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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医学院胡一桥、吴锦慧课题组
国内外首次报道了一种“自供氧光动
力”疗法， 该方法将人造血液与光敏剂
相结合，能够在光动力治疗时，为光敏
剂提供氧气。 也就是说，光敏剂即使是
在“乏氧环境”下工作时，也会有源源
不断的氧气供应，从而保证光动力的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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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
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通过教育部立项建设论证
撰稿人：大气科学学院

11月20日，教育部组织专家组针对我校申报的首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南京
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进行立项建设论证。
教育部科技司高润生副司长、综合处李楠处长、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贾一伟处长出
席，论证专家组由中国科学院王会军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张朝林处长、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志红副校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柴发合副院长、解放军理工大
学大气与海洋学院费建芳院长、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邵敏教授、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系陈建民教授组成，由王会军院士担任专家组组长。我校潘毅副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符淙斌教授、科学技术处与大气科学学院负责人，以及国际联合实验室中芬双方

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代表等参加了会议。论证会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贾一伟处长
主持。
与会专家听取了联合实验室中芬双方执行主任南京大学丁爱军教授和赫尔辛基
大学TuukkaPetaja教授关于实验室建设背景和组建情况、标志性成果、国际科学计划
组织和参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以及联合实验室中长期及近三年发展规划和建设
方案的详细汇报，对相关佐证材料进行了核查和质询，并对联合实验室中方所依托的
主要试验平台“南京大学地球系统区域过程综合观测试验基地”的仪器设备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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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联合实验室的环境氛围、运行秩序和人员到岗情况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现
场考察。
论证专家组认为该联合实验室启动培育以来成效显著，两校签署了多份校
级合作协议，合作建设了互补性强的国际一流地球系统观测基地，已经形成国际
化的团队建设模式并初步建立了国际化的学术机制和管理运行模式，产生了多
项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同时专家组认为联合实验室未来三年的实

施计划详实具体、可操作性强，各方面考核指标明确，预期成效显著，一致同意
通过立项建设论证。专家组也建议南京大学和国家和地方科教有关部门未来加
大对于该联合实验室的投入和支持。
会上，高润生副司长对联合实验室通过立项建设论证表示祝贺，介绍了我国
下一步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和计划，并对联合实验室未来的在国
际化方面的运行实施和定位提出希望，建议联合实验室进一步加强国际与国内
高水平研究队伍的科研合作，在科学研究上做到顶天立地，同时不断完善高端人
才培养体系，努力建成国际一流的联合实验室。
最后，该联合实验室的中方发起和牵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符淙斌教授和潘
毅副校长分别答谢，感谢教育部领导与专家组成员在联合实验室筹建过程中多
次给予的建设性意见与指导，也表示未来将高度重视联合实验室的建设，继续整
合各类优势资源，联合国际力量，在教育部的指导和专家的帮助下，将联合实验
室建设成为一个产生国际领先水平科研成果的基地和培养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
摇篮。
据悉，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计划是国家推动综合改革，实现国际化引领的重

要计划。作为我校第一个申请立项建设的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大气与
地球系统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自2009年培育以来，我校符淙斌院士团队与
赫尔辛基大学马库˙库马拉(MarkkuKulmala)教授团队开展了持续的、富有成效
的实质性合作，双方合作共建了地球系统区域过程综合观测试验基地并实现同
步联合对比观测，在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以及气候变化与大气环境等领域先后
合作发表十余项具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并依托陆地生态系统-大气过程集成
研究计划iLEAPS和泛欧亚大陆科学试验计划PEEX的实施，不断扩大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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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代表团一行9人在首席执行
官Chris McEntee女士带领下访问我校。代表团成员包括AGU多位主管、AGU出版委员会主席和多个
AGU旗下期刊杂志主编。潘毅副校长、谈哲敏副校长分别接见了代表团，校科技处、国际处以及地
学相关院系负责人和代表参加了会见。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代表团访问我校
撰稿人：江苏省气候变化协同创新中心

当天下，在江苏省气候变化协同
创新中心组织下，AGU代表团在我校组
织了针对论文写作、审稿等方面的宣
讲会。宣讲会上，AGU出版集团总监
Brooks Hanson博士及AGU期刊的主编
们详细介绍了AGU期刊的情况及在AGU

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益处，并就论
文稿件的准备、提交和评审等一系列
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下午的宣讲
会 以 Space

潘毅副校长与AGU首席执行官Chris McEntee(左四)、首席运营主管Frank Krause（左
三）以及AGU出版委员会主席Rob van der Hilst教授（右三）合影

Weather 的 首 席 主 编

Delores Knipp博士的关于空间天气这一新兴学科的简短学术报告开场，在其后的职业发展介绍
环节，各位主编分享了有关美国研究生院申请及在美工作等方面的经验体会。老师和同学提问踊
跃，现场气氛活跃。随后，在大气科学学院、地球科学和工程学院及地理和海洋学院分别举行了

针对大气科学、地质科学以及水文科学期刊方面的分组讨论会，相关领域的师生们就如何做一个
好的审稿人和AGU期刊的主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据悉，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成立于1919年，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科学组织，现在全球拥有
来自144个国家的超过62000会员。AGU一直致力于促进国际地球科学领域跨学科的交流和合作。目
前AGU在版的期刊有19种，内容涉及大气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科学、地球科学、行星研究等。这
些出版物声誉卓著，在领域内有很高的影响力，多个刊物被纳入自然指数（Nature 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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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移动式（车载）C波段全相参双线偏振多普
勒天气雷达系统顺利通过业务验收
撰稿人： 大气科学学院

南京大学于2015年11月17日组织验

观测到降水强度，还能观测到降水系统

收专家组，在仙林校区对南京大学移动

内部粒子相态和大小等微物理精细结构

式（车载）C波段全相参双线偏振多普

的信息，是研究云和降水系统微观结构

勒天气雷达系统进行了业务验收。专家

的重要工具；该雷达作为我校灾害性天

组的14名专家分别来自中国气象局大气

气研究的重要观测平台，先后参与了国

探测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船重

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项目

工第七二四研究所等单位。在验收会

“突发性强对流天气演变机理和监测预

上，专家们听取了“北京敏视达公司研

报技术研究（2013-2017）

制报告”、“南京大学雷达使用报告”

（2013CB430100）”的外场观测试验，

和“验收组测试报告”后，经过质询和

以及2014年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夏季青年

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南京大学移动

奥林匹克运动会人影保障，获取了灾害

式（车载）C波段全相参双线偏振多普

性天气研究需要的第一手观测资料。同

勒天气雷达系统经过两年的应用和测试

时，也为我校本科/研究生教学提供实验

分析，各项性能指标和参数均达到

和操作平台，促进创建国家级实验教学

《CINRAD/CA-DM型移动式（车载）C

示范中心。在2015年8月南京举办的“双

波段全相参双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

偏振天气雷达原理和应用”夏季国际讲

购销合同》的要求。验收专家组一致同

习班期间，美国工程院院士Dusan Zrnic

意该雷达系统通过业务验收。

博士、美国强风暴实验室的Richard

该雷达系统是在学校“985”三期工

Doviak博士等世界顶级天气雷达专家高

程和江苏省优势学科经费共同资助下建

度评价了该雷达，认为其性能与美国研

立，建设斥资近千万，现由大气科学学

究型双线偏振雷达相当。

院管理。该雷达系统由北京敏视达公司
和南京大学联合研制，是国内目前最为
先进的移动式双线偏振多普勒天气雷
达；同普通多普勒雷达相比，其不仅能
5

科技信息2015年第11期（总第221期）

我校“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王中风教授当选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近日，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公
布了2015年新当选的学会会士（IEEE Fellow）名单，
我校“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王中风博士因其在前向
纠错码的电路设计与实现领域的突出贡献（“for
contributions to VLSI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coding”）当选。
王中风博士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2000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王博士
先后任职于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俄勒冈州立大
学电子与计算机学院，以及美国博通公司（Broadcom Corp.），还曾同时担任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兼职教授。
王博士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领域里的国际知名专家。在国际会议和期
刊上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拥有数十项专利和发明，是IEEE VLSI Systems会
刊2007年度最佳论文奖获得者。王博士多次担任国际一流学术刊物编委职务，
他于2003至2014年先后担任了IEEE Tra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I 、IEEE
Trans. on CAS-II、IEEE Trans. on VLSI Systems 会刊的副主编；并在众多
IEEE和ACM会议中担任技术委员会主席、技术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分会主席以
及评审委员，也曾担任IEEE电路与系统学会（CASS）最佳论文奖和CASS年会

最佳学生论文奖的评委；应邀在众多国际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及半导体公司
作学术报告数十次。目前，王中风博士是IEEE电路与系统协会下属的两个技术
委员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与应用（VTA）和通信电路与系统(CASCOM)
的专家组成员，同时是IEEE信号处理协会的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委员会
（DISPS）的专家组成员。他目前的研究领域是低功耗超高速大规模集成电路设
计，特别是对数字信号处理，数字通信以及深度机器学习方面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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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3个创新团队入选2015年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滚动支持名单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朱伟伟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2015年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滚动支
持名单。本年度共计有64个建设效果显著、发展潜力大的教育部创新团队获得
了滚动支持，滚动支持团队的资助期限为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自然科学
领域资助经费300万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50万元，中央部属高校由学校自筹
经费支持，地方所属高校由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支持。今年获得支持的教育部
创新团队全部为自然科学类。
本年度共计有57所高校的创新团队获得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
发展计划”的支持，南京大学有3个创新团队获得教育部支持，入围团队项目
数量并列全国第一（具体见下表）。教育部在公布的公告中要求，有关高校应
按照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支持办法》（教人
〔2004〕4号）的规定，创造条件支持团队发展，规范过程管理，于2016年6月
前组织建设论证，资助期满及时组织结题验收。
编号

