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8月29日 星期一 07·科学研究 主编：储召生 实习编辑：马海君 设计：王星舟 丁京红
电话：010-82296642 邮箱：gaojiao5@edumail.com.cn

科学人物

十秩春秋、百年韶华，柯俊院士迎
来百岁华诞。日前，北京科技大学为柯
老隆重举办了百岁华诞座谈会，并成立
了“柯俊科技教育基金”。

“柯老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学者。
据我的点滴所看、所知、所感，大家敬
重他，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学者、
资深院士，而是他身上蕴涵着的一种精
神。”沈澍元在 《我心中的柯老》 一文中
写道。

钢铁人生，孳孳百年，柯俊基于在
奥氏体中温转变——贝氏体方面的学术
成就，被国际金属物理行业称为“贝茵
体先生”，并始终奋斗在冶金、材料科技
界、教育界等，情系矿冶，悉育桃李，
成就了辉煌的钢铁人生。

坚持不懈
学术难题终破解

亲身经历了中国抗日战争，残酷的
现实使柯俊深深地体会到“落后就要挨
打”的道理。1944 年，年仅 27 岁的柯俊

踏上英国求学之路，下定决心，掌握先
进科学技术，用科技改变国家命运。

柯俊在伯明翰大学金属学系攻读博
士学位期间，仔细研读历届论文，了解
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他在研究具
有工业实践性的“低碳钢在焊接时的变
化”课题时发现，钢材在锻造过程中，
随着温度的提高会出现过热过烧现象，
冷却后易脆裂，极大影响了钢件性能，
若能解决这一问题，将提高钢材重大战
略作用。

科研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科学
研究者首先要阅读大量的文献，了解这
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或进展。对于留学生
而言，首要的是克服语言难关。柯俊基
于高中和大学练就的过硬英文功底，阅
读了大量文献，为进一步研究打下良好
基础。但进入实验阶段后，一切就变得
不再那么容易。

实验之初，柯俊经验不足，虽然每
天在实验台旁干到深夜，整日和实验仪
器、材料及数据打交道，但总也取不到
预期的成果。其导师汉森教授引导他对

实验数据反复求证，柯俊不由得开始思
考：做实验是不是也有规律呢？

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思索，柯俊逐渐掌
握了实验的诀窍，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
法：首先，做好前期知识、材料等准备，考
虑周全，避免实验过程中手忙脚乱。其
次，交流和记录是科学研究最好的方法，
对实验过程做好全程监控。再次，做好后
期处理工作，以减少实验室里的环境污染
程度。最后，科学研究要戒骄戒躁，细致
耐心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素养。

天道酬勤，经过不断失败、总结、
从头再来的循环往复，柯俊最终创造性
地通过金相方法，首次阐明了钢材锻造
过程中随温度升高而出现的过热过烧现
象的根本原因，即硫化锰在高温加热时
可以在钢中溶解，但在冷却时会在晶界
或某个晶面上析出导致脆化。据此，他
发表了 《钢在过热过烧后的晶粒间界现
象》，解决了长期困扰冶金界的一大难
题。并在研究钢中固溶体分解转变过程
中，首次发现贝茵体形成时伴有表面浮
凸现象，建立了贝茵体相变扩散控制的
切变理论。

一生专注
钢铁事业集大成

1953 年，柯俊婉言拒绝了国外优厚
待遇，携家人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柯
俊知道钢铁工业对新中国建设的重要
性、高等教育对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意
义，结合自身经历，他毅然选择到北京
钢铁工业学院 （现北京科技大学）。

柯俊本科毕业于化学系，深知物理
化学与金属材料之间的关系，于是向魏
景昌常务院长及教务长魏寿昆教授提议
建立金属物理专业级金属物理化学专
业，以培养适应钢铁技术迅速发展和从
事交叉学科新方向的人才。

作为当时具体筹建金属物理化学专
业的当事人，朱元凯教授回忆说：“柯俊
教授对金属物理化学专业的筹建有过具
体指示。1956 年他是物理化学系主任，
在建设物理化学专业上，从制定教学计
划、培养中青年教师到指导如何开展科
学研究等，他都亲身参与。我当时的宿
舍在一斋，柯俊曾亲至宿舍送给我有关
脱硫的外文文章，并给我讲解，使我备
受感动。”

物理化学专业建成之后，该专业为
钢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柯俊
也更为专注的投入于战略金属资源新材
料的研发。

