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明：本周刊来稿一经刊发，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单位及所属平台、本单位合作平台使用，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周
刊

13

探索｜苏创｜星光｜新知 第131期

2021年3月3日 星期三

主编：沈峥嵘 / 责任编辑：蔡姝雯 / 版式：戴春阳

邮箱：xhrb2018@163.com

成果

动
态

封面
故事

由于具有潜在的高效率，基于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的
太阳能电池是取代目前硅基电池的有力候选材料，但由
于电荷载流子复合过多，钙钛矿的光吸收能力一直受
限。本期《自然》中，Jangwon Seo和同事们报道了一
种制备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整体方法，能提高对电荷载
流子的管理，团队最后得到的太阳能电池拥有25.2%的
光电转换效率，与硅电池相近，说明这两种技术的性能
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Nature Research 科研服务”公众号）

制备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
新方法

本报讯（记者 杨频萍）2月27日，科学技术部高
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发布了2020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南京大学沈树忠院士、樊隽
轩教授领衔研发的“大数据刻画出迄今最高精度的地
球3亿年生物多样性演变历史”成功入选。前不久，这
一成果还入选了两院院士评选的“2020年中国十大科
技进展新闻”。

生命起源与演化是世界十大科学之谜之一。地球
上曾经生活过的生物99%以上已经灭绝，通过化石记录
重建地球生物多样性变化历史是认识当今生物多样性
现状与未来趋势的最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地质历史时
期地球生物多样性变化研究的时间分辨率低、生物分类
粗，无法精确识别突发性重大生物演变事件，也不能为
近代地球生态系统演变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南京大学沈树忠、樊隽轩团队联合国内外专家创建
国际大型数据库，自主研发人工智能算法，利用“天河二
号”超算取得突破，获得了全球第一条高精度的古生代3
亿多年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演化曲线，时间分辨率较国际
同类研究提高400多倍。新曲线精准刻画出地球生物
多样性演变过程中的多次重大生物灭绝、复苏和辐射事
件，揭示了当时生物多样性变化与大气CO2含量以及全
球性气候剧变的协同关系。该研究将推动整个演化古
生物学研究的变革。

新闻链接>>>

202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我国科学家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突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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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成果入选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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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封面

□ 本报记者 沈峥嵘 蔡姝雯 杨频萍 张宣

紧扣国家实验室功能定位，
汇聚一大批“国字号”资源
牛年春节正月未过，位于南京江宁区的

紫金山实验室频频传来春消息，5G毫米波研
究获2021年度IEEE微波理论和技术学会
微波奖、“全连接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
起步即冲刺，开年出新篇，成立仅3年的紫金
山实验室把创新“试验田”种成了“高产田”。

刚成立半年的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也
于新春启动23个大手笔项目。“去年底，我
们组织立项企业合作项目29个，吸引企业
研发出资6.27亿元。”姑苏实验室执行主任
杨辉介绍，立项后，各项工作加快节奏推进，
29个项目中23项已经启动，有100多位相
关项目人员到位工作。

继“奋斗者”号成功坐底、征服深海之
后，“无锡科创”与“中船智慧”又携手结出了
新的重大成果。去年12月30日，深海技术
科学太湖实验室正式揭牌。初创期，太湖实
验室将开展深海运载安全（深潜）、深海通信
导航（深网）、深海探测作业（深探）3个研究
方向的重大科技任务攻关。

作为目前仅有的三家江苏省实验室，紫
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室和太湖实验室均以
创建国家实验室为目标。争创“国字号”实
非易事，需要具备哪些实力？

“国家实验室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的‘主力军’，主要具备三个特征：体现国家
战略意图、以重大任务为牵引、注重与产业
应用接轨。”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区
域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韩子睿说。

他分析道，国家实验室是聚焦国家战略
目标、面向国际科技竞争的大型综合性创新
基础平台，有别于传统以学科领域划分设立
的实验室，更多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
命，是代表国家水平、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
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要以解决事关中国
安全和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为牵引，以任务
目标实现为导向和统领，跨部门、跨区域、跨
学科组建科研攻关‘国家队’。”

