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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八大·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责任编辑 石 义

在电影《阿凡达》中，地球人培育了许多形

似潘多拉星球土著的肉身（阿凡达），并且通过

“灵感链接器”把地球人的精神传入阿凡达中，

使之成为“第二肉身”。这样的技术未来能成

真吗？

秋日的一个周末，记者走进了探索脑与认

知科学奥秘的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认知显微镜”：促进神
经科学与临床诊断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红白相间的楼群

背后，一处不大起眼的平房属于脑与认知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以往采访的实验室不太一样，这里没有

一排排的瓶瓶罐罐。略显狭长的过道两旁是

一间间隔好的小房间，房间里最主要的设备就

是一台台电脑。房间的墙壁布有吸音材料，顶

部设有通风装置，房间的灯可以根据实验需要

调节明暗度。

脑成像技术的不断突破对脑与认知科学

发展的影响，好比望远镜之于天文学。

实验室研究员卓彦向记者重点介绍了一

台超高场强（7特斯拉，即 7T）磁共振成像系统

的大家伙。

这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2010 年引进的磁

共振成像设备，是我国首台、亚洲第二台人体

全身超高场强磁共振成像系统。

4 年前，记者第一次走进这个国家重点实

验室时，当时还是以 3T 功能磁共振成像系统

为核心的、与多种成像装置结合的脑成像研究

平台。

“这台装置的强磁场可以提供比 3T 高一

倍多的信噪比，成像更加锐利，观测脑部的细

微结构更加清晰。”一旁的王波副研究员告诉

记者，当病人进入室内，平躺着被送入直径达

60 厘米的腔体中时，王波会在一墙之隔的另

一间房子里，通过电脑操作各种设备，对脑部

有针对性地开展视觉刺激呈现和反应信号同

步记录等。

他将这台设备比喻为“认知显微镜”，通过

它在活体上实时观测大脑活动，探测到过去无

法探测到的功能信号，结构分辨率从 3T 时的

约 0.4毫米提高到接近 0.1毫米水平，甚至能清

晰地看到细小的静脉。

“通过该设备的检查结果，能看到神经外

科患者的哪些脑组织是有功能的。医生在手

术中可有针对性地避开这块区域，从而让患者

手术后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王波以一

个“术前功能定位”的例子，描述了功能成像技

术的进步对临床医学的影响。“目前实验室和

北京的天坛、宣武、同仁等大型医院都在开展

合作，成效已初现端倪。”