学校

带头人

研究方向

资助期限

资助金额

IRT_15R32

南京大学

陈健

新型信息电磁材料与器件

2016-2018年

300万

IRT_15R33

南京大学

陈镜明/

地理信息新技术及其全球

李满春

变化应用

2016-2018年

300万

IRT_15R34

南京大学

尤建功

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2016-2018年

300万

法国大数据研究代表团访问我校
撰稿人：计算机系

10月29日，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副参赞Abdo Malac率法国大数据研究代
表团专程到仙林校区访问了我校计算机系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研究所。周志华
教授介绍了我校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方面的总体情况，青年教师李武军、张利
军、李宇峰分别介绍了近期研究工作；巴黎六大的Patrick Gallinari教授、
INRIA的Gregory Grefenstette教授分别介绍了本课题组的工作。法方教授对
与我校相关教师开展高水平合作研究表示了很高的兴趣。双方就如何开展和促
进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方面的合作，以及以此为契机推动我校与法国计算机科
学领域更大范围的合作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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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张旭苹教授荣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11月30日上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黄河燕教授在中国义乌国际博览中
心宣读《奖励决定》，授予我校张旭苹教授等23项科研成果2015年度“吴文俊人工

智能科学技术奖”。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是我国智能科学技术领域唯一以吴文俊院士命名，
依托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由国家级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国际知
名IT企业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捐资，被外界誉为“中国智能科技最高奖”。该奖
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方针，奖励在智能科学技术活动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不断推进我国智能科学技术领域创新与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
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改变世界的前沿战略和“未来科技”，未来，每个家庭都拥有机
器人不会是梦想。那么，如何去发挥科技奖励对创新人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就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发起主办“吴文俊人工智
能科学技术奖”的目标，就是秉承“激励创新，成就荣耀”的第一要务，不断扩大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的品牌影响力，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弘扬
崇尚科学与人才的精神做出积极贡献。
2015年第五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共评出11名创新奖和12名进步
奖；成就奖首次空缺。由南京大学、南京发艾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张旭苹教授等完
成的“连续分布式光纤智能感测技术及其应用”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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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栾升、兰文智教授团队在《PNAS》发表“植物适磷机理”文章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栾升教授和兰文智教授团队在植物
液泡控制细胞磷稳态机理取得重要研究进展，于2015年11月9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以加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题为“A vacuolar Phosphate Transporter Essential for Phosphate Homeostasis in Arabidopsis”的研究性论文。由于该成

果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被国际学术团体F1000推荐为“特别重要”
（special significance）文章。
在该篇论文中，团队研究人员发现了模式植物拟南芥的液泡膜存在着一类进化
高度保守的SPX-MFS蛋白，控制着胞质磷含量的动态平衡，从而使植物适应磷贫瘠
或富集的环境。这项研究有助于提高作物对磷的利用效率，降低过度磷肥施用对土
壤的污染，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通讯作者为栾升教授、兰文智教授和赵福庚副教授。第一作者为我校2013级的
刘金隆博士生。
据悉，该研究团队2014年曾在国际顶尖植物学期刊《植物细胞》发表了相关论
文“Arabidopsis Transporter MGT6 Mediates Magnesium Uptake and Is Required for Growth under Magnesium Limitation”，揭示镁离子转运体MGT6是植
物适应低镁环境的关键转运体后（Plant Cell 26: 2234-2248），第一作者为我校
博士后毛丹丹同学，通讯作者也为栾升教授。
该研究得到“千人计划”、“江苏省特聘教授”和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项目支
持。

A和B，不同VPT1表达量的植物细胞具有不同的吸收能力；C，VPT1位于液泡膜；D，VPT1基因缺失降低植株耐高或低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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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我校胡一桥课题组关于肿瘤
光学疗法的研究成果
撰稿人：医学院

我校医学院胡一桥、吴锦慧课题组的 供应。因此，现有的光动力疗法受到了极大
最 新 研 究 成 果“Perfluorocarbon 的限制。
nanoparticles

enhance

oxygen

and

levels

tumour

reactive
growth

inhibition in photodynamic therapy”
在2015年11月3日，《自然通讯》杂志发表
（http://www.nature.com/
ncomms/2015/151103/ncomms9785/full/
ncomms9785.html）。胡一桥、吴锦慧教授
为文章的通讯作者，我校程宇豪和程浩同
学为文章的第一作者。

自供氧光动力示意图
为此，该研究在国内外首次报道了
一种“自供氧光动力”疗法， 该方法将人
造血液与光敏剂相结合，能够在光动力治
疗时，为光敏剂提供氧气。 也就是说，光

光动力疗法示意图

敏剂即使是在“乏氧环境”下工作时，也会

光动力疗法具有靶向性好、副作用 有源源不断的氧气供应，从而保证光动力
小等优势，是一种前景广阔的癌症治疗手 的疗效。实验表明，在正常氧分压和低氧分
段。它主要利用光敏剂吸收激光，将肿瘤内 压下，自供氧光动力疗法均可以显著增加

溶解氧活化为具有细胞毒性的活性氧，从 光敏剂产生活性氧的能力，增加光敏剂的
而实现肿瘤杀伤。然而，在实体肿瘤内部通 细胞毒性，尤其有助于提高体内实体瘤治
常是一种缺氧状态，光动力治疗可利用的 疗时的药效。这一研究可以为光动力制剂
氧气受到限制；同时，光动力治疗过程本 的研究提供新的设计思路，未来或有望用
身会消耗氧气，导致肿瘤内部进一步缺 于现有临床光动力药物的改进和增效。该
氧；更严重的是，光动力治疗产生的活性 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氧也会破坏肿瘤血管，进而彻底断绝氧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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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征教授课题组在碳基能源材料领域取得系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杨立军

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胡征教授课题组在介观结构碳基纳米笼能源转化和存储材料研究
方面取得系列重要进展，相关工作最近相继发表于Adv. Mater. 27(2015)3541; Nano Energy 12
(2015)657; ACS Catal. 5(2015)1857; ACS Catal. 5(2015)6707; Sci. China-Chem., 58
(2015)180等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

纳米碳材料研究是近30年来材料科学的前沿热点，‘零维’富勒烯（1985发现，1996获诺贝尔
化学奖）、‘一维’碳纳米管（1991发现）、‘二维’石墨烯（2004发现，2010获诺贝尔物理奖）
的发现，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碳的同素异形体。碳材料是能源存储与转化领域的基础材料，因此，新
型纳米碳材料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能源领域的发展。目前，以一维碳纳米管、二维石墨烯为基础的
能源应用研究已经成为潮流 。
胡征教授课题组长期在“能源纳米材料物理化学”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在碳基纳米结构的生长
机理、结构调控、能源及催化功能化研究方面具有长期学术积累。近年来，课题组发展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技术路线，首次获得了一种以纳米笼为结构单元、按一定有序方式 组装而成的‘三维’
介观结构碳基纳米笼新材料，该材料集成了高比表面、高导电性、多级孔结构、易于掺杂调变等特
点，也避免了二维石墨烯易于p-p堆垛而损失表面的不足（见图1）。

图1. 介观结构碳基纳米笼在不同尺度上的电镜照片。

在前期研究中，该材料已经表现出优良的超级电容性能[Adv. Mater. 24(2012)347]和无金属
氧还原电催化性能[Adv. Mater. 24(2012)5593]。最近，该课题组通过简便的氮掺杂方法， 有效地
提高了纳米笼的表面浸润性，减小了电荷转移电阻及等效串联电阻，在水系电解液中单位表面的比
容量从未掺杂时的11.8 μF/cm2@1 A/g 显著提升至17.4 μF/cm2@1 A/g，氮掺杂纳米笼的比容量高
达313F/g@1 A/g，最大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分别达到22.22 kW kg −1和10.90 Wh kg −1[A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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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 27(2015)3541]；利用纳米笼的内腔，可将含量高达79.8wt%的硫限域于纳米笼内，作为
锂硫电池的正极材料，有效抑制了多硫化物的流失，表现出优异的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见图2，
Nano Energy 12(2015)657 封面论文]；用作锂离子电池和钠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也表现出高
比容量和高稳定性的特点[Nano Res. 2015. DOI: 10.1007/s12274-015-0853-4]。研究发现，碳

图2. 左图：介观结构碳纳米笼应用于锂硫电池的研究工作被Nano Energy选为封面论文；右图：缺陷
丰富的纯碳纳米笼具有优异的氧还原活性。

基纳米笼也是一类性能优良的新型载体，通过将酸性介质中具有高氧还原活性的氮化钴（稳定性
差）与具有高稳定性的氮化钼（活性差）两者合金化，并高分散于氮掺杂碳纳米笼表面，发展了

酸性介质中具有高活性和高稳定性的新型非铂氧还原电催化剂：钴-钼合金氮化物催化剂[ACS
Catal. 5(2015)1857]；将具有混合价态的CoOx纳米晶高分散于氮掺杂碳纳米笼表面，所得催化
剂在碱性电解液中展现出优异的氧还原活性和稳定性[Sci. China-Chem., 58(2015)180]。缺陷
丰富的纯碳纳米笼还为进一步深刻揭示碳基无金属氧还原催化剂的活性起源提供了抓手：该课
题组曾提出碳基无金属氧还原催化剂的活性源于活化π电子的学术观点，并通过硼-氮共掺杂碳
纳米管的研究予以验证[Angew. Chem. Int. Ed. 50(2011)7132；JACS 135 (2013)1201]。根据
活化π电子的机制，碳的本征缺陷也可能引发氧还原活性。最近他们实验发现，缺陷丰富的纯碳

纳米笼确实具有与掺杂碳材料相当的高氧还原活性，理论计算表明该活性主要源于Zig-Zag边缺
陷及五元环缺陷（见图2）。该进展明确揭示了本征碳缺陷的贡献，并将碳基无金属氧还原电催化
剂的研究从掺杂碳材料拓展至缺陷碳材料，据此还很好的解释了文献中有关石墨氮与吡啶氮对氧
还原贡献大小的学术争议[ACS Catal. 5(2015)6707]。 。
该课题组发展的碳基纳米笼以其独特的介观结构及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展现出在能源转化
和存储领域的巨大潜力。相关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以及科技部纳
米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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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在硅纯化领域取得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金艳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 工艺复杂，成本很高。
题组在硅纯化领域进一步取得进展，同时实

