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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党委

常委、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长期从事新体制雷达与实时

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工作，出版学

术著作 2 本，发表 SCI 检索论文 130

余篇；牵头授权发明专利 50余项；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项（排名第

一），国防和军队科技成果一、二、三

等奖共 8 项，2019 年获何梁何利基

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20年获“全

国创新争先奖章”。担任中国电子

学会信号处理分会主任委员，是中

国电子学会会士、英国 IET Fellow、

美国 IEEE Fellow。

周二有约

云南，江城。一台空中昆虫生物迁飞探测雷

达正在监测从缅甸方向飞来的草地贪夜蛾。

这是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研制的

Ku波段高分辨全极化昆虫探测雷达的第一代样

机。它能在数公里之外，测出单只昆虫的体长、

体重、飞行角度和振翅幅度。

“全世界的雷达都做不了这个。”6月 4日，龙

腾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提起这台雷达，自

信且兴奋。

龙腾是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雷达技术研究

所所长，也是我国雷达信息处理领域学术带头人

之一。他语速快，但思路清晰，很少需要停顿下

来斟酌措辞。讲起雷达，更是没有一点磕绊——

这是他研究了三十年的东西。

前不久，龙腾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创

新，是流淌在龙腾乃至北理工雷达技术研究团队

血液里的东西。“我们一直鼓励自由探索。”龙腾

强调。

1989 年，龙腾进入北京理工大学时，我国雷

达技术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当时我们看到国

外提出来的新想法、新机制，觉得叹为观止，好像

永远不可能追得上。”龙腾说，“但现在，国外想到

的事情，我们基本都能想到；而我们想到的很多

东西，国外没有想到。”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团队正在研制的探虫雷达。

该雷达能够在几公里之外分辨单只昆虫的

类别，可为我国农业害虫防控提供基础支撑。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雷达研究所，怎么想到

俯下身子去跟昆虫“较劲”？这要从六年前说起。

那天龙腾回到所里，工作人员告诉他，中国

农科院的吴孔明院士前来拜访，还留了张名片。

龙腾对此将信将疑：一个大院士怎么会连招呼都

不打，就自己过来了？

他上网一查，确有其人，赶紧把电话拨过去。

原来，吴孔明想做监测昆虫迁飞情况的雷达，他知

道北理工研制雷达的水平，两个单位只隔一条马

路，他就直接找上门来。吴孔明一直想知道三件

事：昆虫什么时候起飞；昆虫究竟怎么飞；昆虫迁

飞时在天上有成层现象，到底是怎么成层的？

传统的探虫雷达，能够探测的是虫群。但龙

腾团队想做的探虫雷达，是探测单只昆虫。

虫子那么小，如何认“敌”于千米之外？若用

传统方法，要在这样距离上实现毫米级的测量精

度，雷达带宽得达到 150G赫兹，以现有的雷达技

术根本不可能实现。

团队选择了“曲线救国”——间接探测。一

共用四台雷达，包括一台天线长度达 2.5 米的相

控阵雷达和三部 2.5 米天线的多频全极化雷达，

一起锁定一只虫子。

龙腾比划着，尽力用浅显语言解释：“雷达回

波的大小和测量这个回波所用的频率之间，有一

个对应关系，呈现为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是研

究雷达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我们测量曲线上的

几个频点，用它拟合、反演，推测出虫子的长度。”

基于大家都知道的这种常识，团队提出了新

机理，也就此开拓了全新的应用空间。

不过，这种想法实在太新，新得让人心里犯

嘀咕。一开始申请立项时，连原理是否可行都遭

到了否定。团队抓了一年虫子，在微波暗室验证

了原理可行；后来又去野外试验一年，验证了脱

离实验室环境也行。2017 年，探虫雷达终于获

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千米认虫，为农业害虫防控提供支撑

茶叶残渣也能变废为宝？

眼下正是新茶上市的季节，但是让茶厂烦

恼的是，加工过程中会有许多细枝碎叶的茶渣

产生，扔掉可惜，但是留下也派不上大用场。

今年 5月，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马

海乐团队帮助一家福建茶厂完成技术开发，原

先只能当作柴火的茶渣，现在经过发酵制成多

肽饲料，身价一下翻了许多倍。

从最早的螺旋藻饮料到超临界萃取技术提

取蜂胶、功能多肽制备，他的一项又一项技术被

成功应用转化，并且承诺企业“转让一项，陪跑

十年”。

“从科学研究上来说，选题需要超前；从产

业发展来讲，则需要解决当下技术瓶颈；从个人

选择来看，做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能够

得到自我激励。”二十多年来，马海乐从未忘记

自己的初心。

脑子里总有根“转化弦”

