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前者具有丰富的心理活动，人类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以来，就有了对人的心理的思考。早在公元前6
世纪，在中国、印度和希腊就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众多对心理的分析和论述，这些论述曾影响了社会发展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这方
面来说，心理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所有学科中最早萌芽的学科之一。然而，科学心理学历史较短，直到1879年冯特教授在德国莱比
锡大学开创心理学实验室，建立了一整套实验方法，培养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并提出了系统的学术思想，才使得心理学终于成为一门
独立的科学学科。时至今日，科学心理学走过了138年的时间，远远晚于现今绝大多数学科，因此心理学也是最年轻的科学学科之
一。但正因为年轻，心理学充满了活力，吸引了各个学科的许多优秀人才投入其研究之中，力解人类心理之谜；世界各国也均以极大的
热情资助心理学研究和开展国民心理健康体系建设。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经发展为国际公认的核心学科之一。2005年，
Boyack 等对2000年以来全世界7121份核心学术期刊的0.23亿篇引文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心理学与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学、
医学和社会科学构成了当今7大核心学科。心理学学科体系涵盖了从基础到应用，形成了庞大的分支学科群，同时，心理学在研究内
容和研究方法上与许多学科交叉融合、相互渗透，在不断互动过程中催生出大量新的学科或研究领域。

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明显滞后于西方。蔡元培先生1907年赴德国留学，次年进入莱比锡大学选修了实验心理学，成为
中国直接求学于冯特实验室的第一人。他于1912年回国，与同期其他欧美归国的心理学者一起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1917年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21年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1929年中央研究院建立了心理研究所。心理学作
为一门科学学科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

20世纪初，心理学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孙中山于1918年写成的《建国方略》，其第1部分就
是《心理建设》；张闻天于1920年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的两篇文章，《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和《精神界的丰富》，则相当系统地分别介
绍了社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以及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并且呼唤进行社会革命。

心理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以后，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国际心理学界公认的成就，也在服务国防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
战时期，中国对伞兵进行的心理选拔和训练就已达到当时国际最前沿水平，参与研究的多位心理学家也为1951年重建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发挥了关键作用。截至1949年，中国已设有心理学相关系所近20个，不断培养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心理学的发展。截至2017年，全国已有400多所高校设立了心理学院（系），每年培养大量学
士、硕士及博士。基础研究方面，中国心理学者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年度总数量已进入世界前10位，特别是在感知觉信息处理
与多通道整合、视觉信息加工、嗅觉研究、心理疾患的内表型、决策的心理过程、中国语言认知、疼痛的心理机制、中国人的自我研究等
领域，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应用研究方面，在儿童和青少年发展、教学、人事组织、产品设计、灾后心理援助、突发事件应对、交通安
全、司法、武器装备研制、人员选拔、心理战攻防等诸多领域，心理学正不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此外，中国心理学者也在重要国际心
理学组织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从中国和国际心理学发展态势来看，我认为未来心理学工作者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首先，，要重视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要重视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再次兴起的一轮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揭示了文化对人心理的巨大影

响，这些影响不仅涉及到思维方式等高级心理过程，也关系到感觉和知觉等基本心理过程。了解文化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

其次其次，，应调整好应调整好““知其然知其然””与与““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的关系的关系。。基础科学研究受到西方结构主义和解析主义的影响，特别注重微观过程，似乎
越到分子层次的研究其科学性越高。这一趋势对心理学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走向了偏路。心理学的研究，无
论细到何种程度，如果离开了人的行为状态，不能解释和预测人的行为，实际上也就不是心理学了。因此，只有搞清楚人的行为，“知其
然”，再进一步研究出其背后机制，“知其所以然”，这才是完整的心理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最后最后，，须特别注重心理学的应用须特别注重心理学的应用。。心理学已经产生了海量的可以应用于社会的知识，但由于社会认识的水平和对研究者导向等原
因，仍缺乏真正服务于民众的心理学知识。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人的行为的结合，而人的行为的本质是人的心理活动的表达，因此心理
学的应用须为使人的生活更加和谐与幸福服务。从事心理学应用的队伍，应当致力于将心理学知识、原理、技术应用于社会的生产、生
活和军事实践等，将研究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心理学工作者尚需在基础研究、实际应用、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方面继续努力。另外，我们整
个社会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心理学对我们的重要意义，接受并支持心理学的发展。

心理学的发展与未来应关注的方向

张侃，江苏南京人，心理学家，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

张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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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公布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根据国务院《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及教育部等 3部委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

施办法（暂行）》，经专

家委员会遴选认定，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研究并报国

务院批准，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简称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

建设学科名单于 9 月

21日公布。

在“双一流”建设

高校名单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其中A类36所，分别为：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

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

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

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

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B类6所，分别为东北大学、郑州大学、湖

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大学。

2 中国科学家王贻芳获鲁诺·庞蒂科夫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9月19日，俄罗斯

布鲁纳市举行了鲁诺·

庞蒂科夫奖颁奖仪式，

国际布鲁诺·庞蒂科夫

奖评审委员会授予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长王贻芳王贻芳、韩国首尔

大 学 教 授 KIM Soo-KIM Soo-
BongBong和日本高能加速

器研究机构教授NISHIKAWA KoichiroNISHIKAWA Koichiro庞蒂科夫奖，以表彰他们在

中微子振荡现象的研究和分别在大亚湾实验、RENO实验和T2K
实验中精确测量出中微子混合矩阵的θ13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王贻芳继2014年获

得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2015年获得日经亚洲奖、2016
年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后获得的又一国际奖项。

3 中国完成首次环北冰洋考察 助建“冰上丝绸之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9月23日，中国第8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完成在楚科奇海的最

后一个站位作业后，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白令海，顺利完成首次环

北冰洋考察。

中国科考队于 7月 31日进入北冰洋，在此次环北冰洋考察

中，不仅在北冰洋公海区首次沿中央航道开展了全程科学调查，

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北欧海等海域开展了系统的业务化调查，还

填补了中国在拉布拉多海、巴芬湾等海域的调查空白。

本次考察中，科考队共实施了7个海冰站位和49个海洋站位

作业，开展了以海洋基础环境、海冰、生物多样性、海洋塑料垃圾

等要素为重点的多学科综合调查。科考队收集了丰富的冰芯、岩

心及生物样品，获取了大量大气、海冰、海洋观测数据和影像资

料，推进了中国北极业务化调查体系建设，为北极航道和生态环

境的系统分析与评价积累了第一手珍贵资料，为助推“冰上丝绸

之路”建设作出了重要探索。

4 “风云四号”卫星正式交付使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9月25日，中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正式交

付用户投入使用。“风云四号”卫星综合技术性能国际领先，它的

交付标志着中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观测系统实现了更新换代，对

于保证中国静止气象观测业务的连续、可靠和稳定运行，提高中

国航天事业和气象事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风云四号”卫星搭载了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干涉式大气

垂直探测仪、闪电成像仪和空间天气监测仪4台遥感仪器。其中，

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可提供可见光、近红外、水汽及红外波段

等14通道的高时空分辨率图像，全圆盘图像观测时间为15 min，
空间分辨率最高可达500 m，获取的云图层次丰富，海岸线等地

标图像清晰。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可获取大气温湿度三维结

构，对实现大气高精度定量观测具有重大意义。闪电成像仪首次

实现了对亚洲、大洋洲区域的静止轨道闪电持续观测，可对中国

及周边区域闪电进行探测，进而实现对强对流天气的监测和跟

踪，提供闪电灾害预警。

5 “复兴号”动车组实现350公里时速商业运营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9月21日，中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复兴号”动车组

在京沪高铁按时速350 km/h运行，京沪间全程运行时间在4.5 h
左右。“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实现时速350 km/h运营，标志

着中国为世界高速铁路商业运营树立了新的标杆。

此次进行提速运行的“复兴号”列车的设计标准适合在全国

各条线路运行，并且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铁道科学研

究院首席工程师赵红卫赵红卫表示，复兴号最大的特点一方面是自主

化，另外就是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安全性上，中国有主动安全和

被动安全的设计；列车的舒适型指标比既有的都有提升；经济性

350km运营的时候，百公里能耗降低17%。“复兴号”从安全性、经

济性、舒适性上都取得了进步。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图片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鲁诺·庞蒂科夫奖获奖人员合影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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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首条量子通信干线开通 首次洲际量子通信实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9月 29日，世

界首条量子保密

通信干线——“京

沪 干 线 ”正 式 开

通；结合“京沪干

线”与“墨子号”的

天地链路，中国科

学家成功实现了

洲际量子保密通

信。这标志着中

国已构建出天地

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雏形，为未来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

通信网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京沪干线”全线路密钥率大于20 kbps，可满足上万用户的

密钥分发业务需求。量子卫星兴隆地面站到北京接入站点全线

密钥率大于 5 kbps，可满足基本数据通信需求。目前已实现北

京、上海、济南、合肥、乌鲁木齐南山地面站和奥地利科学院6点间

的洲际量子通信视频会议，交通银行京沪间远程企业网银用户的

量子保密通信实时交易，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京沪异地数据的

量子加密传输和灾备，阿里征信数据的异地加密传输以及量子加

密流媒体视频点播等应用示范。

9 中国高产“海水稻”试种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7 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南海发现裸露“可燃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9月22日消息称，中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在执

行中国科学院海洋先导专项中，在中国南海海域首次发现了裸露

在海底的天然气水合物，也就是“可燃冰”。

通过“发现”号无人潜水器携带的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针，科

考团队在中国南海约1100 m的深海海底，探测到2个站点存在

裸露在海底的天然气水合物，这也是科学家在中国南海海域首次

发现裸露在海底的“可燃冰”。科考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拉曼光

谱探针，在1000多米深的海底对裸露在外的天然气水合物进行

了现场探测。数据显示，快速生成的天然气水合物并非单一的笼

型结构，其内部存在大量的甲烷、硫化氢等自由气体，这也是国际

上首次使用原位拉曼光谱数据证实这一科学结论。

8 中国科学家绘出“人造太阳”辐射安全演化图谱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9月24日消息称，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吴吴

宜灿宜灿研究团队，绘制出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的辐射安全演化图

谱，编制完成 ITER首个中子辐照活化指南，并经 ITER国际组织审

核发布。

中子辐射照射会使部分材料产生放射性，这个过程称为“中

子活化”。在聚变堆中，核聚变产生的高能中子引起的活化产物

是 ITER放射源的重要组成，对 ITER装置与人员安全至关重要。

吴宜灿团队通过研究给出了在 ITER全时段的中子辐照下，在装

置窗口室、赤道窗口末端、下窗口延伸段、冷屏顶端、冷屏基座、中

性束室等重要区域，90多种重要核素和17种广泛使用材料在不

同时刻的活化特性，包括活度、衰变余热、吸收剂量、活化路径、清

洁因子等，系统地预测了 ITER全寿期的活化演化进程，绘制出

ITER的辐射剂量安全演化图谱，为 ITER核设计人员开展材料选

型优化和评价、ITER运行与周边公众安全保障提供重要依据。

洲际量子保密通信示意（图片来源：科学网）

天然气水合物附着在中国首次发现的处于喷发状态的冷泉喷口内壁上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网站）

9月28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水稻研

究所、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在青岛举行了“耐盐碱

水稻材料评测会”和“盐碱地改良技术评测会”，对“海水稻”产量

等相关技术成果进行评测。

“海水稻”是把野生稻的耐盐碱基因鉴定出来，通过现代育种

技术，与现有优质品种相结合，进行品种培育，特别是利用杂交水

稻技术，培育出杂种优势强、产量高、品质好、株型优、能够产业化

推广的耐盐碱杂交水稻品种。

“最高亩产为620.95 kg，原来的预期目标为300 kg，大大超

过了我们的预期。”扬州大学教授、“耐盐碱水稻材料评测会”测产

组组长刘世平刘世平在经过“确定测产水稻材料”“收割”“数据测量”等

多个步骤后，宣布了“海水稻”实地测产结果。

此外，还有 3个材料亩产测产突破了 400 kg，产量分别为

547.72、490.47、438.14 kg，都远远超过了原先预计的300 kg的

数值。

10 2017年邵逸夫奖公布，5名科学家获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2017年度邵逸夫奖颁奖典礼于9月26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举行，5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3大

奖项，每项奖金120万美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政月娥林政月娥

出席颁奖典礼，并担任主礼嘉宾。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西蒙西蒙··怀特怀特获得

2017年度邵逸夫天文学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与细

胞生物系客席研究员伊恩伊恩··吉本斯吉本斯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细胞与

分子药理学教授罗讷德罗讷德··韦尔韦尔共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数学教授亚诺什亚诺什··科拉尔科拉尔和法国法兰西学院代数几何讲

座教授克莱尔克莱尔··瓦赞瓦赞分享数学科学奖。

邵逸夫奖在2002年11月创立，旨在表彰在学术及科学研究

或应用领域获得突破性成果并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科学

家们。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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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婴儿呱呱坠地，就此人体与无

菌环境告别。随着呼吸、饮食，多种微生

物进入肠道，从此，它们与我们结缘，相

伴一生。肠道微生物的数量比整个人体

细胞还要多，而且它们种类也非常多，有

500~1000种。很多研究证明，肠道微生

物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比如美国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的 Jeffrey I.GordonJeffrey I.Gordon教授

长期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调与营养不

良、肥胖症、糖尿病等疾病息息相关。

2004年，Bäckhed FBäckhed F发现肠道微生物

可调节哺乳动物体内脂肪的吸收与储

存，帮助调节体内的营

养代谢活动。然而，对

于“肠道微生物是如何

帮助脂肪吸收与储存

的”这一问题一直未

解。9月 1日，发表在

《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成果为人们揭开

了答案。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免

疫研究所教授 Lora V. HooperLora V. Hooper在研究中

意外发现，含有肠道微生物的正常小鼠

小肠上皮细胞NFIL3转录因子的表达量

比无菌小鼠要最高上调近 70%，通过转

录组分析发现，NFIL3恰能促进小肠上皮

细胞对脂肪酸的摄取与脂肪的储存。为

证明“肠道微生物通过调节NFIL3的表达

来调节脂肪的吸收和储存”这一猜测，

Hooper用3种小鼠——正常小鼠、无菌小

鼠以及 NFIL3 基因敲除小鼠进行了实

验。在小鼠高脂饮食 10周后，发现无菌

小鼠和NFIL3基因敲除的小鼠其脂肪的

吸收和储存显著减少，并且体脂含量相

当，这证实了他们之前的猜测。进一步

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中带有鞭毛的革

兰氏阴性细菌可产生鞭毛蛋白以及脂多

糖等物质，它们在到达肠粘膜内部后与

免疫细胞相互作用，通过一系列的信号

转导，促进小鼠小肠上皮细胞中的信号

转导与转录因子 3（STAT3）激活，抑制

REV-ERBa蛋白的表达，从而促进脂肪

的吸收与储存（9月12日奇点网）。

过多的脂肪在体内堆积不仅使身体

肥胖，还会危害健康。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忍受肥胖所带来

的疾病的困扰。这一发现有助于帮助科

学家们研究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来减少

体内脂肪，进而使人们保持健康状态。

肠道微生物不仅与肠道相关，它可

谓神通广大，在肠道里待着也不“安分”，

甚至会影响到离它很远的大脑，这就像

有些“牛人”，在家里待着照样能够“指点

江山”。之前，有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能

影响人类的饮食行为和饮食选择，科学

家猜测，肠道细菌可能部分通过大脑迷

走神经的作用来影响人们的饮食决定；

另一项发现是，自闭症模型小鼠肠道微

生物紊乱，可以通过补充脆弱拟杆菌对

其治疗；还有科学家发现，若将比较焦虑

的小鼠体内的肠道微生物移植到不焦虑

的小鼠体内，后者会表现出焦虑行为；等

等。近期，科学家首次揭示了肠道微生

物组与脑部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的mi⁃
croRNAs有关，揭示了肠道细菌是怎样影

响焦虑行为的。研究成果发表于 8月 25
日《Microbiome》上。

爱尔兰考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没有肠道微生物的小鼠脑部杏仁核中有

103种microRNAs的水平发生变化，前额

皮层中有 31种microRNAs的水平发生变

化。然而，增加肠道微生物会使一些mi⁃
croRNAs水平恢复正常。研究人员将较

健康的成年大鼠肠道中的微生物消灭之

后发现，microRNAs的变化类似于没有肠

道微生物的小鼠。Gerard ClarkeGerard Clarke博士说：

“肠道微生物似乎会影响杏仁核和前额

皮质的microRNAs。这十分重要，因为这

些microRNAs可能会影响对中枢神经系

统和一些脑区（如杏仁核和前额皮质）功

能至关重要的生理过程，这些脑区与焦

虑和抑郁有很大关联。”他认为，通过调

节大脑中的microRNAs来治疗精神疾病

是可能的，但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需要

找到安全、稳定、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化合

物，然后作用于大脑中的特定位置。而

他们的研究表明，可通过靶向肠道微生

物来调节特定脑区的microRNA并用于

精神疾病治疗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8月
26日生物探索网）。

这些研究展现出肠道微生物在疾病

治疗方面的巨大应用潜力，然而，肠道微

生物并不是稳定的，它们的丰度与分布

也在随时发生变化。9月15日，《Science》
上刊登的论文报告了包括肠道微生物在

内的微生物在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作用下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发生全球大迁徙。

中国科学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朱

永官永官领衔的国际团队

发现，近 100年来，随

着城市化和高强度集约化农业的发展，

人类通过废弃物排放、旅游、全球运输等

将大量微生物及其基因带入新的环境，

大大改变了微生物的全球迁徙和分布，

这正以一种不可预估的方式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环境。研究结果认为，污水排放

是微生物发生全球大迁徙的重要推手之

一。全球有 35.9万 km2耕地依赖城市污

水灌溉，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的占 80%，它

们在农业上使用不仅使得微生物在全世

界流通，而且其携带的大量金属、抗生素

等化学污染物还会使微生物发生转变，

甚至成为“超级细菌”。此外，研究显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世界范

围的频繁流动也使肠道微生物在环境中

的丰度和分布增加（9月18日科学网）。

肠道微生物与其他微生物都与人们

的生活和健康紧密相连，朱永官说，“微

生物迁徙没有国界，小到沙石土壤，大到

万吨巨轮的压舱水，都可以带动微生物

的大规模迁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

的环境与健康”。人类的活动对微生物

的影响已经到了大规模、大尺度的状态，

正如朱永官所告诫的，这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

文//王丽娜

肠道微生物肠道微生物，，与人类休戚与共与人类休戚与共

肠道微生物与其他微生物都与我们的生活和健康紧密相连，

人类的活动对微生物的影响已经到了大规模、大尺度的状态，这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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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洁净能源技术是国家能源结构变革

