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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 HE XIN WEN 综合新闻
骏马奔驰，喊杀震天！

11 月初，高原腹地一个空旷的马术训

练场内，火箭军某部骑兵连几十名官兵驭

马出击，挥刀斩劈、穿越障碍、举枪射击，骑

兵的喊杀声、疾驰的马蹄声气吞山河！

这支部队是目前我军两支担负作战任

务的成建制骑兵分队之一，也是中国战略

导弹部队保留的惟一一支骑兵分队。前不

久，这支部队刚刚度过 60岁“生日”。

看到“骑兵连”三个字，很多人恐怕都

有这样的疑问——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骑兵能发挥什么作用？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了 解 到 ，60 年 前 ，这

支 部 队 奉 命 守 护 我 国 诞 生 不 久 的 导 弹

阵地——1000多平方公里内，50人 50马策

马扬鞭，日夜巡逻在雪域高原。而在国防

科技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骑兵仍在一些

特定地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海拔近 4000 米的雪域高原，骑兵连十

几个哨所零星分布在近 400 多平方公里的

生命禁区内，除了几户流动放牧的牧民，四

周都是茫茫草原和连绵的雪山。这样的高

原山地，有着复杂地形通过能力和全天候

作战能力的骑兵不可替代。他们在追击、

侦查方面都有独特优势，弥补了机械化巡

逻“短板”。

还记得玉树地震发生后，道路、通信全

部中断，机动车无法通行。连队派骑兵出

击，前往机场探明情况，仅用 40多分钟，就

将通航信息报告给临时指挥部，很快，首条

空中救援线便开启。

现在，哨所的战士踏上巡逻路前，除了

战马、军刀、干粮、指北针……传统物资之

外，北斗终端、高频通信电话、无人机等电

子装备，也成为了必备之物。

采访中，记者有幸观摩了一次信息化

条件下，骑兵连处置禁区突发事件的演练。

一阵刺耳的警报声骤然响起，骑兵连

官兵们迅疾全副披挂，快速出击。他们按

照作战编组趟河流、跨沟壑，侦查小分队在

马背上放飞无人机，通过远距离热传感系

统，在电子地图上对“敌特分子”活动范围

进行定位标记。

一辆多功能边防巡逻车迅速开进到指

定区域，建立前沿通信和指挥中枢，保持与

上级指挥所的语音、视频和数据联系，同时

完成进一步的观察搜索和记录取证任务。

在巡逻车上不去的陡坡，各战斗小组

骑着军马在崇山峻岭间飞跃、奔驰，迅速完

成了迂回包抄，将“敌特分子”就地歼灭、抓

捕。最后，相关哨所出动搜捕小组，对可能

逃窜的“敌特分子”进行拉网清查。整个处

置过程不到 25分钟。

此刻，远在数十公里外的旅作战值班

室大厅内，值班首长通过大屏幕完成了对

演练的全程指挥和实时监控。

记者看到，乘着科技进步的东风，这个

连队利用各种先进装备，把冷兵器时代的

“先锋”精神发挥到极致！

60 年前，为做好警戒巡逻工作，骑兵

连的先辈们曾建立了完善的禁区外围警卫

制度。每一个哨所地理位置的选定，每一

条巡逻路线的勘察，每一种执勤方案的制

定……都是一代代骑兵人智慧、汗水甚至

鲜血的结晶。

时过境迁，跨入信息化时代，新时代的

骑兵人构筑了更加安稳的钢铁长城。

这几年，连队通过架设震动光纤，建设

脉冲电子围栏，安装激光对射报警器，构建

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防区拦阻预警系统，

能够第一时间有效感知非法入侵人员。与

此同时，他们还以哨所为中心，全面铺开

“电子眼”体系建设。

该连连长马兆成介绍，目前哨所周边

安装了大批红外监控摄像头，配合标准统

一的指挥控制中心，实现了重点地段昼夜

全覆盖。

一匹军马，一个骑兵，就是一个流动的

哨所，一道绝对安全的钢铁防线。高科技

时代，“高原铁骑”名不虚传！

六
十
年
，这
个
骑
兵
连
插
上
了
科
技
翅
膀

孙
二
朋

陈
小
强

本
报
记
者

张

强

11月 7日，北京交通大学举办“校
友毕业值年云返校”庆祝大会和“银杏
季嘉年华”庆祝活动。

右图 机电学院学生演绎的科学情
景剧《中国机车先驱》，展现我国著名机
械工程专家和教育家应尚才设计中国
