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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高瑞
锋）近日，我区分别向赤峰市巴林左旗、通
辽市库伦旗、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乌
兰察布市化德县、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等10个“重点县”选
派19个科技特派团630名科技特派员，围
绕农牧业主导产业开展科技服务工作。
2021年8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国家乡村振兴局确定了160个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涉及我区巴林左旗、库
伦旗等。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高瑞
锋）近日，国家科学技术部科技金融创新
服务“十百千万”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包头
举行。专项行动是科技部火炬中心和中国
工商银行共同开展的一项重点工作。启动
仪式上，包头稀土高新区与中国工商银行
内蒙古包头分行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同时，双良集团、威丰新材料、高新控
股等新能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供应链合
作企业代表与工商银行包头分行签订了合
作协议。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高瑞
锋）近日，鄂尔多斯市成功举办三期农业
科技成果线上对接会，为鄂尔多斯市的企
事业单位分享了热泵干燥技术、真空脉宽
脉幅调制技术、CO2热泵和制冷技术、微
生物在农业中的应用、农牧业有机固废安
全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污水处理微生物的
发掘、粉煤灰基土壤调理剂制备及应用技
术、粉煤灰基盐碱地改良新材料制备及应
用技术等12项农业领域技术。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高瑞
锋）近日，乌兰察布市科技局组织召开全
市科技创新工作座谈会，各旗县市区农牧
和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就项目申报、科技特
派员服务、科技创新平台载体建设等方面
汇报了2021年科技创新工作情况，就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座谈交流，进一步明
确今后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
阳、刘乃乐等人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合作，成功构建113个光子144模式的量子计
算原型机“九章二号”，求解高斯玻色取样数学
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24
次方倍（亿亿亿倍），在研制量子计算机之路上
迈出重要一步。

●近日，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全球
农情遥感速报团队对外发布全球首套30米耕
地复种指数数据产品。该数据产品填补了30
米分辨率全球复种指数遥感数据产品的空白，
对于评估全球耕地复种提升潜力、粮食增产潜
力、粮食安全预测预警、零饥饿等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实现等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葡萄牙分子医学研究所和西班牙
庞培法布拉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生理
损伤后肌肉修复的新机制，该机制依赖肌纤维
细胞核的重新排列，且独立于肌肉干细胞。这
种保护机制有助于人们更广泛地了解生理学
和肌肉修复，相关论文发表在近日的《科学》杂
志上。

●近日，一个由德国科学家领导的国际研
究团队分析了144种抗生素对人体常见的肠
道细菌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可减轻抗
生素治疗对肠道微生物群的负面影响。未来，
这种新方法可以帮助保持肠道微生物群健康，
减少抗生素对患者的副作用，而不会影响抗生
素的有效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使用专门的
碳纳米管设计了一种新型传感器，可在没有任
何抗体的情况下检测新冠病毒，并在几分钟内
得出结果。新传感器基于可快速准确诊断的
技术，不仅适用于新冠疫情，还适用于未来的
流行病。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学生们在体验科普项目。近日，呼伦贝尔市少年宫组织青少年学生来到呼伦贝
尔市科技馆开展研学活动。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亲自动手操作，感受科技的神奇力
量。 麻柯 摄

感受科技魅力

视界

小朋友在第四届世界声音博览会上和机器人下棋。近日，在合肥举行的第
四届世界声音博览会暨科大讯飞全球 1024开发者节，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体
验。声博会现场设立 AI奇趣馆、AI科技馆、AI引力馆、AI共生馆和 AI创客馆五
大展区，一批与声音相关的AI“黑科技”产品亮相。 新华社发

“听见”科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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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动态

早癌筛查早癌筛查““快人一步快人一步”” 守护健康守护健康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本报记者 及庆玲 见习记者 张劲

近日，由内蒙古农业大学屈忠义教
授带领团队开展的“秸秆生物炭节水保
肥与固碳减排综合效应和关键应用技术
集成与示范”项目荣获2020年度内蒙古
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项目立足内蒙古气候实际，围绕农
区秸秆资源化利用、节水保肥、土壤改良
和农村废弃物利用等问题和农业固碳减
排需求，历时10年研究，取得多项创新成
果。

项目自主研发了在制炭同时可供热

可制肥的一体多功能集成设备；实现对
“秸秆制炭产气制肥供热”生产过程中的
热解气、焦油、灰渣、木醋液、生物炭等的
高效分解和资源化利用，达到废弃物“零
排放”；利用生物炭和其它复配材料，研
制系列多功能生物炭基肥料和土壤改良
剂；针对生物炭田间施用的相关参数进
行研究和获取，建立基于产品、施用技
术、田间管理、风险评估、人员培训等的
生物炭应用技术，形成生物炭节水保肥
改土与固碳减排的技术集成体系。

屈忠义介绍，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
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
地，年产农作物秸秆超350亿公斤，秸秆

资源化利用潜力巨大。
项目通过室内、田间等土壤与作物

试验，揭示生物炭和生物炭肥对土壤结
构改善与节水保肥的作用机理、固碳减
排功效，提出针对不同土质、不同作物的
水——炭——肥施用技术规程，为农林
废弃物全物质再利用，进一步提高黄河
流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可执
行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撑体系。

目前，项目已获取7项专利成果，32
项田间应用技术；在河套灌区、鄂尔多斯
等地建成3处供热产肥示范基地，供热面
积5.1万平方米，替代煤炭5000吨，处理
秸秆6000吨，完成21.60万亩生物炭肥推

