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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下旬的西北太平洋，台风异常活跃。10月
18 日，台风“莎莉嘉”前脚刚强势登陆海南，后脚台风

“海马”即紧随而至，逼近华南。一周内两个台风接连
造访，还都是庞大彪悍的“狠角色”，将华南原本平静的
一周变得携风带雨、紧张忙碌。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钱传海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近 10 年来，西北太平洋 10 月出
现双台风 19 次，但并未出现 2 个台风都登陆我国的情
况，像此次“莎莉嘉”“海马”都登陆我国的情况很少见。

实际上，今年的秋台风确实有些偏多偏强。中央
气象台数据显示，入秋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活
跃，生成台风 11 个，比常年偏多 2.5 个；强度偏强，有 8
个最大风速超过 12级。

是什么带来如此不一样的秋台风？国家气候中心
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秋台风的活跃与拉尼娜持续
发展、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温偏高密切相关。

“自 8 月进入拉尼娜状态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冷
海温持续发展。目前，赤道太平洋日界线以东次表层
大部为异常冷水控制，而赤道太平洋日界线以西大部
海区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赤道西太平洋上空对
流活跃，有利于台风生成，导致近期热带西太平洋和南
海地区台风活跃。并且，南海地区海温偏高，有利于台
风移动过程中加强导致强度偏强。”孙林海说。

如此不一样的秋台风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回看
以往的拉尼娜影响年，秋季台风表现得相对活跃。历史
上由厄尔尼诺转为拉尼娜的年份为 1973 年、1983 年、
1988 年、1995 年、1998 年、2007 年和 2010 年，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海温易偏高，秋季台风个数占全年比例高。
专家介绍，除 1973 年和 2010 年外，其余 5 年秋季台风
生成个数均占全年总数的一半以上。

孙林海预计，未来拉尼娜将继续发展，并可能于今
年12月形成一次弱到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同时，西
北太平洋和南海海温继续偏高，受其共同影响，预计11
月，西太平洋和南海地区将有 3 至 4 个台风生成，可能
有1个影响我国，生成和登陆个数均较常年同期偏多。

台风仍将持续活跃状态，各地应该如何应对？孙
林海表示，秋季台风移动路径偏南，强度相对较强，易
与北方南下冷空气相结合，形成台风倒槽，给台风北部
地区带来极强的风雨影响，灾害损失更为严重。因此，
建议华南沿海地区高度关注防台工作，做好防御准备，
强化气象、水利、国土等多部门沟通和应急联动，做好
城市防涝防风，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今秋台风为何如此活跃
本报记者 杜 芳

十月的日内瓦，秋意浓郁。在日内瓦展览中心附近
的公交车站，一辆车身上印有英文字母 TOSA（新型无
轨电动公交系统的缩写）字样的大公交车徐徐驶来，《经
济日报》记者期待中的快速充电电动公交车现身了。

除车顶外，这辆车看起来与普通大型公交车无
异。与记者同行的 ABB 瑞士轨道交通与城市交通全
球产品专家布鲁斯华纳提醒说，“这辆全电动公交车的
秘密就在车顶”。记者注意到，公交车进站时，车顶上
一只充电臂自动升起，与车站顶部的充电桩对接后，只
需“滴答”15 秒的时间，便完成了充电。此时，乘客已
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上下车。

这是目前 ABB 发布的最新一款电动公交车，其最
大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顶部移动臂，1 秒钟内就能够
精准接入候车亭的充电桩，让车载电池在 600 千瓦功
率下充电 15 至 20 秒。为保障车辆续航，整条公交线
路上每隔 3 站到 4 站都会配备充电桩。具有专利技术
的充电电池，尺寸小、重量轻，设计寿命长达 10 年，在
TOSA 车辆 20年的全寿命周期里，仅需更换两次。

如何能精准做到这些呢？据介绍，首辆 TOSA 试
运行以来，ABB 将最新的传感技术和控制技术充分应
用其中。一是当充电电池容量低于 90%时，就会自动
充电；二是通过自动控制，让 TOSA 顶部移动臂快速
精准接入充电桩，这也是技术核心所在；三是车辆制动
产生的能量也会通过能量转换系统自动给电池充电。
另外，每个装有充电桩的候车亭还配备了备用线缆充
电插头，以应对意外情况的发生。

与其他电动公交车相比，TOSA 还拥有怎样的优
势？布鲁斯华纳指出：一是比无轨电车更具线路选择
的灵活性，减少了高架线路的搭建；二是与一次性充电
的电动公交车相比，电池的尺寸和重量更小、更轻，还
可大幅降低意外停驶的概率。

