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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伯杰，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部

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地

理学会理事长，国际生态学会副主席，国家

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自

然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

1962年，人类首部关注环境问题的著

作——《寂静的春天》出版，唤起了人们对

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1972年，第一次人

类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举

办，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之后，各

国政府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进入 21世

纪，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快，环境问题更加突

出。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召开，确

定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召开，发布了《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发展目标朝着可持续

发展目标迈进。

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就对全球环

境变化开展了科学研究。2013年，国际科

学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发起了为

期 10年的大型科学计划——未来地球计

划，期望引导一条可通向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

1994年，中国在国际上率先颁布了《中

国 21世纪议程》，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总

体战略和政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更加明确地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

1 地理学的发展

地理学从诞生起就是一门综合性的学

科，是研究地理要素（水、土、气候、生物和

人）和地理综合体的空间分异规律、时间演

变过程及区域特征的学科，研究地球表层

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它具有综合

性、交叉性、区域性的特点，旨在“探索自然

规律，昭示人文精华”。地理学具有多维视

角和综合的理念，在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地理学的使

命是要解决资源、环境、发展面临的复杂问

题，它不仅希望解释过去，更重要的在于服

务现在和预测未来。

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环境、资源利用

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

面临的重大挑战。近几十年来，地理学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研究范式

从过去地理学的知识描述、到格局与过程

耦合，发展到对复杂人地系统的模拟；研究

方法从以记述性为主发展到综合性、定量

化，从概念模型走向定量表达，从统计模型

走向模式模拟；研究主题从“多元”走向“系

统”，以地球表层系统为重点，分析和理解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的途

径和方法上耦合地理格局和过程等。地理

学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

供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技术支撑，在国家经

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愈来愈重

要的角色。

2 地理学的前沿热点

地理学的研究前沿与热点聚焦在人地

系统耦合理论与方法，需要发展要素集成、

过程耦合以及注重数据融合与模式发展。

2.1 要素集成

1）人地耦合系统要素关联。研究地

表圈层之间的要素交互作用、人类与自然

环境要素交互作用、要素关联的空间特征

尺度以及长时间序列要素作用过程演化。

2）人地耦合系统承载力预警。通过

不同评价途径，明晰地球生命承载能力的

极限和临界点；通过系统集成，对全球环境

变化进行早期预警。

3）全球综合风险的系统应对。明晰

风险的相互链接，关注风险的级联效应，多

学科交叉填补知识缺口，多部门参与应对

网络化的风险。

2.2 过程耦合

1）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综合影

响。研究大气成分的改变对气候变化的影

响、下垫面性质的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以及人为热的释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2）食物－能源－水综合可持续利

用。评估并预测人类对食物、能源、水的需

求，面向粮食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的可

持续土地利用配置方案。

3）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

管理。明晰“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

构－过程与功能－服务”的级联关系，为面

向人类福祉提升的生态系统管理提供决策

依据。

4）区域及全球环境污染的健康效

应。研究空气、水体、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研究海洋污染的生物多样性响应

及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5）可持续的城镇化与乡村复兴。构

建跨基础研究、技术模式与政策咨询的综

合研究体系，关注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矛

盾、城乡产业布局的协调、城乡生产要素的

流动以及城乡政策制度的公平等。

2.3 数据融合与模式发展

海量地理数据处理方法与模型系统需

要多要素地表环境立体观测系统、地表过

程耦合模型系统以及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决

策支持系统的建立，需要地理数据融合、集

成技术与方法。

地理学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它的发展

正在从格局研究向过程研究转变、从要素

研究向系统研究提升、从理论研究向应用

研究链接、从知识创造向社会决策贯通，它

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将在全球

和区域环境与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

用。

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地理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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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界要闻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

1月 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

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

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

（右）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

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左）颁发奖励证

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71个项目和 9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35
项，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3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 66项，其中一等奖 4项、二等

奖 6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70项，其

中特等奖 3项、一等奖 21项（含创新团队

3项）、二等奖 146项；授予 7名外籍科技

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

《人民日报》[2018-01-09]

第 14届中国青年女科学
家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1月 12日，第 14届中国青年女科学

家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全

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宋秀岩，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中国科协荣

誉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韦钰，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

员会副主任、秘书长杜越，欧莱雅（中国）

副总裁兰珍珍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

者颁奖。

第 14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 10
名获奖者和 4名入选者是从 112个单位

和 25名专家推荐、提名的 230名候选人

和 85名候选人中评选产生的，她们分别

是：河海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王沛

芳，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卢艳丽，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教

授朱艳，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中

心常务副主任许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科研副院长、教授杨莉，武汉大学数学与

统计学院应用数学系主任、教授吴晓群，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沈

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研，清

华大学副教授陶晓明，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潘秀莲。2017年
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入选者为：哈尔滨

工业大学（深圳）博士张楠、北京大学博

士后林丽利、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周熙

文、北京大学博士后黄芊芊。

怀进鹏在讲话中表示，女科技工作

者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半壁江山，她们以

自己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科学技

术重大、前沿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成为我国科技工作者队伍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世界科技强国的宝贵财富。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全国妇联、

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

委员会和欧莱雅中国于 2004年联合设

立，是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投

身于科学的女性”计划在中国的发展和

延伸。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每年评选10
位在基础科学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取得

重大科技成果的、4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

女科学家，其中，至少有 1名（不限于 1
名）来自西部地区。14年来，共有来自全

国 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 124位女性获得此项殊荣。未

来女科学家计划由中国科协于2015年设

立，是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

的“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在中国的

发展和延伸，每年评选5名处于博士及博

士后阶段的女性科研人员，并择优推荐

入选者作为“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

中国区域候选人。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2018-01-12]

2017年度十大“科学”流
言榜发布

1月6日，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

京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互联网协会

指导，北京科技报社和百度公司联合承

办的2017年度十大“科学”流言榜发布会

在京举办。

每月“科学”流言榜于 2014年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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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今共发布“科学”流言 423条，涉及

食品安全、交通、环境、转基因、医学药品

等多个领域，上百位各领域权威专家参

与了解读工作。

本次发布的2017年度十大“科学”流

言，是在百度搜索数据量的基础上，从

2017年发布的 94条“科学”流言中，由专

家评委根据其传播广度和危害性投票选

出，均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中既有

关注食品安全的“紫菜粉丝大米都是塑

料做的”“西瓜 400天不腐烂是因为喷了

防腐剂”，也有事关人体健康的“一滴血

就能测癌”“狂犬病疫苗无效”“受冻会导

致关节炎”“坐月子决不能吹风”，还有与

热点新闻紧密相关的“左脑负责语言，右

脑负责图像”“月球背面有外星人”“需穿

‘防引力波辐射服’”“浙大已研制出‘量

子隐身衣’”。在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

院士郭光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

“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北京大

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沈政、人民

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孙铁铮、北京安

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张军等10位专家

代表，运用科学的理论、数据、实验等方

法对十大“科学”流言进行了生动解读。

北京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孙晓

峰在致辞中提出，希望更多的科学家、更

多的媒体朋友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加

强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清朗的网络空

间，让智慧终止谣言，让真理越辩越明。

北京市科协 [2018-01-09]

今日头条成立科协

1月18日，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

司（今日头条运营商）科学技术协会（以

下简称科协）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中

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昊、

北京市科协副巡视员兼科普部部长陈维

成等出席活动。

2017年 10月，中国科协已携3000余
家各级科协组织整体入驻今日头条，打

造了科协系统四级传播矩阵，在今日头

条平台上发布超过 4.2万篇文章，累计产

生 9914 万阅读，文章总展示人次超过

11.22亿。企业科协成立后，将利用头条

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先技术优势，进

一步服务科技创新，进一步推动今日头

条将科技应用于社会民生和公共领域。

成立大会上，今日头条以企业科协

名义发布了《新时代 新科普——2017网
民科普阅读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

2016—2017年，人工智能热度指数飙升

了 286.3%，是年度关注度飙升最快的科

普话题。头条指数显示，今日头条平台上

关注科普内容的用户众多，平均每 5.4篇
内容消费中就有1篇是关于科普的文章。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8-01-18]

