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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光机所长春光机所

“长春国家光电国际创新园”
获科技部批复

本报讯日前，由吉林省人民政府推荐，依托中
科院长春光机所建设的“长春国家光电国际创新
园”获得科技部的正式批复。

为落实《国际科技合作“十二五”专项规划》
部署，扩大科技开放合作，加大引进国际科技
创新资源的力度，加强区域创新体系与平台建
设，发展国际化、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创新集
群，科技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的基
础上，经专家评论研究，认定长春国家光电国
际创新园、白石山国家中美科技国际创新园、
中国—中亚科技合作中心 3 家单位为国家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

长春国家光电国际创新园，是依托中科院科
研院所建设的第一家“国际创新园”，也是目前东北
地区唯一一家“国家创新园”。其建设目标是建成
在国内独具特色，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集技
术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于一体的光
电科技国际创新园。该园的建设为长春光机所国际
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国家级平台，将有力推动该所率
先建成国际一流研究所的进程。（张来明张凌童）

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志（中
西部卷）》编制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南京土壤所主办、湖南
农业大学承办的“我国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志（中
西部卷）》编制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本次会议是科
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我国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
志（中西部卷）》编制”启动后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和
研讨会议。来自国内 17 家项目参加单位的 65 名人
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分室内讨论与野外土系划分实践两
个环节。项目负责人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张甘霖依
据我国土壤系统分类的特点与东部土系的完成
情况，剖析了当前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发展在技
术、平台、应用、人才等方面的情况。研讨会针对
典型单个土体布点技术与方法、野外工作技术与
方法、土族与土系建立标准、样品分析测试技术
等方面进行详细研讨。大会也针对土系项目的潜
在应用进行探讨。来自西部 15 个省、市、自治区
的代表也分别作了专题工作汇报。野外土系划分
培训对湖南省典型土壤剖面进行了现场讲解和
分类研讨。

经过与会专家对我国系统分类土系建立的系
统指导，各课题的年轻骨干教师与学生对土系建立
了进一步的认识。该会议的召开对“我国土系调查
与《中国土系志（中西部卷）》编制”项目的推进与我
国后备土壤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柯讯）

携手三门峡市探索全面合作

本报讯 12 月 1 日，三门峡市副市长王振清携
科技局、国家铝及铝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政府
及企业领导访问中科院过程工程所，过程工程所副
所长齐涛及相关科研和管理骨干参加会谈，所长业
务助理、廊坊分部主任谭强强主持会议。

齐涛表示，过程工程所与三门峡市政府和企
业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十余年来双方在铬盐和氧
化铝项目中协同做过大量工作。目前过程工程所重
点加强与地市一级政企合作，充分发挥地市一级政
企的行政活力和资源禀赋优势，开展项目合作、人
才培养、平台建设等创新工作，强力推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引导经济发展。

王振清高度赞扬了过程工程所三门峡地区开
展的科研攻关工作，并积极认同过程工程所地市一
级的合作策略。2014 年三门峡高新技术产业占比
增长超过 50%，增速达到 17.4%，过程工程所等研
发力量的科技创新功不可没。基于过程工程所与三
门峡的良好合作基础，双方重点探讨全面合作模
式，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力度和深度，实现从项目合
作到平台支撑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以此强化双
方的创新信心和活力。 （柯讯）

获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创新奖

本报讯 日前，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在上海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国家授时中心

“北斗高精度广域增强服务系统及用户终端”
项目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团体展，并获第十六届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创新奖。

此届博览会共设 8 个专业展区 53 个奖项，
共有来自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00 多家单位参
展。

北斗高精度广域增强服务系统利用全国均
匀分布的地面跟踪站网，开展北斗差分信息处
理，利用转发式 GEO 卫星播发 C 波段北斗广
域差分信号，实现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精度
增强，解决北斗规模应用推广与产业化中行业
与大众对高精度导航定位的服务需求，打破
GPS 垄断我国高精度服务市场的局面。

国家授时中心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增强一体
化接收机，创新性地实现了 C 波段和 L 波段接收
的一体化设计，集成了 3G、Wi-Fi、卫星信号的协
同接收，作为新一代安卓平台下的高精度导航定
位终端，其应用前景得到广泛关注。 （成芳）

心理所

说及平行，人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几何中描
述的线与线或者面与面的平行，引申出来的，就
是永不相交；可能很少有人会想过还存在“平行
企业”“平行社会”“平行世界”等概念。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就有这样一支
科研团队，他们致力于平行管理系统的研究，将
平行的理念构建于虚拟和现实两个空间，为了