的关键，要大力发展煤炭、石油、天然气

和非常规油气融合转化利用新路线和新

技术，实现化石资源清洁高效转化利用；

突破可再生能源规模利用能源转化及综

合利用等关键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大

规模洁净利用；要大力布局先进核聚变

和核裂变的技术研究，实现化石能源、可

再生能源和核能互补，构成中国能源未

来几十年的大框架格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张涛张涛

《中国科学报》[2017-09-20]

既然人工智能已经诞生，人们无法

禁止对它进行继续研究。工具都有两面

性，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

事。要防止科学知识变成危险品，最佳

办法就是用最好的技术来掌控它，并经

过讨论，达成共识，进而立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 姚期智姚期智

《人民日报》[2017-09-22]

AlphaGo 采用的增强深度学习方

法，不仅在围棋上战胜了人类，而且揭示

了一种复杂系统建模的可能。但是，对

这种方法既不能过高估计，认为它是万

能的；也不能低估，忽视它在智能认知方

法上取得的突破和隐含的颠覆性意义。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胡晓峰胡晓峰

科学网 [2017-09-26]

近年来，中国沿海湿地保护逐渐形

成了从政府到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

（NGO）及公众层面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推动了沿海湿地保护进展；然而沿海湿

地依然面临严重的威胁，沿海湿地的健

康状况不佳，34%的国家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处于亚健康状态，沿海11个省份湿

地总体处于亚健康状态，一些具有重要

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的湿地并未得到有

效保护，中国沿海湿地保护面临经济发

展与自然保护的矛盾与冲突，存在着许

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等问题，造

成许多保护政策难以“落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员 于秀波于秀波

科学网 [2017-09-26]

对于中国来说，生物安全四级实验

室的启用，意味着“宝塔式”的生物安全

实验室体系初步形成。体系中包括一个

四级和一批三级实验室和大量的二级生

物安全实验室，共有53个高等级生物安

全实验室得到了认可，大部分实验室已

经投入运行。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 袁志明袁志明

《科技日报》[2017-09-26]

医学教育是全社会共同关心话题，

但总的目的都是为了患者。随着精准医

学理念逐渐在临床上推广应用，我们在

医学院校的教育方面也应该引入精准这

一理念，或许以后可以将医学教育称为

精准医学教育。

———约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

Paul B. RothmanPaul B. Rothman
科学网 [2017-09-25]

中国拥有高达 2000亿元的防腐涂

料市场，其中重防腐涂料需求年均增速

超过 20%，不过由于没有形成自主知识

产权技术，缺乏相应技术标准，以前70%
的重防腐涂料市场被外资品牌垄断。如

今国产石墨烯“防腐外衣”的成功研制，

也有望改变中国重防腐涂料被国外产品

垄断的市场格局。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王立平王立平

《中国青年报》[2017-09-25]

对任何国家或者人类来说，一块完

整的、没有人活动的地方，都是无价的样

本。比如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多时

候，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人为活动带来

的影响，还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可

可西里提供了一个参照样本，这样一个

天然的对照，在地球上已经很少了。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吕植吕植

北京大学 [2017-09-23]

“双一流”建设中，学科建设无疑使

基础性的工程。基础坚实，整体发展才

能够更高更强更好。学科是学校打造学

科高峰的核心和开展一流教师教育的基

础，是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坚实的支

撑。学科建设为推动学校体制机制创

新、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改革先导，

是学校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试验区。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 刘益春刘益春

《光明日报》[2017-09-23]

计划于 2020年前后实施的火星探

测工程的研制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正对

预期的科学目标进行预先研究。中国首

次火星探测工程探测器总共搭载了13种

有效载荷，其中环绕器7种、火星车6种，

涉及空间环境探测、火星表面探测、火星

表层结构探测等领域。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

张荣桥张荣桥

《科技日报》[2017-09-21]

从研究情况看，2006年至 2015年，

中国科普能力逐年递增，效果明显，年均

增速为8.3%；2015年国家科普能力发展

指数是2006年的2.05倍，中国总体科普

能力建设效果显著，综合科普能力提升

较快。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 王康友王康友

《科技日报》[2017-09-20]

沿海湿地不仅是东亚-澳大利西亚

迁徙鸟类的重要通道，同样也是多种重

要经济鱼类、贝类、甲壳类的栖息地，更

是沿海社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对维护东

部沿海地区生态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

王志高王志高

科学网 [2017-09-26]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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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创新学术评价浙大创新学术评价 ““1010万万++””文章或可文章或可
等同于期刊发文等同于期刊发文

2017年 9月，《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

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下称《办

法》）发布，浙江大学师生在媒体及其“两

微一端”发表的原创作品，根据其传播效

果和影响力，将可能被认定为等同于国

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

在中国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发

表在学术期刊的文章仍然是科研人员职

务职称评聘的基本要素，浙江大学将新

媒体文章引入学术评价，堪称突破，《办

法》甫一发布，就引起广泛争论。

评价体系中阅读量标准引发研究者担心

“刷点击量”问题

根据《办法》提出的标准，较大网络

传播是指作品被不少于10家主流媒体及

其网站、“两微一端”和重要商业网站及

其“两微一端”刊发、转载；微信公众号刊

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10万；头条号刊

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 40万。有些网

友将此戏称为“网红”文章。有人觉得将

网文直接等同于学术文章的做法欠妥，

复旦大学教授童兵童兵认为，文字训练是任

何人必须历练的基本功，网络作品的质

量目前全国尚无认可的评价标准，浙大

的方案应该缓行。也有人认为学术性文

章专业性强、晦涩难懂，很难在媒体发

表，“10万+”的阅读量更是天方夜谭，因

而考核标准不切实际。然而，对于该评

价标准最多的担心还是来自于网络文章

可以通过雇佣网络“水军”刷阅读量，这

可能会带来新的“学术造假”以及“学术

不公”。

作为一位被评价者，西北工业大学

副教授苏力宏苏力宏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

时，表达了同样的担心，但他同时表示，

对于学术评价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

向，是一种公开透明的趋势。在苏力宏

看来，传统的评价体系中，同行评议容易

有“潜规则”，而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其发

表的论文本身的质量也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相比起来，浙大的《办法》算是对当

前评价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南京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姚荣姚荣则认为从教育法学的角度来看，浙

江大学引入此类评价机制并不合适。他

在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从保障

学术自由的角度而言，对教师职称的评

价应更多基于学术委员会或教师职称评

定委员会制定的学术标准，而不能由大

学其他组织或机构来制定规则。浙江大

学发布的《办法》属于典型的学术性校

规，其应更多彰显和反映学术共同体的

意志。而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学术

评价体系，有悖学术的真谛与本质。中

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朱巍

肯定了浙江大学的做法，认为其“回归到

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初衷：关注成果本身

的价值和影响力，而非是否发表于核心

期刊。”

新的评价标准尚在探索之中，或应与其

他指标结合使用

支持浙江大学学术评价改革的一

方，在谈到具体执行问题时，希望能对文

章发表的平台等实施有效监管，严加查

处“刷票”等作弊行为，确保评选的公正

性。除了对于“刷点击量”的担忧以外，

苏力宏还指出了网络文章评价者的专业

性问题。因为有些学术文章的质量好

坏，只有专业人士才更容易分辨，而网络

文章的阅读面广，读者水平参差不齐，可

能存在一些阅读量高专业水平却不高的

文章。因而，应用该标准进行评价时，应

适当加入其他指标，或者设置时间段，在

一段相对长期的时间内，来评价一篇文

章的质量。

对于这个问题，浙江大学相关负责

人在回应外界质疑时强调，“阅读量只是

我们认定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基础性指

标之一。对于满足《办法》中基本条件的

成果申报，根据规定，还要由专家委员会

以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态度，秉承严肃

的学术传统、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进行

严格评审。”

早在2013年，教育部就提出“研究制

订优秀网络文章纳入科研成果统计、列

为职务（职称）评聘条件的办法”，在《教

育部 2017年工作要点》中，提出“推动将

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科研成果统计、

职务（职称）评聘审、评奖评优条件”。目

前，除浙江大学以外，也有一些高校进行

了探索。比如，上海交通大学试点将优

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宣传思想工作干部

职务职称评聘条件；吉林大学出台规定

鼓励优秀网络文章和网络舆情信息稿件

创作，规定优秀网络文章的体裁为新闻

评论，时政、高教、社会热点解读文章和

长篇通讯文章。

对于未来中国科研工作评价体系，

姚荣认为，应该在合宪、合法的基础上，

进行合理有效的改革创新。首先，应坚

持将学术评价的权限交由学术同行组成

的合议制组织行使，而不能由其他组织

机构僭越行使这一学术权力。其次，应

对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教师，进行分类

评价。应根据学科属性的差异，由学科

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基于特定的程序，

制定相应的学术评价标准。例如，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其评价可能依旧更多依

赖于专著、论文等形式。与此不同，在一

些应用型的“硬科学”领域，社会服务以

及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纳入评价体系。实

际上，在德国《高等学校总纲法》的法律

规定中，已经认识到研究型大学与应用

型大学教师评价的区分。其中，应用型

大学教师更侧重其职业经验以及应用能

力的考察。

按照规定，浙江大学将在每年6月牵

头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报的优秀网络文

化成果进行认定，具体的评价效果还不

得而知。对于学术评价来说，或许没有

哪一种评价方式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顺

时而动，积极探索的勇气永远值得鼓励。

文//王微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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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10月10日，中国科协组织院士、专家代表前

往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

展，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怀进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徐延豪，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王

春法春法、吴海鹰吴海鹰、项昌乐项昌乐，党组成员王延祜王延祜参观展

览。该展览以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主

线，安排设计了10个主题内容展区和1个特色体

验展区，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

的新的重大成就。院士、专家们纷纷表示，观看展览鼓劲提气，增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信心和决

心，要紧密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拼搏奋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科学网 [2017-10-11]

中国科协组织院士专家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成就展

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
联合倡议向南仁东学习

9月 25日，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院

联合发布《关于在科技界开展向南仁东

学习活动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FAST工程总工程师南仁南仁

东东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

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了精彩的科学人

生。他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高尚情操

与杰出品格堪称楷模。党的十九大即将

召开，根据刘延东刘延东副总理关于认真组织

学习南仁东先进事迹的指示精神，为了

更好地调动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

热情和创造活力，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

作者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联合

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发出如下学习倡议：

一是学习南仁东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

爱国情怀。二是学习南仁东敢为人先、

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三是学习南仁东

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的高尚情操。四是

学习南仁东真诚质朴、精益求精的杰出

品格。

新华社 [2017-09-26]
中英生命科学与医学

高峰论坛召开

9月 26日，中英生命科学与医学高

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国科协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怀进

鹏鹏出席论坛并致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主任杨卫杨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副主任崔丽崔丽，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兼学会学术部部长、企业工作办公室主

任宋军宋军，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饶子饶子

和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2009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Venkatraman RamakrishnanVenkatraman Ramakrishnan，
英国惠康基金会主席 Jeremy FarrarJeremy Farrar等
出席论坛。论坛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

会联合体主席曹雪涛曹雪涛主持。本次论坛由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医

学科学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英国皇家学会以及英国惠康基金会

共同主办，包括学术报告、参观访问、女

性科学家专场交流等活动。中英两国科

学家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充分展示生命

科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植物

学、农学、环境等20个领域的创新性研究

成果，探讨生命科学领域未来科技创新

的方向，增进了解，寻求更广阔的合作空

间。8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6位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两国各约

100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共 200余人出席

论坛。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7-09-26]
第十三届中国科技期刊

发展论坛举行

9月21日，由中国科协、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重庆市科协、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中国科

协学会服务中心承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科

技期刊发展论坛在重庆市开幕。本届论

坛主题为“机遇与挑战——中国科技期

刊发展之路”。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项昌乐项昌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新闻报刊司司长李军李军，重庆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罗德罗德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

本届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恩哥王恩哥院士，清华大

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朱邦芬院士，中国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吴孔明吴孔明院士，天津市肿瘤研

究所所长郝希山郝希山院士等35位专家作专题

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600余

名专家、学者和科技期刊工作者参加论

坛。开幕式由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主

任刘兴平刘兴平主持。本届论坛包括开幕式、

大会主旨报告、专家对话、专题分论坛、

主题展览、特色活动、编辑业务大赛决赛

等环节。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 [2017-09-25]
中国科协脑连接图谱
共同体理事会成立

9月 26日，中国科协脑连接图谱产

业协同创新共同体理事会在苏州成立，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广

电国家实验室（筹）主任叶朝晖叶朝晖当选理事

会第一届理事长。在中国公布的“十三

五”国家重大科技创新规划中，脑科学和

类脑研究榜上有名。脑连接图谱研究是

认知脑功能并进而探讨意识本质的科学

前沿，不仅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脑疾

病防治、智能技术发展也具有引导作

用。此前，中国科协已将脑连接图谱产

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列为首批优先扶持的

共同体。

中青在线 [2017-09-28]
中国科协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

聚焦“认知仿真”

9月21—23日，由中国科协主办，中

国仿真学会承办、国防大学协办，主题为

“认知仿真：理解与管理复杂系统的终极

方法”的中国科协第121次新观点新学说

学术沙龙在桂林召开，国防大学教授胡胡

晓峰晓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王

飞跃飞跃担任领衔专家，来自全国多个领域的

27名专家与会，16位学者作了学术报

告。与会者围绕“经验直觉捕捉是否是复

杂系统建模的特殊模式”“神经元网络是

否是复杂系统模型的特殊表达形式”“可

进化是否应是智能认知模型的固有属性”

“智能认知模型的进化会不会突破人类容

忍的极限”等4个专题进行了探讨。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7-09-2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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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建议·

2017年 7月，百度公司 CEO李彦宏
用视频直播了其乘坐无人驾驶汽车驶上
北京五环的情形，将中国无人驾驶汽车
领域的发展近况拉入公众视野。目前全
球多家公司参与研发、推广无人驾驶技
术。例如，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无人驾
驶汽车红旗HQ3，2011年便完成高速公
路自主驾驶测试；百度预测其旗下无人
车可在“3至5年内实现商用和量产”。然
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对固有滞后性的法
律带来了挑战。如何通过法律合理规制
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使用，使科技进步
更好地增加社会福祉、推动社会进步，俨
然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1 无人驾驶汽车对现行法律的挑战
1）无人驾驶与目前驾驶证、牌照等

制度不兼容。按现行相关道路交通法律
法规，驾驶证制度通过保证驾驶人操作
技能合格，从而维护行驶安全，减少事故
发生。而无人驾驶状态下，车辆完全由
电脑智能控制，驾驶技能不再是操控车
辆的必备条件。此外，人类很难完全相
信电脑控制比人类驾驶更安全，无人驾
驶汽车作为新型汽车需要特殊牌照。

2）无人驾驶责任主体的认定不适用
现行法律。中国法律处罚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和认定机动车事故成因主要围绕当
事人是否存在过错、车辆所有人是否尽
到应尽义务和汽车制造商生产的车辆是
否达到质量标准进行。无人驾驶状态
下，驾驶人不存在过错，法律责任主体可
能涉及汽车制造商、网络提供者、智能系
统开发方等多方主体。此外，事故还可
能由智能系统受到网络入侵、黑客攻击
等因素造成。

3）无人驾驶是对个人隐私的挑战。
无人驾驶汽车使用智能联网系统，实现
车辆与人、其他车辆、道路等外界的信息
交换，进行定位、导航 [1]。车辆行驶数据
和乘车人隐私暴露于网络环境下，数据
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凸显。

4）无人驾驶是对保险制度的挑战。
事故风险负担主体转变，且潜在风险不
明确，保险制度也需随驾驶技术的发展
改变。

5）无人驾驶状态下会与交通肇事罪
产生冲突。无人驾驶状态下，坐在驾驶
座上的人对交通事故没有过失，其行为
与法律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此时
若认定交通肇事罪违反刑法罪责性相适

应原则，也与该罪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

2 国内外无人驾驶汽车立法及制度设计
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普遍具有滞后

性。为引导无人驾驶相关产业发展，世
界各国纷纷制定或拟修订相关法律。国
外的在先立法值得我们关注、参考。

2016年 3月 23日，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宣布《国际道路交通公约（维也
纳）》（“Vienna Convention for Road Traffic
〔Geneva〕”），允许驾驶员在可选择打开
或关闭无人驾驶功能的情况下完全应用
自动驾驶。

2016年 9月 20日，美国国家公路交
通安全管理局发布《联邦自动驾驶汽车
政策》（“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s Poli⁃
cy”），确立了包括数据和隐私权保护、系
统安全、车辆信息交换等 15 项评估标
准[2]。

英、日、法、德等国家皆不同程度准
许无人驾驶汽车进行实际道路测试，加
快立法及法律修订进程。

2017年6月，中国发布《关于征求〈国
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
网联汽车）（2017年）〉（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提出了智能网联汽车这一概
念，概括性描述了通用规范、产品技术，
对无人驾驶技术创新和法律修订具有指
导性作用。

3 对中国协调无人驾驶与法律的建议
无人驾驶汽车与现行法律的各项冲

突大多建立在技术完备、广泛应用之
时。尽管多家公司表示将尽快实现量
产，但中国技术研发距离真正无人驾驶
仍有距离。因此当前处理无人驾驶汽车
与法律的冲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立智能联网汽车的自动驾驶分
级，分类管理。目前中国国内各机构的
研发水平、进程参差不齐，很多企业宣称
的无人驾驶汽车，依上述分级规则只能
划分为 1或 2级辅助驾驶。分类管理有
助于加强行业规范，对于确定具体技术
规范、认定责任主体、更新保险制度及其
他法律法规的出台也具有重要意义。

2）尽快制定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测试
申报许可制度，尤其是进入开放路段测
试。此外，还应确立运行报告制度，要求
申报者详细报告此次测试的运行状况，
包括测试过程中是否因自动行驶而发生
事故、故障及违反道路交通相关法律，使

监管部门及时掌握行业内技术和安全性
能发展进程，并完善相关监管制度。

3）对于无人驾驶汽车事故认责问
题，可首先判断事故发生是否有人工因
素介入，在驾驶人与汽车制造者之间划
分责任。无人驾驶汽车包含多项高新科
技，对检测技术要求过高且程序繁琐，可
要求无人驾驶汽车安装黑匣子，事故发
生后找回并对数据译码分析，判定事故
真成因。