中国科协代表团参加第
12届联合国互联网治理
论坛

2017年12月18—21日，第12届联合

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本届论坛主题为“塑造你的数字化未

来”。来自全球政界、商界、学界以及非

政府组织的 2000多名代表围绕互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及虚拟现实技

术等议题举行了约80场专题讨论。

中国科协咨商团组与来自国际对地

观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印度企业界

的代表就互联网+大数据应用支撑减贫

和环境治理议题中所展示的案例分析、

法律框架、多利益相关方合作机制、治理

措施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发展

中国家的优先领域和行动指南，对于统

筹推进环境保护和扶贫开发、深度转化

发展优势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科协咨

商团组还与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斯里

兰卡与突尼斯的有关专家就物联网的应

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作用进

行了交流，分享了中国信息技术的发展

对支持当地与全球社区实现智能管理和

运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分论坛受到各

国代表的广泛关注，为将来开展更多的

国际合作奠定基础。中国科协还与中国

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联合

主办了题为“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政策

挑战”与“共享经济时代的治理创新”两

个分论坛，对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中国

科协团组在大会期间专门开设展位，对

外宣传中国科协的目标宗旨任务及其为

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开展的系

列工作。

中国科协自 2006年起已连续 12年

派出团组参加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并

举办分论坛。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 [2017-12-25]

中国科学院将与卢森堡共
建深空探测研究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与卢

森堡大公国经济部在京签署合作备忘

录，双方一致同意，在卢森堡设立深空探

测研究实验室，围绕太阳系资源探索和

利用，开展深空探测任务协同设计和新

技术研究等工作。合作备忘录还对实验

室设立、运行、合作与知识产权等方面内

容进行了界定，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实

质性合作，将实验室建设成为聚焦空间

资源探测和利用的境外先进科研机构奠

定基础。

空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研究太阳

系起源、探索地外生命、拓展人类生存空

间、储备新的资源、激励空间探索商业化

的重要新兴领域。2016年2月，卢森堡正

式出台“空间资源计划”，成为世界上第1
个将获取空间资源作为政府计划的国

家。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作为

中国空间科学和探测领域核心研究机

构，在牵头组织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工程

中积累了丰富的任务设计经验。此次就

共建深空探测研究实验室达成合作共

识，充分基于双方在空间科学领域的核

心资源优势，将力争成为欧洲，乃至世界

深空探测和空间资源利用任务分析与设

计，以及核心关键技术研究的中心。

《人民日报》[2018-01-18]

（责任编辑 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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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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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技术创新立国”新战略以后，就开始关注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问题，先后制定了《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TLO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大力支持高校组建

成果转化机构。经过20年的实践，已基本形成了比较有效的运营模式与机制。本文分析了

日本高校TLO机构运作模式与经验，探讨了其对加快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启示。

关键词 日本；科技成果转化；高等学校；TLO机构；运营模式

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

依靠大量引进欧美先进技术，积极推进二次创新，在经

济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成

为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据统计，20世
纪50—70年代的20多年中，日本从欧美引进的技术累

计达 3万多项，经过消化吸收，基本掌握了欧美国家半

个多世纪开发的主要技术成果，产业技术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20世纪 80年代以后，出于自身利益和国际竞

争的考虑，美国开始限制对日本的技术出口。日本政

府意识到仅靠引进、模仿、改造别国技术的发展之路会

使整个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大力加强基础

研究和技术源头创新。为此，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日

本政府就将原来确立的技术立国战略修改为技术创新

立国战略，并开始关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1]。

日本有512所高等学校、590所职业技术学校，在校

大学生约240万人，教员约15万人。从体制上看，日本

的高校可分为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 3种类

型。日本高校除了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各类人才外，还

承担着大量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科研任务，每年的成果

产出量达成千上万项。怎样让这些科研成果通过转化

实现技术创新、变为现实生产力，是日本政府、高校和

产业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自确立“技术创新立国”

新战略以后，为了使高校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

政策措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及有利于

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又探索形成了日

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基本模式。

1 日本政府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主

要法律政策
1.1 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

1998年5月，日本政府依据1995年制定的《科学技

术基本法》原则，制定颁布了《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

（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简称 TLO 法）[2]，旨

在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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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确立了政府从制度与资金方面对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机构支持与资助的责任，明确规定高校设立的

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可以直接从政府获得活动经费和

人员派遣的支持。该法的实行，使有研究能力的大学

纷纷建立起自己的 TLO机构，但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

目成果产生的知识产权仍归政府所有的法律规定并没

有改变，影响了高校和研发人员参与成果转化工作的

积极性，限制了TLO机构的业务发展和经营范围，降低

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的效率。

1.2 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1999年10月，日本政府制定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

别措施法》，规定高校利用政府经费完成的科研项目，

其成果开发获得的专利所有权完全归学校所有（该法

被称为日本版《拜杜法案》）[3]。该法在实行过程中非常

有利于促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

开展成果转化、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但却不利于没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国立大学对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所取

得的知识产权进行自主经营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国立大学对科研成果实施转化与转让的积极性。

1.3 国立大学法人法

2004年 4月，日本政府制定《国立大学法人法》，使

国立大学获得了独立法人资格，取得了对自己研发的

所有科研成果的转化、转让的自主权，可以将成果转

化、转让产生的全部收益由学校自主经营管理，而不再

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4]。该法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日本

国立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开发和向企业的技术转让。

1.4 教育基本法修正案

2006年，为了进一步强化高校与企业界的合作，日

本政府对《教育基本法》进行了修订，提出了高校应通

过转让自己科研成果的方式，向企业和社会做出更大

的贡献，进一步增强高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

能[5]。该法修正案的公布实施，有力地促进了高校与企

业的技术合作和相互交流，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的有

效转化与转让。

除以上 4部法律外，另有《技术转移法》（1999年）、

《产业技术强化法》（2000年）、《知识产权基本法》（2002
年）、《专利法》（2005年）等，都是有利于日本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和技术转让的法律法规。

2 日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转让模式
日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主要靠设立的专门机

构（即 TLO）运作完成。自 1998年日本政府颁布实行

TLO法以来，日本高校设立并经政府审核认可的TLO机

构已有50家，主要分布在研究型大学，其类型主要有以

下几种。

2.1 内部组织型TLO

内部组织型 TLO是高校的内设机构，由学校选派

人员，自主管理经营，对外行使法人资格。主要职责是

组织实施学校科技成果的登记、管理、信息发布、转化

开发、专利申请、向企业的技术转让、转移活动等[6]。内

部组织型 TLO的优点是便于学校的统一管理经营，在

组织实施成果转化、开发及技术转让、转移过程中的知

识产权明确清晰，收益分配简单。缺点是学校缺乏成

果转化开发、技术转让、转移的经验和专业人才，对科

研成果的应用前景、市场需求、商业价值的评估缺乏较

准确的判断，对由此衍生的新企业的创办及资金的运

营管理缺乏经验，从而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后续开发。

2.2 单一外部型TLO

单一外部型TLO是设在校外但由学校出资控股的

独立机构，学校与 TLO之间是单纯的业务委托和出资

入股的一对一关系。它是国立大学 2004年法人化以

前，为了回避国有资产和教员公务员身份限制等问题，

由学校和研发人员出资并联合社会力量在校外建立的

机构。这种单一外部型 TLO与内部组织型 TLO相比，

有专门的经营成果转化、专利申请、技术转移和转让人

员，对学校科研成果应用前景、市场需求、商业化开发

及资金的运作管理等方面更加专业化。所以，单一外

部型TLO的业绩与效果一般优于内部组织型TLO。此

外，这种形式使学校与TLO机构的关系十分明确，学校

通过入股参与对 TLO的运营管理，又可以减小承担的

成果转化开发产生的金融风险。但缺点是学校获得的

科研成果转化开发、技术转移和转让收益会相应减少。

2.3 外部独立型TLO

外部独立型 TLO是具有完全法人资格、既独立于

大学又与大学有广泛业务关系的 TLO机构，它有完全

的经营自主性和广泛的业务范围，不是单一的面向固

定的大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业务，而是与多所大学同

时进行业务合作，从而充分利用不同地域、不同学科高

校的优势资源，广泛开展成果转化开发与技术转让、转

移业务 [7]。外部独立型 TLO有比较齐全的专业人才队

伍，与高校联系广泛，与企业关系密切，有丰富的市场

化运作经验，能够帮助高校实现成果转化收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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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过与多所高校和企业的业务合作，既保证了自

身的业绩和收益、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又推动了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升级，是日本政府

提倡发展的 TLO机构。例如，日本关西 TLO就是外部

独立型TLO的典型，自1998年成立以来，相继与京都大

学、和歌山大学、芬兰阿尔托大学等国内外多所大学签

订了业务委托的合约，是日本 TLO中运营业绩较为突

出的机构。目前，关西TLO确定了国际化运营战略，在

进一步强化与国内高校和企业合作的同时，将技术转

移的目标延伸到欧美国家的企业，并与国外大学建立

联系，初步形成了国内外合作、共同享有专利、在国际

市场中寻求各类企业最适合的技术成果和专利产品的

TLO经营发展新格局[8]。

目前，由日本高校设立并经政府审核认可的 50家
TLO机构中，有17家设在大学校内（属于内部组织型），

有 33家设在大学校外（属于单一外部型或外部独立

型）。虽然日本TLO的组织类型有所不同，但其开展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开发与技术转移、转让的工作流程基

