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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包干制、科研伦理——
—

3 月 5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 +”，听完报告他深有感触：“总理提到打 定相应的政策，道出了科研人员的心声。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 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 +’，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
告，其中，科技领域出现很多新提法：
“
打 造业转型升级赋能。我们也要努力用
‘智 杨卫介绍，以前每个研究者申请科研项
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拓展智能 +”“开展 能 +’的思维和方法去提升效率，进一步 目时，必须提交一份财务预算，财务预
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 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 真正实现报告中 算含有不同科目，每一个科目都对资金
科目比例限制， 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 提出的让全球更多用户选择中国制造和 使用有一定比例要求。 在他看来，采用
用”“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 ……笔 中国服务。 ”
“包干制”就是只提总数，根据任务完成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的需要来编制预算，给科研团队更大自
者查阅了从 2000 年至今的政府工作报
副院长樊杰委员看来， 除了对传统制造 主权。
告发现，这三处表述为首次提出。
智能 + ，数字技术进一步赋能社会
加强科研伦理，也需科普教育
业的智能化改造，“智能 +” 能担纲的重
“智能是代表一个国家关键基础性 任还有很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的高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
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 是信息化发 技术产业、 改善社会管理和人民生活。 研究院院长李林认为，总理在报告中提
展的高级阶段。 ”在中科院院士、通信网 “智能 +”强调的是技术基础，能实现对 到“科研伦理”和“惩戒学术不端”这两
络技术专家尹浩委员看来，“智能 +”这 复杂系统的高效率管理， 适用于产业经 个关键词， 是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作
个全新提法比“互联网 +”再进一步，体 济、 政府管理方式、 衣食住行等方方面 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很重视科研伦理
现了基于数字革命的人工智能技术对社 面。
建设，在我国搞科学研究不能以危害人
实行“包干制”，科研人员或有更多自主权
类为基本伦理底线，不是想干什么就干
会生产的全新赋能，“
以往关注的是用网
“
报告里提到，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 什么。
络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现在提出
‘
智能
+’，综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研人员。 作为一线科研人员，听到
‘包干
说到科研伦理， 公众很容易想到去
网、云计算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将助力传 制’，我也特别振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年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学术界要
统产业焕发出更高的能效和更大的活 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学家徐星委员 如何捍卫科研伦理， 政府部门应扮演什
力。 ”
说。
么角色？ 这些问题都引人深思。
在工业经济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
徐星表示， 基础研究的特点是自由
中科院院士、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
量和效益提升转变的关键期，提出“
智能 探索，围绕这个目标，从管理形式上讲， 院教授饶子和委员认为， 科研伦理不仅
+”的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
需要人、财、物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此 要提升科研人员的科学素养， 还要加强
作为制造业领域的代表， 小米集团 次改革提出“包干制”，是对基础研究自 科研伦理科普教育。
张盖伦 崔爽 付丽丽 陈瑜
创始人雷军以前最熟悉的也是“
互联网 由探索的呼应， 从科研本身的特点来制

公共场所如
医院、 卫生间的
门把手都有很多
细菌，极不卫生。
这款带自动消毒
功能的门把手就
是针对这一问题
而发明的。
只要有人用
手触摸到门把手
后， 把手上的消
毒系统会运行， 产生紫
外线灯， 杀掉上面的细
菌。 而过一段时间紫外
灯又会自动熄灭， 避免
能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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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 长沙市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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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是怎么做到的

正面结构示意图

华为在 2019 年 MWC 大会上正式发 布 Mate X ，这
是一款拥有柔性可折叠 OLED 显示屏的手机。
传统手机的基板是玻璃做的，不能 弯 曲 、折 叠 ，这 款
柔性可折叠 OLED 用塑料做基板， 屏幕像胶片一样，配
合手机屏幕折叠处的铰链模， 折叠之 前 能 完 全 延 展 ，折
背面结构示意图

叠之后又能实现完美贴合。

全国两会期间， 大飞机是各界关注
的热词之一。 在此之前，我国大飞机“三
兄弟”均已亮相，而作为“三兄弟”之一的
大型灭火 /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
龙”AG600， 是继运 -20 实现交付列装、
C919 实现首飞之后，国产大飞机领域取
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填补了我国大型
水陆两栖飞机的研制空白。
每一个武侠人物， 都有一套独门绝
技。 那么救人于水火之间的大型水陆两
栖飞机“鲲龙”AG600 的武功绝学是什么
呢？ 答案一定是鱼跃冲天，鹰击长空——
—
水上起降就是它的独门绝技。
我叫谯裕青， 是航空工业通用飞机
公司“鲲龙”AG600 的试飞工程师，负责
飞机的水上试飞技术研究， 你也可以叫
我“鲲龙”AG600 的游泳教练。

