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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 亮

正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
成就展，系统呈现创新型国家建设重大进展，
尽显科技魅力，展现创新为人类美好生活带
来的强劲动力。

右图 工作人员介绍新一代“人造太阳”中
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 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下图 观众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辉煌成就
助力新征程

◎本报记者 刘 艳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科技创新成就展上看门道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 100 天，

在“高精尖”“接地气”的科技盛宴——国家

“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火炬、双人雪

车、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跳台滑雪……各种

冬奥元素闪耀其中，备受关注。

双人雪车 从0到1的突破

在展厅，两辆火红的双人雪车特别显

眼。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周宇

介绍，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双人

雪车，采用 T800 级的高强度碳纤维复合材

料，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它的强度可提升一

倍以上，风阻系数能降低 5%以上，实现了我

国双人雪车从 0到 1的突破。

周宇表示，由于雪车运动在比赛过程中

对速度与技巧的要求极高，因此，在产品研发

中，设计团队以航天气动外形设计，结合航天

碳纤维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并使用 3D 打印等

一些前沿技术，打造出这辆国产双人雪车。

另外，为保障运动员比赛中的安全和舒

适性，个性化定制头盔也同时亮相。“碳纤维

头盔的内衬是基于运动员脸型，用 3D 打印定

制的，贴合度很好，为其取得好成绩提供一个

很好的支撑。”周宇说。

“看，冬奥会火炬，太炫了。”循声望去，小

女孩挣脱爸爸的手，飞跑到展台前。

工作人员介绍，北京冬奥会火炬以祥云

纹样“打底”，自下而上从祥云纹样逐渐过渡

到剪纸风格的雪花图案，旋转上升，如丝带飘

舞。颜色由银色与红色组成，象征“冰火相

约，激情飞扬，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最具科技含量的则是它的外壳，由碳纤

维及其复合材料制造而成，安全可靠性高，可

在极寒天气中使用，同时又兼顾了轻量化小

型化等外形要求，呈现出‘轻、固、美’的特

点。”工作人员说，研发时他们解决了碳纤维

复合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应用瓶颈，如火炬

外壳在高于 800℃的氢气燃烧环境中仍可正

常使用。同时，还破解了火炬外壳在 1000℃

高温制备过程中起泡、开裂等难题。

“太刺激了，就像在现场一样”

赛道、观众坐席、天花板……戴上 VR 眼

镜，转动身体，冰丝带里速滑赛场一览无余。

这正是由北京大学研发的交互式多维

度观赛体验技术与系统，“交互式 VR 观赛”

项目骨干、北京大学李旭峰介绍，在 5G 环境

下，不论在哪个角落，观众可以通过手机、

VR 头盔和电视大屏，实时观看冬奥赛场的

比赛画面。

“届时，即便不在冬奥比赛现场，新型观赛

技术也能让观众体验别致的‘身临其境’，甚至

会比在现场获得更自由的观赛体验，想看哪儿

看哪儿，而且超清晰。”现场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得益于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对 5G

通信技术支持所取得的重要突破，新型 5G 基

站设备可满足低温、大风、高海拔等极端条件

大容量通讯需求，实现对赛区及京张沿线 5G

网络全覆盖。

好的观看体验，画面清晰、实时是关键。

在这次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展示了一套从节目制作播出

一直到终端呈现的全 8k 超高清的节目制作

播出系统。该系统由 8k超高清摄像机、5G 背

包超高清监视器及超高清电视组成。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使用 8k 超高清直

播，8k画面比4k超高清画面又增加了4倍的像

素点，采用先进的5G传输技术，可以将画面远

程、低延时的传输到制作系统中，给观众带来

一种极致的沉浸式体验。”展台工作人员说。

现场，各种体验项目尤其火爆。戴上 VR

眼镜，在系统提示下双脚跳跃，嗖一下冲向赛

道……见到叶老先生时，他刚刚体验完国家

跳台滑雪项目。“很刺激，尤其是从高台冲向

赛道的时候，圆了我的滑雪梦。”老先生说。

76岁的叶先生背有点驼，虽然很喜欢滑雪，由

于身体原因难以成行，更别说跳台滑雪了。

听大爷说完，几个小孩跃跃欲试，自觉排

起了队。

冰 雪 运 动 激 情 飞 扬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的冬奥元素

疫情就是军情，一线就是前线！

不由分说、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突

发，我们为什么能够快速应对、有效应对？

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科技日报记

者 10 月 25 日走进正在北京举办的国家“十

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在这里，鲜红色的转运呼吸机讲述着抗疫

时刻的分秒必争，雪白的气膜帐篷实验室再现

了抗疫历程中的紧张有序，黑金辉映的消杀机

器人仍诉说着“挺进！挺近！”的节奏……

在这里，我国科研战线锁定病毒、追踪

病毒、免疫病毒的有效应对“三步走”贯穿展

现于科技抗疫展区、重大专项展区、开放合

作展区等不同环节……

科技抗疫打响“闪电战”

