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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联系统专委会专题

卷首问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物联系统的研究和应用为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推广和应用提

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如何更好的将智能物联系统基础理论研究与智能感知、自然人机交互、复杂

网络、多智能体、建模与仿真、物联网、机器人等几个关键领域的应用相结合，从而构建智能物联

系统理论与技术体系，其中有许多科学问题有待解决，主要有：

■	物联网体系架构

■	智能物联系统

■	智能人机自然交互

■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

■	可穿戴设备研究

■	人工智能与专家系统

■	信息物理系统

■	高效能计算与仿真

■	智能控制与智能机器人

■	数学定理机器证明

■	物联网智能感知

■	物联网资源共享与协同

■	无线传感网络

■	智能优化方法

■多智能体系统

■	机器学习

■	演化博弈与进化计算

■	网络化控制系统

■	智能信息处理

■	大数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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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女科学家论坛在京召开　陈至立王志珍出席并致辞
9月16日，作为今年全国双创周北京会场系列重要活动之一的第十届女科学家论坛在北京召开，

主题是“科技女性，圆梦双创”。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老科技工

作者协会会长陈至立，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

珍，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晓兰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中国科协原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程东红，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中国科协常委会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吴海鹰，中国科协党组成员，2017年全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筹备办主任宋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费志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中国科协常委会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

会长高瑞平，中国科协常委、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副所长孟红，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电子学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中国健康

管理协会会长郭渝成等出席论坛。论坛由吴海鹰主持。

陈至立在讲话中对女科学家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她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创新和改革

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科技竞争力不断提高。去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

行列，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也就是2049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吹响了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伟大号角。“科技三会”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鼓舞，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迎来了又一个新

的春天。在这一轮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快速发展的科技工作者队伍中，女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是女科技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

目前我国女性科技工作者数量约3600万人，科技女性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二是拔尖女科技工作者

不断涌现。女药学家屠呦呦先生自2015年荣获诺贝尔奖以后，又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成

领导机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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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首位获奖女性。近年来更有一批年富力强的科技女性走到了世界前沿，2015年

中国科学院新产生的61名院士中有9名女性，比例是14.8%，大大高于以往的5%左右。三是女科技工

作者的作用日益凸显，许多杰出的女科技工作者担任了学科带头人、所长、校长及科技企业的领导

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四是女科技工作者的影响更加广泛，她们以其对真理

的不懈追求和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善解人意、亲和力强的独特魅力，以及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在影响和引导下一代树立远大志向，凝聚和发挥团队作用，面向社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

科学知识等更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她强调，希望广大女科技工作者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更

加自觉把个人的理想和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希望广大女科技工作者紧跟时代潮流，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希望各级各类科技管理部门更加重视女科技工作

者的培养使用，加大对女科技工作者的激励和保障力度，充分激发出女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和潜

力，促进我国女性科技人才的发展。希望各学术组织、科技团体积极发挥密切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优势，积极开展女科技工作者学术交流活动，大力宣传和举荐优秀的女科技工作者，鼓励女科技

工作者担任全国学会领导职务，为促进女科技工作者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王志珍在致辞中对女科学家论坛的举办给予了充分肯定。她指出，论坛为科技女性提供了成果

交流、智慧交融的平台，让更多参与创新创业的女科技工作者感受到合作的氛围，激发科技后备人

才的创造活力。她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大女科技工作者

以女性特有的孜孜以求、严谨细腻、坚韧不拔、富有爱心的品格,瞄准科技前沿、坚守科研一线、

勇于探索，不怕失败，在创新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更多的女科技工作者参与创

业、创新，在双创活动中充分发挥出创造力、行动力和影响力，为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做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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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专题报告会，由程东红主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王志勤，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工程师、机车车辆研究所研究员赵红卫，西北工业大

学航空学院教授、陕西省试验飞机工程实验室主任高正红，宁夏科协副主席，宁夏林业研究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种苗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首席专家李健，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

学院教授、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主任卢宇彤，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奇慧等6位女

科学家分别作了题为《我国移动通信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技术创新、驱动高铁发展》、《飞行

器—现代科技创新的推动与承载》、《梦想成真在路上》、《超级计算的超级能力》、《精准医疗

助力全民健康事业》的专题报告，并与参会人员进行了现场交流。

吴海鹰在总结中说，本届论坛紧紧围绕“双创促升级，壮大新动能”主题，聚焦“科技女性，

圆梦双创”中心议题，6位女科学家结合各自的教育科研经历，分享了她们多彩的创新创业故事和奋

勇追踪学科前沿的探索历程，展示了科技女性敢于挑战自我、勇于创新进取的优秀品格，体现了她

们身上满满的自信和正能量，为全国双创周活动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论坛不仅让与会人员

收获了前沿的科技知识，感受到我国女科学家们的风采和学术魅力、人格魅力，也为大学生和青年

人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引导她们更加坚定地走上科学探索之路，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做出更多的

贡献。

她强调，中国科协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和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科技工作者之家”，

为科技工作者服务是科协第一位的职责。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作出

重要批示，强调要推动各群团组织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有力措施，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为进一步推进科协系统全面深化改革和科协各项工作指明了

方向。中国科协将进一步创新为广大女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服务的方式，拓展服务的渠道，团结引

领包括女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更加

奋发有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加本届论坛的有，中国科协常委会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部分委员，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

会代表，部分全国学会女性理事长、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女科技工作者代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

代表，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青年女科技人才代表，北京市科技工作者代表，高校女性师

生代表等400余人。

女科学家论坛创办于2008年，每年举办一届，迄今已连续举办了10届。该论坛由中国科协常委

会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主办，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承办。历届论坛紧扣国家科技发展大局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举办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时推动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截至目

前，已有近百位女科学家围绕论坛主题作了报告，女科学家论坛已经成为女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交

流、展示独特风采的品牌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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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上午，中国科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学习交流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主持会议，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吴海鹰、束为、项昌乐，党组成
员王延祜、宋军出席会议，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科协党组成员以及调研宣传部、科学技术普及部、中国科技馆等部门单位负责人结合
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心得和体会。会议认为，专题片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披荆斩棘、奋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杰出政治才华、远大政治眼光和创新精神。在党的
十九大召开前夕，这部专题片的推出，必将进一步鼓舞和激发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改革正确方向，保持改革定力韧劲，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担当，
把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
努力奋斗。

尚勇指出，科协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观看《将改革进行到底》专题片，并组
织学习交流，大家观看后都深受教育，深受鼓舞，对进一步增强科协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四个自
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凝聚改革发展共识，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找准定位、明确使命，
积极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尚勇对中国科协学习贯彻专题片精神，深入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提出3点要求：
第一，要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重点从4个方面
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一是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
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全面深化改革，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
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汇聚13亿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
增强改革发展的动力活力、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二是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
宏大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的，涉及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改革范围
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关乎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攻坚期和
深水区攻坚克难的一场伟大深刻的革命。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改革已
经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动权力、动利益、动“奶酪”，
割肉断腕，伤筋动骨，甚至脱胎换骨，通过调整利益、改革制度、消除痼疾来解放思想观念，释
放创新发展活力。四是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有的只是改了表面，有的问题还会死灰复燃。不改革就无法继续
前进，不改革，党的执政地位、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受到极大的挫伤。改革永远在路上，必须
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用改革之火点燃创新引擎。

第二，要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
护和称赞。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高端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科协党组开展《将改革进行到底》专题片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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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步伐加快，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国
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果，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民生和社会保障改革
举措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
护。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内一片繁荣，这得益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键是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全面从严治党是重大的改革，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取得了
让世界震撼的成绩，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成就，充分展示了习近
平同志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历史担当精神和改
革创新精神，彰显了习近平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为民情怀，展现了习近平同志宽广的时代
视野、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广大党员干部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增强了“四个自
信”，牢固树立了“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增强了对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信心和决心，凝心聚力、奋力拼搏、干事创业。

第三，要身体力行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虽然科协系统改革只是整体改革当中一小部分
内容，但对于走中国特色群团发展道路，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把我国建成科技强国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协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特别是中央关于科协系统深化改革、科技体制改
革的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思想和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关于科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科协各项改革举措不断落地，有效激发了科协组织发展活力，在去
除“四化”、增强“三性”、密切与科技工作者联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与全国改革一
样，科协的改革也到了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关键期。下一步，必须持之以恒，
坚定不移地抓落实，始终保持改革的定力和韧劲。要注意做好3个方面工作：一要主动学习，以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引领改革的方向和指针。要在改革实践中加深对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的理解领会，并通过总结回顾任务落实情况，不断加深对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思考
和认识。要坚持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紧紧围绕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要
把握当前科技改革、产业变革和群团发展的规律，提高把握大势、熟练运用科学理论方法谋划改
革、推进改革的能力。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关于科协工作161字指示，对照中央关于科协深化改革的
方案，分解任务、抓好落实。二要强化主体责任，以改革任务落实作为检验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和水
平的标准。各部门各单位要对标检查各项改革任务进展，找出问题、找准办法，要善于协调解决改
革中的困难，打通环节，疏通堵点，破除阻力，以“想事干，创新招，强协调，重实效”的工作方
针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革。要坚持一级压一级，层层抓落实，杜绝改革“挂空档”甚至“踩刹车”
现象，对改革不思进取、不接地气、不抓落实、不敢担当的现象要加大问责处理力度，对改革搞形
式主义、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要坚决纠正。同时，还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真正树立鼓励改革、
支持改革的新导向。三要直面问题和挑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科
协改革进入深层次，要围绕去“四化”、强“三性”、密切与科技工作者联系这个主线进行体制机
制改革。密切联系科技工作者机制最关键是组织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学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
改革，现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下一步要全面展开推广；另一方面是基层组织建设改革，要抓好高
校、企业、县乡村等基层科协组织的覆盖率。另外，利用网络联系和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机制还要进
一步研究。

