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刷电子是基于印刷原理制备的电子器件和产品。众所周知，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它们对中国古代

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将印刷技术

应用于电子产品的制造，开拓印刷电子的新时代，是古代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完美融合，给炎皇子孙提供了一次得天独厚的机遇。

以硅为半导体材料、光刻技术为主体加工技术、固体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的微电子，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改善人们生活做出了

巨大贡献，在20世纪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占据电子技术的主导地位。但由于硅基半导体材料品种少、集成技术对环境要求高、设备昂

贵、投资巨大、缺乏柔性等原因，限制了微电子的进一步发展和多方面的应用。针对这些科学和技术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中，基于

π-共轭的有机小分子和高分子半导体材料的电子器件，利用溶液法加工技术，包括甩膜、印刷、打印和卷对卷等技术制备电子器件的

研究和产业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成功。与传统的硅基半导体材料不同，这些π-共轭的分子材料是通过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如氢键、

范德瓦耳斯力、π-π作用等形成的一类材料，它们一般都能找到适当的溶剂而溶解。因此溶液法加工技术是这类材料的一个本征特

点。同时，这类材料由于分子间作用力比较小，容易被拉伸或压缩，天然地赋予了柔性的特点。另外，这些材料还具有成本低、种类多、

可以通过分子设计来调控性能等优点。

印刷电子技术目前还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但已显现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很大的发展潜力。专门从事市场调研的 IDTechEx公司

最近公布了它们的调研报告，有机和印刷电子器件相关产业2017年市场总规模为 481.8亿美元；2027年预测为3003亿美元，其中有

机场效应晶体管占15%，有机发光二极管占14%，有机太阳能电池占8%的份额。

中国在分子材料的研究方面基本与世界同步，近几年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例如，高迁移率分子体系在国际上初步形成了集

群优势，目前在国际上迁移率超过1.0 cm2·V-1·s-1的50余种π-分子半导体中，近1/3来自中国研究团队，多种功能材料体系的性能为

同类型材料的最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分子材料的迁移率已经超过无定形硅，与多晶硅相当。但在溶液法加工技术、器件的集成技术

和电路的功能及产业化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导报》组织了柔性与印刷电子专题，邀请的作者既有本领域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又有近几年崭露头角的青

年才俊，他（她）们全部工作在科研、教育、公司的第一线，从事本研究和研发工作多年，基础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成果卓越，分别从材

料、油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纸电池、超级电容器、发光二极管和3D打印等方面总结介绍了最新研究进展、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相信

他（她）们的论文一定会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把握柔性与印刷电子的发展动态，促进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推进研究、研发和市场化的

快速发展，为中国柔性与印刷电子的发展做出贡献。

虽然印刷电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存在许多科学和技术问题亟需解决。1）材料：综合性能优越，品种齐全（p-型、n-
型、双极性半导体，介电，电极材料），理性设计、性能可调。2）墨水：流变性能，成膜动力学，环境友好溶剂和正交溶剂的使用。3）技

术：大面积印刷工艺，线条分辨率，重复性，稳定性，集成技术，过孔工艺等关键技术。4）功能：显示，能量转换与储存，信息存储，传感

及相应的产品。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印刷术，这已是历史。今天我们能否成功地把印刷术应用于电子学，再铸印刷电子学的辉煌，可能性固然存在，

但要把可能变成现实，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历史赋予中华儿女的机遇与责任。

弘扬中华民族发明精神，
再创印刷电子世界辉煌

柴之芳，浙江宁波人，放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苏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核能化学、核分析和应用、放射医学、核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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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圻，江苏靖江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材料与器件专家。现为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分子材料的设计、合成，包括π-共轭小分子、高分子和石墨

烯；以及这些材料在光电子器件中的应用，包括场效应晶体管和分子器件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刘云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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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召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8 月 23—
27日，2017世

界机器人大会

在北京亦创国

际会展中心举

办。本次大会

的主题是“创

新创业创造，

迎 接 智 能 社

会”。大会为

期5天，由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3大板块组成，并设立了工业

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人工智能展区以及国际展区。

大会围绕世界机器人研究和应用重点领域以及智能社会创

新发展，开展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最新成果展示，搭建国际协同

创新平台，组织中国专家和国际同行研讨机器人发展创新趋势，

明确机器人产业发展导向，探寻机器人革命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深

刻影响。

在8月27日举行的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上，世界机

器人大会专家委员会结合机器人发展态势和演进规律，发布“机

器人领域十项最具成长性技术展望（2017—2018年）”，分别为：

柔性机器人技术、液态金属控制技术、生肌电控制技术、敏感触觉

技术、会话式智能交互技术、情感识别技术、脑机接口技术、自动

驾驶技术、虚拟现实机器人技术以及机器人云服务技术。

2 第七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8月 29—31日，

第七届中国国际纳

米科学技术会议在

北京召开。大会由

国家纳米科学技术

指导协调委员会主

办，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承办。

来自全球 3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代表出席本次大会。大会在重点开展

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同时，还有来自产业界的50余

家企业带来最新的实验设备和技术展示；有来自中国科学院战略

先导专项（A类）“变革性纳米产业制造技术聚焦”的重大进展成果

展示。在3天的会期中，将有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石墨烯的共同

发现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沃舍洛夫诺沃舍洛夫教授在内的7位世界一流的纳米科

技领域专家作大会特邀报告，500多位科学家将在18个分会场作

邀请报告，400余位科学家做口头报告，将有800余篇论文以墙报

交流。大会还将揭晓7位获得本次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奖

的获奖人员名单；评选出ChinaNANO Best Poster Awards 和

ACS Nano Poster Awards获奖人员。

第七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

会议现场（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图片来源：中国科协）

3 中国将研制新一代“高速飞行列车”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9/30]

8月30日消息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将研制时速达千公

里级的“高速飞行列车”，实现超声速“近地飞行”。

“高速飞行列车”的运行速度相比传统高铁提升了10倍；相比

现有民航客机提升了5倍，最大速度可达到4000 km/h，将是人类

对交通工具速度极致追求的一大进步。

“高速飞行列车”是利用低真空环境和超声速外形减小空气

阻力，通过磁悬浮减小摩擦阻力，实现超声速运行的运输系统。

它不仅拉近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同时具有不受天气条件影响，

不消耗化石能源，可与城市地铁无缝接驳等诸多优点，是未来交

通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技术制高点。

截至目前，世界上仅有美国两家公司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等极少数企业对外宣布开展大于1000 km/h运输系统研究。

4 中国造全球首台“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交付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8月20日，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委托，中国一重集团制造的全

球首台“华龙一号”——福清5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在中国一重大

连核电石化公司完工交付。此次交付标志着中国核电已具备国

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并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制

造能力。

“华龙一号”是中国核电“走出去”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举措，凝聚了中国核电设计者的“智慧”。“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

力容器作为核电装备核心中的核心，其制造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异常

严格，工装辅具、产品清洁、密封状态等工序均需要高度精确。

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众多参与国家中，不乏正在发展核能

和需要发展核能的国家，中国核电自主化发展的市场前景也更为

广阔。本次“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的成功制造，也成为中

国核电先进性与成熟性有机统一、安全性与经济性相互平衡的又

一个成熟“样本”。

5 世界首个海水量子通信实验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8月28日消息称，上海交通大学金贤敏金贤敏团队成功进行了首个海

水量子通信实验，观察到了光子极化量子态和量子纠缠可在海水中

保持量子特性，在国际上首次通过实验验证了水下量子通信的可行

性，向未来建立水下及空海一体量子通信网络迈出重要一步。

在最新实验中，他们选择光子的极化作为信息编码的载体，

并通过模拟证明，在非常大的损耗和散射下，极化编码的光子只

会丢失，而不会发生量子比特翻转。也就是说，即使经历了海水

巨大的信道损耗，只要有少量单光子存活下来，仍可被用于建立

安全密钥。

目前的结果显示，水下量子通信可达数百米，虽然信道较短，

但能对水下百米量级的潜艇和传感网络节点等进行保密通信，即

使是从水下几米深的地方对卫星和飞行器进行保密通信，也比之

前认为海水是“禁区”更进一步，因此，能在军事等领域“大显身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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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原子能机构首对中国开展核安保专项评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8月2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中国开展的首次国际核安保专

项评估在北京启动。此次评估将根据国际核安保领域的最新理

念、最高标准和最佳实践，对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核设施安保能

力进行同行评议，提出完善改进建议，推动中国核安保工作与国

际接轨。

此次评估为期10天。国际专家组将比照《核材料实物保护

公约》及其2005年修订案、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材料和核设施实

物保护的核安保建议》等核安保相关法律文书和技术导则，通过

与中国核安保有关政府监管部门的交流与访谈，系统了解中国的

核安保制度、法规体系以及政府监管实践。期间，国际专家组还

将对秦山核电基地方家山核电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9 270万年前冰芯，掀起远古气候演变一角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7 “向阳红01”号起航执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8月 28日，中国目前

最先进的新一代科考船

“向阳红 01”号从青岛起

航，开始执行首次环球海

洋综合科学考察。此次科

考 为 期 260 天 ，航 程 约

35000海里，约6.5万km，

相当于绕地球 1.5 圈，预

计2018年5月15日返回青岛。

本次环球科考以中国大洋46航次和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

察（与雪龙船联合组队）两部分为主体任务，在整个走航过程中进

行环境、资源、气候、生态等多学科综合考察。本次环球科考是首

次将大洋科考与极地科考整合在一起的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

也是“向阳红01”科考船首次执行中国大洋和极地科考任务。

这是中国首次将大洋科考与极地科考整合在一起的环球海

洋综合科学考察。通过这次综合考察，就像是为南极半岛海域做

一次“全面体检”，为研究南极地区的现在、过去和未来提供重要

的科学支撑数据。

8 考古学家呼吁停止囤积古代骨头样品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8月23日消息称，3名考古学家在一封发表于《Nature》杂志

的信件中指控称，利用来自古代人类和动物的DNA记录过去的努

力已变成一场残酷的“骨头游戏”——只有少数遗传学实验室囤积

着珍贵的样品。

科学家呼吁对富含DNA的骨头样品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

度，以确保它们能被多个研究团队获取用于开展研究。他们列举

了以色列新成立的一个中心作为例子。该中心将充当全国性的信

息资源库，管理来自考古地点的动物骨头，以便很多研究人员能获

取到样品用于遗传分析。

“目前，这些资源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信件共同作者、德国基

尔大学考古学家Cheryl MakarewiczCheryl Makarewicz表示，“问题在于资源不够分

配。”Makarewiczhe和同事尤其担心内耳中的一部分骨头，即颞

骨，因为它含有特别丰富的古代DNA。与此同时，Makarewicz表
示，为未来一代的科学家保存好样品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能发

明出更好的方法来提取经过第一批测试后仍保留在样品中的

DNA，而且诸如同位素分析等其他技术也会随之改善。

8月31日消息称，一篇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称，普林斯

顿大学领导的科研团队在南极钻取了一块来自270万年前的“百

万年冰芯”。

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

国科学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效存德效存德表示，冰盖是

连续流体，雪花年复一年沉降到冰面，经长期压密和流变，最终在

南极冰盖边缘以冰架崩解方式“下海”——融入海洋或在夏季融

化流失，所以科研人员找不到最早期的冰，留下来的冰体相对“年

轻”。“此前，许多远古气候预测模型都已经揭示出，远古时期低水

平的二氧化碳浓度是推动当时的地球进入一系列‘冰河期’所必

备的条件。”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史贵涛史贵涛博士说，在冰芯气泡孔里，

储藏着数万年前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此次研究的最大亮点

是科研人员首次通过南极冰芯，找到了超过两百万年的气候信息

的直接证据。

对这块冰芯的研究发现，当时的二氧化碳水平还不到

300×10-6——比今天的405×10-6要低不少——这或许能为人们

寻找“是什么触发了冰河期”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线索。

10 中国人工智能“三步走”2030年将打造世界创新中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8月28日消息称，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规划》明确，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

平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

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

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规划》称，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

新、软硬件升级等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

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把

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将进一步释放历次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能量，并创造新的强大引擎，重

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形成从宏观到微观

各领域的智能化新需求，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引发经济结构重大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

维模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向阳红01”号（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阿拉斯加朱诺冰原地区的蓝冰（图片来源：《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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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控制着身

体各个部分精密、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

运转。人类大脑虽然体积不大，重量只

占身体比重的 2%~3%，但神经元却有

850多亿个，它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

目前的认知能力，是最复杂、最神秘，也

是最难研究的部分。探索大脑的秘密是

目前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近期，大脑领

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8月11日，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