4）对于无人驾驶汽车保险制度、个
人隐私保护制度及交通肇事罪的更新，
在技术参差不齐、普遍尚未成熟的现阶
段为时尚早。高新科技发展迅速，前瞻
性立法易对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造成
挑战。这也是无人驾驶汽车多个方向立
法面临的问题。

4 结论
无人驾驶汽车立法既要跟上时代发

展、推动技术创新，又要将安全作为重点
问题，还需考量公众的态度和意见。英
国价格比较网站（uSwitch.com）近期的一
项调查显示，近半受访者不愿成为无人
驾驶汽车的乘客 [3]。无人驾驶技术仍存
在众多不确定性，需经过大量、全方位的
测试，检验、完善技术，消除公众隐忧。
因此要慎重对待研发机构急于量产的规
划，立法应循序渐进，根据技术发展逐步
确立无人驾驶汽车的行驶地位，制定配
套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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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脑科学心理学与脑科学：：进展进展、、思考和展望思考和展望

·科学评论·

脑科学，又称神经科学，是研究脑和

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交叉性学科。

脑科学涉及的研究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

探讨大脑的工作原理和发现大脑疾病的

异常机制。自 20 世纪 50 年代里奥克

（David Rioch）成立第一个神经科学实

验室以来，基于脑的研究受到大量科学

研究者的关注。1969年，世界最大的神

经科学组织——神经系统科学协会（So⁃
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成立，据

悉，近年神经系统科学学会年会年会吸

引了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的4万余名研

究者参加。

20世纪90年代以来，脑科学研究技

术和大脑研究本身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脑科学研究技术上，如神经影像学的

发展（包括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正电

子发射成像（PET）、单光子发射体层成像

（SPECT））、电生理学和人类的遗传分

析，结合心理学的实验技术，神经科学家

和心理学家开始解决诸如认知与情感的

神经基础等科学问题。脑科学技术在心

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也成就了交叉学科

——认知神经科学的蓬勃发展。实际

上，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国家图书馆和

国立卫生研究院称为“脑的十年”；21世

纪初，2000年开始的10年则被美国心理

科学协会 等宣称为“行为的十年”。在庆

祝《Science》创刊 125 周年之际，《Sci⁃
ence》杂志社公布了 125个最具挑战性

的科学问题，认知科学问题占9%。其中

不少都依赖于脑科学与心理学的交叉，

例如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记忆如

何存储和恢复，人类合作行为如何发展，

人类为什么会做梦等问题都有待于心理

学和脑科学的交叉研究来解决。

与此同时，从政府到企业都积极关

注并大力推动脑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

如欧盟开启的投资超10亿欧元的欧洲脑

计划（The Human Brain Project）和日本

脑计划（Brain/Minds Project）。2013年

4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

脑科学计划（BRAIN Initiative），旨在研

发一系列研究大脑活动的工具，在了解

人类思维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在这样的

学科发展和国际背景下，中国也发布了

中 国 脑 计 划（The China Brain Proj⁃
ect）。2016年3月中国“十三五”规划纲

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列为“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中国的脑计划主要

有两个研究目标：探索脑认知原理和攻

克大脑疾病。

在探索脑认知原理的方法技术方

面，近 20~30年主流的脑科学研究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fMR）近期受到了

极大挑战。2016年《PNAS》发表一项研

究表明已发表的有关 fMRI研究中的假阳

性信号发生概率非常高。这一研究结果

挑战了超过4万项脑研究结果，但是由于

已有多数研究的原始数据并非开放性数

据，导致研究者无法证实或者重新论

证[1]。基于这些局限性，2017年《Nature
Neuroscience》杂志发表专刊探讨了神

经科学的发展方向，其中包括呼吁重视

神经科学数据分析的可重复性，提倡神

经科学数据和计算机分析程序代码的共

享 [2]。可喜的是，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研

究者不仅参与其中，甚至发挥主导作

用。其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左西

年研究员先是参与了“千人功能连接组

计划”（FCP），继而开展了以中国为主导

的国际神经影像大数据共享计划“国际

信度与可重复性联盟”（CoRR），受到了

国际顶级期刊和同行的关注。在影像数

据的采集和标准化分析中，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严超赣研究员主导的“抑郁

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多中心数据荟萃分

析计划”（REST-meta-MDD）也已经启

动。这一计划开辟了抑郁症磁共振大数

据研究先河，为后续多中心大数据合作，

促进开放性数据共享和数据标准化处

理，从而有效推进功能磁共振在临床实

践中的应用。

心理学与脑科学早期的工作较多集

中在基础认知功能，包括知觉、注意、语

言等方面，而近年来对社会认知的脑机

理探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近两年，对

于学习和记忆等高级脑认知功能的一些

重要研究工作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也获

得了广泛关注。例如，《Science》2016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工作通过光遗传学技

术开关老鼠快速眼动睡眠（REM）时期时

海马神经元，相比控制组老鼠，REM期间

关闭神经元的老鼠记忆任务表现更差，

表明快速眼动睡眠在记忆巩固中的重要

作用[3]。

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也体现

在对个体社会行为的探讨中。人类的社

会性能力和动机是社会适应性行为产生

的核心要素，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人类和

其他动物在共情、安慰、合作和策略性欺

骗等社会行为上都具相似性。而神经科

学的研究表明了这些社会功能可能拥有

一个共享的脑机制，被称为社会脑（so⁃
cial brain）。2017年，《Trends in Cog⁃
nitive Sciences》发表两篇社会脑相关的

论述，讨论了包括社会决策和社会学习

的脑基础[4-5]，这一机制的继续探讨既能

揭示社会脑及其调节机制，对很多社会

功能障碍患者也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脑科学和心理学的

研究也与时代的科技发展密不可分。伴

随网络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

关注人的社交网络、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如何影响人的大脑和行为。自 2016
年底以来，美国世哲出版公司（SAGE）统

计的被阅读最多的研究论文就有关于互

联网如何影响人类认知的研究。2017年

初，《PNAS》发表的一项工作表明个体的

社交网络和脑网络的关系[6]。此外，也越

来越多的研究注重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包括对贫穷、恐怖主义的研究等也有深

远的现实意义。

展望未来，作为心理学与脑科学的

研究者，我们期望以大脑为中心，让神经

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进

一步发挥作用；同时坚持以心理、行为和

社会科学问题为导向，个体的心理过程

不是简单的生物基础的累加，未来心理

学与脑科学将会更加紧密地交叉融合。

在开放科学、大数据共享和数据标

准化的大势下，中国心理学和脑科学的

发展将更好地服务中国、助力世界，相信

中国科学家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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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式创新颠覆式创新：：可逆计算可逆计算

·科学评论·

计算机的发展几十年来可谓神奇，但现在碰到的最大瓶颈

是能量消耗，它所依靠的半导体产业的摩尔定律要失灵了。那

么，怎样突破这个瓶颈呢？现在，尤其是在中国，人们对研究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表现出极大兴趣，大都是在计算机的功能上着

手，软件上加点东西，在这上面创新。从能量消耗的角度讲，它

的思路是：一个逻辑电路，运行一次，接着运行下一次的时候，前

一次运行所消耗的能量就浪费了，所以超级计算机的能耗才那

么高。可逆计算与此不同，它是一个颠覆性的创新。设想一下，

如果电路里只有电感、电容，没有电阻，就不会有能量消耗。它

的运行是可逆的——电感可以激励，也可以释放；电容可以充

电，也可以放电。

早在2003年，Michael P. Frank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纳米

技术会议暨贸易展览会（2003 Nanotechnology Conference &
Trade Show）的报告中列出了可逆计算的成本效率（图1）。

图1说明，传统的不可逆计算在2038年以后将达到一个热

力学墙，每1美元能够进行的位运算次数无法再提高了，而对于

可逆计算仍可提高 1000至十万倍，那大概是 2050年的事了。

这里考虑了由于可逆在算法、运算速度上需要付出的代价。可

逆计算的基础是可逆逻辑门的设计和生产，这就牵涉到量子计

算了，必须做到量子级，电路才能可逆。但是，不要空谈量子计

算，可逆计算要从逻辑门做起。

可逆计算的想法与人们改进半导体设计与生产、改进算法、

跟踪产业界流行的想法非常不同，但这个想法并不新。1961年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物理学家Rolf Landauer发表《Irre⁃
versibility and Heat Generationin the Computing Process》
一文，认为不可逆计算是一种热力学行为，物理现象的可逆性对

量子物理也成立。从量子物理的观点看，信息是不可能被毁灭

的。计算机在每一拍把前一拍的信息擦去了，实际上前一拍的

信息变成了热量损失了。Landauer的结论是在室温下，擦去1
位就驱散至少0.017 eV的能量。对今天的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CMOS），情况更严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表明，每擦去

1位至少损失500 eV的能量。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可逆化，即

每一个初始状态产生唯一的后续状态，带有信息导向的任何能

量不会转为热量，而可以为后续操作所用。可惜此后沉静了许

多年，因为工程实现实在太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麻省

理工大学（MIT）的研究者们重新重视这个问题，他们设计了可逆

的逻辑门。此后，美国许多大学、公司以及日本、俄罗斯、法国等

国家都开始研究各种实际途径实现可逆计算。在美国斯坦福大

学附近的帕洛阿尔托（Pala Alto）的分子制造学院的 Ralph
Merkle设计了可逆纳米分子机器，理论上说只要用今天计算技

术千亿分之一的能量，计算速度仍可达到纳秒级。他们设计的

一种所谓的“连接逻辑”如图2所示。

图2中两个深灰色可动条可以检测到几百个原子通过，其控

制点是无摩擦的。它就像今天的晶体管一样，但是可逆。不过，

这种原子级精确装置的制造技术还需要研究。

现在，计算技术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模拟或基

于毛刺的神经计算如果不可逆，也将最后达到极限，即使是量子

计算的突破也只能对特定计算提速，而不是通用计算。所以，可

逆计算应该是解决当前计算危机的道路之一。人们应该重视颠

覆性的创新，而不是紧跟大公司的脚步做研究。

图1 可逆计算的成本效率

图2 连接逻辑

文//闵应骅

作者简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IEEE终身Fellow。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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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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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二氧化碳的

应用前景和局限报告》不仅列出了二氧

化碳当今和未来的应用领域，也探讨了

在使用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文

继续推介这一报告。

4 应用二氧化碳所面临的挑战

在应用过程中，人们需要加强基础

研究，改进催化剂，生产绿色氢气，开发

低碳能源，同时考虑工业部署的经济性

及可操作性。

4.1 改进催化剂

几乎所有利用二氧化碳的技术都需

要催化剂的参与，人们应继续开发在更

简单（较低温度和较低压力）条件下催化

二氧化碳反应的新型催化剂，又或者在

提高反应效率、选择性的同时延长催化

剂的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开发出

用于大型生产（如兆吨量级）的催化剂是

目前面临的挑战。目前实现全球化规模

生产的只有 10~15种催化剂，扩大催化

剂的种类是未来的目标。催化行业是英

国的传统优势行业，面对目前的情况，英

国应该乘胜追击，再次引领催化剂的研

发，保持在这一领域的全球应用知识产

权许可。通过氢气、能量、催化剂结合二

氧化碳转化为甲烷、甲醇等有机物的应

用已较为成熟。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串联

反应，使用电能或太阳能，通过一步反

应，将二氧化碳和水直接转化为燃料或

合成气。通过这些光化学，电化学和光

电化学方法制备的产品被统称为太阳能

燃料或人造光合作用。

4.2 生产绿色氢气

在第3章所述的许多用途中，都需要

氢气作为驱动二氧化碳转化的原料。因

此生产绿色氢气同样重要。天然气的蒸

汽甲烷重整是工业规模商业生产氢气的

最常见方法。人们需要从非化石资源可

持续生产氢（“绿色氢”），以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例如在燃料电池和运输等领

域）。氢气在这些方面的相对价值可能

会推动规模经济化，提高氢的利用率。

4.3 驱动二氧化碳化学转化的低碳能源

的来源

制造合成燃料和化学品和材料需要

能量来驱动二氧化碳的化学转化。为实

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减少，需要这些驱

动能量也具有低碳属性。利用太阳能模

拟光合作用，通过电化学反应处理二氧

化碳是一个有前景的发展方向，但也需

要更多的研究去克服目前的局限，特别

是提高捕获和收获太阳能的效率。

4.4 工艺改进

化学方面的进步需要借助于工艺和

反应工程的进步以及新的工艺设计。科

学，发展和商业化的密切合作缺一不可。

4.5 科研合作

在解决二氧化碳应用的挑战中，科

学家们会面临不同领域的问题，应充分

利用英国在催化和二氧化碳化学基础研

究领域的长处，从材料发现、分子设计、

催化、生物技术、分析和光谱科学、膜科

学、反应工程和系统科学等领域使自然

科学和工程学科家通力合作。同时英国

也英国积极创造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研究

伙伴关系，以跨越跨学科的科学障碍。

5 推进二氧化碳的商业潜力

5.1 更广泛的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在几万年的地质

时间尺度上固定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

的各种用途通常会在更小的时间尺度上

（例如数月或数十年）固定二氧化碳。合

成燃料通常不作为捕获二氧化碳的手

段，因为当前没有替代碳氢化合物燃料，

因此合成燃料通常作为低碳能源引入各

行各业。在不可降解的聚合物中，二氧

化碳可能潜在地被固定较长时间。人们

应该更深入地研究二氧化碳储存持续时

间对气候的影响，需要包括热力学和经

济学在内的生命周期分析（LCA）来了解

二氧化碳的具体用途产生的贡献。其中

关键方面包括：所需的能源投入，这些能

源投入的替代用途，所用二氧化碳的来

源。目前大规模使用二氧化碳可能产生

经济影响仍不清楚，还需更多研究。

5.2 示范设施

目前英国缺乏大规模的示范性应

用。未来应考虑在钢铁和水泥工程、乙

醇发酵等生物质加工厂打造相应的二氧

化碳应用示范设施。同时还需要权威人

士进行测试，评估它们是否有商业潜

力。塔尔博特钢铁公司已经提出多种二

氧化碳用途的示范设施申请。这样的示

范设施可以鼓励企业在英国投资，未来

给这些企业在关键制造工业中提供建设

低碳基础设施的能力，其中还包括供应

链合作。

6 结论

6.1 使用二氧化碳来帮助英国经济脱碳

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源自发电、燃

料和加工工业的燃烧。通过使用非化石

能源和对可能仍然需要的化石源（如天

然气）应用碳捕获和储存，可以将发电行

业脱碳。航空，海运和远程运输，因为需

要液体燃料所以很难脱碳，因此应大力

推广低碳源的液体燃料。根据水泥、钢

铁、化工等行业的生产过程来看，很难转

用低碳能源，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可避

免。但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这些排

放是比发电排放更有吸引力的二氧化碳

源。这些生产产品还为燃料和化学品制

造提供了替代可持续生物质碳源。在英

国8个能源密集型加工业的工业脱碳计

划的制定中，已经考虑到了工业二氧化

碳的储存和使用。化学品部门认为使用

二氧化碳对英国化学工业的未来发展至

关重要，推动整个行业走向低碳的未来，

对确保英国化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增

长势头至关重要。

6.2 使用二氧化碳为英国提供经济机会

二氧化碳的用途可以分为两类：涉

及氢气和不涉及氢气。对于前者，需要

绿色氢气。二氧化碳的大规模使用，例

如制造燃料和商品化学品，将需要大量

的绿色氢气。对于不涉及氢的用途，如

制造聚合物和矿物碳酸盐，使用二氧化

碳的规模较小，但可提供更高的价值。

二氧化碳的使用为英国在一系列时间表

上提供了经济机会：不涉及氢气的应用

可能比涉及氢气的更早得到采纳，这与

逐渐减少化石燃料的目标是一致的。这

些机会与英国的研究和工业能力保持一

致，符合政府“低碳，资源节约型经济”的

计划。它代表了一个“培育世界领先的

行业”的机会，利用在英国良好的跨学科

产业链，确保在未来投资方面的长期竞

争力。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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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噪声控制到声景营造从环境噪声控制到声景营造

