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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ffects of st ructu re characterist ics of ex ternal a irlif t loop reacto r (EAL R ) on m ass tran sfer

behavio r are studied. T he param eters such as the ra t io of heigh t to diam eter, the st ructu re of a ir sparger,

the locat ion of a ir sparger and the distance betw een tw o p ipes have effects on gas ho ldup and m ass tran sfer

of EAL R. T he op t im um structu re of reacto r has been ob ta ined and been u sed fo r ferm en ta t ion of Bacillu s

T hu ringen sis. Compared w ith the trad it ional m echan ica l ag ita ted ferm en to r, the cycle of ferm en ta t ion in

EAL R is sho rtened by 9 hou rs and the cell concen tra t ion of b ro th is imp roved by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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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一书获陕西省政府优秀成果二等奖

近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揭晓, 本刊姚远编审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一书荣获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是我国第一部科技期刊史专著, 并首次采用文、理融通的方法研究中国新闻事业

史, 从而开辟了新的新闻史研究的学科分支。该著出版 3 年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科学时报》、新闻

出版署主办的《中国报刊月报》、中文出版核心期刊《编辑之友》、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

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主办的《编辑学报》, 以及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和我国台湾合办的《中国科

学史通讯》, 还有陕西电视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 20 余种权威报刊和新闻媒体发

表了 17 篇书评 7 篇书讯, 已被 19 次摘引或引用为参考文献。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等 20 余家图

书馆予以收藏。在中国科技期刊进入国际权威检索系统国际会议上, 被交流给英、美、意、法、澳、荷、日等 10

余国 20 余位外国期刊专家。现被列为西北大学科学技术史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和教学用书。

1999 年 5 月曾被陕西省教委评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该著运用区域文化研究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方法, 对清末至民国年间科研机构、学术社团和政府部门主办

的 2 100 余种科技期刊、高校主办的 1 400 余种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 特别是 500 余种

高校科技学术期刊进行历史性论证。全书将我国大学期刊文化按照不同的区域特征, 划分为中心城市 (京、

沪、宁)、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港澳台和海外留学生所在地等九大类型, 并通过对基本数据的统

计分析、区域高等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分析, 以及对代表性期刊的解剖, 揭示了各区大学期刊的基本面貌。这

一研究方向的第二阶段研究工作, 已于 2000 年 10 月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目, 二期研究成

果将涉及 1792 年至 2000 年的所有中国科技期刊。 (王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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