从斑马鱼到果蝇：放射
状的研究路线图

实验室的墙上，除了实验室发表的优秀论

文，最吸引人的是一张呈放射状的研究线路

图。

“当前，生命科学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

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包括我们在内，

大家都越来越关注和智力起源相关的脑与认

知科学。”卓彦告诉记者，这张图的起源，要追

溯到 1982 年 11 月，实验室前主任陈霖院士在

《科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文章。

在那篇文章里，陈霖首次提出了拓扑性质

知觉理论，向近代占统治地位的“由局部性质到

大范围性质”的理论提出挑战。30年来，他和团

队用令人信服的实验不断完善和论证这一假

说，使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我国的认

知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世界认可。如今陈霖

和他的团队已经把这个理论应用到注意、记忆、

意识乃至情绪等不同认知层次的研究，进一步

地把科学问题凝练成“认知的基本单元”这个看

似简单、实则内涵异常丰富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眼前这张图上

表现出来。”副研究员周可将手指向墙上的这

张图，“这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网页系统，在电脑

上用鼠标点击就会打开某个课题的网页，里面

详细记录了课题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研究

计划、研究进度以及目前遇到的困难等信息。

点击课题之间的连线，就能了解这两个课题之

间的相互联系。”周可说，每个研究者都能够通

过路线图清楚地了解整个实验室的最新研究

进展和发展态势，随时拓展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主楼的实验室里，厚

厚的窗帘挡住了外面的阳光，昏暗的台灯下，

副研究员刘祖祥正在对斑马鱼进行眼动和似

动反应实验。

刘祖祥从事的也是视知觉研究，他的重点

是动物的视知觉，比如漂亮的斑马鱼。由于斑

马鱼成鱼昼夜节律明显，对光反应强烈，因此

可以很容易地使用行为学实验手段对其视觉

功能进行检测。

实验室里，约两厘米长的成年斑马鱼被固

定在培养皿中，运动的光栅等视觉刺激由微型

投影机投射到培养皿外一个半圆的屏幕上。

顶盖是鱼脑中高度发达的部分，在斑马鱼头上

不过芝麻大小的顶盖范围内，刘祖祥需要在前

后左右方向钻 4 个孔，对鱼实现局部麻醉，以

考察顶盖对特定视觉功能的作用。

“基本是个外科手术。”刘祖祥打了个形象

的比方。

与斑马鱼相比，果蝇是一种有百年历史的

经典模式动物。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中大约

75%在果蝇中具有同源基因，并且在神经疾病

的发生和病症上，都与哺乳动物有高度相似

性。因此，果蝇成为研究基因—细胞—神经环

路—脑功能—脑疾病的理想模型。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一个很

有特色的果蝇研究团队，团队带头人郭爱克院

士于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了果蝇视觉学习记

忆的研究。

“就是用这套设备，郭先生在《科学》杂志

上已经发表了 3 篇重要论文，确定了领域内独

树一帜的地位。”研究团队李岩研究员向记者

重点介绍了飞行模拟器系统，“这是一种操作

式学习记忆，果蝇能够选择飞行区域，类似于

飞行员训练时的模拟飞行，通过将惩罚区域与

图形线索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训练果蝇对视

觉图形的记忆。”

此外，刘力研究员与龚哲峰副研究员等做

的研究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揭

示了果蝇视觉学习和光感受两个方面的精细

神经环路。

李岩说，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的不断增

加，实验室还建立了果蝇嗅觉学习记忆，睡眠

节律和求偶的行为学范式。

嗅觉学习记忆实验是在一间暗室中进行

的。

“拉上窗帘是为了避免光线干扰，做嗅

觉实验时，视觉刺激会干扰果蝇行为反应，

结果就不准确。”李岩解释说。暗室旁边几

个类似立式冰柜的箱子是研究果蝇睡眠节

律的实验仪器，里面有红外监测果蝇 24 小

时的活动性。

为了深入研究行为学的神经机制，李岩在

实验室建立了分子遗传学和光学成像平台。

“利用果蝇，理解神经发育、脑工作原理，乃至

疾病的发生和防治，最终造福人类。”李岩说，

这是基础科研工作者的最终愿望。

《阿凡达》：也许有一天
不再是神话

电影《阿凡达》中的技术未来能成真吗？

当记者抛出这个疑问时，王波说，要实现

这样的奇迹，要有人造大脑，还要能使它和另

一个大脑同步更新。前者似乎不算太难，因为

实验已经证明，人的记忆与电脑计算有相同原

理，因此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出有记忆的大脑。

只是假如有了人造大脑，要想让它和真人大脑

同步更新，就需要精确记录脑活动的每一个细

节。但现有技术水平离此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一方面，目前对大脑活体的整体观察，精

细程度在毫米级别；另一方面，用微电极研究

单个神经元的成果，还不能跟宏观层面的理论

对接。因此科学家对大脑的监测，还在不断的

探索中。”王波说，“阐明大脑活动的所有宏观

和微观原理，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随着脑与认知科学的发展，也许有一天，

“阿凡达”不再仅仅是一个银幕神话。

其实，如今脑与认知科学的发展正在渗透

到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卓彦说，

比如在教育学上，一位实验室的合作伙伴在其

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的语言区靠近运动区，而

西方人是靠近听觉区，所以中国人在“写”中

学，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在“听”中学，这一研究

对设计教学方案有重要启示。先进的功能成

像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在医学方面，突破

了只能发现器质性病变的局限，随着研究的深

入，某些功能异常也能被观察到，为包括老年

痴呆症等的各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发现带

来希望。

“我们希望为同行提供一个和国际接轨的

平台，带动一批学科发展，不仅仅是认知科学、

神经科学，还有诸如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甚

至军事科学这样一些过去未曾预料的学科。”

卓彦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北京11月5日电）

也许有一天，“阿凡达”不再仅是个银幕神话
——走进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报记者 陈 瑜

本报杭州11月5日电（记者宦建新）全国

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今天在杭州宣

布，2012 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开幕。

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致辞。

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本次活动周的举办高

度重视，作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科技创新大会

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一次探索科技体

制改革，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实践。本次

活动周由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和浙江省政府共同主办，活动周

的主题是“促进科技经济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活动周大胆创新服务企业，举行的科技成

果竞拍、创业资本与技术成果对接、首届中国技

术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论坛等活动，内容及形式

在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创建以来尚属首次。

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创办 10 年，已成

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技

术供求双方对接、深化产学研用合作的科技服

务平台，集聚、吸收、利用国内外优质科技、智

力资源的重要渠道，深受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及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0年来，累计发布技术