每一项技术研究，对马海乐来说都是一颗

种子，而他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

1985 年，本科毕业的马海乐，生平第一项技

术设计——花生摘果机，在渭南市通用机械厂

研制成功。样机首次下田试验那天，不巧雨水

绵绵，作业难度增大，他紧张地趴在出料口处，

期待着试验结果，一查看竟然 85%的花生都从藤

上摘下来了，“第一代样机能有这个数据相当不

错，把技术变成产品这件事还挺有意思的”。

1996 年博士毕业的马海乐，听说附近企业

生产的螺旋藻粉卖不出去了，他就跑到厂家毛

遂自荐用酶解法开发螺旋藻饮料，竟然又大获

成功，产品获得“第七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

成果博览会后稷金像奖”。

马海乐攻读博士期间研究的是超临界萃取

技术，马海乐脑子里总有一根弦，要把技术进行

转化。

蜂胶中含有丰富的抗菌、抗病毒、降血糖、

提高免疫力的活性物质，从 1998年开始，马海乐

开始进行蜂胶活性因子超临界萃取技术研究。

“试验过程很困难，蜂胶原料就像沥青一

样，一加热就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坨。”为此，当第

一次从蜂胶原料中提取到黄灿灿的蜂胶提取物

时，马海乐按捺不住兴奋劲，捧着装着提取物的

广口瓶，直奔校长办公室。

2001 年之后，江苏大学对蜂胶活性因子超

临界萃取技术开始了一系列推广工作，受转让

的 3 家企业中已有两家企业成为国内蜂胶领域

同类产品的最大企业。

尽管技术已经成功转化，但科研团队依据他

绘制的蜂胶超临界提取物指纹图谱，依然在做延

伸研究，“蜂胶含有 100多种活性物质的组分，要

像寻宝一样一点点挖掘它的价值。”马海乐说。

转化前主动踩了脚“刹车”

“玉米、小麦、菜籽、大豆、葵花籽这些农产

品中有大量的副产物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造

成了严重的浪费。”2003 年开始，马海乐带领团

队对 10余种富含蛋白的农产品加工副产物进行

功能多肽制备技术的研究。

这项新兴的技术立刻引起了企业的关注，

有家企业准备投资油菜籽多肽产品。但这时，

马海乐却踩了脚“刹车”：“数据都是实验室里拿

试管做出来的，没有工业化的装备做放大试验，

企业投资那么多，得对人家负责。”

于是，马海乐自己开着车，拖着物料一个个

工厂做试验，根据每个环节的工业化数据再设

计生产线。

“动物饲养中大量使用抗生素，给肉、蛋、奶

等动物性产品的食用安全性带来威胁。”近年

来，马海乐对多肽又有了新的关注点——对多

肽饲料发酵制备技术进行研究。

在完成了技术研发工作的基础上，课题组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进行了肉鸡喂养

试验、在南通大生源牧业有限公司完成了奶牛

喂养试验，均取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团队已经开发了 4个系列

20 多种多肽产品，技术还输出到加拿大。现在，

江苏大学食品学院也已经建成了装备精良的超

声强化酶法/发酵/提取多功能中试生产线。团

队建成了国际上食品领域最大的超声波装备实

验室，研发的新一代超声波设备成功应用于多

肽制备、农产品有效成分的提取、蔬菜清洗等；

突破了催化式红外发射器设计制造的技术难

题，对优化我国的能源利用结构有重要的意义。

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马海乐说：“尽管

团队有很多技术，但是人不可能三头六臂，如果可

以的话，我计划再花十年做一项食品装备的产业

化项目，一辈子能做三个产品，就很满意了。”

马海乐：食品技术产业化，“转让一项陪跑十年”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吴 奕

让雷让雷达看清千米外小虫达看清千米外小虫，，让卫星带着让卫星带着““大脑大脑””上天上天

国外想不到的雷达国外想不到的雷达，，他和团队搞出来了他和团队搞出来了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边境线上，有龙腾团队的探虫雷达样机；在

