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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575151，11235005）；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16JL001）
作者简介：李营，教授，研究方向为高能理论物理，电子信箱: liying@ytu.edu.cn
引用格式：李营，周宁 . 2017年粒子物理学热点回眸[J]. 科技导报, 2018, 36(1): 6-11;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8.01.001

2017年粒子物理学热点回眸
李营1，周宁2

1. 烟台大学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烟台 264005

2.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研究所，上海 200240

摘要 2017年高能物理领域的探究主要围绕标准模型的高精度检验、新物理的探寻这2个
方面前进。本文盘点2017年在标准模型的检验与新粒子直接探测、重味物理与CP破坏、量

子色动力学与强子物理、中微子物理、暗物质探测5个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对高能物理的未来

发展作一展望。

关键词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新物理理论；暗物质；中微子；新强子

粒子物理又称高能物理，是研究构成整个宇宙基

本粒子的性质、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规律的学科，是目

前研究物质内部结构规律的最前沿学科。当前研究认

为，人们所认识的宇宙世界是由原子和其他基本粒子

组成，原子则是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原子核是由质子

和中子构成，而质子和中子是夸克和胶子构成的。随

着实验和理论的发展，科学家形成了描述宇宙构成和

相互作用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基本粒子分

为 4类，分别是夸克、轻子、中间玻色子和希格斯粒子

（Higgs）（图1）。其中，中间玻色子起着“媒介”作用，通

过规范作用控制着基本粒子间的强、电磁和弱相互作

用。所有的基本粒子通过与希格斯粒子发生相互作用

而获得质量，因此希格斯粒子被称为“上帝粒子”。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任何理论都需要实验验

证。标准模型的理论得到了精确的实验检验。2012年
位于欧洲核子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
lider，LHC）发现了希格斯粒子，完成了粒子物理标准模

型最后一块“拼图”，同时也表明标准模型是成功的规

范对称理论。然而，标准模型目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

问题，如暗物质、暗能量、宇宙中正反物质不对称、希格

斯粒子质量的精细调节等问题。这些问题让科学家相

信标准模型不应该是终极理论，而是某高能标理论（新

物理）在电弱能标下的有效理论。因此标准模型的高

图1 标准模型中的基本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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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航，讲师，研究方向为柔性功能材料和器件，电子信箱：xuhang618@tju.edu.cn；黄显（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柔性生物传感器，电子信

箱：huangxian@tju.edu.cn
引用格式：徐航, 黄显 . 2017年瞬态电子技术热点回眸[J]. 科技导报, 2018, 36(1): 12-17;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8.01.002

2017年瞬态电子技术热点回眸
徐航，黄显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天津 300072

摘要 瞬态电子器件全部由可降解材料组成，当器件完成指定功能或废弃之后，可在外界的

刺激下短时间内部分消失或全部降解。通过先进的加工工艺和功能优异的特种材料，瞬态

电子器件的性能可与传统电子器件相媲美，并对传统器件功能形成补充，将应用范围扩展到

环保、可降解医疗设备以及电子安全器件等前沿领域。本文从瞬态可降解材料、降解方式、

加工工艺、功能瞬态器件等方面介绍2017年瞬态电子技术的主要研究进展，并对瞬态电子领

域的未来发展作一展望。

关键词 瞬态电子技术；可降解材料；降解方式；加工工艺；瞬态器件

当前，电子设备产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通

信、教育、医疗乃至国防安全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随着电子设备的淘汰与损坏，产生了大量的电子

废弃物，俗称电子垃圾，主要包括废弃的手机、家电以

及一些企业淘汰报废的电子仪器设备等，预计 2017年
产生的电子垃圾总量超过5000万 t[1]。这些废弃物不同

于一般的生活垃圾，通常含有大量重金属元素和含有

氟、氯、硫等元素的稳定高分子，通过传统填埋、焚烧的

处理方法势必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从水源、土地和

空气等方面危及到人类的健康安全。在此，合成低毒

性、可降解的新型材料，与传统电子器件加工技术相结

合，发展瞬态电子技术，制备出环境友好型、零废物排

放的电子产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植入性医用

设备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而当

这些设备完成诊疗任务之后，手术取出这些设备将对

患者造成二次创伤，并可能引发伤口感染和化脓等多

种病发症[2]。开发新型生物可降解医疗器械，可以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再次手术对病人

造成的创伤和痛苦，而且可大幅降低医疗成本。

瞬态电子设备主要包括可降解聚合物基底/封装材

料、瞬态互连导线以及半导体组成的功能部件，这些组

成部分均可以在瞬态电子产品完成指定功能后按照预

先设定的速率进行部分降解或者全部消失，实现了零

电子废弃物的排放，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新兴电子技

术。通过瞬态材料与传统电子器件加工工艺相结合，

制备的瞬态电子产品性能可与传统电子器件相媲美，

并在环境保护、医疗诊断、国防信息安全等方面有着广

泛地应用前景。本文从瞬态可降解材料、降解方式、加

工工艺及功能化瞬态器件4个方面总结2017年瞬态电

子技术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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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光学热点回眸
谢兴龙，沈卫星，朱健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上海 201800

摘要 随着激光的诞生，光学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盘点了微纳光学、超强激光、

超分辨技术、太赫兹技术、量子计算、激光3D打印、计算光学成像技术、光通信、生物光子学、

X射线成像等10个未来可能会对人类生存及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光学技术研究领域在

2017年的重大进展。

关键词 光学热点；光学前沿；微纳光学；超强激光；太赫兹

光学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

光的行为和性质。随着激光器的诞生，产生现代光学；

随着激光技术的进步，现代光学也得到迅猛发展。激

光科学和激光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物理学、化学、生命科

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一批十分活跃的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激光化学、激光生物学、激光

医学和信息光学等；同时，激光在精密计量、遥感和遥

测、通信、全息术、医疗、材料加工、激光制导和激光引

发核聚变等方面获得广泛应用。

众所周知，2017年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奖颁给了从

事引力波直接测量的3位物理学家，而他们的测量工作

即使用了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两台叫

做“LIGO”的激光干涉仪（图 1）[1]，这是一个现代光学和

激光技术直接应用的典范。2017年《Nature Photonics》
在 10周年纪念的特辑中提到了现代光学的 10个研究

热点[2]，美国光学学会报道了世界范围内的11个研究热

点和31个研究成果[3]，这些成果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密不可分。这里选取光学领域中的微纳光学、超

强激光、超分辨技术、太赫兹技术、量子计算、激光 3D
打印、计算光学成像技术、光通信、生物光子学和X射

线成像 10方面进行简单介绍，并回顾其近 1年来的研

究进展。

1 微纳光学

微纳光学[4-6]指利用微结构材料作为光学元件的光

学分支。微纳光学的发展得益于 20世纪 80年代纳米

技术的诞生，由于在航空、航天、军事、生命科学和健康

保健、汽车工业、仿生机器人、家用电器等领域具有巨

大应用前景，微纳光学一经问世就成为科技界的热门

研究领域之一。微纳光学所涉及的尺度范畴为原子、

图1 坐落于Hanford和Livingston的LIGO激光干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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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核能科技热点回眸
杨军1，杨章灿1，徐乐瑾1，吴幸慈2，邓程程1，周夏峰1，胡帮达3

