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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首次实现燃料燃烧
高精度计算机模拟

简讯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用树轮稳定氧同位素
重建东北年均温变化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的升温已
导致永久冻土部分融化、生长季延长、树木大量死亡等一系
列生态危机。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树轮实验室利用东北
地区的油松年轮稳定氧同位素首次定量重建了东北地区年
均温变化，方差解释量达到 46.6%。相关重建结果与中高纬
欧亚大陆温度变化空间相关显著，也与周边其余水文气候
重建同步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东北温度内部变率大的时候，十年到
多十年周期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重建主要受东亚夏季风和
北大西洋涛动影响。该重建与几个重建的北半球年均温序列
显著负相关，说明了我国东北温度与北半球温度变化存在巨
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 1950年之前。1850—1950年
间，中国东北平均温度些微下降。

然而，空前的增温始于上世纪 50年代，其增幅为过去两
个世纪来最大。该研究也表明，如果 1950年以来的增温持续，
将给我国东北的森林生态系统和冻土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
灾难。

据了解，这项研究是我国第一个基于树轮稳定氧同位
素的温度定量重建工作。近日，相关成果发表于《总体环境
科学》。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进展

种好中药材 开出“脱贫方”
■本报见习记者辛雨

云南省维西县是国家“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重点开发贫困县之一，这里独特的
生态环境孕育出了丰富多样的中药资源。为
开展中药材产业扶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曾多次到此指导
中药材种植。

扶贫路，绕山间。多年来，黄璐琦带领团
队已摸清我国 2000 多个县的中药资源情
况，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帮助贫困地区通过
种植中药材“造血式”发展。目前团队已累计
培训基层人员 220余万人，惠及 362个县，
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在

以现代化、规模化、机械化为特征的大农业
生产方面不具备优势。”黄璐琦认为，中药材
种植通常规模较小，宜于开展精细耕作，尤
其在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等方面独具优
势。“要把脱贫攻坚与中药资源保护利用、绿
色生态发展相结合，运用科学技术破解贫困
地区发展中药材产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
系列问题。”这样，才能让农民种好中药材，
开出“脱贫方”，成为“致富宝”。

道地种 生态种

在维西县兰永村，山上、山下遍地都是
种植当归、秦艽等药材的基地，尤其是“云当
归”，已走出深山，誉满天下。

6年前，维西县贫困户李铁梅开始在黄
璐琦团队的帮扶指导下，学习中药材种植关
键技术，在当地进行中药材种植。如今，李铁
梅已经从一名贫困户成为当地的中药种植
大户，不仅自己实现了脱贫，还带动 1300多
名贫困户走上了中药材种植这条致富路。今
年 10月，黄璐琦再次来到维西县，为当地药
材经济发展寻找新方向，推广成熟的中药产
业扶贫模式，他有信心帮助村民把日子过得
更好。

对于帮老百姓脱贫致富，黄璐琦将主要
经验和做法总结为“道地种、生态种”，即选
道地药材，开展生态种植。

黄璐琦坦言，贫困地区种植中药材面临

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品种选择。为此，黄璐琦
带领团队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本草考证，完
成了 100多种道地药材优质产区的分布区
划，发布了针对 774个贫困县的《贫困地区
生态适宜种植中药材推荐目录》，并编著《中
国中药区划》、制定《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
建设规划》，优化了中药材生产布局。

在此基础上，团队从全国 832个贫困县
中遴选出 10%的优先发展中药材产业扶贫的
区域，并引进高分卫星遥感技术进行贫困县中
药材种植区域分布监测，构建了我国首个道地
药材种质资源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享平台，实
现了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实物共享。

技术硬 质量好

发展中药材产业，农民最缺的就是技
术。作为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黄璐琦组织中药、农业领域 184位专家，
牵头成立了中药材产业扶贫技术指导专家

组，编制了 100种常用中药材的《中药材生
产适宜技术》《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药
材精准扶贫技术丛书》，并向 14个集中连片
贫困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宣传。

针对国际社会对中药材重金属、农药残
留超标的质疑，黄璐琦带领团队建立了中药
材农残超标等 3项 ISO国际标准，打破了国
际市场针对中药材贸易的技术壁垒。“采用
推广的技术种出的中药材质量不仅符合国
家标准，还可远销国外。”黄璐琦肯定地说，
“我们有这种自信。”

在贵州，黄璐琦担任组长，联合国内专
家组成专家库，成立了 8个专家组及 7个单
品行动组，着重加强贵州中药材产业人才培
养。在此基础上，专家组带领基层技术人员
着力解决种药材的质量难题，为当地药农提
供技术咨询和支持，提升基层人员的技术水
平和实践能力。

多年来，靠着质量过硬的种植技术，专家
组在贵州建设了 10余万亩的种子种苗繁育

基地，打造出 10余个天麻等黔药优势品种，培
育了多个中药材种植大县，产业聚集效应逐步
显现。据统计，2019年贵州中药材种植面积超
过 660万亩，产值超过 150亿元，带动 11.63
万户贫困户、37.1万贫困人口增收。

