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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与认知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人的智力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导语)

近年来#科技部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建立

了
'

大类别实验室
)#(

个#初步形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体

系$从今天开始#本台将连续推出系列节目 !走进国家重

点实验室"$下面我们首先要带大家走进位于中科院生物

物理所的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正文)

(标题
$

)人类认知物体从 #大范围性质$开始

(正文)

(同期)*读心神探+影视片段

(正文)

通过观察下意识的反应和细微的表情动作#就可以读

懂人的所思所想#这就是很多影视作品中提到的 !读心

术"$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用一套眼动追踪的装置给记

者演示了这种 !不由自主"的看图片时的反映$当我们执

行盯住图片中心位置的任务时#我们视线的第一反应却往

往会被图中人物的眼睛等特定部位所吸引$通过多物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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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追踪等一系列实验#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同期)中科院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周可

物体在运动过程中#如果你改变了它的拓扑性质#比如说图形 !洞"

的个数的改变#从没有洞变成一个洞#或者说连通性的改变#或者是内外

关系的改变#这都会显著地破坏你对物体的跟踪成绩#但是物体的一些典

型的局部性质#比如说颜色&形状#甚至是你主观上看起来非常显著.这

些变化都不会改变你的跟踪能力$

(同期)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霖

我们叫 !大范围首先"拓扑性质知觉理论#这个理论核心思想是认为#

视觉过程从哪里开始的#不是从局部性质开始的#而是从大范围性质开始的$

(标题
'

)脑成像揭示基因到行为的奥秘

(正文)

在 !大范围首先"知觉理论的基础上#科研人员以磁共振脑成像技术

为桥梁#展开一系列从果蝇&猴到人类的多进化层次的视听觉认知研究$

(同期)本台记者帅俊全

现在我已经是换好了实验服#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实验室里面#通过

这个国内唯一的一台
$L

全身磁共振脑成像这样一个设备去感受一下脑与认

知的一个非常神秘的过程#好#那由于里面的磁场相当于地磁场的十几万

倍#所以这个话筒是不能带入#我现在就进去感受一下$

(同期)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陈兢

手指做握张运动时可以在大脑的运动皮层看到激活$当你看图片的时

候#会在大脑的视觉皮层发现有这样一个激活$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些内容

比较恐惧的图片#在主管恐惧知觉的杏仁核上会观察到有这两个点的激活$

这是人脑杏仁核$

(同期)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霖

通过脑功能成像#把基因水平和脑的结构联系起来#再通过脑功能成

像把脑的结构和我们行为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以脑成像为核心的#

从基因水平#一直到行为水平的这样空前高度跨学科的大科学的研究$

(同期)本台记者帅俊全

那通过这套磁共振脑成像的一个技术#可以看到人的一些最主要的功

能#像语言&视觉#以及运动的功能都已经用不同的颜色#像红黄蓝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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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皮层当中立体地呈现出来了#那么这样的技术现在已经运用到脑肿

瘤患者的神经外科手术当中#如果在术前进行精确的定位#以及在术中导

航过程中使用这项技术就可以避免这些重要的功能发生意外损伤$

(正文)

专家介绍#!大范围首先"的拓扑性质知觉理论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

架#有望解决现有认知科学研究范式在对各种精神异常或疾病的分析诊断

应用中面临的根本困难#其实验方法还有可能成为检测精神心理异常的客

观指标$

电视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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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海陆空总动员打造国家队机器人

(导语)

无论是屏幕上大展拳脚的变形金刚#还是马上要进行

$"""

米载人深潜的蛟龙号#都属于机器人的一种#具有

感知&思维和执行的能力$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像魔术

师一样把各种材料设备组装起来变成机器人的* 这些看似

!笨重"的大家伙又有哪些功能呢* 下面#我们就跟随记

者一起走进位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机器人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

(正文)

(同期)本台记者帅俊全

那么这个实验室#就是水下机器人一个研究基地$可

以看到眼前这个水池#长宽是
!*

米乘
%*

米#它的深度是

(

米#就是在这个实验池里面#蛟龙号的控制系统#以及

其他很多的水下机器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那么近处看

到这个形状的机器人呢#就是两次到过北极进行冰下作业

的冰下机器人#远处看到的那个像飞机形状的#就是近年

来研发的水下滑翔机$

(同期)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俞建成

水下滑翔机跟其他机器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

螺旋桨的推进#它是靠浮力驱动.这样一个尺度作业范围

能够达到几百公里#时间的话能持续一到两个月$

(正文)

这种水下滑翔机长
!