地球轨道上，就在此时此刻，也运行着龙腾团队

的成果——星上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处理系统。

雷达，跟人一样，有眼耳口鼻舌，可以收集信

息；它还有大脑，可以处理得到的信息。龙腾团

队一直做的，就是武装和升级雷达的大脑。

传统的遥感卫星信息获取链路是地面任务

规划、星上数据采集、原始数据下传、地面处理后

信息分发到用户。随着我国高分遥感卫星技术

的发展，星上获取的数据量呈几何级增长，海量

数据需要传输、处理再分发，这就有一个突出问

题——慢。

如果卫星能带着“脑子”上天，它可以剔除无

效信息，只需要传输最终结果，数据量可以大幅

精简。这样一来，地面接收数据的装置也能小很

多。一艘船、一辆车甚至一个背上装备的人，都

可以接收。

但“脑子”上天，约束条件太多，不能太重也不能

太大，可用的处理资源只有地面的1/10到1/100。

“星上数据处理这个需求一直就有。2000

年前后，我们就有一个以此为目标的预研课题。”

但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这在当时被认为

“不可能”。不过，团队没有将这个想法抛之脑

后，而是一直想办法向前推进，结合新的技术手

段，设计新的路线。

算法、架构、芯片……关关难过关关过。用

了十几年的时间，他们终于把这条路走通了。

“长期以来围绕国家需求开展体系化创新，

让卫星带“脑子”上天，中国独一家

龙腾带领的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团队。

团队获得过许多科技创新类奖项，攻克过不少难

题，在雷达领域享有盛名。

大家常聚在一起讨论，交流思路，碰撞想

法。团队不搞一言堂。“你们是相对平等的关

系？”记者问。龙腾纠正道：“我们是完全平等的

关系。”

所里强调一点——做研究是要做成事情；不

能反过来，为了文章和奖项去做研究。“不能虚，

要踏踏实实。”龙腾说。

采访中，龙腾常提到自己的导师——雷达技

术研究所的创始人毛二可院士。毛二可研究了

一辈子雷达，如今已年过耄耋，仍每天坚持到研

究所工作。“就像打卡上班一样，从早到晚。”所里

的工作人员说。

这种精神也感召着团队。

工作的源动力，不应该来自于外界，而应来

自于自己的内心。“做我们这种研究，智力不是决

定因素，努力才是第一位的。”没有成功来得轻

松。“30年下来，我把自己所有时间的 90%放在了

雷达研究上。”龙腾总结。

这么“拼”，好像是一种习惯。

龙腾从小就是学霸，16 岁，他就考上了中国

科技大学。要知道，那一年，12 个省区的状元都

选择了这所学校，校内可谓人才济济。

本科毕业时，学的是无线电专业的他，盯上

了当时在信息与通信工程名列前茅的北京理工

大学，找到的是学院最有名的导师毛二可。龙腾

的想法，就是找最好的。

时间已过了三十年，但回忆起本科，龙腾仍

有些“耿耿于怀”——当年的他看了很多跟专业

无关的人文类书籍。“周围的人都那么聪明，你还

花很多时间干别的，可想而知，你的成绩肯定不

是最好的。”他说。

到北京读研后，龙腾果断放弃了下围棋、打

桥牌这些耗费时间的兴趣爱好，将更多精力放到

了雷达研究上。“我接受不了自己不努力。”他平

静地说道。龙腾知道，阅读其他科目的书籍是必

要的，尤其路要想走得远，知识面就不能窄。但

如果能再来一次，他想了想，还是说道：“我应该

会在非专业类书上少花些时间。”

负责人如此自律且勤奋，雷达技术研究所在

整个北理工，也以“要求严格”“工作辛苦”著称。

“就立住你的规矩，凡是敢来、愿意来的，都做好

了要在这拼搏的准备。”龙腾强调，“来了，就要特

别能战斗。”

工作源动力不应来自外界，而是内心

每年春节长假前后，都是招聘求职的高峰。但今年受疫情影响，一边

是企业“用工荒”，另一边却是求职者“就业难”。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稳就业促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

天任专门对工人就业进行调研。

“当工人没面子”“不想干、不愿干、干不久”……许多受访者向张天任

表达心声，虽然工人收入在不断提升，但是受传统观念影响，经济地位还

不高，职业自豪感也不强，这直接导致产业工人的技能知识提升受阻。

“在全国 7.7亿就业人员中，技术工人占比约为 20%，远低于德国等发

达国家技术工人占比超过 80%的水平。”张天任分析说，造成这一现象的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后，集中在劳动密

集型产业中，据统计，我国产业工人有 2 亿左右，近八成集中在制造业和

建筑业；一方面，产业工人技能认定与职位晋升不挂钩，晋升空间不够大，

也影响人才资源的使用和积极性的发挥。

张天任认为，只有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

业工人队伍，让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成为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工巧匠，才能