尚勇强调，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已经全部启动，取得了很多实质性进展，剩下的都是“硬骨
头”，但我们坚决要啃这些“硬骨头”。科协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把这次学习交流《将
改革进行到底》专题片的会议精神与科协实际紧密结合，转化为行动和实践，认真抓好科协深化改
革各项任务落实，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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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扎实推进科普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更好服务世界科
技强国建设

刘云山在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时强调
扎实推进科普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更好服务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和刘延东、刘奇葆、李源潮、万钢等领导同志，

9月17日下午来到中国科技馆，参加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刘云山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科普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激发

创新创造活力，更好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今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吸引了各界群众和青少年前来参观。下午3时许，刘云山首先来到

南大厅观看“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了解信息技术变迁过程，并一起编织寓意我国科技事业蓬勃

发展的“登高望远”织锦。在绿色核能展区，刘云山参观了华龙一号和三代核电站主控室模型，听

取专家介绍，强调要加强科普宣传，让更多公众了解核电、支持核电事业发展。

国防科技展区通过多媒体与实物生动展示空中作战、联合作战场景，刘云山驻足观看并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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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交流，强调要做好国防科普，增强公众国防意识和爱国热情。在垃圾变身展区，刘云山详细了解

焚烧发电、变废为宝过程，指出要倡导科学合理的垃圾分类处理方式，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和参与

度。看到小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小实验，刘云山勉励他们好好学习，长大后研究出更多科技成果。

刘云山还听取了“海洋科考直播课堂”“健康伴我行”等活动介绍。

参观结束时，刘云山说，科学普及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性工程，要持之以恒推进科普工

作，让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在人们心里扎下根来。要坚持科普为民惠民，广泛开展贴近基层群众的

科普活动，解疑释惑、回应关切，更好服务群众生产生活。要突出做好青少年科普工作，组织好科

技进校园、进课堂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知识、激发科学兴趣，从小种下科学的种子。要创

新科普内容、科普方式，积极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发挥好互联网、手机等在科普中的积极作用。

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对科普工作支持力度，科协要当好科普工作主力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积极投

身科普实践，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贡献力量。

中国科协怀进鹏、徐延豪、王春法、吴海鹰、束为、项昌乐、王延祜、宋军，北京市蔡奇、景

俊海、阴和俊、崔述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努尔白克力，教育部杜占元，中国科学院张涛，中央

军事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辛毅以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首都群众代表参加了北京主场活动。今年

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分为A区和B区。9月17日下午，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处领导一行除参加中国

科技馆的活动外，还到B区参观了第七届北京科学嘉年华等相关活动。

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是“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各地将围绕这一主题组织开展

1.1万多场科普活动。北京主场活动时间为9月14日至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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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开展向南仁东学习的倡议书
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院9月25日联合发布《关于在科技界开展向南仁东学习活动的倡议书》，全

文如下：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
师，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南仁东于9月15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2岁。南仁东是我国著名天
文学家，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FAST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自1994
年起，他一直负责FAST的选址、预研究、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编订了FAST科学目标；他
大胆提出利用我国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舍小家、顾大业，跋山涉水，在贵州大山深
处奔波了12年，为FAST工程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全面指导FAST工程建设，70多岁高龄仍坚持奋
斗在工作一线，身患重疾仍亲临工程现场，主持攻克了索疲劳、动光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为这一
重大工程的顺利落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虚怀若谷，从不计较个人名利，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
研工作第一线，与全体工程团队一起通过不懈努力，迈过重重难关，实现了中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
望远镜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9月25日专门对FAST建成启用致信祝贺。

南仁东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了精彩的科学人生。他的爱国
情怀、科学精神、高尚情操与杰出品格堪称楷模，必将激励广大的科技工作者继往开来。值此党的
十九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根据刘延东副总理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南仁东先进事迹的指示精神，为了
更好地调动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增强“四个自信”，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联合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发出如下倡议：

一是学习南仁东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要坚定爱国报国理想信念，把为祖国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积极投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以卓越的创新
成就书写科技报国的辉煌篇章。

二是学习南仁东敢为人先、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要自觉恪尽创新争先职责，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短板攻坚争先突破、前沿探索争相领跑、转化创业
争当先锋、普及服务争作贡献，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写下更多属于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不朽篇章。

三是学习南仁东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的高尚情操。要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先
锋，潜心研究、淡泊名利、知行合一，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立足岗位、忘我工作，为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贡献全部聪明才智。

四是学习南仁东真诚质朴、精益求精的杰出品格。要坚持求真诚信、严谨治学、诚实做人，自
觉遵守科学道德规范，发扬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争创一流业绩，创造一
流成果，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积极行动起来，把学习南仁东先进事迹和精神品格，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
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深刻认识科技工作者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的历史责任，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大胆探索、锐意创新，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和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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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科协学会党建论坛在福建龙岩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按照中国科协党组领导要求举办，是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党的群团改革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学会党建工作一项举措。开幕式上，刘桂荣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刘云山、

李源潮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党的群团改革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刘亚东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科协学会党

建工作取得的新进展,目前中国科协已经基本完成所属全国学会党建工作“两个全覆盖”任务，初

步建立学会党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地方科协的学会党建工作也取得一定成效。他强调新形势新任务

对学会党建工作提出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尤其是科技社团党建工作是中央

赋予中国科协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党的群团改革工作

和学会党建工作的新精神和新要求，不断提高学会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以党建促会

建，深化学会改革，提升治理能力。中国科协学会党建论坛对于加强学会党建工作理论研究和推动

学会党建工作具有重要作用，要把中国科协学会党建论坛这个品牌做好做强。

周勇对《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进行了解读。阐明《意见》作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文件，是我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科

学化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指示。强调要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理顺社会组织党组织的领导体制机制，因会制宜地搞好

社会组织党组织的全覆盖，为增强壮大社会组织党组织提供基础保障。刘忠祥作了题为“把握规律

特点、创新方式方法，全力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报告，结合民政部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

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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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针对社会组织特点和问题，论述了探索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

中华医学会、中国航空学会、江苏省科协以及福建省科协等单位进行了大会交流。

中华医学会代表发言

江苏省科协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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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协代表发言

与会代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学会党建工作各自实际情况，在分

论坛上展开热烈讨论，交流经验，研究问题。中组部、中直机关工委、全国党建研究会等单位与会

领导同志也参加讨论并解答代表疑问，代表们纷纷表示很有收获，很解渴，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工作

方向，会议务实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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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注重创新形式，丰富内容，邀请龙岩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江维力做《闽西地区在中央革命根

据地建设中的作用》的专题授课，安排在古田会议会址、古田毛主席纪念园和古田会议纪念馆进行

现场教学，让从事学会党建工作的同志重温当年“思想建党,党指挥枪”的原则，更加深刻理解党对

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军队建设和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础，今天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同样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本质要求和显著特征，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学会党

建，促进学会深化改革，为提升学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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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党性的精神之旅—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党员赴北京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
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摘自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网站）

为庆祝建党96周年，落实《学会服务中心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

案》，7月6日上午，学会服务中心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北京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开展了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锤炼党性”主题党日活动，接受了一次锤炼党性的精神之旅，经历了一场触及

灵魂的心灵净化。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借助虚拟技术“跨越时空”，大家心怀敬畏地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

同志进行对话，革命先辈关于人生、理想和党性的论述，给大家以深刻的启迪。江姐在狱中绣红旗

的场景、焦裕禄和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迹、“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同志许身报国的感人故事让大家深受触动，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折服。

中心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冯继谦参加了活动，他指出，中心党委开展此次党性锤炼参观学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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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落实科协党组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过活动进

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做到时刻牢记共产党员身份，处处严格要求，勤奋学

习，扎实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在工作岗位上求真务实，迎难而上，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十九大的召开。

最后，在肃穆的宣誓大厅，党员们面对党旗，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再一次许下庄严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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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慧：1966年生，中共党员，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援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中国仿真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仿真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仿真学会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仿真学会仿真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仿真学会仿真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系统仿真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复杂产品先进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委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科

学技术专家委委员、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西北分中心（克拉玛依）特邀研究员、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绿谷智网”战略发展智库长聘专家、美国国际建模与仿真学会会刊

《仿真》副主编、《系统仿真学报》副主编。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16

我是清华大学援疆干部范文慧，任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漫长而短暂的援疆生活即将

结束，蓦然回首，百般滋味涌上心头。至今还清晰记得，学校征询我是否愿意援疆时的彻夜未眠；

记得北京三天培训，乌鲁木齐三天培训的情景，宣布我做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时的迷茫。时

光飞逝，当援疆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地对新疆、对新疆大学产生了深深的依

恋，“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萦绕心间，挥之不去。

感恩援疆、助我成长
新疆是“丝绸之路”枢纽，是四大文明交会之地。《新疆图志》中描述其地理位置重要性为：

“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筑。得知则足

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自古边疆稳，

则内地安；边疆乱，则国难安。稳定是福，动乱是祸，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

援疆工作的三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新疆干部有着坚定的政治觉悟和过硬的工作作风，十分值得