1. 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核工程与核技术系，武汉 430074

2. 台北市大安区辛亥路三段200号，中国台湾 10668

3.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 盘点了2017年国际上在核能科技重点领域取得的重要研究与开发进展情况，讨论了

核能科技领域的一些前沿及热点问题，重点回顾了第四代反应堆、第三代反应堆先进技术、

数字反应堆、核材料、放射性废物与乏燃料处理与处置、核安全立法及公共政策等领域取得

的部分重要成果。

关键词 核能科技；核反应堆；核材料；放射性废物；乏燃料；核安全

2017年，第四代反应堆技术，包括次临界加速器驱

动次临界系统、新型钍基熔盐堆、行波堆和超临界水堆

的研发稳步推进；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具

备非能动安全技术的第三代反应堆技术日趋成熟，

AP1000、HPR1000、EPR和APR1400等工程建设项目均

已开工建设或接近收官；福岛核事故之后，严重事故缓

解措施与放射性气体排放的过滤处理成为研究热点。

此外，陆上小型反应堆及海上浮动式电站的研发正加

速 开 展 ，玲 龙 一 号（ACP100）和 海 上 核 动 力 平 台

（ACPR50S）及美国的NuScale等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在

2017年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具备高性能计算与仿真能

力的反应堆整体模拟系统，或称“数字反应堆”研发计

划在欧洲、美国和中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同时，在事

故容错燃料和聚变材料研发上进一步开展技术创新。

随着部分核电站接近或到达寿期，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

处理与处置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相关研究取得进一步

突破。此外，2017年中国《核安全法》出台，标志着中国

进入了“依法治核”的新时代。总之，中国在核能科技发

展的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在国际合作与交

流方面高度活跃，科技成果与项目建设进展显著。

1 第四代反应堆研发进展

早在 1999年，核科学家提出了第四代核电反应堆

（Gen-IV）的概念。美国、法国、日本、英国等核电发达

国家在 2000年组建了Gen-IV Forum（GIF）国际论坛。

总目标是在 2030年左右，向市场上提供能够解决核能

经济性、安全性、废物处理和防止核扩散问题的第四代

核能系统。经广泛研究和认证，选定了下列6种堆型作

为第四代堆的重点关注对象：钠冷快堆（SFR）、铅合金

冷却堆（LFR）、气冷快堆（GFR）、超常高温堆（VHTR）、

超临界水冷堆（SCWR）和熔盐堆（M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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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有机功能材料研发热点回眸
孟瑞璇，卢秋霞，解士杰

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010

摘要 从高效柔性有机半导体器件、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高效有机白光二极管、有机光伏

器件的磁效应、有机自旋光伏器件设计等5个方面，盘点了2017年有机功能材料领域的重要

研究进展；从有机电子学、有机光电子学和有机自旋电子学等多个角度，回顾了有机功能材

料新奇的物理现象及原理；预测了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柔性有机半导体；有机光伏器件；有机发光二极管；有机自旋电子学

自 20世纪 70年代首例有机导电高分子聚合物聚

乙炔发现以来[1]，“导电塑料”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有机材

料绝缘的传统观念，也打开了有机半导体领域的大门，

该项成果并因此获得了 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最初，

有机半导体仅突出表现为其独特的电性质，也就是柔

性导电塑料。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和合成及探测技术的

逐渐发展，20世纪90年代有机材料又表现出优越的光

学性能，例如正负载流子在有机材料内复合发光或光

照条件下聚合物内可以产生自由载流子，也就是目前

所熟知的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或有机太阳能电池

（OSC）原理。这些研究成果和理论架构逐步形成了有

机光电子学这一学科。而近十几年，在完善有机光学

和电学特性的同时，有机材料再次刷新人们的认识，表

现出新奇的自旋电子学效应。例如，在不含有任何磁

性元素的有机材料内，其电光性会表现新奇的磁效

应[2-3]。自旋信息在有机半导体实验中屡屡出现新奇的

现象促使有机自旋电子学开始蓬勃发展。

有机功能材料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并集质轻、柔

性、可拉伸、光谱可调、可大面积制备等优势于一身，成

为最具发展前景的人工材料。其相关研究与应用逐步

涉及众多领域，例如航空、电子消费、医疗保健、机器人

和工业自动化等，也吸引了涉及物理、化学、材料、信

息、生物、医学等不同学科科研工作者的兴趣，开启了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崭新旅程。

碳基材料是材料领域的庞大一族，既包括金刚石、

石墨、石墨烯、碳纳米管和碳团簇等全碳材料，也包括

由碳、氢、氧、氮等轻元素组成的有机小分子和高分子

聚合物材料，以及有机金属络合物、有机-无机复合材

料。有机材料独特的功能性来源于碳原子最外层电子

的杂化方式，其 sp、sp2和 sp3杂化的多样性带来了有机

材料结构和性质的丰富性。其 sp2的电子杂化使得材料

内形成连通的电子传输通道，为能量和载流子的传输

提供可能。但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电子结构也是有

机体内诸多问题的来源。在晶态的聚合物体系内，由

于有机材料的分子骨架被连通的电子关联，电子在传

输通道内运动的过程中，会同时引起分子骨架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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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拉伸高分子材料接连突破，可穿戴电子
设备前景可期
——2017年高分子材料研发热点回眸

胡建华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 高分子材料作为重要的新型全能材料，已广泛应用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17年
高分子科学领域硕果累累，超分子聚合物、石墨烯、高性能材料、纳米多功能材料等方向都炙

手可热。本文遴选2017年可拉伸高分子半导体、柔性储能材料、不对称聚合物分子刷的高效

精准制备、二氧化碳吸附、塑料回收再利用和毒品检测方面的高分子应用等方向取得的成果

进行盘点。

关键词 高分子材料；可穿戴设备；聚合物分子刷；毒品检测；塑料回收

相比于其他材料，高分子材料具有质轻、绝缘、高

强度、耐热、耐腐蚀、弹性好、延展性好等优势，不同结

构不同分子量的有机高分子化合物还可衍生出各式各

样的用途，满足不同行业的不同需要。近年来，高分子

科学研究飞速发展，3D打印技术、可降解塑料、石墨烯、

超分子聚合物等新兴热门领域每年都能产生很多杰出

的科研成果。2017年对高分子科学领域来说是硕果累

累的一年。

1 柔性可穿戴电子器件

随着人类生活逐步地智能化，可穿戴（柔性）电子

器件拥有巨大的市场前景，特别是生物医学领域用于

可穿戴生理监测的设备、电子皮肤等。虽然此类电子

器件有很广的应用范围以及很大的利用价值，但从技

术上来说依然是一个难题。这类器件除了需要保持良

好的电学性能，还需要具备优异的柔韧性、可拉伸性，

在不影响工作效果的前提下拥有舒适的佩戴体验。在

现有的工艺中，面临着材料选择困难、制作过程繁复、

制作成本过高等问题，一直难以大规模商业化。近年

科学家一直针对这些问题在努力，科研成果也层出不

穷。早在 2011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的 John Rogers课题组[1]就开发了一种用硅制成的表

