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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琦）“科学已经不
仅仅是科学本身，它与经济、政治、安
全、能源、社会秩序、社会福利、健康和
教育紧密交织，深深嵌入人类社会的
方方面面。”9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科技
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在第二届

“中澳科学未来会议”上如是说。
潘教峰表示，新的颠覆性技术给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带
来了巨大的变化和深远影响。新的技
术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
类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比如失
业问题、新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公民隐
私与安全问题等。

“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万物互联

的世界，我们更需要用全球化视野应
对更复杂的挑战。这同时也是一个让
中国与澳大利亚，让东方与西方，让
全世界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契机，
共同应对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挑战，创
造更灿烂的人类社会与文明。”潘教
峰说。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Graham Fletch-
er 指出，新技术正在世界各地得到开发
和应用，对于新技术，我们应该如何应
用、如何确保安全，这些对于澳大利亚、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非常重要。像“中澳
科学未来会议”这样的持续对话，将为人
类未来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创新型
的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
Ian Jacobs 表示，10 年来，中国科学院与
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
化，双方的紧密合作关系超出了原本
的预期。希望通过打造中澳科技创新
交流平台，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宏观决
策提供建议，从而造福两国社会及其
他国家和地区。

据悉，本次会议以“科技改变城
市，智慧创造生活”为主题，由中国科
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自然科研联合举
办。据悉，该会议每年举办一届，专注
于讨论影响科学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
的多学科以及跨学科难题。

虽然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已走在世界前列，但我国还有些领域待突破

量子力学仍需“沉下心来做研究”

各省份近5年研发投入排行发布
8 月 30 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

部联合公布 2018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数据。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研发经费逼近 2 万
亿元，经费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除了研发经费总体投入的增长，各省
份的经费投入有何发展趋势？哪些省份最
注重研发方面的投资？

科学网对近 5 年（2014~2018 年）全国
及各省份的科技经费投入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广东、江苏、山东、北京和浙江的 5 年
研发经费投入总额最高，而经费投入强度
排名前 5 的省份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
江苏和广东。

2018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 19677.9 亿元。

其中，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省（市）有
6 个，分别为广东（2704.7 亿元，占 13.7%）、江
苏（2504.4 亿元，占 12.7%）、北京（1870.8 亿
元，占 9.5%）、山东（1643.3 亿元，占 8.4%）、浙
江（1445.7 亿元，占 7.3%）和上海（1359.2 亿
元，占 6.9%）。

分析研发经费投入最多的 6 个省份可
以发现，6 个省 （市） 研发投入总额达到
11528.1 亿元，接近全国比重的 6 成。

此外，在统计的 31 个省（市）中，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634.77 亿元）的有 12 个，分
别为广东、江苏、北京、山东、浙江、上海、湖
北（822.1 亿元，占 4%）、四川（737.1 亿元，
占 4%）、河南（671.5 亿元，占 3%）、湖南

（658.3 亿元，占 3%）、安徽（649 亿元，占
3%）及福建（642.8 亿元，占 3%）。

不过，放到 5年内进行分析，各省份的
研发经费投入排名发生了一些变化。

广东和江苏 5 年来一直包揽前两名，
且于 2016 年开始经费投入双双超越 2000

亿元。
其中，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连续 3 年

位居第一，每年逐步拉开与第 2 名的距离，
2018 年对江苏的领先优势超过 200 亿元。

北京于 2018 年第一次反超山东，当年投
入排名第 3。山东凭借过去 4 年稳居第 3 名的
成绩，在 5 年支出总数上依然位居第 3 位。

与此同时，2018 年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
的 6 个省（市），5 年支出总数均超过 5000 亿
元。其中，浙江以微小优势持续领先上海。

自排在第 7 位的湖北开始，其余各省
份的 5 年总支出均低于 3500 亿元。其中，
湖南、福建、陕西及河北在近两年均呈上升
趋势。而黑龙江和吉林的经费投入逐年呈
下降趋势。

国际上通常用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创新指数。

那么，2014~2018 年的这 5年间，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数据
又产生了什么变化呢？

2018 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 2.5%
的省（市）有 6 个，分别为北京（6.17%）、上
海（4.16%）、广东（2.78%）、江苏（2.7%）、天
津（2.62%）和浙江（2.57%）。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在科技方面的支
持力度较大。