第一台大马力蒸汽机车的事迹。

下图 工作人员发送北京交通大学
124周年校庆限量款爱心盲盒。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机车先驱

情景演绎

科技日报太原 11月 8日电 （记者王海
滨）“总体上，我国 85%以上的煤炭消费已经

基本实现清洁高效利用和超低排放。”8日，世

界煤炭协会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煤炭学会理事长刘峰在

第六届中国国际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展览会开

幕式上如是说。

刘峰介绍，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是我国

煤炭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煤炭生

产、运输、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在大力推进绿色

低碳生产和清洁高效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

装备，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刘峰说，截至 2019年底，我国的原煤入选

比例已经超过了 73%，原煤入选总量超过 28

亿吨；接近 90%的燃煤发电机组实施了超低

排放，能效大幅度提高，部分燃煤机组的煤耗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传统煤化工的大型合成

氨行业已全面升级换代为煤炭高温气化技

术；新兴的现代煤化工升级示范项目全面实

现了烟气超低排放、污废水“近零”排放和

VOCs治理；煤焦化、大中型工业锅炉、工业窑

炉正全面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民用散煤用量

已压缩到 2亿吨以内。

总体上，我国 85%以上的煤炭消费已经

基本实现清洁高效利用和超低排放；煤矿生

产集中度大幅提高，煤矿“三废”和沉陷土地

复垦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花园式、环境友好型

煤矿不断涌现，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我国煤炭消费基本实现清洁高效利用和超低排放

11 月 7 日，在第 18 届中国水论坛开幕式

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华

发布了他领衔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

家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与战略配置”在水资

源评价模型研发上的最新进展。

“为实现对全国水循环通量的系统解析，

建立全国水资源分布式‘明细账’，在前期大

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经过 4年的集中攻关，

我们研发了中国水资源评价模型（China Wa-

ter Resources Assessment Model，CWAM）。”

王建华介绍，CWAM 模型可实现全国 81687

个计算单元、1956 年—2017 年长系列 42 项水

循环要素的模拟计算以及地表、地下水资源

和水资源总量的动态评价与预测。

我国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起步略晚于国

外，但在水资源短缺日益凸显的现实背景下，

水资源评价理论与方法发展迅速。以往水资

源评价一般采取的是“实测-还原-修正”思

路，评价的出发点是通过“剔除”人类活动影

响的处理方式，将实测到的水循环通量还原

到天然状态, 以此为基础评价水资源量。

在王建华看来，这种评价方法在人类活

动影响程度较小的情况下, 还能够满足实际

需求，而随着人类活动逐渐加强, 需要还原

和修正的水循环通量比例越来越高，这种一

元静态的评价思路已经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和精度的要求。因此，水资源评价逐渐开始

