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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关市丹霞山
丹霞地貌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6 月 8 日，由广东煤炭地质局、韶关市
丹霞山管委会联合发起的“韶关市丹霞山丹霞地
貌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丹霞地貌研究将
迈上新台阶，并推进了丹霞山建设国际丹霞地貌
研究中心进程。

据了解，该研究院的成立将为学术研究、生态
保护、产学融合等领域提供新模式，为深入系统研
究丹霞山地貌景观和地质遗迹保护、旅游资源开
发、地质灾害防治等提供平台，为实现丹霞山自然
资源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保障。

（朱汉斌）

2019北京国际听力学大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2019 北京国际听力学大会在京
举行。该会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听力
协会主办，旨在深化听力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和行
业合作，促进听力康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增进人
民福祉和健康水平。

据悉，本次大会邀请到 50 余位国内外知名听
力学专家，由 1 场工作坊、3 场主题报告、2 场圆桌
论坛组成，分享交流听力行业发展趋势与助听技
术、听力筛检评估临床研究等成果。大会还同期举
办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听力行业展览会，
展示我国听力行业的蓬勃发展，并为实现合作共
赢提供新格局。 （倪思洁）

简讯

本报讯（见习记者卜叶记者黄辛）近日，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了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
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熊志奇研究组与华东师范大学
廖鲁剑研究组合作完成的一项科研成果。该研究揭示了
天使综合征的一种病理机制，为治疗该疾病提供了新的
药物靶点。

天使综合征，也称安格曼综合征，患者脸上常有笑
容，缺乏语言能力、过动，且智能低下。已有研究证明，
UBE3A 母源等位基因的缺失会导致神经发育性疾病天
使综合征。而且，PP2A 的活性在天使综合征小鼠脑组织
中显著上调，但并未发现 PP2A 的各个亚基在蛋白水平
和 mRNA 水平上的变化。

研究人员由此展开了“地毯式”排查，解析天使综合
征小鼠脑组织中发生变化的蛋白质。结果显示，PP2A 的
激活因子 PTPA 在天使综合征小鼠中显著上调。与此同
时，实验表明，PTPA 是 UBE3A 的一个泛素化底物。
PTPA 的上升导致了 PP2A 催化亚基的甲基化水平上调，
进而引起 PP2A 全酶组装的增加，最终导致 PP2A 活性的
上升。

研究人员发现神经元中过表达 PTPA 部分模拟了天
使综合征小鼠的表型，表现为成熟树突棘比例下调。通过
遗传手段，降低天使综合征小鼠中 PTPA 的水平，改变了
该疾病模型中的树突棘形态异常。通过药理学手段抑制
PP2A 活性后，天使综合征小鼠在树突棘形态、突触传递
水平以及运动行为等不同层面上，得到了改善。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中科院脑科学创新中心等

发现天使综合征
致病机制

发现·进展

近日，记者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一款型号为 DPET-100 的创新医疗 器械
PET/CT 日前通过注册审批，获得市场准入
和对外销售的资质。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团
队发明的全数字 PET/CT 获准进入临床造福
民众，并以突破技术瓶颈的方式打破国际巨
头的技术垄断，成为我国高端医疗仪器开发
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作为数字 PET 发明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
中心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教授谢庆
国感慨万分：“过去，‘GPS’（GE、飞利浦、西门子）
创造的 PET 产品在重大疾病的精准诊疗中作出
了杰出贡献，也形成了成熟的技术体系。完全跟
随‘GPS’的技术路线，能够让产品开发的风险大
大降低，但可能始终只能做一个跟随者。”

历时 19 年，谢庆国团队艰苦耕耘，终于走
出一条全新的数字 PET 技术路线，从根本上避
免了知识产权风险。

创新闭环不担心被“卡脖子”

PET 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的简称，这
是一种生化灵敏度极高的核医学分子影像技
术。PET 在恶性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
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估、病理
研究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由于涉及
核物理、电子、材料、精密制造、生物医学等诸
多学科，技术门槛高，其关键技术和设备市场

