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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科技信息
蒋锡群课题组在肿瘤成像光学探针领域取得进展
分子影像探针不但能够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及检测，而且可以帮助外科医生准确判定病变组织的边界位置，实现精确手术。除
此以外，还可以实现治疗效果的评估，帮助医生改善治疗方案。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蒋锡群教授课题组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利用级联放大原理，设计了连续可激活的高敏感光学探针来同时测量疾病引起的二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物学现象



NatureProtocols：刘震教授研究团队关于分子印迹领域的重要论文发表



EnvironmentalScienceandTechnology：环境学院“生态毒理与健康风险”研究团队研究
成果入选ES&T的2016年度最佳论文



ContributionstoMineralogyandPetrology：徐夕生教授课题组在花岗岩水含量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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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骏校长会见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参赞雷明德一行

NEWS
2017年4月21日下午，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参赞雷明
德（Pierre Lemonde）先生率法国科技代表团一行7人访问

沿，南京大学作为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之一，希望能与法
国学术界、科技界合作，推动双创教育在我校的开展。

我校，陈骏校长在仙林校区热情会见来宾，双方就加强南大

雷明德参赞对南大与法国一流高校的合作成果表示高度

与法国院校、科研机构的高水平合作交换意见。我校医学

认可。他指出，法国政府和高校现在都鼓励学生到中国学

院、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校友总会、国际处负责人陪同会

习，尤其鼓励他们在物理、生物、建筑等研究领域的学术交

见。

流。他积极回应双创教育的提议，并表示将积极促成法国高
陈骏校长对雷明德参赞一行的首次到访表示欢迎。他表

科技企业及高校与南大的多领域合作。

示，南大与法国巴黎高科、东巴黎大学、奥尔良大学、阿尔

此前，薛海林副校长还简短会见法国代表团，与来宾就

多瓦大学等一流高校及科研机构保持长期友好合作，还与法

促进法国高科技研究所及企业与我校医学院在先进医学影像

国驻上海总领馆共同合作设立“法语精英班”项目。诺贝尔文

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进行探讨。

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受聘南京大学，为我校学生开设精
彩课程。陈骏校长强调，法国的科技创新实力走在世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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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总会 国际处）

研究相关情况，从项目立项背景、科学技术问题、理论基

单位共同完成的“微界面传质强化反应-精细分离集成系统研

础、研发情况、应用与先进性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微界面传质

发”项目在宁举行科技成果鉴定会。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

强化反应-精细分离集成系统”的核心内容，并就专家组提出

士陈骏，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及科技处、化学化工学院等

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鉴定会由中国石油和化

项目应用现场标定组资深专家、原中国石油和天然气集
团炼化局门存贵总工程师介绍了示范装置72小时连续标定情

学工业联合会姜砚茹处长主持。
李成在致辞中对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的到来表示

况与结论。

欢迎，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一直以来对南京大学科

鉴定委员会由七位行业内高级专家组成，中国科学院院

技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南京大学所取得的成绩离

士、清华大学费维扬教授担任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不开行业协会、兄弟高校、合作企业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

南京工业大学欧阳平凯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福州大学付

精诚合作，希望与会专家能多提宝贵意见、支持项目继续完

贤智教授任副主任委员。鉴定委员会在审读成果报告、查阅

善为国家发展服务。

支撑材料并对课题主要研究与应用情况充分质询的基础上，

会上，张志炳教授代表项目团队向与会人员报告了项目

形成了鉴定意见：“该技术具有原创性和自主知识产权，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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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4月9日，由南京大学张志炳教授团队牵头联合三家企业

科 技 新 闻

我校“微界面传质强化反应-精细分离集成系统”项目
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科 技 新 闻

关键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其中很小比例。其内在原因是传统的搅拌桨或鼓泡塔反应器

NEWS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执行院长黎书华向张志炳教授团

中只能产生厘米或大毫米尺度的Kolmogorov湍流涡。因

队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代表学院向与会专家、代表及各

此，即使再加大搅拌电机功率，其大部分能量也只能转化为

级领导对化学化工学院学术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热能，而不能转变成为小气泡生成所需的表面能。为此，张

陈骏校长在致辞中对张志炳教授团队不断推陈出新的科技研

志炳教授提出了研发微米尺度气液界面反应系统的构想。经

究成果表示高度赞扬，并认为这项新技术应用范围很广，有

过十多年的攻关，不仅提出了微界面传质强化反应的理论，

望解决石油开采、页岩气、地球化学等不少领域的关键问

同时开发了微界面传质强化反应器构效调控系统（简称MTIR

题。他指出，南京大学在过去三十年始终坚持基础研究这一

系统），建立了整套构效调控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可依据输

特色与优势，始终坚持与国际接轨的科研标准，取得了丰硕

入的能量调控气泡直径和气泡个数、从而调控气液界面和传

成果。在关注SCI指标、解决数量问题后，在最近十多年，

质速率，因而可以依据工业上的实际需求，计算和设计反应

学校聚焦前沿科学问题，重视顶尖期刊，重视质量，成绩显

器的结构，或反之。如此，可在反应过程的催化剂、物料配

著，在NI指数排名中南大名列全球12位、全国第2。当前，

比、操作条件等不变情况下，实现反应效率成倍提高、能

南京大学提出要做问题导向的原创科研，将论文导向的科研

耗、物耗、水耗、污染物排放等大幅降低的目标。

转向问题导向。他希望，南京大学的科研能从解决科学问题

该项目已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41项，已获国内外发明专

出发，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原创性应用研究，并注重与其他学

利授权30项。其中７项为欧美专利，已授权４项。该技术已

科、其他团队的交叉融合，创造更大成果。

在10家企业推广应用。以二甲苯空气氧化制甲基苯甲酸生产

姜砚茹处长祝贺南京大学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希

为例，与传统的塔式鼓泡反应器（CBR）生产系统相比，该

望南大能在我国转型“中国智造”的新时期，为企业解决更多

技术在原料利用率、节能和减排方面显示了突出的综合性

的生产实际困难，延续企业与院校的良好合作传统。

能：反应效率是原来的2.77倍，主产品收率净提高34个百分

据了解，现代石化、煤化工、制药、生化发酵、新材料

点，吨产品原料消耗从1.3吨下降到1.1吨，综合能耗降低

制备、废水处理等工业中有很多慢反应过程，如氧化、加氢

11%,水耗下降93%。该技术实施后,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占主

等等，这些反应体系的气液相界面积很小，传质效率较低，

导地位的日本某跨国公司和英国某跨国公司美国分公司的同

因而制约了反应效率的提高，而反应效率低将直接影响产品

类产品生产线相继宣布关闭。该技术已累计新增产值53.9亿

生产过程的能耗物耗和产品竞争力。长期以来，人们想了很

元、利 税 21.2 亿 元 , 减 排 化 学 污 染 物 82675 吨 , 节 能相 当于

多办法试图解决此问题，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但

10000吨标准煤。

终因理论或设备方面等种种原因，没有找到突破性普适化的
技术方法。张志炳团队从基本理论分析入手，认为目前工业
上采用的加氢、氧化、氯化等慢反应过程的气液固反应器设
备效率低主要归因于它们大多只能产生较大尺寸的气泡（厘
米或毫米级），即使有些大毫米级尺度的气泡产生，也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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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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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三角地区毒害有机污染物控制战略研究”项目
中期汇报会在我校召开

NEWS

2017年4月26日，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重点项目——

充分肯定。陈洪渊院士指出，针对长三角地区毒害有机污染

“我国长三角地区毒害有机污染物控制战略研究”项目中期汇

物的控制战略研究是一项造福后人的重要工作，是好事、善

报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洪渊，中国工程院

事、急事，但同时也是充满了挑战的难事。他表示，对于化

院士周翔、蔡道基、张全兴，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

学工业，靠遏制其发展来达到减少污染的目的，是不符合市

部二局副局长王元晶，以及来自东华大学、环保部南京环境

场规律也是行不通的。他希望项目组能进一步明晰目标，通

科学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项目组成员等与会。

过广泛调研、技术研发、园区示范等方式实现经济和环境的

会议由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该项目的课题一负责

共赢；蔡道基院士也对项目组前期的工作表示肯定并认为，

人李爱民主持。他首先对参会人员、会议议程等做了简要介

长三角地区化工和农业发达，毒害污染物种类繁多，因此在

绍，对本项目的实施背景及前期工作进行了回顾。

下一步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凝练研究目标、明确污染现状、找

南京大学科技处处长徐夕生代表南京大学对院士专家及

准主要污染问题，进而针对如何治理、如何管理等给政府的

各级领导的到来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课题

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随后，张全兴院士和周翔院士也分

长期以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决策提供了依据，

别对各课题的定位、彼此之间的衔接、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等

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发挥了关键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作用；我校张全兴院士长期以来致力于我国毒害有机污染物

作为项目主管单位代表，王元晶副局长也对项目实施的

的控制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由他倡导发

进度表示认可，并对项目后续开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

起的本课题既具有战略前瞻性，又有重大现实意义。

她指出，在项目后半程和结题后，除形成报告、建议等文件

在陈洪渊院士的主持下，各课题负责人从四个课题的研

资料之外，可以就项目内容组织召开一场环境工程科技论

究背景、典型污染物调研、毒害有机污染物管控技术与政策

坛，集中展示项目成果，力求让项目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积极

以及典型案例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各课题组均深入

影响。

企业、园区、大江大湖一线进行大量实地调研、收集大量污

张全兴院士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该项目在三家单位的密

染物数据，并进行大数据分析，初步形成了化工、印染等行

切配合下，已取得一些较好的阶段性成果。他希望项目组继

业重点毒害有机污染物清单，掌握了各行业发展现状及规

续努力、深入完善，进一步做好凝练工作，形成正式报告，

划、化学品管理政策、污染防治等情况，并选取了典型行业

为我国长三角地区毒害有机污染物控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

企业及园区进行案例剖析。

供战略建议及技术支撑。

与会专家均对项目的研究目标设置和研究任务进展给予

(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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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南工-南邮光电材料论坛”在我校召开
余位老师和研究生参加论坛。本次论坛是落实南京大学与南

NEWS

京工业大学校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一次深度交流。
论坛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执行院长黎书华主
持。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建院士，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汪
联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现代工
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南京邮
电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
论坛上，来自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
4月19日，由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联合发起的“南大-南

的20位专家学者应邀作报告，介绍了各自在能源、生命等领

工-南邮光电材料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三校相关院系的百

域进行功能光电材料研究的前沿进展。

（化学化工学院）

南京大学参与成果入选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近日，中国地质学会公布了2016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

展包括：研制了手持式、便携式和野外无人值守FBG解调仪

展”和“十大地质找矿成果”评选结果，南京大学参与完成的成

以及B0TDR监测装置，在甘肃华亭采煤塌陷区、重庆刀子岩

果“地质灾害综合防灾减灾方法技术取得新进展”入选“十大地

陡崖体监测中获得示范应用；研制了变形分布式传感电缆和

质科技进展”。

三种特种分布式传感光纤（缆），设计和研发了相关制造设

该成果依托于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地质灾害监

备，解决了有关测试精度和鲁棒性方面的若干技术难题；建

测预警与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研究》，由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立了地质灾害分布式监测分析系统，在长江三峡马家沟滑坡