品玩

利用太赫兹辐射
可确定脑肿瘤边界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
学、 布尔坚科神经外科研究所和俄罗
斯科学院普罗霍罗夫基础物理研究所
的科研团队， 不久前提出了利用太赫
兹辐射确定脑肿瘤边界的方法， 从而
显著提高了治疗脑肿瘤的效果。
目前最常见的脑瘤胶质瘤对化疗
不太敏感， 无论是用肉眼目测还是借
助核磁共振成像， 都无法清楚确定这
类肿瘤的边界， 因此实施手术治疗很
困难。
俄罗斯科学院普罗霍罗夫基础物
理研究所实验室主任基里尔·扎伊采
夫称，“我们的诊断方法基于水分子对
太赫兹辐射的强吸收特性， 让我们清
楚地确定肿瘤边界。 ”研究人员已用不
同程度的恶性脑肿瘤片段对该诊断方
法进行了测试。 实验过程中，太赫兹诊
断结果与组织学专家的判断结果完全
一致， 表明这种诊断方法精确度和通
用度都很高。
董映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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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轨道交通转向架
智能制造车间投产运行
10 台车轮智能制造设备组成的
生产线，约 20 分钟即可生产出 1 个车
轮。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清和透露，
全球首个轨道交通转向架智能制造车
间已在株洲实现投产运行。
轨道交通制造业中， 转向架类似
“汽车底盘”，是轨道交通产品安全、舒
适、导向、支撑车身的核心部件。 相比
汽车部件产品的定型制造， 轨道交通
装备属定制型产品，智能制造上，实现
难度更大、基础更薄、起步更晚。 转向
架的智能制造车间的打造， 并无可借
鉴的经验可循。
据了解，中车株机“轨道交通车辆
转向架智能制造车间项目”，为国家工
信部 2015 年智能制造专项项目。
俞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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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科技热词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 小小发明家

科技

我给“鲲龙”当游泳教练
为确保“鲲龙”AG600 本身具备良好 流。 一起工作的外方试飞工程师对我们
那段时间， 我和小伙伴们白天监控
的水上稳定性、 优越的水上起降操纵性 的能力非常认可， 我很荣幸地成为了国 “鲲龙”AG600 在水面上的一举一动，晚
等， 设计师们做了大量的理论计算和气 内少数几名加入“国际试飞工程师协会 上通宵分析数据，总结“鲲龙”AG600 游
水动试验。 除此之外，它还需要通过学习 （SFTE）”的会员之一，架起了国产民用 泳过程中的每一个姿态、每一朵浪花，科
学合理地安排了后续的游泳练习科目，
大量的水上试飞课程， 熟悉水上运动的 飞机与国际试飞组织机构的沟通桥梁。
技巧——
—这就像一名游泳运动员， 不仅
2018 年 8 月，“鲲龙”AG600 从广东 保障“鲲龙”AG600 能得到高效、安全的
仅要具备完美的身型， 还需要通过教练 珠海转场到湖北荆门漳河机场， 全面开 训练。
的策划安排， 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习路 启水陆两栖飞机特有的水上试飞新篇
2018 年 10 月 20 日 8 时 51 分，“鲲
径，从而达到高超的游泳技术水平。
章，游泳课正式拉开序幕。 通过十几个小 龙”AG600 在万众瞩目下鱼跃出水、展翅
2015 年—2018 年期间，一支由“鲲 时 的 低 、 中 速 水 上 滑 行 试 验 ，“鲲 龙 ” 高飞，从水面轻盈地飞向天空。 这一刻，
龙”AG600 试飞员、试飞工程师组成的队 AG600 已熟练掌握水面转弯、 直线加减 “鲲龙”AG600 的游泳课终于合格了，它
伍两次奔赴加拿大， 接受了充分的水上 速等游泳基本功。 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 终于练就了武林绝学， 也在支持国家应
试飞技能培训，为成为“鲲龙”AG600 的 面，随着滑行速度越来越快，它的身体会 急救援体系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游泳教练做好技术积累。
渐渐离开水面， 此时它必须结合空气动 一步。 这一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哭着、
一名合格的试飞工程师， 既要掌握 力和水动力来控制自己的身体， 保持姿 笑着、欢呼着，看着它“乘风破浪，扶摇直
一定的试飞技术，又要有系统、扎实的专 态稳定并获得足够高的速度才能最终腾 上”。
谯裕青
业功底，才能“听”懂飞机说的话，与它交 空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