该课题组着眼于工业生产中的低纯度

现对低纯硅源的纯化和多孔化，并成功应用 硅源（铁硅，金属硅），通过球磨和金属辅
于能源存储领域，该研究成果Simultaneous 助化学刻蚀的方法，将微米级颗粒暴露在酸
Purification and Perforation of Low- 性溶液中，发生的化学刻蚀能够将低纯度硅
Grade

Si

Sources

for

Lithium-Ion 中 的 杂 质 去 除，将 硅 纯 度 从 83.4% 提 升 到

Battery Anode 发 表 在《纳 米 快 报》DOI: 99.4%，同时化学刻蚀将微米级硅颗粒变成
10.1021/acs.nanolett.5b03932）。

多孔状。这些被纯化且多孔化的硅颗粒，运
用在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方面，能够缓解其在
嵌锂时发生的体积膨胀，获得了很好的循环
及倍率性能。

整个过程简便且大大降低了成本，为大
规模生产硅颗粒，制备硅负极提供了新思
路，并且也为在光伏、热电领域的高纯硅的
制备合成提供了新方法。 该论文的通讯作
微米级硅颗粒纯化与多孔化的示意图

硅是信息科学和能源科学的一种重要
材料，在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太阳能电池和
锂离子电池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不同的
应用领域对硅的纯度有不同要求，电子级和
太 阳 能 级 硅 纯 度 分 别 为 99.99999999% 和
99.9999%，锂离子电池对硅纯度要求为99%。
目前高纯硅主要的生产工艺，包括改良西门
子工艺和硅烷热分解生产多晶硅工艺，都涉

者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
嘉教授，第一作者是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硕士研究生金艳同学，该研究成果得到了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创新群体项目和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项目
资助。朱嘉教授课题组自成立以来，围绕着
工业粗硅的再利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结果
已陆续发表在PNAS, Nano Letters等国际
主流期刊上，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

及到高温高压以及对HCI和H2的大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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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ports刊登我校博士生俞恂大陆火山成因
研究新成果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火成岩省（如峨眉山玄武岩）和单成因火山是大陆内部火山作用的两种端元表
现形式，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玄武岩质火山活动一直没有明确的火山学定义。我校博士
生俞恂在导师陈立辉教授指导下，在总结全球大陆内部新生代火山作用的基础上，定
义了一种新类型的火山——小规模溢流玄武岩，并通过对一个典型案例---浙江东部
的新生代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研究，提出岩浆持续补给导致的岩浆房生长是小规模溢流
玄武岩的直接成因。 相关论文"Growing magma chambers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small-scale flood basalts" 近期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
研究者总结了浙江东部新昌-嵊州一带新生代玄武岩的同位素年龄，发现SiO2含
量高的玄武岩（溢流玄武岩主要组成）其喷发时间与纬度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即岩浆
喷发存在由南向北迁移的规律，持续时间超过6百万年（9.4Ma~3.0Ma）。在前6百万

年的时间里，玄武岩的(Na2O+K2O)/MgO和TiO2/MgO这两个对岩浆演化非常灵敏的元素
比值几乎不变，反映岩浆演化“停滞”；但是在最后30万年里，玄武岩的这两个比值
快速上升，反映明显的岩浆演化。玄武岩化学成分与时间-空间的这种关联性说明，
岩浆房需要来自地幔的高温岩浆长期的持续补给，否则岩浆房不可能维持这么长时间
并北向迁移。玄武岩微量元素的模拟计算支持岩浆北向迁移过程中，岩浆补给的贡献
长期大于矿物分离结晶的贡献。演化程度高的高硅玄武岩具有低Ce/Pb比和高Sm/Nd比
的特征，指示岩浆房位于下地壳底部。对浙江玄武岩这只“麻雀”的解剖表明，幔源
岩浆的长期持续补给，导致位于下地壳中的岩浆房不断生长（生长方向受区域断裂控
制），并最终控制了这种小规模溢流玄武岩的时空分布特征。
该课题组曾对内蒙古赤峰新生代小规模溢流玄武岩开展研究工作，其结果也表
明，岩浆补给作用明显改变了玄武岩的演化趋势， 相关论文"Magmatic recharge in
continental flood basalts: Insights from the Chifeng igneous province in
Inner Mongolia"发表在AGU刊物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上，博士生
俞恂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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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评论
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总体方案》
来源：中国政府网，作者：赵婀娜、丁雅诵

11月5日，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以
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了“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和“进入一流前列”的明确
要求，提出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将分三步走：
第一步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
流学科前列；
第二步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
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
高等教育强国。
《方案》还确定每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2016年开始，与国家五年建设规划同步实
施。
《方案》还确定，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
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中央基本建设投
资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持。
全文如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
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
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
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重点建设也存
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为
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系统谋划，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推进机制，坚持久久为功，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
跨越，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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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努力成为世界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
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
——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
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
办出特色。
——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
出建设实效，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充分激发高校
内 生 动 力 和 发 展 活 力，引 导 高 等 学 校 不 断 提 升 办 学 水 平。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
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
（三）总体目标。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
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
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
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
流学科前列。
——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
大 学 前 列，一 批 学 科 进 入 世 界 一 流 学 科 前 列，高 等 教 育 整 体 实 力 显 著 提 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
高等教育强国。
二、建设任务
（四）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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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
聚集世界优秀人才。遵循教师成长发展规律，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优化中青
年教师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增强人才队伍
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
（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
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创造
能力。合理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比例，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
善质量保障体系，将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导向正确、科学有效、简明
清晰的评价体系，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健康成长。
（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
作出重要贡献。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重点建设一
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争做国际学术前沿并行者
乃至领跑者。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
原始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依托重点研究基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健
全科研机制，开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
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提高服务国家决策的能力。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创
新环境，保护创新、宽容失败，大力激发创新活力。
（七）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
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坚持用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静心治学，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基本遵循，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宣传，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精华，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并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建设。
（八）着力推进成果转化。
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
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努力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促
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
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强化科技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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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创新项目与现实生产力、创新成果与产业对接，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
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三、改革任务
（九）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
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不断改革和完善高校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坚定广大师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着力扩大
党组织的覆盖面，推进工作创新，有效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完善体现高校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格执行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高校章程落实机制，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
体系。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
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民主
管理和监督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共青团、
学生会等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
（十一）实现关键环节突破。
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机制。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
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加大对领军人才倾斜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科研体制
机制改革，在科研运行保障、经费筹措使用、绩效评价、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方面
大胆尝试。加快建立资源募集机制，在争取社会资源、扩大办学力量、拓展资金渠道
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十二）构建社会参与机制。
坚持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
制。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制定理事会章程，着力增强理事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健
全与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充分发挥理事会对学校改革发展的咨询、协
商、审议、监督等功能。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推进与科研院所、社
会团体等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积极引入专门机构对学校的学科、专
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十三）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
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积
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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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
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
良好品牌和形象。
四、支持措施
（十四）总体规划，分级支持。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
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
列或前列。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
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
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
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或前列。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
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
界同类高校前列。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进入该
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
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鼓励相关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中
央高校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地方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由各地
结合实际推进，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相关资
金给予引导支持。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
支持。
（十五）强化绩效，动态支持。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资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
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
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完善管理方式，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
的能力，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动力和活力。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在相对稳定支
持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
设的有效性。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
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适当减少支持力度。
（十六）多元投入，合力支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完善政府、社会、
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
鼓励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积极参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围绕培养所需人才、解
(下转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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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
计划启动 看教育部怎么说
来源： 青塔

以下为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答记者问的内容：
1.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是什么？
答：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

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教
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针对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先后实施了“211工程”
“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推动一批重点建设高校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带动提
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实践证明，“集中资源、率先
突破、带动整体”的重点建设道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迅速缩小
了我国与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为进一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十二五”期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全面深入，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当
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中全会深刻指出，必须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形势和新任务对高等教育实

施内涵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李克强总理多次要求，要通过改革，优化教
育资源配置，激发办学活力，为持续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更大贡献。国家教育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认真总结以往建设经验，深入分析世界上高水平大学建设规律和趋势，提出了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的新方案。中央高度重视，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总体方案”日前由
国务院正式印发。
2.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答：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
泉，是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
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
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培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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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是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高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水平。这些高校将成为知识发现
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着眼于国家“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将分三步走：
第一步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第二步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前列，一批学科进入
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3.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答：必须坚持四项原则：
第一，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
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
第二，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炼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
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第三，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构建完善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充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建设活力。
第四，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
4.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任务有哪些？
答：“总体方案”围绕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从建设、改革两方面共安排了10项重点任
务。
建设任务有5项：
一是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
人物和创新团队，培养造就一支优秀教师队伍。二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
培养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的优秀人
才。三是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
和原始创新的能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四是传承创
新优秀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教化育人作用。五是着力推进成果转化。深化产教融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推动重
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改革任务也是5项：一是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牢牢把握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二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
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三是实现关键环节突破。
加快推进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科研体制机制、资源募集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四是构建社会参与机
制。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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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作模式。五是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
创新，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5.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周期如何安排？
答：国家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总体规划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总体方案”确定每5年一个建设周期，2016
年开始，与国家五年建设规划同步实施。
6.高校如何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答：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科学规划。拥有多个国内领先、
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全面建设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拥有若干国内前列、国际同类

