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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发现·进展

简讯

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成立

本报讯 9 月 17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上，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术联盟宣布成立。当天下午，全球
知名高校校长圆桌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及我国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知名高校
的校长，共话跨国人工智能合作研究和高端人才培养。

与会大学校长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核心驱动力。过去几年，人工智能在理论研究、各国政策支
持、产业化落地方面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基础理论研
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是推动人工智能取得突破的持续动力。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科院院士、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等表示，中国当前已经集聚了
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人才和前沿机构及研究院，并且通
过逐步的产业化积累了相当规模的数据优势。同时，我国在
总体人工智能人才储备、基础理论与硬件方面尚有不足，大
学应该有所作为。 （黄辛）

郑守仪青少年科技发展基金在青岛成立

本报讯近日，由中科院院士、著名海洋生物学家郑守仪冠
名的三乡镇郑守仪青少年科技发展基金会在青岛成立。该基金
会共筹集 200 万元，用于支持三乡镇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

据了解，郑守仪在青岛工作生活已有 62 年之久，为我国
的海洋科学研究事业贡献了一生。她开创和发展了我国现代
有孔虫研究，使我国有孔虫分类、种群和生态研究后来居上，
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虽已 87 岁高龄，郑守仪仍坚守在一线给中小学生开展
科普教育。她亲手雕琢了 230 多个形态逼真的有孔虫属种放
大原模，并与青岛市黄岛区共建了拥有 201 座有孔虫雕塑的
世界最大滨海有孔虫雕塑园。 （廖洋）

任继周院士专家工作站在甘肃会宁揭牌

本报讯 9 月 15 日，任继周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仪式在
兰州大学举行。这标志着甘肃省在推进草畜业“产学研”结合
方面迈出了崭新一步。

据了解，任继周院士专家工作站设立在甘肃省会宁县，
旨在打造县区多元草牧新品牌，探索耕地放牧新模式。工作
站将围绕企业需求，指导企业种草、转化草产品、饲养家畜，
提高畜产品效益，带动周围农户种草养畜。

今年 94 岁的任继周现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
院长、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名誉所长，是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
基人之一、国家草业科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刘晓倩）

山西开展科普统计调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山西省科技厅获悉，为了解和监测
科普工作的开展运行情况，该省 2017 年度科普统计调查工
作日前全面展开。

据山西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科普统计调查工
作主要调查该省科普资源投入状况，包括科普人员、科普场
地、科普经费、科普传媒、科普活动以及创新创业中的科普等
共 6 大类 124 个指标。 （程春生王玉芳）

姻本报见习记者 韩扬眉 记者 潘希

人们总希望，降雨该来时来，冰雹能少则
少。虽然控制自然并不现实，但影响和干预局
部天气，也许不再是梦想。

1958 年夏季，中国在吉林首次使用飞机
进行人工增雨，拉开了我国现代人工影响天
气事业的序幕。60 年来，正是一项项技术的
成功“解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工影响天
气业务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人影作业 科学“变天”

“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建立在云降水物理
研究基础上。”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主任李集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云团变幻多端，让人捉摸不透。理解云的
变化规律，才能科学“变天”。李集明介绍说，
云有“冷云”和“暖云”之分，使用的催化剂也
不同。“冷云”即零摄氏度以下的云，存在极其

不稳定的过冷水。对其施加外界刺激，便会结
成冰晶并迅速长大，然后下落到温暖云层中
融化。这个“刺激”就是催化剂，目前主要有结
晶剂（碘化银）和制冷剂（干冰和液氮）。

而“暖云”人工增雨，是针对暖云层中稳
定的小云滴，引入吸湿性强的颗粒，使得云内
产生大粒子，大粒子在下落过程中碰撞小云
滴，使得云滴逐步长大，从而形成降雨。

“人工增雨作业覆盖面已达 500 万平方公
里，人工防雹作业保障面积也达到 50 万平方公
里，有力地保证了粮食生产和农业安全。”中国
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郭虎说。

科技驱动 有效“变天”

影响天气的关键是影响云。快速精准识
别云层中哪个位置适合增雨或防雹，是一项
核心技术。通过自主创新，中国研发出了高分
辨率的云数值预报模式，并建立了星空地立
体化的综合观测系统。“实现了 3 千米水平分

