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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报讯（通讯员孙
建东 记者张楠）记者日
前从中科院苏州纳米
所获悉，该所成功研制
出在室温下工作的太
赫兹自混频探测器，从
而填补了该类探测器
的国内空白。

据了解，作为人类
尚未大规模使用的一
段电磁频谱资源，太赫
兹波有着极为丰富的
电磁波与物质间的相
互作用效应，不仅在基
础研究领域，而且在安
检成像、雷达、通信、天
文、大气观测和生物医
学等众多技术领域有
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目
前，室温微型的固态太
赫兹光源和检测器技
术尚未成熟，众多太赫
兹发射—探测应用还
处于原理演示和研究
阶段。室温、高速、高灵
敏度的固态太赫兹探
测器技术是太赫兹核
心器件研究的重要方
向之一。

自 2009 年起，苏
州纳米所秦华、张宝顺、吴东岷课题组就致力
于太赫兹波—低维等离子体波相互作用及其
调控研究。该团队在 2009年年底取得突破性进
展，在 GaN/AlGaN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的基
础上研制成室温工作的高灵敏度高速太赫兹
探测器，首次实现了对 1000GHz的太赫兹波的
灵敏检测。

经过 3年多的技术攻关，研究团队进一步
突破了太赫兹天线、场效应混频和器件模型等
关键技术，掌握了完整的场效应自混频太赫兹
探测器技术。

目前，苏州纳米所研制的太赫兹探测器探
测频率达到 800～1100GHz，电流响应度大于
70mA/W，电压响应度大于 3.6kV/W，等效噪声
功率小于 40pW/Hz0.5，综合指标达到国际上商
业化的肖特基二极管检测器指标，并成功演示
了太赫兹扫描透视成像和对快速调制太赫兹波
的检测。

据介绍，该项技术可进一步发展成大规模
的太赫兹焦平面成像阵列和超高灵敏度的外差
式太赫兹接收机技术，为发展我国的太赫兹成
像、通信等应用技术提供核心器件与部件。

姻本报记者应向伟
如何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一直是浙江

省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浙江 101家省级企业研
究院的实力不断增长。以 2011年为例，企业研究
院所依托单位年末总资产达到 3514.48亿元；年
科技经费投入总额 104.70亿元，占总销售额的
3.01%；研发人员达到 24772人。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浙江的省级企业研究院

发展情况到底如何？《中国科学报》记者近日实地
走访了杭州、绍兴、金华的三家省级企业研究院。

杭汽轮企业研究院：
“三天”研发体系效益高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以下简称“杭汽轮”）是
我国重大装备业的龙头企业。在中石油、中石化
的石油化工项目及其他工业项目所使用的大型
机械设备中，每 4个工业汽轮机就有 3个出自杭
汽轮。
杭汽轮企业研究院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2009年跨入浙江省首批“省级企业研究院”行
列，如今已拥有 200多名专业科研人员。
身兼企业研究院院长的杭汽轮集团总经理

王鸿康告诉记者，杭汽轮的研发层次分为“今天、
明天、后天”三个：“今天”指研发生产改进现有产
品，“明天”则进行换代产品的研制，“后天”进行
前瞻性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去年 7月，公司的一项“后天”技术———“100

兆瓦等级超大型工业汽轮机系列技术”通过省级
验收。该项目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
工业汽轮机”系列技术。王鸿康自豪地说：“未来
10年，它都是先进的。”
而在“今明两天”的技术中，改进火力发电厂

锅炉引风机的驱动方式也是杰作。一直以来，我
国一些大型火力发电厂的锅炉引风机都采用电
机驱动。但是，近年来电力行业装机规模日益扩
大，煤价攀升，高能耗导致发电厂效益下滑。为
此，杭汽轮动力研究院通过对海门、沁北、北仑三
个电厂项目的技术方案进行优化，逐步形成了可
驱动引风机的系列汽轮机产品。由于风险低、见
效快，各大电力公司及设计院对该项技术“垂涎”
不已，都在考虑“电改汽”。
“三天”创新体系，给杭汽轮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我们的企业虽然在全国同行业中不是
最大的，但产品综合效益指标是全国第一的。”王
鸿康表示。
去年前三季度，杭汽轮营业收入 342亿元，

利润总额 8.6亿元，而净利润就有 6.8亿元。

新和成精细化工研究院：
成长壮大就靠“玩技术”

