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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木兰科植物演化研究
取得系列进展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周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生态及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慧等，在研究员叶
清的指导下，近 3 年来在木兰科演化生理生态学领域取得
系列研究进展。

研究人员通过比较中国 183 种木兰科植物四个系统
发育—生物地理模型，发现木兰科植物多个功能性状具有
系统发育生态位保守性，而环境因子具有较强的空间信
号，揭示了系统发育和空间距离在木兰科主要类群植物地
理分布格局中的共同作用，并从生理生态的角度阐明了影
响木兰科植物地理分布格局的机制。

此外，研究测定了木兰科四个主要类群 27 个物种的
光合 / 水分相关功能性状，阐明了木兰科不同类群适应不
同分布区的光合—水分调节机制，证明了木兰科植物功能
性状的系统发育保守性和趋异演化，并从生理生态的角度
验证了木兰科近缘属植物的趋异演化和对不同季节的适
应性。

研究人员还以木兰科两个先花后叶的物种为研究对
象，测定了花和叶水力相关的功能性状以及枝条在花期和
叶期的液流，发现相对于叶在不同环境下高效的气孔调节
以维持高的蒸腾，花消耗的水分更少，并采取更加保守的
水分策略以维持其水分利用的效率和安全。

中科院大化所等中科院大化所等

二氧化碳加氢
合成甲酸研究获进展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研究员黄延强、
副研究员杨小峰与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王新葵合作，在二
氧化碳加氢合成甲酸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成果近日在
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二氧化碳加氢合成甲酸是一个原子经济性反应，生成的
甲酸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并可作为理想的液态储氢材料。二氧
化碳分子中的碳原子处于最高价态且化学性质相对惰性，对
其进行有效活化是实现二氧化碳高效转化的关键。

该团队设计了一种席夫碱修饰的纳米金催化剂，利用
席夫碱基团中的氮中心与二氧化碳发生弱相互作用生成
氨基甲酸盐两性离子，并进一步在纳米金催化剂上发生加
氢反应生成甲酸。实验结果表明，不同于传统多相催化剂
的碳酸氢盐加氢路径，气相二氧化碳能够直接在席夫碱修
饰的金催化剂上加氢转化为甲酸，在 90℃、8.0 兆帕反应条
件下，生成甲酸的转化数可达 14470（12h）。席夫碱与二氧
化碳这种弱相互作用模式为二氧化碳的低温活化提供了
新途径。 （柯讯）

视点

■本报记者 冯丽妃

“如果现在常用的一个 RSA 密码系统用
400 位数的整数做密钥，用现在最大、最好的
超级计算机需要 60 万年才能解出密码。但用
一个有相当储存功能的量子计算机甚至无需
3 小时就可以做出来。”在近日举行的腾讯
WE 大会上，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说。

量子计算机现在基本上已呼之欲出，可
以称为“处于实现的边缘”，姚期智说。他认为
当前“我们已进入一个能看到量子计算机将
要做出来的时间段。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最后
的一里路，但这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需要经
过一段时间的最后一里路”。

谈及量子计算机与传统计算机的差异
时，姚期智举例说，中国有一个寓言是“杨子
见歧路而哭之”。杨朱听说有一只羊在道路
分叉的地方走失了，没有那么多人分道去寻
找，觉得很悲伤。看起来唯一的方法是先走

一条路，然后再走另外一条路。传统计算机
在寻找一个计算问题的答案时也存在这样
的问题。

“如果杨子是孙悟空的话，这个问题就解
决了。他可以在头上拔几根毛，变出很多个小
孙悟空走不同的路。”姚期智比喻说，在量子
世界中，这些最微小的粒子“本身就具有孙悟
空一样的能力”。“小孙悟空”在适合的情况下
能非常好地配合，协同合作。换言之，这就达
到了平行计算，基本上等于“有无限多个能够
运作的计算器给你用”。

