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科技界的重磅新闻，像雪片一样飞落眼前，折

射出这个时代的光亮。

无垠的太空，漆黑的海底，勇气与困惑，拼搏与不易，即便相隔甚远，我们也

能真切感知。时代风起云涌，人类情感相通，我们见证和投入，我们旁观和亲

历。这一年的结尾，我们祈祷明年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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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
彰显中国科技力量

汹汹而来的新冠病毒，被科学打败了。抗击新冠疫

情，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疾病防控科技一次实力大展示。

疫情发生后，中国科学家在短时间内，就迅速搞清

了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第一时间向全球共享病毒的

全基因组测序结果。全国专家第一时间奔赴武汉，根据

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确定科研攻关重点，科研、临床、防

控严密配合，产学研协同发力。科技部第一时间会同卫

健委等 12 个部门和单位成立科研攻关组。中国科技界

快速有效的努力，有力支撑了疫情防控战。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实地考察后说：科技驱动是中国防控

措施的一大特点。

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通报疫情信息，分享新冠病毒全

基因组序列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为全

球抗疫提供了基础。科技部等部门3批共计16个应急攻关

项目，围绕病毒溯源、药物研发、疫苗研发、检测试剂以及试

验动物模型部署，让抗疫队伍坚实地一步步走向胜利。

为快速研发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提高成功

率，中国并行推进多个技术，实现了疫苗研发前所未有

的快进度，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在安全、有效的

前提下，中国疫苗研发做到了最大限度缩短流程。在多

个领域领先世界。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四位科技工作者

获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这象征中国科技人的努力

得到了最充分的认可。

中国史前人群
迁徙与族源之谜
揭开

八九千年前，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的人群，与现在的中

国人是什么关系？5月《科学》杂志发表的中科院一项论

文，利用古代DNA测序，揭开了有关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

格局、迁移与混合的若干秘密。依靠新发展的DNA捕获

与复原技巧，过去难以取得的尤其是南方湿热环境下不易

保存的遗传物质，吐露出了不少真言。

通过测序山东、内蒙古、福建等地 11个遗址的 25个

9500—4200年前的个体，中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在9500年

前，一南一北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族群。至晚在8300年前，

南北人群就开始融合了；4800年前趋向强化融合，至今仍

在延续。

沿着黄河流域直到西伯利亚东部草原的人群，从9500

年前起都携有一种古北方成分；而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

峡两岸人群，至少从8400年前起携有一种古南方成分，这

两种成分截然不同。八千多年以来，南北差异在逐渐缩

小。现在任何一地的汉族，都是这两大人群的混血儿，混合

比例也没什么南北差异。

现今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南

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毗邻，也可以追溯到

8400年前。这一人群，按照最新的基因分析，并不是以前

一些学者怀疑的几万年前就来到中国的古人群。

天问一号开启
火星探测之旅

对宇宙千百年来的探索与追问，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

的航天梦想。

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由

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飞行

2000多秒后，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

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天问一号探测器由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组成，着陆巡

视器又包括进入舱和火星车。进入舱完成火星进入、下降

和着陆任务，火星车配置了多种科学载荷，在着陆区开展巡

视探测。

天问一号探测器将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7个月后，

到达火星附近，通过“刹车”完成火星捕获，进入环火轨道，

并择机开展着陆、巡视等任务，进行火星科学探测。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工程目标是实现火星环绕探测

和巡视探测，获取火星探测科学数据，实现我国在深空探测

领域的技术跨越；同时建立独立自主的深空探测工程体系，

推动我国深空探测活动可持续发展。

截至12月14日，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

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

约1200万公里，飞行状态良好，已成功完成地月合照、探测

器“自拍”、三次中途修正、一次深空机动、载荷自检等工

作。天问一号预计明年2月中旬接近火星后，实施“刹车”

制动进入环火轨道，为火星着陆作准备。

北斗导航系统
全面建成

中国北斗耀太空!

7月31日，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自主建设、独

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开启了高质量服务

全球、造福人类的崭新篇章。

北斗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

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由

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运控、星间链路、应用验证七大系

统组成。

抚今追昔，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从北斗一号工程

立项开始，26载风雨兼程，几代北斗人接续奋斗、数十万建

设者聚力托举，在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一次又一次刷新

“中国速度”、展现“中国精度”、彰显“中国气度”，创造出无

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立项至今，北斗系统建设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步一个脚印踏出了自己的节奏。2000年建成北斗一号试

验系统，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

国家。2012年建成北斗二号区域系统，为亚太地区提供服

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实现了中国人孜孜以

求的“全球梦”。

据统计，工程启动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先后调集了400

多家单位、30余万名科技人员参与研制建设。陈芳允、孙

家栋两位“两弹一星”元勋和几十名两院院士领衔出征。

如今，中国北斗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站在了我国用实

际行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梯队”。

五中全会《建议》
专章部署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龙芯之父胡伟武

这样说。

“此次全会将科技的作用提升到新高度，用‘核心地位’

和‘战略支撑’这样的浓墨重彩来形容。”杨卫院士这样说。

11月3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发布，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

快建设科技强国。

把科技创新摆在各项规划任务首位，进行专章部署，

这是中国共产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的第一次。十

九届五中全会把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

的战略高度，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科技创新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从党的十八

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科技

强国，党中央对科技创新的战略方针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五中全会对科技创新的重大部署在战略层面目标思路清

