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运用‘清立方’第二代芯片生产的

3D 电视；那边是平面视频立体转化机，普通视

屏能转化为 3D画面……”

走进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副主任戴琼海教

授的实验室，记者仿佛踏入了三维世界。不论

是服务国家需求的“大面阵航航空数字成像系

统”，还是时下正火的 3D 显示器，抑或是正在

研发的远距离采集成像系统，都是基于“立体

视频重建与显示技术及装置”研发而成。

相对于二维视频技术支持的传统影视和虚

拟现实技术，立体视频技术带来的高度临场效

应的立体视觉感知效果无疑是革命性突破。今

天，这一产学研的结晶，也让戴琼海、戈张等人

收获了2012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学院派：搞科研要有
“猴子掰苞米”的精神

“搞科研要有‘猴子掰苞米’的精神，做完

技术攻关后要敢于放手，不要把研究成果锁在

抽屉里，创造社会价值的事情交给企业去做。”

回首 10 年，戴琼海颇有感触地说，此次获奖也

见证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爆发力。

谈及与立体视频结缘，戴琼海的思绪回

到了几年前。2004 年，我国彩电产量跃居世

界第一；2009 年，手机、计算机产量位列世界

第一。“由于缺乏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这些产

品每年要向国外交 200 多亿元专利费。为什

么不从源头创新，打破核心技术进口的尴尬

局面？”

当时立体视频并不为人们看好，开头之难

超乎想象。从平面到立体，从合成到建模，从

拍摄到创造，稳扎稳打的每一步见证了戴琼海

的步步为营。

“平面影片立体化转换，需要通过二维图

形恢复出三维场景信息，从计算机处理的角

度看，这个过程是个‘病态’难题。”戴琼海解

释说，科研团队运用计算机视觉、图形学、图像

处理知识，利用自然场景的先验信息、连续图

像之间及图像本身的内在时空关联特性，成功

研制出立体视频转换、编辑与播放平台。“我们

设计的立体转换技术通过国际竞争已用于美

国 SONIC 公司，专用芯片‘清立方’，已在电

视机、机顶盒中规模化应用，价格仅为国外芯

片的一半。”

对现实场景重建与真实感绘制，是立体视

频内容生成的核心技术之一。说到建模，戴琼

海带记者来到一个“鸟笼子”前面。掀开黑布，

暗藏着 40多个摄像头、680个 LED 灯，“这里控

制灯光、光照和摄像机拍摄，全方位采集人们

运动形态后重建高真实感的三维模型。你可

别小看它，这些进口的家伙就花了三四百万，

当时还向系里借了 200 万才渡过难关。”清华

的宽容和支持，戴琼海铭记在心。

在这个直径 6 米、高 2.5 米的“鸟笼子”里，

戴琼海设计、构建了协同相机列阵和 LED光源

列阵的动态对象采集平台，实现了三维对象的

高精度建模，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视觉场理

论，建立了视角、光照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年前《阿凡达》席卷全球，3D 带来的感官

冲击犹在眼前。“拍摄 3D 电影时，通常要给‘演

员’穿上紧身衣并在关节处带上很多标志物，

是为了拍摄时能有更多捕捉点，但这也导致衣

服纹理、佩戴饰品不够逼真。”而戴琼海发明的

运动映射的任意视角立体视频合成方法，拍摄

对象即便穿上裙子、任意运动，也能呈现出高

真实感的三维图像。

做出诸多领先成果的戴琼海，如今“放缓”

了脚步，将目光专注于打开国际市场。“通过国

家和省部级课题支持产生的关键技术，与企业

对接合作。比如与深圳超多维公司合作研发

裸眼 3D 显示技术，解决了产业链中最重要的

内容和显示环节。”

市场派：把中国的专利
卖给国外顶尖企业

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拿下核心技术的话语

权。戴琼海联手中国企业，让国外顶尖公司使

用中国的创新技术。深圳超多维光电子有限

公司，正是其中之一。

“在国际市场上抢占制高点，一定要比别

人多看好几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上才

有话语权。”超多维公司总裁戈张当初的决定，

无疑极具战略眼光，也印证了“从现在看见未

来”的企业理念。

2004 年，戈张组建公司时便意识到，韩国

和中国台湾企业在平板显示领域已做得顺风

顺水，平板显示领域很难有突破空间，而不为

人熟知的 3D 领域可能会是中国显示技术的发

展节点。

把 3D 产业链成功推向消费者，要有好的

解决方案、好的内容采集和好的终端显示。

“与清华的合作将产业链的两端有机结合起

来，采集主要用于电影、游戏，戴琼海教授在

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戈张接受

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超多维从 2004 年起做

3D 显示技术，6 年就完成了产业相关技术研

发，“我们的商业模式是芯片、材料销售和技

术授权”。

虽然高校和企业各自分工不同、技术不

同、需求不同，但在大的产业链中能够共融并

形成合力，源于双方的共识——“把中国自主

研发的技术推向国际市场，让国外顶尖企业也

来买中国的专利。”

