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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物理学会会议上展出
了很多x射线的照片，同一天，维
也纳《新闻报》也报道了发现x光
的消息。

国家科委、中科院等联合宣
布，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成
功构建了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

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西
安至安康铁路提前一年建成并通
车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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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个国家承诺努力实现联合国
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这些目标涵盖消除贫困、实现性别平
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等。但迄今为止，
要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行
时空评估，一直颇具难度。在本期
《自然》中，刘建国等人提出系统性方
法，用来量化不同时间内、多个组织层
次的目标完成情况。研究人员以中国
为例测试了他们的方法。结果显示，
2000年至2015年间，在全国范围内
有13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得分获得
了提升；同时，结果也揭示了中国国内
存在的地区差异。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时空评估

恐龙灭绝之后
全球为什么会变冷

全球变暖如今已经是关键词，但
在百万年到上亿年的大时间尺度上，
全球变冷的过程却少为人知，而人类
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繁荣所依赖的环境
基础正是“全球变冷”的结果之一。

“地球的两端，南极和北极为什么
会生长冰盖？”这是南京大学陈骏院士
的“新生代大陆风化调控机制”项目要
解决的一个终极问题。项目策划者之
一、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李
高军教授介绍，其实地球迄今为止大
部分时期，南极和北极是没有冰川覆
盖的，目前我们人类处于冰期。

人类的这个冰期，发生在恐龙灭
绝之后。“其中一个解释是，在恐龙灭
绝后的新生代，印度板块和亚洲板块
发生了碰撞，导致青藏高原抬升，暴露
出岩石，加速水、二氧化碳与岩石发生
反应，致使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
降，从而引起全球变冷。这其中二氧
化碳溶解于水形成碳酸，进而分解岩
石的过程即大陆风化。”

李高军说，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与全球变冷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农
业土地资源黄土地等，特别是我们的
早期文明，严重依赖于全球变冷所引
起的土地覆盖的变化，草原的扩张使
得人类拥有更多易耕种的土地；正是
因为全球变冷导致的热带雨林的收
缩，非洲的猿类才会演化成人；也正是
因为全球变冷导致的海平面下降，各
大洲之间海峡变窄或消失，人类才能
从非洲扩张到全球。

李高军介绍，该项目将“重现”大
陆风化过程，验证风化的机理。在空
间维度上，项目通过观察西伯利亚极
端寒带，印度德干高原极端热带，云南
昭通高原高寒湿润区、青藏高原等不
同气候和地质构造单元岩石的溶解速
度，探讨影响大陆风化速度的因素。
在时间维度上，项目将观察封存在海
洋中的历史记录，再现大陆风化“泥沙
俱下”的过程是否和青藏高原抬升和
全球变冷的过程一致。

那么弄明白这个过程意义有多
大？李高军说，首先大陆风化是自然
界吸收二氧化碳的最主要的地质过
程，了解这一自然过程的机理，我们可
以设计实验方案模拟自然过程，加速
大陆风化过程，从而把空气中我们排
放的二氧化碳再吸收回来。而从长远
目标来说，弄明白我们人类生存环境
的由来，人类宜居环境受什么因子调
节，将有利于我们去寻找外星生命和
人类宜居的外星环境。

气候变化高敏感区
将如何影响人类生活

在近期发布的《自然》杂志2020
年十大科学展望中，有两项与气候变
化紧密有关，一是COP26气候大会以
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应对气候变
化的报告；另一项则是美国大选对气
候政策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关
注的焦点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中科院
院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会军
表示，国际上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有不
少积极探索和尝试，比如对二氧化碳

的捕获和封存，再比如太阳辐射管理工
程，即通过释放气溶胶遮挡一部分太阳
辐射，这些都是人类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的一些办法。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已有
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此次立项的“亚洲
中高纬区极端气候的机理、预测预估及
其生态环境影响”项目，其特色在于系统
深入地研究亚洲中高纬气候变化高敏感
区极端气候变化的机理，探索有价值的
气候变化预测方法。

“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全球有很多气
候敏感区，气候变化幅度比较大。”王会
军院士提出，亚洲中高纬区有很多这样
的气候变化敏感区，这些地区的冰雪、冻
土、植被的变化会影响区域乃至全球气
候的变化，甚至可以影响到全球的水资
源、生态系统等等。但由于过去相关研
究比较少，因此该领域很多科学问题，比
如说极端气候变化的过程、特征、机理都
不清楚。

