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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晓燕 付应丽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本报记者 华 凌

◎江明福 朱宏涛
本报记者 谢开飞

近日，由炎黄艺术馆和黄胄美术基
金会共同推出的“时代·民族·边疆——
炎黄艺术馆建馆30周年黄胄艺术精品特
展”在京举行。展览在“黄胄艺术作品陈
列展”基础上，以“黄胄工作室”为连接
点，扩充了约 300平米展示空间，展出更
多的主题创作和速写手稿，是全面展示
黄胄先生艺术创作及生活面貌的大展。

右图 策展人为观众讲解代表作品。
下图 观众观看速写手稿。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时代记忆
民族瑰宝

2021年 1月 20 日 0 时 25 分，我国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天通一号03星发射升空。在为中国

航天发射带来 2021 年开门红的同时，也标

志着我国首个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

天通一号03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通信与导航总体部自主研制的第三颗移

动通信卫星。它在轨交付后，将与天通一号

01星、02星组网运行，为我国及周边、中东、

非洲等相关地区，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部

分海域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稳定可靠

的话音、短消息和数据等移动通信服务。

发展卫星移动通信
是我国必然要求

当今，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和使用需求越

来越高，卫星移动通信可以弥补地面移动通

信的不足。

五院天通一号卫星总指挥边炳秀介绍，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主要为小型化移动终端，

包括地面个人移动终端、车载终端、机载终

端、船载终端等，提供多样化的中低速率的

通信服务。

该系统能够实现对海洋、山区和高原等

地区近乎无缝的覆盖，满足各类用户对移动

通信覆盖性的需求。因其灵活移动和便携

的特点，具有很高的民用和商用价值。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为了拥有自主移动

通信卫星系统，我国启动了天通一号卫星研

制工作。为此，五院突破了大口径可展开网

状天线、多波束形成等关键技术。2016年，S

频段大容量地球同步轨道移动通信卫星天

通一号01星成功发射，实现了我国移动通信

卫星零的突破。随后02星、03星启动研制。

天通一号将与5G融合发展

记者从五院了解到，天通一号03星基于

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研制，核心部组件全部

自主研发，关键技术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五院天通一号卫星总设计师陈明章表

示，天通一号系列卫星研制成功，使我国拥

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标

志着我国在新载荷、大平台的研制与应用等

领域进入了国际领先行列。同时也表明我

国在卫星的设计制造能力、平台技术、载荷

技术、基础元器件、原材料和地面仿真实验

验证技术领域，达到了较高技术水准，有力

提升了后续同类卫星的研制水平。

03星与01星、02星组网后，将大大扩宽

我国国土及周边海域的各类手持和小型移

动终端提供话音和数据通信覆盖，满足更多

民商用户多样化通信需求。

任务火箭实现两大变化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358次

发射。据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三甲系列火

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张亦朴介绍，任务所用

长征三号乙遥74运载火箭主要有两个变化：

首次实现仪器舱去任务化，首次在液体火箭

中试用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

张亦朴说，近年来，长三甲系列火箭开

展去任务化设计，火箭三级以下结构逐步实

现去任务化。但由于主力火箭——长三乙

G2和G3构型火箭整流罩直径不同，分别为

4米和4.2米，与之对接的仪器舱仍有两种构

型，局部状态存在差异，每种构型的仪器舱

只能执行特定的发射任务。研制人员通过

大量仿真和地面验证试验，统一了仪器舱的

构型。现在火箭自仪器舱、三级、二级、一级

均实现去任务化，完全可以与任务脱钩，任

务适应性进一步提升。

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主要包括瞄准诸

元设计模块和发射场风补诸元设计模块。

其中，瞄准诸元设计模块已正式使用，取消

了以往人工计算、通过纸质文件传递的环

节，完全实现了数据的自动计算、传递，提高

工作效率并有效避免了人为差错风险。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支持与配合下，

发射场风补诸元设计系统开始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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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记者从中铁上海工程局获

悉，由该局承建的福厦高铁霞美村隧道最

后 2 米围岩爆破成功，标志着福厦高铁施

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的重点工程取得阶

段性胜利，为 2021 年无砟轨道全面施工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介绍，霞美村隧道全长 972 米，位于

