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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园
========

有机所烷开创烃碳氢键不对称官能化新方法登上《科学》
9 月 2 日，国际顶级学术杂志《科学》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刘国生研究员团队的研究成果。刘国生团队通过发展金属
催化自由基接力新策略，成功实现了铜催化苄位碳氢键的不对称氰化反
应，以最短的路线合成了手性腈类化合物。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为该论文
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单位，论文的合作伙伴还包括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团队。
腈类化合物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有机中间体，可以转化为相应的胺类
以及羧酸等化合物，被广泛地应用于医药、农药和材料等领域。因此，
如何高效地合成这类化合物吸引了国际上有机化学科学家极大的关注，
尤其是开发新型不对称转化来制备光学纯腈类化合物一直是有机化学的
重要课题。
刘国生团队一直致力于自由基化学选择性控制方面的研究，提出将
反应中的碳自由基中间体转化为金属有机物种来实现选择性控制，借此
来解决烷烃 C-H 键不对称直接官能化的难点问题。通过金属中心高立体
选择性的还原消除，实现了碳自由基的不对称控制，成功地得到了苄位
碳氢键的不对称氰化反应，无需邻位定位基团的参与就可以实现苄位碳
氢键向手性芳基乙腈的直接高效转化。该方法具有广谱官能团兼容性，
出色的化学、区域和立体选择性，以最短的路线高效地制备了各种光学
纯腈类化合物。同时刘国生团队还通过与合作伙伴合作，阐述了碳自由
基与手性铜氰络合物的对映体选择性的 C-CN 成键过程。
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对这一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现有的碳氢官能团化方法大多需要在反应原料中预置导向基团，以克
服熵这一不利因素，新方法结合了自由基化学的高活性和金属催化的高
选择性，在没有任何导向基团辅助条件下，成功地解决了烷烃碳氢键的
不对称腈化反应，充分体现了方法的独特性、精准性和广谱性。这一策
略为后期进一步研究烷烃的不对称官能化反应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刘国生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男，1972 年生。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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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在金属有机化学领域开展系统性研究工作，利用金属有机化学的基本
知识、基于烯烃的氧化双官能化为载体，进行金属催化氟化及其相关反应的研
究。首次提出了不饱和烃的“亲核氟钯化”概念；基于高价钯化学的高活性，
首次利用“氟负离子”实现了碳-金属键的氧化氟化，成功地实现了烯烃的选择
性氟胺化反应；成功的解决了氧三氟甲基不稳定的科学问题，首次实现了金属
催化的烯烃胺基三氟氧甲基化等反应；首次实现了银和铜催化的氟代（杂）芳
烃高效合成；提出了金属催化的可控性和自由基化学的高效性相结合的思路，
成功地实现了烯烃分子间的选择性氟化反应和三氟甲基化反应。过去 8 年中，
在《美国化学会会志》（9 篇）、《德国应用化学》（8 篇）、《化学科学》（2
篇）等国际化学类 SCI 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受邀撰写综述 3 篇，单篇
引用 220 余次，共计引用 1800 余次。在包括大型工具从书《合成科学》
（Science
of Synthesis）在内的专著中撰写 5 个章节。获首届中国化学会均相催化青年
奖、“Thieme 化学期刊奖”（Thieme Chemistry Journal Award）。入选上海
市浦江人才计划、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复旦大学创建光控微流体新技术登上《自然》
9 月 8 日，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与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俞
燕蕾教授团队关于光控微流体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于《自然》（Nature）
杂志发表。这个平均年龄仅 29 岁的年轻科研团队突破了微流控系统简化
的难题，创造性地采用自主研发的新型液晶高分子光致形变材料，构筑
出具有光响应特性的微管执行器，可通过微管光致形变产生的毛细作用
力，实现对包括生物医药领域常用液体在内的各种复杂流体样品输运的
全光操控，令其蜿蜒而行甚至爬坡，仿若具现了微尺度下的神奇驭“水”
本领，可谓是一种全新概念的微流控技术。
国外同行专家对此给出了“超越现有的微流体操控技术，是具有真
正开创意义的优秀成果”的评价，并对其未来应用前景予以了充分肯定，
称这项技术必将引起众多领域科学家的广泛兴趣。
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该微管执行器有望在生物医药设备、生化检
测分析、微流反应器、芯片实验室等诸多领域“大展拳脚”，应用价值
相当可观。以生化检测分析为例，液体的反应、分离、纯化或都可以通
过该微管执行器完成。至为重要的是，在实现相应功能之余，微管执行
器还能为微流控系统“瘦身”。当光源成为操控手段，外接驱动设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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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必要，大幅度系统简化成为可能。芯片实验室的高度集成化追求有希
