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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周刊·科学研究 07

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列报道

通讯员 段笑蓉

【项目简介】：

“设施蔬菜连作障碍
防控关键技术”项目，
是由河南科技大学陈双
臣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参
与完成的一项蔬菜安全
生产的重大科研项目，
荣获 2016 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
揭示了设施蔬菜连作障
碍成因与规律，发现了
防控的突破口，突破了
优质蔬菜连作难的技术
瓶颈。

陈双臣 （左三
左三）
） 和学生们在实验室
和学生们在实验室。
。
《老子》有云：
“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
九
层之台，
起于累土……”
刚听到陈双臣教授
参与完成的
“设施蔬菜连作障碍防控关键技
术”
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
很多
人羡慕39岁的他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如此骄
人的成绩，
却少有人关注他在获奖背后默默
付出的5800多个日日夜夜。

都需要连续几年反复试验，积累大量数
据，很多试验都需要连续几年的数据才能
判断，有时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图
表，也可能因为数据不够可靠需要整整一
年的时间来把它做得圆满。因此必须耐
得住寂寞，守得了孤独，倾注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专心治学和科研。
”

寄情科研一生事

困难面前勇探秘

农历三月三，大家相约到公园或是空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多或
旷之地放风筝时，陈双臣正在塑料大棚种
少、或大或小的挫折。面对挫折或困
植绿油油的、3 或 4 个叶片的番茄苗、黄瓜
难，有的人垂头丧气或干脆绕开眼前的
苗，一种就是 2 万多株。炎炎夏日，当粉 “绊脚石”；有的人斗志昂扬，想尽办法
色的、白色的睡莲开得正盛的时候，他正
克服困难。陈双臣言语间总透着一股天
在摄氏 39 度的田间地头挥汗如雨地用铁
然的乐观和豁达，他说：“任何经历对自
锹挖番茄苗、黄瓜苗的根，一挖就是 600
己都是历练，任何知识储备都有用得着
多株。他寻一条长长的、高约 8—10 厘
的一天。”2006 年博士毕业来到河南科
米的垄，将 300 多株未喷药的根和 300
技大学工作后，陈双臣每年都会抽时间
多株喷过药的根排成整齐的“=”，验证
到农村授课 10 到 20 次，这让他觉得很有
自己研发的药剂在预防根结线虫这一顽
收获。在与农户的交流中，他注意到，
疾中的显著效果，即根须的活力、根结
种植户对根结线虫、枯萎病等根部病害
数、卵块形成、色泽等。
束手无策。农户每年每亩农药投入在
一片片金黄的银杏叶铺满地面时，
600 元以上，而且多数农药效果不佳 。
秋天悄然来临。此时，陈双臣穿着白色 “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呢？”这一疑问萦
的实验服一丝不苟地观察显微镜下根结
绕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线虫、枯萎病菌的数量，利用液相色谱仪
2008 年起，陈双臣在浙江大学蔬菜
鉴定自毒物质的种类，通过离子色谱仪测
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展了博士后研究，师
定钙、硝酸根等离子的含量。当问到“做
从长江学者喻景权教授，并合作开发了
科研有无窍门”时，陈双臣不无感慨地说： 诱抗剂“益生源”。有一次，在推广应
“没有哪个科研人员能够舒舒服服的出成
用“益生源”的时候，陈双臣发现喷洒
果。农业领域的科研项目周期较长，一般 “益生源”药剂可以缓解蔬菜根结线虫

科研探索

病。线虫病很难防治，以往农户大多依
靠向土壤中投入大量的化学农药，由此
引起的蔬菜和土壤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陈双臣觉得，既然需要技术来克制线虫
病，又有了初步的田间效果，就不妨试
试看。经过反复的研究、试验、改进，
这项技术在河南、山东、陕西线虫病重
灾区跟其他不同的技术进行了比较。随
后的几年时间里，陈双臣往返于 3 个省
的试验点，最累的时候在卧铺车厢换票
后又睡着了，坐过了站。辛苦的汗水浇
灌出丰收的果实，2011 年在山东枣庄的
一次现场会上，在众人的注视下，他顶
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用铁锹挖开了用“益
生源”处理过的土壤，黄瓜植株根系上
一个线虫根结都没有！那一刻的幸福
感，真的无法言喻。

试验田里破难题
“办公室里发现不了田间的问题，只
有脚踏泥土，走进地头，才能出好成果；只
有倾听农民的技术需求，才能真正帮助他
们。他们收获了，我们的农业科技创新才
算成功。”他说。有一次，陈双臣准备在洛
阳一家农户的温室里做“油菜素内酯提高
番茄耐低温能力”的试验。可是十分不巧
的是，该温室里的番茄都感染了枯萎病。
试验中，他从 4000 多株患病的番茄植株
中选取了 2000 多株，在两个月期间喷洒
了 8 次油菜素内酯。试验结束时，他发现
喷过油菜素内酯的那 2000 多株番茄苗长

