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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新创

存放在 24℃下的巧克力，就
已开始呈慢慢融化之态。

然而，当完全融化的巧克力从
30℃降温到 24℃时，却不会发生
凝固，只有继续降温到 10℃左右
时才会凝固。这就是巧克力“相
变”中的“滞后现象”。

这一“滞后现象”，不仅会影
响巧克力的保存，还会影响巧克力
的口感。究竟是何原因造成这一

“滞后现象”？
电子科技大学物理电子学院

2012 级本科生任瑞龙、逯群峰发
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巧克力相变中
的滞后》 日前成功入选著名SCI教
学期刊 《欧洲物理杂志》 2016 年
度 Highlights，即对这一“滞后
现象”进行了揭秘。

从普通的巧克力到高大上的
Highlights 论文，对于任瑞龙、
逯群峰来说，这是一场科研之路上
的有趣的曲折攀升。

相变滞后
有趣的竞赛题目

说 起 “ 巧 克 力 相 变 中 的 滞
后”问题，还要追溯到 2014 年中
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该大赛参
照第 27 届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
赛的规则和题目，在力、热、光、
电等物理分支下共设了 17 个开放
性题目，“巧克力相变中的滞后”
即是其中之一。

当时，作为电子科技大学物电
学院 2012 级本科生的任瑞龙和逯
群峰，在该学院吴喆、李业凤等老
师的遴选中双双入选成为本校参与
竞赛的团队成员。“按照比赛规则，
有些题目本来是可以放弃的。实际
上，有两道题我们的准备就不够充
分,其中之一就有‘巧克力相变滞
后’问题。”任瑞龙介绍，由于受比赛
时间和场地限制，他们没有充足时
间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当
时找到的很多理论，都无法完全从

微观上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在实际参赛中，绝大多数参赛

队伍在遇到“巧克力相变中的滞
后”问题时都纷纷选择了放弃。而
展示这道题的队伍，也因缺乏理论
支持，只得到了很低的分数。

“这道题目真的是令我们印象
深刻。”逯群峰说，虽然比赛结束
了，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却始终

“耿耿于怀”。

深入钻研
唯象理论巧揭秘

竞赛虽然结束了，但任瑞龙、
逯群峰对“巧克力相变中的滞后”
现象研究却悄悄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项比较大的挑战，也
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任瑞龙
表示，高难度和趣味性极大地激发
了他们的斗志。那么，深化研究该
从何处着手？

任瑞龙和逯群峰回想并分析大
赛过程中的情况发现，问题的关键
在于找到一种恰当的理论进行科学
合理的解释。于是，二人向该校滕
保华教授请教，得到了一个重要提
示：巧克力相变的图像和“朗道
—德冯谢亚唯象理论”图像非常相
似。

这一点拨无异于黑暗之中的火
把，照亮了二人的科研之路。经初
步研究，二人发现巧克力相变中的
滞后现象和“朗道—德冯谢亚唯象

模型”之间的确存有很高的契合
度。但怎么找到这种内在的关联？
二人绞尽脑汁苦思冥想。

理清思路是科研顺利进行的重
要保障。经过一番讨论商定，二人
决定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着手
查询资料。“经参考大量研究成
果，我们发现巧克力本身是很复杂
的混合物，包含可可脂、蛋白质等
丰富成分，仅考虑其中某一种成分
的相变性质是不合理、不科学的，
得需要考虑每一种成分的相变性质
又会产生大量的变量才行。”逯群
峰表示，这着实将研究难度提高了
一个等级。

几经商讨，任瑞龙和逯群峰最
终选用唯象理论进行解释，即跳出

对微观细节的讨论，从宏观层面进
行研究，通过建立平方反比关系，
把实验变量与理论模型参数紧密相
连，使实验曲线与理论曲线更好吻
合，从而得到“巧克力相变中的滞
后”现象的唯象解释。

