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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魏东原应邀在高交会“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论坛” 

做主题报告 

11 月 17 日，第 20 届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科技创新与知

识产权保护国际论坛”在深圳会展中

心隆重召开，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

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简称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应

邀参加论坛并在主题报告会上做专

题演讲。 

本次论坛由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深圳市知识产权局指导，深圳大学、深圳市

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会主办。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谢红、深圳大学副校长徐晨

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包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著名知

识产权机构的国际专业人士，和国内 TCL、飞亚达等知名企业的代表，各有关机构的知

识产权同行 300多人参加论坛。 

在演讲中，魏东原以“科研院所开展成果转移转化服务的实践探索——以广东省科

学院为例”为题，从分析广东省授权发明专利的转化运营情况、比较广东省科研院所的

创新能力入手，介绍、分享了广东省科学院搭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运营体系并开展成果

转移转化服务的实践探索和经验体会。他的报告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作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的重要组成单元和广东省科学院知识产

权转移转化中心的挂靠机构，粤科图近年来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关研究与服务，

并成立海丝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参与运营了南方双创汇广东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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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广东首个专利信息传播利用站点，并选入首批全国专利文献服

务网点名单。 

（供稿：彭仁耀） 

魏东原、高屹率队参加广东图书馆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12月 5-7日， 2018 年广东图书馆学

会学术年会暨第一届全国灰

色文献年会在东莞图书

馆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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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馆（所）长高屹率队一行

13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年会以“新时代 新使命 新发展”

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广东各地图书馆界的

领导、专家和同行 400 多人参会。年会主

要议程包括开幕式、主题报告、图书馆发

展岭南论坛、“新时代 新使命 新发展”

专题研讨会、分会场学术交流和第一届全

国灰色文献年会专题报告等。 

在“智慧服务与创新发展”图书馆发

展岭南论坛上，魏东原应邀作题为“专业

图书馆开展智慧创新服务的探索”的发言。

他的演讲旁征博引、幽默风趣，赢得与会

人员的阵阵掌声。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

系柯平教授、深圳图书馆馆长张岩、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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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公共服务分公司总经理成鑫也分别做主题发言。论坛最后阶段，神秘嘉宾机器人艾

米亮相会场并展开智能问答对话，把论坛活动推向高潮。 

在分会场学术交流环节，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城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与展望”、  “图书馆阅读推广•品牌”、“评估定级的创新与变革”等 4个主题在各

分会场同时举行，粤科图参会人员分别参加了与己相关或感兴趣的主题，聆听专家学者

们的专题报告和案例分享。 

开、闭幕式上，进行了多个奖项的颁奖活动。魏东原应邀为获得 2018 年“粤读越

精彩”系列活动之“百馆荐书全城共读”优秀组织奖的团体颁奖，粤科图易晓阳获得学

会 2018年度优秀通讯员并上台领奖。                      

 

（供稿：庞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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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论文立即全面开放获取与图书馆的挑战”宣介会 

在粤科图举行 

据 12 月 5 日英国《自然》杂志报道，在刚刚举行的第 14 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立场声

明，明确支持国际科技界提出的 OA2020倡议和欧洲 11国资助机构联合提出的开放获取

S计划，要求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全面开放获取。 

2018 年 12 月 28 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OA2020 推进组、广东省科技

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

战略研究所）在广州联合举办了

一场“科研论文立即全面开放

获取与图书馆的挑战”宣介会。 

会议由粤科图馆（所）长魏

东原主持。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

周舟宇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

开放获取有益于科学研究，有效

于促进科学知识传播，助力创新

型社会发展。粤科图紧扣脉搏、

把握行业发展、锐意开拓创新，

在支持与推动开放获取方面做

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是我国第

一家正式签署 OA2020 意向书的

公共科技图书馆。他表示，希望

在图书情报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下，加快推动我国开放获取的蓬

勃发展，加快推进科技成果的开

放共享与传播应用，助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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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 14 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两位专家——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NSTL）OA2020推进组组长、中科

