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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道 
 

粤科图举办“我与科学家的亲密接触”活动 
7 月 11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

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以下简称“粤科图”）

举办“我与科学家的亲密接触”活动。来自华侨外

国语学校、先烈中路小学、黄花小学、中星小学等

学校及社区的 150 多名学生与三位重量级科学家

欢聚一堂，亲密互动。粤科图党委书记、副馆长黄

向丽出席活动并致辞。 

什么是陨石坑？陨石坑携带着怎样的宇宙信

息？地球内部隐藏着哪些物质？……在“星路分享”

这一活动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中国第一个陨石坑发现者陈鸣研究员耐心地为

同学们揭秘。苏流坤教授是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

总工程师，常年工作在环境监测一线，他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环境科研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状态，从身边

一些突发的环境污染事故来讲解污染的危害，勉励

大家共同守护青山绿水。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

所的蔡国田研究员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

经历和科研趣闻，并用 “电费单”、“燃气缴费

单”形象地向同学们讲述了看起来高大上的能源

战略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 

在“刁难科学家”环节，同学们轮番上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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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个个天马行空的问题：为什么大型陨石不会

砸裂地球？用什么办法把河水变干净？汽油是怎

样炼成的？……这些问题，都在科学家那里得到了

满意的回答。而对于科学家的提问，同学们年纪虽

小，但在权威专家面前，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

“地球上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最常见的发电

方式有哪几种？” ……同学们回答得有条有理，

并且还有不少奇思妙想，让人忍俊不禁。活动 最后，

专家们还选出了三位最具潜质的“小小科学家”。  

“我与科学家的亲密接触”活动，旨在搭建科

学家与青少年零距离接触的平台，让榜样引领孩子

们成长，让孩子们从小养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的良好习惯。 

 (供稿：曾观凤) 

魏东原参加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                  

2018 年度咨询会议 
7 月 31 日，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 2018 年度咨询会议在广州召开，首届

省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和委员，省知识产权局领导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广

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

战略研究所）馆（所）长魏东原作为该委员会的专家委员应邀参会。 

本次会议主题是针对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及我国知识产权创新发展的新要

求，研究有关加快建设引领型知识产权强

省、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和推

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制度建设等重要问

题，为推动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



《科图动态》2018 年第 4 期（总第 65 期） 
 

 

3 
 

经济体系建设和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出席会议的专家们围绕新时期加快建设引领

型知识产权强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利代理改

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交流与探讨，提出了许多积极

的意见和建议。魏东原以“院企校专利对比分析”

为题进行发言，他通过对广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拥有专利量的有效性分析，指出要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高质量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关键因素，高

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协同创新是主要路径。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肯定。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马宪民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他表示，与会专家发表了许多真

知灼见，既符合中央精神，又切合广东实际，对推动加快建设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具有

指导意义。他要求相关部门和人员要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并抓好落实，真正将专家的意

见建议转化为推动广东知识产权发展的具体行动。  

(供稿：彭仁耀) 

^^^^^^^^^^^^^^^^^^^^^^^^^^^^^^^^^^^^^^^^^^^^^^^^^^^^^^^^^^^^^^^^^^^^^^^^^^^^^^^^^^^^^^ 

    馆务简讯 

粤科图召开新任副馆（所）长任职宣布大会 
8 月 3 日上午，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召开副馆

（所）长任职宣布大会。馆（所）长魏东原、党委书记黄向丽以及全体在职职工参加。 

广东省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颜国荣宣读任职

通知，任命高屹同志为粤科图副馆（所）长。魏

东原发言，感谢省科学院党委的信任，希望高屹

同志加入领导班子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

作风，助力谋发展、创佳绩，使粤科图工作更上

一层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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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屹作任职发言，衷心感谢上级的信任和全体同事的帮助与支持，表示将在省科学

院新一轮的大发展中，紧密围绕馆（所）“十三五”规划和“一一二”战略布局，在新

的岗位上配合馆（所）领导班子做好各项工作。 

(供稿：黄彬娜) 

粤科图赴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开展用户培训 
8 月 3 日上午，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信息情报

部和信息技术部一行 8人，前往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简称生物资源应用所）开

展“助力科研-科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面向生物资源应用所的一线科研人员、博士后和研究生。旨在解决科

