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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肾脏纤维化发生机制
研究获进展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陆利民课题
组发现肾脏纤维化发生新机制，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

《肾脏国际》杂志。
肾脏纤维化是各种原因造成肾脏损伤进入终末期的共

同特征，而肾脏纤维化的进展速度决定了肾脏功能丧失的速
度，延缓肾脏纤维化进展是保护肾脏功能的关键。病理情况
下 TGF- 活化和过度生成在肾脏纤维化发生和发展中起关
键作用，但调控 TGF- 活化的具体机制并不清楚。

C-Myc 是重要的转录因子，也被誉为细胞重编程因
子之一，参与细胞表型、功能、分化状态、细胞周期等的调
控。陆利民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证实，病理情况下肾脏组织
中 C-Myc 异常升高，整合素 V 是直接受 C-Myc 调控的
靶基因之一，通过促进整合素 V 的表达，C-Myc 促使细胞
外基质中处于潜伏状态的 TGF- 被释放、活化，促进肾脏
间质细胞的活化，细胞外基质蛋白过度生成和沉积，继而
促进肾脏纤维化发生和发展。

研究人员发现，在肾脏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中，肾脏小
管上皮细胞、间质细胞、系膜细胞等多种肾脏固有细胞表型
和功能发生了改变，而 TGF- 是调控上述改变的重要因子。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发现球囊霉素蛋白
促进土壤有机碳积累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周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博士生张静在导师唐旭利研究员指导下，发现了球囊霉素
相关蛋白难分解碳组分促进土壤有机碳积累机理。相关研
究日前发表于《科学报告》。

球囊霉素相关蛋白（GRSP）是丛枝菌根真菌根外菌丝
的副产物，由于其在土壤中周转时间长，难分解，因此研究
表明其对土壤有机碳（SOC）的累积或保存具有重要的作
用。然而，GRSP 促进土壤有机碳积累的机理尚不明确。

张静选择南亚热带演替系列的三种森林，包括演替初
期的马尾松林（PF），演替过渡阶段的针阔叶混交林（MF）
和演替顶级阶段的季风常绿阔叶林（BF）作为研究对象，运
用核磁共振技术测定了 GRSP 和 SOC 中 C 的化学结构，
探究了 GRSP 与 SOC 的关系。

研究表明，在南亚热带森林地区表层 0-10 厘米土壤
中，GRSP 的平均含量为（3.94±1.09）毫克 / 立方厘米，占
土壤有机碳的（3.38±1.15）%。核磁共振分析结果发现，
GRSP 以芳香碳（～30%）和羧基碳（～40%）为主，而 SOC
以烷基碳（～30%）和烷氧碳（～50%）为主。GRSP 的难分解
指数比 SOC 的难分解指数在 PF、MF 和 BF 中分别高了

（98.6±18.9）%、（145.5±10.9）% 和（20.7±0.3）%。
该研究表明，在南亚热带森林中，尤其是演替初期的

马尾松林和演替过渡阶段的混交林中，GRSP 中难分解的
碳组分可能促进了土壤有机碳中难分解碳的固持。

“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试验队成功返航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近日，“深海勇士”

号载人深潜试验队在我国南海完成“深海勇
士”号载人潜水器的全部海上试验任务后，胜
利返航三亚港。

据介绍，“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是“十
二五”“863”计划的重大研制任务，由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 702 所牵头，中科院沈阳自动化
所、中科院声学所等 94 家单位共同参与，在

“蛟龙”号研制与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我国载人深潜核心技术及关键部件自主创新
能力，降低运维成本，有力推动深海装备功能
化、谱系化建设。

记者了解到，“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试
验队由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牵头，
由来自国内 19 个企事业单位的 112 名队员
和“探索一号”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中国海
监 2168”警戒船共同组成。

根据“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海试领队、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首席顾问刘心
成介绍，在为期 49 天的海试中，除去躲避台
风和航行时间，利用 34 天的有效试验时间，

“深海勇士”号 28 次下潜进行潜水器工程试
验，深度达到 4500 米，“到 9 月 28 日，我们已
经完成了海试计划项目，之后进行的试验是

在为今后科考应用打基础”。本次海试期间，
由中国完全自主创新的潜水器载人舱、充油
锂电池、浮力材、机械手、推力器、高压海水
泵、声学通信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等十大系统
设备工作稳定可靠。“深海勇士”号海试成功
也说明，我国在载人深潜领域从集成创新全
面转向了自主创新。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所所长丁抗表示，
本次海试充分验证了4500米载人潜水器的可
靠性、可维性和经济性，建议未来将潜水器上的
国产设备应用推广，形成我国的深海装备产业，
并积极推进4500米载人潜水器的科学应用。

