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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已完成5285个5G基站建设

本报讯 7 月 17 日，2019 年中关村 5G 创新应
用大赛启动会上，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截至今年 6 月底，北京地区共建设完成 5G 基站
5285 个，主要覆盖城市核心区、冬奥会园区、世园
会、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典型应用场所。

随着 5G 技术进度和应用场景的深化，北京还
将进一步加强 5G 示范应用推广，在文化娱乐、视频
监控、VR 教学、智慧园区、智慧银行等垂直行业实
现 5G 技术与行业应用的深度结合，以北京 5G 示范
应用引领全国 5G 产业创新发展。 （郑金武）

图灵奖获得者访问科大讯飞

本报讯 近日，图灵奖获得者、中国政府友谊
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翰·霍普克罗
夫特访问科大讯飞，推动人工智能产校企合作。
为改善高校计算机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推动
本科教学质量提升，约翰与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于 2018 年共同发起“高
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励计划”，联合科大讯
飞、微软、字节跳动等多家高科技企业出资，评价
和奖励高校计算机教师。

目前，讯飞已经实施与近百所高校共同打造生
态联盟体系的计划，通过构建双线学习场景，设立
AI LAB 实验场所，为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提供整
套实验室解决方案，包括软件平台与实验资源、AI
产品、实验空间建设等。 （甘晓）

中科院科技创新成果
助力青岛新旧动能转换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绿色城市产业联盟组
织、青岛市科技局协办的科技引领绿色发展沙龙
活动在青岛举办。沙龙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
围绕青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并开展院地政企对接交流。

青岛市高度重视与中科院的合作，将引进中
科院研发机构作为集聚高端要素、提升城市创新
能力的重要手段，先后于 2009 年 3 月、2015 年 5
月签署两轮战略合作协议。目前，中科院在青岛
已形成“2 家整建制研究所 +14 个分支机构 +1
个产业育成中心 +1 个科教园”格局，拥有省部级
以上平台 61 个，集聚人才规模近 2000 人，以独
资、参股等方式注册成立产业化公司 48 个，注册
资本超过 5 亿元。 （廖洋郑山河）

京港青少年创客营在京举办

本报讯 日前，由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主办的京港青少年创客营在北京举办。活动设置
了 STEM 实验室课程培训、创客活动体验、青少
年创客大赛及青少年创客论坛等内容，来自北
京、香港两地的 70 余名青少年创客代表，创客教
育专家学者、机构代表及志愿者参与了活动。

活动期间，创客代表学习了智能科学与技
术、水下机器人、Scratch 动画设计及人工智能套
间搭建、简易航空器设计制作及空气动力学性能
探究、创意飞行器设计制作等 STEM 实验室课
程；接受了无人驾驶小车课程实践培训。两地的
同学们还参加了毛猴手工制作、陶瓷制作探秘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体验活动。 （郑金武）

复旦与绿地集团共建全球医学中心

本报讯 7 月 15 日，复旦大学、绿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据悉，复旦大学和
绿地集团将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启新一轮
合作，双方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围绕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命健康等领域，创新协同合作机制，共
建复旦大学创新校区；汇聚顶尖医疗团队和医学
科研力量，合力打造现代化医学科技新城，共建
复旦绿地全球医学中心。 （黄辛）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放线菌是土壤中普遍存在且具有
特殊功能的一种重要微生物资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
环境学院薛泉宏、来航线团队在放线菌资源农业利用方面
取得多项新进展。该团队近期研究发现，放线菌活菌制剂具
有多种生防功能。相关研究已在《土壤生物与肥力》上发表。

番茄卷叶黄化病毒在中东、欧洲及亚洲等地广泛分布，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暴发流行，已给番茄生产造成重大损失，
目前尚无有效防治方法。

该团队发现，向土壤中穴施密旋链霉菌活菌剂，可有效
降低番茄卷叶黄化病毒病情指数，提高番茄生物量及产量，
增加番茄根际土壤细菌多样性和有益菌丰度，使土壤微生
物群落出现模块化分异，有序性提高。向育苗基质中接种密
旋链霉菌活菌剂，可显著提高番茄叶片中水杨酸 SA 和茉莉
酸 JA 含量，激活番茄叶片系统获得抗性和诱导系统抗性通
路相关基因，促进番茄抗番茄卷叶黄化病毒相关基因表达
显著上调，提高叶片中抗性相关酶活性，减少叶片中活性氧
积累。

