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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动态
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思考（节选）
了解中国教育，需要了解中国的教育水平。
学科评估的宣传效果对他们来说是最直接、
最直观的。现在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前选
专业、选学校，学科评估给他们提供了直观
参照。同时，也通过服务这种需求，在国际
上发出了中国学科评估自己的声音。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政府在利用学科评估数据的时候，最好是建
立一个二次评估数据库，二次评估数据库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政府认为所有的学
科排名都有可取之处，一个学科在任何排行
榜中表现都很优秀，这个学科一定很优秀，
一个学科在任何排行榜中都很差，这个学科
一定很差，一个学科在有些排行榜中很优
秀，在有些排行榜中很差，那说明它有特色。
因此我们政府要承认，所有的学科排名都是
有道理的，然后把他们收集在一起，组织专
家对每一个榜单进行专业鉴定，给每个榜单
赋一个权重。比如说某个评估非常靠谱，可
以计为 5 分，另一个评估不太靠谱，就计为
1 分，最后加权就得到一个学科的综合评估
结果。
马陆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
任）：不管多么好的学科排名，在制定的时
候一定要反复想怎么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生
态发展，有利于高等教育内部学科的生态发
展，这种生态可能是我们学校最关心的。想
法再好，一旦有违背生态的时候，我们就需
要适时调整了，而且评估结果出来以后，不
能恶意竞争。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挖
“学术大咖”，各省市都出了招揽政策，结
果我们国家的总量没有增加，各个地方花了
那么多钱，总量却没有增加，反而对学校造
成了干扰。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在
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里，抓学科建设是学
校的责任。对学校来说，要有学科意识，使
校内的学科协调发展、特色发展，要考虑学
科之间的生态关系、互动关系，不能搞学科
孤立。在一个大学里，往往是“学科群”的
建设问题，学科之间相互支撑，有骨干，有

学科评估不是争名次，而是找“短板”
蒋传海（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在第
三轮学科评估中，很多高校的管理者希望把
参加评估作为学科诊断、摸清学科家底的机
会，以便深入了解每个学科在建设中存在的
“短板”以及国内同类学科的位置，并以此
作为督促学院院长开展学科建设、发挥学院
学科建设主体地位的外部机制；同时评估结
果也为很多高校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顶层
设计，促进学科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了
重要的信息。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以
后，我校就把每一个参评学科的评估报告全
部购买回来，并组织每一个学科深入研究讨
论，这对我们制定新一轮学科发展的规划，
包括新一轮学科发展指导思想和建设方针、
学科的布局、各学科发展的目标、学科结构
的优化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立生（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主任）：关于学科评估的目的，我们现
在提出了四个服务的理念。
首先是服务我们的高校，为学校学科建
设提出一些可以参照的内容，最后由学校自
己去采用，在诸如内部建设、学科规划、学
科管理、学科内部评价等方面提供支持。
其次是服务政府，我们这些年的学科评
估尝试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较典
型的就是，财政部对高校学科建设提供支持
也参考了我们的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此外
像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省里的高校学科建
设方案，很多也都是依据我们的第三轮学科
评估结果的排名情况来考虑的。
再次是服务社会，现在每年一些媒体都
会把学科评估的结果公布出来，学生报考高
校选学校、选专业时就会拿来做参考。按照
现在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未来高考报
专业将会是“专业+学校”
，过去是“学校+
专业”，现在学生看到的首先是专业，然后
看后面是哪个学校，所以有人预测，我们第
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对明年高考学生选专业
可能有更直接的参照价值。
还有一个方面，国际社会现在迫切需要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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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也要有后援。这也可能是大学的学科
建设优于一般科研院所的地方。在这方面，
我们在 211、985 建设中，有不少好的经验。
现在有的学校为了争名次而不顾学术生态、
盲目砍一些所谓的“无用之用”学科，或忽
视学科的生长性而扼制那些目前处于相对
弱势但长远看很有希望的学科，这对学校的
整体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学
科评估和学科建设要支持破除学科壁垒。当
今学科生长点，大量发生于学科交叉中，我
们应当创造这样的条件，支持创新发展。
让学科评估回归到内涵建设本身
王小力（西安交通大学常务副书记）：
学科在发展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三个面向”
观念，要以“三个面向”引领学科发展，即
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
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我觉得这应该
是学科未来做大做强的科学发展之路。我认
为通过学科评估和学科建设，把真正的学科
建设引到“三个面向”上来，但是目前这方
面还比较欠缺。目前，学科建设存在同质化、
缺乏特色等问题，实际上学科在整个建设过
程中，对学科的打基础、谋长远的事情想的
太少，而国际一流大学，对于学科长远的谋
划是非常深的。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布局
也缺乏良性的淘汰机制，也就是要解决好学
科能上能下的问题。
所以学科评估，我们觉得一轮一轮发展
到今天，正在越来越完善，我们现在对学科、
对学科的定位、对学科的功能以及对学科的
缺陷的认识，越来越清醒了，可能未来把它
引导到或者说让它回归到一个真正的学科
建设轨道上来。
我们希望评估工作不要变成一个“面子
工程”，评估的真正内涵要推动各高校的学
科建设更加科学、更加严谨、更加符合学校
特点，更加凸显学科特色，有些学科现在可
能弱一些，但未来可能是国家战略必争学科
或者战略布局学科，还需要继续办，并逐渐
办好。现在一些学科可能还有差距，还需要
国家和学校的扶持而不是害怕受牵连而“割
尾巴”
。评估也不要成为一个“拼盘工程”，
更不要变成简单的争资源工程，一定要从高
校的学科发展规律中去挖掘内涵，真正把大

