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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大庆）近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

球首台 5.5T（特斯拉）零挥发低温超导磁选机通过山东

省科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至此，我国磁选机市场被国

外垄断的局面被打破。

国产纸张和陶瓷没有外国生产的白，这主要是因为

生产它们的原料高岭土的提纯度不够，而磁选机就可以

为高岭土等矿石原料提纯增白。

2009 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改造完成。中科院高

能物理所的研究人员完全掌握了低温超导磁体技术。针

对国内高岭土矿产的除杂需求，2010 年 10 月，高能所与

山东潍坊新力超导磁电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发新

型的低温超导磁选机。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朱自安介绍，课题组利用在超

导状态下电线电阻为零的特性，采用大电流通过超导线

圈办法，产生极强的磁场，超导设备不但可以提取金属矿

中的弱磁性矿物质，也可以将非金属矿中的弱磁性杂质

分离出来，整套系统的能耗仅为相同产能的普通电磁设

备的 10%。

此前，高档磁选机只有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能够

生产。进口产品不仅价格昂贵，一台约需 2000 万元，而

且每年的维护运行费及服务费也极高。与之相比，我

国研制的 5.5T 零挥发低温超导磁选机利用一台小型低

温制冷机使液氦能在封闭系统中实现循环，使用的液

氦 3 年内无需补充，大大减少了氦的消耗，减少了厂家

的运行费用。

以中科院院士周远为组长的鉴定委员会认为，该磁

选机属国内外首创，整机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悉，5.5T 零挥发低温超导磁选机的研制引起国家

科技部的高度重视，该项目已获得“十二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的后续支持。

建设大科学装置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全球首台 5.5T零挥发低温超导磁选机问世

本报讯 （记者常丽君）据《自然》网站 7

月 5 日（北京时间）报道，最近，一个由美、德、

英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天文小组通过 X 射线多

镜牛顿卫星，首次直接探测到两个星系团之

间被暗物质“细丝”形成的桥梁连接起来。这

种“细丝”就像暗物质骨架的“手指”，可能最

终指示着星系在哪里形成。这一结果发表在

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

按照标准宇宙模型，可见恒星和星系在天

空中沿某种图案分布，这种图案就是“宇宙网”，

它最初由暗物质勾勒出来。科学家认为宇宙物

质的80%是暗物质，大爆炸之后不久，由于密度

不均匀，那些密度稍大的地方被拉进了暗物质，

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塌缩成平面“煎饼”。

论文领导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与

密歇根理论物理中心约格·迪特里希解释说，

在这些“煎饼”横断的地方，可以发现长长的暗

物质“细丝”，星系团在宇宙网的结点上形成，

这里是“细丝”交织的地方。但要观察“细丝”

中的暗物质造成的“引力透镜”现象却非常困

难，因为它们包含的物质相对较少。

迪特里希和同事研究了一种跨越星系团

Abell 222和Abell 223的特殊“细丝”，该“细丝”

具有较强的透镜效应。研究小组检测到它后面4

万多个背景星系发生了变形，并由此推算了细

丝质量在 6.5×1013—9.8×1013个太阳质量之

间。通过检测 X 射线多镜牛顿卫星观察到的

“细丝”中等离子发出的X射线，经计算其中不

到 9%的质量可能由热气体构成，计算机模拟

显示另外约 10%的质量可能来自可见恒星和

星系，所以其余一大块肯定是暗物质。

麻省理工学院天文学家马克·鲍茨指出，

天文学家尚未确切知道，可见物质是怎样沿

着暗物质铺下的路径分布的。但在这一非常

系统中，能同时绘制出暗物质和可见物质，并

有望厘清它们之间是怎样沿着“细丝”连接和

演化的。

研究人员还指出，日本 Astro-H X 射线

太空望远镜将于 2014 年发射，探测“细丝”中

等离子的电离状态和温度，进一步分辨不同

结构形成模型之间的差异。欧空局的欧几里

德卫星将于 2019 年发射，也将带来更多引力

透镜的数据。这些技术可能最终帮助天文学

家理解宇宙结构，并揭示看不见的神秘暗物

质究竟由什么构成。

形容某件事情的复杂，人们常说它背后

有一张看不见的网，但天文学家们告诉我们，

恒星星系都处在一张同样不可见的大网上。

编织它的便是宇宙神秘客——暗物质。我们

对暗物质了解实在不多，不过，就像曾经霍

金都认为遥不可及的希格斯粒子突然变得

触手可及一样，科学家此番探索，或将成为

人类解开另一支宏大谜题的前奏。按图索

骥，循着暗物质搭建描绘的宇宙背景，我们

不仅有望弄清暗物质自身的神秘构成，更有

机会借此回溯到大爆炸的宏伟一刻，彻底解

开万物起源之谜。

两大星系团之间存在暗物质“细丝”