皮电子元件（epidermal electronics）。这种元件布满了

感应器，但非常薄，很灵活而且可以生物降解，当把它

贴在人体表皮时，可以做到毫无感觉。感应器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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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天文学热点回眸

苟利军1,2，辛玲3，孙媛媛4

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北京 10001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院，北京 100049

3.《中国科学院院刊》（英文版）编辑部，北京 100190

4.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天文》编辑部，北京 100012

摘要 天文学是一门发现型的学科。2017年天文发现和研究进展目不暇接，一些新的大型

观测设备开始运行。从研究进展和天文仪器2个方面遴选了9项具有代表性的天文发现和

事件。盘点了引力波、系外行星、最奇特的反复爆发超新星、暗物质卫星公布首个物理结果

和第一个系外天体“奥陌陌”发现等研究进展，在天文仪器方面包括了视界面望远镜进行黑

洞成像观测、中国HXMT“慧眼”卫星成功发射、“卡西尼号”探测器毁落及中国FAST射电望

远镜基本完成功能性调试。随着这些新设备的正常运行，期待2018年得到更多更有趣的发

现结果。

关键词 引力波；悟空；奥陌陌；慧眼；卡西尼；FAST

2000多年前，人类对于星空宇宙的探索只能凭借

肉眼和想象，因此对宇宙的理解和发现在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或许都不会有大的突破。然而在距今 400多年

前，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将那个简陋的望远镜指向天

空，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引发了对宇宙探

索的深刻变革。从最初的 2.5 cm口径望远镜，到目前

最大 10 m口径的光学望远镜，观测波段从最初狭窄的

可见光扩展到从射电、红外、紫外到X射线和γ射线全

部电磁波段，观测手段从光子扩展到粒子，尤其新近探

测到的引力波，打开了一个探索宇宙的新窗口。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的学科，天文观测设备的先进

程度决定着天文学的水平程度。令人欣喜的是，中国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望远镜硬件技术和空间技术逐步

提高，建成了世界最大口径的 500 m射电望远镜，发射

了中国第一颗X射线卫星，也有了精度很高的暗物质

探测卫星，这些不同类型的望远镜或探测器都在逐步

弥补中国与世界天文发现和研究的差距。

在这些天文利器的帮助下，宇宙探索向着更深更

大的方向发展，天文探索也是日新月异。本文遴选

2017年天文学领域的 5项热点研究和 4个大型天文设

备进行盘点，并对未来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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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空间科学热点回眸
吴季1,2，杨帆3，张凤3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190

摘要 空间科学是以航天器为主要工作平台，研究发生在日地空间、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空

间的物理、化学及生命等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综合学科。回顾了2017年全球空间科学领域

前沿研究进展、重大战略调整以及新发射的、可能对未来空间科学研究产生关键影响的空间

任务平台；盘点了2017年空间科学重大事件，包括空间平台助力发现双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

力波、中国率先实现空间量子科技重大突破、“悟空”获得迄今为止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

能谱、“卡西尼”土星探测任务落下帷幕、美国重启国家空间委员会并明确重返月球、卢森堡

通过空间资源探索和利用法、全球首个中子星探测任务成功发射等。

关键词 空间科学；2017研究热点；发展战略

空间科学是以航天器为主要工作平台，研究发生

在日地空间、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空间的物理、化学及

生命等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 [1]。空间科学可划分

为空间天文、太阳物理、空间物理、太阳系探测、空间地

球科学、微重力科学、空间基础物理、空间生命科学等

子领域[2]。空间科学是基础前沿科学探索的先锋，是世

界主要国家研究部署的重点，被视为各国角逐科技实

力的竞技场，引领世界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2017年，空间科学研究热点前沿备受瞩目，空间平

台助力发现双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中国领跑空

间量子通信、“悟空”获得迄今为止最精确的高能电子

宇宙线能谱、“卡西尼”土星探测任务完美收官等，不断

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为人类足迹向深空拓展奠定

基础。美国重启国家空间委员会并决定重返月球，被

视为美国加强空间领导力的风向标，全球空间探索和

科学发现的实施路线可能因之发生重大调整。卢森堡

以法律形式保障私营企业对空间资源拥有所有权，再

度引发对这一敏感问题的激烈讨论，小行星科学探索

和资源勘探暗潮涌动。全球首个中子星探测任务、中

国首颗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等成功发射，推动空间

科学可持续发展，重大突破未来可期。

1 2017年空间科学研究进展

1.1 “悟空”获得迄今为止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

暗物质是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世纪末、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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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天然气水合物研发热点回眸
魏伟1，张金华1，于荣泽1，林斌斌2，陈龙桥2，彭涌1，肖红平1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廊坊 065007

2. 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钻井事业部，天津 300280

摘要 2017年，天然气水合物研发领域散发出强劲活力，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本文回顾

了2017年日本南海海槽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中国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中国荔湾海域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天然气水合物作为新矿种等重大事件和进展，盘点了天然气水合物油气

系统在中国南海神狐海域等主要地区的应用与研究、动力学抑制剂、开采方法、沉积物稳定

性、环境效应等研究热点，部分展示了中国在天然气水合物领域作出的贡献，并进一步分析

了天然气水合物未来研究热点。

关键词 天然气水合物；神狐海域；试采；开采方法；新矿种

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以固态

形式赋存于深海沉积物中和永久冻土地区，资源量巨

大，且99%存在于海洋中，海洋沉积物中赋存的天然气

水合物也已成为勘探开采研究的重点[1]。2017年，国际

天然气水合物领域见证了一系列研究热点和重要事

件。本文对2017年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研究、开采方法、

安全与环境效应、勘探与试采等领域取得的代表性成

果作一简要盘点。

1 研究热点

1.1 围绕墨西哥湾、日本南海海槽、中国南海北部、日

本海郁龙盆地、印度大陆边缘等区域开展天然气

水合物油气系统等成藏与富集规律研究

近年来，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区域主要集中在墨西

哥湾、韩国郁龙盆地、印度孟加拉湾、日本南海海槽、中

国南海北部等海域（图 1），取得了积极进展，2017年 6
月 25—30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的第九届

图1 当前天然气水合物勘探热点区域示意

Fig. 1 The currenthotspot areas of natural gas hydrat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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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信息科学热点回眸
万赟