望借助其力量迈出崭新的一步。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共同资助。
俞燕蕾

论文通讯作者。女，1971 年生。现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授，

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主要从事光响应液晶高分子的研究，利
用其构筑光致形变材料和光响应功能界面材料，开展分子设计、微观结构精确
控制及光功能性的研究。已开发出具有光致弯曲功能的交联液晶高分子材料，
通过分子与微观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弯曲方向精确控制、室温快速形变、多种波
长光响应等，组装出全光驱动微泵、微阀、微机器人等原型样机。并在此基础
上，将偶氮液晶高分子与微纳结构界面结合，实现了超疏水表面粘附性的原位
快速可逆光调控，使微量液体快速无损传输成为可能，推动了光响应液晶高分
子材料在柔性微执行器、微光机系统、微量液体无损传输等领域应用基础研究
的发展。近年来负责承担或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863 等重要项目。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4 项，已获授权 4 项。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被他引 1500
多次。曾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上海
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

植生所获得水稻杂种优势全基因组解析登上《自然》
9 月 8 日，《自然》杂志在线刊发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国家基因研究中心韩斌研究组、黄学辉研究组联合
中国水稻所杨仕华团队取得的一项成果，题为“水稻产量性状杂种优势
的全基因组解析”。
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我国育种学家率先开展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
研究，陆续通过三系法、两系法等途径培育出大量杂交水稻材料，一些
高产杂交稻品种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大幅度提高了水稻产量，为我国的
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杂交稻的高产来自对水稻杂种优势现象的有
效利用，在一些优异的杂交配对组合中，杂交稻的产量表现可以大大超
越它们的纯合亲本。杂种优势的产生是由双亲基因组互作的结果，是一
种复杂的生物学现象，然而这一现象背后的遗传机理一直以来不完全清
楚。只有深入了解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才能实现杂种优势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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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育种技术的变革。
新的研究通过大量收集杂交稻品种材料，对多套代表性杂交稻遗传
群体进行基因组分析和田间产量性状考察，综合利用基因组学、数量遗
传学及计算生物学领域的最新技术手段，全面、系统地鉴定出了控制水
稻杂种优势的主要遗传（数量性状或基因）位点，详细剖析了三系法、
两系法和亚种间杂种优势的遗传机制。研究表明，这些遗传位点在杂合
状态时大多表现出不完全显性，通过杂交育种产生了全新的基因型组合，
从而在杂交一代高效地实现了对水稻花期、株型、产量各要素的理想搭
配，形成杂种优势。这些发现对推动杂交稻和常规稻的精准分子设计育
种实践有着深远的重大意义。
利用这项研究成果，科研人员有望进一步优化水稻品种的杂交改良，
实现对亲本材料的高效选育和配组，服务于具有高配合力特性的亲本材
料和聚合双亲优点的常规稻材料的创制和改良，选育出更加高产、优质
和多抗的水稻种质资源。
韩

斌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男，1963 年生。中科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

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上海生科院副院长。
主要从事水稻基因组学、群体遗传学、水稻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及栽培稻的起源
和驯化等研究工作。带领其团队率先完成了水稻第四号染色体精确测序及着丝
粒序列结构分析；成功开展了基于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的水稻复杂性状全基因组
关联分析；较早和深入开展了水稻转录组研究，克隆和鉴定了水稻壳色和芒长
等驯化相关基因，系统鉴定了水稻全基因组驯化选择位点，证明了亚洲栽培稻
粳稻为单起源于中国珠江流域并经过第二次驯化产生籼稻，解开了水稻驯化和
起源之谜。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
《自然·遗传学》
《基因组研究》
《植物
细胞》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均排名第一。曾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以及上海市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黄学辉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男，现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博导，课题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青获得者。主要研究围绕重要农作物
丰富的种质资源材料，借助基因组大数据的处理分析方法，开发数量遗传学研
