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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囊团带来强大助力

发现·进展

吉林大学

—走进天津市院士专家工作站
——

合成超稳定
共价有机骨架材料

姻本报实习生 刘如楠 记者 李晨阳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之雄略，千军
受益。”
尝到院士给企业带来的技术发展与
利润甜头之后，丹娜（天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周泽奇忍不住感慨。自中国工
程院院士廖万清来到公司的院士专家工作
站之后，企业的创新人才培养、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等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不少产品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近日，
中国科协组织媒体记者赴天津院
士专家工作站采访调研，多家企业负责人畅
谈这一高端智囊团带给他们的强大助力。

真菌诊断技术待提高
2018 年初，
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
作者的岳父从小小的
年》的文章火遍网络，
感冒开始，一路发展为严重肺炎，最终与家
人阴阳两隔。
“他起初被诊断为细菌感染，用了大量
抗生素来医治，不但没达到消灭致病菌的效
这
果，
反而抑制甚至杀死了原本有益的菌群。
最
就使真正的凶手——
—致病真菌更加疯长，
周泽奇叹惋道。
终耽误了治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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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背后，是我国依然落后的真菌诊
断技术。在真菌与细菌合并感染的病人中，
只有 2%~3%得到了治疗。不少病死的人直
到尸检时，
才检验出真正的致病菌种。
事实上，由于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技
术，临床侵袭性真菌病（IFD）的病死率高
达 70%~90%，堪称全球难题。全球真菌感
染行动基金会（GAFFI）提出了未来 10 年
“95/95”的宏伟目标：到 2025 年，确保
95%患有严重真菌感染的病人得到诊断，
95%的病人接受治疗。

携手迎战国际难题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
家致力于 IFD 系列体外诊断产品研发、生
产、临床应用和技术服务的企业。2015 年 9
月，该公司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廖万清
入站指导。
在廖万清的指导下，丹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开发出 20 余项 IFD 体外诊断产品和配
套的全自动检验仪器设备，可根据联合诊断
方案组合使用。其中 7 项产品获得 CFDA（国

本报讯 （记者李晨阳）2015 年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本世纪全球
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
实现这一目标离
的目标。大量研究表明，
不开负碳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利用。近日，
中外科学家组成的联合团队在负碳技术
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
展，
相关研究成果的长文发表于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
所谓“负碳能源技术”，就是在满足
生产、生活能源需要的同时，不仅不会
增加二氧化碳排放，还能额外消耗一定
的二氧化碳。传统化石能源与碳捕捉和
储存技术（CCS）结合可以大大降低二
氧化碳排放，由于生物质中的碳来自光
合作用，如果生物质能结合 CCS 技术，
不仅可以降低能源使用过程中的碳排
放，全过程还会带来空气中二氧化碳浓
度的下降。
这项研究首次评估了生物质与煤共
气化及碳捕集技术（CBECCS）对中国碳
排放和大气污染的影响及其经济效益。
结果显示，当采用 35%生物质添加量时，
CBECCS 系统可实现电力生产全生命
周期的零碳排放，并将成本控制在 0.62
元 / 千瓦时以下。在 CBECCS 零碳排放
系统情景下，利用全国 25%的农作物秸
秆可实现代替 18.1%的总发电量, 并减
少 8.8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在空气污染
较为严重的华北地区, 该系统可分别实
现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PM2.5 和黑炭减
排 5.2%、
3.6%、
12.2%和 3.8%。
论文第一及通讯作者，
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副教授鲁玺表示，从长远角度看，
中
国应避免陷入碳密集型燃煤发电路径，
并
逐步从高碳排放的电力系统平稳过渡至
低碳乃至负碳排放；
就近期而言，中国亟
须解决由于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空气污
染问题。CBECCS 技术路径一方面可以适
应短期与长期的碳价政策，
通过调节生物
质的添加比例，
逐渐由低碳技术过渡到负
碳技术，
从而平稳降低煤炭使用量；另一
方面也会带来显著的大气污染物减排。
“目前，CBECCS 系统发电仍需要克服相关的技
术与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例如生物质与煤共气化关键
技术、
高效的生物质收集系统、
有效的碳价机制等。但
在一些碳储藏能力较好、生物质产量较高的地区，近
期可以进行 CBECCS 系统试点建设，为将来的较大
规模实施做好技术储备。”鲁玺说。
除清华大学外，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美国哈佛
大学、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美国伯克利能源实验室与
我国的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相关论文信息：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
16 项产品
获得 CE（欧洲统一）认证。7 项产品填补国内
空白，
6 项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丹娜
共同
生物已与中东地区 22 家医院展开合作，
开展的
“一带一路”
念珠菌血症临床诊断技术
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继廖万清之后，丹娜公司还与英国皇
家病理学学院 Malcolm Richardson 院士签
订了入站协议。2018 年，该工作站被中国科
。
协评为
“全国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明确方向水到渠成
从院士专家工作站中受益的企业还有
很多。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浩的指导下，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出了
1100 千伏的铝换位导线，并在此基础上研
发出了一种干式平波电抗器。
我国地域辽阔，能源分布不均，对远距
离、跨区域、大容量输送电力有着强烈的需
求。500 千伏以下的传统交流输电存在输送
距离和容量有限、线路损耗大等缺点。而电
压等级达到±800 千伏及以上的直流电和