家引到学科质量和水平提升这个方向去。
王立生：我们第四轮学科评估有几个方
面的创新性举措。
第一是适度淡化条件资源，关注成效跟
产出。不再只计算基地、中心的数量，主要
看学校的建设成效如何、产生的成果如何。
第二是对师资队伍评价做调整。过去我
们看学校有多少长江学者、两院院士。这次
我们重点看学校整个师资队伍的整体建设
情况，包括整个师资队伍的结构、国际化程
度，还要考察青年教师队伍和年龄梯次结构。
第三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了过去对在
校生的评价，再增加两个维度，一个是过程
评价，还有一个是毕业后评价。
第四是在科研评价方面，我们做了几个
方面的改进：首先是对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做了一些技术改进和对接，从而体
现中国式的 ESI 评价；其次是学科评估加强
了对中国期刊的带动力度；再次就是增加了
学科建设的社会声誉评价；参评规则上我们
坚持绑定参评规则。
第五是我们推出了一个“归属度”办法，
就是说几个学科共同做出一个成果，几个学
科来商量，各自在成果中贡献了多少比例，
然后在不同学科里分别填报。
最后是要强化后期数据服务。
我们第四轮学科评估没有公布权重，为
的是防止填报材料的时候大家盲目追求权
重高的地方堆砌材料，所以我们只公布指标
体系。未来权重的产生，首先是我们提出一
个方案，所有参加主观评价的专家都有权提
出关于权重的意见，我们把所有专家的意见
汇总之后形成最终指标体系。
蒋传海：第四轮学科评估的评估指标、
评估过程和评估方法较之第三轮有了十分
明显的优化和改进，我们期待有效果更好的
评估结果出来。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有的高
校预期新一轮学科评估结果会与未来的资
源配置挂钩，特别预期会和“两个一流”建
设挂钩，使得个别学科整合成果和材料把优
势学科的评估名次搞上去的功利化思想有
所增强，诊断学科找短板，以评促改、以评
促建，提升学科实力和水平的初衷有所弱
化。所以虽然本次门类“绑定评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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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学科随意整合的机制性问题，但在后续
公示、数据核查等环节还要认真查证，进一
步保证评估的公平公正。
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科评估的功能，我有
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要让学科评估真正回
归到学科内涵建设本身。政府需要学科评
估，学科评估也应该为政府绩效导向的资源
配置提供决策支持，但政府还是要避免一些
资源配置单一的和评估结果直接挂钩，尽量
使用多元化的因素、多渠道的信息引导资源
配置，弱化学科评估的功利化，回归学科内
涵建设本身。第二，政府需要多管齐下，建
立监督机制，推动第三方学科评估的健康发
展，促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可靠性。第三，要
建立学科数据填报的长效机制，加快建设国
家教育管理信息化体系，逐渐使得第三方评
估工作建立在可靠的数据基础之上。
白海力（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
长）：对于第四轮学科评估，具体来讲：第
一，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迫切的需
要一种声音来引导我们的工作。人才培养过
程的各个环节管理得到不到位？学生毕业
离校后，学校还管不管？第四轮学科评估指
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
常重要的回答，那就是“培养过程质量、在
校生质量和毕业生质量”
。所以，如果高校
关注学科排名，就不可能再把人才培养置之
一边，只抓科研指标，只抓国家科技奖，只
抓科研经费，这就是第四轮学科评估对于高
校内涵发展的引导。第二，从国家数据安全
角度来讲，国外“高校以及学科排名”指标
体系，如 US news、THE 以及 QS 等采用了公
开的数据或向高校索取数据。一定程度上这

意味着数据不完整，不能全面反映中国高校
的教育状态，尤其是目前对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贡献。第三，从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
目前进行中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尚有有很多
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但是我认为，
在现行国内外各种评估体系中，它是最符合
中国高校发展现状、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
比如说和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高度契合。
同时，我们也不要避讳提及评估结果和“两
个一流”建设的结合。“两个一流”建设是
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战略，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的重要举措。在这个奋斗与建设过程中，难
道我们不应该使用中国自己构建的国际标
准吗？难道“世界一流”的标准就一定是
US news、THE 和 QS 的标准，就一定是 ESI
吗？我们应该从更加积极的角度，关注、关
心和支持中国自己的“学科评估”走向世界，
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具体体现。
瞿振元：我支持我们自己的学科评估，
不仅要在国内能做好，而且走向世界。但也
要注意到，学科评估只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
环节，还是要以评促建，重在建设；评是一
时，建是经常，贵在积累。要明白学校建设、
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各自的内涵，辩证处理
其间的相互关系。“两个一流”建设，作为
国家的又一项标志性工程，不仅要考量学科
水平的高下，而且应当综合考虑包括区域布
局、产业所需等重要因素，进行战略性思考
和战略规划。
信息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http://www.hie.edu.cn/perspective1258
0/20161122/t20161122_993466.shtml

专业论坛
“十三五”电力科技重大方向及关键技术(节选)
基于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解决能源
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全球能源可持
续发展等重大问题，“十三五”期间，在电
网方面，以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
用电量中的比例为核心目标，需要重点开展
智能电网重大技术研发，超前部署我国新一
代能源系统及全球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研

究；在发电方面，以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重点发展水
利发电、安全发展核电技术。“十三五”期
间，我国电力科技领域将重点开展 9 个重大
技术方向的 38 项关键技术研究工作。
(一)智能电网技术
1、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调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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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电网柔性互联技术
3、现代配电网多元用户供需互动用电技术
4、储能新技术
(二)我国新一代能源系统技术
1、源端综合能源电力系统关键技术
2、受端综合能源电力系统关键技术
3、未来我国西部直流电网技术
(三)全球能源互联网技术
1、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规划技术
2、大容量、远距离输电技术与装备
(四)高效清洁火力发电技术
1、700℃超超临界的关键技术
2、超超临界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
3、联合循环发电及煤基多联产技术
4、特种煤发电技术
5、燃煤电厂烟气污染物一体化脱除及二氧
化碳捕集技术
6、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和微型燃机冷热电联
供发电技术
7、超临界 CO2 循环发电技术
(五)可再生能源发电及利用技术
1、海上风力发电技术
2、太阳能光热发电技术

