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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讯（记者易蓉蓉）近日，严重的
空气污染侵袭华北，多市的 PM2.5浓
度创历史新高，其中北京及河北部分
站点的数值达到 900 微克 / 立方米以
上。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
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治污速
度要加快。

针对本次 PM2.5 污染大爆发的来
源，周嵘解析道：“首先，冬季北方采暖
煤炭增加导致了整体污染排放量的增
加；其次，周四至周六区域冷空气减弱，

形成逆温层，导致京津冀的本地污染不
断在近地面累积；同时，周五来自山西、
内蒙古等煤工业区，周六来自河北南部
重工业区和煤电厂的污染也缓慢传输
至北京。”

提到与“雾都”伦敦治理空气污染
经历的对比，周嵘指出：“虽然伦敦花了
20 年才完成空气污染的治理，但伦敦
烟雾发生于上个世纪，而现在，处在 21
世纪的我们，不管是末端污染治理的技
术水平，还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水平，

都与伦敦烟雾时代不可比。只要中国拿
出堪比伦敦治理烟雾时限制煤炭、控制
污染物排放的决心，城市空气治理的步
伐就可以更快。”

针对现行 PM2.5 达标时间表，周
嵘同时指出：“按照此时间表，北京需
要 20 年时间才能达到 PM2.5 年均 35
微克 / 立方米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因此，政府应该拿出更大的决心来控
制煤炭消费等主要污染来源，加快治
理步伐。”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近日，中科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发现，
不同藻类间同位素分馏差异可能引起
湖泊沉积物中同位素大幅度变化。该研
究为今后利用湖泊碳同位素探讨古环
境变化以及湖泊中其他稳定同位素（如
氧同位素等）控制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刊物
《有机地球化学》。

据了解，湖泊沉积物中全岩有机碳
同位素是古环境研究最常用的指标之
一。该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室古生
态学科组副研究员旺罗等人发现，古湖
泊环境有机地球化学研究长久以来忽

视了不同藻类间同位素分馏差异的作
用。
“就像人喜欢吃细粮，不喜欢吃粗

粮，导致体内蓄积的细粮大于粗粮一
样，一般生物在进行光合作用时，优先
选择较轻的同位素（12C），致使生物体内
较重的同位素（13C）相对减少。这种现
象叫做生物分馏。”旺罗解释说，藻类同
位素分馏也属于生物分馏的一种。

该研究利用不同藻类所代表的水
体动力条件与同位素分馏的关系，阐释
了藻类组合的变化对有机碳同位素控
制作用的机理。

藻类分馏结果显示，中世纪暖期和

20世纪暖期，由于冰冻期短，生长期长，
代表生长环境水动力较强的浮游硅藻占
绝对优势，碳同位素值低；在小冰期，由
于冰冻期长，生长期短，生长于水下，代
表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的底栖硅藻相对
含量较高，碳同位素值相对较高。

同时，碳同位素的变化与不同类型
浮游藻类组合变化也具有密切的关系。
永浮性藻类一般个体小，在水体分层较
好，在水动力相对较弱的环境中占优
势；而暂浮性藻个体大，需要较强的水
动力，维持其悬浮生长。这些水动力的
差异可能进一步导致其扩散边界层厚
度更薄，同位素更轻。

学者发现影响湖泊沉积物同位素变化新因素

《秦岭植物志增补》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1 月 13 日，
由李思锋、黎斌主编，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吴征
镒作序的《秦岭植物志增补》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学术图书由三秦学者特聘专
家、陕西省西安植物园、陕西省植物研
究所研究员李思锋率领团队经过十多
年的努力而完成。该书 65.1万字，附插

图 267 幅、彩图 52 幅，收录、记载了近
30年来在秦岭发现的种子植物新记录
科 6科，新记录属 61 属，新种、新记录
种 413 种（含种下等级），是自《秦岭植
物志》出版相隔 30年后关于秦岭种子
植物种类情况研究的最新报告。至此，
秦岭地区有种子植物 164 科 1052 属
3839 种，其物种数量在我国著名山脉
中居第二。

该书的出版发行，进一步证明了秦
岭是全球陆生生物多样性最关键的地
区之一，其植物多样性的丰富性和独特
性，为研究秦岭、认识秦岭、保护和利用
秦岭自然资源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秦岭横亘于中国中西部数
省，西起甘肃临洮，东至河南鲁山，东西
长约 800 公里，南北宽 200 公里，总面
积 16万平方公里。作为一个完整的生
态环境系统，秦岭的生态环境安全，直
接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接第 1 版）经过 3000 米级和
5000米级的海试测验，声学系统已臻完
善。但为了保证 7000米海试的顺利进
行，声学所项目组成员做了大量细致的
前期准备工作，对系统进行反复测试和
改进，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多次梳理，对
各种紧急情况作出应急预案。