文//康健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

·科技纵横·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8000万欧盟公

民生活在超标的环境噪声水平下，交通

噪声的社会成本可达 GDP 的 0.2%~
2%。英国环境部的数据表明，英国每年

噪声造成的损失高达 70~100亿英镑。

在中国，环保部指出环境投诉中噪声占

35%，高居环境问题的榜首。噪声不仅

干扰睡眠，还会造成听力损伤，引发心血

管疾病等，导致社会交流障碍、学习与工

作效率下降、事故率提高以及房价降低

等。

1 声景营造可有效解决声环境问题

对于噪声问题，传统的解决方法是

降低其声级，目前国内外城市规划及环

境保护的标准法规均以声级限值为基

础。但是，降噪往往成本过高且并不总

是可行，更重要的是不一定会改善生活

质量。以城市开放空间为例，研究表明，

当声压级低于 65~70分贝时，人们的声

舒适度评价与声压级并不密切相关，而

声音的种类、使用者的特点及其它非声

学因素却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还发现，环

境噪声的烦恼度只取决于大约30%的声

能量等物理层面因素。正因为如此，许

多城市有关部门尽管严格执行所有的环

境噪声规范，但社区投诉仍然不断。

声景，不同于传统的噪声控制，而是

着眼于听觉、听者、声环境和社会之间的

关系，将环境声视为“资源”而不仅是“废

物”，即在降噪的同时亦考虑有利声源，

如人们喜好的声音，从而营造整体声环

境。声景的理论、设计思想及技术方法

为有效解决声环境问题带来了根本性的

进展。

2 声景研究的现状与应用

在最近颁布的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声景：定义及概念框架》标准中，声景被

定义为“在给定场景下，个体、群体或社

区所感知、体验或理解的声环境”。因

此，声景涉及一系列学科，包括声学、城

市规划学、建筑学、景观学、工程学、心理

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民族学、人

文地理学、医学、美学、语言学、音乐学

等。欧盟噪声法严格要求在其各城市设

立安静区域并加以保护，于是仅按噪声

级来划分安静区域的问题凸显，使得工

程界和研究人员对声景给予极大关注。

声景研究已成为近年国内外声环境

研究热点。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如国际

声学与振动学会大会（ICSV）、国际噪声

控制工程大会（Internoise）、国际声学大

会（ICA）、国际噪声与公共卫生大会

（ICBEN）、欧洲规划学院协会年会（AES⁃
OP）等，均有一系列声景专题。《美国声学

学报》、《欧洲声学学报》以及中国的《新

建筑》等均出版了声景专刊。国际上亦

建立了声景联盟，如欧洲科技合作组织

的声景联盟（汇集了来自23个欧洲国家

和7个其他国家的96个学术、政策、工程

组织机构，涵盖科学、工程、社会科学、人

文与医学等学科）、英国噪声未来联盟、

世界大学联盟的环境声学联盟等。已有

研究成果，包括大型声景数据库、基于语

义细分法的声景因子系统、声喜好体系、

声景图技术、神经网络声景预测模型、公

共建筑空间声景设计方法等。同时，国

际上许多城市正积极推动声景示范项

目，如伦敦、柏林、斯德哥尔摩、安特卫普

等。在我国，深圳、拉萨、贵州等一系列

声景保护项目亦已展开。

英国谢菲尔德火车站的站前广场是

一个典型的声景营造案例（图 1）。广场

的各种水景在频谱和声级动态范围方面

都很丰富，对响度、粗糙度、尖锐度和波

动强度等的分析也显示了其心理声学指

标的多样性，为使用者提供了一场声景

“音乐会”。其主要声景元素是不锈钢雕

“锋刃”，灵感源于谢菲尔德作为欧洲钢

都及不锈钢发明地的城市历史和文化。

“锋刃”是阻隔交通噪声的屏障，同时面

向广场一侧有清水顺表皮流下，提供了

人们喜爱的流水声。实地问卷调查显

示，水声虽然并非所有声音中最响的，但

其注意度最高。此案例表明，使用声景

元素可以创造高文化价值空间、减少噪

声烦扰度、提高使用者的愉悦感，其附加

价值是简单的噪声控制不能达到的。

对声景质量进行标准化评价，发展

声景指标，是目前的研究焦点。其对声

景的各个方面，包括声景评价、设计以及

预测都至关重要。鉴于声景设计包括各

种声音的物理特征、空间的声学效应、使

用者的行为和社会人口特点、以及其它

物理与环境条件，且声景质量决定于生

理因素，心理因素，物理因素，以及情境

因素（例如视觉、文化等），为建立声景指

标，需要系统地利用跨学科方法，详细研

究这些因素与声景的关系。声景指标可

表示为：f 1(物理因素)+f 2(心理因素)+f 3
(生理因素)+f 4(情境因素)……，其中 f可
以是线性或非线性函数，声景指标可以

是单一的数值指标，也可以是一个模糊

指标集，来反映声景的多个属性,如响度、

愉悦度、活跃度等。利用声景指标可以

在城乡规划及环境评估中对声环境进行

分类，进而以反映舒适度水平的方式对

声环境质量进行评估，最终创造更宜居

的环境。

3 声景营造的意义

从噪声控制到声景营造的转变给环

境声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进展，在城乡

规划、建筑设计、景观创造等方面均具有

重要意义。在生活质量方面，安静区域

和具有恢复性的声景有益于人们的心理

健康，例如减缓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为

儿童提供舒适的学习环境等。在经济效

益方面，有吸引力的声景可以提高建成

环境质量，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具有

恢复性的城市空间可弥补为健康所消耗

的医疗成本。在文化建设方面，声景营

造基于不同人的感知与评价，促进城市

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对地方特色的识别、

保护和恢复。

图1 英国谢菲尔德火车站

站前广场的声景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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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与南仁东老师的数次交往记我与南仁东老师的数次交往
———沉痛悼念并追忆南仁东老师—沉痛悼念并追忆南仁东老师

·科学人物·

2017年9月15日，北京时间18∶55，
在太空飞行了近20年的卡西尼号航天器

结束了使命，陨落在土星上。也就在同

一天夜里，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FAST）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

学家南仁东老师因病情突然恶化，于23∶
23仙逝。

这真是令人震惊的噩耗！南老师当

年身手矫健地攀上观景亭的一幕还深深

刻在我的脑海。6年前，我们在江苏宜兴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很多人一起到

宜兴竹海游览。走到山顶的观景亭，楼

梯口有一道上锁的铁栅栏门，因为现场

并没有售票员，所以我们就在旁边休息、

聊天。这时66岁的南仁东老师来了，只

见他看了一眼就迅速纵身翻过栅栏门，

大步走上观景亭二层一览河山，直看得

一旁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时的南老师是

那么健壮！当然，后来南老师不幸罹患

癌症，做了手术，嗓音也嘶哑了。但是，

过去一年里我还多次见到过南老师，依

然是简洁、果断，甚至就在几天前，还在

路上看到他行色匆匆地走过，向他打过

招呼。无法相信，南老师竟然就此离我

们而去了。

我相信FAST研究团组的同事们一

定会讲出很多关于南仁东老师和 FAST
的故事。这里，我只想追忆一下我和南

老师的几次接触。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南

老师是在2005年，FAST那时还没立项，

但在天文界已赫赫有名。当时我刚回国

到国家天文台工作不

久，南老师邀我去他

办公室聊聊。在走廊

里，老远就能闻到从

他屋里传出的烟味，

而他的房间门是关着

的。聊天过程中，南

老师也烟不离手，他

先向我询问了一些当

时宇宙学的研究进

展，然后说，“你们搞

理论的人净弄一堆玄

乎理论来糊弄人，其

实都是骗人的，你说

是不是？”。我作为理

论研究者当然不同

意，礼貌但坚决地和

南老师辩论了一小会儿，南老师笑着说，

看来你还有点主见——看来我通过了南

老师首次见面的小“测试”。

在准备FAST立项的国际评估时，南

老师邀我参与撰写 FAST科学目标中的

宇宙学部分。在考虑 FAST如何进行宇

宙学研究时，我提出不必像传统做法那

样分辨出单个星系，而可以用低角分辨

率观测中性氢大尺度结构，也就是后来

被称为强度映射（Intensity mappin）的方

法。2007年 5月，在杭州岳王庙举行的

一次有关FAST的讨论会上，我介绍了这

一想法，并给南老师提供了一些用FAST
进行宇宙学包括暗能量、暗物质问题研

究的有关演示文稿（PPT）资料。后来，南

老师在作关于 FAST的报告中涉及宇宙

学的部分时，经常使用这些资料，每次他

都说明是由我提供的，让作为听众的我

也倍感自豪。可惜我没有及时把这一想

法写成论文，后来张慈锦（Tzu-Ching
Chang）、彭威礼、Jeff Peterson等人正

式发表了用这一方法进行暗能量巡天的

论文。不过，我的研究团组后来也从这

一理念出发，开展了天籁射电暗能量探

测实验。

台里也曾请南仁东老师对我的团组

关于天籁望远镜的实验设想进行评估。

记得南老师把我叫去，询问了许多技术

细节，在我一一回答后，他肯定了我们的

想法可行，并给了几条建议。但是，当我

说到我们计划在新疆、贵州选址时，南老

师却很坚决地让我们选新疆而不要选贵

州。他说贵州是山区，平地面积小、人口

密度大，建个望远镜，得影响周边很多老

百姓用不了手机。后来我们还是在

FAST附近选过址——那里已为FAST划

定了射电环境保护区，不会再影响更多

的老百姓了，不过最终因其他原因作罢，

天籁望远镜建在了地广人稀的新疆。

回到2007年那次杭州会议，一次午

饭后，南老师邀我和他一起走到西湖边

的曲院风荷散步，同时聊聊相关的科学

问题。我记得在回答了南老师关于

FAST能做哪些宇宙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后，也向南老师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

问题是，FAST在提出时有没有具体的科

学目标？因为当时作为理论研究者，我

觉得设备应该围绕科学问题设计，需要

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时，才有必要研制

相应的设备。但南老师不以为然，他说，

“FAST建成后比任何现有的望远镜灵敏

度都高，一个性能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

设备的望远镜，我不信会没有它能做的

独特科学！”他这种从技术发展出发研制

设备的理念，和当时我的观念有很大差

FAST的缔造者南仁东

2011年，66岁的南仁东轻松翻越铁栅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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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学雷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异，但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现

在我自己的观念已发生了转变，大约是

介于二者之间。第二个问题是，FAST的

视场不大，做大天区面积巡天比较难。

当时我了解到相位阵馈源（PAF）技术可

以实现大视场，因此询问南老师在FAST
上为什么不采用这种技术。南老师有点

不耐烦地说，这个东西他早就很熟悉，但

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不考虑。当时我

并不十分理解南老师的态度，后来我自

己做了实验项目，又对射电天文技术有

了更多了解后才逐渐想明白，PAF技术

当时不太成熟，没有把握，如果在 FAST
本身还处在立项和建设阶段时引入，可

能会使工程管理、考核评价等问题复杂

化。南老师大概对此早有考虑，但不太

好给当时没有工程经验的我来解释。

有一次，我去找南老师本想要一点

FAST的照片资料。可能一开始他没听

清，兴奋地跟我说，他准备了一个特别全

的PPT，可以都拷贝给我，说着就打开电

脑。我发现那是他收集的关于寻找外星

生命的详细资料。他对寻找外星生命充

满着热情。坦白地说，虽然少年时代我

也曾像其他同龄人一样为外星生命而着

迷，但中年的我早已下意识地感到寻找

外星生命就像是幻想小说，当不得真。

然而南老师由衷的热情却再次感染了

我，我意识到，寻找外星生命也正像其他

科学研究一样，随着技术的进步，也同样

有实现的可能，同样值得认真对待。

2012年，我去英国曼彻斯特访问，

恰逢一个关于平方千米阵（SKA）的会议

在那里召开，于是也顺便参加了会议，这

次会议也有南老师等几位中国学者出

席。会上，我发现许多外国学者都非常

熟悉和尊敬南老师。当然，我知道南老

师参加过SKA早期的许多活动，FAST的

设计概念原本也是中国之前为SKA提出

的方案，因此对南老师与他们相熟并不

奇怪。我也听说过他甚至在本人缺席的

情况下被选为国际天文联合会射电分会

主席。但亲眼看到很多老外与他交谈起

来就像是哥们一样亲密无间，还是颇觉

吃惊，要知道南老师的英语表达还可以，

但并不是特别好。在会后聊天时，南老

师告诉我，20世纪 80—90年代，他先后

在荷兰、日本等地学习、访问，与这些国

家的许多射电天文学家们认识并建立了

友谊。日本发射的空间甚长基线干涉

（VLBI）卫星HALCA数据处理中的一些

难题还是南仁东老师解决的。南老师也

讲到了当年的一些趣事：他首次到荷兰

在国际上著名的射电天文研究中心AS⁃
TRON访问时，按照当时国内的一些规

定，以他的级别还不够资格坐飞机，因此

只能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前苏联、东

欧等国家去荷兰。可没想到，过境时苏

联、东欧国家边防海关人员向他索要贿

赂，否则无法通行，只好给钱。但是，问

题来了，南老师本来带的钱就不多，这样

一来没到目的地钱就不够了，无法买去

荷兰的车票。结果，南老师用意想不到

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她用最后剩的

一点钱到当地商店买了纸、笔，在路边摆

摊给人家画素描人像，挣了一笔钱，买票

去了荷兰。在荷兰，一位天文学家正好

要出去度假，就邀请南老师这段时间住

在他家里。有一次南老师出门忘了拿钥

匙，回来进不了门，就索性翻墙而过。没

想到邻居看到后以为是小偷，就叫来了

警察。那时南老师不会说荷兰语，英语

也说不太好，解释不清，被抓了起来，后

来联系上房子的主人才被释放。当时荷

兰人包括ASTRON的一些天文学家对中

国有很多偏见，南老师毫不犯怵，和他们

据理力争，结果最后却成了很要好的朋

友。

有一年台里开全体大会时，我正好

坐在南仁东老师旁边，台领导在上面宣

布当年台里同事的获奖情况。南老师突

然对我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

奖。我吃了一惊，南老师早已成名，20世

纪90年代就当过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在

国际射电天文界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怎么会没得过奖呢？然而南老师很肯定

地说，他从未得过奖，连先进工作者之类

的都没得过。那时南老师大约已过了退

休的年龄。我想他心中一定有很多感

慨，所谓的奖励、荣誉他未必看中，但自

己追求的人生“奖励”还没有实现，FAST
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拼搏。

现在，经过20年的努力，FAST终于

建成了，成为举世瞩目的工程奇迹。虽

然南老师没能等到它产出科学成果的那

一天、没能等到他应得的荣誉、奖励，但

是我想他离去的时候心里一定非常清

楚，他毕生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南仁东老师千古！

2012年英国曼彻斯特会议上的南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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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审稿意见修改论文和写答辩信的体会按照审稿意见修改论文和写答辩信的体会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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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臻

撰写和发表科研论文是科研工作者

的职责之一。有时作者把论文稿件投送

给学术期刊编辑部，几个星期后，收到期

刊编辑“稿件修改后可以刊用”的通知，

看到几位审稿人一长串的审稿意见，“头

都大了”。本文介绍笔者按照审稿意见

修改论文和给编辑、审稿人写答辩信的

体会。

收到一长串审稿意见时，首先要放

平心态，不要有抵触情绪。审稿人的意

见能帮助作者提高论文水平。笔者做博

士后期间，有两篇论文被审稿人指出很

多问题——实验证据不充分、论文写得

太啰嗦、论文的讨论部分写得像散文而

不像议论文。于是笔者不但补充了实

验，而且重写了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感到

论文的质量和自己的写作水平有很大提

高。有时，审稿人在审稿意见中对某个

实验的做法或者对论文的某段话表示不

解，那么读者也有可能对这些内容产生

不解。作者如果能按照审稿意见进行修

改，就能消除读者潜在的疑问。

在实际操作中，作者在收到审稿意

见后，可以先把审稿意见放一边。等过

了几天自己冷静了以后，再把审稿意见

拿出来，逐条分析哪几个问题通过引用

文献、简单修改句子就能解决，而哪几条

意见需要补充实验才能回应，然后安排

出时间补做实验。

得想方设法补充审稿人要求补充的

实验，这样，修改后的论文在复审时才有

可能“无可挑剔”。笔者的研究生曾用浸

渍法制备了一系列金属磷酸盐负载的

RuO2（二氧化钌）催化剂，Ru（钌）在催化

剂中的理论含量（质量百分比）为 1%。

我们曾把这批样品寄到校外科研机构，

那儿的工作人员用 ICP-OES（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分析，没有测出Ru
的含量，原因是 ICP-OES法分析之前需

要用王水溶解待测组分，但RuO2不溶于

王水。于是，我们最初的论文稿没有提

供催化剂中Ru的实际含量。但审稿人

要求补充这组数据，于是我们找到一家

能借助特殊的样品处理方法测定Ru含

量的科研机构，补充了这组数据。

有时审稿人要求用一种仪器测试样

品的某种物理化学性质，但作者一下子

很难找到这种仪器，或者即使了解到外

单位有这种仪器，但自己并没有使用权

限或者该仪器恰好坏了。这时，要想一

想：审稿人要求作者补做这个实验的意

图（即实验目的）是什么？能不能用别的

仪器手段达到同样的目的？要尽可能用

别的仪器手段来达到这个实验目的。如

果穷尽各种可能仍然满足不了审稿人的

要求，那么也应该在答辩信中如实陈述，

并回复好其他几条审稿意见，以免审稿

人认为作者“态度不端正”。

有时审稿人提出的问题或者建议在

技术上有些“愚蠢”，作者一看就知道“即

使补充了实验，也得不到有价值的信

息”。比如，作者用SEM（扫描电子显微

镜）表征了样品的形貌，但审稿人要求还

要用HRTEM（高分辨电子显微镜）表征

样品，但其实，用HRTEM表征这个样品

时，有可能所用的电子束能量高，导致样

品分解了。即便如此，也要尽可能在答

辩信中提供实验数据，如实告诉审稿人

——作者曾经做过这个实验，或者已经

按照审稿人的要求补充了实验，得到什

么结果，但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数据没有

被用在论文中，或者只是被放在了论文

附件而没有被放在正文中。

有时作者提出一种机理，作者的实

验结果和这种机理吻合，但审稿人却在

审稿意见中提出另一种机理。这时，要

仔细思考审稿人提出的机理能否被实验

结果证实。如果作者发现审稿人提出的

机理和实验结果不一致，那么要在论文

的讨论部分提出——还有一种可能的机

理（即审稿人提出的机理），但基于我们

观测到的哪几组实验证据，我们认为这

条机理可能不成立。

而如果作者无法用现有的实验数据

证明审稿人提出的机理是否正确，那么

应该在论文的讨论部分说至少有两种可

能的机理，我们的什么实验结果证明第

一种机理成立，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

第二种机理是否成立，有待今后进一步

研究。这么写，既坚持了作者的观点和

实验结果，也考虑到审稿人的观点，并为

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考题。

写答辩信时，要把审稿意见原封不

动地列出来，逐条回复。有些作者只是

罗列审稿人的几条意见，但没有把审稿

意见的第一段（往往包含对稿件创新性

的评价和稿件是否可以在修改后接收的

定性意见）列出来，这会给人一种不诚实

的感觉——如果审稿人在复审这篇论文

时没看到别的审稿人意见的第一段，就

不清楚别的审稿人原先建议“退稿”“大

修改后可以刊用该论文”还是“小修改后

可以刊用”。而如果审稿意见的第一段

原本写着“这个工作非常有趣”，审稿人

建议“小修改后刊用”，那作者为什么不

大大方方地把这些正面的评论列出来

呢？

针对审稿意见逐条回复时，作者可

以先表示同意审稿人的意见，然后简略

地解释，并说明已经按照审稿人的意见

补充了实验，改在稿件的第几页第几

段。把稿件中经过修改的这一段拷贝到

答辩信中，其中新增文字用红色表示，把

这一段新增的数据图也放进答辩信里。

这样审稿人收到编辑的复审邀请后，坐

在电脑屏幕前快速阅读答辩信，就能建

议编辑直接接收论文。反之，如果作者

写了长长的答辩信，引经据典地展开了

论证，却没有告诉审稿人改在第几页第

几段，那么这会给审稿人和作者都造成

不便。

作者写答辩信的文风应该简短务

实、不惊不乍。有时编辑看了作者简短、

到位的答辩信，觉得“问题不大”，就当场

接收论文了。而作者如果把答辩信写得

拉拉杂杂，甚至摆出一副和审稿人“吵

架”的架势，那么编辑没时间细看答辩信

和修改稿，或者不清楚作者是否按照审

稿人的意见进行了合适的修改，就可能

会把论文重新发给审稿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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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静谧之美静谧之美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评介评介

