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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动态
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主权(节选)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孕育兴起和交互影响，创新既是我国实现
“双中高”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
势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
感和紧迫感，使创新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
个领域各个环节，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
引领型发展，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
技强国。
要落实和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充
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一是补好基础研究短板。加大长期稳定支持
力度，到 2020 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5%，
组建国家实验室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
高水平创新平台，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
主力军作用，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性，
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二是突破应用研究产业
化瓶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
创新机制，部署推进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
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形成一批既利当
前、更惠长远的新产业领域和经济增长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三是大力推动协同创新。依托互联网打造开
放共享的创新机制和创新平台，推动企业、
科研机构、高校、创客等创新主体协同，人
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协同，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以及区域创新协
同，加速释放创新潜能，培育新动能，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
要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在选人用人、成果处置、薪酬分配
等方面，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科研更大自
主权。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
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完善保障和激
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提高间接费用和人头费
用比例，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提高
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把创新精
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解决
“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打
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大财政科技投入，
改进科研活动评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
信息来源：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
moe_838/201605/t20160531_247133.html

财政部教育部给每位大学新生免费发放资助政策简介
为使国家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
学生资助政策家喻户晓,确保今年高考入学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时、全面、准确地了
解各项政策，消除顾虑，按时报到入学，财
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财务司和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联合编印了 2016 年版《高等学
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本专科学生），将于
高考结束后免费发放给每一位考入普通高
等学校的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学生。
《简介》全面介绍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是
“三不愁”：一是入学前不用愁。全国大多
数县（市、区）都开办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款，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向家庭所在地
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办理贷款用于支
付学费和住宿费。中西部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的新生，还可以申请新生入学资助，用于支
付入学报到的交通费及入学后短期生活费。
二是入学时不用愁。如有新生实在不能筹集
到足够的上学费用，可以通过新生入学“绿
色通道”直接报到入学，缓交学费和住宿费。
三是入学后不用愁。学校对通过“绿色通道”
入学的学生和申请资助的其他学生，将全面
客观地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资格和程度认定，
采取不同的措施给予精准资助。其中，解决
学费、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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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生活费问题，以国家助学金为主;解决
突发临时困难问题，以临时困难补助等为
主；解决综合能力和生活补助问题，以勤工
助学等为主。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田祖荫指
出，做好学生资助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精准扶贫要求，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
措。同学们历经数年寒暑，考上大学实属不
易。如果家庭经济上有困难，一定不要轻言
放弃大学梦，而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学校，
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帮助大家顺利完成
学业。新生拿到《简介》后，只要如实填写
其中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经当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核实盖章后，即
可据此申请办理入学前、后的资助项目。

据了解，自 2007 年以来，财政部教科
文司、教育部财务司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每年均联合编印《简介》，向广大新生免
费发放。为做好今年的《简介》发放工作，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于近日发出专门通
知，要求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简介》发
放工作，从省级教育部门到每一所高校层层
分解任务，在第一时间将《简介》随录取通
知书发给每位大学新生，确保新生人手一
册，确保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传递到每一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其家长。
信息来源：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
zdt/s5987/201606/t20160612_251467.htm
l

专业论坛
十大趋势主导全球新能源未来发展
最近，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2016 年
新能源展望》
。研究报告显示，未来 25 年间
全球电源投资将新增 11.4 万亿美元；到
2040 年，电动汽车将使总电力需求增加 8%。
虽然煤炭和天然气价格很可能继续保持低
迷，但是这仍然无法阻止未来几十年内世界
电力系统发生根本性转变，即向风能和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有助于系统平衡的技
术如电池等过渡。
电动汽车未来将成中国用电需求新增长点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2016 年新能源展
望》对全球煤炭、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预测
显著低于去年。但值得注意的是，报告预计，
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未来将急剧下降。
在这份 2016 年到 2040 年的研究报告
中，有关碳排放的部分喜忧参半。虽然中国
将经历较平缓的 GDP 增长，中国的经济转型
意味着最早将在 2025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
但印度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燃煤发电量的
增加将导致 204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
高出 2015 年水平约 700 百万吨或 5%。
根据报告，2016 至 2040 年，全球可再
生能源投资将达 7.8 万亿美元。但如果要使
世界碳排放量达到实现联合国 2 摄氏度气
候目标指导下的水平，则仍需要数万亿美元
的额外投资。

