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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分院隗

本报讯 近日，来自中、德和英三国的科学家们通
过对昆虫化石中结构色的研究，揭示了 2 亿年前昆虫
的真实颜色。该研究成果于 4 月 12 日在线发表于美国

《科学》杂志子刊《科学进展》。
其中，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

源与早期演化研究团队利用新的分析技术，从欧亚大
陆中生代蛾类标本中发现了结构色的确切证据，为昆
虫鳞片和颜色的演化提供了全新的观点。

长期以来，学界对昆虫化石鳞片的光学结构知之
甚少，也限制了我们对鳞翅目和结构色的起源和早期
演化的了解。南京古生物所博士生张青青和博士后任
笑吟在研究员王博和张海春指导下对英国、德国、哈萨
克斯坦和中国的侏罗纪蛾类标本以及白垩纪缅甸琥珀
中飘翅目昆虫进行了系统调查。

“尽管这些标本先前已经报道并被研究过，但其中
的鳞片结构却被忽视了。”王博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他们利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透射电镜、激光共
聚焦显微镜、三维光学建模等技术首次分析了这些化
石中鳞片的微观结构和可能的结构色。

王博说：“先前经典的发育生物学理论认为镂空型
鳞片是最原始的状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融合型鳞片
才是最原始的类型，并且一型双层鳞片应为鳞翅目的
基本构型特征。”

另外，昆虫的翅膀鳞片与羽毛的演化或许有一些
共性。先前认为羽毛是鸟类的独有特征，但我国东北长
毛恐龙化石表明羽毛也大量出现于非鸟类恐龙。王博
指出：“与之类似，我们的研究表明具结构色的翅膀鳞
片（包括一些未知的鳞片类型）在鳞翅目出现之前就已
经在一些原始类群（例如飘翅目）广泛存在。”

科研团队的研究还证实了纳米级的光学结构可以
保存在中生代的琥珀、压痕以及印模化石标本中，为复
原远古动物和植物的结构色打开了新的窗口。

（沈春蕾陈孝政）

南京古生物所隗
新技术揭示 2 亿年前
昆虫颜色

本报讯 日前，中国核学会标准发布会在第
十五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上举办，4 项高
温高压水环境下的材料试验标准正式发布。该
标准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中科院核用材
料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牵头编制。

据悉，在本次发布会上，核学会亮相的标
准分为 4 类共 9 项。其中，试验方法类标准中
首批发布共 4 项：《核电厂金属材料高温高压
水中划伤再钝化试验方法》（T/CNS 3-2018）、

《核电厂金属材料高温高压水腐蚀疲劳试验方
法》（T/CNS 4-2018）、《核电厂金属材料高温
高 压 水 中 应 力 腐 蚀 裂 纹 扩 展 试 验 方 法》

（T/CNS 5-2018）和《核电厂金属材料高温高
压水中电化学试验方法》（T/CNS 6-2018），均
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与中科院核用材料
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牵头编制。

腐蚀是影响核电站安全可靠运行的最主
要因素。针对核电厂核岛关键设备的主要腐蚀
失效模式以及实验室模拟试验的关键难点问
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与中科院核用材料
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自主设计并研制了 10

类关键测试装备和原位测试技术，可模拟核电
高温高压水环境开展材料损伤试验，用于材料
损伤试验研究和安全评价。

目前，来自金属所的科研团队建立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材料试验与安全评价
平台，广泛地服务于核电研究院所、核电设计
院、核电装备制造企业、核电站运行与服务企
业、核安全审评机构、行业学会等 12 家单位，
对设计选材、设计曲线、评价模型、制造工艺
优化、核电站安全运行和事件处理策略、安全
审评、测试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持，成果还直接应用于我国 CAP 系列核
电站、“华龙一号”以及其他重要型号的关键
装备的设计、生产过程以及重要装备的制造
评价中，同时也用于在役核电站的失效事件
分析与运行安全评价中，保障了我国重大工
程的需要。

中科院核用材料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
主任韩恩厚表示：“我们的技术和装备填补了
国际上该领域的标准空白，对我国核电‘走出
去’具有重要意义。” （沈春蕾刘言）

现场

我国核电材料试验标准填补国际空白

张小雷感慨地说：“提到新疆，第一印象就
是远，但远也有远的优势，比如新疆具有优越
的天文观测环境，建设大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条
件得天独厚。”

经过多年勘选和论证，110 米口径全可动射
电望远镜（简称 QTT）建设台址确定在新疆奇台
县石河子村，新疆天文台台长王娜研究员为
QTT 关键技术研发的首席科学家。

