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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任芳言）1 月 31 日，高能
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国家验收会
在京举行。作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的预
研项目，HEPS-TF 旨在解决 HEPS 的设计难
题，完成相关加速器和光束线站的关键技术研
发，以及 HEPS 的加速器物理设计和工程方案。

据了解，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作为该项目法
人单位，联合共建单位北京科技大学，于 2016
年 4 月启动项目，经过两年半的攻关，最终于
2018 年 9 月完成项目。目前项目的工程目标及
所有任务已经完成，部分加速器、光束线站关键

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一批重要
设备完成国产化。

“依靠这一验证装置，可以解决未来建设
HEPS 需要的关键技术，其中的一部分设备还可
用于后期的 HEPS 建设。”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
所长、HEPS-TF 项目工程经理秦庆说。

作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即将开始建设
的 HEPS 发射度比先前的同步辐射光源更小，
因而具有更高亮度。“HEPS 在单位角度方向上
通过的光子数（光谱亮度）可达 1022 个。这一亮
度比世界现有最亮同步辐射光源美国国家同步

辐射光源 II（NSLS-II）高 70 倍，比瑞典的 MAX
IV 高 10 倍。利用 HEPS，科研人员能更清楚地看
到材料内部结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董
宇辉表示，“HEPS 的建成将让更多的科学实验
成为可能。”

“HEPS-TF 总投资约 3.2 亿元，为一个即将
建设的大科学装置提供数亿元的预研经费，国
内尚属首次。这也对未来即将建成的装置提出
更高要求。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设难度非常
大，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科院高能物理
所所长王贻芳说。

以建设 HEPS 加速器的关键技术为例，项
目所需的纵向带梯度二极磁铁和超高梯度四极
磁铁均在预研中完成相关样机研制，并处于世
界前沿水平。预研项目还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加
速器小孔径真空室内壁吸气剂镀膜装置，对推
动我国超高真空技术发展有重要意义。

验收会上，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验证了先进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关键技术的可能性，显著提
升了我国在磁铁、电源、探测器及电子学等领域的
相关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为未来建设
先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世界最亮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通过验收

这是在中国大
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树坪基地拍
摄的大熊猫宝宝。

1 月 31 日，中
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 2018 年新生熊
猫宝宝集体亮相，为
新春佳节送上“萌萌
的祝福”。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墨子号”成果

获克利夫兰奖
本报讯（记者丁佳）北京时间 1 月 31 日，

美国科学促进会宣布，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领衔的“墨子
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科研团队 2018 年度克利
夫兰奖，以表彰其通过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
量子纠缠分发推动大尺度量子通信实验研究
做出的卓越贡献。

这是克利夫兰奖设立 90 余年来，中国科
学家在本土完成的科研成果首次获得这一荣
誉。该奖项将于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在华盛顿
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正式颁发。

2017 年初，潘建伟及其同事彭承志等组成
的研究团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
建宇研究组、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利用“墨子
号”量子卫星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
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空间尺度下严格满足“爱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
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相关成果 2018 年 6 月
16 日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于《科学》。而后的 8
月 10 日，“墨子号”量子卫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
星的量子隐形传态，这两项成果以封面标题论文
的形式在线发表于《自然》。

克利夫兰奖每年评选一次，从当年 6 月至
次年 5 月发表在《科学》的论文中，选出一项最
具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成果，授予该奖。

本报讯（记者甘晓）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1 月 30 日 20 时 39 分，嫦娥四号着陆器接
受光照自主唤醒。此前，“玉兔二号”巡视器于
29 日 20 时许完成自主唤醒。两器在月球背面
成功经受极低温环境考验，根据太阳高度角变
化择机自主退出“月夜休眠模式”，关键设备按
预定程序相继通电开机，安全度过首个月夜。
此外，着陆器上配置的同位素温差电池为月夜
温度采集器顺利供电，保障该采集器于测点位
置成功监测第一月夜温度变化情况，这是我国
探月工程首次获取月夜温度探测数据。

目前，巡视器位于着陆器西北约 18 米处。
两器正常工作，通过“鹊桥”中继星与地面通信

和数据传输状态稳定。根据第一月夜温度探测
数据，月表温度在月夜期间最低达到零下 190
摄氏度。长时间低温环境，对月球探测器“生
存”形成严峻挑战。此次嫦娥四号通过配置同
位素热源，在月夜期间持续为探测器供应热
量，成功解决月夜无光照和低温难题。

月球上的一个昼夜相当于地球上约 28 天。
在第一个月昼里，嫦娥四号着陆器、巡视器圆满
完成工程任务，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工作，由多个
国家和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着陆
器地形地貌相机对着陆区域进行了环拍，获得了
彩色全景图。在第二个月昼里，着陆器和巡视器
上的科学载荷将按计划继续开展科学探测。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巡视器
顺利度过月夜开展第二月昼工作

诲人不倦 甘为人梯
———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四位师长
■邓麦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
称大连化物所）走过了辉煌的七十年。七十年
来，大连化物所不仅用科技成果为国家科技事
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培养造就了