3、新能源发电功率高精度预测技术
4、 新能源发电优化调度技术
(六)水力发电技术
1、超高坝建设技术
2、大型地下洞群关键技术
3、环境保护、移民安置与生态修复技术
4、高性能大容量水电机组技术
5、数字化、智能化水电与研发
(七)先进核能发电技术
1、第三代大型先进核电技术及装备
2、第四代核电技术
3、模块化小型核反应堆技术
(八)系统能效提升技术
1、多能源超大系统协同增效及综合能量管
理技术
2、火电厂余热利用和海水淡化集成优化
(九 )基础性、前瞻性技术研究
1、电工新材料
2、无线输电技术
3、超导技术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新闻中心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11/
788384.shtml

信息集萃
国内首个 600MW 钢结构冷却塔项目专项设计通过审查
近日，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施工、建设的山西
赵庄鑫光 2×660MW 低热值煤发电厂钢结构
冷却塔项目专项设计在武汉顺利通过专家
审查。本次审查国内著名空间钢结构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克俭，中国钢结构协会专
家委员会名誉主任陈禄如，以及各方专家参
加了会议，专家组对设计成果给予了高度肯
定：设计方案路线正确、方法合理、内容详
实，一致同意通过评审。这标志着世界第一
钢结构冷却塔真正走向成功的新起点。
钢结构冷却塔相对于常规混凝土冷却
塔，上部结构用钢量基本持平，但减少了大
量的混凝土用量，且所有钢材可全部回收利

用，具有"绿色环保、资源节约"的优点，顺
应了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供需侧改革政
策，因此成为近年来国内电力行业新技术的
热点。山西赵庄鑫光电厂是国内首个采用自
主技术设计的 600MW 级机组的钢结构冷却
塔，采用两机一塔方案——冷却塔高 216.3
米，零米直径 181.3 米，属于世界首创和第
一规模的超大型钢结构冷却塔，其空间面板
体积规模及高气密性也为世界首创。此规模
钢结构冷却塔在结构体系、空间体系、面板
体系、制作及安装工艺等各方面均面对世界
级的技术难题。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

我国地热直接利用居世界首位
我国已建立较完善的地热资源开发利
用技术体系，地热直接利用居世界首位。到

202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将在一次能源消
费中占比从 12%提高到 15%，其中，地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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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增量主力。届时，我国地热供暖、制冷
面积将达 16 亿平方米，累计实现地热发电
装机容量 53 万千瓦时，可实现替代标煤
721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77 亿吨，对我
国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改善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
地热能是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我国地
热资源丰富，资源量约占全球地热资源的
1/6。截至“十二五”末，全国浅层地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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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制冷面积达到 3.92 亿平方米，中深
层地热供暖面积达到 1.02 亿平方米。京津
冀地区将成为“十三五”期间我国发展地热
的主阵地。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京津
冀地区已形成年利用地热供暖制冷面积
13000 万平方米，实现年替代标煤 380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980 万吨。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

自重吨位最大、离岸距离最远、首座斜桩基础海上风电项目升压站成功吊装
江苏东台 2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由集
控中心、220 千伏海底电缆、220 千伏海上
升压站、风机基础及风机安装四大工程组
成。220 千伏海上升压站作为项目四大工程
之一，具有以下几方面建设亮点。
合理优化设计
为减轻海上升压站平台上部结构重量，
降低工程造价，扩大施工船机选择范围，鲁
能江苏公司组织多方对东台项目海上升压
站进行了多次讨论，优化平台结构及平面布
置，调整设备布置，压缩平台结构尺寸。通
过优化，结构和设备总重量由 2600 吨降到
2300 吨，按此重量，不需挖泥就可以满足
施工船机的吃水深度要求，减少挖泥费用
1500 万左右，并且降低材料和施工费用，
同时扩大了整体吊装升压站平台吊装船机
的选择范围。
科学施工建造
江苏东台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平台采
用陆上建造、海上整体吊装的施工方式。鲁
能江苏公司优化设备吊装和平台片体施工、
设备安装方案，加强现场组织协调，昼夜奋
战，高效运行，顺利完成升压站上部平台制作。

系统策划运输。
多次进行现场踏勘海上运输线路，邀请
多位专家对海上升压站上部平台装船方式
进行研究。东台项目海上升压站陆上建造完
工后，采用滑移装船方式搭乘 1.7 万吨级运
输船 “汇宗海”，由山东龙口港出发，经渤
海、黄海两大海域，历时 52 小时到达东台
施工海域。精准组织吊装。该项目作业区域
潮差大、流速急，且存在冲刷、涌浪等不利
因素，作业条件十分复杂，施工难度极大。
受台风“海马”、寒流带来的大风因素影响，
海上升压站运输船到达施工海域后合理选
择抛锚避风地点。日前，在风速、潮水等各
因素均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鲁能江苏公司抓
住有利气象条件，合理优化施工方案，缩短
作业时间，精确组织实施，科学调度，昼夜
奋战，一次性成功完成升压站吊装就位。
伴随着潮起潮落、日月轮换，我国自重
吨位最大、离岸距离最远的首座斜桩基础海
上升压站巍然屹立于黄海之上，开启了海上
风电项目的新征程。
信息来源：北极星风力发电网
http://fd.bjx.com.cn/

国际领先 哈锅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技术达到新高度 发电煤耗 255.29 克/千瓦时
日前，由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哈锅”）自主研制的华能莱
芜百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 2 号机组锅
炉一次性满负荷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再次
印证了哈锅二次再热技术的可靠性和先进
性，为二次再热技术在国内推广应用发挥了
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哈锅自主研发的“100 万千
瓦等级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塔式锅炉研制及
应用”项目顺利通过国家级成果鉴定。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倪维斗、秦裕琨、岳
光溪等 11 位行业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鉴定
委员会一致认为，哈锅自主研发的 100 万千
瓦等级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塔式锅炉技术创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5