在高峰时段，TOSA 每间隔 10 分钟便可以从 2 个
终点站对发，预计全天可运送乘客 1 万人次。在运营
费用方面，TOSA 与其他公交车基本相当。此外，
TOSA 的行驶噪音只有 10 分贝，每年还可减少 100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低碳环保。

今年 7 月，TOSA 已获得首批 12 辆的商业应用订
单，另有 4 条公交线路也有意向选择采用 TOSA。“作
为大型无轨公交车，TOSA 这项创新技术无需高架电
线、无噪音、零排放，可以替代传统公交车成为未来城
市交通的典范。”布鲁斯华纳说。

新型公交车现身日内瓦
本报记者 陈 颐

图为运营中的 TOSA。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霾！霾！霾！面对愈演愈烈的空气污
染，空气净化器成为不少市民守护健康的
重要选择。然而，目前市场上的空气净化
器质量如何，消费者又该如何选购？近日，
国家质检总局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公布 2016 年空气净化器产品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结果，并邀请专家为消费者支招。

逾两成产品不合格

2016 年，国家质检总局对空气净化
器产品开展了监督专项抽查，共抽查了全
国 56 家企业生产的 61 批次产品，检验了
安全指标、性能指标等 3 方面 21 个项目。
结果显示：有 42 家企业的 46 批次产品合
格，产品抽查合格率为 75.4%。

“抽查发现的不合格问题，主要涉及
13 个项目。”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
司司长张文兵说，此次抽查的空气净化器
企业占全国总数的近五分之一，基本覆盖
了行业内所有知名品牌企业，其中大型空
气净化器企业产品抽查合格率达 90%。

“过去，经常有人说空气净化器没有
国家标准，事实上空气净化器标准已相当

成熟。”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测试技术研
究所副所长张晓说，现行的空气净化器国
家标准包括《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等，涵盖了抗菌
除菌、净化性能等方面的评价要求。此次
抽查的 61 批次空气净化器产品中，有 35
批次产品执行 201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
GB/T18801-2015《空气净化器》最新国
家标准，占抽查产品总数的 57.4%。

值得注意的是，为引导消费者选购，
在抽查的同时，国家质检总局还专门对空
气净化器产品性能指标进行了检测、比
对，并进行了公布。

选购“五高一低”需牢记

飞利浦、松下、亚都、三星⋯⋯如今，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空气净化器多得让人
有些无从选择。

“其实，不管什么净化原理，都是按照
相同的方法对空气净化器进行检测。”张
晓介绍，衡量一台空气净化器性能如何，
可以参照新国标列出的几项核心指标，如
洁净空气量、累积净化量、净化能效和噪

声等。“洁净空气量指单位时间通过净化
器过滤后输出的洁净空气体积。一般来
说，洁净空气量越大，净化能力越强。”张
晓解释。

至于这台空气净化器可以以这样的
输出量工作多久，则主要看其累积净化
量，即滤网累积承载污染物的总质量。也
就是说，累积净化量数值越大，滤网使用
寿命越长。而一台空气净化器大概能在多
大的空间内发挥作用，则要计算其适用面
积。通常，用洁净空气量乘以系数（0.07—
0.12）来估算适用面积。“不过，适用面积
不是空气净化器的核心参数，只是参考
值，其随着使用环境的污染程度变化：污
染严重时适用面积要减少，污染轻微时适
用面积可增大。”张晓表示。

当然，除了净化空气、耐用外，空气净
化器本身的耗能情况以及工作时的噪音
情况，也是衡量产品性能的重要指标。“噪
声越小越安静，若没有特别说明，净化器
产品上给出的一般是最大档位噪声。”张
晓介绍，新国标实施后，空气净化器的核
心指标会在外包装或说明书显眼位置标

注，消费者选择时只需记住“五高一低”就
行了：即颗粒物洁净空气量、甲醛洁净空
气量、颗粒物净化能效、甲醛净化能效、颗
粒物累积净化量越高越好，噪声越低越
好。“而判断一台空气净化器是否执行了
新国标，要看其产品包装或说明书所执行
的标准号，如果标准号为 GB/T18801-
2015，则是按新国标生产的，产品质量更
有保证。”

她建议，老幼群体选购空气净化器
时，可选择带微生物去除功能的；若不想
经常更换滤网，可选择累积净化量较大的
净化器；有的净化器销售价格较高，但后
续不需要更换滤网，有的净化器销售价格
不高，但后续更换滤网投入较高，要考虑
自身预算。

