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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

◎本报记者 华 凌

6 月 28 日，由贵州高速集团组织
建设的都安高速（都匀至安顺）正式通
车运营。都安高速是都匀至香格里拉
国家高速 G7611 公路的首段，全长约
276公里。

图为都安高速公路（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贵州都安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本报记者 张佳星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6月 28

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HEPS）首台科研设备——电子枪顺利完

成安装，标志着 HEPS工程建设正式进入设备

安装阶段；同时，为 HEPS 提供技术研发与测

试支撑能力的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

（PAPS）也启动试运行。

HEPS是前沿基础科学、工程材料等战略

高技术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是一种极亮的

大号“显微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立项支持、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担建设。

作为首台安装的科研设备，电子枪位于

HEPS直线加速器端头，是加速电子产生的源

头，由枪体、陶瓷桶、防晕环、阴栅组件 4 大部

件构成，其中阴栅组件是电子枪的关键部件。

“中科院高能所提前布局，通过多年的技

术攻关，克服诸多困难，解决了阴极发射以及

微米级栅网编制、变形和焊接等难题，目前已

基本实现阴栅组件的国产化。”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说。

HEPS项目于 2019年 6月 29日开工建设，

建设周期 6.5 年。建成时，HEPS 将成为中国

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世界上亮度最

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为基础科学

和工程科学等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研究

提供重要支撑平台。

HEPS 的亮度比第三代光源高出两个数

量级（百倍）及以上，“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材料

的内部结构，这对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王贻芳说。

截至 2021 年 6 月底，HEPS建安工程约完

成总工程量的 70%，磁铁、电源等设备完成样

机试制，进入批量加工阶段，束流位置测量电

子学、像素阵列探测器研制取得阶段性进

展。预计 2022 年初，各建筑单体全部交付使

用，HEPS将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

当天，为 HEPS提供技术研发与测试支撑

能力的 PAPS 项目也启动试运行。PAPS 的超

导高频及低温、精密磁铁测量、X 射线光学检

测等设备开机运转。

该项目是第一个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

运行的北京市第一批交叉研究平台项目，在

为 HEPS 建设测试和技术研发提供更好支撑

的同时，也为后续其他平台验收起到了很好

的带头作用，标志着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由建设为主转向了

建设与运行并重的关键阶段。

PAPS 项目是北京市第一批交叉研究平

台项目，由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立项支持，项目

位于 HEPS 装置对面，于 2017 年 5 月启动建

设，用地面积为 42640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21295平方米，建设周期为 4年。

“该项目创新采取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怀柔科学城公司‘双主体’建设模式，

开展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解决 HEPS建设

所需的超导高频及低温、精密磁铁测量、探测

器技术研发测试、X 射线光学检测等一系列

关键技术，为先进光源建设、运行及后续发展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PAPS 项目经理、中科

院高能所研究员潘卫民说。

潘卫民表示，目前 PAPS 项目已取得了

多项成果，尤其是在 1.3GHz 9 腔室（9-cell）

超导腔研制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项

目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通过工艺测试验收，

经相关主管部门和院所专家现场测试和验

收，项目各系统工艺性能指标全部达到、部

分优于验收指标，高质量实现了项目的建

设目标。

（科技日报北京6月28日电）

大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打响“第一枪”
在乡村，烈日炎炎的夏天不用空调，

凛冽严寒的冬日无需暖气，而室内仍能保

持舒适如春，这样的建筑可实现吗？在北

京大兴魏善庄镇半壁店村口，当记者推开

“零舍”木门，走进总建筑面积近 400 平方

米的高颜值院落，发现这样的农宅竟然真

实存在。

这是 2019 年将一处村民房屋以国家

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为标尺改造

的，国内首座建成并获得评价标识的“近零

能耗”建筑，北京市科委力推的“绿色智慧

乡村技术集成与示范”课题示范项目，获得

2020年 WAN 世界建筑新闻网大奖可持续

建筑类别银奖。那么，这座乡村理想的“近

零能耗”农宅究竟有啥秘诀？

主动节能：充分利用
太阳能

从外围观零舍，绿树掩映下一座保有

乡土风格的红砖瓦房院落，里面设计得窗

明几净，错落有致，若把它安置在著名油画

《拾麦穗的女人》的麦田上做背景，似乎毫

无违和之感。

在零舍大门和客厅门之间，有一条彩

色屋顶的阳光走廊，当午后的阳光播撒到

透明屋顶时，地面仿佛铺上了七彩地毯。

“屋顶是由 14 块彩色光伏发电薄膜盖

板组成，总面积 22.7平方米，不仅具有很好

的透光性，还能发电。”天津市天友建筑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天津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任军介绍说。