2004年 6月，新和成作为国内中小企业板
块第一股在深交所上市。目前，它是世界第三大
维生素生产企业，是各大世界级饲料、农业、食品
方面龙头企业的主要供应商。
“我们能有今天的业绩，完全是靠一个个新

产品的创新发展起来的。”新和成总裁办主任陈
学操说，新品的研发则主要得益于企业研究院的
技术支撑，靠的是“技术活儿”。
上世纪 80年代，新昌县大市聚职业中学的

化学教师胡柏藩（现为新和成公司董事长）带头
办起有机化工厂，主要对废弃工业酒精进行提纯
和循环再利用。这是新和成赖以起家的首个产
品，“玩”的就是技术。
上世纪 90年代初，企业成立了研究所，这是

新和成精细化工研究院的雏形。通过不懈努力，
第一个国家级新产品———乙氧甲叉试制成功，用
于氟哌酸合成。
这一成果大大激励了胡柏藩“玩技术”的坚

定信念。随后几年，维生素 E主环、香叶酯、芳樟
醇等新品相继问世，并全部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这带动了企业效益猛增，也将“所”发展成
了“院”，并于 2010年升级为“省级企业研究院”。
目前，新和成精细化工研究院已开发出 15

个国家级重点新产品、40多个省级新产品，并率
先实现了维生素 A、E的国产化，打破了国外垄
断局面。
近两年，新和成还将技术“送”到同行那里。

仅对上虞盛晖化工公司提供技术指导一项，就可
为新和成带来一年上千万元的利润。
“公司已连续 4年净利润达到 10亿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会以现有的维生素生产技术为支
撑，重点开发微胶囊化技术、缓释控制技术，带动
公司原料药向制剂化发展，进入制药行业更高端
领域。”陈学操表示。

横店东磁研究院：
用科技拒绝“疲软”

一提到横店，很多人首先想到“东方好莱
坞”。其实，横店最早崛起靠的是“磁”。

横店电子产业园区有磁性材料企业数十家，
东磁是其中的龙头。近年来，依托科技创新，东磁
生产的各类磁性材料产品已达 3000多种规格，广
泛应用于家电、汽车、电脑、手机、太阳能电池等各
个领域，成为全球最大的永磁铁氧体生产企业。

东磁企业研究院创建于 1998年。至今，研究
院开展新产品研发项目 110项，68项具有发明专
利。其中，“DM4550高性能永磁铁氧体材料”打破
了日本企业在高性能永磁铁氧体领域的垄断。
“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对于企

业研究院的重要作用，公司副总经理郭晓东深有
体会，“2008年，企业效益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开始
下滑。可 2009年却成了我们企业发展最好的一
年。因为大家形势都不好时，订单反而会被行业内
的领军企业聚拢。我们果断地依靠提升自身产品
的技术，与相关行业的尖端企业站在了一起。”

东磁已连续多年被荷兰飞利浦、韩国三星、
日本松下等大公司评为最佳供应商。

跟市场贴近是横店东磁研究院的一大特点，
将科研精力全部投入在有卖点的产品上，研发成
果就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久而久之，东磁跟客
户走得越来越近。
“iPhone手机的充电器、谷歌手机里的震动马

达，里面用的都是我们公司的材料。”郭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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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建成科技治理超载网络

本报讯记者日前从山西省治理非法车辆超
限超载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治超办”）
获悉，山西科技治超网络基本建成，科技治超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
据了解，山西全省 11个市治超远程信息监控

平台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同时，全省 205个公路超
限检测站，具备安装条件的已全部安装不停车检测
系统并投入使用。210个高速公路入口也全部安装
该检测系统并投入使用。
此外，山西省 IC卡管理系统基本建成。截至

2012年 11月底，该省已发放营运货物运输车辆
IC卡道路运输证 44万余张，1773个重点源头企
业全部安装了科技治超系统，实现了车货信息采
集和信息共享。 （程春生）

淮委发布 2013年水污染联防方案

据新华社电 为保障沿淮城乡供水安全，水
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近日发
布了《圆园员猿年淮河水污染联防工作方案》。
淮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方案，由于沙