不过，量子物理世界在原理上还有其他
结果。姚期智表示，在经典物理中，如果一个
光源放出一束光，经过一个有很多小洞的屏
幕，随后就会看到第二个屏幕上的光会有时
亮时暗的周期现象。这是由前面的波长、屏幕
上的针孔之间的距离等参数决定的。反过来，
看到结果时可以了解原本的光源性质。

“在量子中，如果要破解一个密码，可以
把它代表成量子态。如果做好这个量子态的

光学设计，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是：量一量后
面的模式，它就会告诉你密码。”姚期智说，

“做真的光学实验所需设施非常大，但量子计
算机可以指数性地把这个时间降下来，查出
本来的密码。破解 RSA 就是这个原理。”

此外，他表示，量子计算机还可以做很多
事情。其最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可以模仿古典
物理，解量子方程式，从而解决很多物理、化
学、生物学问题，等等。

实际上，经过这十几、二十多年的努力，
在实践建设量子计算机过程中已经取得了相
当大的进步。姚期智说，现在科学家已经了解
到什么样的材料最适合做量子计算机，这个
蓝图基本上是有了。也许，在半年、一年后有
很多地方都宣布能够做出 50 个量子比特、100
个量子比特的机器。

“这些当然令人兴奋，但却离实用还差得
很远。”他说，“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考虑怎么纠
错，而在量子计算机中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
题，所以现在走到了最后一里路，但也是非常

长的一里路。”
6 年前，姚期智等在清华大学成立了量子

计算机所，现在该所已成为世界上相当知名
的一个量子计算机中心。姚期智介绍，中心现
在有用超导、离子来做量子比特的，甚至有用
钻石做的，它们各有优劣势。另外，该中心还
做一些拓扑的量子计算，这有助于纠错。譬如
该中心已做出第一个能纠错的量子计算机，
虽然只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做的。

“在量子计算机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做
记忆，我们最近的一个工作是在原子上能做
出 225 个记忆体，这比以前增加了 10 倍。”姚
期智透露。另外，他们还希望量子比特存储得
久，而不是 0.01 秒就消失。

“对我来讲，最兴奋的就是我们现在两个
最热门的题目———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AI）
将来可以结合在一起。”姚期智说，AI 是人类
想要了解自然界怎样做出如此聪明的人，如
果能够把量子计算机和 AI 放在一起，人类可
能会做出连大自然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中科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中国科学院人工

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日前
在京成立。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重大
科技任务局、科技促进发展局等 3 家中科
院机关，中科院自动化所等 17 家科研院所
以及包括科大讯飞在内的 5 家企业成为联
盟首批理事单位。其中，中科院自动化所与
科大讯飞为联盟理事长单位，自动化所所
长徐波、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担任联合
理事长。

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麦村宣布联
盟正式成立。“中科院在人工智能领域产出了
一大批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
具备了全链条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力。”他
指出，以科大讯飞为基础，建立中科院人工智

能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能有效提升中科
院相关科研院所人工智能成果转化的效率和
效益。联盟的建立，有利于解决一些关键共性
问题，有利于把前沿相关的技术和成果推广
到产业。

联盟成立仪式上，刘庆峰宣布科大讯飞
将设立 1 亿元的“产学研创新合作专项资
金”，以推动联盟内各科研院所与科大讯飞展
开人工智能产学研深度合作，加快技术孵化
和成果转化；同时讯飞还将设立 10 亿元的

“讯飞产业投资基金”，助力联盟内各会员单
位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业，为联盟发
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徐波在成立仪式上作了《建立可持续发
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体系》的报告，提出了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三个思考：一是人工智
能发展需要需求牵引，要深化人工智能技术
推广应用；二是要打造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三
是克服基础研究和高端人才瓶颈。他认为联
盟最大的价值，就是“将产业和技术创新、人
才培养等整合成了闭环”，能够有效推动人工
智能前沿的发展。

成立仪式上还明确了联盟的组织架构，
包括会员大会、指导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
会、理事会、秘书处，以及技术总体组、应用规
划组、创新基地组、产业孵化组、战略研究组、
伦理标准组 6 个工作组。联盟还聘请中科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担任指导委员会
主任，聘请战略咨询院院长潘教峰担任战略
咨询委员会主任。