院文献情报中心教授张晓林和 NSTL 专

项任务部主任郑建程，分别以《科研论

文开放获取的挑战与机遇》、《中国机

构的开放获取立场声明》和《OA2020倡

议意向书及其签署说明》为题进行了深

度解读与分析，并和与会代表进行了面

对面的研讨、交流，共同探讨各类型图

书馆在开放知识与开放科学新环境中

的创新发展之路。 

两位专家的解读在与会代表中引

起了强烈反响，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来

自华南地区的高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

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领导及代表约 100 

人参加了会议。 

 

（供稿：张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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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屹率队参加“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培训班” 

12 月 12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馆(所)长

高屹率队一行5人参加了“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知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专题培训班”，

首席分析师王春明研究员应邀做客“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学术沙龙”。 

本次培训以“粤

港澳大湾区高校知

识产权（专利）信息

服务”为主题，旨在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报告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广东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探

讨粤港澳三地高校

知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与机制创新。来自全省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的知识产权实

务工作者、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约 150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在学术沙龙活动中，来自粤科图和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发展中心、广东省华南知

识产权文化促进中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恒成智道公司、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等单位的 8位专家共同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框架下，知识产权行

业面临的形势与发展机遇。粤科图王春明研究员结合广东省科学院在知识产权运营、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实践探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供稿：万晶晶） 

馆务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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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参加广州市重点行业创新成果应用推介会（汽车行业专题） 

11 月 21 日，广州市重点行业创新成果应用推介会——汽车行业专题在广汽研究院

举行。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刘敏率队，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

研究所）等 9家院属研究所相关人员受邀参加此次推介会。 

本次应用推介会包括前期成果征集筛选、现场路演推介、分组交流对接等环节。根

据广汽研究院技术创新发展方向，选取了省测试分析研究所的汽车材料性能检测评价技

术等 8项院属研究所的技术进行现场成果推介。 

粤科图首席分析师王春明研究员在分组交流环节向广汽研究院的多个团队推介了

粤科图开展的科技情报和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服务，以及南方双创汇团队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 

该推介会是在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广东省科学院、广州生产力促进

中心和广汽研究院共同举办。广东省科学院及院属研究所通过上门服务，零距离了解了

汽车产业技术需求，获得了广汽研究院的多项科技成果对接意向，这是科研机构面向企

业精准推送可用成果并探讨对接可能合作方式的有力尝试。 

（供稿：欧阳志楠） 



  《科图动态》2018 年第 6 期（总第 67 期） 

 

8 

青岛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院长谭思明一行到粤科图调研 

11月 6日，青岛市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院院长谭思明一

行 8 人到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

略研究所）开展业务调研，粤

科图馆（所）长魏东原、馆（所）

长助理彭庆昌热情接待了到

访客人，并召集相关人员一起座

谈交流。 

座谈会前，魏东原陪同谭思明一行参观了粤科图部分业务部门和服务区域。在二楼

战略分析室，他向到访客人们介绍了粤科图的发展概况以及近年来服务科技创新的举措

与成效，着重展示了粤科图开展智库服务探索的有关情况。 

座谈会上，谭思明介绍了

青岛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

的基本情况和此行调研目的。

针对客人们提出的调研问题，

粤创中心主任祝林以粤科图

建设“广东生物医药与大健康

大数据平台”为例介绍了开展

微服务和大数据情报共享服

务的探索，并让同事演示了引进开发的图灵决策云系统（TDS）的使用。双方就情报监

测分析、一站式数据加工和 TDS使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供稿：彭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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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廖兵率队到粤科图调研 

11 月 28 日，广东省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廖兵率院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到广东省科

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进行调研。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

