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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日前，在河南省夏邑县胡桥乡蒋
楼村的大豆播种新技术观摩会现场，《中国
科学报》记者看到，一台拖拉机停在村民陈
敬文的大豆田头，后面挂着一台看似很普通
的播种机。就是这台播种机，不仅清除了陈
敬文在夏天麦收后处置秸秆的烦恼，而且实
现了秸秆轻松还田，甚至一次性解决了施肥
和除草，为他今年的大豆丰收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帮助陈敬文轻松种豆的这台播种机是由
卢为国所在的团队提供的。

卢为国是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大豆研究室主任、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郑
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当天观摩的高产稳产国

审大豆新品种郑 196，也是他选育出来的。
观摩会上，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韩天富介绍说，在大豆生产中，田间麦秸
量大一直是播种环节的难题，造成大豆缺苗断
垄，影响品种的产量发挥。这台机器就是为解
决这个问题而专门研制的。

据悉，我国冬小麦年播种面积达 3亿多
亩。每年夏天小麦机收后，都会在田间留下
大量秸秆，同时由于机收麦茬较高，给大豆、
玉米和花生等秋作物播种造成了很大困难，
现役播种机播种质量差，缺苗断垄现象相当
严重。

同时，不少农民为抢农时、保秋收，不得不
在焚烧秸秆后再播种，不仅污染环境、影响交

通，甚至还引发火灾。统计数据显示，每年麦收
后，河南省平均一个乡镇为了秸秆禁烧，需要
支出大约 10万～20万元。

针对这一现象，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进
行了深入调研，经过几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
麦茬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及配套栽培技术，为
解决麦茬处理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技术途径。

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纪文义是该机器的
主要研制者之一。他告诉记者，研制该机器时，
他们在进行了很多实验后发现，将地表秸秆横
向移出，同时实现播种、施肥、喷洒除草剂，最
后将秸秆移回均匀覆盖还田，是最可行的技术
方案。“我们称之为‘歪想走正道’。”韩天富笑
着说。

卢为国告诉记者，该播种机除了在夏邑县
进行了成功示范，还在襄城县山头店乡豆王村
进行了 300亩示范，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目
前，该播种机已经成功在河南、山东、安徽、江
苏、河北、山西等地进行了示范，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目前，尽管我们研制的播种机能够同时

播种大豆、花生、玉米等秋粮作物，并且取得了
比常规播种机更良好的播种效果。但是，我们
仍旧在改进该机器，希望尽快推出系列产品。
等这台机器在全国冬小麦区得到大面积推广
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会非常乐意将秸秆
还田，再也不会一把火烧掉田间的秸秆！”卢为
国和纪文义均如此表示。 （史俊庭）

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成立

本报讯近日，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斑马鱼资源
中心（即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正式揭牌。首届理事会同时宣布成立，中科院院士朱
作言、孟安明分别任名誉理事长、理事长。

斑马鱼是一种小型淡水鱼类，其全基因组已基本测
序完成。由于斑马鱼基因和人类的相似度达到 87%，这
使得斑马鱼成为开展生命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模式脊
椎动物之一。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共有国家级或地区级
的斑马鱼资源中心 6个。

据介绍，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定位为在科技部国家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支持下建立的非营利性科研服务性
机构，以斑马鱼研究资源的收集、创制、整理、保藏和分
享为主要任务，将向全国斑马鱼研究学者提供服务。

（鲁伟孙慧）

机械化助力新疆甜菜喜获丰收

据新华社电我国最大的甜菜产区新疆今秋得到机
械化“助力”，甜菜收获成本显著降低，农户笑称“甜”到
了心里。

据新疆糖业协会介绍，今年龙头企业与菜农签订甜
菜种植面积约 140万亩，预计收购甜菜 485 万吨，同比
增长 8%；预计产糖 53万吨，同比增长 12%，约占全国总
量的六成。

今年，全国最大的甜菜糖生产企业———中粮屯河
投入近 1.5亿元，进口德国自走式甜菜收获机 24台、
分体式收获机 27 套，实现了切削、采收、装车“一条
龙”作业。

昌吉市榆树沟镇农民陈振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前人工收获一亩甜菜成本约为 350元左右，机械收获一
亩只要 180元，按这样计算，他种植的 80亩甜菜就能多
收益近 1.4万元。 （熊聪茹）

