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白莲

1978 年出生的黄平平，是自治区雷达技
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内蒙古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黄平平是山东海阳人。在中科院读博
期间，他曾参与过国家多颗合成孔径雷达遥
感卫星的研制任务。

2010 年，黄平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
学位，中科院向他敞开了怀抱。留还是不
留？几乎没有太大的挣扎，黄平平听从内心
的选择，来到内蒙古工业大学。

凭着满腔热情和执着坚韧的科研精神，
黄平平开创了自治区雷达技术研究与应用
的先河，仅用 9 年时间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科研平台体系。2014 年，他成立了校雷达技
术研究所；2015 年，自治区雷达技术与应用
重点实验室获批。

黄平平团队目前有教师 15 人、研究生
60 余人，先后获得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
队、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和全国“工人先锋
号”等多项荣誉称号。

团队本着“立足服务于自治区，结合国
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承担国家级雷达重大
科研项目，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国内一流雷

达科研团队”的发展定位，围绕自治区雷达
“学科建设、平台打造、产业创业”，黄平平带
领团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面向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探索雷达技术
装备发展之路

针对自治区露天矿区的重大安全隐患，
黄平平牵头开展了露天矿山边坡安全监测
雷达研究，突破了雷达系统设计与数据处理
等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的地基微变监测雷达系统。

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多个
省份的露天矿山，开展了大量野外连续观测
实验，有时在现场一待就是 1 个多月，并在国
家多次重大地质灾害救援和企业安全生产
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国家有关部门
和用户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团队的综合能力和成果的先进性引起了
国内多家大型行业公司的高度关注，纷纷来
校洽谈成果转化事宜。本着为自治区打造第
一家雷达高新技术装备企业和形成实质性的
校企长期合作模式，实现新技术研发、人才培
养、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初衷，黄平平提出了

“可以降低成果转化价格，但受让企业须在呼
和浩特本地成立公司”的转化条件。

2017 年 5 月，受让企业注册成立内蒙古

方向图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呼和浩特市国家
大学科技园区。目前，该公司已成功实现了
第一代微变监测雷达的批量生产和销售、第
二代产品定型和第三代多款产品的设计。并
通过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
的测试与精度验证，在福建、四川和内蒙古等
全国多个地区的大坝、地质灾害点、露天矿山
等实现应用，获得用户的一致好评。

立足自治区生态监测等需求，系统性开
展雷达遥感技术研究

“合成孔径雷达（简称 SAR）不受光照和
气候条件等的影响，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观
测优势，同时具有一定的穿透能力，能够发
现隐藏在植被或地表下的目标，在地形测
绘、灾害评估、海洋应用、农林监测和地质勘
探等民用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在军事领
域更是具有独特优势。”黄平平说。

为了更好地开展雷达遥感草原监测技
术和示范应用研究，团队成员几乎走遍了内
蒙古草原，完成了大量实地实验及数据采集
工作，验证了雷达遥感的应用潜力，取得了
多个创新性成果，为草原生态遥感监测提供
了新手段、新方法。

同时，团队还开展了黄河冰凌监测、草
原积雪制图与厚度反演、地面沉降监测等定

量雷达遥感研究。为了获取与遥感卫星过境
观测时同步的地面数据，团队成员有时需要
通宵达旦值守在被观测区域，付出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并配合自治区有关部
门开展了业务化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
生态效益。相关研究成果获内蒙古自治区科
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环境遥感应用突出贡献
奖等多项奖励。目前，自治区草原雷达遥感
监测技术研究水平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积极响应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持
续开展新体制雷达研究

黄平平团队身在草原、心系国防，参与了
某新体制卫星的仿真论证工作，是自治区高
校第一次进入国家成像雷达卫星研究体系。

围绕 SAR 成像中高分辨率和宽测绘带
之间相互矛盾的这一突出难题，团队从多个
方面开展关键理论与方法研究，提出系列高
分辨率宽幅成像算法，发表在 SAR 信号处理
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上；其理论体系形成专著
1 本，列入国防电子信息技术从书；多项成果
在多个国家级科研单位的星载/机载 SAR 系
统中得到验证和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团队
因此获得了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IET
国际会议优秀论文奖等奖励。目前，团队还
承研了多项装备预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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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王鑫方

日本多家技术企业现阶段联合研制一
种“虚拟保安”，希望明年投入使用。

据报道，“虚拟保安”外观是一面一人
多高的镜子，镜中可出现一名英姿飒爽的
男性或女性保安形象，经由 5G 技术与监
控室联系。按设计，它不仅安装面部和声
音识别软件，以判断来客是否获批准通过，
还能扫描来客携带的可见物品，检测内部
是否含违禁或可疑物。一旦有人戴头盔或
其他物品遮掩面部靠近，它会发出指令，要
求来人露出面部，否则将向监控室发出信
号，叫来真正的保安。