党委书记黄向丽、副馆（所）长高屹、各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调研座谈会。 

黄向丽首先汇

报了粤科图党委学

习教育情况、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及中央八项规定

情况、党支部换届、

党务干部配备以及

基层党建工作情况

等，并提出下阶段

工作要点。接着魏

东原介绍了粤科图

基本情况、优势资源与服务领域、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科技创新关键指标数据、

安全保密工作等情况，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及发展思路。 

听完粤科图汇报，廖兵指出，省科学院重组后的三年中，粤科图为省科学院的发展

起到了很好的支撑、服务作用。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实施、粤港澳大湾

区和广深科技走廊的建设，粤科图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找准发展的定

位，上下同心、凝练方向、突出特点。一是要面向社会做好科学传播普及工作，提高全

民科学素养；二是要在支撑科技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要找准与其他公益类图

书馆的区别，充分利用好省委、省政府给予省科学院的支持，转变思路，建立起良性发

展机制，从平台、人才、数据资源等方面打造好自身能力，服务社会。 

院机关部门负责人就绩效评价、南方双创汇下一步工作、人才引进、科普、党建宣

传、项目策划、服务院属各研究所及安全保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解并提出具体的建议。

粤科图团队负责人及各部门负责人逐一汇报了工作情况，并重点就科技文献资源建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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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方式、智库建设与情报研究、人才队伍结构优化及机遇和挑战等方面的问题和建议进

行了交流。 

（供稿：黄彬娜） 

粤科图党委组织参观“广东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 

东方风来，潮起珠江。在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

开放 40 周年展览”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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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所）长魏东原、党委书记黄向丽、副馆（所）长高屹带领

全体党员、业务骨干 40 余人，前往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参观学习，重温改革开放峥嵘

岁月，激发党员和业务骨干的工作激情和创造热情。 

该展览全景展示了广东改革开放 4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突出展示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勇

当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

的新作为和新担当。大家一一参观了展览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增创优势砥砺前

行”、“走在前列当好窗口”等六个展厅，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 

通过参观展览和回顾广东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大家接受了一次心灵洗礼。粤科图

将以模范机关创建活动为抓手，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大

动力，结合实际，学以致用，以新担当、新作为把粤科图的各项工作不断推向深入，把

参观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落实的强大动力。 

 

 

 

 

 

 

   

  （供稿:李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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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院工会调研组到粤科图调研 

12 月 18 日，省科学院工会第九调

研组代表一行 11 人到广东省科技图书

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进行调研座谈。粤科图工会委员、中层

干部代表、党群工作部代表等共 8 人参

加了此次调研座谈会。 

会上，省科学院工会委员、第九调研

组组长毛晓红带领大家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工会

十七大会议精神，并宣传解读省科学院建

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行动计划。粤科图工

会主席张旭煌介绍了粤科图基本概况，并

从工会组织建设、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会

建设、民主管理与监督、维护职工权益、活动组织等方面向调研组汇报了粤科图工会工

作情况。 

调研组成员和粤科图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座谈。会后，调研小组成员一行参

观了粤科图新办公环境改造区域和职工的活动场地。 

      （供稿:王冰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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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摘录 
 

世界首条应用碳纤维复合材料芯导线的特高压 

试点示范工程贯通 

近日，由国家电网内蒙古东部电

力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管理的内蒙古神

华胜利电厂 100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全

线贯通，线路分为 3条，总长 52.5千

米，其中，锡林段工程是全国首条采

用碳纤维导线设计的 1000千伏特高压

项目，是世界上首条应用碳纤维复合

材料芯导线的特高压试点示范工程。

据悉，碳纤维复合芯导线是一种采用环氧树脂浸润碳纤维、玻璃纤维后，固化形成碳纤

维复合芯，并在其外层绞合梯形铝线的架空裸导线。与传统钢芯铝绞线相比，具备节能、

大容量、低弧垂、耐高温、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防覆冰等优点。 

节能方面，与相同外径的钢芯铝绞线相比，碳纤维复合芯导线的电阻降低约 35%，

线损减少 30%以上，极大降低了输电成本，并减少 CO2排放。容量方面，碳纤维复合芯

导线内部结构致密，相同外径下铝截面比钢芯铝绞线增加约 28%，常温运行增容 30%，

且材料特性允许其在 180°C 高温下持续运行，高温运行增容 2 倍以上。碳纤维复合芯

棒的线膨胀系数小于 2×10-6°C-1，远低于铝，弧垂增量仅为普通钢芯铝绞线的十分之一，

而抗拉强度达 2400Mpa 以上，是普通钢芯的 2倍以上。同等铝截面的碳纤维复合芯导线

重量约为钢芯铝绞线的 60-80%。碳纤维复合芯导线振动阻尼有效性比钢芯铝绞线高

10-30 倍，可有效防止导线随风舞动，且内部结构致密，有效防止积水覆冰。此外，碳

纤维与玻璃纤维化学性质稳定，具备优越的耐腐蚀特性，芯棒外层玻璃纤维绝缘，可避

免电化学腐蚀，适用于高腐蚀环境。 

（供稿：刘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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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重工为日本自卫队制造的日本第一艘锂电池潜艇下水 