我学者获国际杰出作物科学家奖

本报讯近日，在巴西举办的第六届国际作物科学
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获
得“杰出作物科学家奖”，以肯定他在作物科学领域进行
的长期和原创性贡献。

据悉，该奖项授予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卓越声誉的
作物科学家，此次共有 3名科学家获得此项殊荣。国
际作物科学大会是世界作物科学学界的盛大学术活
动，每 4 年举办一次，是各国作物科学工作者彼此交
流学术内容、展示学术成果、研讨作物科学未来发展
方向的盛会。

大会以分组讨论和报告的形式，就世界作物研究与
生产面临的热点问题进行研讨。其中，作物科学的多样
化、作物科学与水资源缺乏、作物分子生物学、作物资源
创新、作物遗传与育种学、作物科学与农业转变等内容
成为各国科学家持续研讨的重点内容。 （鲁伟刘涛）

鄱阳湖迎来候鸟大规模“落户”

据新华社电记者 10月 13日从鄱阳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获悉，随着近期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大
批越冬候鸟飞临鄱阳湖湿地过冬。预计 10月中下旬至
11月，鄱阳湖将迎来候鸟大规模“落户”。

与往年同期相比，今年鄱阳湖水位持续偏高，到 9
月仍有一些适合候鸟栖息的滩涂没有显露出来，飞临的
候鸟数量不如往年。随着近期江西降雨的减少，鄱阳湖
水位下降明显，大面积的滩涂、湿地、草根、草茬露出水
面，为候鸟栖息和觅食提供了大片场地。

为此，江西省启动越冬候鸟和湿地保护专项行动，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非法猎杀、食用候鸟以及破坏候鸟栖
息地和湿地环境的行为。 （涂超华）

著名植物细胞生物学家郑国 逝世

本报讯 10月 12日，我国著名植物细胞生物学家、
中科院资深院士、兰州大学生物系原系主任郑国锠，因
病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享年 99岁。

郑国锠 1943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博物系，
1950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51 年被聘为
兰州大学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他曾任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中国
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细胞生物学教学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植物细胞学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
郑国锠长期从事植物细胞融合和细胞工程的研

究，在 1985 年和 1986 年连续两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2003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2011 年获“中国细胞生物学协会—CST杰出贡献
奖”。

郑国锠在我国首次提出细胞生物学的概念，在兰州
大学开创了细胞生物学专业，并编写了我国第一本《细
胞生物学》全国高校统编教材。 （刘晓倩）

简讯

本报讯（见习记者封帆 通讯员王
中强）记者日前从东北师范大学获悉，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重大科学
研究计划的资助下，该校刘益春研究
组利用 InGaZnO材料，构造了具有自
主学习和记忆能力的神经突触仿生器
件，在单一无机器件中实现了多种生
物突触功能。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
术期刊《先进功能材料》上，并被选为
标题页文章进行了重点报道。

据介绍，神经突触是人类大脑学
习和记忆的基本组成单元，突触仿生
是实现神经形态计算的重要基础。突
触可以看做是一种两端器件，其突触
权重可对刺激信号作出动态响应，这
一 特 点 恰 恰 与 忆 阻 器 的 概 念 相
似———电阻的阻值可以随流经电量
而发生改变。因此，利用忆阻器件实
现对神经突触的仿生一直是相关领
域的研究热点。

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刘益春的带
领下，该研究组利用非晶态 InGaZnO
薄膜的电学性质可调节性及其对激励
信号可作出动态反应等特点，设计并
制备了由两层不同含氧量的 InGaZnO
薄层构成的忆阻器件；实现了对神经
突触多种生物功能的模拟，涉及兴奋
性突触后电流、非线性传输特性、长时
程 /短时程可塑性、刺激频率响应特
性、STDP机制、经验式学习等多个方
面，尤其是器件表现出的短时记忆行
为与“学习—忘记—再学习”的经验式
学习模式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同时，科研人员通过系统研究短
时可塑性随温度的变化规律，揭示了

该器件的运行机制为氧离子的迁移和扩散。
相关专家表示，该成果对促进更加精确地仿生神经

突触进而实现人工神经网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周飞）记者近日从中科
院华南植物园获悉，该植物园科研人员近期在氮和磷的
化学计量学研究上获得最新进展。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
国际学术期刊《全球变化生物学》。

