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一切有目的活动，都有设计和实施两个部分。设计是为实施规划实施结果和实施路径。所以，设计是人类一切有目的活动的

起步。设计既然涉及如此广泛，不同人对设计的认知也就大相径庭，甚至连“设计”究竟是什么也各有各的说法。特别是在物质产品

（本文提到的产品，都指广义的产品，即不是为自娱自乐而是要提供给社会的事、物，下同）从手工生产转变为大工业生产以后，大工业

生产的竞争长期处于规模竞争之中，这就使得物质产品的设计，与精神产品设计和社会产品设计越来越分道扬镳。不同领域产品的设

计，逐步发展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观念、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当物质产品生产在量上还不能满足基本需求，人们还不得不为衣、

食、住、行全力以赴时，这种不同显得并不很重要。结果，在设计科学，即设计的基本、共同规律研究上，如设计科学是否有意义、研究什

么、怎样研究等，国际上争论了100多年，也没有形成多少共识。这从国外2015年创刊的一个刊物Design Science（《设计科学》）29
位编委对于什么是设计科学众说纷纭的讨论里就可以看到。

物质生产能力在竞争中极度膨胀的结果，物质产品的量已经从奋斗目标变成了某些情况下社会的负担。人们在转向对“新颖”和

共同美好生活追求的同时，开始感受到这种非理性规模竞争带来的灾难（例如，雾霾成为许多地方挥之不去的梦魇）。在20世纪，美国

建筑学家理查德·福乐（Richard Fuller，1895—1983）就提出设计要有效地利用科学原理使得地球上的有限资源能够满足全人类需求

而不破坏植物的生态过程，并宣告将有“世界设计科学10年（1965—1975）”的到来。这是对浪费自然资源行为的反思、对设计要满足

社会需求的领悟。德国建筑学家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则力图为设计寻求一个技术和艺术的公分母，实现

技术和艺术的统一，并将这个追求表达为设计科学。他的主张可以理解为设计要追求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共同满足。非理性竞争

的后果虽然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反思，不过还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设计的基本、共同规律的充分研究，也就是对设计科学的重视。

到了21世纪，问题更突出了。人们追求精神需求满足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现在文艺演员的身价相比是天

壤之别，这就是文艺产品从为极少数达官显贵服务转变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的结果。而旅游居然能够形成这样大的市场，更能说明精

神需求已经成为普通人群追逐的目标。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高度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越来越复

杂。人们对“新颖”的追求推动创新竞争，但是“新”不能破坏共同美好生活，这就不断产生新的治理的社会需求，也就是需要新的政策

产品。就拿共享单车为例，它出来了，城市不能不管。共同美好生活还要求新的金融产品、新的教育产品、新的医疗产品、新的服务产

品等，这些都是社会需求。同时也强势地表明，不管哪一种产品的设计，今后都不能不同时考虑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满

足，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从现在形势和今后发展看，显然设计科学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福乐和格罗佩斯当年的想象，不过“有

效地利用科学原理使得地球上的有限资源能够满足全人类需求而不破坏植物的生态过程”和“寻求一个技术和艺术的公分母，实现技

术和艺术的统一”的愿望依旧没有在设计中受到广泛、认真的重视，这不免令人遗憾。他们的愿望还有待今天和明天的设计师们去实

现。

形势如此发展，使得对设计的基本、共同规律研究，也就是对设计科学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越来越不可有可无。设计科学所研究的

是统帅人类一切有目的活动——设计的基本、共同规律而不是哪一类产品的设计规律。上述这些问题，都不是哪一个领域、哪一个学

科或者哪一个行业的设计理论、方法、技术、工具能够研究和解决的。

那么什么是设计科学要研究的基本、共同规律呢？人类有目的活动涉及方方面面，而且不断变化和发展，新的设计问题不断涌现，

不可能指望对人类有目的活动给出一个范围。因此，也不可能给出设计科学研究内容固化的描述。不过，可以举出若干当前明显看到

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创新？创新与设计、设计与知识、设计竞争与知识供给关系如何？怎样兼顾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与社会需求等。

设计科学虽然范围广泛，但是绝不应该是抽象的（如有些人所说是一种哲学研究）、脱离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设计科学研究要服务于

人们对于“新颖”的追求，要服务于人类共同美好生活的实现，要服务于社会进步，以及设计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是，当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代替人在生产中的大部分实施操作（包括一部分设计的操作）以后，原来以承担生

产操作为主的人将去做什么？显然将转变为以产品设计为主。可以设想，人们将以大部分时间从事产品设计或者支持产品设计的服

务以换取社会回报。属于精英的产品设计将变成全民产品设计。于是怎样设计有益于社会、怎样设计会有害于社会，将会成为社会发

展的突出问题。猖獗一时、花样百出、不断更新的网络诈骗的设计，难道不是一种社会产品的设计吗？这就是说，设计的基本、共同规

律也就是设计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将更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内关于设计科学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如何能够组织力量在比一个产品的设计或者一个技术的开发更高层次上来研究设计，是

有待解决的命题。当前，迫切需要关于设计科学的开放式讨论，以利于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来推动设计科学研究。感谢《科技导报》“设

计科学专题”的组织者为设计科学这样一个重要却尚不为人重视的命题出版这期专题期刊，相信历史会记住这个专刊。

认识设计科学，研究设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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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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友柏，1933年生于上海，机械设计及理论、摩擦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提出了摩擦学3个公理和设计科学4
个基本定律。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 200240；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西安 710049）



鸣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审读每期《科技导报》。

感谢中国科协办公厅、组织人事部、国际联络部、学会服务中心的大

力支持。

◆ 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源期刊

◆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源期刊

◆ 美国CA、CSA、Ulrich收录期刊

◆ 英国SA/INSPEC、CABI收录期刊

◆ 俄罗斯AJ/VINITI收录期刊

◆ 波兰IC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

作者所投稿件应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容，自发表之

日起，其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即授予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本期部分图片版权问题未及落实，欢迎与我社联系稿酬事宜。

★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 中国科技期刊方阵“双奖期刊”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

★ 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奖

收录

2017年11月 第35卷 第22期 总第532期

刊名题写：段云

主管/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出 版 者 科技导报社
主 编 项昌乐
社长/副主编

秦德继 yjzxqdj@163.com
副社长/副主编

史永超 shiyongchao@cast.org.cn

编辑部副主任
陈广仁 chenguangren@cast.org.cn

论文编辑
刘志远 liuzhiyuan@cast.org.cn
田 恬 tiantian@cast.org.cn
祝叶华 zhuyehua@cast.org.cn
傅 雪 fuxue@cast.org.cn
王志敏 wangzhimin@cast.org.cn
韩星明 hanxingming@cast.org.cn

栏目编辑
李 娜 lina@cast.org.cn
王丽娜 wanglina@cast.org.cn

本期执行责任编辑 傅 雪
美术编辑

胡辰旭 huchenxu@cast.org.cn
编 务

吕 佳 lvjia@cast.org.cn
王静毅 wangjingyi@cast.org.cn
杨小舟 yangxiaozhou@cast.org.cn

发行负责人
于 辉 yuhui@cast.org.cn

编辑部
010-62138113 kjdbbjb@cast.org.cn

订阅联系电话
010-62194182 kjdb@cast.org.cn（网上订刊）

刊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邮 编 100081
网 址 www.kjdb.org
博 客 www.sciencenet.cn/u/kejidaobao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2-872（国内）， TP3092（国外）
中国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海外发行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5号，邮编10004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035号
印刷装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7857

CN 11-1421/N
国内售价 37.50元人民币/期；900.00元人民币/年
国外售价 37.50美元/期；900.00美元/年

获奖



期刊基本参数：CN 11-1421/N*1980*S*A4*116*zh*P*￥37.50*10000*14*2017-11

目 次

KEJI DAOBAO

2017年第35卷第22期
（总第532期）
半月刊

1980年创刊

本期2017年11月28日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卷首语

1 认识设计科学，研究设计科学………………………… 谢友柏

科技风云

7 机器学习引领革新 ……………………………………… 鞠强

科技事件

9 首例头部移植手术在遗体上完成引争议 …………… 祝叶华

科学评论

11 全球首个“CAR-T”疗法获批上市，开启肿瘤免疫治疗新篇章

…………………………………………………… 郑洪丽，林欣

院士论坛

13 设计的价值与未来…………………………………… 路甬祥

专题：设计科学

15 设计与国家战略……………………………………… 柳冠中

19 从学术界和工业界两个视角看设计科学……………… 李响

25 设计科学：从规范性到描述性……………… 侯悦民，季林红

35 构性理论：对设计的建构 ………………… 徐前，李彦，李松

46 丹麦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成功案例启示

……………………………………… 张执南，荣维民，谢友柏

52 基于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的设计知识服务模型

……………………………………… 戴旭东，马雪芬，谢友柏

58 MBSE：实现中国制造创新设计的使能技术探析…… 刘玉生

65 小叙本体在设计信息及知识管理中的应用

…………………………………………… 刘滢，林顺聪，陈泳

研究论文

71 木材趋磁性仿生矿化形成及微波吸收性能

……………………………… 王汉伟，孙庆丰，盛成皿，杨宁

77 包含情绪影响因子的群行为决策模型 ………… 马峻，王爽

86 中国固体废物进口的现状及监管问题分析

………………………… 刘学之，张婷，孙鑫，沈凤武，尚玥佟

综述文章

92 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色谱研究进展…………………… 韩彬

学术聚焦

101 设计科学的内涵、研究对象及方法 ……… 侯悦民，季林红

105 中国氢能发展的思考

……………… 王赓，郑津洋，蒋利军，陈健，韩武林，陈霖新

科学共同体推介

111 英国皇家学会颁布法庭科学指南 …………………… 田恬

科学人物

112 为“生命暗物质”正名的人

书评

113 自然秩序的建构者——林奈 ……………………… 徐保军

115 创新设计引领未来发展

——《论创新设计》推介 …………………………… 陈广仁

特别栏目

5 热点排行

8 科技界声音

10 科学共同体要闻

封一~封四图片由上海图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设计



CONTENTS
Volume 35 Issue 22
(Sum 532)
28, Nov., 2017
(Established 1980)

Serial parameters: CN 11-1421/N*1980*S*A4*116*zh*P*$37.50*10000*14*2017-11

Foreword

1 Understanding design science, studying design science
……………………………………………………… XIE Youbai

News Around

7 Machine learning leads innovations ………………… JU Qiang

News Focus

9 The controversial of head transplant ……………… ZHU Yehua

Scientifc Comments

11 The first approved“ CAR-T”cell therapeutics open a new
chapter in tumor immunotherapy
………………………………………… ZHENG Hongli, LIN Xin

Academician Forum

13 The value and future of design ………………… LU Yongxiang

Exclusive: Design science

15 Design and national strategy ………………… LIU Guanzhong
19 The design science as seen from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perspectives…………………………………………… LI Xiang
25 Design science: From normative towards descriptions

……………………………………… HOU Yuemin, JI Linhong
35 The constituent theory: Constructing the design

……………………………………… XU Qian, LI Yan, LI Song

46 Analysi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of
Danis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 ZHANG Zhinan, RONG Weimin, XIE Youbai

52 Design knowledge serviece model based on distributed resource
environment …………… DAI Xudong, MA Xuefen, XIE Youbai

58 MBSE: The enabling technology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 LIU Yusheng

65 A review of application of ontology in desig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 LIU Ying, LIM Soon Chong Johnson, CHEN Yong

Papers

71 Preparation of the magnetotactic wood through the biomimetic
mineralization for application in electromagnetic wave absorption

………… WANG Hanwei, SUN Qingfeng, SHENG Chengmin,
YANG Ning

77 A group behavior decision model based on emotional factors
……………………………………… MA Jun, WANG Shuang

86 Regulation for imported solid waste in China
…………………………… LIU Xuezhi, ZHANG Ting, SUN Xin,

SHEN Fengwu, SHANG Yuetong

Review

92 Recent advances in immobilized metal ion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HAN Bin

Focus

101 On design science ………………… HOU Yuemin, JI Linhong
105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gen energy in China

…………………… WANG Geng, ZHENG Jinyang, JIANG Lijun,
CHEN Jian, HAN Wulin, CHEN Linxin

Scientific Community Promotion

111 Royal Society launched courtroom science primer
…………………………………………………… TIAN Tian

Scientists

112 The one who clears the name of“dark matter of life”
Book Reviews

113 Constructing the order of nature: Linnaeus ……… XU Baojun
115 Review on the book of On Innovative Design

……………………………………………… CHEN Guangren

Columns

5 Top News
8 Voice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10 Scientific Community



科技导报 2017，35（22） www.kjdb.org

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72017--1111--0101 至至20172017--1111--1515；；排行依据排行依据：：本刊遴选出的本刊遴选出的30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3 缺觉影响大脑认知能力机理揭秘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11月 6日，《Nature Medicine》发表的一项人体临床研究中

发现，人类在睡眠被剥夺后出现的认知退步，可能由人脑内侧颞

叶内神经活动的减慢所导致。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科学家团队，以一群神经外科病人为

研究对象，让他们在被剥夺睡眠前后完成一系列面部识别测试，

并记录下此间其内侧颞叶内的单神经元活动。研究人员观察发

现，在被剥夺睡眠的情况下，研究对象的神经活动较在快速完成

任务期间诱发的神经活动有所减慢和削弱，导致被试者反应变慢

——这正是认知退步的一种特征。

研究人员需要重点调查的是，这些减慢和削弱的神经活动模

式是否也发生在其他脑区。他们表示，要想确定缺觉具体是通过

什么机制来直接影响神经活动，未来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2 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首发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11月5日，中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

方式成功发射第24和25颗

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

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

是中国北斗三号第一、二颗

组网卫星，开启了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新时

代。

北斗三号卫星将增加性能更优的互操作信号B1C和B2a信

号，在进一步提高基本导航服务能力基础上，按照国际标准提供星

基增强服务及搜索救援服务。同时，还将采用更高性能的铷原子钟

和氢原子钟。通过采用新的技术，性能得到大幅提升，空间信号精

度优于0.5 m。北斗三号在北斗二号性能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提升

1~2倍的定位精度，达到2.5~5 m的水平，在保留北斗二号短报文

功能的前提下，提升相关性能。

从此次任务起，中国迎来新一轮北斗组网卫星高密度发射，至

4 “华龙一号”首台核能发电机研制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1月6日，“华

龙一号”核电项目

首台发电机在东方

电气集团东方电机

有限公司通过了

“型式试验”，全部

指标达到和优于设

计要求，标志着中

国“华龙一号”首台

发电机自主研制成

功。“华龙一号”首

台核能发电机由东

方电机自主研制，

将应用于中核集团福清核电站 5、6号机组。“型式试验”结果显

示，轴承振动要求不高于50 μm，实测最小端仅为3.9 μm，其他

部件振动也大大低于设计要求。

通过30余项测试，经真机4天旋转试验，“华龙一号”核能发

电机顺利通过验证，性能指标满足并优于合同和标准要求，机组

效率、振动值、温升等机组性能均优于技术引进机组，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

“华龙一号”在计算方法、结构布置、结构材料、绝缘技术等方

面有多项设计创新，采用自主开发的电磁计算程序、新型通风冷

却技术、绝缘系统以及静态励磁系统、整体式定子结构等，发电机

效率达到99%。

1 中源协和生命医学奖揭晓 乔杰、施一公等获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11月11日，第二届“中源协和生命医学奖”颁奖典礼暨高峰论

坛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行。活动揭晓了“2017第二届

中源协和生命医学奖”获奖者名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乔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施一公凭借其在生命医学领域

所做出的杰出成果收获“成就奖”，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

荣誉教授Andrew James McMichaelAndrew James McMichael获“国际合作奖”。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研

究员曹亚南曹亚南、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教授陈鹏陈鹏、清华大学医

学院研究员程功程功、哈尔

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志黄志

伟伟、复旦大学生物医学

研究院研究员蓝斐蓝斐、中

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研究员刘陈刘陈

立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柳振峰柳振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副研究员王奇慧王奇慧、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许琛琦许琛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研究员张英梅张英梅10位青年科学

家荣获“创新突破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

为乔杰、施一公颁奖

（图片来源：科学网）

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首发成功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8年底前，将发射18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覆盖“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到2020年，完成30多颗组网卫星发射，实现全球服务能

力。

“华龙一号”首台发电机型式试验成功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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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科学家揭秘颗粒物质临界固体本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5 中国科学家解析个体之间衰老速度差异之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1月9日，《Nature》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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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时青蔡时青

研究组题为《胶质细胞-神经元信号的遗传多态性调节衰老速度》

的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利用秀丽线虫这一模式生物探讨个体之间衰老速

度差异的遗传机制。他们发现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野生线虫在

雄性交配、进食和运动能力方面随衰老退化速度存在着显著差

异。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个全新的神经肽（RGBA-1）及其受

体（NPR-28）编码基因上存在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这些遗传

多态性导致了野生型线虫雄性交配等行为能力退化速度不同。

该神经肽由胶质细胞释放，作用于 5-羟色胺能和多巴胺能

神经元上NPR-28受体，抑制了由蛋白去乙酰化酶SIR-2.1介导

的线粒体应激反应，进而调控线虫衰老速度。野生型品系间存在

的遗传多态性造成了RGBA-1神经肽分泌量或NPR-28受体活

性不同，使得该信号通路的强度不同，最终导致线虫衰老速度差

异。他们还对RGBA-1和NPR-28编码基因所在的基因组区域

进行了群体遗传学和进化分析，确定了RGBA-1和NPR-28的祖

先型等位基因（allele）形式，并且证明这两个基因所在的遗传区域

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受到了正向选择。

7 中国成功发射“风云三号D”气象卫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11月 15日，中国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风云三号D”气象卫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风云三号”气象卫星是中国

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可实现全

球、全天候、多光谱、三维、定量遥

感。这次发射的“风云三号D”卫星

将与2013年9月发射成功的“风云

三号C”卫星进行组网观测，进一步提高大气探测精度，增强温室

气体监测、空间环境综合探测和气象遥感探测能力，促进气象卫

星综合应用水平的提升，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综合防灾减

灾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重要支撑。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54次飞行。

11月9日消息称，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王宇杰王宇杰

团队在颗粒物质临界固体本质研究领域获重大突破，相关研究成

果在线发表于《Nature》。
王宇杰团队借助CT成像技术对准静态循环剪切的三维颗粒

系统的微观动力学进行深入研究。在微观粒径尺度上，第1次得

到了长达3个时间尺度的微观动力学过程。该团队的实验发现颗

粒体系具有和传统的液体完全不同的微观动力学，体现了“热体

系”和“摩擦体系”的本质不同，但同时这种动力学也表现出非常

强的普适性，可以被理解为颗粒体系都遵从的一种新的普适的微

观动力学。上述现象的核心是颗粒物质具有多尺度现象，而这种

多尺度现象也导致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颗粒“固体”成为一种

正好处在液固相边界的临界固体：通常在重力作用下保持固体状

态，而一旦受到微小的外部微扰就会出现结构弛豫，表现出流体

的特性。

6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 中国再次登顶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11月13日，国际TOP500组织发布最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

机500强榜单”，中国超算再次登顶——“神威·太湖之光”和“天

河二号”连续第四次分列冠亚军，而且中国超算上榜总数又一次

反超美国，夺得第一。

“全球超算500强榜单”每半年发布一次，此次“神威·太湖之

光”和“天河二号”再次领跑，其浮点运算速度分别为每秒9.3亿亿

次和每秒3.39亿亿次。2016年6月，中国以167台对165台的微

弱优势，首次超过长期独占鳌头的美国；2016年11月的榜单，中

国和美国都有171台上榜，并列第一；2017年6月，美国以169台

对159台反超中国，再获第一。

但此次，中国上榜总数达到历史最高的 202台，而美国降至

144台，双方又一次交换位置。 10 第8次北极科考实现3个突破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1月10日消息称，中国第8
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圆满完成任

务，实现多项历史性突破，例如穿

越中央航道、试航西北航道、开展

环北冰洋考察。自 1999年首次

开展北极科考以来，中国北极考

察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本次科考是中国第一次完成环北冰洋考察，以北极点为中

心，顺时针航行“环形”始自上海，穿白令海峡至楚科奇海，经中央

航道抵达北欧海，随后经拉布拉多海到巴芬湾，直达西北航道，重

新返回白令海。历时83天，总航程逾2万海里，科考队开展了以

海洋基础环境、海冰、生物多样性和海洋塑料垃圾等为重点的多

学科综合调查，填补了中国在多处海域的调查空白，为北极航道、

生态和污染环境的系统分析与评价积累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风云三号D”气象卫星发射升空

（图片来源：新华社）

9 中国将综合科研攻关太湖流域水生态问题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11月8日，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河