2010年，超多维完成了裸眼立体显示技术

研发，全球第三大面板厂商台湾友达光电随即

注资 6000 万元港币，3D 笔记本和一体机方案

实现量产。2011 年，超多维发布第一代裸眼

3D 图形图像显示芯片 SPD2900GS，笔记本电

脑无需在现有架构上做任何硬件调整，即可实

现优质的 3D显示效果……

在超多维位于北京三元桥的研发中心，

记者体验了一回既能看电影又能玩游戏的裸

眼 3D 笔记本电脑。超多维公司研发中心总

经理刘宁介绍说，一般的 3D 显示画面要求观

众定向观看，必须站在规定的范围内才能找

到最佳观看角度。“如果超出了布置的几个

点，你看到的画面要么是重影，要么会有眩晕

的感觉。”

屏幕上迎面扑来的怪兽，令记者下意识地

往后退了退。刘宁笑着说：“你可以自由活动

并实现连续视角观看。人脸追踪技术，可以在

任何角度不带眼镜看到电脑屏幕上的 3D 效

果；2D/3D 逐点共融技术的应用，让 3D 画质的

细腻程度得以提升，色彩表现也更加纯正，同

时更适合于互联网的应用。”

仅 2011—2012 年间，超多维就签下 200 万

台显示面板的大单。戈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每个芯片卖 13 美元、每个授权 2 美元，一台机

器上就能拿到 15美元。短短 6年间，超多维拿

下了国内国际裸眼 3D 领域 200 多项专利，从

显示器到手机，从芯片到软件，超多维的创新

技术赢得了东芝、索尼、英特尔、华硕、LG 等知

名厂商的青睐。

来自中国知识产权局的报告显示，2012

年超多维裸眼 3D 领域专利申请跃居第三，

仅次于飞利浦和三星。“持续不断的研发能

力是超多维的生命，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的

不断提升，造就了超多维的今天。”戈张一再

强调，“国际顶尖厂商看中的是企业的持续

创新能力，他们要从第一代产品看到未来的

发展趋向。”

实现了最初的梦想，戴琼海和戈张开始下

一轮布局。春节前后，超多维将在深圳组建一

个光电子研究院，戴琼海领衔的团队将投身其

中。在新技术、新产业、新应用的发展中，产学

研再次集结发力。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

当“学院派”牵手“市场派”
——记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立体视频重建与显示技术及装置”攻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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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丽君）据《自然》网站 1

月 18 日（北京时间）报道，英国爱丁堡大学

科学家在研究麻风分支杆菌（Mycobacteri-

um leprae）在体内的传播时，无意中发现这

种麻风细菌能对细胞进行重编程，使之逆转

成类似干细胞的状态，再次发育变成不同类

型的细胞。研究人员指出，虽然麻风细菌

“绑架”细胞的机制尚不清楚，但模仿这一机

制有望带来新的干细胞治疗策略。相关论

文发表在最新出版的《细胞》杂志上。

麻 风 细 菌 的 最 初 目 标 是 雪 旺 细 胞

（Schwann cell）。雪旺细胞是一种神经胶质

细胞，位于周围神经系统，能形成髓鞘把神

经元伸出的轴突包裹起来，就像用橡胶包裹

电线那样，使通过的电信号与外界绝缘。

研究人员从小鼠体内分离出雪旺细

胞，用麻风细菌感染了它们，发现细菌对

细胞程序进行了改编，关闭一种与成熟雪

旺细胞有关的基因，打开与胚胎或发育有

关的基因，使其恢复到一种类似干细胞的

状态。细菌的出现引发了雪旺细胞的可

塑性，将成熟细胞恢复为未成熟状态，再

转变为新型细胞。

“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机制。好像麻风

细菌比我们更清楚雪旺细胞之间是怎样相

互作用的。”论文通讯作者、爱丁堡大学再生

生物学家阿努拉·拉姆布卡纳解释说，一旦

被重新编程，干细胞就能载着细菌一起迁移

到不同的身体部位。当被“绑架”细胞到达

其他组织，比如骨骼肌，就能跟那里的组织

细胞结合起来传播细菌。被绑架细胞能通

过一种叫做“趋化因子”（chemokine）的秘密

蛋白吸引免疫细胞，让细菌“转车”到其他细

胞中去。

目前，研究人员还不清楚触发“重编程”