1000 千伏及以上交流电的特高压则能大大
改善这些问题。
因此，经纬辉开光电公司的 1100 千伏
铝换位导线及相应电抗器在远距离电力输
送中大有可为，以该技术为基础的新疆准
东（昌吉）—安徽皖南（古泉）±11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
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
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对全球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我们公司作为该工程一次设备干式
空心电抗器的供货单位，从设计、研发和生
产制造全部为独立自主完成，这使我国特
高压系列干式空心电抗器等高端电力装备
该公司
的产业竞争力达到世界先进行列。”
的副总经理张国祥说。
在技术专家袁卫国看来，院士专家工作
站的设立给公司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
“朱英浩院士从
益，
改变了公司的行业地位。
来不会告诉我们具体的做法，但他会站在一
个我们难以企及的高度，给我们指明研发和
经济效益
生产方向。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努力，
和行业地位都是水到渠成的。”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近日，
吉林大学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
合成了稳定性超
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方千荣团队采用溶剂热的方法，
强的新型共价有机骨架材料，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自然—化学》。
共价有机骨架材料（COFs）是一类由小分子单体通过可逆共
价键连接形成的晶态有机多孔聚合物。近十年来，这种材料在气
体吸附、化学分离、催化、化学传感、光电和储能等领域表现出广
阔的应用前景。
研究人员采用高温溶剂热的方法，将研磨后的小分子前体
（邻二酚类单体和邻二氟苯类单体）与反应溶剂和催化剂混合，在
碱性条件下，于 80 多摄氏度密封玻璃管中静置 3 天。最后，在微
溶状态下得到了新型晶态有机聚合物。
方千荣表示，此方法合成的是两种通过芳香醚键连接的新型
强
COFs。新型材料具有高结晶度和丰富的孔道结构，能够在沸水、
酸、
强碱、
强氧化剂、
强还原剂等极端条件下保持稳定。
“它的稳定性超过了目前所有已知的结晶多孔材料，包括金
方千荣说。
属—有机骨架材料、
分子筛等。”
基于新型材料的高化学稳定性，研究人员将其进行后修饰，
得到了羧基功能化和氨基功能化的衍生物。将新型材料和这两种
衍生物应用于污水中抗生素的吸附，发现在广泛的 pH 范围（pH
=1~13）内，这 3 种物质对四环素、土霉素和金霉素都具有较高的
且经过 5 次吸附—脱附循环后，吸附量没有明显降低。
吸附力，
相关论文信息：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等