10月 4日，日本海上

自卫队（JMSDF）第 11 艘

苍龙级（Soryu-class）

潜艇SS-511凰龙号（Oryu）

在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

下水。这是由三菱重工建

造的第 6 艘潜艇，其余 5

艘由川崎重工建造。 

凰龙号是日本第一

艘采用锂电池供电的潜

艇，长 84米，排水量 2950 吨，速度达 20节（20海里/小时）。与早期的苍龙级潜艇相

比，凰龙号采用日本杰士汤浅（GS Yuasa）公司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取代传统铅酸电池，

其容量为传统电池的两倍。凰龙号的龙骨于 2015 年 11 月铺设，并预计在 2020 年 3 月

交付 JMSDF。苍龙级潜艇是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配备了空气独立推进（AIP）系统

及先进隐形技术，可长时间潜行且难于监测。 

（供稿：罗剑钊） 

英首款商业导航用量子加速度计面世 

近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与英国 M Squared 公司携手研制出英国首个商业导航用的

量子加速度计。 

大多数传统导航依赖包括 GPS在内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卫星信号会受建筑物等影

响导致导航不精准。而量子加速度计是一个独立系统，不依赖任何外部信号。加速度计

测量物体速度随时间变化，借助这一变化以及物体的起点，可计算出物体所在新位置。

虽然加速度计已经应用于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中，但缺乏参照物，无法保持长时间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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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加速度计研究团队在英国国家量子

技术展示会上展示了这种可移动、可商用的量

子加速度计。它依靠测量极低温度下超冷原子

的运动来工作，在这种超冷状态下，冷原子表

现为“量子”方式，就像粒子和波一样。随着

原子温度的下降，它们的波动特性将受到移动

装置加速度的影响。利用“光学标尺”，这种

加速度计就能够非常精确地测量这些微小的

变化。 

它是英国第一个商业上可行的量子加速

度计，有望用于导航。加速度计测量物体速度

随时间变化，借助这一变化以及物体的起点，

可计算出物体所在新位置。除用于大型车辆、

船只等导航外，还可用于寻找暗能量和引力波

等基础科学研究。 

（供稿：刘敏） 

AMD 推出世界首款 7NM 数据中心 GPU 

AMD 日前宣布推出 AMD 

Radeon Instinct™MI60 和

MI50加速器，这是世界上第

一款 7nm 数据中心 GPU，旨

在为下一代的深度学习，高

性能计算（HPC）以及云计算

做准备。研究者，科学家及

开 发 人 员 均 可 使 用 AMD 

Radeon Instinct™加速器来

解决相应问题，包括大型计



 《科图动态》2018 年第 6 期（总第 67 期） 

 