信息导刊理工网络版

2016 年第 7 期

新显著，具有突出的高效率、低排放等优势，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二次再热锅炉技术性能稳定可靠
哈锅自主研制的莱芜电厂百万千瓦二
次再热超超临界塔式锅炉 1 号机组于去年
12 月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今年 7 月
完成性能考核试验，机组发电效率为
48.12%，发电煤耗为 255.29 克/千瓦时，供
电煤耗为 266.18 克/千瓦时，三项指标分别
优于当前世界最好水平 0.3%、1.51 克/千
瓦时、0.32 克/千瓦时，均刷新了世界纪录，
是目前世界上效率最高、能耗最低、指标最
优、环保最好的火电机组，一举成为世界绿
色煤电的标杆机组。
按照年运行 5500 小时计算，与常规百
万千瓦超超临界一次再热最优机组相比，该
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9.74 万吨，二氧化
碳减排 27.5 万吨，二氧化硫减排 102 吨，
氮氧化物减排 94 吨，机组节能减排效果更
加突出，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次再热发电技术代表了当今世界领
先发电技术，比常规一次再热机组效率提高
约 3%，二氧化碳减排约 3.6%，具有高效率、
低能耗、低排放等优势。2015 年 6 月，哈
锅研制的中国首台世界最高参数的 66 万千
瓦二次再热超超临界锅炉在华能安源电厂
顺利投运，主汽压力达到 32.45 兆帕，主蒸
汽温度 605 摄氏度，一次、二次再热汽温均
达到 623 摄氏度高效运行参数，开启了我国
乃至世界火电机组高参数二次再热新时代。
平稳运行一年后，安源二次再热机组性
能考核试验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各项
指标均优于保证值。1 号、2 号机组锅炉效
率分别为 94.61%、94.34%，均高于保证值
93.8%，机组供电煤耗比常规一次再 热超
超临界机组低约 20 克/千瓦时；氮氧化物排
放分别为 219 毫克/立方米、216.5 毫克/立
方米，均低于保证值。1 号、2 号机组锅炉
效 率 相 对 于 保 证 值 分 别 提 高 了 0.81% 及

0.54%，标志着两台机组供电煤耗比保证值
再降低了 2.64 克/千瓦时、
1.77 克/千瓦时。
近年来，哈锅紧跟国家节能减排要求，
超前预判，在行业内率先自主研发了超超临
界二次再热技术，填补了我国技术空白。目
前，在全国 14 个二次再热项目中，哈锅拿
到 7 个项目，市场占有率 50%；已投运 6 台
机组，其中 4 台为哈锅产品，已投运占比
66.7%，两项指标均为行业第一，对提高煤
炭资源利用率、深入推进节能减排作出了积
极贡献。
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技术国际领先
哈锅研制的更高参数华能莱芜电厂 100
万千瓦二次再热超超临界塔式锅炉是目前
世界最高参数、环保指标最优的百万二次再
热锅炉，主蒸汽压力为 32.9 兆帕，主蒸汽
温度 605 摄氏度，一次、二次再热汽温均达
到 623 摄氏度，设计发电煤耗为 256.16 克/
千瓦时，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唯一达到 623
摄氏度运行参数的百万千瓦二次再热锅炉，
刷新了二次再热锅炉蒸汽 参数和机组效
率世界纪录。随着莱芜电厂百万机组的顺利
投产和参数创优，标志哈锅二次再热发电技
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再创世界之最。
与安源二次再热项目类似，该工程同样
采用了烟气再循环系统，能够灵活调节再热
气温，保证再热气温负荷范围大，适合调峰
运行需要，使机组在低负荷运行时也有优异
经济性；采用全炉膛数值模拟计算，精确分
析燃烧系统及炉内烟气流场，结合烟气再循
环运行方式，实现高效低氮燃烧，机组更加
高效节能环保。该锅炉创造了“水压试验压
力最高、从水压试验到机组点火吹管用时最
短、从并网发电到完成 168 小时试运用时最
短”等多项纪录，机组运行稳定，树立了世
界火电设备制造史上新的丰碑。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新闻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61124/
791501.shtml

鼓励海上风电深水远岸布局
11 月初，国家海洋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规范海上风电用海管理的意见》。在海上
风电场选址方面，《意见》明确，鼓励海上

风电深水远岸布局，在当前和未来开发强度
低的海域选址建设，原则上应在离岸距离不
少于 10 公里、滩涂宽度超过 10 公里时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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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不得少于 10 米的海域布局。
根据《意见》，海上风场的选址要充分
发挥海洋空间规划控制作用。海上风电项目
用海必须符合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海洋
功能区划，优先选择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已明
确兼容风电的功能区布置，一般不得占用港
口航运区、海洋保护区或保留区等功能区；
海洋功能区划中没有明确兼容风电功能的，
应当严格科学论证与海洋功能区划的符合
性，不得损害所在功能区的基本功能，避免
对国防安全和海上交通安全等产生影响。同
时，在各种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
区、自然历史遗迹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
河口、海湾、滨海湿地、鸟类迁徙通道、栖
息地等重要、敏感和脆弱生态区域，以及划
定的生态红线区内不得规划布局海上风电场。
在省级海上风电规划编制过程中，省级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规划提出用海初
审意见和环境影响评价初步意见，依据海洋
功能区划统筹协调海上风电和其他用海活
动，确保规划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及有关海洋
管理政策。
在风电项目用海面积上，
《意见》指出，
海上风电的规划、开发和建设，应坚持集约
节约的原则，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充分
考虑地区差异，科学论证，单个海上风电场
外缘边线包络海域面积原则上每 10 万千瓦
控制在 16 平方公里左右，除因避让航道等
情形以外，应当集中布置，不得随意分块。
规划建设海上风电项目较多的地区，风电场
应集中布局，统一规划海上送出工程输电电
缆通道和登陆点，集约节约利用海域和海岸
线资源。
鼓励实施海上风电项目与其他开发利
用活动使用海域的分层立体开发，最大限度