米#空气中重
'*

公斤#具有自

航行能力#可以根据设定的任务来自主控制作业$从开发

到现在#水下滑翔机已经开展了四次海上实验和试用#最

大下潜深度达到近
%"""

米$它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海

洋环境的时间和空间观测密度#增强我国海洋环境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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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能力$

(同期)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俞建成

这部分.叫作业传感器#就是专门用于测量这个海水环境参数的测量

传感器.现在装的是测海水的温度跟盐度#将来可以测海水的#比如说浊

度&叶绿素#其他的溶解氧的参数都可以测$

(同期)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艾群

它作业的环境与陆地完全不一样#在一个大海的深处#具有高压力#

具有这个未知的环境因素#所以对于机器人的技术要远远高于陆地上.也

是我们国家现在#或者国际上开发&探索&利用海洋的唯一的一个有效的

工具$

(正文)

我国从上世纪
$"

年代末开始进行水下机器人研究#

%(#)

年成功研发出

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 !海人一号"$目前#我国在水下机器人总体技术和

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上已取得重大突破#无人水下机器人潜深达到
'"""

米#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潜深也已经突破
*"""

米#水下机器人的单次作

业航程可达数百公里$从水下实验基地出来#经过
!"

分钟的车程#记者就

来到了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的飞行机器人实验基地$

(同期)本台记者帅俊全

这就是一台三米长的无人驾驶的飞行机器人#它最核心的装置#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金属的控制器#它就相当于人的大脑一样#

在进行作业前#如果设置了这个飞行的区域#这个面积的大小#以及风力

等一些参数之后呢#它就会自己设置这些飞行的线路$而且在飞行的过程

当中#由于它里面装有这个
304

传感的定位系统#就可以根据当地的地

势#选择进行作业的线路$

(同期)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齐俊桐

这个旋翼飞行机器人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悬停#可以超低空飞行#它可

以距离地面农作物一米以下进行飞行.比如它在农药喷洒这个作业过程中#

那么它可以让农药尽可能多地能够沉积在作物的表面#能够最大限度地发

挥作用$

(正文)

专家介绍#高空喷洒时#药物沉积率一般都在
*">

以下#这种可以低

电视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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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飞行的机器人可以使药物沉积率大大提高#最高时可达到
(">

以上$除

了农业外#这种旋翼飞行机器人已经应用于海面溢油监测&超高压输电线

路的巡检和架设#并在地震救灾演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机器人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机器人系列产品已经在自动化成套装备&洁净设备&智

能物流&能源装备等领域投产应用#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出了重要

贡献$

(同期)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艾群

一个是要满足国家需求#另外一个的话要具有比较高的技术的前瞻性

和前沿性#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现在开展的一些深海的水下机器人#

包括新概念的机器人#都反映出这样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它代表国家队#

要替国家解决问题#要为我们国家的技术发展承担责任$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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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与生态毒

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摸清污染物的来龙去脉

(导语)

水是生命的源泉#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水资源的过

度开发和滥用#地表水也成了排污纳垢的受体$随着我国

对水体环境保护力度的增强#很多湖泊&河流水变清了$

然而在清澈透明的河水的背后#是否仍有潜在的危机呢*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进了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环

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正文)

(标题
$

)如何检测河水污染物'

(同期)本台记者陈昱

这瓶水看上去澄清透明#但是它会不会含有一些我们

肉眼看不到的污染物呢#会不会对我们的环境和健康造成

影响呢* 就需要我们通过实验来检测$

(正文)