加快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推动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

张天任说，提高工人地位必须冲破传统偏见和思想阻碍，通过开展新

时代产业工人思想素质建设工程，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工人党员比

例，重点发展生产一线工人、技术能手特别是优秀青年工人入党，增加高

技能人才在各级各类劳动模范和先进代表等评选中的比例。

“提升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提升最终要靠教育。”张天任表示，联通教育

链、产业链，重点做好“校企互通”“校地互动”“校际互融”三件事，加快产

教融合，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是一条成熟的路径。

张天任建议，打破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务之间界限，打破产业

工人职业转换、岗位调整、职位晋级的限制，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

观，解决产业工人发展空间受限这个难题。

此外，要用好技能提升、技能评价、技能比武三个载体，并对优秀人员

进行奖励；要建立职工创新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鼓励和支持职工技术创新成果纳入全国科技进步奖评选，推动存量产业

工人的“转型升级”。

同时，用好互联网工具和税收杠杆，为提升劳动者素质提供支撑保

障。比如加大财政资金对职业培训补贴的支持力度，落实企业培训费用

列入成本并按规定在税前扣除；支持企业设立高技能人才岗位津贴制度，

落实岗位津贴按照国家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在税前扣除。

张天任：

制造业大国需要更多技术工匠

本报记者 张 晔

如何参与国际公共卫生事务决策，提升参与国际公共卫生事务的角

色，培养国际化公共卫生人才，全国人大代表银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要加强中国公共卫生高端人才智库建设，注重公共卫生决策者的实践经

验，以便精准施策。

“我们需要一批像钟南山、李兰娟院士这样的高水平专家。”银燕认

为，公共卫生人才要掌握的能力，包括人群研究、个体化服务基础上的预

防问题、实验室与现场结合、公共卫生技术与宏观政策体系结合、公共卫

生知识和成果转化等各个方面。

他建议，要加快培养一批公共卫生卓越人才，这批人才应有扎实的公

共卫生理论基础与较强的公共卫生实践能力，具备文、理、医、工、经的系

统知识素养，具有应对常规及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胜任力。

在修炼内功的同时，银燕建议，我国的公共卫生人才应该多参与国际

交流，“建议在国家疾控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现有服务人员和项目基础

上，增加研究人员编制，增添国家交流服务项目，整合国内相关高校学科

资源，争取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实现战略安排的升级与转型，将公共卫生

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记者金凤 张晔 通讯员高晓敏 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银燕：
中国需有更多

的钟南山

“广州中院陈海仪法官用母亲般的关怀帮助失足少年走向新生。”被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点名表扬”的女法官——陈海仪，以全国人大代

表的身份坐在台下，现场聆听了这份报告。

“我激动得一晚上都没有睡着。最高法把我的名字写进报告，不仅是

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更多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的认可和鼓励。”全国

人大代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说。

在广州中院，陈海仪被称作“法官妈妈”。

“任何人犯了罪都必须接受惩罚。作为法官，我会严格依照法律来裁

判。但依法判决后，我愿意像孩子们的妈妈一样，听他们袒露心声，帮他

们重新回归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陈海仪说。

在陈海仪看来，少年审判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一个特殊领域，是情、理、

法碰撞最为直接和激烈的地方，往往牵动着一个家庭，甚至几代人的幸福

和未来。

“少年审判和一般审判不同，需要格外关注他们为什么会走上犯罪之

路，如何让他们真心改过，避免重蹈覆辙。”陈海仪说，通过庭前社会调查、

羁押评定和心理疏导干预等措施，能够为法院的裁判和判后帮教提供科

学参考。

23 年来，陈海仪办案不下 4000 件。她与同事们一起确定了以教育、

感化、挽救为方针，强化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司法保护；以依法从重惩处为

原则，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据新华社 记者张千千/文 李嘉乐/摄）

陈海仪：
被最高法报告

点名表扬很激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持之以恒地努力，才最终促成了领先世界科研成

果的诞生。”龙腾说得坚定，“碰到困难，我们是不

退的。”

不退，所以雷达技术研究所成功构建了我国

首个光学卫星星上处理系统和首个微波成像卫

星星上处理系统。其形成的有效信息数据量仅

为原始数据的千分之一，能从卫星直接广播给最

终用户，延迟仅为分钟级。该技术成果于 2018

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系统已经稳稳当当运行了多年。龙腾说，应

用单位对这套系统的评价是——革命性突破，跨

越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轨卫星中搭载类似系

统的，中国是独一家。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