由“实测-还原-修正”的一元模式向“实测-

分离-耦合-建模-评价”的二元动态评价模

式发展。

我国早期水资源评价主要依靠统计方

法。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将分布式水文

模型技术引入水资源评价中来，成为水资

源评价的重要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具有物理机制的分布式水资源动

态评价模型逐渐成为水资源评价研究的热

点之一。

据介绍，CWAM 模型综合了分布式水文

模型和陆面地表过程模型的优势，采用变水

源区（VSA）产流理论，计算单元从植被冠层

到承压水层共划分 9 层结构，详细耦合了水

循环与能量交换的模拟，进而实现了对地表

水、地下水和土壤水的动态联合评价。

模型模拟结果准不准，还需要数据来说

话。为了对 CWAM 模型进行验证，王建华团

队重点开展了全国不同分区主要河流 203 个

代表性水文监测断面长系列径流模拟结果验

证。这 203 个水文站点分布在全国 9 个气候

带和 10个水资源一级区，所在流域存在显著

的气候差异和地质差异，具有代表性。

“全国 203 个水文站点验证结果表明：

CWAM 模型在全国不同气候水文、地质地貌

分区模拟效果良好，具有很好的适用性。”王

建华介绍。

目前，CWAM 模型部分技术成果已应用

于全国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比如，该模

型的子流域划分技术在 210 个重点流域边界

核定中发挥了作用。同时，该模型还为系统

把握无资料地区水循环通量和高程关系提供

了依据，为山丘区水文测站径流系列一致性

修正提供了借鉴。

“由于全国水循环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因

素众多，CWAM 模型仍将不断完善，应用系

统开发等工作也正在进行。我们希望，模型

技术未来能够替代传统的‘人海’战术，实现

水资源评价的现代化升级。”王建华表示。

CWAM模型：摸清全国水通量，建立分布式“水账”
本报记者 唐 婷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8日电 （记者张
盖伦）8 日，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名单

揭晓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光华工程科

技成就奖由核动力专家彭士禄获得，光华

工程科技特别贡献奖颁发给了为抗疫做出

重大贡献的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全体

院士，另有 39位专家因在各自领域取得突

出成绩而荣膺光华工程科技奖。

根据光华工程科技奖候选人提名要

求，候选人需在重大工程设计、研制、建造、

生产、运行、管理等方面解决关键科学技术

问题或在工程科学技术及工程管理领域有

重要发现、发明，并有显著应用成效，或者

是应用本人研究成果、发明创造，发展高新

技术及相关产业，成效特别显著者才可提

名。今年，全国范围内共产生了 296 名有

效候选人。

此次揭晓仪式则正式公布了从 296 名

候选人中评选出的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

成就奖、光华工程科技特别贡献奖以及光

华工程科技奖的获得者。本届光华工程科

技奖的获奖科学家们，紧密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瞄准经济建设和事关国家安全

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紧贴新时代社会民

生现实需求，加快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为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科技强国，以及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做出了重

要贡献。

光华工程科技奖由中国工程院发起，

被誉为“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它极大地

激励了我国工程师、科学家从事工程科技

研究、发展、应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名单揭晓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段继
新 张龙）11月5日10时，随着最后一方混凝