究的新方法，解析作物中复杂性状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并应用于作物的遗传
改良。多篇论文发表在《自然·通讯》《分子植物》等 SCI 期刊上。曾获明治
生命科学奖优秀奖、中科院优秀博士论文奖、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中科院
卢嘉锡青年人才奖以及赛诺菲优秀人才奖。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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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揭示表观遗传学研究重大发现登上《自然》
9 月 15 日，同济大学高绍荣教授实验室在《自然》（Nature）杂志
在线发表文章，首次从全基因组水平上揭示了小鼠植入前胚胎发育过程
中的组蛋白 H3K4me3 和 HK27me3 修饰建立过程，并发现宽的（broad）
H3K4me3 修饰在植入前胚胎发育过程中对基因表达调控发挥重要作用。同
济大学的高绍荣教授、高亚威副教授和张勇教授为文章的共同通讯作者。
早期研究证明组蛋白修饰的变化在早期胚胎发育的过程中起了很重
要的作用，但是在植入前胚胎中这些组蛋白修饰在基因组上是如何分布
及变化的，这些变化如何调控胚胎基因的表达以及第一次细胞命运的分
化还是未知。
在此次研究中，高绍荣研究组利用并改进了最新发表的适用于低起
始量细胞的 ULI-NchIP 技术，首次系统地对小鼠植入前胚胎的组蛋白修
饰（分别对应基因激活和沉默的组蛋白 H3K4me3 和 H3K27me3 修饰）进行
全基因组水平上的检测。通过分析检测到的数据，他们发现了不同组蛋
白修饰各自的建立规律，并发现在早期胚胎中，组蛋白 H3K4me3 信号的
宽度与基因的高表达以及细胞的发育命运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预示着
早期胚胎细胞中基因的表达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进
一步的分析还发现了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Kdm5b 对 H3K4me3 信号长度的变
化起很重要的调控作用。
该研究成果率先建立的小鼠植入前胚胎发育过程中的组蛋白
H3K4me3 和 H3K27me3 修饰图谱，以及植入前胚胎发育特殊的表观遗传调
控机制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植入前胚胎发育以及早期细胞分化的表观
遗传调控机制打开了一扇大门。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
部、上海市科委以及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的资助。
高绍荣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男，1970 年生。现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导。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哺乳动物早
期胚胎发育，体细胞重编程与干细胞研究。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周琪实验室在
2009 年分别独立报道了在世界上首次证明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的真正多能
性，通过四倍体囊胚补偿获得了存活至成年的 iPS 小鼠，该研究成果被美国时
代杂志评为当年世界十大医学突破之一。研究发现了 DNA 羟甲基化酶 Tet1 可以
促进体细胞重编程，提高 iPS 诱导效率；利用小鼠早衰模型证明由体细胞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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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获得的核移植干细胞较由转录因子诱导获得的 iPS 细胞具有更好的多能性；
首次利用定量质谱深入分析了卵母细胞特异表达的蛋白质组，发现了一批可能
用于提高体细胞重编程的候选因子；发现单个转录因子 Oct4 可以将滋养层干细
胞重编程为可以分化为三胚层类型的多能干细胞，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早期胚胎
发育过程中细胞谱系的建立机制奠定了基础。近 5 年，以通讯作者在《科学》
《细胞·干细胞》《美国科学院院刊》等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累计被
他引近千次。曾获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周光召基金会杰出青年基础科学
奖等荣誉。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
高亚威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女，1986 年生。现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副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发育、转分化、核移植和诱导重编程等过程的
表观调控机制研究。2013 年在《细胞·干细胞》上发表封面文章证明 Tet1 催
化的 DNA 羟甲基化可促进 Oct4 的去甲基化与转录激活，并能取代其诱导作用，
该论文被评为年度十佳论文。发现了 Tet1 对于 iPS 质量和致癌风险的影响，以
及雌性兔胚胎干细胞在诱导作用下对 X 染色体缺陷的修复。建立完善了多种微
量测序技术在早期胚胎以及体细胞核移植过程汇总的应用。阐明了体细胞核移
植中的表观障碍，并实现了早期胚胎中组蛋白修饰图谱的测定。近五年，以第
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自然》《细胞·干细胞》《干细胞》等一流刊物上发表
