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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凤
实 习 生 赵锦瑟

◎本报记者 华 凌

科技冬奥进行时

◎本报记者 雍 黎
实 习 生 单倩澜

◎本报记者 龙跃梅

近日，《群星璀璨 聚焦光影》摄影联
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展览集中展
示了50多位老、中、青摄影人的优秀摄影
作品。本次展览特别设置了个性化立体
展示区，使得展览呈现新颖、多元、互动的
特点。

右图 观众观看袁隆平肖像。
下图 观众观看冰雪运动图片。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群星璀璨
聚焦光影

通个信

◎本报记者 刘 艳

现代体育竞赛绝非一个人的“战斗”，背后

的科技支撑不可或缺，特别是当其体现在奥运

健儿训练备战之中时。随着北京 2022年冬奥

会的脚步临近，很多观众们会关注在比赛中，

高山滑雪如何快速绕过旗门；越野滑雪用什么

姿态最省力；跳台滑雪用哪种姿势起跳最好；

速度滑冰怎样训练提高过弯道的技能？

“对冬季运动项目的影响包括人、机、环

境等多种因素。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运动员

训练和比赛中，针对影响其技术动作发挥的

关键因素，设计新型的训练装置和运动器械，

优化运动员动作姿态，从而提高他们的比赛

成绩。”1 月 13 日，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副

院长霍波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

绍道。

不久前，记者在北京市科协主办的“科技

助力冬奥”科学传播沙龙上了解到，北理工承

担了科技部“科技冬奥”专项“国家科学化训

练基地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历时

三年，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突破领域间壁

垒，打通“学—研—用”全链条，进行冰雪运动

生物力学研究和研制相关运动装备，建设冬

季项目国家科学化训练基地。

霍波进一步指出，在冬奥会项目中，高山

滑雪的绕旗门回转动作、越野滑雪中上坡的

二步交替滑行技术、平地和下坡的同时推进

滑行技术，以及跳台滑雪中助滑后的起跳角

度、飞行姿态等都属于关键技术动作。而完

成动作时的姿势涉及运动员的速度、角度，还

有心肺功能、骨骼肌肉等生理参数，因此，竞

赛成绩对运动员本身的要求颇高。

围绕具体的研究目标，霍波带领团队研

发先进的技术，探索训练中解决问题的“最

优解”——基于三维动作捕捉和自动识别技

术、空气动力学实验和模拟技术、生理传感

器技术、肌骨动力学分析技术等，研发“冬季

项目智能训练管理系统”，为运动员提供个

性化、智能化训练方案，实时可以采集不同

运动项目下运动员的三维姿态参数，以及该

动作下所产生的地面反作用力、空气阻力

等，形成该运动员的动力学数据库，为后续

的运动生物力学分析及训练方案的制定提

供支持。

如何将研发的技术及装备应用到北京冬

奥的训练备战中？霍波答道：“首先，在高山

滑雪、雪车、雪橇等运动的现场，想要测量运

动员的滑行轨迹，就需要构建真实的场景，采

用冬季项目场景三维感知及重建技术。我们

采用激光雷达，在无人机从赛道上飞过时，通

过激光点精确记录赛场的山形地貌的图像，

并测量赛场实地的情况，同时在运动员身上

佩戴基于卫星的定位跟踪器，将其运动的位

置显示在赛道上。在测量、分析地面反力时，

用到足底压力鞋垫，在鞋垫中集成一系列压

力传感器，得到地面反力的数据。在足底压

力鞋垫不适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视频采集

运动员的运动学数据，以此来预测分析地面

反力。”

