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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3日,《新华每日电讯》
发表题为《探秘“终极疆域”，国产
科研大装备赋能中国脑计划》的
报道。

在上海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
程学院地下一层，一台国产科研
大装备——高度定制、用于脑科
学前沿基础研究的3.0T磁共振系
统，正在采集志愿者的脑影像。

这是国家科技创新 2030-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的
一部分。产学研医四方携手攻
坚，首次使用国产高端磁共振赋
能中国脑计划，将绘制中国首个
婴幼儿动态脑图谱和发育轨迹，
为儿科临床、类脑与人工智能等
科技前沿提供基础支撑，推动国
产科研大装备产业突围与发展。

首次给中国婴幼儿的大
脑“画地图”

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被称作
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
病负担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
内，5岁以下婴幼儿中平均每49.5
人就有1人患有脑相关疾病，如自
闭症、多动症、发育障碍等；在中
国 ，早 产 儿 筛 查 异 常 率 高 达
18%。但是，科学家们对这些疾
病的发病原因、如何早发现早治
疗，都一知半解。”上海科技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婴幼儿脑发育
影像实验室主任张寒说。

作为上述大科学计划的一部
分，“婴幼儿脑发育队列”项目近
日在上海科技大学正式开题，将
聚焦婴幼儿早期发育阶段大脑结

构、功能、连接的重大变化，建设
中国首个0至6岁正常发育婴幼
儿聚合交叉大队列，绘制中国首
个婴幼儿动态脑图谱和发育轨
迹，并开展前沿技术和发育机制
研究。

与成年人发育成熟的大脑不
同，新生儿出生第1年大脑发育速
度极快，大脑容量和形态特征快速
变化，这对数据采集、成像技术和
数据分析技术均提出了更高要
求。哪怕此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研
究，但基于成人大脑的技术对婴幼
儿大脑图像的适用性也非常有限。

精准的测量和分析婴幼儿早
期脑发育图谱和发育轨迹，可以
为早期识别诊断甚至治疗婴幼儿
相关疾病提供关键依据。

“医生通过行为测试，在2岁
左右可以识别出自闭症儿童，但
此时进行治疗干预已经错过了

‘黄金治疗期’。我们希望通过脑
发育的基础研究，更早识别、治疗
这些‘未解之病’，造福更多家
庭。”张寒说。

国产大装备与国家前
沿科学研究双向“赋能”

近 1000 亿个神经元和 100
万亿个连接……研究人脑，高清
图像的数据采集是基础条件，研
究婴幼儿的脑部发育更非易事。
婴幼儿易动，无法忍耐磁共振的
噪声和长时间扫描，往往只有在
睡眠状态才有可能采集到高质量
的数据。

“我们引入了国产科研大装
备——3.0T磁共振uMR 890进
行全方位扫描，装备搭载了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的uAIFI‘类脑’平
台，不仅图像高清，还可将扫描时
间节省约44%，脑结构成像噪声

降低约28％至34%，极大提高了
婴幼儿脑影像数据采集效率和成
像质量。”张寒说。

记者在这台定制化的国产科
研大装备上看到，为适应儿童的
生理和心理特点，系统多个软硬
件都做了个性化的调整。来自联
影医疗的研发工程师团队，几乎
每天都和科学家们待在一起，第
一时间响应科研需求，随时进行
设备的调整和升级。

“成人扫描磁共振所使用的
线圈对婴幼儿来说尺寸过大，我
们就第一时间开发了婴幼儿头颈
脊柱联合线圈，把线圈内径从26
厘米减少到适合婴幼儿体型的18
厘米，线圈更紧密贴合成像区域，
扫描图像更清晰。为了让科研人
员采集数据更便利，我们让线圈
轴向覆盖范围更大，这样扫描过
程中不需要移动婴儿或者更换扫
描线圈就能一次性完成扫描。”联
影医疗董事长张强说。

产业装备仪器和基础科学“无
缝”衔接，是一种双向“赋能”。据
介绍，这一前沿研究项目，不仅聚
焦“0至1”的原始创新，还将继续
联手高端医疗装备产业公司，共同
开发适用于脑智发育研究的智能
化、高性能的成像设备和平台，解
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技术的发展与前沿科学研
究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在国家
重大前沿科研项目中，我们既要
研究解决各种科学问题，也要带
动国产设备核心技术的发展和突
破，双向‘赋能’。”上海科技大学
教授、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创始院

长沈定刚说。

探索产学研医四方携手攻坚
长期以来，高场磁共振医学

影像设备的部件和整机制造被外
企垄断；国产高端设备支持前沿
科学领域研究，更是难上加难。
此次使用的 3.0T磁共振科研装
备，因全面掌握这一领域的核心
部件技术，曾获2020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

“从基础创新的最先一公里
走到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再
从产业技术反哺基础研究，最重
要的是产学研医四方的携手，企
业与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医院深
度合作，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
进行协同创新。”张强说。

“我们很希望这个模式可以复
制。”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处处长
宋扬说。2021年，上海市科委牵
头，正式启动“探索者计划”，引导
和鼓励有条件的重点企业出资与
政府联合设立科研计划，重点聚焦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
大重点产业在发展中的重要科学
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采用“揭榜
挂帅”的方式，推动自主创新。

