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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要闻】

全国科技创新高校 30强发布 深圳大学排名全国第 12名

5月 30日，《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 2019》（以下简称《指数报告》）

发布会在京举行。深圳大学入围其中“全国科技创新高校 30强”系列，排名全

国第 12名，列广东省第二。

《指数报告》由“全国科技创新企业百强、中关村科技创新企业百强、全国科

技创新高校 30强、全国科技创新科研院所 30强” 四个系列构成，指数报告以知识

产权核心指标为重点，对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进行了全面分析评价。

在全国科技创新高校 30强中，以“创新创业”特点著称的深圳大学强势入

围，超越众多“双一流”大学，排在第 12位。而在前不久，艾瑞深中国校友会

网首次发布的 2019世界十大权威大学排名(中国大学)系列排名中，深圳大学排

在全国第 53名、综合类大学第 24名，说明创新能力与自身综合实力相匹配。

在科研评价机制中，深圳大学更看重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鼓励科研

人员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近年来，深圳大学重视源头创新，

在深圳支柱产业相关领域发起“原点冲击”。2016年、2017年、2018年深大 PCT

专利申请公开数量连续三年位居中国高校第一位，2018年在全球教育机构排名

第三位。深圳大学还以需求为牵引，拆除阻碍产业化的“篱笆墙”，促进创新链

和产业链精准对接。近年来，深大扎根深圳，以高水平科研成果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与南山、龙岗等 8个区合作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和创新平台。为助力

深圳主导产业从“跟随者”转向“引领者”，近年来，深圳大学主动提出建设大

平台、争取大项目、打造大团队、培育大成果。目前，深大组建了 5个国家级、

41个省部级平台，由院士或国家杰青领衔组建了八大优势学科科研团队。

此外，深圳大学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每年投入过千万元，提供“创意-创新-

创客-创业”全链条扶持，将创新创业教育全面纳入人才培养体系，让创业教育

贯穿学生的整个大学生活，并帮助学生争取校友和社会资源的支持。近年来，从

深圳大学创业园孵化出了更多的年轻创客及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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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大首次进入 QS世界大学排名，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 32、

广东高校第 3

6月 19日，英国 QS全球教育集团发布 2020“QS世界大学排名”，深圳大

学首次上榜，位列第 701-750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排名第 32名，在广东高校

中位列第 3，仅次于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

此次排名共评估来自全世界的 1000多所高校。麻省理工学院连续八年位列

世界第一，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分别位列二、三。中国内地共有 42所高校上

榜，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位居三甲；进入排名的广东高校共 3

所，其中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分列前两位，深圳大学列第 3位，与北京交通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四所高校并列中国内地大学第 32名。

此前，在 QS于 2018年 10月发布的 2019 亚洲大学排名中，深圳大学位列中国

内地高校第 55名，亚洲排名第 240。

QS世界大学排名是参与机构最多、世界影响范围最广的大学排名之一。据

了解，本次上榜意味着，在四大权威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

排名、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单

上，深圳大学均已进入主榜。通过高水平大学建设持续推进，深圳大学成为“内

地进步最快的高校之一”。（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9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深大 3个学科 进入世界前 100

6月 26日，上海软科正式发布 2019“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深圳大学

表现强势，共有 14个学科上榜，总上榜学科数在中国内地高校排 47位，其中通

信工程学科进入世界排名前 50名，交通运输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等 2个学

科排名进入世界前 100名。

据了解，此次排名覆盖 54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

会科学五大领域，排名对象为全球 4000余所大学，共有来自 86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余所高校最终出现在各个学科的榜单上，中国内地共有 233 所高校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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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共有 14个学科上榜，总上榜学科数在中国内地高校排在 47位，其中通

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等 3个学科排名进入世界前 100名，

通信工程学科世界排名第 50名，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世界排名 51-75，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科世界排名 76-100。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使用一系列国际可比的客观学术指标对全球大学

在相关学科的表现进行测量，包括科研规模、科研质量、国际合作、高水平科研

成果、国际奖项等。（来源：深圳商报）

我校喜获 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近日公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关键技术及示范”重点专

项中，我校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郭仁忠院士牵头组织、特聘教授李成名作为项目

负责人申报的“城市多规数据融合与动态认知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

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 15个立项的重点专项之一，获批中央财政经费 1757

万元。此项目是 2018年深圳大学获得的首个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也是我校第三

个牵头申报成功的重点研发项目。该项目中我校教师还负责课题一项、子课题五

项，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及信息工程学院多名教师参与申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国家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后设立的五大项目之一，

整合了原“973”、“863”、国家支撑计划、公益性行业专项等 40多个科研计

划，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域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自重点研发计划

启动以来，我校领导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协调各项工作，为申报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重点研发计划的获批是我校“十三五”科研工作的又一重大成

果，为我校国家级重大项目申报组织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该项目将联合清华大学、广州大学、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和自然资源部信息

中心，创建新型城市空间规划技术框架，突破城市多元数据融合、空间规划精准

管控、发展状态动态认知与评估等关键技术，建立指标体系、评价模型、算法库、

知识库和应用引擎，并开展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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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包为民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广东省位置感知与