晰，在战术层面举措具体务实，为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

微分几何学
两大核心猜想
20多年后终获证

11月 8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秀

雄、王兵在微分几何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率先解决了两个

困扰国际数学界20多年的核心猜想——哈密尔顿—田猜

想和偏零阶估计猜想。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数

学期刊《微分几何学杂志》上。

微分几何学起源于17世纪，主要用微积分方法研究空

间的几何性质，对物理学、天文学、工程学等产生巨大推动

作用。“里奇流”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描述空间演

化的微分几何学研究工具。

大到宇宙膨胀，小到热胀冷缩，诸多自然现象都可以

归结到空间演化。陈秀雄与王兵团队长期研究微分几何

中“里奇流”的收敛性，运用新思想和新方法，他们在国际上

率先证明了“哈密尔顿—田”和“偏零阶估计”这两个提出于

20世纪90年代的猜想。

据了解，两位数学家研究这两个猜想用了5年，论文篇

幅长达120多页，由于篇幅浩繁、审稿周期漫长，论文从投

稿到正式发表又花了6年。

《微分几何学杂志》审稿人评论认为，这篇论文是几

何分析领域的重大进展，将激发诸多相关研究。菲尔兹

奖获得者西蒙·唐纳森称赞说，这是“几何领域近年来的

重大突破”。

嫦娥五号
月球挖土1731克

敢上九天揽月，谈笑凯歌还！

嫦娥五号携带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球，是40多年后，

再次有人类航天器重返月球并采回样品。对中国和全球

航天界，这都是一项巨大的科学成就。

历经23天，嫦娥五号闯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

行、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再入返

回等多个难关，成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这项任务需

要非常精确的控制，技术难度很高。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嫦娥五号，是中国研制的最

为复杂的航天器系统之一，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

器组成，包含15个分系统。在此次任务中，嫦娥五号经历

11个飞行阶段，20余天的在轨飞行过程，采集1731克的月

球样品返回地球。月球表面自动采样封装是嫦娥五号任

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环节。嫦娥五号在月面选定区域

着陆，使出浑身解数采集月壤，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

与封装。

嫦娥五号的成就再次告诉世界，中国已成为航天大

国。40多年来，全球航天领域科学家一直希望能更深入地

研究月壤，相信嫦娥五号的成功能帮助他们解答困惑。

华龙一号
并网发电成功

11月27日00时41分，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

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经现场确认，该机组

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机组状态良好，为后续机组

投入商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并创造了全球第三代核电首

堆建设的最佳业绩。

华龙一号是我国研发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设计寿命为60年，反应堆采用177

堆芯设计，堆芯采用18个月换料，电厂可利用率高达90%，

创新采用了“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及双层安全

壳等技术，在安全性上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标志着我国打破了国外

核电技术垄断，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这对我国

实现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当

前核电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之一，是我国核

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目前，中核集团海内外共

有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在建，建设工程安全和质量处于

良好受控状态。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并网发电将会

大幅提升中国核电行业的竞争力，对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奋斗者”号
载人深潜10909米

载人深潜10909米后，“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于11月28日胜利返航。

10月10日，“奋斗者”号从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南山港

码头启航，前往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海域实施万米深潜

试验任务。10月27日，“奋斗者”号下潜首次突破万米，并

于11月10日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11月

13日，“奋斗者”号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潜水器与着陆器

在万米海底的联合作业，并进行了视频直播。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4艘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为实现万

米海底作业目标，“奋斗者”号研发团队历经5年艰苦攻关，

在耐压结构设计及安全性评估、钛合金材料制备及焊接、浮

力材料研制与加工、声学通信定位、智能控制技术、锂离子

电池、海水泵、作业机械手等方面实现多项重大技术突破，

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过96.5%。

“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显著提升了我国载人深

潜的技术装备能力和自主创新水平，推动了潜水器向全海深

谱系化、功能化发展，为探索深海科学奥秘、保护和合理利用

海洋资源提供了又一利器，为引导公众关心认识海洋、提升

全民海洋意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作出了突出贡献。

“九章”
量子计算机问世
引发世界关注

在一个特定赛道上，200秒的“量子算力”，相当于目前

“最强超算”6亿年的计算能力！12月4日，《科学》杂志公布

的中国“九章”计算机重大突破，让世界瞩目。

这台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学者研制

的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推动全球量子计算

的前沿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在谷歌“悬铃木”计算机之后，

再次成功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式突破。

去年9月，美国谷歌公司宣布研制出53个量子比特的

计算机悬铃木，对一个数学问题的计算只需200秒，而当时

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顶峰”需要2天，因此他们在全球

首次实现了量子优越性。

中国量子计算机取名“九章”，是为了纪念中国古代著

名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实验显示，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

高斯玻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目前世界最快的超算“富岳”

快一百万亿倍，从而在全球第二个实现了量子优越性。

相比悬铃木，“九章”有三大优势：速度更快，不需要很

多超低温设备，在小样本和大样本上均快于超算。

近年来，中国在量子技术领域捷报频传。量子计算机

的初试成功，一定会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到这一方兴未艾

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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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回家嫦娥五号回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振连振摄摄

11月28日，“奋斗者”号完成第二阶段海试，胜利返航。 新华社发（中国船舶集团供图） 2月5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左）走进隔离病房准备救治患者。 新华社发（钟南轩摄）北斗全球组网示意图（动画演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