过去#检测实验的一系列操作都得手动完成#对操作

人员要求很高#而且非常耗时$经过实验室的改良#现在

检测的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以前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

完成的实验#现在不到一天就能得出结果$

(同期)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史建波

那我们这个呢#能够在线全自动完成这一系列的组分

的分离#毒性的鉴定#还有污染物的分析这么关键的步

骤#大大缩短了分析的时间#而且准确度和可靠性更高$

(正文)

几个小时后#电脑得出了检测结果的色谱图$看似干

净的水样中检测出了多种全氟类化合物#用不同的颜色标

明$虽然浓度只有几个纳克每升#但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电视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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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环境介质中的持久性有毒污染物#评价它们的环境与健康风险#

是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实验室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如果全部用实验

方法来检测这些污染物的话#需要很多财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也充分

利用了计算机模拟的方式来做研究$

(同期)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爱茜

我们现在用的平台呢#主要是基于
*""

多个来核心来处理的#那么最

高的运算的速度就是到每秒能到
*

万亿次的运算速度-然后很快就能得到这

个评价的结果$

(标题
'

)二 英检测与分析

(正文)

二 英是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实验室重点研究的另一种持久性有毒

污染物$实验室对二 英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也是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认可的监测示范实验室$

(同期)本台记者陈昱

这台机器主要是用于二 英的检测和分析#为了保证样品不受环境的

影响#这里的空气也经过了特殊的净化处理#整间实验室对环境的洁净度

要求也非常高$

(正文)

二 英主要产生自垃圾焚烧金属冶炼等#是一种毒性很高的环境污染

物#也是一级致癌物$不过#一般室外环境中的二 英含量甚微#还达不

到直接影响健康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对检测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同期)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庆华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最主要的是建立和发展最新最灵敏的二 英分析

方法#因为二 英在环境中含量非常低#现在可以说检测是属于这种鸡蛋

里挑骨头这种水平$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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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天气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探寻天公 !变脸"的奥秘

(导语)

在地球上方二三十公里以上的高度中#天气时刻在发

生剧烈的变化#这就是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的

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的课题%空间天气$

空间天气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下面#我们就跟随

记者一起走进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探究竟$

(标题
$

)太阳一打喷嚏地球就感冒

(正文)

地球上的天气#一刮风下雨我们都能直观感受到$但

空间天气变化是我们平时感觉不到的#却仍然影响着人类

活动$

(同期)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赤

其实这个空间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

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就是说太阳上一打喷嚏#地球就会

感冒$

(正文)

所谓太阳打喷嚏#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听说的太阳风

暴$如果太阳风暴到达地球#会对地球的空间环境造成巨

大的影响$现代人常用的通讯导航设备就是被传染#患上

感冒的 !病人"之一$

(同期)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赤

如果来了一个太阳爆发的话#它就会使你 +

304

,的

精度大大降低#有时候误差能达到几百米的误差范围#这

并不是
304

高技术系统它本身能解决的问题#它纯粹是

受到了空间环境的影响$

电视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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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不仅如此#太阳风暴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太空中宇航员的安全$

(同期)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赤

在载人航天活动期间#特别是宇航员出仓的期间#如果有一次大的太

阳爆发活动的话#它就很可能引发一些高能的质子事件#这些粒子就会对

宇航员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标题
'

)双星%子午"为神九发射护航

(正文)

空间天气如此重要#监测它的变化成为了实验室的重要工作之一$目

前#对空间环境的研究主要分为天基探测和地基探测$自
!""%

年以来#空

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提出了双星计划和子午工程的方案$其中#

双星计划已经完成#子午工程今年也将全部建成$

(同期)本台记者陈昱

这里是子午工程数据中心的观测监视大厅#子午工程在室外的
%*

个台

站&

(*

台设备所收集的数据都汇集在这里$

!""(

年至今#已经收集了超过

%2*L

的数据量$

(同期)中科院院士魏奉思

在国际上我们子午工程应该说是一个最先进的科学装置-我们现在正在

根据子午工程#以它为基础联合西半球六十度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环

绕地球一圈的国际空间天气子午圈的计划$

(正文)

