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工作。高校是我国科技成果的重要来源，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

和可行的措施，让这些科技成果快速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生

产，并尽可能地减少科研成果在转化初期“夭折”现象，成功跨

过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是多年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

面临的难题。

最新调查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目前遇到的主要瓶颈问

题是，满足转化需求的高质量科技成果不足，科技成果大多处

在实验室阶段，与中试熟化相关的平台、技术、人才和投入不

足，研发脱离于市场。

进入 21世纪以来，美国高校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

类似问题，把建立概念验证中心作为弥补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

研发成果与进行市场化、产业化成果之间空白的关键环节，在

助力创新主体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方面，已经进行了

近 20年的尝试。这些尝试能为我国高校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源

头质量，满足应用需求，提供积极的借鉴参考作用。

美国：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推动

《拜杜法案》后，美国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但仍有约75%的大学专利没能实现产业化。究其原因，

主要是投资者、技术方和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知识鸿

沟；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资金实力和专业职员跟不上科研创

新的步伐，且重点业务主要放在技术许可方面，严重阻碍了科

技成果商业化；政府偏向于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而对应用型研

究的资助力度较小；技术的复杂性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市场不

确定性需要概念验证。

为了解决高校科技成果商业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打通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鸿沟，加速高校科技成果的商业

化进程，概念验证中心在美国高校中应运而生。

概念验证中心可概括为一种设立在高等院校，多种组织、

机构与高校合作运行的新组织模式，旨在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商

业化。它通过提供种子资金、商业顾问、创业教育等对概念验证

活动进行个性化的支持，主要帮助解决高校科研成果与可市场

化成果之间的鸿沟，促使高校科研人员成功踏出科技成果转化

的“最初一步”。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于 2001年建立第一个高校概

念验证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在 2002年跟进，随后更多高校陆

续建立概念验证中心。美国于 2009年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

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和 2011年发布的《美国创新

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都表明，创建概念验证中

心，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商业化，优化高校、政府、企业三者之

间的协同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发展，是国家的

重大发展战略。

美国高校概念验证中心的建设先是由部分高校探索自发

成立，随后得到更多大学的响应，最后得到联邦政府的认可和

进一步支持，形成“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概念

验证中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大学、研究机构、私人部门、非

营利机构、基金、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等，每个主体都根据自己

的使命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来共同促进高校的科技成果

转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国高校“概念验证中心”的实践探索

国内学术界从 2013年开始注意到美国大学概念验证中

心，从而意识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链前端的重要性，近期

开始了一系列实践性探索举措。

2018年 4月 28日，西安交通大学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成立全国高校首个“概念验证中心”，并专注于生物及环保、新

材料等方向的微种子概念验证基金。成立以来，已经协同西安

市碑林区环大学创新产业带联合发起“西安微光创业孵化基金

（1000万）”并从社会融资 150万元，与陕西科控集团及西安科

技金融中心达成初步意向，共同发起第一支西安交大概念验证

微种子基金，募资额度1000万元。

2018年10月9日，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拟设立1亿元综合专

项资金，推动概念验证支持计划，通过支持创新主体开展概念

验证活动、支持高校院所设立概念验证中心、持续支持概念验

证项目三方面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2018年底，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创新资本研究院设立高校

概念验证示范中心，进行高校概念验证中心建设的体制与机制

探索，并引进上海交大等重点高校和中原油田等科技成果转化

实践专家，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科学领域，为高校科研人

员提供成果转化的相关咨询和中介等服务。

不难发现，借鉴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经验和做法，尝

试在中国高校开展概念验证工作，建立概念验证中心，设立概

念验证资助计划，可能会成为提升科技转化成果源头供给质

量、突破转化瓶颈的一种新举措。

启示和建议

高校是基础研究成果生产和转化的主要来源，对高校科技

成果进行概念验证，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消除机制——即在科技

成果转化前期，从众多优秀的基础研究成果中，尽可能早地识

别出那些具有商业化和社会化前景的项目。即使不另成立新的

概念验证中心，一些高校可以通过现有的技术转移机构、大学

科技园，率先行动起来，定期组织对基础研究成果进行概念验

证前期评价，既评价其社会价值，也评价其商业价值。对具有社

会价值或市场价值的，尽快利用高校现有资金，进入实质性的

概念验证工作，形成概念验证报告，为后续的科技成果转化奠

定良好基础。

对此我们建议，借鉴美国高校概念验证中心的建设经验，

部分发达省市和综合性研究高校可率先尝试。政府可根据本地

区高校基础研究的优势和特色，牵头组织高校并联合本地区科

研院所，资助和推动共建一家或多家概念验证中心。

美国的马里兰概念验证联盟就是马里兰州政府出资、马里

兰大学与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共同运营。概念验证中心建设的

模式是多元化的，可以是政府为主导的，也可以是高校和科研

院所主导的；可以是综合服务类型的，也可以是专业领域服务

类型的。通过先行先试，可以探究出适合本地区现阶段科技成

果转化特点的概念验证中心的运行机制。

政府资助高校概念验证，其实质是政府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环节的前移，更多地分担创新创业中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

