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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晓倩）12月
16日，记者从兰州大学第二医
院获悉，该院癫痫学科主任王为
民教授课题组找出中西药结合
治疗癫痫的切入点及治疗方法。
此举改变了以往仅控制癫痫的
临床发作的治疗，修复癫痫病人
的异常灌注灶。相关研究不久前
在《神经再生》杂志发表。

王为民认为，治疗癫痫第
一步应控制发作；第二步应修
复癫痫的异常灌注灶；第三步
应减弱、中断癫痫网络，重建神
经网络。该课题组第一次将中

西医药物结合引入修复异常灌
注灶的治疗范畴。

据介绍，课题组对 2036例
病例进行了临床治疗，研究出以
抗癫痫药控制异常放电、中药鸡
尾酒疗法修复异常灌注灶和修
复海马早期功能性改变（早期海
马硬化）的治疗方法，具有损伤
性小的优势，降低了西药的副作
用，减少了治疗中的脑萎缩和脑
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提高了癫痫
的控制率和治愈率，为整体治疗
癫痫、停药、判断预后、复发提出
了客观指标。

兰大二院兰大二院

中西药结合巧治癫痫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 通讯员江雪莹）操作系
统是计算机的灵魂，但很少人知道中国航天器上
的计算机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12月 14日，嫦娥
三号成功登月，并于 15日与“玉兔”实现互拍，再
次彰显了中国航天操作系统 SpaceOS的硬实力。

事实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 502所
从 2001年开始就研发了星载计算机特有的操作
系统———SpaceOS，并于 2006年首飞成功。此次嫦
娥三号任务控制计算机使用的是经过升级和改进
后的第二代星载计算机操作系统产品 SpaceOS2。

尽管与普通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设计原理相
似，但“上天”的操作系统为了适应恶劣太空环

境，对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容错方面的要求要苛
刻许多。如果卫星在轨运行十几年，就意味着计
算机程序要同步运行十几年不停，且中间不能
出现任何问题。

在星载计算机操作系统出来以前，中国的
卫星通常都采用程序控制的方式来完成指令的
执行，简单来说，就是编写一段程序代码，反复
地运行。随着我国航天器在轨任务越来越复杂，
如交会对接、深空探测、空间站建设等，复杂任
务对计算机软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发
中国自己的星载计算机操作系统势在必行。

2006年，SpaceOS1成功在轨运行，当时的操

作系统功能非常简单。3年以后，嫦娥三号立项，巡
视器要实现月面行走。对于这样的任务来说，控制
非常复杂，绝不仅仅是计算一下轨道就可以的，此
时功能简单的 SpaceOS1已无法满足任务要求，科
研人员开始着手进行第二代产品的攻关。

在任务调度和内存管理方面，SpaceOS2 可
以同时管理几十个任务，同原来 5个任务相比，
提高了一个量级，同时可以做到快速、有序存
储。月球车在月面行走时，要携带一个大容量存
储器，一边不停地拍摄月面环境，一边快速保存
和处理这些信息。如果月球车在月球行走时突
然遇到一个坑，操作系统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

内作出判断并反应，否则就有可能掉进坑里。目
前，研究人员设计的内存管理方法和调度方法
从功能、效率上来讲，已经可以和国际上最先进
的类似产品相媲美。

其中，最具有我国特色和竞争力的技术是
三机容错。为了实现真正的无缝切换，嫦娥三号
第一次实现了三机热备份。即三个计算机同时
工作，处理同样的任务，有可能其中一台计算机
给出的计算结果是错的，那么三机容错就要发
现哪台计算机有错，并最终给出正确的结果。

目前，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年轻团队
正在进行 SpaceOS3的研发工作。

12月 18日，在浙江金华国贸饭店旁的路口，要过马路的非机动车在“等候区”内，等待通行提示。
最近，浙江省金华市区一些主干道路口的行人守法率迅速提升到 98%以上。带来此变化的，不是

大量交警在各路口严查严管，而是各路口出现了醒目的“行人等候区”和“非机动车等候区”，让往来行
人和非机动车“各得其所”。 新华社记者谢云挺摄

追踪“嫦娥”