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拥有某一
高水平学科的大学，通过建设进入该学科的世界行列或前列。
7.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如何引导和支持？
答：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持之以恒、长期建设。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政策引
导和投入支持：
一是总体规划，分级支持。进行顶层设计、宏观布局。中央高校主要由中央财政给予引导支持，地方
高校主要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鼓励地方政府支持中央高校建设，中央财政也会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
展的相关资金对地方高校建设给予引导支持。
二是强化绩效，动态支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资金分配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进一步增
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更加突出绩
效导向。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
三是多元投入，合力支持。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
格局。鼓励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加强与高校合作，通过多种方式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要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
8.如何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组织管理？
答：坚持不懈地推进世界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总体方
案”明确，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大事项决
策。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规划部署、推进实施、监督管理等工作，日常工作由教育部承
担。
9.推进实施“总体方案”，近期有哪些工作安排和措施？
答：主要通过以下工作来有序推进实施：
首先，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总体方案”的原则，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实施方
略，尽快部署，落实任务安排。
其次，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制订绩效建设考核和评价办法、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等相关配套文件，在建设范围、评价因素、管理要求等方面抓紧部署实施，加大考核力度。
第三，高校要根据建设基础、优势特色、发展潜力等，科学编制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提出具体建设目标、任务和周期，明确改
革举措、资源配置和资金筹集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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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加强基础研究 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白春礼

基础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创新发展作为首要基本理

念，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挥科技
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加强基础研究和提高创新能力的高
度重视。这是我国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实现引领型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胜
利的基础和关键。
一、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加快提升我国
的创新能力，解决制约发展的关键和瓶颈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知识基

础和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在世界科技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
的迫切要求。基础研究产生的创新成果，是保证重大应用具有关键知识产权的核心。与
科技成果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大部分都是从基础研究阶段就开始进行。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多数产业大而不强，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基础研究积累不够、原始创新和科技源头供给不足，也制约了集成创
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要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
水平，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须充分发挥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作用，着力增强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推动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转型升级，大
幅提升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基础研究不断向宏观拓展、微观深入，交叉融合汇聚不断加速，
一些基本科学问题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可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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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颠覆性技术，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进而促进经济格局和产业生态
重大深刻调整。当前，科技发达国家竞相推出一系列新的国家战略，增加创新投
入，加强前瞻布局，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要抓住新科技革命的
战略机遇，必须充分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上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打造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抢占未来科技制
高点，并开辟新的产业方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赢得竞争新优势。
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实现我国由科
技大国向科技强国根本转变的必然选择。“十二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快速
提升，国际科技论文产出数量和被引频次以及专利授权数都位居国际前列，取得了
铁基超导、中微子振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干细胞、量子科学等一批重大原创成
果，一些重要学科方向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载人航天、高铁、信息技术、高性能计
算等关键技术和产业居国际先进水平。但总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提
出原创科学思想、开辟新的学科方向的重大成果偏少，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
高。只有抢抓机遇，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才能加快实现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踪模仿为主向并行和领跑为主的根本转
变。
二、加强战略布局和高水平科研基地、科研平台建设，夯实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
基础研究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公益性、探索性等特点，涉及科技、
经济、社会各领域，周期长、风险大。大学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科学中心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平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推进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
室，形成代表国家水平、国际同行认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成
为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战略创新力量，为我们加快科研基地和创新平台建设指明
了方向。
前瞻部署重大基础交叉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顶层设计科
学前沿的布局规划，统筹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瞄准可能产生革命性突
破的重点方向和国际科学前沿热点问题，如暗物质与暗能量、量子调控、极端条件
下奇异物理现象、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纳米科技、合成生物学、脑科学与认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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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变化研究等，加强统筹布局和重点支持，通过实施重大科学计划和国际科技合作计
划、支持“非共识”创新研究等方式，力争突破一批关键科学问题，取得一批重大原始
创新成果，使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能力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加快突破事关发展全局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聚焦目标，突出重点，集聚优势队伍，优化资源配置，实施一批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催生一批具有引领性、带动性的颠覆性技术，加快形成若
干战略性技术和战略性产品，培育新兴产业。同时，瞄准瓶颈制约问题，制定系统性技
术解决方案，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加快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加强研究型大学的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建设，
优化现有学科结构，支持综合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发展，持续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提
高学科整体发展水平，稳步推进大学国际化进程，推动一批研究型大学和优势学科进入
世界一流行列。积极推进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研院所
治理体系，支持科研院所自主布局科研项目，超前部署对发展全局具有带动作用的战略

性先导研究、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重大交叉前沿研究，形成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吸
引力和竞争力的一流科研院所。
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国家实验室是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
的重要载体。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必须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
前沿，在信息、空间、材料、能源、海洋等重大创新领域，依托科研院所和高水平大
学，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优化配置人财物资
源，打造聚集国内外一流人才的高地，组织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协同攻关，形成代表国
家水平、国际同行认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成为抢占国际科技制高
点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同时要积极提出我国牵头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启
动若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支撑多学科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建设，建设若干高
效率开放共享、高水平国际合作、高质量创新服务、体现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国家科学
中心。
三、打造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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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养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突
出“高精尖缺”的导向，着力用好、吸引、培养创新人才，加快推进人才结构战略
性调整，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勇于创新的高水平创新人才队
伍。
培养和造就一批创新领军人才。以国家重大科研计划和重大工程、重点科研基地等
为依托，加强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加大稳定支持力度。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
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支持科研人员发起和参与国际重大科技活动、在国
际重要科学组织中任职等，加快提升战略视野、把握科学前沿和领导重大创新活动
的能力，在创新实践中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善于攻坚克难的
领军人才。
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健全完善青年人才科研资助体系，加大对优秀青年人才的科研
启动支持力度，扩大国家科学基金、专项、计划等支持的覆盖面，健全和完善有利
于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竞争择优制度。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教育结
合，完善适应创新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专业技术和工程人才的培养，全

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实施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大力度继续推进“千人计划”“百人
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放宽技术移民政策，开辟人才
绿色通道，面向全球引进首席科学家等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企业积极引进高
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建立健全海外创新团队合作伙伴、讲座教授、访问学者等制
度，广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四、加强协同创新，形成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互促进、相

互衔接的创新链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周期越来越
短，相互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之间的融合越来越深入。要打破科研院所、
大学、企业之间的围墙，大力加强协同创新，加强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推动基础研
究与经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着
力解决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
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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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创新主体协同合作。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与经济社会需求结合不紧密，各创新
主体主动协同不够，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的通道不够畅通。积极支持高校、
科研院所与行业骨干企业联合组建创新联盟，合作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有序流动，带动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综合运用各种财税、金融、创新政策，引导全社会尤其是企业进
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
新的主体和研发投入的主体，逐步提高研发投入中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同时，要积
极引导企业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适度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
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基础研究成果的承接吸收能力。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充分利用全球市场、需求和创新资源，更深层次地参与国际分
工，集聚全球资源、人才、资金、信息等。推动我国高铁、核电、风电、信息网络等新
技术转移扩散，支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推进科研机构、
大学建设海外科教基地和研发中心，开展紧密型、实质性科技合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合作和交流，加强对新兴技术、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引进，进一步提高对引进技
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支持强度，通过不断学习和消化吸收，加快提升我国产业的再创新
能力。
五、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基础研究和各类创新活动提供肥沃土壤
要遵循创新活动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统筹协调，优化资源配
置，强化条件保障，加大对重大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建立有利于安心致研、协同攻
关，致力于重大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健全完善创新政策。进一步完善支持和激励创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构建普惠
型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的顶层设计和工作衔
接，合理确定竞争性项目和稳定支持项目的比例，探索建立有效的创新活动组织模式和
资助方式，形成对不同类型和阶段创新活动的协同支持格局。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清除制
约人才流动障碍，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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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良好的创新文化。改革创新项目评审评价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和创新贡献为
导向的科技评价标准，重点评价科研成果的科学价值、创新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质贡献，避免频繁考核，保证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完善科研诚信制度，加强学
术规范建设，营造宽松包容、奋发向上的学术氛围。引导科研人员大力弘扬“创新
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鼓励人才的奉献精神。增强创新自
信，克服浮躁和急功近利心态，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勇攀高峰。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加强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弘扬勇于冒险、敢于拔尖、求真务实、理性质疑的科
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形成全社会理解、重视、
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新局面，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强
大动力。
(上接第 19 页)

决重大瓶颈等问题，加强与有关高校合作，通过共建、联合培养、科技合作攻关等方
式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按照平稳有序、逐步推进原则，合理调整高校学费标准，进一步健全成本分担机
制。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
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五、组织实施
（十七）加强组织管理。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
要事项决策，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负责规划部署、
推进实施、监督管理等工作，日常工作由教育部承担。
（十八）有序推进实施。
要完善配套政策，根据本方案组织制定绩效评价和资金管理等具体办法。
要编制建设方案，深入研究学校的建设基础、优势特色、发展潜力等，科学编制
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提出具体的建设目标、任务和周期，明确改革举措、资源配置
和资金筹集等安排。
要开展咨询论证，组织相关专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要，对学
校建设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咨询论证，提出意见建议。
要强化跟踪指导，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改进的意见建议。建立信息公开公示网络平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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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

《Nature》本月前十位亮点排名
来源：natureasia.com

●细菌膜内复杂的通信方式 Nature 527 (2015年11月5日)

Gürol Suel及同事发现，细菌生物膜(没有已知功能)中的离子通道通过钾离子的传播来在生物膜群落内传
导长程电信号。一种枯草杆菌生物膜内空间分离的细胞之间的代谢协调被发现依赖于离子通道活性。代
谢限制触发YugO钾通道(该通道也在这个生物膜内传播细胞外钾信号)的激活，产生一个去极化波，后者
协调这个生物膜内部和周围的细胞之间的代谢状态。本文作者利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显示，YugO通
道的门控足以促进远距离细胞之间的高效电通信。
Article p59 doi: 10.1038/nature15709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5641

● 基因控制中的相位调制 Nature 527 (2015年11月5日)
很多基因调控蛋白都被发现是以脉冲形式被激活的，但细胞是否会将脉冲的相对时序用于不同转录因子
此前一直没有被研究过。现在，Michael Elowitz及同事利用单细胞视频显示，酵母细胞通过调制脉冲转
录因子Msn2和Mig1 (二者分别为一个基因活化剂和一个基因抑制剂)之间的相对时序来响应于多样化的
环境条件控制目标基因的表达。他们还显示，酵母细胞通过主动调制重叠的Msn2和Mig1脉冲所占比例
来对各种不同浓度的葡萄糖做出反应，并相应调控目标基因表达。
Article p54 doi: 10.1038/nature15710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5634