彭博新能源财经《2016 年新能源展望》
对煤炭和天然气价格的预测明显低于 2015
年的预测，但即便如此，预测仍表明，未来
25 年将持续快速地向清洁能源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北美，该研究报
告的预测并没有显示将会出现天然气黄金
时代。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发电资源，天然气
将在 2027 年被可再生能源超越。到了 2037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超过煤炭发电量。
煤炭前景的判断对是否能实现国际气
候变化目标至关重要。在去年 12 月在巴黎
气候大会上，196 个国家一致同意限制全球
变暖，从而使“地表温度上升要控制在 2 摄
氏度以内”，并“尽快达到全球碳排放峰值”。
《2016 年新能源展望》表明，尽管全球已
开始转向可再生能源，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量
在未来 11 年仍不会达到峰值。
对中国电力市场的发展，该报告认为，
中国燃煤发电量在 2014 年达到顶峰，即占
全国总发电量的 71%，而且以后也不再回归
该水平，即使未来五年内仍将新增 15%的燃
煤装机容量。至 2040 年，中国的太阳能发
电装机容量将比目前(截至 2015 年年底)的
燃煤装机容量要高。电动汽车的电力需求将
成为中国 2030 年以后的主要用电需求新增
长点，据预测，在 2040 年 914 太瓦时(T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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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增电力消耗将来自电动汽车。
此外，报告还预计，在 2029 年，中国
的零排放发电量将超过化石燃料发电量：到
2030 年，20%的一次能源消费来自零排放能
源。继 2013 年以来，中国零排放电源容量
的投资超过化石燃料电源。据预测，投资零
排放电源的黄金时代是在“十三五”期间
(2016 年到 2020 年)，这也是总电源投资达
峰的时期。
《2016 年新能源展望》以各国的项目
规划、当前政策、未来电力需求走势模拟、
电力系统动态和技术成本为基础，但并未考
虑 2020 年后任何加速脱碳的进一步政策措
施。约有 65 名专业分析师参与了此预测。
在能源发展方面，该报告提出了以下十
个方面的预测。
煤炭和天然气价格将持续保持低迷。预
测认为，煤炭和天然气价格将分别下降 33%
和 30%，表明二者将出现供应过剩，这又将
降低燃煤或天然气发电成本。
风能和太阳能成本将大幅下降。
到 2040
年，每兆瓦时陆上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
电的平准化成本将分别下降 41%和 60%，到
2020 年这两种技术将成为许多国家最便宜
的发电方式，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二者将成
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最便宜的发电方式。
化石燃料发电将吸引 2.1 万亿美元的
投资。燃煤和燃气发电投资将继续，特别是
在新兴经济体中，大约 1.2 万亿美元将被用
于新增燃煤发电厂建设，另外 8920 亿美元
将被用于新增燃气发电厂。
可再生能源将吸引最多投资。绿色能源
领域将吸引约 7.8 万亿美元的投资，其中陆
上和海上风电投资达 3.1 万亿美元，大型并
网规模、屋顶和其他小型太阳能发电投资
3.4 万亿美元，水电投资 9110 亿美元。
实现“2 摄氏度目标”需要更多的资金