建平台 有市场

寻找市场，一直是农民最苦恼的问题。
药材种植产业散而小，一个县城某个单品种
的产量甚至满足不了一家企业的需求。黄璐
琦坦言：“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农民种
的药材不知道去哪里卖，企业也不知道去哪
里买好药材。”

为此，他牵头编研发布了 157种道地药
材团体标准、225 种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
规范和服务中药材的市场流通，并研发全国
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提高中药材种植、产
地初加工、全过程的信息化水平，为企业、种
植户等提供技术服务。目前，该平台已经服
务 200余家企业，为 22个省份 60个贫困县
提供中药材质量追溯系统。

在陕西宁陕县，为解决当地猪苓的生产
和销售问题，黄璐琦团队协调当地政府，指
导当地建设猪苓种源基地，帮助引进猪苓生
产企业在当地建立产地加工一体化公司，围
绕猪苓药材打造立体农副产品圈，实现基于
猪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仅 2018年一
年，宁陕梦阳药业饮片公司在宁陕县就收购
了 6吨猪苓干货，惠及贫困户 70余户、贫困
人口 200余人。
“推进中药生产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种

植基地和生产车间，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
才能使脱贫成效得到巩固。”黄璐琦认为，这
样既保障企业有优质猪苓原料的供给，又能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服务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和药农增收脱贫。

黄璐琦（前排右二）在云南维西县现场指导药材种植。 中国中医科学院供图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本报讯（记者黄辛）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朱
通团队结合人工智能算法、量子化学理论以及分子动力学方
法，实现了燃料燃烧的高精度计算机模拟，在原子尺度和亚飞
秒时间分辨率下获得了甲烷燃烧的化学反应网络。该成果近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航空发动机是国防、交通等领域的核心装备，反映了一个
国家的科技和工业能力。只有掌握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技术，才
能使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掌握燃料燃
烧的本质和基础理论，发现和阐明航空发动机燃烧过程的基
本规律和其中涉及的物理化学机制，是我国在发动机设计领
域获得突破的必要条件。

发动机工作在高温高压的严苛工况下，很难通过实验手
段对其进行全景式的定量研究。而传统计算模拟方法无法正
确高效地处理针对燃烧过程中剧烈化学反应带来的大量反应
路径的量子化学计算。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方法为构建具有量子化

学精度、同时十分高效的模拟算法提供了可能。”朱通告诉《中
国科学报》，这项研究专门为燃烧反应设计了数据库构建方
案，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 0.1飞秒的分辨率下对甲烷燃烧
过程进行了长达 1纳秒的反应分子动力学模拟。

据介绍，在该团队近期开发的 ReacNetGenerator软件的
帮助下，该工作不仅复现了多年来积累的甲烷燃烧骨架反应
机理，还发现了数百个中间反应路径，揭示了甲烷燃烧的完整
反应网络。
“目前我们团队正将该方法应用于碳烟的生成机理、航空

煤油的热解以及含能材料的起爆机理研究中。”论文共同通讯
作者张增辉表示，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还有望为有机合成路
径的逆分析提供新思路。相关算法已集成至 DP-GEN软件中
供用户下载使用。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新冠病毒可利用细胞
胆固醇代谢增强感染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生物工程研究所（北京）的钟辉及其同事研究发现，新冠病
毒可能利用细胞的内在胆固醇代谢增强感染。相关研究成
果 11 月 26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代谢》。该发现或有助于
解释为什么患有代谢疾病（如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的新冠
肺炎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并且提示了潜在治疗干
预新靶标。

发生新冠病毒感染时，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与宿主细
胞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结合。之前，细胞培养
研究强调了另一个受体 HDL B 类 1 型清道夫受体
（SR-B1）的作用，SR-B1在若干组织中表达，包括人类肺细
胞。该受体通常与高密度脂蛋白（又称有益胆固醇）结合，但
是在这项研究中，与病毒刺突蛋白结合的胆固醇、SR-B1的
表达和高密度脂蛋白共同帮助新冠病毒结合和进入表达
ACE2 的细胞。

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病毒似乎劫持了细胞的胆固醇摄
取机器，后者帮助病毒进入宿主细胞，但是当他们使用单克
隆抗体或 SR-B1 的特异性药理拮抗剂阻断该通路时，HDL
介导的病毒感染增强便不存在了。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突出了新冠肺炎与胆固醇之
间的潜在分子关联，并且提出靶向 SR-B1 的药物或有助于
遏制新冠病毒感染。

相关论文信息：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20年度报告》发布

多种灾害下，全国粮食安全总体稳定
本报讯（记者李晨阳）新冠疫情、沙漠

蝗灾、洪涝灾害……2020 年，中国和世界
的粮仓还好吗？
“2020年区域性极端气候和农业灾害

多发，对全球粮油作物产量有一定影响，但
全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没有改变。”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吴炳方
在 11月 27日召开的《全球生态环境遥感
监测 2020年度报告》（以下简称 2020年度
报告）新闻发布会上说。