发挥海域资源效益。海上风电项目海底电缆
穿越其他开发利用活动海域时，在符合《海
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且利益相关者协调一
致的前提下，可以探索分层确权管理，海底
电缆应适当增加埋深，避免用海活动的相互
影响。
针对海上风电项目用海申请和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审批工作，《意见》提出，要严
格执行海上风电项目用海预审制度和海洋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制度。目前，国家海洋
局已经下放海上风电项目用海预审权限，按
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和《防治海洋工程建
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
规定，项目用海和环境影响报告书需报有审
批权的人民政府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在用海预审上，沿海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应按照规定程序，主要依据海洋功能区划、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等进行
预审，并出具用海预审意见。在海洋环境影
响报告书审查上，有审批权的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应重点分析海上风电建设对鸟类、海洋
哺乳动物的累积性和长期性影响，重点论证
生态修复、生态补偿和监测能力建设等环境
保护措施的可行性。
此外，《意见》还就加强海上风电项目
用海事中事后监管提出相关要求。在切实严
格监督管理工作的同时，结合海上风电这一
新兴用海产业的自身特点和地区实际，一方
面按照简政放权要求，研究制定相关简化程
序，另一方面，选择典型海域，适时开展后
评估工作，为后续海上风电项目用海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提高用海管理水平。
信息来源：中国储能网
http://www.escn.com.cn/news/show-3631
53.html

脑洞大开！意大利一公司推出太阳能砖头
开发新能源是大势所趋，像很多大型建
筑物都会设置太阳能电池板来吸收阳光供
电，但毕竟太阳能电池板太笨重。为了解决
这些，意大利一家公司想了一招，一起来看
一下吧。
意大利的这家公司计划推出太阳能砖

头，用该砖头垒出的建筑物就具备了太阳能
电池板功能，整栋大楼都是太阳能接收板，
是不是很酷？
这种太阳能砖头，内置了太阳能电池
板，通身全部由可回收的无毒无害材料所
制，包括木头、石头、混凝土、瓦片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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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塑造不同材质的外观，适用于各种风格的
建筑物，可以用来装饰房顶、庭院等，如果
土豪愿意全部用这种砖头盖房那也没有问题。
虽然太阳能砖头并不是透明的，但阳光
还是能穿过它的表面，为嵌在砖头下方太阳

能板充电。不过目前太阳能砖头的光电转化
率只有 25%，只能用作辅助电源使用。
信息来源：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http://guangfu.bjx.com.cn/news/

2016 年中国能源消耗、全社会用电量及人均用电量
我国电力需求持续下降，预计未来 5 年
需求增速在 2%左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能源生产消费进入新常态：1)
能源消费增速持续下降;2)能源消费/GDP 弹
性系数持续下降;3)电力消费增长主要动力
由高耗能向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居民生活用
电转换;4)电力供应结构持续优化，供需形
势由偏紧转为宽松。2015 年，全社会用电
量同比增长 0.5%，增速同比回落 3.3Pcts;
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1.4%，40 年来首
次负增长。据预测，2016 年我国电力需求
增速仅为 2%左右，并且在较长时间内电力
需求低增速将成为常态。
我国历年能源消费增速及与弹性系数

提高电力在能源中的生产/消费中的占
比是长期趋势。从“十三五”能源政策走向
来看，主基调在于实现能源生产与消费的革
命性变化。电能是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加
快利用电能是大势所趋，预计到 2050 年电
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超过 50%。
电能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预测

主要国家人均用电量(2015 年，千瓦时)

我国历年全社会用电量与增速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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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设立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
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新闻发
布会近日在乌镇举行，浙江省被正式批复为
中国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共同批复同意
浙江省设立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的批复文
件指出，示范区的创建应着力探索适合信息
经济创新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模式，
激发全省创业创新活力，努力推动浙江在
“互联网+”、大数据产业发展、新型智慧
城市、跨境电子商务、分享经济、基础设施
智能化转型、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
进新型企业家成长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创
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批复文件要求浙江面向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着力打造
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舟山、绍
兴和宁波 8 个各具特色的试点城市；要以世
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为载体，创建乌镇互
联网创新发展试验区。
近年来，浙江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增
长，引领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浙江省副省长
冯飞介绍，2016 年前三季度，浙江信息经
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 2728 亿元，同比增
长 14.1%，
比全省 GDP 增幅高 6.6 个百分点，
占全省 GDP 比重达 8.46。规上信息经济核

心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998 亿元、利税
总额 1349 亿元、利润总额 1107 亿元，分别
增长 17.2%、25.8%和 28.9%；实现软件业务
收入 2714.2 亿元，同比增长 18.5%，高出
中国软件增速近 4 个百分点，增速居第 2 位。
浙江目前固定宽带普及率全国第一，移
动互联网户均接入流量高居全国第一，电子
商务和信息消费在全国均居于领先水平。有
14 家企业入围全国电子信息百强，八家企
业入围全国软件百强，11 家企业入围中国
互联网企业百强，21 家企业入围中国电子
元件百强，均居全国的前列。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秀军希望浙江以
创新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为契机，立足区域
生产力优化布局，不断为经济转型升级构建
新动能和新引擎，发挥典型引路、示范推广
的效应。
同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批复同意设立
“杭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工信部
副部长陈肇雄表示，设立骨干直联点将为优
化互联网网间互联架构，促进互联网产业科
学布局，提升基础网络的支撑服务能力带来
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信息来源：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

热点关注
超低排放改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3

国务院常务会议曾决定，在 2020 年前，
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
使所有现役电厂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低于 310
克、新建电厂平均煤耗低于 300 克，对落后
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
淘汰关停，东、中部地区要提前至 2017 年
和 2018 年达标。对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要
加大政策激励，改造投入以企业为主。
超低排放的概念
对于超低排放，目前国内比较普遍的概
念是指，燃煤电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基本达
到 GB13223—2011 标准中燃气轮机组排放
限值(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