本相同。各个 TLO机构的工作都包括成果的收集登

记、技术评估、应用前景与市场需求分析、转化开发、专

利申请、技术转移与转让、转化效果反馈等基本环节[9]

（图1）。

图1 日本TLO机构工作流程

3 日本几所典型大学的TLO运行模式
现有的 50家类型不同的TLO机构，分布在日本的

各个地区，负责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开发、专利申请和

技术转移、转让工作。几所典型大学的 TLO的组织结

构与运作模式则各有特点。

3.1 东京大学的TLO

东京大学在 1998年日本政府颁布《大学技术转让

促进法》以后设立了 TLO机构。由于东京大学是国立

大学，当时还没有法人资格，为了便于TLO的运作，东

京大学开始将其设在校外，成为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

独立公司，按照东京大学的管理规则运行。目前有 24
名专职工作人员，多数具有生物学、化学、医学、药学和

电子学等东京大学理工学科领域的专业背景，还有专

门律师和财务人员等。每年由科技成果转化而获取的

专利申请数约为600~800项，向企业的专利许可和技术

转让约为 200项，收益约 1.5亿~2亿日元 [10]。到 2008
年，东京大学 TLO运作由本校科技成果转化而衍生的

企业就达到123家，且有23家已公开上市[11]。截至2015
年东京大学 TLO的运营收益已超过 40亿日元，其中

2004年一项关键技术的专利许可收益就近20亿日元。

3.2 庆应大学的TLO

庆应大学是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成立于1858年，

其首任校长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

家。1998年日本政府颁布《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后，

庆应大学就组建了 TLO机构，负责学校的科技成果转

化、专利申请、技术转让、企业孵化及知识产权管理。

由于庆应大学是私立大学，具有法人资格，所以TLO从

成立时就完全属于校内机构，有权代表学校做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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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专利申请、技术转让的最终决定。这一点与东京

大学初期在校外设立的TLO 机构的运作方式不同。目

前有16名专职工作人员，大都具有生命科学、工程学等

学科领域的专业背景，还有专业律师和市场分析师

等。另外，庆应大学TLO还设有专门的执行委员会，成

员由庆应大学相关学科的带头人组成，负责讨论决定

成果转化项目、专利申请与许可、技术转让等事宜。每

年的专利申请数约为150~200项，截至2015年，专利许

可和技术转让收益约 10亿日元。另外，在庆应大学

TLO机构运营的十几年中，还以庆应大学科研成果转

化开发为基础，先后孵化创办了20多家高科技企业。

3.3 东京工业大学的TLO

东京工业大学是日本最大的以工程技术与自然科

学研究为主的国立大学，其在学术研究方面一直处在

日本大学的前列。1999年东京工业大学以校外的理工

学振兴会为基础组建了自己的TLO机构。2004年国立

大学法人化以后，东京工业大学将校外的 TLO机构纳

入校本部管理，使其能够为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展成果

转化和技术创新提供一站式服务，并鼓励合作企业加

入TLO会员组织，以便优先获得东京工业大学的最新

发明。目前共有 23名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学校的成果

管理、评估、转化、专利申请、技术转让与资金运作等业

务；另有 15名兼职协调人员负责TLO的会员组织与会

员企业的联系、交流、合作等事宜。近年来，东京工业

大学运作的成果转化、专利申请与许可、技术转让数量

稳步增长，年均保持在 450项左右，年收益 1.5亿~2亿

日元。自1999年组建以来，已先后孵化创办了60多家

新企业。

目前，日本政府认可的50家TLO机构，每年均可从

政府获得3000万~5000万日元的资助。专利许可与技

术转让的收益分配一般为：30%给成果研发人员，30%
归研发人员所在的学院或研究所，30%由 TLO机构留

用，10%归大学校方。如早稻田大学规定专利许可和技

术转让的收益，除校方扣除10%的管理费后，剩余部分

由研发人员、所在单位和TLO机构分配[12]。

4 启示
日本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 TLO，是 20世纪末

陆续建立起来的，虽然运营发展的时间还不到20年，但

日本政府为此制定的法律政策比较完善，在实践中形

成的模式和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日本高校

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强了高校通过科研为企业和社会

服务的功能，为推动日本的产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产出量逐年增加，但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果却仍不理想。据《2016年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
中国高校累计获企事业委托研究经费达 413.73亿元，

签订各类技术转让合同经费只有23.41亿元；累计申请

专利 184423项，专利授权数 121981项，专利转让出售

数仅为2695项，只占授权数的3%[13]。这应该引起中国

相关方面高度重视。

4.1 增强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机构的职责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理工类高校曾先后

在校内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机构（如科技服务公

司或中心等），隶属于学校的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将学

校的科研成果推介给所需要的企业，由企业实施转化

和开发。2015年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

经涉及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以及激励机制与收益分配等问题，但对高校的科技成

果转化机构的运作既没有相应的法律政策规定，也没

有经费扶持，使这些机构的运营过程只能按照各自学

校的政策规定进行，在与社会企业联系业务合作时因

缺乏一定的法律制度保障常处于被动地位，影响了机

构职能的发挥，制约了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中国可

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与做法，由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政

策，以加强高校成果转化机构的工作职责，扩展其职能

范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2 重视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机构的人员配备

与专业培训

中国高校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工作人员多为

普通管理人员，既缺乏有专业背景的技术人才，又缺乏

懂法律、市场、企业和金融知识的专门人才，难以对一

项科研成果做出比较准确的技术评估、开发价值、企业

需求、市场预测等分析判断，造成机构职能无法充分发

挥，影响高校成果转移转化的效果。所以，必须重视成

果转化机构人员的组成与配备，可采取专职和兼职相

结合的用人机制，多渠道、多方式吸引高层次复合型人

才加入成果转化工作中；同时应加强对现有管理人员

的业务培训，努力建设一支有较丰富的综合知识、视野

开阔的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团队，为加快中国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保障和较完善的服务。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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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鉴日本的做法，由政府统一培训成果转化专门人

才并选派到高校兼职。

4.3 加大经费支持和积累力度，为中国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筑起稳固的资金基础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技

术创新过程，存在着困难与顺利、失败与成功的不确定

性，尤其是在启动初期必须有一定的资金保障。政府

应对科研能力较强、成果产出量较多的高校转化机构

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并制定较完善的激励政策和措

施，使成果转化机构有一定资金积累和较充足的经费

保障，以便吸引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复合型人才的参与，

并有能力支持更多科研成果进入转化开发阶段。在这

方面可借鉴日本高校TLO机构收益分配办法。

5 结论
日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依托TLO运营模式取得了

显著成效。其中最关键的是TLO机构既有专业背景又

有懂市场、金融、法律的专业人员队伍，比较健全的法

律制度环境和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使其发挥了将高

校与企业连接起来的桥梁作用。中国与日本国情不

同，有研究能力、每年产出大量科技成果的高校主要是

国办大学。借鉴日本的经验与做法，要结合中国的实

际，当前应重点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机构的人

员组成和综合能力的培训提高，增强这些机构相对独

立的运营与决策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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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项针对全国9省份医务人员问卷调查结果揭示：超过80%的医务人员不会拒绝患者

不必要核磁共振检查要求，揭示出医务人员在尊重患者自主性和坚持医生专业自主性方面

存在伦理困惑。调查同时发现，医务人员合法权益保障情况、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情况、执业

环境和媒体营造的医患语境等因素与医务人员能否坚持专业自主性具有相关性。本文从伦

理学角度对医务人员的困惑进行了分析，指出医生应该尊重患者的价值观，但尊重患者自主

性并非没有边界，患者自主性更不能僭越医生专业自主性。结合伦理学论证和调查结果提

出以下建议：1）医务人员尊重患者自主性，首先应该做到充分告知医疗信息；2）医患之间应

该加强沟通，建立信任的医患关系；3）有关部门应该重视保障医务人员合法权益，改善执业

环境，同时加强对媒体的管理，营造和谐的医患语境。

关键词 医务人员；患者自主性；核磁共振检查；专业自主性

2017年 10月，第 68届世界医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WMA）发布第7版《日内瓦宣言》，与2006版
有诸多显著差异[1-2]。新版增加了“我将尊重患者的自

主性和尊严”，凸显了国际医疗界对患者自主性的重

视；同时也强调“我将用良知和尊严，按照良好的医疗

规范践行我的职业；我将继承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崇高

的传统。”那么，如何同时有效遵循“尊重患者自主性”