的原因是什么，但他们怀疑其他传染病中也

存在这一机制。加利福尼亚格莱斯顿心血

管疾病研究所干细胞生物学家丁盛（音译）

说：“细胞可塑性可能代表了一种潜在的疾

病机制，就像在癌症和其他代谢性疾病中，

细胞也显出了重编程现象。”

研究人员还指出，更好地理解这些精密

机制，有望提高对麻风病的早期诊断。在此

实验之前，人们还不知道细菌在体内是怎样

传播的，这一发现也为治疗疾病提供了线

索，有望在发病之前就采取措施先行遏制。

将来，科学家可能在实验室用细菌改变成熟

的组织细胞使其变成干细胞，从再生医学途

径来治疗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等疾病。

到底是道高一丈还是魔高一丈？自然

界的成员们拥有一道道近乎完美的“自然法

则”。就好像麻风细菌通过改造人体内的雪

旺细胞，搭乘它瞒天过海地躲过免疫细胞

的追踪，最终成全自己险恶的目的——这

简 直 就 是 一 场 堪 称 经 典 的 潜 入 战 。 不

过，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之所以站在了

自然界的最顶端，就在于能够改变这些看

似完美的法则，在适应自然的同时改变自

然——麻风细菌这种作战方式已经被识

破，有朝一日，它甚至会帮助人们战胜其他

疾病。当然，无论是适应还是改变，都必须

建立在对自然足够尊重的基础上。否则，

看看窗外灰霾的天空……

麻风病细菌可将成熟细胞转化为干细胞

2012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理查德·杰尔（中）等在主席台领奖。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本报北京 1月 18日电 （记者陈磊）为激

励联合攻关、协同创新，2012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奖首次试点开展创新团队奖励，“第二军医

大学肝癌临床与基础集成化研究创新团队”

等 3 个团队获此殊荣。这是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工作办公室主任邹大挺近日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的。

邹大挺介绍，创新团队主要是指沿着某

个科研方向，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开展研

究，并培养了一批人才队伍的团队。该奖励

只授予团队，不授予个人。“这只是一种鼓励

团队合作的方式。”邹大挺特别强调，它并非

一个新的奖种，仍放在科技进步奖之列。创

新团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宁缺勿滥的评审

原则，要求团队主要人员不超过 15 人，学术

带头人不超过 3 个。

2012 年国家科技奖励精减奖励数量，优

化奖励结构。例如，严格控制科技进步奖项

目指标数，鼓励原创性和重大的发明创造，今

年评审通过的三大奖项目共 330 项，比 2011

年减少 44 项，减幅达 11.8%，其中科技进步奖

减少 71 项，减幅达 25.1%；自然科学奖和技术

发 明 奖 在 三 大 奖 中 的 占 比 从 24.3% 提 升 到

35.8%，三大奖的奖励结构趋于合理。

在评审程序方面，邹大挺说，自然科学

奖首次进行了小同行专家审读的试点，充分

发挥了小同行专家的学术评审作用，进一步

提高了评审的科学性和权威性。避免外行

评内行。

“2012 年度的评审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

评审中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首创性、独创性，

代表性论文论著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质量，技

术指标的先进性以及学术界认可度和行业影

响力。”邹大挺说，去年扩大了奖励项目公示

内容，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新增对项目简

介的公示，科技进步奖还公示了每位完成人

的创新点及其主要学术贡献。公示期内共收

到异议 80 件，奖励办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对每

件异议进行了处理。

此外，2012 年度的评审会议答辩系统由

过去的电话答辩升级为视频答辩，实现了奖

励评审环节全程记录和事后可追溯。

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首设团队创新奖
自然科学奖首次进行小同行专家评审

这几天，国家将颁发科技奖项的消息，让

一些上市企业的股价大幅上扬。值得注意的

是，今天获得 2012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通

用项目中，企业参与完成的占到六成。许多获

奖技术是相关企业的“看家法宝”。

“要坚持把科研的重点放在产业发展前

沿，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在今天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讲话中