“平行社会”“平行计算”“平行管理”“平行控制”
的梦想而孜孜以求，用智能连通虚实两个世界，
设法使其“无缝”地永远相交，形成互动的一体。

从理论到实践

小到大型桥梁、水坝和高层建筑的监控和管
理，中到农业与经济作物的种植制造化、森林生
态系统的管理与火灾防控，大到乙烯生产过程、
城市交通、社会态势的分析与预警、军事管理与
作战指挥、国家战略分析与社会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等，平行管理系统都有用武之地。

2009 年，在中石化茂名分公司的乙烯裂解
车间里，上线了一套平行管理系统。该系统由王
飞跃团队与中石化茂名分公司合作研发，核心是
如何把关于人和社会的行为以可计算可操作的
方式嵌入到实际的管理过程之中。

从理论到实践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乙
烯项目启动后的两年里，团队成员多次去中石化
总部及茂名分公司沟通交流，带回来厚厚的几大
本管理资料和调查报告。

团队高级工程师程长建告诉《中国科学报》
记者：“在整个过程中，团队成员不断朝着平行管
理的目标逼近，直到 2007 年最终成功将 ACP 理
论应用于乙烯生产线，对操作和管理人员的行为
和心理进行量化评估，并利用实际与人工生产系

统的平行互动，实现对生产过程的优化、控制和
管理。”

这里的 ACP 是由研究员王飞跃为首的团队
于 2004 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的社会计算和平行
系统理论，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人工社会，以平行
管理的方式连接起虚拟和现实两个世界。其中，
A 指人工系统，C 指计算实验，P 指虚实系统的
平行执行。

随后，平行管理系统于 2010 年被成功推广
到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于 2011 年又成功推
广到齐鲁石化烯烃厂的裂解车间，并于 2012
年在齐鲁石化烯烃厂的近 30 个车间部室得到
推广应用。

近年来，随着平行管理系统在大型企业的不
断推广应用，该团队还成功申请了 2013 年的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项目，这些也鼓舞着团队成
员追逐梦想不断前进。

“有多少，在哪里，何时卖”

如今，该团队研发的平行农业管理已被应用
于国内一家苗圃生产企业，对于大规模的苗木生
产，平行管理系统可以帮助经营者回答树木“有
多少，在哪里，何时卖”这样的问题。

王飞跃表示：“将 ACP 理论应用于农业系
统，通过对农业生产这个典型的复杂系统的建
模、模拟和控制，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精准管理
与节能高产。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
容。”

据团队成员副研究员康孟珍介绍，他们在该
研究方向上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积累，所构建
的数学模型可以从生长和发育两个基本过程对
植物进行描述，并以植物的三维形态进行科学计

算可视化。
科研团队模拟的虚拟植物

不仅具有在实际植物上可测的
属性，例如生物量、大小等，而
且能够对环境和管理作出反
应。

康孟珍说：“我们希望能在
‘生长’于计算机内的‘人工植
物’上试验不同的浇溉和施肥
方案等，然后再应用在植物上，
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品质，使
农业真正实现制造化、精细化、
智能化。”

《新闻联播》曾报道过一则受控生保系统实
验的新闻，展示了该团队研究的另一个应用———
植物工厂以及温室生产。团队成员参与了该实验
的部分实验设计和数据采集，目的为受控生保环
境下种植批次、温、光、气等条件的配置提供依
据。

如今，团队研发出动态的虚拟植物，还可用
于景观设计、游戏、教育、电影等。

服务于现实社会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其双刃剑的效应愈发
显现。在为社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随之
而来的网络安全也愈发突出，迫切需要提出有效
应对网络安全的策略和思路。

自动化所研究员曾大军于 2006 年回国加入
到该团队，从事社会计算、情报与安全信息学

（ISI）方面研究，并致力于将 ACP 理论应用于公
共安全。

曾大军指出，社会计算就是针对当代信息社

会条件下社会问题日益呈现出动态性、快速性、
开放性、交互性和数据海量化等特点，进行社会
数据搜集、深度信息挖掘，为有效进行社会预警、
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方法和手段。

社会计算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与计
算科学等的新兴交叉学科，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
展，在 ISI 研究和系统开发中有重要应用。

据团队工程骨干王磊介绍，经过十年发展，
基于 ISI 和社会计算的科研成果已经在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两会等多个重大活动的安保工
作中得到应用，生物反恐、重大疫情方面的工作
获得北京市、军队等 5 个省部级奖项，相关成果
也在国家相关部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领域实践
中得到应用。