美国休斯敦大学维多利亚分校，德克萨斯州维多利亚 77901

摘要 回顾2017年信息科学的热点：加强学习算法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取得显著效果，量

子计算机的竞争已经进入到50量子比特阶段，智能家庭进一步大众化，机器人仿真技术更加

成熟。同时2017年信息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挑战，例如：人工智能算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历

史数据所暗藏的人类偏见的影响，互联网假新闻影响到了美国大选，比特币呈现泡沫化升

值，威胁计算机用户的勒索病毒也愈演愈烈。

关键词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比特币；勒索病毒

2017年信息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仍然以人工智能

的应用为主。其中研发出AlphaGo的DeepMind公司通

过加强学习算法继续在人工智能棋类领域独领风骚。

IBM，谷歌等公司在量子计算机的实用化方面也取得了

重要的进步。机器人仿真技术飞速发展，在自然语言

沟通和动作模拟方面产生了飞越性发展。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

响，例如人类社会的种种偏见被人工智能通过数据挖

掘而捕捉，并成为一种新规则，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社交媒体成为假新闻的传播渠道。另外，比特币

在 2017年一路飙升到接近 2万美元，成为人类历史近

500年来最大的经济泡沫，与之相关的网络勒索病毒在

2017年的流行也成为人们的新挑战。

1 加强学习算法效果显著

被谷歌收购的DeepMind公司在 2017年利用加强

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方式接连成功培训出新一

代人工智能围棋程序AlphaGo Zero和AlphaZero，前者

成功击败AlphaGo，后者则不仅击败了AlphaGo，还通过

短时间学习成功击败了当前实力最强的国际象棋和日

本将棋人工智能程序。所谓加强学习算法就是让程序

从随机状态开始，通过自我对弈来提高能力。每一次

落子前，程序计算出不同位置的胜率，挑选出胜率最大

的位置，事后根据实际的结果调整计算胜率的神经网

络权重。DeepMind公司的团队在培训AlphaGo Zero时
采用了机器自我培训的方式。而之前训练AlphaGo时
使用的是人类过去的棋谱对局，相当于人来培训机

器。这两种方式在效率和效果上存在巨大差距——训

练 AlphaGo Zero 时使用的是配备 4 个高性能处理器

（TPU）的单机，耗时3天，总计490万场对局，而训练Al⁃
phaGo时使用了多台计算机，共48个TPU，耗时数月，总

计 3000万场对局（图 1）。结果 AlphaGo Zero在与 Al⁃
phaGo进行的 100场对弈中获得全胜。这一成果发表

在2017年10月19日《Nature》杂志上[1]。

接下来DeepMind团队把加强学习的方式进一步简

化，结合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推出了普适性更强的Alp⁃
haZero人工智能程序。该程序在初始状态时只需要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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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人工智能研发热点回眸
刘伟，倪桑

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北京 100876

摘要 2017年，人工智能研发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广泛应用。本文

遴选人机对战、无人驾驶、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音箱、人工智能医疗、人工智能芯

片等为代表，回顾2017年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热点事件。

关键词 2017年科技进展；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事件

2017年又是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1年，也是人工智

能产品更加进入人们的视野和生活的1年，以至于很多

人把2017年称为“人工智能应用元年”。从受到广泛关

注的人机对战比赛到惠及人们生活的无人驾驶、智能

家居，从基础硬件的人工智能芯片到人脸识别解锁的

手机，人工智能正在从方方面面改变人们的生活。

1 人机对战

2016年始，人机对战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受关注

的话题。2016年 3月，谷歌DeepMind推出的AlphaGo
以4∶1战胜职业围棋世界冠军李世乭，宣告机器在围棋

领域超过人类顶尖选手的水平。2017年5月，强化后的

AlphaGo Master又以3∶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柯洁

（图 1）。经过了算法和模型的进一步优化，AlphaGo已
经到了没有人类对手的级别[1]。

2017年10月，DeepMind推出了围棋软件的又一新

力作：AlphaGo Zero。虽然AlphaGo Master能够打败世

界第一棋手柯洁，但是依靠了数以千计的人类业余和

专业棋手对其进行训练。而AlphaGo Zero却跳过这一

步骤，从完全的随机开始进行自我对弈，只用了40天自

我学习就超越了花费 2年时间训练模型的所有旧Al⁃

phaGo版本。DeepMind用这一新成果再一次树立了人

机对战的里程碑。

AlphaGo Zero通过使用强化学习的新形式，让它能

够成为自己的老师。它从一个除了规则以外对围棋一

无所知的神经网络开始，通过将强大的搜索算法和神

经网络结合，不断地通过自我对弈更新和训练模型，在

每一次迭代中，系统的性能都能有所提高，自我对弈的

质量也随之提高，从而让神经网络越来越精准。最终

达到对自己的每一手棋及其对棋局产生的影响进行准

图1 AlphaGo Master对战世界第一棋手柯洁

Fig. 1 AlphaGo versus Go player Ke Jie who is ranked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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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脑机接口研发热点回眸
张丹1，陈菁菁2，王毅军3

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100084

2.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北京 100084

3.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要 脑机接口通过解码人类思维活动过程中的脑神经活动信息，构建人脑与外部世界的

直接信息传输通路。近年来脑机接口领域发展已经步入快车道，相关技术正在走向成熟，并

得到工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盘点了2017年度脑机接口在应用系统实现方面所取得的

重要成果，介绍了其应用关键技术研究的新进展，展望了脑机接口研发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 脑机接口；交流；控制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通过解码

人类思维活动过程中的脑神经活动信息，构建大脑与

外部世界的直接信息传输通路，在神经假体、神经反馈

训练、脑状态监测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1-4]。2017
年可以说是脑机接口发展的新起点，在近年来一系列

脑机接口相关科学研究突破的推动下，脑机接口技术

开始走向成熟，正在得到工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

入，例如，创业领域领军人物Elon Musk等投资创立面

向神经假体应用和未来人机通信的脑机接口公司Neu⁃
ralink[5]，互联网领域领军企业Facebook宣布开始研发基

于脑机接口的新一代交互技术[6]。这些行动引起了热

烈讨论，也将促进脑机接口技术进一步的加速发展。

本文立足于 2017年脑机接口研究动态，首先介绍脑机

接口在应用系统实现方面所取得的年度重要成果，随

后介绍应用关键技术研究的新进展，最后对未来发展

趋势进行展望。

1 应用系统实现：更有效的交流与控制

1.1 字符输入

让重度运动障碍患者重获与外界交流沟通的能

力，是脑机接口的最重要应用目标之一。继近年来基

于头皮脑电的字符输入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 [7]，

2017年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报告了一项利

用颅内脑电进行字符输入的高性能脑机接口应用系

统[8]。在该系统中，研究者在脊髓侧索硬化症和脊髓损

伤瘫痪患者的运动皮层负责手部运动的区域植入高密

度微电极阵列采集动作电位和高频的局部场电位，解

码这些电极上的神经活动信息实现对屏幕上二维光标

的连续控制以及字符选择的“点击”动作，从而让患者

实现通过屏幕虚拟键盘输入文本与外界交互（图 1[8]）。

3位使用该系统的瘫痪患者分别实现了每分钟 39.2、
31.6、13.5个英文字符的输入，这也是目前在运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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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现重要突破，靶向药物创历史进展
——2017年癌症治疗热点回眸