此外，“净化器放置的位置应尽量避
开遮挡物，出风口应尽量处于呼吸带高
度。有些净化器会设计一些使用者不在场
时才能运行的程序，比如除菌程序，这类
程序一般会使用臭氧，但可能会对人体造
成一定伤害，使用前务必仔细阅读说明
书。”张晓提醒说。

空 气 净 化 器 怎 么 选
本报记者 沈 慧

“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中国的奖励
基金，奖励中国的杰出科技工作者”——
1994 年 3 月 30 日，带着这样的心愿，香港
爱国金融实业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
国伟先生共同捐资港币 4 亿元在香港注
册成立了公益性科技奖励基金——何梁
何利基金。22 年来，何梁何利基金科学
与技术奖以公正性和权威性著称，在我国
科技界及社会各界享有盛誉，国际影响与
日俱增。

10 月 21 日，2016 年何梁何利基金奖
颁奖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
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荣获 2016 年度何梁
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35 名科学家荣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5名科学家荣获“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经专家分析评估，与世界先进水平相
比，获奖科学家的成果中 61%已居于领先
水平。最新揭榜的何梁何利奖究竟见证
了哪些中国科技创新的“速度”？

速度一：
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不断

提升

“当时，我甚至没有想到在清华的科
研工作能够进展得如此顺利。我们在攻
坚剪接体及阿尔兹海默症相关蛋白的结
构与机理研究中，取得了远超我在普林斯
顿大学巅峰时期的一系列突破。在此过
程中，一批青年学生得到了良好训练，成
为我国未来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后备军。”
在 2016 年何梁何利基金颁奖仪式上，49
岁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如是说。

施一公在海外学习工作 18 年，谢绝
美国著名高等学校的诱人职位和优厚待
遇，毅然全职回国工作。他率领年轻的创
新团队，在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阿尔兹
海默症发病机理，剪接体的结构、组装与
催化机理等当代生命科学前沿领域，阐明
了膜蛋白和大分子机器的结构与机理。其
重大科技成果，为国内外学界高度肯定和
广泛关注。他和团队的杰出科学成就，使
我国结构生物学研究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朱丽
兰介绍，除了“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得主的
卓越成就外，获奖人员在多个基础研究领
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非线性最优化
计算方法得到国际公认；磁约束核聚变研
究，使我国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物理实
验跃居国际领先水平；中生代鸟类研究填
补了多项国际空白，彰显国际领先地位；
超分子体系构筑、调控与功能转化，对国
际分子组装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病原菌
感染和宿主天然免疫的分子机制取得了
多项原创性成果；国际上最完善的中国及
世界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国际
上唯一的家猪嵌合研究群体为家猪育种
提供了平台⋯⋯所有这些，有力地提升了
我国科技的国际影响力。

速度二：
新一代电子信息成果革新

产业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于海
斌研究员获得 2016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电子信息技术奖）。作
为我国工业控制网络技术研究的主要开

拓者之一，他攻克了制约我国工业自动化
系统发展的系列关键技术，主持开发的现
场总线芯片，改变了我国仪表行业长期无

“ 芯 ”的 局 面 。 他 参 与 制 定 了 IEC
61508 工业以太网国际标准，为我国在工
业自动化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取得话语权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领导团队开发的工
业通信芯片、智能仪表模块、网络化控制
系统，不仅支持了多家仪表企业通过了国
际认证，还为我国仪表企业的技术进步、
产品出口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企业带来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郑纬民在国
内率先开展存储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提出
一种灵活可扩展的网络存储体系结构及
实现方法，主持研制了国内最早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存储区域网络系统。他提出
一种结构无关的快速容灾恢复理论及实
现方法，大幅降低容灾成本并实现灾后即
时恢复；提出一种基于社区/群组概念的
云存储系统及数据共享机制，提高了云存
储的易用性。这些存储系统的部署和应
用取得了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推进了网
络存储技术在国内的普及、发展和应用，
也迫使国外存储产品的价格下降。

“此外，此次获奖人的轨道交通列车运
行控制系统、车载信号控制系统取得的杰
出成果，解决了复杂电磁兼容和信号识别
等关键技术难题，已广泛应用于高速铁路，
有力保障了列车安全运行。”朱丽兰介绍。

速度三：
医学药学领域新成果加速

涌现

“从 106 名被提名人中脱颖而出的 7
名获奖科学家是我国医药学和生命科学
领域的领军人物。”朱丽兰介绍，他们在肝
胆移植、干细胞治疗、脊柱外科手术、精准
诊断、肿瘤精准防治、糖尿病预警诊断等
方面获得多项国际认可的优秀技术成果，
既有高水准的医学基础研究，又有破解临
床难题的新技术新方法。另外，现代药物
智能制造创新技术体系等成果，为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贡献卓著。