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大连化物所的科学家
们不仅用他们的渊博学识培养人，更用甘为人
梯的精神助力和滋润年轻人成长。我在大连化
物所学习工作了十九年，其间得到许多老师的
教诲和帮助，本文仅以其中四位老师的故事，
为大连化物所庆生。

郭燮贤：勤奋严谨 一生甘为人梯

郭燮贤先生是我的授业导师。在他的指导
下，我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
他的言传身教下，我深深地体会到科学家勤奋、
严谨和甘为人梯的精神。

1990 年，大连化物所组织中科院相关科
学家赴德国参加中德双边催化学术会议，顺道
参观访问几所德国大学的催化实验室。在访问
德国波鸿大学催化实验室那天，先是由该实验
室的负责人介绍实验室的概况，双方科学家进
行学术交流，然后参观实验室。

在参观时，我总是走在最后，一来代表团
里我最年轻；二来李文钊副所长和郭燮贤先生

是代表团的领导，按中国人的习惯，领导应该
在前；三来我的英文不太好，站得太靠前，害怕
到时出洋相。

在参观到第二个实验室时，郭先生突然从
前面走到我身边，低声但非常严厉地对我说：

“邓麦村，你为什么总往后站？为什么不向前
去？这时候最需要你们年轻人朝前站，我们年
纪大的应该让你们多听多学。听不懂、讲不好
都不要紧，可以多问。就怕你不主动。你这样怎
么能提高？”几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心里又
是惭愧，又是感激。于是我赶紧走向前去……

1983 年，我结束了基础课学习，进入实验室
开始硕士论文研究工作。当时我所在的题目组
在杨亚书老师的带领下，每周都要进行一次学
术活动，主要就有关重要的文献由一位研究人
员或研究生进行宣讲，然后开展讨论，抑或交流
研究工作进展情况。郭先生作为副所长和研究
室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抽出时间经常回
到组里参加学术活动并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
每次轮到我作主题发言时，即高兴又紧张。高兴
的是可以通过大家的讨论加深对文献的理解，

学到不少知识；紧张的是深怕由于自己的粗心，
对文献中的学术观点理解不到位而讲不清楚。

记得有一次学术活动，由我对一篇关于
高分散金属催化剂上饱和烃催化反应机理的
文献进行宣讲。在此之前，我将文献反复阅读
了几遍，自以为准备得比较充分，为了讲解得
更清楚，做了好几张透明薄膜，每张薄膜都密
密麻麻写满了东西。心想这一次没问题，一定
能让大家听清楚。学术活动刚刚开始，郭先生
也赶来了，尽管我自认为准备得很好，但心里
仍然“咯噔”了一下。随后，我信心十足地开始
了我的演讲。我从文献的开头讲到结尾，平铺
直叙，薄膜用了一张又一张。在整个宣讲过程
中，郭先生都一言未发。我想，郭老师一定是
很满意的，否则，在宣讲的过程中他一定会提
出许多问题。宣讲结束后，郭先生站起来问大
家：“各位都听清楚小邓在讲什么了吗？”连杨
老师在内，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心想：“坏了，
我讲砸了！”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献几乎所有的
同志都看过。我紧张极了，站在讲台上不知道
如何是好。 （下转第 3版）

开栏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
简称大化所）建所 70周年。70年来，大
化所人紧扣时代使命，坚持“三个面向、
四个率先”，强化创新能力建设，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辉煌成就，充分展示了“锐意创新、协
力攻坚、严谨治学、追求一流”的精神特
质和文化传承。本报从今日起，特开辟
专栏，邀请亲历、见证大化所 70 年改
革创新发展的新老科学家们，讲述鲜为
人知的尘封故事，重温如歌岁月，共话
美好未来。

本报讯（记者李晨）记
者 1 月 31 日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获悉，该组织新
近旗舰研究表明，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AI）超越理
论范畴，进入全球市场，基
于人工智能的发明大量涌
现，美国的 IBM 和微软公
司成果最为突出。不过，中
国占据了前 20 名学术机
构中的 17 席，中国科学院
凭借超过 2500 个同族专
利位居总排名第 17 位，同
时位列学术机构排名的第
一名。

“产权组织技术趋势”
系列第一期出版物对人工
智能的创新进行了定义和
衡量，涵盖了超过 34 万份
AI 相关专利申请，以及上
世纪 50 年代 AI 出现以来
发表的 160 万篇科学论文，
其中大多数 AI 相关专利
申请为 2013 年后公布。

作为首份技术趋势报
告，它为政府和企业的政
策制定和决策提供了 AI
通用信息库。世界各地都
在关注并应对这项有可能
颠覆经济、社会和文化活
动等领域的新技术，以及
可能引发的种种后果。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干事高锐说：“为了尽量扩
大推广 AI 的优势，同时应
对 AI 引起的伦理道德、法
律和监管方面的挑战，第
一步就要为理解人工智能
提供通用的事实依据。我
们首次推出的‘产权组织
技术趋势’系列，同时也提
供基于事实的预测，从而
向全球政策制定者介绍 AI
的未来、治理形势以及支
持 AI 的知识产权框架。”