中科院地环所和哈佛大学中科院地环所和哈佛大学

证明大熊猫依然濒危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近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陈怡平与美国哈佛大学 Ellison Aaron 教授合作发现
目前大熊猫依然濒危，相关成果发表于《地球环境学报》。

2015 年国家林业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大熊猫数量已
经增加 1864 只，根据这一结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
猫由濒危物种降至易危物种。作者指出这一结果未免过于
乐观。事实上熊猫依然面临气候变化、栖息地破碎化和人
类活动的威胁。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
告，未来全球温度将升高 2.6-4.8℃，分析表明，作为大熊
猫主要食物的竹子，其生长发育随 CO2 升高而受到影响，
缩短生命周期，导致提前开花，提前死亡。而竹子的复壮又
需要较长的周期。另外，温度升高也延长了竹粘虫等灾虫
的生活周期，增加粘虫等害虫数量，虫害增多，影响竹子的
产量和品质，从而威胁熊猫生存。

另外，动物疾病传播、环境污染等因素也会影响大熊
猫的肝脏、肾脏、生殖等器官健康。

近日，太原重型机械集团自主研发的首台海上 5兆瓦风电机组在福建三峡集团福清兴化湾样机试验风场成
功并网发电。

据悉，该设备风轮直径达153米，扫风面积比两个半标准足球场还大，轮毂高度105米，采用独立电动变桨等先
进技术，一台设备每小时可输出5000度电，能满足员万户家庭使用。 本报记者程春生 通讯员尹雪静摄影报道

美国院士合成生物学实验室
落户深圳先进院

本报讯 日前，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基斯林
领衔的杰·基斯林实验室在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成立。

据介绍，基斯林对于青蒿素的研发，变革
了中药提取青蒿素的传统手段，是全球合成
生物学产业化的最重要案例。此次基斯林实
验室的成立，结合深圳先进院团队的已有积
累，将有力促进中药资源的合成生物学创新
开发与商业化，是先进院朝着世界一流研究
机构迈进的重要一步。

（丁宁宁崔金明）

京津冀联合建立林业植物
检疫追溯系统

本报讯 记者近日在河北省围场县召开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检疫工作座谈会上获
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要战略部署，京津冀三地将联合建立林业
植物检疫追溯系统，开展无人机监测林业有
害生物试验。

追溯系统的建立，可以实现在京津冀区
域内的重点工程、重点区县调运植物的全程
追溯，关口前移，以点带面，有助于加强三地
有害生物传播扩散源头管理，推进应适检疫
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全过程追溯监管平台
建设。 （高长安 姚伟强）

西安植物园
举办“植物智慧”漫画展

本报讯 近日，由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研究
员、中科院科学家科普团西安分团副团长祁
云枝原创绘制的植物智慧漫画展暨科普新书

《漫画植物的智慧》首发式在西安植物园新园
区举行。

该展将植物知识作了形象化、拟人化、漫
画化表现。作者用风趣幽默的原创漫画，勾勒
出一大批智慧的花花草草。观看这些漫画，会
将原本对植物熟视无睹的人们带入一个精妙
绝伦的植物世界。 （李若晗张行勇）

《山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即将实施

本报讯《山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近日
正式获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
过，将于 12 月 1 日起实施。

这次通过的《山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包括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科技项目管理、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保障
等内容，尤其在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具有较大
的改革和突破。 （程春生）

广东科学中心四大主题新馆
齐开迎客

本报讯 广东科学中心的交通世界、材料
园地、数字乐园、创新空间四大主题展馆日前
以崭新的面貌向公众开放。其中，交通世界馆
是本次新推展馆中面积最大，同时也是亮点
最多的展馆。

据悉，本次推出的四个主题新馆是在原
“数码世界”和“交通世界”两个展馆的基础上
进行更新改造的。展馆延续“技术”题材，更加
注重科学中心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强调互
动和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与此同时，丰富题
材内容，发展出多个新的技术主题，并进一步
探寻技术创新背后的方法与路径。