殷跃平研究员团队联合中国地质科学院、南京大学等九家单

工程等多个现场项目中获得示范应用，实现了实时远程监

位共同完成。在取得的多项科研成果中，亮点之一是以南京

测。该研究成果促进了地质灾害光纤监测技术应用和全国监

大学为组织单位，中国地调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和

测标准化体系建设，为国家重大工程和城镇化建设防灾减灾

中国计量大学为参与单位完成的“地质灾害光纤传感监测技术

战略提供了监测预警技术支撑，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防灾减

研发与示范”。这一成果由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施斌教授

灾科技水平的发展。

牵头，组织了数十位科研人员在FBG解调设备、传感器及无
线通讯，B0TDR监测装置，岩土体变形分布式光电复合传感

此外，以上科研成果同时入选为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
地质科学院2016年“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与测量，特种分布式光纤（缆）及布设工艺，地质灾害分布
式监测系统集成等五个方面开展了技术攻关。取得的主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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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力，在南京首先把最尖端的技术推向临床。这个技术我们
下一步是想走向微创，通过内窥镜、腔镜等方式降低对病
人的影响。”
威廉∙莫纳（William E. Moerner）作为第一个能够探
测单个荧光分子的人，此次来访和深入交流将联手南京生
3月30日下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南京大学现代

命源协力推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共同探讨肿瘤组织显微

工学院国际院长聂书明出席在南京市秦淮区白下高新园区

成像技术，向细胞及分子水平提升，莫纳对该项目赞不绝

的南京生命源公司举办的生物光学转化论坛，2014年诺贝

口，“此次来南京，也是希望可以早一点将影像检测最尖端

尔化学奖获得者威廉∙莫纳（William E. Moerner）等一行

的技术在南京落地，在南京首先走向临床。目前的设备是

人也参与了论坛，就如何提高现有设备水平和革命性光学

我看到过的对肿瘤组织检测灵敏度最高的设备。”
该项目属于南京大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科技成果转化

设备的研发合作进行了交流。
在中国，癌症的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但死亡率却高

平台支持建设项目之一，全国该领域首创的大型医疗机

于世界水平。其中，最常见的肺癌、肝癌、消化道癌症的5

械，也是全球唯一的设备加工工厂，目前已经进入审批过

年生存率低于30%。这样的情况有望在今年得到改善，聂

程，有望在6月、7月投入到临床。

书明院长的精准肿瘤手术导航系统通过分子探针技术让肿
瘤细胞发光，从而更灵敏、准确地进行切除。
精准肿瘤手术导航系统是2016“数字化诊疗装备”研发
重点专项、2016江苏省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项目，目前正
在鼓楼医院、南京生命源进行产业化转化。该系统具有高
度的创新性，能够实现实时肿瘤影像指示、光学成像和光
谱测试等多模态、高灵敏度肿瘤探测（<1mm肿瘤组织探
测）以及自动诊断的专家系统，该导航系统为靶向性分子
探针研究提供成像工具、与内窥镜系统集成用于早期诊断
粘膜肿瘤等方面走在行业前沿。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南京大学现代工学院国际院长
聂书明为技术发明人及项目总顾问，他表示，“南京的高校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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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希望通过南京高校科研上的实力和南京市创业的活

科 技 新 闻

现代工学院国际院长聂书明精准肿瘤手术导航系统将落户南京

科 技 新 闻

我校举办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主题活动
正逢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南京大学科技处、栖霞区

NEWS

知识产权局联合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了系列主题活动。
4月6日下午，鼓楼法院“庭审进校园”活动首站到南大开

学院徐棣枫教授主持并进行了精彩点评，在这场讲座中，卢
山法官以司法实践为基础，就知识产权领域下专利，著作权
以及商标为南大学子做了深入浅出地讲解。

庭。鼓楼法院挑选了“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权纠纷”的案件，

同 时，基 于 本 次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日 的 主 题“创 新 改 变 生

丰富莘莘学子对法院庭审过程的认识，增强了对法律的理解

活”，我们推出了 “创新点亮生活，专利护航创意”的主题展

有兴趣，让“法治”蔚然成风！

览，在仙林校区内展出了21个对全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专利

4月23日下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副庭
长——卢山法官为南大学子们带来了一场讲座：法官为你支

发明。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学子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利
于形成尊重知识、鼓励创新、保护产权的良好校园氛围。
(科学技术处 法学院)

招如何保护和运用创新——案例中的知识产权。该讲座由法

我校参加2017年南京市大学生专利成果展示会

2017年4月23日南京市大学生专利成果展在南京理工大

明人询问了有关专利的技术亮点及市场前景，同学们则向领

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本次展会共展出了来自南京市23所院

导介绍了各自专利的详细情况。刘市长肯定了我校在大学生

校近300件专利作品。我校22个专利项目及其大学生科研团

专利成果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在当天的展览中我校同学的各

队参加了展示。

项专利也受到了到场专家评委及其他参展人员的好评。当代

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以安出席并参观了本次专

大学生作为科研创新的生力军，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

利展，刘市长在我校展区重点参观了孙振鉷同学团队的“一种

量，培育大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增强创新创业能力，是我校

基于循环移频的BOTDR相干探测装置和方法”、朱昊同学团

一直以来工作的重点。

队的“转台三维重建系统”等专利项目，刘市长向我校专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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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数学系吴新元教授课题组第二本专著再次赢得美国数学会
《MathematicalReviews》的高度评价

NEWS

2013 年 初 吴 新 元

Comput. Phys.，BIT Numer. Math.等国际主流刊物。研究

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在国

成果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吴教授应邀分别在中科

际著名出版社 Spring-

院、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帝国理工；美国普渡大学、贝勒大

er出版了关于振荡微分

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拉筹贝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卡

方程保结构算法的第一

尔斯鲁厄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梅西大学；加拿大麦吉

本英文专著，并获得了

尔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作专题报告。这第二本专著是吴教授

美

课题组近年来主要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总结。

国

数

学

《Mathematical
views》的

会
Re-

好

评

美

国

数

学

会《Mathematical

Reviews》

（MR3468532）赞誉这本书是该领域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

（MR3026657）。

“优秀参考书（an excellent reference）”对于应用数学、工

2015年底 Springer 出

程和物理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是“宝贵的源泉（an invalu-

版 社 出 版 了 该 课 题 组 的 第 二 本 英 文 专 著 ：“Structure-

able resource）”，可以作为初值问题保结构算法课程的教

Preserving Algorithms for Oscillatory Differential Equa-

科书（can also be used as a textbook in courses on

tions II”。该书系统阐述了课题组在该研究领域取得的一系

structure preserving numerical algorithms for IVPs)。

列 新 成 果，并 且 再 次 赢 得 了 美 国 数 学 会《Mathematical

美国数学会《Mathematical Reviews》在书评中最后
总结中写道： “This monograph is an excellent reference

Reviews》的高度评价。
1984冯康院士首次提出微分方程辛几何算法，开启了国

for practicing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ho need in-

内外微分方程保结构算法研究。三十多年来这一研究已经获

depth information about structure-preserving integra-

得了巨大发展，成为现代科学与工程计算领域中极其重要的

tion of oscillatory ODEs. Senior undergraduate and

研究分支。冯康院士倡导的“离散系统应当尽可能多地保持原

graduate students of applied mathematics, engineer-

连续系统的特征性质和内在的对称性”已经成为该领域研究人

ing and physics will find the book to be an invaluable

员的共同实践。吴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在二阶振荡和高振荡微

resource.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textbook in courses

分方程保结构算法的前沿领域开展了深入持久的研究，取得

on structure preserving numerical algorithms for IVPs.”

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相关工作分别发表在Found. Comput.
Math., SIAM J. Numer. Anal., SIAM J. SCI. Comput., J.

（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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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蒋锡群课题组在肿瘤成像光学探针领域取得进展

分子影像探针不但能够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及检

被进一步利用来反映病灶的生物学事件和参数。例如，

测，而且可以帮助外科医生准确判定病变组织的边界位

这种探针在正常组织中发射出较弱的红色荧光，而在进

置，实现精确手术。除此以外，还可以实现治疗效果的

入实体肿瘤之后，探针会首先对肿瘤的微酸性微环境进

评估，帮助医生改善治疗方案。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行响应，并转换成一种具有近红外磷光发射的报告分

蒋锡群教授课题组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Nature Com-

子，接着，该报告分子还能进一步对肿瘤的低氧微环境

munications, 6, 5834, 2015，“自然•生物医学工程” 曾

进行响应，伴随着其近红外荧光发射强度的增强（图

在创刊号中作亮点推介），利用级联放大原理，设计了

1）。通过上述波长移动/荧光强度增强的连续响应，可

连续可激活的高敏感光学探针来同时测量疾病引起的二

以有效地实现对肿瘤微环境信号的两步放大，显著提高

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 的生 物 学现象，例如，乏氧和酸

探针的信噪比，增强探针的灵敏度。因此，是一个全新

性，提高了探针对肿瘤检测的灵敏性和专一性。该工作

的探针设计理念，是探针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和通常

在4月10日以Successively activatable ultrasensitive

的多色彩需要多探针不同，该工作可实现单一探针的多

probe for imaging tumour acidity and hypoxia为题

色彩成像，同时成像二个不同的相关的生物学事件。由

发 表 在 Nature

于探针的超高灵敏度和专一性，该探针可准确判断肉眼

Biomedical

Engineering

（DOI:

10.1038/s41551-017-0057）。

看不见的微小肿瘤，因此可用来帮助医生实现光学导航

和传统的开关（turn on/off）探针设计原则不同，

下的精准手术。由于可同时表征酸性和乏氧二个生物学

该工作以病灶生物环境变化引起的探针信号波长的移动

的关联事件，因此该探针还可以用来表征肿瘤和其他疾

来实现探针信号的放大。同时，探针信号波长的移动又

病的代谢行为。除了早期诊断，手术导航和疗效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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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肿瘤微环境连续响应的大分子光学探针的工作原理。

应用以外，该探针同时也为疾病机理，细胞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功能成像的靶向探针。
该工作是由南京大学，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和南京鼓楼医院共同协作完成。论文的第一作者是郑先创博士，通讯
作者是蒋锡群教授。该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面上项目和教育部创新团队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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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RESEARCHES

刘震教授研究团队重要研究论文在
《NatureProtocols》发表

2017年4月6日，生物领域Nature子刊《Nature Proto-

（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7451-7454; 2014, 53,

cols》在线发表了我校刘震教授研究团队关于分子印迹领域

10386-10389; 2015, 54, 10211-10215 (VIP); Chem. Sci.,

的重要论文“Preparation of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

2014, 5, 1135-1140；Anal. Chem., 2016, 88, 1447–1454

mers specific to glycoproteins, glycans and monosac-

(ACS Editors' Choice)）领域中的深入研究，该研究团队发

charides via boronate affinity controllable-oriented sur-

展出硼亲和可控定向表面印迹法。该方法能够便捷高效地制

face imprinting”(Nature Protocols, 2017, 12, 964-987.