研工作者及研究生在文献、专利和信息检索时遇到的各类疑问，同时通过现场交流发掘

科研人员的潜在信息需求，为下一步信息资源优化和学科精准服务提供参考。 

信息情报部陆周贵馆员和罗剑钊助理馆员主要以科研工作流程中所遇到的文献检

索和获取问题为切入点，分别向大家介绍了学科领域科技信息检索技巧以及科研工作中

的专利检索平台；信息技术部朱妍馆员和张锐馆员对粤科图的一键发现系统和原文传递

系统，以及双方共建的机构知识仓储平台进行了推介。 

生物资源应用所共有近 70 位科研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双方就工作学习中遇到的

实际应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加强各单

位人员之间的学习交流，实现情报知识的普惠化。 

此次培训突出实用、注重实效，既有理论讲

解，又有实例演示，在提升一线科研人员文献和

专利检索与分析技巧，及加强科研人员与学科情

报人员之间学习交流方面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供稿：王友转、刘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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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世界有个约会——中外文化交流营圆满结营 

8 月 4 -5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再次携手

AIESEC国际志愿者团队，举办为期两天的“我与世界有个约会——中外文化交流营”活

动。来自马来西亚、埃及、摩洛哥、俄罗斯等国家的十多名国际志愿者以及本地志愿者

和 46名小学生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充实曼妙的周末时光。 

本次活动以“探索中国”为主题。活力十足的 Roll call舞蹈、 “记住我的名字”、

“跳长绳”等游戏开启破冰之旅，让孩子们和志愿者哥哥姐姐迅速打成一片。短短的两

天里，开展了真人图书馆、科技小实验、画出心中的广州、篆刻 DIY、历史大侦探等活

动。志愿者用亲身见闻和情感来引领孩子们体验异域文化的独特，通过绘画、手工制作、

历史故事演绎等方式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形式多样的游戏也让孩子们在欢笑中

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我与世界有个约会” 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快乐感受多元文化的平台，促进

不同国家文化间的交流，播撒下中外友谊的种子。 

 (供稿：曾观凤) 

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发展中心彭雪辉主任一行到馆调研 
7月 25日，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彭雪辉、书记魏庆华率队来广东省

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调研交流。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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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地接待了彭雪辉一行。 

魏东原首先介绍了粤科图的战略定位、机构设置、数据资源以及创新服务等情况，

并陪同来宾参观了粤科图的硬件设施及软环境建设。在座谈会上，双方就信息资源共享、

情报监测、项目研究、机构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彭雪辉对粤科图知识产权服

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未来通过专利信息传播利用站

点共同开展更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供稿：祝林) 

粤科图党委举行庆祝建党 97 周年系列活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建党 97

周年和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党委在 7 月 2 日开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

定跟党走、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展现

新时代粤科图党员的动人风采，激发广大党员在新

时代应有的新担当新作为精神。活动由馆（所）长

魏东原主持，党委书记黄向丽及全体党员 50余人参

加。 

系列活动之一是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仪式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开始，新

党员在党委书记黄向丽的带领下面向鲜红的党旗，高举右拳进行了庄严宣誓，全体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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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了入党誓词。新党员分别作了表态发言，他们纷纷表示

在未来工作中将继续立足岗位职责，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

求，在坚守理想信念中砥砺前行，在履行尽责中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系列活动之二是举行红诗、红歌文艺汇演。在职各党支

部和退休党支部以荡气回肠的诗朗诵、余音绕梁的歌声，表

达了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热情饱

满、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节目异彩纷呈，现场气氛十分活

跃，令人大饱眼福。文艺汇演活动，不仅丰富了大家的文化

生活，还增添了全体党员的凝聚力。 

系列活动之三是党委书记讲党课。黄向丽以《学习延安

革命历史，弘扬延安革命精神》为题给全体在职党员分享了

在延安培训的学习心得，党课从培训情况介绍、党中央在延

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和

辉煌功绩、追寻习总书记

在梁家河的足迹、学习十

九大精神、学习启示和体

会五个方面展开。现场精彩的学习分享，让每位党员

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红色洗礼。 

粤科图全体党员在本次庆祝建党 97 周年系列活动中，凝聚了人心、激发了士气，

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党的 97 岁生日送上了一份深厚的祝

福。 

 (供稿：李欣欣) 

粤科图召开 2018 年度工作会议暨纪律教育学习月                 

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8 月 16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召开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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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暨纪律教育学习月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会议由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主持，

全体馆（所）领导、党委委员、中层干部、学术委员、工会负责人等共 18人参加会议。 

会上，魏东原与馆（所）属各部门签订了 2018 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书，馆（所）各