巧设实验
小器材灵活运用

有了理论支撑，如何用实验验
证则是下一步研究关键。

为此，二人设计了一个巧妙的
实验装置——把加热融化后的巧克
力放入培养皿，敷平表面后放入冰
箱里凝固作为样本。然后，取一个
乒乓球，用针管注满水，作为“测
量仪器”。

一切就绪后，开始用恒温水浴
箱加热巧克力样本，在达到要求温
度并保持 3 秒后，从恒温水浴箱拿
出培养皿，轻轻地放入乒乓球，乒
乓球则会在逐渐融化的巧克力上压
出一个窝。在温度跳变 3 次后，取
出并测量乒乓球沾到巧克力圆形区
域的直径即可完成实验。

“就这一项实验，我们反复做
了一个月，每次实验都得用一盒巧
克力。”任瑞龙笑说，用掉了不少
巧克力，但获得了大量有用数据并
证明了实验结果图像和“朗道—德
冯谢亚唯象模型”非常吻合，值
了。

结论一出，任瑞龙和逯群峰对
之前的理论设想更加有信心了。课
余时间，二人都在一起研写相关研
究论文，反复推敲修改。在滕保华
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历经 40 余
遍修改，《巧克力相变中的滞后》
研究论文才得以出炉。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学术探
险，既是学术历练，是我们科研生
涯的重要支撑，更是我们对未知世
界探索的原动力。”逯群峰回想起
从实验到论文完成的全过程，满怀
感慨，对科学研究也满怀期待。

巧解“巧克力相变滞后”之惑
通讯员 游晓鹏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物理
学系季威教授研究组博士生潘
宇浩、博士胡智鑫等，与浙江
大学张泽院士团队、金传洪教
授研究组及约克大学袁俊教授
等合作，运用第一性原理计算
模拟与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逐
帧统计相结合方法，在原子尺
度上预测并直接观察到了钼原
子在单层二硫化钼表面和内部
运动的迁移路径。

据悉，研究团队通过第一性

原理计算，预测了表面增原子与
层内 Mo 空位的最可能迁移路
径，并绘制了增原子和空位迁移
势能曲面图。再运用球差校正
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实现了对
单层二硫化钼上单个增原子和
单个空位扩散的半实时成像，得
到了与理论预测一致的实验统
计结果。同时，研究团队还发现
增原子和空位的迁移驱动力来
源于不同的物理机制，解释了二
者迁移率速率相差较大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

完成了对单一原子迁移路径预测和成像

日前，清华大学物理系于
浦副教授带领研究团队于 《自
然》 期刊在线发表了题为 《选
择性双离子开关电场控制的三
态相变》 研究论文。

据悉，该研究团队采用离
子液体电场调控方法，在模型
体系氧化物 SrCoO2.5结构中首
次实现了电场下的双离子（O2-

离子和 H+离子）的可逆调控，
并伴随着 SrCoO2.5与 SrCoO3-δ
及 以 前 尚 未 发 现 的 新 相
HSrCoO2.5 之间的三相可逆结
构相变。同时，由于调控过程

中三相转换在可见光和红外光
区具有迥然不同的光学吸收特
性，本研究通过电场对于相变
的调控还实现了基于双离子调
控的双波段（可见光和红外光）
三态电致色变效应。此外，这
三个相还拥有完全不同的电学
和磁学基态，即显示铁磁金属
性的 SrCoO3-δ，反铁磁绝缘性
的 SrCoO2.5以及弱铁磁绝缘性
的 HSrCoO2.5。应用中，可以
通过电场控制这些相之间的切
换，从而实现多磁态之间的电
场调控。

清华大学

实现了双离子的电场可控结构相变

近日，同济大学化学科学
与工程学院杨金虎教授课题组
与复旦大学的彭慧胜教授合
作，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抗
粉化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据悉，该研究利用纳米组
装技术，将多种纳米结构基元

