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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大量除草剂入海对
近海碳汇产生负面影响

本报讯（记者廖洋 通讯员刘佳）近来，一种新型陆源污染
物———除草剂引起人们警惕。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
究所张永雨带领的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物研究组通过对黄、
渤海内 22种除草剂的调查，发现离岸 100公里近海范围内除
草剂检出率高达 100%，且有较高的稳定性，最高值出现在河
口区域，浓度最高的为陆地上广为使用的三嗪类除草剂，呈现
春季近海除草剂浓度高于秋季的现象。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
《湖沼与海洋学》。

目前，农业生产中的大量除草剂通过河流、地下水、地表
径流等途径进入海洋，导致近海除草剂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
内普遍发生。

藻和菌在海洋中密不可分，是海洋碳汇的主要驱动力。一
半以上的除草剂是光合作用抑制剂，然而，当前的近海除草剂
污染现状是否足以影响近海浮游植物和细菌群落，进而影响
近海碳汇尚不清楚。

研究组发现，在环境浓度的三嗪类除草剂胁迫下，浮游植
物群落的生长和光合效率被削弱 29%~63%，浮游植物群落结
构也发生剧烈变化；受除草剂抑制最严重的是硅藻，而兼具异
养功能的甲藻受影响相对较弱，导致近海浮游植物群落发生
由硅藻向有害甲藻为主的群落结构的剧烈改变。

此外，细菌群落结构亦发生剧烈变化，对碳水化合物、氨
基酸等多种有机碳底物的代谢能力被明显抑制，微型生物碳
泵潜力被削弱。但研究人员发现，移除浮游植物后的细菌群落
结构对除草剂并不敏感，表明海洋中浮游植物与细菌群落的
密切关系会加剧除草剂对细菌群落的负面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合理控制除草剂的过量使用和向海
输入，是维持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稳定、保持和促进近海碳汇能
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相关论文信息：

贵州 1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
储能系统并网发电

本报讯近日，由中科院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研发的 10兆瓦集气装置储气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在贵州毕节正
式并网发电，最大发电功率 10.4兆瓦。
据悉，该系统不依赖于储气洞穴、不燃
烧化石燃料，不受地理条件和燃料限
制，是极具潜力和产业化前景的大规模
储能技术之一。

压缩空气蓄能是一种新型蓄能蓄
电技术。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自
主研发的集气装置储气先进压缩空气
储能技术具有规模大、成本低、寿命
长、不受地理条件限制、环境友好等
特点，可在夜间电网负荷低谷时通过
压缩机将空气压缩并存入集气装置存
储，在白天用电高峰时将高压空气释
放驱动膨胀机带动发电机发电，可实
现电力系统调峰、调相、旋转备用、应
急响应、黑启动等功能。

该系统负责人表示，示范系统的
正式并网有利于灵活调整用电负荷和
电网电量，缓解高峰电力供需紧张；
有利于探索压缩空气储能系统接入电
网后的调度模式和商业模式；有利于
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助力“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并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 （陈欢欢）

首个国产人工角膜
获生产许可证

本报讯 近日，由中华医学会眼科
学分会角膜病学学组组长、山东省眼
科医院院长史伟云领衔研发的我国
首个国产人工角膜“领扣型人工角
膜”已经获得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证，这意味着角膜盲患者有了更多重
见光明的机会。

此款人工角膜是史伟云团队参照
美国波士顿Ⅰ型人工角膜片型，结合我
国患者眼部特征、历时 9年研发成功的
一款人工角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实
现了国产人工角膜零的突破。

史伟云介绍，这是一款完全由人工
材料制成的特殊屈光装置，适用于因角
膜移植高危排斥等因素不能行常规角
膜移植术的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我国角膜供体缺乏现状。