备出糖蛋白、聚糖和单糖的分子印迹聚合物。该方法的原理

doi:10.1038/nprot.2017.015）。

见图1，先将模板分子固定到硼酸功能化的基质上，然后利用

分子印迹是制备具有类似抗体或酶专一性仿生识别材料

生物相容性良好的功能单体在基质表面聚合，形成合适厚度

的重要技术，在生物传感、亲和分离和疾病诊断等领域具有

的印迹层以及与模板分子空间匹配的印迹腔。该方法的最大

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蛋白质等生物分子的普适、高效印

优势在于印迹可控性：根据模板分子尺寸大小，调整印迹层

迹是分子印迹中的一个重要的挑战，传统方法难以同时满足

厚度，制备出不同尺寸模板的分子印迹聚合物，而印迹层厚

不同大小的生物分子的印迹，更难以对印迹过程进行精确控

度只需要调节印迹时间来精确控制。这不仅简化了印迹步

制。经过多年在硼亲和材料（Chem. Soc. Rev. 2015, 44,

骤，而且适用范围广。所得分子印迹聚合物已经在疾病诊断

8097-8123; 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6704-6707;

（Anal. Chem., 2014, 86, 959-966；2014, 86, 12382-

2015, 54, 6173-6176; Chem. Sci., 2012, 3, 1467-1471;

12389 ； 2016, 88, 12363-12370）、癌 细 胞 靶 向 识 别

2013, 4, 4298-4303; 2014, 5, 4065-4069）和分子印迹

（Chem. Commun., 2015, 51, 17696- 17699；Sci. 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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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硼亲和可控定向表面印迹原理

2016, 6, 22757）和活体单细胞分析(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13215-13218）等重要应用领域中展现出优越
的分子识别性能。
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为博士生邢荣荣和博士后王双寿。该工作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计划）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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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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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生态毒理与健康风险”研究团队研究成果
入选ES&T的2016年度最佳论文
近日，在环境学科国际权威期刊 Environmental Sci-

基因产物的影响（RNA，蛋白质，代谢产物等），通过分析

ence and Technology 公布的2016年度12篇“最佳论文”中，

在全基因组范围内的分子扰动，来评估化学品致毒机制信

我院博士研究生夏普一作论文化学品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成果

息；然而常用的组学方法通常无法检测基因功能与化学品的

入选。ES&T 12篇“最佳论文”是从去年该杂志出版的1600篇

直接关联。本研究所开发的方法利用CRISPR-Cas9基因敲除

论文中挑选出的优秀论文，首先由Associate Editors 提名

技术，获得人类全基因组单基因功能缺失的细胞系，从中筛

100篇最好的论文，最终这份名单被缩小到前12名，分为三

选出其功能缺失能改变细胞对化学品细胞毒性响应的基因。

类：环境科学、环境技术、环境政策和专题文章进行发布。

以环境化学品三氯生（一种广泛使用的生物杀菌剂）和人类

张效伟教授研究团队所发表的论文"Functional Toxicoge-

HepG2肝癌细胞为例，实现对“基因-化学品”直接关联的检测

nomic Assessment of Triclosan in Human HepG2 Cells

与识别。CRISPR-Cas9功能基因组筛选方法弥补了传统毒理

Using Genome-Wide CRISPR-Cas9 Screening” 入选环境

基因组学测试方法的不足，提高了对化学物质生物毒性的预

科学类 “Second Runner Up for ES&T’s Best Science Pa-

测能力。研究结果还指示了三氯生可能与人类肥胖症疾病存

per”(http://pubs.acs.org/doi/ipdf/10.1021/

在潜在相关性。

acs.est.7b01464)。该论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生夏普，通讯作

该项成果于2016年10月4日作为封面论文在ES&T上发

者 为 张 效 伟 教 授。论 文 的 共 同 作 者 包 括 谢 玉 为，关 淼，

表，并获选美国化学学会 (ACS) Editor’s Choice，进行亮点

Daniel L. Villeneuve博士和于红霞教授。

报道，被授予免费开源权限。今年4月再次入选ES&T 的2016

成千上万的人造有机化学品广泛存在于环境并可在人体

年度12篇“最佳论文”。

样品中检出，这些化学污染物生物毒性的高度不确定性引起

这项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国际社会对其健康风险的普遍关注。然而传统的动物实验方

（#

法成本高，效率低，已无法满足当前大量化学品测试与健康

（# BK20130015）资助。

21322704）和 江 苏 省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风险评估的需求。毒理基因组学技术能够检测化学品对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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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研究所在高强度聚焦超声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HIFU靶向治疗癌症具有重要意义。phys.org网站同时指出，

科大学合作，提出了一种半封闭式球形空腔超声换能器的理

相比于该器件的设计，论文中提出的高强度声场仿真方法同

论并完成了器件设计与制备。该器件能够替代传统超声治疗

样重要。与基于宏观流体运动方程及微观分子动力学的传统

中所用的凹形发射器件，不仅大幅度提高焦点超声波强度，

模拟方法不同，该研究在介观尺度利用格子玻尔兹曼(LBE)方

更将靶区缩小至亚波长尺度。利用该器件进行临床治疗，将

法进行了超高声压条件下的声-流耦合模拟，能够在短时间内

可能精准实施无创切除肿瘤手术，并避免对周围正常组织造

完成大尺度声场的准实时预测。

成伤害。本周出版的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刊登了该成

论 文 发 表 后，phys.org 网 站 的 相 关 报 道（https://

果的相关论文，科技新闻网站phys.org对此进行了专门报

phys.org/news/2017-03-method-ultrasonic-approach-

道。

tumors.html）被《科
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是一种无创治疗肿瘤的突破性

技

日

报》（http://

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

技术。该技术使用类似光学聚焦透镜的超声换能器件，将超

html/2017-03/31/content_366358.htm?p=-1）转 载。程

声波聚焦于体内靶区并使肿瘤温度瞬间提升至65摄氏度以

建春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超声换能器是一种前

上，杀死肿瘤细胞而不对周围组织造成损伤。HIFU治疗的精

所未有的设计，其在提高靶向精度的同时提供足够的超声能

度取决于超声聚焦靶点的大小以及聚焦强度，换能器因此成

量，可满足复杂病情癌症患者的治疗需求。除了肿瘤治疗，

为关键部件。与传统凹形转换器相比，章东教授等人全新设

此类超声换能器还将在许多领域具有应用潜力，如研究极端

计的球形空腔超声换能器将聚焦范围缩小了10倍，首次形成

高压/高声压条件下的新型物理和化学现象等。

尺度为0.5到0.7毫米的点状治疗靶区，其聚焦效率的提升对

图题：上左：制备的新型聚焦换能
器；上右：换能器的纵向截面；下
左：实验测量的轴向声场；下右：
快速数值预测的轴向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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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校声学研究所章东教授、程建春教授与重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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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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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RESEARCHES

徐夕生教授课题组在花岗岩水含量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通常认为，花岗岩中某些特征矿物可以指示其结晶时水

rhyolite-MELTS。该软件主要针对结晶度小于50%的准铝质

含量信息，比如角闪石的出现表明熔体结晶于相对富水的条

火山岩，且对于镁铁矿物（黑云母，辉石和铁钛氧化物等）

件下（即熔体水含量大于4 wt.%），而斜方辉石的出现则指

结晶条件的制约存在较大误差。因此，对于广泛分布的花岗

示相对高温贫水的结晶条件（即温度大于800 °C，熔体水含

岩，寻找一种估算其结晶温度、压力及水含量的手段是当前

量小于3 wt.%）。流体和熔体包裹体的研究可以制约岩浆结

研究中的迫切需求。

晶时的水含量以及流体的种类，但是原始流体和熔体成分往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徐夕生教授课题组探究了利用热力

往很难保存下来。岩浆结晶实验为岩浆水含量、结晶温度及

学 模 拟 手 段 制 约 花 岗 岩 结 晶 条 件 的 可 能 性。热 力 学 软 件

压力提供了较为精确的制约，但是实验过程往往较为费时且

Perple_X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变质岩体系的热力学方法，该方

国际上仅有为数不多的实验室开展岩浆结晶实验。 而结晶热

法基于体系吉布斯自由能最小化的算法同样可以应用于热力

力学模拟可为探究岩浆结晶温度、压力以及水含量条件提供

学平衡的花岗岩体系中。该课题组利用岩浆结晶实验数据定

方便快捷的途径。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热力学模拟软件是

量评估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及不确定性，其结果表明热力学模

图1 T-XH2O相图中结晶
实验及模拟结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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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T相图中结晶实验及模拟结果的对比

拟在温度误差20-60 °C、水含量误差0.5-1 wt.%范围内可

wt.%）条件下，是在相对“湿”、“冷”的条件下结晶。

以较好的重现实验结果（如图1、2）。在此基础上，该课

该研究论文发表于《Contributions to Mineralogy

题组将此方法应用于华南钦州湾地区发育的紫苏花岗岩的

and Petrology》。博士研究生赵凯为论文第一作者，徐

研究中，并进行流体包裹体的研究。研究表明钦州湾地区

夕 生 教 授 为 通 讯 作 者。论 文 链 接 ： http://

的过铝质紫苏花岗岩缺乏以CO2为主的流体成分，这不同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410-017-1344-2

于国内外报道的准铝质紫苏花岗岩中的流体成分。结合岩
相学分析的热力学模拟表明，钦州湾地区发育的过铝质紫
苏花岗岩中的斜方辉石结晶于相对较低的温度（750-790
± 30 ° C）和 中 高 到 较 高 的 熔 体 水 含 量（3.5-5.6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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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金钟、刘杰课题组在透明柔性电子皮肤方面取得新进展

RESEARCHES

化学化工学院金钟教授和刘杰教授带领的“先进能源材料

飞行，那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由此可见，开发对弯曲和

与 器 件 研 究 团 队”在 柔 性 电 子 皮 肤 方 面 取 得 重 要 进 展，在

拉伸敏感的多功能柔性电子皮肤，能够为研发智能机器与外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杂志上发表题为“Versatile

界环境的交流系统起到关键作用，也是未来生物机器人最重

Electronic Skins for Motion Detection of Joints and Fin-

要的部件之一。

gers Enabled by Aligned Few-Walled Carbon Nano-

为了设计高灵敏度的柔性电子皮肤，研究人员设计了一

tubes in Flexible Polymer Composites”的论文。副研究员

种基于少壁碳纳米管取向阵列/高分子复合薄膜的通用器件结

朱红飞博士为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的陈立桅研

构，能够监测人体关节的弯曲以及拉伸情况。在柔性高分子

究员和李清文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政教授等合作

基底上平铺一层少数壁碳纳米管取向阵列的透明薄膜，再涂

参与了此项研究。

覆一层超薄的弹性高分子以形成表面光滑的碳纳米管复合材

人体皮肤的神奇之处在于其具有多种传感特性，能从周

料，蒸镀上电极后即完成柔性电子皮肤的制备（图1）。测试

围复杂的环境中感知各类信息。模仿人类皮肤的多功能的电

弯曲电子皮肤的在不同电压下的电学特性，显示其为欧姆特

子皮肤将为人体生理信号实时检测、便携式灵敏检测器、人

性，而且电流大小与电子皮肤的弯曲角度呈现出高灵敏度、

机通信界面、仿生机器人部件等应用提供多种可能性。想象

高度可重复的线性响应（图2a,b），即使弯曲上万次仍能保

一下，如果你能通过改变手指的姿势，来控制一架直升机的

持良好的性能。

图1. （a）柔性电子皮肤的制备过程。（b）覆盖在透明柔性基底上的少壁碳纳米管取向阵列。（c）少壁碳纳米管取向阵列的
SEM照片。（d）已蒸镀电极的透明柔性电子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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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b）柔性电子皮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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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弯曲角度下的电学信号响
应。（c）少壁碳纳米管取向
阵列（AFWCNT）和随机分散
碳纳米管（RCNT）的高分子
复合薄膜具有不同的导电方式

RESEARCHES

和对弯曲角度不同的响应特
性；（d, e）Van Der Pauw方
法测试少壁碳纳米管取向阵列
和随机分散碳纳米管的高分子
复合薄膜异向电学性质的示意
图、光学照片图和相邻电极之
间的电压降差异。

图3.（a）弯曲敏感传感器置于手指
部位的光学照片图；（b）弯曲敏感
电子皮肤监测手指弯曲和伸直时的电
流变化-时间图；（c）基于PDMS基
底的Au/PDMS/AFWCNT/Au拉伸敏
感电子皮肤；（d）拉伸敏感电子皮
肤在拉伸变形30%~200%下的电阻
变化-时间图。
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没有覆盖高分子涂层的碳纳

