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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鳗 I”为沉船打捞“探海穿针”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在解决西藏地区生态
环境问题时，过去的变化规律、现在的发展趋势
都得用科学数据来回答，只有取得科学上的话语
权，才能令人信服。”在日前于京召开的“西藏生
态环境变化监测系统建设及综合评估”项目研讨
会上，西藏区域科技创新集群首席科学家、中科
院青藏高原所所长姚檀栋如是说。

会上，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王小丹关于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十年（2000～2010年）变化
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的汇报引起专家们的关注。

姚檀栋表示：“通过十年生态监测和评估，我

们发现，西藏总体生态环境是良好的，但局部地
区有草场退化情况。”

对此，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钟祥浩解释说，当地
的一些牧民认为牛羊多就能致富快，这导致西藏部
分地区出现过度放牧。“通过科学监测，我们就藏区
的放牧量给予了评估，现在要做的是退牧还草。”

据了解，从拉萨到山南地区的雅鲁藏布江沿
岸，研究人员通过科学的监测和评估，已经采取
了围栏建设、人工种草和退牧还草等多种措施。
“相比十年前，该地区的沙化面积正在缩小。

这样的案例让更多人看到了西藏生态建设的成

果。”姚檀栋表示。他同时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西藏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估，既要考虑科学前
沿的问题，又要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钟祥浩也表示，“我们不仅要退牧还草，还要在
藏区做好生态补偿工作，保障藏民的切身利益”。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马丽华
则建议：在西藏自治区，生态移民和移民村的后
续发展也应反映到整个生态改善工程中。

对于西藏地区生态系统结构变化的数据监
测，钟祥浩认为，只靠遥感获取数据还存在很大的
难度，需要通过增加西藏地区的生态站点来完善。

据了解，目前，西藏地区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建
设正在积极推进中。“我们将采用地面监测、遥感解
译和模型模拟的综合手段，为西藏生态环境提供监
测和评估。”西藏区域科技创新集群办公室主任、中
科院资环局副局长冯仁国表示。

在西藏地区，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境保护和
农牧民增收，是亟待解决的三项重大需求。对此，姚
檀栋认为，在生态环境评估方面，要分层次、分问题
地作好系列评估咨询报告，尤其要关注西藏发展需
求迫切的热点问题。而中科院将协同相关部门集中
突破，推动西藏区域科技创新集群建设。

八达岭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电站 王疆炜供图

姻本报记者易蓉蓉丁佳
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 75 公里处的八达岭

长城脚下，一座百余米高的白塔在呼啸的寒风
中赫然耸立，1 万平方米的定日镜场在晴空下
熠熠生辉。
从一片荒芜之地到电站初见规模，6 年来，

中科院电工所八达岭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电站第
一次向公众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记者日前来到刮着凛冽寒风的北京市延庆

县，对电站进行了深入探访。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太阳能是我国总储量最丰富，也是继水电、
风电后最具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
源。2011年 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
位居新能源鼓励类的首位。
而在十多年前，中科院电工所的研究人员就

开始了太阳能热发电方面的相关研究工作。2006
年 12月，国家“863”计划“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及
系统示范”重点项目正式立项。
经过近 6年的努力，今年 8月 9日 13时 18

分，太阳能集热场输出的过热蒸汽推动汽轮机升
速到额定转速 6500rpm（rpm为每分钟转数），八达
岭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电站首次发电成功。我国由
此成为继美国、德国、西班牙之后，世界上第四个
掌握集成大型太阳能热发电站相关技术的国家。
“我们创造了从材料到系统集成的太阳能热

发电的完整技术链。”项目负责人、电工所研究员

王志峰介绍说，实验中的一个较大突破是将吸热
系统与聚光系统耦合，能在太阳能辐照和位置变
化时稳定发电。而饱和蒸汽与过热蒸汽是在一个
吸热腔体里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
本，提高了效率。
据了解，电站的单台吸热器可以直接产生过

热蒸汽，并能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长期稳定地工
作，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
德国专家评价该项目“简直就是魔术”。在科

技部组织的验收会上，有关专家则直言：“这个团
队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零开始到世界领先