日前，由青岛农业大学联合威海市农业机械管理局主办的 2017中药材全程机械化现场会在威
海文登举行，现场有 15种新型中药材机械进行了演示，其中由青岛农业大学与国内优势生产企业联
合研发的 11种中药材生产装备首次亮相。这是当前国内最大、最系统的一次中草药农机现场展示。

近年来，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尚书旗带领团队，以根茎类作物生产装备研发为
核心，联合青岛洪珠、山东源泉、威海佳润、荣成佳鑫等农业机械企业，研发出系列中药材机械化
技术与装备。

图为中药材生产装备现场演示。 本报记者廖洋、通讯员周维维摄影报道

简讯

广西组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本报讯 日前，以“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
除愚昧”为主题的广西科学节活动在广西各
地开展，形成了多元化、互动性强、公众参与
度高的系列科普活动。智能机器人、月球探
秘、科普讲座等重量级科普项目走出广西科
学馆，深入到整个广西自治区的中小学里，为
我国西南地区的科普工作打下坚实地基。

据悉，广西“十月科普大行动”已连续举
办 19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也举办 13 年，今
年的活动包括“第五届广西青少年科学节”

“科普中国 - 绿色核能”等主题活动和深入全
区各地校园、基层、科技场馆的系列科普联合
行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旨在进一步提升公众
对科技创新成果的认知度，营造讲科学、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潘希）

第三届全国重离子治疗
高端论坛在兰召开

本报讯 日前，由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西部核学会联合体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重离
子治疗高端论坛暨西部核学会联合体重离子
治疗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来自国内外 20
多家医院、高校、研究所及企业的 70 余位专
家学者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围绕目前的重离子治疗技术，
开展了重离子治疗临床、医学物理、治疗装
置和基础研究等方面的研讨，旨在进一步推
动国产重离子治疗技术和相关设备在中国
更好的发展，让广大群众了解相关技术、让
患者受益。

据介绍，重离子束被誉为面向 21 世纪最
理想的放疗用射线，利用重离子布拉格峰特
性进行的放射治疗可以通过调节重离子能量
使布拉格峰的位置落在病灶上，以保证对肿
瘤杀伤最大，而对健康组织损伤最小。

（刘晓倩杨琛）

复旦大学设立碳排放
与环境大数据研究所

本报讯 11 月 11 日，碳排放与环境大数
据研究所成立仪式暨“大数据时代的气候与
环境治理”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60 余
位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成立仪式和学术
报告会。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大气科学研究院
院长张人禾表示，碳排放与环境大数据研究
所响应国家气候和环境治理的重大政策和科
学研究需求，致力于建设基于大数据的碳排
放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数据库、开展各类数据
特征挖掘和模型模拟研究。

据悉，该研究所将以公开透明、准确可
靠、完整可考、动态高效为目标，建设中国高
时空分辨率的多过程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物排
放数据库，服务政府治理和社会公众需求。

（黄辛）

中科院广州教育基地举办
研究生学术报告会

本报讯 11 月 8 日，中科院广州教育基地
第十六届研究生学术报告会在中科院广州分
院举行，32 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展示了各自的
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

本届报告会评选出学术创新奖两名，学
术报告一等奖两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及优
秀奖等 25 名。其中，中科院南海海洋所范朝
焰、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夏耀耀分别以博士、
硕士第一名成绩获得学术报告一等奖，同时
范朝焰与中科院广州生物院单永礼同获 2017
年学术创新奖。

据悉，该研究生学术报告会已连续举办
十六届，成为中科院广州教育基地研究生锻
炼自我和展示风采的平台。（朱汉斌张正雍）

中科院心理所中科院心理所

情绪影响公平决策
的神经机制获揭示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勋、副研究
员李琦带领的研究组，探讨了公平决策中任务本身诱发的
固有情绪、任务无关刺激诱发的偶然情绪以及认知与情绪
的交互作用对公平决策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相关研究成
果近日发表于《心理学前沿》。