海大学、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太湖流域水科

学研究院近日在上海成立，以优化多方面科技力量，攻关太湖流

域热点难点问题。

太湖研究院将围绕太湖流域防洪、水资源、水生态环境、综合

管理、水利信息化、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科技问题，以及重大前瞻

性、基础性科学问题，编制流域水利科技问题报告，开展科研攻关

和技术咨询活动，解答流域热点难点问题，促进科研成果在流域

综合治理与管理中的应用，同时培养从事流域水科学研究的高层

次人才。

在太湖研究院筹建阶段，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组织相关成

员单位对太湖流域重大水利科技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广泛听

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形成了《太湖流域水利

科技问题清单》，列出包括防洪、气候变化等7个领域21个方向的

121个问题要点，并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4
家发起单位签署了共建协议。

科考队进入北极圈后，在“雪龙”

号上合影（图片来源：新华社）

6



科技导报 2017，35（22） www.kjdb.org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席卷

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

支，机器学习近年来蓬勃发展，应用领域

得到不断拓展，成为引领革新的标志性

技术。这些应用，正在帮助我们重新审

视熟悉的研究领域，开启通往新发现的

大门。

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赋予

研究人员强大的预测能力。10月 16日，

一个由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波士

顿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

的研究小组在《Geophysical Review Let⁃
ters》上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宣布他

们利用机器学习在实

验室状态下成功预测

地震（10月 24日新华

社）。

这个小组的研究

人员在实验室中用一个特殊的系统模拟

地震。他们认为，地壳断块沿断层的突

然运动是地震发生的主要原因；这种突

然运动会发出一种声学信号，而这种信

号通常在地震发生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就

被捕捉到。研究人员用这种声学信号来

让机器学习算法，进而机器学习能够分

辨出这些声学信号中的特定规律。根据

这些特征，机器学习技术能够评估断层

承受的压力以及还有多久会发生断裂，

最终对地震是否发生进行比较精确的预

测。

论文作者之一、剑桥大学材料科学

与冶金系教授Colin J. Humphreys表示，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声学数据能够提

前相当长时间预测地震何时发生，这就

有了充分时间来发出灾害警报。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到，现在的研究是在实验

室条件下进行的，实验对地震的模拟与

真实情况还有差别，因此研究人员还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才有望将这一技术应

用到对真实地震的分析和预测中。

从预测地震这个例子可以发现，机

器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拯救更多人的生

命。除此之外，机器学习在其他领域内

也能够大展身手，为拯救人的生命发挥

作用。10月31日，《Nature Human Behav⁃
iour》在线发表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一

个研究小组的最新成果。他们利用机器

学习技术表征人脑内的自杀、积极、消极

等相关概念，可以高度准确地区分具有

自杀意图的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该方法

还可以在具有自杀想法的人中，进一步

区分出哪些做出过自杀尝试，而哪些没

有（10月31日澎湃新闻）。

对医生来说，评估患者的自杀风险

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

患者往往在测试或者谈话中刻意隐瞒自

己的意图。而在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

开发出一种新的评估方法。在他们的实

验样本中，包括了 17位自杀患者和 17位

健康对照组。研究小组在实验中设置了

3组概念，分别包括自杀、积极和消极，每

组包含 10个单词。这 30个单词会向诊

断对象展示，在展示过程中研究人员会

对实验对象的脑部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扫描。这一技术能准确定位特定感

觉、知觉或认知任务下大脑功能区的激

活分布。

结果发现，实验设计的30个单词中，

其中 6个单词（死亡、残忍、麻烦、无忧无

虑、良好和赞美）的神经活动应答以及 5
个脑区的神经活动最能区分有自杀意图

的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个体。研究团队训

练了一种机器学习算法，使用上述发现

的信息来鉴定被诊断者是自杀患者还是

健康对照个体。这一机器学习算法准确

鉴定出 17位自杀患者组中的 15位，以及

17位健康对照组中的 16位。不仅如此，

研究团队还专门针对17位自杀患者进一

步训练了一种新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区

分哪些患者已经尝试过自杀（实际有 9
位），而哪些尚未尝试（实际有 8位）。最

后，新的机器学习算法准确区分出了其

中16位的真实情况，准确率达94%。

由于样本数量较少，因此这一实验

方法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但

是这项研究无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尝

试。这篇论文同时指出，这种机器学习

的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成为

功能性神经影像诊断的重要手段。因为

一般来说，神经活动信号不会位于单一

的大脑区域，而是分布于多个区域，并同

时产生，这样研究者就需要能分析多元

甚至网状数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此时

机器学习就可以派上用场。人类的大脑

活动异常复杂，曾经被认为难以窥探。

得益于机器学习的发展，我们获得新的

路径对抑郁、犯罪、自杀等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从而揭示这些行为背后的秘密。

机器学习在诊断疾病方面也是成效

显著。2017年 10月，来自美国马萨诸塞

州总医院、哈佛医学院

和麻省理工学院电子

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

的研究人员在北美放

射学学会的期刊《Radi⁃
ology》上发表论文，表示他们开发出一种

机器学习工具，可以确定哪些高危乳房

病变可能会变成癌症，从而帮助医生作

出正确的治疗决策，减少不必要的手术

（10月23日《科技日报》）。

乳房病变是一种女性常见疾病，而

高危乳房病变有很大几率转变成癌症。

正是由于这种风险，手术切除病变组织

通常被认为是首选治疗方案。然而，许

多病变并不会对患者的生命构成直接威

胁，因此并无必要进行切除手术。这次

研究人员开发的机器学习模型，就是为

了改进乳腺癌检测，防止过度处理，以减

少不必要的手术。经过培训，该机器学

习模型对335个病例进行了分析测试，正

确地预测了38个会转变为癌症的病变中

的37个，准确率达97%。研究人员称，使

用该模型将有助于避免近三分之一的良

性手术。

无论是预测地震、预防自杀还是筛

选癌症，机器学习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距

离真正发挥作用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段

路也许顺利，也许会很艰难，但是方向已

经比较清晰。如果机器学习类似的应用

不断涌现的话，我们的社会和个体都能

从中受益，技术的进步也才能真正造福

人类。

文//鞠强

机器学习引领革新机器学习引领革新

杨书卷 （科技导报社）

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在

很多领域内，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利用机器学习去引领新的变革。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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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人工智能会使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许

多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的社

会问题。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问

题，一个重要趋向是发展“混合增强智

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电信学院教授电信学院教授 郑南宁郑南宁

《人民日报》[2017-11-13]

量子计算机现在基本上已呼之欲

出，可以称为“处于实现的边缘”。我们

已进入一个能看到量子计算机将要做出

来的时间段，可以把它叫作最后的一里

路，但这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需要经过

一段时间的最后一里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交叉清华大学交叉

信息研究院院长信息研究院院长 姚期智姚期智

科学网 [2017-11-10]

建设“无废社会”可减轻原生资源开

采利用和固体废物处理不当带来的生态

环境破坏，从源头消除对人居生活环境

的影响，促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中国建设；

有利于优化城市和农村生活环境，有利

于公民健康，提高人民群众对人居环境

的满意度；还可以从固体废物的再次利

用中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院研究员 杜祥琬杜祥琬

《光明日报》[2017-11-12]

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并不是为了快而

快，实际上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是国家电

子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更快

的超级计算机，也是中国国家应急、防

灾、能源保障等这些重点领域的一个重

要支撑。未来，超级计算机将成为具有

更广泛应用前景的新一代“超级利器”。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部

部长部长 孟祥飞孟祥飞

央视网 [2017-11-11]

暗物质和暗能量是本世纪物理学面

临的严峻挑战，也意味物理学面临重大

突破的历史机遇，需要理论和实验物理

学家、天文学家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破解

世纪谜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和生陈和生

新华网 [2017-11-08]

水稻的个性化育种是未来趋势，其

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条

件丰富多样，为研究和生产创造了优越

条件。同时，科技发展大大加速了新品

种的创制过程。过去30年，中国水稻基

础研究经历了从向国际先进水平学习、

与其并驾齐驱到现今领先国际的3个发

展阶段，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缩影，未来

其他作物育种甚至整个生物育种都会再

现这一过程，逐步走向世界前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家洋李家洋

澎湃新闻 [2017-11-07]

未来，人工智能将在药物研制、自动

翻译、图像分析等各类应用方面大显身

手，这就要求未来超级计算机、数据中

心、智能手机、嵌入式设备等要进一步智

能化，而“寒武纪 INSIDE”有望成为这些

设备的标配。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陈天石陈天石

《人民日报》[2017-11-07]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

城市和区域环境治理的根本之策。转型

转向绿色发展，要重点抓好 3方面的工

作。一是转变观念，要根本转变对环境

经济关系的认识，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环

境和生态的承载力之上；二是建立促进

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推动，全民参与的

绿色发展体制；三是大力推进绿色技术

研发，这是促进绿色发展的关键。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前理事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前理事长

王玉庆王玉庆

科学网 [2017-11-05]

在新一代航空发动机性能的提高

中，材料及其制造工艺技术的贡献率为

50%~70%，在发动机减重的贡献率中，

材料及其制造工艺技术的贡献率占

70%~80%，可见先进材料和制造工艺技

术是制约新型航空发动机发展的关键技

术。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院长—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院长

戴圣龙戴圣龙

科学网 [2017-11-05]

生态流域建设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措

施，实现良性的水循环，使水与人类社会

相适应。城市水环境治理需要建设好

“防涝抗旱体系、控污体系和雨水回用”

三大体系，在“一片天对一片地”核心思

想的指导下，贯彻和遵循海绵城市“渗、

蓄、滞、净、用、排”6字方针，统筹安排。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浩王浩

科学网 [2017-11-05]

科技资源配置和管理不顺，是科技

体制改革的“硬骨头”之一。科技基础条

件资源则是科技资源最核心的物质基

础。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主任—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主任

包献华包献华

《中国科学报》[2017-11-06]

中国提升生态文明的建设水平应坚

持以生态为本应该排在首位。具体来

说，应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巩固生态系

统活力，在稳定提升森林覆盖率的同时，

增强森林资源质量，提高森林生态服务

能力。另外，还应该保护好湿地和草原，

遏制土地石漠化、荒漠化进一步蔓延的

趋势；加强陆地与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

设与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各类生

态系统的繁荣。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严耕严耕

《光明日报》[2017-11-12]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科学网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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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头部移植手术在遗体上完成引争议首例头部移植手术在遗体上完成引争议
2017年 4月，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

Sergio Canavero在接受德国杂志《Ooom》
的访问中表示，将于2017年底，在中国实

施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该手术由哈

尔滨医科大学骨科医生任晓平任晓平协助完

成。时隔 7个多月，2017年 11月 17日，

Canavero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

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手术

地点是中国。

“头移植”手术一直备受争议，早在

2013年，Canavero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在

此前，技术难题能否被攻克、头部与躯体

的归属问题、临床手术后的道德和伦理

问题该如何平衡是争议的焦点。此次完

成的首例人体头部移植，在质疑者看来，

因为进行的是“遗体手术”，所以是否为

严格意义上的手术还有待考证；同时伦

理问题也伴随着“换头术”一直存在，头

颅移植之后，“我”究竟是谁？一直未能

解释清。

遗体手术还是解剖学研究

Canavero和任晓平在过去几年里引

发了许多质疑，批评人士质疑移植手术

的科学可行性和伦理意义，部分医生拒

绝了这样的想法，即使这样的程序是可

能的。Canavero团队在老鼠、猴子、甚至

老鼠头部移植手术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此次参与此次手术的专家小组也表示，

目前他们可能已经成功找到了头颅移植

手术中重新连接脊椎、神经、血管的方

式。

“经过长达约18 h的手术，我和团队

成功将一具尸体的头与另一具尸体的脊

椎、血管及神经接驳。在接下来的1周时

间里，有关本次头移植相关的数据、过程

和结果将在美国学术杂志《SNI（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上发表，届时关

于手术的全部详细过程都会刊登在上

面。”任晓平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

说。

此次实施的头颅移植手术其实是在

遗体上完成的。但遗体头颅移植成功是

否代表着“换头术”已经突破技术屏障，

可以在活体上展开实验？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胡永生胡永生在

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提出，头颅移植

手术是在遗体上进行的，严格意义上不

能称之为手术，在遗体上进行的实际是

解剖或解剖学研究。他表示，此次 Ca⁃
navero团队完成的这个解剖学研究可以

被看做是对真正的“换头实验”的前期实

践。“它的顺利实施仅仅迈出了第一步，

而人类距离真正实现活人头部的移植还

有很远的距离。”胡永生说。

技术突破是否实现

在移植领域还有许多里程碑式的成

果，包括曾经做过的最广泛的面部移植

手术，以及从基因改造过的猪身上移植

人体器官等。头颅移植是否会成为下一

个里程碑，技术突破是首先要完成的。

成功完成头部移植手术有许多巨大

的障碍。不仅头部和颈部组织，神经细

胞和脊髓必须被移植到一起来创造功能

单位；经过如此广泛的手术，病人必须活

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活下来，并希望他

或她的新身体不会排斥一个生物陌生人

的头部。

Canavero作为“换头术”的倡导者经

常登上新闻头条。他多次表示，现如今

的医疗水平已经具备可以支撑移植人的

整个头部的技术。2016年初，Canavero团
队对外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首例猴子

的头部移植手术。他领导的团队，连接

了血液供应，证明了这只动物可以在不

受脑损伤的情况下生存下来。但他们还

没有尝试加入脊髓，所以如果动物活下

来的话，就会完全瘫痪。对于这一成果，

神经科学博士Dean Burnett在一篇发表

在《The Guardian》上的专栏文章中指出，

Canavero对过去成功的过分强调，可能与

他的成就的现实并不完全一致。例如，

猴子的头部移植手术并没有导致真正的

意识。

Canavero 教授 2017 年早些时候曾

表示，他的团队已经成功地修复了老鼠

的脊髓，这是成功移植的关键一步。该

小组切断了老鼠的脊髓，然后用聚乙二

醇对它们进行治疗，以密封和修复受损

的脊髓神经细胞。不到1个月，老鼠就恢

复了一些运动，其中两只老鼠回到了“基

本上正常”的状态。

Canavero在发布会上表示:“人类遗

体的第一次人体移植手术已经完成。脑

死亡器官捐献者之间的完全头部交换是

下一个阶段。这是即将进行的正式头部

移植手术的最后一步。”Canavero的活体

移植手术最初计划于 2017年 12月，听起

来像是科幻小说的内容：在 24 h的手术

中，几十名外科医生将与Canavero一起工

作，以同时切断供者（身体）和接受者（头

部）的脊髓。当外科医生的团队完成他

们的工作时，接受者的大脑将会被冷却

到一个低体温的状态，以避免立即死亡。

遗体手术突破了中枢神经再生的屏

障，其次对于如何解剖、各个组织如何修

复重建、如何保障术后功能得到最大回

复等问题，任晓平表示都在待发表的文

章中。

换头后“我”到底是谁

头颅移植成功之后，新生命体的身

份应该等同于原身体的部分还是原头颅

的部分引发争议。科学界目前对“换头

术”这一想法大多持谨慎态度，《科技导

报》联系了多位外科医生和科研人员进

行采访，但他们大都拒绝对这一项目做

出评论，有部分人认为遗体手术的实现

与活体成功移植之间还相去甚远。对于

应用于人体，他们都表示太过遥远，也并

不愿公开讨论这一遗体实验。

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席Hunt

Batjer 在接受《New Scientist》采访时表

示，“我不希望这发生在任何活人身上，

也不允许谁对我这么做，因为还有很多

事比起死亡更糟糕，例如身份归属的伦

理问题。”

《New Scientist》也曾就此评论：先不

谈“身首异处”后头部是否可能存活，“头

部移植”手术势必引来极大的道德争

议。比如说，如果病人康复后有了孩子，

那孩子在生物上属于捐赠者，因为卵子

或精子来自于新的身体。此外，一具全

新的身体也可能给病人带来庞大的心理

压力。

文//祝叶华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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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11月 14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2017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

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万钢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将深刻影

响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的时

代，要有与之相应的科学精神、文化理念和价

值导向：创新型国家不仅要求强大的科技创

新能力，也要有丰厚的创新文化土壤，诚信不

仅仅是学术共同体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应当秉

持的职业操守，也应当成为全社会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会邀请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李晓红李晓红、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邱勇和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所长周琪周琪3位院士作报告。来自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及部队高校等40余家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研究生新生近6000人现场聆听报告，全国31个省（区、市）和200余所高校设立分会场通过网络视频

同步收看报告会。 国际在线 [2017-11-14]

2017年全国科学道德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举办

国际科联和国际社科联将合并
成立新的国际科学理事会

10 月 23—26 日，国际科学理事会

（简称国际科联）第32届全体大会暨国际

科联和国际社科联联合会议在中国台北

举行。会议就两组织合并事宜进行了投

票表决，国际科联以97.6%、国际社科联

以90%的比例同意合并，在2018年正式

成立新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国际科学

理事会会员包括40个国际科学联盟和超

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组织。新组

织的愿景是使科学成为全球公共利益，

使命是代表全球科学界发声，在引导、孵

化和协调公众关切的重大国际行动中发

挥领导作用。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7-11-21]
“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大会召开

11月11日，由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

会联合体主办、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

家俱乐部承办的“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大

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丝路之约、

信息筑梦”。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项昌乐项昌乐，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家

俱乐部顾问团郭桂蓉郭桂蓉、倪光南倪光南、戴浩戴浩3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出席大会。来自俄、

加、澳、保、斯、马、印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信息科技领域的院士专家、中国电

子学会青年科学家俱乐部的技术领军人

物以及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的

青年专家等600余人参加大会。会议期

间发布了《“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宣言》，

号召广大青年携手致力于推动沿线国家

青年工作者和企业面对面深入交流，促

进合作，形成共同体，通过合作机制、科

技创新、产业合作、学术人才交流一系列

活动推动沿线各国繁荣和区域经济合

作。大会主论坛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Ruslan L.Ruslan L.、北斗运控系统总设计师周建周建

华华、加拿大工程院院士Ke WuKe Wu、阿里巴巴

集团副总裁刘松刘松分别作了题为《内容中

心网络》《北斗国际竟争力及其展望》《工

程中的技术交叉与融合艺术》《阿里科技

服务全球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的大会报

告。大会同期举办了智能时代的云计算

与大数据、面向“一带一路”的空天地一

体化信息网络、微波与电路系统热点等8
个专题论坛。

中国电子学会 [2017-11-14]
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成立

30周年庆祝活动

11月18—19日，中华预防医学会成

立30周年庆祝活动暨健康中国国际工程

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

华预防医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暨 2017
年中国慢性病大会同期召开。大会主题

为“公共卫生助力健康中国”。中华预防

医学会会长王陇德王陇德，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学会学术部部长兼企业工作办公室主任

宋军宋军，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

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王国强，中国

工程院副院长刘旭刘旭，世界公共卫生联盟

主席Michael MooreMichael Moore，世界卫生组织驻华

代表处官员 Fabio ScanoFabio Scano等出席开幕式

并讲话。大会开幕式由中华预防医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杨维中杨维中主持。来自中国

工程院、中国科协、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

委员会、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相关学（协）会的专家学者、专

业技术人员，以及健康相关企业、新闻媒

体等的代表共计 2000 余人参加会议。

100多家中外机构发来贺信贺电。宋军

宣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

主席韩启德韩启德的书面讲话。

开幕式上颁发了 2017年中华预防

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等奖项。论坛邀请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刘旭、韦钰韦钰、陈陈

君石君石、高润霖高润霖、钟南山钟南山，从培育健康人群、

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政策等角度，深

刻阐释健康中国建设的理念、路径，分享

了中国智慧、中国案例。国际预防研究

所所长Peter BoylePeter Boyle、《国际健康促进》杂

志主编Evelyne De LeeuwEvelyne De Leeuw、芬兰国家公

共卫生研究员Timo StahlTimo Stahl、世界公共卫生

联盟主席Michael MooreMichael Moore，介绍了全球健

康促进工作进展和成功经验，清晰解读

了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卫生与健康

领域工作指标。

中华预防医学会 [2017-11-20]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学术年会召开

11月9日，以“创新驱动 跨越发展”

为主题的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颁发了

2017年测绘科技进步奖、优秀测绘工程

奖、优秀测绘地理信息期刊奖、全国高校

GIS技能大赛奖、夏坚白院士测绘事业创

业奖、叶雪安优秀教师奖等 13个奖项。

大会邀请了包括李德仁李德仁、李建成李建成、刘先刘先

林林、谭述森谭述森、王家耀王家耀、刘经南刘经南等众多院士

专家以及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childGoodchild，围
绕位置科学、空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测

绘装备及技术等主题作多场特邀报告。

大会还举办了卫星遥感、测绘技术和新

装备等14场高端论坛。同期举行的第七

届全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展览会暨

全国测绘地理信息博览会集中展出了测

绘地理信息高科技装备，全面展现了测

绘地理信息发展的最新成果。国家局相

关司室负责人、直属单位相关负责人、全

国各地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相关高校和

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和港澳台地区近

4000名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2017-11-1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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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全球首个““CAR-TCAR-T””疗法获批上市疗法获批上市，，
开启肿瘤免疫治疗新篇章开启肿瘤免疫治疗新篇章