论文显示，洛克菲勒大学的两位科学家

WinrichFreiwaldWinrichFreiwald 和 Sofia LandiSofia Landi 利用恒河

猕猴新发现了两个与

脸部识别有关的区域，

能将视觉感知与不同

种类的记忆相结合。

先前的研究表明，

大脑中有一个能够对

脸部做出选择性响应的区域。此次，研

究人员将猴子的面孔分为3类：长期熟悉

的面孔——来自与实验猕猴一起生活多

年的猴子，视觉上熟悉的面孔——实验

猕猴已观看数百次这些脸的照片，以及

完全陌生的面孔。他们用功能性磁共振

成像测量了猕猴对这 3类猴子脸部的照

片做出反应时大脑的活性。结果显示：

长期熟悉的面孔使大脑表现出更多的活

动，并且促进了两个之前未知的脸部选

择性区域——分别位于与陈述性记忆和

与社会知识相关的区域的激活，而视觉

上熟悉的面孔使某些区域活动减少；此

外，当猕猴看到长期熟悉面孔的模糊图

像时，之前已知的面部处理区域的活动

随着时间的延长而稳步增加，而新发现

的两个区域的活动很少，但随后突然出

现一个激增，这让研究人员联想到当我

们识别出一个熟悉的脸时的“顿悟”感。

（8月13日 生物谷网）

恒河猕猴是最常见的一种猴，它脸

部处理系统与人类很相似，面部处理网

络比人类的更好理解，且更容易被研究，

因而被选为实验对象。该研究使人类进

一步认识大脑对不同熟悉程度的脸作出

不同的响应，有利于深入研究与面部识

别相关的神经机制。

痒，是我们经常体验到的一种感

觉。《Science》杂志 8月 18日刊登的一篇

论文首次揭示了一条从脊髓向大脑传递

痒觉信息的长程神经环路，为寻找慢性

痒和过敏性痒等潜在治疗靶点提供了新

方向。

科学家对脊髓水平的痒觉信息处理

的分子和细胞机制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

认识，而“痒觉信息如何从脊髓传递到大

脑”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们，这是

痒觉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为解决

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脑科

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孙衍刚孙衍刚研究组利用小鼠

展开了研究。

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脊髓中的一

类痒觉细胞表达胃泌素释放肽受体

（GRPR）。根据臂旁核在痒觉信息处理

过程中被激活，研究人员推测，脊髓水平

这些GRPR阳性的神经元可能通过与一

类直接投射到臂旁核的神经元形成突触

联系，从而间接地将痒觉信息传递到大

脑。随后，他们构建了GRPR神经元转基

因小鼠，并表达光敏感通道，通过实验，

提示了脊髓水平GRPR阳性神经元可以

通过激活投射到臂旁核的神经元，间接

地向臂旁核传递痒觉信息。为了验证脊

髓到臂旁核的通路参与了痒觉信息处

理，他们通过光遗传学技术操控脊髓到

臂旁核环路的活性，发现抑制该环路可

减少痒觉诱发的抓挠行为，而该行为从

行为学水平也得到证实；通过在体光纤

钙成像、胞外电生理记录等技术，发现臂

旁核细胞的活性在痒觉诱发抓挠行为过

程中显著升高。（8月18日 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

像痒等身体感觉与其他活动都是由

大脑控制的，而美国布法罗大学的研究

人员逆转了这一方向，他们开发了一种

磁热刺激的技术，通过此技术刺激小鼠

大脑相关区域，进而成功控制了小鼠的

身体运动。该研究发表在 8月 15日的

《eLife》上。

他们先利用基因工程使特定神经元

表达热激活离子通道，再将特制的磁性

纳米粒子注入小鼠大脑目标区域。当交

变磁场作用于大脑时，纳米粒子的磁化

迅速翻转，产生热量，目标细胞变热，从

而使温度敏感性的离

子通道打开，刺激神

经元放电。他们在小

鼠大脑中成功激活了

3个区域并都作出相

应的反应：运动皮层

的刺激使小鼠移动；纹状体深部的刺激

使小鼠转圈；腹侧和背侧纹状体脊附近

的刺激使小鼠无法移动四肢。小鼠的大

脑被刺激了几次，目标神经元仍没有损

伤迹象，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布法罗大

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物理学教授ArndArnd⁃⁃
PrallePralle说，与其他技术相比，磁热刺激有

一些优势，它可以远程进行，创伤更小。

接下来，研究人员要继续深入这项研究，

在小鼠大脑中使用磁热刺激同时激活和

沉默多个脑区。（8月22日 生物探索网）

这项新技术不仅帮助科学家们寻求

通过大脑刺激来治疗抑郁症和癫痫等与

神经相关的疾病，还给神经科学家提供

了一种通过远程、微创的方式来触发大

脑深部活动的新方法。

人类对大脑的不断探索不仅有助于

我们了解大脑的秘密，有助于深入理解

帕金森症等多种疾病并寻求可靠的新疗

法，还会促进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这将

使人类的生活质量产生质的飞跃。为了

探究大脑的奥秘，人类启动了国际性的

大计划——“人类大脑计划”。未来，将

会有更多位居前沿的脑研究的成果涌

现，我们坚定的相信并无比的期待！

文//王丽娜

拨云见日拨云见日：：脑科学研究新进展脑科学研究新进展

人类对大脑的不断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大脑的秘密，有

助于深入理解帕金森症等多种疾病并寻求可靠的新疗法，还会促

进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科技风云·

7



科技导报 2017，35（17）www.kjdb.org

·科技界声音·
“互联网+”时代，测绘技术下一步发

展方向将是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结合，满足

个性化、智能化、实时化、精确化的地理

信息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昆山杜克大学昆山杜克大学

校长校长 刘经南刘经南

新华社 [2017-08-21]

要坚持科技创新，发挥中国能源建

设项目多，科技创新机遇多的优势，推广

应用一批、实验示范一批、集中攻关一

批，努力实现有能源科技创新的追赶者

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要坚持深化改革，进

一步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

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转变政府对能

源行业的管理方式，要坚持开放的合作，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好国际市场和资

源，大力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实现开放条

件下的能源安全。

———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能源局局长 努尔努尔··白克力白克力

科学网 [2017-08-19]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

景下，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依然面临着

现实技术瓶颈和潜在伦理道德隐患的双

重挑战。一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深度

结合仍需持续推进。二是机器人很可能

引发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重塑。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辛国斌辛国斌

科学网 [2017-08-27]

量子通信技术并不是要替代传统的

光通信、微波通信和无线电通信等技术，

而是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增加量子保

密技术，使得通信更加安全可靠。量子

密码利用了量子的不可分割和量子的不

可克隆这两大物理特性，确保量子密码

在分发过程中不被破获。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

““墨子号墨子号””工程常务副总设计师工程常务副总设计师 王建宇王建宇

新华网 [2017-08-20]

机器人在未来将是万物互联的智能

终端，它的核心就是利用云端存储和共

享信息的能力，解决人机协作问题，解决

从物端到云端的紧密合作。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所长所长 于海斌于海斌

科学网 [2017-08-27]

青藏高原的环境异质性很高，适于

植物生存的小环境、小气候较多，为植物

就地演化成种提供了条件；高原之外的

植物迁入青藏高原的途径也较多。当

然，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植物本身，这里

的植物有一套适应环境的“生存之道”。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杨永平杨永平

新华社 [2017-08-26]

目前低成本战略是页岩气下一步技

术创新的关键，此外，建立多种投资主体

的合作开发机制、公正的监管体系也是

重要方面。对于当前的页岩油，从国家

层面来讲，3方面工作迫在眉睫：适用于

页岩油勘探开发的财税优惠政策；多元

投资主体的合作开发机制；鼓励新技术

实验和应用机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化石油中国石化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 金之钧金之钧

科学网 [2017-08-19]

现代麻醉技术提高了精准性、可控

性，微创、个体化的术中管理，既提升了

患者的舒适度又保证了安全。如利用纤

维支气管镜引导通过封堵器堵塞到某一

肺叶，而不是左/右全肺，提升胸科手术中

肺交换面积。利用神经定位器与超声的

联合应用定位某一特定神经，进行神经

麻痹，如同倒车雷达与倒车影像联合使

用，精准泊车而避免损伤。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

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主任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主任 黄宇光黄宇光

《科技日报》[2017-08-29]

在载人航天领域，国际合作是大势

所趋。中国载人航天发展也要走国际合

作路线。中国载人航天发展25年来，形

成了一整套独立、系统的工程建设管理

及人才培养体系；欧洲航天局长期参与

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国际空间站建设及

飞行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双方各有优

势，也有许多共同需求。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副主任副主任 杨利伟杨利伟

《科技日报》[2017-08-24]

《中国制造 2025》不是中国版本的

“工业 4.0”，而是“中国 Style”的智能制

造。它更关注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关

键共性问题，如产业创新、质量、绿色发

展、结构、人才等。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

副司长副司长 李北光李北光

《科技日报》[2017-08-23]

北极变暖不仅影响中国气候，而且

北极自身的改变也在成为中国日益增长

的权益。夏季海冰减少导致北极航道的

开通，成为中国到欧美最近的航道，有望

成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作用的资源。北

极航道的开通还将带动北极国家资源的

开发，有望取代一些远在万里之外的资

源而进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北极公海的

海底油气资源、矿产资源以及渔业资源，

我们都有权利分享。所有这些国家权益

的争取，都需要科学上的进步和支撑，反

过来形成对北极科学发展的更大需求。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赵进平赵进平

科学网 [2017-08-27]

国家科技成果鉴定工作取消后，当

前很多地方部门和机构都在探索开展成

果评估评价，将来需要国家层面统筹出

台成果评估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标准，明

确基础共性要求，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科技成果与—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科技成果与

知识产权评估部副研究员知识产权评估部副研究员 张春鹏张春鹏

《经济参考报》[2017-08-29]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新华网

图片来源：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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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望远镜大望远镜””建造技术方案引发建造技术方案引发
天文学界大讨论天文学界大讨论

2017年8月，中国天文学界关于筹建

12 m大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的争论愈演

愈烈，主要围绕两个不同的光学系统技

术方案展开，同时引发了关于科学界公

共议事制度、复杂的科学大工程管理策

略等问题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成员苏苏

定强定强和崔向群崔向群，是“创新”的4镜系统方案

的倡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天文系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则支持目前国际上

“成熟”的 3镜系统方案。也正是陈建生

的一封明确反对 4镜系统方案的公开信

让本来在天文学界小范围内的争论浮出

水面。一位不愿具名的天文学家表示，

这封信很快就在整个天文学界传开，目

前影响非常大。

两大阵营对垒，焦点还在技术方案之争

本次争议事件中，逐渐形成了两大

阵营。按照陈建生的说法，建造 12 m大

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是一项大科学工

程，而大科学工程应该是科学需求导向

的，满足天文学家的科研需求应该是第

一位的，因而应该选择相对成熟的技术

方案。而4镜系统方案恰恰不够成熟，这

个方案中望远镜的设计复杂，安排了4个
焦点：主焦点，莱焦，卡焦和折轴焦点，这

样会增加技术复杂性，同时增加了风险

和工期的长度，但是对主要科学目标和

技术性能并没有带来好处。此外，他还

在信中提到，“由于增加一面镜子，还带

来许多其他的不利，如增加镜筒长度，从

而增加圆顶造价，占据了传统卡焦位置，

从而牺牲了配置效率最高的科学仪器的

可能等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马冬林马冬林也

撰文指出，综合考虑望远镜光学性能、科

学性能、工程化能力以及工程造价等因

素，应该选择3镜方案。

苏定强和崔向群随后发文进行了回

应称，这架 12 m望远镜无论用 4镜系统

还是3镜系统都面临同样的风险，并不会

因为增加一面镜子增加技术困难和仪器

转换难度。而且，4镜系统可以获得很好

的像质，即便多一面镜子，增加一点中心

孔挡光，但是由于其光学系统极适合近

地自适应光学技术，可以比3镜系统获得

更小的像 d，更大的视场W，因此对将来

暗天体的观测效率将更高。因而 4镜系

统的方案不仅可以使我国天文学在国外

30 m望远镜建成后仍然可以在科学上有

优势，也可使我国在技术上有发展前景。

除了3位代表人物，还有多位天文学

界的科研工作者参与了讨论。早在陈建

生发表公开信以前，2017年 4月 19—20
日，天文大科学中心已经组织国际专家

评审组就 2个方案进行论证。该评审组

由哥本哈根大学的天文学家 JohannesJohannes
AndersenAndersen领衔，随后提交的咨询评议报告

得出的结论为，“在满足国家与望远镜科

学委员会提出的望远镜所能观测的极限

星等，视场范围，操作灵活性和造价等方

面的指标上，4镜的 SYZ系统均不如RC
或AG标准 3镜系统。因此，SYZ系统将

不予进一步考虑。”Johannes Andersen在

随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道，“现在主

要的迷惑点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的设计理论上

会产生完美的图像，然而受到其他因素

影响，这在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实现

的。现代望远镜成像很复杂，不仅仅是

几个镜子的问题。”

美国国家光学天文台高级光学工程

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

学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梁明梁明作为 4镜

方案的核心设计人之一，也针对此次事

件发声。在他看来，在苏定强和崔向群

指导下完成的 4镜方案其实包括了 3镜

方案的设计，这两种系统加工的最大风

险都来自拼合主镜，4镜系统的研制风险

并不比3镜系统大。

讨论仍在持续，天文学界盼信息公开透明

随着对12 m大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

筹建方案讨论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

业内人士参与讨论，其中包括了一批青

年天文工作者。截至 8月 9日下午，《青

年天文工作者就十二米光学红外望远镜

设计方案的公开信》署名人数已经达到

124人。信中指出，他们作为新一代光学

红外望远镜未来的主要用户群体，呼吁

各方基于科学精神，围绕 12 m大口径光

学红外望远镜设计方案的讨论能变得更

公开透明。

关于设计方案，信中写道：“我们应

尽可能追求风险更为可控、技术更值得

信赖的方案，使得 12 m光学红外望远镜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可靠、高质

量的科学产出。任何技术上的创新，必

须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充分的前期试验，

才能使用在大望远镜工程上，这也是国

际天文界的共识。光学设计更是望远镜

的核心，若因设计论证不够周全而导致

科学性能无法达标，那么我们付出的‘学

费’将极其昂贵。”

伊利诺伊大学天文系助理教授沈悦沈悦

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也表示，对于

这类问题“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就是组织

同行专家评议，多方论证各种方案的优

缺点，逐步达成共识。”

当前阶段，中国科学界公共议事空

间发展尚不充分，很多争议会局限于某

一学科的小群体内部，决策过程不够透

明。这次的事件能够吸引众多科学家参

与热议，真理愈辩愈明，对促进科学决策

意义重大。截至发稿，关于 12 m大口径

光学红外望远镜技术方案的争议仍未有

定论，但是我们听到了不同的意见。

“大望远镜”作为国之重器，理应受

到如此关注，希望讨论沿着公开、理性的

方向前进，最终得出最佳方案，更希望中

国科学界的公共议事制度就此充分发

展，让更多的科学决策在阳光下进行。

文//王微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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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8 月 23 日，2017 世界机器人大会

开幕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刘延东出席并讲

话。此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以“创新创业

创造，迎接智能社会”为主题。全国政

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中国科协主席

万钢万钢及有关地方和部门负责同志出席

开幕式。140余家全球知名机器人企

业和研究机构参会。

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7-08-23]

刘延东参观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应用展览

第12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举行

8月21—24日，主题为“变化环境中

的生态学与生态文明”的第十二届国际

生态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

席罗富和罗富和，国际生态学会主席 ShonaShona
MyersMyers，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张建龙，中国科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束为束为，国际生态

学会副主席、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

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傅伯杰等到会致辞。大会组

织委员会主席、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长

刘世荣刘世荣主持开幕式，中国科学院院士蒋蒋

有绪有绪，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李文华，国际生态

学会副主席、大会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

Alan CovichAlan Covich等出席。在大会特邀报告

会环节，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

授Gretchen C. DailyGretchen C. Daily，刘世荣，日本北海

道大学教授Hideaki ShibataHideaki Shibata分别作学术

报告。大会还围绕生态系统服务和管

理、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响应、城市

化和区域环境变化等 12个主题开展了

74 个专题分会，进行了 902 个专题报

告。国际生态学大会由国际生态学会于

1967年创办，每 4年举办一次。本届大

会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科协、中国科学

院、国家林业局、中国绿化基金会对大会

给予支持。来自中、美、英、德、法等73个

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代表约2400
人参会。

中国生态学学会 [2017-08-23]
首届金砖五国数学家大会召开

8月 22日，为加强中国、巴西、俄罗

斯、印度和南非金砖五国之间在数学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首届金砖五国数学家

大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数学会主办。

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

联盟候任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袁亚

湘湘院士，国际科学理事会候任主席、南非

数学家Daya ReddyDaya Reddy，中国数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理事长张平张平