支持。除了 7.8 万亿美元的投资，世界仍需
在 2040 年之前向零排放电源投资 5.3 万亿
美元，以便阻止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超过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设定的 450ppm
“安全”限值。
电动汽车市场的繁荣将进一步促进电
力需求的增长。到 2040 年，电动汽车将使
全球电力需求增加 2701 太瓦时或 8%，与此
相对应的是，BNEF 预测电动汽车将占到全
球轻型汽车新增销量的 35%，即 4100 万辆，
是 2015 年数量的 90 倍。
电池的大量应用将优化小型光伏系统
的使用。电动汽车的兴起将进一步压缩电池
成本，帮助分布式储能电池装机容量在 2040
年达到 759 吉瓦时，此类电池主要用于存储
小型太阳能发电系统产生的电量，然后应需
求放电，目前的装机容量仅为 1.4 吉瓦时。
中国燃煤发电的走势将在之前预测基
础上再压缩。中国的经济转型以及向可再生
能源的转变意味着中国 10 年后的燃煤发电
量将比去年的预测再低 1000 太瓦时或 21%。
印度将成为未来全球碳排放走势的关
键。从 2016 年到 2040 年，印度的电力需求
预计将增长 3.8 倍。尽管其未来 24 年的可
再生能源投资达 6110 亿美元，核能投资达
1150 亿美元，印度将继续严重依赖燃煤电
厂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这导致印度
2040 年的年度电力行业碳排放增加两倍。
可再生能源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在美
国超越天然气。到 2040 年，欧洲 70%的电
力都将来自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和其他
可再生能源电厂，而 2015 年这一占比仅为
32%。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份额将从 2015
年的 14%跃升至 2040 年的 44%，而同期燃气
发电量占比将从 33%降至 31%。
信息来源：北极星风力发电网
http://fd.bjx.com.cn/

信息集萃
电力规划管理办法发布 未纳入规划的项目不予核准
6 月 6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规划
管理办法》
（下称《办法》
）
。
《办法》提出，
电力规划应在能源发展总体规划框架下，统

筹水电、煤电、气电、核电、新能源发电以
及输配电网等规划，支持非化石能源优先利
用和分布式能源发展等。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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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规划是指导电力工业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是能源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北
电力大学教授曾鸣说，这是自 2003 年实施
“厂网分开”之后，第一次由政府正式颁布
有关电力规划管理的条例或者规章文件，体
现了新一轮电改提出的“加强电力统筹规
划”的要求。
《办法》明确，电力规划主要包括全国
电力规划（含区域电力规划）和省级电力规
划，全国电力规划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编制，
省级电力规划由省级能源管理部门负责编
制，报国家能源局衔接达成一致后方可公开
发布。同时，电力规划应与能源发展总体规
划衔接一致，按照省级电力规划服从全国电
力规划和省级能源发展规划的原则，通过
“两上两下”对全国电力规划和省级电力规
划进行衔接，对送电省电力规划和受电省电
力规划进行衔接，保证上下两级电力规划和
相关省级之间的规划有效衔接、协调统一。
《办法》规定，国家能源局和省级能源
主管部门应按照能源规划工作总体安排，提
前 2 年开展电力规划编制，及时启动专题和

综合研究工作。全国电力规划应重点提出 5
年规划期内大型水电（含抽水蓄能）、核电
规模及项目建设安排（含投产与开工），风
电、光伏（光热）等新能源发电建设规模、
煤电基地开发规模，跨省跨区电网项目建设
安排（含投产与开工）
，省内 500 千伏及以
上电网项目建设安排（含投产与开工），以
及省内自用煤电、气电规模。电力规划应在
建设规模、投产时序、系统接入和消纳市场
等方面统筹衔接水电、煤电、气电、核电、
新能源发电等各类电源专项规划，形成协调
统一的电力规划。
《办法》还规定，未纳入电力规划的重
大项目、不符合规划布局的电力项目不予核
准。特殊情况下也应先调整规划后再行核
准。未经核准的电力项目，不得进入电力市
场交易、不得纳入电网准许成本并核定输配
电价、不得享受电价补贴、税收减免等扶持
政策。
信息来源：北极星输配电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607/7401
02.shtml

国家能源局批复国内首个参与配售电业务的分布式能源项目
近日国家能源局批复国内首个参与配
售电业务的分布式能源项目--京能集团深
圳国际低碳城分布式能源项目。该项目将率
先在国内实现发、配、售电一体化，通过智
能电网建立“互联网+”基础平台，打造创
新型能源供应方式。
京能集团表示，深圳国际低碳城分布式
能源项目紧抓电改政策推行的契机，攻坚三
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在国内分布
式能源领域的开创性地位。
深圳国际低碳城分布式能源项目是针
对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动区量身打造的区域
能源供应系统。项目总装机容量约 60MW 的，
是燃气-蒸汽热电冷三联供分布式能源站。
项目组成主要有分布式能源站、沼气制