·科学评论·

1 全球首个自体细胞“CAR-T”疗法获
批上市
2017年8月30日，诺华公司CAR-T

（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疗法 Tisagenle⁃
cleucel（CTL019，商品名：Kymriah，研发
历程见图1）获美国FDA批准上市，用于
治疗 25 岁以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的复发或难治性患者，成为全球首
个上市的自体细胞CAR-T疗法。Kymri⁃
ah的上市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
CAR-T细胞疗法的疗效、安全性和整个
商业化流程获得了 FDA的正式认可，部
分肿瘤患者迎来了全新的“活细胞治疗
药物”，同时对其他细胞疗法（如工程化
自体 TCR-T〔嵌合型 T细胞〕、工程化自
体干细胞等）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将加速更多细胞治疗药品的上市，以造
福更多肿瘤及其他棘手疾病的患者。

2 肿瘤免疫治疗历经百年终成主角
肿瘤免疫治疗是指直接或间接利用

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患者进行有效治疗
的方法，主要包括肿瘤疫苗、免疫检查点
抑制剂、细胞免疫治疗以及细胞因子类
等。备受关注的细胞免疫治疗已从早期
的LAK（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TIL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CIK（多种细胞因
子诱导的杀伤细胞）及CTL（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等传统或非特异性细胞疗法，
发展到特异性的CAR-T和TCR-T等细
胞疗法[1]。

肿瘤免疫治疗最早可追溯到 1891
年外科医生William Coley用细菌治疗肿
瘤的试验。之后随着人们对肿瘤和人体
免疫系统的深入认识和探索，在 1984
年，Steven Rosenberg等首次应用 IL-2
成功治疗黑色素瘤患者[2]，给肿瘤免疫治
疗带来新希望（肿瘤免疫治疗和CAR-T
研发历程见图2）。2011年，首款免疫检
查点抑制剂抗人CTLA4抗体 Ipilimumab
（商品名：Yervoy）在美国获批上市，用于
治疗晚期黑色素瘤。2014年，FDA相继
批准两款PD-1抗体（商品名：Opdivo和
Keytruda）用于黑色素瘤等实体瘤的治
疗，正式揭开肿瘤免疫治疗大幕。2017
年，伴随着全球首个 CAR-T 疗法——
Kymriah的上市，活细胞作为一种全新的

药物形式用于肿瘤治疗，预示着肿瘤免
疫治疗经历百年发展终成“主角”。

3 CAR-T疗法“任重道远”
CAR-T疗法是将患者T淋巴细胞通

过基因工程改造，使其表达肿瘤特异性
的嵌合抗原受体（CAR）基因，被“重编
码”的T淋巴细胞在体外大量培养、扩增
后回输患者，以主要组织相容性分子
（MHC）非依赖地方式识别和杀伤肿瘤。
自1989年以色列科学家Zelig Eshhar设
计开发的第一个CAR-T至今，CAR-T已
经历近30年的发展历程，而围绕肿瘤靶
点、单链抗体选择以及CAR结构优化等
相关问题也已取得初步确定性进展 [3]。
Kymriah作为全球首个靶向CD19上市
的CAR-T产品，用于B细胞相关血液肿
瘤已呈现确切疗效，同时靶向 CD20、
CD22和CD30等抗原的CAR-T疗法的
研究将逐渐把CAR-T应用于更广泛的
血液肿瘤上。实体肿瘤由于肿瘤特异性
抗原的缺乏和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的存

在，使得CAR-T在实体瘤中的研究略显
缓慢，然而，目前靶向实体肿瘤抗原
GPC3、EGFRvIII 和 PMSA 等 CAR-T 疗
法也已取得一定的临床进展，但广泛临
床应用仍需不断的探索和研究[4]。

值得注意的是，在Kymriah的上市说
明书中，FDA 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
（CRS）列为黑框警告，并注有风险评估、
减轻策略以及解决方案（罗氏 IL-6R单
抗）。作为一种全新的活细胞治疗药物，
细胞因子风暴（CRS）和脱靶效应是
CAR-T疗法的主要安全问题，而“双抗
原”（dual- antigen）和“开关”（switch
on/off）CAR-T可能成为解决CAR-T安
全性问题的主要备选方案。“双抗原”
CAR结构的基本原理是第2个CAR可抑
制或增强激活信号，使得T淋巴细胞对肿
瘤细胞的识别具有“双保险”，增强特异
性，降低脱靶效应[5]，而“开关”结构是通
过添加自杀基因或调节体内抗体或小分
子浓度来控制CAR-T工作与否或强度，
提高安全性[6]，目前相关临床研究已广泛

图1 诺华Kymriah的研发历程（2012—2017）

图2 肿瘤免疫治疗和CAR-T研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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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但临床应用尚在探索过程中。
此外，Kymriah是采用自体细胞1对

1的回输进行治疗，因此如何确保细胞制
备成功，保证患者得到必要治疗是重中
之重的问题。相比之下，异体CAR-T（T
细胞来源于捐赠者）疗法看似更具优势，
目前已有异体CAR-T产品获 FDA批准
开展临床研究（NCT03203369），用于急
性骨髓性白血病（AML）和母细胞性浆细
胞样树状突细胞肿瘤（BPDCN）的治疗。

4 中国跻身全球CAR-T研发第一梯队
全球范围来看，CAR-T的火热进展

不仅吸引了业内研究者，也引来包括 Ju⁃
no、Kite、Cellectis等 Start up公司以及
诺华、辉瑞、GSK和近期以119亿美元高
价买入Kite的吉利德等大型制药公司的
驻足。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儿童医院、
美国癌症研究院、福瑞德·哈金森（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斯隆凯特琳
癌症中心、安德森癌症中心和西雅图儿
童医院等是最早开展CAR-T细胞治疗
的研究机构，适应症主要以血液肿瘤为
主，CD19是研究最火热的靶点，诺华、
Juno和Kite公司均有靶向CD19-CAR-
T疗法的主打产品。

国内范围看，CAR-T是为数不多的
中国不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医药研发领
域 。 在 ClinicalTrials.gov 网 站 上 以

“CAR-T”为关键词进行检索（CAR-T全
球临床试验备案情况见图3），截至2017
年 10月 7日，国内已备案的临床研究为
139例，仅次于美国的 144例，适应症以
实体瘤居多，其中代表性研究机构为解
放军301医院、重庆西南医院、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等，代表企业为西比曼、科济生物、
博生吉和南京传奇等初创公司。

在实体瘤 CAR-T 研究中，GPC3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和MUC1（粘蛋
白 1）是国内热点研究的靶标，适应症主
要为肝癌、肺癌等实体肿瘤。科济生物
于 2015 年开展全球首个靶向 GPC3-
CAR-T疗法 [7]，用于复发或难治性肝癌
的治疗，目前已取得初步临床结果（来自
2017年AACR会议信息）。MUC1虽表
达于多种正常上皮细胞，但在肿瘤细胞
中呈异常糖基化（Tn-MUC1）和结构改
变。2007 年，John Maher 等首次证明
MUC1 可作为 CAR-T 疗法的研究靶
点[8]。2016年Carl June等发现靶向Tn-
MUC1 的 CAR-T 细胞呈现“靶点特异
性”的肿瘤杀伤作用，异常糖基化抗原可
能是 CAR-T疗法的理想靶标 [9]。目前
MUC1-CAR-T疗法已有 6项临床试验
备案，注册机构均来自国内，博生吉公司
是最早（2015年临床备案）开展相关研究

的企业。
在血液肿瘤研

究中，BCMA（B细胞
成熟抗原）可能是除
CD19和CD20之外
较具前景的靶点之
一 ， 且 BCMA-
CAR-T已在多发性
骨髓瘤（MM）中呈现
优异临床疗效。在
2017 年 6 月的 AS⁃
CO会议上，国内企
业南京传奇披露了
其研发的一款 BC⁃
MA-CAR-T在MM中的临床进展：客观
缓解率达100%（35例），近一半患者取得
完全缓解。目前已备案BCMA-CAR-T
临床试验美国11项，中国8项，国外领先
企业蓝鸟已于今年 10月启动其第 2款
BCMA-CAR-T疗法临床试验。

此外，专利保护将成为CAR-T上市
和产业化必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据粗略
计算，CD28-CD3、4-1BB-CD3载体专
利到期时间最早为2023和2032年。中
国企业虽在抗体选择、靶点和实体瘤的
CAR-T研发中呈一定领先优势，但CAR
结构大多为沿用国外已有结构，创新性
尚存在不足。因此，如何规避和突破专
利可能是未来中国CAR-T企业推进产
业化进程的努力方向。

5 结语
在过去10年时间里，以CAR-T细胞

疗法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
疗法发展迅速，其确切疗效不仅吸引业
内人士的目光和驻足，各国政府也相继
为肿瘤免疫治疗开启绿灯。2015年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政府将投
资 2.15亿美元重点支持精准医疗发展
（包括肿瘤免疫治疗和基因测序）。2017
年，FDA给予Kymriah（2014年曾获突破
性疗法）优先审评通道，上市之路可谓顺
风顺水。2016年，中国在“十三五”规划
纲要中，将精准医疗提升到国家战略，先
后出台《“十三五”健康产业科技创新专
项规划》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大力支持基
因测序、肿瘤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关键
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目前，中国虽未见
CAR-T产品的上市申报，但相关药品注
册审评审批部门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国
内首个CAR-T疗法的申报。

作为一种新兴的精准、再生医学治
疗手段，CAR-T疗法的应用空间和市场
前景是非常值得我们想象的，但是作为
一种自体工程化活细胞药物，其安全性
相关的诸多问题仍亟待解决和优化：肿
瘤特异性抗原的筛选和鉴定，CAR-T疗

法靶向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临床不良反应
的预防、监测和治疗，细胞生产、储存和运
输环境及标准的建立等。这些方向无疑
将成为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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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CAR-T全球临床试验备案情况（clinical trials. 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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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价值与未来设计的价值与未来
路甬祥

设计是人们对于产品制造、工艺与

装备、经营管理和服务创新的创意设

想、计算和计划，是将信息、知识和技术

转化集成为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价值的

创新创造，是决定创新创造方向、目标、

路径和价值的关键环节，是创新型企业

和创新型国家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

力、引领行业与全球能力的关键。设计

创新引领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1 设计的价值
工业时代，人们依靠科学知识与技

术创新，基于物理和市场人文环境，相

继发展了机械设计、机电设计、机械电

子一体设计、工艺设计、工业设计、工程

与管理设计、营销与服务设计、IC/
MEMS设计、软件设计等，创建了设计

理论与方法，设计了相关的计算工具，

以及测试、仿真、优化方法、程序和软

件，设计创造了品类多样的新产品、新

工艺、新装备、新的经营服务方式，创新

和提升了产品的应用功能、质量效益、

品牌信誉，提升了竞争力，创造了市场

经济价值。好设计还引领制造服务文

明，引导社会消费时尚等，彰显设计的

社会文化价值。

20世纪 20年代，德国包豪斯设计

学院倡导设计为了人的理念，提倡技术

与艺术相结合，以适应社会需求与工业

批量生产。这对工业设计注重产品的

人机功能和工艺美学价值影响深远。

规模化工业大生产也造成了不可再生

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危及生态与

健康。20世纪 60年代中叶，以美国海

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尔逊发表《寂静

的春天》一书为标志，生态环保意识兴

起，人们开始关注设计的生态环保价

值，保护生态环境逐步成为设计师自觉

的社会责任。

设计创新引领推动社会文明进

步。18世纪中叶，英国人设计创造蒸

汽机、工作机器、火车轮船等，引领以机

械化为标志的近代工业文明。19世纪

60年代后，德国人、美国人等因设计发

明电机电器、内燃机、汽车、飞机等，引

领以电气化、自动化为标志的现代文

明，通用、西门子、奔驰、福特、波音、空

客等企业引领行业。20世纪后半叶，

美国人设计发明了计算机、半导体、集

成电路、数控机床、PC和互联网等，引

领人类电子化、数字化、信息化文明进

程，IBM、英特尔、微软、苹果等企业成

为行业龙头。

我们的祖先曾创造璀璨的中华文

明，不但有世界著名的“四大发明”，还

设计创造了精美的瓷器和丝绸织锦等，

经古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东欧洲，为人类

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

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建设世界科技创

新强国与制造强国的目标，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创新能力快速

提升。量子通讯、中国高铁、神威超算、

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全球，华为、

联想、海尔、小米、大疆等企业快速崛

起，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成为

举世瞩目的设计和创新之都。中国设

计重新走向世界。

历史经验证明，创新设计的企业引

领行业，创新设计的国家引领世界，设

计之都也必然成为创新高地。为客户、

企业、社会创造价值，保护生态环境，开

拓创造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是创新

设计的永恒追求。

2 设计的未来
今天，宽带网络将世界连成一体。

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第十届及第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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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汇聚的大数据成为可近零成本分

享、可无限增值的创新资源，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造就设计制造、经营服务、

消费应用新生态。中国发展进入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引领发

展的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开启共商

共建共享、全球合作共赢的新阶段。

展望未来，量子、基因、免疫、分子、

计算和脑科学等基础前沿研究的新进

展，将拓展设计新领域，通过设计新药

物、合成新材料，创造新结构，实现新功

能。将编程创造健康新生命、优化农牧

新品种，设计免疫防病新策略，设计创

造全新量子、神经网络、拟脑计算机

等。信息网络、人工智能、超级材料、

3D打印、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核心技

术的新突破，将融合物理、化学、生物方

法创新增材与减材和生物制造，突破了

生命与非生命界限，为设计创新提供更

大自由。设计制造、经营服务等基于全

球信息物理·网络计算大环境，可在线

实时融合全球创新资源，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共创分享、绿色低碳等理念，将

使未来设计更加注重为客户和社会创

造众创平台、分享价值和再创造空间。

网络交互设计、全球协同设计、3D+X·
VR/AR设计等成为新方式。设计智能

工具软件、智慧控制/嵌入软件以及多

样APP软件等成为新热点。设计创新

云平台、产业云生态、经营服务新业态

成新前沿。设计绿色智能新产品、新能

源、新工艺、新装备、新系统成为新目

标。

设计制造经营服务将呈现网络智

能、绿色低碳、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等新

特征。将从终端智能拓展到终端/云端

网络协同智能，从基于物理传感的建模

智能发展到基于多元感知、大数据的计

算智能，从单个产品和一个工厂内的智

能设计制造拓展到全球网络智能制造，

实现数字化、网络化、个性化、定制式设

计制造与精益经营服务。从追求实现

单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物耗能耗最低、

有害废弃物排放最少、可再生循环利

用，发展到依靠网络和大数据实现源头

在线实时监测治理，促进大系统和全社

会绿色低碳发展。设计不仅需要学科

交叉，更需要科技、经社、人文艺术等人

才、知识、信息跨界融合创新。CPS提

供了网络协同创新创业的大环境，共创

分享成为新常态。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

设的新征程。供应侧结构改革、提质增

效，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

科技与制造强国，扎实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等，对中国设计的品质效益、绿色

智能和国际化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也将

面临全球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新挑

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和应用将更成熟广泛，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进步的强大引擎，将为设计提供全新

的信息物理环境、数据支持和智能工

具。绿色智能制造与服务将推动传统

产业升级，重塑全球制造服务新格局。

网络化、个性化、精准化医疗与大健康

产业、生物合成、工业育种、生态高效农

业等创新发展，对智慧医疗仪器与农业

装备创新设计提出了新需求。绿色发

展理念引领生产消费方式转变，对绿色

设计提出了新期待、新标准。新能源革

命改变资源能源版图，将开创清洁可再

生能源装备设计制造新时代。数字技

术与文化创意、设计服务创新深度融

合，创意创造和创新设计成为引领促进

优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因

素。新兴产业为全球经济复苏和持续

增长注入新动力，成为创新设计的新舞

台。创新设计将引领推动生产生活方

式和文明形态新进化，重归经济社会与

生态环境和谐协调，促进人类社会共创

分享、合作共赢、绿色智能可持续发

展。中国设计也将为中国制造加快实

现“三个转变”，支持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人类更美好的明天做出新贡献。

（本文是作者 2017年 11月 20日在

2017机械设计国际会议暨第19届机械

设计学术年会上的报告）

14



科技导报 2017，35（22） 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7-09-24；修回日期：2017-10-16
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7201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175284）
作者简介：侯悦民，博士，研究方向为设计科学、生物启发的设计理论和算法，电子信箱：hym01@mails.tsinghua.edu.cn
引用格式：侯悦民, 季林红 . 设计科学的内涵、研究对象及方法[J]. 科技导报, 2017, 35(22): 101-104;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22.013

设计科学的内涵设计科学的内涵、、研究对象及方法研究对象及方法
侯悦民 1，2，季林红 2

1.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机电学院，北京 100192
2.清华大学机械系，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设计科学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但近年其含义发生一定变化，其研究趋势也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设计研究发展为设

计科学系统理论。本文基于Design Science杂志2015年创刊号上发表的主编文章“Design Science：Why, What and How”，
分析、归纳设计科学的内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设计；设计科学；设计的科学

国际设计学会 2015 年创办了 Design Science（《设计科

学》）杂志，在创刊号的首篇发表了“Design Science：Why,
What and How”一文，在这篇39页的文章中，《设计科学》主编

Panos Y. Papalambros 等29位设计研究领域的学者发表了对

设计科学研究的看法，本文分析、归纳该文各学者的观点，以

描绘设计科学研究的蓝图。

1 设计科学的内涵
迄今，设计研究界对何谓设计科学尚未形成共识。Pa⁃

palambros将“设计”定义为“设计既是技艺也是科学”，认为设

计科学旨在研究如何创制人工物品并将其融于我们的物质

生活、心理、经济、社会和虚拟世界。

“设计既是技艺也是科学”，该文多位专家重复了这个定

义。例如，Kristi Bauerly认为，设计作为艺术，其内涵是产生

创意；设计作为科学，其内涵是分析、评估、预测和优化这些

创意的潜在价值和性能。这个观点可以理解为产品结构源

于思维，属于艺术；而产品方案的比较和选择则基于科学方

法和计算，属于科学。

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设计科学的内涵就是基于分析的

设计以及对设计思维及设计过程的认知研究。实际上，“基

于分析的设计”和“设计认知”是当前设计研究的主流研究轨

道。目前设计认知主要是从心理学、生物学、脑神经科学、认

知科学等不同视角考查设计。但这个观点没有回答结构是

如何形成的。虽然结构的形成是思维的产物，但其原理需既

符合自然规律又符合社会规律。这是设计科学与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本质区别。

对“设计包含人工制品的创制、及其与社会的融合”2个
层面，Papalambros认为前者关切设计的本质问题，后者指明

了设计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

Saeema Ahmed-Kristensen侧重于人工制品创制层面，认

为设计研究应着重于理解产品复杂性、理解设计者、理解用

户、理解设计过程以及组织活动；设计科学不仅使用其他科

学的方法研究设计问题，而且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应该影响其

他学科的研究，最终可以促进开发新一代产品；脑神经研究、

新技术、能够解释设计过程的新设计研究范式3个方向的发

展将促进设计研究，可概括为设计认知、技术工具、科学的研

究范式。后者超越了用科学方法研究设计的范畴，突出体现

了设计科学与心理学、管理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

区别。

Amaresh Chakrabarti对设计科学的定义比较宽泛，认为

设计科学是探索设计以及更好地支持设计的各个方面之间

关系的知识。这个定义可以用Herbert Simon在《人工科学》

一书中对设计科学的论述加以概括：“设计科学是关于设计

的知识体系。”Amaresh Chakrabarti对设计的定义也比较宽

泛：“设计是制定一个可以实施的计划，促成目标达成，没有

不足则无需设计，设计本身不能促成变化，设计的实现和实

施方能促成变化。”这个观点将设计的范畴从“物”扩展到“事

物”层面，超越了传统以“物”为核心的设计理念。

Terry Knight认为设计科学指“设计的科学”，而不是设计

本身是科学，其内涵遵从Herbert Simon关于人工科学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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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然而关于何谓设计科学，Herbert Simon并没有清晰的论

述，其有时指设计过程本身，有时指设计理论。但有一点很

明确，即设计应该严谨。但在设计语境下，严谨的含义不同

于自然科学，设计作为科学只是部分地可形式化，部分地可

验证。这个观点与“设计既是技艺也是科学”相呼应。设计

作为科学的部分是硬性的，可形式化、可分析、可验证，而设

计作为技艺的部分则是软性的。

那么，设计科学是“设计的科学”还是“设计科学”？Col⁃
leen Seifert认为“设计的科学”是将设计作为研究对象，科学

探索影响设计的各种因素、创意来源、如何培育和实施及其

思维过程、交流模式。Pieter E. Vermaas认为，用科学方法研

究设计不等于设计是科学活动，如同用科学方法研究动乱不

等于动乱是科学活动。据此，设计的科学可以理解为对设计

的科学研究，而设计科学可以理解为在某种意义上设计本身

是科学活动，不仅仅是应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在此意义

上，设计科学的内涵比设计的科学更广。当前大部分学者的

观点是设计科学指设计的科学。

Sean Hanna认为，设计科学是新的科学，设计潜在地涉

及所有使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认知特质，超越任何其他人

类活动，设计的效应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世界，因此，如果

我们有方法能够真正理解设计过程，那设计科学必将是超越

其他科学领域的科学。

归纳上述观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设计科学是关于设计

的知识体系；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其既符合自然规律还需

满足社会规律；与心理学、管理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

在于其不仅是将设计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设计本身部分地是

科学活动；设计科学无法归类于现有的科学分类，也不是集

成现有的学科，而是超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边界的新

科学。

2 设计科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向
Yong Se Kim认为，设计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产品”也