揭示诱导黑素细胞
自体移植治疗潜能
本报讯（见习记者谷双双 记者陆琦）近日，江苏大学附属医
院皮肤科教授李遇梅、江苏大学再生医学研究院教授郑允文等合
作，揭示了患者诱导多能性干细胞（iPS 细胞）来源的诱导黑素细
胞在自体移植治疗中的潜能。相关研究成果 4 月 9 日在线发表于
《细胞—通讯》。
长期以来，部分人群由于黑素细胞数量减少或功能缺失，产
生色素脱失性疾病（如白癜风等）。传统的治疗方式通常较难获取
足够数量、
较高增殖活性并适合移植的黑素细胞。研究人员利用
白癜风患者色素脱失部位的皮肤组织生成患者 iPS 细胞，并通过
三维诱导分化培养技术获得了大量具有高增殖能力和体内整合
能力的黑素细胞。
该团队借助免疫缺陷型小鼠的毛囊重构模型，证实了 iPS 细胞
诱导的黑素细胞经移植后可以长期稳定地再生性构建皮肤基本结
无致瘤性表现。
构，
发挥正常皮肤功能，
并在两个多月的观察期间，
此研究不仅首次揭示了 iPS 细胞由来的诱导黑素细胞在人
体内的长期功能性维持状况，也为今后个体化细胞移植治疗提供
了可靠的细胞源和治疗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4 月 15 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河北大学联合举
办的“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在河北大学美术馆拉开帷幕。
当天展出敦煌壁画数字高保真复制品 40 幅，以及极具艺术意义的 11 高
观众能身临其境地感受敦
保真复制洞窟。展览还设有 VR 展位，
戴上配套的设备，
煌壁画之美。图为开幕式当天，
河北大学师生近距离地欣赏敦煌石窟艺术。
本报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郭占欣报道 于冬伟摄

中俄科研机构将共建北极联合研究中心
本报讯（记者廖洋 通讯员高倩）
日前，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
实验室与俄罗斯科 学院希尔绍夫海
洋研究所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签署《共
建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协议书》，双方
将聚焦北极海洋气候重大科学问题，
以北极及其邻近海域为工作重点，按
照《北极联合研究中心十年科学发展
规 划（2019-2028）》，围 绕“ 北 极 海 洋
环流、物质输送与海冰变化”等领域
展开研究。
双方 将 组织 联 合研 究 和 共 同 调

查，为联合科考航次准备仪器和科考
船；开展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并
组织人才培训项目；促进双方科考船
船时共享及大型调查和分析设备的共
享；加强数据、信息和研究成果的交
换；在组织学术研讨会、讨论会、讲座
以及出版学术论文和专著方面加强务
实交流合作。
北极联合研究中心设在莫斯科，
是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
室“海外中心建设规划（2015-2020）”
的重要内容，也是该实验室全球分布

高分五号“解密”
全球霾分布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联合载荷研制单位中科院安徽光机所等机
构，基于高分五号卫星上搭载的多角度偏
振相机（DPC），获得了首幅全球 3.3 公里空
间尺度的细粒子气溶胶光学厚度（AODf）
分布图。这是国际上空间分辨率最高的
AODf 遥感观测数据集，可反映大气主要污
染成分（PM2.5 等）空间信息、为“解密”全
球霾分布提供关键基础产品。
高分五号卫星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搭载有多角
度偏振成像仪等 6 台先进载荷，是我国高
分卫星系列中的环境监测旗舰。DPC 是我
国首个具有多谱段、多角度、多偏振的星
载宽视场成像仪，可覆盖可见光至近红外
光谱段，有 9 至 12 个成像角度，可探测 3
个偏振分量，其观测幅宽可达 1850 公里。
DPC 具有探测气 溶 胶、云、水 汽 、氧气 等
大气成分信息的专用探测通道，以及兼顾
陆地和海洋环境的探测能力。

综合

全球陆地
上空细粒子气
溶胶光学厚度
（AODf） 分 布
图，
红色表示细
粒子气溶胶高
含量分布区域，
浅灰区域表示
云覆盖或无有
效数据。
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
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正强介绍，
高分五号卫星获得的 AODf 数据是目前全
球空间分辨率最高的细粒子气溶胶光学厚
度卫星遥感产品，比法国 POLDER 卫星等
同类卫星数据产品分辨率提高约 6 倍，能
够更清晰显示出污染分 布的局地细节特
征，并可以在轨持续监测全球大气细粒子

气溶胶含量变化，支持区域污染精细管控、
重点城市污染传输通道监测、污染物溯源
等需求。
李正强表示，DPC 可为大气污染状况
的全球覆盖、快速监测提供空间观测数据，
所获取的气溶胶参数可用于监测大气细颗
粒污染物分布、来源、成分及传输信息等，
且获得的分析结果与地面实际监测结果具

