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约有46亿岁，以5.42亿年的寒武纪为界，之前约40亿年的地质时代称为前寒武纪，古老的稳定大陆块体称为克拉通。地球

上何时出现初始陆壳，它是如何生长并形成稳定大陆的，是固体地球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前寒武纪（5.4亿年前）是陆壳形成、生

长、壳幔圈层分异耦合（克拉通化）并形成稳定陆块（克拉通）的阶段，表现为漫长时间尺度上的一系列重大地质事件。揭示这些事件的

性质和过程，认识大陆形成和早期演化的特殊规律，对于理解大陆动力学以及未来的地球命运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地球的近邻，月球的陆壳主要由斜长岩组成，它的年龄是44.6亿年。月海是陨石撞击坑中月幔部分融化来的玄武质岩石。

从地球分离出来的硅酸盐岩浆洋通过结晶分异可以直接形成斜长岩。目前已有的地球上地壳的最古老物质记录，是澳大利亚Jack
Hill太古宙沉积砾岩中的碎屑锆石，它的年龄是～44.5亿年，锆石来自富钠质的花岗岩（TTG片麻岩），也就是说，以花岗质岩石为代表

的地球上的陆壳岩石至少在44.5亿年前就已经存在，和月壳的年龄相似。值得注意的是，TTG片麻岩不能直接从地幔中熔融出来。

很多人假设地球应该先有大洋，然而至今没有找到能被科学界公认的代表古老大洋的岩石。

大陆的形成演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地球核幔的分异以及初期的硅酸盐洋；38亿年前有规模的早期陆壳的形成；巨量的

陆壳形成期，到25亿年前出现稳定大陆（超级克拉通）；25亿～23亿年前，一个特殊的地球演化的“静止”阶段，而后是大氧化事件，使

地球有了富氧的大气圈层和海洋圈层，促成了生物的发育和演化，以及初始的造山带活动，指示地球“早期板块构造”的启动；18亿～7
亿年前的地球“中年期”，长达10亿年之久的地球稳定阶段，直至大规模的地幔柱活动、裂谷事件、雪球事件，然后进入显生宙，即地球

进入现代板块构造阶段。大陆的演化涉及了几乎所有固体地球的科学问题，研究热点主要包括：1）早期洋壳、陆壳的形成机制；2）早

期陆壳的物质组成以及成熟化过程；3）早期地壳热体制与板块构造的启动时代；4）大陆成矿作用的时代属性与不可重复性；5）早期

地球环境与生命协同演化；6）与现代地质学和比较行星学的结合，孕育着崭新的学科——地球未来过程学，它将瞄准地球演化到老年

时的地质运动与地球环境。

华北克拉通是中国面积最大、形成演化时代最长、变质最强烈的稳定陆块，也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克拉通之一。中国学者通过

多年努力，在华北克拉通早期陆壳的生长、克拉通的形成和早期演化等方面有重要发现和系统性成果，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在世界上为

数不多的领先研究领域之一，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早期大陆形成演化和构造体制增添了新的科学内涵。其代表性研究成果

有：1）厘定华北克拉通发生了多期陆壳增生事件，经历了两期克拉通化，建立了早期陆壳演化的构造格架，特别是25亿年的克拉通化

事件及其全球意义受到国际学界的极大关注。2）在华北克拉通首次发现了可以作为块体聚合标志的高压变质岩，包括高压麻粒岩和

退变榴辉岩。通过对这些高压岩石的系统调查和研究，揭示了大陆俯冲—碰撞—抬升的完整造山过程，该过程最后完成于19亿～18
亿年前。此成果为确定地球早期板块构造机制的启动提供了依据，把板块构造的起始时间提前了约8亿年，为构造单元的划分和早期

拼合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在华北克拉通构建了目前世界上最完整的前寒武纪下地壳地质剖面，阐明了地壳垂向分异对

稳定大陆形成的贡献。系统认识和归纳了早期陆壳形成演化的特殊规律，包括27亿～25亿年前陆壳物质的多期生长与改造、25亿年

前微陆块拼合、22亿～19亿年前复杂裂谷-碰撞等，创新地提出了多阶段克拉通化的概念。4）提出华北克拉通18亿年基性岩墙群及

相关的大火成岩省事件标志着华北进入地台型演化阶段。厘定了中-新元古代的岩浆-裂谷沉积系列，揭示了中-新元古代在现代岩

石圈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5）首次系统地总结了大陆形成以来的固体矿产资源随时代演化的特性以及不可重复性，剖析了资源与

地壳演化的密切关系。6）探讨了地球的热体制对构造演化机制的制约作用，提出了前板块构造、初始板块构造和现代板块构造的理

论假说。

重要科学前沿：前寒武纪克拉通地质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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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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成功发射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12月11日，中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

功将阿尔及利亚一号通

信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

信卫星是中阿两国航天

领域的首个合作项目，

也是阿尔及利亚第一颗通信卫星，将主要用于阿尔及利亚的广播

电视、应急通信、远程教育、电子政务、企业通信、宽带接入和星基

导航增强服务等领域。

2 北京大学7位学者历时7年刷新DNA测序精度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12月 14日消息称，北京大学教授黄岩谊黄岩谊带领的团队在《Na⁃
ture Biotechnology》在线发表《基于信息理论来修正错误的高准确

度荧光产生DNA测序方法》，他们利用7年时间，发明了纠错编码

（ECC）测序法，自此，中国基因测序技术拥有了独立自主的核心技

术与知识产权。ECC测序方法同样利用3种不同方式检测同一序

列，通过创建3个正交简并序列，将信息冗余和测序过程结合，发现

和纠正测序中产生的错误，从而大幅提升基因测序精度。

这标志中国学者已成功刷新DNA信息解读的精确程度，从根

本上提高了测序方法本身的精度，打破了国外在基因测序领域的技

术垄断，极大推动了中国生命科学与医学的研究发展，同时有望为

婴儿基因突变检测、循环肿瘤DNA等测序临床医学应用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更好的工具。

4 中国聚变能研究开启新征程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2月5日，“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集成工程设计研究”项目启

动会在中国科技大学举行，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正式开

始工程设计。

聚变能源由于资源丰富和接近无污染，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彻

底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以实现聚变能源为目标的

CFETR是中国聚变能研发必不可少的一环，直接瞄准未来聚变能

的开发和应用，将建成世界首个聚变实验电站。

此外，该项目的启动，也将为国家“十三五”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项目提供设计和建设基

础，进而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科学领域和核能创新

平台的建设。

1 人工智能找到了拥有八行星的“第二太阳系”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12月14日，美国航天局宣布，通过分析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

观测数据，在距离地球2545光年的开普勒-90星系中，又发现了第

8颗行星，这使得开普勒-90与太阳系并列成为行星数量最多的星

系。

这个发现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第一次使用了神经网络人工智能

技术。研究人员介绍，他们首先利用1.5万个开普勒信号训练神经

网络识别系外行星，在神经网络“学会”后将它应用于670个此前已

用其他方法找过行星的星系。这些星系都拥有多个行星，并被认

为能找到更多行星。

得克萨斯大学天文学家安德鲁安德鲁··范德伯格范德伯格是神经网络开发者

之一。他把开普勒－90星系称为“迷你版太阳系”，“你会发现小的

行星在内，大的行星在外，但一切都像被压缩过，距离非常近”。范

德伯格说。研究人员同时认为这个星系拥有生命的可能性不大。 5 中国学者首次发现3D翼龙胚胎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12月 1日，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汪筱林汪筱林领导的

新疆哈密科考队，在新疆

哈密戈壁下白垩统地层中

发现并抢救性采集了一件

超过 200枚翼龙蛋、胚胎

和骨骼化石三维一体保存

的重要标本，其中 16枚翼

龙蛋含有三维立体的胚胎

化石，这是全世界首次发

现 3D翼龙胚胎。这一成

果发表于《Science》。
科考人员在约 2.2 m

的地层剖面上，共发现 8
层化石富集层，其中 4层

含有翼龙蛋化石，这些化

石都赋存在风暴形成的事

件沉积中，揭示翼龙是由于湖泊风暴导致其集群死亡，快速埋

藏。通过对翼龙胚胎的研究，发现哈密翼龙的前肢发育要晚于后

肢，而且牙齿萌出较晚，出生后的幼龙只会走不会飞，还需要父母

照顾。首次对胚胎骨骼进行的骨组织学研究显示其主要由编织

骨组成，同时对比幼年和亚成年个体的骨组织类型，发现翼龙具

有较快的生长发育速度。

砂岩中保存的200多个翼龙蛋（IVPP V
18941-18943）。 红色的箭头表示有

胚胎的翼龙蛋；绿色箭头表示CT扫描的

三个翼龙蛋的位置；橙色箭头表示没有

胚胎的翼龙蛋。图中比例尺为100 mm
（图片来源：《Science》）

中国成功发射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

（图片来源：新华网）

6 中国将在2020年建成万米载人潜水器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4/30]

12月2日消息称，中国自主研制的4500 m载人潜水器“深海

勇士”号正式验收交付。中国自主研制的万米载人潜水器将在

2020年研制完成，前往马里亚纳海沟进行海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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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7年度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7 中国学者在SARS冠状病毒起源与进化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12月3日消息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科研人员在

SARS冠状病毒起源与进化研究中取得新进展，他们在中国云南

发现了一处蝙蝠SARS冠状病毒的天然基因库，研究揭示了中国

蝙蝠携带有不同株具有跨种传播至人群可能性的SARS冠状病

毒，揭示了SARS冠状病毒可能的重组起源，为相关疾病的预防

提供了重要依据。

研究人员对 11株新发现的 SARS冠状病毒进行了基因分

析，并对15株在该洞穴发现的毒株进行了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结果表明，流行于该洞穴的蝙蝠SARS冠状病毒在非结构蛋白基

因彼此相近，它们的部分基因呈现极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SARS冠状病毒的全部基因组组分都可以在这个SARS冠状病

毒的天然基因库中找到。

通过进一步的重组分析，研究人员在这些SARS冠状病毒基

因内部多个位点发现了频繁重组的证据，并推测SARS冠状病毒

的直接祖先可能通过这些蝙蝠SARS冠状病毒的祖先株之间发

生的一系列的重组而产生。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PLoS
Pathogens》。

12月 10日，2017年

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

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

学奖和经济学奖颁奖仪

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

摩举行。

获得 2017年度诺贝

尔物理学奖的是雷纳雷纳··韦韦

斯斯、巴里巴里··巴里什和基普巴里什和基普··

索恩索恩；化学奖得主为雅雅

克克··杜博歇杜博歇、约阿希姆约阿希姆··弗兰克以及理查德弗兰克以及理查德··亨德森亨德森；生理学或医学

奖被授予杰弗里杰弗里··霍尔霍尔、迈克尔迈克尔··罗斯巴什罗斯巴什和迈克尔迈克尔··扬扬；文学奖被

授予石黑一雄石黑一雄；经济学奖由理查德查德··塞勒塞勒获得。

在每个诺贝尔奖项评选委员会的代表分别介绍获奖者的成

10 世界首个模拟发电细胞“电器官”问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9/30]

12 月 12 日，

《Nature》发文称

欧洲科学家研发

了首个模拟发电

细 胞 的“ 电 器

官”。这是一种利

用生物相容性材

料制成的柔性超

级电源，灵感源于

电鳗，符合软体机

器人的需求，并将在移植物、可穿戴设备上发挥巨大潜力。

研究人员研发的模拟发电细胞的超级电源，是从“水中高压

线”——电鳗身上获得灵感。电鳗是一种以短暂强力放电而闻名

的鱼类，可以瞬间产生的强大电力击昏猎物。奇妙的是，它还能

随意放电、自行掌握放电时间和强度。电鳗所依赖的不是电池，

而是成千上万的发电细胞，这些细胞堆叠在一起可以大量放电。

下一代设计如改进性能，该系统将更广泛用于移植物、可穿

戴设备和其他移动设备电源，真正打开“电器官”供应的大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研究人员从电鳗身上获得灵感，研发出模拟发电

细胞的超级电源（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9 中国研发投入再创新高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12 月 10 日消息

称，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2016年全国科技

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显示，2016年中国研

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

15676.7亿元，比上年

增长 10.6%，增速提

高了1.7个百分点，再

创历史新高。

12月 7日对外发

布的 2016 年中国创

新指数测算结果显

示，2016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81.2，比上年增长 5.7%，呈现稳步

提升态势；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首次突破万亿大关，研发投入

强度超过欧盟15个初创国家2.08%的平均水平。一系列数据表

明，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创新型国家建设

持续推进。

这是自2012年以来研发经费增速持续4年下滑后的首次回

升，也是研发经费在经历了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个位数增长

后重新回到10%以上的增长速度。据了解，近年来中国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一直呈稳定上升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年缩小。

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1%，比上年提高0.05个

百分点，连续3年超过2%。

2017年度诺贝尔颁奖典礼

（图片来源：www.nobelprize.org）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制图：李姿阅）

万米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702所水

下工程研究开发部主任叶聪叶聪说，在7000 m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与4500 m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研制经验的基础上，万米载

人潜水器的研制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目前万米载人潜水器载

人球舱已完成出入口、观察窗的开孔工作，即在球舱上加工出

“门”和“窗”。载人球舱主体材料使用钛合金，相比“蛟龙”号与

“深海勇士”号，万米载人潜水器的球舱从材料、焊接到整体结构

“都已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潜水器在万米深海时每平方厘米承受1.1 t的压强，相当于在

指甲盖上放一辆汽车。载人球舱是保障潜航员生命安全的最重

要屏障。研究人员表示，中国万米载人潜水器球舱使用的钛合金

材料防腐能力强，预计可以使用30年。设计人员还推翻目前载

人潜水器球舱普遍使用的瓜瓣焊接方法，改为半球焊接，虽然工

艺更难，但此举减少焊缝、缩短工期，显著提高了球舱可靠性。

就之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向每位获奖者颁发诺贝

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今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为900万瑞典

克朗（约合1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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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承载着人类的梦想，是 20世纪

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

随着航空工业的发展，飞机不断突破和

超越，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国航空工业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相对落

后的位置，但伴随着一系列大飞机计划

的实施，中国航空工业近年来正迎头赶

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12月 24日，中国首款大型也是全球

最大的在研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在广东珠海成功首飞（12 月 24 日新华

网）。这是中国在大飞机领域研制工作

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填补了中国在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领域

的研制空白，为中国

大飞机家族再添一名

强有力的“重量级选

手”。

24日 9∶39，由机长赵生赵生、副驾驶陈陈

明明、机械师魏鹏魏鹏和监控观察员孙康宁孙康宁组

成的首飞机组，驾驶AG600飞机001架腾

空而起。飞机在珠海机场西南3000米高

度规定的空域内巡航平稳飞行约 60分

钟，完成预定试飞科目后，于 10∶43安全

返航着陆。首飞取得成功。

作为一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可

谓是上天下海样样精通。AG600总设计

师黄领才黄领才就表示：“这是一艘能飞起来的

船，也是一架能游泳的飞机。”AG600飞

机采用单船身、悬臂上单翼和前三点可

收放式起落架布局，选装4台国产涡桨-6
发动机，机长 37 m，翼展 38.8 m，机高

12.1 m，机身外部尺寸与波音 737相当，

最大起飞重量 53.5 t，最大巡航速度

500 km/h，最 大 航 时 12 h，最 大 航 程

4500 km。

中航通飞华南飞机工业公司董事长

刘祥仁刘祥仁介绍说，AG600是为满足森林灭

火和水上救援的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

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按照“水

陆两栖、一机多型、系列发展”的设计思

路，AG600兼顾改装成海洋环境监测和

保护等用途的可能性和灵活性。

水陆两栖飞机灭火是扑救森林火灾

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AG600最大载

水量 12 t，一次汲水时间不大于 20 s，单
次加油最大投水量约为370 t。如此优越

的性能可以显著提高中国应对森林火灾

的能力，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森林火灾带

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中国

作为一个海洋大国，长期以来面对海洋

救援能力不足的状况。近年来国家对海

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

护也愈发重视。AG600 速度快、航程大、

机动性好等优点使得它在未来的海洋事

业中可以大展身手。黄领才也曾对媒体

表示:“随着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未来海上丝绸之路航行安全的保

护、应急救援和支援保障，水陆两栖飞机

都将是非常给力的重器。”

大飞机的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是一

个国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

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此前，运-20
已经正式交付列装，C919也已经完成首

架机首飞。随着AG600的首飞成功，三

种型号的国产大飞机都已列装或试飞，

标志着中国大型航空装备产业迈入系列

化、专业化发展阶段。在AG600完成首

飞的同时，C919也传来捷报。2017年 12
月17日，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这意味着

C919大型客机逐步拉开全面试验试飞的

新征程（12月17日人民日报）。

17日 10∶34，由机长吴鑫吴鑫、试飞员徐徐

远征远征驾驶的C919飞机搭载观察员邹礼学

和试飞工程师戴维戴维、刘立苏刘立苏，从浦东国际

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共飞行两个小时，完

成预定试飞科目后于 12∶34安全返航着

陆。本次飞行初步检查了飞机起飞、着

陆性能与各主要系统、设备的工作情

况。飞行过程中检查了飞机襟翼收放、

起落架系统、导航通信系统状态以及加

减速特性等。

这是继首架C919飞机 11月 10日转

场陕西阎良以来，C919大型客机项目取

得的又一重要节点。根据项目计划，

C919飞机在研制期间共有 6架试飞飞机

进行试验试飞，2架飞机进行地面试验；6
架试飞飞机需要完成1000多项符合性验

证试验，2架地面试验飞机需要进行全机

静力试验和疲劳试验等。这些试验试

飞，将为C919真正投入使用打下坚实的

基础。

在 C919进行紧锣密鼓的试飞的同

时，它的优秀性能已经逐渐得到广大客

户的认可。12月5日，工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北

京签署 55架 C919大型客机购买框架协

议，此次签约使工银租赁C919飞机订单

总数达到 100架，成为

最大订单客户，C919的
订单总数也已达到 785
架（12月6日文汇报）。

除了航空工业，中

国的造船工业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而以造船工业为支撑，中国的远洋

科考船也在中国的科研事业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西一区时间 12月 11日

下午，中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向阳

红01”在南大西洋穿过西经20度经线，这

是“向阳红01”自投入使用以来首次从东

半球穿越进入西半球（12 月 12 日新华

社）。

“向阳红01”正在执行中国首次环球

海洋综合科考暨中国大洋 46航次，目前

科考队员已经圆满完成第三航段所有既

定科考任务，正前往智利蓬塔港进行补

给和人员轮换。此航段结束后，“向阳红

01”将前往南极地区，与“雪龙”号开展协

同科考作业。“向阳红 01”于 2017年 8月

28日从青岛起航开始本次环球科考，预

计于2018年5月15日返回青岛。这也是

中国首次将大洋科考与极地科考整合在

一起的环球海洋综合科考。

无论是冲上云霄的大飞机，还是遨

游大洋的科考船，都是中国科技创新的

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

国家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也离不开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在新的一

年里，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我

们国家的科技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

展，科技创新也将硕果累累。

文//鞠强

冲上云霄的中国科技冲上云霄的中国科技

杨书卷 （科技导报社）

中国航空工业以多型大飞机的成功研制为代表，已经走上发展的快

车道。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标志着中国科技正在冲上云霄。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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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铁路取得举

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以高速铁路、高原

高寒铁路、重载铁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

成果，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水平整体上

已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全球铁路合作正

处于难得的机遇期，经济全球化、区域经

济一体化需要铁路支撑，铁路也有效拉

动城镇化与就业率，中国高铁“走出去”

面临很好的机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铁道部副部长原铁道部副部长

孙永福孙永福

科学网 [2017-12-13]

我们见证了散裂中子源10多年的建

设历程，很快就可以盼到这项装置尽快

投入使用，在材料科学、新能源、化学化

工、软物质、生命科学等领域发挥重要的

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贻芳王贻芳

《文汇报》[2017-12-14]

数字空间是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系统之间、层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

间存在复杂的数据交互和关联关系，加

之“人”的因素的介入，使这一系统更为

复杂。这就需要钱学森的开放复杂巨系

统的思想。大数据不是单纯的技术问

题，“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遵循

系统科学的思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物医学中国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俞梦孙俞梦孙

科学网 [2017-12-12]

互联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互联网

人才的创新创业史。互联网是典型的技

术密集、知识密集和人才密集型产业，加

快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现代化互联

网人才，不仅是实现互联网创新发展的

客观需要，也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的必然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陈肇雄陈肇雄

科学网 [2017-12-06]

当前的“大数据时代”，还处在解决

简单系统的初级阶段。例如，在数据的

全面感知上，尚未做到完备性；在数据的

分析应用上，还远未达到“智慧层次”。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需要必须保持战

略清醒，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要

敢于颠覆、善于跨越。真正实现物理空

间向“数字中国”“信息中国”“智能中国”

“智慧中国”的升华，需要具备钱学森的

“深、广、久、独”，让“大数据”化为“大智

慧”，朝“后数据时代”迈进。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院长院长 薛惠锋薛惠锋

科学网 [2017-12-12]

中国现在是遥感技术大国，在“一带

一路”国家的建设中能够发挥重要的技

术支撑作用，可以通过“给予”的理念与

相关国家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交

流与合作。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具有宏

观、快速、准确等特点，能为“一带一路”

建设和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

策支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研究员研究员 郭华东郭华东

《科技日报》[2017-12-15]