土打入圆弧梁中，我国最北高寒地区首个现

代化交通枢纽项目（牡丹江综合交通枢纽）通

过100天的缜密施工，完成主体封顶。这也是

黑龙江省百大项目之一。因其施工建设中需

要克服高寒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因素等难

题，此项目为世界高寒地区高铁公路一站式

“零换乘”出行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实践。

此项目由中铁二十二局承建，该局雄安

公司牡丹江综合交通枢纽负责人曹文亮介

绍，项目位于我国高寒地区，冻土深度达 2

米，施工过程中发现两路供热系统、铁路信

号光缆、给排水管线、电力电缆等线路犬牙

交错，同时又因项目下方原为大型综合商

场，管线改迁困难程度在我国罕见。项目技

术小组创新电磁感应技术，总结出了“细探

测、点引线、短试尺、勤测量、立体建模”的施

工组织方式，形成了前期电磁感应技术对地

下管线位置排查，后期建立体直视模型的综

合技术应用，填补了我国高寒地区既有线线

下探测及管线改迁技术空白。

项目技术小组还积极探索 BIM（建筑

信息模型）技术的延伸应用，通过三维可视

化模型，避免了专业碰撞，消除了安全隐患

和质量通病，让本项目涉及的 17个不同专

业的施工环节有序可控，所有数据资料均

可达到一键式提取，此次 BIM 技术的全过

程应用在我国交通枢纽项目尚属首例，为

今后类似工程的施工提供了技术范本。

为提高该站房冬季保温效果，此工程

采用了高寒地区可使用的最先进建筑材

料，例如屋面采用了轻型保温隔热屋面板、

外墙采用了 A1级防火岩棉保温板、幕墙采

用四层中空 LOW-E 防紫外线玻璃，热风

幕采用规格为 3.0M 设备等。所有建筑材

料均来自国内，并通过了权威机构的检测

和专家论证，可适用于所有极寒地区推广，

为我国乃至世界极寒地区的公共房建项目

选材提供了参考依据。

我国最北高寒高铁首个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封顶

“关于基因编辑的文章，2012 年只有 7

篇 ，2018 年 达 到 2750 篇 ，作 者 超 过 36000

人，分布在 92 个国家，从属于 3600 多所大

学和研究机构。对他们的问卷调查发现，

40%的人从没听说过已有的 60 多个基因编

辑相关宣言，真正研究过那些共识条款的

人不足 20%。这就是我们的现状。”11 月 8

日晚，第二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以“科技

伦理与科学文化”为题举办高端对话，清华

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现场分享了一项

研究。

他进一步说，在参与调查的全球科学家

中，有 30%同意“暂停基因编辑研究”，超过

50%反对，“科技工作者内部都是分裂的，可见

从业者并没有对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进行深

入思考。”

基因编辑之外，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自

动驾驶……在现代科技快速迭代和社会应用

不断创新的今天，技术和产业创新紧密结合，

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引发一系列伦理问

题，冲击着人类传统的伦理观念。正如世界

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所言，“挑战已经近

在眼前”。

基因编辑、人工智能
等伦理争议最受关注

根据中国社科院组织的相关调查，在科技

伦理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中，基因技术排在首

位，机器人、人类增强、人工智能等分列其后。

作为生殖医学科学家，北大第三医院院

长乔杰院士身处技术和伦理冲突的“第一

线”。她表示，伦理知识体系建设的起点就是

医学伦理，“一定要关注新技术可能对人类生

理心理、权益尊严、道德法律的影响。科技推

动社会进步，伦理是对社会的保障。”

她以所在领域为例：辅助生殖给不孕症患者

带来福音，但基因歧视、可能的筛选甚至婴儿定

制等都值得深思，遗传学的父母和社会学的父母

背后的伦理法律风险也需要讨论。而新摘得诺

奖的基因编辑技术更是伦理争议“重灾区”，“分

子剪刀廉价又高效，但用它剪什么？在缺乏严格

伦理审查的情况下，后果不可预估。”乔杰说。

“科学家开展前沿医学科学研究必须做

出一个判断，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伦理规则处

理人类胚胎，这样的规定对于医学进步非常

重要。”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

心学术主任蒲慕明院士表示，“像脑机接口，

可以解读大脑中的活动，改变人的行为模式

甚至控制人。像新药研发，药物不再只是帮

助人类治愈疾病，还有可能增强人体机能，这

会不会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

在人工智能领域，伦理问题相伴相生。

微软首席科学家埃里卡·霍维茨一一列举：AI

系统的可信度、安全性、公平性、透明度，数据

中深埋的偏见、歧视等不一而足。

在薛澜看来，新兴科技带来的伦理挑战

主要集中于不可控的风险如基因编辑对人类

身体和后代的影响；侵权的风险如数据隐私

和保护；责任性的风险如自动驾驶事故以及

社会性的风险。“都是必须思考，找到解决方

案的伦理问题”。

需跨国跨领域跨圈层
合作治理
“二战后到现在，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剧

增，且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传统

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已经失灵。”薛澜坦言。

是否有建立新机制的可能？所有人的回

答都指向对话与合作。

“去年拟定在工程领域负责任地运用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的原则时，我们对全球各大企业