研究人员将柔性电子皮肤贴在手指关节部位上，可以用

米管取向阵列对弯曲并不敏感；同样，随机分散的碳纳米管

来非常迅速、灵敏地检测手指弯曲和伸直的状态变化（图

薄膜器件，无论有无高分子涂层都对弯曲没有响应。这种灵

3a,b）。此外，如果采用弹性硅橡胶作为透明柔性基底，还

敏度的差异是由于不同材料之间的界面导电特性的不同所造

可以制备同样对拉伸敏感的电子皮肤（图3c,d），对拉伸应

成的。在少壁碳纳米管取向阵列/高分子复合薄膜中，高分子

力具有高灵敏度、检测范围宽、性能稳定等优点。这些功能

的引入导致了电子皮肤的弯曲会显著地改变碳纳米管之间的

在可穿戴人机通信接口、人体生理信号检测、仿生机器人部

界面电阻，而这种效应在随机分散的碳纳米管/高分子复合薄

件、便携式运动检测器等方面都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膜中是无法实现的（图2c）。研究人员用Van der Pauw方法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青年千人计划、国家973计划、重点研

检测了碳纳米管取向阵列/高分子复合薄膜的各向异性电学特

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

性，以及随机分散碳纳米管/高分子复合薄膜的各向同性电学

资助。

特性，证明了这种机理的存在（图2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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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陈力军教授课题组在量子直接通信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最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陈力军教授带领的量子通

RESEARCHES

信研究团队在量子直接通信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发

扰。虽然有很多研究组试图通过不同方法提升量子密钥分发
效率，但效果非常有限。

表在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D. Jiang, Y. Y. Chen, X. M.

为解决量子密钥分发低效问题，2000年量子直接通信

Gu, L. Xie, L. J. Chen. Deterministic secure quantum

(Quantum Direct Communication)被提出。和量子密钥分

communication using a single d-level system. Scientific

发不同，量子直接通信可直接将信息编码到量子态中进行通

Reports 7, 44934 2017)。

信，它无需在通信双方分发密钥，避免了光子被浪费的问

量子通信(Quantum Communication)基于量子力学海

题，因此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团队基于成组传输和光

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和量子不可克隆定理，以量子态为信息载

子重排技术，使用高维单光子作为信息载体，提出一种确定

体，可以在通信双方之间实现无条件安全的通信。自1984年

性安全量子通信(Deterministic Secure Quantum Commu-

Bennett和Brassard提出第一个量子通信协议以来，量子通信

nication)协议。其中成组传输和光子重排技术保证了信号前

技术发展迅猛并受到世界各国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

向和后向传输的安全性。使用高维量子系统使协议实现了更

高度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以及关乎国家安全的新兴产业。

高的安全检测效率和信息传输效率。

现有量子通信协议中应用最广的是量子密钥分发(Quantum

因该类协议需将光子在合法用户间来回传输两次，攻击

Key Distribution)，该技术可无条件安全的在通信双方分发

者Eve可以在Alice发送向Bob的合法信号后插入一个间谍光

密钥以加密、解密信息。但密钥分发过程中通信双方对基会

子，当Bob将信息编码到信号中并发送回Alice时，Eve截取

造成大量光子的浪费，因而此类协议一直饱受低效问题的困

间谍光子，对其测量可以获得Bob编码的信息，这种攻击策
略称为量子木马攻击(Trojan Horse Attack)。因间谍光子不
会对合法信号造成任何影响，因此Eve可以在不留下任何痕迹
的情况下窃取Bob的信息。为防御这种攻击，Bob可以随机选

图1. 协议执行流程图

图2. (a) 安全检测效率和
维度之间的关系， (b)
传输效率和维度之间的
关系， (c) 传输效率和
维度以及用于安全检测
光子比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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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 量子木马攻击策略， (b) 量子木马防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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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率之间的关系，(c) 攻击后多光子率和原始多光子率以及插入间谍光子概率的
关系，(d) 多光子率增长率和原始多光子率以及插入间谍光子概率的关系

量子木马攻击建模并得到如下结论：1、若攻击者在每个合法
信号后插入间谍光子，会显著增加多光子率; 2、即使攻击者
只在很少一部分合法信号后插入间谍光子，只要光源的原始
多光子率足够低，也会显著提升多光子率。比如原始多光子
率为5%，攻击者插入间谍光子的概率仅为10%，攻击后多光
子率仍增长了95%。因此用户可以探测到Eve的攻击，这为量
子木马攻击的防御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5. 基于延时光纤的协议部署方案

提出的协议不仅更安全、更高效而且易于实现。研究团
队仅使用延时光纤即为协议设计了可行的部署方案，证明以

取部分信号，用分束器对其分束然后对两个信号进行测量。
如果系统受到Eve的攻击，则多光子率势必会增高，因此可以

现有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实施该协议。
该 研 究 工 作 得 到 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No.
11690030,11690032) 和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通过计算多光子率来判断系统是否受到攻击。
虽然已有相应的攻击和防御策略，但并没有相关工作深

(No.61272418)的资助。

入研究攻击和多光子率之间的关系。针对此问题研究团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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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a) 攻击后多光子率和原始多光子率的关系，(b) 多光子率增长率和原始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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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前沿技术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部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
到2020年研发人员人均经费提高到50万/年

科技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的通知

（2010-2020年）》，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全

国科发政〔2017〕86号

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科技人才支撑，为2050年实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

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按照《“十三五”国家

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司

科技创新规划》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制定《“十三五”国家科

（局）：

技人才发展规划》（以下简称《科技人才规划》）。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坚持把

一、形势与需求

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优化人才结构，

科技人才是指具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具备科学思维

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

和创新能力，从事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对科学技术事业及经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制度优势，努力培养

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主要包括从事科学研究、工

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

程设计、技术开发、科技创业、科技服务、科技管理、科学

伍，科技部制定了《“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现

普及等科技活动的人员。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贯彻落实。
科技部
2017年4月13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
动，大力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已成为世界各国赢得国际竞争
优势的战略性选择。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的决胜阶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

“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

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要求和国内外科技创新的新趋势，大幅

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贯彻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支数量与质量并重、结构与功能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优化的科技人才队伍。

制改革的意见》，深入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十二五”期间，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我国

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科技人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科技人才呈现竞相涌现、活力

（2010-2020 年）》《国 家 中 长 期 科 技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迸发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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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机制建设尚待加强。
“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进

当量为371万人年），均跃居世界第1位；企业R&D人员占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

全部R&D人员全时当量的78.1%，已成为我国R&D活动的

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我国科技人才工作

主体；“十二五”期间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

要紧紧围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落实中央重

数的3倍。

大决策部署，加强人才工作的系统部署和谋划，使之与国

——科技人才结构和布局不断优化，青年科技人才成为

家急需解决的战略任务相匹配。优化调整人才内部结构及

科研主力军和生力军，科技创业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

区域布局，整体提升创新人才资源的供给水平，逐步形成

区域科技人才布局趋向合理，中西部地区科技人才总量有

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激发

较大增长；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

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创新型

航天、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农业科技等重点领

国家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保证。

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科技人才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
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连续六年居世界第2位，高被引

二、指导思想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国际论文数量排在世界第3位，农业、化学、计算机科学等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8个学科领域被引次数位列世界第2位，国内专利申请量和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授权量分别居世界第1位和第2位。我国科学家相继获得一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

批国际科技奖项。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落

——科技人才计划效果显著，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确立在科技创新中人才资源

计划（国家“千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优先开发的战略布局，按照“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

（国 家“万 人 计 划”）、创 新 人 才 推 进 计 划、长 江 学 者 计

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构建科

划、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一系列科

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发挥

技人才计划与工程，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

政府在统筹协调、完善服务、优化环境中的主导作用和市

新人才。

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

——科技人才聚集效应初步形成，建设国家（重点）实

新型科技人才制度优势，优化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提升科

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

技人才创新能力，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推动科技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众

人才队伍向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并重转变，为2020年我国

创空间等科技人才基地，一批优秀企业家加速涌现，成为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

引领创新创业浪潮的核心力量。

有力支撑。

但是，我国科技人才发展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人

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科学前沿领域高水平人才、高端

——以科技人才优先发展为导向。理顺人才工作和科技

研发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二是科研机

发展的关系，确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在科技创新中不可替

构选人用人自主权不够，“以人为本”的科技人才评价激励

代的核心地位，从战略高度确保科技人才优先发展。充分

机制亟待完善；三是科技人才投入整体不足，且在行业、

发挥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做到科技人才资源

领域、区域间的配置不均衡；四是科技人才流动渠道不够

优先开发、科技人才结构优先调整、科技人才投资优先保

畅通，在产学研之间的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五是有利于

证、科技人才制度优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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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万，研究与发展（R&D）人员总量535万（折合全时

科 技 评 论

——科技人才队伍迅速壮大，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

科 技 评 论

——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优先需求。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量由2014年的371万人年达到2020年的480万人年以上，

的实施，变革科技人才工作方式方法，加强重点领域科技人

R&D研究人员全时当量由2014年的152万人年达到2020年

才队伍建设，支持有利于激活创新要素的探索和实践。研究

的200万人年以上，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究开发人力投入由

制定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建

2014年的48人年提升到2020年的60人年以上。

POLICIES & REVIEWS

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国制造2025”、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科技人才结构显著优化。基础研究人员占R&D人员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以及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

的比重达到7%左右；重点产业领域人才和科技创业人才队

工程等人才支持措施，促进区域间人才的合理流动与协同创

伍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比重持续增

新，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提升面向重点领域和产业发

加；年龄结构梯次配备，院士等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平均年龄

展的人才供给能力。

逐步降低；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科技人

——以优化科技人才结构为重点。促进科技人才优化配

才总量有较大增长。

置，形成科技人才在不同年龄、区域、学科、领域、行业等

——科技人才资源开发投入力度明显增强。健全多元人才

的合理分布。以高层次科技人才为引领，着力解决基础前沿

投入机制，R&D人员年人均研发经费由2014年的37万元/年

和重点产业领域人才匮乏的问题；加强培养企业创新人才，

提升到2020年的50万元/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

大力提升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和能力；实现科技创

缩小。提高人才投资效益，人才使用效能获得较大提升。

新的依托力量从“小众”到“万众”的转变，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形成各类人才衔接有序、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
——以创新人才体制机制为手段。加快科技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重点破除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人才观

——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在基础研究领域涌
现出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前沿技术和战略高技术领域
拥有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在重点产业领域拥有一批高端工程
技术人才，在新兴技术领域拥有一批创新创业人才。

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

“十三五”期间，我国科技人才工作的总体部署是：一是理

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赋予科研机构选人用人自主

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创新型科

权；健全科技人才分类评价与激励机制，强化研发人员创新

技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快科

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激发全社会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

技人才队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二是改革和完善人才

力。

发展机制，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加快优秀科技人才的培

——以提升人才创新能力为核心。注重提高科技人才队伍

养和引进，重视对引进人才的使用、后续支持和跟踪服务；

质量，把“质量优先”贯穿到科技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

三是清除人才管理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给予科技人才科

价等全过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

研自主权，尊重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对从事不同

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重点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

创新活动的科技人才实行分类评价和有效激励，充分激发科

建立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释放科技人才创

技人才特别是中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四是按照市场规

新潜能，大力提高我国科技人才国际竞争能力。

律促进科技人才良性有序流动，优化科技人力资本配置，探

（二）规划目标

索新型科技人才与智力流动服务模式；五是逐步形成有利于

到2020年，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初步形

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科研生态环境，依托大众

成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科技人才队

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动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创新型国