[美]戈登·汉普顿，约翰·葛洛斯曼 著，

陈雅云 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 4月

第1版，定价：63.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刘星铄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早在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

奖得主、细菌学家罗伯特·柯赫就对人类

发出这样的警告：“人类终有一天必须极

力对抗噪音，如同对抗霍乱与瘟疫一

样。”时至今日，科赫的预言已经成为现

实。在大发展时代下的今天，人们的耳

边总是充斥着各式各样人为制造的声

音，城市、近郊、乡村，甚至在偏远、辽阔

的森林公园，都无法避免人类噪音的入

侵，即使是去想象一个寂静之境也变得

异常艰难。根据一份名为《噪音污染导

致的疾病负担》的报告，噪声危害已成为

继空气污染之后人类公共健康的第二杀

手。然而可悲的是，面对噪音，人类逐渐

失去了宁静的力量。在此背景下，生态

环保主义者戈登·汉普顿和生态作家约

翰·葛洛斯曼撰写的《一平方英寸的寂

静》于 2014年 4月由商务印书馆引进出

版中译本，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以其生

动优美的叙事，为读者推开了一扇思索

的大门，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破坏、噪音污

染的反思；同时，也凭借其富有哲思的笔

触，唤起了人们对“寂静”以及人与自然

的关系的重新认识。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保护计划

戈登·汉普顿是一名声音生态学家、

录音师，对声音极其敏感，是一个追求绝

对寂静的完美主义者。他认为，“寂静”

不是指没有声音，而是指大自然发出的

各种声音，是风声、雨声、雷声；是松涛拍

浪、是流水潺潺、是鸟叫虫鸣。该书描述

了戈登·汉普顿通过 2005年启动的“一

平方英寸的寂静”保护计划，横跨美国大

陆，寻找大自然“寂静之音”旅途的全纪

实。

在“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计划中，戈

登·汉普顿将一块小红石放在美国奥林

匹克国家公园霍河雨林某处的圆木上，

维护这块石头一定范围不被噪音打扰。

这项计划看上去毫无意义，但事实上要

做到维护这块小石头周边的寂静非常困

难，因为声音的穿透力非常强，一平方英

寸的寂静关系到数公里以外的施工机械

以及高空飞过的飞机要保持安静。“如果

飞机的巨大噪音会对无数平方英里造成

影响，那么保护一块百分之百宁静的自

然之地，便能对周遭无数平方英里的土

地产生正面的影响。”

之后，戈登·汉普顿会定期通过网站

公布霍河雨林的噪音观测记录，同时与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管理局、航空公司等

噪音制造者商谈禁飞协议。于是，“一平

方英寸的寂静”计划促成了作者致力维

护生态寂静、不受“人造物的声音”干扰

的具体行动。为了将这项行动变得更有

意义，他从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出发前

往东岸的华盛顿特区，沿途聆听各种各

样的声音，倾听人们对“寂静”的想法和

认识，反复思索追寻“静谧”的意义所在，

最后将这场具有启发性的旅程记录成书

出版。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刻画了旅程中

聆听到的美妙声音：雨林里无数种子自

耸立的树上掉落、轻柔飞舞的枫叶静静

飘下、暴风雨来临雨滴撞击地面……并

描述了向人们推广保护“寂静”的过程

——从最开始的忽略到逐渐意识到“静

谧”的重要性。

拯救寂静的价值

在作者的不断努力下，“一平方英寸

的寂静”知名度逐渐增加，该计划已经引

起美国高层的重视，将大自然的寂静作

为评价环境的重要指标。不过，该书的

价值远不止于此。除了噪音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以外，作者还关注到了更为内省

性的问题，即寂静对于人本身的影响。

通过这本书，汉普顿和葛洛斯曼试图告

诉读者，追寻寂静能引发人们对内心平

静的追求，引导人们向内心深处探索。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就像时间一样，不

受干扰地存在着。很多人会慕名到访，

在那里敞开胸怀，感受寂静，并为之感

动。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俄勒冈州大学哲

学教授凯斯琳·迪恩·摩尔一段话“当风

吹动枫叶时，深受感动的是我们。没有

人知道为什么音乐能直接触动人类的心

灵，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它想诉说的话语：

我们与世界不可分割，人类不是世界的

主宰，也与世界无所差别。如同石与水，

我们的声响也塑造着世界。我们就是音

乐，而且全部都在运行当中，我们所有

人，一起把和谐送入暗黑颤动的天空。”

戈登·汉普顿认为有两种寂静：内在

寂静与外在寂静。内在寂静是尊敬生命

的感觉，是一种神圣的寂静，即使我们身

在嘈杂的城市街道上，仍能保持这样的

感觉。这种寂静属于灵魂的层次。外在

寂静则是置身安静的自然环境，没有任

何人为噪音入侵时的感受。外在寂静帮

助人们打开感官，重新与万物连结，帮助

人们找回内在寂静，让心灵充满感恩与

耐心。大自然的寂静可以让人内心沉

静，而这些体验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回与

大地的情感，了解我们过去的演化，让人

意识到自己是自然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当人的心灵变得更乐于接纳实物，耳朵

变得更加敏锐后，我们不只会更善于聆

听大自然的声音，也更容易倾听彼此的

心声。因此，作者也在书中明确指出，聆

听寂静是使心灵变得富足的必由之路。

寂静之于人类不仅仅包括保护环境的价

值，更是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延续至今的

不可或缺的支持。

“拯救寂静不是麻烦的工作，而是一

种能够觉醒的喜悦。当我们聆听寂静

时，听到的不是万物不存在，而是万物俱

在。”寻觅自然乐音中的平和与静谧，这

是处在大发展时代下的我们所不应当忽

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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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信息加工及其脑机制视觉信息加工及其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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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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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视觉是人们感知外部世界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视觉信号通过视网膜接收后传递到大脑皮层进行加工处理，最终形成人们

所意识到的画面。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研究从不同水平不同角度探讨大脑如何对视觉信息进行加工和表征，但仍有很多未解的

问题。本文综述了视觉信息加工的研究进展，回顾了脑视觉信息加工过程及组织形式，总结了近年来有关视觉可塑性、知觉学

习、生物社会信息知觉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视觉信息；可塑性；视觉适应；知觉学习；生物社会信息

视觉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之

一。眼睛是接收视觉信息的“窗口”，事实上人类每个眼球的

构造都相当于包含了镜头、感光芯片和图形处理器的数码相

机，躲在眼睛后面的脑则类似于对信息进行编码、解析、分

类、整合、变换乃至赋予意义等操作的超级计算机。通常说

的视觉认知是指脑对视觉信息进行加工的心理过程。视网

膜接收到光的信息，转变为电信号后，再层层传递到大脑视

觉皮层的各个脑区，进行更深入的加工处理，最终形成由神

经活动表征的人们所意识到的画面。

1 脑视觉信息加工过程及组织形式
绝大多数（90%）来自视网膜的信息传递到了位于丘脑背

侧的外侧膝状体（LGN），其他信息则传递给包括丘脑枕核和

上丘的皮下核团。LGN是视觉信息进入大脑皮层的门户，每

个大脑半球的LGN接收来自双眼对侧的图像信息（即大脑左

半球的LGN接收右侧视野的视觉信息），然后传递给与之同

侧的大脑初级视觉皮层（V1）[1]。尽管LGN本身不对视觉信息

做过多加工，但它可能通过有序的拓扑投射连接，建立视觉

信息间的时间和空间相关性。LGN的神经元和视网膜上的

神经节细胞具有相似中央-外周拮抗式的感受野结构和对光

的反应性质，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它同时也接受大量的来自

V1的兴奋性投射[2]。目前，对这种来自V1的大量兴奋性投射

的作用还不清楚，只知道它们尽管不能使LGN神经元产生新

的动作电位，但却可以改变动作电位的幅值（即电脉冲信号

的幅值）。

视觉信号自视网膜经 LGN传递到V1，然后分别由两条

主要的信息加工皮质通路做进一步处理[3]，称作背侧通路和

腹侧通路（图 1）。背侧通路包括枕叶到顶叶的一系列脑区

（V1/V2-MT-MST/VIP），主要处理运动和深度相关的视知觉

信息。腹侧通路包括枕叶到颞叶的一系列脑区（V1/V2-V4-
TEO/IT），主要处理形状和颜色相关信息。随着图像信息沿

视觉通路的层级传递，功能脑区能从视觉图像及其变化里提

取出的信息也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例如，V1神经

元能够区分小光棒的朝向、空间位置和运动方向[4]；MT神经

元则可以区分多个物体运动方向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的

相对位置关系[5]；到高级视觉皮层的MST和VIP区，那里的神

经元甚至可以通过综合分析感受野内所有物体的运动状态

和眼球的转动，准确推测出观察者自身的运动方向[6-7]。需要

图1 脑视觉信息处理过程示意

Fig. 1 Illustration of vis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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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大脑如何感知和理解言语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言语产出相关的皮层言语运动系统（SMS）通
常被认为以代偿调节方式参与有噪音干扰和/或信息缺失情况下的言语知觉中。本研究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考

查在噪音干扰下的音节辨识任务中的感觉运动整合机制。研究1发现，SMS的参与程度随语音辨识难度增加而增加、在噪音干

扰下比听皮层具有更高的音位特异性编码和表征能力，并且在难度适中时对听皮层编码代偿作用最大。研究2发现，听力正常

的老年人在噪音干扰下存在音节辨识困难，且比年轻人更加依赖SMS的活动增加以及较少受到老化和噪音影响的言语运动表

征以代偿听觉加工能力的下降。本研究不仅加深了对言语知觉中跨通道感觉运动信息整合机制及其毕生发展机制的认识，还为

帮助听力受损或正常的老年人设计和开展言语交流康复训练方案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

关键词关键词 言语知觉；噪音掩蔽；感觉运动整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老年化

言语交流是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基石，准确理解

他人的言语表达并做出适应性反应是人类大脑重要的本质

功能。自然情景下，言语交流通常不是在理想条件下发生，

而是伴随着噪音干扰和/或信息缺失，然而人脑却有着惊人的

在嘈杂、不确定情景下识别言语的能力。深入解析人在自然

交流条件下感知和理解言语的大脑运作机理，特别是如何从

多个感觉通道获取和整合信息，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研

究价值，还可提升类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同

时促进言语加工障碍或退化等脑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

言语知觉研究领域存在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言语信号

缺少声学语音学不变量。即相同的音位在不同语境中的声

学特征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协同发音，辅音的声学模式受

到前后元音的影响，例如，音位/d/的声学模式在音节/di/和音

节/du/中非常不同。此外，说话人的嗓音、语速和情绪等因素

也会影响音位的声学特征。另一方面，面对高度变异的语音

信号，人对其的心理表征和知觉过程却是恒常的。为了解释

人如何在变化的语音当中形成不变的音位知觉，Liberman
等 [1]提出了言语知觉的运动理论（motor theory of speech per⁃
ception）。该理论认为，在言语知觉过程中，听者并非从声学

上对语音进行解码分析，而是还原说话者的发音姿势（motor
gestures），从而获得恒常的编码（例如/d/的发音必须包含舌和

齿的特定运动）。但是，运动理论在提出之后，便受到了许多

质疑。例如，处理知觉不变性不一定需要范畴表征的参与。

即便没有运动表征，语境依赖的语音变异也可以直接通过听

觉加工来加以区分[2]。

让运动理论重新受到重视的是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运

用单细胞记录技术，Pellegrino等[3]发现，在恒河猴的前运动皮

层（premotor cortex，PMC）（F5区）存在一些特殊的神经元。这

些神经元不仅会在恒河猴执行目标导向的运动（如往嘴里送

食物）时激活，在观察其他猴子执行相同的运动时也会被激

活。这类神经元如镜子般反映他者的运动，因此被称为“镜

像神经元”。随后的研究在猴脑的其他区域发现了相似的神

经元，这些神经元共同构成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包括顶下小

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喙部、中央前回（precentral gy⁃
rus，preCG）底部以及额下回尾部（posterior inferior frontal gy⁃
rus，pIFG）[4]。从进化学的角度可以推知，人类大脑中也可能

存在着镜像神经元系统。细胞结构学的研究表明，猴脑的F5
区与人脑的布洛卡区（Broca's area）中的BA44区具有高度同

源性[5]。研究显示，布洛卡区损伤的病人在运动观察和理解

中都有缺陷 [6]，意味着布洛卡区具有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功

能。布洛卡区是言语产出的核心脑区，此处可能存在联结了

言语产出和言语理解的认知过程的镜像神经元 [7]。具体而

言，在言语知觉的过程中，听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可能通过

运动模拟还原说话者的声道运动，从而理解语音。

近年来，大量的人类脑成像研究证实，言语产出和言语

知觉具有高度重合的神经网络，包括听皮层、运动和前运动

皮层，以及布洛卡区[8]。言语知觉中的运动贡献更直接的证

据来源于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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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与感觉信息整合嗅觉与感觉信息整合
陈炜，陈科璞，周斌，周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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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嗅觉作为重要的化学感官，对生命的生存和繁衍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嗅觉感觉的发生，说明了嗅觉在社会信息交

流和媒介情绪中发挥独特作用，分析了嗅觉与其他感觉通道进行信息整合，构建了人脑对环境的生动表征。未来仍需进一步研

究揭示嗅觉与感觉信息整合更为完整深入的图景。

关键词关键词 嗅觉；化学交流；情绪；感觉信息整合；风味

当你拿起刚出炉的面包片，趁热把花生酱抹匀，扑鼻而

来微甘的麦香伴着醇厚的花生味道，想必会让人胃口大开。

但如果充斥鼻端的是排泄物的污秽气味，你会作何反应？一

定被恶心坏了吧？

通过这样的画面可以体会到，嗅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对气味的体验与解释还会与其他感觉（如视觉）相互影

响。作为以视觉为主导感官的物种，人们经常忽视嗅觉的作

用。然而，生命维系的根本是摄取环境中的营养物质并避免

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在生命演化的漫长历程中，对环境中化

学物质的探测始终对生存和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因

此嗅觉也是进化历程中最古老的基本感官之一。它影响着

进食，左右着情绪，还参与客体识别、空间定位等基本认知过

程[4-5]。

嗅觉系统对化学分子编码加工的结果就是个体所感知

到的气味。显然，并非所有的化学分子都能带来嗅觉体验，

能引起气味感知的大都是易于挥发的小分子化合物，它们被

称作嗅质（odorant）。吸气时，嗅质随着吸入的空气进入鼻腔

（鼻前通路，orthonasal pathway）；进食时，食物所释放的嗅质

则随着呼出的空气从口腔进入鼻腔（鼻后通路，retronasal
pathway），这两种方式都能有效地诱发嗅觉反应[6]。日常所说

菜肴的味道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鼻后通路的嗅觉体验，这也是

为什么感冒时对平时喜欢的食物也食之无味了。

1 嗅觉感觉的发生
嗅觉系统感知气味的原理如图1所示[7]，嗅觉编码开始于

嗅上皮（olfactory epithelium），它位于鼻腔后部离开口约 7cm
处，左右各一。嗅上皮上随机分布着不同种类的嗅觉感觉神

经元（olfactory sensory neuron）。每类嗅觉感觉神经元表达同

一种嗅觉受体（olfactory receptor）。这些嗅觉受体可以与气

味分子进行特异性结合，产生换能作用，从而有针对性地将

外界化学刺激转化为动作电位，传导至下游神经网络，以一

种复杂的时空方式进行编码，形成嗅觉体验。人类的嗅觉受

体约有300多种，而老鼠的嗅觉受体则约有1000种。

一般认为，每种嗅觉受体识别特定的化学结构特征。换

言之，一种嗅觉受体可以对不同气味分子中相同的特定部分

化学特征产生反应。而一种气味分子则可以激活编码其多

种化学特征的不同的嗅觉受体。图 2中，不同的气味分子包

图 1 嗅上皮和嗅球部分的细节展示（a）与
嗅觉神经系统的人脑矢状切面（b）

Fig. 1 A section of the olfactory epithelium and the
olfactory bulb depicted in detail (a) and a sagittal section of
the human head, showing the olfactory nervous system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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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信息处理及其脑机制触觉信息处理及其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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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触觉不仅包含对物理特征的感知，还包括对情感性信息的识别，其信息的整合是人类认识环境的基础。本文阐述了编码

不同特征触觉信息的皮肤感受器是触觉信息感知的结构基础；讨论了触觉信息在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加工机制。其中脊髓背

角是触觉信息在皮层下水平加工的初级枢纽，躯体感觉皮层是加工触觉信息的主要脑区，且针对不同特征的触觉信息加工，存在

相对独立的脑网络连接。本文还探讨了触觉与跨模态感觉的交互作用，揭示了多模态感觉信息整合的神经机制及其广泛的应用

价值。

关键词关键词 感知觉；触觉信息；跨模态；神经机制；实际应用

作为人体的五大感觉之一，触觉（tactile perception）是人

类感知外界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些信息不仅包含对一

系列物体特征的感知，如物体形状、大小、表面结构[1]，也包含

了在人际互动中对社交行为中蕴藏的情感性信息的解读，例

如轻柔的抚摸、愉悦的接触[2]。基于各类触觉信息，人类得以

顺利开展与环境的互动，可见触觉信息的整合是人们认识世

界和赖以生存的基础。

与视觉、听觉等其他感觉模态一样，触觉也拥有一套复

杂而精细的信息加工机制。目前，有关触觉信息外周传入的

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存在于皮肤浅层的传导非伤害性刺激

的低阈限机械性感受器（low-threshold mechanoreceptors，LT⁃
MRs）是触觉信息传入的基础。其中广泛分布于Aβ神经纤维

上的LTMRs与触觉的感觉辨识功能（discriminative touch）有

关，而分布于C神经纤维上的LTMRs则介导了触觉的情感性

功能（affective touch）[3-4]。由于LTMRs可划分为不同的亚型，

每种亚型具有独特的解剖生理特征，这可能决定了不同的

LTMRs编码不同特征的触觉信息[5]，因此有关LTMRs信息传

入机制的研究是理解触觉信息加工的基础。

LTMRs接收到的各类触觉信息传导至中枢神经系统后

获得进一步表征及加工。传统观点认为，LTMRs通过不同的

高级神经元传导特异性的刺激属性，最后经由丘脑投射至对

应的大脑皮层区，使触觉信息在大脑皮层，尤其是躯体感觉

皮层获得表征及加工。然而，随着分子遗传学、神经影像学

等相关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触觉信息整合开

始于皮层下水平[5-6]。此外，针对不同特征的触觉信息加工，

神经影像学的研究显示，人脑中存在着相对独立的脑网络连

接[7-10]。因此，触觉信息整合的中枢神经机制仍然是一个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