相关论文信息：

西北农林科大

发现放线菌活菌制剂
有多种生防功能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河北大学教授罗都强团队和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赵友兴团队合作，发现 4 个对蛋白
质酪氨酸磷酸酶有较强活性的新骨架吲哚萜类化合物，该
化合物有望成为治疗糖尿病新药的先导结构。相关研究近
日发表于《有机化学通讯》。

糖尿病已经成为现代人健康杀手之一。研究表明，在
胰岛素信号转导过程中，蛋白质酪氨酸磷酸酶将自身磷
酸化活化的胰岛素受体去磷酸化，或将胰岛素受体底物
中的蛋白质酪氨酸残基去磷酸化，从而对胰岛素作用受
体后信号通路进行负调控。

研究人员从海洋软体动物文蛤中分离出一个菌株，并
从中发现 4 个新骨架吲哚二萜类生物碱化合物。通过核磁
共振谱和质谱等波谱分析方法确定化合物的平面结构，运
用特殊技术确定化合物的相对和绝对构型。结果表明，这 4
个新骨架吲哚萜类化合物均对蛋白质酪氨酸磷酸酶有较强
活性。

研究人员认为该类化合物有可能成为新的治疗糖尿病
的药物先导结构。

相关论文信息：

河北大学等

发现糖尿病药物
潜在先导结构化合物

简讯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马明
霞）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办“大
师讲堂”，中科院院士陈竺，中科院广州
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学术院长裴端
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圣述德
儿童研究医院肿瘤系主任裴正康，美国
国家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校长讲座教授裴有康应邀出席讲坛并
作主题讲座。

此次受邀的 4 位教授长期从事健康
领域科研工作。其研究和工作内容涵盖了
基础研究、临床应用、环境治理和医疗改
革等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加拿大皇家科学院
院士、副校长罗智泉出席本次活动并为演
讲嘉宾授予大师讲堂纪念牌。

陈竺结合自身丰富的政策和实践经
验，讲述了中国医疗改革的概况与愿景。
他通过翔实的数据及案例，介绍了中国卫
生健康事业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未来面
临的挑战。陈竺指出，中国的医疗改革目
前进行到第三阶段，即“促进健康中国”
———到 2020 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中
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体育健身服务，主要
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裴端卿则讲解了诱导多能干细胞重
编程过程中的分子机制研究。他还介绍了
一种经过优化的化学诱导 iPS 细胞的两
步方案，能够简单高效获得化学诱导的多
能干细胞，有望成为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常
规方法。他的实验室还在继续探索理解和
操纵细胞发育的新方法，利用这些前沿科
技来治愈疾病。

据介绍，“大师讲堂”由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主办，定期邀请海内外诺贝尔奖得
主、菲尔兹奖得主、知名科学家、教育家、
经济学家以及高校教授和学者，深度分享
关于其研究领域的前沿知识和理论思考。

分享前沿成果 聚焦生命健康

学术·会议

港中大（深圳）“大师讲堂”

一扇既能透光又能发电的窗
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拓展应用空间
姻本报见习记者池涵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团队克隆了水稻小穗发育
新基因 OsPEX5，并对其调控水稻小穗发育的分子机制进行了
深入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新植物学家》上。

小穗是禾本科植物花序的独特结构单位，其是否正常
发育决定了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对水稻小穗发育分子调控
机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团队以水稻小穗发育畸形突变体为材料，通过图位
克隆方法鉴定了一个编码过氧化物酶体受体蛋白基因 Os-
PEX5。OsPEX5 蛋白可以与茉莉酸生物合成途径的 12-
氧—植物二烯酸还原酶发生互作，并影响其过氧化物酶体
定位，造成突变体中茉莉酸含量下降，且通过外源甲基茉莉
酸处理部分恢复其小穗异常的表型。