与“坚持医生专业自主性”？新版《日内瓦宣言》并没有

给出解释。实际上，由于临床实践的复杂多变性和医

院文化的差异性，医患双方对“尊重患者自主性”的理

解是有一定偏差的，由此给医务人员特别是临床医生

带来选择上的困惑。那么，何谓患者自主性？如何尊

重患者自主性？如何积极应对医生专业自主性与尊重

患者自主性之间冲突？为此，本研究组借助 2017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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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全国9省份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揭示这种让

医务人员困惑的局面，并积极探索摆脱困境的途径。

1 患者自主性vs医生专业自主性
1.1 尊重患者自主性的涵义

自主性（autonomy）一词源自希腊语的 auto（自己）

和 nomos（管理），可简化理解为自我管理，即人能够在

一定的范围内管理自身生命 [3]。自我管理之所以值得

尊重，是因为自我管理是人类运用选择的权力的方式，

而选择就是显著的人类活动 [4]。尊重自主性的理论基

础是康德和密尔的论证。康德认为，所有人都有能力

决定自己的道德命运，破坏个人自主性就是将人当作

手段，而非目的 [5]。密尔从效用论出发，认为自主性可

以增加社会的最大功利[6]，因而社会应允许个体按照自

己的信念行事，只要不会妨碍他人的自由[7]。当代美国

生命伦理学家Beauchamp认为，自主性是自主的行为，

而不是自主的人；有些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人因受到

疾病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而做出非自主的决定 [8]。尊重

自主性就是尊重人的认知、决定和行动能力，主要体现

在行为上的尊重，并尽可能消除会破坏或妨碍其自主

行为的因素。

患者是医疗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只有患者本人最

了解自身的习惯、偏好和价值取向，由此有权利做出医

疗决定 [9]，医务人员应该尊重患者的价值观。因此，尊

重患者自主性就是尊重患者对治疗方案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它直接体现为知情同意。知情同意是有效的当

且仅当满足下列条件：患者具备行为能力；医生充分告

知信息；患者能够理解信息；患者自愿做出是否同意的

决定 [8]。耶和华作证派教徒患者因宗教信仰原因而拒

绝输血和手术的经典案例表明：对有些患者而言，个人

的主观利益或信仰的价值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面对

这样的患者，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临床医生就面临一

个伦理两难选择：尊重这名有行为能力患者的自主选

择，还是违背患者意愿强行为其输血治疗？如果给这

位耶和华作证派教徒输血而挽救生命，他可能一辈子

都会受到背叛教义的折磨，输血带来的痛苦会远压倒

带来的受益；当然，很多医生坚称，尊重患者的自主性

不等于一味地顺从患者的要求。案例中不输血患者就

必然会死亡是医生可以预见的后果，如果明知会产生

这样的严重后果仍然答应患者的要求，就违背了医学

治病救人的要求。推而广之，多数患者毕竟没有接受

过专业的临床训练，已有医学知识和判断可能是片面

和错误的，医生需要依据病情做出独立的专业判断，有

时需要违背患者明确表示的不合理建议，从而体现专

业自主性，弘扬医师专业精神。所以需要知道，尊重患

者自主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2 医生专业自主性

“专业”一词来自拉丁语professio，意思是迫使人做

出公开承诺或公开声明[10]。专业具有以下3个特征：对

某种特殊知识和技术的占有和应用；承认对服务的个

体及整个社会的特殊义务和责任；有训练、承认、规范

和解散专业成员的权利。专业自主性是指有权利在不

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做出与专业相关的决定，包括决定

谁可以从事该专业，决定专业所做的工作，决定为何从

事该专业的工作等。Ezekiel J. Emanuel 和 Steven D.
Pearson 认为，医生专业自主性是以提高患者福祉为主

要目的的，可以判定现实条件和决定提供何种照料的

自由[11]。Grumbach称，是在未受外界强迫的情况下，为

患者提供医疗照护的能力[12]。Freidson称，专业自主性

是医生专业精神的基石 [13]。医学专业自主性有 3层涵

义 ：1）医生作为个体具有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从

而具有个人自主性；2）医生作为医学专业人员，具有医

学专业的自主性，要求他们有道德义务良好地运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义务；3）也有学者认为，医学专业自主

性还包括医生作为医生群体一员所具有的自主性，对

患者和社会有集体义务[4]。

简言之，医生的专业自主性可以被理解为：以提高

患者福祉为前提，医生可以根据专业知识，在不受外界

影响的情况下做出治疗或照料决定。影响医生专业自

主性的外界因素有很多，例如医保政策[14]、医生评价体

系[15]、医学消费主义倾向[16]、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方式

改变[17]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尊重患者自主

性”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忽视了尊重医生

专业自主性的重要性。医生专业自主性和患者自主性

同样值得尊重。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患者的要求

并不自然而然地压倒医生专业自主性。

1.3 尊重患者自主性的边界

以上论述引出新的问题：尊重患者自主性的边界

到底在哪里？在何种范围内医生有义务尊重患者自主

性？尊重患者自主性的提出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医学家长主义”在西方长期风行，医生在医患关系中

占据主导地位，有权决定他们认为好的诊疗方案。20

14



科技导报2018，36（2） www.kjdb.org

世纪40—50年代，医学界提出尊重患者自主性的理念，

希望尊重患者参与医疗决定的权利，具体以南希·克鲁

珊（Nancy Cruzan）案和卡伦·坤兰（Karen Ann Quinlan）
案为起点引发了一场患者拒绝治疗的权利和患者死亡

权利的讨论。普通大众由于个体差异、价值观及偏好

各不相同，所以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最好决定，

但尊重患者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满足患者所有需

求。

一些医务工作者对尊重患者自主性原则存在误

解，认为尊重患者自主性就是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患

者，然后由患者自己做决定。这种“价值中立性”学说

将尊重患者自主性的涵义单纯理解为“自我管理”[18]。

但事实上，自主性不仅有消极自主性（禁止他人干涉个

人决定），还有积极自主性，要求他人有义务帮助和促

进自主性的提升。这意味着医生应该为患者提供能够

帮助患者做出自主决定的相关信息，包括患者的病情、

目前的治疗方案以及治疗方案的风险利弊。例如，有

些患者在就诊之前就已经做了决定，而医生没有给出

更多的医疗信息以帮助患者修改决定，使之更符合患

者个人利益，那么患者决定便不能算是自主的。

其次，从医生专业自主性出发。医学是一门垄断

性学科，医学的专业知识不能轻易被公众所了解，专业

知识的垄断要求医生有义务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建议和

指导[14]。一味地听从患者要求而不给出专业建议违背

了医生专业自主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医生作为个体

同时具有个人自主性，这意味着患者不能将个人价值

观强加在医生身上，违背医生自主性，强迫医生满足不

合理要求。

最后，尊重患者自主性并非没有边界，所以尊重患

者个人自主决定的最低限度是不会给他人造成严重伤

害。每个个体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但仍然是社会的一

份子。如果患者的选择对公众健康不利，甚至造成威

胁，其他人就有道义限制这些人的选择。

所以，尊重患者自主性要以患者自主决定为前提，

而医生有道德义务为患者提供可以帮助患者做出自主

决定的医疗信息，但不能对患者的价值取向进行评

判。当患者的决定明显不具备自主性，或者患者决定

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或者患者的要求明显违背医生

专业自主性，或者患者的要求明显违背相关的法律法

规或医疗行业准则，医生有权利拒绝患者的要求。

2 医务人员对患者不必须核磁共振检

查需求的差异性认识
2.1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2017年9月，受中国科协的委托，课题组对北京、辽

宁、陕西、宁夏、河南、广东、江苏、四川和广西9省份45
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医技人员、管理人员和患者进行了