“人脑的运作机理是什么？特
定脑疾病是发生什么病变引起的？
人脑的结构如何为人工智能算法赋
能？这是中国脑计划的特色。”沈定
刚说，希望通过研究，不仅能够在脑
科学领域取得激动人心的发现，还
能为国产大装备实现核心关键技术
的自主可控提供契机，形成独一无
二的“中国脑计划”。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国产科研大装备赋能中国脑计划

正在采集志愿者图像的国产科研大装备（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成都8月23日电 中
国科学家近日向记者确认，在中
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中，他们在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贡嘎山东
南坡一条峡谷内，发现了“失踪百
年”的极度濒危植物尖齿卫矛。

1908年11月，英国人威尔
逊在中国四川省西部采集到3
份处于果期的尖齿卫矛标本。
但此后100多年间，再无人发现
该物种。

长期从事野外科考的中国科
学家印开蒲通过研究对比威尔逊
专著中提及发现该物种的地名，将
发现地追溯至四川省乐山市境内
的一座山峰。多年来，不少植物学
家和植物学爱好者试图在这一地
区找到该物种，但都没有结果。

“我很幸运！有的研究卫矛
科植物的专家找寻它十多年，也
有科研人员为了找它摔下山受
了伤，但都没有结果。”此次发现
尖齿卫矛的中科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胡君说。

2021年8月，胡君带队进行

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专
题“森林和灌丛生态系统与资源
管理”川西片区考察任务时，在贡
嘎山东南坡一条峡谷悬崖上发现
约15株疑似尖齿卫矛的种群。

为确保准确性，中国科学家
不仅对影响植物分类的萼片、花
瓣、雄蕊数量等关键信息进行了
仔细的野外观察，还绘制了科学
手绘图。野外科考结束后，研究
人员进一步对该植物样本，以及
形态上与其相近的刺叶沟瓣的
样本，进行了分子实验。

最终，科学家确认，这次发现
是时隔110多年后再次发现尖齿
卫矛。此次发现还首次描述和阐
明了它的花部特征，填补修正了
该植物的多项属性信息。根据新
发现植株的数量和生存环境现
状，评估了受威胁情况。相关研
究成果论文最近也在国际植物分
类学期刊《PhytoKeys》上刊发。

目前，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2022 年）红色名录的分类和
标准，尖齿卫矛被评估为极度濒
危物种。

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22日
电 炎炎夏日中，一架外表酷似直
升机的白色载人飞行器在以色列
北部的田间上空成功悬停。而实
际上，它是一架电动垂直起降飞
行器。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进研
发这一飞行器的以色列初创企业
AIR，见证他们对“飞行通勤”的
探索进展。

据AIR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拉尼·普劳特介绍，这款被
命名为“空中一号”的飞行器在首
次试飞中圆满完成了几分钟的悬
停任务。工作人员还对能量消
耗、操作控制、风感反应等加以监
测，为这款飞行器数月后长距离
试飞奠定基础。

以色列不少城市都面临严重
交通拥堵。普劳特说，“空中一号”
专为个人消费者开发，售价约为
15万美元。去年10月接受预订以
来，“空中一号”已获数百个订单，
为其市场潜力释放了信号，在未来
或可成为城市空中交通新选择。

经济环保、起落便捷是不少
以色列人看好这款飞行器的重要
原因。普劳特说，只需将“空中一
号”的插头插入充电桩即可开始
充电。与普通电动汽车类似，“空
中一号”充满电约需6至8小时，
在快速充电模式下仅需30至60
分钟，充满电后最长可飞行1小
时，最远飞行距离为177公里，最
高时速可达250公里，能够在9米
乘以9米的无遮挡地面环境起降。

直升机的螺旋桨通常在机身

上方，“空中一号”的两侧机翼上
各有一对双层三叶螺旋桨。普劳
特告诉记者，约7米长的机翼可灵
活折叠，折叠后的机身占地面积
与大型皮卡相似，大大节省了家
用停放空间。

尽管外表有相似之处，但这
款飞行器与直升机的机械元件及
驱动原理并不相同。“直升机对能
耗的要求高，旋翼由涡轮轴发动
机或活塞式发动机来机械驱动，
而这款飞行器采用电传飞行控制
系统。当然，也因为电力驱动的
局限，它无法像直升机那样飞得
更高、更远。”普劳特说。

据介绍，“空中一号”飞行高
度最低约100米，最高不超过400

米。置身其中的驾控比直升机要
容易得多。

此外，优秀的降噪水准也是
这款飞行器未来有望进入千家万
户的关键因素。普劳特说，直升
机的噪音主要来自发动机和旋
翼，而“空中一号”电机的噪音相
对较小且可人为调控。

普劳特说，“空中一号”今年6
月已在以色列获得适航证书，预
计最早于2024年让“飞行通勤”
成为现实。

在这款飞行器投放市场之
前，安全性自然最受业界和消费
者关注。普劳特介绍，一旦出现
紧急状况，驾驶员可以打开降落
伞装置，让“空中一号”降落地面。

未来通勤用的飞行器可能长这样

8月1日，以色列初创企业AIR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
尼·普劳特在飞行器“空中一号”旁。 新华社发

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发现
“失踪百年”的极度濒危植物

在野外拍摄的尖齿卫矛植株。
新华社发

在野外拍摄的尖齿卫矛的
花、果、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