部门负责人分别以 PPT形式作部门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魏东原对

他们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指导性意见。汇报会后魏东

原部署了 2018 年粤科图工作重点内容、下半年工作规划，详细介绍了项目申报、环境

改造、部门调整、人才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 

党委书记黄向丽作纪律教育学习月的中心组学习辅导报告，主题为《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内容包括：一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二学习

党规党章党纪；三以南粤清风案例作警示反面教育。 

全体成员还一起观看了党风廉政教育专题片《永不懈怠的斗争》之《正风肃纪》。 

 

 

 

 

 

(供稿：梁竞) 

粤科图党委召开巡视整改暨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恶劣影响  

专题民主生活会 
8月 22日下午，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党委召开

了巡视整改暨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恶劣影响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由粤科图党委

书记黄向丽主持，粤科图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参加，馆（所）长助理列席，省科学

院党群工作部副主任吕琳等到会指导。 

会上，围绕巡视反馈意见，结合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恶劣影响，黄向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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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领导班子作了对照检查报告，班子成员依

次结合自身情况作了对照检查发言，深入查摆问

题、认真剖析原因，并提出了整改措施，开展了

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吕琳肯定了本次民主生活会的效果，认为会

前准备认真，按要求完成了各项规定工作，达到

了会议的目的和效果，同时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供稿：梁竞) 

^^^^^^^^^^^^^^^^^^^^^^^^^^^^^^^^^^^^^^^^^^^^^^^^^^^^^^^^^^^^^^^^^^^^^^^^^^^^^^^^^^^^^^ 

 

 

项目信息摘录 
 

英特尔与百度深化人工智能合作 
在日前举行的百度 AI开发者大会 Baidu Create上，

美国英特尔人工智能（AI）事业部副总裁 Gadi Singer

介绍了英特尔与中国百度公司在 AI 领域的一系列合作

进展，包括英特尔 Movidius视觉处理器（VPU）支持百

度 Xeye 智能零售摄像头产品、英特尔现场可编程门阵

列（FPGA）助力百度计划推出的工作负载加速即服务（Acceleration-as-a-Service），

以及基于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平台优化的 PaddlePaddle深度学习框架。 

百度 Xeye摄像头采用英特尔®Movidius™ Myriad 2 VPU，为零售业提供高性能、低

功耗的视觉智能。此款摄像头能够分析物体和手势、识别人体，可为零售行业用户提供

个性化的购物体验。此外，百度正在开发基于英特尔最新 FPGA 技术的异构计算平台。

该技术将极大地提升加速性能和能效，灵活实现各类数据中心工作负载的加速，并在百

度云上实现工作负载加速即服务。 

（供稿：黄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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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技术公司推出将火车与飞机合二为一的全新“飞行列车” 
 

近日，法国阿卡技术（AKKA TECHNOLOGIES）公司公布了其 LINK&FLY飞机设计，飞行列

车带有可拆卸机翼，既可上飞行跑道又可上铁路，这是一种将火车和飞机融合的全新理

念。 

据悉，LINK&FLY 飞机既可以搭载乘客，也可用于货物运输，同时也可以转变成一个

火车，可以在当地火车站下车。该飞行列车长为 33.8 米，高为 8.2 米，翼展 48.8 米，

最大飞行高度为 12131米，巡航速度为 0.78马赫。此款设计可以使飞机变得更有效率、

污染更少、噪音更少。未来，LINK&FLY 可能不会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但其设计的不同组

成部分可用于改善航空旅行。 

（供稿：刘敏） 

空客首次实现大型飞机自动空中加油 
欧洲空中客车防务及航天公司和澳大利亚皇

家空军（RAAF）在空客 310加油机和 KC-30A多用

途加油运输机之间进行首次自动空对空（A3R）加

油后，空中客车宣布已首次实现大型飞机自动空

中加油。2018 年 6 月 20 日于西班牙海岸进行的

演习中，两架飞机进行了七次自动对接。 

据了解，为了实现自动空中加油，系统首先使用被动技术（如图像处理）来寻找另

一架飞机的加油容器位置，一旦接合，启动全自动飞行控制并以悬挂动臂使其与另一架

飞机保持一致。在操作过程中，系统允许空中加油操作员（ARO）手动控制或者完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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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操作。 