早期风险，这样使得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支持体系

更加完整。

不过，这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多个政府部门，如教育管理、

科技管理和产业管理部门。因此建议可联合实施统一的高校概

念验证资助计划，或者在原有资助计划的基础上增加概念验证

专项费用，或者另设专项资金，对由政府资助的科技成果项目

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项目，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支持，依托

高校进行概念验证，减少投资风险。

摘自科学网

近日，2019年最后一场日食天文大戏，在各社交网络纷纷

刷屏。

此次日食为日环食，令人遗憾的是，环食带位于赤道附近，

在我国境内无法看到完整的日环食，只能观测日偏食。

那么，2020年又有哪些奇特的天象呢？天文爱好者该如何

观测这些天象？观测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日环食年中亮相天幕

“2020年最有看点的天象，就是 6月 21日的日环食了。”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程师胡方浩介绍说，上一次我国

出现日环食还是 2012 年，因此今年的日环食还是非常值得

期待。

当月球运动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时，如果三者正好处于一条

直线，月球会挡住太阳照射到地球的光，太阳部分或全部被月

球遮挡的现象被称作日食。

月球被太阳照射会在背向太阳的方向出现阴影，称作月

影。而月影又分为本影、半影和伪本影。本影指没有受到太阳光

直射的地方，在空间上其实是个圆锥形，故称作本影锥。半影指

只受到部分太阳光直射的区域。而伪本影指本影锥汇聚一点后

继续延伸所得到的椎体。

根据观测者位于月影的不同位置，观测者看到的日食分为

三类，即日偏食、日全食和日环食。

月球在一个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运动，因此月球到地球的距

离是在变化的，时远时近。当月球离地球较远时，本影锥不能到

达地球，月球本影锥延长所形成的伪本影锥扫过地球的部分区

域。此时，从视觉效果来看，月球要比太阳小，因此从处于伪本

影区的地方看太阳，能看到一个中心被遮挡、周围发光的光环，

即日环食。

据胡方浩介绍，这次日环食带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开

始，经过中非、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红海、也门、沙

特阿拉伯、阿曼、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在北太平洋西部结束。

非常幸运的是，日食带穿过我国西藏、四川、贵州、湖南、江

西、福建、台湾等地，这些地方的公众可以观赏难得一见的环食

奇景，而其他地区只能看到日偏食。

由于月球的遮挡，使得原本难以观察的太阳外层——日冕

层得以露出真面目，对于太阳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科学家还

会通过射电波段进行观测，即使是日偏食、日环食也可以获得

色球和日冕大气各层次和射电局部源的重要信息。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满足“追星”粉丝

流星雨并不少见，想要做个“追星”的粉丝必须得踩准时

间。2020年大大小小的流星雨有10多次。

“1月4日16时38分的象限仪座流星雨，8月12日21时02
分的英仙座流星雨，12月14日8时35分的双子座流星雨，被称

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这三场流星雨每年的流量都比较稳定，

值得大家期待。”胡方浩说道。

虽然一年中流星雨出现次数如此频繁，但是要获得较好的

观测效果，并不容易。这里就要提到一个专业名词“每时天顶流

量”，以英文ZHR表示。它的意思是，当辐射点出现在天顶的时

候，在肉眼能看到的6.5等星情况下，每小时可能看到的最大流

星数目。

根据预测，上述三大流星雨达到极大时，象限仪座流星雨

每时天顶流量为 120，英仙座流星雨为 100，双子座流星为

150。以双子座流星雨为例，当辐射点出现在天顶且观测条件

非常好，那么每小时能看到的流星为 120颗。当然，由于种种

条件限制，上述流量很难达到最大，所以我们很难看到“最好”

