂等[6-8]。然而，经过二次开发利用的磷石膏副产

品仍然存在对环境的潜在危害。研究表明，磷石膏用作土壤

改良剂时，被修复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明显高于原生含

量。在磷石膏修复的土壤中，一些金属元素如 Fe、Cu、Al、

Mn、Ni等经过雨水及水体的淋溶、浸泡作用，可能会对地表及

地下水造成重金属污染[9]。磷石膏中的这些杂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磷石膏的大规模二次资源化利用，以至于目前约85%
的磷石膏仍采用建坝或者露天地表堆存的办法进行处理[10]，

成为制约中国磷肥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全磷渣胶结充填是近年来依据固体废弃物固化/稳定化

处理技术（solidification/stabilization，S/S）开发的可以大量消耗

磷石膏的新方法。该方法利用磷石膏作为充填骨料，辅以黄

磷渣、水泥熟料、生石灰等作为胶凝活性材料，与水混合成充

填料浆，充填料浆经泵送至采空区，形成能满足后续采矿活动

强度的胶结体。该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可以提高矿石回采

率，减少贫化率，并能有效控制地压，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为

磷石膏资源化利用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11]。但是充填所带来

的环境污染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防治因固废资

源化利用带来的二次污染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

关注[12-13]。董雯红等[14]研究了用粉煤灰胶结充填的煤矸石复

垦场地的重金属含量，充填场地 Cu、Zn浓度要高于比照土

壤。Jiao等[15]发现用尾砂胶结充填厂附近的地下水体未受到

明显污染。因此，研究了全磷渣胶结充填渗滤液中污染成分

的主要来源及其成分，探究磷石膏经固化稳定化胶结充填后，

在地下水系的淋溶作用下，其中污染物含量随时间的渗滤规

律和特征，以了解充填活动对区域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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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ZL114114AA铝硅合金微观疏松的铝硅合金微观疏松的HIPHIP工艺工艺
处理处理
樊振中 1,2，臧季冬 3，闫晓博 3，王端志 3，王胜强 1,2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
2. 北京市先进铝合金材料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5
3.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要摘要 采用光学显微镜OM、扫描电镜SEM、WDW-100 KN万能拉伸试验机、PLA30050疲劳试验机，结合三因素三水平正交试

验，研究了不同等级微观疏松冶金缺陷经热等静压处理（HIP）工艺处理后的微观组织与力学性能。结果表明，HIP工艺处理温度

对Q值（合金材料综合性能数值）影响最高，其次为HIP压力与时间。ZL114A合金Ⅲ级微观疏松冶金缺陷经540℃与140 MPa
下HIP处理4 h后，合金材料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布氏硬度与轴向疲劳寿命分别增至340 MPa、280 MPa、8%、125
HBS和4.1×105，综合力学性能Q值达到475.45。综合工艺成本与使用效果考虑，ZL114A合金优先选用540℃、140 MPa与2 h
的HIP工艺参数。相同HIP工艺参数下，与Ⅲ级微观疏松冶金缺项相比，Ⅰ级与Ⅱ级微观疏松冶金缺陷区域经HIP处理后的Q
值分别提升5.1%与2.4%；Ⅳ级与Ⅴ级微观疏松冶金缺陷区域分别降低15.98%和25.61%。

关键词关键词 ZL114A合金；微观疏松；HIP工艺；微观组织；力学性能

由于密度低、比强度高、比刚度高、耐蚀性好与加工性能

优异等工艺特点，且经加工成型与热处理后，具有良好的力

学性能与物理化学性能，铝合金在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

交通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1-4]。Al-Si系合金具有优

异的工艺流动性能，多用于制造非承力部位的中大型薄壁复

杂曲面结构件；Al-Mg系合金加工性能优异，但室温力学性能

较低，经表面处理多用于制造密封构件；Al-Zn系合金不经热

处理即可获得良好的机械性能与降噪减震性能，但比重大，

在航空航天领域应用较少，多用于船舶制造行业；Al-Cu系合

金经T6（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热处理后，抗拉强度高

达 500 MPa且延伸率≥5%，但铸造工艺性较差，糊状凝固区

间内Cu元素极易形成偏析冶金缺陷[5-7]。综合制造成本、加

工周期、技术成熟度考虑，Al-Si系合金材料尤其是 ZL114A
在航空航天与轨道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最为广泛，占铝合金铸

件总量的24%~32%。

受合金熔体质量与凝固成型工艺设计参数影响，铝硅系

合金在制造大型薄壁与复杂空腔结构铸件时，充型补缩不足

区域产生的微观疏松冶金缺陷直接削弱了结构件的密封性、

机械力学性能等技术指标，严重可直接导致铸件报废，造成

资金与资源浪费。目前中国针对铝硅合金微观疏松冶金缺

陷开展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高纯合金熔体制备、凝固工艺仿

真优化设计及微观疏松形成与扩展机理等方向，对微观疏松

冶金缺陷热等静压处理（HIP）后的组织与性能评价开展的研

究较少；国外一些研究成果由于直接应用于军事装备领域，

涉及国防军工安全，报道较少。隋泳恩等 [8-10]研究发现采用

HIP对铸造铝合金叶片处理后，材料的疲劳强度与循环寿命

均得到了明显提升。叶呈武等[11]研究证实，采用HIP工艺可

有效紧实钛合金粉末在包套过程的紧实度，有效提升材料的

综合性能，减少微气孔冶金缺陷；喻思等[12-13]研究结果表明，

采用粉末冶金制造铝合金精密构件时，选用合适的热等静压

工艺参数，可以有效提升材料内部的致密度，有效增加构件

的疲劳寿命；Mashl[14]及王晓林、郎利辉、龚怡、张庆云等研究

结果表明，采用HIP工艺对铸造铝合金、钛合金及焊接组织进

行处理，可有效消除材料内部组织中的微观缺陷，热等静压

下材料内部缺陷的弥合是一个蠕变、扩散连接的过程，当压

力高于处理温度下的金属蠕变强度时，材料内部封闭的缺陷

将逐步弥合，在高温扩散作用下紧密连接在一起[14-21]。上述

研究成果多是对粉末冶金过程中HIP工艺作用效果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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