论文 6 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项目，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张

勇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男，现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博导。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及表观遗传组学的科研及教学工作。针对高通量生
物学数据，以发展生物信息学方法为核心，从核小体定位、组蛋白修饰、DNA
甲基化等不同表观遗传层面，研究干细胞分化潜力的表观遗传预编程机制。开
发了包括 MACS 算法（被引用超过 1000 次）在内的一系列高通量数据分析方法；
系统研究了核小体定位的机制及其动态变化；揭示了斑马鱼在胚胎发育早期的
表观遗传组建立过程及其与基因转录激活的关联。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 40 余篇，文章总计被引用超过 3300 次（H 因子为 21）
，其中在《自然》《基
因组研究》《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等期刊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0 篇。入选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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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
========

应用纳米技术有望实现胃癌的预警与早期诊疗
以上海交通大学电信学院仪器系崔大祥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纳米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应用纳米技术解决胃癌预警与早期诊断中的关键
科学问题》，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书规定的研究内容，全面实现
了预期目标和考核指标的要求，结题验收专家组对项目取得的丰硕成果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项目在五年实施期间，针对胃癌预警与早期诊断中的增强胃癌标志
物检测的灵敏度与特异性问题，胃癌靶向纳米探针在体定位定量可视化
问题以及纳米探针的安全性等重要科学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
的创新成果和进展，为我国胃癌的预警与早期诊断提供了新的技术原理
方法。项目组研制的呼出气体标志物诊断胃癌的新原理方法与设备，以
及系列胃癌靶向成像与同步治疗的纳米探针，开始进入临床试验，将对
实现胃癌的预警与早期诊疗，产生重大而长远的影响。
胃癌预警与早期诊断的新型标志物筛选与验证方面 筛选出一批胃
癌患者呼出气体标志物，首次提出胃癌患者呼出气体图谱分区来区分 I
期早期胃癌与 II 期早期胃癌以及晚期胃癌的概念，建立了痕量气体标志
物快速超灵敏检测的新技术原理方法与原理样机；筛选出区分胃癌与萎
缩性胃炎的标志物；筛选出 2 个胃癌血浆 microRNA 标志物；筛选出一批
与胃癌风险预测相关的 SNP 位点，大部分都是首次发现与报道。
增强胃癌标志物检测的灵敏度与特异性新技术原理方法与器件方面
建立了 5 种超敏感标志物检测方法，建立了碳纳米管淬灭量子点荧光信
号的原理基础上的血清等样品中的多种核酸或抗原的超敏感检测原理方
法;建立了利用唾液检测胃癌标志物的新原理方法；建立了量子点荧光淬
灭基础上的定量 PCR 技术原理方法，获发明专利授权，转让给企业；建
立了空心银微球基础上的拉曼增强超敏感检测技术原理方法；建立了银
微球与金纳米粒子自组装的纳米结构，高效率的 3D 表面增强拉曼检测原
理方法。成功地实现了循环血中的胃癌细胞的快速捕获与定量，灵敏度
达到 2 个癌细胞/ml 血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了循环血中循环癌细
胞捕获并定量及操控的微流控芯片系统，获发明专利授权。整合了等温
PCR 扩增技术、线性杂交技术于一体的微流控通道芯片，实现胃癌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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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P 位点同步检测。建立的磁性纳米粒子标记的层析芯片与配套的检测设
备原理方法，获发明专利授权。研制了针对 8 个胃癌标志物同步检测的
电化学传感器。
胃癌靶向成像与治疗的多功能纳米探针的研制方面 建立了四种纳
米粒子可控制备的新原理方法，并研制了一批胃癌靶向成像与同步治疗
的多功能纳米探针，实现了原位胃癌的分子分型，靶向荧光、CT、核磁
共振与光声成像，实现了靶向化疗、光热治疗、磁热治疗与光动力学治
疗。研制了纳米粒子标记骨髓基质干细胞、胚胎干细胞与 IPS 细胞探针，
证明都能靶向识别体内胃癌细胞，并证明 CXCR4 与 CXCL12 信号轴参与靶
向胃癌细胞过程，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对干细胞靶向肿瘤机制起到了完
善作用。研制了 BRCAA1 基础上的 RNA 纳米粒子探针，实现了胃癌的靶向
成像与 siRNA 治疗。
胃癌靶向成像纳米探针的安全性评价方面 建立了四种离体实验模
型、两种体内实验模型。课题建立的体内外评价模型可以为纳米材料安
全性评价提供技术支撑。建立了磁性纳米粒的定量分析方法，可将生物
铁与纳米铁分离，安全经济有效，为磁性纳米粒医用制剂的组织分布代
谢动力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手段，竞争性 ELISA 方法进行胃癌诊断纳米探
针的定量分析，可用于探针的临床前代谢动力学研究。利用搭建的技术
平台，进行了 8 种纳米材料和两种纳米探针的安全性评价。课题研究过
程中首次发现了纳米材料的排泄新途径，即胃壁细胞，肠杯状细胞分泌
