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山科学会议上专家关注“AI+化学化工”

日前，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和包支付示范城便民惠民政策。 长
沙市发改委将与中国移动共同推出和包
支付 10 大场景应用的优惠方案，主要集
中在公共出行、生活缴费、公共服务、示
范园区、示范社区等领域。

据了解，自 2018 年 9 月，长沙市委、
市政府确定与中国移动合作打造“移动
支付第三城”以来，和包支付在长沙地区
用户已突破 370 万，商户超 4 万家，40 万
人通过和包支付缴纳党费，50 万人参与
生活缴费。

金慧 吴慧

长沙加速打造
“移动支付第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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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山科学会议聚焦绿色生态
与化学化工，除了各种前沿化学化工技
术之外，人工智能在该领域的应用成为
被关注的新议题。

“合成化学过程中的变数太多确实
给通量制备和通量反应条件筛选增加
了难度。 但是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
代，这样的状况将会大大改变。 ”中科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马大为在
会议上介绍，人工智能有望助力合成化
学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劳动密集型”将成过去
“在有机合成领域，合成化学家在上

个世纪就号称给予足够的学生和经费资
助，可以合成任何复杂的有机小分子。 但
是直到今天， 无论是新药开发还是新材
料发展， 人们发现过程的决速步骤往往
还是化合物的合成。 ”马大为介绍。

马大为解释说，这是因为，尽管化
合物性质的评估大部分已进入通量筛
选阶段，但化学合成仍然停留在手工操
作阶段。

在化学合成领域，由于不同化学反
应条件下的无穷变化，研究人员设计化
学合成路线基本上还是依靠手工———

在药物分子合成领域尤其突出。 这就让
化学合成更像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作。

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状况将逐
渐成为过去。 去年 4 月，一个德国研究
团队在《自然》期刊发表论文称，他们可
以凭借人工智能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
率进行化学合成分析，这将大大提升科
研人员研发新药和其他化合物的效率。

根据这篇论文的内容，研究人员利
用人工智能系统设计一个分子的合成
路线，只需要 5 秒钟。 马大为感叹说，人
工去设计的话，5 秒钟都来不及把分子
结构看清楚，5 分钟都不一定能把分子
设计出来。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李
承辉了解到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分子的
合成路线后，获得不少启发。 他目前也
在考虑如何用人工智能帮助他做化学
研究。

人工智能在化学领域大有可为
过去，了解一个化学反应条件是否

可行，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需要人工
一个一个去测试，包含大量的重复性劳
动。 如今，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化学反
应数据进行快速检测，然后在机器上进

行通量的反应条件测试， 整个系统一天
可以做上千个反应条件的测试。 换成人
工，一个实验室里每天做 20 个化学反应
测试就已经很不错了。

马大为告诉记者， 一些大型制药公
司已经将人工智能用于辅助设计化学合
成路线，成为此类技术的第一批用户。除
了药物研发， 新材料研发等包含化合物
合成的领域都可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化学
合成路线推荐。

“将来，合成以往不存在的分子就像
盖房子一样， 先让人工智能把蓝图描绘
出来， 研究人员只要按着蓝图去搭建就
行。 ”马大为说。

李承辉也认为， 人工智能在化学领
域将大有可为。在他看来，未来化学领域
的人工智能应用将像人工智能医生一
样，它能够掌握和消化海量合成方法、合
成路线、材料结构和性能等，科研人员做
化学合成研究时， 它可以帮助分析和解
决很多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 人工智能扮演的角
色仍是辅助性的， 但结果也需要研究人
员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去判断。

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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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健康控盐勺由勺头、勺柄、滑槽、推杆、推把、定量片、刻度尺组
成。 盐勺上设置了定量片和刻度，通过推杆可以控制一勺盐的重量，帮助味
觉不好的老年人在炒菜时准确控制盐的加入。 控盐勺因体积小巧、 方便使
用、不易污染原料，又便于计算每日盐的摄入量，从而帮助老年人达到健康
吃盐的目的。

发明人：长沙市岳麓区博才咸嘉小学 唐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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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根据 2019 年怀化片区省科技
专家服务团团长座谈会暨会同县“三区”
科技人才培训班活动安排，6 位科技专家
服务团团长来到省科技厅驻村帮扶点会
同县青朗侗族苗族乡七溪村考察。