问卷调查，旨在考查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医患关系、

专业精神、执业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医患问卷合计发

放 16425 份，回收有效问卷为 14715 份，总回收率为

89.6%；其中发放医务人员问卷 13015 份，有效回收

11771份，回收率为90.4%；发放患者问卷3410份，有效

回收2944份，回收率为86.3%。

被调查男性医务人员占 29.9%，女性占 70.1%。在

学历分布方面，大专及以下的占 21.4%，大学本科占

58.8%，研究生占 19.8%；初级职称的占 42.9%，中级职

称的占 35.3%，高级职称占 16.3%，未定级的占 5.5%。

被调查的医生占 45.2%，护士占 39.3%，医技和药剂人

员占 9.3%、管理人员占 6.3%。27.2%的被调查医务人

员来自国家卫计委直属或省属三甲综合医院，39.1%来

自市（区）属综合医院，其他来自县人民医院（17.0%）、

中医医院（9.1%）和民营医院（7.7%）。

2.2 医患双方差异性回答及其诱因

医务人员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当患者坚持要

做在医生看来没有必要的核磁共振时，医生会不会为

患者开出检查单（表 1）。调查显示：69.9%的医务人员

会同意患者的不必要检查需求，但同时会向患者说明

自己并不愿意这样做，13.9%选择直接开具检查单但不

会做解释，只有不到两成（16.2%）的医务人员表明不会

为患者开不必要的核磁共振检查单。年龄在 44~54岁
的医务人员中，18.5%的人选择拒绝患者不必要检查，

而年龄在 25~34岁的仅占 15.5%。大专学历及以下医

务人员中选择“不会开具检查”的比例为17.2%。75.8%
的研究生学历以上医务人员选择“会同意，但表明不愿

开具检查单的态度”，这一比例高于另外两个群体

（70.1%和64.0%）。

不同类型医务人员对患者不必要核磁共振检查的

态度不尽相同。医生群体选择“会，但不会解释”的比

例仅为9.9%，远低于护士（17.6%）、医技人员（15.6%）和

管理人员（17.2%）。医生具有处方权，这意味着他们更

容易遭遇患者的不必要检查需求，并且必须对此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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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回应，这使得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也让他们的选择更为谨慎。同样，在“会同意，但表明

不愿开具检查单的态度”这一选项上，医生群体选择比

例为75.1%，高于其他群体的比例。

当问及“当患者坚持要做在医生看来没有必要的

核磁共振时，医生该不该为患者开出检查单？”时，

72.5%被调查患者称“不应该”，27.5%的病人选择了“应

该”。七成患者认为医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开出检

查单。而相近比例的医生此时选择进行必要的解释，

若患者仍然坚持进行检查，就会顺从患者的意愿，没有

显示出足够的专业自主性。出现截然相反的选择有来

自医患双方复杂诱因。首先，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了解

并不全面，不少处于焦虑之中的患者无法听进去医生

的合理解释，本能地认为先进的核磁共振能更加全面

地检查出潜在的问题。但是，被调查的患者并非处于

焦虑状态，能够冷静思考，并在医生的协助下综合考

量，因而认为医生应当拒绝患者的要求。其次，由于患

者不信任而诱发医生不得不顺从患者的不合理要求。

患者主观强烈要求检查，说明了对医生的不够信任。

有时医生为了避免医患矛盾，进行自我保护，不得不同

意进行检查。信任是医患之间进行良好沟通与协作的

基础，缺乏信任的医患关系会给医患双方造成伤害。

2.3 从业环境对医务人员态度的影响

医生合法权益保障状况、医患信任程度、执业环境

优劣等因素均会影响到医生的专业自主性。对自身合

法权益保障的认知状况不同的医务人员对患者不必要

核磁共振检查要求的态度间总体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26.912，P<0.001）。那些称合法权益保障情况为“好”的

人中，21.4%会坚定地拒绝患者不必要核磁共振需求，

而认为保障状况“差”的人中仅有 14.4%做出同样的选

择。可见，当医生未能得到执业权益保障更容易放弃

专业判断，反之亦然。根据医务人员对患者信任程度

的不同认知进行分组，不同组别的医务人员对患者不

必要核磁共振检查要求的态度间总体存在显著性差异

（χ2=65.474，P<0.001）。那些称患者“不信任”的医务人

员中 18.6%选择了“会开具检查单且不会解释”，仅有

14.9%选择“不会开具检查单”；那些称患者“信任”的医

务人员中19%选择了“不会开具检查单”。当医务人员

认为患者信任自己时更愿意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然

而现在很多患者对医生不信任，一是媒体报道带有指

向性，二是现在很多医疗剧让大家普遍对现代医学有

着过高的期待。

对医疗执业环境的总体状况认知不同的医务人员

对患者不必要核磁共振检查要求的态度间总体存在显

著性差异（χ2=52.596，P<0.001）。结果发现，认为执业

环境好的人中22.3%坚持“不会开具检查单”，而认为执

业环境差的人中仅有 14.1%做出同样的选择。认为执

业环境差的人中 72.1%选择“会同意，但表明不愿开具

检查单的态度”，这一比例高于选择“一般”（67.9%）和

“好”（62.5%）的水平。这说明执业环境越好，医务人员

越会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反之亦然。根据医务人员

对大众媒体报道医疗纠纷事件时偏袒患方的程度的认

知不同进行分组，不同组别的人对患者不必要核磁共

振检查要求的态度间总体存在显著性差异（χ2=
107.527，P<0.001）。那些称大众媒体报道偶尔偏袒患

方的人中，20.4%坚持“不会开具检查单”，而认为大众

媒体报道总是偏袒患方的人中，仅占14.4%。这说明大

众媒体在报道医疗纠纷事件时能否采取公正态度，一

定程度上影响医务人员对不必要检查需求的态度。

表1 不同类型医务人员对患者不必要核磁共振检查要求的差异性回答（n=11771）
Table 1 Medical personnel’s attitudes toward unnecessary MRI investigation

医务人员类型

医生

护士

医技人员

患者坚持要做核磁共振时医生选择

会

n

524
813
170

%
9.9
17.6
15.6

会，但我会告诉他，自己并不愿这样做

n

3990
2964
776

%
75.1
64.1
71.3

不会

n

802
849
143

%
15.1
18.4
13.1

χ2 P

183.05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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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影响医务人员专业自主性的从业环境因素（n=11771）
Table 2 Factors affecting medical personnel's professional autonomy

选项

在执业中，您的合法权

益得到保障的状况

患者对您的信任程度

执业环境状况

大众媒体报道医疗纠纷

事件时偏袒患方的程度

差

一般

好

不信任

一般

信任

差

一般

好

偶尔

有时

总是

患者坚持要做核磁共振时医生选择

会

n

506
1019
109
260
931
443
868
690
76
285
419
930

%
14.9
13.5
13.2
18.6
14.1
11.7
13.8
13.8
15.1
19.3
13.9
12.8

会，但我会告诉他，自己并

不愿这样做

n

2401
5286
540
927
4668
2632
4528
3385
314
893
2038
5296

%
70.7
70.0
65.4
66.5
70.9
69.4
72.1
67.9
62.5
60.3
67.6
72.8

不会

n

491
1242
177
208
983
719
888
910
112
302
558
1050

%
14.4
16.5
21.4
14.9
14.9
19.0
14.1
18.3
22.3
20.4
18.5
14.4

χ2

26.912

65.474

52.596

107.527

P

<0.001

<0.001

<0.001

<0.001

3 结论
3.1 尊重患者自主性，充分告知是关键

从医生专业自主性的角度分析，医生有义务凭借

专业知识技能判断患者是否有必要接受核磁共振检

查，帮助患者做出更合适的决定。如果已经判断患者

没有核磁共振检查的适应症，而且不必要的检查会给

患者带去身体伤害，医务人员却不向患者说明情况，直

接答应患者要求，这就违背了医务人员的道德准则，违

反医学专业自主性的要求。

从尊重患者自主性角度，医生应该判断患者的要

求是否是自主行为，即患者是否有能力理解和分析接

受不必要核磁共振检查可能带来的利弊，然后针对患

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告知核磁共振检查花费不

菲，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诊疗信息，

对判断疾病并无帮助，会带给健康身体伤害等。如果

医务人员在不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直接答应患者的

不合理检查需求，这实际违背了尊重患者自主性原则。

3.2 加强医患沟通、互信，尊重医生专业自主性

调查显示多数医生会表明自己不愿意开核磁共振

检查单的态度，但拒绝患者要求的医务人员占比非常

小。这说明能够坚持医生专业自主性的医务人员比较

少，一部分医务人员在尊重患者自主性方面存在困

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患者问卷结果反映出患者其

实并不支持医务人员开具非必要检查单据。这从侧面

显示出大部分患者可以理性地看待不必要检查需求，

如果医生能够有针对性地给予相应的解释和回答，也

许这些患者就会选择放弃不必要检查的需求。

医生在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获取患者的信任，坦

诚充分的沟通是关键。医生应该向患者及其家属交待

病情，介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不同治疗方案的风险

利弊，告知疾病的预后。更重要的是，医生应该试图了

解患者的感受和想法，从患者角度出发，根据患者价值

观和受益推荐首选治疗方案。患者足够信任医生，自

然会听取医生的建议，不去做不必要的检查；医生相信

患者，自然也会竭尽全力，合理地进行检查和治疗，充

分发挥专业自主性，避免没有必要的检查，以免增加患

者的经济负担，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3.3 加强医务人员合法权益保障，改善医疗执业环境