为了不影响运动员训练，研究人员采用

高速、分辨率较高的相机系统，对运动员大范

围、远距离、快速移动情况下的动作进行捕

捉，然后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姿态识别技术，

得到每个关节点在不同时刻的轨迹。

与此同时，霍波团队建立了全人体的骨

骼肌肉模型，针对特定运动，关注关键肌肉

群，通过人体动力学分析，计算获得骨骼受的

力和肌肉受的力，由此，分析演算运动员在运

动中骨骼损伤度，以及如何避免损伤等状

况。还精确研究分析机械耦合人体运动的情

况，比如，受空气阻力影响，跳台滑雪运动员

在飞行过程中雪板变形振动，会如何影响到

其运动的姿态和飞行距离。

当运动员在雪上“飞”时，速度非常快。

如何考虑空气阻力对运动员姿态的影响？霍

波说，比如跳台滑雪的速度可达每秒 30米，空

气阻力相当大。我们从两个方面研究：通过

实验，利用风洞，施加风速，测量运动员所受

的力、合力矩等；采用数值模拟，得到一些数

据库，加到建立的人体运动模型中，就可得到

人体所受到的空气阻力，以及对姿态和运动

轨迹的定量影响。

由此，通过冬季项目智能训练管理系统，

教练员与运动员得以更直观、更科学的方式

深入了解运动员全过程运动状态，对比每次

生成的分析报告，持续调整运动姿势和发力

方式等，助力运动员不断提升训练成绩，力争

冬奥夺金。

探索训练“最优解”，科技助力冬奥健儿创佳绩 重庆跻身科技成果转化国家队。1 月

13 日，记者从重庆市科技局获悉，科技部

已正式致函重庆市支持建设重庆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这是“十四五”以来

科技部批复的第 3家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区，力争到 2025 年，建成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区，成

为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承载

地和辐射源。

多措并举 科技成果
转化成效不断提升

据了解，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是科技部为破解科技经济的深度

融合难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一项重大

举措，旨在完善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环

境，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以点带面，带动形

成全社会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的热

潮。目前，科技部已在全国批复启动建设

上海闵行、广东珠三角、江苏苏南等国家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重庆市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近年来，重庆市从强化举措、搭建平台、深

化合作、加大投入、强化激励等方面入手，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修订出台了《重

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重庆市高质

量孵化载体建设实施方案》《重庆市进一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细则》《重庆市技

术经纪专业职称申报条件》等 10余项政策

文件，并在职务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收

益分配激励机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技术

转移人才培育等方面进行深化改革，畅通

科技成果转化链条。

重庆还出台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

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

案》，遴选 20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改革

试点，释放出了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和成果

转化潜力。设立 20 亿元重庆科技成果转

化基金。建成众创空间 307 个、科技企业

孵化器 99 家，形成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

中试孵化支撑平台。2021 年全市技术合

同成交额达到 310.8 亿元，同比翻番，创历

史新高。

布局“一核多园”到
2025年示范引领作用凸显
“重庆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将以重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为建设主体，按照‘一核

多园’的空间布局，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产生

转化应用。”重庆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一核”即西部（重庆）科学城，“多园”即

重庆高新区、两江新区、璧山高新区、永川

高新区、荣昌高新区等。

该负责人表示，高标准、高水平建设重

庆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有助于

加快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和构建区域协

同创新体系，将重庆主城都市区打造成为

科技创新策源地，引领推动重庆“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注入强大动能，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示范区将着力围绕四个方面进行建

设：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先行

区”。深入推进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

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完善收益分

配机制、评价激励机制。打造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体系“样板区”。加速发展环大学创

新生态圈，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壮大

技术转移人才队伍，打造高水平创业孵化

平台，做大做强创新创业投融资规模。打

造科技成果区域协同转化“集聚区”。高水

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标准打造两

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成渝地区一体化技术

市场。打造科技成果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引领区”。优化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提

升科技成果中试熟化水平，加速产业迭代

升级，助力重庆由“制造重镇”迈向“智造重

镇”“智慧名城”。

该负责人表示，力争到 2025 年，示范

区引领作用充分凸显，“一核多园”联动协

作更加紧密，成渝地区协同转化机制日趋

成熟，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持

续加快，将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重要承载地和辐射源。

按照计划，到 2025 年，示范区将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建立成

渝地区协同转化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进一步优化。高校、科研院所专业化技术

转移机构达到 50个，专业化技术经纪人达

到 2000 余人。打造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10

个以上，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

空间达到 100家，孵化面积达到 500万平方

米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500 亿元以

上，增长 3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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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商界大佬跨界造车？

