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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的背后，农业科技与农机装备技术进步的支撑至关重要。日前，经济日报记者走访了我国农机装

备领域的重要企业——国机集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农机院），带大家去探访那些让人大开眼界的增

产利器。 能解决问题的

就是好方法
□ 常 理

熬 夜 后 睡 得 更 香 ？
最新研究揭示其中奥秘

本报记者 沈 慧

中国农机院成立于1956年，总部位于北京奥
运村核心地区。记者走入总部院区，只见草木葱
茏，环境优美。来到中国农机院，就像进入了一个
农机科技的宝库——这里拥有1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3个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与4个全国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中国农机院副院长、总工程师方宪法告诉记
者：“这里还是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饲草料生产科技创新联盟、食品装备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建有农业机械生产
促进中心、农机工业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等省部级创新及服务平台20多个，是我国农
业机械领域的战略策源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品
辐射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

围绕国家需求，中国农机院着力推进智能农
机装备、现代食品加工及粮食收储运、化学肥料和
农药减施增效、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智能机
器人、蓝色粮仓等国家重点领域研发创新；在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化、主导装备产品智能化、薄弱环节
机械化作业装备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有力推动
了行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走向信息化、智能化

农业装备信息化、智能化是助推现代农业生
产的重要突破口。为此，中国农机院提升原始创

新能力和水平，突破了一批农业装备信息化、智能
化关键核心技术。

方宪法介绍，如土壤植物和动植物对象信息
感知与跟踪技术、环境信息实时监测、农作物生产
过程监测与水肥药精量控制施用、农机装备远程
智能化测控等核心技术，推进了农机农艺信息融
合发展，为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械化技术体系奠
定了基础。

为解决在线检测难题，他们还研发出土壤养
分信息探测技术，可以实现基于处方图的精细施
肥；为实现杂草、病虫害、养分等快速实时感知，植
物信息探测技术应运而生；机器作业参数测控技
术则实现对农机具工况、耕种管收作业质量以及
隐形火灾、人畜识别等监控，提升了农机性能和质
量；而农机智能控制系统可支撑耕、种、管、收智能
作业，实现农业精细生产向智能生产、无人农场发
展；暗管排盐技术、大型开沟铺管技术及装备，可
实现开沟、埋管、裹砂、敷土一次完成，具备激光高
程控制功能，已经支撑2亿多亩可利用盐碱地改
造，助力“藏粮于地”。

目前，他们研发的农机信息化监控技术已在
吉林、山东、江西等地实现大面积推广应用，服务
合作社22450个，服务农村居民20余万人次，有
力推进了“互联网+”农机的发展。

推动全程全面机械化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
大主要农作物的耕种收机械化水平已超过
80%。然而，其余农作物特别是经济作物弱项比
较多，如马铃薯、棉花、油菜等作物机械化率只有
30%左右；甘蔗机械化率更低，仅3%左右。农业
生产要实现全程全面机械化仍有不少短板。

“针对这些短板弱项，我们创制了一批高性能
智能农机装备，在精量播种、变量施肥、节水灌溉、
高效收获等装备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形成了适应
不同生产规模的玉米、棉花、甘蔗、马铃薯、饲草等
全程作业装备配套体系。”方宪法告诉记者。

以采棉机研发为例，我国成功实现了关键零
部件自主化，推进进口替代，引领我国采棉机技术
进步。对于玉米收获机的研发，则实现了穗茎兼
收、种穗低损收获、籽粒直收、青贮高效收获等全
价值收获，解决了高含水率籽粒收获国际性难
题。为助力东北黑土地保护，他们还研发了以大
型免耕播种施肥机技术为引领的系列免耕播种施
肥机，实现了保护性耕作。

此外，大型喷灌机组可实现高效节水灌溉，助

力旱作农业绿色发展；超高地隙喷杆喷雾机满足
玉米等高秆作物植保，助力农业病虫害防控，“虫
口夺粮”保稳产；谷物联合收割机研发集成了北斗
定位导航、在线测产等智能化技术，可与世界主流
技术比肩……一项项科技突破在这里诞生。

对于薄弱环节作业装备，他们同样成果不断，
推动农业机械化全面发展。比如，全自动高速移
栽机可实现自动分苗取苗、精确送苗、直立栽插、
起垄覆膜，已应用于蔬菜种植，提升蔬菜机械化水
平。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实现了“小土豆
大产业”提质增效，助力脱贫攻坚。此外，种子小
区播种机、玉米去雄机、无人机授粉、高品质加工
装备等支撑我国种业自主化；饲草全程机械化生
产、水产养殖及智能化加工等，支撑了养殖机械化
发展；棉花、果蔬、茶叶等高效生产加工装备，助力
果蔬茶产业提质增效……