1971 年，军用雷达使用的变压器由
78%镍铁合金制成，为节省镍资源，冶

金局、北京市金属学会下达科研任务，
要求用6.5%硅钢替代。

为完成这一科研任务，北京钢铁学
院金属物理专业派柯俊、董克柱、陈雪
芳及金属物理的学生组成课题组，与上
海钢铁研究所、北京清河钢厂等单位联
合攻关。

柯俊当时负责中间退火工序，需要
用液态氨分解得到氨气，在氢气的气氛下
进行退火处理。当时，柯俊还在经受政治
风波的影响，年过半百的他在风雪交加的
寒冷冬天，骑着三轮平板车，将液态氨瓶
从中关村运回钢院，默默地为创造科研实
验条件努力奋斗，通过多次合力攻关终于
找到了稳定的工艺，解决了我国镍资源、
冷轧6.5%硅钢工艺的难点。

言传身教
关注青年科研成长

“春风化雨，桃李芬芳”。柯俊先生
拥有渊博的学识和独有的人格魅力，为
年轻一代治学态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
表率。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柳得橹教授
在当年一本笔记中记载了一件让他倍感
触动的故事。1976 年，北京钢铁学院金
属物理系在北京钢厂开门办学，师生要
深入车间取样、制样，进行学习研究。
一次，柯俊与教师一同骑车去钢研院访
问关于 102 锅炉钢问题。到达时，钢研
院还没到上班时间，各室都无人接待，
柯俊就在楼内走廊尽头的台阶上席地而
坐，拿出一本大而厚的英文书，给青年
教师讲授科研与英语问题。他这种言传
身教的精神，为学生后来的学习和工作
树立了榜样。

潜伟于 1997 年进入北京科技大学技
术史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入学之初，
柯俊就指导他读英文原著，每月提交一
篇心得体会，每学期至少参加一次英文
研讨会。进入实验室后，他又用近乎苛
刻的要求让学生整理实验数据。对于某
一个样品不清楚的，他会耐心地反复讲
解，直到反复实验达到满意效果。“2001
年初，我以为自己的论文差不多能够完
成了，但是柯老改论文极其认真，从初
稿到成稿，七易其稿，最终从预备春季
答辩改到了夏季。每次修改，柯老都能
够从章节结构改到具体错字甚至标点符
号。就在答辩前一晚，柯老还查出几处
小错，打电话叮嘱我在明天报告中注
意。”潜伟说：“带有先生笔迹的论文草
稿我都收藏至今，既是留作纪念，也是
给自己一个警示”。其严谨治学的崇高精
神，值得永世相传。

柯俊：穷格物理，百年韶华
通讯员 马海君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位于
多数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被认为起到“胶合”作用，通
过强大的引力将这些星系聚集
在一起。但同时它们也是现代
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科学家
并不了解它们的“食欲嗜好”。
目前，天文学家首次掌握寒冷
密 集 灰 尘 气 体 云 如 何 进 入 星
系，供给星系中超大质量黑洞
的过程。

在此之前，科学家认为，
在最大的星系中超大质量黑洞
吞噬来自星系“光环”的缓慢
而稳定的热电离气体，星系光
环是星系的一个球状部分，向
外延伸其主要部分。研究报告
负责人、美国耶鲁大学格兰特-
特雷姆贝伊博士称，数十年以
来，大型星系中超大质量黑洞
的气体吸积模型被简化为一个
平滑、球状流入超炽热气体模
型(大约 1000 万摄氏度)。这是
因 为 极 大 地 简 化 黑 洞 吸 积 模
型，将模拟宇宙如何进化。

而最新观测显示，寒冷密
集云形成于炽热星系气体，而
非稳定的炽热气体流，之后进
入星系中心区域供给星系中心
超大质量黑洞。特雷姆贝伊博
士说：“这将要求我们重新考虑

结合寒冷分子的黑洞生长如何
进食和反馈，这将是星系中所
有恒星形成的催化剂。”

美国耶鲁大学天文学家带
领研究小组使用阿塔卡马大型
毫米波望远镜阵列(ALMA)观
测到一个异常明亮的星系簇，
它相当于 50 个星系，该星系簇
被称为“艾贝尔 2597”。在星
系簇中心是一个超大质量椭圆
星系，被称为“艾贝尔 2597 最
明亮的星系”，研究人员在这个
星 系 中 心 发 现 3 个 寒 冷 气 体
簇，朝向星系内核的超大质量
黑洞倾斜，气体移动速度大约
是每小时 100 万公里。每个寒
冷气体簇包含物质的质量相当
于太阳的 100 万倍，直径达到
10 光年。特雷姆贝伊士指出，
本次观测到混沌的寒冷气体暴
雨供给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可
能是真实观测到跨越星系的暴
雨供给一个黑洞，黑洞质量达
到太阳的3亿倍。