目前，紫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室和太
湖实验室已分别在网络通信与安全、材料科
学、深海技术科学等领域汇聚了国内顶尖科
研团队，建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
科技平台，具备了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

基本条件。
以紫金山实验室为例。紫金山实验室

科研部部长齐望东告诉记者，实验室的科研
任务均来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目前实验室
拥有刘韵洁、邬江兴、尤肖虎等多名首席科
学家，通信技术研发团队来自东南大学的两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三年招兵买马，实
验室已形成1000多人的科研队伍。

紧扣国家实验室功能定位，三大省实验
室开放汇聚了一大批“国字号”资源。紫金
山实验室探索“人才特区”政策，整合东南大
学、中国电科14所等科技力量，组建联合研
究中心和伙伴实验室；姑苏实验室依托中国
科学院苏州纳米所等机构，统筹集聚各类高
能级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优势力量，打造
一体化协同创新格局；太湖实验室发挥中船
集团的央企优势，构建“核心+基地+网络”
的创新体系布局。

“顶天立地”做研究，
发挥创新策源重要作用

“综合世界高水平国家实验室的发展经
验和动态来看，国家实验室大多兼具前沿基
础研究与市场应用导向。”韩子睿说，特别是
在颠覆性技术产业化和解决行业“卡脖子”
技术问题方面，国家实验室都发挥了创新策
源重要作用，在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能力的同时，更高效地将前沿技术优势转
化为经济增长优势。

“紫金山实验室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新
型网络架构，满足产业互联网时代对互联网
的确定性和连接性的要求。”中国工程院院
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韵洁在接受《科技周
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已经进入到下半
场，即赋能实体经济，对制造业进行升级改
造，这对网络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姑苏实验室对于立项项目的要求，也都

立足于前沿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导向。“我
们希望打破传统模式，架起基础研究和产业
之间的桥梁，‘顶天’是目标，项目要面向国
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前瞻性需求，‘顶天’的同
时也要‘立地’，就是接地气，研究成果必须
转化为产业成果。目前实验室立项的29个
项目都是沿着‘顶天立地’的要求有序开展
起来的。”杨辉说。

杨辉告诉记者，自揭牌成立后，姑苏实
验室与100多家企业展开了深入交流。“这
100多家都是材料科技行业的企业和创新
型高科技公司，我们遴选的标准是既要‘顶
天’，又要‘立地’，缺一不可。”在此轮遴选
中，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投机构的
代表与姑苏实验室组成项目审核委员会，以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行业未来发展需求和产
业链安全需求为选择基准，以“技术领域、创
新链定位、可行性、需求价值、成果指标、项
目预算和科研团队”7个维度作为衡量标准，
完成了机会筛选、项目初审和立项评审。

目前，姑苏实验室已签项目涉及电子信息
材料项目25项，占项目总数的86%。“项目一
类是针对‘战略卡脖子’问题，一类是产业前瞻
性技术。一些项目在下半年到年底，将会诞生
较为重大的科技成果。”杨辉也透露了项目的
主攻方向，其中模拟计算、量子信息、材料AI
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合作攻关，“比如说我们和
国内多个科技巨头在NanoX真空互联大装置
上展开的超导量子领域技术合作。”

探索体制机制改革，
更好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

“争创国家实验室，关键还要在体制机
制创新上做文章。”韩子睿认为，我省紫金山
实验室、姑苏实验室、太湖实验室的建设，与
其说是打造一类新机构，不如说是构建一套
新的机制，通过制度创新集中力量攻克一批

事关科技强国、科技强省建设的源头问题和
底层理论，以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更好地参与
国家实验室建设。

作为首家江苏省实验室，紫金山实验室
自带“创新基因”。成立伊始，实验室就突破
传统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的体制机制，
积极探索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推动科研提质
增速。齐望东介绍，为高效完成任务，实验
室探索“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首席科学家通
过“揭榜”方式接下科研任务并承诺完成，而
实验室会赋予首席科学家充分的科研自主
权。“在这里做科研，没有经费使用的限制，
没有编制的束缚，也不用为繁杂的行政事务
发愁。”刘韵洁院士对此深有体会。