中国广阔的海域、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扎实的科研条件，

为发展蓝碳奠定了坚实基础，蓝碳发展

潜力巨大。发展蓝碳，将会对这些生态

系统的健康和稳定起到促进作用，有利

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海洋生态养

护水平；未来，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变

现有保护格局，发展蓝碳还能提高地方

政府、企业和社会对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国家海洋局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国家海洋局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

张占海张占海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2-07]

中国高铁走出国门存在“重建设、轻

前期和管理”的问题。当地人技术和管

理能力较差，难以满足工程建设及高水

平运营需要，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

国际化铁路人才，制约了高铁走出去的

建设以及后期管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智库

执行副主任执行副主任 高敏高敏

科学网 [2017-12-13]

中国已制定了到 2030年的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战略。旨在通过大力推进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使中国传统能源

走上清洁利用的道路，推动可再生能源

高比例发展，使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

清洁能源满足。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韩文科韩文科

新华社 [2017-12-12]

工艺创新的难度比较大，源头可变

性比较少，全新工艺的开发是很难的，需

要很多年的积累，因此创新的空间比较

小。这是工艺创新型企业较少申报专利

的内在因素。不过，国内不愿申报专利

的企业不仅仅局限于工艺创新型企业。

究其原因，还在于国内对专利侵权的处

罚太轻，对创造者的保护不够，对于侵权

行为的处罚实施力度不够。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许光文许光文

《中国科学报》[2017-12-11]

宇宙线的研究非常困难。宇宙线是

带电粒子，碰到宇宙中无处不在的磁场

就会偏转。科学家尽量选择光子和中微

子作为研究对象，作为宇宙射线的伴生

物，这两种粒子是沿直线传播的，比较易

于用来回溯到产生地。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王祥玉王祥玉

新华社 [2017-12-12]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网站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

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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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被预测进一步加重全球变暖被预测进一步加重
2015年和2016年被称为有记录以来

的最热年。全球变暖成为这个时代绕不

开的科学议题。近几年关于全球变暖的

报道层出不穷，海平面上升、空气质量下

降、极端天气频发、生物多样性受创等被

认为是全球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7年 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

内基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Nature》上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21世纪末全球变

暖的预估值可能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最大排放场景下的结果还

要高 15%左右。也就是说，全球变暖可

能在一进步加重。文中利用气候模型进

行拟合，结果显示，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

将继续使全球变暖。但是，不同模型预

估的升温状况大相径庭，这增加了缓解

和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难度。

不过，部分学者和公众有时对于气

候模型的拟合结果似乎并不买账，尤其

是 2009年气候门事件后，这种不信任感

和对全球是否变暖的质疑从未间断。

全球气候变化模型到底准不准？

20世纪 70年代，计算机模型就用来

预测气候变化，而对于模型拟合的结果，

一直是质疑与支持各种半边天。部分科

学家认为，计算机交出的“成绩单”似乎

并不完美，尤其是涉及全球的气候变化，

由于这是一个可能会影响政府决策的科

学领域，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可能会影响

决策制定的拟合结果，科学家都抱有谨

慎的态度，当然这其中也不乏质疑之声。

在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的全球变

暖的减缓或者间歇期，一部分政策制定

者就对气候模型的精确性表示了担忧。

他们发现，当时很多气候模型所预测的

变暖速度都比这个间歇期所观测到的变

暖速度快。例如，2006年《Science》发表

的一篇文章中首次对当时的气候模型有

关降水量的预测精度提出了质疑。研究

人员在利用气候模型模拟过去20年的气

候变化时发现，这些被利用的模型不仅

低估了降雨量，同时也遗漏了一些重大

的气候事件。

2017年，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的 Iselin Medhaug及同事通过综述过往

文献，分析了 1998年到 2012年间的“全

球变暖间歇期”，他们重新评估了全球变

暖“间歇期”以来收集到的各种模型和观

测证据，研究结果发表在《Nature》上。在

这一时期（1998—2012年），模型显示，地

表温度未像气候模型所预测的一样上

升，同时部分模型也与观测证据出现了

矛盾。这一现象和结果，使人们对有关

气候系统的部分现有认识（如我们对人

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和自然变化率的

理解等）产生了质疑。不过，作者也表

示，模型拟合使用的不同数据、对间歇期

的不同定义等导致了误差的产生。他们

认为，通过对模型和观测结果的适当处

理，这种差异是可以被调和的。通过更

近年份的观测结果也发现，虽然全球变

暖经历了明显的间歇期，但是温度上身

的大趋势是不变的，2015年和 2016年仍

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两个年份。

此次，《Nature》发文称全球变暖可能

再进一步加剧，文章作者、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评估

了大量可用的气候模式，并用地球大气

层上方的能量收支观测数据进行约束后

得出这一结论。其实，在过去的15年，气

温上升变慢了，然而气候模型平均而言

预测了更多的变暖。科学家们慢慢开始

认识到为什么气温没有像预测的那样上

升。自然的可变性被认为是原因之一。

部分专家认为，气候在短期内会有波动，

气候模型并不能提供短期内（10到20年）

气候变化的完美预测，这并不意味着气

候模型不重要。

清洁能源或受影响

为了应对全球变暖，清洁能源被寄

予厚望。2017年 7月，《Nature》上发表的

一篇评论文章中，60多位科学家与商业

领袖表示，全球因燃烧化石燃料而排放

的二氧化碳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增长后，

在过去的3年里稳定了下来，这可能预示

着为缓解气候变化所制定的政策、所做

的投资正在起效，但步伐还需加快。因

为事关气候变化，时间就是一切。文章

作者提出了 2020年的里程碑，主要涉及

能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土地使用、产

业和金融6个板块，他们认为这些领域有

望在减排方面快速取得重大突破。

在这6个方面中，清洁能源被多国视

为是控制碳排放的有效措施。风能、太

阳能、海洋能等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科

学家和决策者们的青睐。目前，全球风

电场的产能正在快速增长，借此降低人

类对化石燃料能源的依赖。

2016年 6月 20日，麻省理工学院的

Valerie Karplus和清华大学张希良张希良研究

小组在《Nature Energy》上发文称，到2030
年中国可以通过风能满足 26%的预计电

力需求。研究显示这些风能只是中国所

有风力资源的 10%，并且调整中国依赖

煤炭的能源生产可以帮助中国达到 2030
年 20%的一次能源生产不使用化石燃料

的目标。不过2017年12月11日，在《Na⁃
ture Geo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中，美国科

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 Kristopher

Karnauskas及同事将全球气候模型模拟

结果与工业风能涡轮曲线结合起来，得

出预期气候变化对未来风能产能的影

响。区域性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影

响风能资源分布，风能资源受制于气候

变化的影响。文章指出，随着气候变暖，

预计北半球中纬度可用的风能资源将减

少，而风能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美国中

部、英国、爱尔兰、中东北部以及亚洲中

部、北部和远东区域是受影响较为明显的

地区；同时在高碳排放场景下，热带区域

和南半球可用的风能资源将显著增加。

所以专家指出，在应对全球变暖，只

能清洁能源政策时，单一种类的清洁能

源可能并不可取。

文//祝叶华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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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1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习

近平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农学会成立100周年，向中

国农学会全体同志、向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致

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农学

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农业学术性群众团体，是

中国近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

者。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农业绿色发展，深化精准扶贫，提高广大农

民生活水平，对农业科技和农业农村人才提出

了新要求。希望中国农学会发扬传统，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面向农业科技创新

主战场，在推动我国“三农”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

贺。中国农学会成立100周年回顾活动12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汪洋出席回顾活动并讲话。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学会代表、部分院士和农业专家学者，中国农

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获奖代表、台湾中华农学会代表等参加

了会议。

新华社 [2017-12-1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农学会成立100周年

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举行

12月 7日，由工信部、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协和江苏省政府共同主办，以

“聚·融·创·变”为主题的2017世界智能

制造大会在南京举行。江苏省委书记娄娄

勤俭勤俭出席大会，江苏省省长吴政隆吴政隆作主

旨演讲，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周济作主题报

告，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怀进鹏，工信部副部长刘刘

利华利华，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张敬

华华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副校长尤政尤政出席大会。本次大会分智

领全球高峰会、智领全球嘉年华和产品

技术展示三大版块，共吸引来自国内外

的300余家企业参加。

中国科协网 [2017-12-08]
“制造业+大数据技术”

主题论坛举办

12月 8日，由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组

委会主办，中国自动化学会承办，智能制

造推进合作创新联盟、工业控制系统信

息安全产业联盟、边缘计算产业联盟协

办的“制造业+大数据技术”主题论坛在

南京举办。论坛以“数据价值化知识自

动化”为主题，230余位来自石化、冶金、

航天、工业云、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的用户单位、设备生产厂商、设计院、

大学及科研院所的代表出席大会，深入

探讨智能制造背景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趋势和典型应用。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

事长、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桂桂

卫华卫华，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王

飞跃飞跃，ABB工业自动化事业部、机器人和

运动控制事业部中国业务发展和战略市

场总监张军张军，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副

院长、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与装备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孙彦广孙彦广，中国自动

化学会副秘书长、东南大学教授孙长银孙长银，

天泽智云解决方案副总裁史喆史喆，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商务智能&
大数据资深工程师王小玲王小玲分别作题为

《有色金属生产过程智能化若干问题思

考——人工智能助力制造业升级》《平行

制造：第三轴心时代的智能制造技术》

《ABB智能工厂——携手同心，共创智能

工厂未来》《钢铁工业智能制造与大数

据》《机器人集群的智能协同技术》《工业

智能原理与应用实践》《ERP与生产数据

融合的技术探索》的学术报告。

中国自动化学会 [2017-12-12]
“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

主题论坛举行

12月 9日，由美国环保协会承办的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

国合会）2017年年会主题论坛——“全球

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在北京举行，中国

水产学会参与论坛的筹备工作。约 200
位中外政府官员、观察员、专家学者和非

政府机构代表参加论坛。农业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副局长韩旭韩旭应邀作为嘉宾参加

对话，他着重从中国在保护海洋渔业资

源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在水生生

态保护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积极参与

全球海洋治理、履行国际社会义务等4个

方面介绍了中国政府如何担当起渔业大

国的责任。论坛分全球海洋治理之政府

对话、民间对话和机构对话3个环节。邀

请多国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科研机构

的嘉宾围绕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的

相关议题进行对话。与会代表认为，人

类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利用、污染和破坏

正在威胁着海洋的生态承载力，急需开

展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海洋治理，

建立一套更加全面、协调、跨部门合作的

综合自然资源管理政策体系，积极培育

绿色、循环、低碳的海洋新兴产业，加强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的可持续

发展。

中国水产学会 [2017-12-11]

2017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举行

12月 5日，主题为“新时代：林业发

展新机遇新使命新征程”的2017现代林

业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由

中国林学会主办，中国林学会竹藤资源

利用分会等协办。国家林业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建龙张建龙，全国政协环资委副主

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解振华，

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学会理

事长赵树丛赵树丛等出席。会上，解振华作题

为《坚定信心，积极推动全球气侯治理》

的报告。赵树丛提出了包括国土绿化的

空间格局问题在内的当前值得高度关注

和重视的15个重大问题。清华大学国情

研究院教授胡鞍钢胡鞍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杨锐杨锐、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副教授陈传波陈传波、福建农林大学校

长兰思仁兰思仁分别围绕论坛主题作特邀报

告。论坛开幕式上颁发了第14届林业青

年科技奖和第六届梁希科普奖。来自全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林学

会、分会（专业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各有关

司局及直属单位，林业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的领导和专家，企业代表，梁希科学技

术奖获奖代表等200多人参加论坛。

中国林学会 [2017-12-1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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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双一流””：：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双翼双翼””
2017 年 9 月 21 日，由教育部、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了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 42所（A类 36所、B类 6所），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 95所，建设学科共 459个。这

无疑如一声惊雷落地，标志着中国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进入“施工

期”。这一名单的公布引发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热议，自是几家欢喜几家忧，有人

力赞也有人存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为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国内

新形势下对高校建设的新要求，“双一

流”建设是中国针对深化改革的新形式、

新要求，积极整合教育资源，推动学科建

设的一次伟大尝试。这轮建设名单的遴

选，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了系统、科学、

审慎的论证，客观反映了以往高等教育

建设的成果，对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水

平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的顶尖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先

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

目”等重点建设项目，集中了优势教学资

源，使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的实力

与水平得到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在我们正

面肯定这些举措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

存在的身份固化、资源浪费、院校竞争力

缺乏、准入机制单一以及形式与内容趋

同等不足之处。与传统“211”“985”工程

相比，“双一流”战略并非简单升级，更不

是“换汤不换药”。“双一流”建设就是要

引导高校直面问题和挑战，根据办学规

律大力推进综合改革，真正激发高等教

育的深层潜力。要深入理解“双一流”战

略就要从其本质特征入手，来剖析其自

身特点；同时我们也需要从教育规律角

度进行深入思考，妥善处理“双一流”战

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中国顺利实现

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

性跨越。

1 “双一流”战略的本质特征

中国“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推动一

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因而剖析“双一流”战略的

内在特点，才能更好的理解其本质与目

标之间的紧密连接性。

1.1 强调一流学科的基础作用

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元，是世界一

流大学的重要基石。过去，大学发展相

对强调的是整体发展，重点并不在于学

科，学科发展未曾被广泛关注；现在提倡

既要发展大学，也要重视学科。过去一

直采用集中化的发展路线，一个大学想

要发展，首先必须成为重点大学，这样学

科也就容易变为重点学科。在这种量化

评估的环境下，那些未被列入重点发展

名单的大学中有个别突出的学科要想成

为重点极其困难。为此，许多特色类院

校不约而同地朝着综合类院校的方向转

型，客观上造成了形式和内容趋同的局

面。此次一流学科的发展规划坚持以学

科为基础，鼓励高校个性化发展，学科建

设也可以成为特色类院校冲破瓶颈的突

破口，为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和优势学

科提供了机会，高校可以另辟蹊径，以特

色胜出，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不

乏有网友评论“一流学科”名单中评选出

来的“一流学科”并非是各个高校的顶尖

学科。比如作为文科强校的复旦大学，

其新闻专业意外落选，航空航天机械制

造专业却当选为复旦大学的“一流学

科”。无独有偶，以文史哲见长的山东大

学和四川大学，此次入选的所有双一流

学科均为理工类学科。综合各方面因

素，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这

一现象。

首先，从高校内部资源配置角度而

言，高校作为理性经济人，希望通过扶持

新兴学科或者欠一流学科的方式来提高

自身的综合实力。正如木桶理论所描述

的，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

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组织的整体

水平。上榜“双一流”名单意味着国家丰

厚的资金扶持，相比较已经名列前茅的

优势学科，对于类似于复旦大学这样的

文科强校而言，理工类学科更需要政策

倾斜和研究经费，这是学科和高校之间

博弈的结果。

其次，从国家战略需求角度来看，国

家战略是遴选“一流学科”的重要标准。

浏览名单之后不难发现，上榜学科中理

工类学科占据大半江山。这是因为相比

较文史类学科，理工类学科不仅在科研

成果转化中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而且

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有

着明显的不可替代性。“一流学科”正是

在统筹考虑国家战略、行业区域急需、不

可替代性等因素的前提下所做出的重大

决策。

最后，我们要明确的是“一流学科”

重点在于建设，而不是盲目地将上榜学

科认定为“一流学科”。“一流学科”是一

个动态发展过程而非静止不变的定论。

1.2 采用国际化的评价标准

本次“双一流”名单的评选充分显示

了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评价标准所表现

出的国际化特点。过去，我们更多将目

标导向定位为国内高校和学科，拘泥于

中国自己的体系内进行对比；而双一流

建设方案将国际一流大学和学科作为认

定标准，以此衡量中国高水平大学建设

成效。这一举措是中国积极主动适应当

今物质、信息、人才大量流动的全球化世

界的重要表现。在全球化不可逆转趋势

的背景下，中国高等院校必须在国际化、

·科技建议·

11



科技导报 2017，35（24）www.kjdb.org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确定自身定位、寻

求发展路径，才能紧跟甚至引领时代的

潮流。

纵观西方国家的一流大学，之所以

让全球学子深切向往，就在于国外高校

拥有极强的国际化视野，且重视国际化、

全球化的发展。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

曾用“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师资，一流的

学生和一流的评价”来描述一流大学。

这意味着，学生在国际范围招收，教师在

国际范围招聘，科学研究在国际范围开

展，办学在国际范围进行，眼光聚焦于国

际大势的发展，实力和水平更应在国际

范围进行比较。

从名单中不难发现，之前一些令人

看好的高校并未当选一流高校，只是部

分学科进入了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如中

国科学院大学、湘潭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一些“非 211”
高校，如山西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

医科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虽实力雄

厚，却并未在“双一流”名单中看到它们

的身影。对于游离在“双一流”边界的大

学，“双一流”是一把双刃剑，机遇和风险

并存。一方面，对于5年之内即将进入就

业市场的高校学子而言，原本并非出身

名校，此次“双一流”的评选也未增强其

就业竞争力，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

于高校本身而言，“双一流”的评选结果

直接影响了政府政策的倾斜力度以及资

源的支持程度。另一方面，用国际一流

大学和学科的标准来评估高校在末期的

“建设”成果，这将激励在此次评选中出

局的高校正视差距，在下一轮评选之前

调整发展规划，缩短其发展周期，克服急

功近利的短视思想，立足全球视角，从世

界一流大学身上汲取优点，思考高等教

育的内在规律，用国际化的评选标准要

求自己，走出一条符合自身也适应国际

化发展的道路，争取在下一周期进入“双

一流”的榜单。

1.3 实施动态化的支持机制

此次“双一流”战略中实施动态化的

支持机制，不搞“终身制”，打破身份固

化，尤其引人注目。《实施办法》中明确，

在建设过程中对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

制、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开放竞争、以绩

效评价为主的调整机制。在建设中期、

末期进行绩效评价，根据建设成效和评

价结果浮动式地调整支持力度，建立有

进有出、动态调整机制，形成开放竞争新

格局，进一步推动中国高校建设和学科

建设良性发展。从“双一流”名单中不难

发现，该名单包含了全部“211”“985”高
校，在 42所一流高校中，所有“985”高校

都被包含在内，且在A类的36所高校中，

大多数出自以往的“985工程”名单，而

“211”高校以百分之百的比例入选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值

得注意的是，此次B类的 6所高校中，郑

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3所原本“非

985”高校也排列其中，有力的说明了在

“双一流”的评选机制下，综合考量了学

校当前的综合实力以及未来的发展空

间。这一举措以5年为期限，实行动态化

管理，打破了原有院校的身份壁垒，消除

了高校终身标签化的影响，摆脱了中国

高校发展和学科设置趋同的现象，打破

了一旦被选中就一劳永逸的局面，充分

调动了院校自我管理、自我激励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过去高校的声誉与招生分

数线的设置与其是否为“211”或“985”工
程直接挂钩，而这种头衔多半是政府所

给予的。此次“双一流”战略之后，高校

所获得的声誉以及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支

持额度是与考评结果直接挂钩的，这将

激发高校的竞争意识和内在动力，促进

高校的个性化发展。

1.4 注重协同合作的保障制度

看他山之石，美国的大学一直以来

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成为很多国家

学习的对象。共同治理是美国大学办学

文化的核心之一，不同利益相关者相互

合作、相互信任，共同承担着大学发展的

责任。本次出台的“双一流”战略中协同

合作的保障机制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来看，协同

治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命题的基本趋

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

径。它力图把企业、第三部门以及公民

纳入到治理的范畴，旨在强调资源的最

优化利用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协同合

作这种共享的价值理念，在一定意义上

借鉴了协同治理的核心思想，在“双一

流”建设过程中重新发掘政府和社会的

功能与角色定位，争取实现互利共赢。

就高校内部而言，“双一流”战略是师资

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学科发展

重心调整、成果转化方式变革的综合举

措，是一种有机结合而非各组成部分的

简单相加。就高校外部而言，“双一流”

建设削弱了外界对于高校发展方向和模

式的束缚与制约，政府和社会乃至企业

重新明确自身定位：政府和社会不再是

高校发展方向的主导者，而是服务者和

促进者，应尊重高校自身所遵循的规律

和选择路径；企业也成为高校成果转化

有力的支持者，为高校发展提供雄厚的

资金支持。与此同时，高校影响力的提

高不仅会增强国家竞争力，带来巨大的

社会效益和国际影响力，科研成果的转

化也会为企业乃至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

收益。这种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合作理

念，在为高等院校的发展营造平等和谐

环境的同时，也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增

加了更多的话语权。

2 “双一流”建设的关键问题

“双一流”既是一个突破性工程，也

是一个引领性工程、示范性工程，“双一

流”建设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极

好的机遇，但其中的关键问题需要妥善

处理，才能更好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全

面发展。

2.1 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动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高等教育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高校的根本任务

和首要职责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大

学产生与存在的根本理由，教学与科研

活动都应该围绕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而

展开。教学作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

核心，旨在通过直接的课堂授课来传授

知识，培养人才；科研则作为间接手段，

则是通过对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来补充

教学，除了要有显性的经济价值之外，更

要有显性的教育价值，服务于学生的全

面发展。从现状来看，中国部分高校并

没有认清二者的关系，而是过分强调科

研的重要性。学术水平高的教师往往忙

于科研工作而远离讲台，更无暇指导学

生；而乐于教学的教师又有很大一部分

人远离学术前沿。“双一流”建设对科研

成果的考量无疑会加大高校对于科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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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投入力度，这将进一步加剧高校其