包括“服务”，即设计对象既包括“物”也包括“事”。

Yan Jin认为，设计科学涉及行为、物理 2个层面。行为

是设计者的行为，由设计者的社会和心理背景所决定，因此

设计科学需要深入研究感官和精神状态对设计者决策的影

响；物理层面是指人工制品和环境的界面，即设计研究对象

既包括“设计者”也包括“物”。

Mitchell M. Tseng认为，设计科学应该将用户纳入设计

模型，包括用户需求特征、用户参与的设计过程、个性化和经

济规模、用户适用性，即设计研究对象包括“用户”。

1）对“人”的研究内容包括多个方面。

Jonathan Cagan认为，设计科学应该研究人如何构成动态

设计空间、克服设计固着性、发挥创造性。目前的研究过于

注重分析对象的行为、性能和产生原因，对如何做出符合预

期行为的产品等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

Colleen Seifert着眼于设计的科学，认为其研究的问题包

括：好的想法来自何处？如何实现？在将真正创新的想法付

诸于实践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何种个体思维和群体合作思

维？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科学探索的工具，要如同“显

微镜”一般，仔细观察探究设计部门、设计公司是如何诞生一

个成功的设计的。而这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通过系统观察

和实验测试，找出影响设计的因素。如同心理学、医学和生

态学的研究模式，将设计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设计的科学

应能告诉我们，什么促成优秀设计，如何指导设计者、团队和

组织创造最好的设计。将设计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可以深

入理解是何种因素成就优秀设计，为了培养优秀设计需要什

么样的知识基础和机构。

Marco Cantamessa认为，认知神经科学和大数据将对设

计研究产生显著影响，前者有助于深入了解设计者的行动；

后者有助于在不干扰设计者的情况下获取数据和分析设计

过程数据。

2）对“事”和“物”的研究内容包括产生物的过程以及人-
物的交互。

Bernard Yannou认为，设计包括创造物品、服务以及任何

人造社会-技术系统，既包括结果也包括过程，既要满足空间

也要满足时间要求。时间意味着新产品在服役期间保证性

能和质量，而在退役后利于可持续环境。空间意味着新产品

具有普适性，可服务于不同文化人群的需求、服务于不同地

域以及具有不同形态。设计科学包括商业模式也包括管理

方式，例如商业策略、技术规划路线、前端创新策略和项目、

信息管理、创新文化和过程。总之，设计包罗万象。

Ashok K. Goel强调了认知设计和自然设计（生物启发的

设计）2个层面的新兴设计研究，认为设计包含“人”和“物”2
个层面。

Wei Chen认为，设计科学研究应该揭示和应对设计中的

交叉学科问题，并提出一个集成各个学科原理、方法、工具的

框架，其侧重于多学科及设计和优化领域中的数学模型、解

耦、通讯方式、算法，即设计采用的科学方法。

P. John Clarkson 认为，目前对“设计过程产生设计”已形

成共识，但对“如何抓住能够产生好设计的设计过程的特征”

尚未定论。尽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各不相

同，实际上很难说哪个方法真的可以帮助设计出好的产品。

Udo Lindemann认为，设计研究应该全方位发展促进创

造性的科学基础，设计是严谨的试验，是科学，也应该与工

业、经济、社会、人文和环境相关联。即设计研究包括人与环

境的交互效应。

Chris McMahon认为，目前的设计研究有些避重就轻，研

究人员都固守在狭窄的领域，避开实际问题，取得的成果不

具备一般性和通用性。但实践中实施创新设计风险大、成本

高，也难以出成果，其原因是：①知识产权壁垒造成知识不流

通、不共享；②对设计问题域认识不够；③研发的方法和工具

只能用在特例不具备可信性。今后应该提出新的设计范式，

并启发和鼓励大众参与设计、推动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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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ter E. Vermaas认为，设计研究应该产生有利于人类

福祉和生存的知识。

综上所述，目前设计科学研究的主流可分为基于心理学

和认知科学等的设计认知、基于分析的设计两大类别。目前

有少许学者开展了预期行为演化为结构的客观依据（而非行

为结构匹配映射）研究，该文未涉及这一部分研究。在此框

架下，设计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设计，既包含“物”也包含“事”，

也包括作为设计者和使用者的人，即人-事-物组成的系统。

设计科学研究内容包括设计所涵盖的人-事-物动态系统方

方面面的知识、方法、工具等，包括管理。设计科学研究方向

是创造使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和谐的人工制品的知识。

3 设计科学的研究方法
Pieter E. Vermaas认为，作为新的科学，设计研究应与已

有科学区别开来，具有自己独立的科学位置，并制定判断优

秀设计研究的准则和验证其知识的方法。设计科学目前所

处的位置有点类似人文学科当初找到自己在科学中的定位，

不是用主流物理学研究范式作为研究方法，而是指出在何种

意义上人文学科是科学。

Jean-Francois Boujut认为，不能将设计视为不同领域各

自的研究问题，设计也远远超越了满足物理性能的范畴。设

计科学需要以目标和目的为导向的统一的研究方法，而非方

法和工具。

Steven M. Smith认为，设计作为科学，其研究应该用科学

方法。科学方法包括理论和学说，基于理论和学说得出可实

验验证的猜想、对猜想进行验证、系统分析实验观察的现象、

用基于观察获得的结果评价理论学说的正确性和准确性。

现在设计研究普遍采用一种“如果这么做会怎样”的形式，这

样做很难建立一个称其为科学的设计科学。所谓科学是有

经得起测试的理论、研究必须集中在窄而受限的模型、模型

必须可以得出经得起科学检验的预测。简言之，设计科学应

该是可操作的理论和模型，这些理论和模型可以解释观察的

现象，并可预测发生的现象。

Alex Duffy提出，建立科学的设计研究需解决2个关键问

题：①理解设计的科学本质；②这种理解可以凝聚为一个学

说。仅仅具有对设计的基本认识不足以建立设计科学研究

体系，需要整合集成设计的不同层面凝聚为一个体系。

Kristin L. Wood认为，设计是理论和现实之间的桥梁。

通过设计，我们的想法融入社会、影响社会；通过设计，社会

影响我们的想法。设计科学研究是设计的科学的研究，其特

点包括：①系统性研究、辨识、认识其内在机制和原理，例如

TRIZ；②指导性，例如设计作为人工制品或服务的问题关联

性、设计评价、贡献分析等，设计作为探索过程的研究交流

等；③科学方法和相关设计研究方法的应用，既包括归纳方

法也包括演绎方法；④设计过程、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研究进

展；⑤多学科合作和多学科方法，设计科学知识的创造、验证

和转化；⑥从设计作为人类探索活动及设计影响人类生存和

社会的角度，探讨设计与人文学科、艺术和社会科学具有的

伴随性和内在相关性。

Kristin L. Wood提出，可以从不同维度发展和培育设计

研究的网络。应重点关注以下方向：①设计研究应该结合技

术发展、服务、工业和社会需求的重大问题；②设计研究的领

域和渠道。设计研究领域对提升设计科学非常重要，并最终

影响设计实践。设计包括发现机遇到实施和维护形成完整

价值链，决定了众多可能性和可以从事的领域，为设计科学

研究提供了实施途径；③技术、工业和社会重大问题的多学

科项目与设计研究领域和渠道相互作用将形成一个正向和

反向反馈系统。致力于解决技术、工业、社会重大问题，其成

果对发展设计理论、原理、工程和方法提出新的要求；致力于

具体设计领域的研究，其对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更深远

的意义；④趋同研究（穿越学科边界的工具和知识）。设计研

究是传统学科研究和当代趋同性研究的平衡，即具有更高层

次的集成性研究。其表现形式为：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

科。设计科学研究群体有机会也有必要以新的方式探索、构

建、测试、研究和实践趋同性研究的机制；⑤大数据设计，即

以广阔的视角理解进行设计科学研究，包括技术密集型设

计、建筑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软件设计、服务设计和系

统设计，囊括概念、研发、原型、制造、运行、维护、回收、重用

和整体可持续性完整价值链，融合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与

科学；⑥设计的认识论关系。如设计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关系，明确这些关系对从事设计科学研究

非常有价值；⑦顶尖设计，应该是跨越学科的、难解的，对社

会具有影响力或能够在某种程度改变社会，能够被社会或群

体所认可和接受，需要创新方案方能解决。将设计科学知识

应用于实践的顶尖设计将大力推动设计科学研究；⑧普适设

计实践。在当今全球性的背景下，响应、机动、劳动力变化和

可持续性，要求跨组织和职业的设计能力、设计技能和观

念。新的设计知识以及教育方式需要为所有人服务，因此设

计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

Yoram Reich认为，与其展望设计科学的未来，不如“设

计”设计科学的未来。如今科学的含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

“观察自然、归纳科学定律”的范畴。设计科学经历了从实用

性到学术性的转换，前者可称为设计的科学，后者可称为设

计科学。不过这样分类并没有回答关键问题：设计科学目标

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如何“设计”这个学科？作为科

学，应该首先提出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假说和猜想，在目标和

猜想之间的距离不应该遥不可及，其关联性应该是清晰并可

接受的。最后，采用的研究方法应该能证明如何能验证这个

假说。如果认为设计科学的目的是提升大规模系统的设计

实践，那么 5个设计人员是一个恰当的设计队伍。验证研究

成果的方法是描述一个真实的设计项目实例，这个项目按照

提出的理论方法进行，如果提出的设计科学的理论确实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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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设计实践活动，实验设置应该提供一个能够支持假说猜想

的结论，并且规定其理论方法的应用范围和失效条件。

综上所述，设计科学需要符合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然

而并非采用当前主流科学范式，因为科学的含义在与时俱

进；设计科学应采用新的研究范式，区别于自然科学、人文科

学、工程科学等已有科学。

4 设计科学的学科建设
Amaresh Chakrabarti认为，设计科学是探索设计及支撑

设计的各个方面之间关系的知识的活动。作为科学，如同Si⁃
mon所说，科学研究第一步是分类学。作为设计科学，第一步

是建立关于设计相关现象的学科分类；第二步是建立设计科

学领域的学科分类；第三步是依据以上学科分类建立设计研

究文献库；第四步是编篡每一学科领域研究文献中用到的词

汇、概念和术语的词典。

Lin-Lin Chen认为，建立一个学科需5个步骤：第一步是

形成专业期刊；第二步是建立专业学会；第三步是有具体研

究机构从事这个学科研究；第四步是建立知识体系；第五是

共享知识体系，推动学术发展。

Yukari Nagai认为，设计科学的研究应具备3个方面的特

点：①长远性。这样有助于深入理解创造性，不受当下政治

和经济政策对创造性的影响；②创造性。设计包括创造性思

维，创造性思维强化了自我塑造，因此，可以通过自我塑造来

认识设计创造性的本质，这需要发展恰当的方法学；③批判

性和交互性。批判性指对产品提出评价，交互性指与包括工

程师、设计师、技工、管理人员、用户等多方面人群交流推动

社会变革。

设计科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在学术和管理两个层面进

行。在学术层面，建立设计现象的分类、设计研究领域的分

类、研究文献库及术语；在管理层次，建设学术期刊、专业学

会、研究机构，发展知识体系及建立知识共享体系。此外，由

于设计本身的创造性特点，设计科学学科体系应具有前瞻

性、批判性、进化型等特点。设计科学的学科建设体系如图1
所示。

5 结论
设计科学作为设计研究领域已具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近

年其含义发生明显变化。当前，设计研究的趋势是从科学层

面将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设计研究发展为设计科学系统理

论。

设计科学是关于设计的知识体系，这基本上是各种观点

的共识。争论焦点在于：是将设计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还是以

科学的方法研究设计？简单地说，是设计的科学还是设计科

学？在这一点上并未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设计科学经

历了从实用性到学术性的转换，前者可称为设计的科学，后

者可称为设计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设计科学是设计的科

学，是对设计进行科学探索。但在很多情况下，二者含义兼

而有之。设计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其既符合自然规

律还需满足社会规律，与心理学管理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

区别在于其不仅是将设计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设计本身部分

地是科学活动，设计科学是超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边

界的新科学。

目前设计科学研究主流可分为基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

等的设计认知、基于分析的设计两大类别。在此框架下，设

计科学设计对象是设计，包含“物”、“事”和“人”。设计科学

研究内容包括设计所涵盖的人-事-物动态系统的知识体

系。设计科学研究方向是创造使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和谐

的人工制品的知识。设计科学研究方法并非采用当前主流

科学范式，而需发展新的研究范式。

图1 设计科学的学科建设

On desig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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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氢能应用是化解电力行业电量结构性过剩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善中国环境、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技术方向。氢能

燃料电池车辆的规模化应用推动氢能产业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期。本文基于大量行业调研及国内外经验教训总结，从氢能制取、

存储、运输、安全和应用等方面，总结了中国氢能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对中国氢能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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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是清洁的二次能源。近年来，随着氢能应用技术发

展逐渐成熟，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压力的持续增大，氢能

产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备受关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相继将发展氢能产业提升到国家能源战略高度。2016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等联合发布的《能源技

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发改能源[2016]513
号）提出了能源技术革命重点创新行动路线图，部署了 15项
具体任务，“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位列其中，标志着氢

能产业已被纳入中国国家能源战略。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氢能可广泛应用于燃料电池车辆、

发电、储能，也可掺入天然气用于工业和民用燃气。氢能作

为清洁的二次能源具有可规模化储存的特性，其广泛应用可

部分替代石油和天然气，成为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等具有一定的支撑作

用。充分利用氢能的优势和特点，在中国风电、光电、水电富

余或弃风、弃光、弃水较多的地区，以及城市电网峰、谷时段

电力负荷差异较大的城市和地区，采用电解水制氢获得氢

源，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工农业产品以及人民生活

水平等因素，采取电-氢-电、电-氢-用或两者混合的模式，消

纳和储存富余电力或峰段电力，有助于化解电力行业的结构

性过剩电量的“瓶颈”。

1 中国氢能产业发展现状
1.1 氢能产业链

氢能产业链主要包括：氢的制取、储存、运输和应用等环

节。氢既可广泛应用于传统领域，又可应用于新兴的氢能车

辆（包括乘用车、商用车、物流车、叉车、轨道车等）以及氢能

发电（包括热电联供分布式发电、发电储能、备用电源等）。

为加快发展中国的氢能产业，依据目前的资源条件和能源产

业状况，应在加强氢安全的基础上，积极推行氢源多元化及

氢能多元化和规模化应用。氢源的多元化除了上述利用富

余风电、水电、光电制氢外，还应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煤炭资

源。煤化工生产经过多年的研究开发，已具备良好的规模和

经济发展状态，若将煤制氢与煤制油、煤化工产品等生产环

节紧密结合、综合利用，可获得经济、丰富的氢源。中国的炼

油工业、化工产业多设计的品种及规模巨大，工业含氢排放

气是重要的氢气来源。据统计，2015年全国纯度99%左右的

氢气产量为700亿m3，其中各类工业含氢气体排放气回收利

用占比70%左右。所以，工业含氢排放气是中国不可忽视的

氢源，应统筹规划、充分合理利用，为推动氢能产业发展，节

能降耗改善环境，降低碳排放、减少污染物作出贡献。

1.2 氢的制取

经过多年努力，氢气作为原料气体及工业气体，其生产

105



科技导报 2017，35（22）www.kjdb.org

和应用在中国已具有较大规模。据初步统计，用于炼化产品

生产和工业生产领域的纯度大于或等于 99%的氢气年产量

约为 700亿m3（约 600万 t），其中从各类含氢排放气或驰放

气、煤制合成气、天然气转化气、甲醇转化气等提纯获得的氢

气约占90%以上，以水电解制氢获得的氢气占比2%~4%。

从获取氢气的方法看，变压吸附提纯氢占比最大，这主

要是因为其规模大、原料气以含氢排放气占比最高且经济性

好。近年来，随着国内甲醇生产规模的扩大，甲醇蒸汽转化

制氢发展迅速。目前国内变压吸附（PSA）装置最大产能达30
万m3/h。随着煤制合成气、煤制油的规模发展，煤制氢产量逐

年增多，其规模均较大、成本也较低，在煤炭价格适宜且工艺

流程、气化炉型等选择得当时，氢气成本可降至 20元/kg左
右。与此同时，能够实现从化工产品（包括合成氨、甲醇等）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氢驰放气中回收纯度大于 99%氢气的

装置日渐增多。

近年来，一些地区采用富余水电、弃风、弃光或城市电网

谷段电力开展水电解制氢的示范项目，形成小规模生产并提

供工业氢气。消纳水电、弃风、弃光等可再生能源电力进行

水电解制氢，形成的是绿色二次能源，而利用城市电网谷段

电力制氢是否同样形成“绿色二次能源”，还应具体分析所在

地区的电网电力来源[1]。在水电、风电发达地区，或输入可再

生能源电力的地区，城市电网中“绿色电力”均占有一定比

例，应该被称为“浅绿电力”，采用“浅绿电力”制氢是减少碳

排放的重要措施，并可提供“绿色二次能源”。

水电解制氢装置包括碱性电解水制氢、纯水质子交换膜

（PEM）电解水制氢和固态氧化物电解质（SOE）电解水制氢等

装置。前两类装置在国内均有运行，SOE正在研发当中，3种
装置的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3种水电解技术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ree kinds of water electrolysis technology

项 目

碱性电解槽

PEM
SOE

单套制氢能力/（m3·h-1）

1000
400

实验室阶段

效率/%
65~82
65~90
85~90

成本/（元·kW-1）

5500~9750[2]

9750~24700[2]

—

寿命/h
60000~90000[2]

20000~60000[2]

≤1000

技术成熟度

成熟[2]

早期市场导入[2]

研发[2]

1.3 氢的储存、输送

充分发挥氢气可规模化储存的特性，将是未来能源领域

解决“能源生产、使用（供需）不均衡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之

一，尤其是提高波动式、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的重要

途径之一。

目前国内氢气储存方式主要有高压气态储氢、液态储氢

和固态氢化物储氢等。在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目前技术发

展较成熟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高压气态储氢[3-4]。高压气态

氢储存装置有固定储氢罐、长管气瓶及长管管束、钢瓶和钢

瓶组、车载储氢气瓶等。国内在固定储氢罐研发上已取得显

著成果，在攻克多项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利用自有专利技术

已成功研制出了一种具有抑爆抗爆、缺陷分散、运行状态可

在线监测的多功能全多层高压储氢罐，目前压力等级可达到

45、77和98 MPa，相关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5-6]。其中

压力等级为 45和 77 MPa的容器见图 1。长管气瓶组及长管

拖车已在国内制造，并在一些制氢工厂、用氢的企业和加氢

站安装、运行，图 2为 45 MPa的长管气瓶组。中小规模固体

氢化物储存装置已在PEM备用电源和一些用氢单位应用。

液态氢储罐和液态氢拖车已在国内实现制造并在航天

等领域应用，一台 15 m3的液氢罐车可运输约 1.05 t（约为

12000 m3）氢气。固定式液氢储罐的储存能力可依据需要设

计制造，但液氢的储存、输送应注意其蒸发损失的回收利

用。近年来，一种低温高压复合的移动式储氢容器引起广泛

关注，该容器既可存储液态氢，也可存储低温气态氢气[7]。与

传统液态氢储罐相比，低温高压复合储氢具有更高的储氢密

度和更少的蒸发损失[8]。

图1 全多层高压储氢罐

Fig. 1 Multi-layered high pressure hydrogen storage tank

图2 长管氢气瓶组

Fig. 2 Seamless hydragen storage tubes

注：成本、寿命、技术成熟度等数据来源于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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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氢气输送方式有高压气态、液态氢和管道输送。

这 3种方式国内均已应用，氢长输管道近年已在一些地区建

设、运营。据了解已有数条约 50 km、2.0~4.0 MPa的输氢管

道正在运行中，管道内径已达400 mm。但总体而言，仍需在

管线钢与高压氢的相容性、管道的运营管理等方面开展系统

的基础研究工作，为建设长距离、高压力的“规模”输氢管线

创造条件。

1.4 加氢站

2006年以来，中国建成并有运行记录的加氢站8座，分别

是北京氢能示范园加氢站、北京飞驰竞立制氢加氢站（已拆

除）、上海安亭加氢站、上海世博固定及移动加氢站（已拆

除）、广州亚运会加氢站（已拆除）、深圳大运会加氢站（已拆

除）、郑州宇通加氢站等。到 2016年底，国内仅有北京、上海

和郑州 3座加氢站尚在运行。而目前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加

氢站大约有 20座以上，加氢能力均小于 400 kg/d，属于示范

性加氢站[1]。具有长期运营能力的加氢站尚需从规划、设计、

建造至运营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才能确保其技术科学性

和运行经济性。加氢站的核心设备主要包括氢气储罐、氢压

缩机、加氢机及控制系统等。目前已建和在建加氢站的核心

设备主要采用“进口+国产”的形式，且完全国产化的条件基

本具备，但应不断强化现有标准的实施、检测手段的建立，加

大监督管理力度等。

1.5 氢气的应用

在中国，氢气除用作合成氨、甲醇等化工原料气外，大约

90%或更多纯度99%左右的氢气用于炼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

加氢。仅有2%~4%的氢气作为工业气体用于治金、钢铁、电

子、建材、精细化工等行业的还原气、保护气、反应气等。

由于氢能燃料电池车辆既具有传统燃油车辆的续能里

程长、加注时间短的特点，又具有零碳排放的优良性能，越来

越受到国内相关政府机构及企业的关注。2008年北京奥运

会期间及其后期的燃料电池大巴车共进行氢的加注约 2600
次，加氢量约为22 t；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燃料电池大巴车和