敬佩。感恩三年援疆对我的锻炼和磨练，我无怨无悔。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17

感谢援疆、成我事业
三年来，在清华大学与新疆大学各级领导关心支持下，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无论在师资队伍

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能力还是科学管理水平等方面均得到了显著改善和提升，制定和修

订学院管理制度12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批面上自然科学基金2项，发表一区论文6

篇，建立了1个本科生培养基地，2个研究生培养基地等，实现了学院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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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之余，漫步红湖，让我感到幸福，感到奉献的快乐，新疆是我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赋诗

一首《红湖月》	。						

明月出天山，

苍茫红湖间。

劲风八九级，

吹断湖边柳。

清华自动系，

新大电气院。

由来援教地，

十二高校情。

援干多业绩，

畅叙多欢颜。

北京当此夜，

微信未应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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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援疆、美我心灵
“天山明珠”美誉的天山天池、白雪皑皑的博格达雪峰、十里盐湖、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最古

老的生土建筑城市交河故城、古代三大工程之一的坎儿井、「西游记」中热气腾腾火焰山、“人间

仙境”之称的喀纳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的那拉提、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中国

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畔的五彩滩、浓缩雅丹特征的乌尔禾魔鬼城、九曲十八弯的巴音

布鲁克、古称	“疏勒”有着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名城喀什。

新疆的美景彻底颠覆了我进疆前对新疆到处是荒漠和戈壁的认知，新疆不仅美，而且大美，

是波澜壮阔、粗犷豁达之美。如果不是三年援疆，我绝不会有如此深入的体验，新疆的美，摄人魂

魄，震撼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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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山 雪

天山积雪四季在，

博格达峰雪巍巍。
朔风夜卷南区楼，
一夜断枝行路卧。
皓月当空照天山，
银盘飞入红湖中。
喀纳湖边层林染，
额尔吉斯河蜿蜒。
禾木村庄炊烟袅，
可可托海钟山秀。
天山徒步风雪路，
峡谷幽深牛羊壮。
援干衣食乐无忧，
住行皆得新大爱。
风雪三载培新柳，
一带一路添春色。

三年援疆，得到了派出单位清华大学、受援单位新疆大学和自治区各级组织部门的关心、关怀与
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三年援疆，得到了爱人和孩子的大力支持，儿子初中读书三年，几乎没
有给他什么帮助，在中考和报志愿的时候，我都在新疆，从来没有因为爱人和孩子的个人问题回北

京。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奉献，我不可能圆满完成援疆任务，在此对他们默默的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衷心祝愿新疆的明天更美好，祝愿新疆大学越来越好，祝愿新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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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4000名代表齐聚一堂,群英荟萃,少长咸集,共商国家科技创新大计。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科技

盛会。

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1300多名领导干部,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中国科学

院4位学部主任关于国内外科技发展的报告,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其后10

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建立了学科齐全的科学研究体系、工业技术体系、国防科技体系、地方科

技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作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我国

迎来“科学的春天”。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号召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热潮。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科学技术

大会,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动

员全党全社会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号召我

国科技界奋力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盛会,就是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

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

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中央今年颁布

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大家责任重大、使命重大,

应该努力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标志着人类知

识增长的重大转折。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

历程。19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由机械化转向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前期,量子

论、相对论的诞生形成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继而发生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变革,基于新科学知识的重

大技术突破层出不穷,引发了以航空、电子技术、核能、航天、计算机、互联网等为里程碑的技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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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一些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难得机

遇,实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快速提升。

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

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

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

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近代以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我国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世界强国变为任人欺凌的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列强侵略、战乱不止、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的深

重苦难。在那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多少怀抱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人们报国无门,留下了深深

的遗憾。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

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

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肿瘤早期诊断标志物、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两

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三峡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

通信、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

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总体上看,我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正处在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

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同时我们要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

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出发点。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

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

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

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

必须有强大科技。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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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

谋划,加强组织,优化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

第一,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推动科技发展,必须准确判断科技突破

方向。判断准了就能抓住先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

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

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

综合判断,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日益增强。同时,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

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

很大差距。

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当今世界,新一

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

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

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

性重大技术变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

步伐加快,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使社会生产

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

抓科技创新,不能等待观望,不可亦步亦趋,当有只争朝夕的劲头。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

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

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

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第二,强化战略导向,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题。科技创新的战略导向十分紧要,必须抓准,以此带动

科技难题的突破。当前,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这里,我举几个例

子。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1万米,目前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

深度已达2500米至4000米,而我国大多小于500米,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

材料是制造业的基础,目前我国在先进高端材料研发和生产方面差距甚大,关键高端材料远未实现自主

供给。我国很多重要专利药物市场绝大多数被国外公司占据,高端医疗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成为看病贵

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创新药物研发集中体现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前沿新成就和新突破,先进医疗

设备研发体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与系统集成。脑连接图谱研究是认知脑功能并进而探讨意识本质的

科学前沿,这方面探索不仅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脑疾病防治、智能技术发展也具有引导作用。深海

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

面掌握关键技术。空间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动力,同时浩

瀚的空天还有许多未知的奥秘有待探索,必须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这样

的领域还有很多。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科技面向2030年的长远战略,决定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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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要加快推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

略制高点。

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

大学、创新型企业,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重大创新

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这是一项对我国科技创新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要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

抓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明确国家目标和紧迫战略需求的重大领域,在有望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

制高点,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主线,依托最有优势的创新单元,整合全国创新

资源,建立目标导向、绩效管理、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新型运行机制,建设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

一体的国家实验室。这样的国家实验室,应该成为攻坚克难、引领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同其他各类科

研机构、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新格局。

第三,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科学研究既

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努力,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不少领域大而不

强、大而不优。新形势下,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

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我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现在,我国低

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实

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

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

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所以说,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

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在

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

性发展。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亟需的科技问题,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

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发展不协调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我们要立足于科技创新,释放创新驱动的原动力,让创新成为发

展基点,拓展发展新空间,创造发展新机遇,打造发展新引擎,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提升发展整体效能,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实现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

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

抗拒。要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自觉以对规律的认识指导行动。不仅要研究生态恢复治理防护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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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而且要加深对生物多样性等科学规律的认识；不仅要从政策上加强管理和保护,而且要从全球变

化、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经济

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人才、是科

技创新能力。要增强我们引领商品、资本、信息等全球流动的能力,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增强参

与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规则制订的实力和能力,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在更广

泛的利益共同体范围内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发展。

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13亿多人民过上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日益上升,提高社会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健康素质对科技创新提出

了更高要求。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聚焦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等重

大民生问题,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

食品药品。要依靠科技创新建设低成本、广覆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体系。要加强普惠和公共科技

供给,发展低成本疾病防控和远程医疗技术,实现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普惠共享。要发展信息网络技术,消

除不同收入人群、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努力实现优质文化教育资源均等化。

第四,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

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

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

要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

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加强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要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

化,解决好实际存在的部门领导拍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等问题。要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

源配置方式,解决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财务管理方法管理科技资源等问题,优化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

研究、社会公益类研究的支持方式,力求科技创新活动效率最大化。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

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要改革科技评价制

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

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

化的主体。要制定和落实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各项政策,强化企业创新倒逼机制,加强对中小企业技术创

新支持力度,推动流通环节改革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引导企业加快发展研发力量。要加快完善科技

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

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动科技创新强大合力。要调整现有行业和地方的科研机构,充实企业研发

力量,支持依托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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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基础所在,也是科技创新人才的摇篮。要优化科研

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局。科研院所要根据世界科技发展态势,优化自身科技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

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重点加强共性、公益、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增加公共科技供给。研究型大学

要加强学科建设,重点开展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使目标导向研究和自由

探索相互衔接、优势互补,形成教研相长、协同育人新模式,打牢我国科技创新的科学和人才基础。

发挥各地在创新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形成国家科技创新合力十分重要。要围绕“一带一

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规划,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因地制宜探

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

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第五,弘扬创新精神,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科学技术是

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动。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

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要极大调动

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

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

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产生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尖子人才的重要基

础。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在创

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

马竞相奔腾。要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研判科

技发展方向的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勇于创

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要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科学精神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加

强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等模式,培养造就一大批熟悉市场运作、具备科技背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造

就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

容失败的氛围。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科研人员

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新人才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让他们各得其所。

在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

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

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要让

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防止瞎指

挥、乱指挥。要建立相应责任制和问责制度,切实解决不同程度存在的一哄而起、搞大拼盘等问题。

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

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希望广

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

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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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是我国科技大师荟萃之地,要发挥好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功能,组织广大院

士围绕事关科技创新发展全局和长远问题,善于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研判世界科技革命新方向,为

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准确、前瞻、及时的建议。要发挥好最高学术机构学术引领作用,把握好世界科技

发展大势,敏锐抓住科技革命新方向。“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科技创新,贵在接力。希

望广大院士发挥好科技领军作用,团结带领全国科技界特别是广大青年科技人才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建功立业。

中国科协各级组织要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

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定位,推动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科协组织建设,接长手臂,扎根

基层,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创新争先行动,促进科技繁荣发展,促进科

学普及和推广,真正成为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肩负起领导和组织创新发展的责任,善于调动各方面创新要素,善于发挥各类人

才积极性,共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凝心聚力。

各位院士,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

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从现在起到新中国成立100年只有30多年时间,我们

的前景十分光明,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我

国科技界追求真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勇担重任,勇攀高峰,当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排

头兵。

让我们扬起13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憧憬的风帆,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让中国这艘航船,