● 2050年前澳大利亚经济状况的两种情形 Nature 527 (2015年11月5日)
本期封面图片是对2050年前澳大利亚经济状况两种不同情形的图示。一个发达国家要进入一个具有可持
续性的社会，就需要同时对经济、能源、农业和行为重新进行平衡。Steve Hatfield-Dodds 等人采用一
个多模式框架来评估在澳大利亚这个只有一个国家的大陆内做到这一点的能力。通过对气候、水、粮
食、能源和生物多样性进行分析，他们显示，在生态环境不恶化的情况下改善经济状况是有可能的，但
需要做出特定的政治和经济选择才能做到这一点。封面图片: Emily Cooper
Article p49 doi: 10.1038/nature1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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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和恐惧的调控机制 Nature 527 (2015年11月12日)
杏仁核对恐惧和焦虑的调控被认为受 “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自上而下的控制，但这一过程中mPFC子
区域的杏仁核精确作用目标却不是很清楚。Karl Deisseroth及同事在这项研究中发现，基底内侧杏仁
核、而不是“闰细胞”才是小鼠腹侧mPFC的一个主要目标，“腹侧mPFC-基底内侧杏仁核”通道的激发，会
抑制与焦虑和恐惧相关的身体僵硬。这说明基底内侧杏仁核是自上而下的控制的一个新目标。
Article p179 doi: 10.1038/nature15698

● 一种多孔的、但为液体的材料 Nature 527 (2015年11月12日)
内在多孔、由组织成笼状结构的分子组成的材料在可用温度下一般是固体的。少量可液化的、含空腔的
刚性分子已见诸文献，但它们不含永久性孔，因为液体不可避免地会流动，填充任何可到达的空间。现
在，Nicola Giri等人研发出一种新型 “多孔液体”，它由一种冠醚溶剂中的高浓度改性笼状分子组成，这些
分子相结合，产生处于液相的永久性的、未被占据的空腔。作者显示，这种自由流动的液体能比非多孔
液体更高效地溶解甲烷气体。多孔液体在催化、萃取和气体捕集或分离等方面具有应用潜力。
Letter p216 doi: 10.1038/nature16072
News & Views doi: 10.1038/527174a

● 能够通过反弹自行清除的小水滴 Nature 527 (2015年11月5日)
自清洁、防结冰和可控制冷凝的表面在自然界中和在广泛的技术方面都很重要。Thomas Schutzius及同
事现在发现，处在一个低压环境中的质地合适的超疏水性表面上的小水滴能够通过自发的悬浮和类似蹦
床的反弹“自行清除”，即便该表面是完全刚性的。这种行为似乎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但可以通过由
于水滴的快速蒸发、同时该表面的基底附着和柱结构限制蒸气流动而在水滴下面积累的一个过压
(overpressure)得到解释。这种效应(它甚至能在冰滴凝固时将它们清除)显示了对液滴-表面相互作用的认
识何以能够指导表面的合理设计、以将这样的相互作用应用到出人意料的用途上。
Letter p82 doi: 10.1038/nature15738
News & Views doi: 10.1038/527041a

● 巴黎气候会议 Nature 527 (2015年11月26日)
11月30日召开、计划开到12月11日的巴黎气候会议是一次相当乐观的会议，参加会议的190个国家每个
预计都将宣布各自为限制气候变化将要采取的措施。但正如本期Nature专刊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历史给
了我们一个让人清醒的教训: 试图达成一个全球气候协定的努力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却收效甚微。它的戏
剧性故事以漫画形式记录在本期Nature的第427页。另外，Nature还在线发布了一组有关本次峰会各方面

30

科技信息2015年第11期（总第221期）

议题的视频以及其他独特资料，网址是:www.nature.com/parisclimate。封面: David Parkins。
Cover Story p425 doi: 10.1038/JNature7579cvst-1

● 转移性癌细胞的适应性 Nature 527 (2015年11月5日)
转移之后，同一来源的癌细胞需要激活截然不同的基因表达模式，以便适应一个新环境。然而，尚不清楚
对微环境的这种适应是什么时候发生以及怎样发生的。在这项研究中，Dihua Yu及同事确定，PTEN肿瘤抑
制因子的肿瘤细胞表达在当这些入侵的细胞进入大脑时会消失。PTEN的下调是由星形细胞微RNA策动的，
后者通过外来体从一个细胞向另一个细胞转移。 这些发现揭示了转移性癌细胞在适应一个新环境时的动态
性质。
Letter p100 doi: 10.1038/nature15376

● 月球的倾斜得到了解释 Nature 527 (2015年11月26日)
对生成了月球的撞击过程所做模拟预测，月球物质分解形成一个环绕行星的盘，月球的吸积随后将月球置
于一个近赤道轨道上。然而，这些模型预测出的现代月球的倾斜程度至少比当今数值小一个数量级。现
在，Kaveh Pahlevan 和Alessandro Morbidelli 发现，现代月球的倾斜可以通过早期月球与由少数天体携带
的少量物质的无碰撞相遇自然地得到重现，这与有关后来吸积的约束条件和模型是一致的。他们还发现，

现代月球轨道提供了与穿越地球的小行星体(planetesimals)的引力相互作用的一个灵敏记录。
Letter p492 doi: 10.1038/nature16137
News & Views doi: 10.1038/527455a

● DNA与转录因子的相互作用 Nature 527 (2015年11月19日)
转录因子在识别它们的DNA序列基元(基序)、来调控基因表达时经常起合作性异二聚体的作用。Jussi Taipale及同事采用高吞吐量分析方法，对结合异二聚体DNA序列基元的超过9,000个人类转录因子对的相互作
用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转录因子之间的很多相互作用受到DNA本身的积极介导，所识别出的复合DNA
点与每个转录因子的个别基元不同。这些结果将可帮助解释DNA序列是怎样被用来确定基因表达的空间和

时间模式的。
Letter p384
doi: 10.1038/nature1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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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来源：科学中国

发现一种能降低与白内障相关

"视力朦胧"的化合物可导致对这一常见的、与年龄相关眼

病的新型治疗制剂的产生。白内障是世界上致盲的最常见原因，对其的治疗目前仅限于外科手术，但
在发展中国家，患者并非总能做这一手术。当晶状体内的晶状体蛋白受损并引起它们折叠错误且聚集
成不溶性团块时，白内障就会发生。αA-晶状体蛋白（cryAA）和αB-晶状体蛋白（cryAB）已知会促
发年龄相关性白内障；这两种晶状体蛋白在晶状体内特别丰富，它们在溶解其它蛋白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Leah Makley等人因此试图发现能与这些晶状体蛋白结合并令其稳定的分子。他们注意到，在
正常cryAB蛋白的溶点和一种基因突变形式cryAB蛋白（R120G cryAB）的溶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R120G cryAB已知会导致蛋白折叠错误。该团队筛检了2450个化合物以寻找一种能令这些突变蛋
白的溶化转变点正常化的候选药物。他们发现了化合物-29，它能完美地"适配"在cryAB蛋白的两个亚
基之间，有效地令其稳定。在试管中，化合物-29能阻止R120G cryAB的聚集，它也能部分地逆转已经
发生的R120G cryAB的聚集。重要的是，这种分子能部分地恢复小鼠白内障晶状体的透明度，它也能
在体外研究的人类晶状体样本中部分地恢复晶状体的透明度。由Roy Quinlan撰写的一篇《视角》更
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发现。Article #20:"Pharmacological chaperone for ɑ-crystallin partially
restores transparency in cataract models,"

维生素C能令突变癌细胞应激并将其杀灭

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具有某些基因突变的

结肠直肠癌细胞能以不同于其它癌细胞的方式来"处理"维生素C，而这一差异最终会令它们死亡。这些
结果可帮助解释为什么这种维生素能实现其抗癌作用，后者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谜团。高剂量维生素C抗
癌疗法有着曲折的历史。在这个领域中的相互矛盾的临床数据部分源自给药途径的差异，而新的数据
显示，只有静脉给药（而非口服给药）才能杀死癌细胞。由于这一发现，数项涉及静脉内输注维生素C
来治疗不同癌症的新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即便如此，通过维生素C来杀灭癌细胞的机制仍然还不清
楚。该维生素被证明在具有被称作KRAS和BRAF基因突变的肿瘤细胞中有抗肿瘤作用，这些基因分别参
与细胞分裂调控和细胞信号转导。Jihye Yun和同事在此对有这些基因突变的人类结肠直肠癌（CRC）
细胞进行了研究。他们证明，具有突变KRAS或BRAF基因的CRC细胞会专门吸收氧化形式的维生素C，从
而导致氧化应激，而这转而又会灭活一种在细胞生长中所需的酶，这一过程在具有正常KRAS和BRAF基
因的细胞中则没有看到。这可解释维生素C如何能选择性地杀灭这些突变的癌细胞。在向未来的发展
中，科学家们可探索维生素C对这些细胞的选择性毒性是否能被用来创建基于维生素C的治疗方法。
Article #25: "Vitamin C selectively kills KRAS and BRAF mutant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y targeting GAPDH,"