再次强调，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企

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无疑，随着中国制造业近来的转型，以及

国家创新战略的落实，企业家和科学家都感受

到了“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态势。

“前两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或许是一件好

事，让企业家意识到了危险。”谈到技术产业

化，获奖项目代表、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丰文

说，“我主要做生物质能源的研究，近年很多企

业积极跟我们合作，希望靠新项目来转型升

级，这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很有关系。”

“我们上天入地的技术很先进；相对而言，

科技结合国民经济还显得落后。”从事水稻育种

的谢华安院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国当初解

决吃饭问题就是靠科技，现在发展经济还要靠

科技，因此要鼓励科研机构协同企业来创新。”

获奖项目代表、来自福建的食用菌培育专

家王泽成对记者表示，创新的源头往往不是企

业家或科研人员的想法，而是市场的想法。

王泽成平时主要跟企业和农民合作社打

交道，他认为技术产业化成功的原因在于：“一

方面，要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基础，对各品种都

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在第一线工作，才能知

道市场欢迎什么品种。一开始，就是市场需求

决定我们的科研方向。”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记者曾听到过这样

的观点，与各种奖项相比，市场的褒奖更能鼓励

企业创新。的确，近 10年“中国制造”横扫世界

市场，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帮助。国产机械、化

工、机电和信息产品日益攀向高端，取代开放之

初的“来料加工”，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主流，一

批蓬勃兴起的民族工业品牌走向世界，归根结

底，是因为中国产业技术的进步。“温饱而知创

新”，中国企业如今动辄在一个项目上投入数以

亿计的研发经费，这是上世纪所不敢想象的。

获奖单位代表、三一重工公司总工程师易

小刚告诉记者：“三一公司从十几亿元的销售额

做到了近千亿，靠的就是研发投入。我们 7 万

名员工里，8000多名是研发人员。三一在许多

方面占据全球第一，靠的是7%的R&D投入。”

易小刚认为：“创新的投入和收益有几年

的时间差，因此管理层的眼光必须长远——

不只看一年的效益，还要看到 5 年后或者更

长远。”

获奖单位山东泉林纸业公司的工程师田

锋告诉记者，他们的获奖项目从 1997 年就开

始研发了。“当初为了解决秸秆污染的问题，我

们投入巨额资金搞研发。成功后，仅 2011 年

营业额增加 14个亿。”

田锋说：“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的过程很

难，但团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通过这几年攻

关，我们也找到了乐趣：依靠技术创新，小企业

能做大事。”

尽管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难题尚未完

全解决，但已大有好转。实现超越要依靠创

新，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研发经费连年

上升，说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了企业。

本次大会国家科技进步奖有六成获奖项目有

企业参与，既体现了评审者对企业主体地位的

重视，也透露出近年来企业创新实力的提升。

温家宝在讲话中提出，要“引导各类技

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努力营造各类

创新主体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获奖单位

宁夏东方钽业公司的副总经理郑爱国对此

充满期待——

“我们从事高性能电容器材料研发十几

年，企业独立完成的这个项目与市场需求紧密

结合。”郑爱国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

有了技术话语权，国家也给予了我们高新技术

企业的税收优惠。企业的主体地位越来越明

显；对未来的创新环境我们充满信心。”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

创新，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新闻观察

本报记者 高 博 陈 磊 操秀英

在 2012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以下简称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

籍专家的名单中，理查德·杰尔赫然排在了榜

首的位置。理查德·杰尔可是个了不起的科学

家，他以单一碰撞条件下的基本反应及复杂混

合物化学成分分析领域的显赫成就享誉世

界。翻开他的履历，其所获得的奖项令人眼花

缭乱，从 1974 年开始获奖算起，美国国家科学

奖、以色列沃尔夫化学奖等等大大小小的奖项

超过了 50 多项。几乎每年都获得 2 至 3 项科

学奖。他曾任美国科学理事会主席，是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协会外籍院士、瑞

典科学院外籍院士，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和分析

化学家，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教授。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西北大学、苏黎世理工学院、哥伦比亚