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立仪式

5月 23日上午，深圳大学“包为民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广东省位置感

知与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立仪式在我校办公楼 201举行。中国科

学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科技委主任包为民，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

院院长张华，我校副校长张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

长丁文华，科学技术部主任文振焜，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谢维信、黄继武，

以及来自我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的专家

教授共同出席本次仪式。揭牌仪式由张学记主持。

梁永生对深圳大学“包为民院士工作站”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围绕国际化、

创新和科技产业三个主题发表致辞。丁文华说，包为民院士多年来致力于航天科

学技术研究，在制导与控制领域造诣深厚，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

表示，未来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团队将与包为民院士携手合作，推

动研究中心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随后包为民、丁文华、梁永生、张华、张学记、黄继武共同为“包为民院士

工作站”揭牌。

包为民院士在致辞中感谢深圳大学对他学术研究的认可，同时表示，希望工

作站的科学技术人员发挥做实事的精神，坚持产学研结合的工作方向，持之以恒、

刻苦钻研，推动深圳市以及广东省科研水平再提升。

张学记表示，相信在包为民院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各位专家的指导下，

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平台的发展将会进一步腾飞，孵化出一大批更

具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来，深圳大学广东省位置感知与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将

取得更好的成绩。

仪式最后，张学记为“广东省位置感知与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会委员颁发聘任证书，并合影留念。



- 5 -

科睿唯安2018高被引科学家颁奖会议在我校召开 我校4位教授获奖

6月 5日上午，科睿唯安 2018高被引科学家颁奖会议在我校南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召开，来自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 7位教授

入选科睿唯安“2018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深圳大学副校长王晖，科睿唯安大中

华区学术研究事业部总经理郭利，深圳大学党政办、科技部、人力资源部、研究

生院、图书馆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各学院负责学科建设的有关领导、相关学科

带头人以及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负责人等出席了颁奖仪式。

根据 ESI数据库的界定，高被引论文指近十年来被引频次排在前 1%的论文。

郭利介绍，目前广东省有 16所高校的 79个学科进入到了“ESI高被引”学科中，

其中深圳大学有六个基础学科，并即将有第七个学科加入，在广东省仅次于中山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暨南大学。“2018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通过对近 10 年

（2008-2018）发表在被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收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

域期刊上的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遴选出 22个学科领域的高被引作者。深圳的

七位入选者分别是，来自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与工程学院的何前军教授、光

电子器件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时玉萌教授、光电工程学院的张晗教授、光

电工程学院的张文静教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梁永晔教授、

机械与能源工程系的王海江教授；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张大鹏教授。

颁奖仪式结束后，科睿唯安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亚太区学术研究事业

部解决方案专家王琳做了“基于事实型数据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

报告，将深圳大学与国内多所知名大学的事实性数据进行比较与分析，肯定了深

圳大学近些年取的成绩，并预测了深大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

我校与俄罗斯院科学院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暨

俄罗斯科学院 Goncharov院士工作站揭牌

5月 24日上午，我校与俄罗斯院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Sobolev数学研究所、

A. P. Ershov 信息系统研究所以及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在办公楼 201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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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签署合作协议，同时举行俄罗斯科学院 Sergei Goncharov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

我校校长李清泉，副校长徐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校长Mikhail Fedoruk

等出席了会议。我校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特聘教授、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研究所所长

黄哲学主持会议。

Sergey Goncharov院士工作站以 Sergey Goncharov院士为首席科学家，依托

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研究所和大数据系统计算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联合 Goncharov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团队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团

队，创建数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交叉学科研究的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充分利

用 Goncharov院士及团队的数学、统计、计算理论等领域的科研成果和丰富的研

究经验，围绕大数据系统计算、大数据智能分析及人工智能应用等基础理论和核

心技术开展创新研究和技术攻关，力争取得具有国际引领作用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和自主创新的国际前沿技术，发表 Nature和 Science 级别的学术论文，促进国际

领先大数据科技成果问世，培养新型大数据创新型研发人才队伍，增强深圳大学

的大数据自主创新能力，使深圳大学在本领域的研究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水平。

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深圳大学与俄罗斯顶级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进入

了一个新的起点。协议签署后，协议四方将在深圳大学成立中俄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在数学、统计学、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交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重点研究数

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数学和统计学问题，力争在人工智能的数学理论和统计

学原理、数据科学的统计问题和计算问题等基础性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为原始技

术创新奠定理论基础。联合研究中心力争在 3到 5年内通过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的认定。

台湾高雄科技大学代表团来我校交流

4月 27日上午，台湾高雄科技大学校长杨庆煜一行来访我校。我校校长李

清泉、副校长杜宏彪，党政办、科学技术部、港澳台办公室、研究生院、艺术学

部、管理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来宾在办公楼 201举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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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李清泉简要介绍了深圳大学的建校历史和发展情况。杨庆煜高度