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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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服务中心党委、科技社团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扩大会议

（摘自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网站）

6月27日上午，学会服务中心党委、科技社团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中心主任、

党委副书记刘兴平，副主任、党委委员楼伟、朱文辉、徐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冯继谦，科技社

团党委副书记刘桂荣以及副处级以上干部、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参加学习，会议由中心党委书

记、副主任兼科技社团党委副书记刘亚东同志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科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了尚勇书记会上关于
科协系统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讲话精神，学习了王春法书
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专题辅导报告、科协系统深化改革方案落实和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等内容。

刘亚东强调，一是坚决贯彻党组会议精神，深入抓好改革落实，认真领会党组书记处的安排和
改革中的任务定位，将学习落到实处，各党支部要安排学习讨论，结合具体工作谈党员、党组织如
何发挥作用；二是面对中心承接任务越来越重、党组书记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步要加强党
的建设，加强作风建设，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会一课”要结
合工作实际，不能流于形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考核要体现在平时，只有结合
实际才能发挥成效。

刘兴平对党员干部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带头讲政治，把学习贯彻“四个意识”贯穿始终，每
个处室、每个人都要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二是要带头讲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系列讲话精神，做到学用一致、知行合一；三是要带头抓改革，把改革作为推动中心各项工作的基
本动力，当改革的实干家和促进派；四是带头抓落实，要以上率下、坚持不懈地大力整治“庸散懒
浮拖”现象，不折不扣地完成党组书记处赋予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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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出席“不忘初心跟党走” 
主题团日活动

9月11日下午，刚刚换届的中国科协机关团委举行“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组织机关

直属单位团员青年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畅谈学习体会。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中

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出席活动并与团员青年代表座谈。座谈由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机关党委书记王延祜主持，优秀青年典型、新一届机关团委委员等32名青年干部代表参加。

按照座谈会安排，新一届机关团委书记张奔放介绍了机关直属单位团员大会有关情况及机关团

委下一步工作思路。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信息员房瑞标，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中国

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综合处副处长王悦等13名青年干部代表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从不同视

角踊跃交流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思想感悟。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怀进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科协党组对团员大会取得成

功、对新一届机关团委委员当选表示祝贺。他表示，这样的主题团日活动是一种组织生活的创新，

是一次很好的党性教育。青年同志结合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和自身实践，通过比较不同

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讲述了有深度的思考、有力度的实践、有温度的服务，折射出

当代青年应有的时代责任和担当。

怀进鹏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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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这是一个科技革命改变世

界格局的竞争时代，快进是进、慢进则退、不进则亡，只有依靠科技工作者，支持他们施展才华、

勇攀高峰，才能使国家在新的一轮产业变革和社会进步当中实现跨越式发展。青年是人生的黄金时

期，希望广大青年作为今天共筑中国梦的实践者和未来实现中国梦的见证者，主动肩负起这个伟大

时代赋予的使命，不断在服务科技工作者中历练自己、在学习科技知识中升华自己，将学习作为一

种生活方式，将实干和奉献作为工作态度，将创新作为习惯养成，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实现人生

价值。

怀进鹏强调，新一届机关团委要在机关党委、中直团工委的领导和指导下，崇尚实干、勇于

担当，以远大理想和为民情怀凝聚广大青年，激发朝气、士气、志气，共同为落实中国科协的发展

目标贡献青春力量。一是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组织广大青年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党的号召和国家的要求作为团的中心任务落实到位，为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众心向党、锐意创新、气正风清的良好氛围。二是坚持服务大局，建好科

技工作者之家，在团结、引领、服务科技工作者和广大青年的实践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着力提

升“四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加强自身建设，注重提高自身的业务和能力水平，努力知世情、

识国情、懂科情、做事情，在“四服务”和创新争先过程中建功立业。怀进鹏强调，青年兴则事业

兴。机关党委和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发挥“党建带团建”作用，支持团的工作，支持青年发展，为

青年锻炼成长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探索路径，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工作中培育人才，在事业中

凝聚人才，支持年轻人脱颖而出。

中国科协办公厅主任任福君、组织人事部部长王守东、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志刚参加活动。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31

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暨2017年仿真大会
谷歌Alpha	GO战胜国际棋手，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不断给我们带来惊

喜，未来人工智能应用在其他学科领域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更先进的技术和惊喜？中国仿真学会将

于2017年10月14~15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人工智能与仿真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论坛暨

2017年中国仿真大会”。本次大会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国仿真

学会及浙江工业大学联合承办。本次大会主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平院士

担任。大会汇聚顶级人工智能与仿真专家，带来多场权威主题报告，将带你领略最前沿的成果，同

时也将带你聆听最权威专家的行业解读。

……………………… ※ 大 会 亮 点 ※ ………………………

       ·带头人齐聚权威分享人工智能与仿真的创新发展
汇聚行业权威专家，学者现场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关键领域的学术进展及最新研究成果，人工智

能与仿真学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智能CAD和计算机美术领域的开
拓者之一潘云鹤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仿真计算机系统、系统寻优、数字仿真软件、分
布仿真、现代集成制造系统总	体技术、并行工程与虚拟制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李伯虎院士等，国内
外数名业内权威专家组成的最强讲师阵容将为我们带来《从基于仿真的学科和信息物理自治系统,谈
智能导向的仿真技术的挑战》，《智慧仿真：为工程、工业和社会服务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高
速公路交通流的建模、仿真和运行》，《面向多智能体建模的高性能并行离散事件仿真引擎及其性
能测试方法》等国内外高规格，最前沿，学术主题报告。
       ·青年英才论今日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新领域

工智能发展迅猛，应用场景越来越开放，势必会带给当代青年关于自我能力挑战。遇到炙手可
热的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讲师、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5-2017
年度项目扶持人才段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6-2018年度项
目扶持人才陆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6-2018年度项目扶持
人才、国际建模仿真学会“青年仿真科学家奖”获得者赖李媛君，四川理工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协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6-2018年度项目扶持人才吴树林，带来现代青年专家对人工智能与仿真应
用的诠释，与大家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并对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未来进行深入讨论。
       ·群英汇聚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仿真未来发展

生活中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应用在大数据与公共卫生，人体仿真与虚拟医
疗等逐多领域。由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未来交通”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吴建平教授，带来以交通建模与仿真主题的
专场报告。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展和复杂化，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为此，大
会组委会不仅特别邀请权威专家发表主题报告，更策划多场开放式专题研讨会，数十名专家共同探
讨人工智能与仿真应用里的困难，一起互动交流，通过产学研多方的通力合作冲出突围，迈向智能
科学的制高点。

在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背景下，就人工智能与仿真的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科研
人员如何制定学术和科研目标展开课题讨论。为国内外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工作者提供一个交流与
共享的平台。这将是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领域的一场盛会。

学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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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特邀报告人：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智能CAD和计算

机美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李伯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仿真学会前任理事长，曾任北京计算机应

用和仿真技术研究所所长；北京仿真中心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

动化学院院

Axel	Lehmann

Ful l 	 Professor 	 (Univ .Prof . ) 	 for 	 In format ics 	 Univers i ta t 	 der	

BundeswehrMunchen,	Germany.

MarkosPapageorgiou

希腊克里特工业大学教授，交通运输领域

AgostinoG.Bruzzone

热那亚大学教授，DIME的全职教授，仿真领域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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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豁生	

艾塞克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

李耘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系统工程教授、东莞理工学院海外特聘教授

王坚

阿里巴巴集团担任首席技术官，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

张柯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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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席：

吴建平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未来交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段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讲师、学术

技术青年骨干，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5-

2017年度项目扶持人才

陆峰		

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于2013年毕

业于东京大学，获信息科学博士学位，获评青年千人，中国科协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6-2018年度项目扶持人才

吴树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2016-2018年度项目扶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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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技术科普展示”是以“超现实体验、多感知互动、跨时空创想”为主题面向社会公众虚

拟技术科普展示将定于2017年10月14∽15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1.	展示时间：2017年10月14∽15日

2.	展览地点：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三层大堂过渡厅

3.	展位费用：

标准展位（3m*3m）：会员单位：￥3000元

非会员单位：￥5000元

展位说明：本次展览以面对大众和科技工作者展示为主的科普

展览，不接受大型设备进驻，请尽量以电脑或者方便搬运的小

·会议费：非会员				￥1200元/人

					会员/学生				￥1000元/人

						学生会员					￥800元/人

会议费包含程序册、文集、餐费

·会议地点：

1)	 杭州瑞丽江河汇酒店（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之江路1299号）

					13日晚：常务理事会、理事会（云江厅）

2)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353号）

					14日：“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大会场（301会议室）

					15日：中国仿真大会分会场（302会议室、401∽404会议室）

·会务组联系方式：

1.	 联系人：赵罡

2.	 联系电话：010-82317098、010-82310612

3.	 邮		箱：cassimul@vip.sina.com

赖李媛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博士学位，中

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6-2018年度项目扶持人才获国

际建模仿真学会“青年仿真科学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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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桂召开

2017年09月23日

9月22-23日，由中国仿真学会承办、国防大学协办，以“认知仿真：理解和管理复杂系统的终

极方法？”为主题的第121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广西桂林举行。本期沙龙由国防大学胡晓峰教

授、中科院王飞跃研究员2位科学家领衔，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有关机构的27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沙龙活动。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经验直觉捕捉是否是复杂系统建模的特殊模式”“神经元网络是否是复