主要为少数跨国企业垄断。
前述 PET/CT 装备，使用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数字 PET 技术，以“全数字”和“精确
采样”为本质特点，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模拟电
路，从源头上颠覆了传统 PET 的技术路线。

数字 PET 团队核心成员、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学院教授肖鹏介绍，数字 PET 是一个全
新的事物，涵盖了从原理、系统到应用的整个
创新链。产业链覆盖从闪烁晶体这样的关键
材料，到 SiPM 这样的核心器件，再到数字
PET 探测器这样的核心部件，最后到动物全
数字 PET 科学仪器以及临床全数字 PET 医
疗设备这样的系统整机，以及基于仪器的科
技服务，形成了一个创新闭环，在技术上不容
易被任何人“卡脖子”。

业 界 普 遍 认 为 ， 首 台 临 床 全 数 字
PET/CT 的取证上市，有可能在高端医疗器
械领域形成一个标杆应用，从而进一步带动
稀土闪烁晶体材料、新型光电器件、高端软件
等产业链的发展。

临床全数字PET 的巨大潜力

据介绍，中国癌症患者生存率低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于癌症的发现和治疗不及时。数字
PET 比传统 PET 能更早更精准地发现包括
肿瘤在内的各种病灶，这就意味着发现癌症
的时间可以大幅提前。对患者而言，这不仅是

几万与几十万治疗费用的区别，更是生与死
的区别。

38 岁的鼻咽癌患者罗先生是此前参与临
床试验的受试者之一。专家利用数字 PET 为
其进行了预后评价，尽管图像显示鼻咽癌已
基本痊愈，但却发现了癌细胞在肩胛骨、肋骨
和股骨的转移，正是这次对癌细胞的早期发
现和精确定位，让他获得及时治疗。目前，罗
先生身体已基本康复。

事实上，PET 数字化的优势不仅体现在
它能发现更小的肿瘤病灶，实现早诊断早治
疗，其高度模块化的设计，还带来了研发快、
搭建快的优势。此前不久，首台脑部专用全数
字 PET 已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装机，这
台设备正是在临床全数字 PET/CT 的基础上
仅用了 3 个月搭建而成的。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
任张祥松称，大脑是人体最精密复杂的器官，
数字 PET 的脑部成像结果，充分显示其超高
的生化灵敏度，在脑科学探索和阿尔茨海默
氏症、帕金森病等脑部疾病研究方面具有巨
大的应用潜力。

自主创新的代表性成果

曾与谢庆国团队合作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倪嘉缵认为，在最近的国际环境中，形势也倒逼
着我们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在关键领域、

“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把主动权掌握在自
己手中。数字 PET 从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到
系统整机全部为中国自主研发，正是我国自主
创新的代表性成果。

“长久以来，PET 的核心技术一直掌握
在国际巨头手中。如今，国产全数字 PET 拿
到市场准入后，最关键的就是得尽快量产、
做大做强，在大规模应用中不断完善数字
PET 这条全新的技术路线，让国产的高端医
疗器械能够早日造福民众。”倪嘉缵满怀期
待地说。

谢庆国表示，数字 PET 出生在中国，是
国家扎实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结果。“虽然新
技术、新产品从小众认知到大众认可有个漫
长过程，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更是如此，但越
来越多的决策者和科研主体、市场主体愿意
首试中国创造、助力中国创造。”他说。

国产全数字 PET/CT 获准进入临床
形成创新闭环 不怕被“卡脖子”
姻本报记者鲁伟通讯员杨亚

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

研究强磁场对小鼠
身体健康影响

本报讯（记者丁佳）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近日发布消
息称，该中心研究员张欣课题组利用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
置，在 20 特斯拉级强磁场生物安全性方面取得全新进展，
首次报道了 20 特斯拉级以上强磁场对正常小鼠主要生理
生化指标的影响。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神经图像》。

该团队前期先进行了小规模实验，检测了 3.7~24.5 特
斯拉强磁场对荷瘤小鼠的影响，处理时长 9 小时，发现可以
对肿瘤生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虽然小鼠大多数生理生
化指标无显著异常，但其肝脏受到了强磁场的影响。