“疫情暴发一周内获得新冠病毒的全基

因组序列，迅速分离病毒，确认新冠病毒为

此次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病原体。”写在重

大专项展区一进门展板上的这句话，勾起不

少人 22个月之前的回忆。

那时，不明原因肺炎疫情中的“不明”没

能持续多久，我国的科学家便在茫茫病毒世

界里，锁定、确定、分离到病原体，以严格的

“科赫法则”为准绳，摘掉了“不明”的帽子，

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这样的速度令国际同行也为之惊讶。

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做出的评价是：“用创纪

录短时间甄别出病原体。”

锁定病毒就能更好地对付病毒，通过向

全球共享病毒基因组序列，针对新冠病毒的

检测试剂、疫苗、药物等的研发形成了“闪电

战”一气呵成的势头。在展览现场，各式各样

的检测试剂盒逐一亮相：碟式芯片法的核酸

检测试剂盒、恒温扩增实时荧光法的核酸检

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的抗原检测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法的抗体检测试剂盒……

检测试剂盒的丰富和量产，使得我国的

检测能力大幅提高。据可查询到的权威数

据显示，我国有资质的检测机构 2020年 3月

为 2081 家、2020 年 6 月为 4804 家，10 月 24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已建成的全国

核酸检测机构数据库收录了全国 8500 多个

核酸检测点的数据。

我国新冠病毒日检测能力也大幅提

高。以核酸检测能力为例，2020 年 3 月为

126 万人份/日，2020 年 6 月为 378 万人份/

日，2021年 2月为 1600万人份/日。

时至今日，强大的核酸检测能力仍支撑

着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有力防控，

通过区域内、网格内的检测服务全覆盖，实

现对突发疫情及时追踪、精准防控。

创新“补给”厚积薄发

截至 10 月 24 日，我国接种新冠疫苗

22.46亿剂。

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不

仅能看到我们最熟悉的疫苗，还能了解到它

们前世来生的故事。一大一小两只恒河猴

模型端坐在展台、举目四望，与新冠病毒的

实体模型同台展出，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里？和新冠肺炎疫情又有什么关系？

原来它们为我国疫苗、药物的研发作出

了不小的贡献。2020 年 1 月 29 日、2 月 14

日，中国科研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转基

因小鼠模型和恒河猴模型的动物模型构

建。业内评价，如果没有动物模型，我国新

冠肺炎疫情科研攻关将会面临难以想象的

被动局面。在进入临床试验之前，这些模型

动物为人类先试药，确保安全性。

在创新“补给”的有力支撑下，我国新冠

疫苗研发全面推进。据统计，我国已有 24

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涵盖 5条技术路

线，4款疫苗附条件上市。

更多创新未来可期

10 月 26 日国新办发布会权威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向 106个国家和 4个

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 15亿剂疫苗。

不止如此，针对新冠病毒的轮番变异，

新冠疫苗升级迭代的研发也从未停下脚

步。例如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展板显示，针

对贝塔变异株、德尔塔变异株已经推出了有

效的二代灭活疫苗，同时研发了针对所有病

毒变异、具有广谱中和效力的二代新冠重组

蛋白疫苗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对变异株

具有保护效力的 mRNA疫苗。

首台、首次、开创性、解决难题……在与

科技抗疫相关的展览上，细心观众会不断发

现这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标志性词语，它们背

后都有着独特的抗疫经历。例如，有着“抗

疫之星”称号的 VG70 呼吸机就是国产首台

涡轮呼吸机，有创、无创通用，敏捷精准，已

为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供应近 6万台。新冠

病毒三维结构的解出，开创性地展示了病毒

腔内的结构和分子机制；疫情期间在武汉金

银潭医院作出贡献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

成像装备，解决了无创就能进行肺部定量、

可视化检测的科学难题，用于精准评估新冠

患者肺功能损伤。科技创新“亮剑”群星闪

耀，更多创新未来可期——冷链包装灭活新

技术已通过评审，有了它，新冠病毒经国际

冷链“潜进”我国的可能性寥寥；新冠用药也

在多点发力，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药集

团中国生物等单位的抗体药物、干细胞药物

等多个新型药物已经开启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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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国系统推进基础研究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加速进入经