他功能的弱化，导致各个功能发展不均

的局面，不利于高等教育内涵式的发

展。教师是教书育人的主体，加强高校

教师队伍的建设，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尤

为重要。因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让

有重大科研成果的教授回归讲台，通过

教学、讲座、研讨会等丰富的形式，把国

内外前沿的科研成果传授给学生，提高

高校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国际视野。

2.2 稳步实现学科建设与特色发展

高校内涵式发展还强调学科建设和

特色发展，这将直接影响到高校学科之

间的交叉融合。当前高校存在着学科设

置滞后于时代发展需要的问题：新兴学

科的发展依附于一流学科，不利于新兴

学科自我发展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传

统重点学科难以为学科建设做出贡献，

不利于人才培养和教学文化传承功能的

发挥。以公共管理类专业为例，作为一

个和现实结合较为紧密的专业，其与现

实的结合可以称为“急国家之所急，急国

家之未急”。学生在互联网的包围中快

速地接收信息，然而课堂传统的教学方

式却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在这种背

景之下，我们应该重视学科交叉视角下

的量化研究方法，借助理工类学科的突

出特色，通过实验性学习小组和跨学科

非常规学术活动等方式开展教学，培养

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与此同时，“双一

流”的特色发展必须是建立在教学质量

基础之上的特色发展，是学科交叉融合

基础之上的学科特色，而不是一味标新

立异。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只有在质量

基础上追求自身特色发展，才能不断提

升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

2.3 妥善完成“双一流”的“去行政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诸多科

研成果以不同的形式走向市场，带来了

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中国正处于一

个重要的转折期，当前的背景对科研成

果转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高校目

前拥有大量专利和成果，然而很多专利

未被利用，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存在着企

业与高校沟通不足、成果不能及时投入

生产过程中以及科研选题缺乏实用性、

专利可用程度低、科研技术不够成熟及

资金和设备条件有限等问题。此次“双

一流”战略针对这一困境也开出了良药

秘方：科研人员应该拓宽思路，在科研选

题时注重实用性，以企业和社会需求为

导向大胆创新；高校应该为科研营造良

好的环境，高层应加强与企业和政府的

联系，做到充分沟通；政府应该积极组织

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工作，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在各个

利益主体之间营造一种长期稳定的互利

合作关系。

当然，站在机制体制建设角度，我们

应该进一步意识到，“双一流”要想真正

落实动态化的绩效管理，促使高校之间

公平竞争，还应该全面深入思考体制方

面的因素。长期以来，高校与教育行政

部门之间形成了“管办评”不分离的现实

状况，资源配置管理、编制管理、预算管

理以及绩效评估都由行政部门一手操

作，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教育行政部门

既是监督者又是评估者，高校和学科能

够进入“双一流”名单，是高度行政化的

体现。在这种机制下，很多细节难以落

实。因此应充分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

“去行政化”，实现“管办评”分离，在教育

质量评价的过程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机

构。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提出的，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办法管

理教学科研人员，一流科研机构、一流高

校、一流科技成果从来不是靠政府部门

的工作人员管出来的。高校教育管理应

该将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与教育管理的

特殊规律相结合，在内部管理内容和方

式上实现民主化，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

权，激励高校自我管理的意识。

3 “双一流”建设：任重而道远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之“双翼”，为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插

上了翅膀。“双一流”战略引导高校在动

态化的支持机制下，以国际化的评选标

准自我完善，是中国面对新时期的时代

需求做出的战略调整，这将推动中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复合

型人才。

我们在肯定“双一流”的同时，还应

深入思考如何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

系、如何实现学科建设以及特色发展、如

何实现“双一流”的“去行政化”等问题。

“双一流”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

调整，入选过程严格且残酷，一旦入选就

会被贴上“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标

签。获评“双一流”固然荣耀，不仅会带

来丰厚的科研资金支持还会赢得良好的

外界声誉。然而，当我们为获评“双一

流”的高校鼓掌欢呼时，更要明白，动态

的评选机制也存在很大的风险，这就意

味着5年之后，“双一流”高校也有可能被

动态调整掉，“一流”标签一旦被撕去，对

高校的冲击力可想而知。经济学中“损

失厌恶”的理论形容贴切：人们面对同样

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

他们难以忍受。一旦高校在下一轮评选

游戏中出局，失去的不仅仅是经费的支

持，其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学生招生与

就业、校友影响力、教师考核评价与职称

评选等都会受到冲击。大学获选“双一

流”所带来的收益，远不及这种标签被得

而复失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大。在“双一

流”的游戏规则中，“不输”其实比“赢”更

重要。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之“双翼”，是要引导高校在动态化的支

持机制保障之下，以国际化的评选标准

进行自我完善。在下一周期评选之前，

需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动态完善，积极

纳入第三方评估体系，精准评价，客观评

选。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协同合作，

相信中国将产出更多被世界所公认的科

研成果，逐渐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

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前提下，满足全球化、

国际化的发展需求。

文//叶中华
作者简介：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

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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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建议·

最近，人工智能（AI）研究不断取得

新突破，几乎每周都有新型的应用出现，

从智能化网络攻击检测到如何帮助顾客

挑选合适时装等，将给人们的生活、工作

和娱乐方式带来深刻影响。然而，仍有

公众对人工智能存在认识上的误解，需

要予以澄清。特别是政策制定者们在人

工智能技术革新的推动、管理等方面将

发挥重要作用，更应避免一些误解。

1 对人工智能认识的误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

类制造的机器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它

不断掌握新技能，能力越来越强大。因

此很多人担心，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

很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统治”地位。持

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人工智能聪明

到可以开车、识别图片、打败世界围棋冠

军、确定癌症病变以及完成语言翻译，那

它不久就有能力完成人类所能做的任何

事情。

其实，这种观点存在误区。他们将

最近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进展，理解为

AI已经取得能够复制人类智能的飞跃式

发展。对于人工智能进展更恰当的理解

应该是人类在信息处理能力方面的提

升。当前，所有人工智能应用的共性是

发现庞大数据集中的各种微妙模式，而

这一过程被称作机器学习。当然，数据

种类千差万别，它们可能是行车记录仪

的字节流、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围棋游

戏、数字化X光片，也可能是庞大的人工

翻译文件等。但我们应明白，这远未达

到复制人类洞察能力的程度。

关系型数据库给我们提供了结构化

信息（主要以二维表形式呈现）的组织和

分析方式。同样，新型的机器学习技术，

使我们能够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组织和

分析。这本身是一项重大的科技进步，

再加上信息采集和传输庞大数据能力的

大大提升，其潜在影响是巨大的，未来几

十年，这种影响还会继续扩大。

对于这种即将到来的技术进步，人

们会很自然地问道：人工智能对于国内

或国际间的竞争和商业会产生何种影

响？有些国家领导人已经在对新型“军

备竞赛”发出警告。比如，最近俄罗斯总

统普京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谁可领导人

工智能的发展，谁就可成为世界的统治

者。”这听起来有点夸张，但又确实向我

们提出了新问题，即人工智能会促使国

际秩序重新洗牌吗？如果确实如此，那

哪个国家又将具有持续的优势？

显然，美国已经抢先一步。当前很

多人工智能的重大进展源于美国，美国

在人工智能教育项目上发展快速，同时，

各个行业也都在致力于将这项新技术应

用到自身业务中去。不过，这种优势很

有可能是短暂的。

首先，这种新技术并非凭空而来，而

是在软件工程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就像

分布式计算技术或计算机动画制作技术

一样，都是基于原有信息技术的综合集

成与创新发展。因此，随着各种工具的

不断完善，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开发、部署

各类应用，从而降低投资成本。

另外，人工智能并不依赖某些“保

密”技术，以形成持续优势或构成准入门

槛。相反，即使在美国的各企业之间，人

工智能技术本身（不同于数据）算不上竞

争优势，小公司可以和大公司一样，毫不

费力地有效开展创新。无论是在国内还

是在国际，今天的“技术秘方”很容易被

人复制或分享，且不说许多公司还提供、

出售各种人工智能工具。如果美国想试

图控制人工智能工具的出口或销售，这

种努力必定是徒劳的，因为人们可以从

全球其他来源获得类似工具，比如中国。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需

要特定设施（如超洁净车间）或丰富实践

经验的信息技术领域，其他国家也在快

速赶上美国，这些领域包括高密度集成

电路和平板显示器等。在人工智能方

面，获取自然资源或专业材料已不成竞

争障碍。

再次，新型人工智能应用的首要价

值在于数据，而不是算法。人工智能研

究人员通常认为，在机器学习方面，数据

越多越有利。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方法

也许有很多，但对大量相关数据的采集

总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数据越“整洁”越

好。数据集规模越大，训练结果就会越

精确、越好用。当你将机器学习看作模

式发现的过程，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了。掌握的实例越多，在数据集中区分

噪音和渐行变弱的信号也会更为容易。

2 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势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具备显著

且持久的优势。比如：在中国，有更多的

数据用于实现和优化各类有价值的应

用，并且采集、分享这些数据的障碍很

少。此外，政府具有更强大的推动创新

应用的组织动员能力。

1）中国产生的数据量大。众所周

知，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有更多

的人口，这会直接或间接生成大量数据，

而且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网络化

的提高，这种优势还会继续增加。在美

国，谷歌等公司研发了很多基于文字指

令或口头语言进行控制的新产品。通过

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大量英语文本和语音

消息进行分析，能够大大提高应用程序

的指令接受范围和精确度。在美国约有

2亿人使用短信发送服务，占美国总人口

的 60%（不同于中国，美国人很少发语音

消息）。在中国，仅微信就有超过 6.5亿

的活跃用户，而微信还只是诸多常用消

息业务中的其中之一。腾讯拥有的可用

数据量高达谷歌的3倍多，因此在研发可

直接理解书面和口头自然语言的应用方

面，明显比谷歌更具优势（谷歌仅占美国

2/3的市场）。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在这

方面将获得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人们从

手机和计算机上发送的文本信息量。实

际上，人们的很多活动都将产生大量数

据。共享单车使用数据、生日派对快照、

诊断用医疗扫描、汽车事故数据、银行存

取款、农田卫星图像等，所有这些数据都

将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

2）中国有着对个人数据共享的文化

中国如何在人工智能赛场上脱颖而出中国如何在人工智能赛场上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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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相比于许多其他国家，中国拥有

的另一个长期优势是对个人数据共享的

文化认同。在美国和欧洲，法律严格限

制对个人信息的采集，限制个人数据的

保留时间，并对数据共享人员作出严格

限定。的确，这有助保护个人隐私，但同

时也限制了通过机器学习构建人工智能

应用的技术创新活动。比如，在美国，个

人医疗信息为个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可

被雇主、保险公司，甚至自己的家人共享

使用。这在人工智能诊断研究方面构成

巨大障碍，因为研究人员很难或无法获

得足够数据，开展算法研究。另外，这也

给对潜在恐怖分子的追踪（这也是美国

重要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之一）带来重

重困难，因为美国政府明确禁止在美国

境内采集或追踪个人信息，除非有法庭

指令，而获得该指令并非易事。

即使在美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

间也是严格限制数据共享的。比如，除

非在极特定的情况下，负责助学贷款的

政府机构不可查看个人纳税申报单。美

国非法移民可以在公立学校上学，不用

担心被驱逐出境，因为美国联邦法规定，

学校不可以从移民署官员那里查询学生

的公民身份。

3）中国的政治结构适于开展那些在

其他国家难以或无法开展的“重大实验

项目”。比如，在各类道路和高速公路上

开辟出专用通道之前，无人驾驶汽车的

诸多经济优势，无法完全实现。在人类

司机和自动驾驶共存的道路上，安全跟

车距离等参数要求只能保持在较低水

平，以适应人类司机较慢的反应时间及

其他局限性。现在，一条高速公路处于

最大通行量时（即各车连续按限速行

进），由于安全距离的限制，在任何时间

点实际只有约 15%的路面被汽车占用。

而如果从政策上为无人驾驶汽车专门开

辟出道路，即禁止人工司机在某个车道

或道路驾驶，安全车距就有可能大为缩

短，这样在高峰时刻，有望使现有道路容

量提高3倍以上。

在多数西方国家，要想达成政治共

识，不让人工司机在某些道路或城市行

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的规划

管理相比更为集中，因此更容易指定特

定空间开展重大实验项目。例如，上海

以西的芜湖市有望成为世界上首个开辟

人工司机禁行的全自动驾驶道路的城

市，在美国这种举动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可以针对重点

领域开展更大型、更长期的投资，比如中

国当前正在大力发展高铁和太阳能，中

国也可以将某些城市指定为特定技术的

“卓越中心”。例如，美丽的山城贵阳被

选为大数据、云计算和技术型初创公司

的聚集中心，产业的要素聚集效应有力

促进了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

3 对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建议

随着对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了

解，中国政府正处于加速人工智能发展

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增加投

入或启动新计划，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

这项重大技术的发展。

1）在实用人工智能工具和相关培训

方面加大投入。开发出实用的软件工具

和开展初级人工智能工程师培训计划，

对于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发挥重

要作用。在未来 5~10年，我们有可能看

到类似HTML网站开发所经历的转型。

起初，HTML网站开发需要熟练程序员的

参与，如今得益于易用工具和网站主机

服务，HTML网站开发的门槛已大大降

低。当前，中国有多家世界级人工智能

研究中心（如清华大学），政府可以鼓励

中文人工智能软件工具的开发，并在全

国各技术院校设立指导课程。另外，相

关在线教育培训也可并行开展。

2）制定国家数据保护策略。应认识

到数据是一项重要战略资产，需要收集、

保护和使用，而不仅将焦点聚集在软件

研发上。通常，我们总是在了解其用处

后才去保存数据。相反，为了推进人工

智能发展，重要的一点是，要将数据更多

地视作一项自然资源加以保护，以备将

来之需。广泛收集越多可用的数据，基

于该数据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应用会越

实用。

3）实施数据汇聚和共享计划。在美

国，道路起初往往为私人所有并运作，后

来才被政府连通，供大众免费使用。同

样，将数据汇聚起来并使之共享，未来数

据价值就会大大提高。个体公司自然希

望保护自己的数据，以提升自己的商业

利益。但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如果社会

能将这些私有信息汇聚起来并扩大其可

用范围，其价值将是非常显著的。这也

并不是说所有专有信息都须贡献出来，

让竞争对手也可免费使用，而是政府可

对某些能让公众受益的战略型数据进行

组织。这些数据可以从私人公司那里购

买，或制定相关规则，确保私人组织持有

的有价值数据采用标准化格式，以方便

该数据与其他数据源的汇聚。比如，现

在美国要求所有医疗保健组织按标准电

子格式保存病历，以便为个人患者在更

换医生或转院时提供方便。

4）开展公共基础设施优化改造，加

快某些人工智能应用的部署。在许多地

区，人工智能价值的充分发挥，取决于对

现有公共空间或设施的建设。比如，行

人可能不愿意与送货机器人共享人行

道，这就会限制送货机器人的发展与使

用，因此有必要为这些机器人指定专用

通道；再比如，要求送货机器人在出行高

峰时间的拥挤空间（如，火车站等）完成

自主导航，或者要求机器人操作适用于

人眼和人手操作的购票机器，不仅可能

影响公众的日常活动，而且无疑将大大

增加其功能设计的复杂性，并且限制了

这些机器人的使用。未来，城市中高层

建筑可能需要配置独立的自动机器入

口，包括配置有标准无线协议的专用电

梯，以方便这些智能化机器很方便地进

出电梯并到达目的地。

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将在未来国际

战略优势对比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更重

要的是它将成为一种通用型经济力量。

人工智能终将像汽油发动机、个人电脑、

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等发明一样具有实

用价值，并被广泛使用。各国技术竞争

也将促进该项技术向更有利于惠泽全人

类、增加人类财富和减少贫困，并为个人

提供新发展机会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

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战略路径，对于创造

中国人工智能的美好未来将发挥重要作

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杰瑞·卡普兰

作者授权翻译：李修全
作者简介：美国斯坦福大学福里曼·斯普

利全球研究所客座教授，畅销书《人工智

能时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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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FAST———脉冲星观测研究的利器—脉冲星观测研究的利器
闫振 1,2，沈志强 1,2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上海 200030
2. 中国科学院射电天文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摘要摘要 2016年9月25日落成的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目前全世界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

镜。在调试期间已成功发现了脉冲星，实现了国内设备发现脉冲星的零突破。脉冲星是宇宙中的一类奇妙天体，是验证强引力

场、强磁场和高密度等极端物理环境下物理规律的“天然实验室”。作为脉冲星研究的利器，预计FAST大规模巡天能够大幅提

高已知的脉冲星数目。FAST还将在低频引力波探测、脉冲星物理、星际和星系际介质探测、脉冲星时间尺度建立及脉冲星导航

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上述研究中，国内天文设备取长补短、相互补充，有望实现中国脉冲星观测研究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 射电望远镜；脉冲星；引力波；星际介质；星系际介质

2017年 10月 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世界最大

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成功发现并认证了2颗脉冲星[1]，

这是中国科学家利用国内自主建设的设备首次发现脉冲星，

振奋人心，意义重大。

脉冲星因产生具有严格周期性的脉冲信号而得名，诞生

于大质量恒星耗尽其燃料后的超新星爆发。大量观测分析

表明，脉冲星典型质量为 1.44倍太阳质量，但其半径却只有

10 km左右，具有非常强的引力场，密度甚至高于原子核，可

达 1014 g/cm3。一块橡皮体积大小的脉冲星物质与地球上所

有人的总质量相当。脉冲星磁场也异常强，有的脉冲星磁场

可高达几百亿T。目前，地面实验室所能获得的最强磁场记

录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创造的 100 T，仅为脉冲

星磁场强度的亿分之一。由此可见，作为宇宙中一类非常奇

妙的天体，脉冲星是验证强引力场、强磁场、高密度等极端物

理环境下物理规律的“天然实验室”。

脉冲星的周期性脉冲在星际空间传播过程中与星际介

质相互作用表现出色散现象。同时，脉冲星的星际闪烁、法

拉第旋转等现象亦非常明显。这些观测现象是探测空间电

子分布、磁场分布等星际及星系际介质分布的探针[2-3]。脉冲

星也是探测宇宙空间中引力波的重要工具[4]。

自 1967年第一颗脉冲星被发现以来[5]，脉冲星研究一直

是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而且长盛不衰，被列为20世纪60
年代四大天文发现之一。到目前为止，脉冲星的相关研究已

两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次是脉冲星的发现（1974年获奖），

另一次是发现脉冲星双星系统并通过对其脉冲到达时间监

测验证爱因斯坦引力辐射预言（1993年获奖）[6]。尽管对脉冲

星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和成果，

例如通过脉冲星到达时间观测验证了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引

力辐射的存在，发现了第一个太阳系外行星等。但是，对脉

冲星物理的认识还处在刚起步阶段，还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领

域，还有各种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如脉冲星的形成过程、物

理本质、辐射机制等。

1 FAST——脉冲星观测研究利器
由于绝大多数脉冲星只在射电波段具有辐射，射电观测

无疑是脉冲星研究的重要手段。脉冲星信号极其微弱，对目

前已测得流量的1761颗脉冲星的统计发现其1.4 GHz流量分

布在 0.01~1100 mJy（注：1 mJy=10-29 W·m-2·Hz-1），中位数仅

为0.40 mJy。只有利用大口径望远镜才能成功探测到如此微

弱的信号。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射电望远镜都把脉冲星观测

研究作为一项重要课题，例如美国阿雷西博305 m、美国绿岸

100 m、德国埃费尔斯贝格100 m、英国洛弗尔76 m以及澳大

·科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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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帕克斯64 m等大口径望远镜。除了阿雷西博外，其他望

远镜均采用全天可动的轮轨式结构。考虑到望远镜重量、钢材

应力等因素，采用该结构的望远镜理论口径极限约在150 m。

中国FAST射电望远镜定位为工作在低频的一台超大型

射电望远镜，其工作频率覆盖范围为 70 MHz~3 GHz。为突

破射电望远镜的百米口径工程极限同时大幅度降低工程造

价，无论在设计理念还是工程概念上，FAST都进行了大胆创

新。它利用贵州天然喀斯特洼坑作为台址，由4450块可调节

反射面板构成500 m口径球冠主动反射面，其指向跟踪及定

位则采用轻型索拖动机构和并联机器人实现（图 1[7]）。与美

国阿雷西博 305 m望远镜相比，FAST将多覆盖 2～3倍的天

区，灵敏度也提高 2.25倍左右[8-9]。综合考虑FAST望远镜的

工作频段、观测灵敏度及脉冲星辐射特性，可以得出FAST将

成为脉冲星观测研究利器这一毫无争议的结论。

FAST观测研究脉冲星的威力在发现新脉冲星这一事件

中得到了展示。图 2是FAST首批发现的两颗脉冲星 J1859-
0131（编号FP1）和 J1931-01（编号FP2）的归一化平均脉冲轮

廓和单脉冲 [1]。图 2（a）为FP1平均脉冲轮廓，红色和黑色实

线分别表示FAST在 520 MHz约 52.4 s漂移扫描和帕克斯望

远镜L波段约 2100 s积分结果。图 2（b）为FP1单脉冲轮廓。

图 2（c）为FAST采用跟踪观测 5 min获得的另一颗新脉冲星

FP2的单脉冲轮廓。这两颗脉冲星的周期分别为 1.83 s和
0.59 s，分别距离地球 1.6万光年和 4100光年[1]。对比图 2（a）
积分轮廓，尽管FAST的积分时间仅为帕克斯的1/40，但其观