的相关做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极大相似

性。在最基本原则上，大家的认识是相同的。”

龚克说。蒲慕明同样表示，从克隆技术、原子

弹技术的发展史来看，在新的争议技术上建立

全球性伦理行为准则是可以实现的。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人工智

能伦理委员会召集人、荷兰特文特大学教授

保罗·维贝克看来，确定共同的伦理治理框架

是最重要的，因为“技术的影响不局限于某个

国家，它是全球的。而好的伦理规则适用于

所有技术和国家，需要相互了解共同开发”。

他表示，通过建立沟通平台，开发技术影响的

预测评估工具，可以进行技术规制。

薛澜表示，要实现科技伦理的全球治理，

深入的研究和对话是首要的，各个国家、企业、

社会组织、科学家团体都要参与其中，更坦诚

地沟通甚至“交火”。其中，龚克特别强调了科

学共同体的作用，“科学共同体不仅要在技术

创新上走在前面，也要在伦理上走在前面”。

科技伦理建设是全球性议题。去年 7

月，《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审议通

过，我国科技伦理建设全面启动。

“全球科技伦理治理是我们的必修课。

我们需要在科技伦理方面更多交流、达成共

识。”微软公司前执行副总裁、美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沈向洋说，“这是人类共同的责任。”

（科技日报北京11月8日电）

新技术引发伦理争议 专家呼吁强化全球治理
本报记者 崔 爽

（上接第一版）
“其中，部分参赛产品得到国家药监局应

急审批，在疫情防控战场上发挥了很好的作

用。”科技部火炬中心项目组织处处长安磊表

示，大赛还开展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的专

业赛，意在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大型企业的供

应链、产业链和生态圈。

参赛企业中，于 2015年接受工信部委托，

独立研发架构体系，形成了国内接入车企最

多、车型最全的第三方、政府级新能源汽车信

息平台的北京理工新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

此深有体会。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规划》要求落

实新能源汽车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分类

交通管理及金融服务等措施。

北京理工新源项目专员安宝轩介绍，平

台应用自主算法，能通过核算一辆新能源汽

车的行驶里程，为补贴发放提供依据。

众所周知，电池质量是影响消费者选择

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参考。安宝轩表示，公司

开发的动力电池溯源管理平台，要求合作车

企将车载电池强制接入，可通过大数据检测、

算法推演，对有隐患的电池发出预警。

“成立至今，我们完全依靠自主供血。近

两年研发投入均在 2000万元以上。”安宝轩直

言，此次参赛，是想更为业界所熟知，未来还可

能考虑接受外部融资，为公司提供发展保障。

优质资源合力扶持
“明日之星”

从获得2014年第三届大赛生物医药组一等

奖、扎根杭州滨江，到去年12月份在港交所上市，

市值达400亿左右——大赛期间，杭州启明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联合创始人訾振

军讲述的赛后成长经历，令参赛企业倍感振奋。

“通过赛事集聚市场化力量，为参赛企业

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九年来一大批明星企

业从大赛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各自领域的

佼佼者。”安磊表示。

据了解，招商银行连续九年支持该赛事，

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专属服务计划——“千

鹰展翼”，累计为超过 1.5 万家往届参赛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贷款授信额度超过 500亿元。

不难理解，风险投资行业是高新技术产

业转化的助推器。同创伟业管理合伙人丁宝

玉在开幕式主题报告会上指出，十九届五中

全会再次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全社会支持创新创业的氛围越来越浓。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是企业发展的抓手

和纽带，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品牌，人才

激励，企业机制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丁宝玉

表示，很多参赛企业通过大赛平台一路狂奔，

最终走向资本市场，上市后继续发展。我们

希望风险投资行业和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一起

支持中国创新创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