实际上#在神八发射期间#子午工程就已经立下了功劳$

(同期)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赤

我们神八的发射期间#我们正好加密了子午工程的观测#我们从原来

的
%*

分钟一直加密到
*

分钟一次观测#这样的话能及时为我们国家的航天

活动提供一个空间环境基础数据的支撑#也为我们的业务预报部门提供我

们国家自主的空间环境的探测数据$

(正文)

航天器在对接时#对误差范围精度的要求非常高#子午工程所提供的

准确的大气密度数值#也将为神九飞船发射活动提供必要的基础参数#为

神九的成功发射护航$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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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

实验室%打造公共安全卫士炼就 !火眼金睛"

(导语)

在茫茫人海中捕捉到需要追踪的人#通过自动视频监

控就能知道是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 这些 !火眼金睛"

就诞生在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今

天#我们就将跟随记者去认识这些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超

强卫士$

(正文)

(标题
$

)卫士一"远距离虹膜识别系统

(同期)*碟中谍
(

+虹膜识别片段

(正文)

利用虹膜的唯一性进行身份识别#沟通机密任务#这

是电影中常见的情节$在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里#科

研人员也给记者展示了这一技术$

(同期)现场展示虹膜识别

(正文)

科研人员介绍#虹膜是位于眼睛瞳孔和眼白之间的圆

环状区域#具有丰富的纹理细节信息$与其他的生物特征

相比#虹膜具有唯一性&稳定性&防伪性和非侵犯性等许

多优点$因而#这种虹膜识别技术也已经开始在口岸&银

行&煤矿等领域应用$

(同期)中科院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赫然

进出煤矿的时候#其他生物特征信息都是不好用的#

比如说脸黑了啊#而我们这个虹膜呢#是能准确地定位它

这每个人的身份#所以在国内很多的煤矿都使用了系统#

它能区分出哪个矿工是否下矿了#然后它什么时候出来

的#这个对于煤矿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电视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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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科研人员通过嵌入目标检测&质量评价&人机交互&活体判别等算法#

使虹膜识别系统使用起来更加便捷&可靠#可以在
&

米远的距离自适应用

户身高进行身份识别$这种 !以人为本"的虹膜识别技术连续两年在国际

虹膜识别竞赛中获得冠军#并已经应用到十几个国外公司$

(标题
$

)卫士二"人脸识别监控系统

(同期)本台记者帅俊全

那通过我面前的这一套人脸识别监控系统它前面的镜头#在方圆十几

米之内所有的这个面部表情都能够#实时地识别和捕捉到#而且看到可以

这样动态的跟踪#那么它通过和后台数据库几百万的这个数据进行特征对

比之后#一旦出现看这样如果说是设定的被追踪的人#那么立马就会在上

面实时地显示和捕捉出来#那整个过程呢#只需要两三秒就能完成$

(同期)中科院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谭铁牛

在
!""#

年的北京奥运会#

!"%"

年的上海世博会等等#还有比如说在丢

失的儿童的查找#对吧当然还有包括嫌疑犯的这个排查.都用到了我们实

验室的人脸识别技术$

(标题
$

)卫士三"视频内容理解技术与系统

通过动态检测跟踪&异常行为识别等技术#这套系统可以自动判断出

监控画面中 !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从而实现人的行为的自

动检测识别#对异常行为进行预警提示$

(同期)中科院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谭铁牛

比如说机场啊&公共汽车站啊&大型商场啊#这些人比较多的地方#

假设有遗弃物没人看守#那有可能就是恐怖分子的什么东西#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能都自动检测无人看守的这些遗弃物#那对于防恐防爆那显然

有非常实际的现实意义$

(正文)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上世纪
#"

年代成立以后#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在生物识别与安全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研究成