难题 59055 项，发布科技成果 150333 项，成交

并签约项目 23637项，成交金额 214亿多元，在

线企业达 93048 家，高校、科研院所等分支机

构 34500 家，中介机构 11000 家，网站访问人数

达 1107 万人次，成为全国访问量最大的技术

市场。为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先后建立了

绍兴纺织、余姚塑料等 29个专业技术市场。

2012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开幕

11 月 5 日上午 10 时 23 分，中国浙江网上

技术市场科技成果拍卖敲响“第一槌”：中国美

术学院的成果——“微观摄影创意设计系列产

品研发”，以 80 万元起拍，数十位企业家经过

16轮竞价，最终以 112万元竞拍成功。

科技成果拍卖敲响“第一槌”，这是中国网

上技术市场创办 10 年来最具重要意义的一次

创新实践。让市场发挥配置创新资源的作用，

让创投机构参与成果转化，中国浙江网上技术

市场走向成熟。正在杭州参加 2012 中国浙江

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

部部长万钢对浙江科技成果拍卖十分关注。

82万，84万……112万！扣人心弦的 10分

钟，企业家 16 次举牌，创造了中国浙江网上技

术市场创办 10 年来的一个奇迹，科技成果与

市场机制的成功结合，科技成果第一次以拍卖

的方式确定了它的价值。

这一幕让经历多年拍卖生涯的浙江国际商

品拍卖中心总经理、注册拍卖师吴乾文感慨不

已：“今天的拍卖会企业参加如此涌跃，出乎我

的意料，企业拍卖科研成果的热情感动了我。”

最后竞价成功的 59 号买家胡继耀是一位

来自义乌的企业家，义乌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他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我们企业特别需要科技成果来转型升级，义

乌小商品市场有 170 多万种小商品，创意产业

有很大市场。我们成功第一拍，吃了头口水，

又这么受到关注，112万，值了。”

在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上进行科技成果

拍卖，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

用，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是浙江省贯

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的实际行动。

本次竞价拍卖中科院、西安交通大学、浙

江大学等国内 11 所高校、科研院所带来的 23

项先进科技成果，涉及医疗卫生、环保、新材

料、化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工业设计和农

业产品深加工等多个领域。

拍卖会的白热化程度，深深感染了现场的

每一个人。

上午起拍价最高为 190 万元，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的“物流与装载机械设计控制技术及应

用”成果经 12次举牌，最终以 210万元成交；来

自浙江省外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低密度高强

度浮力材料”，起拍价 140 万元，经过 10 次举

牌，结果以 200 万元成交。下午的拍卖活动热

情依旧。整个拍卖活动起拍价最高的成果是

“蓝宝石图形化衬底干法刻蚀机（含氮化镓刻

蚀机）的整套技术。这项由中国科学院嘉兴微

电子仪器与设备工程中心研发的成果起拍价

500 万元，最终以 610 万元成交；由浙江大学研

发的“杨梅果实冷链物流核心技术系统集成”

项目，起拍价 20 万元，最终成交价达 50 万元，

溢价 150%。

这次科技成果拍卖引起企业、高校院所等

的极大关注。

科技成果拍卖成功，对企业来说，意味着真

正意义上的转型升级。以200万元成功竞拍“低

密度高强度浮力材料”科技成果的台州中浮新材

料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总经理卢善形对科

技日报记者说，能在这样的场合拍卖成功，感到

很高兴。“这对企业转型升级有很大帮助。我们

原来是一家生产工艺品的企业，以后要与高校合

作，进行海洋新材料开发与产业化。”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盛颂恩表示，作为成

果的拥有方参与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政府

通过这次拍卖明显地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国家

高度重视成果的转化，科技人员要从市场的角

度更大精力研发科技成果，通过市场配置创新

资源。拍卖活动实际上是探索一种新的成果

转让和产业化模式。通过拍卖，让更多科技人

员与企业结合，而科技成果的研发是有回报

的。他说，深化科技成果的拍卖，今后将要让

更多的风险投资机构参与进来。

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王宏理说，浙江省

委、省政府对科技成果拍卖十分关注和重视。

浙江省是市场大省，而拍卖结果表明，浙江省

也将成为技术交易的大省。

据来自拍卖行的统计数字，18个拍卖项目

的总起拍价为 1633 万元，拍卖成交价为 2115

万元，起拍价最高的项目为 500万元，以 610万

元成交。 （本报杭州11月5日电）

这是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创办 10年来的一个奇
迹，科技成果第一次以拍卖的方式确定了它的价值——