（廖洋赵英佐）

各地开展江豚保护日活动

本报讯 在 10月 24日长江江豚保
护日前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科院水生所）、武汉白鱀豚保
护基金会（WBCF）在部分长江沿岸城
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24 日当天，中科院水生所、
WBCF 联合中国邮政在武汉共同举
办“江豚杯”明信片设计公益赛，几十
名小江豚宣讲员拿起画笔，通过手绘
明信片的方式，将微笑江豚和美丽长
江展示给更多人。

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站以及相关部门启动了“南京
长江江豚保护主题月”系列活动；在安
徽无为，当地长江江豚协会走进小学开
展科普科教活动，并开展了长江巡逻和
净滩活动。 （荆淮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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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阻滞“代谢成瘾”有望
成为放疗增敏新策略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李晓姗）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放疗科吴德华教授团队揭示了葡萄糖—心磷脂合成代谢促肝癌
辐射抵抗的新机制，并提出阻滞“代谢成瘾”可能成为潜在辐射
增敏的新策略。相关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肝脏病学》。

代谢重编程是恶性肿瘤的核心特征之一，多种代谢途径
在肝细胞癌中历经巨变。放射治疗是肝癌局部治疗的有效手
段之一。然而，部分肿瘤细胞在受到放疗损伤的同时，其代谢
特征会因自身或放疗发生改变，从而获得抵抗能力。因此，理
解肝癌细胞代谢重塑与放射治疗反应之间的关系及调控机
制，选择合适的联合治疗策略以提高放疗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通过构建辐射抵抗肝癌细胞模型，运用代谢流、代
谢组学、脂质组学及各类体内外实验技术，结合临床病人相关标
本，发现辐射抵抗肝癌细胞对葡萄糖具有高度成瘾性。葡萄糖在
这些细胞中并非进入常规糖酵解途径生成乳酸和丙酮酸，而是大
量促进心磷脂的合成，从而抑制辐射刺激之下细胞色素C的释
放，阻滞细胞凋亡启动，进而促使辐射抵抗的发生。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

探究真蕨植物如何应对
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三叠纪末大灭绝事件和真蕨植物群
落之间有什么关联？近年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
究员王永栋带领的国际科研团队首次聚焦该领域，用来自中
国本土的化石作出回答。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全球和行
星变化》。

科研团队系统研究了我国华南四川盆地三叠纪—侏罗纪
过渡期真蕨植物的多样性变化和生态环境，为探究陆地生态
系统对三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响应提供了新证据。

科研团队选择了演化历史久远的真蕨植物化石作为研究
对象。因为真蕨植物是现代植物中最具多样性的维管植物类
群之一，其现生种的数量仅次于被子植物。此外，真蕨植物也
是唯一经历显生宙四次重大生物演化灭绝事件的陆生维管植
物类群，是植物系统发育、大尺度宏演化过程及生态环境和气
候变化的直接“见证者”。

科研团队对四川盆地 16个产地的晚三叠世须家河组和
早侏罗世珍珠冲组真蕨类植物化石记录进行了分析，共发现
8科 16属 67种，其中在三叠纪—侏罗纪之交约有 38个种消
失，同时还有 10个新种出现。
“结合大植物化石和孢粉化石记录，我们发现蕨类植物大

化石及孢子化石在三叠纪—侏罗纪之交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大
规模灭绝事件，而是存在显著的植物种群更替现象。”王永栋
解释道，这进一步揭示了在远离中大西洋火成岩省的东亚低
纬度区域的植物类群对此次灭绝事件的响应程度。

此外，科研团队利用统计分析发现，三叠纪末的瑞替期呈现
出温暖湿润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特征，而早侏罗世特定的抗旱
类群（如掌鳞杉科）明显增加，表明了侏罗纪早期环境趋于干热。
相关论文信息：

四川盆地晚三叠世部分真蕨植物化石复原图。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供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