1842年，Johannes Müller率先提出“感觉模态”（sensory
modality）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每种模态的体表感觉信息由

特异的信息通路传导，从外周直达大脑的躯体感觉皮层，即

每种感觉信息有其各自单一感觉处理机制[11]。不同感觉模态

信息也会整合，以极大地提升我们觉察和分辨感觉信息的能

力[12]。有研究显示，跨模态的感觉输入可以影响初级感觉皮

层的神经活动[13]，进而影响人体的整体感觉能力。近年来，有

关跨模态感觉研究，尤其是触觉与其他模态的交互影响成为

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已被应用于临床康复治疗。

本文分析皮肤中LTMRs的解剖生理特征，阐述触觉的中

枢神经系统加工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触觉与跨模

态感觉的交互作用。

1 皮肤中触觉信息的感知
人体中存在 3种传导体表感觉信息的神经纤维：Aβ、Aδ

和C纤维。其中髓鞘化的Aβ纤维直径较大（6~12 μm），传导

神经冲动速度快（约为35~70 m/s），因此大量分布其上的Aβ-
LTMRs 大多具有适应快的特点，并发挥着触觉的辨识功

能[1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触觉除了具备辨识功能

外，还具有情感相关的功能（如对愉悦的或轻柔的、抚摸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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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疼痛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临床、心理与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疼痛的神经机制研究的进展，相关研究日益指向疼痛相关的

心理学过程。疼痛或对伤害的感受可能较早就出现在进化过程中，并且很久以前就具备了心理和社会属性。大脑从海量的神经

冲动中，把伤害性信息以痛觉的方式呈现给意识，并伴随着情绪信息以反映其可能的伤害程度。意识还用类似的方式呈现和处

理社会关系方面的伤害。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每个人对痛觉的认知也可能有极大的差异。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进一步

了解疼痛，可能可以为了解疼痛本质提供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痛觉；疼痛；意识

随着人类平均健康状况的改善，大量严重的传染性疾病

得到控制，平均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社会对疼痛的关注和投

入的资源也越来越多。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发达国家用于

缓解疼痛的费用已经占医疗总支出的1/3以上[1]。换句话说，

随着许多致命、可怕的疾病得到控制和治疗，人们对疼痛的

耐心越来越小，愿意为让自己不疼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则越

来越多。同样的倾向也出现在各种心理疾患中。这种相关

性可能暗示着疼痛过程中可能有很重要的心理成分。

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都支持了心理学在疼痛过程中占

据重要地位的说法。20世纪中叶，国际疼痛研究会（Interna⁃
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 IASP）为疼痛提出了

一项官方定义：“疼痛是一种与实际的或者潜在的组织损伤

有关的，或者可以描述为与这些损伤类似的一种令人不愉快

的感觉和情感体验。”[2]近半个世纪之后，Williams等[3]提出，疼

痛定义应当修改为：“疼痛是一种与实际的或潜在的组织损

伤相关的，包括了感觉、情感、认知和社会成分的痛苦体验。”

尽管这个新的定义仍然未必完全精确，但反映了疼痛学界对

疼痛现象中心理与社会成分的高度重视。

疼痛问题之所以得到如此大的关注，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疼痛是大量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伴随症状[4]。从普通的

组织损伤到晚期的肿瘤性疾病，从原因不明的腰酸腿疼到与

抑郁伴发的慢性严重疼痛，这些疾病的治疗过程，都广泛涉

及到需要缓解疼痛的问题。第二，尽管疼痛吸引了大量的科

学研究和药物开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至今却仍然没有

得到可靠的有效控制[5-6]。人们最常用也最可靠的止痛药物，

还是最初人类的祖先从自然界获得的吗啡和阿司匹林这两

大类药物。其后的各种投入，都没有能够带来更为有效或者

更为专门的止痛剂。这也是相关研究越来越深入到心理学

领域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疼痛的心理和社会属性的关注，疼

痛领域由最初的对组织损伤和身体疾病相关的疼痛的关注，

到对身心疾病和心理疾病所伴随的疼痛的关注，直至最近开

始的对社会活动相关痛苦的关注[7]。这样，疼痛领域工作中

的关注就完成了从纯粹的生物学向心理学、社会学的扩展。

期待这种扩展能带来对疼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能力的根本

性的变革。

1 疼痛研究史
曾经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疼痛的感觉。笛卡尔就曾经

提出动物是机器的观点。既然是机器，当然就不会感觉疼

痛，或者说动物的痛苦可以忽略不计 [8]。这个思想的影响一

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在疼痛领域的杂志上发表以动物为实验

对象的疼痛研究论文，都会谨慎地使用“疼痛”（pain）一词，这

可能会受到审稿人的质疑。比较不会引起争议的用法是“伤

害性感觉”（nociception）。换句话说，几乎直到今天，人们还

认为疼痛是只有人类才有的感觉现象。动物最多能感觉到

被“伤害”，从而做出本能的反应。

然而，已经有研究表明，动物和人一样，不仅对自己的疼

痛有感觉、有反应，还能对同伴的疼痛有所体会和同情。因

此，动物或许不是像笛卡尔所说的机器，而是也同样是生命，

同样会对自己遭受的痛苦有所感受。何况，当综合了生物、

心理和社会属性之后，对疼痛所感受的“损伤”的理解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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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的认知障碍帕金森病的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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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上海 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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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帕金森病是仅次于老年痴呆的第二大神经退行性疾病。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帕金森病的患病率大幅提高。认知障碍

等非运动症状是目前影响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帕金森病认知障碍的生物学机制目前尚不明确，临床上患病率

高、识别率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本文将围绕帕金森病认知障碍的前沿热点问题，介绍相关神经科学和医学研究的最新进

展，涵盖认知障碍的神经化学基础、风险基因、其他非运动症状的影响和生物标记物等。

关键词关键词 帕金森病；认知障碍；神经化学；基因；非运动症状；生物标记物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神

经退行性疾病。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 PD 患病率约为

1.7%，80岁以上老年人则高达 4%。中国现有270多万PD患

者，并以每年10万人的速度递增。

PD不仅引起静止性震颤、肌强直、运动迟缓和姿势平衡

障碍等运动症状，还伴随认知障碍、睡眠障碍、感觉障碍、焦

虑抑郁等非运动症状。尽管临床诊断和治疗仍以运动症状

为主，但认知障碍等非运动症状对患者生活质量和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的影响更大。

PD认知障碍的研究和治疗难点是临床异质性。一方面，

PD损伤多种认知功能，包括执行功能、工作记忆、语言、记忆

和视觉空间功能。另一方面，无论是认知障碍的临床表现，

还是从轻度认知障碍到痴呆的进展速度，患者间都存在很大

的个体差异。造成这种异质性的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可能

是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等多个神经化学系统的

损伤累加造成的。目前，治疗手段非常有限。本文将从神经

化学基础、风险基因、其他非运动症状的影响和生物标记物

等角度介绍PD认知障碍的研究热点和最新进展。

1 PD的认知障碍现状
1.1 患病率高识别率低

PD认知障碍表现为注意、记忆、语言、视觉空间和执行功

能等多个领域的功能异常。不同于老年痴呆，PD认知障碍不

是以健忘，而是以工作记忆损伤和执行功能异常为首要特

征。根据严重程度分为PD轻度认知障碍和PD痴呆。

PD认知障碍的识别可参考国际帕金森病和运动障碍病

协会（简称运动障碍病协会）2007年发布的 PD痴呆诊断标

准[1]和2012年发布的PD轻度认知障碍诊断标准[2]。在临床实

践中，PD认知障碍的识别依赖于患者本人及家属的报告、临

床医生的观察和简易的认知筛查量表。但最近有研究表明，

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照顾者都无法准确地识别和报告患者

在特定认知领域的功能异常[3]。这一发现提示研究者和临床

医生应谨慎对待患者本人及家属的报告，不能以主观报告作

为诊断PD认知障碍的主要依据，应该寻求客观的认知功能

检测指标和生物标记物。

认知障碍在 PD患者中十分普遍。新发患者就有 26%~
36%出现轻度认知障碍。随着病情的发展，认知障碍逐渐加

重，10年内会有46%的患者进展为痴呆[4]，20年内会有83%的

患者进展为痴呆[5]。即使在确诊时认知功能正常的患者，6年
后也会有 47%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6]，给家庭和社会造

成沉重的负担。因此，治疗PD认知障碍迫在眉睫。

1.2 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目前没有治愈 PD的有效手段，临床上主要通过药物和

手术治疗缓解运动症状。但现有的干预方式对认知障碍的

治疗效果非常有限，甚至可能加重患者的认知功能异常。

药物治疗是PD最主要的治疗方式。运动障碍病协会于

2011年系统地回顾了治疗PD认知障碍的现有药物，发现除

治疗痴呆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卡巴拉汀外，其他药物都缺乏充

分的支持证据[7]。2015年，Goldman等[8]系统地回顾了前一综

述发表以后完成的药物临床试验，没有发现可治疗PD痴呆

的新药，治疗PD轻度认知障碍的新药均在临床试验中宣告

失败（包括卡巴拉汀贴剂和单胺氧化酶B抑制剂雷沙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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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空间标记点分布拓扑对计算机辅助三维空间标记点分布拓扑对计算机辅助
骨科手术定位精度的影响骨科手术定位精度的影响
李秦，彭远卓，刘文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摘要 空间配准是计算机辅助骨科手术的关键步骤，配准精度直接影响导航效果。本文针对基于二维图像的视觉配准方法，通

过理论分析和计算机仿真，研究该方法常用的双平面定位标尺标记点分布拓扑对定位精度的影响，得到了标记点间距、数目等因

素对定位精度的影响规律，给出了定位误差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研究表明，增加标记点的数目和间距有助于减小定位误差；并

且，在包络外接圆半径相等时，五点四边形的分布拓扑方式较四点矩形和四点三角形更优。

关键词关键词 标记点分布拓扑；空间配准；误差分析；计算机辅助骨科手术

在计算机辅助骨科手术中，配准用于建立智能手术设备

（导航系统、机器人等）、手术器械、患者等手术空间的对象与

不同模态医学图像之间的坐标映射关系，可以在图像上实时

叠加显示手术空间对象的准确位姿，提升医生的术中判断能

力或引导机器人操作[1]。机器人辅助骨科手术中常用基于标

记点（云）的配准方法，具体包括：基于标记点（fiducial）的配

准（既可以是解剖特征点，也可以是外加标志点）和基于解剖

结构表面点云的配准[2]，前者常用于二维图像配准。

针对基于标记点的空间配准方法，很多学者研究了其靶

点配准误差（target registration error，TRE）的分布特性及标记

点分布方式对TRE的影响。Wiles等[3]认为：TRE与标记点的

分布拓扑有关；处于标记点几何中心的靶点的 TRE与比较

小，并且随着标记点数目的增加TRE减小。Shamir等[4-5]针对

神经外科手术提出了一种标记点最优化分布方式，以最小化

TRE；Battezzato等 [6]采用遗传算法对标记点分布方式进行了

优化；Franaszek等[7]提出了两个用于优化标记点分布拓扑的

评价指标，无需进行实际配准即可对标记点的分布拓扑进行

评价。

双平面定位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二维图像的配准方法。

该方法使用了一种带有标记点的双层平面结构的定位模型

（依据其几何外形，常称为“标尺”），利用计算机视觉原理对

空间靶点进行定位。该方法的优势在于：采用术中透视图

像，可直接反映手术部位的术中状态[8]；无需求解C形臂的内

外参数，利用线性方法即可实现定位[9]；并且，所用的C形臂是

骨科临床中的常规成像设备，在县级及以上医院的普及度

高。因此，该方法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并已经在创伤

骨科和立体定向神经外科中得到了应用[10]。为进一步优化标

尺构型，有必要通过分析和仿真来明确标记点的空间分布拓

扑对标尺定位精度的影响。

双平面定位的原理如图1所示，其中，{O0}为世界坐标系；

{O1}和{O2}分别为双平面标尺在不同位置的标尺坐标系，各个

坐标系的相对位置关系已知；图像1和图像2为C形臂在不同

位姿下采集的图像。

为对空间中的点P进行定位，需借助标尺上的标记点。

以图像1为例，已知靶点在图像1中的投影点 e1的坐标，则可

根据标记点在图像1中的坐标和在{O1}中的坐标，反解出靶点

的投影线与双层平面的交点 a1,b1在{O1}中的坐标，从而确定

靶点P的投影线 l1；同理，由图像2可确定靶点P的投影线 l2。

{O0}、{O1}和{O2}的相对位置已知，即可将 l1和 l2统一于{O0}坐标

系下，求解两条直线的交点坐标，即P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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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离层建设的必要性数字电离层建设的必要性
乐新安 1,2，万卫星 1,2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北京 100049
摘要摘要 实际应用中，针对不同的电离层电波传播效应，对不同的电离层参量特性，需采用不同手段的观测或不同参量模式的预测

预报，解决不同的应用需求。这种“各自为阵”的方式不仅浪费资源，应用效果也较差。为此，本文提出了数字电离层概念，即综

合利用中国已有及已经立项的空地多源立体探测体系，在电离层模式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数据融合和数据同化，用数字化方式

描述电离层状态参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状况，高效统筹解决各类工程应用中对不同电离层参量的需求。介绍了数字电离层建

设的必要性和国内外现状，重点说明了其主要内容和面临的技术瓶颈。

关键词关键词 电离层；数据同化；高频通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1 需求分析
地球高层大气中存在的中性原子和分子在吸收太阳紫

外和极紫外辐射后，离化形成电离层，电离层白天的峰值电

子数密度达1012/m3，足以影响无线电波的传播。电离层电子

密度除了受光离化作用影响外，还会通过动力学和电动力过

程与背景中性大气紧密耦合，同时受到高能沉降和焦耳加热

等来自磁层的能量注入影响，以及潮汐等来自低层大气的波

动作用，呈现出时空尺度复杂多变的特点。图 1给出了多源

数据同化后得到的一个固定时刻全球电离层电子密度的空

间分布特点[1]，图 1（b）、（d）是对应的峰值电子密度和高度积

分电子总含量地图，这 2个参量在实际应用中需求最频繁。

可见，全球电子密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变化特征，包括经纬

度变化、高度变化等。电离层同时还有此图没有呈现出来的

时间变化特征如周日变化、季节变化、太阳活动周变化甚至

更长尺度的长期趋势等。在地磁扰动期间，由于高纬能量注

入的显著增加，全球电离层会呈现剧烈的扰动。同时，在高/
低纬地区，尤其在夜间，会出现小尺度不均匀体，造成穿越其

间电波信号的闪烁。

图1 同化得到的三维电子密度示例（a）（c）及对应的峰值电子密度地图（b）和电子密度总含量地图（d）
Fig. 1 Demonstration of assimilation derived 3D electron density (a) (c) and corresponding peak

electron density map (b) and total electron content (TEC) ma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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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取向与打团效应对玄武岩纤维增强纤维取向与打团效应对玄武岩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拉伸性能的影响复合材料拉伸性能的影响
贺晶晶，师俊平

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西安 710048
摘要摘要 基于Tsai理论，针对纤维体积掺加率为0.6%、0.9%、1.2%、1.5%，纤维取向角为0°、15°、30°、45°的玄武岩纤维-环氧树脂

复合材料（BFRP）进行了轴向拉伸强度实验研究，并引入纤维均分系数和打团纤维含量表征玄武岩纤维在环氧树脂中的打团效

应，建立打团纤维的细观力学模型与几何模型，对BFRP的拉伸强度进行了数值计算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纤维体积掺加率一定

时，BFRP的拉伸强度随纤维取向角的增大而减小，纤维取向角一定时，BFRP的拉伸强度随纤维体积掺加率的增大而增大；纤维

均分系数随纤维体积掺加率的增大而减小，打团纤维含量随纤维体积掺加率的增大而增大；纤维打团效应的存在，导致了BFRP
的纤维临界体积掺加率较纤维均分时有所增大，降低了玄武岩纤维对环氧树脂基材拉伸强度的增强幅度；考虑纤维打团效应的

BFRP拉伸强度计算值与实验结果接近。

关键词关键词 玄武岩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纤维取向；纤维打团效应

将纤维以一定的工艺加入环氧树脂中形成纤维增强树

脂复合材料（FRP）具有抗拉强度高、耐疲劳性能好等优点，广

泛应用于建筑结构加固领域[1-2]，FRP的品种主要有：碳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CFRP）、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GFRP）、芳纶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AFRP）等[3]。相比之下，玄武岩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BFRP）具有抗拉强度高、耐高温性强、抗化学腐蚀

性能好等优点[4-6]，被认为是最适宜应用于建筑结构加固的新

型材料之一[7]。目前，关于BFRP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纤维表面

改性对其复合体力学性能影响方面[8-9]。有关玄武岩纤维的

取向及分布对BFRP的拉伸性能影响研究相对较少。然而，

有研究显示，纤维的取向及其分布对其复合材料的力学特性

具有至为关键的影响[10]。Fletche等[11]研究发现，纤维随机分

布时，树脂基材内部的最大拉伸残余应力会有明显增大。

Yang等[12]研究表明，较大的纤维体积掺加率情况下，纤维的

随机分布会对树脂基材内热残余应力产生重大影响。Hob⁃
biebrunken等[13]建议在复合材料的损伤和失效分析中应尽量

采用随机纤维分布模型。Yang等[14]对试样断面的纤维走向

进行了观察，发现纤维呈束状分布。本文通过拉伸强度实验

和建模计算，研究纤维取向与打团效应对BFRP拉伸性能的

影响，以期为BFRP的设计和强度预测提供理论与实验依据。

1 纤维取向对BFRP拉伸特性影响
1.1 材料及参数

纤维采用浙江天龙玄武岩连续纤维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非连续玄武岩纤维，拉伸强度为 3300 MPa，弹性模量

为 100 GPa，直径约 0.01 mm，密度约 2.65 g/cm3，长度为 12
mm。环氧树脂采用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凤凰

牌环氧树脂。固化剂采用天津市宁平化学制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聚酰胺树脂。稀释剂采用青岛锦鹏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的丙酮。