汞研究“973”项目
召开年度工作会

本报讯 12 月 13 日至 15 日，国家
“973”项目“我国汞污染特征、环境过程及
减排技术原理”2013 年度工作交流会在
贵阳召开。此次会议对项目基本情况、主
要研究工作以及阶段性成果进行了回顾
和总结。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该项目自启动
以来在科研队伍建设、项目管理以及科研
进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对项目所取得
的阶段性进展、各课题的成果凝练和课题
间协调沟通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龙九尊）

上海交大将推“致远计划”
本报讯 12 月 17日，上海交通大学宣

布，2014 年将首次推出“致远计划”，面向
全国选拔具有创新潜质和学科特长的优
秀学子。

该计划覆盖上海交大所有专业。创新
潜质学生由中学校长直推。上海交通大学
副校长徐学敏教授表示，选拔将由各专
业、各学科的国家“千人计划”学者、高层
次海内外人才等牵头进行“目标导向半结
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专家和
考生们用完全平等的身份，对各类问题进
行交流。 （黄辛）

中国南车与德汽车零部件巨头
达成收购协议

本报讯 近日，中国南车株洲所旗下
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布公告，将斥资约 2.9 亿欧元整体收购德
国采埃孚集团旗下的橡胶与金属业务品
牌“BOGE”，以加快其在汽车减振降噪市
场的战略布局。 （成舸 刘佳欣）

装备诊断技术
护航北京天然气输送

本报讯 12 月 14日，记者从北京市科
委获悉，依托北京化工大学建设的“高端
机械装备健康监控与自愈化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最近研发出“往复压缩机故障自
动诊断专家系统”，为解决大型往复压缩
机组故障诊断和早期预警难题提供了有
效技术途径。

该系统在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
限公司天津大港分公司多个地下储气库
大型燃驱往复压缩机组上进行监测试运
行，累计发现和避免重大故障 6 起，非故
障停机比例降低 30%，早期典型故障预警
率达到 90%以上。 （斯峒）

东方科技论坛聚焦
硬 X射线纳米探针技术应用

本报讯 12 月 17 日至 18 日，以“同步
辐射纳米聚焦技术及其前沿科学应用纳
米材料”为主题的东方科技论坛在上海举
行。专家表示，利用同步辐射硬 X 射线纳
米探针技术，研究材料的非均匀性物质与
结构成为物理、化学、材料等学科领域的
发展趋势。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姜晓
明、同济大学教授王占山等专家建议，在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二期光速线站）以及
未来的北京光源建设规划中，均应将高空
间分辨硬 X 射线纳米探针线站作为建设
重点。 （黄辛）

简讯

国产操作系统展现硬实力

发现·进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赵广立）
12月 17日，记者从中科院烟
台海岸带所获悉，该所研究员
吴惠丰带领的海洋生态毒理与
环境基准研究组利用技术手
段，对 3种常用蛋白提取方法
进行优化，并通过对比分析，提
出针对不同生物、不同组织的
蛋白质筛选的最佳提取方法。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蛋
白质组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以紫贻贝、牙鲆
和沙蚕等海洋生物的组织器官
为实验对象，分别使用优化的
裂解液法、三氯乙酸 - 丙酮法
和 TRIzol法提取其蛋白，并对
双向电泳获得的蛋白胶图进行
多元统计分析，比较 3种方法

的提取效率和重现性。结果显
示，TRIzol 法更适合提取紫贻
贝鳃和牙鲆肝脏的蛋白，且该
方法可同时提取核酸和蛋白
质，保证了两类分子的同源性；
三氯乙酸 -丙酮法更适用于沙
蚕整体蛋白的提取。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直
接表现形式，通过对比污染物
暴露组生物和对照组生物的
蛋白质变化情况，可以解释污
染物的毒性机理并筛选出相
关的生物标记物。这要求应用
于生态毒理蛋白质组学的蛋
白提取技术须具备高提取效
率和高重现性，因此，“蛋白质
组”的提取成为蛋白质组学技
术的关键环节。

蛋白质筛选技术获突破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所中科院烟台海岸带所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12
月 15日，记者从北京技术交易
促进中心获悉，依托中国钢研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特
种陶瓷与耐火材料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面向高温工业烟气
PM2.5 排 放 的 过 滤 膜 支 撑
体———莫来石，进行了创新研
究并取得进展。该实验室掌握
了该原料的特性与成型工艺之
间的对应关系，制备出了均质
莫来石多孔陶瓷过滤膜支撑体
材料。