王会军介绍，该项目聚焦点有两
个关键，一是聚焦亚洲中高纬区这一
气候变化的关键区。我们在关注气候
变化之外，还关注极端气候的变化，比
如极端干旱、极端降水等，在全球变暖
背景下，这些极端气候和生态系统变
化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将两者联合起
来研究。

“基于极端气候和生态系统的联合
变化，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更有效的预
测方法？”王会军说，项目的第二个关键，
是将构建新的气候预报方法，预测中国
乃至亚洲未来几十年气候的变化，比如
哪些极端季候造成的灾害风险会增加？

“全球变暖大背景下，中国的‘大粮仓’东
北地区会面临什么？西北植被、冰川冻
土会发生什么变化？更有效的气候预估
方法，将更有效帮助社会、公众的应对和
防灾减灾。”

国产机器人
将如何挺进高端市场

伺服电机作为控制系统中的执行元
件，是影响机器人等装备工作性能的主
要因素之一，中国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

也必须倚赖这一“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程明教授牵头申
请的重大项目“高品质伺服电机系统磁
场调制理论与设计方法”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批准立项，并获得2000
万元的资助经费。

“伺服电机是装备中执行机构，机器
运动基本都是靠它来实现的。比如机器
人的关节部位，高性能地进行挥摆、完成
准确抓取等任务，都需要伺服电机作为
技术支撑。”程明告诉记者，当前我国高
端伺服电机市场近80%由日本、欧美垄
断，随着机器人产业的不断壮大，未来这
一技术必将成为市场洪流中的兵家必争
之地。

为突破高端伺服电机的技术瓶颈，
程明团队另辟蹊径，创新性地提出一套

“磁场调制”理论，研究磁场对伺服电机
特性的影响，并总结出演变规律，以此控
制、设计电机，提升伺服电机系统的性能
品质。“我们研究发现，电机气隙磁场时
空交互作用，变化复杂，我们希望从中找
到规律，再用数学方法加以表征。”程明
解释道。

认定资助经费额度之前，要接受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层层审批。程明说，该
项目最终拿到2000万元的最高经费，
一方面基于国家对于伺服电机技术的重
视，另一方面也因为该项目提出来一套
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程明向
记者介绍，从提出立项建议到申报获批，
该项目前后准备了两年多，可以说是“集
结”了全国电机行业的最顶尖力量，华中
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以
及江苏大学均派出专家团队共同参与项
目的研究。

根据计划，项目将以5年为期，从定
位精度、速度精度以及动态响应等方面
提升国产伺服电机的性能，此外，团队还
将打造共享设计平台，为企业开发高质
量伺服电机提供技术支持，全面赋能机
器人、高档数控机床以及航空航天等高
端装备制造。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梦然
供图来源：视觉中国

有基础研究的“深蹲助跑”，才有技术突破的“起飞跳

跃”。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19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名单，江苏有13个项

目上榜。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中医药大学、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等牵头项目格外抢

眼，不少项目获得国家基金超千万元。从2020年1月到

2024年底，这些重大项目聚焦哪些重大科学问题呢？

前沿

20192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苏入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苏入围1313项项

它们它们，，都聚焦哪些重大科学问题都聚焦哪些重大科学问题

美国《科学》杂志2日刊文展望
了2020 年可能成为头条的十大科
学新闻，其中包括，中国有望在2020
年建造出世界第一台E级超算。E级
超算即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是国际
上高端信息技术创新和竞争的制高
点，美国、日本和欧盟均在推进各自
的E级超算开发计划。

在生物技术领域，中美不同团队
分别进行的多项使用“基因剪刀”技
术CRISPR治疗癌症等疾病的临床试
验有望发布结果。同时，运用CRIS-
PR技术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的人体临
床试验有望在2020年启动，解决移
植肝脏、心脏、角膜等器官或组织的
短缺难题。

考古学领域，科研人员将利用古
蛋白质分析100万年前人类或动物
的身份和行为。由于蛋白质比脱氧核
糖核酸（DNA）更加稳定，这种方法适
合研究无法提取DNA的古老化石。

物理学有两项研究进入榜单。
日本将在今年春季升级“超级神冈探
测器”，以探测来自超新星的中微
子。另外，意大利和美国的两个暗物
质探测器将启动运行，加入寻找暗物
质的阵营。