在 2018 年经费投入强度中，北京与上
海分列第 1 和第 2 位，而在当年的经费投
入总支出中，仅位列第 3 及第 6 位。

天津在 2018 年经费投入强度排行中位
列第 5，而它在当年的经费投入支出排名中仅
位列第 15 名。相同情况的还有陕西。在 2018
年经费投入支出中陕西仅位列 13 名，但在经
费投入强度排行中却跃至第 7 名。两个省份

均表现出在科技方面较大的支持力度。
在排名靠前的 10 个省市中，山东是唯

一 一个在过去 5 年中研发投入总额减少
的省份。同时，位居 2018 年经费投入支出
第 4 名的山东，在当年投入强度排行中仅
位列第 9 名。

分析近 5 年数据发现，在研发投入强
度方面，北京和上海依然稳居前两名，投入
强度常年徘徊在 6%及 4%左右。

广东虽然在 5 年排行中仅位列第 5，但
2018 年投入强度较大，位居第 3，侧面说明
科研投入开始加大。相同情况的还有安徽、
四川及江西，2018 年投入强度排位均高于
5 年投入强度名次。

在统计的 31 个省份中，黑龙江、吉林及
内蒙古的经费投入强度近 5 年呈缓慢下降趋
势，说明 3 省在科技方面投入有所减少。

分析近 5 年各省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可以发现，受惠于大量顶尖高校、科研院所以
及高科技企业在当地集中，北京和上海的经
费投入强度即使是同全球这一比例最高的发
达国家相比，如以色列（4.4%）、芬兰（3.9%）、
瑞典（3.4%）、日本（3.3%）、美国（2.8%）、德国

（2.8%），也丝毫没有劣势。
相比之下，中西部、东北地区普遍落

后，研发强度低于 1%的 10 个省份，主要来
自西部和东北地区。这些省份的经济结构
仍以资源类企业和初级加工为主，缺乏高
新企业和研发投入，未来需要加快经济结
构调整，加大对高科技企事业单位的扶持
力度，以鼓励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注：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李濯清池涵）

本报讯（见习记者韩扬眉）近日，2019
年全国量子力学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
绕量子力学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与应用、
科普及教学展开研讨，旨在加强同行间的
学术交流，推动我国量子力学教学和科研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量子理论诞生于上世纪初，其诞生被
视为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场革命。从微观理
论到宇宙演化，从家用电器到量子通信、量
子计算，量子的身影无处不在。物理学界普
遍认为，目前正处在量子物理第二次革命
的前夜。在不久的未来，量子理论和量子调
控技术将极大改变甚至颠覆人们的生产生
活与认识世界的方式。

全国高校量子力学研究会名誉理事
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永德指出，量
子力学诞生已过百年，但迄今还存在着极
大争议和种种曲解。当前现代量子理论中
弥漫着“三重雾霾”，即经典物理学中先入
为主的偏颇、人类现在和将来全部观测能
力所具有的“人择原理”的局限、人类制定
的全部“可道”之“道”的迷惑。

“我国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领域已
经走在世界前列，但还有些领域亟待突破，
要沉下心来踏实做研究。”张永德提到了
当前在现代量子理论中存在的 11 个疑难
和争论的问题，他向参会的学术新秀们呼
吁，“科研要有所创新突破，必须敢于大

胆质疑。”
本届会议既有学术思想交锋，也有最

新科研成果的展示。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赵博代表潘建伟团队，介绍了其在超
低温下原子分子散射共振的最新重要进展。

当前社会诸多冠以量子之名的理论技
术让公众迷惑，厘清量子科学本质并做好
科学普及至关重要。量子理论和物理学史
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施郁撰写了约
70 篇科普文章，这些文章结合科学的前
沿与历史，多与量子力学相关。他表示，
科普要有针对性，对于不同人群与内容要
求需各有侧重，注意兼顾科学准确性和可
读性，最好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传达科

学思想和精神。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会议还对量

子力学课堂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方法进行
了研讨。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刘玉鑫告诉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优秀
拔尖人才培养和“新工科”等建设，旨在提
高我们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物理学是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量子力学是现
代物理学的基础，也因此，量子力学是培养
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