备中心、智能电网工程及冷、热网工程，
其中分布式能源站主要包括内燃机厂房、
综合能源集控中心以及综合水区等;沼气
制备中心主要包括沼气污水处理厂房、内
燃机厂房(含办公楼)、沼气储罐区、地下
中水池等。
该项目将成全国第一个达到欧洲标准
的智能化能源示范项目。项目利用可再生能
源实现循环经济，减少城市发展对一次能源
的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该项目采
用多种能源新型技术的系统集成方式，实现
能源系统模块化，更具可复制性。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606/
739661.shtml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有望建成我国第一座数字化核电站
去年的 6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视察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电工程公司时就
对华龙一号的异地协同设计平台中的“互联

网+”赞叹不已。时隔一年，该公司持续推
动互联网与核电建设领域的深度融合，全面
铺开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推动企业生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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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组织管理方式变革，将“互联网+”技
术全面应用至华龙一号科研、设计、采购、
施工各个环节，力争在华龙一号全球首堆—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实体核电站
建成同时，建成我国第一座数字化核电站。
据介绍，采用全数字化设计技术的华龙
一号设计已全部完成，数字化华龙一号初具
规模，该数字化核电厂涵盖由燃料至退役整
个核电厂全生命周期。目前该数字电厂已延
伸至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现场。由建设、安装、
采购、施工管理等部门共同组建的数字化联
合工作组正为保障华龙一号示范堆的安全
运行与维护收集、补充、整理各项工程数据。
所谓“数字化核电站”，包含了核电站
完整的设计数据、各种运行参数，可直接对

接核电工程的采购、建安、制造以及项目管
理环节，能有力支撑各个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和管理水平。如：可直接生成设备清单及性
能参数表用于采购，直接抽取施工图纸用于
建安单位的预制与施工，直接发布下厂图纸
到制造企业用于设备生产，数字化模型与进
度计划匹配可作为建安工程的精细化管理
工具等等。“数字化电站”还是为业主和核
电站运行单位提供全寿期服务的重要基础
数据库，它在工程建设及核电站运维，直至
核电站退役的全寿期内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还是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重要支撑
系统。
信息来源：北极星新闻网
http://news.bjx.com.cn/

能源局再批 8 个光伏领跑技术示范基地
国家能源局近日对外发布《关于下达
2016 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通
知明确，2016 年下达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
设规模 1810 万千瓦，其中，普通光伏电站
项目 1260 万千瓦，光伏领跑技术基地规模
550 万千瓦。冬奥会光伏廊道等 8 个光伏领
跑技术基地纳入建设范围。
根据去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
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我国将提
高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实施“领跑者”
计划。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专门的市场规模
实施“领跑者”计划，要求项目采用先进技
术产品。去年，我国首个先进技术光伏示范
基地落户山西大同。

此次下达建设规模的领跑技术基地包
括：河北 1 个（冬奥会光伏廊道光伏领跑技
术基地）、山西 2 个（阳泉采煤沉陷区和芮
城县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内蒙 2 个（包头
采煤沉陷区和乌海采煤沉陷区光伏领跑技
术基地）、安徽 1 个（两淮采煤沉陷区光伏
领跑技术基地）、山东 2 个（济宁采煤沉陷
区和新泰采煤沉陷区光伏领跑技术基地）。
通知明确，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应采取招
标、优选等竞争性比选方式配置项目，而且
应将电价作为主要竞争条件。基地内单个光
伏电站项目的建设规模原则上应在 10 万千
瓦以上，项目采用的光伏组件等主要光伏产
品须符合光伏“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指标。
信息来源：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60614/742026. shtml

“年产 4 万吨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项目”在青海东川动工
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支持力度的加
大，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环节——锂
电池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近日，青海诺德
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24 亿元人民币“年产
4 万吨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项目”在西宁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破土动

