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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制造科学代表近代科学综合化
的发展趋势，是产品创新的源泉。”11
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机械制造工
艺协会、江苏省机械工程学会、江苏
省人工智能学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智能装备与机器
人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华
中科技大学教授丁汉聚焦智能制造
中的机器人技术，他表示，未来大型
复杂构件将走向机器人化制造。

丁汉说，基于科学的制造可以
归纳为三类——基于物质科学的制
造、基于信息科学的制造和基于生
命科学的制造。基于信息科学的制
造，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制造，
迅速降低了制造成本，提高了性能
速度，即我们所谓的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可以简单概括为
‘ 数 字 制 造 + 机 器 人 + 人 工 智
能+⋯⋯’，数字制造是基础，机器
人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工
智能是智慧。”丁汉表示，智能制造
是通过人和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
扩大延伸和部分取代人类专家在制
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提高制造装
备和系统的适应性和自治性，“走向
智能制造的过程还是漫长的。”

“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是机器
人，机器人是智能制造的‘四肢’。”
丁汉表示，智能制造的最后核心目
标是走向人机共融。“总体来说，国
产机器人目前还面临着不少挑战，
一方面高端缺乏，缺乏高速高精高
可靠的机器人，难以形成产业集群
和规模效应；二是核心零部件滞后，
缺乏领先的自主创新技术及产品；
三是低端过剩，盲目生产出来的机
器人只能聚集在中低端应用领域进
行价格竞争。”丁汉说。

丁汉指出，要做好智能制造，我
们要关注三个核心技术，也是工业互
联网的三要素——传感器技术、大数
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并运用这些技
术解决我们制造业当中的难点问题。

“当前加工模式面临的挑战包
括两机叶片、飞机复材蒙皮、大型卫
星舱体、机器人触觉感知等。”丁汉
说，国家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对大型
复杂构件方面有重大的需求，“到
2030 年 ，干 线/支 线 客 机 需 求 超
3000 架，每年有超过 200 个卫星
舱体需求⋯⋯”目前，我国 90%以
上的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叶片

（两机叶片）仍然为人工磨抛，卫星
舱体还采用分体离线的加工模式，
需要多次调整试凑，效率低，加工精
度差。而机器人触觉感知则是国内
外面临的普遍难题，类似人体皮肤
的柔性和可拉伸性是重要挑战，多
模态感知是主要技术瓶颈。

“大型复杂构建的制造技术面
临变革，未来将从传统模式转向多
机器人协同自律加工。”丁汉表示，
现在传统主流加工模式是人工辅以
大型专用机床，但人工作业效率低
下，且质量保障困难；专用机床造价
昂贵，且柔性不足，这种“铁打的机
床，流水的工件”模式，未来应转向

“铁打的工件，流水的机床”，实现多
机器人协同自律加工——“单个机
器人是‘能工巧匠’，机器人群体是

‘合作无间’，随着单个机器人感知
能力的提升，以及机器人集群数量
和形式的增加，大型复杂构件将走
向机器人化制造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杨频萍

丁汉院士谈共融机器人

单个是能工巧匠

群体可合作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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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骨髓精准移植“苏州模式”的
开创者，从医 40 载，扎根临床，聚焦科
研；他是病患口中的“吴爸爸”，用精湛
的技术和亲人般的关怀挽救生命。

日前，《科技周刊》记者对话 2020
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获得者、苏州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吴德沛。
如今，年过花甲的吴德沛仍然坚持奋战
在科研、医疗、育人的第一线。

学习与创新，从法国方案到
“苏州模式”

“医院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从小
就对这里充满探索的欲望。”吴德沛是
恢复高考以后的首届大学生。初入苏
州医学院(2000 年苏州医学院并入苏
州大学)校门的吴德沛，这才知道血液
学科是学校的重点学科，有许多知名教
授。20岁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
学习，将来毕业就到附属医院工作。

临床医学专业学习任务重，但吴德
沛以优异成绩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当时
的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科。“毕
业分配时，我选择了到临床一线去工作
积累经验，接触到每一个活生生的病人
才有价值。”吴德沛一边在医院工作一
边继续攻读硕士、博士。