进一步研究发现，水稻茉莉酸信号途径中的正向调
控因子可以结合到花发育关键基因的启动子上并激活其
表达，这种激活作用会被茉莉酸信号途径中的负调控因
子所拮抗。该研究完善了茉莉酸调节植物生殖发育的分
子机制，并为调控植物中茉莉酸的生物合成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所

克隆出水稻小穗
发育新基因

有没有一扇窗既能透光又能发电？半透
明有机太阳能电池就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其光学性质易调，且轻柔易加工安装，可用
于制造建筑或汽车外表面的光伏玻璃，具有
重要的商业化潜力。

日前，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叶轩立、中科院院士曹镛及德国埃尔
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 Christoph J. Brabec
等人合作，开发出一种快速薄膜光学计算模
型，并据此模拟了涵盖几乎所有可能的数千
万个薄膜结构模型，从而确定了光电转化率
和透明度之间的最优平衡关系，制备出兼具
11%的光电转化率和 30%透明度的有机太阳
能电池。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细胞》子刊

《焦耳》上。

发电 vs 透光

“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主要设计思路
是在透过适量可见光以满足视觉需求的同
时，尽量吸收人类无法感知的紫外和近红外
光，并转化为电能。”论文第一作者、华南理
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夏
若曦告诉《中国科学报》。

夏若曦介绍，有机光伏材料可以通过分
子结构设计使其可见光吸收较弱且有相对宽

而强的近红外吸收能力。为进一步优化器件
的光学性质，传统的周期性一维光子晶体拥
有选择性反射指定波长光的特性，引入半透
明有机太阳能电池后，可以选择性反射人眼
不敏感部分波长光至光敏层进行二次吸收，
从而在较小影响透明度的情况下提高器件的
光子捕获率，以提高短路电流密度和光电转
化率。

研究团队在对一维光子晶体增益的半
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进行光学设计时，不同
于传统的周期性一维光子晶体设计思路，将
其各层厚度视为自由变量并将活性层与银
电极的厚度一并纳入优化，以考虑其间可能
存在的耦合关系。通过遍历几乎所有可能的
厚度组合（数千万个组合），光电转化率和透
明度之间的最优平衡关系在光学层面上得
以确定。

高通量模拟指导法

夏若曦说，该工作首先基于传输矩阵方
法，开发了一个具有较快运行速度的薄膜光
学计算模型。

传输矩阵方法是一套基于波动光学的
数学方法，可依此法求解半透明有机太阳能
电池的相关光学性能参数，建立光电转化率

和透明度与膜系厚度之间的函数关系。
研究团队通过算法、代码等优化提升了

模型计算速度，从而通过遍历式计算将光学
设计视为一个严谨而纯粹的数学优化问题。

运用该模型，他们对数千万种可能的器
件结构进行模拟计算，详细研究了半透明有
机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率和透光率与膜系
厚度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在光学层面上严
格确定了光电转化率和透明度之间的最优
平衡关系。

事实证明，运用这种方法设计制造出的
非周期性一维光子晶体获得了预期的性能
参数和光学特征，可以同时选择性增强可见
光透射和紫外、近红外反射，证明了该方法
的高效和科学性。

夏若曦认为，高通量模拟指导法具有良
好的普适性，尤其适用于多目标、多厚度的
协同优化，可以广泛用于有机光伏材料体
系，甚至可以应用于诸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等光伏器件或光探测器的光学设计，有巨大
的应用潜能。

新一代光伏技术

目前商业化的光伏技术主要是基于无机
材料。夏若曦告诉《中国科学报》，以硅基为代

表的无机光伏技术已经高度成熟，凭借其高
效、廉价等诸多优势几乎垄断整个光伏市场。

“因大规模储能困难造成的太阳能并网
瓶颈，需要我们加快发展分布式、家庭式、微
电网式光伏的应用，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建筑
屋顶和外墙，这为半透明光伏技术带来广阔
市场。”夏若曦说。

然而，晶体硅电池难以做成半透明，只
能靠不透明电池之间的缝隙透光来实现所
谓的“半透明”效果，不甚美观；非晶硅电池
可以做成半透明，但是也存在着效率低、透
明度低、颜色单一等严重制约其在建筑玻璃
上应用的缺点。