打造一流科技创新平台

“十四五”期间，中国农机院将在哪些领域发
力，助力我国农业科技与农业装备再上新台阶？

“我们将瞄准国家战略需求、产业急需、技术
前沿，以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
型升级为主线，以关键核心技术及系统自主创新
为核心，统筹‘补短板、攻核心、强智能’，发展新一
代智能农业装备技术、产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产品，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方宪法告诉记者，他们还将采用开放、共
享、无边界的灵活性方式，开展以智能化、绿色化、
可持续发展为引领的技术、装备、系统联合研究，
打造具有一流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

具体来看，在关键核心技术及零部件攻关方
面，中国农机院将大力发展主要经济作物收获机
械、秸秆收获机械、精量播种施肥机械、高效植保
机械、适应宜机化农田整治和土壤改良装备等特
色智能农机装备；培育农机作业监管、北斗监控、
智能检测新技术产品以及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智慧农业等解决方案；布局农业传感器、农业机器
人、农机物联网、农机新材料等战略前沿技术产品
的研发。“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造
具备一定规模的高端装备产业。”方宪法说。

未来，中国农机院还将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及
产业基础研究，围绕智能装备、智能制造、智慧服
务等趋势及需求，持续开展绿色农业机械化技术、
高效绿色种养设施及装备、智能农业装备等方向
的应用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持续为我国实现
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跨越贡献更大力量。

熬夜之后会睡得更香？影响睡眠质量的
关键是什么？日前，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科
学》杂志发表相关研究论文，揭示新发现——
基底前脑区的谷氨酸能神经元，在睡眠稳态
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探索睡眠障碍
的相关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该研究由中国
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
经科学研究所）、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等研究组合作完成。

睡眠在动物界普遍存在，人类生命约有
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但睡眠如何被调节
目前尚不清楚。经典睡眠调控模型认为，睡
眠调节分为两个方面，昼夜节律与睡眠稳态。

其中，昼夜节律通过内在生物钟控制一
天中睡眠觉醒的时间。睡眠稳态主要由睡眠
压力调控，以控制机体获得一定睡眠量：随着
清醒时间延长，睡眠压力逐渐增加；随着睡眠
进行，睡眠压力被逐渐清除。睡眠稳态调节

系统会在睡眠受干扰时发挥作用，例如：熬夜
之后睡得更香且时间更长。

目前，主流理论认为腺苷参与到睡眠稳
态调节过程中，其在清醒状态下的积累导致
产生了“困意”。而咖啡主要成分咖啡因可通
过阻断腺苷与其受体结合，进而达到促进清
醒的效果。

“基底前脑被认为是腺苷参与睡眠稳态
调控的重要脑区，研究表明，该区域的局部神
经环路参与到对睡眠觉醒的调控中。然而，
神经元活动调控腺苷释放的机制目前仍不清
楚。这限制了人们对睡眠觉醒调控机制的深
入解析。”研究人员表示。

为实现在睡眠觉醒周期中，对基底前脑
区胞外腺苷浓度高时空分辨率的检测，研究
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型遗传编码腺苷探针。基
于其高时间分辨率，研究人员发现，基底前脑
区谷氨酸能神经元的活动在促进机体清醒的

同时，可以通过刺激腺苷释放而引起睡眠压
力增加，导致觉醒到睡眠的转换。特意损毁
这些神经元可以显著降低腺苷积累，导致清
醒时间大幅度延长。“以上结果表明，基底前
脑区谷氨酸能神经元是调控睡眠压力的一个
关键节点，可能成为治疗睡眠障碍的一个潜
在靶点。”研究团队说。

让研究者们意外的是，维持与促进我们
觉醒的神经元与导致睡眠压力增加的神经元
可能是同一群神经元。它们在促进机体清醒
的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通过刺激
腺苷释放而导致睡眠压力增加。

“睡眠调控神经机制非常复杂，我们计划
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上述调控
机制的普适性。”在研究团队看来，这有助于
最终揭开“我们为什么需要睡眠”这一睡眠领
域终极问题的答案，最终为睡眠相关疾病治
疗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农机院研发的青饲料高效能收获技术及装备可以高效收获、降低损失，实现作物全价值利用。 （资料图片）

中国农机院自主研制的采棉机可高效完成采棉作业。 （资料图片）

在今年汛情最为严重时，有一个问题曾引起热烈讨
论。“都2020年了，抗洪为什么还要手抱肩扛堆沙包，而不
是采用机械化作业呢？”不少参与过抗洪抢险的一线人员，
也说出了自己的亲身感受。