纳米粒子进入胃肠道的新途径，申请了发明专利。研制的透明质酸-ICG偶联的 PEG 修饰的纳米活性碳，能够清晰显示胃癌手术边界以及转移淋
巴结，并完成部分临床试验。
项目组共发表 SCI 论文 402 篇，影响因子在 5.0 以上的有 112 篇，
10 分以上的论文 21 篇。其中，9 篇论文成为 SCI 0.1%高引用论文。发表
的论文被《科学》《自然》《自然·纳米技术》《自然·材料》等杂志
引用与评论。编写了《胃癌预警和早期诊断系统》、《纳米生物检测》
第 17 章；编写出版的《纳米毒理学》获国家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
出版工程证书；参编了纳米有关英文书籍 5 部中的各一个章节；申请发
明专利 81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44 项，其中申请 PCT 专利 2 项；获软件
著作权 4 项，医疗器械证书 2 项。实现专利成果转化 1 项，研制的部分
纳米探针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
学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技术发明一等奖。初步制定了“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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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子与胃癌纳米探针的安全性评价体系”标准。
课题组培养了一批杰出青年人才，包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优青基
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和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等，引进外籍千人 1 名。首席入选科学中国人 2013 年度人物。培养了 10
名博士后、60 名博士、74 名硕士，其中 2 人荣获“军事医学科学院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奖励，3 人获得教育部博士新人奖。

我国典型海岸带系统创新研究成果丰硕
由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丁平兴教授为首席，联
合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共同承担的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我国典型海岸带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及脆弱
性评估研究”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通过科技部组织专家的验收。
通过 4 年多努力，项目组围绕海岸带关键界面过程变化特征及其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海岸带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和机制、气候变化
影响下海岸带系统脆弱性的定量评估与应对策略等主要内容开展了深入
系统的创新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提升了我国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水平
和国际影响力。此外，研究成果为我国海岸带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
据，例如关于长江河口盐水入侵、冲淤演变以及黄河口冲淤演变、渔业
资源变化等研究成果已经服务于相关行业和当地政府的管理与规划。取
得的主要研究进展有：
量化典型海岸带近 50 年演变过程与特征，并揭示其主要原因 预测
今后几十年乃至 2100 年典型海岸带演变趋势，并提出应对策略。根据收
集的历史资料和补充强化观测，系统总结、定量给出了长江口与珠江口
盐水入侵、莱州湾海水入侵、长江口和黄河口三角洲海岸与废黄河口三
角洲海岸、广西黄树林、海南珊瑚礁、长江口生态系统、黄河口及其邻
近海域漁 业资源等近 50 年的演变过程与变化特征，并进行较为详尽的原
因分析。通过建立系列预测模型，较为科学地预测气候变化对长江口和
珠江口盐水入侵及淡水资源影响、长江口与黄河口三角洲海岸冲淤演变
趋势、长江口滨海湿地与广西黄树林和海南珊瑚礁等演变趋势的影响，
并提出应对策略。
建立分汊与河网河口先进的盐水入侵三维数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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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确定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长江河口盐水入侵的影响，证实珠江河口挖沙是引起
潮差增大和盐水入侵加剧的演变事实。优化长江分汊河口盐水入侵三维
数值模式，定量计算了因气候变化引起的径流量变化、海平面上升和三
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对长江河口盐水入侵和淡水资源的影响；基于
国际上先进的 FVCOM 模型，建立适合于珠江河口河网特点的盐水入侵三
维数值模式，揭示了河口挖沙引起汊道分流比和潮差变化，最后导致珠
江河口近期盐水入侵加剧的主要动力过程和机制。
建立甄别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河流入海水沙通量的方法 定量
给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分别对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入海水沙通量变化
的贡献，揭示黄河、长江三角洲地貌变化对于水沙通量变化的响应过程
和机制。基于自然状态下流域降水量与入海水沙量的数学统计模型，同
时分析流域内人类活动的方式和影响，建立径流、泥沙的收支平衡模式，