据介绍，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升高，氮沉降增加，这对氮和磷的化学计量产生了强烈
的影响。

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定位研究站研究员刘菊秀和博士
生黄文娟等，利用大型开顶棚实验，研究了大气二氧化碳
浓度升高和氮沉降增加对肖蒲桃、红锥、红鳞蒲桃、荷木、海
南红豆团等 5种植物的叶、茎和根的氮磷比的影响。

经反复探索，研究人员发现，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
有利于植物体氮磷比的降低；氮沉降的增加，尤其是在
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背景下，有利于降低固氮植物的氮
磷比；对于非豆科植物，氮沉降的增加仅在实验的最后
一年中降低了荷木的氮磷比；氮磷比的降低主要与植物
体磷的增加有关。

上述研究表明，在南亚热带地区，二氧化碳浓度升
高和氮沉降增加可以通过加大对磷的影响，进而缓解植
物体受磷的限制。

氮磷化学计量学
研究获进展

麦茬免耕精量播种成为现实
轻松实现秸秆还田

本报讯（记者甘晓）10 月 13日，“SCOPE-ZHONGYU环境论
坛（2012）暨环境观测方法与管理工具创新国际会议”在山西太原
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100多名代表出席了此次论坛。论坛以环境发
展观测工具、新型污染物的生态风险模拟等为主题，展开了为期三
天的讨论。

开幕式上，国际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主席、中科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吕永龙表示：“‘十二五’将是我国转变发展
方式的重要阶段，环境管理也应当从‘反应（re-active）’到‘全生命
周期预防（pro-active）’转变。”他指出，未来的中国环境管理机遇与
挑战并存。

论坛还向加拿大萨斯卡切温大学教授约翰·吉斯、澳大利亚联
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植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约翰·弗瑞尼颁发
了“SCOPE-ZHONGYU终身成就奖”。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朱永官获得“SCOPE-ZHONGYU青年科学家奖”。两个奖
项均由 SCOPE和江苏中昱环保公司于 2009年共同设立。
“此奖用以进一步推动国际环境保护事业、促进环境科学和技

术进步、培养和鼓励环境领域杰出人才，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
更大贡献。”SCOPE副主席乔恩·萨姆瑟斯评价说。

据悉，该奖项已连续举办两年，在国际环境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
而该论坛于 2011年首次举办，主题为“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中外专家太原研讨环境观测方法与管理

姻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周传虎
“据初步估计，我国每天有 30多万条渔船

在海上捕鱼，过度捕捞导致的海洋环境恶化已
经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近年来频发
的浒苔。”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
研究所所长王清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对我国目前的海洋环境状况痛心疾首。
据了解，在我国，过度捕捞已成为海洋环

境持续恶化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近海 90%
以上的海域已经无鱼可捕，“海洋荒漠化”越来
越成为现实。
从 2003年起，我国就在有计划地让渔民

弃舟登岸，告别大海捕捞，以应对不断加剧的
“隐形失海”。

“海上捕捞、陆源污染、围海造田等等，人
类的活动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的海洋环境。因
此，原本在产卵期要到近海来的鱼虾就都失去
了产卵场所。”王清印介绍说，“比如我们的渤
海湾，过去是鱼虾的重要产卵场所，但是随着
多年来的过度捕捞和污染加剧，现在几乎变成
了死海。”
相关资料显示，近几十年间，渤海湾独有

的比目鱼、黄花鱼、鲈鱼、鲅鱼、蛤蜊、对虾等
高经济特色水产品种产量锐减，1953 年曾占
到渤海捕捞量的 70.2%，在 1976年却迅速下
降到 4.3%。而如今，整个渤海湾已经没有一种
鱼类、贝类能够形成规模群带。
与此同时，渤海每年收纳的污水高达 28亿

吨，占全国排污水总量的 32%；每年收纳的污染

物超过 70万吨，占全国每年入海污染物的 48%。
“一方面，我们要培育新品种，通过生物技

术手段的改良，培育出具有生长快、抗药性强
等优点的新品种；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开展
生态系统水平的海水健康养殖，利用不同生物
的不同占位，将鱼、虾、贝、藻等进行多营养层
次的混养。”王清印强调说，“这其中，我们要特
别重视藻类养殖，因为藻类不仅具有较高的经
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固碳作用。”
有数据表明，藻类对光量子（太阳能）的吸