工。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生产基地，也是立足青
藏高原的国内大型高档电解铜箔制造企业。
信息来源：青海日报
http://epaper.tibet3.com/qhrb/html/20
16-06/17/content_3393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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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首次在南非构筑以光伏、蓄电池和柴油发电组成的微电网
瑞士 ABB 公司日前宣布，在南非共和国
约翰内斯堡的该公司朗梅多(Longmeadow)
事务所(面积：9 万 6000m2)，启动了集光伏
发电、蓄电池和柴油发电于一体的微网。
750kW 的太阳能电池板设置于屋顶，并
设置了定置式蓄电池系统。据称除了与电力
系统并网运行外，也支持离网运行，并扩充
了两方面的功能。
柴油发电机在该事务所原是作应急备
用电源使用的。通过追加太阳能电池板和定
置式蓄电池系统，构筑了微电网。
在计划停电或发生意外停电时，因能在
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时，稳定供给
电力，所以不会影响工厂的生产。
对定置式蓄电池采用了该公司制造的
系统稳定化系统“PowerStore”。该系统的
输出功率为 1MVA，蓄电容量为 380kWh。用

该系统可应对电源频率和电压的变动。
另外，作为分散控制系统，并用了该公
司制造的“Microgrid Plus”来管理电源供
应。可相应于负载情况，进行使柴油发电机
和光伏发电系统协调运转等控制。
在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用电量
最多，电力不敷使用。
该国因电力短缺、化石燃料价格变动及
地球环境的负载等原因，需要可持续的能源
解决方案。ABB 称，“此次发布的微电网技
术有助于解决这些课题”。另外还表示，
“不
仅是南非，在全球数千个地方都有需求”。
该公司称已经在偏远地区、岛屿及工业
用途等广泛用途构筑了 30 多个微电网。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0612/
741309.shtml

动动脚就能发电 这款地砖帮你节省电费
据悉，一家名为 Pavegen 的公司开发出
了一款新型地板砖，可以利用人的走路踩踏

来发电。这款地砖是一个动能回收系统，镶
嵌在地面上就可以捕捉人们脚底的能量

可以回收电能的地板砖（图片来自 Pavegen）

Pavegen 新型地板砖（图片来自 Pavegen）
人们走过的时候踩踏产生向下的力量
动能转换成电能。原理和发电机一样，只是
可以驱动地砖内部的齿轮，通过电池感应将
动力系统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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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gen 新型地板砖（图片来自 Pavegen）
Pavegen 公司的这款产品应用场景非常
广泛，目前已经得到了包括壳牌公司、Akon
等支持。最新版本的地砖在人们走过时能偶

产生连续的 5W 电力。
信息来源：中关村在线
http://4g.zol.com.cn/588/5888776.html

热点关注
国外智能电网的发展模式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发展智能电网的基
础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
的区别，以下将对各地区的智能电网发展模
式进行分析：
一、美国智能电网发展模式
美国智能电网发展战略推进过程，较清
晰地表现为 3 个阶段，可归纳为“战略规划
研究+立法保障+政府主导推进”的发展模
式，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国家发展战略推进模
式，如下所示：
(1) 前 期 战 略 研 究 与 规 划 阶 段
(2001-2007 年)
在美国前总统布什以及美国能源部
(DOE)的大力推动下，2002-2007 年，美国
依 次 形 成 了 “ 国 家 输 电 网 研 究 (2002) ”、
“Grid2030——美国电力系统下一个百年
的国家愿景(2003)”
、
“国家电力传输技术路
线图(2004)”
、
“电力输送系统升级战略规划
(2007)”等具有延续性的系列战略研究与规
划报告，为后续立法和政府主导实施奠定了
良好基础。
(2)立法保障阶段(2007-2009 年)
在美国智能电网发展进程中，2 份法案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分别是 2007 年年
底由美国前总统布什签署的《能源独立与安