拾级而上，来到零舍屋顶的露台。任

军指着整个房顶铺设的灰黑色瓦片说，“这

是汉能的太阳能瓦，面积达 96.4平方米，它

和阳光廊顶棚一起发出的电，能够满足屋

内绝大多数电器设备所需电能。而且，在

设计上结合北京所处纬度，考虑到北方降

雪天气的情况，将阳光房顶棚、屋顶的角度

都设计成 40度，这样即便其上落下很厚积

雪，很快就会融化干净，能够最大限度利用

太阳的能量，储存更多的电能。”

不仅如此，记者观察到，建筑围墙上安

装了艺术化的柔性光伏装置。露台上还设

置一组太阳能热水系统，为厨房、卫生间提

供热水。

任军表示：“零舍实现了光伏建筑一体

化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靠光伏发电，形

成一套独特的供电运行系统，还可以把发

的多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获益。”

被动节能：给房子披
件棉袄

据了解，传统住宅的门窗接缝处，易漏

风，而且建筑墙体薄，保温效果差，这样无

论冬天制热还是夏天制冷，为了保持温度，

往往需要耗费大量能源维系。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窗户缝中、墙

体内添加保温新材料，犹如给房子披上件

棉袄，达到被动节能的良好效果。”任军介

绍说。

走到零舍的落地窗边会发现，建筑的

墙体中间填充了保温材料，墙厚足有 80厘

米，而常见民房厚度仅在 30 多厘米。房

顶、地面也全都覆盖上了 30厘米厚的保温

层，整个建筑物，仿佛置身在一个温暖的被

窝中。

经专业机构测算，这样被动节能改造

措施的气密性系数达到 0.6，而传统建筑的

气密性系数为 10。这意味着，即使室外刮

六七级大风，零舍里的人站到窗户边，丝毫

不会感觉到有冷风进入。

“我们不仅希望实现近零能耗，还要在

项目中探索不同结构体系实现近零能耗的

技术路径和构造节点。因此分别采用砖木

结构（保留单元）、轻木结构和模块结构（新

建单元）三种结构体系。装配式模块单元

采用 SMART-6 轻钢装配单元结构体系，

内填外贴两种保温材料，以保证系统的传

热系数和气密性，在工厂完成结构及内装

修，整体运输到现场完成安装及外装饰。”

任军表示。

那么，这样的建筑会不会比较憋闷；室

内的温度、气流如何调节？“这主要靠操作

调节空气源热泵即可，达到冬暖夏凉，非常

省电。”任军走到书房的书架一隅，在一个

小触摸显示屏上边演示边说。

最后，任军表示：“通俗来讲，近零能

耗建筑是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

降低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过主动技

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

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为使用者提供

舒适室内环境，其能耗水平较国家标准降

低 60%—75%以上。而我们希望通过零舍

的改造可以探索一种低成本的近零能耗

农宅的实现方式，保留农宅的传统建筑特

色，在农宅内引入新的功能，实现功能转

换与乡村复兴，以达到建筑领域碳中和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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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电容、电感、电位器等都被称为电

子元器件，它是支撑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基

石。”6 月 27 日，《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起草参与者、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集成电路所研

究员王若达介绍，2019 年我国电子元器件行

业销售收入超过 1.86 万亿元，而国家给这个

行业定了一个目标，在工信部今年发布的“行

动计划”中要求 2023 年中国电子元器件销售

总额达到 2.1万亿元。

这 种 元 件 ，手 机 上
1000个、汽车上10000个

电子元器件一直很不起眼。

“行业里，一直是芯片、人工智能、互联网

等等会受到更多地关注，人们很少关注这些

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元器件。”中国电子元件

行业协会会员服务部主任娄龙坦言，其实在

新时代，电子信息产业成为热点领域，并获得

了持续高速的发展，离不开默默无闻的电子

元器件的支持。

“这里有一组数据，以 MLCC（一种特殊

电容）为例，每部苹果手机上有 1000 只、每台

基站有 6000 只、一辆智能网联汽车则超过

10000只。”王若达说。

这种被称为“电子工业大米”的 MLCC很

少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但其实，电子元器

件无处不在。

“电子元器件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包括 5G、智能网联汽车、物联网、军事装

备等各领域，是我们工业发展的‘粮食’。”王

若达说，“而且，电子元器件的技术作用突出，

正所谓‘无元器件不产品’。”