杂系统模型的特殊表达形式”“可进化是否应是智能认知模型的固有属性”	“智能认知模型的进化

会不会突破人类容忍的极限”等四个主题，进行了是深入与广泛的交流讨论。沙龙活动具有三个方

面主要特点：一是会议专家学科领域交叉广泛，覆盖复杂大系统管控、军事指挥决策、脑科学研究

以及科技哲学等多个学科背景；二是高度重视吸收培养中青年专家，具有本领域长期研究实践和创

新思想的40岁以下专家超过40%，为人才发展提供了学术舞台；三是形成了多个原创性观点，会议

在开放、自由、宽松的气氛中进行，就认知建模、模型表达，以及模型进化等方面反复探讨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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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很多新观点新思想。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形成的文集将在会后进行整理，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正式出版。

中国科技报、中国科技导报等媒体对会议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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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会在北航召开

2017年7月18日上午8:30，2017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

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评奖委员会主席胡晓峰教授主持，评奖委员会成员黄安祥高工、

李光辉副教授、汤铭端研究员、吴云洁教授、徐宗昌教授、杨明教授、周泓教授及周国民研究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参加了会议。

会上，胡晓峰教授简要介绍了2017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征集情况。截至2017年5月20

日，共收到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工程大学、清华大学、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总体设计部及重庆大学推荐的7项申报材料，其中申

报科技进步类4项、技术发明类1项、自然科学类2项，所有项目均申报一等奖。学会于2017年6月8日

至6月14日在网站进行申报公示且无异议。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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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7个项目组依次进行了项目答辩，评审专家根据答

辩情况及申报材料进行认真讨论之后进行了两轮投票，最终确定拟授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上网

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公布获奖名单。

答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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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国环境建模与仿真技术学术交流会顺利召开！

2017年8月26	-27日，由中国仿真学会环境建模仿真专业委员会、中国体视学学会虚拟现实与仿

真技术分会联合主办，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承办的2017年全国环境建模与仿真技术学

术交流会在美丽的郑州召开。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高俊院士、孟繁浩副校长、地理空

间信息学院张卫强院长，环境建模仿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龚光红教授、副主任委员万刚教授等出

席开幕式。孟繁浩副校长、龚光红教授致词，会间会议代表合影留念。

在万刚教授的主持下，会议围绕环境数据获取建模与应用、联合仿真训练、复杂大气环境重构

与应用、数字地球+以及产业化应用等方面进行了6个精彩的大会报告，深度展示了复杂环境建模与

仿真技术研究成果及其相关应用的最新成果，展望了未来技术和应用的发展方向。

会议期间，南京睿辰欣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航天星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信息工程大学

的技术人员对环境仿真方面的应用系统进行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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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个分会场对参会论文进行分组讨论。参会人员对各自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精彩的报告，通过

深入的交流激发新的思维火花，充分体现了本次会议交流、创新、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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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分会场评委评分，会议选出了10篇优秀论文，在会议闭幕式上颁发了证书和奖励。

8月27日上午,在万刚教授的邀请和组织下,参会人员参观了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该院遵循"

以军带民，以民促军，军民融合，协同发展"的原则，依托信息工程大学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成

果、人才,实施"军转民"、"民参军"，加速科研成果形成生产力和战斗力。在研究院大项目部张刚主

任的带领下，与会人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斗导航定位、网络空间安全、（光）网络通信、测绘遥

感、智慧城市、大数据与高性能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多项成果，体验了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

理论术研究和应用系统的深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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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生命系统建模仿真暨可持续能源与环境中的智能计算
国际学术会议

由中国仿真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IEEE	SMCS	Technical	Committee	on	Systems	Biology和IEEE	

CC	 Ireland	Chapter联合主办，上海大学、英国女王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等联合承办的

"2017生命系统建模仿真暨可持续能源与环境中的智能计算国际学术会议(LSMS	&	ICSEE	2017)将于

2017年9月22至9月24日在南京举行。	本次会议共收到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625篇论文，经过严格审

稿后，最后有220篇论文被录用，并在国际著名的Springer出版社出版的《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上发表，将全部被EI检索；另有超过50篇的优秀论文被推荐到国际SCI期刊

上发表。这些论文内容广泛，涉及到生命系统建模与仿真的计算方法、人工智能与智能计算及其应

用（包括可持续能源与环境）等24个专题。	LSMS系列国际会议始于ASC'2002	&	ICSC'2002中的专题

会，在中国系统仿真学会大力支持下，经过2年努力，2004年正式成立了生命系统建模仿真专业委员

会，并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首次召开了LSMS国际会议和国内会议，之后每3年一次，分别在2007年

（上海）、2010年（无锡）和2014年（上海）成功举行LSMS国际会议。特别是2010年由英国女王大

学承担的"可持续能源及建筑"(Sustainable	Energy	and	Built	Environment)科学桥项目推动下（项目合作

伙伴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14所大学、著名研究所及大型企业），

上海大学、英国女王大学、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四家合作伙

伴进一步联合成立了"能源与自动化联合实验室"，并首次开创和加入了ICSEE系列国际会议。以往

LSMS	&	ICSEE系列会议的网站受到了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累计点击量超过30万人次。特别是LSMS	

&	ICSEE系列会议在Springer出版的论文集有很高的下载量，据统计在Springer同类出版物中，这些论

文集的下载量都在前25%之内。	LSMS	&	ICSEE	2017国际会议的召开为国内高校师生提供了一个与

同行专家、学者及行业工程师直接交流的宝贵机会，对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也是一次促

进，并且增强了国内大学与世界各国著名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交流。另外也为国内生命系统建

模与仿真暨可持续能源与环境中的智能计算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最新发展态势的

窗口、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信息交流平台。使国内专家、学者及时掌握了生命系统建模与仿真中的

计算方法和人工智能与智能计算及其应用（包括可持续能源与环境）领域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动态，

同时也展示了中国从事系统仿真研究及应用的专家、学者及广大科技工作者近几年来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及其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信这必将进一步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国内仿真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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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算法专业委员会

“第十五届全国微分方程数值方法暨第十二届全国仿真算
法学术会议”简报

由中国仿真学会仿真算法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五届全国微分方程数值方法暨第十二届全国

仿真算法学术会议”于2017年8月15-18日在海南大学召开。全国微分方程数值方法暨全国仿真算法

学术会议是由中国仿真学会仿真算法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系列全国性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促

进我国微分方程数值方法和仿真算法及其应用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

来自全国62个高校、科研单位的145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Martin	 Stynes教授、李寿佛教

授、洪佳林研究员、赵卫东教授和王雨顺教授做了大会报告，54位学者和研究生做了分组报告。

会议报告精彩，讨论热烈，学术气氛浓郁。由评选委员会评定了6篇青年优秀论文，并在闭幕式上

进行了颁奖。

会议出版了论文集，收录论文摘要59篇，涉及微分方程数值方法和仿真算法理论及应用的多个

方面，包括：随机计算、分数阶微分方程数值方法、保结构算法、泛函微分方程数值方法、计算流

体力学、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建模与仿真等，展示了国内在一些前沿热点计算问题和国家重大需

求中的计算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会议期间，召开了仿真算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

优秀论文的推荐名单；初步确定了2018年专业委员会专题会议、2019年第十六届全国微分方程数值

方法暨第十三届全国仿真算法学术会议的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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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仿真系统专业委员会“2017年

仿真技术学术交流会”
2017年8月25日，中国仿真学会航空航天仿真系统专业委员会、仿真计算机与软件专业委员会、

仿真方法与建模专业委员会、建模与仿真标准化技术专业委员会在风景如画的雁栖湖畔共同主办了

“2017年仿真技术学术交流会”。

来自航空、航天、船舶、电子等工业部门，海军、空军、火箭军研究院，以及大专院校共计百

余位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大会由航空航天仿真系统专业委员会熊新平主任致开幕词，	中国仿真学会刘金副理事长代表学

会到会祝贺，他对大会论文的深度、广度和学术水平予以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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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仿真技术学术交流会以先进仿真理论与建模、分布/并行仿真技术、智能系统建模与仿真

方法、仿真系统VV&A与可信度评估技术和体系对抗仿真及评估技术为主题，共录用会议论文百余

篇，充分展示了近几年仿真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

本次学术交流大会的胜利召开，为国内仿真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合作与科学研究提供了交流平

台，展示了我国在仿真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为共同推动我国先进仿真技术的发展发挥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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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7日，由中国仿真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智能人机交互领域前沿追踪研究”学

术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举行。

沙龙由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夏时洪研

究员主持。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刘圣军教授，青年工作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邓小明副研究员，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肖

伯祥副研究员，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林副研究员等人分别做了

学术报告。

此次研讨会主要围绕“智能人机交互”，分别讨论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交

互、语音交互、眼动交互、手势交互、脑机交互等智能人机交互技术，并讨论了这些技术的专利和

产业布局情况。

中国仿真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沈旭昆教授，

中国仿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唐贻发研究员，中国仿真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周国民研究员，中国仿真学会理事、浙江大学计算机辅

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金小刚教授等与会专家做了精彩点评，并给出了建设性的研究建

议。

青年工作会员会“智能人机交互领域前沿追踪研究” 
研讨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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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环境建模与仿真专委会会议通讯

中国仿真学会环境建模与仿真专委会于2017年8月25日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

程大学会议室举行了专委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专委会主任龚光红教授，副主任张鸿喜所长，许丽