全法案》(EISA2007)和 2009 年年初由美国
现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
案》(ARRA2009)。EISA2007 第 13 章标题就
是智能电网，它对于美国智能电网发展具有
里程碑意义。它不仅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智
能电网发展战略的国策地位，而且设计了美
国智能电网整体发展框架，就定期报告、组
织形式、技术研究、示范工程、政府资助、
协调合作框架、各州的职责、私有线路法案
影响以及智能电网安全性等问题进行了详
细和明确的规定。ARRA2009 进一步加大了
智能电网战略推进力度：
①提供 45 亿美元财政拨款用于智能电
网相关工作，以及 65 亿美元财政贷款权用
于建设电网基础设施;
②对 EISA2007 进行了修订，包括把智
能电网投资的政府补贴由 20%提高至 50%，
把补贴对象范围拓宽至电力公司以外参与
方，要求加强智能电网建设过程中的开放透
明度等。
(3)政府主导推进阶段(2008 年至今)
在 2 份法案指导下，以 DOE 为首，美国
相关政府部门从 2008 年起采取了一系列行
动来推动智能电网建设，主要可以归纳为 5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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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美国推动智能电网建设的方法

经过采取上述一系列行动，目前美国在
组织机构、激励政策和标准体系、关键技术
研发、宣传和人力资源保障等方面已经取得
了重要进展，为后续开展较大规模智能电网
建设打好了基础。
二、欧盟智能电网发展模式
欧洲智能电网的发展主要以欧盟提供
政策及资金支撑。与全球其他区域主要由单
一国家为主体推进智能电网建设的特点不
同，欧洲智能电网的发展主要以欧盟为主
导，由其制定整体目标和方向，并提供政策
及资金支撑。
欧洲智能电网发展的最根本出发点是

推动欧洲的可持续发展，减少能源消耗及温
室气体排放。围绕该出发点，欧洲的智能电
网目标是支撑可再生能源以及分布式能源
的灵活接入，以及向用户提供双向互动的信
息交流等功能。欧盟计划在 2020 年实现清
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占其能源总消费 20%的
目标，并完成欧洲电网互通整合等核心变革
内容。
欧洲智能电网的主要推进者有欧盟委
员会、欧洲输电及配电运营公司、科研机构
以及设备制造商，分别从政策、资金、技术、
运营模式等方面推进研究试点工作。
图表 2：欧洲智能电网的主要推进者

三、日本智能电网发展模式
(1)组织体系
日本智能电网由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
主导，产官学结合，2009 年 11 月在经产省
设立“下一代能源社会系统协议会”，以构
筑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社

会、大幅度引进新能源、满足下一代汽车的
新需求、实现电力的稳定供给为宗旨，经产
省内设“智能电表制度研究会”、
“下一代送
配电系统制度研究会”
、
“蓄电池系统产业战
略研究会”、
“下一代汽车战略研究会”、
“下
一代送配电网络研究会”、
“下一代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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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研究会”、“智能社区论坛”等
12 个相关研究会，对智能电网的相关问题
在经产省内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2010 年以后，随着国内外智能电网和
智能社区进入实证阶段，为掌握巨大智能电
网主导权，由日本经产省和超过 500 家企业
以及团体成立官民协议会——“智能电网联
盟”。联盟的会长单位是东芝公司，干事单
位由伊藤忠商事、东京燃气、东京电力、丰
田汽车、日挥、松下、日立制作所、三菱电
机组成，下设国际战略、国际标准化、发展
路线、智能家居等 4 个工作组，开展智能电

网战略研究和技术提携。
(2)重点推进项目
经产省根据日本企业在智能电网的技
术先进性，选出了 7 领域 26 相重要技术项
目作为发展重点。如输电领域的输电系统广
域监视控制系统(WASA)、配电领域的配电智
能化、储能领域的系统用蓄电池的最优控
制、电动汽车领域的快速充电和信息管理和
智能电表领域的广域通讯等列入其中。
信息来源：经济学人
http://mt.sohu.com/20160601/n45234803