张洪涛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病理及实验医学系，美国费城 19104

摘要 癌症治疗在2017年迎来了一系列新的希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CAR-T治疗的正式登

场，两种靶向CD19 的CAR-T细胞获得对复发性/难治性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及大

B细胞淋巴癌治疗的批准。同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获得更多实体瘤适应症的批准，尤其

是将MSI-H或dMMR作为生物标志物，作为临床治疗的指导。在靶向治疗方面，一些新的药

物获得批准，比如FLT3突变抑制剂Midostaurin与化疗的联合使用，是25年来FDA首次批准

的AML新药。此外，在临床研究中也出现一些比较激动人心的结果，癌症疫苗在黑色素瘤的

治疗中获得了突破。本文将对这些热点研究结果进行回顾性综述。

关键词 CAR-T；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癌症疫苗；肿瘤新抗原；靶向治疗

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癌症病例越来越多，但由于

医疗技术的创新，癌症的死亡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在美国，从 1991年到 2014年，癌症的总体死亡率下降

了25%[1]。同一时期，由于戒烟等生活方式以及对某些

癌症筛查指南的改变，癌症的年龄标化发病率也有所

下降，尤其是在男性中，但晚期癌症的发病率基本保持

稳定，因此，死亡率的下降应该主要归功于医疗技术的

进步。

2017年中，癌症治疗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值得回眸

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集中在癌症免疫治疗领域，包括

CAR-T治疗的正式批准，PD-1/PD-L1 抗体治疗对更多

适应症的批准，以及针对肿瘤新抗原的癌症疫苗研究

在临床试验中振奋人心的结果。此外，靶向药物的研

究也取得了值得庆贺的成绩，不但有新的靶向药物得

到批准，也有之前批准的药物在更多的适应症中显示

出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血液

系统癌症的新希望

2017年，必定是癌症治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1年。

在 2017年，美国FDA分别批准了诺华公司和凯特制药

公司的2种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himeric an⁃
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CAR-T）产品上市，

这意味着 CAR-T 细胞治疗的新时代的正式开始。

CAR-T属于免疫治疗，最早尝试用于艾滋病的治疗，但

效果并不明显。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Carl June 教

授，在其妻子因癌症去世后，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癌症治

疗，终于将CAR-T技术推进成一个成熟的治疗技术。

在人体内，有很多免疫T细胞，但是大多数T细胞

都不能很好地识别肿瘤细胞。CAR-T技术首先从癌症

患者身上分离免疫T细胞，然后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给T
细胞安置一个嵌合抗原受体，这个受体对肿瘤细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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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药物发展迅猛，突破性疗法认
证推动药物创新
——2017年新药研发热点回眸

李子艳，黄瑶庆，周映红，毛艳艳，高柳滨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信息中心，上海 201203

摘要 新药研发集中体现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新突破和新进展。当前，药物研发相

关学科交叉日趋紧密，新方法、新技术层出不穷，在提升药物研发效率的同时快速革新疾病

的治疗手段。从201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新药来看，生物技术药物发

展异常迅猛，突破性疗法认证推动药物创新，临床上未满足的需求成为行业的追求目标。本

文回顾2017年新药研发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和研发热点，展示新药研发新趋势和新动向。

关键词 新药研发；肿瘤免疫；基因疗法；人工智能；新药审批

2017年是新药研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与进展的一

年：肿瘤免疫疗法热度不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再添新

成员，全球首款细胞免疫CAR-T疗法正式获批上市，全

球首个按生物标记物而非肿瘤来源区分的抗肿瘤疗法

获批，基因编辑技术快速发展助力新药研发，基因治疗

迎来新进展前景可期；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或

为新药研发领域注入新活力，革新新药研发现状。此

外，2017年又是新药研发领域成果丰硕的一年：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突

破性疗法认证推动药物创新，多个全球首款药物加速

获批；在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改

革新政频出，鼓励创新接轨国际，新药研发迎来重大发

展机遇，也面临更多挑战。

1 肿瘤治疗领域迎来新突破

2017年初，美国癌症学会发表了《2017年癌症统计

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20余年中，美国的癌症总

死亡率下降了 25%，这主要得益于肿瘤治疗领域科学

的发展[1]。近年来，在肿瘤治疗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

致力于利用自身免疫系统来抵御肿瘤，这种通过调动

机体免疫系统，抑制和杀伤肿瘤细胞的方法称为肿瘤

免疫治疗。肿瘤免疫治疗是当前肿瘤治疗领域中最具

前景的研究方向，包括细胞免疫疗法、肿瘤疫苗及免疫

检查点抑制剂等研究热点，当前已取得了很多具有应

用前景的研究成果（图 1）[2]。2017年，肿瘤免疫疗法迎

来新突破，免疫检查点PD-1/PD-L1抑制剂又添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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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热点回眸
王艳杰，常旭虹，王德梅，陶志强，杨玉双，赵广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农业部作物生理生态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领域取得进一步发展，在作物分子育种、种质资源、植物保护与

病虫害防治、动物遗传育种、畜禽疾病防治、园艺科学、分子生物技术、耕作栽培与农业机械

化、农产品加工及储藏、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新成果和新技术，科技

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逐步加快。本文对2017年中国在水稻分子设计育种、

国家级小麦太谷核不育基因克隆、牛羊等畜禽育种、口蹄疫和禽流感等疾病防治、番茄风味

解析、遗传转化和DNA测序技术、机械化种植管理和加工、马铃薯加工技术等领域取得的重

要成果做一简要盘点。

关键词 作物分子育种；种质资源；病虫害防治；动物遗传育种；分子生物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介绍最近 5年来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时指出“农业现代化稳

步推进”，并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核心关键还要靠科

技创新和科技进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强

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2017年，

中国农业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原始创新

和基础研究方面涌现了一批重大新品种和新技术，一

些设施技术在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加快，围绕农业生产中的

关键问题进行推广，创新推广转化模式机制效果明

显。基于农业科技的创新成果，本文从主要农作物分

子育种、种质资源、植物保护与病虫害防治、动物遗传

育种、畜禽疾病防治、园艺科学、分子生物技术、耕作栽

培与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及储藏、农业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等领域，回顾2017年中国

农业科技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1 作物分子育种

高产、稳产品种是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基础。现代农业的发展正积极推动传统育种向