燃料电池摆渡车运营了近 10个月，氢气加注次数（固定加氢

站和移动加氢站）近 2万次，加氢量约为 25 t。整体上说，目

前国内氢能燃料电池车辆的运营尚处于示范阶段。2015年
以来，河南郑州、广东云浮、江苏如皋等地相继建成或在建加

氢站，云浮已生产燃料电池大巴车 28辆并投入示范运营[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北汽

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已取得公告的燃料电池车型，

可以预见氢能燃料电池车辆在中国的应用日趋广泛。

同时，氢燃料电池发电装置在中国的应用正在兴起，其

作为备用电源已在通信基站等场所实现应用。2016年10月，

辽宁营口的 2 MW热电联供氢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投入运行，

该装置以氯碱厂副产氢作为原料，在发电同时供应一定温度

的热水。此外，部分研究单位正在进行分布式氢能燃料电池

发电装置的研究与开发，有望近期有所突破。

1.6 氢安全

氢能的安全性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国际国内应用

实践证明，只要按照标准规范和法规生产、存储及使用氢能，

氢能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氢能安全性研究和相关标准制定

工作，陆续开展了材料高压氢相容性、高压氢气泄漏扩散、氢

气瓶耐火性能、氢气快充温升、快速充放氢疲劳、量化风险评

估、失效预测预防、高压氢喷射火、氢爆燃爆轰、氢泄爆、氢阻

火等研究。但总体而言，国内氢安全研究刚刚起步，投入较

少，安全检测能力和保障技术滞后于氢能产业发展的需要，

缺乏具有第三方公正地位的实验室，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有

不小的差距。

氢能安全未来将以对氢事故原因、机理、后果，以及事故

预测、预警和控制方法的研究为基础，制定合理的安全技术

规范标准，以本质安全为理念设计氢能产业装备/设施，建立

完善的氢能利用风险量化评估体系，防止和减少氢能安全事

故，促进氢能产业健康安全发展。

1.7 氢能产业支撑政策及标准体系

中国自2001年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 ，开始着手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集

成研发，直到“十二五”期间，氢能技术及应用领域一直是由

科技部牵头发布相关的政策和规划，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

一时期氢能产业在国内尚处于技术研发和储备期。2016年5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开

发氢能、燃料电池等新一代能源技术。2016年6月，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

动计划（2016—2030年）》，将“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作

为15项具体任务之一，这些都标志着氢能产业已纳入中国国

家能源战略。

在氢能与燃料电池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全国氢能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 309）和全国燃料电池及液流电池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42）截至目前共研制氢能相关国家

标准 26项[9]、燃料电池相关国家标准 41项，中国氢能和燃料

电池国家标准体系框架初步建立[10]。当然，在推动氢能产业

的进程中，氢能领域相关标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存在一

些不协调、不配套的问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有待提高，因

此需要进一步强化支撑氢能产业发展的标准化工作，切实发

挥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 加速发展中国氢能产业的思考
“十三五”以来，氢能产业在一些地方相继兴起，许多地

方政府或企业正积极进行氢能产业园区等的规划、建设，氢

能产业发展一时展现出勃勃生机。但是如何避免“一哄而

起”、“高热之后的冷落”，确保氢能产业沿着科学、可持续的

道路健康发展，仍是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笔者根

据对氢能产业内涵的了解，在吸取和分析国内外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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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产业关联性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供正在或

即将涉足氢能产业的地方、企业及专业人士参考。

2.1 选择多元化的氢源

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资源分布，氢能产业所需氢

源应是多元化的。各地方和企业一定要根据其自身情况选

择技术可行、经济性良好、环境友好的氢源来发展氢能产

业。如前所述，中国氢源具备多元发展、多元开发的条件，在

选择氢源时，应综合考虑技术经济性、碳排放、环境影响、能

源消耗、资源条件等因素。在资源条件许可时，应优先选择

工业含氢气体提纯氢气或可再生能源（富余水电、弃风、弃

光）制氢，但均应根据技术经济性分析选用最佳方案。在用

氢规模较大且可与化工产品或煤制油综合利用时，宜采用煤

制合成气提纯氢方式，在气化炉型、工艺流程等配套合理时，

可获得较低成本的氢气。在资源条件受限时，根据甲醇、天

然气供应状况和城市电网“浅绿程度”，经技术经济性分析，

可采用天然气转化或甲醇转化制氢、谷时段水电解制氢，仅

在小型制氢规模或示范项目才推荐选用水电解制氢。

2.2 氢能多元化应用

氢能燃料电池车辆的研发和上路运行在国内外都引起

了广泛关注。近两年，国内一些地方和企业积极参与氢能车

辆的开发研究，相关产业持续升温。但氢能产业的加速发展

应提倡多元应用，可包括氢能燃料电池车辆、氢能燃料电池

发电、分布式氢能系统、燃料电池热电联供、氢储能系统等的

研发、示范或商业化运营等。国外有报道称，一些氢能燃料

电池发电系统（图3）的耗氢量或减排量将大于氢能燃料电池

车辆。因此，不能一味片面强调氢能产业在燃料电池车辆方

面的应用和推广，实施氢能的多元化应用是发展氢能产业的

必由之路，从现阶段起就应该深入研究“多元化应用”模式，

作好规划建设，并推广试点示范。多元应用的发展、各种应

用类型的相互补充，必将加速氢能产业发展进程，并且随着

应用规模增大，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更加突显，

社会各界对“氢能”的认知度将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中国风电、光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占比逐年

增加，由于这类电力的波动性和一些地区、城市电网的峰谷

负荷差异较大，造成了电网储能系统的设置需求明显，各种

储能方式（系统）的开发研究逐渐兴起，压缩空气储能、飞轮

储能、蓄电池储能等均在研究和实验。图 4为各种储能方式

的投资比较[2]。其中，在国内已建设多座抽水蓄能电站，尽管

其有较好的削峰填谷效益，但同时受地理条件限制和投资的

影响较大，此类项目的建设应十分慎重。伴随着氢能技术和

产业的发展，氢储能系统应用将成为较为现实、可行的选

择。 2015年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Technology roadmap
hydrogen and fuel cells》（《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路线图》）中

提出氢储能系统应用的内容。

综上分析，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氢气在传统领域的

广泛应用以及氢能产业发展的需求，应积极发展“电-氢-
电”、“电-氢-用”或两者混合的氢储能系统（图5）。其中，电

力可以是各类可再生能源（风电、水电、光电等）和城市电网

的谷时段电，经水电解制取氢气进行储存备用，后面的“电”

是以氢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根据电力负荷的需求所产生的电

力；“用”是将储存氢或直接利用水电解获得的氢气，用于其

他行业（即外销氢气），与此同时水电解装置的副产氧（氢产

量的1/2）也可作为产品外销。

氢气储能系统可根据规模分为大、中、小 3种类型，并可

依据需求侧/供给侧的富余电量、电力负荷的不均衡性和氢

气/氧气销售（利用）状况等因素确定。这其中核心的问题是

图3 氢能分布式热电联供示意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hydrogen energy
distributed cogeneration

注：PEM—质子交换膜；Alk—碱性（电解槽）；

OCGT—开式循环燃气轮机；HENG—掺氢天然气

图4 各种储能方式投资比较

Fig. 4 Investment comparison of several energy
storage methods

图5 氢气储能系统示意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hydrogen energy
stor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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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储能系统的整体能效以及氢气、外供电的成本等技术经济

指标与其他储能方式的可比性，这也是判断不同储能方案是

否可行的关键。按目前成熟或即将成熟的水电解制氢装置、

燃料电池发电装置的技术状态，据初步估计：“电-氢-电”的

整体能效约为40%左右，“电-氢-用”的能效在75%~80%。若

采用混合系统应视“发电”与“用”氢的占比而定，若各占

50%，则估计整体能效约可达60%。以氢气的成本30元/kg左
右计算，从以上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风电、水电、光电

较为丰盛的地区和电网为“浅绿”的峰谷差异较大地区均可

考虑推广进行氢储能系统的示范，其规模可依据当地已有传

统氢用户和正规化的“氢能车辆”、氢能发电的需求，并经技

术经济性分析后确定。当然，工程的建设投资也是十分重要

的条件，宜控制在4000~6000元/kW。

2.3 氢气储存、运输应采用多种方式

根据中国多年在氢气储存、输送技术的开发、运行方面

经验的积累，高压（35、45、70、98 MPa）气态氢的固定及移动

储存容器、气瓶已具备一定设备制造能力和运行管理经验，

并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标准。液氢储罐及其运输的发展状态

与高压气态氢储存、运输状态相似。唯有氢气长输管道的建

设处于起步阶段，尚需加速开发研究工作，为各种压力下的

氢气或氢混合燃料气体的长距离输送的建设积累经验。几

种氢气储存、运输系统及设备的安全运行检测、监管尚需加

强，还应逐步建立、健全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为氢能产业的

安全运行提供可靠保证。

2.4 加氢站的建设与运营

目前，国内正在运行的示范性加氢站的加氢能力均小于

400 kg/d，一般在200 kg/d左右，其规划设计、工艺流程及设备

配置、氢源的选择、自动控制系统等大多不能满足商业化运

营的要求，对运营经济性、耐久性的验证较少。当前氢能燃

料电池车辆的商业化运营正处于实施阶段，加氢站的规划设

计、建造要想达到“商业化运营”的要求，其运营的经济性为

首要条件，即要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开始关注加氢站类型的选

择（合建站、集中/分散制氢等）和氢源的选择等因素。对于集

中或分散制氢的选择，通常应选择集中制氢，每个加氢站都

自行制氢不太现实，加氢能力一般应确定在不低于 400 kg/d
的水平。落实加氢能力后，应准确确定工艺流程及设备配置

（氢气罐容积和数量，压缩机、加氢机的参数等），尤其应十分

关注控制系统的选择。能够商业化运营的加氢站应满足“连

续加氢运行、经济过关（盈利、不能亏）、安全可靠、自控运行、

减少运行管理人员”等基本要求。

2.5 加快发展中国氢能产业应关注的主要问题

鉴于数十年来传统氢产业的发展，中国已在制氢、氢的

储存输送及其应用技术等方面具备一定经验和能力，氢气系

统及设备的设计、制造、运营等方面的标准和生产能力均有

一定储备。同时近年来，为适应氢能产业的示范需求，在技

术研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和技术积累。为了进一步加

快中国氢能产业发展的步伐，应关注以下问题：

1）注意充分发挥各地方、企业已有氢气制备、储存输送

设施的能力、技术、人才等在发展中国氢能产业中的促进、参

照甚至引导作用；

2）高度重视国家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图的制订，各地方

（区域、城市）在进行氢能产业及其基础设施建设时，首先应

做好规划和必要的规定，循序渐进；

3）各地方（区域、城市）在选择氢源和氢的储存与输送方

式时，应认真调查研究本地区的氢相关资源和电力生产、使

用状况，注意波动电力、峰谷电力的合理使用以及已有氢气

设施的利用；

4）在进行氢能产业建设时，应认真结合当地社会、经济

和资源条件，采纳准确、可靠的信息和数据，进行科学的、实

用的分析研究，准确核算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量、提高

经济效益，选择最佳能效、碳排放量低且经济性优良的建设

方案。

3 结论
氢能作为清洁的二次能源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等

方面具有支撑作用。充分利用氢能的优势和特点，在中国可

再生能源电力富余地区以及电网峰谷时段电力负荷差异较

大的地区，采取“电-氢-电”、“电-氢-用”或两者混合的模式

构建新型氢储能系统，有助于推动电力行业供给性改革，保

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氢能产业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视角

和战略规划，为推进中国氢能产业健康、协调、有序发展，提

出如下建议：

1）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国家、地区的氢能产业合适的上

游、下游各阶段的发展规划、落实要求的配套政策；不仅氢能

车辆方面有激励政策，氢能发电、储能方面也应有激励政策；

2）组织电力及相关行业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积极开

展氢能发电、储能技术与设备的开发和应用研究，加强示范

及总结推广；

3）鉴于氢能产业多元发展的需要，应组织制定能准确计

算氢能相关的能效、碳排放量的规定，统一方法、数据，实现

“真实”；鼓励地区（区域、城市）相关行业、企业积极进行氢能

产业的示范、商业运营；

4）鼓励相关单位、企业积极参与氢能产业规范与标准的

制修订。建立氢能产业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氢能产业的质量

检测、安全监测机构和实验室。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中国氢能产业基础

设施发展蓝皮书[M]. 北京: 中国质检出版社, 2016.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ization, National Hydrogen Energy
Standardiza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Blue book of China's hydrogen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M]. Beijing: China Quality Inspec⁃
tion Press, 2016．

[2]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Technology roadmap: Hydrogen and fuel
cells[R]. Paris: IEA, 2015．

109



科技导报 2017，35（22）www.kjdb.org

[3] 郑津洋, 李静媛, 黄强华, 等 . 车用高压燃料气瓶技术发展趋势和我

国面临的挑战[J]. 压力容器, 2014, 31(2): 43-51.
Zheng Jinyang, Li Jingyuan, Huang Qianghua, et al. Technology trends
of high pressure vehicle fuel tank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J]. Pres⁃
sure Vessel Technology, 2014, 31(2): 43-51.

[4] 孙大林 . 车载储氢技术的发展与挑战[J]. 自然杂志, 2011, 33(1): 13-
18．
Sun Dalin.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for on-board hydrogen storage
[J].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2011, 33(1): 13-18.

[5] Zheng J Y, Liu X X, Xu P, et al. Development of high pressure gaseous
hydrogen storage technolog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
ergy, 2012, 37(1): 1048-1057．

[6] 郑津洋, 陈瑞, 李磊, 等 . 多功能全多层高压氢气储罐[J]. 压力容器,
2005, 22(12): 25-47．
Zheng Jinyang, Chen Rui, Li Lei, et al. Multifunctional multi- layered
stationary hydrogen storage vessels[J]. Pressure Vessel Technology,
2005, 22(12): 25-47．

[7] 赵永志, 花争立, 欧可升, 等 . 车载低温高压复合储氢技术研究现状

与挑战[J]. 太阳能学报, 2013, 34(7): 1300-1306．
Zhao Yongzhi, Hua Zhengli, Ou Kesheng, et al. Development and chal⁃
lenges of cryo- compressed hydrogen storage technologies for automo⁃
tive applications[J]. Acta Energiae Solaris Sinica, 2013, 34 (7): 1300-
1306．

[8] Ahluwalia R K, Hua T Q, Peng J K, et al. Technical assessment of
cryo-compressed hydrogen storage tank systems for automotive applica⁃
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10, 35: 4171-
4189．

[9] 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氢能国家标准汇编[M]. 北京: 中国标准

出版社, 2013．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of Hydrogen Energy.
Compi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for hydrogen energy[M]. Beijing: Chi⁃
na Standards Press, 2013．

[10] 王赓, 郑津洋 . 氢能技术标准体系与战略[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

社, 2013．
Wang Geng, Zheng Jinyang. Standard system and strategy of hydrogen
energy technology[M].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3.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gen energy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hydrogen energy, as an energy resource in China, enjoys many good properties, such as extremely low pollution and
storability on a large scale. The hydrogen energy may serve not only as a key means to resolve the structural surplus within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but also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to improve our country's environment and to reduce the air pollutant emission. Currently,
the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is in a rapid development as the scale of the applied global hydrogen energy, especially the hydrogen fuel cell
vehicle application, increases sharply. In view of letting the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to develop in a scientific,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manne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 hydrogen production, the storage,
the transportation, the safety, and the applications, on basis of large amount of industry survey and study at home and abroad.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on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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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英国皇家学会颁布法庭科学指南英国皇家学会颁布法庭科学指南

2017年 11月 22日，英国皇家学会网站颁布了2本科学证

据指南，这是由英国的司法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

会合作的项目[1]。英国法院将陆续引入法官们容易理解的科学

证据指南作为法官判断案件的工具。这个系列的前两本指南已

经上线，包括DNA指纹识别技术以及监控中的印迹识别技术

——法医DNA分析[2]和法医步态分析[3]。这两个指南的出台旨

在帮助司法部门在法庭上处理法庭科学证据。

每个指南都是一个独立文件，提供权威的技术说明，并考虑

到其局限性和与其应用相关的挑战。这些指南由科学家和法官

共同撰写，由法律从业人员审阅完善并发布，科学家和司法界人

士都热情地自愿参与到项目中来。

最高法院法官，指南指导小组主席安东尼·休斯（Anthony
Hughes）勋爵谈到：“这是一系列旨在成为法官工作工具的指南

中的前2个。定制这些指南的目标是为了解决在法院不时出现

的科学相关问题提供讨论和决策的基础。为法官提供一个科学

基线，在这个科学基线之上，专家可以针对某个具体案件展开讨

论。”

皇家学会执行主任朱莉·马克斯顿（Julie Maxton）博士谈

到：“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科学家和司法部门的合作中发挥领导

作用，确保人们能够在法院得到最好的科学指导——把严谨的

科学应用到解决司法系统和社会问题中。”

世界上最著名的法医人类学专家之一苏·布莱克（Sue
Black）教授和皇家法院法官马克·沃尔（Mark Wall）法官领导制

定了步态分析的入门指南。DNA分析指南是由邓迪大学的法医

科学教授尼雅姆（Niamh NicDaéid）和上诉法院的安妮·拉芙迪

（Anne Rafferty）女士共同领导的。DNA分析指南的制定还受

到基因指纹的发明者亚历克·杰弗里斯（Alec Jeffreys）的专业指

导，他在1984年发现了一种显示个体DNA差异的方法；诺贝尔

奖得主保罗·那斯爵士也对这一指南的制定做出了贡献（Sir
Paul Nurse）。虽然法医DNA分析指南涵盖了英国法院和世界

各地许多法院广泛使用的现有的科学技术，法医步态分析指南

则是英国刑事法院考虑的一种相对较新的证据形式，指南中强

调，采用科学证据支持步态分析目前还是“极其有限”的。

这2本指南的出台并不是英国皇家学会与司法领域的首次

合作。在 2011 年，英国皇家学会就开始了脑电波（Brain
Waves）项目，由4个模块组成，旨在调查神经科学的发展及其对

社会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作为这一项目的最后一部分，该协会

以“神经科学与法律”为题发表了短篇论文。该书为弥合法律专

业人员和神经科学家之间的差距，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更好地交

流相关的发现，进行人员培训和教育，建立应用研究的能力。

皇家学会与司法学院合作，为法庭诉讼相关的科学课题举

办一系列高级法官研讨会。主题包括记忆中的证词、不确定性

和概率、心理能力、疼痛、机器学习和物质成瘾。在未来的研讨

中也考虑人类基因编辑，机器人和因果关系等相关话题。

除此之外，2015年，时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纽伯格勋爵

（David Neuberger）在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一场探讨“科学与法

律：对比与合作”的演讲。纽伯格出生于生物化学世家，他的父

亲和弟弟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早期也是从事半合成蛋

白质研究。用4年时间去学习科学，1年多时间学习法律，大多

数人对纽伯格能够成为一名资深法官的事表示怀疑和不解。他

认为，从数学家转变为物理学家，或者从物理学家转变为化学家

的事情时常发生，但反之则较有难度，也更为少见。原因很简

单：由一个更为严谨的学科转向一个稍微没那么严谨的学科，比

反向转变更为容易。所以，从化学领域迈入法律并不成问题。

在某些方面而言，科学和法律都是人类智识活动的产物。科学

家和法律人都在运用各种原理去推理探求和判断事实，构建还

原某些事件的真相。

科学和法律有很多交集，例如在专利诉讼领域。欧洲专利

局每年要签发数十万的专利，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专利权是否有

效，专利条款是否侵害专利的争议。这些案件都涉及到科学和

技术问题的本质，因此需要科学家的协助判断，法官们通常会听

取专家证人的意见，由他们在这些科学问题的含义、专利新颖性

和显著性，以及成果的现实性和条款的侵害性上，给出专业意

见。

随着科技的发展，应用到现代科学的案件也随之增加，法官

需要判断的科学问题也不断增长，法律人也要时刻紧跟前沿，熟

悉科技的发展。监控技术与数据保护以及隐私权之间的关系，

水力压裂法开采能源引发的产权问题，干细胞研究所引发的专

利要件问题，搜索引擎与版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还有法律与

科学的关系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环境问题等都值得人们去

研究。法医DNA法分析和法医步态分析这两本指南的发布，迈

出了法律人员了解科学的一步，也将在未来的司法判断过程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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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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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生命暗物质生命暗物质””正名的人正名的人