近些年来，各种医闹、伤医案件层出不穷，很多医

务人员对执业环境和个人合法权益保障表现出负面情

绪。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合法权益保障情况、患者对医

生的信任情况、执业环境和媒体报道都是影响医生发

挥专业自主性的重要因素。建议有关部门重视对医务

人员权益的保障，为医务人员营造良好的执业环境。

个别媒体在报道医患关系类新闻时，故意歪曲真相制

造热点，破坏和谐的医患关系，加剧医患双方的不理解

17



科技导报2018，36（2）www.kjdb.org

和矛盾，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理，对违背

新闻伦理和相关法律的媒体记者和负责人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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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personnel's attitudes toward request of unnecessary MRI
investigation request and relevant factors

AbstractAbstract A recent survey reveals that more than 80% of medical personnel would order unnecessary MRI investigation in response to
patient's request. The survey result reflects that health care practitioners may face a dilemma of how to balance between "respecting
patient's autonomy" and "insisting on professional autonomy". The survey also reveals that an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medical personnel’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trust-based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better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the harmonious public opinion
context may encourage medical personnel to stick to their professional decis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thical confusions implied by the
survey result and argues that the physicians have duty to respect patient's values. However,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patient's autonomy
should be respected onl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nd protecting patient’s autonomy shall not become the argument for violating physician's
professional autonomy. Based on further eth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1. Physicians have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fully disclose all relevant medical information to patients. 2.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s
essential for a trust-based doctor-patient partnership. 3. To create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n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physician’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improve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ess.
KeywordsKeywords medical practitioner; patient's autonomy; MRI investigation;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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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考古学的物理学家
厚望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北京 233026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考古

学研究利用了很多物理学的知识

与方法，然而，考古学与物理学的

渊源却远不止于此。一般认为，雅

各布斯波在1674年最早使用了“考

古学”这个名词，而他是 17世纪德

国的一位物理学家。不仅考古学

的名称来自于物理学家，还有些著

名的物理学家，在考古学领域做出

过卓越的学术贡献。

托 马 斯·杨（Young Thomas，
1773—1829年）（图 1）是英国著名

的物理学家，是光波动学说的奠基

人。他一生在物理、化学、生物、天

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皆取得了

重要的成就。1814年，刚过不惑之

年的托马斯·杨被古埃及文明彻底

迷住。他想成为第1个能够读懂古

埃及文明（比他热爱的古希腊文明

还要久远很多）石碑的成功者，并

将此视为重要的人生挑战。他开

始努力破译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上的古老文字，经数年钻研，

终于将其成功译出，从而对考古学

做出了重要贡献。直至去世，托马

斯·杨一如既往地以饱满的热情对

古埃及文明进行考古研究[1]。

以发现电磁感应定律而著称

的英国伟大实验物理学家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1791—1867 年）

（图 2），也曾在考古学领域一展身

手。在古代欧洲，大马士革剑以其

美丽的花纹以及锋利无比的剑刃

而备受推崇。很久之后，西方学者

才知道大马士革剑是用古印度一

种优质钢——乌兹钢制作的。但

乌兹钢为什么具有如此特殊的性

能仍困惑着当时的学者。法拉第

于 1820—1822年与一位刀具匠人

合作对乌兹钢进行了研究，并发表

了一篇名为《对乌兹钢或印度钢的

分析》的文章。他们错误地认为乌

兹钢的优良性能缘于含有少量的

铝和硅，并继续向钢中添加镍、银、

铂等元素以期获得性能更好的钢

材。就这样，他们在错误结论的指

导下歪打正着地开创了对合金钢

的研究。法拉第也因此被尊为合

金钢研究的鼻祖。法拉第的文章

在法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1820
年，法拉第的论文发表后迅即被译

为法文，法国有关机构组建了一个

特别委员会来重复法拉第的工作，

这进一步促进了法国对合金钢的

研究[2]。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65年诺

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年）（图3），从

小就从父亲那里了解到零星关于

玛雅人的知识。成为著名物理学图1 托马斯·杨

图2 法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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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后，费曼一度又为玛雅古文献所

吸引，其中的一些奇怪符号、图型、

线和点深深地令他着迷。经过研

究，他发现它们表述的是玛雅人的

数学与天文学知识。他发现了0的
写法、1条线等于 5个点；还发现了

玛雅人奇怪的进位制：线和点最初

1次总是逢20进1位，但是第2次则

是逢 18进 1位；他还搞清楚了玛雅

人脸谱的含义：分别代表着日和周

等……费曼就这样饶有兴致地研

究下去，最后达到了玛雅文明研究

专家的水准。当有人宣称新发现

了关于玛雅文化的古抄本时，费曼

借助他掌握的玛雅数学和天文的

知识，就能断定书是真是假。他曾

在研究玛雅文化的学术场合做过

名为《解开玛雅象形文字之谜》的

专题报告，一时成为趣谈[3]。

厄 休 拉·弗 兰 克 林（Ursula
Franklin，1921—2016 年）（图 4）出

生于慕尼黑，曾在柏林大学学习物

理学与化学，纳粹时期由于犹太血

统被迫退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于 1946年在柏林工业大学完成本

科学业，并继续在该校读博，从事

实验物理学研究，1948年获得博士

学位。1949年，她接受多伦多大学

的戴维斯夫人奖学金，进行物理学

和冶金学的博士后学习，并获得在

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 1952—
1967年，厄休拉就职于安大略研究

基金会，任高级科学家。在基金

会，她致力于调查大气核武器试验

所产生的放射性同位素是否会被

人体吸收，正是因为她的研究才有

了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厄休拉的学术造诣在这一时期达

到了巅峰。1967年，厄休拉回到多

伦多大学，成为冶金学与材料科学

系的首位女教授。厄休拉综合运

用她所熟悉的物理学、材料科学、

冶金学的专业知识，开展对材料使

用历史的科学研究。她发表了百

余篇考古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阐述

早期文明如何运用工具形成自己

的文化、风俗与组织 [4]，在学术界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对考古

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

以上这几位物理学家在考古

学领域的研究中，或取得了重要成

就，或对其后的考古学界产生过重

要影响。然而，还有些物理学家天

生酷爱考古学，但是由于家人的阻

挠，或因为其他外界因素，最终彻

底离开了考古学。费曼的同事、著

名理论物理学家、夸克之父、196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

（Murray Gell-Mann，1929—）（图 5）
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他自幼对考

古学就具有浓厚的兴趣。填写耶

鲁大学入学申请表格时，如果不是

受父亲的阻挠，他的首选是考古

学。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盖尔

曼无节制地收藏古物和工艺品，这

很可能是他始终未忘考古学初心

的一个证明。

对考古学抱有浓厚兴趣甚至

情有独钟的物理学家，不是只有文

中几位。如早于马可尼发明无线

电报的印度著名物理学家玻色（Ja⁃
gadish Chandra Bose，1858—1937
年）等。一般而言，卓越的物理学

家都是好奇心极其强烈的人，其中

有的人做物理学研究专心致志、心

无旁骛；但是有的物理学家则善于

越界进入其他学科领域一展身手，

跨学科研究很早就已经不是特殊

现象。本文所提到的物理学家，就

是这一类善于跨界的物理学家中

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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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低碳发展及空间依赖
——基于2005—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的分析

雷明，马海超，李浩民，孙淑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低碳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既定战略目标。结合

2005—2015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实证数据，运用TOPSIS模型对中国部分省份低碳发展进行评

估、排序和分析。TOPSIS计算结果表明，本次统计的中国30个省份的低碳发展指数总体上

较为稳定，一些省份的低碳指数表现出下降趋势。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30个省份分为表现

最好、中上游、中下游、表现最差4个梯队，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梯队的低碳发展指

数具有一定差异，表现差的省份与表现好的省份之间差距显著。为了检验省级低碳发展指

数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计算了“莫兰指数I”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省级低碳

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并不显著。

关键词 低碳发展；TOPSIS；聚类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空间依赖性检验

众多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

气体排放量增加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1]，碳

减排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到《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从《哥

本哈根协议》的艰难谈判，到《巴黎协定》的多方博弈，

关于发展权与排放权的讨论不断升级，也催生了低碳

经济的理念[2-3]。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

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

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其核心是技术

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

场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

革命[4]。

自 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以

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居高不下。2016年，中

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91.23 亿 t，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7.3%，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的1.7倍，是欧盟国

家总和的 2.6倍；2005—2015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量年均增长率达 4.2%[5]。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过快增长

使中国的低碳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承担着越来越大的

减排压力。2009年 11月 26日，中国发布的《2009中国

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

目标，到 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50%左

右[6]。在2006年，中国“十一五”规划中就已提出单位能

耗降低20%、二氧化硫减少10%左右的目标，并作为约

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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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碳气溶胶排放量测算及空间分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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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统计学方法计算了中国大陆省域2012年黑碳气溶胶排放清单。研究表明，2012