高效、精准、定向的分子设计育种转变。2017年，中国

科学家应用“分子模块设计”培育的水稻新品种喜获丰

收，构建了目前最高质量的水稻基因组参考序列，并在

调控水稻理想株型、蒸煮品质、粒型、穗粒数、抗寒性、

次生壁合成、垩白性、叶绿体、抗病性等分子机制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功克隆国宝级小麦太谷核不育

基因，完成小麦D基因组精细图，大麦、苦荞参考基因组

测序，提出作物遗传增益改良理论和方法，为进一步实

现精细化分子育种奠定了理论和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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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昆虫毒理学热点回眸
史雪岩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北京 100193

摘要 从基因编辑技术在昆虫毒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杀虫剂作用机制及抗性机制研究、昆虫

抗药性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昆虫毒理相关的基因组学研究等方面，综述了2017年昆虫毒理

学的主要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昆虫毒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害虫抗药性治理的新策略。

关键词 昆虫毒理；杀虫剂；抗性机制

昆虫毒理学（Insect toxicology）是毒理学的一个分

支，主要研究有毒物质对昆虫的毒杀作用机制、昆虫对

毒物的反应、环境对毒物与昆虫相互作用的影响等。

2017年，昆虫毒理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

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在杀虫剂的昆虫毒力方面获得

了重要成果，而且在杀虫剂的作用机制、抗药性机制等

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对农药作用机制和抗

药性机制，不仅在生化层面进行了研究，而且使用基因

编辑等研究方法和技术，在分子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昆虫毒理学的这些研究成果，对

于弄清农药对昆虫的作用机制、掌握昆虫的抗药性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制定精准、有效、合理的害虫治理方

案，在害虫防治中有效减少农药使用，达到保护食品安

全、环境安全等目的具有重要价值。以下对 2017年昆

虫毒理学的研究热点及重要成果做一简要盘点。

1 基因编辑技术在昆虫毒理学研究中的

应用

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对目标基因进行“编辑”，实现

对特定DNA片段的敲除、加入等。CRISPR/Cas9技术

能够在活细胞中有效、便捷地“编辑”基因，在研究基因

的体内功能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在昆虫毒理学研究中，

使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1.1 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了黑腹果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ABC转运蛋白在杀虫

剂生物学中的作用

ABC转运蛋白（ABC transporters）在生物的药物抗

性及从细胞和组织中排出外源物质方面均发挥了重要

作用。近年来，昆虫ABC转运蛋白在杀虫剂毒理中的

作用引起了浓厚兴趣，但由于缺乏基因功能方面的有

效研究工具而受到了阻碍。Denecke等 [1]用 CRISPR-
Cas9基因编辑技术表征了黑腹果蝇ABC转运蛋白在杀

虫剂生物学中的作用，分别敲除了与哺乳动物ABCB1
（P-糖蛋白）同源的 3个果蝇ABC转运蛋白基因——

Mdr49、Mdr50和Mdr65，并测定了每一个突变体对多种

不同种杀虫剂的抗性。研究发现，Mdr65基因敲除的突

变体，对具有神经毒性的杀虫剂显示了更高的敏感性；

而Mdr49和Mdr50敲除突变体，对一些杀虫剂的敏感性

有所增加，而对另一些杀虫剂的抗性却有所增加。针

对Mdr65敲除突变体，进一步研究了这个转运蛋白的底

物特异性，发现MDR65的多种底物没有明显的结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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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古生物学热点回眸
蔡华伟1,2，杨群1,3,4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210008

2. 中国科学院资源地层学与古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08

3. 现代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08

4.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北京100049

摘要 2017年国际古生物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本文介绍地球早期生命研究、最古

老树木生长模式、生物宏演化、琥珀中的特异保存化石、三维翼龙胚胎、最早的智人等具体成

果，希望由此反映国际古生物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及中国古生物学界所做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 古生物学；早期生命；古人类学

2017年全球古生物学研究依然朝气蓬勃。早期生

命研究、琥珀特异保存化石群、脊椎动物演化等研究仍

然非常活跃，特别在澄江生物群、古植物学、古人类学

和应用古生物学等领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研究热点。

新技术（如高分辨率同步辐射X射线断层扫描显微、3D
打印、MicroCT）、新方法（如计算机数字模拟）的应用越

来越迅速和普及。中国科学家依然在若干方向上引领

国际古生物学研究。本文遴选、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重要成果，希望能窥一斑而见全豹，以反映2017年度

古生物学研究的进展情况。

1 地球生命早期研究

1.1 发现距今37.7亿~42.8亿年前最古老的可能微生

物化石及相关研究

寻找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痕迹是古生物学家孜孜不

倦的追求。2016年在格林兰西南部发现的37亿年前的

Isua 叠层石[1]，将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记录提前了 2亿多

年。2017年，英、美、挪威等国的合作研究团队，在加拿

大魁北克地区Nuvvuagittuq上地壳岩带（NSB）中发现了

距今 37.7亿年至 42.8亿年前的微生物化石，认为是迄

今已知最古老的生命证据，因而将地球上最早的生命

记录又提前了至少7000万年[2]。

尽管这一成果还显得带有较强的推测性，但研究

者认为，依据该地层的沉积学特征，这些已知最早的生

命应该形成于早期海底热液口环境。魁北克地区出露

的岩体代表了地球形成早期的铁镁质大洋地壳碎片，

其中拉斑玄武岩与钙碱玄武岩层之间的铁质组成单

元与当时的火山及海底热液活动密切相关。这些岩

石的U-Pb锆石法最小年龄是 37.74亿~37.51亿年 [3-4]，

而 146Sm-142Nd法年龄则为42.8亿年[5-6]。

虽然生物何时何地起源还是个未解之谜，但海底

热液喷口被认为是地球早期适合生物起源的环境。魁

北克地区发现的这些假定的微生物化石具有与现代海

底热液喷口沉积物以及年轻岩石中的微生物结构很类

似的微米级赤铁矿管状或丝状结构（图 1）。由于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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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水环境科学热点回眸
程荣，石磊，郑祥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2017年水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依旧可圈可点。本文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按照水体类型的不同，从河流和流域、湖泊（水库）、海

洋、地下水、冰川、湿地等天然水体以及水处理技术等几个方面，盘点了2017年水环境学领域

的重要研究进展，为从整体上掌握水环境学的发展动态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水环境学；海洋；湖泊；河流；地下水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