测信噪比却高出 3倍左右。考虑到脉冲星平均谱指数约

为-1.4，尽管观测波段不同，FAST 观测威力仍可见一斑。

FAST可清晰地探测到脉冲星FP1的每个脉冲轮廓，但是通过

图2（a）积分轮廓信噪比推断帕克斯在L波段显然无法探测到

该脉冲星每个脉冲细节信息。

2 FAST脉冲星观测研究展望
1）脉冲星搜寻

脉冲星搜寻即搜索发现新的脉冲星，这是其他一切脉冲

星研究的基础。根据预测银河系内潜在脉冲星数目约为

150000颗。考虑到脉冲星辐射扫过地球的概率，可被探测的

潜在脉冲星数目为（30000±1100）颗[10]。但是，目前仅有2700
颗左右的脉冲星被发现，还不到总数的10%。澳大利亚帕克

斯射电望远镜在脉冲星搜寻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原因是该望

远镜在技术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特别是配备了13波束L波

段接收机后，在 1997—2008年发现了 983颗脉冲星，占当时

已知脉冲星总数的一半以上[11]。随着后续工作的开展，帕克

斯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占已知脉冲星总数一半的记录依

旧保持。

FAST将配备 19波束多波束接收机系统，比帕克斯望远

镜多波束系统还多 6个波束。和使用单波束接收机的FAST
观测相比，其巡天效率将提高 19倍。FAST既支持漂移扫描

观测模式，又支持定点跟踪观测模式。漂移扫描观测模式利

用地球自转对感兴趣天区进行系统性快速扫描，可以保证在

有限的时间内对尽可能大的天区搜索发现脉冲星和快速射

电暴等。由于FAST具有非常高的灵敏度，尽管该观测模式

积分时间非常短，但仍旧能够保持较高的脉冲星探测率。先

期的FAST脉冲星巡天将采用漂移扫描模式。此外，FAST将

有目的地针对特定区域采用定点跟踪这一深度“曝光”模式，

进行更高灵敏度的脉冲星搜寻。根据FAST的灵敏度及脉冲

星样本进行蒙特卡洛模拟，预计FAST可发现的 4000颗脉冲

星，接近目前已知脉冲星总数的2倍[12-13]。尽管是模拟结果，

但可以肯定FAST巡天将大幅提高已知脉冲星数目。

2）基本物理问题研究

FAST脉冲星巡天应该不仅增加已知脉冲星的数目，而

且还有望发现一系列具有独特性质的脉冲星，例如脉冲星-
黑洞双星系统、亚毫秒周期脉冲星、大质量双星系统等。通

过对脉冲星-黑洞系统到达时间的监测，将可以精确测量黑

洞质量及其自转。这对黑洞无毛理论的验证具有重要意

义[14]。目前对于脉冲星本质上是中子星还是夸克星存在理论

上的争议，亚毫秒周期脉冲星以及大质量双星系统的发现将

帮助澄清该争议[15]。除此之外，大样本脉冲星的观测对脉冲

星辐射机制、内部结构、星系以及宇宙学研究等都具有重要

意义。

图1 利用喀斯特地貌在群山之中建成的FAST射电望远镜

Fig. 1 The photo of the FAST built in the
Karst depression

图2 FAST新发现2颗脉冲星的脉冲信号展示图

Fig. 2 Pulse signals of the two pulsars discovered by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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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力波探测

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了著名的广义相对论并预言了

引力波的存在。当引力波传播时，时空将在垂直于传播方向

挤压和拉伸。但这种变化极其微小，很难探测到。经过多年

努力，美国的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LIGO）在2015年9月
14日首次成功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编号GW150914）。数据分

析表明，该引力波源是距离地球十几亿光年之外的两个质量

分别为29倍和36倍太阳质量的恒星量级黑洞并合事件。该

项研究工作成功打开了人类认识宇宙的新窗口，使得天文学

研究进入多信使时代。2017年，该研究工作被授予了诺贝尔

物理学奖。

以 LIGO为代表的地基激光干涉仪探测器对于高频（约

为十至几千Hz）引力波比较敏感，这些高频引力波主要源自

恒星量级的致密天体合并。星系量级的黑洞合并事件主要

产生甚低频（1~100 nHz）引力波，由空间中多颗毫秒脉冲星

组成的脉冲星计时阵是探测该类引力波的有效工具。毫秒

脉冲星自转特性非常稳定，其脉冲抵达地球的时刻可以精确

测量。引力波引起的时空涟漪会引起脉冲星到达时间的扰

动。由广泛分布于天空中多颗毫秒脉冲星组成的计时阵，可

有效剔除各种干扰信号，有望成功测量上述时空涟漪。世界

上有多个引力波探测阵，主要基于帕克斯、阿雷西博、绿岸、

埃费尔斯贝格等大型射电望远镜。这些阵列既相互竞争又

相互合作。目前尚未能利用上述脉冲星计时阵成功探测到

引力波事例主要受限于如下两个因素，一是脉冲星观测灵敏

度仍不够高，二是高速自转特性稳定的脉冲星数目仍非常有

限。FAST的参与则有望突破上述限制，不仅可大幅提高观

测灵敏度，而且可以发现更多自转更加稳定的脉冲星[16]。

4）星际以及星系际介质探测

脉冲星的脉冲信号在穿越星际（或者星系际）介质的过

程中，会受到星际（或者星系际）介质的影响，产生色散、散

射、闪烁、法拉第旋转等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以

反演星际（或星系际）介质的分布情况。目前已知的脉冲星

都在银河系及其卫星星系大、小麦哲伦云内，利用有关观测

数据建立的银河系电子密度模型还比较粗糙 [17-18]。相对而

言，我们对星系际介质更是知之甚少。FAST脉冲星巡天有

望大幅提高脉冲星数目，甚至在近邻星系发现脉冲星以及快

速射电暴等系外脉冲星类天体。对上述天体的观测研究，将

有助于深入了解星际以及星系际介质，进一步建立并完善有

关模型。

5）脉冲星时间尺度及导航

利用 FAST对脉冲星观测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还将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目前地面实验室最精确的

时钟为原子钟。协调世界时就是联合使用分布在全世界的

200多台原子钟而产生的。但是，原子钟的长期稳定性不太

理想。长期观测研究表明，毫秒脉冲星到达时间可保持长期

稳定，以 PSR J1603-7202为例，它的周期在 100万年才增加

0.0000005 s。将来，有望利用多颗周期稳定毫秒脉冲星建立

“脉冲星时”，与实验室的原子时互为补充、相得益彰[19-20]。

毫秒脉冲星还是将来深空自主导航的“灯塔”。对于发

送到太阳系外的飞行器，目前所用的导航方式都将失效，因

为在飞行器看来，整个地球近乎一个“点”。而脉冲星信号为

周期严格的脉冲，其特性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的信标

信号类似。深空探测飞行器同时观测3颗以上毫秒脉冲星，

就可以获得飞行器自身的空间位置信息，实现自主导航[21]。

FAST脉冲星观测将显著丰富周期稳定毫秒脉冲星的样

本，还可以提高毫秒脉冲星观测信噪比并提供更加精确的星

表，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脉冲星到达时间特性。这是将来建

立脉冲星时和飞行器定位精度的基础。

3 结论
FAST在完成有关科学目标的过程中，肯定不是孤军奋

战。在FAST科学新闻发布会中提到的2颗脉冲星，目前只知

道其周期和大致距离，后续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如，脉

冲星年龄多大，运动速度是多少等。对于FAST望远镜新发

现的脉冲星，通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后续长期监测，一

方面是为了对其进一步认证，另一方面是为进一步揭示其物

理性质，这些有关任务可以由其他射电望远镜协同完成。中

国已先后建成了上海佘山25 m、新疆南山25 m、北京密云50
m、云南昆明 40 m以及上海天马 65 m等全天可动射电望远

镜。这些望远镜可以组成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网开展

高精度脉冲星天体测量学研究[22]，还可以部分完成FAST新发

现脉冲星的后续监测任务。上海天马望远镜也已成功探测

到FAST新发现的一颗脉冲星。而且上述望远镜可以在相对

高频对FAST新发现的部分脉冲星进行观测，以和在较低频

率工作的 FAST相互补充，此外也可与中国的空间硬X射线

调制望远镜（HXMT）开展协同观测[23]，这对了解脉冲星辐射

物理大有裨益。

总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在科技领域投

入的持续增加，FAST等一批望远镜的建设和投入观测运行，

一定能提升国内脉冲星研究水平，为最终实现从跟随到引领

国际前沿的转变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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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 sharp tool to do pulsar studies

AbstractAbstract The 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 which is independently designed and built in China, is
the largest single-dish telescope on the earth.The construction was completed on September 25th, 2016. A few new pulsars were discovered
by the FAST during its commissioning phase, as the first pulsar discovery with the telescope in China. The pulsar is a fantastic object,
which serves as the natural lab on the sky for studies of the extreme physic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strong gravitational field, the strong
magnetic field and the high density. The FAST is a very useful tool for pulsar studies, and can make breakthrough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boosting the pulsar number, detecting gravitational wave, studying the interstellar and intergalactic medium, building the pulsar timescale
and the deep space navigation system, and others. In the field of pulsar research, all kinds of telescopes may play a role, and it can be
anticipated that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FAST, the domestic pulsar research will have a leap forward.
KeywordsKeywords radio telescope; pulsar; gravitational wave; interstellar medium; intergalactic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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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据估算，全世界有20亿人口由于微量营养素缺乏处于“隐性饥饿”状态，“隐性饥饿”正成为胁迫人体健康的重大隐患，在

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明显。欧美国家建议通过生产功能食品解决这一世界难题。研究表明，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很早就通过食

品强化、工业强化、膳食多元化和食品增补等措施尝试消除“隐性饥饿”，但因为经济、管理、基础设施等多种原因，迄今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隐性饥饿”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作物育种、农艺等生物强化技术生产功能

农产品已成为新的热点，与传统技术手段相比经济可行、技术可靠、公众接受度高，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具有较好发展前景。为

此，中国有关专家提出发展功能农业的战略,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重视，开展了功能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一些技术取得重

要突破。综合国内外经验和研究成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隐性饥饿”问题，需要以全产业链方式发展功能农业产业，技术研究和制

度建设同步进行，前者包括育种、农艺、微生物强化等6大技术体系的研发，后者重点是建立多主体、多部门联合实施机制。可以

预见，功能农业有望在未来解决国内外“隐性饥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还可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国际化发展战略提供新思路和新策略。

关键词关键词 微量营养素；生物强化；功能农业；隐性饥饿

长期以来，粮食短缺和食品安全一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19世纪开始，先后通过 4次农业革命，即 19世纪 90
年代的农业机械革命，20世纪初的农业化学革命，20世纪前

半叶的杂交育种革命以及20世纪下半叶的“绿色革命”，粮食

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目前，人类温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

缓解。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5年统计年鉴，世界人

均日摄入膳食热量从 1990年的 2597 Kcal提高到 2014年的

2903 Kcal,平均膳食能量供应充裕度分别是 113和 123，这意

味着膳食供给已超过人体生存的能量需求 [1]。然而，早在

2001年，Gillespie等[2]就指出，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营养过剩

和营养不良的双重威胁。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

农组织把膳食中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称为“隐性饥饿”（hid⁃
den hunger）。201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

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指出，全球约有 20亿人在遭受

“隐性饥饿”，即摄入足够碳水化合物、脂类、蛋白质等大量营

养素外，微量元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世界卫生

组织在 2015年报告中指出：世界有近 50亿人存在不同形式

的微量营养素缺乏。大约有20亿人患有贫血症，大部分是因

为缺铁所致。有近 20亿人缺碘，缺锌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7.3%。世界上有2.5亿学前儿童饱受维生素A缺乏的困扰，

还有相当多的孕妇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面临风险[3-4]。Valen⁃
ca等[5]发现，非洲大陆缺少钙、锌、硒、碘和铁的人分别占其总

人口的 54%、40%、28%、19%和 5%。2016年，国际食品政策

研究所（IFPRI）发布的《2016年全球营养报告》中指出，世界

上每 3人之中就有 1人营养不良，表现为发育不良、个体消

瘦、过度肥胖、缺乏重要的维生素或矿物质等，营养不良已成

为一种全球“新常态”。在亚洲和非洲，每年营养不良造成的

经济损失相当于 1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2008—
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损失。在美国，当家庭中有1人
患有肥胖症时，该家庭每年需支付的额外医疗费用相当于其

年收入的8%。在中国，糖尿病患者每年会因患病损失16.3%
的收入。现代医学发现，70%的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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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癌症、肥胖症、亚健康等都与人体营养元素摄取的不均

衡有关，“隐性饥饿”正成为人们健康的致命杀手[6]。

就中国而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中国居民营养状况概括为：面临“能量过

剩”和“微量营养素缺乏”双重挑战。2002年卫生部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了中国居民营养状况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城乡粮

食供应充足,居民能量需要已经满足,温饱得到保障，但仍存

在亟待解决的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主要表现在贫血症患者

众多，钙、维生素A、叶酸摄入不足[7]。据估算，中国有1140万
6岁以下儿童缺乏维生素A，微量元素锌和铁摄入不足群体

分别是 8600万和 2.09亿，2.6亿人因叶酸摄入不足健康受到

影响，食物源营养素摄入不足导致慢性病高发的问题备受关

注[8]。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中国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和癌症的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提供了

2010—2013年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情况：中国居民三大营养

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供能充足，能量需要得到满

足。目前存在的营养不良主要包括3种形式，即营养不足、发

育迟缓和消瘦，微量营养素缺乏症，超重和肥胖[9]。

根据FAO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有20亿
以上的人遭受由微量营养素缺乏导致的“隐性饥饿”，中国则

有3亿，还存在几亿潜在群体，例如中国有2/3的人口存在不

同程度的硒摄入不足[10]。可见，“隐性饥饿”是全世界当前和

未来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2008年，欧盟提出发展功能食品

策略[11]，中国以赵其国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农业领域战略

研究组编纂的《中国至 2050年农业科技发展路线图》中首次

提出“功能农业”，具体是指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或其他生

物工程技术生产出具有健康改善功能的农产品，例如富含

硒、锌、钙、铁、碘和维生素等明确为人体健康所需营养物质

的功能农产品，从而解决因微量营养素缺乏导致的“隐性饥

饿”。功能农业被视为继高产农业、绿色农业之后的第3个发

展阶段，把农业从“吃饭产业”变为了“健康产业”，带动“农业

增效、农村增力、农民增收、人民增寿”[12]。在中国主要农产品

持续增产、农业效益增长乏力的大形势下，功能农业为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1 解决“隐性饥饿”的技术研究与应用
1.1 传统技术手段及应用

事实上，隐性饥饿很早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研

究机构的高度关注，并一直在试图解决。为消除由于微量营

养素缺乏导致的隐性饥饿，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国家和国际

组织层面上大致采取了食物强化、工业强化、食物增补及食

品多元化等策略。

发达国家较早认识到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并采取相应

措施解决，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值得借鉴。在工业化

国家，食物强化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策略之一，所谓食物强化

就是在食品中添加矿物质和维生素。碘盐是最为成功的食

物强化事例之一。食盐加碘强化1922年始于瑞士，而现在为

了控制碘缺乏性疾病，WHO推荐碘盐的广泛性强化。最近

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控制碘缺乏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

面包和牛奶中添加不同矿物质和维生素也在工业化国家取

得成功[13]。工业强化是指那些消费量大的主要食品在加工过

程中进行微量营养素添加，然后通过市场机制输送给需要的

受众群体，这种方法在发达国家也获得成功。最为明显的例

子是全球市场流通的小麦面粉26%被加以工业强化，受益群

体达到 18亿人[14]。食品增补被认为是短期内最有效提高营

养健康的方式，包括药丸和即食矿物质营养液的生产和配

送。发达国家在国家层面取得成功的策略还包括农艺措施，

例如硒具有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提高免疫力功能，芬兰

通过农田施用富硒肥，成功提高食品作物中硒含量和公众日

均摄入量，从而提高全民血清中的硒含量。土耳其通过施用

富锌肥等农艺措施解决农业土壤和主要粮食作物中锌缺乏

的问题[13]。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利用后发优势，汲取发达

国家经验，实施了多项政策并启动若干营养干预项目。统计

数据显示，这些政策和干预项目成效显著，为其他面临相似

问题的亚洲国家树立了良好榜样。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一

个启动的是食盐加碘工程，其后又启动了补充维生素A项

目。2003年先后启动了西部省份的面粉添加维生素A和B
项目，5省2市、14个厂家参与大豆酱加微量元素铁。这些活

动取得巨大成就。食盐加碘工程通过10年努力，中国甲状腺

患者急剧减少，从最初的超过 50%降低到不到 5%。1998年

对维生素A添加工程评估，结果显示仅此 1项每年挽救近 7
万儿童生命，使同样数量的人免于永久性失明[15]。

1.2 现代技术研究与路径

在技术研究层面，科技工作者更加注重的是生物强化、

微生物干预、农艺强化或干预等。生物强化是指通过基因工

程和传统育种等手段提高农作物微量营养素含量。微生物

干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将有益细菌移植到植物根部，通过

一系列机理促进作物生长。农艺干预是通过一系列农艺措

施促进作物对微量营养素的吸收[13]。生物强化是目前研究的

热点。1993年前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下属的

研究中心首先提出培育富含微量营养素作物新品种的设

想。1995—2002年，这些工作在CGIAR微量营养素项目支持

下得以启动，富铁水稻、高维生素A玉米、富铁大豆及高维生

素A甘薯成为主要目标。2003年生物强化挑战项目启动，随

后更名为“Harvest Plus”，Plus不仅指在高产的基础上，作物

新品种富含更多营养，还是为联合多学科与多部门共同解决

隐性饥饿问题而搭建的一座桥梁[16]。Saltzman等[17]对国际生

物强化工程做了阶段性总结，认为生物强化工程包括传统育

种强化和转基因强化，前者实施的作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

等粮食作物，以及橙色甜土豆、木薯、小米、豆类、小扁豆、豇

豆、香蕉、高粱和土豆；后者包括黄金大米、木薯、香蕉和非洲

高粱。通过对非洲莫桑比克和乌干达橙色甜土豆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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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认为项目达到预期效果。中国关于生物强化的技术研

究开始于 20世纪 90年代末，重点研究如何提高小麦、水稻、

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中的铁、锌和维生素A含量的技术，中

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规模开展植物育种工程的国家 [15]。

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康奈尔大学、国际热带农业研究

所、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共同启动了中国生物强化项目。截

至2016年，中国参与该项目的专家团队已经育成18个含铁、

锌和维生素A的作物新品种/品系，涉及铁、锌、维生素A源、

叶酸等多种微量营养素及玉米、甘薯、小麦、水稻等作物，部

分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14-16]。

在微生物干预方面，Rana等 [18]发现，促进植物生长的根

际细菌由于能够减少化肥、农药和其他农业化学品的应用，

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主要粮食作物和大部分蔬菜、水

果作物都利用丛枝菌根来促进作物对土壤中微量矿物质元

素的吸收。此外，Kumar[19]发现植酸、酚和多酚、血凝素类及

因为重金属污染土壤导致种子和籽粒中富集的重金属，都能

抑制植物类食品中微量元素的生物利用率。Graham等 [20]、

Welch[21]、White等[22]在一些食物中发现了一些促进微量营养

素富集的物质，例如存在于新鲜蔬菜水果中的有机酸（维生

素C、延胡索酸、苹果酸盐、柠檬酸）；存在于深色蔬菜和橙色

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存在于菊苣、大蒜、洋葱、全小麦、洋姜

中的菊粉和非益生菌等，存在于肉类中的蛋氨酸、半胱氨酸、

组氨酸等。如何消除抑制因子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促进因

子的积极作用成为今后微生物强化的研究重点。

除了育种强化和微生物干预，农艺强化同样受到学术界

高度重视。Cakmak[23]认为农艺生物强化和基因生物强化是

提升谷物微量营养素富集的关键。基因工程育种虽然具有

持续性和高效性，但周期长、投入大，因此通过农艺措施和传

统育种方式更加切实可行。Saltzman等 [17]认为，农艺生物强

化主要是通过微生物肥的开发和使用，对于水稻作物能够实

现大部分预定目标，而叶面肥在玉米微量营养素强化中的效

果不明显。因此，农艺生物强化可以作为植物育种的补充，

进一步加强研究。Valenca等[5]关注非洲隐性饥饿问题，认为

虽然从长期来看，基因生物强化可能成本更低，但就非洲目

前情况来看，农艺强化尤其是微量元素肥与化肥、有机肥结

合，是提高主要农作物产量和微量营养素富集度、缓解非洲

面临的大面积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最有效措施。Alloway等[24]