从而实现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入海水沙通量影响的甄别, 分别定量
给出气候变化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对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入海水沙通量与
节律变化的贡献，以及这些变化对于河口泥沙输运与地貌演变的影响过
程与机理。
构建典型海岸带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定量评价海岸
带生态系统脆弱性方法，实现了在不同海平面上升情景下我国典型海岸
带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定量空间评价。以长江口滨海湿地、广西红树林生
态系统和海南珊瑚礁生态系统为对象，采用 SPRC 评估模式，分析了气候
变化所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对典型海岸带生态系统的主要影响；构建了以
海平面上升速率、地面沉降/ 抬升速率、生境高程、淹水阈值、潮滩坡
度和沉积速率为指标的脆弱性评价体系；在 GIS 平台上量化各脆弱性指
标，计算脆弱性指数并分级，建立了定量评价海岸带生态系统脆弱性方
法。实现了在不同海平面上升情景和时间尺度下我国典型海岸带生态系
统脆弱性的定量空间评价。
项目组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 159 篇，其中 SCI 论文
90 篇，大部分发表在领域的高端刊物，如《地球科学评论》《全球与行
星变化》《水文学杂志》等，关于长江流域大坝对河口环境影响的论文，
迄今已被包括《自然》（Nature）在内的刊物引用 130 多次，位于该期
刊近 5 年发表的最高引用论文中排名第四。已出版《近 50 年我国典型海
岸带演变过程与原因分析》《气候变化影响下我国典型海岸带演变趋势
与脆弱性评估》专著，后者成果应邀发表在欧盟第七框架 THESEUS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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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题专著《气候变化中的海岸风险评估与缓解》中。应邀在第 53 届国
际河口海岸学大会等作大会特邀报告。
该项目的实施，凝聚并壮大了国内一支老中青年龄结构合理、学科
交叉优势突出、活跃在海岸带研究前沿的研究团队，包括吸引多位国外
优秀学者回国加盟，已成为我国开展河口海岸学和海洋沉积学的重要有
生力量。依托该课题，指导研究生 132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52 人、硕士
研究生 80 人、博士后 5 人，培养了一批具有多学科综合研究能力的后备
人才。

科技论坛
========

自然集团为处于关键发展期的中国科研建言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曾于 2015 年 11 月发
布了一份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的白皮书，该白皮书依据对 1700 多
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被认为是对处在关键
发展期的中国科研进行“把脉”。今年初，在纪录片《中国实验室》拍
摄期间，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珺接受了专访。她介绍的
不少观点具有建设性，本刊摘编如下：
人才的多样化应成为中国持续长久的策略
自然出版集团 2015 年 11 月发布的《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中
提到，虽然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许多科学家却
苦于缺乏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实验室技术员。白皮书提出，在编制方面应
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这样能够让中国的实验室在人才的结构上
有更合理的支持，也可以帮助中国在科研资助上得到更好的回报率。
在关于人才引进方面，刘珺 认为其实可以从纵向或者横向来看。比
方说，美国在上世纪初的时候，从欧洲引进了大量的科研人才，可以说
爱因斯坦其实是美国从欧洲引进的一位科研人才。在上世纪，如七八十
年代的时候，日本也是从欧美国家引进了大量的科研人才。到现在，中
国香港、新加坡也在这么做。然而，她并不觉得中国特别依赖于从国外
引进人才，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科技大国，整个体系的产量非常大。她
觉得人才的多样化，应该成为一个持续长久的策略。人才要有引进，也
要有本土培养，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鼓励这些大专院所进行跨国界方
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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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科研人员生活方面的软环境非常重要
刘珺觉得不管是海归还是引进的一些外籍人才，从一个科研环境搬
到另一个科研环境，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碰到一些挑战和不习惯，
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整个科研环境中，对科研的资助、科研文化的实施
以及科研成果最后的传播，包括论文写作、与大众交流，可能是科研环
境改良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些环节。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得到很大进展，那
对引进的人才和本土的人才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作用。