伍，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和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在重点领域形

家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保证。

成科技人才国际竞争优势，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三、重点任务

——科技人才队伍规模稳步扩大。我国R&D人员全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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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合作，提高欠发达地区人才的开放性和

突出“高精尖缺”导向，促进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科技

流动性。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

创业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协调发展，形成各类科技人才衔接

革的统一部署，加强中西部地区科研基地建设，引导和支

有序、梯次配备、合理分布的格局。

持中西部地区建设高水平的区域性产业技术研发组织，吸

造就一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加大战略科学

度。打造一支具有前瞻性和国际眼光的战略科学家队伍。

引更多科技人才集聚，缓解科技人才区域分布不平衡和欠
发达地区人才匮乏的问题。
（二）大力培养优秀创新人才

加快推进科学家工作室建设，采取自组团队、自主管理、

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培养、锻炼和造就创新人

自由探索、自我约束的管理制度，使科学家及其团队能够

才的体系，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创新人才培养实践的探索中

潜心从事科学研究，提升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来。

研究制定国家重大战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等

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索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

的人才支持措施，重点培养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协

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开展启发式、探究式教学方法改革试

调的科技领军人才，逐步推广以项目负责人制为核心的科

点，改革基础教育培养方式，尊重个性发展，强化兴趣爱

研团队组织模式，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

好和创造性思维培养，提高创新实践能力。加快部分普通

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加大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发现、

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转型，开展校企联合

培养和资助力度，对青年人才开辟特殊支持渠道，建立适

招生、联合培养试点，促进企业和职业院校成为技术技能

合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用人制度，增强科技人才后备力

人才培养的“双主体”。科学调整研究生招生结构，有针对

量。以各种研发平台为载体，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系

性地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探索增加专业型研究

统培养大批产业关键领域优秀创新团队，形成科研人才和

机构的博士点；探索研究生培养科教结合的学术学位新模

科研辅助人才的梯队合理配备。

式，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增进教学与实践的

加强产业技术人才、科技金融人才和科技型企业家队伍

融合，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

建设。围绕国家急需紧缺的重点产业领域，培养一大批面

导师项目资助制，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

向生产一线的专业技术人才、科技金融人才和创新型企业

制”。改革博士后制度，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在

家。每年培训百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

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培养中的主体作用，为博士后从事科

才；在全国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1200个高技能人才

技创新提供良好条件保障。完善高端创新人才和产业技能

培训基地，培养1000万名高技能人才。重点扶持一大批拥

人才“二元支撑”的人才培养机制，适应市场和产业发展需

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科技人才创办科技型企

求变化，推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科学分

业；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管理创新能力和

工与有效协同。突出用中培养，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

社会责任感的科技型企业家队伍。

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科研基地和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调整和优化科技人才队伍的区域结构。加大对西部地

等对人才培养的示范作用。引导推动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

区、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国家

发展和创新活动全过程的有机衔接，形成产学研用结合的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统筹支持符合条件的、在中西

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部开展的相关科研工作；鼓励和支持这些地区科技人才申

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以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报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完善人才到西部地区、边远地区、

项、基金等）管理改革为契机，更大力度实施国家“千人计

民族地区创业的后补偿机制和奖励政策。进一步完善中西

划”、国家“万人计划”等重大科技人才工程，落实好配套支

部与东部对口支援等制度，支持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开

持政策。加强相关人才工程的顶层设计和相互衔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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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杰出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养支持力

科 技 评 论

（一）加快科技人才队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科 技 评 论

人才工程项目与各类科技计划和基地建设相衔接，合理确定

动岗位，聘用国际高层次科技人才开展合作研究。为海外引

各类人才支持数量和比例，积极发挥人才工程项目的牵引带

进人才及家属提供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

动作用。启动实施基地和人才专项，在重大人才工程与人才

障，切实解决生活难题。

POLICIES & REVIEWS

专项中建立中青年领军人才承担任务的优先机制，对35岁以

实行更加开放的外国人才引进政策。改革外国人来华工作

下具有研究潜力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给予重点支持；给予女

管理制度，精简许可办理程序，推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全

性科技人才适当的倾斜性支持。

面实施。对高端人才开辟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对急需紧缺

加强科技管理、服务和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批具备

人才不设数量限制，优先审批。明确外国人才申请和取得人

国际视野、了解国际科学前沿和国际规则的中青年科技管理

才签证的标准条件和办理程序，为外国人才来华工作、出入

人才，提升科技管理人才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开展

境提供便利。放宽外国留学生在华工作限制，允许获得学位

全国科技管理干部轮训，开展创新组织科技管理能力培训试

的优秀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在华工作，逐步完善留学生实习居

点，分级分类构建科技管理培训体系和网络基地。加强专业

留、工作居留和创新创业奖励制度。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

化实验支撑和科研辅助人才队伍建设，壮大科技成果推广和

才认定机制，进一步放宽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对持

转移转化人才队伍，建设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职业经

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创办科技型企业等

理人队伍。鼓励和促进公共科技传播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

创新创业活动方面，给予中国公民同等待遇。

支专兼职结合的科学普及人才队伍，培育专业化的科普创
作、产品研发和科普讲解人才。

创新海外高层次人才引智模式。支持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
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加强国际研究网络构建，吸引当地高层

（三）重点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

次创新人才从事研发活动。实行支持中国公民设立的企业利

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更大

用国外科技资源的政策，推动中国企业并购、设立海外研发

力度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加强重点领域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发挥政府投入引导作
用，鼓励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个人等有

机构、加强与国外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科研合作等，充分利
用当地高层次创新人才为企业服务。打造“一带一路”科技人
才智库，搭建创新创业人才跨界平台。

序参与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引进。围绕国家科技创新重点领

（四）营造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

域和发展方向，大力引进能够引领国际科学发展趋势的战略

着力构建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科研管理、宏观政策、学术

科学家，从事科学前沿探索和交叉研究、具有创新潜质的优

民主、学术诚信和人才成长环境，为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激

秀科学家，以及开展重大产业技术应用基础研究的科学家。

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打下良好基础。

着力引进具有推动重大技术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注重

优化科研学术环境。大力弘扬创新文化，厚植创新沃土，

引进适合领衔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重大工程建设的领军人

倡导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科技工作者打破定

才。重视港澳台杰出科技人才的引进和使用，注重引进青年

式思维和守成束缚，勇于提出新观点、创立新学说、开辟新

人才。制定并不断完善国家引才指导目录，更大力度实施国

途径、建立新学派。坚持道德自律和制度规范并举，建设集

家“千人计划”，吸引万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

教育、防范、监督、惩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实行严格

创业。对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关键技术、核心部件难题

的科研信用制度，建立学术诚信档案，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

的国家急需紧缺人才，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实现

的查处力度。

精准引进。率先在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基地开展人事制度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大力倡导敢为人先、宽容失

改革试点，开展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非涉密部分岗位全球招

败、崇尚创新、创业致富的价值导向，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

聘试点，提高科研机构负责人全球招聘比例，吸引海外高层

新收益和财产权，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创客文化。发展众

次科技人才全职工作。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设立短期流

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型孵化模式，为创新创业人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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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科技人才评价流程与制度体系。建立科学规范的学

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

术自治制度，推行第三方评价，拓展社会化、专业化、国

数效应。

际化的评价机制，拓宽科技社团、企业和公众参与评价的
渠道。在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引入国际同行评议，针对非共
识性人才试点设立绿色通道。进一步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

（一）改进科技人才选拔使用机制

革，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合理界定和

完善科技人才使用管理体制，创新科技人才选拔和使用
机制。

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探索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职称
直聘办法，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申报参

推动落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在国家政策制度框架

加职称评审渠道。改革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优化结构、减

下，扩大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在编制管理、人员聘用、职

少数量、提高质量，逐步完善推荐提名制，加大对杰出科

称评定、绩效工资分配、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方面的

学家、优秀创新团队和青年人才的奖励力度，强化奖励的

自主权，实行有利于开放、协同、高效创新的扁平化管理

荣誉性。健全监督机制，完善与专业评价结果相关联的信

结构。由用人单位根据需求自主设置岗位和内设机构，自

誉鼓励和追责机制。强化对各类人才专项及入选者的考

主探索多样的岗位管理模式。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依

核，对于考核不合格的，严格执行退出制度。

据市场规则和市场价格，引进和使用高层次人才。明确绩

推动形成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按

效工资的来源渠道，由科研机构自主决定科技人才的绩效

照国家统一规定逐步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水平，在保

考核方式和分配办法。

障基本工资水平正常增长的基础上，推进科研机构实施绩

完善国际人才使用机制。实施人才交流计划，形成制度

效工资，并建立绩效工资稳定增长机制。重点向关键岗

化的人才国际交流支持机制。鼓励外国人才参与我国科技

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对从事基础性

计划（专项、基金等），放宽参与条件，取消不必要的限

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人员，适当提高基础工资收入，对

制性规定。支持引进国外科研管理理念和机制，试点建立

青年人才根据工作任务和实际贡献等因素加大激励力度。

外国高层次人才担任重大项目主持人或首席科学家制度。

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加大重大科技

支持国内科技智库的能力建设，鼓励其与国外一流科技智

创新成果奖励，建立健全后续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反馈机

库和国际组织开展长期合作。

制，推行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使科技

（二）健全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人员潜心研究。改变个人收入与项目经费过度挂钩的评价

实行科技人才分类评价，建立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评
价和激励机制。

激励方式，加强对科研人员的长期激励。提高科技人才成
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让各类主体、不同岗位的创新人才

建立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标准体系。对从事基础和前沿

都能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得到合理回报，全面激发科

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不同活动的人员，完善

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的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分类评价标准和办法，突出能力和业绩导向。对从事基础

探索对符合条件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负责人实行年薪制，

研究的科技人才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推行代表作评议

对急需紧缺等特殊人才实行协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办

制，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

法。研究制定技术技能人才激励办法，探索建立企业首席

实际贡献，允许科学家采用弹性工作方式从事科学研究。

技师制度，试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期权制。

对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科技人才注重市场检验和用
户评价。对从事成果转化的科技人才，重在考核其技术转
移能力和其科研成果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三）完善科技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清除人才流动障碍，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按照市场规律
让科技人才自由流动，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 Nanjing University | 29

POLICIES & REVIEWS

四、体制机制创新

科 技 评 论

长提供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科 技 评 论

建立健全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允许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设

才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立一定比例流动岗位，吸引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科技人才

资源的作用，实现人才服务机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倡导和

兼职。允许符合条件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技人才经所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人才服务领域，加大科技人才服务融资投

在单位批准，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

资规模，促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才培训、人才测评等人

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形成可进可出的双向流动的保障机

才服务专业领域发展。

POLICIES & REVIEWS

制。试点将企业任职经历作为高等学校新聘工程类教师的必

建立健全专业化、行业化的科技人才公共服务体系。明晰

要条件。改进科技人才薪酬和岗位管理制度，完善社保关系

政府部门在人才公共服务中的职能定位，减少行政审批事

转移接续政策，破除科技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鼓励科

项，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

研机构、高等学校试点推行“有限期聘用”制度，健全机制、

向非公有制组织人才平等开放。推进公共人才服务主体的多

畅通渠道，调整和优化队伍结构。推动内地与港澳台科技人

元化与专业化，加强人才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加强制度建

才交流与合作。

设，完善对人才公共服务的监督管理，建立创新人才维权援

推动人才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流动。鼓励支持基层一线和

助机制。建立重点产业、行业和领域人才供给和需求信息的

艰苦边远地区探索建立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在人事管理、

调查制度，推进人才公共服务的信息化进程。加大对人才公

职称评定、工资待遇、成果转化、财政支持、收入分配等方

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经费投入。

面进行改革试点。建立派出单位、科技人才和服务对象三方

拓展科技人才服务新模式。搭建科技人才服务区域和行业

知识产权分享和利益分配机制，形成科技人才服务基层的长

发展的平台，建设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探索人才和

效机制。通过提高补贴标准等多种方式，切实提高在基层和

智力发展的长效服务机制。探索“互联网+科研服务”，促进

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科技人才的收入水平。加强对科技人才服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资源和科技服务对社会公众开放共