这名“虚拟保安”还能客串前台，回答
来客一些简单问题，同时依据来客身高调
整自己姿势，确保与他们交流时视线与对
方齐平。遇到儿童，它还会半跪着，避免吓
着孩子。如果遇到来客突发疾病需要急
救，它会立即发送急救信号叫人救助。

和人类保安一样，“虚拟保安”上岗前
也需要培训。目前研制工作尚未结束。

“虚拟保安”
将上岗

□陈宇

不要小看蜜蜂！澳大利亚和法国研究
人员合作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蜜蜂不仅是
勤劳的象征，还可以做基本的加减法。这
项发现扩展了人们对大脑大小和智力之间
关系的理解，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尤其
在提高快速学习能力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很多动物可以理解数量的多少，但是
做加减法需要更高级的大脑认知能力。参
与研究的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副
教授阿德里安·戴尔解释说，做加减运算至
少需要两个层次的认知能力。“首先要用长
期记忆来记住加减法规则，同时还要用短
期记忆对给定数字进行处理”。

实验中，研究人员训练蜜蜂将颜色与加
减的含义联系起来。在一个“Y”形迷宫入口
处，研究人员向蜜蜂展示一组图形，数量在5
个以内，颜色全部是蓝色或黄色，蓝色代表

“加1”，而黄色代表“减1”。然后让蜜蜂飞进
迷宫内的“决策屋”，“决策屋”左右两个分叉
通道里也各有一组图形，其颜色与入口处相
同，但图形数量多1个或少1个。

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让蜜蜂理解蓝色或
黄色的含义。比如，如果蜜蜂在入口处看
到蓝色图形，就选择图形数量多 1 个的分
叉通道，这就意味着蜜蜂理解蓝色代表“加
1”。如果做对算术题，蜜蜂会得到糖水奖
励，而做错会尝到苦涩的奎宁溶液。开始
时蜜蜂总是随机选择，但是完成 100 次训
练后，它们选对的正确率可以达到 63%至
72%，远好于随机猜测的结果。

“我们的发现意味着，高级数字认知能
力可能比此前认为的更广泛存在于人类以
外的动物中。”戴尔说。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
志上。研究人员认为，既然蜜蜂的微型大
脑都能做加减运算，那么这预示未来可以
通过更有效的方式将长期记忆与短期记忆
结合到一起，运用到人工智能设计中，使其
更快速地学习并解决问题。

蜜蜂
也能做算术

神奇世界

用用““千里眼千里眼””守护苍茫草原守护苍茫草原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5 月 6 日，立夏，内蒙古科协党组书记麻
魁一行，带着执着的扶贫责任和热情，在一
年多的时间里第四次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
到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乌敦嘎查，开展一
系列精准扶贫工作，并赴部分旗县市指导科
协工作。

5 月 6 日至 7 日，麻魁一行深入乌敦苗
木繁育基地、肉牛养殖基地、果树栽植户、
农牧民培训中心等扶贫工作重要领域，走
访慰问重点贫困户，并为乌敦嘎查养殖技
术服务站、苗木和肉牛繁育科普示范基地
揭了匾。

扶志、扶智，探索造血扶贫和可持续脱
贫始终是内蒙古科协帮扶的着力点。年初

以来，内蒙古科协聘请 8 名区盟旗各类专家为
乌敦农牧民开展科技培训，受益群众近千人
次。同时，安排索伦镇干部参加区科协在北
京举办的专题培训班，助力提高镇干部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能力水平。

索伦乌敦——这个大兴安岭南麓的北方
药都、生态屏障、旅游小镇，自 2011 年以来，
内蒙古科协为其共争取项目和各类资金达
1000 余万元。村屯道路、危房改造、村部建
设、小广场、苗木基地、养殖场等乌敦帮扶项
目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干部群众思想解放、
认识统一、步调一致、能力提升，硬软件不断
改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全面小康建设正
卓有成效、扎实推进中！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立夏下基层 帮扶再深入科普在线

从中科院到内蒙古，从 1 个人到 1 支团
队，从零起点到国内领先，黄平平面临的艰
辛和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雷达遥感是难度大、理论水平高、应用
前景广阔的科学技术。黄平平的团队年富
力强，他们学历层次高、理论功底扎实、实
践动手能力强、眼界开阔，加之潜心研究、
刻苦钻研，对基础研究、产学研用方面进行

积极探索，在学校教学科研、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依托自治区
天然的资源禀赋，黄平平团队发展了 SAR 数
据草原土壤湿度反演和沙漠化监测方法，实
现了雷达遥感对草原生态监测的应用，大大
提升了草原生态遥感监测的技术能力和水
平，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团
队开拓了草原、沙漠、黄河冰凌等多个领域
的环境遥感监测，成为从空中俯瞰大地、感
知相关信息的“千里眼”，让以往费时、费事、
费力的人工测量成为历史。