1992 年 8 月，吴德沛被医院派往
法国南特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进修。
一报到，他就被分配到了病房一线担
当床位医生，当看到对方拥有先进的
净化舱、全自动输液设备时，深受震
撼。“当时，我们医院血液科是国内最
好的单位之一，却只有两个净化舱。
这里病人全都用深静脉导管注射，我
们还要靠一针一针地打。因为这里输
血支持好，法国病人脸色红润。”吴德
沛是医院血液科唯一的一位中国大
夫，他决定要把先进的血液病诊治“法
国方案”带回祖国。

为此，他废寝忘食，勤奋学习。3
个月后，吴德沛基本能用法语与医护人
员及患者交流。半年之后，从独立管理

一个床位，发展到独立管理六个床位。
“我当时吃住在医院，24 小时随叫随
到，对每个骨髓移植病人病程、治疗方
法都认真记录在案，并对法国先进的科
室管理也格外关注。”吴德沛回忆说。

20个月后，吴德沛自信满满回国，
他的行李箱大半都是复印资料和笔记
本。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科学有序
的临床工作实践，为他今后的医学之
路打下扎实的医研基础。他并不满足
于将法国方案带到国内，不断优化移植
关键环节，陆续攻克排异、复发、感染等
多个技术难关，建立移植相关出凝血的
关键技术。

2001年 6 月 13 日，吴德沛带领苏
大附一院血液科成功实施了江苏省首例
非血缘骨髓移植术，来自台湾的骨髓成
功拯救了江苏姑娘陈霞的生命。他说，
这次生命接力掀开了骨髓移植的神秘面
纱，促进了江苏省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
的蓬勃发展，迅速推动了中华骨髓库的
扩容建设，给无数白血病患者带来希望。

白血病患者往往将最后的希望放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上，但移植后复发率
高达 30%，对患者和家属来说无疑是
巨大的打击。吴德沛结合传统治疗方
案，系统性地改良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技
术，形成了“精准移植”的苏州模式，这
项独特的苏州移植技术体系，包括双重
移植的建立，并发症防治网络和移植后
复发新疗法的建立。经研究确认，在该
团队原创的一系列治疗技术下，造血干
细胞移植总存活率比欧洲高了11%。

做医学科学家，要从失败中
发现科研突破口

在很多人看来，吴德沛在科研方面
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能从细微之处发现
新的突破口，这是一般的科研人员望尘
莫及的。“要当一名好医生，就必须是一
名医学科学家，要把临床的经验思考、
总结、提炼出来。”吴德沛说。

2002 年，吴德沛团队遇到一名急
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者，这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白血病。当时这名患者在移植
后的第 15 天病情全面复发，大家都只
是看到了病人治疗失败十分沮丧，但吴
德沛却从这次的失败联想到科研上。

“我们实验室在尝试培养单核细胞
白血病的细胞株和动物模型，因为这种
白血病类型非常凶险，我们希望建立细
胞株和动物模型，便于实验室通过 M5
型细胞株来做全面研究，但是当时整个
中国还没有成功培养出这样的细胞
株。”吴德沛想到，这名患者的病情非常
凶猛，细胞的增殖能力强恰巧是符合细

胞株需要的特性，虽然移植失败了，但
是否可以提取细胞来做细胞株的培养
呢？

事实证明，就是利用这次提取的细
胞，成功培养出了国内第一株单核细胞
白血病细胞。“而这一株单核细胞白血
病细胞对后来单核细胞白血病的临床
和实验室研究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吴德沛说，如果当时没有再深耕下去，
实验室或许就不会得到这么好的细胞
来源，或许无法培育出来，也或许要耗
费更久的时间。

在科研道路上，吴德沛是一个不惧
怕失败的人。近年来，苏大附儿院在儿
童血液病的治疗上也取得了不菲的成
绩，这也离不开吴德沛的指导和帮助。
较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和骨髓移植，脐带
血移植重建慢、移植早期并发症多，如
果没有移植经验，早期死亡率会很高，
因此医院一直不敢触碰脐带血移植。
吴德沛知道大家想法后说：“有我在，你
们怕什么？”他说，脐带血移植一旦超过
百天，晚期并发症远比骨髓和外周血干
细胞移植少，特别是慢性广泛性排异反
应的发生率低，对患儿的生活质量会有
非常好的帮助，即使有困难，也要加快
发展这项技术。