·科学人物·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奖者系列报道

倘若把人类基因组比作汪洋大海，

那么我们所熟知的基因只是星星点点的

“岛礁”，其周围则是一片神秘莫测的“深

海”——基因组中 98%的转录序列构成

了 种 类 和 数 目 繁 多 的 非 编 码 RNA
（ncRNA），并且除了维持细胞最基本生

命活动的“管家”（tRNA、rRNA、snRNA
等）以及小非编码 RNA（miRNA、piRNA
等）之外，更多的是长度大于200个碱基

的长非编码RNA（lncRNA）。长久以来，

人类把这些看似没有功能的非编码序列

称作“暗物质”甚至“垃圾”。然而，生命

作为自然界最伟大、最精妙的个体，又怎

会容留这么多的垃圾呢？

28年前，有两个 lncRNA登上了各大

媒体的新闻头条：人们发现H19与癌症

有关，而Xist可以沉默第二条雌性X染色

体，以确保相关 X染色体基因的正确活

性。当时这些 lncRNA 被认为只是特

例。直到2005年后，随着高通量测序技

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有成千

上万条 lncRNA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生命

活动过程，并且起到不可或缺的调控作

用，人们这才为 lncRNA彻底“平了反”。

这其中，作为在国际上较早从事 lncRNA
研究的科学家之一，现任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

生物学研究所研究组长的陈玲玲，做出

了突出贡献。

身处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她，创建

了包括检测无 poly(A)尾的RNA研究在

内的多种新技术体系，发现了一系列新

型 lncRNA家族，例如具有调控基因转录

功能的内含子来源环形RNA、外显子环

化来源的环形RNA以及与小胖威利症密

切关联的 sno-lncRNA 和 SPA lncRNA
等。“小胖威利症这种罕见的基因缺陷疾

病是由于来自父亲的 15号染色体q11-
q13缺失引起的，但我们并不了解缺失部

分的基因片段到底有什么功能。”陈玲玲

研究发现这个区域能产生很多新类型的

lncRNA，它们在未来有望作为PWS疾病

产前检查的标志物，帮助医生查明小胖

威利症并提早投入治疗。

尽管针对 lncRNA的功能，尤其是其

与疾病相关功能的研究方兴未艾，仍以

探索性研究为主，但陈玲玲对于未来可

能出现的疾病新疗法十分期待。“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 lncRNA表达水平的变化

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包括神经疾病、心

血管疾病、癌症等，现在甚至已经有科研

人员在小鼠模型中针对Malat1 lncRNA
进行敲除以治疗乳腺癌了。”

其实早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

攻读博士期间，陈玲玲就揭示了NEAT1
lncRNA 调控细胞核亚结构的功能机

制。回国五六年来，她更是亲身经历了

lncRNA领域的蓬勃发展，并带领组建的

团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她从空空

如也的实验室开始，招募团队、培养研究

生、组建平台、申请经费，如同创业般呕

心沥血。陈玲玲特别庆幸自己在博士期

间还读了MBA，“它教会我如何规划时

间、管理项目、运营团队，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运营实验室与运营公司也是一脉相

通的。”她对那段格外忙碌却又无比充实

的经历满怀感激。

面对未知，挫折与失败不可避免，而

陈玲玲却沉浸在对科学研究的探索之

中，并满怀热情。“那些显而易见的困难

其实是必然的，科学研究就是需要不断

的探索，‘research’前头不就是个‘re’
（反复）吗？”她笑着说，“能够亲身参与一

个领域的拓荒本身就是一种幸运，ln⁃
cRNA无穷的潜力正是激励我不断研究

的动力。与此同时，我的成果能直接建

立新的知识点乃至知识体系，这种成就

感就是最好的奖励。”

“2012年，DNA元件百科全书计划

（ENCODE）公布了 9000 多条 lncRNA；

此外，这3年多来，又有上万条具有特殊

结构的线形和环形 RNA被相继发掘出

来。目前它们的重要功能仅有很少一部

分被揭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 ln⁃
cRNA在分子的多样性、功能的复杂性以

及生理病理的重要意义上，仍有无数未

解之谜。”陈玲玲充满期待地说，“未来我

们还将在这些基础科学问题上进行深入

研究，因为唯有深入的认知才能更好地

利用，倘若一知半解就难免误入歧途。”

这位拥有MBA头衔的女科学家似乎永远

都充满了踏入未知领域的兴趣和勇气，

而科学，正是陈玲玲探索未知、进而影响

世界的最佳方式。

陈玲玲研究的是人类基因组中的“暗物质”——长非编码RNA（lncRNA），探索它们在正常生命活

动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与小胖威利症、癌症等疾病发生的关联

稿件支持稿件支持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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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自然秩序的建构者自然秩序的建构者———林奈—林奈

[英]维尔弗里德·布兰特著，徐保军

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11月第1版，

定价：98.00元。

1 《林奈传》的价值

对于博物学而言，17、18世纪是一个

繁荣发展的时代，诸多堪称伟大的博物

学家在这个时期相继涌现，约翰·雷

（John Ray，1627—1705）、约瑟夫·德图

内福尔（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
1656—1708）、瓦扬（Sébastien Vaillant，
1669—1722）、林 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布丰（Comte de Georg⁃
es-Louis Leclerc Buffon，1707—1788）
等群星闪耀，对于自然秩序的追求是这

一时期博物学家共同的追求之一。诸人

之中，同年出生的林奈和布丰无疑是最

重要的两位，他们的工作共同为博物学

指明了方向。但就留给后世博物学的遗

产而言，林奈的影响或许要胜于布丰。

威廉·T·斯特恩（William T. Stearn）
的一句话精确概括了林奈工作的时代背

景及其价值：“他所处的时代，科学孜孜

不倦地寻求着对世界的解释，无数发现

随之不断涌现。而在对生命世界的描述

上，林奈不懈的努力为现代动植物分类

和命名成为国际通用的科学体系奠定了

基础。”作为生物学领域百科全书式的人

物，林奈的出现迎合了地理大发现和殖

民浪潮下的物种大发现，结束了前林奈

时期博物学界分类和命名的混乱，即便

布丰曾掌管的巴黎皇家植物园也于1774
年采用了林奈体系，林奈的《植物种志》

（《Species Plantarum》，1753）、《自然体

系》（《Systema Naturae》，1758年第 10
版）分别成为现代植物命名法、动物命名

法的起点，构成了现代动植物分类和命

名的基础。

如果给林奈的历史地位做一个界

定，“里程碑”之类的褒扬并不过誉，对林

奈及其工作的介绍也理所应当。在这个

意义上，维尔弗里德·布兰特（Wilfrid
Jasper Walter Blunt）的《林奈传》（《The
Compleat Naturalist: A Life of Lin⁃
naues》）对林奈的完美诠释可谓顺应需

求，事实上，布兰特所做远不止于此。在

外文世界中，关于林奈的传记并不稀缺，

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比如1858
年在伦敦出版的布赖特威尔小姐（Miss
Brightwell）的《林奈的一生》（《Life of
Linnaeus》），以及后来的《林奈：将世界

生命纳入秩序的人》（《Linnaeus: The
Man Who Put the World of Life in Or⁃
der》，Silverstein，1969）、《卡尔·林奈：分

类学之父》（《Carl Linnaeus: Father of
Classification》，Anderson，1997）等 。

同布兰特的《林奈传》相比，这类著作虽

侧重各有不同，但内容上常有很大重合，

对于了解林奈生平有一定参考价值，细

节处却未必可信。比照之下，布兰特的

《林奈传》可谓是林奈传记中最全面、客

观且学术价值较高的优秀著作。该书作

者在研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为读者提

供了翔实的学术坐标，有利于读者按图

索骥；而在故事铺陈以及文风上，《林奈

传》也不失趣味性。一言以概之，无论基

于科普角度还是学术角度，《林奈传》都

不失为了解林奈及其工作的好选择。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在中文世界中，

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如此重要的一

个人物，关于林奈及其工作的介绍即便

谈不上汗牛充栋，也该十分丰富。但令

人诧异的是，直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之前，国内关于林奈的介绍性工作及其

研究都极为稀缺，偶有出现，也多蜻蜓点

水，深入者并不多见。基于此，作为国内

首部引入的林奈传记，《林奈传》的意义

和价值无疑更加凸显。

2 形象、时代、使命的勾勒

《林奈传》勾勒的不单是伟大却又略

显自我的林奈形象，还有特定历史时期

下林奈范式确立的过程以及博物学的特

殊历史使命。

1）两个形象：普通人和自然秩序的

建构者

在大量文字、图片史料支撑下，布兰

特笔下的林奈兼具普通人和自然秩序的

建构者两个形象。作为普通人，林奈拥

有厌学贪玩的童年、并不理想的初等教

育经历，有在荷兰、德国、英格兰学习交

流的逐名之路，有同朋友交往的喜悦与

困惑，有教书育人的成就感和遭遇背叛

后的愤怒，也有家庭纷争的困扰。不同

于其他传记，《林奈传》中，布兰特并没有

试图塑造一个完美的林奈，在他的史料

考据中，林奈既有对朋友阿特迪忠贞的

一面，也有故意忽略同期著名博物学画

家埃雷特对其帮助的小心思——“当林

奈还是新手的时候，他努力将所有听到

的都占为己有，以便自己能够扬名立

万”，当然，林奈也会在《天谴》（《Neme⁃
sis Divina》）中像当时的人一样探讨“死

亡”“贪婪”“友谊”等主题。

但毋庸置疑，无论是作为普通人的

林奈，还是作为伟大博物学家的林奈，他

对自然界都是饱含热情的，他著名的拉

普兰探险，他双膝跪地惊叹于金雀花的

典故，他对世界各地标本的执着，这些无

一不是例证 。

林奈是一个志在为大自然建构秩

序的人，命名和分类则是他解读大自然

的方式。正如法伯在《探寻自然秩序》一

书中所言：“林奈和布丰都寻求理解自然

秩序，他们相信它支配了一切，并且受特

定的、可识别的法则约束……自然被认

为根据自然律运作，并包含了人类可以

彻底了解的结构。理解自然的钥匙并非

来自于《圣经》、沉思或神秘的洞察力，它

在于认真的研究、比较和概括。”[1]林奈为

此付出的努力是超乎常人想象的，布兰

特也用大量鲜活的故事和数字证明了这

一点，仅以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

（James Edward Smith）购买的 26箱林

奈藏品为例，其中有“19000份压制植物

标本、3200份昆虫标本、1500份贝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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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徐保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

本、700～800份珊瑚标本、2500份矿石

标本、3000本书，还有林奈全部的通信往

来，包括3000封书信。”林奈也曾为7700
种植物、4400种动物以及数千种昆虫、鱼

类和贝类命名。林奈的声誉正源于此，

在其晚年，林奈几乎当选了欧洲所有科

学学会的会员。同时期另外一位伟大的

学者哈勒尔（Albrecht von Haller）在其

《植物学文库》（1771）中将林奈视为“为

整个植物学带来最伟大改变的人，最终

为这个学科带来了几乎全新的开始”。

客观而言，林奈毫不愧对这些赞美，但林

奈也为其构建的宏大秩序付出了代价，

不单单是他的健康，也包括布兰特笔下

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使徒”。

布兰特在文中提及一位笔迹专家对

林奈个性的解读，其实也是布兰特自身

对林奈的理解：“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的人，拥有善于分析和建设性的头脑：他

善用直觉和感觉，看待问题清晰明了；他

思想极富条理；他在一个狭小的个人世

界中生活、工作，外表朴素。尽管他处事

老练、深谋远虑，明白自己的付出会得到

双重的回报，但却相当虚荣、自负，一方

面明白自己智力超群，对自己的正确性

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不喜欢别人挑战自

己，甚至会因此变得顽固执着。他平素

神秘而警惕，既非真正友好之人，也非天

生的领袖，他在朋友选择方面极为挑剔，

令人感觉性情冷淡。”林奈对于那个时代

的意义，也如斯特恩所言，“林奈足够幸

运，他的天赋完美精准地满足了时代的

需求；世人也很幸运，拥有林奈助他们完

成这一重任。”

2）独特时代背景与林奈范式的构建

在分析18世纪中后期林奈博物学体

系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范式地位的时候，

林奈体系自身的实用性、标准化等特征

无疑是重要原因，《林奈传》对此也有所

提及。与此同时，布兰特的文字之中也

暗示了独特时代背景下造就的分类需求

和使徒、通信者等要素对于林奈体系传

播的帮助。

帝国扩张的时代背景催生了独特的

分类需求，凸显了林奈工作的重要性。

欧洲诸国在地理、经济上的快速扩张客

观上促进了新的动物、植物、矿物的发

现；但另一方面，基于特定性征的新的分

类体系不断涌现，由此带来的交流障碍

随之出现。诸多博物学家致力于新的宏

大体系的构建，但很难存在这样一个体

系：它把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秩序的同时，

能够在国际上通用，满足现实的需求。

前林奈时期欧洲并不缺乏博物学体系，

却无明确标准可言，很多博物学家都建

立了各具特征的体系，尽管在分类基础

上存在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并不存在一

个稳定、统一、有效的体系通行于欧洲各

地。在布兰特笔下，林奈早年游历欧洲

期间就曾因分类问题同当时著名的博物

学家蒂伦尼乌斯（Johann Jacob Dilleni⁃
us）、哈勒尔等人产生了很大争执。林奈

体系自身的简洁实用性特点无疑迎合并

解决了帝国扩张中海量物种新发现的分

类、命名等问题。

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林奈出生

之后，瑞典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大国地位，

相应地，瑞典国内的博物学发展要远远

落后于同期的荷兰、英国，原本在荷兰被

争相抢夺的林奈在回到瑞典之后甚至一

度陷入无业状态，不得不靠做医生谋

生。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博物学对外

服务于帝国事业，对内则服务于本国经

济。后来，林奈也曾应瑞典政府之请，试

图通过全面考察瑞典的自然状况，发现

存在于自然之中的秩序，挖掘自然的潜

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将自然用

于经济，反之亦然”。林奈对厄兰岛、哥

得兰的勘察也是基于这个目的。沃斯特

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将林奈视为培根

式的人物，以科学为动力构建“理性帝

国”、开拓帝国疆土，林奈确有如此雄心，

这也是林奈使徒的使命之一，但林奈更

大的贡献在于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博

物学事业的方法论指导上，对本国则成

效甚微。也正如布兰特笔下所暗示的，

林奈更为关注的是自然与经济之间的关

系，倾向于通过挖掘自然的潜力来促进

本国经济发展。

布兰特在《林奈传》中还回答了一个

问题：林奈有限的活动范围同其作品中

宏大的考察范围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

题上，“林奈的学生和通信者为林奈提供

了大量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标本，为林

奈体系的丰富、传播和完善做了积极贡

献。尤其是林奈的使徒充当了林奈的眼

睛和四肢，执行着林奈的意志，前往世界

各地，依据林奈的体系搜集、整理、命名

新物种，使得林奈得以突破地域的界限，

将考察范围扩展到18世纪人们能够涉足

的范围；交流与通信的意义则在于它是

林奈体系走向国际化、确立自己地位不

可或缺的手段。最终，使徒与通信者也

是林奈体系作为一种自然秩序范式的传

承者。”[2]林奈在写给友人约翰·埃利斯的

信中也表明了这一点：“我的学生安德

斯·斯帕尔曼刚刚前往好望角，另外一个

学生通贝里就要随荷兰使团前往日本

……小格梅林目前仍在波斯，朋友法尔

克则在鞑靼。穆蒂斯正在墨西哥进行着

出色的植物学考察。考尼格在特兰奎巴

有了更多新的发现。哥本哈根的弗里斯

教授则刚刚在丹尼尔·罗兰德的帮助下

出版了他在苏里南的植物发现。福斯卡

尔在阿拉伯的发现也将送往哥本哈根印

刷……”

总之，《林奈传》不单为我们刻画了

一个血肉鲜活的形象，也值得博物学史、

科学史研究者细细琢磨。最后，用斯特

恩对布兰特《林奈传》的一句评价作为结

尾：“他的研究细节逐一书写了林奈坦荡

的一生和矛盾又神秘的性格。他的努力

最终在这本经典传记中得到了完美诠

释，刻画出了一位勤勉、诗意、有条不紊、

天才、坚韧的花卉王子的形象。”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20021）

参考文献
[1] 保罗·伦斯·法伯 . 探寻自然秩序[M]. 杨莎

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0-21.
[2] 徐保军 . 使徒、通信者与林奈体系的传播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5(11下):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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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创新设计引领未来发展创新设计引领未来发展
————《《论创新设计论创新设计》》推介推介

路甬祥 著。论创新设计。北京：中国科

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定价：

166.00元。

“设计是人类对有目的创新实践活

动的创意和设想、策划和计划，是将知

识、信息、技术和资源转化为集成创新和

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应用价值的发明创

造和应用创新过程。设计决定产品的功

能品质、节能减排、绿色智能、工艺美学

和应用价值。好设计不但可以提升市场

竞争力，而且可以创造新需求、开拓新市

场，从供给侧重塑产业格局和生态，创造

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设计创新的企业

引领行业，设计创新的国家引领世界，设

计创新引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创造更

美好的未来。”在《论创新设计》一书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路甬

祥集中阐述了其针对创新设计的创见。

《论创新设计》收集了两院院士路甬

祥 2009年 6月至 2017年 1月间有关设

计创新的62篇文章、报告、讲话、书信、序

言及媒体采访，是国际上首部系统阐述

“创新设计”理论思想的文集，对促进创

新设计研发、丰富设计科学研究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英文 Design 一词源于古拉丁文

Designare，意为构思、计划。古汉语“设

计”是“设”与“计”的合词，基本含义是设

想、运筹、规划和计算。就本质而言，设

计是人类将知识、信息、技艺等转变成为

实际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创新创造过程，

任何有目标的创新实践活动在实施之前

必定先有设想策划、规划算计，否则其实

践活动就可能是盲目的。设计不仅可以

创造全新的产品、工艺流程和装备，也可

以创造全新的经营管理方式、盈利模式

乃至创造新的业态。

统览该书可以看出，路院士之所以

提出“创新设计”概念，一是因为设计是

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综合概念，目前常

将设计简单理解为产品、只强调工业设

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弊端，不利于还

原设计本来的深厚内涵；二是设计的作

用十分重大，一直以来对其重视不够。

推动人类文明进化的许多“发明”“创

造”，实际上是设计的创新；三是对“科技

创新”理解不够全面，此前强调更多的是

科学技术原始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还应补充和强化

自主设计创新；四是设计本身是进化的，

设计本身已走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知识网络时代为设计创造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创新设计也呈现出了新的特

征。新时代对设计提出了新要求，设计

的内涵有了新特点，设计的研发有了新

范式，就需要新的概括、新的理解，只有

这样才能认知它的规律、促进它的发展、

发挥它的作用。

从该书中不同时间的文章中可以看

出，路院士“创新设计”这一思想，萌芽于

2008 至 2009 年，酝酿于 2010 至 2011
年，明确提出于2012年，成熟于2013至

2015年，完善于 2016至 2017年。在持

续不断的思索、探究中，路院士明确了设

计的内涵、价值、伦理、方法、工具、文化；

分析了设计发展的趋势、动力、政策、环

境；研究了不同领域、不同经济类型、不

同时代设计的进化及设计的知识和创新

内涵、价值理念、方法技术、人才团队、设

计环境的进化，提出了系统的设计进化

理论；理清了创新设计的特征、构成要

素、能力要素、共性与关键技术、重点领

域应用、发展路线图；对智能制造、生态

设计、绿色设计、设计竞争力及其评价等

提出了独到见解。

陈广仁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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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院士指出，设计萌芽于新石器时