（朱汉斌吴晶平）

简讯

发现·进展

■本报记者 彭科峰

日前，2017 年中国“云上贵州”智慧交通大
数据创新大赛在贵阳收关，535 个项目经过激烈
角逐，16 个项目最终站上领奖台。从交通领域
看，这些项目涉及公交线路优化、“绿通车”、出
行行为预测、交通工程大数据等领域；从大数据
角度着眼，物联网、数据挖掘、深度学习等大数
据力量在交通全领域、全维度进行着渗透应用。

“通过大赛可以看出，目前交通行业已经
开始利用海量数据创造价值，这意味着交通
行业已经开始进入 4.0 时代。”上海交通大学
智能交通与无人机应用研究中心教授、长江
学者彭仲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挖掘历史，大数据让高速公路更易管理

2016年6月，云南警方利用基于高速公路收
费大数据的营运稽查系统，实现穿线，破获了一
起篡改通行卡入口信息偷逃费大案，打掉制卡
团伙4个，涉案车辆1652辆，涉案金额2250万元。

“早在 2015 年，云南省出入口日车流量
就已经超过 160 万，传统稽查早已力不从
心。”参赛选手孙秀珍表示，“于是我们设计了
一个新的基于大数据的高速运营稽查系统。”
该系统通过流处理、Hadoop 分布式并行数据
处理、内存计算等先进大数据技术，整合了高

速的全维度数据，利用神经网络技术，对偷逃
费车辆精准画像，训练优化出 30 余种偷逃费
模型。

除了能穿越破大案，大赛的项目还解决了
“绿通车”逃费问题。“绿色通道”是国家采取的
一项免收农副产品运输车辆过路费的政策。但
是有一部分人却在农副产品中混装其它货物逃
避过路费。“稽查‘绿通车’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还会造成收费站通行能力降低等，如果不
稽查又面临海量的高速收费流失。”贵州省高速
公路集团杨莹告诉记者。本次大赛参赛项目高
速公路绿色通道“空中查验”诚信管理平台用历
史回溯的方式让收费站工作人员全维度了解

“绿通车”运行历史，试图解决该问题。
绿通车司机需要下载一个具有防伪拍照技

术专用的 APP，按要求记录车辆的装载货物的
场景，APP 将自动记录和识别装货时间、行驶路
径、货品类别等多维数据；在车辆到达收费站
时，收费站工作人员将结合该车辆历史画像利
用大数据技术空中查验“绿通车”，精准感知车
辆类型，快速放行真正的“绿通车辆”。

把握现在，大数据让事故监测实时准确

在 2014 年 3 月，两辆甲醇运输车辆在晋
济高速山西晋城岩后隧道追尾，并引发连环
事故，造成 40 人死亡、12 人受伤。

“从事故发生到事故发现我们整整花费
了 20 分钟，如果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事
故、准确掌握隧道中的人车情况就可能制定
出合理的解决方案，2014 年的悲剧就不会那
么惨痛。”参赛选手吕超说，“我们参赛项目

‘慧眼识交通’就是在这次事故后研发的。”吕
超与团队一起，研发了一套深度学习算法及
多任务神经网络模型，系统只需 4 个月的训
练，就可以秒级报警隧道交通事故、交通违
法、拥堵等异常事件，确认异常事件地点、车
型、隧道行人等情况，识别准确率高达 99.6%。

“有了‘慧眼识交通’，高速检测员将秒级
监控隧道状况，实时反应，第一时间发现并定
位事故。”吕超说。另一个参赛项目“慧眼达”
与“慧眼识交通”同是利用视频数据的高速公
路异常事件监测平台，但是“慧眼达”更擅长
全路网、全场景的实时监测。

据介绍，“慧眼达”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和熵
值突变模型对各路网运行态势进行监测和预
测、对异常事件进行精准识别和实时报警。哪怕
在极端环境下、公路摄像头盲区，也可以通过自
适应场景切换的目标识别技术和路网运行间接
预测模型实现路运行态势实时监测。

预测未来，大数据让城轨轻松调度

广州地铁的城轨调度员可能是天下最幸

福的调度员，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未来。城轨
调度员利用‘城轨客流多维智能预测平台’的
可视化屏幕可以轻松看到未来 5 分钟、10 分
钟、1 小时乃至 1 周、1 个月的每个地铁口的进
出站量、站间客流分布、客流和换乘量，哪怕
遇见节假日、极端天气等，新地铁线运行也丝
毫不影响准确度。