15 

算，气候变化，生物模拟，疾病预防等。 

AMD Radeon Instinct™ MI60 和 MI50加速器具有灵活的混合精度能力，搭载高性

能计算单元，能够处理多种类型的工作负载，包括一系列的 HPC 和深度学习应用程序。

全新的 AMD Radeon Instinct™ MI60 和 MI50加速器，旨在高效地处理工作流，比如快

速训练复杂的神经网络，为数据中心和部门部署提供更高级别的浮点性能，功能和高效

性。 

AMD Radeon Instinct™ MI60 和 MI50加速器提供高速的浮点性能，并拥有 HBM2（第

二代高带宽显存），显存带宽速度高达 1TB/s。同时，它们也是第一个能够支持下一代

PCIe® 4.0互联的 GPU，它们还支持 AMD Infinity Fabric™ Link GPU 互联技术，允许 GPU

和 GPU 之间通信，比传统的 PCIe® Gen 3互联速度快 6倍。 

（供稿：黄转青） 

富士通推出业界首款可同时支持多个 5G 通信的单面板天线 

近日，日本富士通实验室

（Fujitsu Laboratories Ltd.）推

出一款单面板天线，它可以在一个

小型基站上实现多个 5G连接，并表

示它可以用于火车站和体育场等人

员密集区域。新天线拥有 128 个天

线单元和 16个相控阵芯片，可安装

在边长13厘米的单个印刷电路板上。

新天线使用 28GHz的 5G毫米波频段，

通过四个同步的 2.5Gbs 信号，可提供超过 10Gbps 的高速通信。 

传统的 5G系统结构向多个终端同时传输信号时，不同天线板对应不同终端。现在，

通过精准地控制从 128 个天线单元分别发出的信号相位（角度），富士通实验室成功消

除信号之间的干扰。为此，富士通开发了一种相位控制阵列芯片，能够以一度或更小的

精度调节从天线元件传播的信号相位。然后，它将每八个天线元件和一个相控阵芯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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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至一个面板中，通过这些技术，这使得单个天线面板可以进行 10Gbps 或更高容量通

信。富士通计划于 2021 年将这一技术商业化。 

（供稿：张乐） 

美国FDA批准首个TRK抑制剂LAROTRECTINIB用于治疗NTRK

基因融合的晚期实体瘤患者 

近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批准首个口服TRK抑制剂Larotrectinib

（商品名为 Vitrakvi®），用于治疗无已

知耐药突变、广泛转移或局部手术治疗

效果不佳、现有治疗方案进展或无可替

代治疗方案、NTRK 基因融合等情况的成

人和儿童实体瘤患者。FDA 基于该药物治疗肿瘤的总体缓解率（ORR）和缓解持续时间

（DOR），按照加速流程批准了此适应症。其后续批准可能取决于确证性试验中对于临

床获益的验证和描述。Larotrectinib 是 FDA 首个批准的“与肿瘤类型无关”的抗肿瘤

化学药物。在治疗 TRK 基因融合肿瘤患者的临床试验中，Larotrectinib 的 ORR 为 75%

（N=55）（95%CI：61，85%），其中 22%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R）。 

FDA 对 Larotrectinib 进行了优先审评，而优先审评适用于那些可以显著提高治疗

严重疾病有效性或安全性的药物。FDA 此前先后给予 Larotrectinib 突破疗法、罕见儿

科疾病药品和孤儿药的资格认定。拜耳在欧洲已经递交了上市许可申请。Larotrectinib

将在美国市场为成人和儿童患者提供口服胶囊和溶液两种剂型。 

NTRK基因融合是基因组改变，其结果会产生构象激活的异常 TRK融合蛋白，其作用

为肿瘤驱动因子，在肿瘤细胞系中可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Larotrectinib 由德

国拜耳和美国 Loxo Oncology 共同开发，是一种具有中枢神经系统（CNS）活性 TRK 抑

制剂，可专门抑制上述蛋白质。TRK融合被发现存在于成人和儿童的许多类型的肿瘤中。

在支持此次获批的临床试验中，larotrectinib 在多种独特的肿瘤类型中显示出其临床

益处，包括肺癌、甲状腺癌、黑素瘤瘤、GIST、结肠癌、软组织肉瘤、唾液腺和婴儿纤

维肉瘤等。 

（供稿：黄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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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ELISA 和 EFORE 部署全球首个液冷基站系统 

近日，诺基亚、Elisa 和电力系

统供应商 Efore 在芬兰赫尔辛基的一

栋公寓大楼中部署了全球首个液冷基

站系统，该系统可降低运营商和基站

站点所有者的成本，并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从基站散发出的热量可被重新定向，为建筑物供热，从而降低了能源成本。分析表

明，该部署可减少高达 8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高达 30%的能源运营费用。 

据悉，诺基亚贝尔实验室负责开发和生产液冷基站，Efore 负责开发液冷式电源系

统，Elisa 则负责部署。此外，芬兰 VTT 技术研究中心评估了液冷基站的环境影响、能

源使用情况以及现场空气冷却产生的影响。 

（供稿：黄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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