多年前，一位与患者配型吻合的供髓
者在手术前最后一刻因恐惧拒绝抽髓，患
者生命危在旦夕。医生果断决定抽取其
外周血进行干细胞移植。这种方法供者
几乎没有痛苦，易于接受，但在国际上还
处于起步阶段，国内没有先例。经过 1 个
多月的精心治疗，患者最终康复出院。这
位果断的医生便是获得 2016 年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医学药学奖）的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陈
虎。他实现的这一白血病治疗技术的重
大突破，现已成为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
首选方法。30 多年来，他带领全科成功
开展了 4000 余例各类造血干细胞移植
和 1000余例肿瘤细胞免疫治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
教授樊嘉荣获 2016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医学药学奖）。他针对
肝癌门静脉癌栓这一生存期仅有 3 至 4
个月的世界性难题，首创了新型综合治疗
模式，使患者 5 年生存率提高到 26.8%。
他主刀完成全球首例“废弃”肝移植、亚洲
首例成人肝心联合移植等，提出适合中国
的“复旦标准”，较国际通用的“米兰标准”
拓宽了肝癌肝移植适应症。

速度四：
民生科技创新力克难题惠

万家

有一个小麦品种，占据着全国十分之
一的小麦产区，全国每 8 个馒头中便有 1
个来自它。它便是由河南科技学院教授
茹振钢培育的高产优质广适型小麦品种

“矮抗 58”。目前，“矮抗 58”已累计推广
2.6 亿亩，增产小麦 119.1 亿公斤，实现增
产效益 200多亿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了突出贡献。“矮抗 58”不仅是好品
种，而且是好亲本，现有 80 多个单位将其
作为亲本重点利用，育成国审品种 8 个，
省审品种 16 个，显著促进了我国小麦遗
传改良工作。在小麦育种领域的杰出成
果，让茹振钢获得了 2016 年度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农学奖）。

上世纪 90 年代末，国内还没有自主
开发的免疫学技术诊断禽流感病毒商品
化试剂盒。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金梅林带
领团队加速攻关，成功研究出系列快速抗
原及抗体检测技术，开发出具有自主产权
的商品化试剂盒，解决试剂盒大规模制备
中的关键技术瓶颈，进行产业化开发及推
广应用。金梅林在重要病原感染与免疫
机制研究领域获重大突破，对病毒入侵、
复制模式及分子机制的科学发现，有效解
决了家猪链球菌病的防治难题。她研发
的新型疫苗和检测试剂盒，在 30 个省市
区应用推广，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与流
行，同时降低了病原向人传播的风险。这
些创新成果让她获得了 2016 年度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农学奖）。

速度五：
深地深海资源勘察展现广

阔前景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石化宣布，
国内第一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气田建成
50 亿立方产能。这意味着每年可为我国
减排二氧化碳 600 万吨，相当于植树近
5500 万棵、近 400 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
一年，并可减排二氧化硫 15 万吨、氮氧化
物近 5 万吨。这个在我国能源开发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气田，正是在中国
石化勘探分公司总经理郭旭升创建的

“二元富集”理论指导下发现的。2000
年以来，郭旭升和团队持续攻关，发现
了涪陵、元坝、普光等 6 个大中型气
田，带来了四川盆地新一轮天然气发现
和储量增长的高峰。郭旭升也因此获得
了 2016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
步奖 （地球科学奖）。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姜
伟是 2016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
创新奖（产业创新奖）得主之一。他发明
了循环通道和承载结构双约束条件的海
上钻井隔水管下深设计方法和控制技术，
使深水钻井导管入泥深度的控制精度比
现行国际标准精度提高 20%，使我国成
为全球在深水领域掌握该核心技术的少
数国家之一。他发明的海上化学驱油高
效配置技术装置，与国内外陆上油田相
比，重量减轻 80%，面积减少 86%，溶解
效率提高 67%。

“此外，在节能降耗环保领域，获奖人
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开发装置等关键
技术取得多项突破，产品物耗、能耗、成
本、减排、环保指标已经达到和优于国际
先进的同类技术。”朱丽兰介绍。

2016年获奖人成果61%领先国际——

何梁何利奖见证哪些中国速度
本报记者 董碧娟

2016 年度何梁何利奖获奖人平均年龄为 52 岁，较去年降低 5 岁，整体年龄结构趋

于年轻化。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良 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