认为，相对于固态肥，液态肥在提高主要食品作物产量和微

量营养素富集方面更具有优势。Wang等[25]通过实验发现，富

锌叶面肥能够增加谷物产量和籽粒的锌富集，叶面肥与杀虫

剂同时使用对作物生长没有不良影响。李丽霞[26]发现微肥能

够提高谷物、蔬菜、水果的产量和微量营养素的富集，但需要

加强对环境影响的研究。此外，科学家还探讨了间套作等其

他农艺措施。Cakmak[27]发现，谷物和大豆套种，能够增加作

物根部、叶和籽粒对Fe和Zn的吸收。李可懿[28]研究发现，翻

压绿肥、增加施氮量,小麦籽粒氮、硫、钙、铁、铜的富集呈现增

加趋势。Singh等[13]提出了畜禽饲料的生物强化，即通过培育

高产优质的饲料作物和加强对生物强化作物的非食用部分

的饲料化，提高畜禽对微量营养素的吸收，进而通过食物链

使人类受益。Díazgómez等[29]发现强化后的食品在后续加工

和储存过程中都会造成微量营养素的流失，提出加强后续环

节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微量营养素的技术研究和实践推广

应用结合日益紧密。2013年，中国农业部启动了国家公益性

行业（农业）科研专项“优质高效富硒农产品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该项目由中国农业大学主持，包括16家科研单位、18
家地方政府及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参与课题研究和技术示

范。截至 2017年，该项目围绕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养

殖、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已经开发出100多项富硒技术及作物

专用肥，申请20多项专利，在硒强化剂领域，如化学纳米硒和

生物纳米硒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为中国居民定量化科学补

硒提供了可行性技术支持，目前已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富硒

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累计示范面积超过20万亩。2015年成

立了拥有上百家企业参与的“中国富硒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并从 2015年开始每年发布《中国富硒农业发展蓝皮

书》[30]。功能农业的首创者赵其国院士带领其团队围绕锌、硒

等微量元素开展研究，针对关键技术展开攻关，相关技术已

经在水稻、小麦、茶、果蔬、水产、禽蛋等30个大宗农副产品中

得到应用。此外，还制定了20多项产品技术标准和5项地方

种植标准，并在全国建立了一系列示范基地[12]。

综上所述，生物强化、微生物干预、农艺强化和畜禽饲料

的生物强化等系列技术都是注重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作物、畜

禽和食品对微量营养素的富集，达到解决“隐性饥饿”的根本

目标，以上技术实质上都是功能农业的主要技术路径，属于

功能农业范畴。就目前的技术研究而言，国内外学术界注重

前端品种培育、作物栽培等，而对功能农产品的后续加工和

微量营养素的定量化补充技术重视不足。因此，功能农业必

须扩展其内涵和外延，从品种选育、农田栽培和管理扩展到

产品精深加工、标准制定、功能产品质量及实施效果的监测

和评估、废弃物处理和循环利用等，功能农业需要以全产业

链的方式解决“隐性饥饿”问题，为人类健康发挥应有的作

用。

2 解决“隐性饥饿”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2.1 传统技术推行的成本与障碍

在国家层面，虽然食品强化、工业强化、膳食多元化、食

物补充等策略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功，但普遍认为这些

方法均存在缺陷（表 1），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

区。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消除隐性饥饿方面不成功的案例同

样值得反思和借鉴。印度从1970年开始就推行“营养性贫血

症控制方案”，结果由于管理混乱、缺乏配套资金、物流不畅

等问题而收效甚微。此后又在全国推行铁-叶酸增补计划，

也仅仅覆盖 30%孕妇和 10%成年女性。1990年世界儿童峰

会，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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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联合国发展署（UNDP）等采取行政强制和传统的公共

健康干预策略，共同发起消除微量营养素缺乏活动，计划在

2000年消除或者明显减少铁、维生素A和碘的缺乏状况，结

果以失败告终。在 2001年，联合国大会制定“千禧年目标”，

计划到 2015年通过消除微量营养素缺乏从而消灭极端贫困

和饥饿，减少儿童死亡率，提高母亲健康，微量营养素补充是

主要措施，但同样没达到预期效果。最为典型的是世界卫生

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起的泰国—缅甸边境地区的维生素A增

补计划，每颗维生素A成本是0.1美元，但加上物流和人力投

入，最终其成本上升到每粒1美金，该项活动的年支出成本是

5亿美金。其后采取作物生物强化措施，10年成本为 400万
美金，年均成本仅为原来的 0.2%[31]。可见，不做好经济和社

会成本评估，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系统组织和物流网络，即

便是联合国和政府组织实施的活动，同样也会付出昂贵的经

济、社会成本，却达不到预期效果。

表1 传统技术消除隐性饥饿方法存在的缺陷

Table 1 Defects of eliminating hidden hunger by conventional technologies

传统技术

食物强化

工业强化

膳食多元化

食品增补

存在缺陷

对食品加工水平要求较高，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构建分配网络，提高了食品价格；单一微

量营养素添加与多元成分添加成本一致

加工过程中导致微量营养素流失，影响食品质量；依托市场实施，需要相关技术和完善的

物流网络

对经济和环境条件要求较高，贫困家庭可以利用的资源有限；成本昂贵，难以大规模实施

不适合大规模群体，而且应该在第一时间被其他强化措施替代，否则时间越长，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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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代技术推行的成本与障碍

目前，对于消除隐性饥饿的成本效益定量分析，失能调

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表示某人因

为疾病或者意外事件而失去的生命年数）成为医学界和学者

普遍使用的一个指标。一般认为，在某一特定情况，比如硒

元素缺乏所引起的患病、残疾及早亡等所有疾病负担的总

和，以失去的生命年数来表示就是DALY。世界卫生组织等

通过计算“每挽回1个失能调整生命年的费用”（cost per DA⁃
LY saved），评价各种营养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他们认为，

如果挽回 1个DALY的费用低于每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该措

施“非常经济有效”；如果是年人均国民收入的 1~3倍，则为

“经济有效”[16]。相关研究人员对消除隐性饥饿不同方式也做

了相应经济评价。Valença等[5]发现基因生物强化成本远高于

农艺强化。Gregory等[34]对包括农艺强化、育种、食品增补等

方法减缓锌和铁缺乏进行了定量评价（表 2）。可以看出，作

物育种是最经济的方法，其次则是施用叶面肥等措施。

Saltzman等 [17]发现，通过转基因技术强化的作物在非洲

受到普遍抵制。Van等[41]认为，通过基因工程实现作物生物

强化从理论上已经得到证实，但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

者而言，还面临社会经济、健康、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挑战。

De等[42]发现，通过基因工程实现的作物强化并没有被大部分

潜在受益群体所接收，即便是在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

义和不科学的规则使得基因工程强化的作物难以推广。除

了消除贸易障碍，建立完整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也是非常必

要的。

由此可见，以国家和国际组织作为实施主体，采取食品

强化、工业强化、食品增补在内的措施经济成本不低，对基础

设施和运行机制要求相对较高，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

区。相对而言，现代育种技术、农艺强化是消除隐性饥饿的

有效措施，成效显著，前景较为乐观。然而，就基因技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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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国际学术界主流群体对于通过基因技术实现作物强化解

决“隐性饥饿”不持反对态度，但在具体实施中面临系列社

会、政治、法律阻力。因此，面对“隐性饥饿”，学术界普遍认

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传统育种、农艺强化性价比

最高、可持续性最强，因此，今后重点应该围绕食品作物开展

各种生物强化技术研究。但无论哪种措施，都必须对经济、

社会等系列成本做充分评估，否则，即便是联合国等相关机

构组织的活动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所以，在研发相应技术

体系的基础上，有效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3 功能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策略
3.1 技术研发是基础

从目前来看，为解决“隐性饥饿”问题，国际社会以农业

为主体在酝酿“第二次绿色革命”，既要解决食品数量的问

题，又要解决质的问题。为此，欧盟有关机构提出“功能食

品”概念，即“一种食品如果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对身体某种

或多种机能有益处，有足够营养效果改善健康状况或能减少

患病，即可被称为功能食品 [11]”。王瑛等提出发展“功能蔬

菜”，指出要实现功能蔬菜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其产业化

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功效性与安全性评价，以及良

种培育和规模化生产配套技术。经过学术界的大力提倡，已

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回应。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

强现代生物和营养强化技术研究,挖掘开发具有保健功能的

食品。”2017年2月，农业部在《“十三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

中强调，要突破“品质与营养功能成分识别评价鉴定技术”，

要求主要食用农产品营养功能评价体系基本建立，营养功能

组分基本摸清。同年3月，农业部在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主

食加工业提升行动的通知》中要求：加强现代生物和营养强

化技术研究，针对老人、儿童、学生、孕妇、“三高”病人等特定

人群，开发营养均衡、药食同源等功能性主食产品[44]。科技部

在 2017年 5月公布的《“十三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

指出：在功能保健型营养健康食品与特殊膳食食品开发等方

面迫切需要科技引领，“研发和创制适用于肥胖症、糖尿病等

代谢综合征类、婴幼儿和其他特定（特需）人群，以及特殊环

境工作人员的营养强化食品和专用型膳食健康食品”[45]。

2017年6月，科技部在发布的《“十三五”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专

项规划》中要求：深入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

和加快部署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加快突破新一代系统设

计育种、合成生物学等农业重大科学与前沿技术问题 [46]。

2017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的通知，通知指出以改革创新驱动营养型农业，加大力

度推进营养型优质食用农产品生产，提升优质农产品的营养

水平，创立营养型农产品推广体系，促进优质食用农产品的

营养升级扩版等。2017年9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

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

见》中强调，开发绿色优质、营养健康的粮油新产品，增加功

能性淀粉糖、功能性蛋白等食品，加大对营养健康等领域相

关基础研究和急需关键技术研发。可见，加强功能农业的技

术研发和产业体系的建立已经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47]。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就技术角度而言，实现功能食品向

功能农业转化势在必行，即建立集研发、生产、消费、监测于

一体，一二三产结合的功能农业产业链。功能农业应该是以

农艺生物强化技术研发为核心，建立完整的技术体系，为功

能农业产业体系奠定基础，具体包括以下6种技术。

1）育种强化技术。以高产、富集微量营养成分、抗病、提

高种子活性、发芽率、抗非生物胁迫和耐受性为目标，采取传

统植物育种、突变育种、分子育种等多种方式，有选择地发展

基因工程，培育适合不同地域、气候条件富集微量营养素的

种子，包括高能量和单项营养素富集、多项微量营养素富集

的品种。育种既包括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也要

有针对性地选择具有地域特色、适应能力强、推广潜力大、经

济价值高的豆类、蔬菜类、菌类、药材类作物。

2）农艺强化技术。土壤施肥改良技术的改进。建立不

同区域土壤基本要素数据库，包括土壤质地、温湿度、酸碱

度、养分交互机制、有机质、氧化态、粘粒含量、根际层等，掌

握各地区土壤中微量元素基本状况，通过增施微量元素肥，

使缺乏微量元素的土壤整体得到改善。

加强微量元素叶面肥、水溶肥技术研发。根据不同区域

和作物种类及微量营养素富集目标，研发相应的叶面肥和水

溶肥。同时研究将传统土杂肥、畜禽粪便肥转化为微量元素

肥的技术。

优化施肥技术研发。根据作物品种、环境、土壤物理和

生物化学机制和其他要素，建立相应优化施肥技术。通过优

化宏量元素肥和中量、微量元素肥之间的平衡施肥，测土配

方施肥，作物残余循环利用，减少元素之间的拮抗作用，提高

土壤肥力，促进作物对微量营养素的吸收，以及可食用部分

微量营养素的富集。

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管理技术的研究。根据不同作物生

产体系和模式，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标准化、规范化的整地、播

种、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控、采收、存储技术，建立不同地区

和不同作物的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

间套种技术、立体栽培技术和无土栽培技术研究。研究

谷物和豆科作物的间套种对提高土壤生产力和微量营养素

富集机制。通过发展立体栽培和无土栽培技术，实现富集微

量营养素的食用菌、蔬菜瓜果、药材等大规模生产。

3）微生物强化技术。通过分子生物技术，降低植物体内

植酸含量，减缓植酸、酚和多酚、纤维等抑制因子（inhibitors）
对微量营养素的抑制作用，提高作物对土壤中不需要和有毒

重金属的耐受性，发现潜在的抑制因子。

研究通过植物和动物体内的促进因子（promoters，包括根

际细菌、AM菌根菌、维生素C、延胡索酸、苹果酸盐、柠檬酸、

类胡萝卜素、蛋氨酸、半胱氨酸、组氨酸等），减缓和消除各种

抑制因子的抑制作物，强化作物对微量营养素的吸收，促进

食物链的微量营养素富集，同时发现潜在的促进因子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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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机理。

4）养殖强化技术。培育富集微量营养素的牧草，加强富

集微量营养素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非食用部分饲料化研

究。研究氨基酸微量元素螯合物作为新型饲料添加剂，实现

富集微量营养素饲料的多元、高产、优质高效。研究传统和

集约化养殖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实现种养循环，发展富集微

量营养素的养殖产业链。

5）精深加工技术。加大产品深加工技术研发力度，通过

对富集微量营养素的初级农牧产品的精深加工，发展功能性

饮品、果品、美容品、保健品、护肤品等，实现产品的系列化、

多元化，实现功能产品的保值增值，研发相应的冷冻冷藏、保

鲜、包装、物流配送技术，延长功能农业产业链，实现一二三

产业的有效融合。

6）监测和评估技术。研究和完善监测技术，加强富集微

量营养素作物在育种、种植、养殖、加工、使用、废弃物处理和

再利用过程全产业链的监督和监控。建立包括对土壤、作

物、产品、环境全方位监控评价技术，建立相应质量标准体

系。加强对功能农业产业链条上不同群体的监测和评价，检

测和评估功能产品的使用效果、防范潜在风险。

3.2 制度建设是保障

从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的实践来看，传统的依

靠单一部门、群体和技术，利用单一渠道无法最终解决庞大

群体面临的“隐性饥饿”。因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在

《2016年全球营养报告》认为，技术推广，制度先行，各国政

府、资助方和研究人员应当携手合作，与公民和社会团体携

手合作并建立跨部门的治理机制尤为重要[6]。

从中国情况来看，食盐加碘、铁强化等国家和各级政府

推行的项目能够取得成功，健全的政治制度、持续的资金支

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后续服务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5]。目前

而言，一方面中国存在庞大的“隐性饥饿”群体；另一方面，中

国常规农产品普遍供过于求，品质趋同而价格偏低，生产者

增产不增收，消费者对优质产品和功能性食品需求强劲，却

往往求之不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与

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相似，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一系列

现代生物技术及产业在中国建设和推广过程中，同样面临系

列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及生态问题。因此，加强制度建设

势在必行。

综合国内外经验，除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政府引

导、集中资金及资源办大事的政治制度优势外，在制度建设

方面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围绕功能农业产业体系，

整合农业、科技、食品、环保等相关部门资源，进行中长期整

体规划，建立联合实施、监测和考核机制；其次，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将发展功能农业、保障食品安全，进而保

障人体健康提升到法律制度层面[48]；再次，充分发挥高校、企

业在功能农业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实施中的创新主体作

用。近年来，中国科技大学苏州研究院功能农业实验室、山

西功能农业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功能农业研究中心相继成

立，山西农业大学还成立了功能农业专业，功能农业已经引

起中国高校关注。另外，中国农业大学功能农业研究中心发

现，2000—2015年，科研院校、企业和个人围绕功能农业申请

的专利分别是 160、846和 504项，企业显现出强大的实力和

市场敏感性，必然成为构建功能农业产业体系的主体。最

后，要加大对功能农业、营养强化等相关知识的宣传和科普，

吸引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主动参与，让人们正确了解和认识

现代生物技术，掌握必要的营养知识，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需求，为发展功能农业培养健康的社会土壤和氛围。

4 结论
“隐性饥饿”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通过“第二

次绿色革命”，技术与制度并重，才有可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

决，这需要多部门、多产业配合，但农业在这次绿色革命中仍

将处于核心地位。就中国农业自身而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势在必行，突破技术瓶颈形成三产融合的相关技术体

系，建立多部门、多群体的联合履行机制，发展功能农业产

业，既能解决中国的隐性饥饿问题，又能为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发展策略，还能够借助“一带一路”的

战略机遇，为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解决国际“隐性饥饿”这一

世界级难题提供借鉴和支持，也为中国功能农业产业进入世

界市场创建突破口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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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functional agriculture to solve "Hidden Hunger" problem

AbstractAbstract There are an estimated 2 billion people suffered from the hidden hunger (HH) with a diet lacking adequate intake of vitamins,
minerals and other micronutrients. Improving the nutritional quality of food produced and consumed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global priority
to improve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women and familie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where the HH is prevalent. In
China, around 300 million people suffer from the HH, and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functional foods is proposed and a new strategy,
known as the functional agriculture (FA) is developed to combat the HH. This new approach is now officially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FA industry.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combat the HH include the food supplementation, the industrial
fortification during the food process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dietary diversification. The FA, on the other hand, involve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food nutritional quality through improved agronomic practices, plant breeding, biotechnology and other forms of
biofortification in the food system. Already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biofortification of crops can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HH. Ongo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re seen as the key actions needed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 FA.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s in genetic engineering, agricultural microbiology, biofortification of feeding for livestock, new processing
technology, as well a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The latter includes the logistics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financ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FA is expect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bating
the HH in China and through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o have a wider impact throughout the world.
KeywordsKeywords micronutrient malnutrition; biofortification; functional agriculture; hidden hunger

（（编辑编辑 王志敏王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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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中国遗传技术为英国提供的思考中国遗传技术为英国提供的思考
———英国皇家学会就基因技术访华—英国皇家学会就基因技术访华

英国在脱离欧盟以后面临着各项科技政策的调整，转基因

是目前农业研发的热点问题，英国希望借鉴他国在农业遗传基

因研究方面的政策导向和管理框架以参考。2017年10月，英国

皇家学会代表团到中国科技部农村中心、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进行了交流访问，代表团成

员包括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Robin Lovell-Badge博士，John
Innes Center所长Dale Sanders博士，Austin Burt博士，国际

事务主任Rapela Zaman女士，福利政策主管Emma Woods女

士一行5人。共同探讨了最新的动植物基因研发技术及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各项问题，包括英国方面在动植物遗传基

因研究和利用方面的现状，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布局以及中国

农业遗传基因研究技术方面政策导向，双方还就转基因和基因

编辑研究监管、商业化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和

意见交换。

早在2016年5月，英国皇家学会就成立了由英国6名资深

植物学家组成的专家组，研究发表了一份报告，对转基因技术和

转基因作物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讨论，回答了转基因领域最热门

的18个问题。该报告的结论指出，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转基因食

品会对人体健康带来任何威胁。皇家学会代表团此次访华也是

英国皇家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就探索政策制定中的科学问题这一

合作的一部分，这次交流的成果也会对2018年春季在基因技术

方面的中英对话起到促进作用。

Emma Woods总结此次行程认为，对中国访问揭示了中国

围绕农业遗传研究的科学技术、政策和公众情绪，在英国和中国

之间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比较。中国在基因组测序、基因修饰

（GM）和基因组编辑等技术上处于研究的前沿。根据不同的调

整、改良目的，分别在粮食作物上进行相应的大量研究。尽管如

此，实际上中国只规模化种植了两种转基因作物——抗虫棉和

抗病毒番木瓜，中国进口了大量的转基因大豆来饲养牛。这种

有限商业化的原因归结为严格的管理和公众的关注。Emma还

总结了访问北京时与其他4名同事共同讨论的问题，通过与中国

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对话，构建了中国农业遗传研究在科学

技术、政策监管和公众情绪方面的图景。

1 中国正在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

英国皇家学会的访问主要集中在植物专业，所了解到中国

的研究包括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例如激素如何影响植物的发育，

或者植物基因组序列的变化如何导致其特征的变化。仅单基因

组测序和数据解读的研究数量就是惊人的，像中国科学院北京

基因组研究所新的大数据中心这样的研究基地正在建立，以便

收集大量的数据。关于应用的研究也正在同步进行。包括开发

新的农作物品种，如耐旱的农作物品种，或耐盐品种，或者是抗

虫害品种，以便使作物含有更高水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另外

还包括使用碱基编辑（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技术）来提高水稻氮利

用效率的前沿研究。这个想法是让稻米在不需要肥料的情况下

更好地生长，因为肥料对于农民和作物来说都较为昂贵，这个想

法还能解决肥料进入水体产生破坏性环境影响的问题。中国在

研的动物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包括对猪进行基因修饰来增加

肌肉质量或使他们抵抗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使鸡抵抗

流感，开发快速生长的鲤鱼品种等。

2 中国公众担忧情绪浓重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忧在中国普遍存在，特别是

反对转基因大米等主要转基因作物。这些影响可能来自中国古

代哲学（只有当你对长期的后果有信心，或者只按照“自然规律”

行事时才采取行动），也包括假定对昆虫有毒害的抗虫棉作物对

人也是有毒害的。担忧似乎被高调的反转基因名人所强化，并

且缺乏科学家们愿意公开站出来捍卫他们所使用技术的安全

性。许多人还指出，在没有转基因作物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作物

产量一直在稳定增长（这要归功于对农业发展的大量投资），而

且当前中国的饥饿人口远远少于近代史的数量。公众的关注也

在英国的转基因技术史上发挥了作用。由于认识到它的重要

性，并为了促成必要的更广泛的讨论，英国皇家学会在英国承诺

进行公开对话，学会正在探索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对哪些潜在的

遗传技术应用开发的意见范围及其背后的原因，学会的调查结

果将在2018年初发布。

3 对新技术的监管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还没有决定如何对植物育种技术（如使用基因组编辑