2006年以前，我国在太阳能热发电技术领
域可谓“一无所有”，SCI论文几乎为零。
随着电站的实验和建设，2010年，中科院电

工所的发文量在全球主要研发机构中跃居第一
位。正如电工所党委副书记张福宽所言：“我们的
团队从零开始，把这片河滩地变成一个像模像样
的科研园区，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这是一个产
学研用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与此同时，项目组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目前，项目组已成为国际能源署太阳能热发电和
热化学组织中方代表单位执委会成员，还为全球
著名的电力公司培训技术人员。
电站是边科研、边设计、边土建、边调试、边

创新的“五边”科学工程，工地上同时交叉作业的
施工队伍最多时达到 8家。但是，由于采取了科
学的管理方法和严格有效的管理步骤，电站建设
至今未出现重大质量事故。

“有太阳的天就是工作日”

“这里气候恶劣，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实验，这不
是找罪受吗？”这是每个来电站的人必问的问题。
“我们是刻意选这里的，未来中国的太阳能光

热电站基本布局在太阳能充足的西北地区，实验
选址必须尽量和西北气候条件相似。”王志峰说。
如果说生活上的困难是饱经风霜，那么现场

施工就是举步维艰。2007年，这里杂草丛生、风沙
肆虐。一位曾单独在这里呆了一个多月的老员工
说：“那时候没有厕所，没有电视，住简易房，天黑后

只有让人不寒而栗的风声，现在都有点心有余悸。”
今年年初的一天，电站负责人马广成发现 65

米高塔上的汽包漏水。年近半百的他冒着 -15℃
的严寒，在 7级大风中费力地爬上高塔，排查每一
个阀门，连续工作 3天，终于排除了故障。

电站在建设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其间几乎所
有人都没放过假，即使是春节期间，也在工作。
“有太阳的天就是工作日，大家把一切心血

都扑在了电站建设上。”张福宽说，“虽然建设很
艰苦，但大家拥有共同的理念，所以整个团队没
有出过一个逃兵，非常感谢大家的坚持和付出！”

简讯

本报讯（记者黄辛）“实
际上，在玛雅文化中根本不
存在所谓‘末日’观念。从天
文历法上看，今年冬至夜较
以往并无异常。”12 月 7
日，在上海市科协主办的
“解读科学类诺贝尔奖”科
普报告会物理学奖专场上，
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卞
毓麟专门对“世界末日说”
进行了辟谣。

这一辟谣是专门针对
目前流传的一种说法：根据
玛雅人历法，今年的 12月
21日是“世界末日”。据外
媒报道，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大约四分之一的智利公
民甚至打算 12 月 21 日利
用各种借口不去上班。

卞毓麟介绍说，古玛雅
人精通天文历法，计算日期
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有
一种连续不断计算日历的
历法，即“长记历”，以 180
多万天为一个周期来计算，
被称为“一纪”。2012 年 12
月 21日正是其中“一纪”的
最后一天，但是同时，第二
天将开启新一个“纪周期”。

2011年，研究人员考古发现了玛雅历法中
更长时限的历法单位，就连公元 4000多年后也
被计入其中，还在其中一天设置了庆典活动。如
此看来，玛雅人自己都不认为 2012年 12月 21
日是世界的最后一天。

针对“2012年 12月 21日后地球将迎来三
个连续黑夜，要备足蜡烛和口粮”的传言，卞毓
麟指出，此说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地球自转并绕
太阳公转，“如果真有三天连续黑夜，起码地球
的另一半还有三天白天呢”。
“抱着娱乐心态看待‘世界末日’并无大碍，

切勿信以为真。”卞毓麟表示。
据悉，上海市科协将分别举行 3场“解读科

学类诺贝尔奖”科普报告会，由同一学科的科学
家作主题报告，并邀请相关社会学家和科技记
者担任互动嘉宾。

甘肃省寒区旱区逆境生理与生态
重点实验室成立

本报讯 12月 7日，甘肃省寒区旱区逆境生
理与生态重点实验室在位于兰州的中科院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挂牌成立。
实验室主任李新荣介绍说，甘肃省是我国西