文文院士，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此次大会

共 遴 选 出 俄 罗 斯 科 学 院 通 讯 院 士

LavrentievLavrentiev等 15人作大会报告；山东大

学彭实戈彭实戈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斌勇孙斌勇和浙江大学教

授包刚包刚等15位学者作专题报告。

中国数学会 [2017-09-01]

2017年中国光学学会
学术大会召开

8月10—13日，2017年中国光学学

会学术大会在长春召开，来自高校、科研

院所、光学企业的科技人员和青年学子

1300多人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光

学学会等主办，吉林大学集成光电子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中国光学学会秘

书长刘旭刘旭主持开幕式。中国光学学会理

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龚旗煌龚旗煌等致辞。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郭光灿、黄维黄维、王家骐王家骐、

王立军王立军、顾瑛顾瑛，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滇元范滇元、

方家熊方家熊、姜会林姜会林、刘文清刘文清等出席开幕式。

会议公布了 2017年当选的南京大学教

授陆延青陆延青、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骆清铭骆清铭等

10 位中国光学学会会士名单，举行了

2016年度王大珩王大珩光学奖颁奖仪式，浙江

大学教授胡慧珠胡慧珠、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孙孙

方稳方稳获中青年科技人员光学奖。姜会

林、骆清铭、孙方稳、胡慧珠分别作大会

邀请报告。大会共设置18个分会场，其

中邀请报告171篇，口头报告379篇。

中国光学学会 [2017-08-21]
新观点新学说沙龙研讨青海高原

蔬菜生产新理念

8月24—25日，以“青海高原蔬菜安

全生产新理念”为主题的第124期新观点

新学说学术沙龙在西宁召开，本期沙龙

由中国科协主办，青海省科协承办。由

国家蔬菜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明池刘明池、

青海省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莉李莉及中

国科学院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怀刚张怀刚 3
位科学家领衔，来自全国近20家高校、科

研院所及埃及开罗多基国际研究中心等

单位的29位蔬菜栽培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分别就蔬菜安全与双减技术的应用、设

施环境优化调控与蔬菜安全生产等议题

进行交流。

青海省科协 [2017-08-28]
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

“互联网＋未来农业装备”

8月 22—24日，中国科协第 314次

青年科学家论坛“互联网+未来农业装

备”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农业

机械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承办。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吕黄珍吕黄珍、王辉王辉等4人联合担任论坛执行

主席。来自全国近80家农业科研院所、

高校和生产企业等单位的150余位青年

科学家代表参会，37人作学术报告。与

会代表围绕互联网+未来农业、智能设

施、互联网+农机研发等专题开展了深入

的学术交流。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2017-08-28]
郑晓静获第十届周培源力学奖

8月 14日，在“中国力学大会 2017
暨庆祝中国力学学会成立60周年大会”

上，中国科协副主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晓静郑晓静因在风沙

环境力学上作出突出贡献获得第十届周

培源力学奖。中国力学学会第三届理事

长郑哲敏郑哲敏为其颁奖。周培源力学奖由周

培源基金会设立，旨在奖励在力学研究

工作中做出创造性成果或运用力学现有

理论、方法解决重大关键问题等方面的

中国力学工作者。

中国力学学会 [2017-08-2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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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建议·

中国要强大，必须有高科技的支撑，而科技的传播必须有优

秀的科技期刊作为支撑。在当下中国大量创新性科研成果用英

文发表在国际期刊的时代，我国的中文科技期刊应如何发展？

对此问题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1 中文科技期刊应讲好中国的科学故事

中文科技期刊应该有像《Nature》《Science》这种能聚合科学

与科普的高端综合类期刊。一方面应尽可能吸引国内优质稿

源，极力挖掘中国本土的特色原创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展示世

界科学家的前沿研究成果。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紧跟热点，引领学术发展。中文科技期刊应组织热点专

题（辑），设置前沿专栏，对当前的前沿热点进行解读。对具有重

要历史贡献的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可以出版专辑，如《科学

通报》2016年第 35期出版了“杂交水稻的辉煌 50年”专辑、2017
年第18期出版了“青蒿素研究与发展”专辑，这不仅是对重要科

技成果的纪念与回顾，更是一种学习和借鉴，深入思考研究如何

把中文科技期刊发扬光大、如何重拾中国科学文化自信。

2）丰富栏目，提升阅读兴趣。可以设置诸如“科学访谈”

“观点”等多个栏目，用“平视”的角度把社会上关注的热点、人物

纳入到栏目当中，然后去还原背后的科学故事。鼓励科学家发

表对当前科学热点问题的看法，比如重大疫情、引力波、气候变

化、基因编辑、新元素与新材料、二孩政策、科技论文评价体系、

SCI论文的OA发表费用、韩春雨事件等。

3）加强科学传播工作。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

重要的位置。而目前，相对于大量发表的科研论文而言，发表的

科普文章少之又少，中文期刊有条件为此尽一份力量。应借助

新媒体把报道的优秀内容通过改编，尽最大可能地适应不同年

龄段和不同层次人群的阅读需求，扩大期刊的受众群体及立体

交叉推介面。

2 对中文科技期刊发展的建议

1）院士群体与学术带头人应用实际行动带头支持中文期

刊发展。建议两院院士每年邀请1~2篇知名学者撰写的高水平

文章在重要中文期刊发表；新当选院士在中文期刊发表1~2篇代

表性文章；对新当选院士的主要工作在中文期刊上进行介绍与

报道；争取更加广大的院士群体，通过媒体等各种渠道呼吁加强

对中文期刊的重视。

2）加强国家的政策和价值观引导，完善评价体系。基金资

助和科研管理部门应制定倾斜性支持政策，如中国科学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科技部等各类重要

项目和人才计划。期刊管理部门对中、英文期刊评价应分类评

价和管理，只有管理部门对高水平中文期刊认可了，才能促进优

秀原创性成果向中文刊物投稿。此外，还要增强对优秀中文文

章的推介力度，包括推介重大重点等基金项目结题时的研究成

果，加大媒体宣传，提高科学研究的受关注度。

3）应设立对优秀中文期刊的财政和基金支持。当前国家

层面对期刊实施最大力度的财政支持是2013年由中国科协牵头

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然而，该计划只针对英

文刊。2016年，中国科协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

虽然不对中英文刊作限制，但是当年的最后入选期刊全为英文

刊。在当前加大重视发展英文刊的同时，不应忽视了中文刊，建

议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设立中文期刊出版基金，对发展势头好

的中文刊，择优加大并持续稳定支持，使这些刊物起到引领和示

范效应。

4）加强期刊自身办刊能力，提升质量和服务。首先，期刊

编委会要有明确的期刊定位和发展方向。其次，要把稿源放在

第一位，把好的稿件吸引过来，提高期刊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再

次，以读者需求为主，紧跟国际前沿和热点研究，调整刊物的内

容和报道形式，缩短审稿和出版时间。要突出打造一批高水平

中文科技期刊，推动中文科技期刊的集群化发展，加强中文期刊

在服务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5）加强对中文办刊人员的重视，培育办刊人才。首先，从

政策和考核机制上，推动主办单位对编辑人才的重视，保障期刊

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设立针对中文编辑人员的奖项，以奖促进

编辑人才的成长；也可设立中文期刊编辑人才计划等积极引

导。再次，制定培训计划，全面提升编辑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

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中国科学

院院长白春礼说，要把争夺国际科技创新话语权和知识产权的

主动性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两刊总主

编朱作言院士说“让中国的科学与中国的经济一起腾飞，让中国

的科学期刊与中国的科学家一起成长”。中文期刊应该主动承

担起用中文交流科技原始创新成果的重任，提升话语权，争夺首

发权，保护中国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大力减少科研经费中出版

费用大量外流的部分，使中文期刊真正走向国际学术交流前沿

的舞台。办科学杂志是万年大计，我们期待更多中国科学家的

原创性科研成果能够发表在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期刊上。

办好中文科技期刊办好中文科技期刊，，讲好中国科学故事讲好中国科学故事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高福
作者简介：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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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交叉研究为骨组织修复多学科交叉研究为骨组织修复
带来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希望

·科学评论·

2017年5月17日，《Science Trans⁃
lational Medicine》（《科学-转化医学》）

上发表了希德斯-西奈医学中心（Ce⁃
dars-Sinai Medical Center）再生医学

专家Dan Gazit研究团队的一项新研究，

研究人员们结合超声波、干细胞和基因

治疗等技术使迷你猪胫骨缺损得以修复

再生（图1）[1-2]。

首先，他们在迷你猪（体重（37.0±
3.6）kg，年龄（7.8±1.2）月）的胫骨制作

长度 1 cm的临界尺寸骨缺损（critical-
sized defect）模型，骨折缺损填充可降

解的胶原支架，同时使用动力加压板内

固定。术后2周，内源性干细胞迁移浸润

至骨折端，再经皮将骨形态发生蛋白质-
6（BMP-6）基因质粒与微气泡的混合物

注射到骨折缺损处，随后，在该处施加超

声波。超声波能够使注射的微气泡爆

裂，产生的冲击使附近干细胞的胞膜上

短暂产生纳米级尺寸的洞，使基因能够

顺利进入细胞内。治疗8周后，他们发现

治疗组动物胫骨缺损均不复存在，骨折

断端愈合并且恢复了生物力学强度。治

疗效果与自体骨移植相当。

尽管只是一项动物实验，该研究也

有明显的局限性，骨折缺损2周时的病理

状态和真正临床患者骨折6~9个月仍然

延迟愈合和不愈合的病理状态有明显不

同，超声波治疗剂量和次数尚未明确，该

方法真正用于临床的疗效尚不能肯定，

但是，鉴于其创新的治疗策略，让这项技

术在即将到来的人体临床试验中的表现

备受期待。

如何促进骨折修复，一直被视为是

长久以来困扰骨科

的难题之一，也是当

今医学研究的难点

之一。无论是战争

年代还是和平岁月，

创伤都是对人类健

康很大的威胁。即

便是现代骨科学蓬

勃发展的今天，创伤

后骨折延迟愈合（或

称骨不连）依旧是骨

科临床常见病，发生

率高达 14%~20%，

一旦发生治疗较为

困难，患者肢体功能

长期无法恢复正常，严重影响社会生产

力，并增加了社会和家庭负担。

截至目前，治疗骨折延迟愈合或不

愈合的“金标准”仍然是再次手术，进行

自体骨移植及内固定物置入，手术成功

率68%~94%。除了手术费用昂贵，手术

创伤也很大，对原有骨折创面的二次破

坏造成骨折融合率更加降低，而且取自

体骨需要在人体额外增加切开和手术区

域，术中出血和神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

时有发生，术后取骨区的感染、顽固性疼

痛给患者带来肉体和精神的巨大痛苦，

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和生活负担。

为了寻找更加微创的治疗方法，大

家一直在进行各种尝试。异体骨移植可

以取代自体骨移植，从而减少取自体骨

给患者带来的额外损伤。但是，异体骨

诱导成骨的作用很小，植骨融合率很差，

手术失败率高。近年来，重组人BMPs开
始应用于临床，包括治疗长骨骨缺损。

局部应用BMP-2(6)和BMP-7治疗骨折

不愈合可以提高愈合率，但是，BMPs价

格昂贵，副作用并非少见，包括感染、异

位骨化、免疫反应等。另一项替代BMPs
治疗的方法是局部目标基因治疗，病毒

转染的BMP基因治疗促进骨折不愈合在

动物实验得到了证实，但是，病毒转染潜

在的免疫反应和恶性肿瘤的风险，限制

了其临床应用。

Dan Gazit研究团队的聪明之处在

于选择了一种没有明显副作用的物理治

疗方法——超声波，替代病毒转染的

BMP基因治疗。超声波设备临床应用广

泛，且价格相对低廉。但是单凭超声波

也是不行的，还需要借助微气泡的作用，

超声波使混合的微气泡破裂，产生的冲

击使附近干细胞的胞膜上短暂产生纳米

级尺寸的洞，从而使基因能够顺利进入

细胞内。该研究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首先还是该研究团队的创新性

治疗策略，解决了骨组织修复领域长期

存在的一些瓶颈问题，有可能成为一种

性价比高、安全有效的骨组织修复新方

法应用于临床。这是一项物理治疗学、

生物力学、基因治疗交叉融合创新的典

范。

从这项研究中，值得我们学习的不

仅仅是这项新技术，更重要的对于科研

思路和创新的再认识。在当今科技迅速

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取得原创性的

科研成果？如果只是一味地在原有狭窄

的研究领域内原地打转，很难有新的突

破。只有开拓视野，多学习了解其他领

域的新技术，才有可能碰撞出新的思维

火花，产生原创成果。例如，在恶性肿瘤

治疗领域，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

研究院的刘庄教授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

全细胞肿瘤疫苗。它是一种纳米级的颗

图1 猪胫骨缺损修复再生示意

（图片来源：《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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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亚军

作者简介：刘亚军，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骨科冲击波治疗中心副主任；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FRCS）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刘志远刘志远））

粒，由 3种已被美国 FDA批准的临床制

剂组成：一是可被生物降解的聚乳酸-羟

基乙酸共聚物（PLGA），起到包被另两种

颗粒成分的作用；二是吲哚菁绿（ICG），

可在近红外光的激发下产生热效应；三

是作为免疫佐剂的咪喹莫特（R837），一

种 TLR7 受体的小分子激动剂。这种

PLGA-ICG-R837颗粒可被施用于肿瘤

所在部位，然后在近红外光的激发下将

肿瘤裂解，所释放出的多种肿瘤相关抗

原可与R837一起发挥类似于疫苗的作

用。这时，若再加以免疫检验点抑制剂

CLTA4抗体（以阻断免疫抑制性Treg细

胞的作用），该“疫苗”的抗肿瘤效果则会

被进一步增强。该疗法已在小鼠实验中

取得了良好疗效，可有效杀灭已扩散的

肿瘤，且小鼠的免疫系统可对肿瘤产生

的记忆性。这一综合了光热疗法、免疫

佐剂、肿瘤疫苗、免疫检验点抑制剂的疗

法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癌症治疗策略。该

疗法不仅可对原发性肿瘤进行针对性的

攻击，还可有效杀灭扩散的肿瘤细胞，并

可产生免疫记忆效应，以防止复发。其

相关成果 2016 年发表于 Nature 子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3]上。

从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

双螺旋结构，1969年萨尔瓦多·卢里亚分

子生物学理论获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

奖，到2001年塞雷拉公司宣布完成人类

基因组测序图，生命科学领域不断进步，

2009年美国科学院宣布进入“新生物学

时代”，新生物学的内涵既包括了生物学

内部各种分支学科的重组与融合，又包

括了化学、物理、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

众多非生命学科与生物学科的紧密交叉

与整合。生命科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的

融合、转化与交叉，为医学科学研究带来

了新的机遇，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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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en Q, Xu L G, Liang C, et al. Photothermal therapy with immune-adjuvant nanoparticles together with checkpoint blockade for effec⁃
tive cancer immunotherapy[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7: 13193.