“QTT 的建成将大幅提高我国在射电天文
研究领域的探测能力，成为中国唯一一架大型通
用射电望远镜，也是中国和国际天文界独一无二
的天文观测设备。”张小雷指出，QTT 将为脉冲
星、恒星形成与演化、类星体、黑洞、暗物质、引力
波等研究搭建世界级观测平台。

“除了天上的优势，我们新疆还有独特的
地理位置。”张小雷曾担任中科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生地所）所长。他

以新疆生地所为例，科研人员研究发现，荒漠
下的“咸水海洋”形成了吸收二氧化碳的巨大
碳汇。

近年来，在新疆还有一支高技术科技新
军———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新
疆理化所）。张小雷指出，2015 年自然出版集团
发布增刊《2015 中国自然指数》，新疆理化所在
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前 200 位的机构中排名第
159 位，成为新疆科研机构和大学中唯一上榜的
单位。“2017 年这一排名已经跃升至第 98 位。”

谈及中科院驻疆单位的科研工作，张小雷希
望既要像新疆理化所那样，将物理和化学等学科
有机糅合，进行充分地嫁接和交叉；也要像新疆
天文台那样，既善于观察天象和星际，也能纵观
五洲风云的变幻；也要像新疆生地所那样，在研
究自然界其貌不扬的骆驼刺和芨芨草中，领悟到
生态环境保护的精髓。

“筑巢引凤”留人才

进展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资
源化学研究室“千人计划”研究员王天富团队，采用典
型的固体杂多酸（硅钨酸、磷钨酸、磷钼酸）作为催化
剂，在 γ- 戊内脂 / 水溶剂体系内，对原木木粉中木质
素进行了有效脱除，获得了富含纤维素的材料。该研究
成果发表于国际工程刊物《生物资源技术》，第一作者
为博士研究生张立波。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中组部“千人计划”等项目资助。

随着化石能源的逐渐枯竭，开发可再生资源迫在
眉睫。植物纤维资源具有来源广泛、储量巨大等特点，
是一座重要的能源宝库。

其中，5- 羟甲基糠醛（5-HMF）化学性质活泼，可
以通过氧化、氢化和缩合等反应制备多种衍生物，是重
要的精细化工原料之一。王天富介绍道，5-HMF 由葡
萄糖或果糖脱水生成，果糖又可以由葡萄糖异构得到，
所以 5-HMF 广泛应用的前提是丰富的葡萄糖原料，
特别是从纤维原料中直接提取和制备葡萄糖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将植物纤维原料中的木质素进行脱除以获
取纤维素材料，对于天然高分子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表征结果均表明，杂多酸在有效脱除原木木
粉中的木质素的同时，对木材中的其他组分几乎没有
影响。而且，随着木质素的脱除，更多的官能团暴露在
材料的表面，这对于木基材料的改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的酶降解的实验表明，脱除木
质素后的纤维素基底材料可以在相当温和的条件下被酶
降解为葡萄糖，可以作为葡萄糖的上游原料。“该实验所
用的木粉未进行任何的预处理，所以这项研究对植物资
源的直接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天富说。（高雅丽）

新疆理化所 隗

让我们的“科技丝绸”舞起来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高精尖”也能接地气

随着我国“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的提出，新疆也
因其独特的区位优
势和向西开放的重
要窗口，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
核心区。

“中国科学院
新疆分院作为中科
院在新疆的派出机
构，面对新形势，我
们早已运筹帷幄，
布阵排兵。”日前，
中科院新疆分院院
长张小雷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十
三五’期间，我们将
响应‘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号召，让我
们的‘科技丝绸’舞
起来。”

新疆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和重要通道，古老的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
连接亚洲、非洲、欧洲。它不仅是古代亚欧互
通有无的商贸大道，更是促进各国与中国进
行友好往来、文化沟通的友谊之路。

2016 年 10 月 18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政府、科技部、深圳市、中科院等四方，
在乌鲁木齐联合组织召开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工作推进会，共同签
署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
验区建设合作备忘录》。

张小雷告诉记者，2016 年中科院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签署了新一轮全面科技合作
协议书，中科院将结合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和迫切科技需求，组织好相关队伍、成
果、平台等科技资源，为新疆社会繁荣稳
定、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和服务。

2017 年 8 月底，中科院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举

办了第九届科技合作洽谈会，其间邀请了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蒙古、荷兰、中国香
港等 9 个国家和地区 30 位相关领导和科研
人员来新疆参加了中科院“一带一路”国际
科技合作论坛。