肠道微生物组驱动着免疫疗法的成功

人们对为什么有些病人对免疫疗法有良好的反

应，而另外一些病人则没有良好反应并不十分了解，但两项新的研究提出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
会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在一种情况下，Marie Vetizou等人在无特定病原体（SPF）和无菌（GF）情
况下对免疫制剂抗-CTLA4 9D9 抗体（易普利姆玛）对小鼠体内确立的肉瘤的治疗功效进行了研究；结
果发现，易普利姆玛可治疗SPF小鼠的肉瘤，但不能治疗GF小鼠的肉瘤。同时，作者们发现，抗生素可
损害易普利姆玛的抗肿瘤功效。对小鼠粪便中的核糖体RNA进行分析揭示，单次注射易普利姆玛可显著
影响微生物组，引起粪便中拟杆菌和伯克霍尔德氏菌减少。在无菌小鼠和抗生素治疗过的小鼠体内补
充这些丧失的微生物可恢复易普利姆玛治疗的抗癌功效。为了在临床实践中测试这些结果，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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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了25名罹患转移性黑色素瘤病人的粪便样本，并根据是否存在拟杆菌对样本进行归类。该研究小组接着
将这些粪便样本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并在两周后对其进行易普利姆玛治疗。接着，研究人员注意到在脆弱
拟杆菌生长和肿瘤尺寸缩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Ayelet Sivan和同事在肠道微生物组组成与抗癌治疗反应间发现了一种类似的关系。为了解微生物群对抗PD-1/PD-L1 单克隆抗体治疗黑色素瘤的任何作用，作者们对两组小鼠进行了研究：它们是杰克逊实验室
（JAX）小鼠和塔康尼克农场（TAC）小鼠，已知这两组小鼠体内有着不同的肠道微生物。他们注意到在TAC
小鼠体内的不同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反应导致了肿瘤更富侵略性的生长，而且这些肿瘤内还有更多的CD8+ T
细胞积累。将JAX小鼠的粪便移植到TAC小鼠体内可令TAC小鼠体内的肿瘤生长放缓，而将粪便移植与PD-L1抗
体相结合可进一步改善肿瘤控制及循环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反应。对JAX小鼠体内的微生物组进行更仔细
的观察发现，其肠道中双歧杆菌的丰度比TAC小鼠高400倍，这与抗肿瘤体细胞反应具有正相关。带有这一细
菌小鼠的整个基因组范围内的转录谱显示，数个对抗肿瘤反应至关重要的基因受到了正向调节。总的来说，
这两项研究证明，肠道微生物组在促进癌症免疫疗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Article #26: "Anticancer

immunotherapy by CTLA4 blockade relies on the gut microbiota,"

特刊：来自MAVEN的结果

本期《科学》特刊推出了4篇令人兴奋的文章，它们重点介绍了前往火星

的"火星大气和不稳定演化（MAVEN）"飞行使命的结果，这一飞行使命旨在研究火星的上部大气层、电离层
和磁气圈。这些新的数据揭示了某些意外的情况，同时也对过去的理论和估测做了某些调整。本期刊的封面
所描述的是一个火星磁场遭到强力太阳喷射轰炸的真实的可视化数据，它导致了一个来自红色星球的令人震
撼的火一般的卷须模拟。一则特别的"构建中的封面"报道将讨论艺术家和研究人员是如何创制该作品的。
对火星上部大气层的检测显示，在太阳爆发时的离子逃逸率会增加，暗示在火星历史的早期可能发生了可观
的大气损耗。为了研究太阳对火星大气的影响，Bruce Jakosky和同事分析了在2015年3月8日发生的一次行
星际日冕物质抛射（ICME）时（或者说是来自太阳气磁爆发时）由MAVEN采集的数据。在这一事件中，MAVEN
上的仪器（它们被用来监测火星的磁场）检测到了以进入太空长达5000公里（3107英里）的绳状卷须般流出
的强力磁旋转。与此同时，检测大气电离的仪器注意到，当这一ICME撞击火星时有引人注目的尖峰，在那
里，行星离子喷射到太空中，并会沿着受到影响磁场的流通绳浓集。这些流通绳的速度估计比通常的要快得
多--大约为通常速度的10倍。离子组成分析发现有O2+ 和 CO2+离子——这并不令人惊奇，但O+离子则在大
气层中被甩至更高部位。鉴于在太阳系历史早期可能普遍存在ICME样的情况，作者们提出，那时的离子逃逸
率可能主要是由太阳的重大事件驱动的。
由Stephen Bougher等撰写的第二篇文章重点介绍了来自MAVEN"浸"入火星大气层上部以确定热气层和电离层
性质时的2起事件的结果。在这些探索中，MAVEN观察到了在140公里至170公里（87 - 106英里）高度间有一
个巨大的垂直温度梯度，它与紫外线的梯度一致。数据表明存在着一个二氧化碳、氩气和二氧化氮的稳定混
合，以及比先前估计含量更高的氧气。在MAVEN完成每次轨道运行时，在近200公里（124英里）处的这些成
分的密度有着可观的差异，对此，作者们提出，它可能是由重力波与风和发生在下方的小规模混合过程的相
互作用引起的。此外，在磁场和离子层中的变化表明，除了由太阳风引入的磁场外，火星壳层也促成了磁
场。
第三则研究揭示了在火星北半球的一种极光，它比任何迄今被证实的其它极光都更向下地浸入火星的大气，
低达60公里（37英里）。MAVEN的紫外成像光谱仪（IUVS，它所描绘的是紫外线）是在一次太阳高能粒子爆
发时探测到这一极光的。Nick Schneider等人提出，这一新发现的火星极光与地球的北极光同属一类；它们
是在高能粒子沿着电磁场加速进出大气时所产生的一种震撼的视觉画面。然而，尽管地球上的这一类型的极
光是由极地磁性驱动的，但作者们怀疑，火星的极光可能是由其壳层的残余磁场驱动的，它所产生的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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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均匀和弥漫的极光。
最后一篇由 Laila Andersson 和同事撰写的文章对检测到的星尘进行了分析，这些星尘所在高度范围为
150-1000公里（124 – 621英里）--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已知的过程可将某行星表面的显著的颗粒浓集提
升到超过150公里（124英里）的高度。因此，基于颗粒的大小（1-5纳米）及颗粒的均匀分布——排除了
它们源自火星卫星的可能性，作者们相信，MAVEN在如此的高度所探测到的是行星际尘埃。Article
#9:"MAVEN observations of the response of Mars to an interplanetary coronal mass ejection,"

物种大灭绝事件对大型脊椎动物不利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与现在正在发生的物种大灭绝

相似，泥盆纪末期的物种灭绝导致了大多数大体型脊椎动物的失去。这些结果证实了生物小型化效应

（即在物种大灭绝后所发生的物种体型的暂时性缩小），该效应得到若干观察研究的支持，但它仍然存
在争议。发生在3.59亿年前的泥盆纪物种大灭绝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物种大灭绝之一，它导致了超过96%的
物种丧失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重建。为了更多地了解哪些物种逐渐死去或幸存下来，Lauren Sallan 和
Andrew Galimberti 为泥盆纪-密西西比纪脊椎动物组建了一个有1120个物种身体长度的数据库。他们发
现，在导致物种大灭绝时，脊椎动物的体型会持续增加；而在灭绝事件后的时期中，脊椎动物的体型则
持续在缩减。连同泥盆纪幸存物种世系的矮小化，在后来的3600万年中，演化的新型物种（如辐鳍鱼类
及四足动物）中也发现了该体型缩小效应。大型脊椎动物往往会有较低下的繁殖率及较长的寿命，这使
得它们在短时期内做出适应性变化非常困难。因此，作者们提出，小型脊椎动物的相对快速繁殖和较短
的寿命是它们在物种大灭绝事件后成功的主要促成因素。Article #16:"Body-size reduction in vertebrates following the end-Devonian mass extinction,"

化石讲述了北美猛犸象的一个不同的祖先故事

对猛犸象牙齿的详细分析表明，首次从

亚洲迁徙到北美的猛犸象比先前认为的进化程度要好得多。尽管欧亚大陆猛犸象的进化起源已经确立，
但人们对后来生活在北美的哥伦比亚猛犸象物种则知之甚少。人们目前认为，最早到达北美的猛犸象是
在150万年至130万年前（Ma），而这些早期的定居者有着"原始的"形态，它们与在欧洲发现的猛犸象M.
meridionali 关系较近。这表明，原始猛犸象在其各自生活的大陆进一步演化成不同物种之前就跨越白
令海峡进入北美及进入欧洲。对猛犸象演化的研究常常依赖其臼齿的性质来确定其品种间的分化。然
而，Adrian Lister 和Andrei Sher 注意到，先前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在猛犸象一生中发生的臼齿磨损，
以及当臼齿从口腔后部移到前部时这些牙齿的弱化。在对这些因素进行校正之后，作者们认为一种进化
更好的猛犸象品种M. trogontherii在200万年至150万年前跨越了白令海峡，并在后来进化成为哥伦比亚
猛犸象种。作者们提出，欧亚长毛猛犸象后来也如法炮制，它们先生活在哥伦比亚猛犸象以北地区一段
时间，然后它们的活动范围有所重叠，也许还发生了杂交。Article #15: "Evolution and dispersal

of mammoths across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巴芬岛让人们了解地球水的起源

对来自地幔深处岩浆的分析表明，我们地球的水的来源是

在地球刚刚开始形成时的早期就存在于太阳系的浸泡水的星尘颗粒。这些岩浆样本（它们所代表的是新
生地球的高度"原始"状态）对环绕着地球水起源的辩论增添了耐人寻味的细节。研究人员可通过水的氘/
氢（D / H）比来了解水的起源，氘和氢原子分别有1个中子或没有中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因素
会影响这一比例，例如某些较轻的氢原子可能会从大气层上部逃逸。只有没有受到这些变更过程影响的
地球内深部区域有可能保持着地球最初的D/H比，但这样的样本很难得到。然而，从地幔被翻搅至加拿大
巴芬岛地表的深部玄武岩熔岩流为Lydia Hallis和同事提供了相对没有改变的样本，这些样本通过其
氦、氖和铅的组成而得到确认。对该玄武岩D/H比的分析揭示了其所含的氘量低于先前研究所发现的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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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此它为地球原始的D/H比特征提供了新的基线。作者们提出，这一较低的D/H比的一种可能性是在地球
形成时，吸附了水的星尘颗粒被埋置在地球内。Article #13: "Evidence for primordial water in

Earth's deep mantle,"