会议预报
2016 机械电子与机器视觉国际会
所属学科：人工智能,电子工程,机械制造与
机床技术,电工
起始日期：2016 年 11 月 28--30 日
地点：南京市
重要日期：摘要截稿日期：2016-07-20
全文截稿日期：2016-07-20
E-MAIL：101011368@seu.edu.cn
会议网站：http://m2vip2016.seu.edu.cn/
会议背景介绍：
Mechatronic design can result in
products which are much simpler than
their intricate and costly predecessors
and can make commonplace the miracle of
yesterday. Machine vision has emerged
from the laboratory among other
sophisticated sensors to find real
applications in multimedia, and with
ease of interfacing it offers a whole
new field of low-cost vision-based
mechatronic designing.
In
recent
years,
with
new
mechatronic
concepts
continuously
introduced, such as wearable and soft
mechatronics devices, there is a great
demands of mechatronics education. And
being the backstage hero,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robotics and 3D
printing, mechatronics research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active.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its 22
predecessors, M2VIP 2016, to be held in
Nanjing, one of the greatest capital
cities of ancient times in China, will
provide
a
dynamic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experts and researchers
to present and review advances in
mechatronics and machine vision which
have
culminate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r
which
promis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征文范围及要求：
The
topics
covered
in
the
conference wi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ctuator and smart materials based
driving technology
Aeronautical mechatronics
Agricultural mechatronics
Applied robotics including those
manipulative, mobile,walking, flying,
humanoid and bio-inspired
Artificial
an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Medical mechatronics and robotic
rehabilit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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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able assistive devices
Surgical robots
Intelligent aids for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Machine vision
MEMS and nano mechatronic technology
Sensors, sensor fusion & sensor

networks
Underwater mechatronics
Remote assistance and virtual-reality
3D printing technologies
信息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http://www.meeting.edu.cn/meeting/not
ice/meetingAction-71360!detail.action

我们的图书馆
○资源推介

免费外借的辽宁省图书馆电子资源
辽宁省图书馆电子资源可以免费外借
了，有省图借阅证的老师输入证号和密码就
可以正常外借。有检索需要但无省图借阅证

的老师按流程注册后也可以免费使用省图
的电子资源。注册流程和省图的电子资源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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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动态

图书馆过刊合订本外借通知
为充分发挥纸质期刊资源作用，图书馆
决定自 6 月 22 日起面向全校师生开通过刊
合订本外借服务。过刊可以外借了！您只需
持本人校园一卡通到图书馆 203#过刊阅览
室就可以办理借刊手续，每人限借 5 册，借

阅期限 15 天，不可续借。欢迎各位读者来
馆借阅！
温情提示：由于过刊合订本无复本，请
读者保持刊物整洁，切勿丢失哦。
信息来源：图书馆期刊部

《网上报告厅》更新了
图书馆的视频数据库爱迪科森《网上报

值得一看。外部地址：

告厅》更新了，访问地址：网上报告厅

http://www.wsbgt.com/Web/index.aspx，

http://59.73.16.112/wsbgt/Web/index.a

可收看更多更新报告，欢迎大家在线收看！

spx，数据库安装了 2660 个讲座，年代较新，

信息来源：图书馆技术部
○书单来了

7 本名人读书随笔，告诉你如何高效读书
阅读是一件极有乐趣的事情，但我们在
阅读经典的时候，难免有不得其门而入的时
刻。从这 7 本名人的读书随笔中，您将一窥
他们的独到见解，他们的只言片语可能就会
让你醍醐灌顶。所以这几本书虽然我馆未
订，仍然推介给您，是希望您能在有限的时
间里获得更好的读书感受。
一、
《毛姆读书随笔》
三句话感受这本书
1.读书其实是在建立和不断修正自己处世
哲学体系的过程，完全适合自己的书只能由
自己来书写。

