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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融合为区域发展添红利

进展

地理资源所 隗

升温评估研究为应对全球
变化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姻本报记者 廖洋 沈春蕾 实习生 曹曼

5 月 10 日，中科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中科院青岛生物
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以 下 简称 大 连 化 物
所、青岛能源所）在青
岛联合举办专项成果
发布会，这标志着两
所融合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专项行动正
式启动。
大 连 化 物 所 、青
岛能源所所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告
诉 《中 国 科 学 报》记
者：
“此次成果发布会
是两所融合后的第一
场，下一步将会在大
连和青岛有计划地组
织多 场 成果 发 布 会 ，
借助 两 所融 合 之 势 ，
推动两省经济发展和
国家能源科技革命。”
目前，青岛能源
所生物高附加值营养
保健品、生物天然气、
生物乙醇等项目已经
与大连的企业进行接
洽，正在争取尽快实
现成果转化。

于

淤

淤刘中民所长作“洁净能源技术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
主题报告。
于天然产物大健康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现场。
盂燃料电池关键部件与发动机产业化项目协议签约仪式现场。

背景链接
2017 年 3 月，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和青岛能源所融合
发展正式启动，刘中民任两
所所长。
据悉，
“ 十三五”期间，两
家研究所将整合优势资源，着
力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聚焦
能源科技重大创新研究，提升
两所科技创新实力、服务经济

盂

两个中心 七项协议
在成果发布会现场，两所遴选代表性科技成
果项目进行重点推介，
现场与昌盛东方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汉河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盟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临沂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
7 项合作协议，将在燃料电池关键部件与发动
机、
海洋健康产业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同时，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青岛）、天
然产物大健康技术创新中心两个关键共享技术
平台在现场揭牌成立。
据了解，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青岛）
是依托大连化物所成立的膜技术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进行公司化改制组建成立的，由天邦膜
技术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与青岛
能源所膜分离与催化、环境资源化与水回用研
究组共建，将导入两所的技术、产品、人才等优
势，打造膜技术领域内高新技术的策源地和产

业化基地。
刘中民介绍道，
青岛分中心的设立旨在为海
水淡化、
化工分离等区域产业重大需求提供技术
支撑，是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落地青岛的重
要技术输出平台，是两所针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开展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重
换、
要载体。
天然产物大健康 技 术创 新 中心 是 两所 响
应“ 健康 中 国 ”战 略 ，利 用 两 所 在 天 然 产 物 创
制、分离、提取方面的技术与人才优势，共同在
青岛打造的创新平台。中心将由青岛能源所微
生物代谢工程研究组、微藻生物技术研究组、
植物代谢工程研究组与大连化物所分离材料
化学与组分中药、海洋生物工程等天然产物分
析分离等相关研究组合作，旨在服务山东、青
岛生物医药、高附加值营养保健品等战略新型
产业发展，未来希望打造“高端品质、平民价格”
的保健品品牌。

“甜头”
企业尝到
此次成果发布会上，不少企业之前尝到了
“甜头”
，
再次积极参与成果对接。
2012 年，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青岛能源所合作，实现了海洋微藻（裂壶藻）异养
发酵生产高附加值 DHA 藻油，现已建成国内最
大的微藻 DHA 产业化系统。此次签约，琅琊台
集团又与其签订了“共建海洋健康产业联合研
。双方基于海洋微藻制备高附加值
发中心协议”
产品——
—DHA 的良好合作基础，围绕海洋高附

加值营养保健品等大健康产业，
共建联合研发中
心，以需求为牵引建立密切的产研合作。
青岛能源所研究员崔球向 《中国科学报》记
者介绍，研发中心所获藻种经过大量筛选、生物
工程技术改造，具有生长快、产油高、DHA 含量
高的特点，从这些微藻中提取 DHA、
ARA、
EPA
等藻油，所获藻油的单位有效成分高达 60%以
上，纯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崔球说：
“ 副产藻蛋白生物 饲料 等 高附 加

值产品，无废弃物排放，生产过程中未加入
任何有机溶剂，采用技术为新型节能、低成
本、清洁生产工艺，使得一些污染物没有机
会进入到藻油中，有力地为国家食品安全
保驾护航。”
青岛能院所开发的海洋微藻产油技术
已经达到了较低的生产成本，满足了生物柴
油对技术发展的高要求，这对于保障我国的
能源安全有重要意义。
作为青岛能源所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典
型之一，
其与华通集团合作建成我国最大的秸
秆生物天然气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推动形成百
亿新产业。该项目位于青岛平度市南村镇。
“目前，
青岛华通集团总经理邓力指出：

社会发展的能力和国际影响
力，
发挥
“1+1 大于 2”
的效应。
为此，两所达成了“求大
同存小异”的共识，青岛能源
所与大连化物所积极推进制
度体系的融洽对接。现在，两
所融合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方面的“红利”也已初步
显现。