这种超级炽热气体将很快
冷却和浓缩，像地球大气层中
潮湿暖气流一样，快速降温沉
积形成雨云，新形成的密集云
将在星系中“降雨”，促使恒星
形成，为超大质量黑洞提供食
物来源。

美国科学家发现
超大黑洞疑似双黑洞

科学智透

鞍山作为祖国钢都，由于铁矿选矿
后的尾矿粉未能被利用及处理，粉尘污
染十分严重，大量存放的尾矿已然成为
重要的环境污染源和严重的公共安全隐
患。国家始终积极倡导和寻求各种途径
促进尾矿固废的综合利用，辽宁科技大
学为服务社会，与聚龙集团旗下全资子
公司——集佳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联
手合作，共同开展尾矿固废综合利用的
科技攻关。

为尾矿粉开“药方”

辽宁科技大学化学工程学院的胡君
一博士长期从事有利于推动生产效益提
升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系列科研，其利用
苊烯提纯技术及工艺从鞍钢焦化废渣中
提取光电原料苊烯，每年回收 20 吨致癌
物质，给企业增加200万元产值。

能否将“灰姑娘”变成“俏佳人”？
成为胡君一始终思考的问题。于是，其
带领科研团队和企业人员首先对尾矿粉
的成分进行详细分析，做了充分的市场
调研和严密的科学论证后，结合建筑材
料节能方面的思考，利用尾矿粉开发新
型建筑材料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最终
锁定了尾矿粉混凝土产品的开发。

两年的理论研究和试验检测，胡君
一终于开出了一款“药方”——由大量
尾矿粉等工业固废以及复配添加剂等组
成浆料，再在浆料成型过程中采用“化
学发泡技术”进行处理。理论推导无懈
可击，试制的小型保温砖、保温板也

“无话可说”，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但 是 ， 项 目 研 究 却 遇 到 了 “ 拦 路

虎”——施工工艺复杂，成本太高，市
场“不给力”，产业化前景不看好。部分
研究人员打起了退堂鼓。柳长庆教授意

志坚定，力排众议，决定迎难而上，继
续推进项目，他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大
好事，我们不能终止，问题都能解决
的。”辽宁科技大学校长孙秋柏教授亲自
挂帅，专门成立了科技攻关小组并担任
组长。就这样，大家又重拾信心，“查缺
补漏”，充实研发力量。

各攻所长，协作成效

随着该项目的继续推进和其服务社
会的重大意义日渐凸显，吸引了两大团
队倾力参与。

辽宁科技大学土木学院田雨泽副教
授带领团队助力科研。田雨泽本科专业
是“工民建”，硕士专攻“铁尾矿综合利
用”，加入到墙体材料研究项目中来，主
要负责解决墙体结构问题，还要一并解
决墙体保温、隔音、抗震、耐久、密闭
等系列问题。“一个一个抠，一个一个解
决”，结构体系的确定和节点的构造成为
最难解决的问题。通过多种实验，尤其
是力学实验分析和有限元分析，他们最
终在芯材及节点构造处理上，确定采用

“格构式的龙骨柱”，并且在龙骨柱与主
体结构的连接上取得了突破。据介绍，
这种新型保温墙体集成技术，节能效果
较传统墙体提高 50%以上，建筑节能达
到75%以上。

另一支队伍是来自同校电子与信息
工程学院欧阳鑫玉教授团队。欧阳博士
攻读的是控制理论与工程专业，主要从事
智能控制方面的研究。欧阳教授团队针
对“浆料的灌注工艺”展开攻关。“怎样能
既节约时间又提高工作效率并且又降低
成本？”欧阳教授和来自企业的高级工程
师周孟哲团队脑洞大开，开发出全国首个

“智能连续灌注机”，改变了传统的手工浇

注和单罐浇注方式，实现了墙体芯材的自
动灌注，一次成型，只需 20 分钟。该技术
便于现场操作，施工效率提高 50%以上，
同时保证了产品的质量稳定。

这三个不同学科的科研团队，分别
发挥自己的专长，相互借力，一起摸爬
滚打，终将“短板”变“长板”。

自保温复合墙体首亮相

就 这 样 ， 经 过 校 企 合 作 ， 协 同 创
新，无缝对接，利用轻钢龙骨和纤维水
泥压力板支模，采用自主研发的智能灌
注机，现场浇入由大量尾矿粉等工业固
废以及复配添加剂等组成的浆料，通过
化学发泡技术制成一次成型自保温复合