务基层工作的支持，促进公共科研机构面向所有科技人才开

享，完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运行和服务。鼓励各类科

放，提供研发、信息和咨询服务。

技服务机构为科技人才，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法律、知

促进科技人才学术交流。对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教学科
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实行导向明确的区别管理，鼓

识产权、财务、咨询、检验检测认证和技术转移等高端服
务。

励科技人才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放宽对学术性
会议规模、数量等方面的限制，为科技工作者参加更多的国

五、组织措施

际学术交流提供政策保障和往返便利。完善访问学者制度，

（一）加强统筹协调

扩大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短期流动岗位数量，推动跨地区人

构建高效的科技人才工作组织体系，明确科技人才工作的

才开展合作研究、学术交流或讲学。完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制度规范、组织形态、任务目标和责任权限，协调推动各类

推送机制，支持我国科学家牵头组织或参与国际大科学工

科技人才政策措施和相关科技人才工程的实施。科技人才工

程，在国际学术组织担任职务。

作要涵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领域、系统、企事业单位，各

（四）创新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机制
建立和完善科技人才服务体系，为科技人才的开发、培
养、评价和流动等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保障。
构建统一开放的科技人才市场。发展职业经理人人才市
场、高新技术人才市场等内外融通的专业型人才市场及网络
人才市场。制定人才服务业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加强人才市

级政府科技部门设立相应的科技人才职能机构，具体承担本
地区本部门的科技人才工作。承担相应科技工作的系统、部
门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相应的职能机构，或在有关
机构内确定相应的科技人才管理职能，具体承担科技人才管
理和服务工作。
（二）落实条件保障

场执法队伍和人才中介机构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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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的突破口在“二传手”

科 技 评 论

学习时报李猛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关键一环，很大程度上

专业服务机构对该项成果进行了再加工，通过专业评估、补

决定了创新发展战略的成败。有人说，“科技成果转化”是中

充数据、申请新专利等弥补了此前的缺陷，极大提升了其专

国的特有词汇，其实不然，即便是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

利质量和商业价值。最终，该项成果在美国和欧洲的专利使

或地区，相当一部分发明也还处于概念验证阶段或实验室原

用权被许可给了一家跨国医药巨头，许可合同达到6000万美

型（机）状态，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具有生产可行性。那么，

元外加销售额提成。这是一个生动的科技成果转化案例，甚

为何科技成果转化会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

至入选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学案例库。科技成果转化链条
中端“生变熟”的关键，是通过“大浪淘沙”，筛选出值得进一

科技成果转化的软肋在中端

步加工的科技成果，并形成有效的专利组合，做好知识产权

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中端的“生变熟”问题，在当前尤为突

布局，帮投资者评估潜在的投资回报。

出。从流程上看，科技成果转化分为三大环节：一是前端，
即把科研投入转化为研究成果，可以形象地称为“钱变纸”；

科技成果转化中端的软肋在“二传手”

二是中端，即把不成熟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对成熟的研究成

如果对比科技成果转化中端的两大要素——平台和中

果，可以形象地称为“生变熟”；三是后端，即把研究成果转

介，那么，中介的短板在当前更为明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化为经济效益，可以形象地称为“纸变钱”。应当注意到，当

平台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对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的“汇聚”上：

前传统领域投资空间相对饱和，大量资本正在苦苦寻找合意

吸引科技创新服务中介，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中介发展，构建

的投资项目，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缺乏相应的科技知识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网络，等等。打个比方，科技成果转化服

和产权知识，很难在众多科技成果之中实现“沙里淘金”，亟

务平台与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的关系就如同“菜场”与“商贩”。

需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帮助其完成对科技成果的筛选和再加

近年来，中国在加快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建设、提升研发公共

工。对投资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科技成果的投资回报率，

服务平台服务能力、建设重点领域的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知识产权的安全性问题也同样重要，必须事先充分了解研究

台、引导各类研发基地向功能型平台拓展等方面迈出了坚实

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专利权侵权风险和后续稳定性问

的步伐。随着“菜场”越建越多、越建越大，“商贩”小、散、

题，以及与专利保护有关的所有潜在费用。比如，中国科学

弱的问题就显得越发突出。据统计，中国绝大多数科技创新

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曾经研发了一种能抑制肿瘤生长的蛋

服务企业的年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万元，而营业利润就更少

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成果由于专利保护不足，容易被

了。笔者在调研时发现，一些民营的科技创新服务中介陷入

仿制或改造，因而被医药公司判定为“一文不值”。后来，某

了“长不大”的恶性循环：由于资金实力不足，它们无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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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无钱招贤、无力留贤，往往依靠发展知识产权代理、分

式决定对其投资、并购、撤资或抛售。

析等辅业收入来筹集资金，进而弥补知识产权运营等主业的

组建“大型科技成果转化公司”。科技成果转化犹如“大浪淘

开支，结果反而使得其业务聚焦度不够、专业化水平止步不

沙”，当前的突出问题是缺少“大浪”，即缺少大型、市场化、

前，难以满足客户需求。一些高校院所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专业化的科技创新服务中介。一些科研院所反映，在其科技

由于特定隶属关系，表现出行政色彩浓厚、市场化程度不

成果转化的招投标过程中，有实力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太

高、专利学科狭窄和服务对象有限等诸多问题，转化能力整

少，以至于投标数量常常达不到最低要求。可以把破旧和立

体较弱。即便给予一些优惠政策，这些科技创新服务中介也

新结合起来，把去产能和补短板结合起来，把国有企业改革

很难在短期内成长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二传手”。

和科技成果转化结合起来，在国资国企中组建若干家“大型科
技成果转化公司”，引领行业发展。

对策建议

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中端生态系统”。在组建大型科技成果转

试点“科技成果转化信托投资基金”。需要说明的是，“科

化公司的同时，还应当着手加强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中端的梯

技成果转化信托投资基金”与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队建设。将是否建立健全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作为高校

并不相同，后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沦为某些人的“唐僧

院所的考核指标之一。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这些技术转移

肉”和“提款机”。“科技成果转化信托投资基金”可由政府发

服务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的独立性，克服因隶属关系所

起，在全球范围内招商引资，基金成立后交由职业经理人运

形成的一些积弊，推动其实现专业化、市场化运作，充分参

作，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服务企业的董事会发挥股东的作用，

与市场竞争和国际合作交流，积极争取“科技成果转化信托投

以股权投资方式来投资和管理科技创新服务中介，按市场方

资基金”等的股权投资，不断“做大做强”。

(上接第 30 页)

共享与安全机制，有序推进科技人才信息数据库及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完善科技人才信息统计、分析和发布机制，强化

健全科技人才投入保障机制，为培育和开发高质量的科技
人才队伍奠定基础。加强科技人才投入结构和布局的顶层设

科技人才流失问题研究，探索建立科技人才安全预警体系。
（四）强化督促考核

计，实施促进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财政政策，各级政府合理

加强对《科技人才规划》各项政策制定、落实情况和任务

保障对人才发展的投入。发挥人才发展相关资金、产业投资

完成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科技人才规划》落实情况纳入对

基金等政府投入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建立政府、企业、社会

地方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绩效考核。加强科技人才计划全链

多元投入机制。加大对新兴产业以及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

条管理，建立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协同推进机制，加强对人才

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加大人才中西部地区培养的投入力

计划实施效果的评估。

度，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加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
人才工作投入，推进科技人才政策分类支持、精准激励和普
惠保障，形成定位清晰、公平透明、稳定预期的长效机制。
（三）夯实基础设施
以科技人才工作信息化为基础，坚持政府主办与购买服务
相结合。建立重点行业和领域人才供给和需求信息的调查制
度，探索推行科技人才唯一标识制度，建立多源信息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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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科研人员评奖走后门”：回归荣誉本质

科 技 评 论

人民日报海外版

POLICIES & REVIEWS

日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了科技奖励制度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一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把跑项目、搞鉴定、报奖项当

引导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高质量发展，并鼓励社会力量科学技

重点，对科研过程马马虎虎；报奖时注重包装，动辄“国内领

术奖健康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这标志着作为

先”“国际先进”；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

鼓励自主创新、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创新环境的一项重要举
措，中国科技奖励制度将迎来重大变革机遇。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万劲波指出，导致
科技奖励制度功利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科技资源配置以竞

现行科技奖励制度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将在

争性为主，且与科技评价和奖励直接挂钩。他提出，应根据

哪些方面取得突破？需要推进哪些配套改革措施？本报就这

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科技贡献和创新能力来配置科技资

些问题专访了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万劲波和

源，让科研奖励级别和数量与调级别、加工资、评先进、评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书华。

职称、评院士等脱钩，让科技奖励真正回归荣誉本质。他期
待，《方案》能够从这个方面入手，治理科技奖励过度功利
化问题。

政策弊端凸显

过度行政化表现之一，是官方和半官方机构主导的科技

改革势在必行
科技奖励制度是国家科技体制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评奖过多。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书华指出，正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激励奖赏科技人员、创新团队和科

是鉴于省部级奖励存在数量过多、质量偏低等问题，才提出

技创新成就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要引导其“高质量发展”，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增强权威性和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

导向性。同时，半官方性质的各行业协会、学会和大型科研

过的《共同纲领》第43条明确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

院所也设立了各类数量众多的奖项，而纯粹由社会力量设置

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

的科技奖既数量相对不足，又良莠不齐，只有对其鼓励、引

及科学知识。这标志着科技奖励制度在新中国开始建立起

导和规范才能使其“健康发展”。

来。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建立了一整套科技奖制度体

对否定政府科技奖励的观点，钟书华指出，要承认政府

系，在鼓励自主创新、激发人才活力、营造创新环境方面发

科技奖励的确存在有争议的获奖项目，但不能因噎废食。从

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科技奖励制度也存在过度功

国际环境来看，政府设置国家科技奖并组织评审是国际科技

利化、行政化和名目、数量过多等问题，甚至导致了诸如李

奖励的普遍现象，如美国的总统奖、英国的皇家奖、日本的

连生伪造申报材料骗取2007年科技进步一等奖等事件，损害

国家褒章等。他说，他赞同专业机构或学术团体进行科技奖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 Nanjing University | 33

科 技 评 论

励，但反对专业机构或学术团体垄断科技奖励，并以此否定

的改革。对此，万劲波指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彻底

政府科技奖励。

转变以跟踪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模式和科技体制，强化以自
主创新、引领发展为重点的新型科技体制。在他看来，只有

落实顶层设计

协同推进科技资源配置、人才计划与人才评价体系、科技计

突破三个方面

划与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才能使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得以顺利

POLICIES & REVIEWS

顶层设计为改革提出了具体任务和目标要求。2015年9

深入。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

在人才计划方面，钟书华提出，青年是科技自主创新的

改革实施方案》就是旨在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主力，为更好激励青年科技人员勇于自主创新，让青年科技