我们基地实现了年产天然气 700 万立方米
并网运行，每年解决约 7 万吨的秸秆资源化
利用，能让 15 公里半径内的农民因秸秆回
收每年增收 1000 万元，平均下来能让一亩
地增收约 150 元，还可把尾菜、牛粪、猪粪等
处理成沼气、产生有机肥，帮助减少化肥使
用量、解决农村土地板结和垃圾处理问题，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在全国
产生了示范作用。”
今后五年，双方将在全国共建 30 个类
似的生物质新能源项目，明年将率先在青岛
完成 7~8 个项目布局，整体布局完成后，产
业价值可达 9 亿元。
“今后，
科技创新和产业
化项目的落地速度会更快。”邓力表态。

专项行动启动
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专项行动的正
式启动，
也是两所融合蓝图中的一步。
刘中民指出，
两所融合的主要任务是服务
青岛和大连的
区域经济发展，
既要了解山东、
针对青岛的
“新旧动能
战略规划和产业背景，
打造两
转换”
和大连的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个人才高地；
同时结合国家层面
“能源革命”
中
在制度上积
的科技革命，
在技术上作了探索，
极创建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两所启动实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专项行动，旨在推动一批科研成果在山东、
青岛区域的落地转化，服务区域中小微企业
转型升级，加快推动两所科技成果在青、在
鲁的转移转化工作，服务国家、区域新旧动
能转换战略。
刘中民介绍，专项行动将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打造青岛新一代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二是
经济体系；
三是打造青岛
打造青岛
“液态阳光”
四是加速推广生物能源
大健康产业示范园区；
推动生物能源与材料的产业发
与材料新技术，
展；
五是推动特种动力电池、
高含能材料等重
大成果在青转移转化，
支撑青岛古镇口军民融
合创新国家示范区创建。
刘中民告诉记者：
“投资 16 亿元的洁净
能源创新研究院将在大连、青岛两地共建，
调动了整个中科院跟能源有关的科技力量，
大约有 20 个研究所、大学参与，聚集了 30
多名院士和 300 多名
‘杰青’
‘百人’。”
“以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为基础，两所
将积极争取建设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实施
变革性清洁能源技术示范与工程，探索协同
刘中民最后表示。
创新的体制机制。”

现场

长春应化所 隗

首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 日前，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首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
环保高分子材料开发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研究中心（吉林）
（以下简称工程中心）揭牌
成立。
吉林省发改委副巡视员张志勇希望工程
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技术和工程能
力，努力探索新的研发模式和成果转化机制
体制，形成政产学研结合的具有特色的环保
高分子材料平台，带动东北地区制造业转型
升级，
为国家和吉林振兴发挥更大作用。
长春应化所副所长杨小牛表示，工程中
心作为国家级平台任重道远，应该担负起国
家责任，加强顶层设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
国民经济主战场，着力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大核心关键技术问题，在基础研究和工程
化方面有新的作为，在新时代新的征程中为
国家科学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吉林省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处长王育天
宣读了以王玉忠院士为主任、陈学思研究员
为副主任的工程中心第一届技术委员会专家

名单，张志勇和杨小牛向专家颁发了聘书，并
共同为工程中心揭牌。
工程中心主任王献红研究员作了工程中
心工作报告，介绍了中心的定位、发展目标和
近期主要工作等情况。技术委员会讨论了工程
中心的定位和发展等建设情况，为工程中心未
来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并现场参
观了所内实验室和高新北区中试平台。
据悉，
工程中心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由国家发
旨在针对国家对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组建，
紧密衔接吉林省战略
展环保产业的迫切需求，
为实现吉林老工业
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基地创新转型发展和工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
的高技术支撑，
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环保
成为我国环保高分子材
高分子材料研发平台，
料领域高新技术的发源地。
首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成立，
代表了长春应化所在环保高分子材料开发与
应用领域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迈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沈春蕾 于洋）

