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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绿色技术集成创新中心”揭牌

星空下的守望者
———郭守敬望远镜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倪思洁

人类首个“触日”探测器升空
开启史上最“热”太空任务 有望穿越日冕

在最新公布的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中，《光：科
学与应用 （英文版）》（

，以下简称《光》）影响因子 13.625，在 94 种
国际光学期刊中排名第 3。

这是这份创刊仅 6 年的期刊，连续第 4 年影
响因子超过 13。其中在 2015 年，当时创刊仅 3 年
的《光》的影响因子便达到了 14.603。

《中国科学报》记者日前在采访中发现，面对
这样的“星迹”，《光》的主办者———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
机所）并不满足，他们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超越论
文，服务科研。

历史的必然

“也许是穷则思变吧。”科技部原副部长、

长春光机所原所长、《光》主编曹健林这样总结
办刊初衷。

过去，作为一个以国防项目为主要研发任务
的工程类研究所，长春光机所并不擅长写文章、
办刊物，国际交流更是少之又少。随着时代发展，
这些特征已经与现代化的研究所明显不相适应。
尤其是在中国科学院提出“四个率先”“四个一
流”等要求之后，去国际最前沿竞争成为每个研
究所的目标和使命。

“办一份高水平英文期刊是打开国际视野的
捷径，也是长春光机所战略发展的必然。”长春光机
所所长贾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科研经费的增
加和总体实力的增强，办一份好刊物的呼声也越
来越高。

2009 年，时任所长宣明拿出 100 万元支持
办一份英文刊物。

由此，常务副主编白雨虹带着英文编辑王卉
开始了跟国际各大出版商的谈判，没想到，这一
谈就是 3 年。直到 2011 年他们碰到百年老
店———英国自然出版集团（以下简称“自然”）。

其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光学
领域的优秀稿源也在日益增多，“自然”正计划进

入中国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谈判进行得异常顺
利。一方面，急于进入中国的“自然”同意了长春
光机所 100%版权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充足经费
支持的白雨虹也没有浪费时间讨价还价。

就这样，打了 3 年持久战的白雨虹突然在 3
个月内解决了战斗。《光》成为“自然”同中国合作
出版的第一本开放获取英文国际光学期刊。

识于微时

谈判的 3 年间，长春光机所并没有闲着，他
们在 2010 年“搞定”了执行主编———美国明尼苏
达大学教授崔天宏。

崔天宏有丰富的英文期刊编委经历，又是长
春光机所研究生部的毕业生，是理想的人选。后
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专业水准。

接受执行主编职位的当晚，崔天宏一夜没睡
列出了 22 条“待办清单”，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几个人安排了“作业”。这张清单立刻为白雨虹指
明了方向。时至今日，但凡有同行向她请教办刊
经验，她都会分享这张清单。

清单上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优秀的审稿人
和稿源。“中科院期刊出版领域引进优秀人才”李

耀彪博士在此时受命，短时间内建立了一个近万
人的国际审稿专家数据库。

崔天宏清楚地记得，虽然当时作了很多宣
传，但第一期投稿的人非常少。曹健林、崔天宏等
人花了大量精力约稿。后来，创刊年几乎所有文
章都是约稿，且都是领域内的“大牛”。

清单的第 15 条是举办国际会议。崔天宏说：
“长春光机所没有办英文刊的基础，又是工程研
究所，文章发得很少，这项作业必须做。”

很快，2011 年两项会议就组织起来。这次会
议建立起了《光》和国际专家的联系，与会的很多
人后来都成为《光》的编委或撰稿人。

白雨虹从清单上领到的任务是带领团队走
遍五湖四海作宣传。

她回忆说：“当时我们就像侦察兵一样，哪里
有光学会议就赶紧去，抓住一切机会推销自己。”

2013 年，同济大学教授程鑫彬就是听了白
雨虹的介绍，毅然将自己最出色的文章投到了尚
无影响因子的《光》。

“顶层设计决定了他们能够达到的高度，而
且当时也应该办一份能代表中国光学科研水平
的期刊了，不要再让好工作都投到外国期刊。我
相信不只是我，所有国人都愿意支持这份期刊。”

程鑫彬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可以说，有许多人像程鑫彬一样，等待已久。

从“黑马”到“神话”