在广东“转型升级”和“腾笼换鸟”的强大

呼声下，大量科研人员“孔雀东南飞”，许多科

研机构挥师南下，甚至“海外兵团”跨海来粤。

这些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到来，不单壮大了

广东科研队伍和科研能力，更给广东科研体制

带来了活力和清新的风。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和深圳

华大基因研究院，就是南下科研人员和科研机

构扎根广东结出的“奇异果”，两个全新的科研

机构在运行机制、创新机制、用人机制等方面实

现“穿越”，开拓了科技与产业化结合的新途径。

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利用自身制造学科

方面的优势，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建立了东莞华

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简称工研院）；也是

这一年，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力南下深圳，

成立了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简称华大基因）。

运行机制“穿越”：事业
单位，企业化运作

工研院和华大基因都是事业单位，但都没

有事业拨款，全靠自己；搞着国家和世界领先

的科研研究，却又财源广进，从不差钱。较之

传统科研机构，他们没有国家固定的资金保

障，但他们可以“锦衣玉食”，因为他们都实现

了运行机制的“穿越”——

工研院的建设主体虽然是华中科技大学

和东莞市政府，性质为非营利性事业法人单

位，但是却没有编制，没有事业拨款，每年通过

竞争和科研实力争取政府科研经费，为企业做

技术服务，孵化高成长企业等实现自收自支。

工研院副院长刘国祥介绍，工研院大楼的建

设过程可以从侧面反映这种运行机制的变化：大

楼当初建设时，东莞市政府直接拨付款项，工研

院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土地招拍挂，中标后开

建，与以往政府建好配套设施提供给科研机构免

费使用或收取低廉租金的形式完全不同。

迄今为止，工研院争取到了国家 863 计划

重点项目“中小企业云制造服务平台关键技术

研究”、广东省产业共性技术重大科技专项“数

字化制造装备产业共性技术”等多个项目的立

项，共申请各类知识产权百余项；为 2000 多家

企业提供集中式技术服务，投资兴建了一个

4.3万平方米的产业孵化园及 3个产业基地，孵

化出了一批高成长型企业。

同样，华大基因也是致力于公益性研究的

事业单位，不是体制内的科研机构，没有事业

拨款。院长汪建说，我们也是企业，一边做科

研一边赚钱，科研很赚钱。他曾自豪地公开他

们的“五个一”：每月发一篇论文在《自然》系

列、《科学》上；每一篇论文能被引用 100 次；发

一篇论文能赢得 1 亿元左右的资金投入；培养

出一个科研团队，团队中论文第一作者的年龄

在 25岁左右；获得一批专利。

华大基因的“五个一”对体制内的科研机构

来说，无论是学术科研成果还是赢得的投资，几

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们自己却认

为并不存在什么玄机，只是坚持了“三带”：“以任

务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的发展模式。也就是

这一模式让华大基因通过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

计划“中国部分”（1%）、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

（10%）、水稻基因组计划、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

基因组计划，启动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世界三

极动物基因组计划、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等一

大批任务，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基因组测序与

分析中心，在基因组和生物信息领域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诸多学科走在世界前沿。

同时，华大基因建立了克隆、健康、农业基

因组、蛋白等产业孵化平台，致力于开展人类健

康、规模化重要物种、重要经济动植物等基因组

研究及应用，大力发展科技合作与科技服务产

业、医学健康产业和现代农业产业，现已实现了

每年3倍的经济增长。 （下转第三版）

“穿越”带来清新的风
——广东新型科研机构样本解析

本报通讯员 张俊慧 本报记者 刘传书 左朝胜

深化科体改革

7月 5日，作为2012“放飞梦想——波音航空科普教育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航空科普大讲堂”在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举行。活动现
场，航空专家汪耆年（左一）介绍了从“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到波音公司第一位工程师王助、从“B&W-C”型水上飞机模型到有趣的科普小实验等广
泛的航空知识，给同学们带来了一次趣味盎然的航空发展之旅，帮助学生们了解近百年来飞机的发展、分类、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等航空知
识。 新华社发（李方宇摄）