格陵兰岛冰川的不断缩小的冰架和加速的流逝

据一项新的研究报道，在格陵兰岛东北的一

个名叫Zachari? Isstr?m的主要冰川在近些年中开始快速消退。该研究的作者说，这个冰川的消逝可能令海
平面大幅上升，因为它帮助排耗的水量占了格陵兰冰盖的12%。Jeremie Mouginot 和同事应用包括有卫星观
察的40年的冰川数据对Zachari? Isstr?m 和与在其北方相邻的Nioghalvfjerdsfjorden冰川的演化进行了研
究。他们报告说，Zachari? Isstr?m在2012年以提高3倍的速度加快消退，并在2002年至2014年间，该冰川
的漂浮冰架面积缩小了95%。与此同时，在其北方，Nioghalvfjerdsfjorden冰川则没有出现如此剧烈的消退
或变薄。Mouginot和同事提出，空气和海洋温度的上升可能在Zachari? Isstr?m的剧烈消退中扮演着一个角
色。他们预计，Zachari? Isstr?m可能会在另外20-30年中继续快速消退，而如果其所经受的变薄继续存在
的话，Nioghalvfjerdsfjorde冰架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易于崩解。他们的研究改进了科学家们对格陵兰岛东
北冰盖动态的了解。Article #19:"Fast retreat of Zachari? Isstr?m, northeast Greenland,"

改良的工具可对神经动作电位尖峰进行实况成像

一种在活体动物中能对个体神经元膜电

位动态进行成像的工具的研发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对神经元每一毫秒行为的了解。了解这些动态变化
对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Yiyang Gong等人将一种对膜电位高度敏感的分子与一种荧光蛋白融合，从而大大
改善了先前功能不足的电位指示剂。他们用一种病毒将这些指示剂输送给神经元。这些分子可在不到1毫秒
内精确地定位神经元的动作电位，并几乎消除了误读的可能性。作者们接着在清醒小鼠和果蝇的大脑中成功
记录了动作电位和膜电位动态。这一进展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寻觅已久的、观察活体动物大脑处理过程的方
法。Article #15:"High-speed recording of neural spikes in awake mice and flies with a fluo-

rescent voltage sensor,"

寄生性蠕虫会影响人的生殖

据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蛔虫感染可令亚马逊妇女的生殖率增加，而钩

虫感染则会降低其生殖率。全球有20亿人感染了寄生性蠕虫；已知某些寄生虫能引起认知和营养障碍，但这
项研究提出，寄生虫感染还能影响生殖率。此外，作者们提出了这种关联背后的一种耐人寻味的机制：免疫
系统。为了更好地了解寄生虫对生殖率的影响，Aaron Blackwell等人使用了在玻利维亚低地的提斯曼妇女
中收集了9年的数据，在该人群中每位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为9个孩子。他们发现，那些反复感染钩虫的妇女会
比没有感染的妇女少生至多3个孩子，而那些感染了某种蛔虫的妇女则会比没有感染者多生至多2个孩子。这
两种寄生虫已知会引起不同的免疫变化，而在蛔虫感染后所发生的变化恰好反映了那些在怀孕期间发生的改
变。妇女在经历月经周期时，其II型（Th2）T细胞浓度会增加，如果期间发生受孕，这种变化会继续存在于
整个妊娠期间并会帮助抑制I型（Th1）T细胞。因为蛔虫已知会增加Th2的浓度，而有报道称钩虫会引起一种
混合的Th1/Th2反应，因此作者们提出，这些寄生虫是通过改变免疫细胞的平衡而间接影响生殖率的。

Article #13:"Helminth infection, fecundity, and age of first pregnancy in women,"

鱼类如何在开放水域使掠食者对自己的可见度降至最低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在开放的

海洋中很少有地方能让鱼类躲避其掠食者，但某些鱼类演化出了伪装能力，即它们在沿着捕食动物最常用来
发现或攻击猎物的角度演化出了优化的伪装能力。在水下，光线是以'极化'的方式振动的，虽然人类在不采
用技术手段时无法察觉这一光的振动态，但日益增加的证据表明：许多种鱼能够觉察到光的振动态，而有些
鱼能够做到通过适应性的方法来利用光的偏振。这包括在它们的皮肤内生长出能反射并操纵偏振光的片晶。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种形式的伪装，Parrish Brady和同事对在开放海洋中游动的活鱼的偏振能力进行了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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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水下照相机在数个开放水域及海岸水域随着一天中太阳在天空中位置的改变（从
而随之引起的水下光线的偏振变化）对这些水域的鱼类进行了大量的偏振测量。他们发现在开放水域中
的鲹科鱼（如月鲹和脂眼凹肩鲹）与通常栖息于礁石带的鲹科鱼相比会表现出与其背景相比明显低下的
偏振衬度。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在掠食动物最常用于探测及追逐猎物的角度（如位于这些鱼的正下方
及与鱼的体长呈垂直角度），这一反射伪装的效果最佳。通过在显微镜下对开放水域内的鱼的片晶进行
观察，该团队发现，这些片晶在垂直轴向的排列良好，令这些鱼能反射开放海洋中可预测的下向光线。
然而，这些片晶会沿着水平轴，形成能漫射光线的角度。作者们提出，这些不同的轴能协同起来反射范
围如此广泛的偏振光，并为那些演化出这些特点的鱼类提供更好的伪装能力。Article #12: "Open-

ocean fish reveal an omnidirectional solution to camouflage in polarized environments,"

某些软体动物的盔甲配备了眼睛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某些海洋软体动物的装甲外壳已经演

化出能满足保护和视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设计要求。该研究得到的见解可为多功能材料（如具有传感能
力的轻型装甲）的设计进展带来灵感。尽管许多生物的组织所具有的功能不止一种，但能被优化从而满
足多种作业要求的组织却非常少见；为了有效地进行一种作业通常是以无法高效地进行另一作业为代价
的。了解这些折衷事件，尤其是自然界中的这些取舍的例子，对寻求研发创新材料的科学家们十分重
要。Ling Li和同事为此研究了石鳖，它是仅有的、活组织存在于硬壳之中的软体动物。他们具体研究的
是多疣花棘石鳖，它的的眼睛遍布于尖刺壳状装甲之中，且具有以矿物为基础的晶状体。近来的研究提
示，这种石鳖或有空间视觉。Li等人对石鳖壳中的单个眼睛进行了光学实验，结果证明这些微观透镜能
形成影像，或能"看见"。这使得石鳖能看到正在接近的掠食者并对其作出快速反应（即将身体固定于其
下方的底面而无法被挪动）。这些结果还揭示，随着石鳖个体眼睛的大小和复杂性的增加，其装甲的局
部力学性能则会降低，从而凸显了这两种作业间的折衷关系。Article #10:"Multifunctionality of

chiton biomineralized armor with an integrated visual system,"

某些藻类的增加可影响碳循环

两项新的研究报告了浮游植物丰度和性质发生的急剧变化，它

们对储存过量的碳具有重要的含义。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提出，一些类型的碳密集型藻类正在繁盛地生
长，它们将充当日益重要的碳泵的角色。应用深水软珊瑚骨骼中埋置的浮游植物氨基酸的同位素特征，
Kelton McMahon和同事确定了在过去一千年里北太平洋浮游生物主导性变化的历史。他们的分析揭示，
被太平洋存在着一个从非固氮蓝藻细菌至真核微藻主导的过渡，而在工业时代开始前后，发生了又一次
向更强的固氮蓝藻细菌群的过渡。研究人员发现这两个过渡期具有显著的差异，第一次过渡花了600多
年，而第二次较为近来的过渡是在不到200年中发生的。由于这些细菌中有某些充当着非常高效的碳泵，
它能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因此作者们提出，一个正在发生过程当中的、朝着更能固氮的蓝藻细菌过
渡的趋势或能创造一个更高效的碳泵，它们能从大气中清除日益增加的二氧化碳。

由Sara Rivero-Calle等人所做的第二项研究发现，北大西洋中的碳酸钙包覆的（颗石藻）藻类急剧增
加：从1965年时的2%增加至2010年时的20%以上；他们的分析提示，这一增加大体上是由二氧化碳浓度和
大西洋数十年一遇的震荡所驱使的。研究人员将浮游生物调查数据与一个模型相结合，该模型涵盖了20
多种生物学和物理学因素。他们发现在颗石藻和二氧化碳增加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关联，并在大西洋十年
震荡（AMO）模式与藻类增加之间存在着第二种关联。与McMahon等人的研究类似，这组研究人员在一个
对碳循环重要的浮游植物群中也发现了这一急剧的增加，因为它能将碳吸收到其鳞片状的外部。Article

#17: "Millennial-scale plankton regime shifts in the subtropical North Pacific Ocean,"
Article #18: "Multidecadal increase in North Atlantic coccolithophores and the potential
role of rising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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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测量产能来源工作中存在的差异

本期《政策论坛》的作者强调，随着世界各国转向使

用非化石燃料，用于设立目标并衡量成果的方法之多，使它们出现了高度的差异，而有需要对这些方法进行
标准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第21届成员国会议（COP21）将在11月30日召开，世界各国
领袖将齐聚巴黎并再次讨论他们国家的长期能源目标，而与此同时标准化一题也日益变得尤为重要。决定能
源统计的常用方法有三种，它们包括使用电力生产（直接等效）、利用电力生产效率、或利用所测得的物理
能量含量；然而在这些测量形式内的不同方法会引起差异。最能凸显这些差距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中国是
全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以及最大的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所用的另外
一种，即第四种方法，这种方法很独特，但在文献中却没有良好的记载，且在政策文件中也不透明。Joanna
Lewis等人进行了他们自己的分析，并利用了三种更为常用的方法来计算中国的非化石产能。这些基于2010
年数据的计算所得出的非化石产能范围在3.4%至9.2%之间，而中国所用的方法指出的非化石燃料发电的百分
比为8.4%。Lewis等人说，如果中国做出承诺在2030年之前使非化石燃料产能增至20%，并用中国目前所用的
方法，这将等于用直接等效方法得出9%的数值。作者们说，因此，在世界各国领导为设立其新的目标做准备
之际，使用标准化的衡量方法得出结果是至关重要的。Article #1:"Understanding China's non-fossil

energy targets,"