按环氧树脂、固化剂、稀释剂的质量比为38∶25∶1的比例

配合制环氧树脂基材，测得其拉伸强度为16.67 MPa，极限应

变为 0.002，抗剪强度为 21.73 MPa，固化完成的残余应力为

0.31 MPa。
1.2 实验设计及材料成型工艺

玄武岩纤维体积掺加率取0.6%、0.9%、1.2%、1.5%，玄武

岩纤维在环氧树脂基体中取向角度取 0°、15°、30°、45°，从而

形成4种纤维取向、4种纤维掺加率下的16种BFRP。试样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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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B合成基因簇及其组合生物学合成基因簇及其组合生物学
进展进展
张博，张海东，周奕腾，黄恺，柳志强

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浙江省生物有机合成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14
摘要摘要 两性霉素B（AmB）作为第一个用于深部真菌感染的药物，自上市以来已使用超过半个世纪，目前仍是临床治疗中不可缺

少的药物。随着近年来AmB衍生物药物的发展，以及其生产菌株结节链霉菌（Streptomyces nodosus）全基因组和AmB体内合

成代谢途径的解析，运用基因工程和代谢工程的方法对AmB组合生物合成的研究逐渐增多。由于AmB在当今临床治疗上的地

位仍极其重要，因此促进AmB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及社会效益。本文对AmB进行了概述，并对其合成基因簇相关基因

及其当前组合生物合成的研究现况进行了总结与探讨。

关键词关键词 两性霉素B；结节链霉菌；合成基因簇；组合生物学

1955年，从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水土样中的结节链霉菌

（Streptomyces nodosus）中人们分离得到了两性霉素B（Ampho⁃
tericin B，AmB，图1）。自1966年，AmB作为第一个用于深部

真菌感染的药物上市，直至现在，一直用做天然广谱抗真菌

抗生素，目前仍然是临床上不可替代的抗真菌药物[1]。AmB
结构特点与大部分多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相同，此类抗生素

均为两性物质，具有亲脂性的位于同一平面的共轭多烯发色

团，以及亲水性的大环内酯环外羟基化部位[2]。AmB作为七

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其主要特点是具有7个共轭多烯的大环

内酯，C8位为羟基、C16位为羧基、C19为海藻糖胺基团。

AmB除使用在具有生命威胁性的全身性真菌感染外，同

时还具抗病毒（朊病毒、HIV等）、抗寄生虫的作用，其中利什

曼原虫作为“最易被忽视的疾病”在非洲和南美洲地区，每年

会造成近5000余人的死亡[3-5]，抗利什曼原虫药物市场预计每

年在2亿美元左右[6-7]，AmB为这些地区人类的生命健康做出

了重要贡献。由于毒副作用的存在，学者们一方面对AmB给

药形式进行研究[8]，例如AmB脂质体、乳剂、纳米粒子、PEG偶

联等 [9]；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对其衍生物进行各方面的研究。

随着AmB合成代谢途径的解析，通过基因工程等生物学手段

合成AmB衍生物的研究逐年增加。本文综述AmB体内代谢

途径的相关过程及其基因簇，总结近年来通过生物法合成

AmB衍生物的组合生物学研究进展。

1 AmB合成基因簇
Streptomyces nodosus全基因组共 7714110 bp，基因组中

具有多种天然产物，包括多烯类、肽类以及萜类等合成基因

簇，其中两性霉素属于 I 型聚酮合酶（polyketide synthases,
PKSs）合成的多烯大环内酯类聚酮化合物，其合成基因簇全

长约为135 kb[10]。

Caffrey等[11]使用基因组步移（genomic walking）的方法，克

隆并鉴定得到全长约为113 kb两性霉素的生物合成基因簇，

该基因簇包含17个开放阅读框。Carmody等[12]重新鉴定了基

因簇左端 16 kb及右端的 4 kb，新延长的部分包含 12个开放

阅读框（amph RI-RIV，amph RVI，orf 5-10，amph E）。其完整

合成基因簇如图2。

图1 AmB分子结构

Fig. 1 Molecular structure of 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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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日日、、德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启示德产学研合作模式及启示
李晓慧 1，贺德方 2，彭洁 3

1.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北京 100862
3. 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8
摘要摘要 美国、日本、德国是当今世界的科技强国和经济大国，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都十分重视产学研合作。

美国、日本、德国在各自多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

模式，提出了加强中国产学研合作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 美国；日本；德国；产学研合作模式

美国、日本、德国均是当今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美国国民

生产总值长期居世界第一位，日本、德国分别居第三、第四

位。在 19世纪末至 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中，德国是世界

科技最发达国家，日本则是亚洲的科技、经济强国。德国、日

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和最终战败国，它们发动侵

略战争，不仅给邻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把日本

和德国人民辛劳创造的大量国民财富毁于战火。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直

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统一；日本则被美国占领，成为美国

在亚洲的势力代表。今天，美、日、德 3国均是资本主义制度

的实行者和维护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其

经济体制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又各具特色：美国是自

由市场经济体制，日本是政府调节型市场经济，德国则是社

会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利益方面，美、日、德又存在相互竞

争的矛盾，尤其是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相互竞争更为激烈。为

了使科学技术能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美、日、德3国
都坚持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方针，十分重视科技成果转

化，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与法律，进行

了适应各自国情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形成了

各具特点的模式。

产学研合作指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共同的研发团队，以企业的技术发展需求为研发内容，

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的，以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

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具有法

律效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各方共同投入（经费、仪器、设

备）、优势互补、共同研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技术创新合

作。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 A. Schum⁃
peter）指出，产学研合作过程就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

就是技术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以

企业对新技术的需求为目标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致力于科

技成果转化和技术研发，从而获得产、学、研各方独自无法达

到的目标和高效益[1]。从实践方面看，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实

行不同方式的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而其中

美、日、德3国比较突出。

美、日、德 3国通过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快了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创新，提高了产业技术水平，引发了高等教育方式

的转变和科研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特别是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增进了相

互的知识交流，激发了创新潜能，促进了新知识的创造、传播

和新技术的转移，强化了本国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的结合，

建立了有利于青年人才培养与成长、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新

活力、有利于教育-科技-经济-社会一体化融合与进步、有利

于科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氛围。

1 美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产学研合作实践较早的国家。20世

纪初，在熊彼特从促进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产学

研合作分析和论证的同时，美国学者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cCarthy）在《威斯康星理念》一书中，总结了威斯康星大学的

办学经验，认为大学除了培养人才和传播知识外，还应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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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科学研究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以打破传统的封闭式办学

模式，使大学向社会开放，向公众开放。这就是美国高等教

育史上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它确立了美国大学教育的新

理念[2]。在这两种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开始了产学研合作的

实践。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科技发展的加速和国

际经贸竞争的日益激烈，美国更加重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

动作用，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强调企业

应主动加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并在经费上对产学研

合作进行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开发项目给予更多的资

助。在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形式上，也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

类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科技工业园区模式、合作研究中

心模式、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

1.1 科技工业园区模式

科技工业园区模式是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以大学研究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基础，联合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学校

周围创办科技企业、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逐渐发展成的科

技工业园区。最成功的范例是20世纪50年代以斯坦福大学

为中心创办的科技工业园——硅谷。经过 60多年的发展壮

大，今日的硅谷已经成为美国西海岸上一颗耀眼的、举世瞩

目的科技明珠，成为教育、科研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培养复

合型人才的基地，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精神的象征。

1.2 合作研究中心模式

合作研究中心模式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联合建立

的研究中心。中心一般建在有条件的大学或科研院所，由三

方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研发团队，由企业提供资金，大学

和科研院所提供实验设备和研究资料。企业对研究成果有

优先使用权，由此申请专利形成的知识产权归三方共有，专

利许可和转让收益由三方共享。合作研究中心还帮助大学

和科研院所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尽快实现转化开发，为企业的

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3 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

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是以企业需求为主，企业

将成果转化和技术研发项目承包给与之合作的大学和科研

机构的方式。企业不派人参加，只提供研发资金，由大学和

研究机构完成项目研发，研发成果归企业所有，由企业研发

新产品，进行市场转化。但成果的专利权则归大学和科研机

构所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承担企业承包给的技术研发项

目的基础上，企业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生提供实践、

实习基地，并承担人才培养的一定责任，成立专门机构管理

人才的培养过程[3]。这种合作方式内容广泛，能使合作各方

优势互补，也便于实际运作。

2 日本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20世纪 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使发展陷入萎缩、

低迷的困境，加之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不断崛起、美国出于

国际竞争的考虑限制对日本的技术出口，使日本的综合竞争

力大幅下滑，由原来的世界前几位下降至30位，这使日本政

府感到了巨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局，日本政府将 20世纪 50
年代确定的“技术立国”战略修改为“技术创新立国”新战略，

决心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科学研究，逐步减少对美欧的技术

依赖。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大

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其中，

借鉴美国的做法和经验，实行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创新成为其重要举措[4]。经过20多年的实践，已基

本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2.1 委托研究模式

委托研究模式指企业将自己的研究开发项目全部委托

给与企业合作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不派人员参加，只提

供研发资金，由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研发团队，

利用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实验场所和仪器设备、研究资料等完

成项目研发的方式。项目内容一般是企业发展急需的技术，

研发成果首先用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成果形成的专利权归

合作方共有，专利许可或转让获得的收益由三方共享[5]。

2.2 共同研究模式

共同研究模式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

员共同组成研究团队，以企业的发展需求确定共同研究的课

题，或者将符合企业要求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进行

转化和开发的模式。这种模式又分为普通型、分担型两种类

别：普通型指研发团队集中在大学或研究院所共同完成研发

任务；分担型指合作各方研发人员分别在企业、大学和科研院

所，利用各自的研究设备完成分担的项目研发任务，最后集中

汇总[6]。共同研究的费用主要由企业承担，参加研发团队的人

员费用由合作方各自负担，研发成果由合作方共同享有。

2.3 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

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指日本学习、效仿美国硅谷的

做法和经验，不惜投入巨资在全国兴建筑波大学科学城、关

西科学城、横滨高新技术园、九州高新技术园等产学研合作

基地。其中以筑波大学为中心的科学城，占地约 2700 hm2，

聚集了日本49家国家试验研究机构和著名大学、250家民间

研究团体，全日本约1/4的研究人员在这里工作[7]。科学城和

高新技术园的建立，既汇聚和培养了大批新的科技人才，又

引发了日本大学教育方式的转变，促进了教育、科研与生产

实践的结合。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还产生了集群规模

效应，加快了日本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

促进了新产业的发展。

3 德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德国的基础研究一直居世界领先水平，应用研究硕果累

累，研发实力雄厚。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对科技发展前

沿及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认知与把握不准，创新乏力，与美、英、日等国形成一定差

距。这引起德国政府和科技界、产业界的反思，认为问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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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体制中产学研合作的集群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为此，

德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强化在政府主导下

的产学研合作，注重发挥企业在合作中的主体作用，将政府

过去单向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政策，调整为重点支持产学

研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政策[8]，从而使德国在 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后，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应对欧债危机中成为

欧元区的坚强堡垒和欧洲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3.1 以企业为核心的研发项目合作模式

这是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客观条件确定技术

研发项目，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研发的方式。研发团

队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利用大学

和科研机构的实验设备、研究资料，共同对项目进行研究，对

成果进行商业化开发，并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合作研发的经

费由企业提供，研发成果所获收益由合作各方共享 [9]。这种

合作方式有利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自己的实验设备

和人才优势，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有

利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

的合作研发相互学习与交流，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企业发展

需求，调整大学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方

向。企业则通过合作研发，利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

果、人才优势与实验设备、研究条件，研发出企业独自无法完

成的技术成果，有利于加快大学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转

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扩大产品

市场，增加企业利润，并由此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起长期

的合作关系。

3.2 联合体型的合作模式

这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由数十个研究所为主体，一些知名

企业参与构成的联合体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如弗朗霍夫

协会就是由设在各个大学的60个研究所为主体、众多知名企

业参与的大型科技研发联合组织，是集科技成果转化、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科技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产学研合

作中心，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咨询、产品质量和安全评

估、新技术的引进与转让服务等[10]。与弗朗霍夫协会类似的

联合体还有赫尔姆霍茨协会、莱布尼茨学会、马普学会等。

3.3 技术转移中心模式

这是由政府建立的主要为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

提供技术信息和技术合作服务的机构。德国技术转移中心

设在首都柏林，16个分中心设在各州政府所在地。中心的职

责是将全国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类科技成果信息与企

业的需求信息全部纳入中心的技术信息网络，形成网上技术

交易平台，使广大企业通过交易平台，寻找自己需要的技术

成果与合作伙伴，由此与成果提供者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

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同完成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开发[11]。并以

此为基础，使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与技术转移中心功能类似的机构还有半官方性质的史

太白技术转让中心等。

另外，德国还有一些由大学或者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创

办的小型科技园，也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模式。

4 启示
美、日、德 3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都是在几十年探索实

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适合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

产业制度、教育方式、科技体制等国情因素的基本模式，在产

学研合作的动因、效果和目标上，则有相同方面。美、日、德3
国均通过产学研合作，产生了科研集群效应，大大促进了本

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推动

了经济发展，引发了大学教育方式的转变和科研机构内部体

制的变革，强化了教育、科研与生产实际的相结合，完善了人

才培养体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研究潜能，增强了大学和科

研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在产学研合作的具体

方式和方法上，美、日、德 3国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美、

日、德3国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中国有以下启示。

4.1 政府应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主导是美、日、德3国产学研合作的共同特征。中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具有更权威的地位和更大的管理社会

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有政府的正确主导和宏观协调，就会使

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有了主心骨与稳定牢固的基

础。特别是由多家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成的大型科

研合作团体，在攻克尖端技术难关方面，必须有政府的强力

主导、支持和协调，方能产生大型团体科研合作的集群效

应。在这方面中国有成功的经验，“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

高铁技术的突破、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政府的有力

主导和宏观调控下实现的。所以，要探索、形成适合中国国

情的产学研合作有效模式，政府的主导与支持是关键。

4.2 坚持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

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

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通过合作研发方式，完成企

业发展迫切需要而又独自无法完成的技术研发项目，使企

业、大学、科研机构的资金、人才、实验设备、研究资料等优势

互补，产生科研集群效应，研发出各方都无法独自完成的新

成果，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快中国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

和科技进步的速度，推动中国建设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进

程。因此，坚持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是基础。

4.3 产学研合作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

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专业技

术人员，在合作研究过程中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促进新知识的传播和新技术的转移，引发大学教育方式的转

变和教学内容、专业设置的优化，引发科研机构内部体制的

变革和研究方向的调整。大学、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科研帮

助，企业则为大学教师和学生提供参加生产实践和实习锻炼

的机会与场所，并承担起培养人才的社会责任，以利大学生

的成才与成长。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有可能使中国大学特

别是理工教育走出目前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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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理论的脱离生产实际的封闭式办学困境，使大学教育回

归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真正实现教育、科

研与经济、社会的密切结合。

5 结论
目前，中国的科技人才规模、每年的研发投入和科技成

果产出量均已居世界前列，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却远低

于美、日、德等国家，主要原因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的环节存在问题。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增省部级以上

科技成果3万多项，其中应用于实际生产并产生经济效益的

只有 10%~15%，能够实现产业化的仅有 5%左右[12]。说明中

国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导致转化过程缓慢，

转化渠道不顺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
年6月1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多年来，我国

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

痼疾。”因此，应学习、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促进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美、日、德等科技

发达国家，过去也曾存在科技成果转化不顺畅的问题，产学

研合作是其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出的能够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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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密钥分配技术量子密钥分配技术
———信息时代安全之—信息时代安全之““盾盾””

徐令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离子体物理实验中心，美国洛杉矶 90095
摘要摘要 介绍了密码技术，解释了密码危机的由来。对称密码体制中的密钥分配是维护信息安全的核心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

研发的公钥密码体制存在多种隐患，它们难以保证密钥分配中的绝对安全。论述了量子密钥分配技术的原理及研发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密码技术；公钥；量子密钥分配

长久以来人们都把密码与军事、外交联系在一起，事实

上今天每个普通人都离不开密码，密码技术已经进入平常百

姓家。当你在网上购物，当你用手机通话或收发微信，所有

信息都在开放共享的网络上传输，现代通信技术使得信息的

传输变得十分方便、迅速和高效，但同时它也使信息很容易

被黑客截获，没有密码技术保护，在网上使用信用卡，在无线

网上通话将会是难以想象的。据估计，每天全世界生产总值

一半以上的金钱财产在国际银行金融电信网络（SWIFT）上流

动，这样大规模的金融活动，如果失去可靠有效的密码技术

保护必将引起世界级灾难。

当然现代化的军队也比过去更依赖于密码技术。如果

遥测遥控的信息被盗，敌方可以隐藏保护自己，或者可以改

变导弹的轨迹，甚至操纵无人机据为已有。事实上对今日的

攻击方而言，使用导弹和飞机已是多余，如果能破解对方的

密码系统，发个命令就可以秒杀对方城市的供电、公交和通

信系统，真正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效果。

毫不夸张地说，密码学是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健康发

展的根本保证。密码技术对于政府、军队和大众生活，已是

不可须臾离者也，它像空气一样，人们一刻也离不开，但却常

常为人忽视。今天的密码技术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技术

的研发已经刻不容缓。

1 密码技术和破密技术
简单地讲，密码技术就是发送方通过双方认同的某种规

律把明文加密后得到密文，然后通过不安全信道送给接送

方，接收方再按照该规律把密文解密后还原成明文。最古典

的两种加密方法无非是字母的置换和替代。

替代法是按规律地将一组字母换成其他字母或符号，例

如明文“fly at once”变成密文“gmz bu podf”（每个字母用字母

序列中下一个字母取代）。使用同样方法，只要改变一个参数

（每个字母用下两个字母取代），密文就变成“hna cv qpeg”（图

1）。在密码学中，把这种加密解密方法称为密码算法，而算法

中的秘密参数称为密钥（key），它只为通信双方共享。

自密码技术诞生起，破密技术的发展就从未停止过。例

如，字母替代法因为太容易被敌方破译，早已停止使用。因

为每个英文字母在明文中出现的概率不同，只要把密文中的

字母作一次出现率统计，不难找出字母之间替代的规律，从

而破解密文。

而高级的加密算法使字母的替代不是固定一一对应关

图1 对称密码体制中用相同的密钥作为加密和

解密算法中的秘密参数

Fig. 1 In symmetric cryptosystem, the same key
is used as the secret parameter in encryption

and decryption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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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字母替代的次序与出现概率也不是固定的，可以参考维