辨率的云降水数值预报，对中国上空的云进
行实时全天候的监测预报，可准确判定最佳
作业条件。”李集明说。现已投入运行的观测
手段有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8 颗、地面自动站
5 万多个、天气雷达 206 个。

有了作业条件，还要有手段把催化剂送到
云中，即“作业装备”。“目前有 50 多架作业飞
机、6500 多门高炮、8200 多部火箭作业系统。”
李集明说，其中，立体播撒、雷达指挥并自动播
撒的火箭作业系统研制成功，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同时，国产新型高效催化剂的研发也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催化效果提高了 100 倍以上。

如何保证装备“乖乖”地把催化剂送入最
佳云区？“实时跟踪指挥技术很重要。”李集明
表示，利用卫星的空地通信技术手段，通过海
事卫星 + 北斗实现指挥中心和飞机实时通信，
实现空地一体化指挥，使飞机作业更有效。

不过，李集明坦承，人工增雨作业效果的
定量检验技术，目前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
国、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均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试验，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未彻底解决该问题。
“从 2014 年开始，我们在全国又选了 4

个试验区，利用最新的观测设备再配合数值
模拟来开展人工增雨的效果检验，再过几年
可能会有比较可靠的数据结果。”李集明说。

耕云播雨“变天”佑民

自 1997 年开展黄河上游人工增雨科学
试验以来，三江源的湖泊湿地面积不断增大，
草地生物量和覆盖度逐年增加，江河源径也
再无断流之事。

今年 6 月，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发生森林火灾，国省合作利用飞机多
次开展增雨作业，增雨量达 5000 万至 7500 万
立方米。“人工增雨作业效果相当于发挥了几
千人的作用。”扑火前线联合指挥部如此评价。

近 6 年来，全国实施飞机人工增雨作业
6194 架次、飞行 16871 小时，地面高炮、火箭等
地面作业 29 万次，共发射火箭弹 74 万枚、炮
弹 526 万发，累计增加降水约 2860 亿立方米，
累计减免冰雹灾害折合经济效益约 700 亿元。

“人影取得的成就，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引
领和支撑。”郭虎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
人工增雨作业飞机、高炮、火箭等设备，科研
创新能力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强。”

“解锁”人影技术“变天”为民所用

姻本报见习记者 高雅丽 记者 陈欢欢

红专并进一甲子，科教报国六十年。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成立
60 年来，秉承“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精
神，始终走在科技创新前沿。

从为“两弹一星”培养尖端人才，到“墨
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铁基高温超导材
料、暗物质粒子探测……近年来，中国科大
频频挺进“科学无人区”，成为我国科技进
步的重要中坚力量。

60 年来，中国科大始终面向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始终将科技创新与国家发展命运紧
密相连，形成了以原始创新催生变革性技术、
培育新兴科技产业的科技创新链条，聚焦创
新引领，推动成果转化，全面提升学校服务国
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基础科研实现“并跑、领跑”

在中国科大，有个“量子 GDP”组
合———由郭光灿、杜江峰、潘建伟三位院士
组成的量子科研阵容，“GDP”正是三位院
士姓氏拼音的首字母。

这个“超豪华”组合里，郭光灿致力于
半导体量子芯片、量子纠缠网络、量子集成
光学芯片、实用的量子密码以及量子理论
研究；杜江峰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实现了量
子博弈，表明了量子计算可以解决经典计
算无法处理的难题；潘建伟将多光子纠缠
和干涉技术创新性地应用于量子通信、量
子计算等多个研究方向，将量子保密通信
技术带入现实应用。

量子科研，见证了中国科大在科技创
新领域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发展，成为
中国科大众多科研成果的缩影。

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
算机“107”机，到牵头筹建我国第一台同步
辐射加速器；从研制成世界最大级超导氧
化物单晶，到建成我国唯一的火灾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大成为我国科技进
步的重要中坚力量。

进入 21 世纪，中国科大获得国家级科
技奖励 39 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 项；中国科
大主导完成的成果多次入选世界和中国十
大科技进展，入选次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其中，4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
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获 2013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
获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应急
平台体系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获 2010 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上海光源国家重大
科学工程获 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获
2016 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国科大牵头
研制了天宫二号空间应用系统有效载荷量
子密钥分配试验专项，建成了世界上首条千
公里级高可信、可扩展、军民融合的量子保
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研制出世界上
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粒子
鉴别能力最强的“悟空号”核心分系统———
BGO（锗酸铋晶体）量能器，为寻找暗物质粒
子存在的证据发挥着关键作用。