此外，紫金山实验室还积极探索创新激
励机制，“最高赋予科研团队90%的科研成
果所有权，这一比例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
惊人的。”齐望东说，以往职务发明知识产权
成果属于单位和国家，对科研团队只奖励成
果收益，现在实验室的创新做法则是在项目
出成果时，对科研团队不仅奖励成果收益，
还奖励成果所有权。

为聚集社会各方力量加大对基础科学
研究的投入，姑苏实验室率先提出了“1+
M+N”的多元投入科研协作创新模式，以企
业投入（“1”）代表的真实需求为核心，匹配
姑苏实验室经费投入（“M”），撬动资本市场
杠杆投入（“N”），形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
共同体，压强投入并加速实现基础研究领域
的关键技术突破。“企业必须‘自带干粮’，体
现真正的需求，政府则进行1:1或1:2的配
比，这进而‘撬动’了市场基金。”杨辉说。

太湖实验室则探索搭建“管总”+“主建”+
“主战”的运行管理体系和项目任务“揭榜挂
帅”、科学家领衔的科研模式，致力成为国家深
海技术科学领域和太湖湾科技创新带原始创
新、自主知识产权重大科研成果策源地。

目前，三大实验室已建立了高效的管理
运行机制。“三个省实验室都实行理事会领
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建立了管理与科研相分
离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理事会负责
重大任务和事项决策，而实验室主任和首席
科学家团队则集中精力开展科研，有利于实
验室在既定任务牵引下更富效率地组织攻
关。”韩子睿建议，三大省实验室还可在建立
重大任务形成机制、构建开放协同的发展机
制、强化目标导向的项目管理机制上进行创
新突破，为争创“国字号”提质增速。

本报讯（记者 蔡姝雯）记者3月1日从江苏省科
技厅获悉，“十三五”以来，我省累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20000余项，获资助经费107.03亿元，项目数
和经费数均位居全国省份第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
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情况是区域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体现。

多年来，我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始终将
基础研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服务地方需求和鼓励
自由探索相结合，以培育原始创新源、培养青年科技人
才和加强技术储备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资金投入，
创新管理机制，建立了科学规范、运转高效的基金资助体
系。“十三五”期间，省自然科学基金累计投入省财政经费
17.78亿元，安排基础研究项目7700项，支持省杰青250
人、省优青290人、青年骨干4996人，为我省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和培养高层次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十三五”期间江苏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超百亿元

□ 本报记者 蔡姝雯 蒋明睿

揭开“中红外月亮”的神秘面纱，嫦娥四
号揭示微尺度月球热辐射特性，利用月球对
高分四号卫星成功定标……近日，中国科学院
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发布2020年度科研“成
绩单”。随着嫦娥五号任务圆满完成，中国月
球探测工程第一阶段成功收官，“探月”科研成
果也竞相涌现。新华日报《科技周刊》专访中
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行星光谱团组首席研究员
吴昀昭，为大家解读来自月球的最新奥秘。

每一个科学新发现都不是灵光一闪，而
是需要经过多年的知识沉淀和验证。早在嫦
娥三号传回的光谱数据中，吴昀昭就发现有
热辐射存在。“当时就有了科学推测，但科学研
究应力求做到深入、准确，所以一直在不断反
演数据、确保准确性。”随着嫦娥四号在月球着
陆，带着“玉兔二号”把车辙首次印在月球背
面，吴昀昭团队研究多年的结果——微尺度月
球热辐射特性，终于得到了证实，相关成果近
期刊发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GRL）上。

嫦娥三号与嫦娥四号可见光近红外光谱
仪最初设计用于研究月球矿物，但吴昀昭将

它用来探测月球热辐射。这项研究首次开展
了微观尺度和短波红外方面的月壤热辐射特性
研究，对于中红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
于研究人员正确解释光谱，也拓展了光谱仪
的应用范畴，获得了微尺度月壤温度特征。