在政策的制定上，国家应当考虑怎样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进和改良，
让科研人员能在这个环境中释放他们的创造力，激发出更大的科研热情，
把他们的科研成果更好地转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包括解决一些比较大
的社会问题和人类所面临的难题。科研工作者也是人，所以除了在科研
工作方面对他们提供支持以外，在生活条件方面，比如在对科研人员子
女的教育、医疗方面，整个城市的软环境也非常重要。科研人员有自己
的家庭，所以在考虑要不要来上海，或者来中国做科研的时候，他们的
考虑是多方位的。这方面的环境改善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让科研人员觉得从事科研会有非常好的职业前途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在科研发展非常快、科研人员队伍增
长量非常大的情况下，资源分配就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
让资源分配更合理，怎么让投资的回报率更高。怎样让更多不仅是科研
人员，也包括在小学、中学、大学学习的后备军在内的人士，觉得从事
科研有非常好的职业前途。如果他们有这个梦想的话，那不应该让他们
觉得，如果以后要把科研作为一个事业，就可能在收入上和生活上要做
出很大的牺牲。当然其实在国外，如果在美国或者欧洲的话，很多科学
家立志做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初衷都不是要去发财，而是因为他们对科
学有恒久的好奇心，要去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尊严和生活
水平要能得到基本的保障。
北京的未来科学论坛上成立了一个中国的“未来科学大奖”，这是
一个很好的举措，就是除了国家、政府在不断地支持以外，也看到很多
企业家、金融界人士、文艺界人士越来越关心科学。应该把这些讨论或
者是跨界的对话做得更好。
科普人才的培养也很重要
科学传播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科学传播就是写论文，得到
发表，用科学成果激发科学家同事做研究时产生一些灵感。广义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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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指与社会大众比方说企业家、金融家、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的
沟通，如果他们能非常投入地参与到科研传播中去的话，其实对科学家
和整个社会也非常有帮助。在欧美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以后，科
普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这里面有杂志，有媒体的平台，也有科
普工作者，包括记者、科普写作人员，他们有这方面的素养和经验，既
可以和科学家等专业人士有对话，又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文章给不
是科学家的受众去看。在科普方面，人才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
普需要科学家来做，但也需要媒体来做，需要社会大众一起投入进来。
经济转型一定要和科研紧密结合
接下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必定是很痛苦的，但中国经济的转
型一定要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如果中国是进入新常态以后，再来谈对
科学研究的重视的话，就太晚了。中国政府是在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
长的二十年前的时候就把科研放到了最重要、有战略意义的高度，这是
非常有远见的。希望在今后的二十年中，科研可以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
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创新不一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有的人觉得别人没有想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有震撼力的创新。也有人觉得创新是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所
谓渐进式的创新，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良，不断往前推进，到了一定阶
段以后，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两方面其实都非常重要。创
新从原动力来讲有不同种类，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一些新药，这
是一种创新。还有一种创新是工程类应用方面的，比如中国的高铁。第
三个方面是在消费领域的创新，比如中国在电商、社交媒体方面的创新。
所以，创新不一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果一个社会要前行的话，
一定要对这几种创新持包容和支持的态度，才会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局面。

国内外简讯
==========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发布科研评价指数
9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发布“π指数”（PI，
Productivity Index），用以评价生命科学与基础医学全球科研机构的