评价了深圳大学的发展，并介绍了高雄大学的发展概况。随后，双方就有关合作

事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李清泉认为，深圳大学与高雄科技大学在很多领域都存

在合作空间。首先，深大的土木工程、计算机等工科学科实力强劲，加之深圳电

子信息产业发达，也拥有很多台资企业，未来可以在这些相关学科领域展开合作。

其次，深圳是一座海洋中心城市，但深圳大学在海洋研究方面仍然比较薄弱，希

望将来可以与高雄科技大学开展密切合作。此外，两校也可以在学生的交流交换

以及联合培养方面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座谈结束后，双方举行了深圳大学大学和高雄科技大学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李清泉和杨庆煜代表两校签署了友好交流协议和学生交流协议。在互赠纪念品后，

双方合影留念。

大连工业大学校长芮小苗一行来我校交流 两校签约合作

共建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

5月 30日上午，大连工业大学芮小苗校长一行来我校交流。我校副校长张

学记及科学技术部、高等研究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来宾在行政楼举行了“深圳

大学-大连工业大学深圳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签约仪式。高等研究院院长陈

峰教授主持签约仪式。

张学记代表深大对芮小苗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深圳大学的发

展情况。他对深圳大学-大连工业大学深圳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成立寄予了

厚望。他表示，研究院的建立是深圳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成果，期待研究

院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

芮小苗代表大连工业大学发表了致辞。他表示，大连工业大学经过六十多年

的发展，目前已经基本形成食品、轻工、纺织为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校近年来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两校合作成立深圳食品产业创

新发展研究院，对大连工业大学而言，既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又为研究成果

的转化提供了优越的平台。芮小苗认为，高校应该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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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为，希望将来在有关企业以及相关学术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研究院能够在产

品结构升级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双方签订了“深圳大学-大连工业大学深圳食品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

合作协议仪式，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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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深圳大学材料学院饶峰特聘教授在 Science发表论文

6月 14日，深圳大学材料学院饶峰教授在 Science发表论文，题为 Catching

structural transitions in liquids.Raoet al.,Science364, 1032–1033(2019).

相变随机动态存储器（Phase-change random-access memory，PCRAM）是最

具潜力的新一代非易失性存储器，在革新现有冯诺依曼计算体系架构、实现人工

智能神经元计算方面已成为业界、学界的研究热点。PCRAM最显著的特性在于

高操作速度且数据非易失性：高温（600-700 K）下，相变存储材料可实现纳秒

乃至亚纳秒级高速晶化；而在室温（300 K）下，非晶态数据可实现十年以上的

稳定保持。这说明相变材料的过冷液相（supercooled liquid phase）在玻璃转变温

度 Tg与熔点 Tm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动力学变化（kinetics change），然而这种动

力学反差的微观结构起源却始终是个谜。这是因为，相变材料快速的（纳秒-亚

纳秒）晶化特性致使探测其过冷液相中的结构转变（Liquid-liquid phase transition，

LLPT）变得极具挑战，需采用超快（飞秒级）时间分辨手段方能在晶化发生之

前捕捉结构信息。

通过采用飞秒级同步辐射硬 X射线衍射技术，Zalden等人发现 AgInSbTe、

Ge15Sb85 两种典型的相变材料的过冷液相中存在一种 LLPT，即短程序上存在

Peierls distortion增大（原立方晶格八面体中六个较均一的化学键分裂为三长三短

键），以及中程序上的相对应的化学键的长短调制。过冷液相在淬火过程中，经

历此 LLPT后，原子间电子局域化程度增强，致使液相体系更加粘滞（原子迁移

受阻）：即 LLPT 之前高温的脆性（fragile）液相转变为 LLPT 之后低温的刚性

（strong）液相，证实此 LLPT 正是过冷液相动力学转变的结构诱因，发生了

Fragile-to-strong crossover。这一发现揭示了相变存储材料高温高速晶化且低温数

据非易失特性的物理本质，为设计性能更为优良的新型相变材料提供了强大的实

验检验武器；有助于加快发展基于 PCRAM的高性能通用型存储器与类脑神经元

计算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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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广东省基础研究重大项

目、深圳市基础研究布局与自由探索项目的资助。深圳大学材料学院为本论文第

一通讯单位；材料学院饶峰教授为本论文第一、通讯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张伟教

授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恩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饶峰教授关于高性能缓存型超快（亚纳秒级）相变存储材料 ScSbTe的研究

工作发表在 2017年 11月 Science上：Reducing the stochasticity of crystal nucleation

to enable sub-nanosecond memory writing.Raoet al.,Science358, 1423–1427 (2017).