13



科技导报 2017，35（17）www.kjdb.org

·科学共同体推介·

塑造低碳能源的未来塑造低碳能源的未来
———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二氧化碳的应用前景和局限报告—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二氧化碳的应用前景和局限报告（（11））

英国皇家学会正在执行一项关于低碳能源的重大政策制定

项目，旨在考虑科技转型如何帮助英国过渡到低碳能源（low
carbon energy）未来，同时在短期或中期内，实施积极就业政

策，创造良好就业氛围。该计划也是遵循了英国在《巴黎协定》

作出的承诺——通力合作加快全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行动，

并履行创造更安全、繁荣的未来。

依托皇家学会的科研人员，这一低碳能源计划由不同的项

目组成，每个项目都集中在低碳领域的科学前沿，最终的项目成

果将为英国的能源系统制定新的发展方向。这一系列关于低碳

能源的政策简报旨在为政府提供充分并权威的内容，列出目前

的科研状况和尚待解决的问题。本次的报告是这个项目的第一

个研究成果，探讨了二氧化碳应用中的潜力和局限性（https://
royalsociety.org/topics-policy/projects/low-carbon-energy-
programme/potential-limitations-carbon-dioxide/）。

1 项目背景

现有技术可以将二氧化碳通过一系列的化学、物理方法转

化为甲醇、甲烷和一氧化碳等简单小分子化合物，作为燃料重新

进行利用。利用太阳能反应器，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结合水转

化为氢气和一氧化碳已成为现实，这些新的合成路线提供给了

人们清洁燃料，也展现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逐步消除依赖

化石燃料排放出二氧化碳，打造清洁的未来。目前人们正在进

一步的优化合成路线，期待这些技术的商业应用。

二氧化碳是自然界最重要和最丰富的碳源，具有较高的热

力学稳定性，活化并将其转化为有用的化学品需要更多的能量

输入，在能量输入过程中，需要采用相对低碳的方式（如应用太

阳能），才能使二氧化碳的利用产生净收益。在应用二氧化碳的

具体过程中，人们需要需要进行热力学和经济学的生命周期分

析，来了解这一过程是否实现了低碳能源利用的目的。

目前，应用二氧化碳的过程中主要面临的挑战有以下几方

面，人们应该提高对催化反应的基本了解；生产绿色氢的过程应

该经济化并规模化；二氧化碳转化的能源产品要具有有竞争力

的价格。面对这些挑战，科学家需要修改反应过程，实现新的工

艺设计，更应该通过国际合作，来保证创新与科研突破，英国皇

家学会也正在创造机会，实现这种全球合作。在催化剂和材料

研究等关键技术方面，英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极强的创新能力和

领先的商业地位。根据目前的情况，积极研究开发二氧化碳的

利用有助于经济增长。合理利用二氧化碳，可以减少英国对进

口碳氢化合物的依赖，增加英国关键化学品和材料供应的安全

性，推动二氧化碳基产品供应日益增长的商业机会。

2 二氧化碳应用情况

为实现在《巴黎协定》作出的承诺，英国面临着如何向低碳

未来过渡的挑战。二氧化碳排放是英国“脱碳危机”的核心。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方式是捕获和储存二氧化碳。希望利用

碳捕获和储存技术，至 2030年将目前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15％存储，截止到2050年储存40%。科学家对二氧化碳的储存

做过很多研究，例如将分离得到的二氧化碳储存在油气藏、深的

盐层和不可开采的煤床之中。但根据英国国家审计署的统计，

业界对碳捕集和封存的成本提出了担忧。因此，这引起了人们

对捕获二氧化碳的潜力的兴趣，而不是将其在地质上进行储

存。现有统计发现，二氧化碳占2015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的81％，来自于多种途径（见表1）。

目前全球每年使用的二氧化碳量在116~222 Mt，预计未来

每年可以使用约180~200 Mt的二氧化碳用于生产聚合物和其

他化学产品，使用1800~2000 Mt的二氧化碳生产合成燃料，这

表明，未来的这些应用可以消耗掉约0.5%~0.6％和5%~6％的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然而，另一项计算表明，截至2030年，每

年的二氧化碳使用量可以达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5％，但

计算净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使用这些技术对全球二氧化碳减排

量的贡献可能不到1％。为实现净减排，用于制造产品的二氧化

碳必须在产品寿命结束时重新利用，这些二氧化碳会影响成本

和能源平衡。

研究在英国储存或使用的这些二氧化碳主要来源于英国在

水泥、化工、钢铁和炼油等工业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而不是大气

中稀释的二氧化碳，。研究估计，到2025年，每年可以使用大约

8~9 Mt（非常高用量），3~4 Mt（高用量）或0.5~0.7 Mt（“中等用

量）的二氧化碳。这些用量相当于英国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0.1%~2.2％。目前研究显示，二氧化碳的使用规模比通过碳捕

获和储存可能存储的规模更为有限。目前超过90％的塑料生产

来自化石原料，约占原油全球石油消费量的6％，到2050年这一

数据可能会增加到20％，使用二氧化碳来制造燃料，化学品和材

料仍可能会减少提取和使用化石燃料的需求，二氧化碳的潜在

应用市场及其广大。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表1 2015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碳排放途径

用于发电和其他能源生产的燃料燃烧

航空、公路运输、铁路、航运、渔业和飞机支援车辆

商业应用如制冷及空调等

用于取暖和炊事、花园用具的燃料燃烧，气溶胶和

定量吸入器的氟化气体释放

家畜，农业土壤，固定燃烧源和越野机械

垃圾处理垃圾填埋场的废物焚烧和废水处理

除了与燃料燃烧相关的行业，如水泥，钢铁生产

碳排放量/Mt

136.4

118.8

68.6

63.4

5.2

0.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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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视域下的当代科技艺术生态学视域下的当代科技艺术

文//卞秉利、李垚、刘杰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卞秉利，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 ；李垚，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

授；刘杰，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

·科技纵横·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当代科技艺术发生存在于当代艺术

生态系统中。一般认为艺术与科学是两

种根本对立的文化形式。科学使用抽象

概括和数学公式，而艺术使用具体形式

和特殊形象。本文仅把艺术生产作为社

会和历史情境中的一部分加以分析，藉

此探究艺术与科学的真实关系。

1 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与发展

始于古希腊的摹仿说是西方艺术理

论和美学史中最为常用的概念，而逼真

再现艺术对象则是传统艺术家殚精竭虑

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到了文艺复兴时

期，透视学、解剖学与光学的运用帮助艺

术家们实现了这个伟大的目标。在视觉

艺术上艺术与科学表现出统一与和谐，

达·芬奇是艺术与科学的集大成者。

16世纪透镜的发明，产生了具有调

节焦距、使投影清晰功能的暗箱，许多艺

术家把它当作绘图工具。17世纪荷兰黄

金时代的艺术家维米尔就用此方法作

画。遗憾的是，这种暗箱技术已经失传。

19世纪摄影术的出现，对艺术家们

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同时也给艺术家们

带来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段，艺术家们纷

纷借助照片来进行艺术创作。这包括梵

高、高更、德加、劳特累克、毕加索等人。

19世纪后期一批前卫艺术家有意识

地与古典的和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进行

决裂，表现为一系列的形式实验和探

索。正如吉姆·莱文所写的，“创造新形

式是它的重要任务。自从印象主义大胆

涉足光学之后，艺术开始分享科学的方

法和逻辑。出现了利用爱因斯坦相对论

的立体派，具有工业技术效果的构成主

义、未来主义、风格派、包豪斯、以及达达

主义分子图解方式。甚至连运用弗洛伊

德梦境世界理论的超现实主义形象和受

精神分析过程影响的抽象表现主义的行

为方式，都是试图用理性的技巧来驾驭

这些非理性的事物”。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

洲和北美产生的新艺术潮流汹涌而来，这

种新潮流，就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流派

五花八门，它与现代艺术追求纯粹形式不

同，在表达手段上无所不用，尤其是当代

科学原理技术手段，涉及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生态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与数码

影像等，甚至出现了取代手工技巧的绘画

机器人、生成艺术，产生了光效应艺术流

派与新媒体艺术类型以及数量众多的无

流派的独立的科技艺术作品，创造了全新

的艺术语言、艺术形态与审美体验。

光效应艺术是视觉的、光学的艺术，

采用幻觉的色彩、赫曼方格等几何图像

样式或强调对比的技法，以呈现强烈错

视效果的抽象绘画。代表画家是维克

托·德·瓦萨列里。新媒体艺术运用计算

机等最前端的数字科技，发展出惊人的

成果。互联网与虚拟现实的计算机仿真

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刺激了新一代

艺术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大量的当代科技艺术作品的边界是

模糊的，很难归类。例如：《比特水幕（Bit.
fall）》（图 1），德国艺术家波普的人工智

能作品。作品包括两个结构：水循环和

信息流。128个喷嘴由同步电磁阀控制，

水滴从喷嘴中间隔喷出，滴落到地面上

之前清晰显示图文，随后即被新的图文

取替；作品与互联网连接，编程软件实时

计算过滤热门信息，得出的图文信息便会

呈现在水幕中，揭示了数字化过程与社会

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Presence）》
（图 2）是以青草和叶绿素的光敏感为基

础，创造出一系列光合作用照片中的一

幅，作者是英国艺术家阿克罗德和哈维。

这张“种”出来的“照片”的艺术灵感与知

识来源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

2 现代科学对艺术的影响

从艺术的发展演变不难看出，现代

科学的崛起对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是对艺术观念的冲击。抽象主义

否定艺术再现的重要性，突出强调线、

面、形、色的纯抽象本质，适应于科学的

抽象思维、未来主义崇尚机械或速度的

美感，回应20世纪初的工业文明。其次，

是对艺术家地位的挑战，艺术家和非艺

术家的界限被打破。事实上，许多当代

科技艺术作品就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跨

界创作完成的。甚至有学者认为，人工

智能将超过人的审美能力，取代艺术家

而成为艺术创作的主体。第三，对艺术

表现手段的丰富。当代艺术的某些技巧

可用科学技术来代替，创造出新的艺术

语言、空间、媒介、对象，使当代科技艺术

成为独特的、进步的美学新类型。

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给艺术带来了

某些负面影响，但是更要看到它对艺术

发展所提供的营养与动力。在人类文化

生态的链条上，艺术与科学是相互纠缠

的孪生兄弟，亦如在生态圈中地衣是藻

类和菌类的共生体：藻类行光合作用提

供养份给菌类，菌类提供水份和无机质

给藻类。艺术和科学应是互利共生的。

像生机勃勃的物种一样，艺术与科

学也有一种发展和变化的内在能力。人

类创造力最有活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在这

种文化生态中的新的艺术样式的发展。

新世纪文明的出现有赖于艺术与科

学的奇点。

图1 《比特水幕》

（图片来源：http://www.goethe.de/ins/ee/

prj/gtw/aus/wer/pop/enindex.htm）

图2 《存在》

（图片来源：http://www.ackroydandharvey.

com/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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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逮捕””病毒病毒DNADNA者者

·科学人物·

稿件支持：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系列报道

她揭开细菌免疫系统 CRISPR 的工

作原理，为这一基因组编辑技术在工业、

农业、医药和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应用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山东出生成长的王艳丽，骨子里

透着一股山东人特有的朴实和勤奋，又

隐隐有一股低调的冲劲儿。1992年，王

艳丽初次离开山东，赴武汉大学就读微

生物及免疫学专业。在此地，她开始真

正领略科学的魅力，也坚定了在科研道

路上走下去的决心。现在真正成为了一

名科学家，身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的王艳丽笑言：“科学家比农

民工还要辛苦，虽然不是重体力劳动，但

工作时间每天都很长”。尽管如此，对于

她来说，科研仍然其乐无穷。至于如何

在做实验、发论文、申请基金的缝隙中做

到专注，王艳丽说，重点是“要集中火力

解决一个方面的事情”。

被结构生物学吸引

王艳丽的主攻方向是结构生物学，

她进入这个领域是从博士阶段正式开始

的，虽然不算早，但一进入就被深深地吸

引了。她说：“结构生物学非常有趣，自

然界中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在对其分

子进行结构解析之后便会豁然开朗。”

科学家们在研究细菌基因的过程中

发现，细菌会“了解”之前见过的病毒，并

在将来更好地抵抗感染，这源自其自身

的获得性免疫系统——CRISPR。细菌

把病毒的一段DNA像“通缉犯”一样存在

自己的基因组里，当病毒再次进犯，细菌

便能迅速从“数据库”中制作出一段RNA
作为“通缉犯画像”，并“分发”给名为

Cas9蛋白质的“巡逻警察”。Cas9蛋白

质开始扫描细菌内部，将每一段DNA与

“通缉犯画像”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完全

吻合的 DNA，它便“逮捕”并切除病毒

DNA使其失效，避免细菌再次受到攻击。

科学家们很快意识到，CRISPR系统

意味着细菌能够高效地对自己的基因组

进行编辑，在此基础上，他们将能研发出

一种全新的基因工程技术。因此，瞄准分

子生物学和结构生物学的王艳丽决心彻

底搞明白 CRISPR 系统的作用机理。

“CRISPR系统分为2大类，细分为6个类

型和19个亚型，Cas9蛋白质属于第二大

类。”王艳丽详细介绍道，“我主要研究的

是Cas蛋白质结构更为复杂的第一大类，

它们首先被发现，并且分布最广，在

CRISPR系统中占到约90%，具有很强的

代表性。”

“解构”CRISPR系统，却不愿随波逐流

经过数年努力，王艳丽在CRISPR系

统的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揭示了CRISPR系统从感染的病毒中获

得免疫原性的分子机制和通过小向导

RNA分子降解病毒核酸的机理，为CRIS⁃
PR技术在工业、农业、医药和生物技术等

方面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阐明了CRISPR系统的作用机理，自

然就可以帮助细菌抵御病毒的入侵。有

些细菌一旦生病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

损失。“比如我们生产酸奶都会用到嗜热

链球菌，它能够将奶中的乳糖分解成乳

酸，带来独特的口感，可是噬菌体却会让

这些细菌“生病”，极大地影响酸奶的生

产质量。”王艳丽说，“倘若是工业微生物

或医学微生物受到感染，造成的损失就

更加无法估量了。”