研究发现，AI 相关专
利申请增长迅速，其中已
确认的发明中超过半数为
2013 年以后公布。前 30 位
AI 专利申请方中有 26 个公司企业、4 个大学或
公共研究机构。IBM 的 AI 专利申请数量最多，
截至 2016 年底，IBM 拥有 8290 项发明；美国微
软公司拥有 5930 项发明，居其次。前五大申请
方还包括日本东芝公司（5223 项）、韩国三星集
团（5102 项）和日本 NEC 集团（4406 项）。

报告特别提到，前 30 位专利申请方的 4 个
学术机构中，有 3 家来自中国，中国科学院拥
有超过 2500 个同族专利，排名第 17 位。AI 专
利申请前 20 位的学术机构中有 17 家来自中
国，AI 相关科学出版物数量前 20 位的学术机
构中有 10 家来自中国。

尤其在机器深度学习方面，中国科学院和
百度公司占据首位，紧随其后的是阿尔法特、
西门子、小米、微软、三星、IBM 和 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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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本报讯（记者陆琦）
记者从中核集团获悉，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
范工程福清核电 5 号机
组第三台主泵电机于 1
月 30 日吊装就位，至此

“华龙一号”福清 5 号机
组核岛主设备全部就位，
为 5 号机组冷试节点按
期实现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主泵是核
电站一回路反应堆冷却
剂系统中唯一高速旋转
的核一级设备，作为反
应堆中循环系统的动力
源，被业界喻为核电站

“心脏”。从 1 月 24 日福
清 5 号机组首台主泵电
机吊装就位，到 1 月 30
日福清 5 号机组最后一
台主泵电机吊装就位，
仅用时 7 天。

“华龙一号“全球首
堆示范工程福清核电 5 号机组自 2015 年 5
月 7 日开工以来，工程建设进展顺利，设
计、设备制造和建安施工等各项工作按照
进度计划有序推进，工程安全和质量处于
良好受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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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保国 通讯员范琼）近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路军岭、韦世强、杨金
龙等所在的课题组密切合作,研制出一种新型
催化剂，攻克了新能源汽车———氢燃料电池汽
车推广应用的关键难题：解除氢燃料电池一
氧化碳“中毒休克”危机，延长电池寿命，拓宽
电池使用的温度限制，确保其在寒冬也能正
常启动。该研究成果加快了氢能源汽车民用
推广的步伐，于 1 月 31 日在线发表在《自然》
杂志上。

氢气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前途的清洁能源之
一。氢燃料电池利用氢和氧的化学反应释放的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无需燃烧，具有高能量转换

效率和零排放的优势，是未来新能源汽车的主
要发展方向之一。但氢燃料电池的发展面临许
多挑战，其中一个关键难题是燃料电池铂电极
的一氧化碳“中毒”问题。

目前，氢主要来源于甲醇、天然气等碳氢
化合物的蒸气重整和水煤气变换反应，由此产
生的氢通常含有 0.5％~2％的一氧化碳。作为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心脏”，燃料电池铂电极容
易被一氧化碳杂质气体“毒害”，导致电池性能
下降，寿命缩短，严重阻碍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推广。

研究领域看好的车载氢气净化法，是将特
定催化剂放置在燃料电池的入口处，在氢气进

入燃料电池之前，使氢气中的一氧化碳杂质气
体优先和氧气发生反应，从而避免一氧化碳杂
质气体进入电池毒化电极。但现有的催化剂只
能在高于室温和极窄的温度范围内工作，这使
得氢燃料电池汽车无法在频繁冷启动期间得到
有效保护，导致氢燃料电池汽车很难广泛应用。

路军岭团队设计了一种分散于铂表面的氢
氧化铁新型催化剂，该催化剂能够在 198~380
开尔文（约合零下 75℃~ 零上107℃）的温度范
围内百分百选择性地高效去除氢燃料中的微量
一氧化碳。因此，该新型催化材料可以为氢燃料
电池在频繁冷启动（即使在约零下 75℃的极寒
条件下）和连续运行期间提供全时保护，避免氢

燃料电池一氧化碳“中毒”。
“这些发现可能会大大加速氢燃料电池汽

车时代的到来。”路军岭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
开发一种廉价且具有高活性、高选择性的一氧
化碳优先氧化催化剂，既可以提供机载燃料电
池的全时保护，也可以为工厂高纯氢气制备提
供有效手段。

一位审稿人评论说：“与文献报道的其它催
化剂相比，这种倒置型单原子催化剂，在富氢氛
围下，一氧化碳优先氧化反应中的活性、选择性
和稳定性均表现最佳。”

相关论文信息：

新型催化剂攻克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难题

根据出版计划，本报于 2 月 2 日至 2 月
10 日休刊。敬请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