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敲响“第一槌”
本报记者 宦建新

本报讯 （记者冯卫东 常丽君）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 11 月 5 日（北京时间）报道，在 4

日召开的美国心脏协会 2012 年科学会议

上，科学家提交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一个

实验装置能将心脏跳动的能量进行转换，从

而为心脏起搏器提供足够的电力。

在初步研究中，研究人员测试了一种利

用压电效应的能量采集装置。该研究的主

要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航空航天工程系

研究员阿明·卡拉米博士称，该方法对心脏

起搏器来说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技术解决方

案 ，因 为 起 搏 器 只 需 少 量 的 电 力 即 可 运

行。压电效应也可用于除颤器等其他心内

植入设备。

目前的起搏器每 5—7 年电池耗尽时必

须进行更换，因此非常昂贵和不方便。卡拉

米表示，许多患者自童年起就戴上了起搏

器，如果此项新技术得以实现，他们将在一

生中省却不少的麻烦。“对于儿童病人，他们

要用起搏器很多年。如果采用这一新技术，

他们将少做很多次手术。”

研究人员首先测量胸腔内心跳诱导

的振动，然后在实验室中使用一个“振动

器”进行复制，并将之连接到他们开发的

心能俘获设备原型。原型设备的性能测

试，基于 100 组不同心率的模拟心跳，结

果显示产生了超过起搏器所需 10 倍以上

的电力。下一步便是植入这个能量俘获

装置，其大小仅为目前心脏起搏器所用电

池的一半。

研究人员目前已开发了线性和非线性

两种可支持常规起搏器的心能俘获装置。

线性装置只适于一个特定的心率，心率变

化会阻止其收获足够的电力。而非线性装

置利用磁性材料来提高电力产量，并对心

率变化不再敏感。非线性装置可工作在每

分钟 20 次到 600 次的心率范围内，以收获

足够电力为起搏器连续供电。而且，手机

或微波炉等设备均不会影响到非线性装置

的正常工作。

心脏起搏器是心脏疾病治疗的重要手

段。虽说现在起搏器手术日臻成熟，仅仅是

在皮下切一个小口，做一个囊袋把起搏器放

进去，并通过穿刺的方法把电极通过锁骨下

静脉植入到心脏里面，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完

成，但没有人不想少挨“刀”，而文中所述的

新成果或让心脏病患者得偿所愿。你让我

“心跳”，我给你“动力”，心脏和起搏器之间

如此和谐共生的关系或将给患者免去很多

不必要的病痛。

不靠电池靠心跳的起搏器问世

本报讯 （杨颖敏 王海）11 月 3 日，越南煤

炭公司煤矿井下，矿工们乘坐产自中国制造的

“猴车”轻松到达采煤工作面。该矿引进的第

一套“猴车”受到了矿工们的热烈欢迎，并于近

日表示了第二套“猴车”的购买意向。冀中能

源石家庄煤矿机械公司生产的“猴车”成功打

开了国际市场。

“猴车”是煤矿用架空乘人装置的一种通俗

叫法，是专门在井下运送人员的辅助运输设备，

因为人员乘坐时像猴子坐在枝杈上，因此得

名。为适应不同巷道条件和满足井下多样需

求，该公司从安全、高效、人性化三方面着手，对

架空乘人装置产品不断进行改进创新，使猴车

成功“变脸”。他们在普通“猴车”的基础上研制

成功了国内首套“猴车”和水平转弯装置，水平

转弯装置适用角度范围 10°到 90°、曲率半径

范围 6米到 20米的巷道水平转弯，有效克服了

“猴车”大角度转弯处不能连续运输的不足。

“煤矿工人乘坐该装置在交叉巷道处不用

再中途换乘，且运行速度最快可达 3 米/秒，是

普通‘猴车’的两倍多，这两项技术均为国内首

创并获得国家专利。”相关技术人员介绍说。

推广后的高速“猴车”在国内多家大、中型

煤矿应用中运送效率和经济效益显著，并同时

荣获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

为更人性化、舒适化，2011年，石煤机公司

为“猴车”再次变身。研发人员采纳了观光缆车

技术，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套“煤矿用安全舒适型

架空乘人装置”，乘人器摈弃了传统吊椅形式，

选用了观光缆车式乘人吊箱，既美观大方，又避

免了乘坐人员直接暴露在巷道风流中。首台吊

箱式“猴车”在河南义马煤业耿村煤矿投入运

行，色彩鲜艳美观的吊箱在煤矿井下形成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业界引起广泛瞩目。

据了解，目前，石煤机公司已拥有普通型、

高速型、舒适型三大类“猴车”产品，有四项技

术取得国家专利，含水平转弯的高速架空乘人

装置及安全舒适型架空乘人装置均填补了行

业空白，奠定了该公司在煤矿井下架空乘人装

置技术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2012 年 1月至 9

月份石煤机“猴车”销量同比增长 470%。

冀中能源石煤机公司，是国内煤矿用架空

乘人装置的专业生产厂家之一，是河北省煤矿

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承担了两项国家

863 计划重点项目研究，煤矿机械装备的研发

生产能力居行业领先水平。

首台吊箱式采煤“猴车”更趋人性化
冀中能源石煤机公司“煤矿用安全舒适型架空乘人装置”研制成功

本报讯（记者华凌）11月 2日，在上海

举行的绿色生机·中芬能效与绿色设计研

讨会上，浙江嘉兴市南湖区政府和芬兰清