少的重要物质资源。地球上的水通过蒸发、冷凝、降水

等过程进行自然循环，同时也通过人类的取水、用水、

排水等过程进行社会循环。尽管地球上水的总量丰

富，但 96.5%分布在海洋，淡水只有 3500万 km3左右。

若扣除无法取用的冰川和高山顶上的冰冠，以及分布

在盐碱湖和内海的水量，陆地上淡水湖和河流的水量

不到地球总水量的 1%。而这些可直接利用的淡水资

源分布极不均匀，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存在着淡水

资源紧张的情况，不少国家和地区不惜成本昂贵，设立

海水淡化装置或采取其它措施来缓和淡水供应矛盾。

天然水源包括河流、湖泊、沼泽、冰川、地下水、海

水等，不仅供给人类使用，也是大量水生生物的栖息

地。同时，这些天然水体也是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废

水的容纳场所，尽管废水往往经过了一定的处理，但其

排放仍然严重影响受纳水体的水质。随着经济社会的

迅速发展，人类活动带来了广泛的水污染，目前水环境

已进入大范围生态退化和复合性环境污染的新阶段。

尽管水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基于人类对水资源的

需求，水量和水质成为水资源的两大核心要素，也是当

前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水资源短缺

和水污染日益严重，人们对于水环境的关注日益密切，

对于水环境问题的解决愈加迫切。本文以2017年度发

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为

基础，结合新闻报道，盘点2017年水环境学领域的重要

研究进展，以期从整体上介绍水环境学的发展动态。

1 河流和流域

1.1 河流中的水生生物

河流是水生生物的栖息地，水生生物的生存状态

和生理生化特征亦能指示河流的健康状态。随着河流

水资源利用和污染的加大，多数河流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水生生物多样性降低和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等问

题。浮游生物作为水中食物链的最基础一环，对于水

生态系统功能维系具有关键作用。为了明确水质污染

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战爱斌研究组分别在单条河流和流域两个不同地理

尺度上，深入研究了污染河流中浮游生物群落的空间

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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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土壤重金属污染与修复研究热点
回眸

李柱，周嘉文，吴龙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摘要 土壤污染关系着生态环境质量、农产品安全及人体健康，土壤重金属污染与修复是社

会发展所赋予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遴选2017年度在重金属污染的来源时空解析、监测和

风险评估、过程和形态转化、植物修复机制、植物修复强化调控措施、稳定化修复、修复措施

对土壤生物与化学性质影响、重金属污染土壤安全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盘点。

关键词 土壤重金属污染；源解析；植物修复；稳定修复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与人类面临的

粮食、资源和环境等问题息息相关。土壤重金属污染

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为棘手问题之一，在中国形势尤

为严峻。污染土壤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人类工农业生

产过程，包括工业废渣、废气排放，污水灌溉以及农药

和磷肥等大量施用。重金属元素在土壤中富集到一定

程度致使土壤污染，影响土壤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

功能，危害人体健康。明确土壤重金属来源、掌握土壤

重金属污染和风险特征、探究重金属在土壤环境中迁

移转化过程、建立高效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和

安全利用重金属污染土壤等方面的研究内容，一直是

近年来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关学者所关注的焦点和热

点，在这些方面，2017年涌现了丰硕研究成果。本文针

对上述方面的研究内容，展示 2017年度土壤重金属污

染与修复领域取得的重要研究进展。

1 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和风险

1.1 土壤重金属污染来源的时空解析研究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长时间积累的过程，其来源途

径可能是多样的，且同一来源对不同区位的贡献亦有

明显差异。因此，明确重金属污染来源，有助于准确有

效地指导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源头管控。华中农业大学

Yang等[1]对 2010—2014年武汉青山区东部区域土壤重

金属污染变化趋势进行研究，通过基于非分离变量函

数模型的时空克里格技术，发现研究区土壤镉（Cd）、铜

（Cu）和锌（Zn）从西南至中心区具有明显的增加趋势，

而铅（Pb）由研究区北至中心具有增加趋势；同时利用

时空叠加技术得出自2010—2014年研究区域土壤重金

属增加显著，结合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对区域

重金属污染来源进行定量，认为 2010—2014年间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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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热点科技事件回眸
祝叶华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 科技发展过程中，争议、质疑和激辩如影随形，这使得科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同

时也促进了科学进步。基因编辑、遗体头颅移植、人工智能等热点事件在2017年激起了阵阵

涟漪，“设计婴儿”、大望远镜建与不建、上百篇研究论文被撤稿、马兜铃酸或引发癌症等争议

不断。本文遴选10件2017年科学界、新闻界关注度较高的科技事件，以期为读者做一回顾。

关键词 2017年热点科技事件；科学前沿；科学争议

2007年，《科技导报》设立“科技事件”栏目，立足科

技界发生的热点事件，深度挖掘和探索科技事件背后

的争议。每期刊登的“科技事件”评论中，选择近 15天
内最具争议的科技话题和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邀请

专家全方位点评争议性和重大科技事件，挖掘事件背

后的科技问题。自该栏目设立以来，至今已发表300多
篇点评文章。

为盘点年度科技热点，《科技导报》2016年第 1期、

2017年第1期分别出版“2015年科技热点回眸”、“2016
年科技热点回眸”专题期刊，其中相应刊登了《2015
年科技事件回眸》[1]、《2016 年热点科技事件回眸》[2]

文章。

2017年，《科技导报》“科技事件”栏目报道了基因

编辑、人工智能、“大望远镜”之争、遗体头颅移植手术

等热点事件 [3-23]。本文以《科技导报》“科技事件”栏目

2017年的报道为基础，评述 2017年科技界关注度高的

10大热点事件。

1 2017年热点科技事件

1.1 人类基因编辑“底线”公布，“设计婴儿”政策“松

绑”？

2017年 2月 15日，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正式

就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技术、伦理与监管向全球发布

研究报告，划定了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底线”（图 1为报

告封面）。该报告将人类基因编辑分为基础研究、体细

胞、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 3大部分[24]，报告中提出的

相关原则，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5]：

1）在基础研究方面，报告中称可在现有管理条例

框架下即在实验室中对体细胞、干细胞和人类胚胎细

胞进行以基础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基因编辑试验。

2）在体细胞编辑方面，报告中规定，应利用现有的

监管体系来管理人类体细胞基因编辑研究和应用，限

制其临床试验与治疗在疾病与残疾的诊疗与预防范围

内，从其应用的风险和益处来评价安全性与有效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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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传统科技 提高文化自信
——读《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有感

严敦杰 著，郭书春 整理。山东

科技出版社，2017年 11月第 1

版。定价：39.50元。

书评

科学技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科

技上长期领先，导致文化上的“西方中

心论”长期盛行。因此，中国有一些学

者“言必称希腊”，说中国古代没有科

学，也没有科学家。读一读《祖冲之科

学著作校释》这本书，这些学者应该会

改变观点，即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也

有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

祖冲之（429—500年），出生于官

宦门第、书香之家，先后担任过县令、

公府参军、长水校尉等职务，是南北朝

时期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机械制造

家、文学家，是中国古代科学领先世界

的标志性人物之一。祖冲之还关注国

计民生，著有《安边论》，建议朝廷开垦

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为纪念祖冲之，

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杰出历史人物金银纪

念币，其中一枚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祖冲之。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环