出发前，声学所特地召开动员和送
行会，所长王小民表示，研究所是海试
团队的坚强后盾，将为海试工作开展提
供大力支持，并希望全体队员要充分作
好思想和技术上的准备，接受艰苦工作
和生活的挑战，确保 7000米海试顺利
完成。

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他们没有辜
负全所同志的期望。在 16天的试验过
程中，声学系统在海试中工作状态良
好，保证了潜器与母船之间的实时通信
联络，实时传输的图像、数据、文字、语

音效果良好，在海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并且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海底 7000
米深度潜器和母船之间的图像传输，首
次获得了马里亚纳海沟区域的高分辨
率等深线图和侧扫图。

然而，在今天成功的背后也有一段
艰苦的回忆。

2009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进行
1000米级海试第一阶段 50米深度试验
时，由于母船“向阳红 09”有 30 多年的
船龄，受船体噪声干扰，水声通信质量
受到一定影响。为保证试验顺利进行，
声学所参试团队顶住压力，客观分析，
冷静应对，凭借扎实的技术基础和有素
的应急处理能力，在船上连续奋战逾 72
小时，临时迅速开发了一套具有较强抗
噪性能的模拟系统———“水声电话”，在
复杂的噪声环境中开辟了一条“绿色通
道”，保证了 300米和 1000 米海区下潜

试验顺利进行。
而今，“水声电话”已被高速数字化

水声通信系统所代替，不仅实现了“千里
传音”，还可以向母船传输图像、数据、文
字和语音，为“蛟龙”号和母船之间架起
了一条隐形的“电话线”，确保了水下和
母船之间的实时通联。2012年 6月 24
日，水下的三名潜航员还利用水声通信
系统向遨游太空的神舟九号航天员送去
祝福，实现了跨越海天的对话。

从“默默奉献”到“深潜精神”

中科院声学所作为“蛟龙”号副总
师单位，负责声学系统的研制，先后有
20余位同志参与了此项目。
朱维庆研究员是专项总体组成员，

朱敏研究员是声学系统负责人、副总
师。朱维庆已 75岁高龄，虽然不能战斗
在海试的第一线，可是他的心时时刻刻
和“蛟龙”号及声学所团队在一起。每次
到海试的关键节点，朱老都早早赶到声
学所，和没去海试现场的项目组成员一
起观看视频直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包括副总设计师朱敏在内的其他

成员大都是“70后”、“80后”，他们继承
了前辈们为国家不畏艰苦、无私奉献的
精神。
海上伙食条件远不如陆上，再加上

海试期间经常遭遇恶劣海况，很多人出
现晕船反应，吃不下饭。南海的气温高，
甲板被晒到 80度的高温，站一会就汗
流浃背，声学所的队员们仍然要一丝不
苟地完成设备的布放、回收和巡查工
作。下潜试验期间，声学所团队要早早

开始准备，试验期间要全程值班，保障
水声通信系统的正常工作，下潜试验完
成后还要收拾设备，下载数据，对大量
数据进行现场分析和处理。声学所团队
是海试队中最繁忙的队伍。
为了深潜事业，海试队员们舍小家

顾大家。
朱敏坚守在海试一线，无暇顾及家

里怀孕待产的妻子。妻子患妊娠高血压
紧急剖腹产时，朱敏还在海上紧张地试
验，直到孩子出生几天后，才在船舶停
靠避风锚地时得知这个消息；船回港
后，赶回家看了一眼女儿又投入到海试
中。
无独有偶，2012 年 7000 米海试期

间，工作人员刘烨瑶的孩子也出生了，
不能陪在妻子身边的他，只能在海试全
部结束后，匆匆赶回家里，给自己的宝
宝一个迟到的欢迎。

2009年出海时，徐立军的儿子刚满
月；2010年海试时，傅翔的儿子刚半岁；
2011年海试时，张东升的儿子刚 5个
月。为了“蛟龙”号的试验任务，他们都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工作中，留下的是对
家人的思念和亏欠。
为了让这些“前方的战士”没有后

顾之忧，实验室和所在党支部的同事给
予了家属积极的帮助和照顾，所领导也
安排相关同志到家中走访慰问。
试航员杨波、张东升几年来多次参

加下潜试验。尤其是杨波，虽然晕船反
应严重，但仍坚持参加了每次创纪录的
下潜试验。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波对
家人只字未提他参加下潜的事情，直到
2011年央视直播家人才知道。2012年