式协同创新网络的海外支点。
该实验室主任委员会主任、中科
院院士吴立新表示，中心建成后，将凝
聚两国极地和海洋研究优势力量，聚
焦“冰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重大科
学问题，加强在北极多圈层相互作用
研究，探究北极海洋环境气候变化及
其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以实际
行动和不懈努力支撑“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北极中心也将同国际南半球海
洋研究中心一样，成为我国和全世界
研究两极的重要基地。

有很好的吻合度。从全球范围看，
DPC 获得
的 AODf 高值区与全球环境空气污染重点
区域的空间分布较为一致，低值则主要分
布于大气较清洁的地区。
全球范围内 215 个地基站点的 AODf
同步验证数据显示，DPC 卫星遥感结果与
北京地
地基观测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同时，
区 PM2.5地面测站数据联合分析显示，卫
星遥感的 AODf 与 PM2.5浓度具有较好的
相关性，
显示了 DPC 应用于 PM2.5 定量估
算的良好潜力。
此次卫星定量数据产品的研发和分析
获取，得到了国防科工局、中科院安徽光机
所、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等多家单位的支持
和协助。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国家环境保
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攻克了多
个技术难关，
建立了全球适用的细粒子气溶
胶遥感模型，
研发完成了适配国产高分卫星
的先进气溶胶产品生产系统。
不过，李正强也指出，卫星 AODf 是整
个大气层细粒子的光学等效总量，而与环
境和人体健康相关的 PM2.5，则是特指近
地面层的细粒子的质量浓度，
“用卫星观测
AODf 精确估算近地面 PM2.5，仍须开展大
量的研究和创新工作”
。
（郑金武）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发现光诱导
分子内电荷转移机制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乔庆龙）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
员徐兆超团队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教授刘晓刚合作，在前期获
得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系列新型荧光染料的基础上，发现了一
种新型的光诱导分子内电荷转移机制，命名为分子内扭转电荷穿
梭。该机制的发现进一步推进了分子水平上对光诱导电荷转移机
制的理解，
在光电转换、光催化等领域将具有重要价值。
研究人员借助有机荧光染料多维的荧光信号，以荧光染料构
效关系与理论计算交叉结合为出发点，发现了一种电荷在供体和
受体间往返转移过程（TICS）。研究发现，
模型染料分子受到光照
激发后，基态作为电子供体的二烷基胺在激发态可转变为电子受
体，并迅速随着自身的扭转由电子受体再次转变为电子供体，由
“穿梭”。
LE 激发态转变到 TICS 激发态，
从而实现了电荷的往复
科研人员通过引进分子内氢键稳定螺酰胺结构，使得一系列
荧光螺酰胺即使在酸性环境中也能够具有好的光开关性能。此
外，研究团队还提出了变型荧光传感器的概念，改变传统荧光探
针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主客体识别模式为具有类似万能钥
匙的分子实验室功能模式，即一个探针分子就可以识别区分众多
的分析物，
实现了多种临床耐药菌的鉴定。
相关论文信息：

简讯
山西科协举办水污染防治学术论坛
本报讯 由山西省科协主办的山西首届水污染防治学术论坛
日前在太原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南琪作了题为《海绵城市理
念与黑臭水体治理实践》的主旨报告。
为主题，
有多位专家为山
本次论坛以
“防治水污染，
打好攻坚战”
西目前污水防治状况支招献策。山西省科协党组书记许富昌希望全
省科技工作者在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中保持定力，攻坚克难，锐意进
取，
在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程春生 邰丰）

广东去年审结知识产权案超 10 万件
本报讯 4 月 13 日，
记者从广州举行的 2019 年岭南知识产权
诉讼大会上获悉，2018 年，广东全省法院新收和审结各类知识产
权案件数量均超过 10 万件，居全国法院第一位。其中，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 2018 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10086 件，建院以来首次突破
办结 8202 件。
万件大关，
大会由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支持，广东省知识经济发展
促进会、
广州市律师协会主办。主办方还为 20 件“2018 年度岭南
知识产权诉讼优秀案例”及 8 个“2018 年度岭南知识产权诉讼优
秀团队”
进行了颁奖。
（朱汉斌 江秀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