一直以来，新疆分院都在深化新疆与中
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合作。2016 年 8
月，依托新疆生地所建设的“中亚生态与环
境研究中心”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分中心成
立，这是该中心继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分中
心和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分中心之后成
立的第三个分中心。

张小雷表示：“当前我们正打开中亚科
学考察的大门，在资源环境综合考察、生态
系统长期监测与评估、农业新品种培育、新
药研制、中国—中亚天文学史、留学生培养
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未来，我们还将情
系撒哈拉的非洲兄弟，让我们的科技丝绸舞
动得更加美丽。”

丝绸之路换新貌

获取纤维素材料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地理景观遥感学科组研究人员利用中科院建设完成的
中国土地覆被数据库中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三期
城镇用地和湿地数据，系统探讨了 1990 年至 2010 年
期间中国城镇用地扩张和湿地损失的时空格局，并进
一步分析了城镇化直接占用湿地的数量、格局及其地
理分布差异；对比了数据库中湿地数据与我国国家尺
度上已有的湿地调查或遥感估算的结果。

该研究由东北地理所副研究员毛德华、研究员王
宗明和宋开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邬建国，中
科院遥感所研究员吴炳方和曾源等共同完成。成果发
表在《土地退化与发展》上。该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科院青年
促进会人才基金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的共同资助。

目前，全球城镇人口数量已经超过 40 亿，湿地的
重要性将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地位。第二次全国湿地
资源调查表明，影响我国湿地的主要威胁因子已经从
全国第一次湿地资源调查时的污染、围垦、非法狩猎三
大因子变化为污染、围垦、基建占用、过度捕捞和采集、
外来物种入侵五大因子，城镇土地扩张作为基建占用
的最主要形式，成为影响湿地的重要威胁因素。

研究发现，1990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的城镇用地扩
张直接占用了 2883 平方千米的湿地，约占我国湿地损
失总面积的 6%；城镇化占用湿地主要发生在我国东部
地区，尤其是滨海地区。随着全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
升，城镇用地扩张占用湿地的趋势明显增强。尽管政府
主导下的湿地保护与恢复努力不断加强，我国的湿地
生态系统保护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此研究在国家尺度上量化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占用
湿地的格局与过程，并对城镇化占用湿地的政策驱动、
生态效应、湿地保护的努力及挑战、管理启示等作了全
面解析。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和湿地损失过程，而且将为我国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高雅丽）

东北地理所隗
湿地遥感研究获进展

“从中科院新疆生地所所长到担任新疆科技
厅厅长、新疆分院院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新
疆挖人和留人。”张小雷至今仍然记得自己当年
努力争取的研究生指标，保证了中科院在新疆的
三家科研单位的生源。

此外，新疆分院通过实施“新疆博士班”项
目，促进中科院与新疆自治区人才培养合作。

“我们利用中科院的优势教育资源为新疆培养
高层次、高素质、复合型管理人才。张小雷介绍，

2017 年，每年招生名额由 15 名增加至 23 名，增
设国外教学模块。自 2009 年实施以来，已经办了
9 期“新疆博士班”，其中有 145 名学员进入中科
院大学深造。

除了自主培养人才，新疆分院下属科研单位
还积极参与“筑巢引凤”，希望吸引一批高层次人
才落户新疆。潘世烈是新疆理化所引进的第一个

“百人计划”研究员，2007 年 6 月，他携带全家老
小落户乌鲁木齐，如今他的身份已经是新疆理化

淤中科院新疆分院院长张小雷
于中科院新疆分院
盂张小雷陪同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

委、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在第九届“中科院—新疆科技合作洽谈
会”展区参观。

榆张小雷在新疆天文台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芒力克·斯依提介绍科学仪器。

所副所长。
张小雷欣喜地表示：“如果说过去我们

是给别人培养人才，那么现在我们在给自己
育肥。潘世烈的例子告诉我们，新疆是可以
留住人才的。”

据悉，2008 年 9 月，在中科院和新疆自治
区政府院地科技合作协议框架下，院地共同实
施“西部之光新疆人才特别支持项目”，第一轮
项目运行 5 年，投入经费 8700 万元。鉴于项目

实施成效显著，2013 年中科院与新疆自治区
合作，再次启动新一轮“西部之光西部博士资
助专项”新疆人才特别支持项目。

张小雷透露，“十二五”以来，新疆分院
获得地方各类人才项目 617 个，如：“青年千
人计划”新疆项目、天山英才、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项目、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等，经费
19852 万元，其中“青年千人计划”新疆项目
11900 万元。

标准发布会现场

最新发布的四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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