7000米级海试中，杨波、张东升各参加
两次下潜，个人最大下潜深度分别为
7020米和 7035米。

团队所有的成员都无怨无悔，默默
奉献着，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实现着
“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这一瑰
丽而伟大的梦想。“团结协作、严谨求
实、拼搏奉献、和谐共进”的中国深潜精
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从“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到“培养青年创新团队”

完成声学系统研制的是以朱维庆
为指导、朱敏为项目组长的声学所“蛟
龙”号声学系统科研团队。除朱维庆外，
其他成员大都是“70后”、“80后”的“娃
娃兵”，多是毕业没几年的硕士生、本科
生。2009年海试时，这支由朱敏负责的
声学系统团队还很青涩。在实施“863”
计划重大专项 7000米载人潜水器研制
过程中，从实验室的理论分析、数值仿
真到一次次的湖海试验，通过理论—实
践—理论的过程，声学所自主研制的水
声通信机逐渐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声学
系统科研团队也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
熟，成为领域内的创新领军人。

声学所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开展
创新研究工作中，为培养我国声学领域
青年创新团队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中科院声学所在所训“标新立异、
一丝不苟、奋力拼搏、亲自动手”指引
下，将不懈努力，精益求精，在浩瀚的深
海里，在探索海洋的征程中，为我国载
人深潜事业再立新功！

简讯

2012年度计算地球
科学青年人才奖揭晓

本报讯 1 月 12 日，2012 年度“清
华大学———浪潮集团计算地球科学青
年人才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王开存、清华大学副教授
王聿绚、国家气候中心副研究员任宏
利、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副研究员李立
娟、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怀等 5 位
学者获奖。

此次评选采取专家推荐的方式，共
收到 23份推荐材料。评审专家对候选
人的研究成果与计算地球科学的结合
度、本人的学术创新点及其对学科的贡
献进行了综合考量。
去年成立的“清华大学———浪潮集

团计算地球科学青年人才基金”下设青
年人才奖和优秀学生奖。后者主要面向
清华大学在校学生，此次有 3人获优秀
学生奖。 （闫洁）

全国自动化系统工程师
论文大赛启动

本报讯第六届 ABB杯全国自动化
系统工程师论文大赛签约启动仪式近
日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举行。大赛主
题为“自动化创新与产业升级”，旨在展
现全国自动化系统工程师的学术素养
和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从资源密集
型向高效低碳型转型。
本届大赛的征文对象主要包括：企

事业单位从事自动化系统及相关专业
工作的科技、设计、管理施工、运行维护
及培训人员；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从事
自动化、信息化专业教学或科研工作的
教师或工程技术人员等。大赛将于 2013
年 5月初截稿，获奖文章将于 2013年 8
月评出。
“通过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是一个民

族进步的动力支柱。我们将本着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拔参赛作品。”中国
自动化学会秘书长王飞跃表示。

（冯丽妃）

吉林首届发明创造大赛落幕

本报讯 1月 14日，吉林省首届发
明创造大赛落幕，吉林省科技厅、吉林
省科协联合对优秀参赛作品和组织单
位给予了表彰。

大赛组委会授予“环保型聚氯乙烯
防雾无滴棚膜”等 5 项参赛作品一等
奖，“一种治疗泌尿系统感染及前列腺
炎的中药组合物”等 10项参赛作品二
等奖，“农村新型轻钢草砖节能住宅体
系”等 30项参赛作品三等奖，“复合变
性玉米淀粉乳液及其制备方法”等 50
项参赛作品优秀奖。 （封帆）

中外学者研讨人类疱疹病毒

本报讯近日，由中科院上海巴斯德
所、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病
原微生物感染研究协同创新联合中心
主办的首届中国人类疱疹病毒及相关
疾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包括中国
科学院院士曾益新、中国工程院院士闻
玉梅在内的 40余位专家，围绕各型人
类疱疹病毒潜伏感染的基因表达调控
机制、病毒基因组的复制机制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讨。

大会主席、巴斯德所研究员蓝柯表
示，本次大会为国内外同行搭建了信息
共享与学术交流的桥梁；同时也为促进
国内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培养后备人
才、提升相关研究整体水平提供了平
台。 （黄辛）

姻本报记者 甘晓
回放：

1月 12日，微博上一则耸人听闻
的消息流传开来。该消息称，我国高
铁电磁辐射异常，在没有安装“消磁”
装置的情况下可致使女性乘务员受
到身体伤害———“不是不孕就是流
产”，甚至因此出现女乘务员集体辞
职现象。
疑问：
高速铁路是否有电磁辐射？存在