35、50mg/m )，但在该标准中，天然气燃机
与燃煤锅炉排放限值所对应的烟气氧含量
分别为 15%、6%，如果折算到相同氧含量条
件时，天然气燃机排放限值实际上是燃煤机
组限值的 2.5 倍，由此可见，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后，燃煤机组的排放标准比燃气机组的
还低。
改造技术路线
脱硝技术路线
目前被燃煤电厂广泛采用的脱硝技术
主要为“低氮燃烧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低氮燃烧技术主要是通过调整二次风和燃
尽风的配比，增加燃尽风的比例，大幅减少
燃尽风区域产生的 NOX，目前最新的低氮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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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技术可将锅炉出口烟气中的氮氧化物浓
3
度控制在 200mg/m 左右，烟气进入脱硝反应
器后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氨气进一步反应，
3
将烟气中的氮氧化物浓度降低至 100mg/m
以下。
要达到超低排放标准，主要通过两条途
径来实现，一种是增加脱硝反应器中催化剂
面积，增加喷氨量提高脱硝效率来降低氮氧
化物的排放浓度；另一种是对锅炉的燃烧器
进行低氮燃烧改造(对燃烧器已改造过的锅
炉只能采取前一种)。目前在各大电厂超低
排放改造中基本将两种途径结合起来进行
实施，先对燃烧器进行低氮改造,尔后再适
当增加脱硝催化剂面积，尤其在对四角切圆
燃烧方式的锅炉被广泛采用。对于对冲布置
的旋流燃烧器的锅炉，一般多采用只增加脱
硝催化剂的面积，增加喷氨量实现降低氮氧
化物的浓度。
脱硫技术路线
现役燃煤机组在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
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标准中的二氧化硫达标改
造中，一般通过增加吸收塔的高度、增加吸
收塔石灰石浆液的喷淋层等工艺来实现。在
进行超低排放改造中，脱硫系统主要采用以
下几种方法：
一是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单塔一体化
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可在一个吸收塔内
同时实现脱硫效率 99%以上，除尘效率 90%
3
以上，满足二氧化硫排放 35mg/m 、烟尘
3
5mg/m 的超净排放要求。脱硫除尘一体化装
置是旋汇耦合装置、高效节能喷淋装置、管
束式除尘装置三套系统优化结合的一体化
设备，应用于湿法脱硫塔二氧化硫去除。
二是单塔双分区高效脱硫除尘技术。使
用一个吸收塔，浆液采用双分区浆液池设
计，将浆液池分隔成上下两层(上层低 PH 值
区和下层高 PH 值区)，上层主要负责氧化，
下层主要负责吸收，同时通过安装提效环、
喷淋层加层、多孔分布器等措施明显提高脱
硫效果，并在原烟道处设置喷雾除尘系统可
以有效提高除尘效果。
三是双托盘技术。双托盘脱硫系统在原
有单层托盘的基础上新增一层合金托盘，双

托盘比单托盘多了一层液膜，气液相交换更
为充分，从而起到脱硫增效的作用。该技术
在脱硫效率高于 98%或煤种高含硫量时优势
更为明显。
四是双塔双循环技术。双塔双循环技术
其实是将辅助罐体升级为吸收塔，利用双循
环技术，同时设置喷淋层和除雾器，使双循
环的脱硫和除尘效果进一步增强。但是占地
很大，不适合布置比较紧凑的电厂，且辅机
增设较多，运营成本高。
除尘技术路线
现役燃煤机组为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标准中烟尘
的排放标准，对除尘器多采用高频电源改
造、加装低低温省煤器、增加除尘器电场、
末电场小分区供电等被广泛应用。在进行超
低排放改造中，除尘系统主要采用以下几种
方法：
一是湿式电除尘。湿式电除尘器收尘原
理与干式电除尘器相同，其主要处理含水较
高乃至饱和的湿气体。能有效去除烟气中的
尘、酸雾、水滴、PM2.5 等有害物质，除尘
效率高，运行也较可靠。
二是电袋复合除尘。电袋复合式除尘器
是有机结合了静电除尘和布袋除尘的特点，
通过前级电场的预收尘、荷电作用和后级滤
袋区过滤除尘的一种高效除尘器，具有效率
高、稳定性强的优点。但是存在布袋寿命较
短、维护费用高等缺点。
在近两年的超低排放改造中，往往是将
以上几种技术路线组合后用于对现役机组
的改造，主要有以下几种：
脱硫除尘一体化+脱硝催化剂加层+高
频电源。单机投资 5000 万-1 亿，同时运行
维护成本低，停机工期最短可以控制在 40
天以内，属于近两年的新型技术，运行可靠
性有待检验；
脱硫除尘一体化+脱硝催化剂加层+高
频电源改造+MGGH。性能稳妥、投资和运维
成本相对较低。单台机投资大约 1-1.5 亿，
停机工期 40 天，同时能够解决“白烟”和
烟囱腐蚀问题；
脱硫除尘一体化+脱硝催化剂加层+高
频电源改造+湿电除尘。单台机投资约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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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停机工期 50 天，终端除尘效果会更明
显，但是无法消除“白烟”和解决烟囱腐蚀
问题；
单塔双分区脱硫除尘技术+脱硝催化剂
加层+高频电源改造+MGGH。投资与路线与(1)
接近，停机工期 50 天，该技术既能达到超
低排放要求，还能够消除“白烟”和解决烟
囱腐蚀问题，但除尘效果相对较差。
技术路线的选择
自 2014 年开始，国内燃煤电厂已陆续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从已完成改造的电厂来
看，选用的超低排放改造技术主要仍以电袋
除尘器、湿法脱硫技术、选择性催化还原技
术为主，随着超低排放改造工作的全面推
进，新型的超低排放技术将快速发展，结合
现场使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对超低排放改
造技术不断完善和优化，超低排放技术将会
越来越成熟，同时改造成本也会逐渐降低。
以“十一五”末投产的某电厂为例，该
电厂单机容量为 600MW，锅炉为前后墙对冲
燃烧方式，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同步建设脱
硫设施，按照环评批复该电厂烟气中主要污
染物排放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3223—2003)第 3 时段限值(即在基
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
氧 化 物 排 放 浓 度 分 别 不 高 于 50 、 400 、
3
450mg/m )。2011 年 7 月《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颁布后，该
电厂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间投资约 1.6 亿
元增设了烟气脱硝系统，对电除尘实施了
“高频电源+低低温省煤器”改造(该机组脱
硫设计富余量相对较大未做改造)，通过达
标改造后该电厂烟气中三项主要污染物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015 年的平均排
3
放浓度分别为 18、65、60mg/m 。
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启动后，该电厂选派
技术人员对改造技术路线进行了详细考察，
结合现场设备系统情况，改扩建空间小等实
际情况，并依据目前该机组三项污染物的排
放浓度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在降低氮氧化物
方面只需增加备用层催化剂即可满足排放
要求，重点对降低烟尘、二氧化硫的改造技
术路线要结合实际进行选择，通过对以上改