与此同时，可编程的CRISPR技术由

于其易用性和通用性，使其在医学、农业

等研究领域具备无穷无尽的应用潜力。

2016年 6月，美国批准了CRISPR基因

治疗方案进行人体临床测试。1个月之

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也声称将开展全

球首例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临

床试验，以尝试治疗肺癌。一切都进入

了快车道。

近几年，CRISPR/Cas9技术的狂潮

席卷全球，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纷纷用它

进行基因改造，并催生了上千篇文章的

发表。“我最开始决定研究CRISPR时，整

个国际上相关领域的论文还不到50篇，

我还没发现在哪个领域内，有哪种技术

能够像CRISPR这样发展得如此迅猛。”

但身处浪潮之中的王艳丽并不想随波逐

流，她希望能像以前一样扎扎实实地做

研究，“CRISPR/Cas9的确是革命性的技

术，但仍只是第一代工具，存在一些不足

和限制，还有更多的工具尚待开发。其

他Cas蛋白质也有作为基因组编辑工具

的潜质，在未来也可能成为Cas9的有力

补充，进一步丰富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工

具箱。”

王艳丽深知科研不能急功近利，要

稳扎稳打：“做研究就像破案，自然界中

有很多难以想象、无法解释的现象，必须

一环扣一环地去破解、去推理，不能自作

聪明、自以为是。”

CRISPR技术带来了无穷的想象空

间——人类也许能治愈HIV及其他逆转

录酶病毒，或是清除隐藏在DNA中的致

命性家族遗传疾病。但强大的CRISPR
技术也并非万无一失，基因编辑可能如

愿消除某种疾病，却也有可能诱发错误。

人类对于基因组乃至生命科学的了解仍

只是冰山一角，必须像王艳丽这样，以谦

逊、谨慎、敬畏的态度投身基因研究，才

能真正为人类带来福音。

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王艳丽

说自己不喜欢“把‘女科学家’单独拿出

来说事儿”，但她不讳言，在科学领域中，

女性与男性相比仍处于天平翘起的一

端，其原因是在职业发展的更高阶段，女

性“坐在第一排”的意愿似乎越来越弱。

因此，她认为，对于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

科研工作者来说，执着且专注的态度更

加重要。“做科研需要极强的决心，需要

努力去做。别的行业应该也都是如此。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希望大家在作出选

择之后，都能努力坚持到底”，王艳丽如

是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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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修改科研论文的困难过程直面修改科研论文的困难过程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

院，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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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彭渤

科技论文是想出来的，也是写出来

的，但更是改出来的。科研工作中，研究

者有了点子和思路，就开始写论文，常常

感觉比较有兴趣，也比较轻松，甚至信马

由缰。但与写论文不同，很多研究者改

论文时则常常表现出忧心忡忡、患得患

失、瞻前顾后、驻足难行。这就给人一种

“改论文难于写论文”的感觉。大多数科

研论文都是不断思考、不断修改而产生

的。因此，改论文也是科研中一项十分

重要的工作，值得分析和重视。

总体上，改论文可以分为给他人改

论文和给研究者自己改论文两种情况。

给他人改论文，比如给研究生改论

文，常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学生与导

师配合，按照有一定共识的思路和目标

完成的论文需要修改。一种是学生“我

行我素”，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论

文，然后交给导师修改。

对于前一种可能，又会出现两种情

况。一种情况是学生完全与导师配合，

按照共识将工作逐一完成，遇到困难则

商量解决，然后形成论文。这应该是大

多数导师指导学生时愿意看到的情况。

这时，导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一种合作关

系，导师在改论文时，就如同自己写论文

一样，有兴趣、有热情，也感到轻松，虽然

修改论文有困难但也愿意坚持下去。

还有一种情况是学生按照与导师达

成的共识开展工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

中遇到难点或者难题，不愿意花时间和

精力做下去（或者没有能力做下去），不

愿意吃苦，不想攻克难关，但又想发表论

文。于是学生就在形式上完成论文，余

下的修改工作留给导师来做。这时，老

师改论文就比较头痛了。特别是对于像

我这样数学不太好、计算机软件也用得

不太熟练的老师，面对一些数据处理的

问题，如果学生确实花了时间和精力却

没有解决，我会通过其他途径想办法帮

助解决。但如果学生既没花时间，也没

下功夫，就等着老师来处理，遇到这种情

况，论文在我这里就基本搁置了——因

为合作已经变得不愉快。

记得曾有个学生，并没有解决一篇

论文中我要求他解决的问题，没经过我

的同意就将论文投出去了，后来审稿通

过了。接到期刊编辑部的电子邮件后，

我再次要求学生解决论文中的关键问

题。学生则不理会我的意图，认为论文

被录用就可以了。最后，我只好给编辑

写信表明：如果这篇论文中的一个问题

没有解决，我不同意该文在他们刊物发

表。最后，该论文没有见刊。

修改自己的论文，其实是一个自我

斗争的过程，其难度可想而知。投稿之

前的论文修改，常常是针对一些具体的

问题有目的地修改，是一种主动识别式

修改，可以归结为“写论文”的一个环

节。投稿后的论文修改，才是真正的修

改论文。这时，难度、麻烦等都来了。在

我看来，没有被拒稿但需要修改的论文，

其修改工作比写论文要难——常常要面

对审稿人提出的一大堆问题。专业的、

高水平的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往往很中

肯，对论文质量提升很有帮助。面对这

样的审稿意见，虽然觉得困难，但也同时

快乐着。但有时候研究者不得不面对一

些天方夜谭式的审稿意见，这时就会感

到头大、特别苦恼。

记得有篇论文的研究中，我是按风

化剖面风化程度野外观察结果进行采样

的，而审稿人要求按土壤剖面分层的原

则进行取样。这就等于野外观察要重新

推倒再来。研究者面对这样的审稿问题

时，既要做好回答，又不能“得罪”审稿

人，那么就需要采取“魔高一尺，道高一

丈”的对策。

最难面对的是拒稿论文的修改。稿

件被拒是我们投稿之后常常遇到的、必

须面对的事情。有些论文被拒稿，作者

通过编辑提供的审稿意见可以得知被拒

稿的理由。在修改论文时，作者虽然心

情郁闷，但目标明确。这时，再难也要坚

持下去。很多时候，是好事多磨，然后柳

暗花明。

最难、最头痛的，要属没有审稿意见

的拒稿。这说明投出去的论文，没有达

到刊物的基本要求，论文的水平有待整

体提升。如果数据资料不太好，这时可

以进行适当的修改，然后把论文投到档

次较低的学术刊物。而数据资料好的论

文，如果放弃或降低要求投稿，就可惜

了。毕竟采集那些数据要投入，既要花

钱，也要花时间和精力。对我而言，起码

的要求是不辜负自己和与自己合作的同

事、学生的付出。这就特别需要我们能

够真正地战胜自己，不被困难所吓倒。

记得我们曾有一篇论文投给某国际

刊物，3位审稿专家对研究工作都给予正

面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很多不足。一

审过后，论文没有被接收。我们按照审

稿意见重新进行有关实验分析，然后重

新修改、投稿。几个月后，又得到一大堆

别的审稿意见，论文还是没有被接收。

我们反复考虑之后，觉得不能降低要

求。于是，继续修改，继续投稿。但最后

还是重复了先前的故事，只不过这次主

编不再鼓励我，而是以稿件已3次送审为

由，拒稿了！我当时真是感到孤独无

助。后来，我带着十分低落的心情参加

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希冀通过作报告来

获得同行的帮助。就是这次会上同行的

提问，促使我重新构思论文。然后，我将

修改后的论文投到另一重要国际期刊，

论文最终在该刊物刊出。这篇论文从最

开始投稿到最终刊出，整整耗费了5年。

如果我们在困难面前屈服了，那这项工

作就只能石沉大海。

总之，论文是改出来的，修改论文是

一个战胜自我的过程。希望年轻人不要

被困难挡住脚步，而要踏踏实实地做科

研、写论文、改论文，和学术同行分享科

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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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走近一座更纯粹的象牙塔走近一座更纯粹的象牙塔

[美] 埃德·里吉斯著，张大川译。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 4月第 1版，

定价：60.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鞠强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

普林斯顿是享誉全球的学术重镇，

这个美国新泽西州小城的名字之所以令

学术界感到如雷贯耳，除了因为声名远

播的普林斯顿大学坐落于此，还因为有

一所同样显赫的研究机构也扎根此地，

那就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以 下 称“ 高 研

院”）。

很多人会把高研院误认作是“普林

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其实不然。虽然

高研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只有咫尺之遥，

二者之间也有合作关系，但是二者在财

务、行政、人员等方面都是完全独立。成

立于 1930 年的高研院，因为爱因斯坦

1933年开始在此工作直到去世而驰名。

与此同时，很多影响20世纪科学发展的

著名学者都曾经在此工作过。因此，高

研院是任何20世纪科学史都不该遗漏的

地方。若想了解爱因斯坦和这些大师们

在高研院的故事，埃德·里吉斯的《谁得

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院的大师们》一书堪称最佳指南。

一看书名便知，爱因斯坦是高研院

的旗帜性人物。其实，爱因斯坦一生中

最重要的成就和荣誉，包括他在“奇迹

年”的发现以及随后创立的广义相对论，

也包括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在加盟高研院

之前取得的。即便如此，高研院却是爱因

斯坦科学人生中不可替代的地方。正是

在此处，爱因斯坦开始向他的终极梦想

——大统一理论迈进。虽然至死未找到

窥探上帝造物规律的法门，但他开创的方

向却激励了追求终极理论的后来者，包括

目前在高研院工作的爱德华·威腾。此

外，凭借他的巨大号召力，有更多的著名

学者来到高研院工作，甚至影响了美国

科学的发展。里吉斯就在书中引用了物

理学家郎之万评论爱因斯坦从欧洲坐船

到纽约的一句话：“……物理学教皇移驾

了，美国将成为自然科学的中心。”

里吉斯以爱因斯坦与高研院的故事

开篇，一是因为爱因斯坦的声望，二是因

为爱因斯坦是最早在高研院工作的那批

学者之一。此后数十年间，哥德尔、冯·

诺依曼、奥本海默、李政道和杨振宁等人

都在高研院书写过探索未知、寻求真理

的乐章，里吉斯也从物理、数学等学科的

角度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大师的名字

在科学史上如雷贯耳，因此如果只是介

绍他们的发现，似乎了无新意。难能可

贵的是，里吉斯多次到高研院收集资料，

对曾经和现在在高研院工作的学者进行

访谈。因此，他能够获得很多第一手写

作素材，也得以深入观察高研院的特质。

在高研院工作的学者们对终极的真

理和自然的奥秘有着非常纯粹的追求，

这是一种超越了技术突破和应用前景的

追求。在高研院，没有实验室，所有人只

是进行理论研究。里吉斯提到的两个例

子就很有代表性：一是有人问爱因斯坦，

他的实验室在什么地方，他从胸前的口

袋里摸出一支钢笔说：“这儿”；二是数学

家马斯顿·莫尔斯曾经说过：“我虽然研

究天体力学，但对登月没什么兴趣。”

高研院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高研院创建人弗莱克斯纳对高等教育有

很深的研究，在高研院创立之初，他希望

高研院能成为一个科研机构的新范本。

这里没有学生，没有教师，研究人员不必

为备课授课而耗费精力，所有时间都可

以花在研究上。高研院为研究人员提供

优越的待遇，解决了研究人员的后顾之

忧，又对研究人员不设定考核指标，因此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研究。这些体

制上的创新，为灵感的萌芽提供了自由

的土壤。相比于大学，高研院是一座更

纯粹的象牙塔。

不过，高研院虽然享有盛誉却并非

完美。同许多机构类似，高研院在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问题。比

如说，管理过于松散，无忧无虑的环境不

利于对研究人员产生激励和促进作用。

再比如说，汇集的科学大腕多是在功成

名就之后加盟高研院；他们在高研院并

没有重要的发现，因此这里更像一座“名

人堂”。此外，高研院保守的氛围和低下

的效率不利于招聘到有潜力的青年才

俊。里吉斯在书中没有回避这些问题，

得益于他的客观和坦率，读者有机会从

多角度观察高研院。世界上有很多研究

机构参照高研院的模式设立，这些问题

也依然存在，因此借由本书的观察去寻

找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不仅有助于高

研院的自我革新，也能帮助其他研究机

构少走弯路。

如果没有兴趣阅读，所有的收获就

无从谈起，因此为读者提供充满趣味的

阅读体验是本书成功的基础。里吉斯在

写作中对素材的处理游刃有余，把握着

很好的叙述节奏。他不是严格按照时间

顺序推进，而是将大师的趣闻轶事、研究

的历史脉络和重要的背景知识彼此穿

插，这样既不会让人觉得浅尝辄止，也不

会感觉枯燥无味。类似的写作方式，很

多杰出的科普作家都会采用，里吉斯的

这本书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里吉斯写作此书时，高研院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现在，这本书距离首次出

版已经过去30年，高研院也已经走过87
个春秋，很快就可以挂上“百年老店”的

招牌。在这些年里，高研院的名人录更

加熠熠生辉，很多大师未竟的事业也在

不断推进；可是高水准介绍高研院的书

籍却并未不断涌现，本书的再版对想了

解高研院故事的读者来说是一个福音。

书中一些内容虽然显得“过时”，却丝毫

没有影响阅读的收获。我们能够深切体

会到，正是有这些昔日探索的基础，才能

在今天迎来曾经不可思议的科学发现，

并对未来有更多期待。

本书的书名提出了一个问题：谁得

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吉斯在书中

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天文学家施特龙根

和数学家伯凌先后使用了这间办公室。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科学家的办公室没有

被当成文物一样陈列起来，也许正是高

研院精神的象征：这里科学至上，求知的

精神始终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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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电子发展回顾与展望印刷电子发展回顾与展望
崔铮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印刷电子技术中心，苏州 215123
摘要摘要 印刷电子技术作为一个新兴电子技术正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通过印刷方法制造的信息电子与光电子器件和系统

具有大面积、柔性化、个性化、低成本、绿色环保等一系列优点。尽管印刷加工本身没有传统微纳米加工的高分辨率与高集成度，

但上述优点足以使印刷电子在许多新应用领域发挥作用。本文对印刷电子定义、起源、发展历程及产业与技术现状进行了全面

介绍，分析了印刷电子面临的挑战，并对印刷电子未来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印刷电子；柔性电子；无机纳米材料；物联网；绿色增材制造