技术）进行分类和监管。有人认为，这些技术与现有的转基因生

物（GMO）立法所涵盖的技术非常相似。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

物种应该完全或部分豁免，因为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物种也可

以通过常规育种生产。在欧洲法院作出决定之前，欧盟也处于

类似的窘境。即便如此，像瑞典这样的国家也独立地认为，基因

组编辑的植物应该超出转基因生物的立法范围——一个瑞典科

学家为了证明这一点，将一份基因组编辑的食物端上自己的餐

桌。考虑到在与欧盟重新谈判的情况下，英国存在新的国家监

管框架的可能性。目前情况看来，美国不把基因组编辑的植物

视为转基因生物（因其更多地关注最终产品的监管，而不是用来

生产它们的技术）。中国在未来监管政策的制定中，英国和欧盟

的立场可能占更大的分量，而非美国立场。

总之，全球科学家正着眼于这一领域，共同探讨最好地管理

这些新技术的各种监管框架。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包

括皇家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提出的类似框架就是一个例子，

也许是未来这一事态的发展标志。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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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国互联网先行者曾经的中国互联网先行者

·科技纵横·

在互联网上看新闻、收发邮件、查阅

资料、购物、挂号、看视频、打游戏、用即

时通讯软件聊天……7亿中国网民每天

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挟在网络洪流中，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互

联网的影响力、渗透力无可比拟。那么，

回到最初，互联网是如何在中国燃起星

星之火的？

中国最早接入互联网的几条专线

追溯源头，互联网（Internet）最早是

为军事服务而产生的。1969年，美国国

防部创建了第一个分组交换网 ARPA⁃
NET（ARPA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署，美国 1957 年为应对苏联威胁而成

立），最初只是一个单个的分组交换网，

并不是一个互连的网络，所有要连接在

ARPANET上的主机都直接与就近的节

点交换机相连。到1970年代中期，单独

的网络难以满足所有的通信需要，ARPA
开始研究多种网络互连的技术，这就导

致了互连网络的出现，也就成为现今互

联网的雏形。1983年，TCP/IP成为AR⁃
PANET 上的标准协议，使得所有使用

TCP/IP协议的计算机都能利用互连网互

相通信，因而人们把1983年作为互联网

的诞生时间。此后，互联网又经历了不

断发展、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影响

遍及全球的互联网。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最早可以追

溯到1980年代，中国一些科研部门和高

等院校开始研究 Internet连网技术，但该

阶段的网络应用仅限于为少数高等院

校、研究机构提供电子邮件服务。1993
年 3月 2日，基于科研需要，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租用美国AT&T公司的

国际卫星信道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

器中心的64 K专线正式开通。当时，美

国政府以 Internet上有很多科技信息和

其他各种资源，不能让社会主义国家接

入为由，只允许这条专线进入美国能源

网而不能连接到其他地方。尽管如此，

这条专线仍是中国部分连入 Internet的
第一根专线。专线开通后，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国内各

学科重大课题负责人能够拨号连入这根

专线，几百名科学家得以在国内使用电

子邮件。随后，一个在中国互联网发展

史上经常被提及的时间点是1994年4月

20日，由国家计委组织、中国科学院负责

实施的项目——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

示范网络（NCFC）通过美国 Sprint公司

连接 Internet的 64 K国际专线开通，从

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

功能互联网的国家。“应该说，NCFC这项

工程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从此国内可

以自己解析域名了，这是很重要的进

展”，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最早负

责接入互联网工作的许榕生研究员告诉

《科技导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高能物理研究

所、NCFC工程，还有一所高校意外地在

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留了

名，这就是颇具行业特色

的北京化工学院（现已更

名为北京化工大学，以下

简称“北化”）。2014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大

事记》对此予以了记录：

“1994 年 6月 28日，在日

本东京理科大学的大力协

助下，北化开通了与 Inter⁃
net 相 连 接 的 试 运 行 专

线”。这条专线比中国首

条正式连入互联网的专线

仅仅晚了2个月，而后者的

接入是经由国家层面有关

管理部门推动实现的，在

当时的背景下，能通过自

己的渠道成为最早一批接

入互联网的高校，这应该

是北化能被收入《中国互

联网发展大事记》的原因。

中国高校第一家

说起早期接入互联网

的经历，北京化工大学计

算机学院前副院长董小国

以及他当年的同事高荔，

都有一点回忆光辉岁月的兴奋；同时，作

为国内最早一批接入互联网的机构，逐

渐被历史淡忘也让亲历者们深为遗憾。

为了接受本刊采访，后来调入北京

邮电大学的高荔按照时间顺序详细整理

了北化当年接入互联网的资料，董小国

在采访中也做了一些回顾和补充。基于

北化与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学术交流与

合作，1992年9月，原化工部部长贺国强

与时任东京理科大学理事长橘高重义商

定：为进一步加强两校合作，尽快实现北

化与东京理科大学两校的计算机连网。

“当时两位领导都快退休了，想再为

双方的合作做一些新贡献。橘高重义作

为早一辈的日本知识分子，基于中日之

间的历史关联，对中国一直怀有一种负

疚感，希望能帮助中国做一些事情。东

1994年北京化工学院存放服务器的小楼，也是北化接入国际

互联网高速公路的起点（胡辰旭/摄）

91



科技导报 2017，35（24）www.kjdb.org

京理科大学在日本也是较早发展互联网

的代表，他们对于推动互联网发展非常

重视，特别愿意帮助别人。由于这样几

种原因，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董小国

说。确定合作意向后，北化报请国内各

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于 1994年 3月与东

京理科大学签定协议，由后者帮助北化

通过日本接入国际互联网，同时赠送联

网设备并承担3年的卫星通讯费用。日

方派了专人来落实此事，北化也成立了

专门的工作小组，时任北化计算机系副

主任的董小国是小组的负责人，系里学

过日语的青年教师高荔也成为工作组的

一员。

4 月 ，东 京 理 科 大 学 将 3 台 IBM
RS6000服务器、2台CISCO路由器等设

备运到北京。在当时的背景下，进口这

几台设备并不容易，高荔和同事跑了海

关很多趟才拉回来。有了设备，还需要

接通线路和在设备上安装软件。高荔

说，“当时除了高能物理研究所，没有多

少经验可以借鉴，主要还得靠自己摸索，

我们最终通过卫星和一段海底光缆实现

了连接”。当年6月28日，北化与国际信

息高速公路接通，由此成为国内第一所

通过卫星接通国际互联网的大学。

“互联网接通之后，大家都很兴奋。

当时不同功能的服务器是分开的，有域

名服务器、文件传输服务器、电子邮件服

务器，一间屋子里放了好几台服务器。

我们最先利用互联网发了电子邮件。当

时 IBM的服务器没有中文界面，我又不

熟悉英文，给在日本学习的同事和在法

国留学的弟弟发的邮件都是拼音夹杂一

两个英文单词。当时互联网还有一个应

用，就是可以直接拨打国际长途，我兴奋

地拨到法国，结果我弟弟（高杰，现任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那儿

正是半夜，我忘了两地的时差，他一下子

就被我的电话铃声惊醒了。”高荔现在还

能回忆起当时的感觉。

高荔承担了学校网页设计的工作，

“当时的浏览器是MASAIC，网页设计的

界面还不是可视化的，是用HTML编程，

全是一行行的命令，之后形成一个网页

的画面。现在编程已经想象不到当时的

情景了。”做完网页之后，要申请域名，

“打听后才知道高校的域名管理由清华

大学负责，我们找到具体的负责人胡道

元，发现还没有一所高校（包括清华大学

在内）申请过域名，当时不清楚怎么办

理，就去中国科学院打听，因为科研单位

和高校的域名管理是分开的，科研单位

由中国科学院负责。问完回来填了张申

请表，就算把域名申请下来了，我们也就

成了国内第一家申请域名的高校。”董小

国说。

接通互联网之后，北化的教师们顺

理成章地成为国内最早开始使用国际互

联网的一批人，“当时老师们很高兴，有

人来搜索国外最新的研究资料，我们就

开始办培训班，教大家使用这套设备。

当时机器少，来上课的人很踊跃，培训班

办了太多期，还出版了第一本互联网培

训教材”。高荔的讲述还能让人体会当

初的火热。

当年9月，北化举行了隆重的互联网

接通仪式。邀请了各方面的领导以及一

些兄弟院校代表参加，“清华大学的吴建

平也来了，他说回去我们也抓紧接通互

联网”，董小国说。当时中国互联网领域

正处于萌芽阶段。仅仅几天之后，由清

华大学等6所高校建设的“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CERNET）试验网开通，该

网络连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这

5个城市，并通过 NCFC的国际出口与

Internet互联。后来CERNET成为全国

最大的学术互联网。吴建平是CERNET
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后来在中国互联网

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于 2017年 9
月入选国际互联网协会的“互联网名人

堂”。

具 有 开 创 性 的 1994 年 过 去 了 。

1995年 2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

了北化国际网络中心。当年11月，东京

理科大学又赠送北化40台 IBM服务器，

一台 IBM小型机，北化组建了网络教育

中心，其中所有服务器全部与国际互联

网连接，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在互联网

建设方面声誉日隆。

逐渐淡出互联网业界视野的北化

在高校甚至全国，北化算得上中国

互联网建设的先行者之一，“国家层面以

外，可以说除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就是北

化了”，董小国说，可惜这种优势地位并

未保持太久。随着国家互联网管理的不

断规范和几个有关部门的调整，1997年

5月 31日，北化拥有独立互联网专线的

历史终结，学校切断了原有的卫星专线，

接入了CERNET。“从此，北化就在中国

互联网的发展中慢慢沉寂，从引领者变

成了跟随者，越来越没有名气了”，董小

国颇为惋惜，“北化在中国高校接入互联

网绝对是第一家，也是国内第一家申请

网站域名的高校。当然，没有北化，也不

会影响中国发展互联网的大潮，但我们

的成功经验还是给其他单位提供了借

鉴，北化在线路接通、连接模式上淌出了

一条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带动了互

联网的发展。当时附近的几所学校都来

我们这里学习过，如果没有北化，中国高

校接入互联网的时间也许还会再晚一

些。”

20多年来，互联网广泛地延伸、热烈

地发展。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作

为互联网的先驱，偶被业界提及；但北化

早期在互联网方面的探索工作渐渐淡出

了互联网业内人士的视野，即使本校的

师生也不甚了解。2003年“非典”时期，

困在家中的董小国无事可做，就在学校

BBS上发帖历数北化作为首家接入互联

网高校的几项第一，在学生中引起很大

反响，这是他们意料之外的北化。“北化

也没有过多宣传自己在互联网方面的贡

献，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是在日方大力帮

助下发展起来的，觉得没有那么理直气

壮，实际上当时都是这种国际合作模

式。”董小国说。

互联网从当初的一涓细流已经发展

成今天的滚滚浪潮，董小国、高荔们虽然

早已不在“水中央”，但每当提起当年的

这段历史还是非常兴奋，作为中国互联

网发展史早期的亲历者，这段经历令人

难以忘怀，也让他们的人生经历染上了

一抹不同的色彩。

致谢致谢：：本文写作参考了《计算机网

络》第 7 版（谢希仁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1月出版）

文//李娜
作者简介 科技导报社，编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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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农作物病害斩断农作物病害““黑手黑手””的科学家的科学家

·科学人物·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系列报道

玉米和小麦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所有可能危害它们、导致大幅减产的病

害，都牵动着千千万万粮农们的心。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研究员

高利，就致力于农作物病理学方面的研

究，使人们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对病害发

起“反击”。

高利在西安市长安县（今天的长安

区）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她对家乡农

田遭遇的病害记忆犹新。因此，在填写

高考志愿的时候，她并没有选一个看起

来“跳出农门”的专业。“既然农村是我的

‘根’，而且我又有深造的机会，那么我就

应该为农作物条件的改善贡献自己的智

慧。”回忆起当年的决定，她如是说。

2007年博士毕业之后，高利成为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助理研

究员。她进行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对小

麦锈病的简单快速诊断。在中国，小麦

锈病被称为“国病”，“全国每3个馒头里

就有1个被它夺走”。而且，正如“条锈成

行叶锈乱，秆锈成个大红斑”这句农谚所

言，小麦锈病分为条锈病、叶锈病和秆锈

病3种。但在初起之时，它们的田间症状

相近，治疗方法却不同，如果发生误判，

治疗就可能失败。

高利决心撕开锈病的“伪装”。她发

现，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导致秆锈病的

病原菌要长一些，另外两种如果只看形

状就容易混淆。“因此，我研究了一种单

克隆抗体的检测剂，通过颜色差异来让

‘病根’原形毕露。”高利说，“这就好比一

道三选一题，滴上检测剂之后，条锈病和

叶锈病的病原菌会分别呈现绿色和黄绿

色，颜色介于二者之间形状又偏长的，则

是秆锈病的病原菌。”

高利也致力于为另一种危害小麦的

疾病——被称为“一号病”的小麦矮腥黑

粉病，寻找可以快速检测的方案。感染

这种病害的小麦，麦穗会变成黑褐，散发

出鱼腥气味，麦粒也不再能食用。而导

致病害的真菌，其孢子或者说繁殖器官，

可以通过被感染的麦种和带菌土壤传

播，而且“潜伏”10年之后都有可能萌发；

如果直接观察，它还很容易和另外两种

会导致小麦黑粉病的真菌混淆。使用实

验室方法来分辨3种真菌颇为耗时，在海

关并不适用。

高利说：“如果50克小麦当中的矮腥

黑粉菌孢子超过3万个，海关就要将它们

拒于国门之外，而且必须发现得足够

快。”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她也采取了和

区分锈病类似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使海

关工作人员能够借助自动系统迅速完成

计数。

在迎战锈病和黑粉菌的过程中，高

利有过不少茅塞顿开的经历。她说：

“2011年4月到2013年4月，我到美国斯

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著名女农学

家弗吉尼亚·沃尔伯特。当时，弗吉尼亚

等农学家已经建立起了玉米黑粉病的感

染模型。感染玉米和小麦的黑粉菌是相

近的物种，由此，我走入了玉米黑粉病的

领域。”

正是在弗吉尼亚的实验室里，高利

弄清了黑粉菌感染玉米花药的后果，凭

借灵光一现式的想法，补完了玉米和黑

粉菌相互作用这幅巨大的拼图。但对高

利来说，这段访问学者经历，带给了她更

有意义的收获，那就是来自实验室的主

管科学家弗吉尼亚女士的言传身教。

高利回忆说，弗吉尼亚是一位非常

认真、乐于追求真知的智者，而且功成名

就之后仍然保持着勤奋的作风。“在斯坦

福大学，有弗吉尼亚的团队种下做实验

的玉米。已经 60多岁的她，每天 5点多

就到学校去照顾玉米，7点 50分到达办

公室，喝一杯咖啡，吃一两块饼干当作早

餐，以便8点准时开始研究计划，或者与

我们探讨学术问题，共同找到研究的突

破口。直到天开始黑下来，这位可敬的

老人方才会回家。”高利说，“她是我终身

学习的榜样，因为她让我看到了女科学

家全神贯注工作时的美丽和光芒，也让

我领悟到，对科研的热情，不分国籍也不

分性别。”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高利，投身于农作物病理学

研究，攻克小麦矮腥黑粉病等病害

的快速诊断难题，给农业生产、海

关检疫和病害防控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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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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故事科研故事：：避免避免““小错误导致大问题小错误导致大问题””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研究员。（本期2篇文章作者均为徐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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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耀

科研中因小错误引发大问题的情况

很常见，大到航天发射失败、小到发表的

论文被撤回。为了避免小错误导致大问

题，研究人员必须对原始数据有充足的

了解，必须能够判断数据的真伪和对错，

这就要求科研人员经常亲临科研第一

线；即使不能做到经常亲临科研现场，也

应该对数据的疑点保持警惕、追根问底。

现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大多数科研

工作实际上由研究生完成，有些研究生

缺乏科研基础和科研热情，也不够认真

和细心，这样的现实情况经常会导致一

些研究数据不准确或者数据分析不准

确。如果我们对有问题的原始数据全盘

接受，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这样包含

错误的工作一步步推演、放大，就可能造

成大问题。

我和一个研究生讨论样品的热重分

析结果时，发现该研究生把样品加热后

的失重计算区间搞错了，以至于所得失

重数值不合理。如果我当时采信了这个

研究生的分析报告，就会对化学合成产

生错误判断。对存疑的数据，我一般会

要求研究生拿出原始曲线、照片等给我

看。于是，我和这个研究生一起对着电

脑屏幕计算样品的失重数值，发现了错

误并及时纠正了错误。在日常科研中，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我们必须把错误

扼杀在原始数据阶段，不让错误传递下

去。

还有一种小错误是由“想当然”造成

的。我们曾有一个研究生做了一项科研

工作，他把二异氰酸酯和有机胺放在一

起反应。当时，我们从教科书上得知这

种反应很容易进行，所以想当然地认为

我们设计的反应“应该”能够反应完全。

可是后来我们换了一种溶剂再做这个实

验，却发现反应物不能全部转化，于是我

们重复之前的实验，发现反应同样不能

彻底。推测原因，可能是二异氰酸酯中

一个官能团反应后分子变大很多，空间

位阻增加导致另一个官能团反应变慢。

于是，我们调整了加料顺序，结果有所改

善。这个例子就说明“想当然”容易犯错

误——如果将我们原本“想当然”的这个

合成反应放大，结果一定不可控。

注意观察是实验中一个重要的环

节，决定了数据的可靠性，即便高度现代

化的仪器所得的检测结果也可以被合理

地怀疑。我们曾用X射线衍射研究了 3
种玻璃材料，发现一个样品在不同的仪

器上测得的X射线衍射图大不相同。我

认为是仪器操作的问题，可能是样品放

置的高度不合理。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

事、应该采信哪一组数据，就需要自己去

仪器旁边观察、继续验证。

上述这些似乎都是小问题，但常常

被研究者忽视或者轻信。研究者原先没

想到会出现错误，这一方面是缺乏经验，

另一方面是不注意观察导致的。这些小

错误延续下去就是大问题。很多科研工

作者拿着自己的研究生做出来的初步结

果到处吹嘘，甚至拿到企业去放大生产，

结果企业损失大量资金，科学家损失学

术声誉。因此，科研工作者必须对自己

手里的数据有十足的把握，以避免小错

误引发大问题。

科研故事科研故事：：应仔细校订论文的清样应仔细校订论文的清样
论文被学术刊物的编辑接收，可喜

可贺。很多人以为论文被接收就万事大

吉了，但这并不是结束。论文发表之前

还有一个重要步骤：校订论文清样，这是

对论文把关的最后机会。论文一旦出

版，就成了“白纸黑字”，如果有错误，就

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就曾经因校订清

样的问题而闹心。

一个学生的两篇论文出了同样的数

据问题，被我在校订清样时发现了。他

使用了固体硅核磁共振数据，按照不同

化学环境，硅原子的核磁化学位移分为

Q、T、D、M 共 4 组峰，其中 Q 峰又包括

Q1、Q2、Q3、Q4共 4个峰，T峰包括 T1、
T2、T3共3个峰，D峰包括D1、D2共2个

峰。这样，对于带有多种有机基团的硅

原子，往往需要通过分峰来确定不同硅

原子的含量。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在同

一个表格里，学生把计算得到的单个峰

面积占所有峰总面积的比值（可以认为

是相对值）和依此折算的不同硅原子在

样品中的百分含量（可以认为是绝对值）

搞混了，而后者的计算要根据硅原子上

带有不可水解基团的数量进行加权。这

也是我改论文时的疏忽所致。以前我对

学生论文里的数据都会认真核对，尤其

是表格，但在改这两篇论文时却疏忽

了。发现问题了，怎么办？一般在校订

清样时，只能改正文字的疏漏、排版的问

题，而不能修改数据。但也不能让错误

印在纸上，于是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改

正了数据错误。

这个例子说明，在论文最终出版前，

作者一定要对论文的每一个细节认真负

责，千万不要让错误变成“白纸黑字”。

有一次，我们的另一篇论文经过校

订后，已经在期刊的网站上登出来了，但

这时我才发现一幅图里的两个区域标记

弄反了。我马上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说

明这个问题。编辑很快回信，说可以把

印刷版和网页上链接的PDF文件改正过

来，而不能修改已经做成的 html网页文

件。他还说感谢我们，让他们避免刊出

一个正式的勘误。

还有一次，我发现编辑在排版时把

一篇论文的两个段落颠倒了位置，还有

丢掉上下标、公式里大小写符号搞错等

等问题。在我看来，这些情况发生的后

果远比语法问题严重。

我们知道，写论文、改论文需要精雕

细琢。而校订清样，正是论文发表前的

最后一道质检和微调工序。作者应该非

常认真地对待清样校订，而不能轻视

——这是对读者负责，对自己的学术名

誉负责，也是对学术期刊负责。

94



科技导报 2017，35（24） www.kjdb.org

·书 评·

数学学派研究的一部佳作数学学派研究的一部佳作
————《《圣彼得堡数学学派研究圣彼得堡数学学派研究》》评介评介

徐传胜著。科学出版社，2016年 4月

第1版。定价：108.00元。

2016年4月，徐传胜教授的《圣彼得

堡数学学派研究》问世 [1]。这是继《从博

弈问题到方法论学科——概率论发展史

研究》之后，他在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第 2
部学术专著，全书共37.8万字。