的景色。

超级月亮与半影月食轮番上演

2020年，还有一些天象虽然没有日食瞩目，也没有流星雨

浪漫，但也不容错过，比如超级月亮与半影月食，各种合、外行

星冲，以及内行星大距。

超级月亮其实就是满月位于近地点附近的现象。由于

月球以椭圆形轨道绕行地球，月球和地球间的距离不断变

化，因此满月发生时月亮离地球越近，人们看到的满月也

就越大。

超级月亮其实并不罕见，每年均会出现。2020年将会出现

3次超级月亮，分别在3月10日，4月8日和5月7日。

在太阳系中，我们把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行星称为内行星，

即水星和金星；把地球绕日运行轨道之外的行星称为外行星，

包括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外行星冲，是指地外行星运行到与太阳、地球形成一条直

线的位置。一般来讲，此时行星最亮，也最适宜观测。2020年将

有木星冲、土星冲、海王星冲、火星冲、天王星冲发生。

内行星大距，则是从地球看出去，水星或金星与太阳处于

最大夹角的位置。由于距离太阳太近，水星和金星经常被湮没

在太阳的光辉中，可观测机会并不多。只有等到内行星和太阳

的角距达到最大，此时行星距太阳较远，受太阳光的影响最小，

就可以清晰地观测水星和金星。内行星在太阳东边称“东大

距”，在太阳西边称“西大距”。

合即是指两个或几个天体看上去靠得比较近，有较高的观

赏价值。比如，4月15日—16日将发生三星合月，即木星、土星、

火星三星同时与月亮“亲密接触”。12月 22日傍晚 17时 26分，

木星合土星将出现在西南方天空。 摘自《科技日报》

20202020年天象好戏精彩连台年天象好戏精彩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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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禹）据悉，全

球首个衣联网技术标准目前已进入

草案编写阶段。近日，在上海举行的

IEEE年度媒体交流会上，IEEE标准

协会会员、IEEE衣联网标准工作组

主席孟毅博士介绍了“衣联网”背后

的技术及应用场景。“衣联网是一个

以RFID（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技术

为基础的衣物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

台，是智能家居中的重要环节。”

一直以来，标准制定都是加速

前沿科技落地应用与普及的重要动

力源泉。近年来，伴随着智能家居行

业的快速崛起，基于物联网、AI等技

术的智慧生活服务日益丰富，前沿

科技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

衣联网智慧生态闭环是由搭载

物联网技术的网器接入平台、5G/
RFID识衣平台，与应用AI技术的洗

护数据识别处理平台和大数据智能

推送平台共同组成的。然而，为了保

证衣联网向着有序、安全、可持续的

方向发展，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至

关重要。孟毅表示，当行业具备可依

循的衣联网技术标准，才能确保植

入 每 一 件 衣 服 和 家 纺 产 品 上 的

RFID芯片“物尽其用”，有效管理这

些衣物从工厂到商店，再从家中衣

橱到回收处理的一生旅程。

“衣联网技术标准的制定与

完善，将有效解决传统物联网标

准和实践脱节等问题，助力智能

家居发展迈向规范化、一体化的

里程碑。同时，该标准亦将为大众

和企业提供不断规范、体验持续

提升的智能衣物解决方案的良好

范式。”孟毅说。

作为物联网生态体系的细分单

元，智能家居需要突破个体产品之

间的界限，实现数据交互和产品互

联互通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潜能与价值。如今，高速发

展的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无

疑为解锁全景智慧家庭提供了一把潜力巨大的钥匙。

孟毅表示：“在技术标准统一与行业共识达成的基石

上，5G技术高速率、低延时等特性将助力实现更多智

慧家居场景，而在终端的区块链技术应用将实现可信

采集与隐私保护，大大提升以衣联网为代表的泛在物

联体系的内生安全架构，将推动形成以人为核心的智

慧决策系统，让智慧家庭建设进阶到更高层次，进一步

提升智慧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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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中心发现肝母细胞瘤发生新机制

工匠精神 铸就“医者仁心”

徐凤英作为亭林医院副院长兼妇
产科主任，身上有着无数个“第一”称
号。她不仅是医院宫颈环形电切除术第
一人、腔镜手术领头羊，还是妇科无创
倡导者。作为政协委员，她更在履行政
协委员职责上勇于担当，发挥了应有的
积极作用。

金山地处上海远郊，一些疑难杂症
就诊需要往返市区，市区专家号又难求。
当时，亭林医院“上海专家在亭医”的品
牌已经打响，于是，徐凤英萌发了邀请妇
产科大咖加盟专家库的想法。在医院同
仁的共同努力下，国妇婴医院的领导被
打动，达成成立国妇婴金山分院的意向。
2013年 11月，分院成立，国妇婴派出专
家担任分院副院长，不断推进妇产科的

医疗质量、内部管理、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等，实现三级甲等妇产科专科服务优
势下沉远郊，使老百姓能享受优质的妇
幼保健服务。