在生态环境领域，《科学》杂志认为
2020年是应对全球变暖的关键时刻，
联合国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2015
年以来最重要的气候峰会”，而美国将
在2020年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新华社

《科学》杂志展望
2020年十大科学头条

2019年，孜孜不倦的科研人员
在医学领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果，
这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重要医学研
究成果，将在新的十年帮助大家更好
地“拥抱健康”。

2019年6月，《柳叶刀》在线发
表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梁晓峰
等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完成的
《1990—2017年中国及其各省的死
亡率、发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成果，
该成果揭示，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
肺癌、慢阻肺和肝癌位列我国死亡病
因前五位。

为了更好地建立适合国人的脑
卒中风险预测方程，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风
教授带领团队，基于我国本土化的大
规模前瞻性研究数据，并进行高质量
的随访，最终建立了China-PAR脑卒
中风险预测方程，相关研究发表于
《卒中》。该方程为个体化预测脑卒
中10年和终生的发病风险提供了依
据，适合中国成年人的脑卒中发病风
险评估，特别为基层的脑卒中一级预
防提供了重要依据。

针对社会流传“适量饮酒可微降
脑卒中风险”的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李立明团队与中国医学科
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合作的研究发
现，与不饮酒者相比，成年人平均每日
饮酒量每增加40克，平均收缩压增
加4.3mmHg，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
35%。这就说明适量饮酒对脑卒中
没有保护作用，少量饮酒还增加脑卒
中风险。

除了脑卒中，心血管疾病防治也
不容忽视。一项由国家心血管疾病中
心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团队合作共同开
展的冠心病医疗结果评价和临床转化
研究（China PEACE）结果显示，在对
170万国人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国心
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占总人群的
9.5%。但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些高危
人群中，只有0.6%和2.4%的人在分
别使用他汀类药物和阿司匹林。这一
研究成果发表在2月19日的《内科学
年鉴》上。

以糖尿病为主要代表的代谢性疾
病也是过去一年研究的热点。中国工
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宁光团队发现，2型糖尿病确
实可能导致多种癌症患病风险升高，在
男性中涉及11种癌症，女性则多达13
种。该研究发表于《糖尿病杂志》。据
介绍，此项研究纳入 2013 年 7 月至
2016年12月共计410191例2型糖尿
病患者，随访至2017年12月，共发现
8485例新诊断的癌症病例。与一般人
群中的男性和女性相比，糖尿病男性和
女性患者的患癌风险分别高出34%和
62%。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减少糖尿病的
发生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
泌心血管病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内
分泌首席专家李光伟团队发表在《柳叶
刀·糖尿病及内分泌学》的研究给出的
答案是：对于糖代谢异常者，仅改变生活
方式就能降低死亡风险，对糖耐量受损
人群进行早期的生活方式干预，包括饮
食、运动或饮食加运动等，可延迟2型糖
尿病发病3.96年，心血管病风险降低了
26%，微血管并发症降低35%，受试者
平均寿命延长了1.44岁。

精神障碍患病率在我国也呈上升
趋势，总体人数已经过亿。去年2月，

《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教授黄悦勤团队历时3年
完成的“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
生服务利用的研究”（CMHS）的第一批
主要成果。该研究是中国首次全国性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涉及全国31
个 省（区 、市）的 157 个 县（区）的
32552 人。调查显示，焦虑障碍患病
率最高，患病率为4.98%；心境障碍其
次，患病率为4.06%；酒精药物使用障
碍第三，患病率为1.94%；间歇暴发性
障碍第四，患病率为1.23%；精神分裂
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终生患病率为
0.61%；进食障碍患病率低于1‰；65
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
5.56%。

此外，去年，《癌细胞》还刊发了我
国学者针对最“毒”乳腺癌——三阴性乳
腺癌的研究。该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教授邵志敏领衔的4支专家团队
历经5年联合攻关，最终绘制出全球最
大的三阴性乳腺癌队列多组学“分型图
谱”，并据此提出“精准分类而治策略”，
为既往缺乏有效疗法的三阴性乳腺癌患
者带来生机和曙光。 据《中国科学报》

个体化预测脑卒中发病风险、降低糖代谢异常者死亡风险……

2019，这些医学进展与你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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