广应用面积；三年创造作物增产总值1.16
亿元，节水累计产生收益500.80万元、节
肥累计产生收益3831.00万元；培训农业
技术人员和农户1500余人；农田施炭显
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40%以上。

“项目研究成果的应用，能有效助力
农田耕地质量提升、盐碱地改良、农村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
农村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屈忠义
说，未来，项目成果的应用将成为农村地
区清洁能源替代、固碳减排、人居环境改
善、农田土壤调理、盐碱地治理等综合解
决方案的优选。

变“废”为“宝” 探索秸秆利用新模式

□本报记者 及庆玲 见习记者 张劲

10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镜中心检查室外，一大早就排起了长
队。在检查室内，记者看到，应用最新一
代诊断系统的医生正在为患者进行肠镜
检查，显示器屏幕上不时闪烁出一个蓝
色方框，提示医生患者该部位可能存在
病灶。

人工诊疗+AI智能，实现精准诊断，
得益于消化内镜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
的研发成功。

探索探索：：人工诊疗+AI智能

长期以来受饮食结构等因素影响，
内蒙古是结直肠肿瘤高发地区之一。由
于我区内镜医生短缺，消化内镜资源分
布不均衡，基层医院诊断规范性和诊断
经验水平参差不齐，开发各类新的内镜
诊疗技术尤为迫切。

2017年，自治区人民医院内镜中心
主任赵贵君带领团队启动了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辅助内镜检查项目的研发，联合
兄弟科室组织高水平临床专家为22万例
肠道息肉图像进行结构化标注，计算机
工程师利用这些图像为人工智能模拟训
练，构建出肠道疾病的探查模型。通过
海量数据分析，再拟合优秀医生的经验，
初代人工智能原型计算主机研制成功。
2018年，该设备投入临床验证。“内镜检
查容易造成视觉疲劳，部分早期肿瘤和
癌前病变具有隐匿性，对我们年轻医生
来说发现难度较大。”90后医生梁雄说：

“参与研发，不仅让我们快速提高了内镜
检查水平，更激发了我们的科研热情。”

伴随着系统的不断升级，消化内镜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已经更新到第5
代，诊断系统与内镜台设备完美融合，实
现AI信号与原始信号在肉眼感官下保持
同步，单机离线通过本地化处理使所有
数据都保留在内镜中心，有效地保护了
患者隐私。此外，研发团队根据肠道内
病变的特点，为人工智能算法加入多目
标处理，最多可同时进行6个隆起型病变
的报警。还增加了手术过程中自动录取
高清视频功能、退镜时间6分钟倒计时提
示、异常图像自动拍照自动保存等功能。

经测验，该设备病变识别率达到
94%以上，使用该设备的肠镜诊室检查
的息肉总体检出率相对其他诊室同期提
高16%，腺瘤检出率提高9%。针对右半
结肠的微小腺瘤检出率提高40%以上，
针对肠道准备不洁净的患者腺瘤检出率
提高23%，从临床统计资料来看，患者总
体结直肠癌发病风险降低27%。

目前，该设备实际应用于我区12盟
市的临床医学中，累计辅助内镜治疗超
过6.5万例。此外，项目已通过自治区医
保局的医院服务项目准入。自治区各个
医院可以试行选择开展人工智能辅助内
镜检查医疗服务项目。通过提高消化道
早期癌症检出率，让自治区拥有了守护
百姓消化道健康的“智能专家”。

转化转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4月 3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与内蒙古尉泰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消
化内镜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转让合同，
实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职务科技
成果转化“零”的突破。转化后的成果可
以对提高消化道肿瘤的早期发现率、降

低治疗费用、节约医保资金、快速提高年
轻医生和基层医生的内镜诊断技术水平
具有实际意义。

“截至目前，消化内镜的人工智能辅
助诊断系统在全国21个省市区的60多
家医疗机构和香港1家公立教学医院进
行日常使用。”内蒙古尉泰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侯德娟表示：“下一步我们一方
面考虑将技术下沉到广大基层医院，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民众，促进医疗同
质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考虑该技术的
实质性商业化方案，探索该技术的商业
价值，实现这一技术的社会效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科研处副处
长刘晓玲介绍，一直以来，医院积极鼓励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在成果管理
制度中规定转化后收益的90%均归成果
团队支配，这个分配比例目前在业内是
最高的。

自治区科技厅科技成果管理与转化
处副处长杨勇表示，该技术合同办理认
定登记后，还可以享受减免所得税、增值
税和自治区技术交易后补助等多项优惠
政策。

在“科技兴蒙”政策支持下，内蒙古
自治区内镜消化疾病重点实验室获得自
治区科技厅99万元资金支持，用于购买
基础设备；获得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基
金50万元，用于系统的研发。自治区科
技厅与自治区卫健委签署了“科卫协同”
工作机制协议，极大地激发了科技创新
活力。自治区科技厅主动组织区内企事
业单位与“4+8+N”合作主体开展成果转
化对接活动，除本项目外，还积极推动上
海交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成
立临床医学转化创新中心，共同探索适
合区域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进一
步提升我区整体医学科技创新水平。

“我们这套技术已经走在产品化的
道路上，命名为‘鹰眼’内镜辅助诊断系
统。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增加研究力量，
在消化内镜新技术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
突破。”赵贵君呼吁，早筛早诊早治，是目
前消化道肿瘤防治的最佳途径。老百姓
一定要及早进行消化内镜检查，做好消
化道肿瘤的早筛早诊早治。

人工智能识别提
醒可疑病灶。

医生利用消化内镜计算机辅助诊断
系统为患者进行内镜检查。

一线·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