SCI 评审制度严格，一般两年才会收录新
刊，3 年才出影响因子，而《光》第二年就被 SCI
收录了，当年就有了影响因子，且第一个影响因
子就超过 8。

这一数据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崔天宏表示：“一开始我们目标 3~4，这在中

国已经是奇迹了。”
旗开得胜之后，编委会保持了高度冷静。“没

有人向我祝贺，因为懂期刊的人都知道，30%的
新刊将来可能会死掉，一次数据不能说明问题。”
白雨虹回忆道。

随后，编委会迎来了更为严格艰苦的工作。
在崔天宏等人的主持下，《光》建立起了国际化的
编委队伍，62 名编委来自 14 个国家，国际编委
占比 72%，国际稿源占比 75%，严格按照同行评
议审定文章，刊登文章中高引用论文的比例超过
10%，发过诺贝尔奖得主的论文，也拒过诺贝尔
奖得主的论文。

“编委是期刊的守门员，编委不严格，期刊就
不会有国际水平。”崔天宏强调，“《光》能走到今天，
是因为一开始就做了扎实的工作，否则不会有后面
的良性循环，未来也要继续珍惜国际声誉，避免期
刊领域中的所谓中国特色。” （下转第 2版）

创刊第三年影响因子即达 14

《光》：期刊新星的进阶之路
■本报记者陈欢欢

“超越论文 服务科研”系列报道①

编者按

在最近公布的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中，《光：科
学与应用（英文版）》影响因子 13.625，在国际光
学期刊中排名第 3。这份期刊创刊于 2012 年 3
月，仅 1 年之后就被 SCI 收录，2014 年第一个影
响因子就达到 8.476，创刊第三年，即 2015 年又
上升到 14.603，其后稳定在 13 以上。

除了收获影响因子和业界口碑，这份期刊还真
正服务科研，带来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吸引到
了 3 位海外专家落户。

这名“新星”是如何横空出世的？中国是否能发
展自己的国际一流期刊？期刊在中国科技发展中
能起怎样的作用？本报将特设专栏一一剖析这些
疑问。

本报讯 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12 日 3 时 31
分（北京时间 12 日 15 时 31 分），美国宇航局

（NASA）的“帕克”太阳探测器从佛罗里达州卡纳
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正式开启了人类历
史上首次穿越日冕“触摸”太阳的逐日之旅。

据新华社消息，NASA 说，“帕克”将在未来
7 年内环绕太阳飞行 24 圈，并在金星引力的帮
助下调整轨道逐渐逼近太阳，最终抵达距离太
阳表面约 610 万千米的地方，成为有史以来最
靠近太阳的航天器。

“帕克”重约 635 千克，外部采用厚度约
11.4 厘米的碳复合材料防热罩，可抵御近 1400
摄氏度的高温，使探测器内部在保持约 30 摄
氏度的环境下正常工作。当飞抵最接近太阳的
地方时，它的飞行速度将高达每小时 70 万千
米，成为有史以来飞得最快的人造物体。

作为第一个将直接从位于太阳大气最外
层的日冕中穿越的探测器，“帕克”将使人类能
够近距离测量太阳外层空间的电场和磁场，研
究日冕物质抛射的物理机制，从而更准确地预
测太阳风暴对人类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

“帕克”探测器以 91 岁高龄的 Eugene
Parker（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这位美国物理
学家曾于 1958 年预测了太阳风的存在，这也是
NASA 首次以还在世的科学家命名探测项目。

如果一切顺利，探测器将于今年 11 月第
一次抵达近日点，并从 12 月开始传回相关
数据。

据悉，人类此前距离太阳最近的一次飞行
任务由德美两国研制的“太阳神 2 号”探测器
于 1976 年完成，当时距离太阳表面约 4300 万
千米。 （详细内容见第 3版）

河北兴隆，一个宁静的小县城。县城境内，燕
山主峰的南麓上，一组巨大的白色建筑静静伫立。
在那雄伟的建筑里，藏着一双仰望星空的明
眸———国家重大科技 基 础设 施 郭 守敬 望 远镜

（LAMOST）。
8 月 7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布，由其

管理和运行的 LAMOST 已经圆满完成了一期光
谱巡天观测。

1997 年 LAMOST 项目得到批复，成为我国首
个天文大科学工程。20 多年来，它在一代代中国科
学家的传承接力中成长，守望着星空，见证着我国
天文学的发展，也记录着中国天文大科学装置起
步时的模样。

“那一刻，我们成了明星”

