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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命科学仪器创新研究院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援建，到独立运行成为中
科院序列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
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苏州医工所）一路走来，始终注
重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尤其是医疗科学仪器的成果
转化工作。尽管年头不长，
但它已经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发展道路。
如今，在中科院提出“率先行动”计划的大背景
下，
苏州医工所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
该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邓强表示，
未来，
他们将致力于打造生命科学仪器创新研究院。

力争中小型医学影像取得突破
白春礼院长上任伊始，即提出中科院各研究所
要从自身实际出发，聚集力量，制定“一三五”发展
规划，形成自己的特色。对此，苏州医工所已经形成
了自己的布局。
“我们的‘一’，自然是定位于生物医学工程领
域。至于‘二’，则包括超分辨显微光学核心部件及
系统研制以及新型血液免疫分析技术与系统两个
方面。”邓强说。
为什么是这样选择突破口？记者了解到，当前，
在大型医学影像领域，GE、飞利浦等国外公司的实
力很强，占据了主要市场份额，要想在短时期内取
得突破难度很大，为此，研究所另辟蹊径，选择了显
微光学医学影像作为突破口，力争在三到五年内取
得突破。目前，他们与 201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白兹

格就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度合作。
关于未来的发展，苏州医工所把五个重点培育
方向锁定在低成本高端医学影像技术、生物效应评
估技术、多模在体光学成像技术、病原微生物检测
分析技术和流式细胞分析技术。
为了实现独具特色的“一二五”规划，苏州医工
所在人才布局方面颇费了一番功夫。“我们所目前
有两种类型的人才，一种是作应用基础研究的，一
种是做工程化的，主要来源于企业。总之，围绕成果
转化，我们在队伍配置上进行了合理布局，而不是
简单交叉。”邓强说。
在人才后备力量的储备方面，苏州医工所除了
单独培养的研究生，还在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
交大、
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
联合培养学生。

党委书记、副所长邓强

以创新研究院为方向

注重成果转化
为促进我国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
展，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苏州市合作共
建苏州医工所。
“这也是我们的定位，作为共建所，
既要完成中科院的各项要求，也要服务
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邓强说。
苏州医工所自成立以来，一直面向我
国生物医学工程的重大需求，开展先进
生物医学仪器、试剂和生物材料等方面
的基 础性、战 略性、前瞻性的 研究工作，
力图 引领生物医 学工程技 术的 发展，建
成医疗仪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平
台，成为不可替代的国立科研机构。
邓强告诉记者，苏州医工所涉及的
研究，包括医用 光学、医 学影像、医用电
子、医用声学、临床 检验试剂 等多方面，
其学科研究方向本身就是交叉学科。
研究 所确定了 技术 立所 的发展 模
式，力图通过医 疗仪器、医用材料、生物
试剂等方面相关核心技术的发展，带动
学科的发展。
目前，研究所已经拥有中科院生物
医学检 验技术重点 实验室（筹）、江 苏省
医用光学重点实验室以及五个苏州市高
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我们 还邀 请了多 名 海外 知 名教 授
担任研究所的顾问，美国斯坦福大学、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等
的华人学者、海外企业的研发团队也通
过项目的形式和我们所开展合作。”邓强
介绍说。

现场

南京天光所

2014 年 7 月，
“率先行动”计划的提出给苏州医
工所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对
此，邓强认为这是经过院领导全盘考量的，
“并不是
的布局，
是当前国家社会经济发
一个为计划而计划”
展对国立科研机构的内在要求。
“科研院所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按照其规律也
该进行改革了。”邓强说，
“
‘率先行动’计划是一次源
也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方案和计
自内生动力的改革，
再到研究
划。从院机关开始，到科研项目的管理方式，
所的管理方式，
中科院的改革举措正在全力推进。”
“它是一个非常全面、有重大突破的改革计划，
既有顶层设计，也能从各研究所的
而且是上下结合，
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这是很难能可贵的。”邓强
说，苏州医工所在这次
“率先行动”计划中，也有着自
己的考量，主要将向三个方面推进。
苏州医工所首先要建成成果转化、工程化的平
台。基于医疗仪器发展的特点，一项技术，或者一套
医疗仪器从研发成功，到真正实现产业化，需要有一
个长期的过程。首先，科研人员需要研发出原理样
机，再用工程化的手段表现出来，再进行动物实验、
临床实验，最终才能走向企业应用。
“科学家能做出医疗仪器的样机，企业也能批量
生产成型的机器，但中间的工程化实验的这段工作，
机械、
质量体系、知识
比较少有人做。这需要将软件、
我们
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在工程化阶段全部走完，
就是要承担这个阶段的任务。”邓强说。
“从某个层面来说，工程化的工作，类似于孵化
器，
但我们不同于传统孵化器的是，我们有工程化技
产出
术和综合服务能力，
经过孵化的成果是成熟的，
的是产权明晰的公司。
目前已经有十四五个项目在运
行。希望未来通过我们的工程化平台，
能够将科学家
吸引海外的高端工程人才回国创业。”
变成亿万富翁，