河南科技大学

供图

得特别好，
死亡率非常低。
“这就说明药剂不仅能提高蔬菜的耐
低温能力，还能提高蔬菜的枯萎病抗
性。以往枯萎病没什么药可治，只能靠嫁
接，但嫁接又会影响品质。现在我们的技
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不是很有意义吗？这在实验室里是做不
出来的，但有了田间的数据，就能让我们
回到实验室做进一步的研究，重新分析，
重新验证。”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陈双
臣显得从容许多，
开始侃侃而谈。
产品研发出来了，如何真正送到农
田，让农户知道并愿意用这“新鲜的家
伙”？这是陈双臣面临的又一难题。在推
广应用上，起初农户并不信任他。为了
更快、更广泛地推广这项技术，陈双臣
带领项目组富有创造性地建立起“农推
部门—合作社 （企业） —农户”这一三
层技术推广模式。该模式注重面向规模
性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通过与政府、企业、合作社、
种植大户相结合，将试验、示范与推广
同步。
如今这项技术早已覆盖全国，但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陈双臣仍然兴奋不
已。他说：“植物的世界里存在着无穷无
尽的奥秘，即便那些习以为常的生长现
象背后也有着奇妙的原理，等待你我去
发现、探索。获奖只是我工作的一个新
起点，与蔬菜连作障碍的斗争是一场没
有终点的战争。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
当然要干好！”

用机器人给大连人抓海鲜
通讯员 吕东光

近日，
“2018水下机器人目标抓取大赛
暨人工智能与水下机器人高峰论坛”
吸引了
中央电视台等40余家媒体，
“用机器人给大
连人抓海鲜”
的话题让大赛格外受关注。大
赛加论坛，
其规模之大，
气氛之浓郁，
让大连
这座城市也跟着热闹了起来。
该赛事展示的是 30 个团队、个人研
制的水下机器人在真实海况下定点抓取
和自主抓取水下生物的竞技盛况。
“与去年首届大赛相比，今年的比赛
规格更高，参赛队伍更多，各方面研究
工作都有长足进展，效果远远好于预
期，我们要把它办成品牌赛事。”连续两
届大赛承办单位负责人、大连理工大学
校长助理罗钟铉说。
“通过比赛促进基础研究、应用技术
创新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前几年在项
目支持中的一个新尝试。”作为大赛的推
动者、也是该学科领域的引领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原副主任、中国工程院
院士高文说，“这并不是我们的独创，美
国等发达国家也在开展相关的比赛活
动，并且有些方面比我们实施得早。”
根据学科特点，打破传统支持科研
项目单凭“递本子”的做法，避免科研
人员片面追求论文数量、从事低水平的
重复性劳动，倡导“把论文写在中国大
地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项目资助
上不断实施新举措。

不能有短板的研究
那为什么选定“水下机器人目标抓
取”作为比赛项目来促进科学研究呢？
高文院士介绍：“机器人领域范畴很宽，
相比于传统‘大个头’的水下深潜机器
人，这次比赛的‘机器人’大小形状更
接近生物类，它的性能更像鱼、爬行类
的两栖动物，反应行动更快、更敏捷，