形山”，把第1888号小行星命名为“祖冲之小行星”。莫

斯科大学为祖冲之塑了铜像，美国的《科学家大辞典》

为祖冲之立传。

祖冲之创制的《大明历》，把前人发现并测定的“岁

差”现象纳入历法编制中；制订了每 391年设 144个闰

月的置闰周期；推算出回归年长度为 365.2428148日，

与现今推算只差 46秒；提出交点月的长度为 27.21223
日，与现今推算只差1秒左右。

此外，祖冲之还重新制造了当时已经失传的指南

车。经过祖冲之精心推敲和反复测试，复制的指南车

灵敏度高，无论车子如何运行，都能准确指向南方，史

书称赞此车“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祖冲之指南车

工作原理是运用齿轮传动达到指南的

功能，还使用了离合器。祖冲之发明

的水碓磨，以水为动力，将水碓与磨盘

结合起来，曾经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广

泛使用。他制造的千里船，本名为“桨

轮船”，一天逆水能够行百余里。

祖冲之和儿子祖暅的数学成就主

要汇集在《缀术》一书中，唐朝时把此

书当作国子监的数学课本。父子俩发

现的球体体积的计算方法，称为“祖暅

原理”，也就是“等积原理”。唐代天文

学家、数学家李淳风（602－670年）在

注释《九章算术》时，引用了祖暅原

理。《缀术》失传以后，就是靠李淳风的

征引，祖暅原理才得以流传到现在。

在西方，祖暅原理直到17世纪，才由意

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发现。

祖冲之在圆周率方面有重大的贡献，他指出π是

大于 3.1415926而小于 3.1415927的一个确定的数。中

国科学家茅以升(1896—1989年)“因感于圆周率史迹”，

尝试探讨了近代中国“学术不振，逐渐沦丧”的原因。

1917年4月，茅以升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圆周率

略史》，率先把圆周率称为“祖率”。祖冲之的这些成就

都依赖高超的数学计算和动手能力，驳斥了中国古代

只会坐而论道，不重视数学计算和实践操作的说法。

《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的出版实属不易，凝聚着

严敦杰先生和郭书春先生的心血。严敦杰（1917—
1988年）先生是中国数学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研究内容

涉及数学史、天文历法史、航海技术史、中外科技交流

史、科学史学史等诸多方面。中国著名数学家、首届国

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1919—
2017年）曾高度评价严敦杰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

王洪鹏

中国科技馆，北京 1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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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严敦杰学术论文集《中国

传统科技文化探胜》中说：“严敦杰先生与自学成名的

华罗庚可相提并论”“论成就则是可与李俨、钱宝琮鼎

足而立”。其实，严敦杰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对祖冲之

的研究，他的第 1篇数学史学术论文就是《中国算学家

祖冲之及其圆周率之研究》，1936年发表在《学艺》杂志

上。20多年后，严敦杰以广博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科学

素养，1957年就将祖冲之的历法和数学成果注释出

来。严敦杰“勤、谨、和、缓”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再

加上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到热爱的科技史事业上，经

常出访国外和出席国内各种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遗

憾的是因患脑血栓而半身不遂，导致该成果在他生前

没能出版。

郭书春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以强烈的

责任心，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整理严敦杰的遗稿，使《祖

冲之科学著作校释》一书才得以问世。2000年，郭书春

就出版了研究祖冲之的专著《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

并在纪念祖冲之逝世 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

发，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中国古代数学的研

究。《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出版以后，郭书春与吴文

俊、林群院士等共同努力，成立了祖冲之研究会，使有

关祖冲之的知识得到不断普及，祖冲之研究事业也得

到蓬勃发展。

为纪念严敦杰诞辰100周年，郭书春在山东泰山科

技专著出版基金的资助下，于2017年11月重新修订出

版了《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

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收集整理的祖冲之著作更加全面。祖冲之的

《述异记》是一部志怪小说，虽然内容涉及吉凶征兆、妖

怪鬼神等诸多方面，但也体现了敬畏自然和保护自然

的可贵思想。本书收录的《述异记》转引自鲁迅的《古

小说钩沉》，因其不属于科学著作范畴，所以作为附录。

二是旁征博引，阐释更加详尽。严敦杰生前对现

代所能收集到的祖冲之的科学著作做了校勘和详尽的

注释。比如对《大明历法》和《大明历议》的校释篇幅超

过原文的几倍，是目前关于《大明历》的最详尽的阐

释。读者可以借助注释深入研究祖冲之和祖暅的科学

成就。严敦杰学术根基深厚，在校勘和注释的过程中，

言必有据、文必有引，力求有原始文献或转引自权威著

作的文献作为依据，避免以讹传讹。对于科学史界还

有争论的内容，没有武断地下结论，而是在页下注中注

明学术界的争论，以方便感兴趣的同行继续研究。

三是及时详细梳理学界的研究成果。《祖冲之科学

著作校释》对有关祖冲之研究的论文论著及科普文章

等进行了全面搜集和梳理，并编成分类目录，可以为其

他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虽然《祖冲之科学著作

校释》2017年底出版，但是跟踪关注业内专家的研究动

向，比如提供了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台湾三民书局

2018年将出版的有关祖冲之的研究成果。瑕不掩瑜，

分类目录中对有关祖冲之的文章搜集的还不够全面，

比如《目尽毫厘 心穷筹策——圆周率之父祖冲之》等科

普文章就没有统计进来。

四是对祖冲之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毋庸讳言，人

无完人。祖冲之在历法制度改革过程中，也产生了“万

世不易”“无烦屡改”的错误思想。《祖冲之科学著作校

释》没有为尊者讳，比如引用并注释“今令冬至所在，岁

岁微差，却检汉注，并皆审密，将来久用，无烦屡改”等原

始文献，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完整、客观、立体的祖冲之。

五是体现了爱国主义和求真精神的统一。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为今

日中国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毋庸讳言，盲

目地从爱国主义出发来研究科学史、甚至故意拔高中

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无疑是不可取的。《祖冲之科学著

作校释》中介绍的祖冲之的科技成就都在历史典籍中

有“白纸黑字”的记载，是有据可查、不容否认的。研

究、发掘、考证、诠释祖冲之的科技成就，对坚定文化自

信，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发展道路有着积极意义。

席泽宗（1927—2008年）院士对古代新星和超新星

爆发纪录的证认及整理工作，蜚声于天文学和科学史

两界。他在《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的序言中说：“希望

能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到整理前贤的工作中来。”中国古

代物理学史的主要创建者戴念祖先生也在其专著《天

潢真人朱载堉》中也感叹：“自叹吾老矣，有俟来者。”本

书的整理者郭书春先生也已近耄耋之年。诸位先生是

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精华滋润现代科学园地的拓荒

者，他们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毅力，修治科学史，为

我们做出了榜样。真心希望能如席泽宗等先生所言，

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

这样科学史研究才能够后继有人，更希望下一个研究

科技史的中科院院士能够出现在本书的读者之中。

（责任编辑 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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