“新基建”时代“大测绘”大有可为
姻本报记者韩扬眉

“近年来，我国的卫星导航、遥感等测
绘遥感地理信息得到迅速发展。‘新基建’
时代已经到来，大测绘已经成为国家重要
的新型基础设施，未来我们要实现通信导
航遥感一体化空天信息实时的智能服务
系统。”近日，在中国测绘学会 2021 学术
年会举办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接受《中

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
李德仁表示，“新基建”，即新一代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测绘地理信息进入
更广阔的领域而成为“大测绘”。李德仁特别
强调，“新基建”是由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
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组成的。如今，以天
空地对地观测与北斗卫星导航为代表的地
球空间信息技术已纳入信息基础设施。
“这就把原来传统的物理空间，延伸到

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一体化新的万物互联
时代，也就是数字孪生时代。”李德仁说。

数字孪生是实现虚实之间双向映射、动
态交互、实时连接的关键途径，为认识理解
以及改造物理世界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例
如智慧城市就是数字孪生的典型应用。

李德仁表示，新型测绘遥感地理信息
作为一项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为“新基建”
提供完整性好、现势性强、精准度高的时
空大数据，可在“新基建”的 3 个方面———
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

设施分别发力。
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李德仁认为，到

2035年，中国测绘遥感地理信息应作出中
国的全球高精度时空基准；实现全球 15
万、各省份 11 万测图和实景三维城市
底座；实现全球 10 米、全国 5 米间隔的数
字高程模型与全球 2 米正射影像；建立空
间信息多级网格的国情数据库，实现全球
每季度、全国每月土地覆盖标准产品。

当前，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已成为新测绘
的重要任务。在李德仁看来，实现实景三维
还需解决诸多问题，例如采集装备和数字处
理软件技术国产化、超大规模实景三维计算
的算力、海量数据可视化云渲染，同时还需
探索数据保密和使用问题的“解”等。

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
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
施，比如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
础设施等。

李德仁表示，在融合基础设施领域，“大
测绘”帮助实现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包
括建设基于高精度时空大数据的公共安全
服务、建设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建设

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空天信息实时智
能服务等，以满足各行业的需要。但目前
应用中仍有诸多问题待解决，比如深度神
经网络，要能够实现全局感知目标的设
备，1秒锁定可疑目标；在智能驾驶方面，
要能够实现智能传感器为所有车辆共享，
保证高精度。
“天上的通信、导航和遥感卫星应连成

一张‘互联网’。”李德仁谈及未来发展趋势
时说，当前，通信、导航和遥感卫星各成体
系，导致信息分离、服务滞后，应建立一个通
导遥一体化的空天信息实时智能服务系统，
让系统联通、时空融合、服务畅通，服务要做
到实时定位、导航、遥感和通信。

在创新基础设施领域，李德仁指出，要
努力实现对天对地观测智能化，在空天大数
据中提取信息、挖掘知识；要开展深空深海
深地探测研究；要实现国防作战与灾害应急
快准灵。
“地球空间非常广阔，作为空间感知认知

手段，建立全球全时空大数据精准感知认知
的理论和技术体系，这是我们要做的从‘0’到
‘1’的原始创新。”李德仁说，面向未来 40万亿
元的“新基建”建设任务，大测绘大有可为。

李德仁在会上作报告。 中国测绘学会供图

科学家提出“太阳立体探测”设想 4大科学目标
本报讯（记者甘晓）近日举行的香山科学

会议第 711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杨孟飞带领
团队，提出了对太阳开展立体探测的设想。
“如果能够尽快立项，根据设想，通过两

次发射任务，我国将在 2035年前后完成 5
个点位的探测器部署，构建起环黄道面（地
球公转轨道面）、太阳极区的全方位立体探
测体系，实现对太阳全球和日地空间的立体
探测。”杨孟飞在会议报告中表示。