我们把这种中小型机器人叫‘敏捷’机
人工智能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集成
器人。研制敏捷机器人涉及三大科目，
性综合发展领域，对人才要求标准很
最主要的是目标识别。目标识别看似简
高，需要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
单，其实错误识别率非常高，没有很好
人才。那高校如何加强这方面的人才培
的基础研究根本做不好，一是识别对不
养？高文院士建议：“不能一哄而上，盲
对，一是识别快不快，快不快是工程问
目增设、扩大行政机构；也不能采取以
题，对不对需要理论研究工作。
”
我为主‘切蛋糕’的方式，脱离实际需要，
“再一个是交互抓取。人通过监视器
造成人才资源浪费。要与国际人才培养
遥控机器人，检验的是人机合一的效
体系接轨，按照人才市场的需求，从增设
果，考验技术熟练程度，需要工匠般的
专业、学科方向上加强人才培养，除了注
钻研精神。此项比赛的第一名由个人而
重计算机基础专业培养，还要增加数学、
不是团队获得，就是很好的说明。第三
统计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内容，为学生
个是机器人自主抓取。尽管需要技术手
建立起系统合理的知识架构。
”
段来实现，但这完完全全是个科研项目。
而此次比赛就是关于人工智能在人
它包括目标识别研究、定位研究、精准抓
才培养、科学研究上的一次综合检验。比
取研究、回收研究。一连串研究一环扣一
如，大赛强调比赛环境的“真实性”，比赛
环，比赛要想成绩好，哪一个环节都不能
场地从实验室走向海洋。这是比赛的“吸
有短板。而写论文按常规写好一个环节
睛”之处，但也给比赛增加了相当大的难
就可以，如果不参加比赛，你都不会遇到
度。与陆地实验相比，近海实验环境更为
这些问题，更谈不上研究了。
”
复杂，研发和制作机器人不仅涉及人工智
从大赛中还可体会到，该项赛事与
能领域研究，同时要考虑海洋环境的各种
一般的以学生为主的学生类竞赛不同，
干扰因素，
需要多学科协同创新。
它是在为科研活动搭建平台，学生是参
“这也正是大赛‘魅力’之所在，因
与者，教师是主体。人工智能与水下机
此在国际大赛中独一无二。”高文院士介
器人高峰论坛，汇集了包括水下机器人
绍：“目前，国际上研制的敏捷机器人都
研究在内的人工智能各领域的“大牛” 比看谁游得快、动作更花哨，能不能编
以及知名专家、学者。
队、布阵，总之，以游动为主。而研制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院士表
的装备机器人大都‘傻大黑粗’，用于海
示：“通过连续举办水下机器人目标抓取
洋观测、勘探、抢险等工程作业，像捕
大赛及高峰论坛，围绕该领域的核心科
捞海产品的机器人几乎没有。因此，我
学问题、关键技术和前沿方向开展深入
们研制的‘敏捷’机器人，希望它既
的探讨与实践，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助 ‘敏捷’又能作业，其目的在于满足我国
推我国海洋装备领域的繁荣发展。
”
海洋经济发展需要。
”

独特的“敏捷”机器人

真实的海洋环境

从国家部委到地方政府，从高校到
企业，支持和致力于发展人工智能和水
下机器人的强大力量正在形成。

大赛从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出
发，直接与解决人们生产生活问题相对
接。北航自动化所联队领队文力说：“这

个比赛能够把我们实验室的新技术、新
想法快速地在这样一个真实海洋环境下
与产业相结合，验证它的有效性。
”
为防止拖网捕捞破坏海洋环境，水
深 20 米以下的海产品都要“水鬼”一个
个挖出来。从健康要求、工作效率、人
工成本考虑，替代人工捕捞、升级改造
轻型海洋智能装备，推进科技创新与实
体经济深入融合势在必行。
2014 年，大连理工大学组建人工智
能团队，将学科增长点定位在“水下机器
人目标抓取”
这一国际前沿的新方向上。
“之所以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是依托
学校所处大连的地理优势以形成学科特
色。同时，服务国家、地方海洋经济建
设需要。”罗钟铉介绍，2017 年 4 月学校
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建立水
下机器人实验室，双方围绕水下机器人
环境感知与目标抓取、水下观测、生态
监控等领域，建立全面产学研合作关系。
獐子岛集团在此次大赛中对各参赛
单位、个人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创新表现
出极大的关注，为促进“水下机器人目
标抓取”科技成果产业化，集团董事长
吴 厚 刚 承 诺 ， 公 司 将 提 供 500 万 元 、
1000 万元的创新奖金，与专家学者共同
开辟近海水下生物智能捕捞的新时代。
作为大赛的东道主，大连理工大学
已经开始为明年的大赛进行筹备，希望
以此为契机，依托大连市和联合实验
室，通过加强研发基地和平台建设，以
及设立工程技术研究和创新创业专项基
金，吸引国内高校及优势产业资源，将
大连打造成水下智能装备设计、研发、
孵化和制造基地。同时，学校已经着手
增设“水下智能机器人”新专业方向，
围绕该学科领域，形成人才培养+赛事+
论坛+企业协同的闭环效应。