大学、西佐治亚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大学都

曾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见到理查德·杰尔是在他获奖之后的下

午，身着西装的他依然表现出其学者的理性，

连鬓胡须和一副大眼镜极富个性，睿智的眼睛

透出友爱和慈祥，爽朗的笑声布满房间，使艰

辛的采访变成欢乐时光。

对于能够获得国际科技合作奖，理查德·杰

尔显得非常激动和兴奋，同时他也感到十分荣

幸。他谦虚地表示，能够获得这样一个重要的

奖励，不是因为他自己作出了多么突出的贡

献，这不是他个人的成绩，而是一个团队的成

绩，是以各种方式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共同努力

的结果。

他猜测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科技合

作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所领导的科学

基金绩效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成功地领导了

科学基金国际评估工作，为科学基金事业的长

远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让理查德·杰尔非常自豪的是，他主持的

一个国际评估委员会评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25 年来的执行情况，并为其今

后的政策制定提出方向性建议。理查德感慨

地说，这是由一批非常出色的人组成的出色

团队完成的出色工作。这个出色的团队不仅

包括专家委员会的专家，还包括一大批协助

委员会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对专家委员会的工作非

常支持，没有任何一个基金会在评估自己的

工作时，能够做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支持的程度。专家委员会当然希望做

出出色的成绩，但被评估方一般来说总会有

所抵触，有些内容不愿公开。“我们设定的问

卷调查，有数千名科学家有反馈，其中包括那

些未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个人。我

们可以自主地选择科学家进行当面问询，这

使得评估工作具有独立性客观性。从人性的

角度来说，没有人在评估自己的工作时，愿意

采用这样的方式。而中国科学家及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则主动地帮助专

家委员会，并献言献策。”理查德·杰尔的结论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功的关键在

于拥有公正透明的原则，而更令他欣慰的是，

专家评估委员会报告的很多建议被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所采纳。理查德·杰尔认为，

对国家自然基金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能

够取得出色成果，离不开国务委员刘延东的

大力支持。

能够获得国际科技合作奖的原因与理查

德·杰尔的想象还是存有一定的差距。在获奖

人简介中有这样的文字：杰尔教授长期致力于

推动中美两国科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培养了一

批高层次的中国科学人才。在任美国科学理

事会主席期间，他积极推动两国基金会之间的

合作与交流；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积

极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建言献策。作为战略科

学家，他对中国化学领域的科技发展起到了重

要指导作用；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美科技外

交的友好使者，对中美科技合作发挥了多方面

的重要影响和独特的推动作用。

对于杰尔到底有多少中国学生的问题，就

连当事人都以摇头作为答案，其他人只能靠猜

测了。不过有一个数字可能让我们对他中国

学生的规模略窥一斑，他与华人作者合作文章

共计 169 篇。而为中国科技发展到底建了多

少言，献了什么策，我们就更是无法知晓了。

但杰尔又透露了另外一个数字，自 1987 年以

来，他每年到中国来讲学和出席会议的次数平

均超过 5次。

谈及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发展科技，理查

德·杰尔的神情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在

美国曾经有人劝过他，也质问过他为什么要

帮助美国的竞争对手。而在他看来，科学发

展与棋类比赛这类的零和游戏不同。零和游

戏是赢者全得，输者全失的结果，而科学发展

则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在刚开始工业革命的

时候，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更有人认为人类的

粮食产量将无法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

人类的结局最终将走向毁灭。但结果却是，

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家解决了人们所预见

的难题。现在又有人在强调，人类的能源将

耗尽，全球气温在变暖，人类又将走向悲惨的

结局。而事实是，如果科学家能够研究出有

效的方法，仅仅太阳一个小时辐射到地球的

能源，就够人类使用很长的时间。而气候变

化确实在威胁人类的生存，但这恰恰是需要

科学家来解决的难题。假如科学家能够发明

出一种甲虫可以吞噬二氧化碳，进而为人类

生产出粮食来，那人类的生活又将得到进一

步的改善。科学家是帮助人类解决难题的，

科 学 的 发 展 不 是 零 和 游 戏 ，而 是 双 赢 的 游

戏。帮助一国的科学进步不仅可以造福该

国，也同样是造福全球。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青年人的参与。对于

中国青年科学家，杰尔认为重要的是要发现自

己热爱什么，然后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从

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能够让一个人充实，让一

个人满足。一小步的成功，会带来更大的成

功。重要的是要向前看，向外看，而不是向后

看，向内看。很多人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

科学是两件不相关的事，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

连续的关联，应用科学的进步会促使人们反思

事物的本质，而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则反过来会

促进应用科学的发展。因此在他看来，基础科

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相互

推动的循环过程。

展望未来的科技革命，理查德·杰尔明确

地表示，新的技术革命已经处于行进的进程

中。新材料、新能源以及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终将汇聚出一场令人瞠目的新技术革命。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

他为帮助中国科技发展而自豪
——记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理查德·杰尔

本报记者 何 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