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对资源分配的公平感知是需要情绪
和认知共同参与的复杂过程。自尊受损 / 怨恨模型和情绪渗
透模型分别显示任务本身诱发的情绪，以及外界因素诱发的
偶然情绪，对人们公平决策行为的影响。唤起回应者愤怒或
悲伤的情绪体验，能够增强他们对不公平提议的知觉，并伴
随更强的负性情绪相关的杏仁核和脑岛的激活。

双系统模型进一步揭示认知可控制系统对情绪的主
动调节作用，该系统可以通过上调或下调情绪来改变公平
决策行为。比如，前扣带回监控以及评估来自公平准则的
遵从和追求私利的冲突。而与情绪调节相关的腹内侧前额
叶和腹外侧前额叶可以通过削弱前脑岛的激活强度减弱
冲突。背外侧前额叶与认知控制和抑制有关，是产生和保
持重评策略的基础，可以整合情绪、策略调整、方案评估等
多方面的信息，从而做出惩罚与否的决定。 （冯维维）

发现·进展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揭示生物被膜形成机制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蒙

国宇团队，研究揭示了沙门氏菌非典型菌毛 Saf 介导生物
被膜形成的机制。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 eLife 期
刊。该研究为沙门氏菌防治（如疫苗和抗体研制）提供了精
细的靶点蛋白结构视野。

沙门氏菌是隐藏在人们身边的“杀手”，它是导致大规
模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而 Saf 菌毛特异性表达于大多数
临床致病的沙门氏菌表面，由一个顶端 SafD 亚基连接多个
SafA 亚基组成。研究发现，Saf 菌毛具有多黏附和自聚能力。
为理解 Saf 菌毛作用机制，研究人员通过结构生物学手段，
获得单个 SafD 以及三个连续亚基 SafDAA 的高分辨率蛋
白结构。通过分析 SafDAA 蛋白晶胞结构，提出 Saf 菌毛可
通过首尾相连“握手式”寡聚来介导生物被膜形成的假说
模型。同时，他们利用生物物理学手段和细胞功能实验，从
多角度印证了这一模型。该研究结合之前的发现，证明细
菌通过胞间黏附分子寡聚促进生物被膜形成是一种普遍
现象。研究人员还发现链接菌毛各个亚基间的脯氨酸

（Pro20）通过其特异的顺—反式转换来改变蛋白的构象，从
而影响生物被膜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脯氨酸在其他类
型菌毛亚基间链接中高度保守。

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

实现量子计算机还差“一里路”

中科院院士专家建言首都“两区”建设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近日，全国政

协常委、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秦大河率调研组，就张家口的
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进行
考察。在为期三天的调研中，中科院专家赴怀
来、涿鹿、蔚县、阳原四县和崇礼区，考察了官
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
玉壶湿地公园和 2022 年冬奥会场馆建设区
等地。

在座谈会上，院士专家对张家口建设好
首都“两区”提了意见建议。专家组组长秦大
河希望，张家口立足现实环境，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加大
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力度，将张家口打造成
北京的“后花园”。同时，要高度重视人才引进
工作，为“两区”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中科院院士叶大年认为，咨询工作应当
“帮忙不添乱，尽责不越位”。张家口要完善管
理机制，寻找恰当时机引入社会资本、交给市
场，确保生态建设的长期性。要大力发展本土
文化产业，借冬奥会的契机，建设成有特色的
体育运动城市。

中科院院士张人禾说：“张家口要平衡好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要对当地‘环境

容量’进行科学评估，首都‘两区’建设要布局
长远、科学规划，生态涵养区要进行统筹规划
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当前，张家口市深入开展了蓝天、绿地、碧
水、净土“四大行动”，高标准推进山水林田湖综
合治理，年末全市森林覆盖率预计提高到 42%。

张家口市市长武卫东表示，下一步希望
能够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把乡村振兴战略、
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冬奥会筹办等有关
规划和产业发展诉求充实到“两区”建设规划
当中，帮助张家口进一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推动全市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实现绿色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