在前期实验基础上，团队成员降低磁场强度，缩短磁
场处理时间，在 3.5~23 特斯拉强磁场下，对 112 只正常小
鼠处理 2 小时，之后继续正常饲养 3 周，全面系统地检测
了其生物安全性。

科研人员发现，这种处理并未对小鼠的主要脏器
（心、肝、脾、肺、肾）、血常规指标、肝肾功能、脂质代谢和
离子浓度等主要生理指标造成明显危害。虽然 23 特斯拉
处理组小鼠的摄食和体重增长受到了一定影响，但 21.9
特斯拉及以下的强磁场无明显影响。

稳态强磁场生物安全性研究目前十分缺乏，而 20 特
斯拉以上强磁场安全性研究更接近空白。“这一研究对界
定强磁场生物安全界限、开拓强磁场在医疗和仪器设备
等领域中的应用都具有积极指导意义。”张欣说。

相关论文信息：

6 月 9 日，白鹭在新
疆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
园休憩。

进入夏季以来，在新
疆阿勒泰地区的乌伦古湖
国家湿地公园，栖息于此
地的大量迁徙鸟类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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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光辉历程。70 年来，一代代大连化
物所人怀着对国家的深情厚爱，凭借着坚韧不
拔的科研攻关能力和毅力，在各个历史发展时
期，做出了一系列国家最急需的科研成果，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
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有的贡献。

1949 年建所之初，大连化物所职工仅 106
人，科技活动人员 51 人，只有 9 名研究员。张大
煜、郭和夫、萧光琰、张存浩、刘静宜、陶愉生等
老一辈科学家冲破阻力，毅然回国，投身新中
国的建设。建所初期，卢佩章、楼南泉、郭燮贤、
彭少逸、陈国权、章元琦、郑禄彬等一批研究骨
干来所参加工作，正是这样一支单薄的研究队
伍，以无畏的精神，一次次成功地完成国家科
技任务，解决了国家的急需。他们甘愿坐“冷板
凳”，甘心作“铺路石”，不计个人名利，只当无名
英雄，不负科学家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为后来
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是大连化物所“锐
意创新、协力攻坚、严谨治学、追求一流”精神的
缔造者和践行者，是研究所厚积薄发、继往开
来的信心源泉和宝贵财富。

1959~1971 年，为满足国家石油工业、煤炭
工业和国防建设发展需要，大连化物所先后分
出科技力量支持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
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所和七
机部四院 42 所等科研机构。同时，也向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哈尔滨石油化学所和长春东

北科学研究所等单位输送科技人才支持其发展
建设。

1978 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科学的春
天”，大连化物所人一如既往地艰苦奋斗，突破
科学研究的重重困难，不畏艰苦、协力攻坚，一
次次奇迹般地完成国家重要攻关项目，成功填
补了众多国内空白。同时，研究所不断抓好人才
培养和引进工作，壮大科技人才队伍，1985 年，
设立国务院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所职工
达到 1384 人，其中，科技人员 879 人。

1998 年起，中科院分一期、二期、三期启动
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大连化物所为首批试
点单位。1999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视察大连化物所并欣然题词“实施知识创新
工程，把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建成世界一流
研究所”，并称大连化物所是“知识创新工程的
先遣部队”，研究所在党和中科院的领导下开始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持续跨越发展。研究所体量
也迅速精简，从 1998 年的 1209 人精简调整到
2006 年的 792 人，博士职工比例从 8.9%升至
18.9%，研究所队伍结构得到优化，科技人才
队伍非常精干，期间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在
学术上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科技
骨干。

此后，中科院相继实施“创新 2020”“一三
五”规划和“率先行动”计划，大连化物所也从未
停歇改革和发展的脚步。大连化物所建所 70 年
来，科技人才队伍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己任，争做
科学院的排头兵，出色地完成国家科技任务，取

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原创性科技成
果，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中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这些成果的取得与一代代科学家
艰苦卓绝的奋斗是分不开的。