福建省泉州市境内，是福厦高铁的重点工

程。该隧道建设过程中需要穿越1个断层，

14个变化断面，2处节理密集带；隧道出口

处下穿泉州环城高速，隧道顶端距离高速

路面仅一层楼高，属于超浅埋隧道，在围岩

破碎的浅埋段进行隧道施工，极易发生地

面沉降、塌方事故，外加隧道出口距离村庄

仅 30米，爆破施工极易对居民生活带来负

面影响，隧道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人文条件

被工程建设者们称之为难啃的“硬骨头”。

为解决难题，施工人员在业主单位东

南沿海铁路福建公司指导下，秉持“八高九

建”的建设理念，以“精品工程、智能福厦”

为建设目标，充分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

段，结合超前地质预报、监控量测数据等，

及时调整围岩级别和优化支护参数，采取

“防、排、堵”相结合的措施，控制既有高速

公路路面的沉降在 1cm 以内；在隧道出口

处研究出劈裂棒加潜孔钻等 5种大中型机

械组合施工，此项研究还获国家专利总局

实用新型专利 1 项，为业内五级围岩占比

大、下穿高速公路、近居民区等提出了解决

方案。

另悉，该隧道在全线首创应用了 BIM

数字交付平台，运用 REVIT 进行参数化建

模，运用 BIM 数字交付平台将隧道施工各

个不同阶段的信息、行为和资源集成在一

个模型中，将工程实体所具有的真实信息

整合。福厦高铁全长 277.42 公里，桥隧比

85.57%，设计时速 350 公里，建成通车后福

州至厦门将缩短至 1小时以内。

啃下“硬骨头”！福厦高铁全线重点工程霞美村隧道贯通

（上接第一版）中文繁体版出版，对于引导港

澳地区读者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

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创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卢新宁说，《之江新

语》等三部习近平主席著作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着对理想信

念的坚守、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对人民幸福的追

求，既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又具有深厚的人格

力量。希望港澳地区读者从中更好地感悟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国家发展大局，携手并肩走向美好未来。

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伟中

表示，三部习近平主席著作繁体版出版发行，

深入介绍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

就，充分展现习近平主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有助于港澳读

者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认知和理解。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将努力做好线上线下出版宣介推广工作，为

港澳及海外读者更好地了解、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积极作用。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阎

小骏表示，《之江新语》一书中集中体现了习

近平主席的爱民情怀、发展理念和工作作风，

非常值得香港各界人士认真学习。《之江新

语》出版中文繁体版，将使港澳地区读者有机

会阅读、学习和研究这本重要著作。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表

示，“一带一路”建设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主要目的是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解决的是全球性发展问题，而不是解

决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研读《习近

平谈“一带一路”》中文繁体版，有助于港澳地

区读者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思想。

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大学院士、荣休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

员雷鼎鸣表示，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中

国不仅保持经济正增长，而且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层出不穷，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没

有压垮中国，反而给了中国一个向世界展现

自身特色优势的机会，人民的定力与自信更

加强大。世界关注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寻找

答案最好的地方，是关注中国领导人在想什

么，在选择什么发展方向。《论坚持全面深化

改革》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为香港和澳门

地区读者提供了机会，帮助我们了解习近平

主席的思想与策略取向。

研讨会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中央驻港联络办负责人和港澳文化界、

出版界人士出席活动，并共同为三部著作中

文繁体版新书揭幕。

《之江新语》《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文繁体版出版研讨会在香港举办 （上接第一版）
此后三个五年计划中，新能源汽车产业

化集中攻关，国家将新能源汽车确定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逐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联合攻关的组织模式，确立了“纯电驱动”

战略，“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突破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进一步提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的技术水平。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全球的大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逆势上扬，产销量达到了 136.6 万辆和 136.7

万辆，连续 6年位居全球首位。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新能源汽车科技创

新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一些基础

性问题和底层技术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具备

性能跃升的前沿技术成果还不多；电动汽车

冬季性能受限、整车安全、大功率燃料电池缺

乏等核心技术瓶颈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品竞争力和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

术短板明显，车规级芯片、车控操作系统、测

试和验证装备等严重依赖国外；应用验证平

台、条件和场景缺乏，部分关键技术突破后，

在高度商业化与规模化汽车市场中难以快速

落地推广。

直面难题，“十四五”新能源汽车科技创

新如何发力？王志刚透露，科技部坚持围绕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坚持“纯电驱

动”发展战略，坚持“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共享化”的发展方向，按照新“三纵三横”总体