热纳尔方阵算法，这种算法虽不难理解，但如果没有密钥就

很难破译[1]。

2 恩尼格玛密码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徳国军队使用的恩尼格玛（Enigma，

图 2）密码机把密码技术推到了当时的顶峰。恩尼格玛密码

机在密码技术上有3个突破：1）密码机依靠机电设备自动完

成加密和解密过程，因而可以高效正确地完成高度复杂的密

码算法；2）密码机上的转轮的设置和面板对接孔联线方式决

定了字母复杂多变的替代关系，它们就是系统的密钥，密钥

可以轻松地每天一变，使得对密文的破译变得更为困难；

3）由于算法与密钥的彻底分离，使得获得密码机没有多大用

处，通信的安全是靠复杂多变的密钥得到保障。该密码机像

部电动打字机，机器由 26个字母按键和 26个字母显示灯以

及一些机电机电连接部件组成，决定了加密和解密的算法；

另外有3个可以装卸的转动轮和两排字母对接孔，这些转动

轮排列的次序和开始的位置和字母对接孔的连线每天按照

约定设置，它们即为每天通信的密钥。发送时把明文字母用

按键一一输入，经过机器复杂的变换后点亮不同的字母显示

灯，这些字母出现的序列就是密文，把它用电报发送出去，接

收方用同样的机器，按同样的密钥设置，键入密文，从字母显

示灯的序列中读出的就是明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情报机关为了破译德国的恩

尼格玛密码伤足了脑筯，电影《Imitation Game》回顾了这段历

史，但其中过分夸大了英国情报机关的功绩。事实上，战前

波兰破译小组对恩尼格玛密码机的深入研究和德国内部叛

徒提供的有关资料都为英国的破译帮了大忙。而英国数学

家、逻辑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为破

译恩尼格玛作出了巨大贡献。图灵首先意识到机器成生的

密码只能依靠机器破译，为此他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报告，申

请十万英镑研制破译机器。丘吉尔批准了这个看似极

不靠谱的项目，而且在百忙之中亲自探望了图灵为首的破译

小组。

英国情报部门对恩尼格玛密码机破译始终守口如瓶、滴

水不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军仍不知自己许多重要

军事行动已被英国掌握。战后英国把缴获的成千上万台恩

尼格玛密码机送给了原殖民地的英国盟国，这些国家长期使

用它们直到 20世纪 70年代初期，而有关破译恩尼格玛密码

机的故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被逐步透露出来。

3 密钥分配是现代密码技术的核心问题
有了计算机以后，现代密码技术的算法更为高度复杂

化。现今普遍使用的美国数据加密标准DES算法具有极高

安全性，到目前为止，除了用穷举搜索法对DES算法进行攻

击外，还没有发现更有效的办法。而近年来提出了高级加密

标准AES算法和三重DES的变形方式，使破译变得更加困

难。由于密钥中每位的数值是完全随机选取的，一个 128位
长的密钥有2128的不同组合，在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上用穷

举搜索法攻击也至少要花1万亿年才能完成。

有必要再次强调密码系统包括算法和密钥两部分。一

个好的密码系统的算法可以是公开的，就像上面提到的DES
算法，只要通信双方保护好密钥，加密后的资料就是安全

的。这个原则又被称为柯克霍夫原则（Kerckhoffs' princi⁃
ple）。认为所有加密法都可以被破解是大众的误解。理论上

已经证明，只要密钥不再重新使用，信息被与其等长或更长

的密钥加密后是不可能破密的。

既然如此，那么信息安全危机究竟在哪里呢？到目前为

止讨论的所有密码体制中通信双方使用相同的密钥进行加

密和解密，在这种对称密码体制中信息的安全靠密钥保证。

需要改变密钥时，通信双方必须直接碰头交换，或者由可信

任的第三方配送。所有问题也就发生在密钥分配过程中。

美国政府的密钥是通信安全局（COMSEC）掌管和分发

的，20世纪 70年代，每天分发的密钥数以吨计。当装载着

COMSEC密钥的船靠港时，密码分发员会上船收集各种卡

片、纸带以及其他一切储存密钥的介质，然后把它们分送给

各处的客户。依靠第三方配送密钥增加了通信双方的开支，

而且第三方配送者本身也构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确保信息的安全必须经常更换密钥，但今天的通信者

往往相隔甚远，让通信双方见面交换密钥非常不现实，依靠

第三方配送密钥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而且也不一定及时可

靠。密钥的配送问题长期困扰着密码学的专家们。

20世纪70年代，一种称为非对称密码体制（又称为公钥

密码体制）应运而生。对称密码体制中通信双方使用同一个

密码机上的转轮的配置和起始点的变化再加上机子正下方的对接孔不

同的联接方式共同构成了系统的密钥（右图）

图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使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

Fig. 2 The German Enigma machine use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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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而非对称密码通信时加密和解密使用

一对公钥和私钥，用公钥加密后的文件只能被与其对应的私

钥解密，反之亦然。图3展示了公钥密码体制的流程，右边接

收方通过计算产生一对公钥和私钥（分别为绿色和红色），接

收方把绿色的公钥通过公开信道送给左边的发送方，发送方

用接收方送来的公钥对文件加密后通过公开信道送给接收

方，接收方用红色的私钥对文件解密，文件安全可靠地从发

送方送到了接收方。

公钥密码体制的关键是用了公钥和私钥，一个公开一个

隐秘，第三者拿了公钥没有任何用处，公钥能用来加密但不

能解密，也推算不出私钥。而通信双方可以随时产生新的密

钥对，把公钥通过开放信道送给发送方，把私钥藏妥，通信双

方无需直接碰头。这里介绍的是公钥密码体制的基本原理，

实际应用中略为复杂一点，但原理相差无几[2]。

为更好地理解公钥密码体制，可以把公钥看成一把打开

的锁，私钥就是开锁的钥。接收方B把打开的锁通过公共渠

道传给发送方A，A把文件放于箱中并用B送来的锁把箱子

锁上，加锁后的箱子再通过公共渠道返还B，B用私钥把锁打

开取出箱中文件。在传送过程中截获打开的锁毫无意义，事

实上B乐意把许多打开的锁送出去并为众人所有，这样大家

可以加锁给他送密信，而这把锁一旦锁上任何人再也无法打

开，除了握有私钥的接收方B。
公钥密码体制中加密和解密的算法很复杂，计算量大，

事实上很少直接用它加密文件，它真正的用途是用来传送前

面所介绍的对称密码体制中的那个通信双方共用的密钥。

所以实际上文件传送流程应该是这样：A方先决定一个密钥，

然后用B送来的公钥加密后传给B，B用自己的私钥对其解密

后获得真正的密钥，然后双方就用此密钥对文件加密后传送

给对方，收到方用该密钥对文件解密。这样的系统很安全，

因为密钥可以随时改变并被公钥密码体制保护后在公共讯

道上传输不被截获，这才是通信安全的根本保证。

4 危机四伏的密码系统
至此是否就此太平无事了呢？答案却是否定的。黑客

攻击的重点是公钥系统，RSA公钥的产生基于两个大质数的

乘积，它不是一个完全的随机数，这就是整个密码系统中的

阿喀琉斯的脚后根，一旦公钥系统破解，密钥就可能被截获，

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山东大学王小云发现这些公钥算法存

在安全隐患[3]。近年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
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强烈建议将

RSA公钥从1024位提高到2048位。

提高公钥密码位数极大地增加了加密和解密所花的时

间，给日常的应用带来了诸多不便，却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

黑客攻击的热情和力度，提高位数给使用者増添的困难远超

对黑客的阻力。而 2014年的一条爆炸性新闻更是震惊了密

码学界，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叛逃的斯诺顿（Edward
Snowden）披露了NSA有一个绝密项目 Penetrating Hard Tar⁃
gets，计划建造一台专用于破密的量子计算机。据传NSA已

经存放了大量外国政府的密电，一旦项目成功立刻对它们动

手解密。量子计算机虽然还在试制中，但贝尔实验室的一位

数学家已经为此设计好了攻击RSA的算法，并声称已经写成

可以在量子计算机运用的程序，它可以轻松地破解公钥密码

体制。

量子计算机的研发进展是世界各国的最高机密，很有可

能用以破译的专用量子计算机已经接近完工，这绝不是危人

耸听，密码世界从来是波诡云谲莫测高深。即使按专家们保

守预测，量子计算机的实际应用也许还要等10~15年，但寻找

新的密码系统，特别是开发密钥分配的新技术已经刻不容

缓，因为新技术从开发到系统的建立和实用也需要时日，所

以人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5 量子密钥技术——维护信息安全的忠诚卫士
面对危局，物理学再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利用“单量子

不可克隆定理”实现密钥配送的绝对安全。“不可克隆定理”

（No-Cloning Theorem）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推论，它是

指量子力学中对任意一个未知的量子态进行完全相同的复

制的过程是不可实现的，因为复制的前提是测量，而测量必

然会改变该量子的状态。

图4为量子密钥分配（BB84规约）的原理示意图，图4左
图中的小黄球代表单个光子，黑色箭头代表光子的偏振方

向，左边蓝色人是信息发送方，而绿色人是接收方。收发双

方都手持偏振滤色片，发送方有4种不同的滤色片，分别为上

下、左右偏振（第一组）、上左下右、上右下左偏振（第3组）4种
滤色片，发送方把不同的滤色片遮于光子源前，就可分别得

到 4种不同偏振的光子，分别用来代表“0”和“1”。每个代码

对应于两种不同的光子偏振状态，它们出自两组不同偏振滤

图3 非对称密码体制（即公钥密码体制）的原理示意

Fig. 3 Principle of asymmetric cryptosystem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87



科技导报2017，35（19）

色片（图 4中的左下角，它和通常光通信的编码不尽相同）。

接收方就只有两种偏振滤色片，上下左右开缝的“+”字式和

斜交开缝的“×”字式。由于接收方无法预知到达的每个光子

的偏振状态，他只能隨机挑选两种偏振滤色片的一种。接收

方如果使用了“+”字滤色片，上下或左右偏振的光子可以保

持原量子状态顺利通过（见图4中上面的第一选择，接收方用

了正确的滤色片），而上左下右、上右下左偏振的光子在通过

时量子状态改变，变成上下或左右偏振且状态不确定（见图4
中第四选择，用了错误的滤色片）。接送方如果使用“×”字滤

色片情况正好相反，见图4中第2选择（错误）和第3选择（正

确）。

图 4右图第 1横排是发送方使用的不同偏振滤色片，从

左至右将9个不同偏振状态的光子随时间先后逐个发送给下

面绿色接收方，这些光子列于第2排。接收方隨机使用“+”字
或“×”字偏振滤色片将送来的光子逐一过滤，见第3排，接收

到的9个光子的状态显示在第4排。

这里是密钥（key）产生的关键步骤：接收方通过公开信

道（电子邮件或电话）把自己使用的偏振滤色片的序列告知

发送方，发送方把接收方滤色片的序列与自己使用的序列逐

一对照，然后告知接收方哪几次用了正确的滤色片（图 5，
“√”的 1，4，5，7，9）。对应于这些用了正确滤色片后接收到

的光子状态的代码是：00110，这组代码就是接发双方共享的

密钥。

为什么第三者不可能截获这个密钥？假设窃密者在公

开信道上得知了接送方使用的偏振滤色片序列，也知道了发

送方的确认信息（图5，“√”的1，4，5，7，9），但是窃密者依旧

无法确认密钥序列。譬如对第一列，窃密者知道接收方用的

是“十”字滤色片，而且发送方确认是对的，但这可能对应于

上下或左右偏振的两种不同的光子，它们分别代表“1”或
“0”，除了发送和接收双方都清楚知道，窃密者是无法确认

的。窃密者真要确认的话，也要在中途插入偏振滤色片来观

察，但它又无法事先知道应该使用“+”还是“×”滤色片，一旦

使用错误滤色片，光子状态改变，窃密的行为立即暴露。再

以第一列光子为例，如果窃密者在接收端前插入“×”滤色片，

光子偏振状态可能改变成上右下左的斜偏振，接收方仍使用

“+”滤色片，得到左右偏振光子，经确认后此位变成“1”。结

果通信双方的密钥在第一位不一致，这种出错经过奇偶校验

核对非常容易发现和纠正。通常的做法是通信双方交换很

长的光子序列，得到确认的密钥后分段使用奇偶校验核对，

出错段被认为是技术误差或已被中间窃听，则整段予以刪

除，留下的序列就是绝对可靠的共享密钥。量子密钥分配方

法除了BB84规约外，还有E91规约。

量子密钥分配技术中的密钥的每一位是依靠单个光子

传送的，单个光子的量子行为使得窃密者企图截获并复制光

子的状态而不被察觉成为不可能。而普通光通信中每个脉

冲包含千千万万个光子，其中单个光子的量子行为被群体的

统计行为所淹没，窃密者在海量光子流中截取一小部光子根

本无法被通信两端用户所察觉，因而传送的密钥是不安全

的，用不安全密钥加密后的数据资料一定也是不安全的。量

子密钥分配技术的关键是产生、传送和检测具有多种偏振态

的单个光子流，特种的偏振滤色片、单光子感应器和超低温

环境使得这种技术成为可能。

必须再一次强调，量子密钥分配光纤网络上传送的是单

个光子序列，所以数据传输速度远远低于普通光纤通信网

络，它不能用来传送大量的数据文件和图片，它是专门用来

传送对称密码体制中的密钥，当通信双方交换并确认共享了

绝对安全的密钥后，再用此密钥对大量数据加密后在不安全

的高速网络上传送。“量子通信”这个词容易使人误解，到目

前为止，实际上量子通信指的就是量子密钥分配技术。量子

密钥分配光纤虽然是低速网络，但每秒种传送上千位的密钥

没有任何问题，通信双方有确保安全的几百位长的密钥，而

图4 量子密钥分配技术原理示意

Fig. 4 Principle of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图5 量子密钥分配技术工程示意

Fig. 5 Engineering presentation of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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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随时更换密钥，通信安全就有了非常可靠的保障。量

子密钥分配技术的基础是物理而不是数学。面对信息安全

危机，物理学再次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它为信息科学的进

一步发展筑起了坚实的基础。

6 量子密钥分配技术现状
2013年 10月 10日，Battelle公司建立了第一条商用量子

密钥分配网络，一条全长110 km的专用光纤线路连结了俄亥

俄州哥伦布市公司总部和在都柏林分部的办公室，使用的是

ID Quantique提供的硬件设备，用来保护公司的财务资料、知

识产权、图纸和设计数据。

100 km已经接近量子密钥分配的光纤网络的长度极限

了，这是由单个光子在光纤中可以传播的最大距离所决定

的。这个问题严重影响该技术的实用价值，目前的解决方案

是设立光子传送中继站。这种中继站与通常光通信的放大

中继站有本质区别，因为让中继站接收单个光子后又送出一

个量子状态不变的光子十分困难，这个中继站必须为通信双

方所信任，实际上量子密钥是通过这个可信任中继站接力递

送的。

使用量子密钥分配技术的通信双方必须建立点对点连

接的专用光纤，但点到点直接相连的网络结构非常不易拓

展，这个问题将成为该技术推广应用中更大的障碍。目前一

组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小组开发成功一种新技术，使得量子

密钥分配过程能在普通光纤通信线路上进行。这种技术有

些像“时分复用”通信，通常的高强度数据激光与微弱的光量

子流传送在同一根光纤上按时间分隔高速切換。该技术有

相当的难度，通信中的收发两端对两种讯号必须保持精准的

同步，而且感应器必须正确适应强度差异十分巨大的两种光

信号，犹如一会儿面对太阳，一会儿感应微弱的星光。这种

技术使得通信双方可以在同一条光纤上交换密钥，用他人无

法截获的密钥对数据加密后按通常方式传送，再也不必担心

泄密。

为了让量子密钥分配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美国Los Al⁃
amos国家实验室研发了一种QKarD技术（图6）。只要带有闪

存U盘大小的一只专用光纤接口，任何用户终端通信设备诸

如便携式计算机和手机就可以通过光纤与邻近的中央服务

器交换量子密钥。QKarD服务器有些像电话中继交换中心，

各终端客户发送光量子向各自邻近的QKarD服务器配送密

钥，当各个终端与服务器之间的密钥配送完毕，同时各个服

务器之间密钥也配送完毕后，终端用户A将信息用密钥加密

后以传统方式送达邻近的QKarD服务器，信息在服务器解密

和重新加密后转交另一个服务器，直到接力传送至最终用户

B为止。一个QKarD的示范网络已经试运行。据估计，一个

连接1000个终端的QKarD服务器价格约1万美元，QKarD终

端接口约50美元。量子密钥配送技术正在向人们走近。

7 结论
量子密码技术刚跚跚起步，针对它的黑客早已蠢蠢欲

动。目前针对量子密码技术的黑客手段有下列3种。

1）量子密钥的关键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光子传递密码，中

间窃听者无法截取光子而又不改变光子的状态。工程实施

时很难保证发射端每个脉冲只含有一个光子，如果每个脉冲

有两个以上光子，黑客仍可以只截取一个光子並设法放过另

一个光子，让接收端无法感觉到信号已被截取。

2）一组挪威的研究人员通过激光朿短暂“致盲”光子感

应设备成功地破获传送的量子密钥。这种方法和设备过于

专业和复杂，目前还没有构成现实的威胁。

3）针对光子通信的精密脆弱，直接用强激光长时间野蛮

干涉，使得量子密码传递双方通过微弱的光子交换过程根本

进行不下去。

量子密码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有一

点必须指出：与其他密码技术不同，量子密钥分配技术从原

理上保证密钥配送是安全可靠的，上面所提针对量子密码技

术的黑客手段均是工程实施中的问题。原理与实施是完全

不同的两个概念，毕竟实施中的技术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不

可破译的原理才是该项技术具有发展前途的根本保证，它使

人们对量子密钥分配技术的将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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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QKarD示意

Fig. 6 QKarD sketch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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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and unhackable communication

AbstractAbstract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QKD) uses quantum mechanics to guarantee secure communication. It enables two parties to produce
a shared random secret key known only to them, which can then be used to encrypt and decrypt messages. The security of encryption that
uses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relies on the found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which
relies on the computational difficulty of certain mathematical functions and cannot provide any mathematical proof as to the actual
complexity of reversing the one-way functions used. The histor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quantum cryptography are also briefly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cryptography; public key;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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