ScSbTe材料的超快（亚纳秒级）晶化与非易失性特性同样得益于潜在 LLPT 诱

发的动力学 Fragile-to-strong crossover。

张学记团队在《Chemical Society Reviews》发表论文

我校张学记教授团队总结了近年来基于仿生超浸润性微图案化平台在生物

传感方向的应用，以“Bioinspired superwettable micropatterns for biosensing”为

题发表在《Chemical Society Reviews》（影响因子为 40.182，中科院 JCR一区，

Top期刊）上，张学记教授为文章通信作者，北京科技大学许太林副教授，许利

苹教授和中科院理化所的王树涛研究员合作完成。

仿生超浸润图案化平台一般指具有疏水与亲水两种极端浸润性差异的图案

化平台，这种平台可以稳定固定检测液，富集浓缩微液滴，开放式体系，高通量

阵列化等优点在生物传感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具体介绍了超浸润微图案化

平台的制备方法及与多种传感技术的结合应用，总结了超浸润图案化平台在生物

传感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展望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仿生超浸润微图案化平台制备包

括多级结构制备，疏水修饰和图案化处理。制备光刻技术，自组装和物理沉积的

方法得到粗糙多结构，化学修饰降低表面表面能，最后利用紫外光，等离子体辐

射等实现图案化制备。这种超浸润微图案化平台将液滴固定在亲水区域得到开放

式体系，通过与电化学，表面增强拉曼，荧光，比色和质谱分析等方法的结合实

现了对 miRNA, DNA 和蛋白质等高灵敏性检测。随着学科交叉研究和检测技术

的不断进步，更多不同的材料和检测方法将将会应用于超浸润图案化平台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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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浸润微图案化平台仍然存在若干问题，如微图案的长期稳定性，实际样品

高通量检测和平台的商业化生产等将是超浸润微图案化平台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该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项目的资

助。论文链接：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9/cs/c8cs00915e

微纳光电子学研究院时玉萌教授在《Advanced Materials》发表综述

深圳大学微纳光电子学研究院时玉萌教授与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段镶锋教授、黄昱教授，燕山大学黄建宇教授在材料学顶级刊物

《Advanced Materials》上共同发表题为《In Situ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for Energy Materials and Devices》（https://doi.org/10.1002/adma.201900608）的长

篇综述。时玉萌教授是该文章的共同通讯作者，深圳大学是第一单位和第一通信

单位。

深圳大学时玉萌教授课题组将高空间分辨率、实时成像技术与微纳光电子探

测技术相结合，对近年来在光伏能源领域蓬勃发展的钙钛矿材料及二维材料进行

微区光电探索，直观地展现光电材料因晶体缺陷、接触状态以及晶界对异质结光

电性质的影响，揭示二维异质结构材料体系中光电转换过程及表面电荷输运行为。

目前课题组在微区光电物性研究，新型微纳光电材料合成，光电探测器及能源存

储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材料学院王雷教授和黄扬博士在《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上

发表论文

我校材料学院王雷教授和黄扬博士在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影响因子：

21.875）上发表题为“Strategies toward stable nonaqueous alkali metal-O2 batteries”

的综述性论文（10.1002/aenm.201900464）。深圳大学为论文第一通讯单位。

近十年来，新能源电动汽车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当前的锂离子电池技术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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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电动汽车长续航里程的需求。因此，人们迫切期待高能量密度和高输出功率

的新电池技术。由锂、钠、钾等碱金属与氧气组成的空气电池因能量密度高、成

本低等优势，赢得了业界广泛关注，但此类电池也存在空气电极副反应严重、电

解液不稳定、碱金属负极易产生枝晶和体积膨胀、电池生命周期短等缺点，使得

二次碱金属空气电池的前景不容乐观。如何提高正极材料在高电位和富氧自由基

条件下的稳定性，如何提高电解液对氧自由基的耐受性以及与碱金属负极的匹配

性，如何抑制碱金属负极的枝晶生长和体积膨胀，提高负极的稳定性，这些都是

目前碱金属空气电池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

针对当前在提高碱金属空气电池稳定性上的研究进展，该文章从正、负极材

料以及有机电解液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导致碱金属空气电池稳定性不足的深层

机理，并分别总结分析了提高空气正极、碱金属负极和有机电解液稳定性的有效

策略。其中，提高空气正极稳定性的方法包括设计固相催化剂降低充电过电位、

碳正极表面包覆、设计无碳无粘结剂的正极以及开发新型的正极氧化还原反应；

负极方面的研究思路包括设计负极保护层和人工 SEI膜，或采用合金等负极取代

金属负极；在提高有机电解液稳定性方面，主要的策略包括合成稳定的溶剂分子

和锂盐、提高电解液浓度、使用氧化还原介质等电解液添加剂或改变电化学反应

路径等。除了对目前提高碱金属空气电池稳定性的策略进行总结外，作者还展望

了未来在机理、材料和器件结构上进一步提高电池稳定性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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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大讲坛】

深大讲坛第一百二十二讲：系统工程与航天技术的发展

5月 23日中午，深大讲坛第一百二十二讲在深圳大学图书馆北馆二楼会议

室举行。制导与控制专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包为民院士为深大师生

带来了一场主题为“系统工程与航天技术的发展”的精彩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包为民院士指出优秀的工科人才，是国家强盛的力量源泉，