1 印刷电子及特点
印刷电子，也就是“印刷+电子”，即利用传统印刷技术来

制作电子器件或电路。传统印刷技术即所熟知的印刷报纸

与杂志的技术。传统印刷报纸的技术何以可以用来印刷电

子？印刷报纸或杂志用的是黑白或彩色油墨。如果把这些

仅是表达颜色的油墨换成具有电子功能的油墨，印刷出来的

图形就具有了电子功能。类似于印刷彩色图画的多色套印

技术，多种电子功能油墨也可以通过套印方式叠加印刷，形

成复杂的电子功能结构。目前普遍使用的各种电子设备中

的集成电路芯片 IC与印刷电路板PCB（printed circuit board）
是通过复杂的光刻、显影、刻蚀等一系列加工步骤实现的，而

印刷制造则简单得多。图1比较了传统平面微纳米加工与印

刷加工的区别[1]。

同样是将一种功能材料在平面基底上制作成图形结构，

传统集成电路芯片的加工方法要经过从镀膜到去胶 8个步

骤，而印刷加工则只需要2步。印刷方法可以直接将功能材

料以图形化方式沉积到基底表面，只需要额外的烧结工艺，

将墨水材料烧结成固体材料，就形成了传统工艺需要8步才

能实现的同样的图形结构。

印刷制造与现已熟知的 3D打印一样，本质上是一种增

材制造技术。而传统集成电路芯片加工或各种电子设备中

常见的电路板制造技术，都是减材制造技术，即通过等离子

刻蚀或酸液腐蚀将不需要的材料去除，形成功能材料的图形

结构[2]。印刷增材制造有5个优点。

1）不依赖基底材料的性质。集成电路芯片只能在硅基

半导体晶圆上制备，而印刷可以在任何材料表面沉积功能材

（b）印刷加工

图1 传统集成电路芯片加工与印刷加工的比较

Fig. 1 Comparison between conventional microfabrication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printing fabrication

（a）传统平面微纳米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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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增材制造：：印刷电子和印刷电子和33DD打印技术打印技术
刘雷 1，刘禹 2，张婕 3

1.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190
2.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无锡 214122
3.常州印刷电子产业研究院，常州 213000
摘要摘要 增材制造作为智能制造的一部分已经被科研及工业界广泛关注。印刷电子和3D打印是两个典型的增材制造技术案例。

在锁定增材制造的前提下，本文着重介绍了这两项技术的工艺发展历史和现状；通过对电子和光电器件的可印刷结构和性能的

综述，引申出对增材制造工艺和功能性材料进一步优化的实际需求。这一生产工艺和材料系统的同时优化和创新将最大限度地

发挥增材制造优势，从而促进应用市场的开发，加速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

关键词关键词 增材制造；印刷电子；3D打印；功能性材料；功能性油墨

作为广义增材制造的雏形，数控增材制造（data driven
materials deposition，DDMD）技术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就由美

国工业界及政府投入研究。这一研发动力源于电子电路、电

子元器件、机械零部件制造及修复的单一性、随机性和不确

定性[1-5]。由于数控打印能够在设计完成后快速定位，增材成

型，无需等待模具/模板加工来定位成形，因此可以很好地用

于电路板导线、芯片焊点、机翼裂纹填补/修复等。DDMD生

产工艺包括喷墨打印、挤压打印、激光固化、气雾喷射等，所

涉及的材料有纳米金属油墨、低熔点焊锡、纳米金属粉末

等。在缩短生产周期、优化生产工艺的需求下，从设计到样

品成型的周期急剧缩短，因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力。

这使得 3D打印工艺和材料技术研发在近年来得到快速增

长 [6-8]。由于 3D打印注重于三维几何结构通过逐层打印成

型，因此所用的材料多是可结构成型材料，如塑料、金属/合金

纳米粉末、黏结剂等。3D打印工艺有热挤压打印（塑料等）、

激光/原子光束烧结（金属/合金纳米粉末等）、喷墨打印（黏结

剂等）。不难看出，DDMD和3D工艺均用数控打印技术，只是

材料/器件结构与后续材料固化/成型工艺有所区别。

与DDMD和3D打印相比，印刷电子技术[9]囊括了更多增

材制造技术。这些增材制造技术可分为两类：非接触性和接

触性增材工艺。非接触性增材工艺技术（如喷墨、喷头热挤

压、激光、喷雾打印等）已在DDMD和3D打印广泛应用，其特

点是打印工具不与衬底表面直接接触，对衬底表面粗糙度/形
态不敏感，因此非常适合在三维表面打印/结构成型。相反，

接触性增材工艺（如丝网、凹版、凸版印刷等）的图形模具在

印制过程中会与衬底表面直接接触，对衬底表面粗糙度/形态

敏感，因此更适合大面积平面增材制造。印刷电子基于先进

功能性有机和无机纳米材料的研发，将功能材料配制成油

墨，用增材印刷/打印的方式直接在衬底上逐层叠加套印而形

成印制电子、光电、传感等器件（印刷电子）。功能性高分子

材料的研究及其商业价值得到科学界的高度评价，Alan
Heeger、Alan MacDiarmid 和 Hideki Shirakawa 因此被授予

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印刷电子技术也被业界推崇为引领

21世纪柔性电子及应用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本文将就印刷电子及3D打印增材制造的工艺、材料、应

用近况予以总结比较，从而结合印刷电子及 3D打印各自优

势，优化增材制造材料、器件和工艺在光电、电子、传感、医疗

健康、物联网等行业的应用。

1 增材制造印刷电子
传统微电子生产工艺是在洁净室通过高真空蒸镀及减

材制造技术来完成的。其突出的缺陷表现在：蒸镀设备及工

艺成本高，运行费用昂贵；减材制造电路板耗时耗材，排放成

本高，且废液造成重金属及化学污染；此外，电路板还存在芯

片及其他元器件与电路板贴片封装等后续工艺。与传统微

电子相比，印刷电子技术运用优化的图形印刷作为其增材制

造工艺，使功能性材料在衬底上一次成形，无需后续减材成

形。印刷电子增材制造将电路及功能性器件（如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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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基墨水的制备及其在印刷电子中石墨烯基墨水的制备及其在印刷电子中
的应用的应用
李文博 1,2，王旭东 1，宋延林 2

1.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
2.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摘要 石墨烯材料具有优异的导电性、柔性、化学稳定性等特征，在印刷电子领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概述了石墨烯材料的

宏量制备方法，结合喷墨打印、丝网印刷和3D打印等方法介绍了石墨烯墨水制备的技术特点和要求，展示了石墨烯在印刷电子

功能器件中的应用，主要类型包括透明导电薄膜、柔性电路、超级电容器和可穿戴传感器等。总结了该领域当前研究进展中存在

的问题和挑战，从材料设计、加工制备和器件应用方面进行了展望。在未来发展中可通过丰富石墨烯打印线路的结构形式，并注

重利用组装的策略增强结构有序性，实现多功能、高性能的器件制备和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印刷电子；石墨烯；喷墨打印；丝网印刷；3D打印

功能材料的图案化技术在高性能光电子器件等领域吸

引了广泛的关注[1-2]。纳米技术与印刷技术的结合，促进了印

刷电子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功能材料的图案化与器件制备提

供了有效途径[3-5]。相比于传统的微电子加工技术，将印刷技

术应用于电子产品制造加工过程，可发挥印刷技术高效、环

保、低成本生产的特点。从器件或产品上来说，印刷电子的

突出特征在于其大面积化、柔性化和可定制化，这些特点使

其可以开拓硅基电子难以实现的新应用领域。目前，柔性功

能器件已在有机光伏、柔性发光与显示、薄膜晶体管和传感

器等领域实现了应用。其中纳米功能材料的发展尤其是新

型墨水材料的设计开发具有关键作用[6-7]。

石墨烯的发现开启了二维纳米材料研究的热潮，理论和

实验上不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揭示了石墨烯独特的物理特

性，包括高比表面积和机械强度、极佳的透光性、导电及导热

性能等[8-11]。这些优异的性能源于石墨烯独特的结构特征，其

基本单元是由 sp2杂化的碳原子构成的单原子层晶体，具有

二维周期蜂窝状的晶格网络结构[9,12]。溶液分散状态下的石

墨烯材料具有极佳的应用灵活性和规模化前景，能够通过多

种加工手段制备石墨烯宏观材料。将单片石墨烯的优异性

质体现为宏观材料的属性，是石墨烯的主要挑战之一[13]。另

一方面，石墨烯的图案化是制备功能器件的基础。因此，研

究高性能的石墨烯墨水，结合特定的打印/印刷技术，设计构

筑新型的结构及图案，探索制备具有特殊功能的电子器件，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本文概述了石墨烯材料的宏量制备方法，结合不同的打

印/印刷方法介绍了石墨烯墨水制备的技术特点和要求，展示

了薄膜型和三维型结构的石墨烯在印刷电子功能器件中的

应用。总结了该领域当前研究进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从

材料设计、加工制备和器件应用方面的进行了展望。

1 石墨烯墨水材料
高质量石墨烯的制备是探索揭示其新的特殊性质的基

础，针对不同的应用范围进行石墨烯材料的宏量制备，是其

通向应用的关键[14]。目前石墨烯的主要制备方法包括机械剥

离法[8]、外延生长法[15]、气相沉积法[16]、化学合成法[17]、液相剥离

法[18]、氧化还原法[19]等。其中，通过自上而下的液相剥离法及

氧化还原法来制备石墨烯既简单有效，同时又可以达到宏量

制备的目的，可在石墨烯材料的现实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化学结构上，液相剥离的石墨烯具有较为完整的晶体结

构，质量高且缺陷少；氧化石墨烯（graphene oxide，GO）在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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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薄膜晶体管的发展现状有机薄膜晶体管的发展现状、、机遇与机遇与
挑战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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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由于有机薄膜晶体管（OTFT）可采用低温低成本印刷工艺按需加工，及其良好的机械柔韧性和不断提升的器件性能，获得

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密切关注，在包括柔性显示和传感器等诸多领域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力，但目前OTFT离大规模产业化还

存在一定距离。结合市场实际需求，对OTFT现阶段的发展现状、机遇与存在的挑战进行总结。

关键词关键词 有机薄膜晶体管；柔性显示；传感器；印刷电子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etal-oxide-semi⁃
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s，MOSFET）自 1960年在贝尔

实验室问世以来，作为核心开关电子元器件，推动整个半导

体集成电路产业按照摩尔定律[1]迅猛发展。MOSFET是现代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十年来，随着显示技术开始在信息交互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薄膜晶体管（thin-film transis⁃
tor，TFT）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MOSFET以微电子

产业为核心不同，TFT技术以平板显示行业为支撑，在大面积

电子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薄膜晶体管TFT是一种关键半导体元器件，能够实现包

括逻辑开关、提供驱动电流和信号处理在内的多种功能，是

显示驱动背板及传感器阵列的重要组成部分[2-3]。图1为常见

的液晶平板显示（liquid crystal displays，LCDs）和有机发光二

极管（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OLED）显示示意图，TFT起

着至关重要的驱动作用。TFT所采用的半导体材料体系主要

包括以下类型：非晶硅（amorphous silicon，a-Si）[4]、低温多晶

硅（low temperature poly-silicon，LTPS）[5]、非晶金属氧化物

（amorphous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AOS）[6] 及有机半导

体 [7]。其中 a-Si TFT技术路线由于良好的均一性和可加工

性，被全球各大显示面板厂商（如韩国三星电子、韩国LG、日

本夏普、友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等）采纳，在LCD领域占

据了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LCD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型显

图1 TFT-LCD和TFT-OLED显示的界面结构示意

Fig. 1 Illustration of the cross-se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FT-LCD and TFT-OLED dis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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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油墨印刷转移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导电油墨印刷转移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进展进展
李路海，辛智青，李修，徐艳芳，刘儒平，雷晟，曹国荣，莫黎昕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市印刷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2600
摘要摘要 伴随印刷电子产业化技术发展，导电油墨及其应用技术获得了长足进步。为了获得高导电性高精度印刷线路，必须保证

导电油墨在印刷过程的高转移率；导电油墨的印刷适性、承印物表面性能和印刷工艺技术，都会影响油墨转移率及印品性能。针

对常用接触式印刷方式，例如凹版印刷、柔版印刷、丝网印刷和胶版印刷，分析了影响导电油墨印刷转移率的一系列因素，探讨了

提高导电油墨印刷转移率的方法。研究表明，导电油墨印刷转移过程受油墨材料、印刷工艺和印刷装备影响，影响导电油墨转移

率的关键因素在于油墨流变性和承印物表面与油墨相容性的改进及印刷工艺技术调整。

关键词关键词 印刷电子；导电油墨；油墨转移率；柔版印刷；印刷适性

印刷电子属于功能印刷，导电油墨是印刷电子器件制备

的关键环节。作为功能性油墨，导电油墨已有近50年的发展

历史。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及加拿大等国处于领先地位。

1948年美国公布的银和环氧树脂导电涂料，是导电油墨的雏

形。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生产以银和碳为导电材料的防

静电涂料。美国军方在20世纪60年代将导电涂料应用于电

磁屏蔽。同期，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相继研制导电涂料，将

电能转化为热能。20世纪80年代，国外开始出现了镍、铜防

静电涂料。铜导电涂料稳定性良好，低频区（30 MHz）屏蔽效

果良好。1989年加拿大的Schoenwald等[1]发布了油溶性导电

油墨在磁盘还原薄膜屏蔽上的应用。1996年华盛顿大学的

Fernandez等[2]研究了碳黑丙烯酸水性导电油墨。1998年美国

研究了电磁屏蔽丁基卡必醇基银导电油墨和半导体间防静电

涂料的微结构及性能。1999年出现了聚吡咯的核壳乳液聚合

型透明导电涂料。2004年Nano Products公司生产了导电性、

电磁屏蔽及透明度良好的银导电油墨，可用于液晶及等离子

等显示设备。2005年韩国开发出纳米银导电墨水，可用于无

线智能识别电子标签RFID、印刷电路板（PCB）、柔性印刷电路

板（FPCB）及印刷电磁波屏蔽材料，导电效果良好[3]。2006年8
月摩托罗拉利用图解技术制造了全球第一款全印刷半导体电

路，可用于RFID标签、柔性显示器和智能包装等。

目前中国导电油墨以高校、研究所研发为主。1994年报

道了复合型石墨/碳黑导电涂料及其在电热器方面的应用[4]。

1996年报道了水溶性导电涂料及薄膜开关银浆和碳浆导电

油墨。1998—1999年，铜复合材料和丙烯酸清漆作为黏结剂

的静电屏蔽导电涂料问世。2001年，上海博纳制备出无机纳

米粉体，克服了有机导电涂料、塑料等制品耐候性差等不

足。该阶段研究集中于电磁屏蔽导电涂料。2002—2003年，

上市了72KKD系列电磁波屏蔽导电涂料。同年，武汉三莱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薄膜上印制