邓强说。
苏州医工所的第二个设想，就是力图成立医学
物理学实验中心。邓强介绍，这个中心力图将物理
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结合物理学、工程学、生物
学等学科，应用于医学上；实际上，医学物理学就是
研究全谱段电磁辐射与生物单元（分子、细胞、组
织）相互作用机理，以此促进临床诊断、治疗、预防
和康复手段的改进和更新。他们希望，未来这个中
心能够成为国家医学物理学研究中心。
至于第三个设想，苏州医工所力图建设一个中
科院生命科学仪器创新研究院。邓强认为，高水平、
原创的科学研究需要原创的科学仪器。从科学仪器
研制创新链看，从提出设想（实验系统），到原理样
机、产品样机，再到真正成型的产品，这之间花费的
时间太长，而且原理样机到产品样机阶段是仪器研
发的“死亡之谷”。因此，在中科院的大框架下，可以
考虑由各个所先提出需求，即需要解决什么科学问
题，用什么样的科研仪器，反馈给创新研究院，苏州
医工所就会派出研发团队早期介入，与对方合作，
以产权为纽带共同制作出原理样机，再与院内工程
技术类研究所合作进行工程化、产业化应用。也就
是说，苏州医工所力图打造一个科学仪器的整体解
决方案，将仪器研发、工程化的研究所的力量进行
整合，力争在生命科学仪器的研发方面实现突破。
“比如，
生物物理所提出需求，
我们牵头，联合长
春光机所、
自动化所的力量，最终打造出成型的产品，
实现一体化运作。”邓强说，
在这个创新研究院的设想
整合资源，解
中，
他们试图实现多研究所的交叉合作，
决该领域的重大问题。
“当然，这一切还只是初步的设想。但不管如
何，我们所将高举产业化、工程化的大旗，力争打造
出自己的特色。”邓强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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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朱朝东（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现在的科研论文，一般要解决一定的
科学或者技术问题。从期刊的角度，论文篇
幅有限，格式有严格的要求，需要捞干的发
表，面向的也主要是从事相同或相近学科
的同行。因此，很多内容就只能去掉，或者
作为附件。
实际上，更多科研过程中的故事、乐
趣、辛酸苦辣，在科研的最后阶段被遗漏。
而论文后面的这些内容，与学术术语、固定
格式等相比，恰恰更加能够引起跨学科同
行、公众的注意力，或可激发无穷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有时候我在想，当我们完成一篇非常
重要的科学论文，发表在非常专业的杂志
上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抽点时间将论文
之外的材料整理一下，和公众分享这些更
加有趣的故事呢？

比如，我们和德国同行发表了蛛蜂用蚂
蚁保护巢穴的研究论文。这个工作在浙江古
田山开展，发表了一个新种及其保护巢穴的
策略。相关的其他信息，均在媒体的关注下
传播了出去。1993 年刚刚开始在南师大读硕
士生的时候，动物教研室的李悦民老师就经
常给我们这些小伙子讲野外的故事。现在想
来，并不是精密的仪器或者远大的前程，吸
引了当时血气方刚的我们，而是野外采集欣
赏独特美景、收获未知标本的点点乐趣，还
有随身携带的一本喜欢的书籍才最终引导
我走上了昆虫系统学研究的道路。
把做到极致的成果写成论文，可能是
独乐乐；把专业的成果科普出去，让公众，
特别是年轻人理解，则是众乐乐。从我做
起，大家一起来分享科研论文和更多有趣
的故事。