考察团实地考察了七溪村中草药基
地、村部综合服务中心以及村组公路、自
来水厂等，详细了解村级产业培育、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 人居环境改善以及科学
文明新风倡导等情况。 与驻村工作队以
及村支两委负责人深入交流驻村帮扶工
作经验， 探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
体办法举措， 并就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模式、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深化乡
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大家一致表示，将进一步创造机会，
加强对接交流和互助共建， 借助省科技
专家服务团这一重要创新载体， 开展创
新合作，推进驻村帮扶工作向纵深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刘小丹

人工智能正在解放化学家的双手

研究从实际需求中来
“还记得《流浪地球》中的‘地下城’

吧？ 我就是研究未来地下城市空间的。 ”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何磊笑着
说，他和团队主要利用建模的方法进行
测绘和仿真实验，为人类开拓地下空间
打前站。

2005 年，从天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
的何磊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深造。 彼
时，他已开始了在岩土裂隙网络 、地下
空间方面的研究，并在世界顶级期刊发
文 40 余篇。

“新加坡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
面临着严重的土地匮乏问题，向地下掘
进是可行的出路之一。 ”何磊说，可向下
掘进的难度极大，一旦搅动地下岩土的
平衡性，几乎难以修复。

在新加坡时，何磊先后完成了多个
重点科研项目，创造性地提出了开拓地
下空间的研究模式。 凭借优异的科研成
绩，他于 2013 年获得由国际岩石力学学
会颁发的“罗哈奖”。

在国外学习的那些年，何磊感触最
深的就是“离家越远就越爱国”。 每当在
国外听到祖国的好消息，他总是迫不及

待地与同学分享。 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
的科技发展添砖加瓦，这样的信念成了
他在海外做科研的最大动力。

当老师比做科研更具挑战
2016 年初，34 岁的何磊加盟东南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成为桥隧与地下工程
系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2017 年 5 月，由
赵坚、李建春、何磊等教授牵头的东南
大学未来地下空间研究院正式成立。

此后 3 年，何磊先后参与了多项重
大科研项目。 其中，在中国工程院重大
研究项目“可持续城市空间发展”中，他
以开拓地下空间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
国城市的立体发展找到突破口。

“对地下空间的探索，并不是要破坏
它，我们首先要做到‘尊重’地下岩土并
与其‘和谐共生 ’。 ”作为岩土的 “老朋
友”，何磊懂得这种密度不匀、形状不定
的物质，其每条裂隙都具有极强的不确
定性。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二维数值算
法就已被创立并被广泛应用于岩土裂隙
网络研究中。 可是何磊发现，传统的二
维数值算法由于计算适用领域比较局
限，往往不能准确地预测出岩石的裂隙。
于是，通过多年的努力，他与团队研发了
三维数值流形法，这种算法将岩石裂隙
研究空间从二维拓展到三维，极大地提
升了对岩石裂隙预测的准确度。

然而，在何磊的心中，比科研更具挑
战性的，是当一名老师。

为帮助自己的 2 名博士生和 7 名硕
士生确定研究方向，何磊试着跳出自己
擅长的领域，补齐研究短板。 他紧紧瞄
准岩土力学领域的国际前沿方向和国家
重大需求，潜心思考如何 “把学生带出
来”，让团队方案走出实验室、在国家建
设工程中落地。

张晔

他为搭建未来“地下城”打前站

5 月 5 日下午，“共和国脊梁———科
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话剧《马兰花开》
湖南巡演暨 2019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湖南） 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理
工大学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龙宣
布活动启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安出席
启动式，湖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周纯良主持仪式。

话剧《马兰花开》讲述了大漠深处的
“马兰花”———“两弹元勋”邓稼先立志报
国、 以身许国的感人事迹及波澜壮阔的
人生。

周纯良指出， 举办这次演出活动是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塑
造新时代科技界精神内核， 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 进一步激发全省广大科技工
作者的使命感、荣誉感、责任感，为建设
创新型省份和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
力量。

据悉，2019 年 5 月 30 日是第三个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我省拟开展青年
科学家进校园、 优秀科技人物和学会工
作者宣传等系列活动。

王少军

2019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湖南主场活动启动

科技专家齐聚七溪村
共商驻村帮扶

� 何磊（右一）在实验室为学生
讲解地下空间梁结构的受力特点

长沙市首届我最喜欢的民间发明与制作优秀奖———

老年人控盐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