回答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路况好
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方便直接机械化作业的大堤通常比
较坚固，不易发生险情。出现问题的多为泥石垒筑的堤坝，
这些地方经过暴雨洪水冲刷浸泡后，不适宜施工机械作业；
其次，一旦出现险情，堆沙包是最为快捷有效的方法，可就
地取材、立即开工，将问题及早化小、化了；再次，手抱肩扛
堆沙包这种最原始的抗洪抢险模式，热火朝天、振奋人心，
具有一种特殊感染力、震撼力、带动力，有利于激发精神斗
志与鼓舞人心士气，是可行且必要的。

其实，不论是精准预判、实时监控等新办法，还是扛沙
包抵御洪水的老办法，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危
急关头，务实管用，能够化险为夷就是好办法——因为抗洪
这件事，确实很难。

抗洪之难，难在洪水“喜怒无常”。面对来势凶猛、瞬息
万变的洪水，它从哪来往哪去，啥时来啥时走，人们很难精
准预测。比如，1998年特大洪灾，本来雨带已经北抬，却又
折返长江中下游，导致暴雨持续时间超长，洪水久久不退，
险情不断。

抗洪之难，难在洪水的巨大破坏力。滔滔洪水，惊涛骇
浪，所过之处，荡然无存。1998年特大洪灾中，九江决堤，
洪水如猛兽一般奔涌而出，战士们将满载石块的卡车推入
决口，卡车瞬间消失在洪流之中。最终，他们动用了数艘上
千吨重沉船，历时7天7夜，才成功封堵住决口。险情无处
不在，无时不有。今年7月17日，湖北恩施清江水位急剧上
升，洪水一度漫过河堤，淹进居民区。

抗洪之难，难在洪水的“坚韧不拔”。小小水滴经过日
积月累，都可形成穿石的力量，何况大江大河对堤坝、工程
长年的冲刷侵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进技术是预防洪灾的“千
里眼、顺风耳”。当前，全国已建立 11 万多处水文报汛站
点，覆盖具有防洪任务的5000多条中小河流，洪水预报准
确度和精度均有了很大提升。水库堤坝则是抵抗洪水的

“铜墙铁壁”。目前，我国有5级以上防汛防洪堤防30多万
公里，水库9.8万多座，还有10万多座闸坝。这些都是抵御
洪灾的“尖兵利器”。

总之，面对强大而恐怖的洪水，我们要主动出击，想尽
一切办法、动用一切手段，去预防它、抵御它、管理它，将洪
水对人类的伤害降到最低。

在浙江桐乡市庆丰南路作业现场，只见国家电网桐乡
市供电公司安全督查工作人员俞隘伟拿出手机，对着“配网
作业安全码”扫一扫，短短几秒钟，施工人员姓名、工龄、工
种、身份证信息、违章情况便了如指掌。这个神秘二维码正
是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在浙江首创研发的微信小程序——配
网作业安全码。

据悉，这一安全码是以违章历史、技能等级、工程车况
等数据信息为基础，动态记录施工作业人员与作业车辆安
全状态的个体专属二维码，分为绿、黄、红3种颜色，作为施
工现场准入凭证，实现一次申报、全市通用、从业终身跟随。

具体如何识别？国网嘉兴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安全码”的生成由安全与技能综合评分得出。其中，安全
占比80%、技能占比20%，原始分均为100分。如果出现
违章、考试成绩不达标等情况，将会扣分。绿码为综合评分
大于92分，表示作业历史安全性高、技能过关，可正常作
业；黄码为综合评分在80分至92分之间，表示作业历史有
风险、技能有欠缺，负责人将根据以往违章情况作出预警及
加强监督指导；红码为综合评分低于80分，表示作业风险
较大，一旦发现将立即停止该人员工作，查明违章情况，并
安排参加安全培训、考试等，直至转为“黄码”“绿码”方可恢
复工作。

除现场扫一扫督查外，平时只要打开手机搜一搜“安全
码”，就能看到该公司当日全部施工现场数量、人员数量、今
年以来的违章信息等。如今，“安全码”已在桐乡全面应用，
实现“施工人员主动展示”“现场人员扫码获知”的信息双向
互通。

国网嘉兴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还将充分挖
掘“安全码”数据价值，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完善数据保护措
施，通过技术手段和创新思维提速“数字新基建”，服务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

扫一扫，
配网作业安全管控更高效

本报记者 沈 慧

科技助力供电服务。图为市民在青海西宁城西区国网
供电营业厅通过智能客服机器人查询电费。（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