济社会主战场。

作为人工智能的重大应用，自动驾驶如

新一轮科技变革的“头雁”，推动着中国交通

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和百姓出行体验的改善。

10月 21日至 27日，在国家“十三五”科技

创新成就展上，国内人工智能科技企业的自动

驾驶研发及落地成果吸引了普通大众的关注。

自动驾驶技术便利生产生活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指出，要加速电动汽车智能

化技术应用创新，发展智能自动驾驶汽车。

5年间，我国自动驾驶和智能汽车产业发

展迅速，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应用的全面落

地，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十三五”期间，在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支

持下，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和智能汽车产业加速

成熟。

其中，以百度为代表的“车路协同”发展

路线，提出了中国独有的自动驾驶规模化落

地解决方案，并逐渐形成自动驾驶芯片等硬

件生产、技术解决方案研发、整车制造等产业

链生态全覆盖，奠定了技术自主的基础。

据了解，作为“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重要依托，百度 Apollo

开源平台向上对接开发者，向下发展基础软

硬件的平台，已涵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汽

车智能化三大业务板块，在零售、载人、清扫、

巡检赛道、矿山挖掘等应用场景全面落地。

认定自动驾驶技术是人工智能最顶级的

工程，将彻底改变人类出行和生活。

“政府已经从顶层设计上解决交通问

题。”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表示，

我们需要为交通安全、交通拥堵、碳排放等问

题寻找最优解。

汽车将成服务百姓新终端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百度

以“汽车机器人”诠释了它对未来汽车发展形

态的判断。

在百度看来，汽车将是人工智能服务百

姓的重要场景和终端，而未来主流的机器人

形态就是汽车机器人。

任意场景下的全无人驾驶短期内很难实现，

“十三五”期间，百度确立的是怎样的实现路径？

李彦宏介绍，在自动驾驶产业实践与技

术落地上，百度是典型的工程思维。先在部

分场景下实现自动驾驶，逐步扩大地域范围，

从而走向 L5级的完全自动驾驶。

确定了技术落地路线，怎样才能让更多

的人享受到自动驾驶技术的成果红利？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朱西产表示，全

球汽车产业的变革已经越来越清晰，传统内

燃机汽车的价值体系正在崩塌，围绕“未来

车”的全新价值体系正在重新构建。

朱西产认为，“未来汽车”的核心价值是

智能驾驶，无人驾驶出租车是智能驾驶的珠

穆朗玛峰，登顶者将成为下一个智能汽车新

世纪的王者。

李彦宏介绍，百度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平台“萝卜快跑”（Robotaxi）已经在北京、广

州、长沙、沧州、上海 5 个城市落地运营，为 40

余万人次提供了自动驾驶出行服务。预计到

2023 年，“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覆

盖 30座城市，服务 300万用户。

车载操作系统打“地基”

作为完整车载系统最关键的核心，智能

驾驶操作系统如同下一代智能汽车的心脏，

芯片和智能驾驶算法应用靠它连接。但是，

国外闭源系统 QNX 把持着全球 90%以上的

车控操作系统市场。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展出的斑

马智行智能座舱操作系统（洛神智能座舱系

统）改变了这一局面。

斑马智行产品总监洪崛介绍，不久前，斑

马智行发布了全球最高产品安全认证的自研

AliOS智能驾驶系统内核，它就是为软件定义

汽车而生，向打造整车智能操作系统迈出了

关键一步。

洪崛说：“车控操作系统是实现车辆行驶

功能、动力性的运行基础，属于车辆关键底层

技术，内核的研发属于基础研究，是系统的灵

魂，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长期投入，短期内难

见回报。QNX 公司在该领域有长达 40 年的

投入，国内目前只有极个别企业在持续投

入。”