部极端环境的主要分布区，但极端生境也孕育着
独特的抗逆生物资源。该实验室将开展寒区旱区
生物对环境胁迫的生理应答机理、极端环境生态
格局与过程、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研究，为寒
区旱区生物资源利用、作物育种和生态恢复与重
建提供理论支撑。
甘肃省科技厅厅长李文卿指出，以重点实验室

为代表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基地，对
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科技
厅将全力支持重点实验室建设。 （王进东）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颁奖

本报讯 12月 8日，第九届“华为杯”全国研究
生数学建模竞赛颁奖仪式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上
海交大、中科院软件所等 75个参赛队获得一等奖。
大赛还评选出二等奖 439个队、三等奖 590个队。
其中，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欧阳廷婷、武发

明和丰子灏成功解决了基因识别问题。他们用数
字表示深奥复杂的基因排列顺序，设计了一套精
确度更高的基因编码区域识别算法。
该赛事自 2004年开始举办，以促进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今年，全国共有 2507支队伍参加
竞赛，是历届竞赛中规模最大、覆盖面积最广、参
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影响力显著提升。 （黄辛）

山西晋城获评“国际花园城市”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第 16届国际花园城
市总决赛中，山西省晋城市荣膺国际花园城市综
合金奖，同时该市白马寺山森林公园获自然类单
项金奖。晋城市还被大赛组委会评为国际花园城
市景观改善类特别金奖，成为本届大赛唯一同时
获三项金奖的城市。
国际花园城市竞赛由国际公园协会主办，是

目前全球唯一涉及城市与社区人居环境管理、生
态建设、资源利用、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等重要
议题的国际竞赛。此次总决赛在阿联酋阿爱恩市
举行，申报参赛城市达 400多个。 （程春生）

青岛新一轮城市规划出炉

本报讯近日，青岛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青岛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1-2020）》（以下简称“新一轮总规”）编
制情况的说明，并对“新一轮总规”进行了审议。
据了解，结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

划》对青岛发展的定位，青岛城市性质最终表述
为“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国际性的港口与滨
海旅游度假城市，蓝色经济领军城市，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在城市职能上，规划新增了“海洋文
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平台”、“国家蓝色经济示范
区”、“国家海洋科技城”等。在城市发展目标上，
提出继续提升青岛在国家海洋经济中的战略地
位，实现蓝色跨越；将青岛建设成为宜居幸福的
现代化国际城市，实现“世界海湾、蓝色之都”的
城市发展总目标。 （廖洋赵燕）

“三农”专家在京研讨现代农业发展

本报讯近日，农业相关领域专家在京就“贯彻
十八大精神，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举行了高端研讨。
此次研讨以十八大理论为宏观背景，从政

策理论联系企业实践的角度，探讨农业科技进
步与创新这一议题。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交
流了该公司在“三农”领域 12年来的实践经验，
特别介绍了他们通过发挥企业整合优势和渠道
优势帮助农户增收致富的创新模式。（郑培明）

长城脚下的光热电站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由中国农业大学主办
的第二届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论坛日前在北京
召开。论坛以“政府—高校—协会—企业：共商农
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为主题，致力于为从事农产
品电子商务研究的专家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与会专家呼吁，随着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市场的
兴起，亟待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琪表示，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应
大力培养农业电子商务人才，加强农业电子商务

基础技术设施建设，创新电子商务组织，进一步
加强政府支持。

据了解，发达国家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早在 2007年年底，美国 63%的农场、59%的奶牛
场装备了电子计算机，欧洲的农业网络也已进入
实用阶段。近年来，我国农业网站、农村网民数量
均大幅增长，但同时，农村信息化人才、电子商务
综合人才严重匮乏，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有待加
强，农业电子商务网站专业化水平较低，都制约
着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

论坛当天，电子商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和
国内农林院校专家的座谈会同期举行。专家们指
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作为复合型交叉类学科，
已被教育部作为一级学科列入专业目录，由各
高校进行具体定位。他们建议，电子商务专业
课程设置、商务类课程和软硬件系统的技术类
课程应占三分之一左右。本科生与硕士生的人
才培养重点在于应用型创新，解决现有问题；博
士生的人才培养重点在于研究型创新，发现探索
问题。