在吴德沛的指导下，苏大附儿院的
脐带血移植越做越大，病人越来越多。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以前
被称为“白血病前期”，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种病的发病机制不清楚，治疗没有规
范性，在终末期发展为白血病时情况更
糟，也更凶险。吴德沛带领团队在全国
组织开展了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建
立 MDS 诊疗策略，制订了首个中国人
群 MDS 去甲基化药物的推荐治疗方
案。“这让国内医生面对这种难缠棘手
病时有了切实有效的科学依据。”吴德
沛说，规范诊疗是疾病疗效的基础，团
队编写了中国第一个《MDS 诊断与治
疗专家共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MDS
标准的诊疗方案。

站在巨人肩膀上，科研需要
一代代人接续努力

2015 年 6 月 16 日，吴德沛团队荣
获 2015 年法国圣安东尼-EBMT 成就
奖。吴德沛想起了当年自己在法国求学
的经历，“以前参加国际会议，我们是坐
在观众席的旁听者，但现在，我们的技术
和水平与国际接轨，我们的医生走上讲
台，让世界分享我们的成果与经验。”

2016 年和 2019 年，吴德沛团队
连续两度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个团队能够在三年时间内两度获得

如此高的国家荣誉，并不容易。在吴德
沛看来，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厚积
薄发的结果。

从 20 世纪 50 年代陈悦书教授创
建血液科开始，阮长耿院士于 1981 年
在苏州医学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血栓
与止血研究室，把学科的发展推到一个
新高度。1988 年，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成立，到现在建所32年了。吴德沛说，
血液学科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进步
的过程，很多专家一起努力，凝练出了

“出凝血疾病”“恶性血液病”和“造血干
细胞移植”等研究方向。

如今，苏大附一院血液科每年的出
院病人数量高达12000人。去年，医院
正式获批成为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这是我国首次在血液病领
域设立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吴德沛
说，一个新的国家级平台，对于血液学科
团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0 月，血液科新病房（血液 ICU/
生物净化病房）正式启用，为国内规模
最大的血液ICU。病房的建成启用是顺
应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应用的重大
需求而建立。”吴德沛介绍说，新启用
的病房床位总数29张，包括血液ICU病
房14张、血液净化病房15张，可供疑难
危重血液病患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
者接受含全环境保护在内的全方位治
疗和护理需求，提高救治成功率。

在患者的眼里，吴德沛仿佛无所不
能，似乎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奇魔力。然
而作为一个学科的“掌舵人”，吴德沛需
要考虑的就更多了。“能争取到国家级
平台并不容易，而建设好这个平台更需
要不断地吸引顶尖人才、加强学科建
设。”他坦言，要和北上广的大医院去比
拼，更需要不断加大投入，聚焦血液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整合全国血液病临床
资源，制定战略规划，实施区域协作，产
生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我国血液
病临床研究水平的提升。

“科研工作，需要接续努力。一定
要鼓励、支持、引导学科的梯队建设，要
让年轻人、能干的人多挑担子、多做事
情，在临床实践和科研工作中迅速成
长。”如今，吴德沛指导的毕业生中，数
十位已成长为科学前沿领军人物，作为
国家级血液专科医师进修基地主任，培
养了全国 80%的血液遗传学诊断人
员。他坚信，只要一代一代人不断努
力，随着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的不
断深入，血液病的诊疗技术水平也会得
到大幅提升，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为
血液病患者带来更多福音。

本报记者 王 拓

吴德沛团队开创骨髓精准移植“苏州模式”

造血干细胞移植存活率高于欧洲

“一尘不染”，这是记者进入南京工
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仲兆祥办公室的
第一印象，其实，“一尘不染”更像是这
位科研学者 13年来的坚守：用“气体净
化膜”还世界“一片蓝天”。

在工业化生产中，气体净化膜可以
用于烟气除尘、粉体回收、气固相反应
等过程，帮助企业实现低排放和资源
回收利用，在化工与石油化工、冶金、
能源等工业以及环保领域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此前制约膜技术在气体净化
领域应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膜
透气速率低，二是吸附污染严重。”仲
兆祥和团队成员研发的空气净化膜不
仅破解了上述难题，还将这一技术规
模化应用在了燃煤锅炉、生物质锅炉、
废弃物焚烧等烟气净化，催化剂、钛白
粉、染料等高附加值超细粉体产品回
收领域，“在民用领域，我们还做了空
气净化器和防疫口罩。”

说到这张“神奇的膜”，南京工业
大学的师生并不陌生。今年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一度造成物资短缺，“一罩难
求”之下，仲兆祥和团队发挥专业优势，
利用团队研发的新型过滤材料纳米蛛
网仿生膜，来替代熔喷布，生产出高性能