徐传胜于 1980年考入山东师范大

学数学系，毕业后一直工作在教学和科

研第一线。2004年，已到不惑之年的他，

不畏年龄之大，不惧路途之遥，报考了西

北大学曲安京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徐传

胜曾写道：看博士入学考试成绩时，自己

双腿发软，几乎是扶着楼梯上去的。对

于身体强健的他来讲，可见其付出的努

力之多，心中的期盼之巨，以及与小自己

近20岁的年轻人竞争压力之大。读后令

人动容，至今难以忘怀！功夫不负有心

人，徐传胜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西北大学，

位列曲安京教授门下。从此，徐传胜便

与数学史有了不解之缘。他倍加珍惜得

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其多年概率论的

教学为基础，专攻概率论史，攻读博士期

间先后在《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

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刊物发

表论文 10余篇，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

之后，继续辛勤耕耘在近现代数学史园

地。对于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科

学创造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圣彼得

堡数学学派研究》便是他读博期间的研

究工作经过10余年扩展和深化而成的佳

作。这与徐传胜多年教学科研积累和持

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息息相关。概览全

书，发现有以下特点。

1 构思精巧，内容丰富

自古以来，数学史上曾产生过多个

不同种类的学派。例如按照思想观点来

分的直觉主义学派、逻辑主义学派、形式

主义学派等；以某位数学家命名的毕达

哥拉斯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莱布尼茨

微积分学派等；按国别分的法国学派、德

国学派、美国学派等；以区域为中心的圣

彼得堡学派、莫斯科学派、哥廷根学派、

柏林学派等。凡此种种，突出了数学很

多时候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正如库恩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言：科学思

想的提出，科学范式的形成，往往与数学

家群体有关[2-3]。故在笔者看来，《圣彼得

堡数学学派研究》的题目构思和内容组

成是非常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弥

补了国内对圣彼得堡数学学派研究的一

些空白。

科学环境的培育以及数学群体的形

成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一代代人

的努力，方在某时间节点树立起令世人

瞩目的丰碑。而圣彼得堡数学学派就是

伴随着近代俄罗斯科学文化的初建、养

成而逐步形成的。徐传胜正是抓住了这

些数学发展的机遇和特征，在开篇第1章

第1节便介绍了近代俄罗斯的科学文化，

包括俄罗斯数学先驱者、圣彼得堡科学

院的建立、俄罗斯第一位本土院士、莫斯

科大学的建立、俄罗斯挤进世界列强、圣

彼得堡大学的建立以及艰难的教育制度

改革。圣彼得堡科学院亦是18世纪最伟

大的数学家欧拉（L. Euler，1707—1783）
以及伯努利家族两位杰出科学家曾经长

期工作的地方。这更加使得圣彼得堡数

学学派增添了神圣感和历史感，就像该

书封面的大教堂一般巍峨和庄严。徐传

胜在第 1章第 2节对欧拉科学思想的深

刻影响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读，旨在伏

笔圣彼得堡学派深受其影响。从第2章

到第7章，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论述了

圣彼得堡学派的元宿：奥斯特罗格拉茨

基（M. V. Ostrogradski，1801—1862）和

布 尼 亚 科 夫 斯 基（V. Bunyakovsky，
1804—1889）、学派领袖切比雪夫（P.
Chebyshev，1821—1894）、中坚力量马

尔可夫（A. A. Markov，1856—1922）和

李雅普诺夫（A. M. Lyapunov，1857—
1918）、后起之秀伯恩斯坦（S. N. Bern⁃
stein，1880—1968）等数学家的科学人

生以及数学创造，较系统地勾勒出该学

派的创立、发展和繁荣的整体景象。徐

传胜充分认识到学派的团体力量，明确

指出圣彼得堡数学学派各成员间的互相

合作、取长补短是其不断前进的杠杆。

完善古典中心极限定理的理论体系就是

典型案例。切比雪夫首次提出中心极限

定理的证明，并发展了矩方法；马尔可夫

第一次给出中心极限定理的矩方法证

明；李雅普诺夫另辟新径改用特征函数

法再次证明了中心极限定理；毫不示弱

的马尔可夫又经过 8年的努力，创造出

“截尾术”方法。

作者凭借其扎实的数学功底、哲学

素养、史学素养以及对数学的挚爱，使整

部著作看起来颇有立体感。

2 应用为纲，文化添彩

近现代以来，俄罗斯产生了两大数

学学派，一个是十月革命后兴起的莫斯

科数学学派，注重理论数学；另一个则是

较早产生的注重理论结合实际的圣彼得

堡数学学派。而徐传胜正是抓住理论与

实践的相互作用来展开讨论的。他在书

中第 4章伊始便引用了切比雪夫名句：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会产生一些绝妙

结果[4]。”此亦是该书特色，每章皆引用数

学家名句作为题眼。

从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应用概率原理

于产品抽样检验、布尼亚科夫斯基的质

量控制和社会保险、切比雪夫的函数逼

近论创立，到马尔可夫的马尔可夫链、李

雅普诺夫的稳定性理论，乃至伯恩斯坦

的概率公理化体系，皆为数学理论与科

学实践的产物。充分阐述了数学源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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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王淑红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河北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

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后。

活而高于生活，全书行文流畅，用词考

究，试引领读者进入魅力无穷的数学海

洋来“享受数学”。从中可感受到数学公

式的“人文情怀”和“火热思考”，认识数

学思维的生动性和辩证性，体会数学的

科学价值、应用价值和人文价值，感悟追

求“真、善、美”是一切科学行为的行动准

则。

此外，徐传胜别出心裁，在第 2章至

第8章的末尾增添了一项内容：现代应用

成果赏析，颇有意趣。不知道是否特意

为之，这显然与圣彼得堡学派的注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主旨不谋而合。不仅

令全书从构思到内容上看起来契合度颇

高，而且使得全书增添了应用价值和文

化含量。

比如，在第 4章“圣彼得堡数学学派

的领袖——切比雪夫”一章的末尾有：现

代应用成果赏析，数学文化的力量。其

中谈到“数学文化是种温暖情怀，哺育了

人类的数学素养”，我对此很有共鸣。在

我看来，数学只有注入精神和感情才能

成其为文化。徐传胜对数学文化的诸多

见识，是与其自身对数学的热爱以及对

数学一以贯之的坚持精神分不开的。再

如，在第6章末，描述了《红楼梦》与概率

论的关系。作者谈到：《红楼梦》的作者

是否为曹雪芹一个人？这是红学界讨论

较多的话题之一，然而从概率论角度来

看，该问题可以给出较为圆满的答案。

这样作者把概率论和文学联系起来，不

但能使人感受到概率论的实际运用情

况，而且自然地拉近了本书与广大读者

的距离。

3 立足事实，还原历史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孙小淳教

授曾说：“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

的观点来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

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

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

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

每一条河流的‘河岸风光’的探究同样意

义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

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

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5]。”我认

为这种研究思路非常可取，并同样适用

于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近现代数学史

的研究不能仅仅从现代数学的观点出

发，依赖现代的数学成果，去追溯其思想

起源，而应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

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还原数学发展的本真

面貌。当然我并非觉得在数学高观点下

回溯历史不可，因为我本人经常这样来

做，只是觉得研究近现代数学史还应有

上述新路径。徐传胜的这部著作已经有

了这种意识并开始践行。正如曲安京教

授在序言中所评价：“‘历史上的数学’应

基于‘数学科学事实’来考察数学学派的

‘突变’，并说明其发展内外因要素。”徐

传胜在前言中亦道：“前人是在其直接遇

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

创造了历史，故而不能应用现在的时代

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

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后人所能做出

的业绩来[1,6]。”

数学史的研究工作有时一如演员创

作一部电影，我们假设自己是电影中的

那个主角，从他的角度思考，又要从他身

上抽离，去客观地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做数学史研究比单纯地做演员要难，

不但要置身历史情境之中，化身数学家

（即扮演好角色），又要有格局，掌控整个

历史局面，给予每个数学家恰当的定位

（即当好导演）。作为研究者来讲，只有

宏观把控、了解史实、富于联想、充分投

入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徐教授无疑一直

有一颗对待数学史的赤子之心，而又乐

于不断地学习和研究，我想这一点是他

成果丰硕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参考文献翔实。不过，有点遗

憾的是，这样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未能

提供索引，如果加上就更好了。

总之，我认为这是近现代数学史研

究的一部佳作，必将成为数学史研究的

珍贵史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11401161）；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

新人才支持计划（SLRC2017012）；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2017M610108）。

参考文献
[1] 徐传胜 . 圣彼得堡数学学派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2] 托马斯·库恩 .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

[M]. 金吾仑, 胡新和 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4.
[3] 王淑红, 邓明立, 孙小淳 . 环论历史研究的

新思路 [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7, 34
(2): 80-85.

[4] 蒋迅, 王淑红 . 切比雪夫和切比雪夫多项

式的故事[J]. 科学, 2016, 68(4): 54-58.
[5] 孙小淳 . 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

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 26(3): 95-100.

[6] 曲安京 . 再谈中国数学史研究的两次运动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 28(5): 100-
104.

96



科技导报 2017，35（24）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7-10-10；修回日期：2017-11-12
作者简介：秦川，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实验动物人类疾病模型制作和鉴定，电子信箱：qinchuan@pumc.edu.cn
引用格式：秦川 . 中国实验动物学科发展40年[J]. 科技导报, 2017, 35(24): 20-26;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24.001

中国实验动物学科发展中国实验动物学科发展4040年年
秦川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北京 100021
摘要摘要 实验动物学以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为研究对象，为生命科学、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系统性生物学材料和相关技术，

是国家科技发展体系的战略支撑条件。介绍了实验动物学科发展的历史、国内外发展现状、国内实验动物学科取得的成绩及存

在的不足，探讨了实验动物学科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

关键词关键词 实验动物学；物种资源；遗传工程动物；人源化动物；人类疾病动物

实验动物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集成了生物学、兽

医学、生物工程、医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理论和

方法，以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技术为研究对象，产生实验动

物资源、动物模型资源、动物实验技术、生物信息和动物实验

设备等，为生命科学、医学、药学、食品、农业、环境、航空航天

等相关学科发展提供系统性生物学材料和相关技术[1]。实验

动物学科既为上述相关学科的基础研究提供创新的资源和

技术，也为相关学科的成果向应用转化提供评价工具，因此，

实验动物学科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支撑条件，也是国家科

技成果转化和生物医药等行业发展的支撑条件，同时也是生

物安全、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等国家重大安全领域不可或缺

的保障条件。

实验动物是指经人工培育或人工改造，对其携带的微生

物实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来源清楚，用于科学实验、药品、

生物制品的生产和检定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目前，常规

的实验动物资源包括实验动物物种资源、遗传工程动物资

源、人源化动物资源、人类疾病动物资源等四类。其中，实验

动物物种资源包括常见实验动物：小鼠、大鼠、豚鼠、兔、犬、

小型猪、猴等，也包括雪貂、土拨鼠、裸鼹鼠、树鼩等用于特定

研究领域的特种动物。遗传工程动物资源是指用现代的基

因修饰、遗传育种等技术研制或培育的新型遗传信息改造动

物。人源化动物是指联合免疫缺陷、基因修饰、干细胞等技

术，研制的带有人的功能性基因、细胞、组织甚至器官的动

物 [2]。人类疾病动物模型是指在医药研究中，采用物理、化

学、手术、生物等技术，建立的模拟人类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

动物。实验动物资源是实验动物学科的核心产出，也是实验

动物学科为生命科学、医学等相关学科提供支撑的着力点，

因此，实验动物资源是保障科学研究的战略科技资源之一，

在发达国家，实验动物资源被列为优先发展的科技支撑资

源，给予大量、稳定的经费资助，从而产生了丰富的实验动物

资源，有效支撑了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医药成果

转化的效率，从而保障了发达国家生命科学和医药领域的全

球领先地位。

1 实验动物学发展历史
1.1 古代科学研究与动物实验

古代早已有科学家通过研究动物发展生命科学和医学

的记载。例如西方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通过动物解剖

创立了四体液病理学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动物形

态学和分类学，将动物学体系分为形态描述、器官解剖和动

物生殖三部分。古罗马的盖伦以各种动物为模式，通过大量

解剖知识形成了最早的生理学体系。英国皇家御医哈维通

过对不同动物的活体解剖，了解到心脏跳动的实际情况。

近代，1798年英国医生琴纳第一次给人接种牛痘，证明

可以免除人感染天花。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研究僵蚕病、鸡霍

乱和狂犬病，在 1879—1885年先后发明了鸡霍乱、犬与人狂

犬病疫苗。德国科学家科赫通过研究农畜的炭疽病，在兔和

小鼠身上做试验，于1876年分离了炭疽杆菌。俄国生理学家

巴甫洛夫以狗为研究对象，1891年开始研究消化生理，建立

了条件发射学说。实验医学之父—法国生理学家伯纳发明

了很多动物研究的复杂方法，他评论说“对每一类研究，我们

应当选择适当的动物，生理学或病理学问题的解决常常有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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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实验动物模型概览国内外实验动物模型概览
张连峰，崔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卫生部人类疾病比较医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21
摘要摘要 实验动物主要分为3类，即常规实验动物，自发突变实验动物和基因工程实验动物。实验动物模型对生命科学、医学等相

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实验动物科学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

发体系和实验动物资源，在特定领域有超过美日的趋势。本文概括介绍了国内外常见实验动物模型，旨在为促进中国实验动物

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 实验动物；基因工程动物；疾病动物模型；人源化动物模型

生命是“能够自我营养并独立生长和衰败的力量”，这是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通过动物、植物的研

究对生命的哲学概括。动物也成为古代先哲们探索生命奥

秘的主要对象之一，盖伦（Galen，公元130—200）开创了动物

解剖学和实验生理学，他将来源于动物的知识推广到对人体

的认识，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并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利用动

物研究生命的本质并类推到人类，加深对人类自身的生、老、

病、死等过程的理解和防控，这也是现代实验动物科学的核

心价值和实验动物对人类的奉献。

近代是“实验用动物”过渡到“实验动物”的时期。一些

生命科学和医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如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1822—1895）利用犬对天花疫苗的研究，伊

凡·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
1936）利用犬对神经反射的研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

（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利用果蝇对染色体的研

究等，采用的都不是专门繁育的用于实验研究的动物，可以

简单称之为实验用动物。

直到 20世纪 50年代，科学界才意识到动物来源和品质

（遗传背景和微生物背景）对科学实验的一致性十分重要，美

国、英国、德国等纷纷建立了专门生产实验动物的中心或研

究所，提供遗传背景和微生物背景得到一定控制的专门用于

科学实验的动物，称为实验动物（laboratory animals）。
从19世纪开始培育不同毛色的小鼠，科学家在不断积累

实验动物的物种和品系。目前，全球实验动物已扩展到线

虫、果蝇、蟾蜍、斑马鱼、小鼠、大鼠、豚鼠、兔、犬、猪、猴等不

同进化地位的物种。在大、小鼠等常用物种中，又培育出

3000余种不同生理特点的品系。随着基因修饰技术的出现

和不断发展，转基因、基因敲除大小鼠品系已经超过 20000
个，基因修饰兔、猪、犬、猴等也相继出现，成为开展生命现象

研究、疾病机制研究、药物评价等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源[1-3]。

美国是实验动物科学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政府将

实验动物列为生命科学、医药等研究领域的基础资源，每年

由国会，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拨款，进行实验动物资

源的收集、培育和保存。美国保有全球实验动物资源的

70%。英国、德国、法国等与美国形成了比较畅通的共享机

制，形成了欧美实验动物资源共享板块，极大地促进了美欧

的生命科学研究；日本也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实验动物研究与

保种体系，培育了一些特色实验动物品系，形成了自己的实

验动物资源与欧美有比较畅通的共享机制；中国实验动物科

学起步较晚，与美日共享渠道不是十分畅通，但随国家科研

经费投入的增加，中国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发体系和实验

动物资源，在特定领域有超过美日的趋势。

1 实验动物
实验动物可以概括地分为3类，即常规实验动物、自发突

变实验动物和基因工程实验动物。

1.1 常规实验动物

这是一类可以正常生长、发育和没有特定疾病表型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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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与实验动物福利科技进步与实验动物福利
李长龙 1，尚书江 2，朱德生 2

1. 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069
2. 北京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摘要 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医药产业重要的材料。实验动物福利不仅是保障其健康和快乐生活，更是为了获得准确

的、可靠的、可重复的研究结果。本文叙述了实验动物福利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新的科学技术对实验动物福利的促进作用以及实

验动物福利要求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指出了中国实验动物福利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关键词 实验动物；实验动物福利；3R原则

动物的驯养和应用始终用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可以说，没有对动物的合理利用就没有现代人类社会。但

是，对于帮助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朋友”来说，人们很少关

注它的生存环境和感受。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对于

动物福利的关注只有短短的 100多年。从 1822年英国国会

通过《禁止虐待家畜法案》（马丁法令）开始，动物自身的权益

及相关事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才开

始发生变化[1]。早期的动物福利主要针对受到残忍对待的动

物个体。而对实验动物福利的 3R原则（replacement、reduc⁃
tion、refinement）是在 1959 年由 William Moy Stratton Russell
和 Rex Leonard Burch 在《The Principles fo Humane Experi⁃
mental Technique》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为实验动物福

利奠定了理伦基础。实验动物（laboratory animal）是为生命

科学研究、生物制品生产和药品检定而出现的，是代替人类

接受实验的专用动物[2]。由于在科学探索会对动物产生不同

程度的伤害，因此实验动物福利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实验

动物福利不仅是保障其健康和快乐生活，更是为了获得准

确、可靠、可重复的研究结果。同时，实验动物福利的保障和

发展也对科技技术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对科

学技术进步与实验动物福利的探讨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无

法规避的主题。

1 实验动物福利的概念及发展历史
从1822年的《禁止虐待动物法令》开始，更多的人开始认

识和关注动物福利，相继出现许多动物福利与保护的法律法

规。一些动物福利组织也陆续建立，如1824年建立的英国防

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
mals，SPCA），1840年建立的皇家反虐待动物协会（Royal Soci⁃
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RSPCA），1866年

建立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
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ASPCA）等。目前，世界上与动物

福利相关的组织有数千个。但是这些组织更加关注经济动

物和伴侣动物的福利问题。1926年，Charles Hume创立了伦

敦大学动物福利学会（University of London Animal Welfare
Society，ULAWS）并使用“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一

词[3]。1938年，ULAWS成为了动物福利大学联合会（Universi⁃
ties Federation of Animal Welfare, UFAW）。尽管如此，在之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动物福利的理解存在不同。

Hughes（1976）认为，动物福利是一种动物与环境和谐相处的

精神和身体健康状态 [4]。Carpenter（1980）认为，动物的生存

不应受人类所提供的环境的影响 [5]。1988年 Fraser提出，动

物福利的目的就是在极端的福利与极端的生产利益之间找

到平衡点[6]。现阶段，实验动物福利（Laboratory Animal Wel⁃
fare）是指人类保障实验动物健康和快乐生存权利的理念及

其提供的相应的外部条件的总和[7]，它涵盖了实验动物饲育、

动物实验设计、动物实验技术和实验处理及安乐死的整个过

程[6]。目前，无论是“动物福利”还是“实验动物福利”都应满

足动物5项需求，即5大自由：1）享有不受饥饿的自由，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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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替代技术研究进展动物实验替代技术研究进展
程树军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广州 510623
摘要摘要 综述了动物实验替代技术的发展及法规接受情况。介绍了替代动物实验的历史，阐述了在 21世纪毒性测试新观念

（TT21C）、有害结局通路（AOP）、整合测试等理论的指导下，组织重建和多器官人体芯片技术、干细胞技术、组学技术、非生物测

试技术、高通量和高内涵技术等新技术对动物实验替代方法的促进分析了标准化的替代方法和个性化的体外方法在化学品、化

妆品、药品和生物制品等健康相关产品评估中的应用。分析表明，替代技术不仅是实验动物学科的重要分支，也是一类研发和实

验用的创新性工具，同时具有产业化的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动物实验；实验动物替代技术；实验动物学

实验动物在医学和生物学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无法否认的是，虽然人类通过动物实验获得了科学研究或

实验数据，然而实验动物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生理或心理上

残酷的伤害甚至死亡。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实验动物学科

兴起之初，就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无限制的动物使用

是否必要？仁慈的动物实验需要建立什么原则？之后，Rus⁃
sell和Burch系统地提出了减少（reduce）、优化（refine）和代替

（replace）动物实验的 3R理论，成为实验动物学科发展的基

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替代技术在毒理学与药物开发

中取得的进步，使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和新兴的学科分支。

3R理论提出近60年来，简单可区分为3个阶段用。

1 起步和积累阶段（1959—1990）
实验动物替代技术源于 19世纪初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动

物保护和动物福利运动，以 1822年英国政府发布的《马丁反

残酷法案》为起点。西方动物保护和试验用动物福利研究逐

渐得到重视，英国动物福利大学联盟（UFAW）于1954年启动

了实验室仁慈技术研究的项目，项目结束之后的 1959年，

（Russell）和（Burch）在总结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出版了著名的

《The principles of humane experimental technique》（《仁慈实

验技术原理》）。系统提出了 3R原则，即通过使用无知觉的

材料代替（replace）有意识的活体高等动物，在确保获取一定

数量和精度的信息前提下尽量减少（reduction）动物使用量，

采取优化措施（refinement）减轻动物痛苦的发生和严重程

度。提出了相对代替和绝对代替的概念，指出可利用低等动

物、高等植物、微生物方法和生化检测的方法代替动物测试，

并极具远见性地提出充分开发组织培养的观念[1]。1978年，

David Symth在《Alternatives to animal experimentation》（《替代

动物试验》）一书将 3R统称为替代(Alternatives)，这个定义已

被人们广泛接受。

3R理论提出以来，开拓了人们理性投入生命科学研究的

思路，使得仁慈科学成为良好科学的前提，并激励科学家投

入替代技术开发。3R原则一直影响着世界各国有关实验动

物法规。目前，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实验动物福利法》均引入

了 3R原则。中国科学技术部 2006年发布了《关于善待实验

动物的指导性意见》。3R原则还影响到一些部门规章或行业

法规的制定以及为数众多的生物医学研究中科研计划与实

验程序的论证和实施程序等。例如欧盟《86/609/EEC 保护用

于科学目的的动物的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指令》、中国的《GB/
T27416—2014 实验动物机构质量和能力的通用要求》等。科