管控气候变化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

在下周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开幕之前，

Fawcett等人证明，在该会议上将讨论的国家自定预期贡献（INDCs）如何会为大幅减少气候将变暖4?C的可
能性，以及大大提高我们将温度升高控制在2?C以内的机会做好准备。最近一段时期，对INDCs影响的类似估
计已经出台，但这篇文章是从整体风险管理的角度关注气候变化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的国际气候谈判
中，通用的方法一直是提出限制温室气体（GHG）排放的全球性、包罗万象的规则，并接着责成所有国家来
履行这些规则。但是，这样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存在着不足之处。INDCs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在
这种方法中，每个国家决定自己将做出何种类型的承诺以此在2025年或2030年来到之前限制温室气体
（GHG）的排放。到目前为止，150多个国家（它们所代表的是超过90%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经呈交
了各自的INDCs。Fawcett和同事用一个全球综合评估模型（GCAM）所产生的场景来模拟INDCs并预测未来温
室气体排放的轨迹。他们发现，INDCs是实现到2100年时使最严重的气温变化可能性得以降低，并使全球气
温上升控制在2?C之内的可能性增加的这一目标的一个跳板。然而，最后的结果还将取决于2030年后各国所
付出的实践的水平。Article #16: "Can Paris pledges avert severe climate change?,"

手机数据可'预测'卢旺达的贫富分布

据一项新的研究提示，一个人对其手机的使用情况可被

用来推断其社会经济状态的各个方面，比如获得电力的能力。这项研究所关注的是卢旺达国内的情况，它揭
示了在资源有限的地区，手机权值如何被可被用作'大数据'的来源。在发展中国家，收集基本经济量值的数
据（如财富和收入）是具有挑战性的，而可靠的量化数据很稀有；例如，先前的研究提出，在非洲的大部分
地区，有关经济生产的全国统计数字可能会有多达50%的偏差。然而，对决策者和其他人来说，对贫富地理
分布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Joshua Blumenstock和同事因此试图研发一种新的方法来检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和财富分布情况。研究人员利用了手机在卢旺达的普及性。通过将个人手机通话数据与来自某电话调查的信
息相结合，Blumenstock等人研发出了一个模型，它能以非常高的分辨率（高于卫星所得到的分辨率）来绘
制个体手机用户的贫困与富有状态。他们用该模型来预测整个卢旺达的财富，并最终证明，他们的基于模型
的预测与对卢旺达人口的详细的、人力实地考察的结果相吻合。他们说，尽管Blumenstock和同事在此研究
中所关注的是预测贫困，但他们利用机器获得研究结果的方法也可被用来预测其它的、从人口统计到民意等
方面的特征。与传统方法相比，他们收集数据的新方法为收集局部和及时的信息创建了一种成本低得多的选
项。Article #12:"Predicting poverty and wealth from mobile phone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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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成功研发快速测试法 10分钟分辨中风种类
来源：中国科技网

科学家成功研发一个只需10分钟及低成本的快速测试，病人只需要滴数滴血，
就能分辨中风的类型。这发明或可让中风病人病发后，更快获得适当治疗，救回病
人性命。
中风可由脑血管栓塞或脑出血造成。目前要分辨中风种类需花数小时，美国康
奈尔大学发明的快速测试方法，是把中风病人的血液滴落酵素，经化学反应后会以
发光显示结果。研究人员表示，该快速测试最快可在2018年推行。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满负荷运转 模拟宇宙大爆炸
来源：中国科技网

据腾讯太空（罗辑/编译）：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在能量升级后进行了对撞实
验，科学家使用了最高能量进行对撞，目前强子对撞机已经达到能够模拟宇宙诞生
的状态。这些数据被对撞机四个探测器收集，并记录这一奇迹的诞生。在最新的一
次对撞实验中，科学家使用1045万亿电子伏特的能量作用于铅离子，这是以往能量
的两倍，实验等效温度达到数万亿度。达到宇宙大爆炸时期的模拟温度，重现137亿
年前的宇宙诞生。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对撞机能量升级后的一次突破，在今年的对
撞实验中，我们进入了探索宇宙早期物质的阶段。当宇宙大爆炸发生后，宇宙中的
温度极高、密度极大，此时的宇宙就像沉浸在一种粒子汤中。这时宇宙粒子主要由
夸克和胶子组成，之后逐渐形成了质子和中子。研究宇宙早期状态有助于我们解决
宇宙演化的基本问题，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干事Rolf Heur指出，我们渴望最高能量
对撞产生的极端环境，模拟宇宙大爆炸诞生。
宇宙大爆炸之后的1秒钟内，粒子环境变化非常快，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存在
时间仅为百万分之一秒，正式这一瞬间的变化，为宇宙质子和中子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科学家下一步会继续增强铅离子的对撞能量，观察宇宙大爆炸后会出现何种变
化，这些变化对生命的诞生有何积极的意义。这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
有能力对早期宇宙进行研究。
大型强子对撞机在两年前进入能量升级，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
器，升级后能量提升了近两倍，科学家正在向新物理学方向前进，我们有望发现隐
藏的维度和暗物质奥秘。目前宇宙学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时空维度、暗物
质、暗能量都是未知的。这台强子对撞机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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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铜纳米线/氧化亚铜的新型半导体-液结太阳能电池制备
来源：中国科技网

铜纳米线/氧化亚铜半导体-液结太阳能电池结构及工作原理示意图，Cu2O与Cu NWs
接触时其能带会发生如图所示的弯曲，Cu2O中的光生电子会倾向于向Cu NWs内核移
动，沿Cu NWs进入外电路，在阴极还原电解质；同时空穴向Cu2O表面移动，将电解液
中I−离子氧化为I3−离子（由《纳米研究》杂志提供）
据EurekAlert!：我们研制了一种基于铜纳米线/氧化亚铜的新型半导体-液结太阳
能电池。由于采用了铜纳米线透明电极取代FTO，可以使电池成本大大降低，而且该电
池的性能较文献报道的氧化亚铜半导体-液结电池有了很大提升。
铜纳米线在该电池中不仅起透明电极的作用，而且作为铜纳米线/氧化亚铜同轴结
构一部分，可以大大促进氧化亚铜中光生电子空穴的分离。优化后的电池在模拟
AM1.5G的光照下光电转换效率高达1.92%，较相同条件下用FTO电极制备的电池效率提
高了106倍。

爱因斯坦错了：实验显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的确存在
来源：新浪科技

据国外媒体报道，人们近日又一次证明，爱因斯坦至少在一件事上犯了错误。最近
开展的一项实验显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的确存在，并为其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
据。
爱因斯坦用这一概念描述量子力学，即组成物质和光的最小粒子具有的一系列奇特
表现。更具体来说，他指代的是量子纠缠——这一概念认为，在量子力学中，一对亚原
子粒子可以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跨越时空，相互联结在一起。

这一理念让爱因斯坦深感冒犯，因为他认为，信息在空间中的两点之间的传递速度
是不可能超过光速的。1964年，科学家约翰·斯图尔特·贝尔（John Stewart Bell）设
计了一次实验，希望能够排除可以用来解释“超距作用”的隐变量。但在所有的“贝尔
实验”中，都仍然存在漏洞，因此批评家认为，这些实验无法证明量子纠缠是实际存在
的。
然而，在近期发表在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
给出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证据，证明量子纠缠的确存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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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的研究人员们制造了数对两两相同的光子，并将它们分别送往不同的地
方进行观测。该研究团队成功堵住了此前贝尔实验中的三大“漏洞”，最终取得
了卓越的实验成果。
“你无法证明量子力学的正确性，但定域性和我们的实验结果确实是互相矛盾
的，”NIST的克里斯特·沙尔姆（Krister Shalm）说道，“我们的实验结果和量
子力学方面的预测一致，都证明了互相缠结的粒子间的确存在着‘幽灵般的超距
作用’。”
与NIST的论文同时提交给该期刊的，还有由维也纳大学提交的一篇论文。后
者使用了类似的高效率单光子探测器，得到了相同的实验结果。不过，NIST的研
究人员认为，自己的研究结果比此前由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发表的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在NIST的研究中，光子源和两
台探测器被分别放置在三个房间里，这些房间位于同一座实验室大楼的同一层
上，彼此之间相隔很远。两台探测器之间隔了184米，与光子源各隔了126和132
米。
光子源以正常方式产生光子，即用一道激光束击中一种特殊的晶体，从而激
发出成对的光子流。这一过程可以产生成对的、相互纠缠的光子，每对光子中，

其中一个的偏振方向与另一个具有一定的联系（偏振方向指的是光子的特定方
向，如垂直或水平）。每对光子被各自分开，然后由光缆发往远处的两台探测
器。在光子的传输过程中，一台随机数产生器会随机从两种偏振状态中选出一
种，对两台探测器分别进行配置。如果到达探测器的光子满足该探测器的设置，
它就会有90%的几率被探测到。
在情况最好的一次实验中，两台探测器在30分钟内，同时检测到成对光子的
次数共计6378次。而在其它实验中，如在只有一台探测器工作的情况下，在总共
12127次相关事件中，探测器只检测出了5749次。
研究人员通过计算得出，如果局域性理论成立，能得到这一实验结果的可能
性只有1.7亿分之一。因此可以认为，NIST的实验成功堵上了贝尔实验的三大漏
洞。由于NIST使用的单光子探测器，该实验的效率很高，可以保证受到探测的光
子和测量结果能够代表实际的整体情况。实验中使用的探测器由超导纳米导线制
成，效率高达90%，整个系统的效率约75%。
目前还没有比光速更快的通讯。这两台探测器之间所隔距离需要光速运行几
百纳秒时间，但最终测量结果比光速通讯还快了40纳秒，说明超光速通讯是可能
存在的。由于探测器配置是由处于光子源之外的随机数产生器进行的，因此该实
验杜绝了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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