洁技术委员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以“诊

治”困扰当地多年的农业垃圾污染痼疾。

据悉，嘉兴南湖农业污染整治项目，

芬兰专家将对当地污染情况做进一步的

科学分析，以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一方

面，对水污染的成因、现状进行检测研究，

将从生物、化学或生化相结合等方面提出

水处理方案；另一方面，对污染物采取变

废为宝的解决思路，根据具体情况对肥料

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及加工，制作成肥料

或产生沼气等，为农业养殖户提供先进的

牲畜排泄物综合处理技术，以促进当地实

现经济与环境综合治理的效应。

嘉兴南湖区力邀芬兰专家
“诊治”农业污染痼疾

本报讯（记者李丽云）11月3日，黑龙江

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开通仪式暨黑龙江高

校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培训班在黑龙江大学

举行。该网站填补了黑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通过门户网站进行网络宣传的空白。

“黑龙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网址

为 www.hljgxsz.com 或 www.hljgxsz.org）是

由中共黑龙江省委高校工委和黑龙江省教

育厅主办，该省高校参与共建、面向全省高

校师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师

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积极网络舆论，展示

该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就，为高校师生

提供信息资讯服务的专题性网站。目前，

网站栏目设有高校宣传和理论学习、思想

政治理论课、课堂外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

设、文明单位创建、校园文化建设、群团工

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等栏目，建有迎接

党的十八大、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三全”育

人、高校博物馆育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教学大奖赛 5个专题。

黑龙江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网开通

本报讯（记者彭东）11月2日，山东景芝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携手中国民生银行、中国

酒业协会、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北京召

开“景芝·国标芝香纪念收藏酒”上市发行

会。会上透露，“景芝·国标芝香纪念收藏酒”

11月6日正式登陆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面

向全球投资者交易，成为继国窖 1573、水晶

舍得、国典凤香、古井贡酒之后的第5支上市

发行的白酒投资品种，也是该中心修改交易

规则之后首支发行上市的白酒品种。

据介绍，“景芝·国标芝香纪念收藏酒”

由景芝酒业韩晓明、赵德义、来安贵三位国

家级大师精心打造。该品种全球限量发行

99999 瓶，酒品度数为 55 度、容量 550 毫

升、外包装设计精美、选用的基酒为瓮藏陈

放多年的景芝芝麻香原酒。据悉，市场上

畅销的 53%vol一品景芝尚品 500毫升的价

格是 1188 元，然而，该款收藏产品的发行

价格仅 550元，品质相比尚品更加高贵，具

有较大升值空间和投资价值。

景芝·国标芝香
纪念收藏酒上市发行

本报讯（郑双双）日前，赛诺医疗科学

技术有限公司采用国际专利的电子接枝涂

层技术，成功研制出新一代无安全隐患的生

物降解载药层冠脉支架系统，可成功解决载

药层冠脉支架普遍存在的载药涂层与支架

表面开裂和药物释放后的残留问题，有效抑

制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后期血栓形成。

为了验证新型药物支架的促进内皮化

作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波教

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采用光学相干断层成

像系统技术，并特别选取了目前国际应用比

例最高的雅培公司的支架与赛诺公司自主

创新的 BuMA支架进行头对头比较。实验

证实，赛诺支架与雅培公司的支架在植入后

3个月均能在支架小梁上形成很好的内膜覆

盖。该研究结果将对广大冠心病患者降低

支架和术后药物治疗的经济负担、减低因长

期抗栓治疗造成风险带来更多的希望。

国产心脏药物支架
取得新突破

11月 5日，中国第29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从广州启程，奔赴
南极。整次科考将持续约162天，总航程约27460海里，预计2013年4月上旬回国。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