人研究员及其他到会委员。	

首先对专委会新近增聘的四位委员进行个人情况介绍，并由龚光红教授代表中国仿真学会颁发

了聘书。

接下来会议回顾了2016-2017上半年的工作情况，认为专委会较好地完成了2016换届会议上提出

的各项任务安排，符合总体预期。会议提出，应充分利用专委会平台职能，发挥学术交流工作组、

组织发展工作组、科普工作组、奖励与科研合作工作组，这4个工作小组的作用，加强各委员单位之

间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深度，促进领域基础理论、技术方法以及工程应用的发展。	

会议进一步传达2017年中国仿真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2017年学会分支机构主任会议的相关内

容，进一步强调学会分支机构评估考核制度，要求各位委员对会员发展、学术交流、科普与技术咨

询服务、业界动态资料反馈等关键考评指标着重落实。参会的各位委员对专委会的发展和如何落实

总会对专委会的各项要求，进行了自由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最后所有参会的专委会委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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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青年工作会员会“农业模型研究与应用” 
学术沙龙成功举办

2017年9月12日，由中国仿真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智能控制创新团队联合主办的“农业模型研究与应用”学术沙龙在国家农业图书馆学术咖啡厅举

行。沙龙由中国仿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周国民研究员主持。中

国仿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唐贻发研究员，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青年

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夏时洪研究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

所曹宏鑫研究员作为与会专家参加了本次沙龙。此外，来自各科研单位约60余位研究人员和研究生

参加了沙龙。

此次沙龙主要围绕	“系统模型与算法”、“农业模型发展与分析”等议题展开研讨和交流。

与会专家分别就以上议题做了专题发言，会上，唐贻发研究员介绍了模型与算法的概念与涵义，并

借助具体应用实例展示了不同模型与数值模拟的效果。曹宏鑫研究员详细介绍了农业模型的作用、

分类、评价以及国内外研究进展，并结合油菜和水稻模拟模型研究工作，介绍了作物模型的具体应

用。夏时洪研究员针对讨论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此为基础，与会人员积极发言，各抒

己见，围绕模型构建中农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作物模型在区域产量预测上的

前景、石榴雌花数目与品种和环境量化关系模型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整个沙龙交流期间，既有针锋相对的辩论，同时又能紧扣主题。通过充分的讨论交流，与会人

员对系统模型算法及其农业应用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次沙龙活动从不同视角进行交流碰撞，

激发了新的思想火花。通过争辩质疑，开展思想交锋，让认识更为清晰，充分体现了青年科研工作

者求真务实、敢于争辩、勇于质疑的科学精神。本次沙龙充分吸纳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的观

点立场，对农业模型热点难点问题的提炼准确、有深度，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将会对未来农业建模仿真研究与应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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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联专委会应邀作为厦门国际虚拟现实与

增强现实及智能装备博览会支持单位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深入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机

器人、虚拟现实等新经济产业，促进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与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厦门

国际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将于2017年3月24-26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习近平主席在杭州G20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

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	

厦门，作为福建省内辐射能力最强、经济水平最高、经济质量最好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核心城

市、国家创业创新十强城市，正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重点发展数字信息、智能装备等新经

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飞速发展，社会需求旺盛。

“厦门国际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得到了国际增强现实协会（International	

Augmented	Reality	Organizatio）、中国仿真学会智能物联建模与仿真专业委员会、中国虚拟现实产业

联盟、中国增强现实产业联盟、韩国机器人协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会展研

究分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同期将举办“国际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峰会”，将邀请美国、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国知名机

构、商协会、领军企业、专家学者做主旨演讲，把脉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发展现状，发布最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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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与发展趋势，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世界各国参会代表将达1000余人。

本届展会以市场为导向，顺应我国虚拟现实市场和智能装备市场的发展趋势，展示我国最革新

的虚拟现实和智能装备相关科技成果，并展开业内技术交流与贸易合作，展会将邀请2万名虚拟现实

与智能装备产业领域的从业人员、企业大佬、专家学者、经销商、采购商和代理商;福建当地乃至全

国“虚拟现实”“智能穿戴”发烧友;娱乐至上、追求独立、喜欢创新创业的90后，偏好智能家居、

追求品味生活的时尚青年;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华侨大学等知名高校精英。

2016国际仿真大会暨首届世界仿真技术应用展览会在京召开

2016年10月8-10日，2016国际仿真大会暨首届世界仿真技术应用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

重召开。

	

2016国际仿真大会经中国科协批准，由中国仿真学会、亚洲仿真联盟及国际建模仿真学会联合

主办，主题为“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的理论、方法、工具与应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李伯虎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虚

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赵沁平院士，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项昌乐书记，教育

部科技发展中心李志民主任，亚仿联盟主席Yun	Bae	Kim教授，国际建模仿真学会前主席张霖教授，

日本仿真技术学会主席Satoshi	Tanaka教授，新加坡仿真学会Gary	Tan教授，马来西亚仿真学会M.	D.	

Yahaya教授，国际建模仿真学会副主席Agostino	G.	Bruzzone教授，国际建模仿真学会前任主席Axel	

Lehmann教授，日本仿真技术学会前主席Osamu	Ono教授，中航双兴科技有限公司戴岳董事长，载人

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周雁飞，航天系统重点实验室熊新平主任等嘉宾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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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共收到来自15个国家共649篇投稿论文，录用267篇，由Springer出版并被EI收录，30篇优秀

论文将推荐至国际期刊发表。

10月9日，7位中外专家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使与会者受益匪浅。10月10日，根据仿真领域的

各个研究方向，组织了包括建模与仿真理论与方法、模型工程、高性能计算与仿真、智慧城市建模

与仿真、智能制造仿真、军事仿真及仿真应用中的云技术等的分组讨论和专题论坛，促进了中外仿

真科技工作者进一步的交流与沟通。

同期举办的首届世界仿真技术应用展览会，经商务部批准，由中国仿真学会主办，主题为“仿

真推动创新，虚拟探索未来”。北京中航双兴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辰星创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仿真中心、南京华讯方舟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航天科工仿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60余家单位参加了展览，展

示了军事训练仿真、虚拟训练平台、脑电波控制的轮椅式机器人、火灾模拟VR小屋、沉浸式交互

系统设计与集成、航天军工大数据可视化系统、汽车仿真驾驶舱、大型客机飞行模拟综合程序训练

器、基于VR的登月系统、城市动态交通仿真平台、数字头颅的解剖与虚拟仿真等一大批高科技仿真

和虚拟现实装备。展览会参展面积近10000平米，参观观众达到7000人次。

这是中国仿真学会首次尝试在召开国际会议的同时举办大型展览会，学会将总结经验，巩固工

作基础，逐步扩大学会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来源：中国仿真学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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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 Analytics Tools for Industrial Monitoring Systems

Tongwen Chen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In operating industrial facilities, alarm systems are configured to notify 
operators about any abnormal situation. The industrial standards (EEMUA and ISA) 
suggest that on average an operator should not receive more than six alarms per hour. 
This is, however, rarely the case in practice as the number of alarms each operator 
receives is far more than the standard.  

There exist strong industrial needs and economic benefits for better interpreting and 
managing the alarms, and redesigning the alarm systems to reduce false and nuisance 
alarms, and increase the alarm accuracy. In this talk, we plan to summarize our 
recent work in this new area, targeting a quantitative and data based approach, called 
“alarm analytics,” and presenting a new set of tools for alarm visualiz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and rationalization design, thereby to help 
industrial processes to comply with the new standards. Topics to be discussed 
include  

How to present alarm information from a unit/plant/area? 
How to quantify and improve alarm accuracy and alarm chattering?  
How to study and cluster historical alarm floods?  
How to capture connectivity and causality from process and alarm data?   
What is recent development on advanced alarm monitoring? 

The tools have been tested with real industrial data and used by process engineers in 
Canada and elsewhere. 

Tongwen Chen is presently a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Edmonton, 
Canada. He received the BEng degree in Automation and 
Instrumentation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in 1984, and 
the MASc and PhD degre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1988 and 1991, respectivel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uter and network based control systems, 
event triggered control, process safety and alarm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the process and power industries. He has served as 

an Associate Editor for several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clud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Automatica, and Systems and Control Letters. He is a Fellow 
of IEEE, IFAC, as well as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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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Approaches to Estimation, Control and Localization 

Minyue Fu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 In many applications, a network of autonomous agents holds eminent 
promises to achieve a desired level of performance, capability, robustness, and 
efficiency beyond what a single agent can achieve. However, to be advantageous, 
multiple agents have to work in an coordinated and synchronized manner. This talk 
considers a network of agents (or sub-systems) and seeks a distributed algorithm to 
steer the agents so that a global objective is achieved. Three distributed optimization 
problems will be discussed, namely, distributed estimation, distributed control and 
distributed localization. Firstly, we will study the weighted least squares (WLS) 
estimation problem for a networked system and offer a fully distributed algorithm 
for optimal WLS estimation. This algorithm is then extended to distributed average 
consensus and distributed Kalman filtering for networked systems. Secondly,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control for networked multi-agent systems. We will 
present a new approach for 2-dimensional and higher dimensional formation.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will be given in terms of a new type of graph 
connectedness, called rooted connectivity. A linear distributed control law will be 
provided using relative position measurements on the local frames attached to the 
agents. Finally, we will study distributed localization problems for a network of 
sensors where relative measurement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neighbouring sensors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hysical locations of individual 
sensors. Several distributed solutions will be discussed. 