航天工程是工科人才展现才华的理想舞台，一方面航天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名

片，另一方面重大航天工程造就了钱学森、任新民等科学巨匠。要适应重大航天

工程需求，航天器设计人员需要是一名具有系统工程思想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

人才。这次报告，从系统工程思想入手，以多个视角阐释了系统工程思想在航天

工程中的重要地位。首先，从定义、内涵、理论架构、特点和观点、发展现状与

趋势等几个方面简要介绍了系统工程思想；在此基础之上，介绍了航天精神与文

化的内涵和重要意义，阐释了的严细慎实的精神与文化精髓；结合具体航天重大

工程实例，介绍了嫦娥四号的系统工程特性、主要创新成果等内容；从航天运输

系统、近地空间的基础设施、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国防装备力量提升、太空作

战装备等几个方面展望了中国航天的发展前景和主要方向；最后，报告人从航天

工程的创新组织模式、航天人才成长规律、航天人才应具备的主要素质等几个方

面给出了一点思考，希望能够通过报告与研讨共同获得启发和进步。

深大讲坛第一百二十三讲：朗道-西格尔零问题

6月 24日下午，深大讲坛第一百二十三讲在深圳大学科技楼 1楼南特商学

院 4号教室举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张益唐教授为深大师生带

来了一场主题为“数论中的朗道-西格尔零问题”的精彩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张益唐教授尽量避免技术细节，这样它就可以向非数论专业

的人开放。然后张益唐教授介绍道朗道-西格尔零问题作为广义黎曼假设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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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可能)弱得多的形式，在数论中有自己的兴趣和惊人的应用。在这次演讲

中，我们将介绍它的历史和应用。特别地，它将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是重要

和难以解决的。一些新的尝试将被描述。



- 15 -

【人物印象】

陈国良：“大数据”计算科学的领路人

【光明日报】（记者 严圣禾 党文婷）5月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深圳大学

拜访陈国良，只见他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地说自己刚从南京出差回来，最近正忙

着筹备一所新的超算中心。对这位 81岁的中科院院士来说，今年是他从事计算

机科研、应用的第 58个年头，也是他将继续奋斗在科研前线的日子。

在将近一甲子的时间里，始终着眼于国家发展需要和现实需求，陈国良不但

在计算机理论研究领域实现突破，努力推动高性能计算、大数据在交叉学科中的

应用，还十分注重学科建设，2003年入选首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被称作

“院士名师”，为祖国源源不断培养人才，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为科研、为教育、

为现代化建设而奉献的动人故事。

 58载科研攻关服务现代化建设

1956年到 1961年，陈国良在西安交大学习，并参与中国第一代电子管计算

机及晶体管计算机自主设计和制造的早期工作。1973 年，他来到中科大，开始

了教学和科学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选择的是可以用于大型复杂科学工程计算和尖端技

术中的并行运算。”回忆起当年选择这一领域的初衷，陈国良记忆犹新，“当时我

认为这就是中国计算机事业迎头赶上的着力点。”

在攻克计算理论难题的同时，陈国良也开始了对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果能

把理论研究成果用于实际就更好了，那时我们称为‘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

于是，他结合国家 863项目，研发了一套神经网络模拟系统，由此开展了一系列

的工程技术应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现代化建设热火朝天，一大批重大工程都需要精

确计算，然而那时尚未进入互联网时代，数据采集远不如今天这般轻松便利。于

是，陈国良除了在学校上课，几乎全都扑在工程一线，带着学生们收集数据、进

行计算，为许多复杂的工程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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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者江淮父老也，养我者江淮大地也，我有什么理由不为江淮父老服

务？”怀着深深的故乡情和感恩心，从 1995年起，陈国良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国

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带领团队先后 5次主动与淮河水利委员会合作，在汛期帮助

安徽对淮河中上游 9大水库进行防洪调度，获得 200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历时数年取得的防洪治污科研成果，在 2008年获得水利部大禹奖一等奖的同时，

也让陈国良在淮委水利系统有了一个新口碑：神算子。

当计算科学运用于工程，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大数据”“云计算”应用，不

仅效率加快，精确度也极大提升。除了治水，还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克拉玛

依油田的勘探模拟和数字化管理，杭州湾大桥、铜陵长江大桥的安全监测，青藏

铁路路基冻土分析等。回望陈国良院士 58年来的研究轨迹，正是一部科学家主

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波澜壮阔长卷。

 47年春华秋实向科学高峰进发

为人师者，是陈国良的另一重身份，也是他始终坚守的使命。“计算科学是

支持其他学科研究的无名英雄，我们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计算机人才。”陈国良说。

2003年，陈国良当选中科院院士，同年，还获得全国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

名师奖，成为中国科技教育史上“院士里的第一位名师，名师中的第一位院士”。

“我最佩服的人就是陈教授。”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副院长、深圳计

算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毛睿告诉记者，他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陈国良团队的核心

成员，那时就被他的科研精神和家国情怀深深感染。赴美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

毛睿在硅谷获得了一份高级工程师的高薪工作，却仍非常怀念和陈国良一起做研

究的日子，放不下心中的科研梦想。陈国良得知此事，便力劝他继续科研。在老

师的感召下，毛睿选择回来，再次和老师并肩战斗、报效祖国。

登上讲坛的 47年里，陈国良不仅亲自培养了 200多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

研究生，桃李芬芳中不乏登上国际科研舞台的佼佼者。同时，他一直致力于推动

学科建设，经过不懈努力，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并行算法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并