面对当前的形势，团队成员已经与相关部门
展开合作，着力于下一代社会安全和计算实验平
台开发，希望通过把实体组织、社会的复杂关系
映射到人工社会，进行政策评估、态势分析、行为
预测，将 ISI 和社会计算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
的有效管理。

随着年龄增长，一些老人会感到记忆力逐渐
减退，具体表现为丢三落四、前讲后忘等。对此，
无论是老年人本人抑或是其家属均可能认为这
是正常的老化过程，是“老糊涂”了。

事实上，对于部分记忆力下降较多的老年人
来说，我们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因为他们是老年
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的高发人群。近日，记者
走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
所）。科研人员表示，在正常老化和老年性痴呆病
人之间还有一个群体，临床研究上称之为轻度认
知损伤。这个群体的记忆力和其他认知能力比正
常老年人差，认知功能受损程度较轻，但尚未达
到痴呆或老年性痴呆的临床诊断标准。

心理所副研究员李会杰的一项研究发现，认
知干预可以提升轻度认知损伤老人的认知和日
常生活功能。同时，他们通过脑功能成像尝试探
索阿尔茨海默病及轻度认知损伤老人认知功能
下降的脑机制。

两种疾病密切相关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是一种渐进性
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近年来的研究认为，轻度认知
损伤患者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高风险人群，因其主
要特征是情节记忆受损。此外，部分患者在执行功
能、工作记忆、视空间功能上也有一定的受损，但这

类人群尚且保持着正常的日常生活能力。
“阿尔茨海默病是不可逆的，一旦患病就是

终身的。”李会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追踪
研究表明，在 6 年时间内，80%的轻度认知损伤
都会转化为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类型的痴呆，因
此这两种疾病是密切相关的。”

据李会杰介绍，目前这两类疾病的研究重点
和热点集中在探讨其病理生理机制，包括从下游
分子层面的脑内淀粉样沉淀、神经纤维缠结、Tau
蛋白调控的神经元损害与失调，到中游的神经影
像检测到的大脑结构与功能，以及上游的行为表
现（如记忆）及其临床表现，研究者通过各种技术
手段来探讨其发病机制。

李会杰及其合作者发现，阿尔茨海默病人在
默认网络的脑区上存在较多的改变，同时，其他
研究者也多次发现这两类群体在默认网络的脑
区上出现了较多的淀粉样沉淀。“单独依靠一种
技术手段是很难完全揭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
生理机制的，必须靠多种技术手段的结合才能从
根本上揭示其发病机制。”李会杰指出，关于这两
类疾病研究重点的另一方面则集中于寻找有效
的干预方法。

从认知干预中获益

对于疾病最便捷的方法是药物治疗，然而，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高风险人群来说，目前并没有
非常有效的药物。

在早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设置了三个
组，分别为药物治疗组（多奈哌齐，一种治疗阿尔
茨海默病的药物）、维他命组和安慰剂组。研究结
果发现，在治疗第一年时，药物治疗组的阿尔茨
海默病高风险人群转化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比率
较低，然而到第三年的时候，三组高风险老人转
化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比例并没有差异。

此外，科研人员还尝试了多种药物，在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高风险人群上均不能带来令人满
意的效果。考虑到药物治疗并不让人满意及其可
能带来的副作用，众多研究者也开始转向对这两
类人群进行认知干预。

2011 年，李会杰开始尝试一项荟萃分析，试
图探索阿尔茨海默病高风险人群是否仍可以表
现出认知可塑性，并从认知干预中获益。

荟萃分析，是指将某一领域的研究进行系统
评价与统计分析，得出尽可能准确可靠的结果，
以便更客观地反映该领域已有研究的结论。“由
于单个研究的样本量小，因而其研究的可信度会
受到一定影响，而荟萃分析则能够有效地解决这
类问题。”李会杰说。

李会杰团队系统搜索了已有文献，最终纳入
了 17 篇阿尔茨海默病高风险老人认知干预的研
究。结果表明，在认知干预后，阿尔茨海默病高风

险人群在总体认知和总体自评项目，比如在日常
生活功能、记忆自评、抑郁和焦虑情绪自评上都
获得了显著提升。

此外，在随后追踪数据中，李会杰及其合作
者还发现阿尔茨海默病高风险人群仍然在部分
能力上持续获益。研究最终表明，认知干预是提
升阿尔茨海默病及其高风险老人认知和日常生
活功能的有效方法，“尽管认知干预方法对不同
认知能力提升的程度是不同的”。