研人员必须在动物福利法规的框架范围内享有学术自由和

最优地使用动物。

1969年，英国成立了医学试验用动物中替代法基金会

（FRAME）成为全球最早的替代方法研究机构，1981年，美国

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立了动物实验替代方法研究

中心（CAAT）；除了政府投入之外，化工、医疗、生物等行业协

会和企业也投入大量人力和经费研发替代方法。在化妆品

局部毒性测试领域，最早出现了利用离体大鼠皮肤、牛和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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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的沿革与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的沿革与
现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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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或动物福利机构）是单位内部的实验动物福利监督机构。它是应实际

需而产生的，而后又在立法的高度确立了其在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中的必须性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介绍了美国、欧洲/欧
盟、中国的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的历史沿革和现状，阐述了其产生和发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联。

关键词关键词 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实验动物；实验动物伦理

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IACUC或 Ethic Committee（EC）或Animal
Welfare Body（ARB））是应实际需求而产生的，而后又在立法

的高度确立了其在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中的必须性和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IACUC的权责为法令所赋予，其法源依据在

美国来自于 1985年颁布的《Health Research Extension Act》
（《健康研究扩展法案》）及《Animal Welfare Act，AWA》（《动物

福利法》）；在欧洲源于名为《保护用于科学目的的动物》的欧

盟指令 2010/63/EU（以下简称为《指令》）；在中国则源自《关

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和《北京市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审查指南》等。单位负责人应依法指派任命 IACUC成员，

其职责规范于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标准。

早在 120多年前的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就开始意识到保

障研究实验室里动物的福利需要立法进行监管，从而催生了

1876年英国《虐待动物法》的出台，其内容包括内政部的监管

以及对使用动物实施研究的个人进行注册管理沿用至今[1]。

在中国，198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2]，后

来有2006年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市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

南》[3]、国家科技部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4]以

及一些相关的国标或团体标准，如《GB/T 27416—2014 实验

动物机构 质量和能力的通用要求》[5]和即将发布的由全国实

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起草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

查指南》[6]，对 IACUC的设立和职能工作进行了规定。

1 美国的 IACUC沿革和现状
美国在 1966年以前没有涉及实验动物的购买和使用方

面的联邦法规，建立相关立法的呼声在 20世纪 50年代末和

60年代初逐渐高涨。相关科学社团如美国实验动物学会、国

家医学研究协会等认为促进人道的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的

最好途径是更好地支持相关科研和培训、为动物设施的更新

提供资助、并且加强自我约束的机制如机构内部的实验动物

管理和使用委员会 IACUC等对实验动物的管理和使用进行

评估[1]。

在20世纪中叶以前，各机构在动物照护及动物福利的做

法上颇不一致。甚至在同一单位内的不同实验室之间，也会

出现动物管理政策及标准不一致的情形。1950年，实验动物

管理专家小组正式成立，后于1967年演变为美国实验动物学

会（AALAS），促进了美国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的法律规范体

系的形成。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主持下，2011年印刷出版

了《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指南》（简称《指南》）第8版[2]。在美

国，《指南》发挥着规范和指导作用，它要求有关机构成立 IA⁃
CUC，监督评估机构内的动物实验项目、程序和设施，以确保

与指南及其他类似法律法规的要求一致。

IACUC的概念及其组成最初在1986年《健康研究扩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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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
高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比较医学中心，北京 100021
摘要摘要 基础医学研究、药物研发、医疗器械评价等均会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国际上已经把实验动物科学条件和动物福利管

理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本文分析了近年引发国内外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

关键词关键词 实验动物；动物福利；动物伦理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验动物

作为医药研发、生命科学及医学研究的重要支撑条件日益受

到人们的重视。基础医学研究、药物研发、医疗器械评价等

均会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国际上已经把实验动物科学

条件和福利管理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的

标志，不同国家对实验动物管理和立法虽有不同特点，保障

动物福利和保证实验动物质量这两个方面是各国的共识。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贯穿于实验动物的饲养、运输、检疫、实验

设计、实验过程及实验后处理等各个环节。善待动物既是人

道主义的需要，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实验动物福利的核心

是保障动物的健康和快乐状态，这是保证研究结果可靠和真

实的前提[1]。

动物实验人员的专业素质、科学理念、技术操作等因素

均会影响实验动物的精神状态和生理状态，直接影响到实验

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科学的角度看，善待动物既是人

道主义的需要，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实验动物在实验过程

中的福利伦理问题，关系着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

影响着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

从人道关怀的角度，实验动物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

牺牲，理应享有应得的福利，得到人们善待。从学术研究的

角度，保证实验过程中的动物福利，可以使实验结果更真实

和准确。如果在科研成果投稿时被质疑，或是成果发表后被

指责违背动物福利伦理，会对科学家的身心造成重大影响，

直接影响其在本领域的学术地位。本文盘点了几年引起公

众关注的违反动物福利的主要事件。

1 《Nature》论文险因违反动物福利被撤稿
2011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医学院和Broad研究所

的研究人员在《Nature》杂志发表题为《Selective killing of can⁃
cer cells by a small molecule targeting the stress response to
ROS》的研究论文，该论文报告一种小分子的荜茇酰胺（piper⁃
longumine）可以选择性杀死小鼠体内的癌细胞。2015年 9
月，《Nature》发表勘误表，以该研究中部分小鼠体内的肿瘤体

积超出允许的最大直径1.5 cm为由，撤销了论文中的部分数

据，而率先提出质疑的科学家则认为这篇论文应被撤稿。最

后处理方式为：论文作者向公众道歉，《Nature》杂志社要求以

后涉及动物实验的论文需作者列出动物使用委员会所允许

的最大肿瘤尺寸，并声明这一尺寸不会在试验期间被超过[2]。

该事件从作者的角度看，是为了得到较好的统计结果，

希望实验组和对照组（不给任何药物处理）肿瘤生长速度、肿

瘤大小差异越大越好，从而证明该小分子药物治疗效果好；

而从实验动物角度看，肿瘤生长需要从动物体内吸收营养，

肿瘤的血液供应由动物提供。随着肿瘤的生长，动物会出现

贫血、消瘦等症状，如果肿瘤破溃，会造成动物继发感染，严

重者可引起死亡。肿瘤生长越大，消耗机体的能量越多，给

动物造成的伤害越大，可使动物一直处于恶病质状态，精神

上和肉体上均承担着严重的痛苦。因此，为既体现药物的治

疗作用，又不给动物健康造成严重伤害，业内普遍接受的小

鼠肿瘤体积最大直径为1.5 cm。

2 动物福利击败了抗体巨头
2016年 5月 20日，美国农业部（USDA）对抗体巨头 Santa

Cruz Biotechnology（SCBT）开出了巨额罚单——由于其“蓄意

违反”多项联邦《动物福利法》的规定，将被处以350万美元的

罚款。SCBT与其他抗体制造商一样，对山羊、兔子等动物进

行免疫接种，然后从其血液中获取、纯化抗体进行销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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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九河河岸带植物多样性及影响北京怀九河河岸带植物多样性及影响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
孔庆仙，信忠保，夏晓平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摘要 植物多样性是河岸带的重要生态特征，是河岸带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为了解北京山区河岸带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布设调查样地和室内分析，探讨植物多样性特征及其影响因子。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将怀九河河岸带划分为6种类

型，分别命名为自然河岸带、近自然河岸带、人工岸坡乔灌草河岸带、人工岸坡观赏性乔灌草河岸带、人工岸坡疏乔灌草干砌石河

岸带和人工岸坡浆砌石河岸带。随海拔高度升高，河岸带植物多样性指数增大。不同类型河岸带植物多样性有所差异，人工浆

砌石河岸带植物多样性指数显著低于其他类型河岸带（n=50，P<0.05）。河岸带乔灌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

数显著低于草本（n=50，P<0.05），草本植物适应环境能力强、灵活性好的特点使得植物种类多样而丰富，而乔灌容易受到人类影

响使得多样性、丰富度较低。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河岸带植物Shannon多样性指数与岸坡类型和硬化面积比例呈显著负

相关（n=50，P<0.01），与海拔高度呈显著正相关（n=50，P<0.05）。
关键词关键词 怀九河；河岸带；植物多样性；Shannon多样性指数；环境因子

河岸带是陆地与水生生态系统间的过渡地带，具有地球

上最多样、复杂和动态的生物物理生境[1-3]。河岸带独特的空

间维度结构和实体结构相互作用，为动物提供栖息地、减少

河岸侵蚀、拦截污染物质、为人类提供生物和休闲观光资源、

实现陆地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间能量传输和信息传

递[4-7]。近年来，人类耕作、污水排放、河流开发等人为活动对

河流河岸带资源的过渡或不适当开发利用，使河岸带高度硬

化和破碎化，破坏了生物栖息地，使得乡土物种减少，植物多

样性降低，严重影响了河流河岸带功能的发挥[8-11]。山区平整

地块稀缺，河岸带土壤含水量高、植物多样性高以及取水方

便等优越条件使得河岸带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开垦土地的首

选，这严重威胁着河流河岸带植物多样性[11-12]。

河岸带植物是河岸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

河岸带生态系统稳定和发挥其生态功能起着重要作用[12]。植

物群落的多样性表征着植物群落结构的复杂性及河岸带的

自然程度，是生物群落多样性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13]。河岸

带立地条件决定河岸带植物生长及分布，植物在生长过程中

也会对河岸带土壤特征产生影响。坡位、坡形、坡度、坡向、

海拔高度等地形因子和土壤养分、水分、有机质等土壤因子

是影响植物群落类型变化及其分布的关键环境因子[14-17]。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城镇化、经济开发等人类活动使

北京自然的水系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近年来，假期旅游、生态

旅游的兴起使得河岸带成为休闲游憩的场所[18-19]。由于河流

河岸带所遭受的破坏，对河岸带进行生态修复越来越受到重

视，及时了解河岸带环境因子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是河岸带

进行生态修复的前提和依据[20-22]。有研究发现：海拔高度和

至河流距离是影响黄河中下游河岸带植物群落多样性最重

要的环境因子，河岸结构纹理、生物气候和化学物质均会影

响河岸植物群落[8,23]。

对北京山区河流河岸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溪近自然

评价[24-26]和生态护岸模式[27-28]，缺乏系统的河岸带调查，对植

物多样性与环境间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29-30]。本研究通过大

规模的植物调查，致力于揭示北京山区河岸带植物多样性特

征及其影响因子。此项研究不仅可以为北京山区河岸带植

57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4706


科技导报 2017，35（24）www.kjdb.org

收稿日期：2017-11-02；修回日期：2017-11-24
基金项目；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52094017002U）
作者简介：方芳，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智能用电，电子信箱：411912023@qq.com；卜凡鹏（通信作者），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智能用电，电子信箱：bufan⁃

peng@epri.sgcc.com.cn
引用格式：方芳, 卜凡鹏, 田世明, 等 . 基于负荷特性聚类的样本自适应神经网络台区短期负荷预测[J]. 科技导报, 2017, 35(24): 66-70; doi: 10.3981/j.

issn.1000-7857.2017.24.008

基于负荷特性聚类的样本自适应基于负荷特性聚类的样本自适应
神经网络台区短期负荷预测神经网络台区短期负荷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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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介绍了批量处理时间序列数据情况下，基于台区负荷特性聚类的样本自适应反向传播神经（BP）神经网络预测短期电力

负荷的方法，通过对历史数据的预处理、初始聚类中心的设置以及最优聚类数目的确定，建立典型日负荷曲线的聚类预测模型。

基于历史数据的聚类结果及待预测日的温度、湿度、气压、风速、星期等相关参数，使用BP神经网络算法得出待预测日负荷曲线

预测结果。通过实例验证，基于台区负荷特性聚类的样本自适应神经网络短期负荷预测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预测结果。

关键词关键词 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电力负荷预测；数据挖掘

负荷预测是电力部门进行电力运行研究和配电网规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电力系统安全有效和经济运行的根

本，是电力规划建设的先决条件[1-4]。低压台区负荷预测是供

电部门的新兴工作之一，通过准确的负荷预测，可以经济合

理地调整运行方式，减少上级电站备用容量、合理安排检修

计划、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5-8]。

电力负荷传统预测方法包含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

等，在现代负荷预测中，用于负荷预测的方法有人工神经元

网络，如反向传播神经（BP）网络、径向基函数（RBF）网络

等[9-13]。台区负荷具有波动性、随机性较大等特点，为台区的

负荷预测带来难度。本文提出一种考虑多台区负荷特性聚

类的样本自适用神经网络短期负荷预测模型，同时考虑待预

测日的温度、湿度、气压、风速、星期、节假日等相关参数，得

出典型日负荷曲线预测结果。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实例验

证，该方法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预测结果。

1 负荷预测的理论计算
随着智能电网、通信网络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电

力公司建设了营销业务、用电信息采集、能量管理等信息系

统对电网的运行进行监控和管理，这些系统的建设积累了大

量电网运行数据。数据呈现数据量大、数据种类多、数据所

蕴藏的价值大等特点[14-17]。

提高预测精度的途径有多种：其一可以通过扩大用于负

荷预测的数据数量与数据密度，如增大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

采样频率，将更多历史数据及更多方面的气象、经济数据考

虑进预测系统中；其二可以引入更多先进可用的预测算法，

并结合电力负荷自身特性，更新优化传统的负荷预测模型；

其三可以通过聚类、分类等手段，将地区内负荷按照各自各

时期的特性分为不同类别，再依据不同类的负荷分别加以建

模预测，再综合汇总得到一个较为精确的预测结果。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的方式对多台区历史数据样本进行

分类处理，建立典型日负荷曲线的聚类BP神经网络算法预

测模型，实现台区较准确的负荷预测。

1.1 聚类计算

K-means 算法接受参数k；然后将事先输入的n个数据对

象划分为 k个聚类以便使得所获得的聚类满足：同一聚类中

的对象相似度较高；而不同聚类中的对象相似度较小。聚类

相似度是利用各聚类中对象的均值所获得一个“中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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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加强筋结构平板在爆炸载荷作用下不同加强筋结构平板在爆炸载荷作用下
的动态响应仿真的动态响应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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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爆炸载荷作用下外层结构防护能力加强问题，对四边固定的具有不同加强筋类型的平板在爆炸冲击载荷作用下的动

态响应问题进行了数值仿真研究。利用ABAQUS软件建立了4种平板的有限元模型，仿真计算了平板在爆炸载荷作用下的响

应，比较分析了平板的能量分布、平板中心点处的最大挠度值及应力分布等特性。结果表明，单纯地在平板背面添加加强筋数量

对于抗爆性能的提高意义不大；所设计的4类平板中，由加强筋耦合成三角形的平板抗爆性能最佳。

关键词关键词 爆炸载荷；加强筋平板；动态响应；弯曲挠度

军事或民用上经常使用薄板结构，如飞机、汽车、舰船的

壳体及隔板等，薄板既对结构起到支撑作用，也对整体起到

防护作用。薄板在爆炸冲击波作用下表现出大的变形、折弯

甚至断裂，其动态响应是典型的爆炸力学问题[1]。很多研究

人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Jones等[2]通过理论分析，给出

了四角固支的矩形平板在冲击波载荷下变形量的表达式，并

给出了解析解；王芳等[3]对爆炸冲击波作用下四边约束的平

板塑性大变形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得到了平板

挠度与尺寸及爆炸冲击波参数相关的半经验公式；Jacinto
等[4]通过试验和数值模拟，分析了在爆炸荷载作用下钢板、钢

筋混凝土板、纤维加固钢筋混凝土板和组合楼板的动力响应

特性以及破坏形态。综合考虑防护性能、质量等因素，采用

加强筋结构的平板被应用于各种装备，然而不同结构加强筋

与其挠度的影响关系，很难通过理论分析建立计算模型。本

研究利用数值仿真方法，通过爆炸冲击载荷作用下不同类型

加强筋平板动态响应对比分析，确定加强筋优化结构，以便

为增强结构抗爆性能提供依据。

1 模型尺寸及相关参数
本研究应用的平板结构类型有 4种（图 1）。4种结构底

平板的长×宽×厚都是 2 m×2 m×0.025 m，不同之处有以下几

点。1）平板1：仅平板结构，没有加强筋；2）平板2：具有3条
加强筋且等距分布；3）平板 3：具有 6条加强筋且等距分布；

4）平板 4：具有 6条加强筋，两两相互耦合成等腰三角形（三

图1 普通平板与3种加强筋平板结构示意

Fig. 1 Sketch map of the ordinary plate and three stiffener plates

平板1 平板2 平板3 平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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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活化二氧化碳诱导合成碳酸二甲酯电极活化二氧化碳诱导合成碳酸二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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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针对近年来利用甲醇和CO2直接反应制备碳酸二甲酯研究中反应条件苛刻、工艺设备复杂、甲醇转化率低等不足问题，本

文研制一种固碳溶液，其CO2饱和质量浓度达0.528 g/mL；在固碳溶液中用电解的方式对CO2进行活化，并在电解过程中不断补

充CO2至饱和，得到电解活化液；用碘甲烷作诱导剂，使其与甲醇在60℃回流120 min，制得碳酸二甲酯，纯度为99.0%，转化率

为99.6%（以甲醇质量计），反应过程环保、条件温和。

关键词关键词 碳酸二甲酯；固碳溶液；电极活化；二氧化碳；电解活化液

21世纪，化石能源的大量利用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和科技

繁荣，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大量的化石燃料终产物——CO2被

排放到大气中，全球CO2排放量正在逐年增长，致使大气中

CO2浓度不断升高，预计2030年全球CO2排放量将逾400亿 t，
由此引起“温室效应”日益加剧[1]。国内计划在今后5年内单

位GDP的CO2排放量减少 18%[2]。控制及减少大气中CO2浓

度已成为国际上共同关注的环境问题[3]。

将CO2进行捕集与封存，被认为是未来大规模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最经济可行的方法之一。CO2作为

一种经济、安全、可再生的碳资源，其储量比煤、石油、天然气

的总和还多，加强CO2的开发利用，将其变废为宝是当务之

急。CO2的利用包括物理利用与化学利用，但物理利用并不

能解决环保问题。近年来，研究者对CO2的化学利用更为感

兴趣，这是由于将CO2作为一种有机化工的起始原料，取代非

再生的化石燃料，不仅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还开发了新碳源，

具有广阔的研究及应用前景[4]。

CO2的综合利用中，以CO2为原料合成碳酸二甲酯（DMC）
的研究被认为最具挑战，这也是人们一直追求的目标[5-6]。碳

酸二甲酯作为20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绿色化学品之一，近年

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主要用途有：可作为无毒的羰基化试

剂和甲基化试剂用于有机合成工业，是集清洁性与安全性于

一身的绿色溶剂，还是继甲基叔丁基醚之后提高汽油辛烷值

的新型添加剂。主要合成路线有光气法和非光气法。20世
纪 80年代以来，对DMC的非光气合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Crips[7]采用Br、I等作为媒质对甲醇进行电化学羰基化合成

DMC。Bell[8]采用卤化物作电解质，同时用催化剂进行甲醇电

化学羰基化合成DMC。Dombro等[9]在超临界CO2和甲醇混合

物中以溴化四丁基铵（TBABr）为电解质，进行甲醇电化学羰

基化合成DMC。20世纪 90年代后，采用金属离子作媒质。

Filardo等[10]采用铜基和钴基络合物对甲醇电化学碳基化反应

进行活化。Galia等[11]扩大了使用络合物的范围，使用多种配

体如PtCl2、NiCl2等组成络合物对甲醇电化学羰基化反应进行

活化。近年来，Otsuka等[12]在气相上进行了甲醇直接电化学

羰基化合成DMC。以CO2和甲醇为原料直接电合成有机碳酸

酯的报道较少，在最近的报道中，钮东方等[13]研究了常温常压

下，在一室型电解池中，CO2在铜电极上的电化学活化及其与

甲醇反应制备DMC的反应，并考察了溶剂，支持盐等对反应

的影响。实验表明以CO2和甲醇为原料在温和条件下电合成

制备DMC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越来越注重环境和关注节

约型社会的今天，合成DMC的路线正朝着简单化、无毒化和

无污染化的方向发展，CO2和甲醇直接合成DMC的路线越来

越受到了关注[14]。

目前电化学合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催化剂存在活性不

高，反应条件苛刻等问题[15]，需要开发出具有较高活性[16-17]、且

在较为温和条件下操作的催化剂[14]，期望能使该合成路线有

所突破。本研究的重点是多相催化剂的选择，其中固体催化

剂具有活性高、选择性高、腐蚀性小及产物易分离等优点，是

具有应用前景的催化剂，也是合成DMC催化剂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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