亲自编写教材、创新课程，在国内首倡计算机思维教学改革，对我国并行计算的

学科发展和算法领域的人才培养贡献卓著。

2009年，陈国良接受“南下支鹏”任务，担任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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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院院长。此后 10年间，学院在他的带领下迅速发展，建立起完整的科研平台

体系，学科的国际、国内排名连年提升，成为国内知名的计算机学科培养院校。

2017年，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成功获批华南首个由高校牵头的大数

据系统计算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并于 2018年获批计算机学科的一级博士点；

同年，该院正式通过了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的第一方阵。

在高校学科和人才培养的支撑下，深圳这座创新城市的计算机基础研究也在

迅速发展。2018年，陈国良联合英国皇家学会樊文飞院士共同创立了深圳市新

设基础研究机构——深圳计算科学研究院，专门针对中国数据计算科学领域缺乏

原创基础理论、过度依赖国外开源软件的问题，进行计算基础理论与核心软件系

统自主研发，目标在 5年内建成世界一流数据计算研究机构。

尽管年已耄耋，但陈国良面对科研和教育的热情却丝毫不减，仍怀着极大的

期待和梦想，带领更多的高校、研究机构一起攻坚克难，向科学更高峰进发。如

今，他正联合深圳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共同筹建一个超算中心，

利用国产芯片研制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一体机，为“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的数据提供天文前沿领域的研究支持，探索宇宙星辰大海的奥秘。

郭仁忠：深圳应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两手抓”

【深圳商报】（记者 吴吉）在 6月 21日举行的“科学家精神与深圳”座谈

会上，深圳首位“本土”院士郭仁忠表示，《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的发布，切中了时代的命题，为科学家们注入了新的信心

和活力。

2013年，时任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郭仁忠当选中国工程

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工程院士，改写了深圳无本土“出产”院士的历史。

郭仁忠当选院士，曾被外界视为“只有深圳才能创造的奇迹”。2015年，郭仁

忠加盟深圳大学，现任深大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郭仁忠表示：“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布的一个《意见》，它标志着国家

对科学更加重视，对科学工作更加支持，同时也对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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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家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同时，目前科学界学风作风的确

存在一定问题，需要正本清源，正确引导。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需要进一步

营造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

郭仁忠表示，科学研究通常分为两种，一种叫技术研究，一种叫技术研发。

技术研究俗称“把钱变成纸”，就是写论文，而技术研发则是“把纸变成钱”，

即形成生产力。“从深圳发展来讲，我们既要‘把钱变成纸’，也要‘把纸变成

钱’。”郭仁忠认为，深圳应该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两手抓”，只有这样才能

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惊喜地发现很多搞科学研究的人同

时还是企业领导，这对深圳这样的城市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郭仁忠认

为，深圳需要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跨界人才”，科技创新的成果也只有应用，才

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深圳第一位“本土”院士，郭仁忠 40岁来到深圳，57岁当选院士，80%

以上的成果都是在深圳产生的。他曾多次表示，“我是实实在在深圳培养出来的

院士！”所以，他认为深圳的人才政策非常好。深圳有尊重科学家的氛围，同时

也在政策方面保护科学家的科研成果。

现在，他更关心的是深圳如何能让更多人才心向往之。他建议，深圳应该给

予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尽量降低年轻科技精英在深圳生活的成本，替他们解决一

些生活上的实际问题。深圳不仅要让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来得了”，还应该“留

得住”。

郭仁忠希望《意见》的春风，能让深圳的科学界更加繁荣，为深圳送来百花

斗艳的春天。

李景镇:勇毅笃行写华章——记我国高速成像研究领域的领头人

【深圳特区报】（记者 闻坤）“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

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年逾七旬的深圳

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教授李景镇，一生都在探索高速成像“一瞬即逝”过程

中所发生的变化和规律，为我国尖端科技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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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高速成像研究领域当今最重要的学科带头人，李景镇是转镜超高速

成像技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也是国际全光极高速成像技术的开拓者。

他胸怀祖国，勇于创新，严谨治学，甘为人梯，为助力我国实现世界科技强国梦

而努力奋斗。

 胸怀祖国：铸国之重器乐于奉献

出生于江苏徐州的李景镇自幼痴迷读书学习，在学生时代，他以优异成绩考

入清华大学。大学期间，沉浸在知识海洋里的李景镇，曾有一个学期没有出过校

门。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他走上了探索高速成像的科研生涯。

1968年，李景镇到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工作，投身于国防事业，为我国“两

弹”和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高速成像是研究物体高速运动过程的一种方法，它与一般摄影最根本的区别，