与会人员
参观高新北区中
试平台。

环保高分子材料开发与应用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现场。

本报讯 2016 年，
《巴黎协定》提出“将本世纪全球
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 1.5
摄氏度以内”
的气候变化应对新目标。为实现该目标，
亟须对不同升温情景下全球环境、社会、经济的影响和
中国科学院地理
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评估。近日，
科 学与 资 源研 究 所 孙 福 宝 研 究 团 队 博 士 刘 文 彬 和
Weeho Lim，分别联合英国牛津大学，德国马克斯—普
朗克研究所，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东京大学和东京工
业大学等合作者，基于 CMIP 5（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
划第五阶段）全球气候模型、
CaMa-Flood 全球水动力
模型和全球人口和经济数据，系统评估了不同升温情
景下全球干旱和洪涝灾害及其人口和经济风险。
研究结果以论文形式，分别发表在欧洲地球科学
联合会旗下《地球系统动力学》和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旗下《地球的未来》杂志上。
刘文彬指出，全球升温 1.5 摄氏度和 2 摄氏度背
景下，
全球及亚马逊区域、
欧洲中部、非洲南部、巴西东
北部的干旱（强度、
烈度和历时）风险将增大。科研团队
的研究结果显示，暴露于重度干旱下的城市人口将有
所增加，
而农村人口将有所减少。
为此，
科研团队作出假设，如将全球升温控制目标
由 2 摄氏度调整为 1.5 摄氏度，干旱风险及其对人口
现有防洪设
的影响将有所降低。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施能有效降低全球人口（约 8%）和全球年均 GDP（约
7%）对洪涝灾害的暴露度。
“采用代表性浓度路径 RCP4.5 和 RCP8.5 两种排
放情景，如维持现有防洪设施，21 世纪中后期全球洪
涝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其中在发展中国家聚集地区较
为严重。”孙福宝说，
“研究结果可为应对全球变化风险
提供科学依据，对全球变化下如何开展旱涝灾害管理
及防洪基础设施布局等有着重要意义。” （沈春蕾）

地质地球所

隗

发现黄土高原成壤过程中
赤铁矿生成主控气候要素
本报讯 古气候要素的定量重建是古全球变化研究
的重要方向，
土壤磁学性质与气候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在进行古土壤古气候要素定量重建方面具有很大的潜
力。中国北方的黄土—古土壤序列包含了上百层古土壤
层，
是研究东亚季风区古增温及其环境后果的理想材料，
厘定黄土高原地区黄土—古土壤序列中赤铁矿与气候要
素之间的定量—半定量关系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近期，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院重点
实验室季风系统演化课题组博士研究生高新勃在研究员
郝青振和合作者的指导下，对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179 个现代土壤样品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明确了黄
为
土高原地区成壤过程中赤铁矿生成的气候控制因素，
利用黄土—古土壤序列进行东亚季风区古温度的定量重
研究成果发表于《第四纪科学评论》。
建提供了新的可能，
高新勃表示，研究利用沉降法将成壤来源与碎屑来
源的磁性矿物分离并进行磁学性质测量，进一步结合现
代气候要素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同时开展赤铁矿和亚铁
磁性矿物与气候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在黄土高原地区
成壤过程中赤铁矿生成与气候要素的关系上取得新进展。
研究结果进一步明确了在沉降法中以 4 微米为
界，可以有效将成壤来源和碎屑来源的磁性矿物进行
分离，成壤来源的磁性矿物主要赋存在小于 4 微米粒
与
级中。课题组通过对比发现全岩样品的磁性测量中，
亚铁磁性矿物含量有关的磁学指标主要受成壤组分控
制，而与反铁磁性矿物有关的指标受成壤和碎屑来源
组分的共同控制。
与此同时，研究揭示出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中赤铁
矿生成的主控气候要素为年均温度，表征赤铁矿含量
变化的高场等温剩磁与年均温度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
关系，而亚铁磁性矿物的生成主要受控于年均降水量
的变化。
（高雅丽）

大气所 隗

揭示环南极洲“冷”海温
对大气环流影响
本报讯 环南极洲的南半球热带外海域，年平均海
表温度约在 0℃到 15℃。相对年平均温度在 16℃到 29℃
“冷”
的海域。热带
的热带
“暖”
海洋而言，
这里是一片较
海洋在气候态“暖”海温基础上产生的海温异常，通过
激发对流等形式对大气环流产生显著影响。那么，南半
球热带外“冷”海域的海温异常，会对大气环流产生怎
样的影响呢？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菲
及其合作者，
通过对海表温度资料的统计分析，揭示了
南半球热带外海温变率的时空变化特征。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大气科学进展》，为了解其南半球热带外海
温变率对大气环流的反馈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
郑菲说：
“南半球热带外海温的主模态空间型呈现
中、高纬度反向变化的偶极子结构。也就是说，当中纬
高纬度海温偏高。这一偶极子的海温型
度海温偏低时，
态称为南大洋偶极子。”
利用海温异常强迫的大气环流模式（AGCM）数值
模拟，
是认识海温对大气环流影响的重要手段。研究人
员进一步分析了 28 个 AGCM 模拟输出的结果，发现
南大洋偶极子对南半球热带外大气环流存在显著影
响，并且这一影响呈现季节差异。夏季（12 月至 2 月）
南大洋偶极子的异常使得极锋急流和副热带急流位置
上出现南北移动，而冬季（6 月至 8 月），两支急流的响
应主要表现为强度变化。
“在夏季（12 月至 2 月），
南半球副热带急流和极锋
而在冬季（6 月至 8 月）分裂为两支。南
急流融合为一支，
大洋偶极子对大气环流影响的季节差异，与急流在冬、
郑菲表示。 （高雅丽）
夏季节的这种配置不同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