的纲领性文件，而中央深改组审议会议通过《方案》就是对

精英脱颖而出，同时也参照国外的经验，他建议在国家科技

此的具体落实。

奖中设置“国家青年科学技术奖”。他指出，统计表明，科技

万劲波指出，《方案》具体文本目前虽然还没有公布，
但是从改革顶层设计和政府大力推进的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方向上来看，可以期待在三个层面取得突破。

人员出成果的高峰期是25-45岁，其中峰值是37岁。但在我
国，科技奖励的获奖主体年龄偏大。
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首次为40岁以下青年科学家设

一是制度建设层面。相关条例的修订将为完善科技奖励

立专门推荐渠道。经过不断的努力，青年人才开始“冒尖”。

工作奠定必要法律基础，而行政部门的管理性评价有望精

据科技部统计，2015年，自然奖和发明奖完成人中，“70后”

简，学术共同体自主进行的学术评价和企业、市场主体和社

超过一半。自然奖和发明奖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都是39岁，

会组织的自主评价将得到更多制度保障。二是体系建设层

进步奖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38岁。但是，这种进步还是不够

面。万劲波指出，“科技奖励体系”具体来说包括国家级奖

的。如何在国际层面上配合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对杰出青年

励、省部级奖励、基层奖励和社会力量奖励。可以预期，该

科技人才的奖励，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体系的建设和进一步优化方向是国家级奖励将强化奖励的荣

在国际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方面，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

誉性和对人的激励，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重在提质，而对社会

能吸引更多的优秀海外青年人才回国，进一步壮大我国科技

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要鼓励、引导和规范。三是机制建设层

人才队伍，提供我国科技竞争力。丁列明回国创业就是一个

面。“推荐提名制”和“青年人才”是科技奖励机制改革的两个

典型例子。2002年，在国家对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的吸引

关键词，前者将进一步巩固科技奖项产生的严格程序性安

下，39岁的丁列明回国创业，成立贝达药业。经过十几年努

排，而后者则有望使青年科学家在科技奖励中获得更公正待

力，2016年1月，其研发成果获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遇，脱颖而出。

奖。对自己获奖，丁列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当初就是

对《方案》的内容，钟书华作出与万劲波类似的预判。

奔着好政策好环境回来的，如果没有当初的回国选择，就很

就科技奖的体系和评选机制，他说，国家级科技奖励近年来

难有后来的科研成果，而获得奖励不仅对他是一个荣耀，而

一直按照“提高质量、减少数量、优化结构、规范程序”的原

且对公司产品销售、人才引进、战略合作、社会影响等方面

则持续推进。从对省部级科技奖和社会力量科技奖分别提出

都带来积极作用。他相信，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以

“高质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目标来看，上述原则会同样适

及科技奖励制度的逐步完善，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创新创

用。

业能力再上新台阶。

完善配套措施
吸引创新人才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很难单兵突进，必须推进与之相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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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7日，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正式

页面，增加了同行评议指标，包括从论文提交到接收、从接

签署了《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

收到发表的时间等。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和使用这一系列指

tion on ResearchAssessment，简称DORA或《旧金山宣

标，该页面还添加了信息图，对所有指标作了清晰的解读。

言》），此举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和使用期刊指标。
DORA由美国细胞生物学会（ASCB）与一些学术期刊

自然科研旗下签署DORA的期刊包括《自然》、所有冠
名“自然”的研究期刊、所有冠名“自然”的综述期刊、《自然-

的编辑和出版商共同发起，旨在改进评估科研产出质量的方

通 讯》（Nature

式，其中包括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单一指标来评估科学家个

（Nature Partner Journals）、《科学数据》（Scientific

体的贡献，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Data）和《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

Communications）、自 然 合 作 期 刊

《自然》（Nature）暨自然科研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

根据《旧金山宣言》，期刊影响因子“创立之初本是用

爵士（Sir Philip Campbell）代表自然科研旗下期刊签署了

来帮助图书馆员判断采购哪些期刊的工具，而不是用来衡量

DORA。

论文科学质量的指标”。因此，该宣言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

“《自然》及其子刊长期以来发表了多篇社论，强调传

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

统期刊影响因子的局限性，呼吁改用更加全面的科研评估模

基于期刊的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评估科研要基于研究

式。” 坎贝尔说，“我们一直都认可DORA的基本精神，尤其

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

在近期更是采取了措施来使用更多的指标，因此我们认为现
在是正式签署DORA的良好时机。”

自然科研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越来越多的人
呼吁反对过度依赖影响因子作为单篇论文质量的指标，但影

去年，自然科研在其网站的期刊指标页面纳入了一系列

响因子仍是科研人员决定向何处投稿的主要考量因素。不

更加广泛的基于引用次数的指标，包括2年影响因子、5年影

过，该调查也发现了其它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尤其是同行

响 因 子、立 即 指 数（Immediacy

index）、特 征 因 子

评议指标。因此，自然科研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来扩展可用指

（Eigenfactor score）、论文影响力分值（Article Influ-

标的范围，包括同行评议指标，并提供这些指标的使用指

ence Score）和2年中值（2-year Median）。同时也提供

南，以帮助研究人员进行决策。

了每一个指标的定义，来帮助读者理解各项指标的真实含

“减少对影响因子这种评估指标的依赖，对于研究机构

义，以及在更综合的角度下期刊的表现。在论文的层面，

和科研资助机构来说的确是一项挑战。尽管如此，我们希望

《自然》及其子刊已提供自2012年以来的基于论文的指标和

能推动整个科研共同体加大努力，开发出评估科研人员及其

Altmetric数据。

贡献的更好机制。”坎贝尔说。

除了签署DORA之外，自然科研还进一步丰富期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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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研签署《旧金山宣言》
倡导科研评估不要再过度依赖基于期刊的指标

科 技 评 论

NatureResearch

国 际 热 点

Natureasia.com

《Nature》本月亮点

FOCUS

人类基因敲除研究

蚊翼之上

Nature 544 (2017年4月13日)

Nature 544 (2017年4月6日)

了解人类每一个基因的功能是生物医学的主要目标之一，要

本期封面所示曲线展示了蚊子拍动翅膀所引发的瞬间空气流

实现这一点，其中一个方法是分析某个特定基因发生功能丧

动方向。Richard Bomphrey及同事表明，蚊子拍动翅膀的

失性突变的个人的表型。Sekar Kathiresan及同事利用测序

高频率和低振幅意味着蚊子采用了独特的空气动力学机制。

数据系统研究了预期功能丧失性（pLoF）突变，通过表型

除了和大部分昆虫一样通过前缘涡流产生升力外，蚊子还会

关联初步研究了它们的功能相关性。他们测定了10,503个生

利用后缘涡流来增强升力——捕捉前次拍翅剩余的能量。这

活在巴基斯坦、并参加了PROMIS（巴基斯坦心肌梗死风险

种时间控制精密的翅膀转动机制也许可以解释蚊子翅膀异常

研究）项目的被试对象的外显子组序列，识别出了49,138个

高的纵横比，因为它可以使蚊子沿翼展的气动力最大化。封

罕见的pLoF突变。据估计，这些突变敲除了1317个基因，

面图片：Toshiyuki Nakata。

每个基因都至少在一位被试中被敲除；作者还检验了基因敲

Letter doi: 10.1038/nature21727

除与根据血样检测得到的201个性状的相关性。本文作者展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21904

示了反向遗传学（根据基因型招募被试）方法的用途，并探

流行病的演变

讨了人类基因敲除项目的框架。

Nature 544 (2017年4月20日)

Letter doi: 10.1038/nature22034
News & Views doi: 10.1038/544171a

理解病毒在流行病爆发过程中如何传播、为何传播对规划未
来威胁的预防和应对是至关重要的。Andrew Rambaut及

果胶在肠道中的分解

同事综述了2013年-2016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的遗传流行

Nature 544 (2017年4月6日)

病学。通过分析1600多个埃博拉病毒基因组，作者确定了

鼠李半乳糖醛酸聚糖-II（RG-II）是已知最复杂的聚糖。自

疫情传播中的重要因素，并解释了病毒为什么没有扩散到邻

尼安德特人时代以来，它一直都是人类饮食的一部分，但人

国。

们尚不了解这种多糖的分解机制。在本研究中，作者详细分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22040

析了RG-II分解所涉及的肠道中的关键过程和酶家族，发现
一种拟杆菌门的肠道细菌能通过裂解21个糖苷键中的20个

生物量的历史积累

来代谢这种复合物底物。 这一降解过程涉及了七个新发现

Nature 544 (2017年4月6日)

的糖苷水解酶家族，以及几种已知酶的新催化功能。本研究

大气二氧化碳含量日益增加可能会导致陆地总初级生产量

深入探索了人类肠道微生物群细菌降解聚糖的机制，以及这

（GPP）增加，但人们对此仍然了解不多。这使得对陆地碳

些细菌是如何在降解过程中演化，从而利用稀有的糖类的。

储存与碳循环-气候反馈的模拟预估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21725

基于大气羰基硫化物的长期记录，本文对20世纪的GPP增长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21901

进行了估算。羰基硫化物会受到“源”与“汇”的影响，比如植
物叶片的吸收。在模型模拟的帮助下，作者发现羰基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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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作为激光材料通常表现不佳。Fengjia Fan及同事开发

型模拟最为相符。作者表示，羰基硫化物分析或可为历史

了一种调整胶体量子点电子结构的方法，或可克服它在激

碳循环建模提供一个全球尺度的基准。

光应用上的障碍。具体来说，他们开发了一种合成策略，

Letter doi: 10.1038/nature22030

其中，包裹量子点核心的材料壳是不对称且具有压缩性

News & Views doi: 10.1038/544039a

的，从而能有效地挤压粒子，改变电子结构，使之对类似

FOCUS

激光的发射更有利。

算出蓝斑蜥蜴的斑点

Letter doi: 10.1038/nature21424

Nature 544 (2017年4月13日)
生物细胞在反应-扩散框架内的动态作用可用于描述动物身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体上可见的花纹，比如斑马的条纹和豹子的斑点。Liana

Nature 544 (2017年4月13日)

Manukyan及同事发现了蓝斑蜥蜴身体花纹赖以形成的令

2015年，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人惊叹的机制。他们记录了多只蓝斑蜥蜴在4年的发育过程

议程，该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定了要在2030

中的皮肤花纹变化，发现它们的皮肤颜色是在单个鳞片层

年前实现的169个具体目标。本研究探讨了澳大利亚土地

面发生变化。这些花纹看起来是由六边形元胞自动机形成

部门在全国层面实现多项目标的可行性，该部门为生态系

的，皮肤上的鳞片是其中的离散单元。根据数学理论，若

统服务（如粮食生产、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

将皮肤厚度变化考虑在内，那么这种离散系统可从持续的

作者用一个综合土地系统模型运行了648个可能场景，发

反应-扩散框架中形成。作者由此得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结

现结果对许多因素敏感，包括国内土地利用政策、碳排放

论：元胞自动机不仅仅是抽象的计算体系，它也能直接对

目标和土地利用变化；此外，多重目标很难同时达到。降

应生物演化产生的过程。

低目标能提高完成度，但可持续性效果也将降低，因此，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22031

必须开展多部门、全球协调的分析，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的
干预措施有效。

新鲜血液

Letter doi: 10.1038/nature21694

Nature 544 (2017年4月6日)
血小板是产生凝块、停止出血所必需的，主要在骨髓中产

写塑玻璃

生，但间接证据表明肺部对血小板的生成也做出了贡献。

Nature 544 (2017年4月20日)