布局，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

点专项为牵引，并行推进多条技术路线研发，

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

键产品，布局补短板和建长板并重的创新链，

从能源动力、电驱系统、智能驾驶、车网融合、

支撑技术、整车平台等方面支持新能源汽车

关键技术研发。

“加强新能源汽车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创

新，把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王志刚表示，前瞻探索全固态动力电

池、基于新材料和新器件的电驱动系统等下一

代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核心关键技术，布局高

安全自动驾驶类脑决策与人机共驾技术、车路

云分层决策与网联控制技术等智能驾驶技术，

为产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与此同时，提升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化水平迫在眉睫。“十四五”期间，科技

部将加强新能源汽车科技方面的顶层设计和

多学科融合，将在一批关键核心零部件，如车

规级智能驾驶芯片、第三代功率半导体器件、

车载操作系统、线控底盘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力争实现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在

智能化、新能源汽车领域加快实现自立自强。

“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体系。”

王志刚说，科技部将积极推动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深度协作的新能源汽车科技创

新体系，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提供良好政策

环境；充分发挥新能源汽车研发平台对多种

变革性技术的集成、牵引、推动效应，加强新

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新兴技术的研

发布局，加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对接。同时，

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为畅

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

主动地位筑牢创新根基。

1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省张

家口市崇礼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在为运动

员训练演示点赞时指出，同我们国家的强国

之路一样，中国冰雪运动也必须走科技创新

之路。

科技创新如何点亮我国冰雪运动？

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作

为举办一场奥运盛会的重要基础条件，冬奥

会场馆的设施建设备受瞩目。如何让体育健

儿充分发挥竞技水平，之后又能惠及全民冰

雪运动，是场馆设计建造中的核心问题。

冬奥会比赛中，速度最快项目将在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举行。其在所有竞赛场馆中，

堪称设计施工难度最高的新场馆。以往赛

道建设主要工艺——喷射混凝土施工依赖

国外喷射手，而延庆赛区的施工单位组建中

国首支混凝土喷射“铁军”，自主建成了高精

度赛道。

“这是亚洲第三条雪车雪橇赛道，也是唯

一一个具备 360度回旋弯的赛道，位于北京冬

奥会延庆核心赛区南区的南向山坡上，赛道

落差 121米，相当于 40 层楼高，主赛道总长度

约 1975 米，设置 16 个弯道，其中第 11 弯道是

回旋弯。赛道制冰采用氨制冷系统，全程覆

盖木结构遮阳棚系统避免了阳光直射。国

际奥组委对赛道工程建设质量予以认证。”

参与雪车雪橇赛道设计相关负责人孔祥惠告

诉记者。

据介绍，现年“52 岁”的首都体育馆将举

办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项重头比赛。其在

改造中注入诸多高科技元素。值得一提的

是，其制冰系统首次采用先进的二氧化碳跨

临界直接蒸发制冰技术，而场馆顶部采用悬

挂超薄膜单元系统，搭配声光电全新投影技

术，呈现出“最美的冰”，让运动员犹如置身梦

幻般的赛场，冬奥会后可为群众冰雪运动提

供良好的氛围和视觉引导。

科技手段，成为训练“标配”

目前，含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可穿戴设

备等科技手段，已成为辅助运动员在训练中

提高竞技水平、比赛成绩的“标配”。

“随着滑雪行业的兴起，为了满足国内多

地区搭建室内雪场的需求，生产高品质的

雪，我们研发的造雪机可以瞬时喷出片片

‘雪花’，达到室外造雪的特殊要求。”天冰造

雪设备（三河）有限公司市场推广负责人沈玉

梅介绍。

如今，运动员在室内训练中，更不必为找

不到真雪训练而发愁。“我们从荷兰引进一种

人工合成材料，依托滑雪模拟系统提供最佳

摩擦系数，媲美真实滑雪体验，并为运动员和

教练提供适合的训练方案。”上海世诺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刘泉海介绍说。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和单板滑行 U 形场

地技巧是我国运动员比较优势的项目。以前

没有办法精准测量到运动员空中位移轨迹运

动数据，针对这种情况，记者从一所高校了解

到，科研人员研发出可穿戴设备，例如一个腕

表或一块贴片，采集运动员现场运动数据，包

括空间三维轨迹、运动速度、起跳速度、起跳

角度和高度等并进行精确分析，以改进国家

队滑雪运动员的运动技巧，提升训练效率和

成绩。

落地成果，发展冰雪产业

随着冬奥窗口期紧缩，延庆区科委不断

加强与冬奥组委技术部和北京市科委冬奥专

班的紧密沟通，推动一批科技冬奥项目在延

庆落地实施，为发展冰雪产业打下坚实基础。

延庆区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已有两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