“能做到跑得比时间快，是因为我们融
合分析了海量历史数据。”参赛选手、“城轨
客流多维智能预测平台”项目负责人郇宁表
示，“我们将城轨刷卡数据、城轨运行数据、
出行行为数据，POI 数据、换乘数据、气象数
据集合起来，建立了 9 种预测模型，实现了
对城轨客流多粒度、多场景、多指标的精确
预测。”

除了预测平台，新的预测算法也频繁出
现在本次大赛中。非常态路网流预测算法研
究项目设计了一种新的流量预测算法，这种
算法基于相同属性下非常态交通流量变化
呈现趋势高度重复的特性，将路网流量分解
为反映数据趋势的基准和反映数据相对于
基准序列的偏离两部分，基于相似模式分别
预测，之后叠加。经过验证，它与传统算法
相比准确率提高了 3%-5%。

“本次大赛是中国智慧交通发展的一面
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有中国交通的未来。”贵
州师范大学副校长谢晓尧表示。

大数据助力交通行业进入4.0时代

中科院发布2017年科学和高技术发展报告
本报讯（记者陆琦）近日，中国科学院

《2017 科学发展报告》《2017 高技术发展报
告》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
询研究院举行。会上发布的《2017 科学发展
报告》《2017 高技术发展报告》是中国科学院
的重要年度报告系列，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以《科学谋划和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
题为报告作序。

《科学发展报告》自 1997 年起开始发布，
科学家将此报告誉为我国唯一一部权威性年
度科学发展要览报告。《2017 科学发展报告》
是该系列报告的第 20 部，主要包括科学展
望、科学前沿、2016 年中国科研代表性成果、
科技领域发展观察、中国科学发展概览和中
国科学发展建议等六大部分。各年度的《科学
发展报告》采取框架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以
期连续反映国际科学发展的整体态势和总体

趋势，以及我国科学发展的状态和水平在其
中的位置。

《2017 科学发展报告》课题组组长、中科院
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
心主任张志强表示，连续 20 年系统全面报道
科学研究进展，有助于对世界科学发展的整体
态势和趋势的把握，对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
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和布局，促进和提高
国家发展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也有助于先进科
学文化的传播和全民族科学素养的提高。

《高技术发展报告》自 2000 年起发布，全
面关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与能源
技术”以及“航空航天和海洋技术”四大领域，
每年聚焦一个领域，4 年一个周期。《2017 高
技术发展报告》以“生物技术”为主题，综述
2016 年高技术发展动态，着重介绍生物技术
及其产业化新进展，分析评价中国医药制造

业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探讨基因编辑、科
学同行争议等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邀
请国内知名专家就高新区转型发展、军民融
合创新等重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2017 高技术发展报告》课题组组长、中
科院科技战略咨询院党委书记穆荣平表示，
高技术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力
地支撑了创新型国家和小康社会建设。该报
告有助于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了解高技术，
特别是生物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动态，理解高
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科学发展报告》《高技术发展报告》系列
报告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科学家和相关领域权
威专家编纂，旨在使国家决策层和社会公众
更好地了解科技的最新进展，服务国家发展
的科学决策。

洛阳师院洛阳师院

首次在织物上
构建耐水洗超级电容器

本报讯 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博士生王桂
霞与美国的合作者，通过利用二氧化碳激光刻蚀氧化石墨
烯层，首次实现在织物上构建以石墨烯为基底的微型超级
电容器。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电源杂志》。

据悉，全固态微型超级电容器已经成为便携式和可穿
戴电子产品的有吸引力储能单元，但由于其柔韧性和耐水
洗性能差而使其在实际应用中受到限制。

研究人员利用二氧化碳激光刻蚀浸涂在柔性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织物上的氧化石墨烯涂层。经过激光刻蚀
成同心圆形的石墨烯氧化物层具有适合构建电化学双层
的三维多孔结构。为了提高所制备的微型超级电容器的耐
洗性和柔韧性，研究人员使用全固态电解质硫酸—聚乙烯
醇，并利用交联剂戊二醛将经过激光刻蚀的氧化石墨烯层
和硫酸—聚乙烯醇电解质交联到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织物上。制备得到的全固态平面微型超级电容器表现出优
异的柔韧性，高的面积比电容以及弯曲和洗涤时的良好的
速率能力。此外，得到的超级电容器也具有较高的功率密
度、能量密度以及较高的循环稳定性。 （史俊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