本报北京7月5日电 （记者唐婷）今天上

午，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主办的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 20 年成就展在北京开

幕。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科技

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志刚，科技部副部长

曹健林等出席开幕式。王志刚在会上致辞，开

幕式由曹健林主持。

成就展以“科学发展、创新驱动、铸就辉

煌”为主题，以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

主线，全面展示国家高新区在辐射引领、支撑

发展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展览共分为战

略部署、改革创新、产业发展、面向未来、和谐

园区、铸就辉煌、美好明天 7个展区。

战略部署展区主要展示党中央、国务院对

国家高新区发展所作的战略部署，以及国家高

新区发展的光辉历程。改革创新展区包括“深

化改革，研发体系日趋完善”“技术交易，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等六方面内容，重点展示 20 年

来国家高新区在科技、人才等方面制定的政策

措施，展示国家高新区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

等方面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产业发展展

区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产业等 10 项内

容，主要展示国家高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

主要做法及取得的主要成效，以及已经形成具

有较强竞争力和较大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创新型产业集群。面向未来展区包括“瞄准前

沿，突破关键技术”等三方面内容，主要展示国

家高新区在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科技计划

过程中面向未来，超前部署，所取得的一批支撑

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

本次成就展为期 5 天，7 月 5 日—9 日在国

家会议中心举办。

国家高新区建设 20年成就展在京开幕

本报北京7月5日电（记者唐婷）2012（首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今天上午在北京启动。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科技部副

部长曹健林，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孙安民等

出席启动仪式。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

社长王志学主持仪式并介绍大赛的相关情

况。曹健林和孙安民在会上致辞。

王志学表示，作为目前国内最高规格的创

新创业赛事，此次大赛采用“政府引导、公益支

持、市场运作”的模式，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国创

新创业水平，紧密加强科技和金融结合，大力

弘扬创新创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

围。参赛的优秀企业和团队，将进入科技部备

选项目库，通过不同渠道和国家科技计划给予

支持。同时，还有望获得大赛合作商业银行的

授信、大赛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上海联合交易所在股改、并购和上市方

面的免费培训以及创业导师的免费辅导。分

赛区决赛和大赛总决赛前几名的企业和团队

还将获得创新创业扶持资金的支持。

大赛分为初创企业组、成长企业组和创业

团队组，将历时 6 个月，分别在北京、上海、宁

波、深圳和成都 5 个城市进行分赛区比赛，年

底在北京举行全国总决赛。大赛报名时间为

7 月 5 日—8 月 31 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www.

cxcyds.com可直接报名。

大赛由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和全国工商

联指导，共青团中央、致公党中央、国家外国专家

局支持，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科技

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科技

日报社和陕西省现代科技创业基金会承办。

启动仪式上，大赛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赵明鹏与分赛区承办单位

签订了合作协议。招商银行也与陕西省现代科

技创业基金会签订捐赠协议，成立“招商银行创

新创业公益基金”为大赛提供特别支持。

首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罗晖）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近日联合发布2012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报告显示，今年排