1994 年 7 月 4 日上午，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
个报告厅里，刚从欧洲南方天文台 8 米望远镜
VLT 项目回国的崔向群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褚耀泉，向国际同行介绍了一个中国方案———中
国计划建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

当时国际天文界只有百万条光谱的观测计
划，国际同行评价：“很期待 21 世纪初 LAMOST
千万条光谱在天体物理学研究的成果。”

三年后，这个最初由王绶琯与苏定强等中国
科学家共同提出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
望远镜”方案正式立项。此后 LAMOST 的建设，也
一直伴随着国际的目光。

最初，LAMOST 的科学目标有 3 个———星系
巡天、银河系巡天、多波段目标天体光学证认。这 3
个科学目标都是当时天文学研究的前沿方向，也
代表着 21 世纪天文学发展的方向。

2008 年 6 月 23 日，LAMOST 正式竣工验收
的前一年，崔向群又一次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天
文望远镜会议上报告了 LAMOST 的最新进展。那
时，LAMOST 刚装好两块大拼接镜面的全部 61 块
光学子镜，就在崔向群向国际同行们展示望远镜照
片时，会场响起了掌声。崔向群刚作完报告，掌声又
一次响起，崔向群鞠躬致谢后，掌声再度响起。

“那一刻，我们成了明星。”崔向群向《中国科
学报》记者回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9 年 6 月 4 日，LAMOST 顺利通过国家竣
工验收，并很快进入工程调试和科学试观测阶段。

由于 LAMOST 是我国天文界建成的第一个
大科学工程，外界对它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同样
由于是“第一个”，国内很少有人知道大型天文设
备要经历为期数年的工程调试。

为了尽快完成调试，LAMOST 项目总经理赵
永恒带领团队成员在山上整天调试，整宿观测。

LAMOST 运行与发展中心观测运行部主任
施建荣还记得，一开始 LAMOST 光谱质量上不
去，定位精度不够高，视宁度不够好，故障率降不
下来，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LAMOST 团队
里的每个人都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

两年的精密调试和试观测，对于国际大科学
装置来说再正常不过，但对于承受着舆论压力的
LAMOST 团队来说，却显得那么漫长。

待到 LAMOST 完成调试，并开始先导巡天任
务时，马赛天文台前台长 Georges Comte 吃惊地对
赵永恒说：“你们的动作真快！”

“最初会用LAMOST的人，两只手数得过来”

外界压力和紧锣密鼓的调试试验，催生出
LAMOST 最初的科研成果。

2010 年，LAMOST 科研团队发表了 14 篇
SCI 论文，标志着 LAMOST 数据可以开始用于科
学研究。

彼时，LAMOST 科学委员会根据望远镜调试
情况和当时逐渐活跃起来的银河系研究情况，决
定把科学目标中的“银河系巡天”放在首位。

可是，新问题又来了———国内银河系巡天是
个新的研究领域，LAMOST 是个完全新型的望
远镜，会用这些数据开展科学研究的人才寥寥
无几。 （下转第 2版）

“德尔塔 4”重型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
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腾空而起，搭载着小
汽车大小、重约 635 千克的“帕克”探测器直入
云霄。 图片来源：NASA 来自科研一线的回响

据新华社电 8 月 12 日，以“生态、创新、未
来”为主题的“2018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建设论
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会上，由中国科学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产业可持续发
展研究中心、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的“雄安新区绿色技术集成创新中心”正式揭
牌，该中心旨在打造为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建设
提供更多政策建议、先进技术和案例参考的国
际一流产学研联合体。

据了解，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是目前国
际唯一的专门从事城市环境综合研究的国立
研究机构，在城市生态环境领域具有科研、技
术领先优势。剑桥大学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作为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科研力量雄厚，在
产业可持续发展领域拥有大量研究成果和成
熟经验，可将先进理念和技术带到雄安新区推
广应用。永清环保是国内最早一批环保上市公
司，也是国内少有的环境综合服务企业。永清

环保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雄安新区一号环境
整治工程———“唐河污水库治理项目”的实施。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马铭锋
介绍说，永清集团将携手剑桥大学产业可持续发
展研究中心、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等国内外一
流产学研机构共同努力，从多层面、多领域开展
合作，利用各自资源和人才优势，形成高新技术
集成创新聚集效应，为雄安新区建设添砖加瓦。