通讯员

张运
陶天云

科学智透

——河南科技大学陈双臣团队完成蔬菜安全生产重大科研项目

﹃土壤医生﹄破解盐渍化难题

办公室看不到田间的风景

“多一些像钱教授这样的
‘ 土 壤 医 生 ’， 我 们 发 展 新 农
业、建设新农村的底气就会更
足。
”苏北大棚种植大户老魏望
着满车的丝瓜、茄子、辣椒等
农产品，笑得合不拢嘴。可谁
料想到，在扬州大学教授钱晓
晴带领新技术驻村前，这里的
大棚生产差点颗粒无收。
近年来，大棚瓜菜生产在
我国发展极为迅速，逐渐成为
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
渠道。但随着大棚农田种植年
限的增加，不少瓜农为了促进
生产，加大肥料等使用，但却
出现“越不长越施肥、越施肥
越不长”的怪圈。
钱晓晴介绍说，大棚土壤
缺少雨水淋洗，养分经常随蒸
发水移到表层。施用过多的肥
料，如果不能全部被植物及时
地吸收利用，就会在土壤中很
快积累起来。
瓜棚生产“营养过剩”问
题又称为土壤次生盐渍化。
“发
生次生盐渍化的土壤会引发多
种问题，不仅会导致瓜果蔬菜
存活率低，还会造成作物大面
积减产、品质恶化，直接影响
瓜果市场供求和百姓健康。
”钱
晓晴介绍说。
将土壤中大量存在的硝酸
盐浓度降下来，就可以为植
物生长提供基本条件。目
前，国内已有施肥预防、生
物除盐等多种缓解蔬菜大棚
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的方
式，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作为江苏省现代农业
（西甜瓜） 产业技术体系土壤
改良创新团核心成员，钱晓
晴带领团队通过大量研究发
现，土壤次生盐渍化是由于
过量施用氮肥造成硝酸盐在
土壤表面的累积，对于这一
类土壤的修复应对症下药，从
养分平衡角度出发，降低土壤
中硝酸根的含量，既提高了氮
肥利用效率，又改善了土壤结
构。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团
队经过反复的实验分析和实时
监测，发现利用接种微生物的
秸秆、米糠等含碳有机物料进
行生态控盐的效果十分显著，
可以有效降低土壤硝酸盐含
量，并能有效利用土壤盐分，
降低肥料使用量，进而从根本
上解决设施菜地土壤次生盐渍
化问题。而秸秆如何再利用也
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重点问
题，该项目对秸秆的回收以及
高效再利用，更是让“秸秆回
田”变得更有价值。
目前，团队研发的技术已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并作为
核心技术之一被江苏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列入全省“轮控改
替”设施蔬菜绿色高效生产技
术体系。在南京、无锡、宿迁
等江苏省内各大蔬菜示范基地
试验实施，有效降低土壤含盐
量，成功建立核心基地和多个
示范点。
解决设施土壤退化问题是
一项长期性的艰苦工作。该校
的“土壤医院”也正在推进建
设中，作为首席专家的钱晓晴
教授介绍说：
“高校土壤医院的
建立有利于将土壤障碍的诊断
与治理的技术服务工作常态
化，为全国土壤修复治理工作
做好榜样。
”

科苑新创
四川农业大学：

培育高产抗病水稻品种新理论
本 报 讯 （张 俊 贤） 9 月 7
日 ， 国 际 顶 尖 学 术 期 刊 《科
学》 在线发表了四川农大与中
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合
作完成的研究论文《水稻转录因子
IPA1 促进高产并提高免疫》
（A
single transcription factor
promotes both yield and
immunity in rice），该研究发
现了水稻理想株型建成的关键基
因 IPA1 在水稻稻瘟病抗病过程
中的作用，
并揭示了IPA1既能增
加产量又能提高稻瘟病抗性分子
作用机制，
为培育高产抗病水稻
新品种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
应用途径。
据悉，此项研究从 2012 年

开始启动，历经几年的艰苦摸
索，终于将研究推向深入。研
究发现，IPA1 在增加水稻产量
的同时，还能提高水稻对稻瘟
病菌的抗性，并进一步研究发
现，IPA1 的磷酸化修饰是平衡
产量与抗性的关键调节枢纽。
陈学伟研究员 2011 年作为
高端人才引进到四川农业大学
工作，
他在水稻重大病害理论与
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原创
性研究成果，近年来，在 Cell、
Science、PNAS 等主流期刊发
表 SCI 论文 57 篇，
累计影响因子
351。其相关研究成果被中国科
协评选为 2017 年度“中国生命
科学十大进展”
、农业部 2017 年
度
“中国农业重大科学进展”
。

湖南工业大学：

浓酱粘稠食品智能包装设备研发立项
本 报 讯 （罗 学 明） 日 前 ，
由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张昌凡主
持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浓酱与粘稠食品智能包装设备
研发”研究课题获国家科技部
立 项 资 助 ， 获 批 经 费 1143 万
元，这是学校在“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上取得的
重大突破，也是学校科研创新
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体现。
现代食品加工是与公众的
膳食营养和饮食安全息息相关
的国民健康产业。作为“食品
新型包装材料及智能包装关键
装备研发”的子项目，该课题
是国家科技部“十三五”重点

研发专项“现代食品加工及粮
食收储运技术与装备”在
2018 年 确 立 的 任 务 方 向 之
一，将重点针对浓酱粘稠食品
的包装物料高粘特性导致灌装
过程中难于整线平衡和稳定等
技术难题，开展食品智能包装
关键技术研究与新设备研发，
对于有效解决粘稠食品快速计
量灌装和无菌灌装等关键技术
具有重大意义。近期公示的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共含 5 个重点
专项，其中“现代食品加工及
粮食收储运技术与装备”重点
专项共获得中央财政经费 2.48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