就在于它有高的时间分辨本领，能跟踪快速变化过程的发生和发展，并记录下来，

这对于核试验和火箭发射的测试研制极为重要。

由于是国内第一个高速成像的学部研究生，加上动手能力强，年轻的李景镇

在所里极受领导重视，工作没多久就参加我国核试验用超高速摄影机的研制工作，

此项工作使西安光机所得到了国家的嘉奖。之后，李景镇作为课题负责人从事多

项为我国核试验服务的指令性研究工作，其中不乏西安光机所的标志性成果。上

世纪末，他又参加我国首枚捆绑式火箭发射的测试任务。

1990年 7 月，李景镇和 20多名队员在西昌基地一待就是 70多天，因为条

件艰苦，当时很多队员生病，但大家仍废寝忘食地安装调试设备。

“第一次发射那天终于来了，凌晨 3点冒着大雨乘车赶往发射场，进入基地

的堡垒安装调试，现场紧张有序，气氛有点压抑。”李景镇回忆说，早上 8点雨

停了，他们一同撤离，在观察区等待火箭发射。

“3、2、1……火箭点火发射，看着火箭尾焰犹如莲花绽放，大家忍不住要

欢呼起来，但我们需要测试记录从火箭点火到起飞这 7秒的关键过程，在没有检

查设备之前，并不知道任务是否成功。”李景镇说，他们飞快赶到堡垒，看到墙

体已经被威力巨大的尾焰损坏，万幸的是设备完好并顺利完成测试任务，这一刻，

大家才放心地大声欢呼。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让他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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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攀高峰：原子时间成像领域引领世界

“我喜欢搞科研。”李景镇告诉记者，尽管自己当时在光机所的工作已经非

常顺利，但是他更想做些前沿研究，写写专著，“写科研文章度余生也是不错的”。

这时，清华大学向他伸出橄榄枝。恰巧，著名光学家刘颂豪推荐他到深圳大

学拟任物理系主任，“把深圳的光学搞起来”。一边是百年名校的母校，一边是海

滨的“年轻”大学，让他左右为难。李景镇妻子说，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充

满活力，可以去那里施展一下，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句话让李景镇动了南下深圳

的心思。

李景镇到深圳后，使深圳在光学领域的源头创新有了从 0到 1的突破。他先

后写了七八篇关于发展光子技术和光子产业的文章，并多次在全国重要学术会议

上作报告。1996年，李景镇在深圳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光子学会议，首先提

出第一类光子产业和第二类光子产业的概念，在我国创建光谷过程中做了先期的

理论工作，促进了广东光谷的诞生。此外，他还主导成立了微·纳光子信息技术

重点实验室和光子工程研究所。

搞科研要坐得起冷板凳，从毫秒级成像到微秒级成像，再到亚纳秒-皮秒级

成像，李景镇用了数十年时间。

“深圳的科研氛围有利于创新。”从事瞬态光子信息技术研究，李景镇探索

“一瞬即逝”过程中所发生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图景及其变化规律，已经

建立起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团队，近几年又在飞秒成像领域取得突破，

成像频率已从 2017年的每秒 7.5万亿幅、2018年的每秒 10万亿幅，提高到今年

的每秒 15万亿幅，远远超过了世界的先进水平，引领国际原子时间极高速成像

的研究领域。他先后获得国家级奖 6项、省部级奖 12项，在深圳期间获得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项、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

号等荣誉。

在深圳期间，李景镇先后申请、完成多项国家级、省市级重点科研课题和重

点项目，此外还完成了光学学术专著 10部，约 1700万字，其中主编撰《激光测

量学》等三本专著，约 973万字；发表论文 218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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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为人梯：三尺讲台写春秋

李景镇来到深圳大学，一手创立了光电子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

和光学硕士点，为深大光学工程学科建设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三级跳，继而拿到

博士后流动站奠定了基础。

李景镇教授一直保持着治学严谨、甘为人梯育芳华的优良传统，每周都会给

本科生上课。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是第一要务。”李景镇笑着说，他是教学科研型

教授，虽然科研任务繁重，他还是愿意抽时间走上三尺讲台，给学生授课，“我

喜欢和年轻人交流，让我的思维变得更灵活”。

到目前为止，李景镇已为深圳培养本科毕业生 30多届、硕士研究生 14届，

培养博士后 6名。

在学生眼里，李景镇是个“不爱钱”的教授，数十年兢兢业业潜心研究，只

愿当学者，不愿做老板。“有些教授会让学生干一些企业课题，李老师让我们干

的都是先导性、前沿性研究，与钱无关，他带的博士、博士后都能从事领先且原

创的学术研究。”一名学生这样说。

伍楷舜: 85后博导视深圳为奋斗福地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李丽）“最初，研究中心只有自己一个人，经过 4年

发展，如今已拥有一支 70余人、逾 300平方米实验室的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包

括教师、博士后、硕博研究生及本科生。”

“85后”伍楷舜 26岁博士毕业，28岁成为深圳大学最年轻的特聘教授，现

任深圳大学教授、博导、广东省无线大数据与未来网络工程中心主任，就在不久

前，他被授予第 21届“广东青年五四奖章”。

 荣誉当前：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对于年轻的伍楷舜而言，荣誉似乎是水到渠成的结果。采访中，他一再提醒