Minyue Fu received the B.Sc.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China, in 1982, and the M.S. and Ph.D. degre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adison, WI, USA. in 1983 and 1987, respectively. From 1987 to 
1989, he w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Wayne State University, USA.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in 1989, where he is a Chair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 has 
been Visiting Professors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USA,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and Tokyo University, Tokyo, Japan. He has held ChangJiang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Qian-ren Professorship 
at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and Qian-ren Professorship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He has been an Associate Editor for the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Automatica, 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 and 
the Journal of Optimization and Engineering.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ntrol systems, signal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s. His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e networked control systems, distributed control, smart electricity 
networks, and super-precision positioning control systems. He is a Fellow of 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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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于CG(计算机图像)领域，致力于为不同行业客户提供基

于数字图像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主营业务为利用电子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技术，为客户提

供数字图像的创意设计、制作和软硬件集成服务，满足其在宣传展示、沟通、娱乐及专业应用等方

面的需求。

水晶石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热心赞助商、北京2008年奥运会图像设计服务供应商、

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影像制作运营项目总承包商、上海2010年世博会指定多媒体设计服务

商、伦敦2012年奥运会数字图像服务供应商、2014年南京夏季青奥会数字图像服务独家供应商、

2022年北京冬奥申委数字内容及互动体验展示供应商。	

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VLab团队，是水晶石公司内部专业研发VR与AR技术的团

队，团队有核心成员10人，包括引擎开发工程师、IOS开发工程师、三维建模师、美术、策划。VLab

将VR与AR技术应用在了众多领域，包括文化文博、科普节目、体育模拟和工业装备；同时与故宫、

敦煌、吴哥窟等众多文化资源形成了长期的合作。

	 VLab团队经过多年VR／AR技术的研发，已经形成了多个成熟的内容与展项：

1）文化文博：与故宫合作的“畅游故宫养心殿后殿VR”、“故宫佛像观赏VR”和“体验故宫

体顺堂VR”；

2）科普节目：米开朗基罗文化展多个VR展项：“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绘制VR”、“创世纪演

绎”、“大卫的表情”；航天科普展节目“嫦娥奔月”，讲述了嫦娥三号发射、绕地、绕月飞行、

着陆月球的整体过程；冰雪科普知识节目系列，共设计了6个冰雪相关科普节目，从微观到宏观，多

角度解析冰雪知识。

3）体育模拟：自主研发了“双板滑雪模拟器”和“单板滑雪模拟器”，并生产了“高山滑

雪”、“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等多个VR数字内容，通过内容和模拟器的结合，实现体育

模拟。

4）工业装备：以VR和AR的方式实现了工业装备的讲解，包括与航天科工合作的“大型发射机

SW100H的VR讲解”和与航空业合作的“引擎AR讲解与展示”。

团体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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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联系统专题编者按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物联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工业4.0的推广
和应用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本期通讯针对智能物联系统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在复杂网络、多智能
体、建模与仿真、物联网、机器人等几个关键领域的应用，从智能系统学报、控制理论与应用、通
信学报、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以反映智能物联
系统最新研究进展。

《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综述了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研究现状和方向。介绍了混合均匀有
限人口中随机演化动力学问题，给出了与确定复制方程的相互转化关系。介绍了小世界、无标度等
复杂网络上演化博弈的研究结论，给出了复杂网络上演化博弈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复杂网络上的群体决策》以观点动力学研究中的几种基本模型为基础，讨论了小世界、无标度
等复杂网络上观点动力学的研究结果，指出了复杂网络上群体决策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应用前景。

《多智能体系统能控性研究进展》结合智能体自身动力学与邻居交互协议，从拓扑结构角度对
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进行分析阐述。对结构能控性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对能观测
性、可镇定性和复杂网络能控性等相关问题进行阐述。给出了可能的研究方向。

《线性系统同时镇定的几个公开问题》对线性系统同时镇定研究中著名的“法国香槟问题”和“比
利时巧克力问题”，从数学理论和数值计算两方面，总结了它们对应参数迄今为止文献中的最好结果。

《常用基本不等式的机器证明》借助不等式证明软件BOTTEMA，对若干常用的基本不等式成功
的实现了机器证明。机器证明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是已知结果的推广，其方法本身对同类不等式有
示范性，更多的例子表明了该算法和软件的有效性。

《关键基础设施体系建模与仿真研究综述》在详细研究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对关键基础
设施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依赖关系的定义、分类和模型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对其建模与仿
真的主要方法及其优缺点。

《新型作战空间建模仿真实践探索与体会》通过在网电空间、太空域和社会域等新型作战空间
的建模仿真探索，认为新型作战空间建模仿真应该更多地关注网络化的空间环境建模、信息域实体
与行为建模以及体系化的战争综合效果建模等问题。

《无基础设施WiFi室内定位算法设计》设计了一套基于信号强度RSS的无基础设施定位算法。
无需借助任何其他的基础设施，只利用WiFi；改进了基于RSS定位时的匹配算法，提高了定位准确
度，算法适合服务商在特定地点提供定位服务。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设计与实现》利用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来采集家居内的环境、设备及
人员信息。该系统可实现海量数据的存储、方便用户操作，还可与互联网上的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制造物联的内涵、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通过分析现有制造模式，给出了制造物联的定义与
特征；探讨了制造物联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分析了制造物联与智能制造和云制造的关系，并展望
了制造物联未来的发展前景。

《云机器人的研究进展》详细分析了云机器人的技术基础，对国内外基于云的机器人服务平台和
研究项目与应用进行了综述。分析了一种较为通用的云机器人系统框架模型，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面向物联网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综述》从技术层面阐述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与物联网之间的相互
关系，总结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各项关键技术，说明了无线传感器网络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边缘计算概述》对近几年快速兴起的边缘计算技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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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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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能系统学报）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82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83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84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85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86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87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88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89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90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91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92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93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94



第	2	期　2017	年	9	月

95

（资料来源：智能系统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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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学期刊   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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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能系统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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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系统仿真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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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自动化与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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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自动化与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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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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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计算机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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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电子与信息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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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美国人回顾十大重要的脑科学研究

科学家兼作家Lyall	Watson曾经说过：“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大脑。”在人类的头颅中上亿个不断

发出电信号的神经元组成密密麻麻的网络，已经困扰了科学家几个世纪。然而，近10年来，人们对

这个神秘器官的认知迅速增长。诊断和分子技术的巨大发展已经揭开了一些大脑的奥秘，科学家正

开始解析这些重大发现，并用于对应日常行为甚至疾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科学家Michael	

Stryker表示：“现在的神经科学已经变得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对于5年前退休的同事们来说真是太

遗憾了。”《科学美国人》MIND专版回顾了重要的10个脑科学研究，以及它们的重大贡献。

1. 神经遗传学

20年前，为了诊断神经系统疾病，医生会采用既昂贵又对大脑有侵入性的手段，比如脑扫描、

脊髓穿剌和活体组织切片检查。有些父母担心自己携带的遗传疾病会传给孩子。如今，许多退行性

疾病、癫痫和运动障碍都能通过快速简易的血液检查得到筛查。这得益于2001年完成的人类基因组

图谱，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掀起了一波新型测序技术的发展浪潮，科学家由此推进了对导致神

经和精神异常的人类遗传途径的认识。

	
图1  为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人类基因组展览

其他的研究虽然还没有能够衍生出诊断神经疾病的方法，但却为人们深入了解神经机理，从而

解决诸多未解难题打开了重要的大门，科学家已经在精神分裂症、阿兹海默氏症、抑郁症和孤独症

技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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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疾病患者血液中追踪到少量异常DNA。未来，快速识别疾病相关基因将改变诊断和治疗脑部

疾病的方法。

2.大脑图谱

2000年初，为了完成认识人类大脑工作机制的伟大目标，慈善家Paul	Allen召集了一群专家。

2003年，在HGP完成不久后，他们组成了位于西雅图的艾伦脑科学研究所，开始绘制小鼠大脑中的

基因活性区，并将成果汇集成在线数据库（或图谱）。目前数据库也包括了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

物的数据。不受限制而且详尽的基因活性图谱有助于研究人员设计出各种遗传工程小鼠，表达特定

细胞类型或基因，这些基因与某些疾病或行为相关。现在，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继续建立各种图谱，

它最近推出了一个10年计划，不仅要研究特定基因被激活的位置，还要研究这些遗传线路如何将浩

瀚信息输入大脑。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倡议的大脑计划（White	House	BRAIN	Initiative）的主要参与

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刚刚批准了870万美元研究经费，用于绘制小鼠和人类大脑中的神

经连接。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改变研究脑部疾病和障碍的方式。

	
图2  为运用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的脑图谱软件虚拟跟踪技术，得到的大脑皮层3D俯视图

3.大脑可塑性

Stryker说，科学家长期认为成人的大脑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器官。就在15年前，他们还认为，大

脑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可塑性极强，此后改变不大。虽然在生命初期大脑具有最强的可塑性，“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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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中，科学家真正开始认识和利用成人大脑可塑性，”Stryker指出。Lumosity等公司开发的大

脑训练软件和任天堂公司开发的“轻松头脑教室”游戏，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奥普拉杂志》

（Oprah	magazine）也发表文章，探讨如何“提高”你的大脑让它更“聪明”。NIH的高级研究员R.	