“膜法口罩”，这种膜无需加静电，过滤效
率可达 99%，同时还能水洗和酒精消
毒，有效缓解了市场熔喷布供不应求的
紧张局面。3000万只口罩陆续应用到
上百家企事业单位的生产和生活中，几
千只口罩还翻山越岭、跨越海洋，被捐赠
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意大利膜科学
技术研究所等合作单位。

2007年，博士毕业那时，仲兆祥的
研究领域还在膜反应器领域，后来获得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的他，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会转战到“气体
净化膜”方向。“当时我的导师徐南平院
士和邢卫红教授基于对工业实践的前

瞻性考虑，建议我去做气体净化膜。”一
边是导师的期许，一边是自己热爱的领
域，犹豫些许的仲兆祥毅然接受了建
议，“国家需求大于个人兴趣”成为他的
座右铭，激励着他在气体净化膜这块新
领域摸爬滚打十余年。

“ 粉 尘 都 落 在 脸 上 ”，仲 兆 祥 对
2008 年第一次去北方某钢铁厂的记
忆尤为深刻，“当时国家对企业污染气
体排放的标准较低，企业对污染气体排
放的意识也很薄弱，我们的研究得不到
社会的普遍认可，科研进展也比较缓
慢。”直到 2012 年 PM2.5 事件后，气体
净化膜的研究才迎来了“春天”。

“企业出卷子，我们来回答。”仲兆
祥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需求和社会发展
需要，进一步为研究团队指明了方向，
研究团队以高效气体净化膜材料为核
心开发了高效气体净化膜成套装备。
2017年，新型气体净化膜的设计、制备

和工程应用项目被认定为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其中双疏型膜材料技术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这一技术成果得到了业
内的高度认可，迄今为止，团队已在中
石化、恒逸石化、京博石化等企业建成
了100余项示范工程。

这些年，空气净化膜的研究也让仲
兆祥拿了不少奖，承担了多个项目，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
等奖、中国膜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它们被整齐地摆放在仲兆祥办
公桌对面的橱窗里，“看到科研可以服
务于人民更好的生活需求和国家更高
的发展战略需要，我倍加珍惜这些荣
誉，也更加注重对创新的坚持。”

如今，仲兆祥总是勉励自己的学
生，多跑企业，多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把
理想树立在蔚蓝的“苍穹之上”，把根基
扎根在深厚的“土壤之中”。
本报记者 王梦然 通讯员 朱 琳

仲兆祥：用“膜”技术还世界“一片蓝天”多棱
镜

清算注销公告
徐州市文远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 11月12日经股东会决

议终止营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准备注销，请有关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倪凯军
联系电话：13852081771
地址：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科教创新区学院路1号

徐州市文远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遗失 张铮超身份证，证号：320104198305212410，声明作废。
遗 失 苏 发 达 货 8868 内 河 船 舶 检 验 证 书 簿 封 面 ，识 别 号
CN20091217760，船检登记号2009H2194187，声明作废。
遗失 父：代龙硕，母：海迪，孩子代梓嫣出生证明，性别女，2017年12
月05日出生，出生证号R320446985，声明作废。

公告启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铸明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10月31日，该债权总
额为1,893.33万元,本金为1,400.00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淮安，
该债权由江苏铸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南北热再生环保材料有
限公司、王祖明、干雪芳提供保证担保，以江苏铸明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淮安工业园区枚皋路 7 号工业厂房及土地设置抵押担
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
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
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个工作
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
人：陈啸飞、吕越，联系电话：025-52680853、025-52680919，电子
邮件：chenxiaofei@cinda.com.cn、lvyue1@cinda.com.cn。分公
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润澳花园

大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10月31日，该债权
总额为28711.35万元,其中本金为18541.83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省
常州市金坛区，该债权由润地利科技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和平提
供担保，并以江苏润澳花园大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担
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
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刘维、
陶洪胜，联系电话：025-52680912、025-52680834，电子邮件：liu-
wei13@cinda.com.cn、taohongshe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批准，换
（颁） 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支公司秣陵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2320115001
许可证流水号：0241140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人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收客
户的咨询、投诉；经公司核保后打印保单；经公
司授权，从事家财险的查勘、理赔。

成 立 日 期：2002年08月28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将军大道50号

瑞景园·文华山庄沿街2幢109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