（王昆 李继伟）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李晨阳）8 月 10 日，
由中、美、德三国专家组成的科研团队对外宣
布，他们在中国贵州省发现了迄今中国最大规
模的侏罗纪早期蜥脚类恐龙足迹群，该足迹群
由蜥脚类恐龙在不同时段留下，对研究中国侏
罗纪早期恐龙群的分布与演化有重要意义。相
关论文在《地学前缘》上发表。

该项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
授邢立达、汤冬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足迹
博物馆教授马丁·洛克利，德国古爬行及两
栖动物博物馆教授亨德里克·克莱因以及国
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光照等学
者共同完成。

蜥脚类恐龙是恐龙分支，其遗迹在世界各大
洲都被发现过。它们具有较小的头部、较长的颈

部和尾巴以及粗壮的四肢，是目前陆地上出现过
的体型最大的动物，包括雷龙、腕龙等。

据悉，该足迹群于 2013 年夏季在贵州省茅
台镇的一酒厂建筑工地被发现，之后于 2017 年
夏季被该酒业公司员工告知邢立达，并被证实
确为侏罗纪早期蜥脚类恐龙所留。其面积约
350 平方米，有至少 250 个恐龙足迹，其所在地
层距今 1.9 亿年至 1.8 亿年。

“侏罗纪早期的恐龙足迹非常难得，此前中
国的侏罗纪早期蜥脚类恐龙足迹只有 4 处，分别
位于四川古蔺和自贡、重庆大足、贵州毕节，但这
些足迹点都不理想，存在交通不便、风化严重、数
量稀少等问题，而此次新发现的足迹群保存好、
数量多，非常具有科研价值。”邢立达说。
相关论文信息：

我国发现最大侏罗纪早期蜥脚类恐龙足迹群 “向阳红 ”船凯旋

本报讯（见习记者韩扬眉）中科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王丹团队联合中科院化学所李玉良团队，
成功在超薄石墨炔材料上引入一种新型的 sp 掺
杂 N 原子，这种新型的石墨炔材料表现出非常优
异的性能。该成果日前发表在《自然—化学》上。

氧还原反应（ORR）是能源储存和转化的
基础，在燃料电池中有着重要应用。目前，氧还
原反应以铂基催化剂的催化活性最为优异，但
由于贵金属铂储量较低、价格昂贵且容易导致
中毒、稳定性较差，不利于大规模应用。非金属
电催化剂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碳材料是一种理想的催化剂基底，但需要
引入杂原子改变表面电子状态，进而提升活
性。以往的研究发现，掺杂碳材料催化剂的活
性与氮原子的掺杂构型息息相关。

研究人员以块体石墨炔为原料获得薄层

石墨炔，再将其与三聚氰胺以一定比例混合均
匀，在氩气惰性环境下高温处理，最终通过周
环反应得到 sp-N 掺杂的薄层石墨炔。

相比于其他氮原子掺杂构型，sp-N 的掺杂
使得相邻的碳原子带有更多的正电荷，更有利于
氧气的吸附。实验结果显示，随着 sp-N 含量的增
加，催化活性提高。优化后的样品，在碱性条件
下，ORR 活性可媲美商业 Pt/C 催化剂，并表现
出更快的反应动力学。在酸性条件下，这一材料
虽然略低于 Pt/C 催化剂的活性，但相比于其他
非金属催化剂，其催化活性要高出很多。

sp-N 掺杂的石墨炔是目前已知综合性能
最好的非金属催化剂，对促进燃料电池的商业
化进程意义重大。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制备出新型氮掺杂石墨炔

本报北京 8 月 12 日讯（记者陆琦）今
天，“向阳红 10”科考船在完成中国大洋 49
航次任务后返回舟山。

本航次由自然资源部所属第二海洋研
究所组织实施，2017 年 12 月 6 日从舟山起
航，历时 250 天，航程 29821 海里，分 5 个航
段执行，主要作业区域在印度洋。

本航次在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合
同区发现 3 处矿化区、2 处矿化异常区和 9
处异常区，深化了对合同区多金属硫化物分
布控制机制、成矿规律及资源评价的认识；
在西北印度洋卡尔斯伯格洋中脊新发现 3
个热液系统，使得我国在该区域发现的热液
系统数量增至 9 个；首次在印度洋开展微塑
料污染、缺氧和海洋酸化调查；开展 90 度海
岭、海气通量和洋中脊深部构造调查研究。

我国自主研发的“潜龙二号”自主水下
机器人在该航次中开发了两项新技能，即无
母船值守作业和多探测传感器模块化搭载
作业，显著提高了作业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