设想的 4项科学目标主要包括：太阳内
部结构和磁场起源研究、太阳活动机理研
究、太阳活动的全日球空间天气效应研究和
空间天气预报模式研究。

太阳是人类唯一可以详细探测的恒星，

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物理学实验室，
帮助认识和理解许多地球上无法开展实验
的重要物理过程。然而，在与会专家看来，尽
管人类发射空间探测器探测太阳已有 60多
年历史，但由于单视角观测的限制，要解决
太阳物理重大科学问题仍然存在瓶颈。
“太阳磁场和磁活动周期的起源、日冕

加热和太阳风加速机理是天体物理学中的
重大问题、难题，建立太阳活动的系统的物
理理论仍然是太阳物理学者面对的一个极
为困难的任务。”研究了 40多年太阳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汪景琇在会议报告中介绍。同
时，在作为空间天气和气候学基础的太阳物
理研究中，对极端空间天气发生概率、可能
机理和预报的探索研究，也是当前最急迫的

任务。
对太阳进行全方位立体探测不仅是取

得新科学突破的最佳手段，还有望实现对地
影响的有效预报。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在会
议报告中介绍，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
爆发活动会释放大量电磁辐射和带电粒子，
引发地球空间环境剧烈扰动，干扰通信和导
航，甚至引起地面电网、输油管线等技术系
统故障或失效。“要实现全面、准确、及时、有
效的空间天气预报系统，对太阳立体探测提
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他说。

与会专家建议，我国应尽快启动实施全
方位太阳立体探测任务，使我国太阳探测走
向世界前列，引领空间科学进步、推动空间技
术发展、促进空间应用水平提升。

17位科学家获第十三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10月 23日，第十

三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山
大学举行。颁奖典礼由中国科学院院士、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奖励委员会主任饶子
和主持。

经评选，本届共有 17位科学家获奖。中
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部嘉
里理学教授张明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药物靶标结构与功能中心主任徐华强
获“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美国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王小凡
获“谈家桢生命科学国际合作奖”。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中国工
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院长董家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院长蔡秀军获“谈家桢临床医学奖”。北京
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邢婉
丽获“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田志喜、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副
主任苏士成等 10名学者获“谈家桢生命科
学创新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罗俊表
示，希望“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携手生命科学
领域的同行们，积极推进学科建设、探索前
沿技术、推动生命科学和相关学科交叉融
合，促进研究成果产业化，不断提升我国生
命科学的竞争力和创新力，为世界生命科学
和生物技术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悉，“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是由中国现

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先生提议、经国家科
技部批准设立的生命科学技术奖项，旨在促
进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激励生命
科学工作者不断创新。该奖创办 13年来，多
位获奖者获奖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目前，该奖项已经成为中国
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

当天还举行了“谈家桢生命科学奖”颁
奖大会承办权移交仪式。大会承办权由本
届承办单位中山大学移交给下一届承办单
位南昌大学。在大会主题报告环节，本届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获得者张明杰、
徐华强分别作主题报告，其他获奖者共同
参与了学术论坛，分享了生命科学领域最
新研究成果。

全球最大上回转塔机下线 一次起吊 450吨至 400米高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昊昊 通讯员刘成

坤）10 月 25 日，全球最大上回转塔机在湖
南常德的中联重科常德塔机智能工厂下
线。

此次下线的全球最大上回转塔机型号
为W12000-450，是中联重科为建设常泰长
江大桥特别打造的。该产品重达 4000吨，额

定起重力矩达 12000吨米，是全球首台超万
吨米级的上回转超大型塔机，其最大起重重
量达到 450吨，最大起升高度 400米，相当
于可以一次起吊 300 辆小轿车至 130 层楼
的高度。

中 联 重 科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W12000-450 塔机运用了中联重科自主创

新的分体式平头单臂架技术、杆系单销榫头
特大标准节技术、“八金刚”平滑大变小顶升
过 渡技术等多 项世界首 创 技 术 ，让
W12000-450 塔机不仅实现了万吨米级的
强大起重性能，还从运输、装拆等方面确保
产品的便捷性以及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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