哪些影响？是否真的影响人体健康？
解答：

1月 14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
这一流言向我国电力机车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刘友梅求证。他表示：“高
铁电磁辐射有害健康之说是无稽之
谈。”
据了解，列车高速运行，必须依

赖大功率牵引系统。当列车行车速度
达到每小时 300公里以上时，高速列
车牵引功率大约为 1万千瓦，这一能
量来自电力牵引。19世纪丹麦物理学
家奥斯特发现的电流磁效应表明，电
流通过导体会产生电磁场，即所谓的
电磁辐射。也就是说，由电力驱动的
高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电磁辐射。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吴书伟在其 2010年 6月完成
的毕业论文中分析，在高铁运行中，
电磁辐射主要产生在机车获取电能
的“受电弓”与导线的接触点上。
研究者们针对所谓的“电磁兼容

性”开展了许多研究。刘友梅对此解
释说：“电磁辐射环境让我们必须考
虑如何保障高铁系统中诸如计算机
通信系统等其他电子设备正常运
行。”
日本、美国和欧洲均对电气化铁

路电磁辐射进行过大量实际测量和
研究。2000年，欧洲电工技术标准化
委员会（CENELEC）经过多年的试验
与研究，发布了铁路电磁兼容系列标
准（EN50121），对铁路系统的各专业
电磁辐射强度的测量方法和限值作
出了规定。该标准具有较高的权威
性，后转为 IEC62236标准。
目前，高速铁路建设中招投标、

电磁兼容检测和联调联试中对电力
机车运行产生的电磁辐射强度的检
测均已执行 IEC62236-2标准。刘友
梅指出：“我国高铁都是按照国际标
准设计制造，电磁辐射强度都在标
准限量之内。”
而关于电磁辐射健康效应的争

论由来已久，从手机、吹风机、微波炉
到移动通讯基站、高压变电站，许多
现代科技下的基础设施都因可能导
致癌症、白血病、不孕而“中枪”。

然而，至今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
明低强度的电磁辐射与这几种恶性
疾病存在因果关系。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电磁生

物工程研究组副研究员霍小林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规定，公众
的工频 50赫兹磁感应强度限值是 0.
1毫特，即 100微特。”他曾参与过磁
悬浮列车的电磁辐射强度测定，“结
果均在这一范围内”。
而本报记者在截稿前，发现“中

国铁路”微博回应称，铁路有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高铁输电线路产生的电
磁场主要是工频电磁场。铁路部门对
高铁动车组车厢、司机室等常年进行
系统监测，其电场、磁场强度均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不会影响乘车人员的
身体健康。铁路部门未发现值乘高铁
乘务员不孕、流产的情况，更没有集
体辞职的现象。

“高铁辐射致流产”不可信
但是低强度电磁辐射对健康影响研究仍缺位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 通讯员李扬
苹、万金鹏）记者从中科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获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的资助下，该园与美国蒙塔那大
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特立尼达西
印度群岛大学合作，探讨了多种入侵机
制对飞机草入侵我国的作用。该成果对
认识外来植物入侵机理有重要意义，于
日前发表在《新植物学家》上。

据介绍，有关外来植物入侵机制的
理论或假说有很多，但没有一种理论或
假说能够解释所有外来植物成功入侵
的原因。此外，很少有研究者同时研究
多种理论或假说对同一外来植物成功
入侵的贡献。

在该园教授冯玉龙的指导下，硕士
研究生秦瑞敏和博士研究生郑玉龙分
别在中国、墨西哥展开了研究。在飞机
草的原产地墨西哥和入侵地中国的两

个同质种植园中，通过让来自入侵地和
原产地的飞机草分别与来自两地的本
地植物竞争，科研人员发现：飞机草入
侵种群可能通过进化提高了竞争能力，
降低了天敌防御能力，该结果支持了增
强竞争能力的进化假说；来自飞机草原
产地墨西哥的本地植物竞争能力强于
来自飞机草入侵地中国的本地植物，支
持了生物阻抗假说；与来自墨西哥的本
地植物相比，中国的本地植物种子萌发
对飞机草化感作用更敏感，进而支持新
化学武器假说。

该研究显示，增强竞争能力的进
化、先天的竞争优势、本地植物的生
物阻抗和新化学武器可能共同推动
了飞机草的成功入侵。此外，该研究
意味着，同时在多个环境条件下，研
究多个互不排斥的入侵机制或假说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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