年中国大陆黑碳排放总量为188.676×104 t，其中居民生活源排放量为81.800×104 t，占黑碳

排放总量的43.3%，位居首位。工业在生产和最终消费中排放黑碳80.914×104 t，占全国排

放的42.9%，工业源和居民生活源排放量占总量的86.2%，是中国黑碳最主要的排放源。交

通运输和生物质燃烧放排放量分别为17.809×104 和 6.667×104 t，分别占总量的9.4%和

3.5%。火电和供暖行业排放量较小，仅占到排放总量的0.8%。从能源类型看，黑碳主要来源

于煤炭和生物燃料燃烧，分别占54%和31.6%。黑碳排放省域空间分布不均匀，呈东高西低

的趋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和农村人口密度一致；从各个地区来看，山西省在全国黑碳排

放量中位居首位，河北、山东、河南、内蒙古依次位列前5，这5个省份贡献了全国约37%的排

放量。山西省的主要排放源来自工业，占全省排放的82.4%。山西是煤炭大省，炼焦行业发

达，煤炭的大量使用造成该省较高的黑碳排放。河北、山东的排放源主要贡献也来自工业，

分别占本省排放量的61.5%和57.5%，同时居民消费也占有一定比例。河南省农村人口密度

较高，居民生活源黑碳排放占总量的50%，内蒙古则由工业源和生活源共同贡献，两者贡献

比例各占45%左右。

关键词 黑碳；排放因子；空间分布；排放清单

黑碳气溶胶主要是由富含碳的物质（化石燃料、生

物质燃料等）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中国是煤炭和生物

质使用较大的国家，黑碳气溶胶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

不可忽视。由于黑碳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较短，因此

减少黑碳的排放量可在短期内降低大气中黑碳气溶胶

的含量，可更为有效地减缓全球变暖趋势。

中国当前大部分黑碳排放研究大都是国外学者在

建立全球排放模式时考虑进去的，在建立全球或亚洲

的排放清单时所采用的排放因子并不全面或者是存在

高度不确定性，如 ohara等[1]、Junker and Liousse[2]分别讨

论了 1980—2020年和 1860—1997年亚洲及全球的黑

碳排放，在计算中国地区时并没有考虑生物质的露天

焚烧；Streets等[3]特别考虑了减少排放的控制装置，预计

中国在 1995 和 2020 年黑碳排放量分别为 134.2 和

122.4 万 t；曹国良等 [4]采用最新的中国燃料消耗数据，

估计2000年中国黑碳排放为149.9万 t；显然，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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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秋季亚微米细颗粒物浓度及其化学
组分特征
张晗宇，程水源

北京工业大学，区域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24

摘要 采用多通道采样器和气溶胶化学组成在线监测仪，对2016年10月北京市区大气亚微

米颗粒物（PM1)化学组分进行了离线采样和在线监测。结果表明，整个观测期间，北京PM1质

量浓度平均为66.04±51.45 μg/m3，重霾期间PM1的质量浓度（103.16~160.23 μg/m3）是清洁

天（3.50~3.78 μg/m3）的27.29~45.78倍；北京秋季重霾天和清洁天的化学组分存在显著差异，

有机物是PM1的主要化学组分，清洁天贡献高达64.90%；而在重霾天，二次无机组分显著增

长，贡献高达69.72%。硫酸盐日变化趋势相对平缓，反映出区域特性；而其他组分（有机物、

硝酸盐、铵盐及氯化物）表现出显著的日变化特征。整体而言，大气PM1中各组分受污染源排

放、大气化学反应及天气形势的协同影响。

关键词 气溶胶化学组成在线监测仪；亚微米颗粒物；化学组分

大气颗粒物是大气中最重要的微量成分之一，对

大气能见度的降低[1]、人体健康[2]、全球气候变化[3]等产

生较大的影响。与细颗粒物（PM2.5）相比，PM1粒径更

小，比表面积更大，对人体健康危害更大；在空气中停

留时间长，并且PM1中富集的亲水性二次离子SO2-4 、NO-3

和NH+4吸收水分后增大了颗粒物对大气能见度的影响，

是导致雾霾天气频发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4]。因此，对

PM1的质量浓度、化学组分及其与气象条件紧密联系的

研究成为当今的研究焦点。

先前关于细颗粒物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滤膜采集

颗粒物样品，然后进行实验室离线分析，如王晓琦等[5]

通过URG多通道采样器进行滤膜采样，研究北京和石

家庄两城市监测点的水溶性离子特征，发现石家庄污

染程度高于北京。近年来，各种实时在线监测颗粒物

化学组分的仪器相继出现，其中颗粒物化学组分在线

监测仪 (Aerosol Chemical Speciation Monitor, ACSM)是
Aerodyne公司基于气溶胶质谱仪（AMS）研发的，专门用

于低成本和少维护条件下的颗粒物化学组分的长期连

续观测。Sun等[6]研究发现，PM1的主要组成包括有机气

溶胶（Org）、硫酸盐（SO4）、硝酸盐（NO3）、铵盐（NH4）及

氯化物（Chl），其中北京冬季Org占PM1的52%，SO4、NO3

和NH4分别占PM1质量浓度的14%、16%和13%；而清洁

日Org占比高达63%。姚婷婷等[7]研究表明，高浓度PM1

的消光作用是造成大气能见度衰退的最重要原因之

一，其散射和吸收系数与大气颗粒物的粒径分布和化

学组分密不可分。Sun等[8]发现，北京冬季高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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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
分析
王竞优，边杨子，聂炜，王玥，石磊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水污染问题的增多，水资源短缺问题进一步突出，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是缓解供水矛盾的有效途径。本研究选取2014年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供水

总量、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排放量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采用

基于决策单元规模收益可变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评价113个城市的水资源利用综合

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分析效率的空间分布。结果显示，113个城市的水资源利用效

率总体水平较高，但仍有一定进步空间，同时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差异显著。中国东部城市

综合效率普遍偏高，东北城市和中部城市综合效率次之，西部城市综合效率偏低且效率分布

两极化。

关键词 城市；水资源；综合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水是人类发展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是人类和一

切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由水资源缺乏和水体污

染构成的水危机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中

国淡水资源总量较为丰沛，约为2.8万亿m3，居世界第4
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 2200 m3，为全球平均水

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1-2]。同

时，中国水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根据 2016年《中国环境

状况公报》数据显示，1940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水质劣

于Ⅴ类水体断面占32.3%。正如国务院所颁布《关于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指出：当前中国水资

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

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科学高效地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已成为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

此，开展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围绕水资源效率评估开展众多的研

究。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集中在基尼系数、环境距离

函数、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物元可拓模型、主成分分

析法结合Copula函数、随机前沿分析（SFA）及数据包络

分析等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3- 9]；由于

DEA模型不需要提前确定指标间的函数关系，并且能

够区分DEA有效决策单元和非DEA有效决策单元，为

决策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所以，DEA方法在研究水资

源利用效率上更为广泛。从研究的视角与尺度而言，

大多数研究尺度聚焦于省级单元或某一区域[10-13]，研究

视角则主要关注于工业或农业领域[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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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利用的生态外部性价值核算及其
补偿研究
魏宁宁，李丽，高连辉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

摘要 全面准确核算耕地资源利用的生态外部性价值是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基础，对耕地

资源的利用不仅会产生正的生态外部性，还会产生负的生态外部性，如水体污染、土壤重金

属污染等，因此核算耕地资源利用的生态外部性价值时，应充分考虑其生态效益和环境成

本。采用单位面积当量因子法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核算了南京市2014年

耕地资源利用的生态外部性价值。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南京市耕地资源利用的生态服务

价值为55.08亿元；耕地资源利用的环境成本为9.23亿元；生态补偿总价值量为45.85亿元，

只占财政收入的2.59%，并不构成财政紧张。对耕地资源利用的生态外部性价值核算旨在正

确认识耕地资源利用中的生态效益和环境问题，为制定生态补偿措施提供依据。

关键词 耕地资源；生态服务；环境成本；生态补偿；南京

人类对土地价值的认识，经历了由单一经济价值

到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的发展过程[1]。在农业社会及

工业社会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人们关注的重点主

要放在耕地的经济价值上，旨在提高耕地的经济产

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耕地资源除了具

有粮食生产功能外，还具有提供社会保障、改善生态环

境等多种功能[2]，基于单一功能的价值核算不能全面认

识耕地的全部价值内涵，导致耕地价值被低估，直接后

果就是耕地以较低的成本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资源

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已经得到社会各

界的认可，但耕地资源的价值如何实现，已经成为各界

关注的重点。耕地资源经济价值在市场交换中得到实

现，其社会价值也随着国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逐步降低，最终将不再具有社会价值，而耕地资源生态