代。引领创造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设

计，主要依靠经验和技艺传承，利用天然

材料和人力畜力等，可谓设计1.0。17世

纪中叶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

工业化进程，机械设计引领了工业化、机

械化为标志的第1次工业革命，电机电器

和机电设计创新引领实现了以电气化、

自动化为标志的第2次工业革命，工业时

代的现代设计更依靠科学知识、技术与

艺术的融合，依靠专业设计团队、设计工

具等，可谓设计2.0。进入21世纪，互联

网、物联网创新应用日新月异，信息大数

据成为最具价值、可近零成本分享的创

新资源，共创分享经济兴起，人们在追求

个性化、定制式设计制造和消费的同时，

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知识网

络时代，设计的价值理念、环境、方法发

生新变化，进化为设计3.0。
路院士认为，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

将具有绿色低碳、网络智能、超常融合、

多元优化、共创共享等特征。知识网络

时代的设计制造、运行服务、经营管理，

不仅处于物理环境中，还同时处于全球

信息网络环境中；设计制造和服务更依

靠人的创意创造，依靠科学技术、经济社

会、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等知识信息大数

据和全球网络；设计制造从工业时代注

重产品的功能和成本效益，拓展为注重

包括制造过程、营销服务、使用运行到再

制造等全生命周期的资源高效利用、经

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艺术等综合协调

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发展重

点转向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式、更注重

用户体验的设计制造和服务。宽带网

络、信息开放获取、云计算、虚拟现实、

3D+X打印与精确成形与处理、智能物流

等技术创新，为设计创造了全新的自由

开放、公平竞争、全球合作环境，设计更

加自由灵活；设计与研发、制造、应用、服

务相融合，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成

为全球协同、共创共享的网络设计研发、

制造和营销服务。设计创造的重点领域

将是具有自感知、自适应、自补偿、自修

复功能的智能材料、绿色材料，能源运

载、空间海洋、高端制造、医疗健康、民生

服务、安全国防、电商金融等战略新兴领

域成为创新设计的主战场。设计研发将

融合物理、化学、生物与仿生、材料、工程

技术、软件和计算等多学科、跨领域的系

统集成创新，将融合理论、实验、虚拟现

实和大数据等学科方法。

特别是，当前世界新科技产业革命

与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形成新的历史交

汇。但中国科技目前还存在2大短板，一

是科技前沿、重点领域的原创性成果、核

心技术较少；二是自主创意、自主设计引

领的产品、引领世界的产品工艺流程、创

新业态还很少。而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走

的是引进、消化、吸引、再创新的道路，现

已到了强化自主创新的阶段。创新设计

是实现从跟踪模仿到创造引领的关键环

节，是从源头和供给侧创意设置目标、引

领系统集成创新、保障目标顺利实现的

有效举措。要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

造，必须有创意和设计，并能根据新设计

去寻找资源和机会。因此，强调、重视、

发展创新设计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现实要求，是把握全球新产业革

命机遇的迫切要求。大力发展以绿色低

碳、网络智能、开放融合、共创共享为特

征的创新设计，将全面提升中国制造和

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有效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

分工地位，将有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路院士强调，设计是一个基础性、引

领性、集成性的工作，起着抓总的作用、

先导的作用、引领性的作用。但一直以

来对设计的重视不够、研究不足。路院

士以一个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在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动中国

科学院组织了“中国至2050年重要领域

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在 2010年中国

制造业生产与销售总量超越美国后，提

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组织了“中国机械

工程技术路线图”研究，而这也是他提出

创新设计研究的前奏。其后，他主持和

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制造强国、工业强

基、创新设计发展战略研究等战略咨询

项目，主导了中国工程院和中国机械学

会的“中国好设计”等咨询研究项目，组

织专家群策群力、融智熔慧研究提出了

《制造业创新设计发展行动纲要》《设计

竞争力研究报告》《创新设计发展战略研

究报告》《关于将创新设计融入“服务型

制造行动计划”的建议》《关于大力发展

创新设计的建议》《关于促进创新设计产

业发展的调研报告》《设计与自主创新专

题调研报告》等战略咨询报告。

在创新设计研究中，路院士分析了

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日

本、韩国、俄罗斯、芬兰、丹麦、荷兰、以色

列、新加坡等国家发展创新设计的布局，

论述了通用、西门子、奔驰、福特、波音、

IBM、英特尔、微软、苹果、三星、谷歌等公

司品牌产品设计的经验；调研了中国制

造业发展的实际，分析了中国设计的优

势和短板，探讨了海尔、联想、腾讯、百

度、华为、小米、阿里巴巴、大疆、大华等

中国公司自主创新设计的成果，点评了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西安、青岛、厦

门、宁波、苏州、无锡、香港、台湾等城市

的创新设计布局及产业发展，研究了中

国发展创新设计的重点任务及实施路

径，提出了提升中国创新设计竞争力、可

持续发展能力、引领全球能力必须完善

的政策、体制、市场、文化环境及必须推

出的举措和行动计划的建议，为设计的

研发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为设计产业的

发展提出了许多可行举措，也为设计科

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思路和线索。

从该书可以看出，创新设计研究建

立在坚实的科学技术史、产业革命史、国

家经济发展史之上，也建立在设计产品

兴替、行业企业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上，提

出的创新设计理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指导性、引领性，而且从该书可以清晰地

看出创新设计思想从萌生、发展到成熟

的过程及脉络，这为科学史、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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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国家战略设计与国家战略
柳冠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人类社会的基本模型是以“经济、科技、文化”为支撑的。随着“文化”内涵的丰富，人类认识到生存必须依赖于“自然”，因

此“生态观”逐渐充实到人类社会的模型中。人类在社会进化中从“格物”到“致知”，又从“致知”到“格物”的循环上升中逐渐懂得

社会价值观和生存战略——“方法论”的重要性，即重视遵循“目的”—“路径”—“策略”—“方法与技术”—“工具”之间的逻辑。设

计不能跟随市场、满足市场，要把握人类社会的真正需求，从而定义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目前人们已开始将工业设计的实

践与认识提高到“机制”创新、生活方式设计、文化模式设计及系统设计层面，现在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集成式系统整合”的协

同设计——“社会设计”。“服务设计”诠释了“工业设计”最根本的宗旨，即“创造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共享、公平的生存方式”。

关键词关键词 设计；工业设计；服务设计

人类历史是在不断通过政治、战争、暴力、权利、经济、金

融、国家机器、科技、生产力、生产关系、革命、哲学、文化、观

念等形式来调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权力、资源、

财富的分配中发展的。

人类社会的基本模型是以“经济、科技、文化”为支撑

的。随“文化”内涵的日益发展，人类认识到生存必须依赖于

“自然”，因此“生态观”逐渐充实到人类社会的模型中。几千

年来这个复杂的“人类关系”的社会在不断试错中跌跌撞撞

向前演进，时而异化、时而纠偏，人类为此已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自然科学的试错可以在实验室里控制，人文科学就像人

生一样无法试错，一旦错了无法反悔。而当前高科技的飞速

发展令人类感到社会“试错”的代价将会毁灭人类自身。

人类在社会进化中从“格物”到“致知”，又从“致知”到

“格物”的循环上升中逐渐懂得社会价值观和生存战略——

“方法论”的重要性，即重视遵循“目的”—“路径”—“策略”—

“方法与技术”—“工具”之间的逻辑。然而人类存在“寿命”

的局限，又历来将追逐功利和眼前效率作为了“生存目的”，

所以在追求生存目标的道路上会因“技术与工具”的立竿见

影而忘掉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人类的生产活动无非是“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的循

环。制造、流通都不是目的，使用似乎是目的，但不能回收再

循环利用则人类社会将不可持续。所以4个要素组成一个相

互促进、相互制约闭环（图 1）。因此要形成人类社会公平、

“共生”、包容、共享、共赢局面就必须学会在“协商、协调”诸

多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唯一路径。

1 工业设计的发展
工业设计诞生于工业革命中，与生俱来就是协调各工

种、各利益方的“生产关系”，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梯中“观

念”的革命成果，它作为“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大大促进了社

会生产力。“工业设计”就是一种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思维

方式和方法论。

图1 人类的社会系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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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200240

摘要摘要 阐述了设计科学的内涵，从学术界视角介绍了国外两种设计科学框架。分析了中国设计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工业界

视角提出了新的“以模型为中心”的设计科学范式。提出设计科学研究应关注设计知识的数字化和模型化表达、模型的标准化、

基于模型的知识流动机制、模型如何集成4个方面。

关键词关键词 设计科学；数字化模型；设计方法论；人工智能设计；智能科学

关于设计科学，西方发达国家相关领域的学者已争论半

个世纪[1]，而国内则研究甚少。设计科学的概念最早可追溯

到 1969年Herbert A. Simon出版的《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
cial》一书[2]，该书首次提出设计科学（也称“人工科学”）的概

念，并从经济学、心理学、认知学、工程学、社会学等视角系统

性阐述人工科学的理论和思想。随后各国学者开始对设计

科学进行广泛的讨论。1996年，V. Hubka和W. Ernst Eder出
版了《Design Science》一书[3]，该书着重阐述了“知识”与设计、

“知识”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发展角度介绍了 1940—
1990年各国学者对设计科学的研究和认知，提出了设计科学

的罗盘模型，将设计科学分为设计对象知识（技术系统）和设

计过程知识（设计方法论），并围绕这两个维度对设计科学进

行了系统阐述。2015年，Aline Dresch 等在《Design science
research》一书[4]中系统阐述了16—21世纪设计科学的主要发

展历程，讨论了如何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分析设计科学研究的

方法、范式和技术。2015年，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 Panos Y.
Papalambros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 John S. Gero发起创办

了设计科学期刊《Design Science》[5]，并联合 20多位编委共同

发表了《Design science: why, what and how》一文[6]，该文中 20
多位设计领域的著名学者各自陈述了什么是设计科学、未来

设计科学的发展方向和愿景是什么、如何实现设计科学的愿

景等。上述有关设计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代表了

国外设计科学研究的主要观点。

在中国，随着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孪生、社交媒体、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兴产业技术的发展，渐渐融会进入社会经济文化等各学科领

域。站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起点上，特别是在

当下《德国工业 4.0》、“美国工业互联网”、《中国智能制造

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越来

越多的创新和设计。那么，如何进行设计、如何进行创新设

计、如何科学的进行创新设计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新

技术层出不穷，未来的设计也需要融入越来越多的科技因

素，才能不断地进行设计创新。设计离不开知识，设计更离

不开技术，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设计？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设

计能否发展成一门科学，设计科学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发

挥什么样的价值？中国设计科学在未来究竟如何发展？如

何制定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方法和策略？本文力图针

对这些问题抛砖引玉，逐一探讨。

1 设计科学的内涵
对于设计科学内涵的理解，可以把这个概念拆分成“设

计”和“科学”两个方面看。关于“设计”，荷兰学者Eekels[7-8]从

哲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认为设计既有主体（subject of de⁃
sign）也有客体（object of design）。设计的主体一般指进行智

力或者思维活动的人，通常称之为智能体（有关设计主体的

研究可以进一步参考文献[9]~[11] ）。而设计的客体则指设

计的对象或者结果，通常称之为人工物或技术系统。加拿大

学者Ralph和Wand提出了一个设计的概念模型[12]，在这个模

型中，设计既有名词也有动词之分。设计作为名词，从面向

对象的视角看，可以解释为“物”，如设计对象、人工制品、系

统、产品或者服务（这里统称为“设计物”）。此时设计是指设

计物本身，既包含设计物的外在展现形式，如形状、色彩、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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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科学设计科学：：从规范性到描述性从规范性到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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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论述了目前关于设计科学的不同观点，探讨了重要设计理论的特点。分析表明，目前设计理论集中在应当如何做而缺乏

对客观规律的探索。设计科学不仅是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设计，而且作为一门科学，设计科学应具备科学的一般属性，即探索客

观规律和发展描述性理论。描述性设计理论可为设计理论和方法提供依据，为提高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提供指导。

关键词关键词 设计科学；规范性；描述性；设计理论

设计科学在20世纪60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

历了3个高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以优化为主要

推动力使设计科学达到第1个高峰。20世纪80年代初，优化

方法、运筹学、计算机技术及商业软件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

设计研究，同时丹麦工业大学Hubka等出版了《技术系统

论》[1]、德国柏林工业大学Pahl和Beitz等出版了《工程设计》[2]、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出版了

《人工科学》[3]等一系列理论著作，促使设计科学发展达到第2
个高峰 [4]。20世纪 90年代到 21世纪初，设计研究吸引了工

程、艺术、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生物学、计算机、建筑学等多

领域的研究群体，以数学（概率论和随机数学、优化）、计算和

人工智能（KBE、Agent、基因算法、细胞自动机等）为主要推动

力，这一阶段设计认知和人工智能成为主要特征。这种研究

趋势与设计实践相背离。丹麦工业大学的Andresen强烈质

疑这种设计研究潮流，提出当前设计研究与工程设计相离甚

远[5]。Michel van Tooren认为目前的设计研究是用非常复杂

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解决非常简单的问题，并且不能解决

真正的工程实际问题。21世纪初至今，设计研究从研究群体

到研究领域持续发展，促进设计科学研究达到了第 3个高

峰。这一阶段以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为理论指导，以计算机技

术、知识工程、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自动设计过程为主要特征，

并重新提出了设计科学的概念，重塑其概念内涵。密西根大

学的 Papalambros首次在密西根大学开辟了设计科学学位，

招收跨界跨专业的学生，例如跨越音乐和机械专业，跨越生

物和电子专业。然而，何谓设计科学目前学术界仍无共识。

对设计科学内涵的思考关系到设计研究的目标、对象、方法

和内容，对工程而言，关系到从自动化系统到自治智能系统

的转变。

设计既是艺术也是科学，这个观点一般没有争议。设计

作为艺术（技艺）是不言而喻的，设计的定义可以很广泛，包

括人类创造的所有产品，包括艺术创造（例如音乐、绘画、雕

塑、手工艺品、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包括工程产品（例

如桥梁、建筑、花园、机器、飞机、汽车、火车、家具、人造日用

物品等），包括社会组织、科学著作、计算机软件、技术报告

等，也可以包括日常衣食住行需要规划的事物。有学者将教

学也列入设计科学研究范畴[6]。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设计有不

同的理解和定义，一般可以接受的观点是：设计既是艺术（技

艺）也是科学。设计科学研究是以设计是科学为出发点，至

于在何种程度设计是科学，则存在不同见解。

有观点认为设计作为科学是采用科学方法研究设计，即

设计的科学（Science of design，SoD），这个观点是目前国内外

的主流观点，也是《人工科学》一书所用的术语。依照此观

点，可靠性设计、优化设计、进化设计、TRIZ理论、KBE等可谓

设计的科学。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设计科学？一种观点认

为不存在设计的科学以外的所谓设计科学，设计科学就是设

计的科学[7]。设计本身不是科学活动，但是研究设计可以是

科学活动的目标[8]。也有观点认为，人工制品设计本身存在

客观规律，采用科学规范探索这种客观规律则为设计科学

（Design science，DS）。有学者以实用性设计研究和学术性设

计研究区分，前者为设计的科学（SoD），后者为设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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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对设计科学的讨论首先应当探究设计的本质。本文以构性理论为基础探索设计，认为构性理论的提出是由于事物本身存

在的方式，提出了构性理论的基本概念，并基于此对设计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探究了设计本质，建立了设计驱动-设计

蕴含-设计匹配的设计过程模型（AIM模型），即通过设计驱动获得需求、问题、目的3种形式的构性关系来源，通过设计蕴含得到

构性关系模式，通过设计匹配得到具体的构性关系，再通过子AIM模型进一步完善。最后通过空轨列车逃生问题设计事例验证

了构性理论的有效性，从而奠定了构性理论的思想和概念基础，建立了设计过程模型，为设计本质和设计科学的探究提供了新的

观点和思路。

关键词关键词 设计科学；设计本质；构性理论；构性；构性关系

探究设计本质应当是设计科学讨论的一个核心内容。

对于设计已有不少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Altshuller[1]的
TRIZ理论中的发明问题解决、科学效应知识、发明原理、技术

进化等为设计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导与参考；Yoshika⁃
wa的 general design theory是一个由实体、实体概念、抽象概

念定义的拓扑空间阐述设计的公理[2]；Simon[3]认为，设计是一

个旨在将已有的现状变为更好的有目的的活动，设计也是问

题解决的活动，这一活动认为设计表明了事物应当怎样以达

到目的或者功能；Suh[4]认为，设计是我们想获得什么和我们

怎样选择去实现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设计是在用户域、

功能域、物理域、过程域之间的映射；Gero[5]认为，设计是一个

功能、行为、结构之间转化的过程，并进一步地用包含在设计

中的 8个过程进行了扩展[6]；Niiniluoto[7]认为，设计是对塑造

期望的物体和对其构造的方法、工具、流程的构想的筹划；

Buchanan[8]认为，设计者关心构想和计划一个尚不存在的事

项；Heylighen等[9]从设计者心智活动解释设计，认为设计是让

世界应该是什么而适合于想法；Kroes[10]认为，我们不能没有

考虑物质结构，也不能没有人类活动目的而理解技术产品；

Gropius[11]认为设计科学是找到一个设计的共同的分母，设计

科学是去实现目的的；Farrell等[12]认为完成计划（或规划）是

一种设计；Verkerke等[13]认为，设计旨在从已有的知识实现一

个新的世界，起始于目标和功能，结束于结构；Ben-eli[14]认为，

设计是一个实现目的的过程；Hatchuel 等[15]认为，设计可以由

不同结构和逻辑的概念空间和知识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进

行模型表示；谢友柏[16]认为，设计是所有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

起始；李彦等[17]认为，设计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其基本目标

在于创造有使用价值的人造物；Maimon等[18]认为，独立于具

体设计领域的设计过程具有6大基本特征，并提出了一套为

了建立一个通用的人工物设计模型的数学理论；Zeng等[19]认

为设计过程是一个从设计需求到产品描述的进化过程，提出

了一个包含综合评价过程、设计问题定义过程和设计分解过

程的设计过程模型，该设计过程模型的基础是具有6个子过

程的原始设计，任何设计问题都可分解为原始设计；并且

Zeng[20]利用客体的公理和人类思想的公理两组基本公理形式

化地表达设计，Salustri等[21]提出了利用具有一致性和逻辑严

密性的公理集合理论而扩展出的混合模型来表达设计信息

的形式化理论。另外，《Design Science》的编辑也在文献[22]
中综述了部分观点：Jin认为，设计是一个在各种环境情况下，

明确目标、发展概念、实现产品，最终实现目的的人类活动；

Kim认为，设计是在自然、人类、社会的约束下去构想并制造

人工制品；Mitchell认为，设计是通过找到用户的需求而起始

于用户，并通过满足用户的需求而结束于用户。

以上学者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但实质上，所有的设计包

含两方面：目的和事物，可以由此进行探究。设计终归是为

了一定目的而对其事物变化的操作，本文提出构性理论以探

究设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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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成功案例丹麦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成功案例
启示启示
张执南 1，荣维民 2，谢友柏 1

1.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 200240
2. Acarix A/S, Scion-DTU, Diplomvej 376, DK-2800 Kongens Lyngby, Denmark

摘要摘要 中小微企业是国家双创战略的主体，是社会创新的中坚力量，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国家战

略的重要保障。针对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初期缺少针对整个创新创业过程、对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理解，本文以丹麦中小微企业

的创新创业全过程为例，概括了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过程模型。该模型可用于创新创业教育和帮助创业者了解创新创业全过

程。

关键词关键词 创新；创业；中小微企业；设计过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策略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策略旨在调动普通群众

的创新创业热情，使得社会经济中充满创新创业的基因。根

据中国国务院发展委员会企业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市场上的

新产品中75% 是由中小微企业创造的，中小微企业是创新创

业（双创）的中坚力量。然而，中小微企业的成功离不开具有

创新意识、创业精神，且熟知企业创新创业全过程的人才。

而双创人才的培养则离不开创新设计教育。

设计科学研究领域，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已有许多支持

创意、创新的设计方法，例如采用基于环境驱动的设计方法

学，可以通过环境分析有效支持创新[1]，基于群体设计框架的

概念产生[2]以及面向产品功能的推荐方法[3]，基于生物激励的

创意产生方法 [4]，此外还有功能-行为-结构模型 [5]，功能-作
用-方案模型等[6]，实际上学术界所开发的理论模型尚未在工

业中得到很好的应用[7]。针对创新创业，虽然管理学领域已

有许多研究，但管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更多地是通过实证研

究方法回答基于文献调研提出的问题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

建理论模型[8]。

近年来，教育界加大了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例

如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开展了面向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孵化”全链条培养的实践。除了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以外，也

有许多针对创新中小微企业方面的研究，例如刘钒等[9]认为，

创新小微企业应成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生力军，他们

对国内创新小微企业的有关研究进行了归纳和评述，认为国

内创新小微企业研究分为5个方面：企业的界定与分类，国外

企业经验导入，企业成长性，创新绩效评价以及合作创新模

式。在欧洲，丹麦在欧盟发布的“创新经济体”排名中，位列

欧洲第 3名，被归为“创新领先者”一档[10]。其创新能力主要

体现在其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能力。国内已有一些针对

丹麦企业创新创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例如李琛[11]归纳

了丹麦企业的特点和丹麦政府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推出的技

术创新支持政策。饶凯等[12]对丹麦公共研发机构探讨了专利

技术转移。杨燕等[13]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丹麦企业的创新动

态过程进行了研究。目前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创新中微企业

研究中还缺乏对丹麦创业成功的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全过

程的了解和创业成功模型的经验总结。设计学研究表明，采

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企业案例构建设计模型这一方法的可

行性[14]，因此可以采用类似方法构建面向中小微企业创新创

业的过程模型。

本文对创新的内涵和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进行探究，归纳

出创新的认知定义，探讨了中小微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生

存环境与商业模式，进一步以丹麦的中小微企业为研究对

象，介绍了丹麦中小微企业成功创新创业的案例，分析和总

结了丹麦中小微企业创业成功的原因，期望这些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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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的设计知识基于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的设计知识
服务模型服务模型
戴旭东 1，马雪芬 2，谢友柏 3