黄平平告诉记者，SAR 微波遥感如同人
眼观物，面积和精准度不能同时兼顾，而他们
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大范围内实

现二者的兼容。
现在，随着自治区科研工作者的努力，雷

达遥感技术已经不再遥远，不再神秘，它的广
泛应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相
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雷达遥感技术
一定会将我们视觉、听觉、触觉的感知能力无
限延伸，让人类看得更远、听得更远、走得更
远。

近年来，中国民用无人机制造快速发展，
在空中摄影、农林植保、灾害救援、快递投送、
艺术表演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正成为中国

“智”造的一张靓丽名片。
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无人机产业迅速崛起。无
人机无需飞行员，不存在人体生理限制和健
康损伤问题，同时具有机动灵活、快速反应、
搭载多类传感器、影像实时传输等优点，能在
3D 环境下执行任务。近年来，无人机不仅在
军用领域广泛应用，更在民用领域凸显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中国国内民用无人机产量达到
290 万架，同比增长 67%。中国民用无人机
研制单位、生产企业不断增加，其中以大疆、
一电、派诺特等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民用
无人机的种类逐渐丰富，包括旋翼无人机、固
定翼无人机、飞艇无人机等。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与价格持续亲民
化，如今，在电商平台，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
求购买民用无人机，其价格在数千到数万元
不等。

中国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并不局限在国
内。近年来，由于工业产业链的成熟以及无
人机技术的发展，中国从单纯的生产加工制
造转向自主研发，在民用无人机制造方面处
于世界前列，保持着竞争优势。海关数据显
示，2017 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无人机 80.5
亿元，比 2016 年同期增长 96.4%。

无人机在全球的发展也如火如荼。《无
人机系统发展白皮书（2018）》显示，当前全
球无人机系统产业投资规模比 20 年前增长
了 30 倍，预计未来 10 年，全球无人机系统领
域产值年均增速将保持 20%以上，带动万亿
美元级的产业配套拓展和创新服务市场。

随着无人机研制、生产成本的不断降
低，其应用范围日益广阔。目前，在中国乃

至世界各地，诸多领域已显现出“无人机+行
业应用”的蓬勃发展势头。

航拍是目前民用无人机被广泛应用的领
域。国内主流的民用无人机厂商有 42.8%是
从事专业航拍的无人机厂商。通过搭载高清
摄像头，遥控无人机飞行路线，能拍摄到各种
视角独特、风景优美的画面。如今，这一方式
受到各类媒体、企业和广大年轻人的欢迎。

2018 年 5 月 29 日，外卖平台饿了么在上
海宣布获准开辟中国第一批无人机及时配送
航线，将送餐无人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今
年 2 月 21 日，京东集团与日本乐天株式会社
就无人配送达成合作协议，将为日本乐天提
供末端配送无人机、配送机器人等智能物流
设备及其配套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无人机配
送将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无人机在农林植保、电力及石
油管线巡查、应急通信、气象监视、农林作业、
海洋水文监测、矿产勘探等领域发挥出良好

的技术效果和经济效益。2017 年，中国农林
植保无人机数量达到 1.2 万架，为农林植物保
护作业提供了极大便利。无人机具有作业效
率高、全地形作业能力和节水省药等优势，能
实现低空低量施药，喷洒药剂、种子、粉剂
等。无论与手工喷洒还是载人飞机喷洒相
比，植保无人机都具有独特优势。

毫无疑问，未来，无人机将化身千里眼、救
生员、快递员等各种角色，走进人们的生活中。

由于无人机的经济性、安全性、易操作性，
很多民用领域对无人机有着旺盛的需求。业内
人士认为，无人机的热潮将持续上升，功能越来
越多元化、目标群体越来越细化是其发展方
向。不论是物流快递、农林植保，还是新闻报道
等行业场景，目前都处于探索和小范围使用阶
段。许多领域的无人机应用尚未成熟，需要加
快科技研究的步伐，结合实际加以应用。同时
也应注意无人机的管理与规范，防止无人机扰
航、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发生。 (何欣禹)

无人机飞进美好生活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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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上高大上””。。然而然而，，有这么一群年轻人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用不到他们用不到 1010 年的时间年的时间，，让内蒙古实现了雷让内蒙古实现了雷
达技术领域从无到有达技术领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质的飞跃从有到优质的飞跃。。这群优秀的年轻人就是黄平平教授带这群优秀的年轻人就是黄平平教授带
领的内蒙古工业大学雷达技术与微波遥感应用研究团队领的内蒙古工业大学雷达技术与微波遥感应用研究团队。。

壮美 70 智“惠”草原

黄平平（中）与他的团队成员。

智慧时代

随着无人机研制、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
其应用范围日益广阔。
目前，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
诸多领域已显现出

“无人机+行业应用”的蓬勃发展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