“在月球上，哪怕仅是半毫米厚的月尘，
温差也能达到一百多度。”吴昀昭科普道，这
是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导热，表层是极细的粗
糙土壤，太阳一照射，颗粒倾斜面就有可能垂
直于太阳，类似正午，温度迅速上升，但阴影
处又非常寒冷。证实这一发现后，吴昀昭选
在月球车第十月昼定点观测时，研究了热辐
射及这种微尺度粗糙度，这一发现对着陆点
的选择、着陆器的安全和未来宇航员登月的
安全都有重要意义。

科学家探索的过程中，也在一次次推翻
人类已有的认知。吴昀昭团队对风化的研
究，就挑战了教科书中的传统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风化导致光谱斜率增大，
国际上广泛采用的TiO2定量反演模型基于
此观点建立。吴昀昭团队利用嫦娥三号数据
研究发现风化导致光谱斜率减小而非增大。
该发现意味着过去的月壤风化模型、TiO2含

量反演模型都需要改写。
Apollo飞船、苏联的飞船以及我国的飞

船着陆到月表后，科学家们发现月亮都变亮
了，人类在月球上的首个脚印，也比原始月壤
亮很多，这是为什么？过去美国、欧洲的研究
普遍认为，飞船下降的时候吹走了月壤表面
结构稀松的小颗粒，月表因平坦而变亮，就像
大理石被磨光滑后就会变得很亮一样，这是
一种物理机制。但吴昀昭团队根据嫦娥三号
搭载的光谱仪发现，并不是月表变平导致的
月亮变亮，而是月表最上层的风化比较严重
的细颗粒物质被吹走了，暴露出底下新鲜的、
没被风化的物质，这是一种化学机制，纠正了
过去的观点。“这一发现对嫦娥五号采样也有
重要的意义，采样要采集表层到底部柱样分
层分析月壤。”

科学研究还需要一些“突发奇想”。“如此
高分辨率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只用来观测地
球岂不是可惜，如果观测月球会带来什么新
发现呢？”吴昀昭向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
中心建议高分四号卫星调姿观测月亮，有了
多项新发现。

利用高分四号，团队首次揭开了中红外月

亮的神秘面纱，获得其形貌特征、随月相变化规律、
月球半球温度分布，并揭示了背后的物理本质。

“用中红外谱段观测分析后，我们发现，
中红外月亮跟我们平时肉眼看到的月亮完全
不一样，它看起来更立体，中间亮四周暗，与
肉眼所见的月球亮暗相反，且各处相对亮度
在不断变化。”吴昀昭解释，这是因为肉眼所
见的月亮仅仅是反射太阳光，而中红外月亮
既反射太阳光，也有月球自身的热辐射。

团队还成功实现了月球对高分四号卫星
定标。“卫星辐射定标是遥感定量化的基础和
关键。世界各国非常重视卫星定标工作。”吴
昀昭介绍，月球无大气，表层覆盖地质相对单
一的月壤，对于可见光遥感来说反射率十分
稳定，有着稳定的能量值，是卫星在轨辐射定
标的良好光源。

吴昀昭告诉记者，月球定标的关键是建立
月球辐照度模型，团队利用嫦娥一号绕月卫星
干涉成像光谱数据建立了高精度月球高光谱
辐射模型，为今后卫星定标提供了模型支持。
吴昀昭团队对月球光谱辐射特性的长期坚持
研究，既对月球亮度特征有了深入认识，还将
嫦娥三号“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定标场。

揭秘月壤温度特征，首次看到“中红外月亮”

我省专家解读最新月球奥秘

前沿

33月月11日公布的日公布的《《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年远景目标纲要》，》，把科技创新放在显要位置把科技创新放在显要位置、、作为第一条任务进作为第一条任务进

行了专章部署行了专章部署，，其中明确提出其中明确提出，，重点支持紫金山实验室重点支持紫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室和姑苏实验室和

太湖实验室创建国家实验室太湖实验室创建国家实验室，，高水平建设江苏省实验室高水平建设江苏省实验室。。目前这三大目前这三大

实验室进展如何实验室进展如何？？争创国家实验室争创国家实验室，，它们的底气在哪里它们的底气在哪里？《？《科技周刊科技周刊》》记记

者采访了三大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及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者采访了三大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及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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