记者“其实我做的还不够好，身边还有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他说，深圳青年

科技人才的创新动力得益于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氛围。每一项荣誉都一样弥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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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都会带给他和团队巨大的激励作用，促使他在科研的道路上始终朝着下一个

目的地，不忘初心，不懈努力。

“深圳的产学研结合十分紧密，倒逼科研人员不断思考技术升级的空间以及

市场战略需要，更进一步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智慧。”伍楷舜主要从事物联网理论

与工程技术方面的科研与创新创业、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在物联网的研究方向

上，主要以感知、传输、网络、计算四个方面为主。他构建的“高效传输、异构

互联、泛在感知”的大规模感知和互联平台，解决了传统无线网络传输代价高、

互联效率低、感知精度差的关键技术问题，相关成果已经在国内外获得大规模

应用。

 城市活力：激发团队创业斗志

虽然身为教授、博导，但是在深大学子眼中，伍楷舜更像是兄长、领路人。

伍楷舜和团队十分享受深圳这座城市所带来的活力和良好的创业氛围。然而，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搞科研，总免不了辛苦，于是，他专门在深大计算机与软件学

院 7楼的楼道里，打造了一个“休闲角”，指导科研之余，和学生在这里健身、

聊天，享受片刻的放松。当聊到、想到一些关键点，被灵感触发的他们，又会立

即起身回到实验室里伏案攻关。

伍楷舜感谢深圳的开放和包容，浓郁的创业氛围让他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都

激情如火，投身科研建设。他也把深圳视为他奋斗的“福地”，短短几年里，科

研团队百花齐放——他先后发表高水平论文 100 余篇，获得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49件、美国专利 2件，还先后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IEEE通信学会亚

太区杰出青年研究奖、广东省丁颖科技奖、广东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他指导

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国际高水平论文，还指导学生在国际级、国家级以及省

级大赛中获得十多项科技竞赛奖项。

 青年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面对青年人的科研培养，伍楷舜表示，深圳作为一座创新之城给予了青年人

许多制度支持和发展机会。

他鼓励年轻人，“吃苦耐劳、坚持、创新精神是每一位优秀青年所需具备的

优秀品质，现在国家对科技极为重视，极大调动了年轻人对科技的热爱。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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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适合做科研，已从事科研的年轻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只要坚持下去，

就会收获成果。”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时，伍楷舜认为，“借助香港、澳门优势，结合

深圳创新能力，粤港澳大湾区前景无限美好，尤其是在科技方面。”

伍楷舜透露，接下来团队将结合人工智能，构建出一个万物互联的智能新时

代，今年 8月，粤港澳大湾区万物互联 5G科技论坛也将在深圳召开。说这句话

的时候，这位年少有成的博导，眼里充满期待……

汪浩：优秀科学家应淡泊名利

【深圳商报】（记者 涂竞玉）“我于 2013年从美国回国，9月份进了深圳

大学，之前在美国顶尖的工科院校——佐治亚理工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该

校的博士后以及研究员等岗位上工作了 3年。”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特

聘研究员汪浩对深圳商报记者说。

 优秀的科学家永远是学习楷模

谈到科学家精神，汪浩告诉记者，优秀的科学家既有着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的爱国精神，又有着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有两位学者是我学习的

榜样，一位是我在欧美同学会的学长黄大年，一位是我母校黄冈中学的学长、复

旦大学教授钟扬。钟扬教授将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支援西藏的事业，在他因车

祸意外去世后，其家属捐献出了赔偿金 138万元，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

用于奖励沪藏两地优秀师生，让钟扬教授未竟的理想与愿望得以延续。”

“另外，在我的学术家谱里，上溯到第五代就是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她

是放射性研究的先驱者，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第一

人及目前唯一的女性，亦是目前唯一获得两种不同科学诺贝尔奖的人。大家知道，

由于长期工作在辐射之中，居里夫人最终为了科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上述

这些科学家堪称我们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深圳重视人才鼓励创新

“看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在健康的社会里，人才和知识都是受尊重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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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化的社会里，人们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却轻视人格、品德、学识。在当下

的中国社会，论起尊重人才、尊崇创新和科学家精神的氛围，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有不小的差距。”汪浩说，深圳给自己的定位是创新驱动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在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中独树一帜，是其他城市追赶的标兵。“深圳湾

人才公园办得很好，展示名人风采，传播人才文化，突出体现了深圳市爱才、引

才、聚才、重才的发展理念。”

“深圳大学以前偏重教学，不重视科研创新。我到深大工作后，有一次，学

院的一位干部问我，‘汪老师，学校提倡发表学术论文，发这么多论文有什么用？’

大学里的人都不明白知识的价值，何况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

汪浩认为，现阶段很多大学在作风和学风建设上也有提升的空间。这些年来

深圳大学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比如设立优秀论文奖，设立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以帮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

“此外，针对市里相关部门比如科技创新委员会而言，一要做到放手让专家

评审，减少行政干预，实现阳光行政；二要紧跟国家最新政策，比如没用完的科

研经费不回收，科研经费预算中差旅、会议等项目不要分得过细等；将来，还要

做到将一部分经费用来做稳定的长期支持。”汪浩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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