相比之下，有机光伏材料不仅具有高度
可调的光学性质，而且易制成半透明的有机
薄膜，因而在半透明光伏领域具有更大的应
用潜力。此外，有机光伏还拥有质地轻柔、可
室温溶液加工等独特的优势。

夏若曦说，有机光伏是正处于迅速发展
中的研究热点，近年来涌现出诸多由中国科
学家引领的重要技术突破，如能进一步提升
效率，改进大面积模组器件的制备工艺，并
提升寿命和稳定性，有机光伏将很有可能在
10 年内于中国首先实现商业化。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陆琦）近日，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突破
传统研制模式，打通电气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
造的全过程协同链路，成功研发出 ECIM 电气电缆智能制
造平台（以下简称 ECIM 平台），实现了电气电缆设计制造
全流程智能化、自动化的“一条龙服务”，使电缆一次设计准
确率达到 100%、设计效率提升 5 倍。

ECIM 平台能满足航空航天、船舶、轨道交通、电力、石
油石化等企业全部电缆制造的通用研发需求，并且能够提
供电气电缆从前期电气模型设计到电气图纸绘制和校对，
最后到标审及生产制造的全流程“云化”解决方案。

ECIM 平台可实现电气图纸高效自动化设计、三维电
缆电气与结构协同设计、电气设计与工艺设计协同、可视化
的三维电缆生产制造，还能与企业生产信息管理系统进行
无缝衔接，实现电缆设计、生产全周期的数字化管控。据该
平台负责人董淑英介绍，平台在相关产品上应用以来，除了
设计准确率和设计效率大幅提升之外，研制周期缩短 40%、
研制成本降低 30%。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研发出ECIM
电气电缆智能制造平台7月 16日，工作人员介绍“数字多宝阁”。

当日，“融古铄今 无界未来———数字故宫发布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故宫博物
院推出“故宫名画记”“全景故宫”“玩转故宫”等 7 款数字产品，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
资源，并围绕这些数字资源展开保护、研究和利用。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心灵“补手”

“中科院科技扶贫其实很早就开始
了，大家最初参与扶贫，都是凭着一腔热
情。”严庆坦言，“但渐渐我们发现，扶贫工
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需要建立更高效
的扶贫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组织将扶
贫攻坚摆在了突出位置，这给中科院科
技扶贫带来了新的契机。中科院院长、党
组书记白春礼提出，要通过党建促进扶
贫———研究所（台站）支部联系一个基层
党组织；干部职工带动一名困难党员、带
动一户贫困家庭；帮助基层党组织解决
至少一个实际困难、帮助帮扶地区创立
至少一个发展项目、帮助贫困家庭资助
至少一名学龄儿童……

这种非物质投入与物质投入相结合
的扶贫方式很快收到了实效。例如，由于
参与水城扶贫的单位多、专业背景不同，
牵头的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就组建了
一个科技扶贫党支部，由参与水城科技扶
贫的 18 名党员组成，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党建扶贫工作。

此外，中科院还着眼未来，部署教育
扶贫和心理扶贫工作，探索可持续减贫的
系统方案。

在库伦旗和水城县，中科院行政管理
局与当地共建幼儿园和小学，投入资金改
善教育环境，培训各级教师，提升当地师
生科学素养，并资助数百名优秀师生开展

“走进中科院、走近科学家”活动。
在库伦旗等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精

准把握贫困人口的心理、认知和行为特
点，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帮扶。在 5 所试点

幼儿园开展儿童成长测评，提高幼儿教育
质量；在中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及师
资培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针对贫
困家庭、贫困母亲开展系列心理讲座，覆
盖 1500 个家庭；科研人员还面向扶贫干
部开展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激发贫困户内
生动力的方法。

对扶贫中的苦与险，从事马铃薯脱毒
种薯繁育和病虫害防控工作的中科院微生
物所正高级工程师仲乃琴深有体会。有次
在贵州扶贫，汽车刚开过去，就发生了山体
滑坡。“如果再晚几秒钟，后果不堪设想。”
她说，“但眼看着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老
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的辛苦变
成了科技扶贫的力量，心里就倍感欣慰。”

跋山涉水，因陋就简，仍不忘科技扶
贫之初心。这便是中科院所有科技扶贫人
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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