造技术路线的比较，
“脱硫除尘一体化+脱硝
催化剂加备用层+吸收塔扩容”具有改造资
金投资少、停机施工期短、占地小等优点，
被该电厂确定为本次改造的技术路线。根据
测算单台机组完成改造投资约 0.6 亿元，完
成改造后烟气中三项主要污染物烟尘、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可达 6、25、
3
35mg/m 以下，可满足超低排放的要求。
改造产生的效益
燃煤电厂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对电厂本
身产生不了经济效益，但是，改造产生的环
境效益非常明显，对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意义重大。
经济效益
以上述电厂为例，1 台 600MW 机组实施
超低排放改造需投入资金约 0.6 亿元。按照
对典型的燃煤电厂项目进行测算(按 20 年
运行周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后，典型的
600MW 等级机组运营成本增加约 1.08 分
/kWh，因此，进行超低排放改造不仅要投入
大量的资金，而且增加了电厂的运营成本，
对电厂产生的经济效益是负值。
环境效益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按照 2014 年全国
燃煤电厂燃煤量、煤质为基准，以单机容量
600MW 的机组参数为参照，经初步测算，与
达标排放限值相比，达到超低排放情况下，
全国燃煤电厂每年烟尘、SO2、NOX 三项污染
物排放量可以再削减 132 万吨左右，其中烟
尘量可下降 10 万吨左右。以某电厂单机容
量为 600MW 为例，该电厂目前机组运行期间
污染物排放情况(以环保部门最近一次的监
督性监测数据为例)如表 1 所示。
将该电厂监督性监测数据与正在编制
的《可研报告》中预测的数据进行比较，三
项主要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
排放浓度、减排量见表 2。
由此看出，该电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后，一台 600MW 机组按设计利用小时计每年
可减排三项污染物 1088.7 吨，污染物排放
量下降约 55%；按照当地 2015 燃煤发电机
组实际平均利用小时 3502 小时计，实际每
年减排三项污染物 693.2 吨，减排效果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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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有效改善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尤其
烟尘的减排比例高达 68.4%，对降低区域空
气中的 PM2.5 贡献重大，将产生良好的环境
效益。
“十三五”是我国环保工作的关键时
期，环保工作将面临很大的挑战。超低排放
改造加大了电厂的运营成本，影响了电厂效

益，但是，做为排污主体责任的企业有义务、
有责任对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治理，我们要不
计成本打造绿色环保企业，为使天更蓝、水
更绿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信息来源：中国电力网
http://www.chinapower.com.cn/ccch/201
61117/66162.html

会议预报
第 20 届节能减排过程集成、建模与优化会议
会议名称(英文)：20th Conference on
Process Intergration, Modelling and
Optimisation for Energy Saving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PRES'17)
所属学科：热工学,能源技术基础与储
能节能,再生能源技术与工程,环境科学,环
境工程, 化学工程基础,生物及医药化工,
造纸及生物质加工,工程热物理
日期：2017 年 8 月 21-24 日
地点：天津市
主办单位： Tianjin
University,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Sinopec
Group)
议题：
Process
integ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2 minimisation and mitigation
Combined heat & power, Combined
cycles
Heat exchangers as equipment and
integrated items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s, biomass
and energy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Integrated and multifunctional
operations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ulp & paper
Clean technologies - Low emissions
technologies
Sustainable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Waste minimis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including waste to energy
Batch processes
Dynamic, flexible and sustainable
plant operation
Industrial & experimental studies
Industrial application & optimal
design
e-learning,
e-teaching
and
e-knowledge
CFD and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Sustainable biofuel production
Data Reconciliation for process
industry
Special Topic: Water-Energy Nexus
Special Session: Flow and Transport
in Porous Media
Jubilee PRES Special Session
摘要截稿日期： 2016-12-15
全文截稿日期： 2017-02-28
联系人：张会书，苏荣欣
联系电话：15802262852, 13820108002
E-MAIL：pres17tianjin@tju.edu.cn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天津大学北洋
园化工学院
邮政编码：300000
会议注册费：详见网站
会议网站：
http://pres17tianjin.hebut.edu.cn
征文范围及要求：
The aim of the PRES conference is to
review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process integration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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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and
related
topics.
Industrial
experie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any available method is
also welcome.