作为空中客车 ARO 的 DAVID PIATTI 表示：“能够为另一架飞机或运输工具加油是很

重要的，这将扩大其部署范围，并避免将燃油带回基地。但这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操

作，该系统有可能减少工作量和风险。” 

（供稿：刘敏） 

日本产研合作开发出全球首个生物质生成异戊二烯的新技术 
日本横滨橡胶公司、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和日本瑞翁公

司（ZEON）通过共同研究开发出了全球首个可由生物质高效生成异戊

二烯的新技术。异戊二烯是合成橡胶的原料，是作为石脑油热裂解的

副产物进行工业生产的，此次开发的新技术可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度，

有助于削减二氧化碳，缓解地球变暖问题。 

横滨橡胶、理研以及瑞翁从 2013 年开始推进共同研究，2015 年利用“IN SILICO 代

谢设计技术”，在计算机仿真中发现了异戊二烯的新合成方法。此次开发的新技术就是

以此为基础，在全球首次构筑了新的人工途径并制作高活性酶，创造出了具备优异的异

戊二烯生成能力的细胞。成功在该细胞内（IN VIVO）完成了从起始原料生物质（糖）到

异戊二烯生成的全部过程。然后使生成的异戊二烯聚合，便成功合成出聚异戊二烯橡胶。

研究过程中使用了理研环境资源科学研究中心（CSRS）保有的细胞设计技术和植物科学

技术。 

在自然界中，异戊二烯是由甲羟戊酸（由糖生成的中间物质）经过 5个阶段的反应

生成的，但利用此次新构筑的人工途径，从甲羟戊酸生成异戊二烯只需 2个阶段。将高

活性酶导入原本不具备异戊二烯生成能力的大肠杆菌，使之具备异戊二烯生成能力后，

可高效率地人工生成异戊二烯。此外还确认，同为合成橡胶的丁二烯等二烯橡胶也可以

运用这种技术。 

（供稿：罗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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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率先实现 811 电池量产，韩国多家企业推迟 811 电池上市 
动力电池的高能量密度是提升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和企业

竞争力的关键，全球几家电池企业已经实现 523或者 622电池的

生产。金属钴已成为令全球电池企业头痛的材料，稀缺性、供需

紧张、寡头控制、小品种等特点使其在期货市场容易被炒作，各

大企业纷纷抢夺资源导致价格一路攀升，因此，三元材料电池高镍化是发展趋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电池产能规模较大，但技术水平上与日韩有较大

的差距。在冲击 811（镍钴锰比例为 8：1：1）电池领域，中国企业比克电池率先量产，

韩国企业推迟应用于乘用车上。全球动力电池企业都在向着 300KWh/Kg迈进，高镍三元

材料有两种路线，分别是 NCM（镍钴锰）和 NCA（镍钴铝）。在高镍三元材料中，镍的

主要作用是提供容量，其含量越高，电池的能量密度越大；钴元素在贡献一部分容量的

同时起到稳定结构的作用；锰/铝主要用来稳定三元体系结构。高镍材料难题在于碱度

高和氧化性。 

比克通过对材料热特性研究和稳定成膜添加剂，陶瓷隔膜技术应用和结构件优化等

多个方面最终完成了多层安全保证。2017 年初，比克电池已成功研发出 18650-3.0Ah

产品，在国内率先发布并实现量产，江淮大众 SOL（思皓）品牌首款 A0级 SUV车型产品

E20X将采用比克电池生产的 18650-3.0Ah三元动力电芯；电池包还采用液冷电池安全管

控技术，工况最大续航里程 301km，最高车速为 130km/h，预计 9 月正式上市。天津力

神前不久研发成功的电芯单体比能量达到 302Wh/kg，也采用 811路线，体积能量密度大

于 642Wh/L，25℃下 1C充放电循环 710次（100%DOD），容量保持率达到 80%。 

然而，近段时间，韩国两家电池企业先后推迟了 811电池上市时间。LG化学最近证

实，今年公司将只是小规模生产用于电动公交车的 NCM811 圆柱形电池；SKI 也将推迟

NCM811 动力电池的发布。LG 化学和 SKI 都曾在 2017 年宣布旗下 NCM811 电池的具体量

产时间和配套车型，现在推迟量产，表明韩国两大企业在生产中碰到了问题还没有完全

解决。三星 SDI表示，2018年配套宝马的动力电池将从 NCM523升级至 NCM622，NCM811

电池的应用时间要到 2020年以后。 

（供稿：罗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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