他介绍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在这方面
的具体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并倡导将现代
研究成果及时融入教学内容和以科研训练
与实践为引导的教育方式方法，还倡导根
据物理学“见物讲理、依理造物”的学科特
点，为学生提供多个发展取向的培养模式。

本次会议由全国高校量子力学研究
会、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来自
全国 50 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10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

第二届“中澳科学未来会议”

专家称需以全球化视野应对科技挑战

简讯

L 根服务器上海镜像节点上线

本报讯 9 月 3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上
海市委网信办等在上海举行“L 根服务器上海镜像
节点”上线发布活动。服务器上线将进一步提升华东
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资源设施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
力，更好地发挥上海的信息通信枢纽作用，提升互联
网应用的访问性能和安全性，对华东地区乃至全国
互联网快速、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根服务器的镜像节点由互联网名称与
数字地址分配机构联合各根服务器运行机构，在全
球范围内与当地托管机构合作建设。目前，全球已部
署 1164 个根镜像。从 2003 年开始，我国共引进了
11 个根镜像服务器，其中 9 个部署在北京。此次落
户上海的是我国第 12 个根镜像服务器，也是上海第
一个对我国全网提供服务的根镜像服务器。（卜叶）

墨子沙龙聚焦环境保护

本报讯 以“倾听地球的声音———环保，刻不容
缓”为题的墨子沙龙近日在上海浦东图书馆举行。本
次墨子沙龙活动吸引了 500 多位听众到场。VLOOP
创始人王曦、极地探险家温旭和同济大学教授张超
等 3 位嘉宾从无废城市、气候变暖和生态经济学三
个方面讲述环保的价值，呼吁大家保护环境，从自身
做起。

据悉，墨子沙龙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
究院主办、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及中国科
大新创校友基金会协办的公益性大型科普论坛。

（黄辛孙丽君）

山西举办科普业务骨干专题培训

本报讯 以“青少年科技教育 + 健康科普教育”
为主题的科普业务骨干专题培训日前在山西太原圆
满结束，参加培训的科普业务骨干来自中国科协定
点扶贫的山西吕梁市有关县区，包括中小学教师、辅
导员、乡镇卫生院院长和基层科协干部。

据了解，本期培训班由中国科协定点扶贫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办，山西科技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承办。
培训期间，来自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山西农业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省人民医院等单位的专家
教授分别作了科普讲座。主办方还结合培训主题，组
织学员参观了山西省科技馆等科普教育基地。

（程春生邰丰）

9 月 3 日，观
众在活动现场观
看 VR 动漫。

当日，作为第
十届北京国际设
计周东城分会场
活动，以“创新·智
联·未来”为主题
的“创意点亮北
京”活动开幕。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揭示微生物合成Te微晶
的优异光子学特性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团队与国内外机
构合作，揭示了微生物合成 Te 纳米材料优异的超快非线性光学
特性，证实了其在超短脉冲产生、全光开关等领域的重要应用潜
力，该项研究展示出微生物合成技术在光子功能材料领域的优势
和特点。9 月 4 日，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Te 纳米材料具有优异的光物理特性，有望成为下一代光电子
器件的候选材料。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人员及其合作者经过长
期坚持不懈的探索，利用微生物合成技术成功制备出光子性能优
异的 Te 微晶，并首次验证了多项重要的超快光子学应用。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培养从美国加州莫诺湖中提取
的一种芽孢杆菌成功合成了单质 Te 微晶。研究表明 Te 微晶具有
从可见到中红外的广域饱和吸收性质，饱和吸收系数在红外端超
过了石墨烯。此外，其共轭聚合物复合材料在可见和近红外波段
表现出优异的宽波段激光防护特性，超过了碳 60、碳纳米管及金
属酞菁等被广泛关注的防护材料。

研究人员进一步利用 Te 微晶，实现了在掺铒光纤激光器和
铥固体激光器中的中红外超短脉冲输出。同时，还实现了基于 Te
微晶的热光开关，其热光响应速度和热光系数均超过了之前被认
为性能极佳的二硫化钼和石墨烯。