果已在公共场所安全监控&城市交通管理&煤矿安全生产以及金融等众多

国计民生领域推广应用$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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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

)))农业虫鼠害综合

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虫鼠害防治新

技术保障农业丰产

(导语)

根据统计#我国因鼠害造成的农业损失通常在
%">

#

!">

#严重的年份可达
&">

$那么#虫鼠害的防治究竟有

何新的技术和方法* 我国农业生产又面临哪些新的威胁

呢* 下面#让我们走进位于中科院动物所的农业虫鼠害综

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正文)

(同期)本台记者帅俊全

通过调节相对的这种温度#以及里面搁放的食物#再

利用这些一套设备#就能够测量出一只老鼠大概一天所消

耗的热量#那么经过大量的实验显示#在这种
&*

度左右

的这样高温的条件下#一只老鼠每天所消耗的热量大概
)"

至
*"

千焦#也就相当于一&两块饼干的热量$

(正文)

实验发现#长期温和地限食对老鼠的免疫功能影响较

小#但是急性食物资源短缺能显著地控制其免疫能力$禁

食再重新喂食后#老鼠的储食行为会明显增加$科研人员

介绍#在研究一系列这种鼠类行为和暴发机制的基础上#

课题组提出了绿色无公害的生态控制技术#相对于使用传

统化学农药灭鼠#有了新的突破$

(同期)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

员宛新荣

鼠类的习性是它喜欢啃食幼苗的树皮.大部分是直接

就啃死了#一般是三到四年的树苗#基本上都被环剥率达

到
#">

以上.咱们套完这个#等树苗长大的时候#它就长

得很粗..这个塑料管就崩裂了$

电视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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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利用一个简单的
0U-U1

管#就可以把幼苗保护起来#这种技术已经在

内蒙古等地使用#有效提高了当地退耕还林的效果#使幼苗成活率从原来

的
&*>

#

'#>

提高到了现在的
%"">

$另外#我国科研人员从
!""!

年开

始#通过对鼠类的性别差异&动情周期&遗传特征等进行研究#开始使用

不育剂来控制老鼠数量$

(同期)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戈峰

也就是对老鼠进行计划生育#老鼠取食不育剂以后#它就失去了繁殖

功能.吃了不育剂的老鼠以后#它把老鼠#它有一定的数量空间围住它#

不让其他老鼠来交配#所以在这个小区范围之内#它数量越来越少$

(正文)

通过不育剂控制鼠害的方式#由于药物具有针对性#用量很小#不会

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成本也比较低#目前已经在内蒙古&青海&广东&

湖南等多个省区开展示范推广应用$其中#以不育控制为主要技术的鼠害

综合控制示范面积在青藏高原达到
)""

万亩$科研人员介绍#除了这种虫

鼠害的影响外#农业作物还面临着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

(同期)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润志

它主要外来的#它自己害虫本身来了#没有把天敌带过来#所以它的

自然控制因素没有#它很容易暴发成灾$

(正文)

张润志介绍#对于刚刚入侵的物种#由于缺少了解#也没有成熟的防

治方法#所以遭受的损失会更大$

(同期)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润志

苹果蠹蛾的危害主要是它的幼虫可以钻蛀苹果#最严重的可以说是毁

灭性的#所有的苹果都被吃的就可以落地了#就全都不成果了$所以我们

国家是世界上苹果最大的生产国#产量占
)">

以上#所幸现在我们主产区#

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跟山东的叫渤海湾苹果主产区#还没有害虫的分布$

(正文)

针对这一面临的威胁#课题组采用了一系列新的苹果蠹蛾检测技术#

为生物防治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基础$

创新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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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润志

整个外来入侵..就是包括农业的#林业的#环境损失的都算上的话#

有评估的大概每年
!"""

亿人民币#但是现在就农业而言.可能像稻水象

甲&苹果蠹蛾目前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如果我们控制得好#这些主要的

都给它控制在局部#那对保护整个国家安全是非常有价值$

电视作品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