Douglas	Fields认为，更好的成像技术和荧光标记细胞新方法的出现，使科学家能够在大脑学习新的

信息之时对它进行研究，他说，“能观察到实验动物脑细胞的活动就能揭示了可塑性的机制”。

4.大脑导航的秘密

长久以来，科学家们都在苦苦思索人们天生的认路能力的机理是什么，而直到1971年，伦敦大

学的John	O’Keefe教授的突破性进展为这项研究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他在动物的海马体，一个和

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大脑区域，发现了所谓“定位细胞”，该细胞只有在动物处于某个特定的地点

才会产生神经冲动，在其它的地点就不会。通过这个发现，John成功地揭示了人类能够拥有空间辨

别能力的神经学原理。

而在2005年，来自挪威科技大学的May-Britt	和Edvard	Moser夫妇在“定位细胞”附近的大脑皮

层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空间位置细胞——“网格细胞”。这两位科学家在研究小白鼠在盒子里运动的

神经电活动时，意外地发现如果把大脑中被激活细胞的位置记录下来，会出现一个网格形状。这种

“网格细胞”使大脑能像导航仪一样实时地追踪动物的位置信息。“网格细胞”和“定位细胞”

共同运作，使得动物拥有定位能力。“这项发现是有史以来人类在大脑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

一，”华盛顿得克萨斯州医学院地神经生物学博士James	Knierim在2007年环球科学杂志MIND板块这

样评价。在今年10月，这三位科学家被共同授予了2014年度诺贝尔医药学奖。

5.有趣的记忆

大脑的一大神秘之处是，人们仍然无法准确说明记忆是什么，神经回路如何储藏特定的回忆。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记忆的限制，科学家收获颇丰。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学者André	

Fenton认为，记忆不一定像白纸黑字写进我们的大脑，不容更改，而像刻在粘土板上，每一次回忆，

就像用手指在粘土板划过，原有的字迹慢慢模糊。正在进行的生命活动导致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而改

变。

此外，思维定式和情绪可以影响人的注意力和记忆。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些实验化学制剂，注

射后可干扰记忆形成蛋白，消除某些不适感觉，比如吸毒者对毒品的欲望。研究人员甚至设法诱骗

小鼠形成完全虚假的记忆。记忆的形成和回忆是一个逐步发展、激活和可塑的过程，涉及大脑许多

不同部分的工作，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探明完整的复杂机制。

6.诊断进展

在过去的十年，一些以连接心身为目的的治疗技术获得了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认知行为疗

法（CBT），这种谈话疗法用于研究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行为，提出对策，阻止不良信念。美

国马里兰州一名临床心理学家Mary	Alvord介绍，CBT在20世纪60~70年代首次出现，主要用来治疗

恐惧症和焦虑症。然而，几十年来，CBT的适应症已大大扩展。	2012年，对100个病例的综合研究

发现，CBT不仅是科学合理的焦虑症疗法，而且也适用于贪食症、愤怒、紧张和引起疼痛的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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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如今，其他行为技术已经越来越流行，包括：鼓励参与者适应现实的正念禅修，还有辩证行为

治疗。后者主要是基于CBT，但增加了新的方法，强调以情绪调节解决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如自

杀的想法。Alvord希望，这些疗法今后可能与药物同样有效。他说：“药物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也

不能教你如何更好地与他人相处，而这些疗法更像能力的提升，给人以希望。

7.光遗传技术

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公布了一项令全世界研究者都十分震惊的技术——光遗传学技

术。他们通过光线像开关一样高精度地激活或抑制实验个体的神经元。在这之前，传统的神经操控

技术使用电刺激，精度是非常低的。因此，美国加州大学的Stryker教授这样评价：“这项技术彻底

颠覆了现有的神经领域研究方式。以前的研究中我们完全不知道电刺激的是那个细胞，然而现在这

些问题全部迎刃而解了。”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当科学家们想要研究在小白鼠走迷宫时是哪一类

神经元起到定位导航的关键性作用时，传统的做法是向白小鼠脑组织植入电极，一次通电会同时刺

激上千个神经元，这使得精准定位变得十分困难。而现在，科学家们通过光遗传技术可以大幅提升

定点操控的精准度。他们将光敏分子植入某一类脑细胞，它们只能控制特定类型的神经元和神经网

络。通过光照，使这些脑细胞激活或抑制特定神经元，从而阐明它们与行为和精神疾病的关系。

	
图3  通过植入纤维或在大脑中产生光敏分子等光遗传学手段改造的小鼠，

这是斯坦福大学发明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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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光遗传学的诸多好处，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神经科学实验室都已经采用了这项技术。“在

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有数百个研究团体使用光遗传学技术来研究各种神经网络在行为、感知和认识

过程中的作用。”	光遗传学的发明人之一，Ed	Boyden教授在2014年科学美国人》杂志MIND版上这

样写道。在未来的研究中，光遗传学技术将向人们揭示大脑细胞如何产生感情、思想和运动，以及

它们的功能紊乱如何导致精神疾病。

8.神经胶质细胞的新作用

神经胶质细胞一向不太受人重视。与神经元不同，它们之间没有生物电通讯，数百年来，科学

家认为这些细胞虽然在大脑中含量丰富，但仅仅作为包装材料进行大脑的辅助功能。	“科学家认为

比起令人兴奋的神经元来，它们是无关紧要的迟钝细胞，”NIH的Fields说。然而，新的成像方法终

于给了科学家研究胶质细胞的机会，他们发现，在记忆和学习等重要的大脑功能中，神经胶质细胞

起着关键作用。	“这是个全新的领域。神经胶质细胞更为复杂和多样，并不像神经元，“他指出，

“胶质细胞的作用不同于神经元，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它们。”

	
图4  为染色的大鼠星形胶质细胞

9.神经移植技术

当人们因为受伤、疾病或者中风的原因，导致大脑某处十分关键的部位收到损伤时，恢复治疗

会变得相当困难。此时，神经移植技术也许将成为修复大脑损伤的唯一手段。历史上第一个被广泛

使用的可移植神经装置是人造耳蜗，一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广的内耳装置。劳伦斯-利弗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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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验室中心生物工程科主任SatinderpallPannu这样评价到：“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半导体制造

业的飞速发展，人造耳蜗的音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人工耳蜗已经让全球超过25万人恢复了听

觉，而刚刚投入医疗使用的人工视网膜将有同样广泛的应用。2011年，第一个人工视网膜移植手术

获得了临床实验成功。该技术在2013年正式投入市场，为广大退化性眼部疾病患者带来福音。

图5  为放置在视网膜上的电极

其他的神经移植治疗技术，比如大脑深度刺激法和迷走神经刺激法，为深受脑部顽疾困扰的患

者，比如帕金森病患和癫痫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近来，研究者们正在探索这些新技术在

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中的应用，比如抑郁症、强迫症、成瘾和疼痛等。现在的神经移植技术已经改变

了利用电流对大脑特定区域刺激的传统方式。Pannu还大胆地预测了未来的神经治疗图景——利用释

放化学物质来修复造成大脑疾病的神经紊乱，这样就可以治疗很多棘手的疾病，比如抑郁症。

10.决策的大脑机制

对人们来说，做决定总是一种煎熬。有时候仅仅是决定早上穿什么的简单选择都会让人无比纠

结。在过去的十年里，有数十本书籍和几百篇科研论文都试图寻找影响人们决策的心理学因素。然

而还没有一项研究能有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Kahneman在2011年的著作《思考，快与慢》那

样广泛的影响。

在他的书中，Kahneman总结了科学家们对认知偏差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一个被人们广

为接受的观点：人们的大脑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机制共同协调做出决策，其中一个是自动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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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被称为“系统1”，另一个更加的主观，带有强烈的个人因素，被称为“系统2”。系统1负

责做出快速反应，比如面对高速驶来的摩托车人们会快速的跳开。而系统2则会帮助人们解决更加复

杂的数学问题或者倒着背诵一长串字母。

通过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深刻理解大脑决策的优缺点上，Kahneman帮助读者避免一些常见

的错误，从而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如同评论家Glenda	Cooper所评论的那样，“这部发行量超出

一百万册的著作已经获得了‘大师杰作’，‘人类思想的里程碑’的赞誉”。而这部著作的作者本

人则被冠以“当世最举足轻重的心理学家”之美称。

译者：张文韬、胡子牛

统稿：张文韬审稿：梁锘

摘自：科学美国人生物探索

霍金：人工智能的崛起与工业革命同等重要

	
图6  生物大脑和一台计算机所能取得成就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张梦然）据剑桥大学官网22日消息称，在该校的未来智能中心

开幕仪式上，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发表了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他表示，人工智能既能消灭贫穷

和疾病，又可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它的崛起将在每个方面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与工业革命同等

重要的全球性事件。

未来智能中心汇集了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高等院校与学术机构，旨在共同探

讨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将与政策制定者和产业人员密切合

作，对诸如自主武器监管及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调查。

霍金对此发表看法称，成功创造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但如果不学习如何

规避风险，它也会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后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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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演讲中表示，对于一个生物大脑和一台计算机所能取得成就来说，其间不存在深刻的差

别。所以，从理论上说，计算机可以效仿并超过人类的智能。

他指出，人工智能领域正在飞速发展，如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技术、谷歌的“阿尔法狗”程序

战胜人类顶尖围棋高手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帮助人类消除疾病和贫困，利用这种新技术革命的

工具，或能消除工业化对自然界造成的损害，这无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时，它也可

能产生危险——包括自主型武器、对经济的破坏，甚至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意志，一种与我

们完全冲突的意志。

霍金最后总结道，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但目

前还不知道答案。正因如此，才需要有更多人在这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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