信息来源：中国学术会议预报
http://www.meeting.edu.cn/meeting/not
ice/meetingAction-79040!detail.action

我们的图书馆
○资源推介

畅想之星电子书试用
畅想之星为我院开通其电子书的试用，
它的平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正版电子书的
馆配电子书平台，旨在为全国的图书馆读者
提供海量的、最新出版的中文电子书资源，
现有 200 家出版社加盟，有新书电子书 12
万种，新书还在源源不断增加之中。图书种
类涵盖中图法 22 个大类，平台上所有电子

书均可试读正文前 10 页，还有部分免费的
电子书。
访问地址：
http://www.cxstar.com/basedata/sygc.h
tm
欢迎广大师生试用！
信息来源：图书馆技术部

联图就业培训资源库
《联图就业培训资源库》是一套综合性
就业培训系统，涵盖建筑工程、财会经济、
医药卫生、职业资格、学历考试以及公务考
试等六大类视频资源 100 多种考证，600 多
门课程，资源量达到 2 万多课时，以各大类

视频课程资源为主体，以考试题库为辅，充
分满足在校大学生的各种考试、考证、求职
等多种需求，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试用地址：
http://www.ltlib.com/index.htm
信息来源：图书馆技术部
中国典藏数据库试用
中国典藏数据库为我校读者开通试用，
http://www.dcgjk.com/platform/index.h
它是您浏览中国经典古籍的一个极好窗口，
tm
欢迎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试用地址：
信息来源：图书馆技术部

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

13

信息导刊理工网络版

2016 年第 7 期

○服务动态

学校召开“校长荐书”阅读活动启动大会
上月底，学校在报告厅组织召开了“校
长荐书”阅读活动启动大会，副校长宋吉鑫
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学校组织部、宣传
部、团委、教务处、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部
负责人，各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副院长，学生
读者协会负责人，各二级学院和研究生部的
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图书馆党总支书记戴建
陆主持会议。
会上，图书馆馆长刘铁雷介绍了“校长
荐书”阅读活动的启动背景，并对图书馆和
院系的相关活动方案进行了说明；团委书记
焦阳宣读了“沈阳工程学院 2015-2016 年度
校园十大阅读之星”表奖的决定，并由参会
领导为获奖学生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能
动 132 班靳蕾同学作为“校园阅读之星”代
表发言，他代表学生对图书馆大流通改造后
带来阅览环境的变化及图书馆老师所做出的

付出表示感谢，同时结合自己读书的心得，
向同学发出珍惜光阴、努力读书的倡议。
最后，宋吉鑫副校长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对学校开展“校长荐书”阅读活动、表奖
“2015-2016 年度校园十大阅读之星”的意
义给予较高评价，他同时结合自己的经历，
畅谈了读书得到的收获和快乐，强调了读书
对提高自我的帮助，倡议大家多读经典、细
读经典，从经典阅读中汲取营养，通过读书
来加强自我修养、提高道德境界，成为一个
高尚的人、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宋吉鑫
副校长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好校园读书活动
提出建议和要求，希望相关职能部门、二级
学院进一步研究，逐步将学生读书指导、读
书考核纳入到人才培养过程，希望教师们积
极向学生荐书，每天快乐读书一小时。
信息来源：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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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增 605 自习室
为满足各位读者的自修需要，图书馆又
为大家开辟了一个新的自习室，605，共 48
个座位，单人单桌，配有电源，可以使用笔

记本电脑，欢迎师生读者广为利用！
信息来源：图书馆

○它山之石

Kevin：读屏时代的万能图书馆
凯文·凯利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有着深刻的见解。20 年前，他的《失控》
一书，便已预见了当下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经
济热点概念，如：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
实、网络社区、大众智慧、迭代等。
此次，凯文·凯利在新书《必然》中，
提到了未来 20 年的 12 种必然趋势。其中第
4 章“屏读 Screening”与数字图书馆息息
相关！摘录其中 10 条观点分享如下：
1.文字已经从纸浆里转移到了电脑、手
机、游戏机、电视、电子显示屏和平板电脑
的像素当中。字母不再白纸黑字地固定在纸
上，而是在玻璃平面上以彩虹样的色彩，于
眨眼间飞速来去。屏幕占据了我们的口袋、
行李箱、仪表盘、客厅墙壁和建筑物的四壁。
2.今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屏
幕之民。 屏幕之民倾向于忽略书籍中的经
典逻辑，和对书本的崇敬。他们更喜欢像素
间的动态流动。
3.屏幕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充
满其中的是无穷无尽的新闻素材、剪辑资料
和未成熟的理念。这是一条由微博、摘要、
随手拍照片、简短文字和漂浮的第一印象构
成的河流。
4.全世界的年轻人每天能用手机写下 5
亿条段子，无论他们正在求学，还是已经工
作。屏幕数量的增长在继续扩展人们的阅读
量和写作量。
5.屏读首先会改变书籍，然后会改变图
书馆；之后，它会给电影和视频动手术；再
之后，它会瓦解掉游戏和教育；而最终，屏
读将会改变每件事。
6.我们已经有了平板电脑、电子书和手

机。其中手机最让人吃惊。 长久以来，专
家一致保持着这样一种观点：没人想在巴掌
大的小屏幕上阅读。但他们错了，而且错的
十万八千里。我和很多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
来读书。实际上，我们还不知道可以读书的
屏幕到底可以做到多小。
7.数字图书的直接效果，是可以在任何
时间呈现在任何屏幕上。书将会变得呼之即
来。在你需要读书之前，就购买和囤积书籍
的行为会消失。书不再像是一种人工制品，
而更像是映入你视野的信息流。
8.可以升级与搜索的屏幕和比特比起
纸张来具有太多优势。被人批注、标注、标
记、收藏、总结、参考、链接、分享、传播，
才是这种书籍长久以来真正想要的。数字化
能让这些书籍实现“夙愿”，而且做到的还
能比“夙愿”更多。
9.万能图书馆的梦想早已有之，简单来
说，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作品，无论语言，
都应当在任何时间，向任何人开放。
10.当世界上所有书籍都由互联的词语
和理念构成为一张流动的织物后，将会发生
什么呢？会有以下四件事情发生：
①处在流行边缘的作品将会找到受众；
②随着文明进程中每一份原始文档都
将被扫描并交叉链接，万能图书馆将增强我
们对历史的理解；
③收录所有书籍的万能图书馆，将会培
育出新形式的权威；
④全面、完整，收录所有著作的万能图
书馆会比只是改进搜索技术的图书馆变得
更好。
信息来源：腾讯微信
http://mp.weixin.qq.com/s/REP5rbjwM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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