鲍海飞（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副研究员）：

教学与科研是一条路吗？

▲南极昆仑站上运行的
天文设备场景
南极第二台巡天望远
镜 AST3-2 现场检查测试
荩远程遥控网络摄像头
获得的 AST3-2 图像

南极天文科考任务顺利完成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
文光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天光所）杜
福嘉副研究员和李正阳博士圆满完成了第
31 次南极天文科考任务，于 1 月 23 日上午开
始启程返回中山站。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两位科考队员离开
南京赴澳大利亚登船，开始了中国第 31 次南
极科考的征程。
12 月 1 日至 15 日，在中山站进行物资集
结和内陆出发准备。12 月 30 日下午，33 名内
陆科考队员经过约 1200 多公里的艰难跋涉，
安全抵达内陆昆仑站。

继 2011/2012 年的中国 第 28 次南极 科
考后，杜福嘉和李正阳此次是第二次南极内
陆之旅。科考出发前，南极课题组的全体成员
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对各项工作进行了细致
的检查和测试，两位科考队员也作了充分的
准备。
2015 年新年伊始，在南极冰穹 A 高海
拔、低温低压的艰苦恶劣环境下，来自南京天
光所的两位科研人员凭着顽强的毅力、高度
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克服了时间紧、人员少、
任务重等多重困难，经过 20 多天紧张而又繁
忙的工作，在内陆其他科考队员的协助下出

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他们成功安装第二台南极巡天望远镜
AST3-2，进行了现场测试和远程测试；自动
能源与通讯系统 PLATO-A 的维护和更新测
试；首台南极巡天望远镜 AST3-1 的检测和
CCD 更换维护；安装了改造的 CSTAR 和自
动气象站等设备；此次南极天文科考现场任
务顺利完成。
截至目前，南京天光所在南极的所有天
文设备状态均正常，由国内科研人员接手开
始远程遥控与监测，即将迎接南极漫长冬夜
严酷环境的挑战。
（郑健）

教学与科研是一条路，
还是两条路？
单纯从事研究的人，不用考虑教学问
题，
只须对问题进行思考或者实验。从事研
究就是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以此获得问
题的求解。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研究人员具有
一股持久的钻劲、关注和热爱，由此才能深
入思考。
而从事教育的人，不但要有专业，需要
懂得心理学，更要有一颗播撒爱的心。一个
好教师难能可贵的是，他如果能够有目的
和选择性地将较新的研究成果注入到教学
的课程之中，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
是成功的，而无疑这是具有挑战性的。因
此，这就要求教师在课余花时间阅读和整
理较新的科研文献。

因此，科研和教学是完全两条不同的道
路。而现在的大学似乎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
评价方法，绩效工分制，又红又专的人才机
制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因此，普通的教职
员工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大部分的心思都
不知道放在哪儿。当一个人心无定所时，他
又如何谈得上一心一意从事教和研？
教 学与科研其实是两条完全 不同的
道路。
无论是做科研还是做教学，都需要一
个人全身心的投入。鱼和熊掌岂能兼得，当
然个别案例总是有的。科研是一个追求真
理的过程，而教学是一个传播真理的过程。
二者都有一个“真”字，如果没有这个字，科
研便是虚无，教学便是误人子弟。

陈安（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研究员）：

洁身于污秽之外
人总要生存下去，且要尽量生 存得
好，怎样恶劣的环境也总要去适应并发
挥自己尽可能大的作用。那么，屈从也就
成为每个人必须要考虑的姿态，只是 屈
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如今，有少部分科 研人员甚至 可以
不去申请任何国家的科研项目，因为来
自企业的经费已经足够他发展自己有兴
趣的科学研究和工艺创新了，这是 他的
不屈从。而我就不行，还得想法去申请所
谓纵向经费，因为我没有产品、没有工

艺，只有点子，这些点子却是不能一下子
变成钱的，这就是我的屈从。
曾经 有一位大师十年只做项目 不做
论文，也没有关系，因 为他的技术和产品
的研发就足以使得他一个课题组忙得不
可开交了，论文写到 中国大地上或者工
厂里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
作为一个对于环境无能为力的学者，
你也许必须为生存而屈从于体 制，但是
你总可以有所不为，
“ 不去报奖”就是 一
个自己可以作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