价值具有外部性，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这就需要通

过生态补偿的方式实现其生态价值。

当前，对耕地保护的生态外部性补偿，学界主要基

于两种思路：一种是基于机会成本的方法计算耕地保

护的生态外部性补偿额，这就涉及土地发展权问题，以

及由于耕地保护而丧失了土地其他利用方式所获得的

收益作为补偿基础；另一种思路是以耕地资源利用的

生态外部性价值作为补偿的标准。两种方法各有利

弊，机会成本法虽然计算简单，但是以经营性建设用地

的经济效益作为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未免太绝对化

了，因为土地具有区位性，远离城市的土地即使获得了

土地开发权也未必能获得较高的土地收益，况且由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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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环境绩效评估动态研究
董战峰1，郝春旭1，袁增伟2，徐鹤3，王婷2

1.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2.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南京 210023

3. 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基于构建的中国省级环境绩效评估方法学，定量评估了中国30个省级地区2004—

2013年的环境绩效发展趋势，分析了各省级地区的环境绩效变化规律、环境绩效与经济发展

水平的规律关系、影响省级地区环境绩效表现的关键性指标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绩

效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地区环境绩效呈现一定波动性，环境绩效

总体呈现持续改进趋势；环境绩效空间格局特征总体呈现东部好于中部、中部好于西部的梯

度格局；生态保护指标是东部地区的短板。提出中西部地区在推进城镇化时，要加强对水源

河流的管理、重视生态环境规划建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力度等建议。

关键词 省级；环境绩效评估；方法学；动态评估；空间格局

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

居到世界第2位，在推进城镇化、减贫、保护生态环境等

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2]，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3]。这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

国而言殊为不易。开展地区性环境绩效研究是分析环

境发展规律、识别关键约束因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4-5]。国际上，许多机构与学者开展环境绩效评

估研究[6-9]，以耶鲁大学为首的研究组自 2006年开始每

2年发布 1次全球EPI报告，旨在跟踪评估世界不同国

家环境绩效水平[1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

环境绩效评估于 1991年开始实施，被认为是改善评估

对象国环境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手段，评估对象也从

成员国基于自愿原则逐步扩展到非成员国，中国也是

参评国之一[11]。在中国环境问题频发的现实需求压力

下，对中国环境绩效的研究纷纷涌现，众多学者对中国

政府环境绩效评估的内涵、评估方法、指标体系等进行

了探索。曹国志等 [12-15]探讨了政府环境绩效评估的内

涵及其体系构建；董战峰等[16-18]开展了指标体系、评价

方法和评估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以往研究主要集中

于静态某一时间节点的评估，而开展动态环境绩效评

估对于识别评估对象的特征和内在驱动要素更为重

要。本研究基于自下而上的方法，开展中国 30个省级

地区在2004—2013年的环境绩效评估（不包括香港、澳

门、台湾和西藏自治区），分析国家和区域格局层面环

境绩效动态演变规律和关键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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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硫化氢防治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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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煤矿H2S气体异常富集而导致的突然涌出和伤亡事故越来越频繁。根据H2S在煤矿

中的分布特征、赋存形式和涌出形态，综述了含煤岩层、巷道风流中和地下水体中的H2S防治

技术。目前使用的H2S防治技术主要有煤层施钻高压注碱中和、巷道碱液喷洒、加大风量稀

释、改变通风方式、抽排、疏堵及综合治理等方法；采用的碱性药剂主要是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0.5%～3.0%的碳酸钠、碳酸氢钠溶液等；部分碱性溶液中添加有表面活性剂、芬顿试剂、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次氯酸纳或氯胺-T等。分析了各类防治技术的治理效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煤矿H2S综合防治技术方案。各矿井应根据H2S在煤岩层中的赋存、分布

情况和涌出形态，依据目前技术水平，结合H2S防治成本进行有效治理。

关键词 煤矿；硫化氢；防治技术；研究进展

煤矿开采过程中，由于煤岩层硫化氢（H2S）异常富

集而导致伤亡事故及潜在危害在国内外不断出现，并

呈快速增多趋势。近几年中国四川、山东、陕西及新疆

等10余个省、自治区发生了50多起H2S突然涌出，并造

成了多人死伤事故[1]。此外，还有相当部分低浓度（含

量）H2S异常矿井，因浓度较低，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

对井下作业人员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造成不可逆

转的损伤，且部分矿工有严重的后遗症。此外，中国高

硫煤广泛分布，随着开采技术水平提高和开采深度增

加，高硫煤中高含H2S的可能性势必大增。H2S是一种

无色、具有臭鸡蛋气味神经毒物，主要危害人的中枢神

经和呼吸系统[1-2]。中国煤矿井下空气中的最高允许体

积浓度为6.6 ×10-6，而中国煤矿井下H2S浓度从小到几

个10-6，大到几千个10-6都存在，部分区段、巷道或采面

H2S浓度长期超标，甚至超标严重。因此，探讨煤矿H2S
防治技术是一项紧迫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1 煤矿H2S防治技术
H2S在煤矿主要存在于含煤岩层及地下水体中。

根据H2S在煤岩层中的分布特征、赋存形式和涌出形

态，其防治技术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类。

1.1 含煤地层中H2S防治技术

因H2S分子的极化率比较大，彭本信等[3-4]认为：H2S
在煤体中主要以吸附态的形式存在，其吸附性能大于

甲烷、氮气和二氧化碳。因此，首次提出了H2S与瓦斯

不一样，不宜采用类似抽采瓦斯的方法抽采硫化氢。

王可新等[5-6]认为：可根据煤层H2S的含量，结合煤层瓦

斯抽采工艺，高体积分数的H2S可以采用类似瓦斯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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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有机氯农药赋存水平及污染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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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机氯农药（OCPs）是一类环境激素，对生物体产生遗传毒性、内分泌毒性等效应，对

人类健康产生威胁。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至2017年白洋淀水体、沉积物及水生生物的

OCPs多介质赋存水平及来源。分析表明，白洋淀区表层水OCPs浓度为10.80~261.90 ng/L，

沉积物中OCPs含量为73.95~269.80 ng/g。OCPs污染以六氯环己烷（HCHs）和滴滴涕（DDTs）

为主，其他OCPs检出率很低，并未呈面源污染特征。淀区的OCPs污染与河流（府河）的外源

输入关系密切，也与生态补水频繁、周边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及自身生态环境脆弱等因素相关。

关键词 白洋淀；有机氯农药；外源输入；生态补水；生态环境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地处保定

市与天津市腹地，地势平坦且石油资源丰富，地理位置

优越。该湿地总面积为 765.20 km2，其中淀区面积

366.00 km2，发挥着防洪蓄水、调节气候、补充地下水及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1]。

有关淡水湖泊水体、沉积物等介质中有机氯农药

（OCPs）的污染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2-16]，目前针对

白洋淀及周边入淀河流沉积物[3]、水体[4-5]、鱼类[2]、水生

生物 [2]等环境介质中OCPs的研究多有报道，但由于白

洋淀补水较频繁，水质变化较大，现有研究并未系统梳

理白洋淀区OCPs的变化特征，缺乏对淀区OCPs多介

质赋存水平及污染原因解析。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正式通水，为白洋淀的生态补水计划省出调配空间，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白洋淀的缺水压力，对促进白洋淀

水质提升有积极作用。白洋淀约85.00%的水域在保定

市安新县境内，白洋淀将成为雄安新区的重要水源地

之一，保障白洋淀的水质安全，至关重要。为此，调研

了大量文献，以识别人类活动对白洋淀水质状况的影

响，总结多年来白洋淀区OCPs的变化趋势，梳理OCPs
残留水平及来源。

1 白洋淀OCPs的多介质赋存水平
1.1 白洋淀OCPs赋存的总体特征

白洋淀的OCPs污染大致经历两大特殊时期，20世
纪 50年代到 1995年为OCPs的快速积累期；从 1995年

至今为OCPs的不断减少期。1914—2011年淀区沉积

物柱芯中六氯环己烷（HCHs）和滴滴涕（DDTs）含量变

化如图 1所示。Guo W等[17]认为，淀区在 20世纪 50年

代开始使用OCPs，截至 1995年，淀区的沉积物柱芯中

显示OCPs为最高含量水平，且HCHs和DDTs浓度接近

太湖的OCPs高峰期（1980—1990）。20世纪50年代前，

淀区并未使用OCPs，1952—1983年，中国一直在大量

生产和消费OCPs用于控制病虫害，如HCH和DDT[18]。

虽在1983年禁止使用OCPs，仍有少量DDTs和HCHs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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