收转化率可达 15%～18%，而一般农作物的光
能转化率只有 1%～3%。每生产 100吨水藻，可
吸收利用约 470吨碳元素，可转化掉 185吨二
氧化碳。
同时，全球已知的 3万多种藻类，大部分

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比如从藻类中可以提
取人类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生产生物柴油
的主要原料）、乙醇、琼胶、糖等物质，剩余物质
还可以提供燃料、饲料和肥料等。
“海藻具有这么重要的固碳作用，又具有

这么高的经济价值，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海底
大量养殖藻类，这就像我们在陆地上大量植树
一样。”王清印表示。
近年来，为了改善海洋环境，实现海洋开

发与利用可持续发展，山东省投资建设了多处
“海洋牧场”，效果已经显现。
“我们的地球有气、水、地三圈循环，不能

由于人类的盲目开发而破坏这种平衡。我们在
陆上注重节能减排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我们
的海洋环境。”王清印说。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所所长王清印：

海里养藻与陆上种树同样重要

本报讯（记者潘锋）近日，一种新型的永磁轴承离心
泵在江苏大学研制成功。由于转子与泵体无机械接触和
摩擦，该装置的振动和噪音低，模型试验中实测得的噪
音低于 40分贝。研究人员已受邀在 10月于美国召开的
第 13届国际磁悬浮轴承学会年会上介绍该研究。

据该校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中心教授钱坤喜
介绍，这种由普通三相交流电机通过磁耦合方式驱动的
创新装置，突破了“无轴不转、有轴必有轴承”的传统机
械转动理念和模式，其转子无转轴、无有形轴承，叶轮外
形神似外星飞碟，在纯永磁力的作用下处于全悬浮状态
并稳定地旋转。

钱坤喜表示，永磁轴承的最大优势在于能解决机械
轴承使用的耐久性问题。永磁轴承离心泵内无机械磨
损、无润滑和密封，使用寿命长。

用清水作介质的试验表明，适当调节永磁力合力的
大小，使之与流体力相平衡，永磁轴承离心泵是可以达
到稳定平衡的，这表明永磁悬浮技术在动态状态下是能
够实现稳定的。

相关专家表示，永磁轴承在离心泵上的成功应用，
展示了永磁悬浮技术的可行性、可靠性及可重复性，在
国防、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永磁轴承离心泵
问世受好评

据新华社电（记者梁钢华）记者从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获
悉，该所近日与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牵头
承担该局实施的珠江口陆海污染物实时监测系统建设。为构建这
一实时监测系统，广东今年内将投入资金 5000万元。

中科院南海所党委书记黄良民介绍说，根据协议分工，广东省
海洋与渔业局组织实施珠江口入海污染物实时监测系统建设，中
科院南海所为该系统的立项设计、数据研究与评价、预报产品制作
等提供技术支撑，与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共同研究珠江口海域环

境容量并建立入海排污总量控制制度。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还将在海洋科学技术专家咨询互动平台、

海洋领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等 7个方面建立创新合作机
制，促进广东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据介绍，当前珠江口环境污染问题仍比较突出。根据此前公布
的《2011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广东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
境质量未得到根本扭转，入海排污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海洋灾害和
污染事故对海洋环境的威胁也在增加。

广东构建珠江口污染物实时监测系统

一个电饭锅，在同一时间可以熬粥、蒸饭、煲汤。10月 10日上午，在河北燕山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工业设计专业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上，这件由燕山大学学生设计的工业作品引起了参观者的浓厚兴趣。

当天，“全国高校工业设计专业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在燕山大学开幕，34所高校精心遴选的 143件优秀作品进行
了集中展出。据悉，其中不少作品已在厂家实现批量生产。

其间，还举办了 2012年全国高等学校工业设计教育研讨会及国际学术论坛。围绕“反思·交融·重构”主题，来自美
国、中国香港和大陆工业设计教育界、工业设计界和产品制造界的专家学者、设计精英、领军人物共 200余人，共同谋
划中国工业设计教育的未来。 本报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姜文超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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