名前 3位的仍为瑞士、瑞典和新加坡，与去年的

排名相同，中国香港排名第 8，中国大陆为第 34

位。而在“创新效率“指标中，中国排名第一。

据介绍，报告根据创新能力和成果对 141

个国家/经济体进行了排名。在全球创新整体

指数排名前 1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 7个欧洲

国家，2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即新加坡和中国

香港，美国排名第 10。与去年排名相比，香港

和美国排名明显退步，爱尔兰取代加拿大进入

前 10。报告指出，加拿大在创新投入和产出领

域呈现弱化现象；美国在教育、人力资源和创

新产出等方面相对欠缺，导致排名下降。

作为 GII 整体排名的补充，全球创新效率

指数显示出哪些国家最擅长把给定的创新投

入转化为创新产出。如果一国尽管创新环境

和创新投入较为薄弱，但在创造创新产出方面

势头强劲，将在这一“效率”指数中排名靠前。

在全球创新效率指数中，中国和印度在前 10

名中处于领先位置。效率指数前 10位中，有 4

个是中低收入国家。

报告指出，金砖国家应进一步在创新能

力方面加大投入，以充分发挥其预期潜力。

中国在关键知识和技术产出支柱方面的表现

仅次于瑞士、瑞典、新加坡和芬兰。但报告指

出，中国和印度在创新基础设施和环境方面

均存有缺陷。

全球创新指数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于

2007 年首次推出，每年发布一次，今年该院首

次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这一报告。

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发布

中国创新效率排名第一

2009年 12月 24日，在旁人眼里，或许是个

普通的日子，而对于 50 岁的河北省任丘市农

民老赵来说却意味着“重生”。那天，北京天坛

医院的医生启动了安装在他体内的脑起搏器，

长期困扰他的震颤状态随即消失。从一名生

活不能自理的重度帕金森病患者“突然”变回

了行动自如的常人，他不禁高兴得蹦跳起来。

对帕金森症患者来说，选择植入脑起搏器手

术，能有效缓解肢体震颤僵直，提高生活质量。

然而目前国内临床所用脑起搏器都是进口产品，

动辄20多万元的价格让许多和老赵一样的普通

患者难以承受。据统计，我国只有不到0.1%的帕

金森病患者进行了植入脑起搏器手术。

为让更多患者能享受到高科技成果带来

的福音，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人机与环境工

程研究所教授李路明带领研究团队，经过近 10

年的长期攻关，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清华脑起搏器，上市后价格预计仅为进口产品

的一半左右。老赵是参加该产品人体临床试

验的第一人。

据李路明介绍，清华脑起搏器在研发中充

分考虑中国患者需求，运用团队在载人航天等

领域的技术积累，在设计、制造、材料、工艺、测

试等领域实现了自主创新，产品整体达到国际

同类产品的技术水平，在脑起搏器软件重植等

方面实现重大创新。“将载人航天的各种高新

技术、高可靠性方法应用在脑起搏器研制中是

该研究的一大特点。”

在进行人体临床试验之前，研究团队在家

兔和恒河猴身上进行了两年多的动物试验，以

确保清华脑起搏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目前

已有 40 名患者接受了植入清华脑起搏器手

术，术后普遍疗效显著，平均术后脑起搏器开

机时间已超过 20 个月。李路明表示：“我们已

经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正

在审批过程中，相信清华脑起搏器很快就能进

行大批量临床应用。”

安装在患者体内的脑起搏器要依靠内

置 电 池 来 工 作 ，3 到 5 年 后 ，电 池 电 量 就 会

耗 尽 ，患 者 需 再 次 手 术 更 换 埋 设 在 胸 部 的

部 件 ，给 患 者 带 来 的 生 理 痛 苦 和 经 济 负 担

不言而喻。 （下转第三版）

清华脑起搏器为帕金森病患者“减负”
本报记者 唐 婷

科技这十年

□胡锦涛同古巴
国务委员会主席兼
部长会议主席劳
尔·卡斯特罗举行
会谈

□吴邦国会见劳
尔·卡斯特罗

□李克强会见新
加坡副总理张志贤

（均据新华社）

为您导读

○国际新闻
美开发出用“石

墨烯筛子”淡化海水
新方法 （2版）

○综合新闻
自主创新成果落

地 TD-LTE 全球部
署加速 （3版）

作为中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改革先锋，国家高新区20

年的实践，探索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为了展示20

年来的中国高新区在辐射引领、创新创业、支撑发展等方

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本报今日4—36版隆重推出——

《国家高新区 20年纪念特刊》

本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曹
婷 易香平）记者从南车株洲所获悉，

由株洲时代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南车时代新材）研发的防冰冻

风机叶片日前在云南泸西正式投产，

标志着其已掌握了适应南方高原地

区特殊气候的叶片研发技术。

在低温环境下运行的风电机组，

其叶片表面易因雾、雨、雪的附着而

出现结冰现象，对叶片表面结构、平

衡、自重等造成影响，进而直接威胁

机组的安全和效率，是湿冷多雨环境

下风电机组面临的重要技术课题。

去 年 年 初 ，南 车 时 代 新 材 成 立

了防冰冻叶片开发项目组，利用公

司在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中的技术

优势，在风电叶片表面涂上一层新

型防冰冻涂料，使其与冰雪之间增

加一层分隔膜，为叶片带上“防冻手

套”，试验结果表明，该种风电叶片

比常规叶片相比，具有明显的抗冰

雪附着能力，超强的耐磨、耐热、耐

腐蚀能力以及抗疲劳能力，附冰量

下 降 60%以 上 ，有 效 解 决 高 原 地 区

叶片表面结冰的难题。

南车时代新材推出
国内首款防冰冻叶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