这些结果表明微生物合成的 Te 纳米材料具有非常优异的超
快非线性光学特性，基于该材料制备的红外超短脉冲锁模器、宽
波段强激光防护光限幅器、热光开关等光子学器件均体现出非常
好的工作性能。专家表示，这项研究创新性地将绿色微生物合成
技术引入高性能光子功能材料制备中，填补了微生物合成纳米材
料光子学性质及应用研究的空白。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揭秘“特提斯”号的“引擎”

本报讯（记者唐凤）数亿年来，地球表面的陆块分分合合，沧
海桑田不断变换。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
人员重新审视了特提斯构造域内陆块裂解—拼合历史、大洋俯冲
起始的地质记录和全球大尺度深部地球物理特征，发现特提斯洋
的大洋板片向欧亚大陆的俯冲作用是驱动这些陆块漂移的“引
擎”。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地球自 5 亿年以来，大量陆块从南方的冈瓦纳大陆不断裂解，
相继形成原、古、新特提斯大洋。这些陆块随后陆续漂向北方的劳
亚大陆，并与之发生碰撞拼合，形成全球最显著的大陆碰撞造山
带，又称特提斯构造域。但一直以来，大陆单向裂解—聚合的驱动
机制却是特提斯研究中极具争议的问题。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描绘了大洋板片俯冲作用的历史图景。
大洋板片向欧亚大陆的持续俯冲作用，使得处于大洋另一侧的冈
瓦纳大陆被动陆缘发生裂解，进而形成新的大洋。由于持续的俯
冲作用，老的大洋不断消减并最终导致裂解的陆块与欧亚大陆碰
撞，同时裂解的陆块和冈瓦纳大陆之间新的大洋不断扩张。碰撞
以后，俯冲作用从碰撞带跃迁至大洋内部产生新的俯冲带, 从而
使得俯冲引擎得以持续运转。

研究人员表示，多期次的碰撞—俯冲—裂解的转换，使大陆
块体周期性地从冈瓦纳裂解并陆续向欧亚大陆汇聚拼合。俯冲向
欧亚大陆之下的大洋板片如同一列单程列车, 不断地把陆块从冈
瓦纳运向欧亚大陆, 使得冈瓦纳不断减小，欧亚大陆持续增大。由
于这些大洋板块均属特提斯，研究人员将其称之为“特提斯”号单
程列车，其运行方向受俯冲方向控制，而驱动列车运行的是俯冲板
块的重力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学术·会议

合成深紫外波段
发光的碳纳米点

本报讯 日前，郑州大学物理学院在碳纳米点方面的研究获得
进展，首次理论上设计并在实验中实现了深紫外波段发光的碳纳
米点，相关结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纳米快报》。

金刚石、石墨等碳基材料是世界上应用和研究得最广泛的材
料之一。作为碳材料家族的新成员，碳纳米点具有发光效率高、生
物相容性好、材料丰富等特点，近年来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并在
光电器件、传感、生物成像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到目前为止，
碳纳米点在蓝光、绿光以及红光波段的发光效率已经达到 90%、
70%以及 86%。考虑到当前大部分的深紫外光源都是汞灯、氙灯以
及氘灯气态光源，开发具有高效率、长寿命、高可靠性的深紫外光
源是人们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可见区发光的荧光碳纳米点虽然
已经有很多报道，但波长小于 300 纳米的深紫外区发光的荧光碳
纳米点却尚无报道。

为此，郑大物理学院与该校超算中心合作，利用第一性原理
计算方法，从结构上设计了深紫外波段发光的碳纳米材料，并在
实验上首次合成出深紫外波段发光的碳纳米点。所制备的碳纳米
点发光波长位于 280 至 300 纳米，荧光量子效率约为 31.6%。理论
和实验证据表明，该深紫外发光受益于核态发光和表面官能团的
钝化，合成的碳纳米点的发光并不依赖于激发光源以及周围的溶
剂环境，具有优良的环境稳定性。

研究人员利用所合成的深紫外发光的碳纳米点制备了深紫
外发射的发光二级管，并作为深紫外光源实现了对蓝光、绿光以
及红光碳纳米点的激发。该工作为深紫外发光的碳纳米点的设计
以及实现提供了思路，并展示了其在深紫外发光器件方面的应用
前景。 （宇天行）

相关论文信息：

郑州大学

发现·进展

全球古地磁板块
重建图

图片来源：《中国
科学：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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