论文产出。这是中国发布的首个全球科研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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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命科学经过近 20 年的飞速发展，已汇聚了一批具有世界眼光
的优秀科学家，还创办起了十几种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期刊，有的还进
入了国际一流期刊行列。与此同时，SCI 期刊、影响因子排名等对科研评
价影响的负面效应，正不断显现。一方面，“中国 SCI 论文数世界第二”
“高质量论文贡献中国仅次于美国”等来自国际权威机构的统计信息，
让人滋长出一种错觉——中国科研实力离世界第一不远了；另一方面，
在科研考核上，数 SCI 论文、算影响因子逐渐成为僵化的教条，有些科
研人员也从中寻找“漏洞”，为完成指标而“注水”。
“兀指数”遴选 119 种生命科学与基础医学领域科技期刊作为评价
数据来源，以 2015 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为统计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双重
评估的方法，综合考虑论文作者贡献分值、期刊影响力分值等因素，形
成了π值（Productivity Index Value，PIV）、π商（PI Quotient，
Productivity Index per Article）等“π指数”系列的主要指标。计
算中，最关键的是加大了同行评议的权重。在研发“兀指数”过程中，
团队听取了大量专家意见，在综合考虑期刊影响力的同时，尽量凸显论
文本身的质量，同时突出论文主要贡献者（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权
重，借鉴了一些生命科学领域数据库的同行评议的方式，由专家根据期
刊在本领域的影响力进行打分，并以此为参数遴选入围期刊。
新发布的《“π指数”——生命科学与基础医学全球科研机构产出
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π指数 Top100 机构，美国π指数 Top100
机构，英国π指数 Top40 机构，德国π指数 Top40 机构，中国π指数 Top50
机构，法国π指数 Top30 机构，论文发表量 Top20 期刊等。
报告显示，在全球π指数 Top100 的机构中，美国机构数量为 48 个，
其次为英国 10 个，法国 8 个，德国 6 个，澳大利亚与瑞士、荷兰各 4 个，
中国、加拿大和日本各 3 个，其中中国科研机构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大
学及清华大学。在π指数中国科研机构 Top50 中，上海有 8 家机构入列，
分别是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科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同济大学、第二军
医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中科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国内排位依次是第 2、第 4、第 5、第 14、第 19、第 25、
第 39、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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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量子信息科学政策报告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近期发布题为《发展量子信息科
学：国家的挑战与机遇》的报告，这一报告是由 NSTC 跨部门工作组组织
多部门研讨，对当前领域现状进行评估后完成的。该报告总结了量子信
息科学在多个领域的进展和未来发展潜力，指出了美国在目前研发进程
中的障碍，调查了各联邦机构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主要项目及研发投
入水平，并讨论了未来的发展路径。
量子信息科学基于独特的量子现象，如叠加、纠缠、压缩等，以经
典理论无法实现的方式来获取和处理信息，在传感与测量、通信、仿真、
高性能计算等领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并有望为物理、化学、生物与
材料科学等基础科学领域带来突破。近年来，量子信息科学在世界范围
掀起热潮，如英国于 2014 年制定了量子科学五年计划，并建立 4 所新的
研发中心；
欧盟也将于 2018 年开始执行一项新的量子科学十年旗舰计划。
该报告指出，美国目前发展量子信息科学主要面临的障碍有：学科
领域和研究机构间存在隔阂，教育和研究队伍面临短缺，基础研究的技
术转化困难，满足量子信息需求的材料与器件开发难度大，研发投入不
足且缺乏稳定性等等。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支持量子信息科学的研发投入每年为 2 亿美元
左右，主要通过国防部、能源部、情报先进研究计划局、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支持。面向未来，报告建议美国发展
量子信息科学应满足三点原则：一是设立稳定的、长期的核心研究计划；
二是进行短期的、目标明确的战略性研发，以取得具体可测量的成果；
三是持续对整个学科领域进行技术扫描，评价联邦资助研发的成果，当
新的技术突破出现时及时修改计划。
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也同时发布了题为《量子传感器——基础科
学和量子信息与计算科学的交叉路口》的报告。该报告是对能源部举行
的一场研讨会的总结，指出量子传感器、高精度量子测量、量子计算机、
量子通信等交叉前沿学科具有非常重大的发展潜力，并通过若干案例分
析、探讨能源部如何加强量子信息科学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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