徐凤英也坚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2018年，徐凤英赴云南普洱镇沅县人民
医院开展医疗支援服务，开展妇科微创、
宫颈癌前病变治疗 LEEP新技术，为当
地培养出一支技术精湛的手术团队，有
力推进该院妇产科专业能力的提升。3
年来，她精心组织知名专家来金山区开
展义诊活动，并举行大型妇科学术论坛
活动 6次，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医务人员
的技能水平。

作为金山区政协委员，她在积极调
研的基础上，认真撰写并上交了 6项提

案。其中，“我区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关于金山区率
先打造生育友好型区域的思考”两项提
案在“两会”期间交流汇报。“关于完善学
生体检项目，早发现青少年脊柱侧弯的
建议”的提案被采用，“关于关爱妇女健
康，在两癌筛查中增加人乳头瘤状病毒
（HPV）检测项目的建议”的提案更获得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重视和答复，
目前正在调研现状、修订相关政策文件
阶段。

徐凤英用 30 年如一日的精诚奉
献，诠释了当代医疗工作者仁心为民的
情怀。她说：“虽然工作是繁重的，但是
能为无数家庭带来幸福和平安就是我
最大的收获。”

本报讯（记者 陶婷婷）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潘秋辉教授团队在《癌症

分子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首次全面阐述RNA m6A甲

基化修饰在肝母细胞瘤中的作用机制，为探究RNA
m6A甲基化修饰与肝母细胞瘤（HB）的发生发展机制

的相关性奠定实验基础，为HB干预治疗提供新的理

论基础。

HB是儿童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约占儿童原发

性肝脏恶性肿瘤的 70%～80%，多发于 5岁以下的儿

童。该病起病隐匿，发病机制不明确，早期无症状，约

20%的患儿在诊断时已发生远处转移，给治疗带来极

大困难。阐明HB的致病机制，对HB的早期诊断、治疗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临床意义，也是基础研究和临

床医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该研究在建立HB RNA m6A修饰研究平台及技

术体系基础上，应用 m6A-Seq 技术获得了 HB RNA
m6A修饰谱，首次发现RNA m6A甲基化修饰在HB中

异常活跃，且筛选出甲基转移酶METTL3与HB预后

相关，有望成为新的HB 预后生物标志物；在此基础

上，该团队深入探究 RNA m6A 修饰与 HB 发生发展

的相关机制，发现 HB 经典通路 Wnt/β-catenin 中的

CTNNB1 发生 m6A 的异常修饰，并详细阐述了 CTN⁃
NB1 m6A 甲基化修饰的作用机制，该发现是在原有

认知的HB致病机制基础上开阔了一个崭新的研究

视野。

对于戴眼镜的人来说，有时会发
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新配的眼镜戴
上后，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适，有的
甚至是按原来的度数配镜，可
是仍然会感到不适。有些症状
不明显，回去戴上一段时间就
适应了，那是因为新眼镜的镜片比较
透亮，有点不适属于正常现象。但是
感觉不适的症状较明显那就要查原
因了。

在引起配镜后不适的种种原因中，
有一种最为常见的是，原来的那副眼镜
戴久了，已经发生了变形。有的镜片离
眼睛的距离过近；有的眼镜从鼻梁处拱
起形成一个明显的弧形；有的眼镜的镜
框往一边倾斜造成光学中心的偏移
……种种的镜架变形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经过漫长的时间一点点形成的，眼睛

也就一点点慢慢适应了变形镜架的角
度与弧度。

所以新配的眼镜端端正正地架在
鼻梁上时，就会有或多或少不适应的
感觉。由此可见眼镜不是配好就好
了，要多留意看看眼镜是否有变形的

现象，如果有就要去专业的眼镜店找专
业师傅校配眼镜。

经常校正眼镜是非常必要的，是
确保眼睛获得精确矫正视力的关键。
在每块制作完成的镜片上，都有一个
按照验光师处方设计、精确研磨成的

“光学中心”。这个中心是与眼球的瞳
孔中心保持在同一直线上的。外界的
景物通过镜片的光学中心，成像在瞳
孔背后的视网膜上，需要像步枪的目
标、准星和瞳孔“三点成一直线”一
样，倘若中间的准星偏了，目标就无

法瞄准，镜片的“光学中心”偏了，景
物在视网膜上也无法准确聚像。而眼
睛为了看清景物，就会自动启用自己
的调节功能。但是频繁调节的结果往
往造成视疲劳，于是近视状况就会恶
化，散光现象就会严重，眼睛的视力
就会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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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常 校 正 眼 镜 的 必 要 性

新镜界

——记金山区亭林医院副院长徐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