据他介绍，除湖北省受新冠疫情影响
早稻有所减产外，全国夏粮生产总体增加。
自今年 8月以来，全球农业气象条件改善，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半年各种灾害对粮
食生产的影响。

2020年度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玉米
和小麦增产，大豆和水稻产量基本持平。
2020年中国玉米、小麦、大豆预计同比增

产，8月以来水稻减产形势有较大缓解，中
国大宗粮油作物总产量预计同比增加。

2019—2020 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供
应形势良好，全球大宗粮油作物主要出
口国供应量均呈增加态势，预计全球粮
食市场总体稳定。但全球新冠疫情给粮
食供应链带来影响，区域性粮食安全存
在不确定性。

除上述“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与粮
食安全形势”专题外，2020年度报告还聚
焦了“南极冰盖变化”和“全球城市扩展与
土地覆盖变化”专题。其中“南极冰盖变化”
是首次纳入专题系列。遥感数据显示，本
世纪以来南极冰盖表面融化显著，融化面
积占南极冰盖总面积的 19%，其中南极半
岛融化最为剧烈。
“全球城市扩展与土地覆盖变化”专题

则指出，近 20年全球城市土地覆盖组分结

构有所优化，全球城市不透水面面积占比
由 64.02%下降到 60%，城市绿地空间面积
占比由 27.36%上升到 33.01%。

2020 年度报告和相关数据集产品均
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并提供在线免费共
享服务。

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主任、全球生态
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编委会主任王琦安
表示：“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是
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的一项重
要工作，将长期、持续地开展下去。”

2020 年度报告是在科技部总体部署
下，由国家遥感中心联合遥感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牵头组织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山大学等完成的。中
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郭华东分别担任顾
问组组长和专家组组长。

全国预防接种科普大赛启动

本报讯 11 月 29日，全国预防接种科
普大赛在北京启动。此次大赛主题为“科普
教育点亮未来”，将围绕“新冠疫情下的预
防接种公共科普教育”“各种类型肺炎防
控”等内容，面向全国各预防接种、疫苗研
发生产等相关专业人员征集原创、科学的
健康科普作品。

中华预防医学会联合“听听专家说”平
台发布了《2020年全国预防接种人员学习
与科普教育行为调研报告》，该调研报告包
括预防接种人员基本情况、在职学习行为、
参与科普行为等方面内容。

本次大赛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预
防医学疫苗与免疫分会主办，各省级预防
医学会协办。报名、投稿、评审、投票以及作
品展示环节将全程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张思玮崔雪芹）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
IT应用系统开发大赛举办

本报讯 近日，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 IT
应用系统开发大赛在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举行。32支参赛队伍 100多人参加了作
品陈述、系统演示和专家质询等总决赛环
节。鉴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中国香港和澳门
的参赛队伍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参加了总决
赛。经过角逐，广州赛区的“全天候智能水果
采摘机器人”项目获得总决赛金奖。

本次大赛坚持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开放
式选题原则、多元化评审机制、定向辅导培
训制度等多项创新举措，由香港青年 IT网
络、广州市科协、深圳市科协联合发起。比赛
项目涵盖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医疗健康、
智慧农业、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朱汉斌）

《半导体学报》被 EI数据库收录

本报讯 记者 11月 30日从中国科学院
半导体研究所获悉，由该所与中国电子学会
共同主办的学术刊物《半导体学报》，近日收
到爱思唯尔 EI（工程索引）选刊内容团队的
通知，确认正式被 EI收录。

1980 年，《半导体学报》以中文创刊，
2009年改为全英文刊。2020年元旦，《半导
体学报》上线运营了预印本平台 JOSarXiv。
该平台是国内外首个半导体科技领域论文
预发布平台。此外，《半导体学报》还通过启
动实施“中国半导体十大研究进展”推荐与
评选工作、举办“半语—益言”系列直播讲座
等活动，普及半导体科学知识，传播半导体
领域科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赵广立）

11月 30日，韩国人工智
能石子旋风（右）与中国人工
智能星阵围棋在比赛中。

当日，在福州举行的
2020世界人工智能围棋大赛
八强赛中，中国人工智能星阵
围棋、采薇围棋、天狗围棋和
来自比利时的人工智能里拉
零获胜晋级半决赛。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上海成立两大机构聚焦传染病和生物安全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张欣驰）11

月 30日，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
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上海市传染病与
生物安全应急响应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
重点实验室）在复旦大学成立。研究院院
长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担
任，重点实验室主任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担任。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示，建好两

大平台，要聚焦大问题，形成一流成果；要
服务大战略，作出一流贡献，将研究成果
及时转化为重大疫情防控的制度政策、转
化为保障人民健康行之有效的策略方法，
为超大型城市公卫安全治理探路导航。

据悉，研究院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
复旦大学共同建设的独立法人事业单位，
依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进行系统化建
设，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重
点实验室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主
体，同时作为市级研究平台，由上海市科委
和市卫健委共同指导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