颍河、涡河、沱河等支流水污染仍然较重，为减轻
水污染，圆园员猿年将进一步实行污染源限排工作，
确保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并使主要污染物质化
学需氧量和氨氮入河排放量削减 员园豫。
方案还对水污染联防范围、职责分工、水情

水质动态监测、水闸防污调度和突发性水污染事
件应急处置等方面工作作出详细安排。 （蔡敏）

河北首家科技合作招商网站开通

本报讯 2012年 12月 28日，以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专家、科技管理人员、社
会公众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河北省首家科技合
作招商网站（www.hebst.gov.cn）开通试运行。
据了解，该网站将以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

目标，开展科技合作、科技招商工作，实现成果需
求供应信息发布、技术成果交易、对接项目管理、
多媒体实时交互等。
同时，网站将通过开展高层次、大规模、务实

高效的网上科技合作招商活动，搭建科技和人才
成果的对接桥梁，加快科技成果和产业在河北转
移和孵化，形成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高科技企业集团、京津国家重点
高校等长期稳固的合作机制，提高河北省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高长安冯建平）

兰新铁路全线实现电气化运营

据新华社电 兰新铁路 2012年 员圆月 猿员日全
线实现电气化运营，标志着亚欧大陆桥通道能力
因此而提升。
兰新铁路东起甘肃兰州，西至新疆阿拉山

口，全长 圆源员缘公里，其中新疆境内 员圆远远公里。改
造后的兰新电气化铁路为客运和货运兼顾线路，
全面投入运营后，将彻底改变既有线路技术标准
低、运输能力不足的现状。
乌鲁木齐铁路局表示，铁路部门将增配 员园缘

台电力机车支持兰新铁路电气化运营；与此前普
遍使用的东风 源型内燃机车相比，电力机车单机
功率将由原来的 圆园园园千瓦提高到 苑圆园园千瓦，耗
能较原来降低近三分之二。 （贺占军张永恒）

水质监测技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先进水质监测技术与设备研讨会暨
“清华—哈希水质奖学金”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
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余刚和丹纳赫集团中
国总裁 Jonathan Clark共同为“清华—哈希水质
奖学金”获奖者颁奖。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盛建武博士和王斌博士分

别就“基于比色皿的微囊藻毒素—LR免疫检测试
剂盒的开发”和“我国水环境中优先性 PPCPs筛选
与风险评价”议题作了发言。 （潘希）

2012年 12月 31日，上海静安区科技馆启动“智慧城市市民实验室”。充满创意和互动的设计，让广大市民在娱乐中感
受到智慧城市的魅力。

据悉，市民实验室包括“智慧时尚”、“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商务”和“智慧政务”等与智慧城市各领域息息相
关的应用，免费向市民开放。实验室也是一个智慧城市市民课堂，每期均有专家亲临现场，市民可一边听讲一边操作实验。

据了解，根据《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2011-2013年行动计划》，未来 3年内，上海规划基本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宽带城
市、无线城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信息产业总规模达到 1.28万亿元，成为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引领区和产业集聚
区；市民将拥有电子健康档案、享受数字教育资源、吃到在“智能化”监管体系下生产的各种食品……

图为市民在其中的家庭社区健康生活实验区监测血压、血糖和心电等。各项指标可上传至健康云端及社区医生，适时
给予健康指导及干预。 本报记者黄辛摄影报道

上海居民体验“智慧城市”生活

本报讯（记者洪蔚）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高星课题组，近期在宁夏水洞沟遗
址第 2地点考古发现用火迹象 11处、出土石制
品 11648件。挖掘材料基本显示了中国北方石片
石器工业的特征，考古发掘报告日前发表在《人
类学学报》上。

据介绍，水洞沟遗址第 2 地点是水洞沟遗
址群中的一个重要地点，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灵武县境内。该地点发现于 1923年，是法国古
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命名的水洞沟遗址
5 个地点之一，但当时并未进行发掘，其文化
面貌不详。

据了解，自 2003年以来，高星课题组在水洞
沟遗址第 2地点进行了多次发掘，揭露面积约
100平方米，发现 7个文化层。碳同位素及光释
光测年数据表明，主要文化层年龄集中在距今 4
万至 2万年之间。

水洞沟遗址第 2地点的 11处用火，分布于
第 1～4文化层中，为原地平面堆烧。用火痕迹
周围与内部，分布有大量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
尤其是动物化石的分布与用火痕迹的关系密
切，研究人员推测应该属于有控制用火。