1. 奥依设计知识服务网，上海 200030
2. 上海电机学院机械学院，上海 201306
3.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设计研究所，上海 200240
摘要摘要 开放创新的发展推动了企业在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下进行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在分布式设计资源环境下，设计主体在设

计开发中通过大量的分布在企业外的知识服务资源提供的服务来解决碰到的技术问题。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通过

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来搜索、比较与直接使用合适的知识服务成为现实。这使得在分布式的知识资源环境中，知识服务的发布

与应用更多地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基于互联网的设计知识服务模型是基于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进行产品设计的关键理论基

础。本文论述了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下产品设计与开发的研究现状，阐述了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下产品设计开发的模式，分析

了设计知识存在的形式及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下知识服务的分类体系，建立了支持互联网环境下进行产品设计开发的设计知识

服务的结构化模型，并通过实际应用进行了验证。规模化的实践应用证明本文提出的设计知识服务模型可以很好地支持分布式

知识资源环境下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知识服务的发布、搜索、匹配与集成应用。

关键词关键词 知识服务；开放创新；分布式资源环境；设计科学；产品设计

1996年，谢友柏提出基于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的产品现

代设计[1]，目的在于为中国企业在短期内实现产品设计能力

的跨越式提高，为用不同于国外企业的技术积累与模式走出

中国式创新之路提供路径与方法。这种思路本质上就是今

天倡导的“开放创新”与“共享经济”的模式。20年来，围绕这

一方向与目标，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对“分布式资源环境”或

称“先进工程环境（AEE）”的研究与一些设计新模式与新方法

的探索[2-10]。这些研究表明，这种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下的产

品设计的最大特征是利用互联网，最核心的活动是新知识获

取。从组成结构上看，分布式智力资源环境主要由设计主

体、分布的智力资源单元和网络支持的资源聚集平台构成，

设计主体从智力资源单元进行（技术）知识获取模式是知识

服务，设计过程本质上是知识流动的过程 [11]。2004年起，为

支持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下的产品设计的实现，开始进行了

关于设计平台的系统研究[12-15]，这些研究成果解决了设计的

流程规律及信息技术如何支持平台构建的问题。在此研究

与应用推广过程中发现，大规模知识服务如何被管理、搜索

与匹配是实现规模化应用的关键。为解决这一问题，2010年
起设计知识的分类体系与分类方法的研究较多展开，代表性

的研究成果便是能够成功解决分布式知识资源环境下知识

服务匹配的一系列多维度设计知识分类体系[16-17]。

近5年来，伴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

是企业面对“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与“创新创业”环境的压

力，企业在产品与技术方面开始有了创新的需求。基于分布

式知识资源环境的产品设计的研究与应用实践的增多，逐步

研究形成了在此环境下设计活动的规律[18]。同时，在研究与

实践中也发现如下突出问题：产品设计开发中的知识服务相

比传统上大家进行的企业诊断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培训规

划服务、IT方案设计服务等具有更复杂的特征与要求，在平

台的技术支持上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 SOA架构可以解决

企业中复杂的业务流程向 IT资源映射的问题，但不适合于解

决企业技术研发中知识服务的集成问题。设计知识服务的

进一步应用与推广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计算机数据模型模

块来解决。而要设计新型的计算机数据模型模块需要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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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EMBSE：：实现中国制造创新设计的使能实现中国制造创新设计的使能
技术探析技术探析
刘玉生

浙江大学CAD & CG国家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58

摘要摘要 中国制造行业迫切需要创新设计技术，以实现中国“智”造。然而目前中国制造行业创新能力较弱。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BSE）由于其明显的优势正成为增强中国制造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使能技术。本文分析了MBSE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探讨了

MBSE的建模方法、使能作用、实施挑战与方法，中国制造企业如何进行MBSE应用实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创新设计；使能技术；中国智造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

之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

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在许多行业已经是世界

第一。然而，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在

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

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在此背景下，2015年3月5日，李

克强总理在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

2025”的宏大计划。2015年3月25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

国制造2025》[1]，明确提出“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

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力争通过 3个 10年的努力，

到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

展的制造强国。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在产品系统层面的创新能力远弱

于底层构件的创新能力、整体产品的创新能力远弱于局部零

部件的创新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针对涉及多领域的复杂

系统，在最具创新性的概念设计阶段，缺乏对其进行系统层

面的整体设计[2-5]。其后果是：不同子系统间将产生功能交叠

与冲突、甚至是不可预测的行为[6]。更为严重的是：这类“先

天缺陷”无法经过后续设计与加工弥补。因此，要实现中国

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智造大国的转变，改变“高端失守、

低端混战”的局面，迫切需要支持顶层、系统、整体创新设计

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基于系统工程思想对多域复杂产品进

行系统设计已成为增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迫切需要。

随着异地分布式设计的出现和产品复杂性的增加，基于

文件的系统设计方法已无法满足要求。基于模型的系统工

程（model 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MBSE）及其标准系统建

模语言 SysML（system modeling language）正成为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创新设计的重要使能技术[7-9]。它具有明显优势，如

无二义性的语义刻画、早期仿真分析的支持等。本文对MB⁃
SE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建模方法、使能作用、实施挑战与方法

等进行分析，并对MBSE的实施给出建议。

1 研究现状
1.1 MBSE历史背景

MBSE的概念于1987年正式提出。1993年，亚利桑那大

学A. Wayne Wymore 教授发表了MBSE专著 [10]，试图对系统

设计的理论进行阐述，并在书的附录中给了一种MBSE建模

语言，但并未取得成功。进入 21世纪初，国际系统工程学会

（INCOSE）借用软件工程应对“软件危机”的成功经验，于

2006年重新审视与发展了“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

并给出了 MBSE 如下的定义（INCOSE，《Systems engineering
vision 2020》）[11]：

MBSE 是一种应用建模方法的正式方式，用于支持系统

需求、设计、分析、检验与确认活动，这些活动从概念设计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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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叙本体在设计信息及知识管理中的小叙本体在设计信息及知识管理中的
应用应用
刘滢 1，林顺聪 2，陈泳 3

1. 卡迪夫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卡迪夫 CF24 3AA
2. 敦胡先翁大学工程教育学系，马来西亚，柔佛州巴株巴辖，86400
3.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摘要 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加工、制造等应用的迅速发展，设计相关信息与知识管理面临信息量迅猛增长的挑战与机遇。其

中，本体应用成为描述设计信息与知识的一种可行、有效及丰富的建模手段。本文通过回顾本体应用于设计工程领域的相关研

究，对设计工程中基于本体的应用进行了整体分类，阐明了设计工程领域中本体应用的核心学术研究问题，并为后续相关的5项
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本体；设计工程；设计信息；信息管理；知识管理

随着客户对于产品的认知升级与需求变化，产品的性

能、美学设计、成本控制等相关设计课题为企业带来严峻的

挑战。企业必须在不断缩短的产品周期，狭窄的利润空间等

多重考量下，不断探索最优设计方案，以满足不同客户对个

性化定制的期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辅助设计、仿

真与制造等应用扮演着关键角色，实现了产品快速设计，提

升了生产制造效率，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从产品的设计、

分析、制造、销售与服务等不同产品生命周期阶段里，每个阶

段中计算机的相关应用所生成的信息会随着产品数量增加

而呈现信息量的爆增。这些设计相关信息包括设计方案、三

维数字化设计模型档案、设计师日志、工程手册、专利文档、

在线产品目录等，一般零散地储存于企业不同的数据库。

面对海量的设计信息，如何高效地采集，索引，存储和检

索信息成为迫切需要探讨及解决的问题。一项研究显示，企

业往往针对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构建7~12个不同的信

息系统或平台[1]，如物料需求计划（MRP）系统或企业资源计

划（ERP）系统，客户关系（CRM）系统，及产品生产计划（mas⁃
ter production schedule）等。基于不同的信息系统可能使用

不同的信息架构与信息接口标准，将导致不同系统之间的互

通难以实现，进而影响了整体决策的全面性。由于设计人员

一般利用20%~30%的时间检索过去的设计案例[2]，新手设计

师也需要更好的搜索支援[3]，不互通的信息系统导致信息难

以被集成以便于全面、整体的元搜索，限制了多元、统一的搜

寻结果，进而影响整体设计的进度。

当前，信息领域的快速发展为制造业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协作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技术加速了制造业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及智能化的

方向发展，也推动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智能设计与制

造。这些技术将引领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产生革命性的变

化，实现产品设计、制造、服务的异地协同。基于统一信息标

准的数据传输、云计算、共享资源等服务，让生产资源可以进

行有效及最优配置，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客户需求。由此可

见，一个统一、可互通的信息与知识模型对于提升效率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针对前文所阐述的各项要求，本体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

信息建模与知识描述手段。本体为语义网的基本构建体，以

计算机可理解的语言结构形式，可系统且丰富地描述领域知

识，通过概念分层方式描述知识的分类结构，支持形式化概

念与非形式化概念的混合描述与呈现，并且通过映射找到不

同本体相似概念、元素之间的语义对应关系。本体可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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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趋磁性仿生矿化形成及微波吸收木材趋磁性仿生矿化形成及微波吸收
性能性能
王汉伟 1，孙庆丰 1,2，盛成皿 1，杨宁 1

1.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杭州 311300
2.浙江省木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 311300

摘要摘要 依据仿生矿化原理，以天冬氨酸为生物分子诱导剂，通过低温溶剂热法在木材表面沉积MnFe2O4晶体的方式制备趋磁性

木材样品，并采用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振动磁强计（VSM）和矢量网格

（VNA）等方法对试样进行了表征分析。 结果显示，在低温碱性的溶剂热矿化条件下，磁性MnFe2O4晶体在天冬氨酸的诱导作用

下可负载于木材表面形成趋磁性木材；趋磁性木材试样的反射损耗（RL）曲线最小值（-12 dB）出现在频率15.52 GHz时，并且在

频率14~17 GHz范围内，试样的RL值小于-9 dB，表明趋磁性木材具有良好的微波吸收性能，是一种优良的防电磁污染的吸波

复合材料。

关键词关键词 趋磁性木材；MnFe2O4晶体；仿生矿化；微波吸收

燕子等候鸟每年都在春秋两季分别从南方飞回北方，又

从北方飞到南方；一些海龟从栖息的海湾游出几千公里后又

能回到原来的栖息处。候鸟的迁徙和海龟的洄游特性主要

是与这些动物利用地球的磁场有关。它们主要依赖地球的

磁场来进行定位，候鸟体内的“导航地图”和海龟体内的“生

物罗盘”，与地球磁场产生作用从而使它们能丝毫无误地回

到自己的栖息地。仿生候鸟的迁徙和海龟的洄游特性，赋予

木材趋磁性功能将为木材的功能拓展和高值化开发提供新

的研究思路，使得木材从更高的技术层次上为人类的文明进

步服务。

木材是一种与环境互动的材料，它能利用自身的材料特

性来影响环境的表现或对环境状态进行调节。地球是一块

大磁石，人类和地球上的全部生物体生活在地球磁场之中，

地球提供给人类在地球表面生活所必需的适度的安定性“磁

力”（磁气）[1-2]。然而，当今社会大厦林立，汽车川流如梭，电

线电缆纵横交错，空间中的钢筋混凝土或铁金属材料和器具

会将地球磁力变弱或屏蔽，易引起生物体各种生物机能的紊

乱或使生物体出现异常行为。相反，木材具有调节磁力和减

少辐射的智能性功能，在木质环境中，因木材不屏蔽地球磁

力作用，所以生物体可以保持正常、安定的生活节奏。一些

研究者已通过对小白鼠的试验证实了这种影响和作用。木

材对于人体不足的磁气又具有自然补充的机能，可以促进自

律神经活动，适宜的磁气对减少高血压、风湿症、肾病等多种

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木结构住宅和室内木材设

置较多的微环境空间有利于人居健康[3]。

日本学者Oka等曾对木材的磁性性能做了研究，迄今为

止用于生产磁性木材的方法主要分为3种，即浸渍法、粉体法

和涂布法[4-5]。这些合成磁性木材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物理沉

淀或表面活性剂吸附作用，使铁磁流体材料吸附在木材表面

或填充于细胞腔内，从而使木材具有一定的磁性。在这些生

产方法中，物理沉淀要浪费大量的铁磁性原材料，而表面活

性剂常常因为环境问题而限制了其应用，因此如何寻找一种

简单、高效的方法制造磁性木材至关重要。

仿生矿化（biomimetic mineralization）是模拟生物系统的

组成特征或行为方式，研究矿化过程，合成具有特定形貌或

功能的新材料的方法[6]。科学家们已经依据生物矿化原理制

备了仿生骨骼材料[6-8]、、仿生木材多孔材料[9]、仿生竹材结构

材料[10-11]、仿生贝壳高性能力学材料[12-13]、人工牙齿材料[14]、仿

蜘蛛人造纤维[15]等。1975年，Blakemore[16]发现细菌的趋磁性

后，生物分子诱导制备趋磁性材料受到广大科研工作者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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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情绪影响因子的群行为决策模型包含情绪影响因子的群行为决策模型
马峻，王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摘要 群体中个体情绪对群行为演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相对于开放场所，处于封闭场所中群行为更容易受到个体情绪的影

响。针对群行为建模中情绪影响因子数理表达问题，在分析人群个体行为决策映射关系和情绪与行为决策影响双向关系基础

上，建立了包含情绪影响因子的群行为决策模型，并针对行为决策中存在的动态目标判定问题，提出了相应算法。具体场景仿真

结果显示，随着群体中个体情绪（尤其是恐慌情绪）影响程度的加大，群体行为演化中的数量变化振荡性明显加强，仿真结果与现

实情况吻合，表明包含情绪影响因子的群行为决策模型及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关键词 群行为决策模型；情绪影响因子；动态目标判定；恐慌情绪

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人聚

集在一起，群体成为人类的一种常见的组织形式，群体行为

广泛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群体行为对于组织、机

构、社区，甚至社会的管理和稳定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从科学研究角度，研究者要更多地关注这些群体形

成、发展、突变的机理，认识到社会群体行为产生的根源、本

质以及数理关系，才能更有利于研究许多社会事件的发生、

发展、干预、控制等问题，进而为社会管理部门提供解决群体

性问题的有利时机与举措，达到科学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本质

需求。

群行为研究的核心是群行为建模，它涉及系统学、社会

学、管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群行为

建模的研究基于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展开，其关注点也是不

同的，如图1所示。

不论是哪个学科领域，哪个层面，群行为建模的本质是

对物理世界中的人群行为在虚拟社会中的映射，脱离现实社

会的群行为模型是没有生命力的。对于许多特殊场景中的

群行为研究，从机理层不仅可以找到事件的内在因果关系，

更重要的是可以揭示事件内在变化规律，为有效地管控事件

发生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可以获得导致最终事件的演化过

图1 群行为建模研究的不同层面

Fig. 1 Group behavior modeling at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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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固体废物进口的现状及监管问题中国固体废物进口的现状及监管问题
分析分析
刘学之 1，张婷 1，孙鑫 1，沈凤武 2，尚玥佟 1

1. 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
2.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北京 100067

摘要摘要 进口固体废物虽然可部分解决资源短缺问题，但进口量居高不下会带来诸多环境问题及健康隐患。从固体废物进口量及

主要来源地等方面盘点了中国固体废物进口的现状，分析了固体废物进口产生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影响，从立法现状与监管机制

方面剖析了固体废物进口监管存在的环保批文倒卖现象、进口固体废物目录漏洞、固体废物进口鉴别难度大、走私固体废物现象

猖獗、不合格固体废物处置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构筑进口产权交易制度、对接国际HS编码、明确固体废物鉴别职责、加强国际

合作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固体废物；洋垃圾；进口监管；环境影响

中国经济近年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大量

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固体废物作为一种“放错地方的资源”，

很多属于可再生资源，如果采用科技手段妥善处置回收，不

仅能弥补国家的资源缺口，还能对经济发展起到辅助促进的

作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

体废物（以下简称固废）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

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

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废管理的物品、物质。”以此为基

础，中国对固废进口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将其分为自动进

口许可类、限制进口类和禁止进口类固废。其中，禁止进口

类固废指以走私或夹带等非法渠道流入中国的发达国家工

业及生活固废，例如需特殊处理的有毒有害固废、废旧电子

产品（电子垃圾）、服装和生活用品等，由于在国外通常都被

当作垃圾来处理，性质上属于“废物”，因此不管有没有使用

价值，都被统称为“洋垃圾”（无再生价值固体废物）。有些垃

圾的处理需要很高的技术手段,不当处置对环境保护和民众

健康会带来重大隐患[1]。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固体废物进口监管体系进行了大

量研究，例如，郝雅琼等分析了进口固体废物鉴别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鉴别对策[2]；王树文等分析了洋垃圾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探析了海关的风险管控[3]；张喆等探讨了中国固体废

物进口的综合管理技术，提出了具体的对策[4]；李薇等针对固

体废物走私进口带来的危害，提出了加强海关源头管控、法

律体制建设、国际合作，改进防控和治理走私危险固体废物

等建议[5]；牛忠志等从法律角度出发，建议刑法依照废物的危

险程度来确定罪行 [6]；M.F.Milazzo等以意大利港口城市墨西

拿为例，探讨了海关对危险品走私风险的识别及控制[7]；Lau⁃
ra A.McLay等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制定了以风险为基础

的集装箱安检初级筛选框架，提出了基于阈值的多层次策

略[8]等。

目前，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对于环境标准的要

求日益提高，关于固废进口品种和数量等政策在不断变化，

总体上监管趋严、数量趋少，这对于今后中国循环经济的发

展会发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通过呈现固废进口的最新现状，

分析其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剖析其进口等各环节的监管问题

等，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中国固废进口现状
从循环经济角度看，废料不“废”。中国政府允许进口的

固废是指进口可利用的固体废料，属于再生资源，不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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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色谱研究进展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色谱研究进展
韩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093

摘要摘要 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色谱是将过渡金属离子通过配体螯合在固相基质上，通过过渡金属离子与靶分子的组氨酸或半胱氨

酸特异性结合形成相对稳定的复合物，最后以竞争性洗脱方式实现靶分子的富集与纯化，其核心为金属螯合亲和基质材料制

备。具有亲和选择性高、生物兼容性好、可逆再生等优势，迄今已发展了40余年，广泛应用于靶分子的特异性富集、分离与纯

化，本文综述了近3年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色谱纳米材料、微球色谱基质、棉纤维、分子印迹材料、整体材料、共价有机骨架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色谱；富集；纯化；材料

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色谱（immobilized metal affinity
chromatography，IMAC）最初被称为金属螯合亲和色谱（metal
chelate affinity chromatography，MCAC），由 Porath等 [1]于 1975
年提出，原理主要基于过渡金属离子（Zn2+、Cu2+、Ni2+等），在接

近中性的水溶液中可特异性结合组氨酸或半胱氨酸形成相

对稳定的复合物。Porath等[2-10]对螯合配体与金属离子的不

同组合、金属离子的固载量、靶分子的结合能力及活性、溶液

pH值等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其作为分离纯化技术提供了理论

支持。此外，Porath等[11]发现此技术还能用于分析组氨酸残

基在蛋白分子中的位点、数量、表面密度及配位难易程度

等。在10余年的研究过程中 IMAC的概念也逐渐被接纳并固

定下来。IMAC可根据不同金属离子与螯合配体的多种组合

制备形式多样的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色谱基质，应用于多种

不同靶分子（多肽、蛋白、酶等）的亲和富集、分离、纯化，且具

有亲和选择性强、生物兼容性好、可逆再生性优等特点，因此

经过40余年的发展，IMAC已在磷酸化肽富集及量化、蛋白纯

化、适配体筛选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2-15]。本文综述了近3年
IMAC纳米材料、微球色谱基质、棉纤维、分子印迹材料、整体

材料、共价有机骨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1 IMAC原理
IMAC的作用靶标主要为蛋白质、多肽等大分子，其原理

主要基于靶分子表面氨基酸与金属离子的亲和力强弱不

同。过渡态金属离子能与电子供体氮、硫、氧等原子以配位

键结合，而金属离子剩余的空轨道是电子供体的配位点，在

溶液中被水分子或阴离子占据[16]。当靶分子表面的氨基酸残

基与金属离子的结合力较强时，氨基酸残基的供电原子（如

组氨酸残基的N原子、半胱氨酸残基的S原子）将取代与金属

离子结合的水分子或阴离子，与金属离子形成复合物，从而

使相应的靶分子结合在亲和基质表面。氨基酸中的α-氨基

和α-羧基，以及某些氨基酸侧链基团含有孤对电子的活性原

子都能参与螯合作用，由于氨基酸的种类、数量、位置和空间

构象不同，因而与金属配基的亲和力不同[17]，可选择性地加以

分离纯化，通过调节溶液 pH值、添加竞争性洗脱剂（如咪唑

等）将靶分子从亲和基质上洗脱，原理如图1所示。靶分子在

a：配基，b：连接臂，c：金属离子，d：靶分子，e：竞争性吸附剂

图1 IMAC原理示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IMAC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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