Emma Lefrançais及同事成像了小鼠肺部的微循环，发现

长期以来，熔融石英玻璃都以其优异的光学特性著称，但

肺发挥了储存造血祖细胞和产生血小板的巨核细胞的作

其加工和图形成形过程仍然需要用到高温工艺和/或有害化

用，这些细胞可在骨髓造血干细胞不足时被招募作为补

学材料。为了简化此类工艺，Bastian Rapp及其同事开发

充。他们估计，肺部负责了小鼠总血小板生成量的50％左

了一种名为“液态玻璃”的系统，将粘性、无定形的纳米二

右，这一发现将肺部定位为了一个具有显著造血潜能的器

氧化硅复合材料通过模塑成形为复杂形状，然后光固化为

官。

光学玻璃结构。在他们的最新研究中，作者调整了纳米复

Letter doi: 10.1038/nature21706

合材料的性质，以方便在3D打印机中应用，并得到了特征
小至几十微米的高光学质量玻璃结构。

改进胶体量子点电子性质
Nature 544 (2017年4月6日)

国 际 热 点

记录与假设GPP在上世纪增长了30%左右的气候-碳循环模

Letter doi: 10.1038/nature22061
News & Views doi: 10.1038/544305a

胶体量子点的电子结构使它具备了许多理想的光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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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宝网

FOCUS

世界首个癌症疫苗进入临床试验，癌症患者的春天就要来了！

UConn Health 开始招募患者进行世界首例个性化基因

Srivastava 博士补充说：“由于这次试验在世界上是第一

组学驱动的卵巢癌疫苗临床试验。目标是防止在晚期诊断出

次，所以还有很多的未知数，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解

来的妇女发生卵巢癌的复发情况。具有开创性的注射用疫苗

决其中的一些未知问题。”

OncoImmunome 通过增强患者的免疫应答来实现作用，以

每个疫苗都是针对每个女性进行个性化设计的，并使用

使其能够破坏卵巢癌细胞的表面。 FDA 发布的研究结果显

她自己的不健康癌细胞和她的健康血细胞的 DNA 样本进行

示了该疫苗在减少动物模型中癌症生长方面的有效性，FDA

创建。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科学家们从两个来源的序列和

批准了该实验疫苗治疗的人体临床试验。

交叉引用整个 DNA，以确定最重要的遗传差异。这些遗传

新的临床试验将首先入选 15 名 III 期或 IV 期初步诊断

差异构成该特定患者癌症的身份证或指纹，这与其他人的癌

或首次复发的卵巢癌妇女，在病情复发风险最高的时间段密

症的身份证或指纹不同。根据癌症的指纹，由 Uconn Stor

切关注两年。

Stor 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院的 Ion Mandoiu 博士领导的

临床试验候选人是被诊断患有晚期 III 期或 IV 期卵巢癌
的妇女，她们将进行传统手术，肿瘤样本将被收集用于疫苗

生物信息学科设计了个性化疫苗，以针对患者的癌细胞特异
性遗传突变。

生产，其次是标准化疗。如果经过传统治疗已无肿瘤，这些

根据 Srivastava 博士的观点，这种免疫治疗试验有可能

妇女每人每月接受个人疫苗注射一次，持续六个月。此外，

为与其他主要癌症如前列腺癌，膀胱癌，胃癌，结肠癌，乳

每个月，他们的血液将被采取并评估免疫应答。

腺癌，肺癌和其他癌症相似的基因组驱动的个性化癌症疫苗

临床试验将由 UConn Health Carole 和 Ray Neag 综

的开发打下基础。

合癌症中心血液和肿瘤学系主任 Susan Tannenbaum 博士

今年美国癌症协会估计，约 22,440 名妇女将被诊断患

领导。共同研究人员是妇产科主任 Molly Brewer 博士和

有卵巢癌，约有 14,080 名妇女将死于该病。为什么？目

APRN Karen Metersky。

前，没有卵巢癌的早期筛查试验，没有有效的长期治疗方

“我们很高兴这一刻已经到来，”疫苗发明人和免疫治疗

法。在非特异性腹部症状如腹胀出现之后，就经常诊断为晚

专家，UConn Health Neag 综合癌症中心主任 Pramod K.

期阶段了。但是，即使在成功接受传统手术和化疗治疗之后

Srivastava 博士说道。 “这项临床试验将测试患者自身免疫

的女性，这种疾病复发的机会也很高。绝大多数妇女在诊断

系统的功能，以防止卵巢癌这种常见的致命疾病复发，我们

后五年内死亡。

希望这种疫苗可以弥补卵巢癌患者在治疗方案方面的巨大差
距，并可能为这一妇女极力抵抗的疾病带来一种长期的解决
方法和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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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锂电 中国教授发明磷纳米电池：手机续航增7倍
如今电池续航已经成为智能手机的最大短板，而各国科

1克。
目前，段兴宇团队的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权威

化工系教授段兴宇所带领的团队宣布成功研发出一种基于“磷”

化工期刊《C&EN news》上，其不仅可以让手机续航更长，

的新型电池，能量密度大大提升。据介绍，这种“磷电池”采用

而且也适用于微型智能穿戴或者是无人机。

掺入碘的红磷纳米粒子制作而成，重量只有普通电池的1/6，
但能量密度却增加了7倍！
研究团队表示，目前大部分数码产品都在使用锂电池，
但电池负极使用的材料石墨的电容量已经到达极限，许多科
学家开始尝试用蓄存更高的磷来替代，但都因为不导电、充
电后容易膨胀碎裂等原因无法突破界线。
然而，段兴宇团队耗时1年多，发明出溶液合成法，使用三碘
化磷（PI3）为原料，在室温下5分钟就能合成掺碘的红磷奈
米粒子，电导率瞬间提升为红磷的100亿倍，而且经过数百次
的充放电后仍然稳定不破裂。
同时，这种磷电池还兼顾轻量化特点，目前iPhone电池所使
用的石墨负极重量约为6克，而同样容量的磷电池却只有不到

新华社

新型石墨烯氧化物薄膜可更好淡化海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3日在《自然∙纳米技术》发表

控，也能更精确地调整盐的过滤程度。

报告说，他们开发的一种新型石墨烯氧化物薄膜能更高效地过
滤海水中的盐，未来在海水淡化产业中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氧化石墨烯薄膜在气体分离和水处理方面已经展示了很大
的应用潜力，但现有的这类薄膜还无法适应海水淡化工艺要

报告作者之一、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拉胡尔∙奈尔说，这种新
方法能够有效提升海水淡化技术的效率，未来如果技术发展成
熟，就可以大规模生产能过滤不同大小离子的氧化石墨烯薄
膜。

求。曼彻斯特大学此前的研究就发现，如果将这类薄膜浸泡在
水中，它会轻微膨胀，微小的盐离子会随着水流渗透薄膜，无
法完成对盐的过滤。
为解决这个问题，研究团队利用环氧树脂涂层在薄膜两边
形成“阻隔墙”，有效控制薄膜在水中的膨胀程度。这一方法能
够更精确地控制薄膜上微空隙的大小，不让它因薄膜膨胀而变
得过大，从而实现对细小盐离子的过滤。由于微空隙大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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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也在不断努力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近日，台湾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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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学习的人工神经突触人造大脑已在地平线？

法国研究人员日前成功开发出能自主学习的人工神经突

件，由 两 个 电 极，以 及 夹 在 它 们 之 间 的 一 层 薄 铁 电 物 质

触，即 artificial synapse。他们还创建了物理模型，这对于

（ferroelectric layer）组成。后者的电阻，可用类似于神经

开 发 更 复 杂 的 电 路 十 分 关 键。研 究 成 果 在 昨 日 发 表 于

元 电 信 号 的 电 压 脉 冲 来 调 整。若 电 阻 低， 突 触 联 系

《Nature Communications》。仿生学领域的一项重要目

（synaptic connection）会很强；若电阻高，突触联系会

标，是模仿人脑——从大脑的机能与运转方式获取灵感，来

较弱。让人工神经突触进行学习，完全是基于这项调整电阻

设计更加智能的机器。这在信息学科应用广泛，用来处理成

的能力。

特定任务的算法，如图像识别，就受到仿生学的启发。但它
们能耗巨大。

虽然，全世界有许多顶级实验室在研究人工神经突触，
这些设备的工作原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法国研究人

以 Vincent Garcia 为首的法国科研人员，近日在该领

员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开发出能预测人工神经突触如何工

域取得了突破：在芯片上直接创制出能够学习的人工神经突

作的物理模型。借助该模型，创建更复杂的系统成为了可

触，以及能够解释其学习能力的物理模型。该研究为创造人

能，比如一系列与这些忆阻器相互连结的人工神经元。

工神经突触网络，因而开发出更快速高效的人工智能系统打
开了一扇大门。

作为欧盟 ULPEC H2020 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发现将
会用于在新型摄像头上进行实时轮廓识别：除非观察到视角

人脑的学习过程与神经突触紧密关联，后者起到连接神

变化，像素点会保持不活动状态。该数据处理过程的能耗更

经元的作用。被激活的神经突触越多，其连接就会受到强

低，并能更快地检测选中的对象。参与该研究的学者来自于

化，学习得到提升。研究人员从这项机制获取灵感，来设计

CNRS/Thales 物理学联合研究室，波尔多大学、巴黎第十一

名为忆阻器（ Memristor）的人工神经突触。该纳米电子原

大学、埃夫里大学 以及美国阿肯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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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加速人脑的学习过程
性训练”（Targeted Neuroplasticity Train-

去年 3 月宣布的这个项目，旨在了解人
脑是如何学习的，然后开发出相应的神经突
触可塑性技术，以加快人类的学习速度。上
文提到的八个项目，将率先研究大脑的可塑
性。
之后他们会招募一批志愿者，分析外语
专家和情报分析人员的学习方式，从而帮助
在科幻作品中，人们早已畅想过如何借助微芯片、脑机
线缆等技术，让人脑进行快速学习。而现在，美国国防部高

细化研究和潜在的技术用途。团队计划从侵入式和非侵入式
大脑植入物这两个方面着手，寻找对应的解决方案。

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试图找到一种让该梦想成真的方

当然，他们会监测大脑刺激的副作用，以及各种‘人工’

法。该机构表示，当前该机构对 7 个团队的 8 个不同研究项

快速学习手段的潜在风险。尽管当前距离实用还很长远，但

目给予了支持，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由针对性的神经可塑

我们相信 DARPA 迟早会宣布一个大新闻的。
solidot

新研究推翻传统的记忆理论
根据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美国和日本的

的记忆，但通过操作把皮层的长期记忆激活打开后，实验鼠

研究人员发现，人脑把信息 “备份”，同时储存两份同样的记

就记起来受过电击了。科学家认为，长期记忆在形成的初期

忆版本，一份供当下用，另一份则永久保存。而以前的说法

是不成熟或者是 “沉默” 的，而海马体和皮层之间的联系假如

是，先有短期记忆，然后慢慢转变成长期记忆。科学家形容

受阻，那么长期记忆就永远无法成熟。这说明大脑的这两部

这无异于 “记忆规则的华丽重写”。

分仍有某种关联，重心还是会随着时间推移从海马体向皮层

旧的记忆理论认为，人脑的两个部分深度参与了对个人

转移。

经历的记忆：海马体和皮层。海马体先制作短期记忆，之后
逐 渐 转 变 成 储 存 在 皮 层 里 的 长 期 记 忆。这 个 解 释 兴 起 于
1950 年代。日本理化学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神经回路遗
传研究中心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
们通过仪器和操作观察实验鼠记忆的形成过程，即脑细胞群
对电击的反应。
结果发现，记忆有两个同时生成的版本，一个在海马
体，一个在皮层。实验鼠最初几天没有用皮层里的长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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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简称“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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