60 年发展，中国科大的身影屡屡出现
在世界科研第一方阵，并在一些领域成为

“领跑者”。

多学科交叉合作激发创新火花

近代科学的发展，常常涉及不同学科

间的相互渗透。中国科大在推动学科间交
叉与融合方面不断创新，培育了量子信息
科学、纳米科学、系统生物学、化学生物学
等一系列新兴学科。

在基础学科领域，中国科大着力打造
基础学科群，建立了数学物理学科群、化学
材料学科群、生命科学与医学学科群、地球
空间学科群等；在工程与高技术学科领域，
发展“新工科”，依托大科研平台、大科学工
程和大科技装置等，推进多学科的集群式、
协同化发展。

正如中国科大科研部副部长朱霁平所
言：“中国科大的人员体量较小，只有充分
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才可以找到新的科
研增长点。例如，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
研究中心就是科大建成的一个多学科综合
性的新型科研平台。在这里，学科交叉是一
种基本存在，而交叉思维与合作往往能促
进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

不仅如此，在中国科大，先进的科研创新
平台为众多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追求学术梦想
的“舞台”。目前中国科大作为国内拥有国家
实验室、大科学装置最多的高校，已经拥有 2
个国家实验室、2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7 个
国家级科研机构、17 个中科院重点科研机构
和 54 个省市及所系联合实验室。

现在，投入数亿元的大型实验室装置
在中国科大已不再是大新闻。2009 年中国
科大科研经费还只有 3 亿元，现在每年科
研经费上升到 15 亿元左右，在研项目达到
3900 多项。这些未来重大科学发现的“种
子”，使科研“底气”越来越足。

成果转化服务经济发展

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科大与合肥

相伴相生。科技创新一头连着技术，一头连着
产业。伴随着城市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渴求，中
国科大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加速推动科研
成果的转移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科大深入参与安徽省系统推进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积极
推动与国家和区域创新单元的联合合作。
2014 年，学校成为全国首批 20 家科技成果
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科大精神在产业领域不断延伸，学校先
后孵化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企业
100 多家，其中科大讯飞、科大智能、科大立
安、科大国创、国盾量子通信等企业已成为知
名的行业龙头企业；中国科大加强校地合作，
与上海浦东新区共同推动以量子信息技术为
代表的战略性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科大积极响应国家“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设立“创客中心”，
部署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激发学生创新热
情，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如今，合肥正在努力建设成为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中国科大在合肥西郊筹建
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与高新园区，形成产
学研互补的量子技术创新链。

正如校歌《永恒的东风》开篇所唱：“迎
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
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
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中国科大人
带着创造科学高峰的宏伟梦想，薪火相传，
向世界科技前沿前行。

科研创新频频亮剑

红专并进一甲子
科教报国六十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小林团队采
用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仪，对陕西省不同海拔区域富士苹果
的挥发性成分进行了分离鉴定，揭示出富士苹果的主要特征
香气成分。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西北农业学报》。

苹果的品质主要由外观、风味、硬度决定。如今，消费者
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到风味属性上。“红富士”品种以其果
个大、果型好、肉质嫩细、多汁液、糖酸比高、耐贮运等诸多优
良品质，成为陕西省乃至中国的主栽苹果品种。

研究发现，富士苹果的主要特征香气成分为 1- 丁醇、
2- 甲基乙酸丁酯、乙酸丁酯、乙酸己酯、2- 甲基丁酸己酯、
己醛、反式 -2- 己烯醛等。研究人员还根据特征香气物质，
对不同海拔产区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海拔升
高，挥发性物质总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其中榆林产区挥发
性物质总量最高，韩城产区最低。为此，研究人员建议，生产
中在选取富士苹果栽培地区时也应考虑海拔因素的影响。

相关论文信息：

揭示不同海拔
“富士”苹果香气差别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

本报讯（记者王卉）“‘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保护生态
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很有效的途径。”日前，中科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牛书丽和助理研究员田大栓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牛书丽课题组通过整合
分析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数据证实了这一点。相关成果
近日发表于《土地退化与发展》。