电路板的水性导电油墨，通过了技术鉴定。2004年，上海某

公司针对 FPCB、薄膜按键开关（membrane switches）、冷光板

（electro luminescent）、触摸荧光屏（touch panels）等应用，推出

了不同特性的导电油墨。2007年以来，北京印刷学院等单位

在纳米金属和导电高分子及碳材料导电油墨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进展，并将之应用于凹版、柔版、胶板及喷墨等印刷方式

制备RFID天线[5]。2010年起，中国掀起了印刷电子研究高潮。

随着印刷电子产业化技术的发展，对印刷导电线路或制

作电子器件的效率和精度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导电油墨的

应用领域也从早期的防静电层、电磁屏蔽或电热转换等，扩

展到柔性显示、照明、新能源、可穿戴电子产品和高精度印刷

电路等，并在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RFID电子标签、印

刷电池等方面得到了应用。改进导电油墨制备工艺，应用纳

米级的导电填料，降低导电填料含量与后处理温度，改善油

墨印刷转移率，已成为影响印刷电子器件性能及原材料消耗

和制备效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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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纸电池及其应用印刷纸电池及其应用
张霞昌 1,2，曹卓 1，王展 2

1. 常州印刷电子产业研究院，常州 213000
2. 常州恩福赛印刷电子有限公司，常州 213001
摘要摘要 由于极高的柔性度和适应卷对卷印刷工艺带来的低成本等优势，纸电池在众多领域有着独特的应用价值。阐述印刷纸电

池的研发历史、原理及工艺特点，介绍其在有源/半有源RFID智能标签、可穿戴设备、离子电渗透面膜等方面的应用，并简述印刷

纸电池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关键词 印刷电子；纸电池；半有源RFID；温度标签；离子电渗透

1 纸片式锌锰电池——纸电池
纸电池，会让人联想到这是一种以纸为原材料的电池，

但事实并非如此。纸电池名称的来源完全是因为其采用了

印刷的工艺进行生产，能够实现薄如纸片的厚度。其电化学

系统依然是传统的锌锰体系。

1.1 研发历史

锌-二氧化锰系列电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电池品种之

一。自从1865年法国工程师Lechanche制作出第一块以氯化

铵水溶液为电解液的中性锌锰电池起，已有 150余年的历

史。在这一个半世纪的技术发展中，电池逐步经历了从湿电

池到干电池，从糊式电池到纸板电池，从氯化铵型到氯化锌

型再到碱性锌锰电池的发展[1]。锌锰体系电化学系统由于其

原材料低廉的价格、资源的丰富、相对的安全性和环保型，一

直保持着良好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用电器的出现也对电池提

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现在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地以一种

薄形化、柔性化的方式出现，这就对与之相匹配的电源提出

了新的需求。在保证足够电容量的同时，实现一定的柔性度

就成了某些应用的特定要求。

2006年，芬兰Enfucell公司和以色列 PowerPaper公司张

霞昌提出印刷纸电池概念，自此薄型柔性纸电池在全球范围

内受到关注。Enfucell公司利用纸包装中的传统电池技术研

制出既有利于环保、且价格低廉的1.5 V超薄纸质电池，其厚

度可达0.5 mm，这种电池可以在广泛的温度和湿度范围内以

恒定速度产生电流，如有必要可将若干个电池叠加起来使

用。该电池避免了传统电池所带来的金属、锂及碱性氧化物

等有害物质的泄露问题，使用后可作为一般家庭废物加以处

理[2]。张霞昌也因此被誉为纸电池之父；该项纸电池技术被

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6年度八大最佳创新技术之一，其本

人也荣获“2006影响世界华人大奖”[3-4]。

由于纸电池的容量较传统电池小很多，其应用的产品将

限定在只需微小电流的领域。因此，纸电池与传统电池应用

领域完全不同，不存在所谓竞争关系。现在纸电池已经在射

频识别（RFID）、微型标签显示器、智能卡、智能保证、化妆品

等领域得到初步应用[5-6]；随着人类对印刷电子新产品越来越

多的兴趣和开发，可以想象纸电池将来的发展将是巨大的。

低功耗的可穿戴电子、医疗器件、物联网应用（IOT）的发展会

带来万亿元的纸电池市场。

纸电池的应用集成服务就是将纸电池集成到这些终端

应用产品上，使终端应用产品能在大规模生产线上和纸电池

生产一次完成。目前，薄膜印刷纸电池的终端产品包括有源/
半有源型的RFID电子标签、标签传感器、智能卡和智能包

装、医用电子药贴和化妆品等。除了RFID电子标签外，其他

印刷电子产品如电子显示标签、微传感器电子标签、智能标

签等都是未来纸电池的最佳应用领域，且部分应用纸电池的

印刷电子产品已逐步进入市场[6]。

1.2 纸电池原理

纸电池基于传统锌锰酸性电池原理而设计，厚度在1 mm
以内，最薄可达0.5 mm以下，其结构如图1所示。

简单而言，纸电池是由前后两个封装层材料，将正极、负

极、集电极及电解质层层密封在内部，组成一个封闭的电化

学体系，只露出两个电极用来和外部连接以输送电流。不同

于传统电池，纸电池为了实现柔性，电化学有效成分必须实

现浆料化、油墨化及较低的烘干温度，以实现在柔性衬底的

沉积。以负极油墨为例，负极的主要成分为锌，但是固体的

锌片或者粒度较大的锌粒难以实现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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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共面超级电容器电极印制及性能柔性共面超级电容器电极印制及性能
李亚玲，李泽涛，王欣，何倩倩，于超，李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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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柔性全固态超级电容器作为便携式、可穿戴电子的储备电源备受青睐。利用印刷电子大面积、柔性化的独特优势可大大

简化柔性电极的制作工艺，以活性炭为活性材料配制油墨，并结合导电银浆，采用丝网印刷方式套印制作了柔性超级电容器电

极，并将PVA-H2SO4凝胶作为电解质涂覆在活性电极上组装成柔性共面超级电容器，测试其电化学性能。结果表明，丝印柔性

超级电容器电极可成功应用于柔性共面超级电容器。当采用PVA-H2SO4凝胶作为电解质时工作电压可达0.8 V。当充放电电

流为0.2 mA时，柔性共面超级电容器的面积比电容达到18 mF·cm-2。

关键词关键词 活性炭；全固态；印刷电子；超级电容器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主要依靠双电层和氧化还原赝电容

电荷储存电能的新型储能装置，具有功率密度高、循环稳定

性好、充放电速度快的优点，从而受到广泛关注。目前，超级

电容器已被广泛应用于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便携式可穿

戴电子领域。超级电容器由集电极、活性电极、电解质和隔

膜组成。为了提高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多数研究集中在

2个方面，一是提高活性电极材料的比电容，另一个是扩展电

解质的工作电压范围。超级电容器活性电极材料的研究甚

是广泛，包括碳材料[1-3]、过渡金属氧化物[4-5]、过渡金属氢氧化

物[6-7]、硫化物[8]、导电高分子及其复合材料[9]，通过材料的微观

结构设计[10]、制备方法等手段，增大比表面积和多孔性，从而

提高活性电极材料的比电容。在电解质研究方面，具有高工

作电压窗口的离子液体[11-12]、有机电解质也得到广泛关注。

随着印刷电子技术的发展[13-16]，柔性超级电容器[17-21]因具

有柔性、超薄甚至透明特性而备受青睐，微型超级电容器[22-24]

也应运而生，在超级电容器结构设计方面开展的工作[25-27]报

道较少，微型超级电容器电极的制作工艺相对复杂[28-31]，本研

究利用印刷电子柔性化、大面积、易于实现产业化的特点，将

印刷与新能源领域相融合。采用球磨机球磨的方式制作了

活性炭储能油墨，并将银浆和活性炭油墨相结合，采用印刷

方式套印制作了柔性超级电容器电极，以聚乙烯醇-硫酸

（PVA-H2SO4）固态凝胶为电解质，组装了柔性共面超级电容

器，并进行电极形貌以及器件电化学性能测试，整个工艺可

行，制作过程简单，为超级电容器、电池、压力传感器等柔性

器件的电极制作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法。

1 实验研究
1.1 材料及设备

超级电容器活性炭（TF-B520，上海汇合科技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乙炔黑（天津亿博瑞化工有限公司），聚偏二氟乙烯

（polyvinylidene fluoride，PVDF，HSV900，法国阿科玛），氮甲

基吡咯烷酮（1-Methyl-2-pyrrolidinone，NMP，阿拉丁试剂（上

海）有限公司），导电银浆（BY-2000，上海宝银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硫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聚乙烯醇（polyvi⁃
nyl alcohol，PVA-124，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薄膜（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单面厚

度 100 μm的亲水涂层，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流变仪

（ARES，美国TA公司），半自动丝印机（OS-300FV，欧莱特印

刷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刮板细度计（PU2411，上海普申化工

机械有限公司），球磨机（PM 0.4L，卓的仪器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激光共聚焦显微镜（VK-S105，日本基恩士有限公司），

电化学工作站（AUTOLAB PGSTAT 302N，瑞士万通中国有限

公司）。

1.2 电极设计

利用Adobe Illustrator软件进行柔性共面超级电容器电

极设计，电极分为活性电极和集电极两部分。活性电极、集

电极以及两电极套印后形成的柔性共面超级电容器电极示

意如图1所示。

其中，活性电极图形由 22条长 27 mm和宽 3 mm的横线

条组成，线条最小间距为0.5 mm，活性电极总宽度为31 mm，

如图1（a）所示。集电极图形由2条长65.59 mm和宽5 m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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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有机--无机混合阳离子钙钛矿发光无机混合阳离子钙钛矿发光
二极管研究进展二极管研究进展
徐冰，张晓利，王恺，孙小卫

南方科技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系，深圳 518055
摘要摘要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具有制备方便、光学带隙可调、电荷传输性能优异等特性，正成为新一代革命性的半导体光电材

料。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钙钛矿材料的量子产率已经超过90%。材料合成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其在光电子器件上的应用，包括

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光电探测器和晶体管等。本文回顾了有机-无机混合阳离子钙钛矿发光二极管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

材料晶体结构、纳米晶合成过程、器件制备及其光电特性表征。有机-无机混合阳离子为高量子产率钙钛矿纳米晶的合成开辟了

一种新的途径，同时也为制备高亮度、高效率发光二极管器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关键词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混合阳离子；发光二极管；高效率

印刷电子（printed electronics）是基于纳米材料和有机电

子发展的交叉领域，是基于印刷加工原理批量制备大面积阵

列的电子元器件、电子线路、印刷线路板及导电薄膜等，如有

机发光二极管（OLED）、有机太阳能电池（OPV）、有机场效应

晶体管（OFET）、射频识别技术（RFID）等，是按需印刷设备的

增量制造技术[1]。“印刷显示技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科学

定义，应该说是印刷电子技术在显示领域的应用。印刷显示

技术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印刷显示器件，在常温、常压下以

按需给料方式实现低成本制造。印刷电子显示技术有望引

发电子器件和显示技术新一轮的革命，用印刷的方法取代目

前制作硅基集成电路的微纳米加工技术，将实现相关电子产

品的大面积、柔性化、低成本及绿色制造[2]。印刷制造电子产

品易于批量化，可实现卷对卷连续生产[3]。随着社会发展，下

一代显示技术将包括以下两大特点：第一是效率高，色彩纯

度高，色域广；第二是成本低。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优化

发光材料及器件结构，最大化电荷注入、辐射复合和光萃取

效率，同时降低非辐射复合的损失。

印刷显示技术中，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是目前主流

且比较成熟的技术。OLED是基于小分子发光材料，用蒸镀

方法制备。相比于目前应用的真空蒸镀制造工艺，印刷工艺

有诸多优点：印刷工艺材料利用率高达 95%，而真空蒸镀工

艺材料利用率仅有20%，印刷显示工艺极大提高了有机材料

的利用率；不受设备与大尺寸精细金属掩模板的限制，印刷

工艺可以制备大尺寸显示面板；由于印刷工艺不需要真空蒸

镀腔体和精密金属掩模板等，可以节省材料及真空蒸镀设备

的维护费用，可有效降低成本。

1 钙钛矿发光二极管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新型的半导体纳米晶材料（例如量子点、钙钛矿纳米晶

等）在理论上更适合于印刷技术，因此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quantum dot light emitting diode，QLED）和钙钛矿发光二极

管（perovskite light emitting diode，PeLED）成为当前印刷电致

发光器件研究的新方向。其中，有机-无机杂化卤化物钙钛

矿因其制备工艺相对简单、光电转换效率高、半峰宽较量子

点更窄、色域范围更广等优点，近几年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

极大关注。钙钛矿是具有ABX3型结构的一种统称，由阳离子

A（MA、FA、Cs）、阳离子B（Pb、Sn、Bi）和卤族元素X（Cl、Br、I）
组成。有机A位阳离子占据在4个相邻角共享的BX6金属卤

化物之间的空腔内部（图1）。形成钙钛矿结构的可能性可以

通过计算Goldschmidt公差因子 t和八面体因子μ[4-6]分析。其

中，t的计算是基于ABX3的离子半径 r，t=（rA+rX）/ 2（rB+rX），

而μ=rB/tX。根据公差因子的计算，只有小离子半径的阳离子

可以得到理想的钙钛矿结构（t=1）。但是研究发现，当0.8<t<
0.9，0.4<μ<0.9时[5-8]，也可以形成立方体钙钛矿结构，其中铅

的离子半径为1.19 Å，而卤化物的离子半径为1.81~2.2 Å，从

而限制了A位阳离子的半径不能超过2.9 Å，因此只有含有少

于3个C—C或者C—N键的有机小分子，或者无机离子如Cs
（1.67 Å）才能形成3D钙钛矿结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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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胶基衬底表面高分辨复杂可延展电路硅胶基衬底表面高分辨复杂可延展电路
的印刷制备的印刷制备
袁伟，顾唯兵，林剑，崔铮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印刷电子技术中心，苏州 215123

摘要摘要 柔性可延展电子因其能够适应非平面工作环境，将突破现有电子器件的应用范围，促进信息与人的融合，在智能穿戴电

子、柔性显示、生物医疗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提出利用印刷结合真空抽滤方法实现硅胶基衬底表面高分辨复杂可