除了发现丰富的用火遗迹、大量的石制品
和动物化石外，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了用
鸵鸟蛋壳制作的串珠装饰品 70余件以及磨制
骨针等文化遗物。

文章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所副研究员
陈福友介绍说：“水洞沟遗址第 2地点是水洞沟
遗址群的重要遗址之一，本项考古发掘为开展
多学科综合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

针对此次出土的石制品及其表现出的特
征，陈福友表示，水洞沟的石叶技术被认为是来
自西伯利亚或者蒙古的，而其与中国北方石片
石器技术的关系以及反映的生存适应方式，将
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宁夏水洞沟遗址
考古发现新材料
显示中国北方石片石器工业特征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骅、王晖余）2012年 12月
31日，投资超 1.4亿元的海口污泥综合利用示范中
心正式开工建设，中心运行后将帮助海南逐步告别
污泥填海时代。届时，上万吨污泥可变废为宝，成为
农业肥料和无害土壤，助力循环经济发展。
“城市污水处理需要大量活性污泥，每处理

1万吨污水平均产生 6吨至 8吨活性污泥废料，

这些废料过去会通过浅层填埋或填海等方式解
决，对填埋地周边生态环境及地下水资源造成极
大破坏。”西安工程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孙先锋
说，经过技术深加工，这些污泥废料具有极高的
利用价值。

作为技术支持方，海南省农丰宝环保生物公
司总经理楼斌飞表示，中心建成后每年可将 12

万吨污泥废料 100%转化为 4 万吨农业肥料和 8
万吨无害土壤，转化成本仅为生产化肥的九成，
可有效减轻国际旅游岛发展的环保负担。

同时，自今年起海南将建设海口片区、三亚
片区、琼海片区、儋州片区、三沙点“4区加 1 点”
的污泥处理体系，逐步实现全省的污泥废料
100%无害化处理。

海南将告别污泥填海时代

本报讯（记者封帆）记者日前从中科院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人员利用现代质
谱学手段，并结合其他分析技术，开展了中药活
性筛选、结构表征、质量控制等问题的创新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据了解，随着中医药逐渐融入国际医药大市
场，我国的中药行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许多中药产品由于基础研究薄弱，发挥药效的物质
基础及活性成分不明确、质量控制标准不规范，无
法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因此，依靠现代科学技
术，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的科学内涵，明确其发挥
药效的活性成分，建立与生物活性相关的质量控制

与评价方法，使中药真正做到安全、有效、质量可
控，加快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是当前我国中药行业
及科学研究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开展创
新性研究，建立了以酶及核酸等生物靶分子与中
药成分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中药活性成分筛选方
法，并首次建立了中药酶抑制活性及抗氧化能力
同时测定的质谱方法。建立的亲和超滤质谱方
法，实现了中药活性成分筛选与结构表征的同时
完成。该方法可针对单一或不同生物靶分子，从
中药资源库中进行活性成分的筛选，有助于阐明
中药多成分、多靶点作用的机理。此外，研究人员

将电喷雾质谱成功用于黄酮类化合物与双链、三
链 DNA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了化合物结构与
DNA结合能力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方面，他们采用
化学计量学方法，将质谱 /色谱分析数据与活性
测定结果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科学、有效的中
药质量综合控制与评价方法。该方法不仅整体特
征性强，可以实现量化，并且具有主要成分易于
识别，灵敏、便捷等优点。同时，该方法成功用于
中药材品种鉴别、品种优选，产地、生长期鉴别，
炮制、配伍机理研究等诸多方面。

在中药成分结构表征方法的研究上，研究人

员建立的激光加强源内裂解（LEISD）新方法，成
功用于中性寡糖的结构确认及异构体区分。新方
法不仅可确定糖的连接位点，还可提供 a-，β-
的构型区别。他们还首次发现了具有高灵敏度、
耐盐性好等优点的寡糖分析的新基质。

据悉，相关项目得到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吉林省重点科技发展计
划项目的资助。项目实施期间，共发表论文 91
篇，其中 SCI收录 62篇；申请发明专利 25项，其
中 18项已获专利证书；培养博士研究生 15名、
硕士研究生 10名。项目还获得 2012年度吉林省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新科技助力中医药宝库“掘金”
中药活性筛选、结构表征及质量控制研究获系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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