该过滤膜支撑体可用于吸
附钢铁冶金等高温工业铁前系

统烟气排放中尺寸小于 2.5 微
米的颗粒物以及烟囱、锅炉等
高温烟气的排放物。该研究将
打破目前企业广泛使用的除尘
工艺对细小可吸入颗粒吸附效
果有限的技术瓶颈。

采用莫来石作为原料的过
滤膜支撑体，生产成本相比传
统材料低 30%~50%，具有明显
经济效益。后期产业化应用不
但能降低烟囱、锅炉的排放物
中细微颗粒物的排放，更能减
少钢铁冶金等高温工业中大量
烟尘的颗粒物排放，可为我国
雾霾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新型过滤膜可助力治霾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中国钢研科技集团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
员严飞）12月 17日，记者从中科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该
院医工所郑海荣研究组对脂质
体—微泡复合物携载化疗药物
阿霉素，在超声激励下对多药耐
药型乳腺癌的逆转作用及机制
进行探讨并取得进展，相关成果
在线发表于《控释杂志》。

该研究对于发展新型超声
给药及治疗技术具有重要价值。
其研究表明：载药微泡复合物联
合超声可以增强阿霉素的细胞
摄取，并且促进药物快速进入细
胞核、减少药物外排，从而增强
阿霉素对耐药型乳腺癌细胞的

杀伤活性。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
现，载药微泡复合物联合超声可
以显著提高耐药细胞的氧自由
基水平并降低 P- 糖蛋白的表
达，从而增强耐药细胞的 DNA
损伤水平及细胞凋亡。

化疗是治疗肿瘤的重要手
段，然而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
产生多药耐药性是导致化疗失
败的主要原因之一。P-糖蛋白
在许多 MDR 肿瘤细胞膜表面
过表达，将许多结构和功能不
同的抗癌药物排出胞外，降低
胞内有效药物浓度。因此，规避
P- 糖蛋白的作用是克服肿瘤
细胞耐药性的重要途径。

超声给药或可逆转
肿瘤多药耐药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院

姻本报见习记者 李瑜
12月 13日，有媒体报道称，澳大利

亚弗林德斯大学研究人员文森特·珀斯特
预测，在澳大利亚、中国、北美和南非的大
陆架海底下面，埋藏着约 50万立方公里
的低盐度水。“这些水资源储备量是我们
自上世纪初以来，从地下所提取淡水总量
的 100倍。”在此之前，文森特·珀斯特的
相关论文已在最近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发表。

中国科学家的遗憾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让中科院边缘海
地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刘海龄感觉有点无
奈：“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我最大的感受
是遗憾。”

原来，早在 1998 年，刘海龄便与几位
同事一道在《自然资源学报》上发表了关于
海底淡水资源的论文———《论河口海底淡
水资源的形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海底淡
水的形成机制。然而，“可能是自己当年的
英文表达能力不行，这篇文章并未在国际
学界引起太大的重视。”电话另一边的刘海
龄沉默良久。
“当年，我们正在珠江口等地做海岸工

程，在进行浅地层探测时，意外发现古河道

所在的海底周围有淡水存在。”刘海龄回
忆，“大家当时特别兴奋，心想着能不能立
项进行专门研究，这很可能是条大鱼。”但
由于种种原因，事情最终搁浅了下来。

此后，刘海龄和同事先后找到广东省
国土资源厅和珠海市政府商谈此事，结果
却是无疾而终。“对方倒也很感兴趣，但考
虑到巨大的勘探任务和投入，就没有支持
动力了。”

刘海龄表示，海底淡水的开发已有先
例，2007年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局
水文三队便在东海海域成功打出一口淡水
井。“经化验，该淡水已达到海上饮用水标
准。”
“后来，我就把研究精力转移到其他方

面了，现在想想确实挺后悔的。”刘海龄憾
言，如果当时能够坚持下来，国内的海底淡
水资源分布情况就可能很清楚了。“这次是
个很好的机会，中国应该赶上去。”