据了解，斑马智行自研 AliOS操作系统已

有超过 1亿行代码，申请专利超过 2000项，覆

盖 200多万智能汽车用户，新技术普惠大众的

步伐还在加快。

让开车不再是一件辛苦事，而是人车协

作、切换自如的全新体验。

自 动 驾 驶 驶 进 生 活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的未来出行

科技日报合肥10月 26日电 （记者吴长
锋）26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潘建

伟、朱晓波、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与中科

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构建了 66 比特

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

实现了对“量子随机线路取样”任务的快速求

解。相关成果论文日前分别发表在《物理评

论快报》和《科学通报》上。

量子计算优越性，是量子计算发展的第

一个里程碑，达到该里程碑需要相干操纵 50

个以上量子比特。超导量子比特是国际公认

的有望实现可扩展量子计算的物理体系之

一。潘建伟等长期瞄准超导量子计算领域，

团队在“祖冲之号”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倒

装焊 3D 封装工艺，解决了大规模比特集成的

问题，研制成功“祖冲之二号”，实现了 66 个

数据比特、110 个耦合比特、11 路读取的高密

度集成，最大态空间维度达到了 10 的 19 次

方。“祖冲之二号”采用可调耦合架构，实现了

比特间耦合强度的快速、精确可调，显著提高

了并行量子门操作的保真度。通过量子编程

的方式，研究人员实现了对量子随机线路取

样，演示了“祖冲之二号”可用于执行任意量

子算法的编程能力。

根据现有理论，“祖冲之二号”处理的量

子随机线路取样问题的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

级计算机快 7 个数量级，计算复杂度比谷歌

公开报道的 53 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悬

铃木”提高了 6 个数量级，这一成果是我国继

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后在超导量子比特

体系首次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使

我国成为目前唯一同时在两种物理体系都达

到这一里程碑的国家。

“祖冲之二号”量子计算优越性的成功演

示，为量子纠错并进一步实现通用量子计算

奠定了基础。其并行高保真度量子门操控能

力和完全可编程能力，有望在特定领域找到

有实用价值的应用，预期应用包括量子机器

学习、量子化学、量子近似优化等。

“祖冲之二号”实现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
科技日报合肥10月 26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 26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潘建

伟、陆朝阳、刘乃乐等与国内团队合作，发展

了量子光源受激放大的理论和实验方法，构

建了 113 个光子 144 模式的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章二号”，并实现了相位可编程功能，完成

了对用于演示“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高斯玻色

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相关成果论文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以“编辑推荐”的形式发表在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

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的物理实现是世界科

技前沿的重大挑战之一。量子计算的物理实

现，国际学术界采取三步走的路线图。其中，

第一个里程碑，在学术上被称为“量子计算优

越性”，其含义是通过高精度地操纵近百个物

理比特，用来高效地解决超级计算机都无法

在合理时间内解决的特定的高复杂度数学问

题，并挑战“扩展的丘奇—图灵论题”。

2020年，潘建伟团队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

100个模式的高斯玻色取样量子计算原型机“九

章”，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

一百万亿倍。 在“九章”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设

计并实现了受激双模量子压缩光源，显著提高

了量子光源的产率、品质和收集效率。其次，通

过三维集成和收集光路的紧凑设计，多光子量

子干涉线路增加到了144维度。由此，“九章二

号”探测到的光子数增加到了113个，输出态空

间维度达到了10的43次方。进一步，通过动态

调节压缩光的相位，研究人员实现了对高斯玻

色取样矩阵的重新配置，演示了“九章二号”可

用于求解不同参数数学问题的编程能力。

根据现已正式发表的最优经典算法理论，

“九章二号”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目前最

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24次方倍。这一成果

再次刷新了国际上光量子操纵的技术水平。著

名量子物理学家、加拿大Calgary大学教授Bar-

ry Sanders同时受邀在Physics网站上誊写长篇

评述文章，称赞该工作是“令人激动的实验杰

作，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前沿的进步”。

113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二号”研制成功

10 月 26 日，在“一起向未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现

场，本届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奖牌正式发布。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奖牌“同心”，由圆

环加圆心构成牌体，形象来源于中国古代

同心圆玉璧，共设五环。五环同心，同心归

圆，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

涵，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将世界人民聚

集在一起，共享冬奥荣光。奖牌造型质朴

简洁，体现了北京冬奥会“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并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奖牌“金镶玉”相呼应，展现了“双奥之城”

的文化传承。

奖牌正面中心刻有奥林匹克五环标志，

周 围 刻 有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英 文 全 称

（XXIV Olympic Winter Games Beijing

2022）字样。圆环做打凹处理，取意传统弦

纹玉璧，上面浅刻装饰纹样，均来自中国传

统纹样，其中冰雪纹表现了冬奥会的特征，

祥云纹传达了吉祥的寓意。

奖牌背面中心刻有北京冬奥会会徽，周

围刻有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中文全称（北京

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字

样。圆环上刻有 24 个点及运动弧线，取意

古代天文图，象征着浩瀚无垠的星空，人与

自然的和谐，也象征着第 24 届冬奥会上运

动员如群星璀璨，创造佳绩。奖牌背面最外

环镌刻获奖运动员的比赛项目名称。

（图片由北京冬奥组委提供）

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奖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