延展电路的制备；研究了丝网印刷工艺实现微孔滤膜表面银纳米线（Ag NWs）图形化沉积的分辨率；讨论了Ag NWs线长、抽滤

真空度等因素对沉积分辨率的影响，实现了Ag NWs图形化50 μm线径分辨率及间隔分辨率。本文还研究了硅胶基衬底表面微

电极的电阻均一性及拉伸电阻稳定性，并结合电极表面微结构的变化详细讨论了屈曲褶皱结构的出现对微电极拉伸电阻的影

响，实现了100 μm线宽微电极100%拉伸幅度下电阻增加仅为初始值的40%。最后，通过集成LED芯片演示了面料基底表面柔

性可延展发光电路。本研究对于柔性可延展电路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关键词 丝网印刷；真空抽滤；银纳米线；可拉伸电路；智能面料

目前，柔性电子 [1-2]的发展按照基底的种类分类主要包

括：薄膜电子、纸基电子、纺织电子、硅胶基电子等。目前，以

薄膜基（PET、PI、PEN等塑料薄膜基底）电子发展最为迅速，

主要得益于近几年全球产业界对柔性显示、薄膜光伏的大力

推进。例如，国外企业三星电子（SAMSUNG）、乐喜金星

（LG）、日本显示（JDI）、夏普（SHARP）等在柔性有机发光二

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OLED）商用方面起到积极

作用，国内企业维信诺、京东方、天马微电子等也在积极布局

柔性显示研发与产业化。国家层面，在顶层设计对于中国柔

性显示及薄膜光伏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明确规划，国家发改委

及工信部印发的《关于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包的通

知》中要求重点发展有机发光半导体显示（active-matrix or⁃
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AMOLED）等新一代显示面板的量

产技术，推动关键共性技术联合开发和产业化示范；布局量

子点、柔性显示等前瞻技术领域。同时明确将印刷OLED技

术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支持的研发项目之一，由广东聚华

印刷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先

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印刷OLED 显示技术集成与研发公共

开放平台”已于2016年10月立项，目前正处于研究阶段。

有别于塑料薄膜基底材料平整光滑的表面，纸基和纺织

面料基衬底由于其特有的多孔结构，必然给电子器件的制备

带来极大的挑战。目前主要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相应的薄

膜纸电池[3]、织物超级电容器[4]、穿戴式能量收集器[5]等新颖的

电子器件结构也有很多报道，纸基和面料基电子发展未来有

很明确的应用导向，例如智能包装、智能穿戴等。硅胶基材

料由于具有类似人体的柔软特性，被广泛应用在智能软体机

器人表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软体机器人硅胶材料表面

必然需要集成大量的传感器及互联导线，因此硅胶基电子应

运而生，硅胶基是柔性可延展电子，即使在外力作用下发生

弯折、扭曲、拉伸、压缩等形变仍能保持正常功能。

目前，对于柔性可延展电路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两大

类：一种方法是利用特殊结构实现可拉伸，如：屈曲褶皱结

构[6]、S型自相似结构[7]、螺旋结构[8]、多孔导电网络结构[9-10]等，

其中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Rogers 研究组与西北大学黄永刚

研究组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可延展柔性电子器件的研究上取

得成果最为突出，在《Science》《Nature》多次公开报道了柔性

电子技术的相关研究成果[11-15]。通过力学屈曲原理巧妙设计

器件中连接导线的S型自相似微结构，实现不同形式、不同功

能的可延展柔性电子器件[16-17]。其中屈曲互联导线的制备通

常使用的是微加工光刻工艺，尽管能够保证互联导线高的分

辨率，及拉伸电阻稳定性，但是由于微加工工艺本身流程的

复杂性导致其生产成本昂贵，不利于柔性可延展电子未来的

73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4517


科技导报2017，35（17）

收稿日期：2017-02-23；修回日期：2017-05-20
基金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F2016402106）；河北省教育厅项目（QN2015129）
作者简介：孙扬，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智能车辆技术，电子信箱：sungcdx@foxmail.com
引用格式：孙扬, 杨贺 . 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等级划分[J]. 科技导报, 2017, 35(17): 80-83;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17.010

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等级划分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等级划分
孙扬，杨贺

河北工程大学机械与装备工程学院，邯郸 056038

摘要摘要 国内外无人驾驶车辆迅速兴起，为加快无人驾驶车辆关键技术研究，进行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等级划分成为首要任

务。本文以无人驾驶车辆、任务、环境三者构成的复杂交互系统为研究对象，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评价研究。建立了由环

境复杂度、人工干预程度、任务复杂度组成的无人驾驶车辆评测模型，并根据环境复杂度、人工干预程度、任务复杂度分别对无人

驾驶车辆进行5个等级划分；最后根据无人驾驶车辆行驶的环境复杂度、人工干预的程度、执行任务的复杂度及行驶质量，对无

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进行了10个等级划分。

关键词关键词 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等级划分

无人驾驶车辆（也称轮式移动机器人）是能够依靠自身

携带的传感器感知车辆周围环境，根据任务要求实时决策执

行，以保证车辆的安全性和稳定性[1-2]。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指出，无人平台加入战场将是未来军事发展的一个必然趋

向[3]。世界各国也越来越关注无人驾驶车辆技术，并相继投

入相关研究和开发中。越来越多的车企也陆续将无人驾驶

技术加到自己的车系中，并加大在无人驾驶方面的研究投

入；各大车企无人驾驶汽车相继出现，无人驾驶车辆技术在

未来汽车行业将成为一个新亮点[4]。

一套完善的评测系统对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的评价

是至关重要的，评测模块将按照给定的评测系统对无人驾驶

车辆的智能行为做出评价。2003年，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提

出并建立了针对地面无人平台分类和评估的无人系统自主

级别（ALFUS）框架 [5]，从此测评体系有了规范性框架和理论

指导。

美国举办了 3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无

人驾驶车辆比赛，分别是2004年[6]、2005年的越野挑战赛[7]和

2007年举办的DARPA Urban Challenge[8]，测试题目均由第三

方给出，参赛车队赛前并未被告知测试场地和测试题目，根

据各队完成预定任务的耗时对无人驾驶车辆进行定量评

价[9]。这 3届DARPA赛事只是采用了简单的定量评价，并未

对无人驾驶车辆的智能水平等级进行评价。

2009年6月，首届“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大赛的举行是

中国对无人驾驶车辆首次实行第三方测试评价，对中国无人

驾驶车辆探索从理论走向现实、加速无人驾驶车辆研发进程

做出了重大贡献[10]。从此每年均举办一届“中国智能车未来

挑战”大赛，至2017年2月共举办了7届。大赛的评价规则采

用定性和人机结合的评判方法，实现了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

平的量化。通过比赛可以看到无人驾驶车辆的智能水平逐

年提高，但是对其智能水平处在什么等级尚待评价。本研究

组对无人驾驶车辆的定量评价做过一些尝试，提出了基于成

本函数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11]和模糊层次分析

（fuzzy-AHP）评价方法[12]，并对无人驾驶车辆的评测体系进行

了研究[13]。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无人驾驶车辆的

定量评价，但是并未实现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的等级划

分。

纵观国内外的一系列无人驾驶车辆比赛，虽然实现了智

能水平的评价，但是均未对其所处的智能水平等级进行评

价。一套完善的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测评系统，首先要对

无人驾驶车辆智能水平等级进行划分，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研究。

1 无人驾驶车辆智能行为的产生
无人驾驶车辆利用安装在不同部位的传感器来感知周

围环境，获得道路、自身位姿、障碍物和背景环境等信息 [14]。

传感器捕捉到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影响无人驾驶车辆的行

为，例如光线、温度的变化及对路面平整度捕捉的变化都会

对无人驾驶车辆的分析决策造成影响。无论是任务的改变

还是环境的改变，均会改变无人驾驶车辆的行为。由此可得

通过环境—任务—无人驾驶车辆三者交互激发无人驾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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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盐类研究进展火星盐类研究进展
孔维刚，郑绵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7

摘要摘要 因携带水相关地质过程及环境的丰富信息，进而与生命起源密切相关，行星盐类研究受到大量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好奇

号登陆之后，火星盐类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例如，在着陆区泥岩中发现了黄钾铁矾；在泥岩及泥岩砂岩的不整合接触面发现

了石膏脉；在风沉积及原位沉积岩中发现了硝酸盐。此外，通过遥感手段，还发现火星新出现的斜坡沟渠可能是由含高氯酸盐高

浓卤水冲击形成的。这些新进展再次表明了盐类对于火星科学的重要性。结合已有研究，凝练了火星盐类研究存在的重要科学

问题，展望了中国未来火星探测研究。

关键词关键词 火星；盐类；好奇号火星车；地质历史

20世纪70年代，基于海盗号探测数据，人们推论火星存

在盐类 [1-2]，这是首次通过行星探测获得行星盐类存在的证

据，也开启了行星盐类研究的新篇章。20世纪末至 21世纪

初，火星探测进入爆发时代，先后有多个轨道探测器[3-5]和着

陆探测器[6-9]开展了火星探测研究，郑绵平[10]对好奇号以外的

探测器针对火星盐类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在对火星盐类研

究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深空探测器在土卫二、木卫二等多个

行星地质体中分别发现了盐类存在的证据[11-12]，行星盐类的

普遍性其研究的重要性也渐为人们认识[13]。

1 研究方法
与地球盐类研究类似，行星盐类研究涉及盐类矿物相、

物质来源、沉积特征、次生变化及其反映的地质过程及环境

信息等多个方面。在探测中，与地学相关的载荷基本都对火

星盐类研究起到了或多或少作用，其中的绝大多数分析测试

方法也是地球盐类研究的常用方法（表 1）。不同的是，暂时

还不能通过采样和人类现场考察研究火星盐类。通过深入

的实验室基础研究和地质类比研究，如盐类矿物的基础物化

性质研究[14]，盐类矿物在类火星环境下的沉积演化[15]，能够部

分弥补因探测限制造成的不足。

表1 火星盐类探测相关仪器及其在火星盐类研究中的应用

Table 1 Instruments related to Mars salts explora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Mars salt research

探测类别

图像采集

矿物学、

化学成分

环境条件

对应仪器类型[3-9]

着陆器：单个固定相机（imager）、机械臂相机、立体成像双相机系统

（stereo imager）、显微相机（microscopic imager）
轨道探测器：低空间分辨率广角相机（wide angle camera）、高分辨率

窄角相机（high resolution camera）
着陆器：透射X射线衍射和荧光（XRD、XRF），穆斯堡尔谱仪（moss⁃

bauer spectrometer），热辐射红外光谱仪（thermal emission spectrometer）、
气相质谱色谱（GCMS），阿尔法粒子X射线光谱仪（APXS），激光诱导击

穿光谱仪（LIBS），中子谱仪（NS），化学分析套装（wet chemistry suite）
轨道探测器：可见近红外反射光谱仪（Vis-NIR）、热红外光谱仪

（MIR）、伽马谱仪（GRS）和其中的高能中子探测器（HEND）

着陆器：气象观测套装（meteorological suite）
轨道探测器：激光测高仪（MOLA）

在火星盐类研究中的作用

着陆器的相机主要观测盐系矿物的结构、

构造、微观沉积序列等

含盐地层的规模、宏观沉积序列、地层接触

关系等

主要观测盐类矿物种类、含量，结合图像信

息进一步研究盐类矿物生成演化的环境信

息，反推地质过程

盐类矿物宏观分布特征，结合地形，地层特

征研究盐类沉积演化历史，反推火星地质过

程

获取盐类赋存区气象数据，用于理解盐类

次生变化过程

用于获取盐类沉积区地貌特征及地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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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热原检测法体外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热原检测法
用于用于ACYWACYW135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群脑膜炎球菌多糖
疫苗的方法学研究疫苗的方法学研究
蔡彤，张媛，贺庆，刘倩，杜颖，陈晨，高华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药理室，北京 100050

摘要摘要 为考查体外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热原检测法对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的适用性，选取不同厂家共10批供试

品，使用体外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热原检测法，采用加样回收干扰实验考察供试品是否存在干扰。结果表明，大部分供试品在最

大有效稀释倍数内，IL-6法干扰实验的回收率在50%~200%，且热原物质含量均低于标准限值，均为合格样品。研究表明，体外

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热原检测法可用于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热原检测。

关键词关键词 体外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热原检测法；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体外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热原检测法是利用外源性热

原物质（例如来源于革兰氏阴性菌的细菌内毒素、革兰氏阳

性毒素、真菌和病毒等）能刺激人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
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产生内源性发热因子

（IL-6），来检测或量化热原污染物质的一种新方法[1]。与原

有的热原物质检测方法（家兔检查法和细菌内毒素检查法）

相比，体外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热原检测法（PBMC-IL-6法）

具有可定量检测所有类型热原物质、灵敏度高、无种属差异

等优点[2]。经过 30年的研究，此方法已得到欧洲替代方法论

证 中 心（European Center for the Validation of Alternative
Methods, ECVAM）、英国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所（National Insti⁃
tute for Biological Standards and Control, NIBSC）等机构的正

式验证与推荐，欧洲药典、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均已采纳此方法 [3-4]。中国对

该方法的研究已开展多年，对其检测限、灵敏度和特异性等

进行了全面考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实验体系[5]。但中国目

前对该方法还未进行较为系统的品种适用性方面的研究。

本课题通过系统的方法适用性研究，以确立一个可使用该方

法检测的品种，使该方法真正付之于应用。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由A、C、Y及W135
群脑膜炎奈瑟氏菌培养液，经提纯获得的夹膜多糖抗原，纯

化后加入乳糖作为稳定剂冻干制成，用于预防 A、C、Y 及

W135群脑膜炎奈瑟氏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6]。接

种后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包括发热、接种局部红肿硬结、食

欲不振、呕吐、腹痛、过敏等。其中发热反应为其最常见的不

良反应[7]。引起发热的原因，一是由于接种疫苗自身特性引起

的，这种发热的程度不是很高，一般不会引起其他不良后果；

二是由于疫苗质量问题引起的发热，即疫苗中，的热原物质引

起的热原反应，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寒颤、呕吐等。目前，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的质量标准中，热原主要通

过细菌内毒素检查及家兔热原检查两种方式加以控制。但这

两种方法都各自存在不足之处：二者除均存在种属差异外，前

者仅能检测细菌内毒素一种热原物质；后者虽能检测多种类

型发热物质，但灵敏度低，仅能定性，不能定量，且需使用大量

动物。针对目前该品种热原物质检测存在的问题，本课题组

分析了使用PBMC-IL-6法对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

苗进行热原检测的方法适用性，以期为ACYW135群脑膜炎球

菌多糖疫苗建立一种新的热原检测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细菌内毒素国家标准品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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