墙体“现浇轻质保温复合墙体”技术终
于问世，“尾矿固废”终于变废为宝，刷
出了新的存在感。

截至目前，该技术已在多个工程中
应用，获得 2015 年“工程建设鲁班奖”
的国家工信部综合业务大楼、辽科大工
程训练中心大楼、聚龙股份综合办公大
楼、千山风景区游客中心等工程，都采
用了这项节能技术。

项目中的产品、工艺、设备等关键
问题研发成功后，辽科大团队和聚龙团
队又开展了该项目的相关规范的制定工
作。目前，辽宁省地方标准已发布实
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也已进入审查
和报批阶段。这些成果的取得，为产品
的产业化推广及应用畅通了道路。

“尾矿固废”刷出新的存在感
通讯员 邢秋艳

特别报道

近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颜宁研究组与中国疾控中
心、中科院微生物所高福院士
研究组合作在《细胞》杂志发
表论文，首次报道了人源胆固
醇转运蛋白NPC1的4.4埃分辨
率冷冻电镜结构与埃博拉病毒
GPcl蛋白复合体6.6埃分辨率的
冷冻电镜结构，为看清NPC1介

导埃博拉病毒入侵的“门”提
供了分子基础。

颜宁研究组更是解开了一
个困扰全球生物学家半个世纪
之久的难题：率先解析出葡萄
糖转运蛋白GLUT1的三维晶体
结构，让人们清楚看到葡萄糖
进入人体细胞的“门”长什么
样。

清华联手中科院
揭开人体细胞之“门”

近日，重庆西南医院综合
实验研究中心专家首次发现石
墨烯有助于肿瘤早期诊断，相
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权
威期刊 《分析化学》，这对于各
类肿瘤的早期诊断、治疗具有
重要意义。

临床上，大部分肿瘤被发
现时往往已至晚期。常规的肿
瘤检测方法 B 超、X 线、CT 等
灵敏度有限，且具有放射性，
不适合作为普通人群早期筛查
肿瘤的方法。体液肿瘤标志物
是目前临床最理想的无创筛查
方 式 ， 但 相 关 体 液 肿 瘤 标 志
物，往往是在肿瘤已经发展到
成熟的阶段才会产生。

“为破解肿瘤早期发现的难
题，我们必须在机体发生异常
的早期，从更早的分子层面，
找到检测目标。”研究团队成员
邱晓沛说，核酸分子生物标志
物 cmocroRNA 在机体出现异
常情况时，它的含量也会随之
改变，经反复试验，其团队发

现在血清、尿液以及唾液中存
在cmocroRNA。

邱 晓 沛 介 绍 ，发 现 cmo-
croRNA 的存在只是第一步，在
肿瘤早期由机体主动释放至血
液、尿液中的 cmocroRNA 极其
微量，普通常规的核酸检测方法
很难检测到。继而研究团队将目
光放在了 DNAase 上，这是一种
特异性的核酸酶，它能通过“无限
循环酶切”将检测信号放大，而实
现信号放大的前提是有极大量的
探针。为此，他们引入了吸附性
强 的 石 墨 烯 ，使 其 捕 获 cmo-
croRNA探针数量提高10倍，使
检测的灵敏度大大提高，最终实
现对cmocroRNA的捕捉。

据介绍，通过对捕捉到的
cmocroRNA 进行综合性分析，
即可得出机体是否出现癌变，以
及是哪种癌症，对于各类肿瘤的
早期诊断、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该研究已经进入试剂盒研
究阶段，有望在两三年内应用于
临床。

我国科学家发现石墨烯
对肿瘤早期诊断的作用

中山大学徐安龙教授领导
研究团队致力于对动物进化研
究的活化石——文昌鱼研究，
发现了六亿年前RAG（重组激活
酶）转座子的“分子活化石”，
为“人类抗体重排机制的转座
子起源假说”提供了最有力的

证据。该转座子的发现为未来
利用重排机制设计新的免疫抗
体和免疫基因提供了崭新的基
因编辑思路和技术，假设这个
基因得以充分利用，我们未来
人工设计免疫球蛋白就有了可
能。

中山大学发现
人类抗体重排机制起源

日前，由南京大学陈骏院
士带领的表生地球化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地质微生物研
究团队在矿物风化研究领域取
得突破性进展。相关成果发表
在地质学学科国际顶尖期刊
Geology，并引起科学界广泛

关注。
该发现对碳和营养的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环境地球化
学 （重金属溶解和迁移），以
及生态系统的演化 （植物的
生长和发育） 都具有重要意
义。

南京大学取得
矿物风化领域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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