（纳米点，纳米棒） 逐层组装
形 成 低 碳 含 量 （4.83%） 的
SnO2 三壳层中空结构和高含
碳量 （35.1%） 的 SnO2 双壳
层中空结构发现，低碳三壳层
中空结构在嵌锂过程中可承受

高达约 231.8%的巨大体积膨
胀率，即使在 1450 次循环后
仍能输出高达1099 mAh g-
1 可逆比容量；而高碳双壳层
结构在循环中会很快坍塌，性
能大大衰减。经原位透射电子
显微镜表征和力学模拟表明，
三壳层结构在锂化/去锂化锂
时具有特殊的自协同结构保持
机制，保护结构不会崩塌，并
能保证电极材料在长循环过程
中的结构完整性。

（马海君 整理）

同济大学

取得锂电低碳负极材料抗粉化新成果

特别报道

图为注满水的乒乓球
放入用恒温水浴箱加热的
巧克力样本中作为“测量
仪器”（图①），以及温度
跳变 3 次后，对乒乓球沾
有巧克力区域的直径进行
测量 （图②）。

电子科技大学 供图

①

②

联系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杨家岭延安大学80周年校庆办公室 邮编：716000 联系人：王平 电话：0911—2332552 传真：0911—2333677 网址：延安大学主页http://www.yau.edu.cn/

·广告·

2017 年 9 月 22 日，延安大学将迎来
建校 80 周年，这是延大人传承和弘扬延
安精神、开创未来、实现高水平大学建
设的新起点。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
正翘首以待，并衷心期盼海内外各界人
士热忱关注，共襄盛举。

披荆斩棘，传播真理济苍生；火传
薪继，八秩学府铸英才。延安大学是中
国共产党创办的首所综合性大学，成立
于 1941 年 9 月，其历史可以上溯到 1937
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41 年 7 月，党中
央决定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
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名
由毛泽东确定，首任校长吴玉章。其

后，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
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陕甘宁边区
行政学院相继并入。1945年8月至1949年
7月，延安大学在东北、华北与兄弟院校
联合办学，将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推向全
国。1949年6月，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
学改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并迁往西安办
学。1958年9月，陕西省决定在延安恢复
重建延安大学。1990年8月，延安大学被
列为国家和陕西省重点扶持院校。1998年
7月，国家教育部门、陕西省政府部门决
定延安大学与延安医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延
安大学，延安市人民医院整建制划转成为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2005年6月，延安大

学被列为陕西省政府部门和国家教育部门
共建大学。2011年，延安大学被列为陕西
省省属高水平建设大学。建校80年来，延
安大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胜
利、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为陕甘宁革命
老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铸就
了辉煌历史，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80 年来，延安大学秉承“立身为
公、学以致用”的校训，高唱“延大的
英雄儿女，贡献了革命的青春和力量，
前进呀前进，革命的熔炉永放光芒”这
一激荡人心的校歌，培养了一大批国家
栋梁之才和奋发勤勉的建设者。延安大

学的 80 年，是一代又一代延大人坚守神
圣职责、传播文明火种的 80 年；是勇开
先河、积极探索、书写中国现代高等教
育辉煌篇章的 80 年；是筚路蓝缕、扎根
老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80年。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回顾建校 80
周年的历程，总结艰难曲折的办学实
践，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
统，对于凝聚校内外智慧和力量，奋力
追赶超越，早日建成特色鲜明、国内知
名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为此，延安大学 80 周年校
庆活动于公告之日起全面展开，围绕学
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重大使
命，全方位展现延大 80 年办学历程中
的辉煌岁月、文化底蕴和发展成就。校
庆活动主要包括“传承红色基因，推进
高水平大学建设研讨会”“延安大学理
事会成立大会”“校地、校企、校际合
作签约活动”“校友奖助学金颁发活
动”等。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校友长期
以来对延安大学的关心和支持。宝塔耸
立、延河激荡，2017 年 9 月，让我们再
度相聚革命圣地延安，重返校园，聚首
畅谈，感怀今日之延大，共筑明日之辉
煌！