过去，电子元器件一直隐藏在整机产品

背后，不容易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国家希望

通过“行动计划”，提升电子元器件产业的认

知高度，推动它作为一个产业重点突出、创新

发展。

大而不强，发展应“急
行业之所急”

近年来，多种电子元器件面临涨价甚至

缺货的局面，以 MLCC为例，高端产品多由海

外企业生产，我国企业大多处于第三梯队，在

细分领域话语权较小。随着下游需求旺盛，

上游产能不足的情况渐显，被动接受涨价成

为常态。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电子元器件第一大

生产国，企业数量超万家，大部分产品产销量

均居全球领先地位。王若达介绍，但是，我国

电子元器件行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

主要表现在企业整体实力偏弱、自主创新能

力不强、骨干企业匮乏等方面。

国家要推动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的发

展，必须急行业发展之所急，为产业指明方

向。“‘行动计划’将重点产品高端提升行动放

在首位。”王若达说，大家可以在基础元器件

行动计划上查到重点发展哪些产品，主要包

括机电、传感、光通讯器件等，并明确了发展

方向。

“我们希望在创新上取得核心技术的突

破，例如射频滤波器、陶瓷电容等方面都是着

力点，在电子元器件中也提出了 MLCC 片式

化、小型化。”王若达说。

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产业的转型升

级要取得成效不会是孤立的，需要培育发展

环境，营造发展环境。

据介绍，为了推动电子元器件产业的转

型升级，相关部门将实施智能制造推进行动

和绿色制造推进行动。通过智能制造解决一

致性、可靠性等行业共性问题，通过绿色制造

解决能效、污染等行业共性问题。此外，相关

部门还将加强标准化工作、加强公共平台建

设，为企业提供分析检测平台、科技服务平

台、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等，进一步助力企业的

创新升级，力争到 2023 年 15 家企业营收规模

突破 100亿。

2.1万亿元！国家给电子元器件行业定目标

6月 28日，是 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十二号

出征，进驻空间站核心舱的第 11 天。除了航

天员，此次出征还有一些“神秘”的种子——

兰花、黄精……

重视耕种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太空种

植的奥秘。从 1987 年起，科学家们带过多种

种子进入太空，包括水稻、玉米、小麦、红景

天、铁皮石斛、五味子等。

“我国自 1987 年首次开展水稻等农作物

种子返回式卫星空间搭载至今已有 34 年，研

究实践反复证明，航天搭载的空间诱变技术

是创制农作物新种质，创建新基因和培育新

品种的有效技术途径。”中国农业大学草业

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张蕴薇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