2.养成读书的习惯，也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
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
3.每个人自己就是最好的批评家。
二、《伍尔夫读书随笔》
三句话感受这本书
1.一个人一旦有了自我认识，也就有了独立
人格，而一旦有了独立人格，也就不再浑浑
噩噩，虚度年华了。
2.不论在什么时代，总会有人一本正经地断
言，女人不适合做这个、没能力做那个——
就像在任何时代都有病菌一样。
3.我们不应该对作者发号施令，而应该设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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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地为作者设想，成为作者的合伙人和同
谋。
三、梁启超《读书指南》
三句话感受这本书
1.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
2.真是一本让人想读书的读书指南，尤其适
合对国学感兴趣的读者。
3.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
的，一类是浏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
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
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
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四、胡适《怎样读书》
读同一本书，懂得方法的人读了，可以
获得智慧与知识，应付环境；反之，不懂方
法的人，读了却一无所得，反博得“书呆子”
的绰号。书中林语堂、朱光潜、丰子恺等人
的读书心得与建议实用又有趣，非常值得一
读。
三句话感受这本书
1.读书与散步，踢球，看电影，游山玩水，
并不冲突，而且是互有补充。
2.读书前有三问：读什么书？读书的功用？
读书的方法？
3 我宁愿做一个终身穷苦的苏格拉底，不愿
做一只快乐的猪。
五、
《叔本华美学随笔》
三句话感受这本书
1.独立、自由的思考与阅读书籍对我们的精
神思想产生出不同的效果，其差别之大令人

难以置信。
2.那些把一生都花在阅读并从书籍中汲取
智慧的人，就好比熟读各种游记以细致了解
某一处地方。
3.我们应该始终是把相当有限的阅读时间，
专门用于阅读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所曾
有过的伟大著作。
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
三句话感受这本书
1.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
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2.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
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
读者”。
3.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
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
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
七、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
三句话感受这本书
1.阅读即是消除孤独和增强自我。
2.没有人是真正地感到自由的，除非他或她
在精神上是孤独的。
3.我们读书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认识够多的
人，而是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
减或消失，容易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
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种种不如意事情
的打击。
信息来源：真友书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17
/11/17132703_568489263.shtml

○它山之石

北大图书馆出新招

巧妙服务“读书族”和“键盘族”

近日，北大图书馆为“键盘族”开设自
带设备学习区，共 60 个座位，每个座位都
配有插座，上座率相当高。但是，这个专属
自习室目前只是过渡产物，明年，北大图书
馆将进行全面改造，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动
静分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传统的图书馆注
入了新的内涵，或者说，传统图书馆正在借
助现代信息技术转型升级为一种全新的现
代图书馆。现代图书馆不再像传统图书馆那

样被传统纸质书“统治”，必将融以电脑、
iPad 等现代工具或技术平台，因此，传统
的安静的阅读场所难免会响起此起彼伏的
键盘声。
于是，传统“读书族”和现代“键盘族”
出现了一定的矛盾，甚至，有网友戏称，敲
击键盘可以列入图书馆陋习前三名，对“键
盘族”的“嫌弃”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在图书馆用电脑来玩游戏或者逛
淘宝，这样的“键盘族”理当受到批评和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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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但如果是用电脑来查阅电子资料，撰写
科研报告、学术论文等，那么，这样的“键
盘族”不应被视为图书馆陋习而被批评或
“嫌弃”
，相反值得肯定。在求知的天空下，
“读书族”和“键盘族”都是“学习族”，
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能因为键盘声的
响起就把“键盘族”和“读书族”完全对立
起来，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当然，在图书馆运用电脑查阅资料或进
行其他学习活动，必然会出现敲击键盘的响
声，这在宁静而封闭的空间里可能显得格外
刺耳，这可能也是部分网友嫌弃“键盘族”
的主要原因。但这样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北大图书馆“动静分区”的做法，无疑有助
于化解这一矛盾。这种对“读书族”和“键
盘族”的包容性举措，让两者各得其所，相
得益彰，值得推广。
因此，大学图书馆，乃至其他图书馆，
应该积极适应、引领信息时代新形势，对阅
读区间做出合理的人性化分隔，将传统阅读
和数字化阅读在分离中融合，使传统学习模
式和现代学习模式相辅相成，努力做到传统
与现代齐飞，“读书族”与“键盘族”相看
两不厌。
信息来源：蒲公英评论网站
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
id=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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