延安大学建校80周年校庆公告

“六个定位”为学校发展导航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
为四川乃至全国中医药技能人才培养
的摇篮。主要依靠“六个定位”和

“四大平台”建设，为适用型人才培养
保驾护航。

发展目标定位：“十三五”期间，
学校以健康中国、健康四川和中医药
强省战略为总览，全面提升学校办学
水平。到 2020 年把学校建设成为集中
高职为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高地。

培 养 方 向 定 位 ： 为 基 层 中 医 医
疗、亚健康服务业、康复养老产业、
中药产业、中医药文化旅游业等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

区域发展定位：立足成都，着力
四川，辐射西部，为地方和区域经济
发展、人们健康服务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并着眼“一带一路”，弘扬中国制
造，构建民心之桥，将中医药技术传
向并服务世界。

培养模式定位：学校坚持“传承
古训、学创新知、对接产业、突出特
色、强化质量”的办学理念，创新

“校地合作、校校合作、校院合作和校
企合作”发展模式。“校地合作”采取
订单定向委托培养方式，与地方政府
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培养基层本土化
中医药人才，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
解决中医药人才“下不去、留不住、
用不上”的四川办法；“校校合作”搭
建中高职衔接“立交桥”，与省内高职
院校联合举办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

对口高职教育；“校院合作”培养健康
服务业高技能型人才，与省内外多家医
院共建“健康服务人才培养基地”；“校
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医教协同、工
学结合的“双创”平台，打造了“教学
—实习—生产—就业—创业”五位一体
中医养生产业平台，探索中医药养生产
业、保健产业、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等
大健康产业发展新路。

实训保障定位：按生均实训台位和
专业技术要求，达到“实训师资一流、
实训环境一流、实训条件一流”的建设
目标。针灸康复实训中心、推拿实训中
心、护理实训中心，传统功法训练中心
等，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充分保障。

就业创业定位：建立“双选”就
业机制，引进与学生专业对口的单位
进校园现场招聘；校园网和“互联

网+”推荐就业；可进入学校创设的学
生职业能力孵化中心就业；可进入学
校联盟医院、企业就业；可进入学校
全资创建的企业及其连锁企业就业创
业。建立了“人人能就业、人人能创
业”的长效机制。

“四大平台”为学生出彩奠基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目标，创
新搭建学生教育“四大平台”。为学生
成才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思想道德建设平台：开展“德育
实践周”思想政治教育专题活动、校
园环保活动和经典传统文化讲座活动
等弘扬主旋律和传播正能量。

专业技能比武平台：学校每年都
要举办“明日之星”针灸推拿技能大

赛、“南丁格尔杯”护理技能大赛、
“远志杯”中药技能大赛等五大赛事。

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训、以赛促
学”。充分彰显“大医精诚”和“大国
工匠”精神。

文 体 艺 术 展 示 平 台 ： 举 办 年 度
“天使之光”文艺汇演、“华佗杯”传

统保健运动会、田径运动会，并组建
学校师生管乐团、师生网球兴趣小
组、师生声乐小组等。在校园内形成
了浓厚的职业教育氛围。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平 台 ： 学 校 成 立
“天韵”保健养生队、传保社等十多个

学生社团；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三下
乡活动和精准扶贫活动。

“六个定位”，凝聚了“针灸人”
的精气神；“四大平台”，展现了针灸
学子好风采。 （熊 梅）

雄伟壮观的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雄伟壮观的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
灸学校灸学校··四川省针灸学校四川省针灸学校

“六个定位”铸品牌 “四大平台”展风采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学校·四川省针灸学校创新发展纪实

学校坚持“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立德树人为目
标”的办学思路，培养了数万名中医
医疗、中医药健康、亚健康、康复养
生、养老护理服务等特色突出的中医
药技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