航天诱变+选育技术，
创制新种质选育新品种

航天育种也称航天诱变育种或空间诱变

育种，是通过返回式卫星等航天器将动植物微

生物种质带到地外空间，诱导其发生突变和变

异，返回后在地面选育成新品种的育种技术。

“我国是诱变育种大国，传统的物理化学

诱变研究和应用比较成熟，是相对安全高效

率的育种技术，航天诱变是以宇宙重离子辐

射诱变为主的诱变，是现代的诱变源，结合成

熟的选育技术，有利于创制新种质选育新品

种。”张蕴薇说。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品种的丰富性还远远

落后于生产需求，振兴民族种业需要有更多更

高效的育种技术。

“几乎每次航天器发射都有搭载种子，

此次神舟十二号也有搭载，航天搭载的多为

对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物种，为的是通

过航天搭载创造突变，返地后筛选有益突

变，选育新品种。”张蕴薇介绍，我国先后搭

载过水稻、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种子，红

景天、铁皮石斛、五味子、防风、甘草、红花

等中草药种子，紫花苜蓿、新麦草、胡枝子、

红豆草、柳枝稷、杂交狼尾草、白三叶等牧草

种子，茄子、南瓜、辣椒、豇豆、白菜等蔬菜种

子，串串红、红莲、牵牛等花卉种子，红豆杉

等树木种子。

培育出省级以上审定
的优异种质新品种近200个

自 2009 年起，科技部批准建设的国家植

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设立的航天育种研究中心，在航天诱变

机理，航天诱变新种质资源创制、评价和利

用，新品质及配套工程化技术和产业化等领

域积极有序开展工作。

2018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

学等 14家单位发起成立了航天育种产业创新

联盟，旨在提升航天育种种质创新，促进航天

育种技术成果转化、推动其产业化发展。

目前至少有 130 余个研究单位参与搭载

和航天育种，其在甘肃北京海南等地建立了

航天育种育繁推基地。

“截至 2018年，利用航天诱变育种技术育

出了 42 个省级和国家水稻品种。其中，2006

年的实践八号育种卫星是最大规模的搭载，

包含了粮、棉、油、蔬菜、林果花卉等 9 大类

2000 余 份 约 215 公 斤 农 作 物 种 子 和 菌 种 。

航天育种已培育出省级以上审定的优异种

质新品种近 200个，例如，实践八号、嫦娥五号

等多次航天器发射均搭载了水稻种子，后创

制了一批水稻优质三系及矮杆等种质。”张蕴

薇说。 （科技日报北京6月28日电）

送上太空的“神秘”种子，究竟如何“变身”？
科技日报广州 6月 28日电 （记者叶

青 通讯员张成）投产后月产 1.9 万片 12 英

寸晶圆、实现 CPU/GPU/FPGA 核心元器

件 FCBGA 基板国产化、建设半导体外延

用碳化硅涂层石墨基座研发机构……7 大

集成电路产业重大项目落户广州高新区并

集中动工。目前该区正全力以赴打造全国

集成电路第三极核心承载区。

6 月 28 日，在全国庆祝建党 100 周年

之际，广东省举办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总指

挥部第六次会议暨 2021 年第二季度全省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以超千个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的实际行动庆祝建党百年。当

天广州高新区共有 105 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1453 亿元；其中纳入省市二季度集

中开工项目 31个，总投资 1271亿元。

纳入广东省第二季度集中开工的项目

包括广州粤芯半导体二期、深南电路项目、

盈骅总部项目、志橙半导体项目等七个，全

部是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大项目。

其 中 ，深 南 电 路 项 目 将 完 善 国 产

FCBGA 封装基板产业生态。该项目的建

成将实现 FCBGA 封装基板国内批量供应

“零”的突破。深南电路董事长杨之诚表

示，公司将投资 60亿元打造封装基板新高

地，之所以选择广州高新区，是因为其打造

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成效显著，在省、市、

区的支持下，项目落地非常迅速。

据了解，这批项目将在广州高新区

的高效服务下快速竣工投产。广州高新

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勇表示，将聚焦

企 业 所 需 、人 才 所 盼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创

新，在项目建设、行政审批、政策兑现等

方面提供最优服务，不断刷新企业筹建

速度，不断打响营商环境品牌，不断厚植

创新发展优势。

本次动工的七个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大

部分位于湾区半导体产业园。该产业园目

标到 2025 年，园区集成电路企业年度总营

收突破 650 亿元，建设成全省集成电路产

业标杆，到 2035 年，建设成为总营收超过

3000 亿元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

产业核心集聚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州高新区已集

聚集成电路产业企业超 80家，营收初步突

破 100 亿元，以粤芯半导体为代表的特色

工艺生态、以奥松电子为代表的 IDM 发展

模式、FD-SOI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等领域

已打下一定基础。其中广东高云半导体科

技公司推出 50多种封装类型的国产 FPGA

芯片，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自主研发并

产业化 FPGA芯片的国家。

7大半导体项目动工

广州高新区打造全国集成电路第三极核心承载区

（上接第一版）
在京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同志，老

同志代表，在京中管金融机构、企业、高校、科

研机构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京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央纪委委

员、国家监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

委员，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各民主党

派中央在京委员、全国工商联在京执委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

获得者，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十一世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全国性宗教团体主要负

责人，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

士，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部分已故老同志

亲属，烈士及因公牺牲人员遗属，“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2021年新发展党员

代表，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全国重点优抚对

象，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观看演出。

重要国际友人，在京各国驻华使节和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外国专家也应邀观看

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