专家呼吁加快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冯建平）12月 5
日，河北省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农业废弃物沼气
资源化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集成示范”通
过该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该项目针对户
用沼气、大型秸秆沼气及沼肥开发利用面临的
技术瓶颈，系统研究了玻璃钢户用沼气、大型秸
秆沼气装备及发酵工艺、沼渣沼液肥配方及田
间施用技术规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户用玻璃钢沼气方面，项目优化了玻璃钢
沼气池制造辅料配方，改进了水压间的形状及连
接方式，降低了生产成本，缩短了安装时间，大大
提高了其使用性能。在大型秸秆沼气工程方面，项
目规划、设计和完善了 1000立方米秸秆沼气钢板
焊接式厌氧发酵罐，解决了秸秆发酵工程中结壳、
挂壁和进出料难等问题。在沼肥开发利用方面，项
目研制出了沼渣生物复合肥和沼液叶面肥，确定
了沼肥的生产工艺，形成了沼渣生物复合肥和沼
液叶面肥的田间施用技术规程。

据了解，项目实施期间在河北、内蒙古、新
疆、四川等 9个省示范推广户用玻璃钢沼气池
28686套，应用效果良好；在河北 6 个村建设大
型秸秆沼气工程，实现了全村集中供气；沼肥技
术转让企业建立了年产 2000 吨的沼渣肥和年
产 5000吨的沼液肥生产线，效益显著。目前，项
目成果已应用于河北和全国的沼气工程。

河北破解
沼气资源化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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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监测数据支撑西藏生态建设

本报讯（记者黄辛）记者 12 月 9 日从上海
交通大学获悉，由该校水下工程研究所研制的
世界第一台深海“水下导向攻泥器”———“深鳗
I”（见上图）日前在珠江口“三航砂桩 8”沉船打
捞工程中首次应用并获成功，标志着我国沉船
应急打捞技术跨上一个新台阶。
“水下导向攻泥器”又称“深海水平定向钻

进系统”，主要用于海上大型沉船沉物打捞。利
用遥控定向钻进装置，该设备可穿越沉船、沉

物下的海底，达到穿引打捞钢缆的目的。
“深鳗 I”自主设计、研制和集成了国际上先

进的连续管钻进、惯性导航定位和末端液控换
向技术，且 90%以上的关键设备实现了国产化，
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深海沉船打捞系统。“深
鳗 I”可实现水深 200米、最大钻进距离 100米
的海底水平定向穿越，适用于深水大型船只打
捞工作。

据打捞工程现场总指挥王旭阳介绍，此次

任务面临的环境恶劣、情况复杂，但仅用不到 10
小时的作业时间，“深鳗 I”就干净利索地完成了
2道穿千斤作业，为“三航砂桩 8”的打捞扫清了
障碍。

广州打捞局局长洪冲表示，“深鳗 I”此次开
创了 200米水深以内采用机械化自动化技术实
现打捞钢缆穿引的先河，极大提高了我国船舶
事故应急处理能力，其意义已超越单纯的技术
进步。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UMNet移动网络质
量评估平台日前发布“2012年 10月份全国 3G
用户体验速率数据报告”。报告显示，10月份我
国平均 3G感知速率为 52.51KB/s，尚不到日韩
等国家 3G平均速率的十分之一。

据了解，该报告覆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
中国电信三家国内电信运营商，数据涉及全国、省
和市三个层面，旨在最真实地反映普通用户的 3G
用户体验和感受。报告显示，2012年 10月，我国
平均 3G感知速率为 52.51KB/s，与日本和韩国
3G网络平均速率已达 1400KB/s的水平相比，我
国仍处于较低水平。以地区而言，东、中、西部的
3G网速分别为 46.03 KB/s、44.12KB/s、47.86KB/s。
虽然西部 3G网速略高，但并不存在明显差距。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表示，解决我国
3G网络速率慢的问题，首先是尽快开通 4G网
络。此外，加快融合组网的进程也是解决移动网
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国 3G网速
不足日韩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