无损性脑成像技术

李会杰告诉记者，在学术界，脑功能成像是
探索阿尔茨海默病及其高风险人群认知功能下
降的一种重要手段。传统的脑成像研究聚焦于探
索执行某类特定认知任务时，阿尔茨海默病及其
高风险人群相对健康老年人出现的特定脑区的
激活异常，这类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异常脑激活区
数据。

随着以脑连接组学为代表的系统神经科学
的兴起，如何将已有的异常脑功能激活区研究数
据与大尺度脑网络联系起来，对人们理解各类疾
病非常重要，相关的研究结果也将在临床阿尔茨
海默病早期监测和预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传统的脑功能成像荟萃分析方法通常只关
注大脑功能在局部脑区的激活改变，李会杰等人
则通过将传统荟萃分析的脑激活异常图谱与人
脑功能连接组学领域的人类脑功能网络图谱最
新技术进行结合，从脑功能激活和脑功能网络变
化两个层面探索了阿尔茨海默病及其高风险人
群的脑功能改变。

“我们基于已有的 75 项研究的结果发现，阿
尔茨海默病及其高风险人群在大脑功能激活区
出现了广泛的异常，这些激活异常的脑区包括与
记忆相关的海马及海马旁回，与执行控制功能相
关的前额叶和顶叶等脑区。”

在此基础上，李会杰将这些研究结果应用到
人脑的七大基本网络上，这七大基本网络是基于
1000 个健康成年人的静息态脑功能成像（检查者
躺在磁共振机器里，不执行任何认知任务时的一
种状态）数据获得的，包括视觉网络、躯体运动网
络、腹侧注意网络、背侧注意网络、额顶网络、边
缘网络与默认网络。

研究结果显示，阿尔茨海默病人及其高风险
人群潜在的病理机制可能不同，而为了完成特定
的认知任务，其大尺度脑功能网络的补偿机制相
似。

除了对总体基于任务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
究进行了分析之外，李会杰的研究还对阿尔茨海
默病人及其高风险人群在完成记忆编码、记忆提
取、执行功能、注意与视空间功能以及静息状态
等任务时的脑功能网络也进行了探索，同样发现
阿尔茨海默病人及其高风险人群在大脑网络上
的改变。

这些最新的研究结果除了揭示阿尔茨海默
病人及其高风险人群认知下降的神经网络变化
外，也有助于在系统水平上评估大脑的病理老
化。“我们的研究对于药物干预以及认知干预效
果的评估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李会杰说。

速递

南京土壤所南京土壤所

转化

从糊涂到痴呆———

不可忽视的“中间人群”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国家授时中心国家授时中心

进展

苏州纳米所苏州纳米所隗
高亮度蓝光 LED研究再获进展

本报讯 最近，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
米仿生研究所纳米器件部刘建平团队在改善
蓝光 LED 效率下降的问题上再次获得重要进
展。通过采用新型蓝光 LED 有源区结构，研究
人员在平片蓝宝石衬底上实现了超低效率下
降的蓝光 LED。研究成果发表在《应用为物理
学快报》上。在国际半导体产业界具有广泛影
响的知名杂志《今日半导体》对此研究结果进
行了专题报道。

GaN 基蓝光 LED 的发明被誉为“爱迪
生之后的第二次照明革命”。赤崎勇、天野浩
与中村修二因“发明高效蓝光 LED，带来了
节能明亮的白色光源”共同获得 2014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利用蓝光 LED 和荧光粉合
成白光的 LED 灯效率达到荧光灯的两倍，
已经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背光照明，正向家
庭和办公照明领域渗透，但还存在价格偏高
的问题。

传统 GaN 基蓝光 LED 一般工作电流密
度为 20A/cm2，提高 LED 的工作电流密度，可
以在单位芯片面积上输出更多的光，从而可
以降低 LED 灯的成本，并使得 LED 适合应用

于汽车大灯和投影机等需要高亮光源的场
合。但是，蓝光 LED 在大电流密度工作时存在
的效率下降问题，阻碍了其向大功率、高亮照
明领域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很多研究人员
对引起效率下降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试图解

决蓝光 LED 量子效率随工作电流密度增加而
大幅下降的问题。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自建所
以来就开展了 GaN 基蓝光 LED 的研究工作，
并在 2010 年实现了产业化。 （周坤）

心理所 隗

让虚实世界无缝相交
姻本报通讯员刘勇进 记者沈春蕾

①高效率蓝光 LED 结构示意图

②两种 LED 结构中检测阱的发
光强度与位置的关系

②

①过程工程所过程工程所

相邻树木的竞争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