研究人员通过整合分析过去几十年中国“退耕还林还
草”工程相关研究数据发现，由农田转变为自然生态系统的
过程中，持续增加的土壤碳可能通过增强离子吸附和降低离
子流失促进土壤无机氮的固持。该研究表明，生态恢复工程
不仅促进土壤碳固定，同时会增加土壤无机氮的固持能力，
进而降低氮流失和含氮气体排放。这为更全面理解生态恢复
工程的环境效应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和思路。

田大栓表示，农田土壤保持无机氮的能力差，无机氮容易
随着降水等因素丢失，从而使植物的氮利用效率降低。丢失的
氮可能从土壤中被淋溶掉，造成河流富营养化，或者以温室气
体形式排放，增加温室效应。而生态恢复工程增强土壤无机氮
的固持，从而降低了氮随水或以气丢失的风险，对我国环境保
护具有积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生态恢复工程
增强土壤无机氮固持

本报讯（见习记者程唯珈）
9 月 16 日，中科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以下简称过程工程所）在
京举办建所 60 周年学术研讨
会。60 年来，该所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实现了从“化工冶金创
所”到“过程工程强所”的跨越
式发展。

论坛上，中科院院士李静
海作了题为《介科学迎接化学
工程的未来》的主题报告。他表
示，研究所已具备实现跨越发
展的条件，应抓住过程工业绿
色化和智能化发展的机遇趁势
而上。

据了解，1958 年，为解决当
时国家对钢铁工业的迫切重大
需求，我国冶金学家叶渚沛院
士创建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
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其提出的

“三高理论”，使新中国钢铁产量
翻番。化学工程学家郭慕孙、陈家镛等老一辈科
学家共同担当起新中国钢铁科技发展的重任。

多年来，研究所在化工原理强化冶金过程
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能源
化工、资源化工、生化工程、材料化工、环境化
工等方向。2001 年，化工冶金研究所更名为过
程工程研究所。

该所所长、中科院院士张锁江表示，近年来，
该所在介科学理论方法及重大应用、资源高效清
洁转化、生化工程及装备等方面实现了“一三五”
系列重大突破。未来，该所将继续发展介科学理
论及虚拟设计方法，开创变革性绿色过程技术，
创造过程工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新业态。

“我们正致力于构建从基础到应用的科教
产融通大平台，着力推动科研模式重大变革，
打造世界一流的过程工程人才高地和创新基
地。”张锁江表示。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来自中科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所的刘青、张青青在研究员王博
的指导下，与中国农业大学、临沂大学的学
者合作报道了 27 个丽蛉标本，并对丽蛉的
传粉行为、化学通信行为及伪装行为进行了
详细研究。研究结果为重建中生代传粉昆虫
与植物的生态关系提供了新观点，并于 9 月
17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昆虫传粉促进了植物的繁衍和分化，在
现代陆地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但由于化石
材料的缺乏，学界对被子植物时代之前的传

粉昆虫及其生态位知之甚少。王博介绍说，
丽蛉是仅记录于中生代的一类脉翅目传粉
昆虫，具有长口器，为重建传粉生态位提供
了关键证据。

此次发现的丽蛉来自于白垩纪中期
（一亿多年前） 的缅甸琥珀和中国早白垩
世热河生物群及侏罗纪的燕辽生物群。研
究表明，缅甸琥珀中不同种类的昆虫口器
长度具有较高分异度。口器长度高度多样
化反映了其取食植物和花管长度的多样
性，表明传粉昆虫的生态位分化在被子植

物快速演化之前已经出现。伴随着传粉形
式的多样化，丽蛉也演化出了独特的化学
通信和防御机制。

此外，丽蛉与取食植物之间的传粉生态
位分区进一步促进了丽蛉的多样性。不过，
王博介绍说，或许正是丽蛉与其取食植物之
间紧密的共生关系，导致其随着取食植物

（可能以裸子植物为主）在晚白垩世的衰落
而灭绝。

相关论文信息：

荨侏罗纪
和白垩纪丽蛉
的生态重建图
（杨定华绘图）

茛缅甸琥
珀中的丽蛉

丽蛉化石讲述一亿年前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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