奥”重点专项在延庆区实施，包括面向延庆奥

运小镇的绿色智慧技术研究和集成示范、“氢

能出行”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

据介绍，中关村延庆园重点培育冰雪体育

产业，布局装备研发、赛事运营、运动康复等领

域，建设中关村（延庆）体育科技前沿技术创新

中心，已在 2020年冬博会延庆分论坛上开园，

首批40家冰雪体育类企业签约入驻园区。

2020年 10月 21日，延庆入选中国民航局

国内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我们正

在建设以无人机飞行监管系统为核心的科技

冬奥无人机保障项目，将加快推动无人机服

务产业应用保障平台建设，并搭建安防巡检、

应急救援、环保监测等应用场景。”中关村延

庆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科技创新点亮我国冰雪运动

距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还有一年多，20

日，记者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张家

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等场馆已全部完

工，目前正进行调试工作。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设计建设如何体现

“绿色冬奥”理念？用了什么新技术？有哪些

创新？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我国建设的首个跳

台滑雪场地，也是全球首个全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滑雪中心，首个在顶部出发区设置大

型建筑物的跳台滑雪场地。

“项目由主体建筑、训练跳台以及综合

区组成，占地约 62 公顷。主体建筑由山上

顶峰俱乐部、山下体育场以及二者之间的

竞赛区组成。其中顶峰俱乐部设置三个主

要楼层即标准跳台出发层、大跳台出发层、

观光及会议功能楼层，采用异型钢框架结

构 ，顶 部 圆 环 直 径 80 米 ，计 算 总 用 钢 量 约

1800 吨。”中铁建工集团项目总工程师张裕

介绍说。

中国建筑设计院设计人员告诉记者，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设计灵感源于中国的传统吉

祥饰物“如意”。从跳台环形顶端，再到剖面

线形和底部看台，与中国传统吉祥物“如意”

的 S 形曲线完美融合，被称为“雪如意”，在体

现体育建筑动感造型的基础上，又凸显了中

国元素。

设计人员表示，以往的雪道在山脊上，堆

土成型。而“雪如意”是架在山谷之间的全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使用 136根桩柱架起混凝

土滑道。两侧有高山遮蔽，形成天然挡风屏

障，让运动员在飞翔时避风，感受更好的比赛

环境和更舒适的体验。

依山设计的“雪如意”给施工带来了极大

难题。

“滑道所处山体，地势起伏大、基岩风化

界面程度不一。”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姜秀

鹏说，高达 110 米的山体边坡施工，相邻桩顶

标高最大相差 11 米，土方量庞大、支护范围

广、作业面狭小、安全风险大。

项目技术团队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从

开辟施工道路、临时支护配合永久支护，自上

而下的施工顺序，机械开挖配合爆破作业等

方面入手，制定出高大山体支护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解决支撑大跨度、大荷载混凝土构件

承载力需求。

“冬奥场馆施工过程中，场地的取土弃

土、边坡爆破都会导致大量次生裸地的出

现。”张裕说，关于赛道周边山体切削后的边

坡稳定及支护影响山间生态问题，国际经验

也无从借鉴。

作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

奥”重点专项相关课题参与方，中铁建工集团

项目部承担了“针对生态再造格宾支护体系

及生态环保方面考虑不足的现状”课题研究，

技术团队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等院所进行攻

关，创立“局部山体切削面的生态再造格宾支

护体系”，首次将格宾再造技术用于山体支护

和生态恢复。

“格宾再造技术，是指对切削后的碎石和

土壤进行筛选，并合理组合填充到格宾网箱

中，形成支护体系，再种植适应当地气候的植

被，以实现生态恢复的目标。”姜秀鹏说，通过

在 500米典型滑雪赛道进行示范，验证了支护

体系的技术可靠性与耐久性。

冬奥会赛事 80%的服务用房多为临时建

筑，需要快速搭建且能够予以回收利用。

“对典型冬季冰雪运动设施体系建筑，如

比赛起点区、裁判塔和转播台，及附属临时设

施等，项目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关键技

术瓶颈问题。”张裕说。

通过调查研究、理论计算、试验比对及工

程应用等手段，中铁建工集团项目部对在典

型冬奥低温场下装配式结构体系的力学性

能、抗震性能等进行研究，形成了具有冬奥赛

事特色的“装配式建筑物的模块化结构及建

筑体系”。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建设还应用了复合地

基、雨水、地表水、融雪水收集系统等多项新

技术以及应用高性能混凝土中空玻璃幕墙等

施工材料新工艺。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设计建设用了什么新技术？
◎本报记者 矫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