从人才队伍的变化历史，可以看出大连化物
所的发展命运和国家及中科院的发展紧密相连。
研究所一直把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基础，尝试各
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方式和策略，在不同历史
时期，不断探索和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为增强领军科学家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大
连化物所参照国际 Tenure-Track、Chair-Pro-
fessor 制度，实施“首席研究员”计划，遴选优秀
科技人才，聘至退休年龄，给予稳定保障。

为激发优秀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稳定存
量，优化增量，实行“预聘—长聘”制度，对新聘
任正高级人才，设立 5 年预聘期，预聘期考核
结果为优秀的，聘为“首席研究员”，进入长聘
期管理。

为进一步凝聚、激励、支持取得突出成绩的
优秀学术带头人，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和引进，实
施“张大煜学者”计划。为选拔和培养 30 岁以下优
秀青年博士人才，吸引优秀青年博士人才来所工
作，大连化物所建立优秀青年博士人才破格选拔
机制，聘为副研究员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为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实施“国际英才计
划”，大连化物所资助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到
国际知名大学和国际顶尖实验室深造学习，提
升其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

为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大连化物所实施

了“优秀博士后支持计划”，以百万年薪在全球
范围内吸引优秀博士后人才加盟大连化物所。

建立人才服务平台，做好引进人才后勤保
障工作。大连化物所组成由所领导牵头、相关管
理部门参与的人才引进工作小组，在人才回国
前，提前启动实验室建设、仪器设备采购、团队
组建、研究生招生、科研项目申请、配偶就业及
子女入学（托）等工作，以保障人才来所之后能
尽快安顿下来，第一时间开展科研工作。

为解决人才子女入托问题，大连化物所与
中科院共建中科院幼儿园大连实验园。为解决
人才子女入学问题，大连化物所与大连理工大
学合作共建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实现大连
化物所职工子女可以顺利就读大连理工大学附
属小学和中学。

在党的领导下，在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中，人
才工作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大连化物所
逐步形成具有研究所特色的科技人才计划体
系，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保障，并先后获
得“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和“创
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在研究所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培养造就了
一大批享誉国内外、在各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力的科学家。先后有 20 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目前，大连化物所有两
院院士 14 人，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 21 人，创新
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 25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 25 人，研究所人才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在所级人才计划体系方面，拥有“首席研究员”

61 人，张大煜杰出学者 12 人，张大煜优秀学者
38 人，张大煜青年学者 24 人，这些人才计划对
大连化物所高层次人才起到良好的稳定支持和
保障作用。在青年人才方面，拥有项目研究员
15 人、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62 人、副组长 16
人、优秀青年博士人才 19 人，在站博士后接近
200 人，在学研究生数量突破 1000 人，青年人才
队伍展现蓬勃生机。

大连化物所历届领导都高度重视人才工
作，不断探索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人才发展
新思路和新举措，切实做好研究所人才政策与
国家、中科院、地方人才政策的有效衔接和相互
补充，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卓有成效地实施
开展。研究所今天的科技人才计划体系和取得
的人才成绩，凝结着几代所领导和大连化物所
人的辛勤汗水和智慧结晶。当前，大连化物所正
处于探索改革发展的关键机遇期，将不断打造
创新科技人才队伍，为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
高地夯实基础，力争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应有
贡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携手向世界一流研
究所的辉煌目标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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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篇
携手奋进 走向辉煌
■孙军于浩

本报讯（记者张楠）近日，2019 年中国创
新创业成果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办。

记者了解到，以“双创新时代 共享新
未来”为主题的本届创交会将于 6 月
21~23 日在广州举办，重点关注人工智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前沿产业。本
届创交会同时也是 2019“创响中国”广州
站的标志性活动。

中国科学院也为创交会带来了包括中
科院半导体研究所、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等
在内的 20 个院所的 51 个优秀项目。同时，
中国科学院专利技术成果拍卖会也将首次
在创交会举办。

据悉，自 2017 年正式落户广州以来，
创交会促成的成果转化交易金额逐年攀

升，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解决科研成果到
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上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建华在会上表
示，本届创交会将贯彻落实国家粤港澳大
湾区规划纲要，加强广州和港澳地区创新
创业资源的融合，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
展和科技合作服务。

中科院专利成果拍卖会将首登创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