水从何来？

“海底淡水并非天方夜谭，但它的形成
必须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刘海龄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海底淡水与古河床分布关
系密切，尤其是在一些大河口处，往往埋藏
着大量的海底淡水。

刘海龄解释说，在久远的地质历史时

期，今天的一些海底当时可能还是陆地，
而陆地上的众多河流、湖泊则为形成地下
含水层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后的漫长岁
月中，海平面几经升降，造就了多期规模
巨大的埋藏古河道系统，形成了多层原生
海底淡水层。
此外，刘海龄推测，海底淡水的形成也

可能与海底地层自身的淡水功能有关。也
就是说，“海底含水层中的原积咸水在自然
条件下，经地下水质点的弥散作用和对流
作用可自发淡化，成为海底淡水的次生
源。”一些学者认为，其淡化速度可达每万
年 100平方公里以上。

那么，这些久藏海底的淡水果真能被
人类饮用吗？
“海底淡水的埋深很大，自然降水、地

表水都很难补给，可能的途径是通过相邻
含水层或下层淡水进行补给。”中国海洋大
学水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教授陈友媛对《中
国科学报》记者强调，不管如何，它仍然是
淡水，其矿化度还是很低的，所以经过处理
后水质问题应该不必担心。

水往何方？

尽管海底淡水有很好的应用价值与前
景，但有关专家看来，它并不完全“普适”，
更不可操之过急。

“对于沿海岛屿和许多河口缺水城市
来说，海底淡水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刘海
龄强调，但若想用它来解决内陆地区用水
问题，目前阶段可能还不很现实。“因为运
输成本很高，这与开发海底淡水的初衷是
不相符的。”

在海底淡水的开发利用上，“尽量要选
择一些能够和现代河口连通的古河道，这
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补给。如果没有连通，
开采完之后可能就没有了，可持续性会很
差。”刘海龄建议。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
院长、水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郑西来对此
表示赞同，他进一步向《中国科学报》记者
指出，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需要做好前期
勘探工作。“比如，淡水埋藏多深、周围地质
结构如何、各地的分布储量多大、是否具有
开采价值、开采难度多高等等。”

为此，郑西来建议，为了避免专项勘
探带来高昂支出，可以将海底淡水资源调
查与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结合进行。“由于
我们距离具体工程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所以，必须做到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
行。”
“对于我国沿海缺水地区而言，海底

寻水无疑是一种新型水资源利用方式，未
来我们需要摸清家底后‘再度’出发。”刘
海龄说。

海底寻淡水：中国需要再出发

澳大利亚学者最新发表的研究预测，在澳大利亚、中国、北美和南非的大陆架
海底下面，埋藏着约 50万立方千米的低盐度水。

中国学者曾经在研究中接触过这个课题，却因种种原因停滞。

本报讯（记者王卉）日前，甘肃省定西
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在北京通过评审。这
是甘肃省市一级的第一个生态文明规划。
“针对泥石流，应该有生态工程，而不

光是种种草。”中科院院士叶大年提醒。
“这里应该用林草覆盖率，不宜说森林

覆盖率。”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建议，在定西，
半干旱区占 60%，意味着大部分地区天然就
是草原。

甘肃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孙晓
文认为，定西作为干旱贫困地区，在甘肃省
有代表性，贫困地区如何科学发展，这样的
规划对定西有帮助，对甘肃省也有帮助。

该规划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区域生态经济研究与规划中
心主任董锁成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2010年，他们曾给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作
过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生态规划在当年舟
曲泥石流灾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科学依
据作用。规划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和国家林业局后，被三部门批复，甘南州被
整体列入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国
家拨付 2亿元进行建设，这对当地生态文
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董锁成认为，定西市生态文明建设应从
生态产业体系、生态屏障保护、扶贫攻坚、生

态城镇及人居环境、生态文化体系、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突破创新，进而转变
传统发展方式，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定西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位志荣表示，作
为西部生态脆弱区，在 30年的扶贫开发的
第一阶段，就是注重有效控制生态破坏与水
土流失。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将从财政
上对下一步生态规划的实施给予保证。
“这样的生态文明规划非常有必要，可

以把生态文明理念统一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个方面，把生态保护与发展结合起来，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司
司长秦玉才表示。

甘肃定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通过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