似乎已不用回答，因为 5G 来了，自动驾驶成

为新赛道。

就这么简单吗？

在科技日报社、世界 5G 大会、未来移动

通信论坛奉上的我国首档通信领域科普节目

《通个信》第三期，北方工业大学 5G 与自动驾

驶创新中心主任李万林教授从 5G 技术与自

动驾驶技术对传统汽车行业的改变切入，回

答了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

各路造车新势力，驶入自动驾驶新赛道，

与车有关的商业逻辑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李万林说：“以前我们讲车的故事，发动

机是关键词，它是造车的门槛，也是卡死跃跃

欲试后来者的杀手锏。”

李万林特别提到一个数据，传统汽车有

上万个零部件，5G 造车人入场时，零部件有

了十几倍的减少。更关键的是，以发动机为

驱动力的百年汽车模式迎来了大变革。

李万林说：“这等于门槛被砍薄，让造车

越来越成为组装活儿，只要你有钱，就有了入

场的底气。”

那么，未来的汽车什么样？

“百年前汽车工业起步时，面临燃油车

和电动车两条路线的选择，电池技术卡住了

电动车，燃油车上道。”李万林说，“百年后，

电池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以重拾这个话题，

而 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加持，更

增添了我们推动汽车从燃油走向全面智能

的信心。”

在新造车人的眼里，汽车就是一个大手

机，这个行走的 App 赋予汽车的增值空间已

仅是想象。

李万林说：“只要是移动的物体，原则上

都可以成为自动驾驶的载体，开句玩笑话，

‘三蹦子’也未必不能自动驾驶。”

这个崭新的行业技术门槛是不是很低？

并非如此，虽然资本找到了新赛道，但不

是有钱就能造好车。

李万林说：“为了实现自动驾驶，堆砌设

备到车上是目前业界的路径之一，直接导致

车价昂贵。从我们的测算看，要把现在的自

动驾驶技术水平加进 20 万元的车里，消费者

需要多支付 50 万元，这显然不是一个普惠的

用户场景。将更多的功能及应用承载到云端

服务器，为汽车‘减肥’，每辆车的成本就会降

很多。”

李万林强调，要实现感知、决策、执行

这 3 个自动驾驶的能力，需要 5G 网络、机器

人、人工智能、视频、雷达等诸多技术的协

同进步。

“对驾驶员来讲，上帝的视角是最好的，

无所不见，我们在路边架摄像头、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等，都是为了帮助自动驾驶汽车

无死角感知周围场景并通过网络完成操作。

因此，车路协同是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相当重

要的环节。”

那么，彻底解放人类驾驶员这个目标现

实吗？

“从自动驾驶的分级看，L0级就是最传统

的汽车，啥都不会，L5 级别的车啥都会，人可

以在行驶的车里放心睡大觉，但是，这个理想

还相对遥远。”李万林说，“人类驾驶员依然

是主角，自动驾驶更准确地说是辅助驾驶，就

是个帮忙的。”

尽管前路漫漫，但我国的自动驾驶发展

前景可期。

李万林说：“我国自动驾驶发展水平相对

靠前，很多技术领先，道路场景之复杂在全世

界少有，这个高难度模式下‘调教’好的车，没

有什么地方不敢开。”

自动驾驶就

是让车模拟驾驶

员，车的安全性、车

路协同的重要性、

数据的合理使用

和管理是李万林

尤为强调的未来

汽车发展的关键。

5G 汽 车 人 争 造 无 人 车

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庞大，但在

我国，高端医疗器械总体技术水平与国外仍

存在差距。如何实现高端医疗设备自主创

新，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医疗器械、装备方

向发展？1 月 13 日，多方共建的江苏集萃医

工交叉研究所正式签约，落户南京市玄武区

徐庄高新区。研究所将以增材制造及医学应

用、AI+临床新技术、医用机器人为重点研发

方向，在大型医疗设备、新型医学材料等方面

催生学科交叉、驱动新一轮自主创新变革，助

力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实现国产替代。

“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每年以 20%的

速度递增，但高端医疗器械主要依赖进口，全

球高端医疗器械公司 30 强，没有一家中国公

司。”签约仪式中，江苏集萃医工交叉研究所

所长、东南大学教授陈云飞，道出目前我国医

疗器械面临的产业发展痛点。

在陈云飞看来，医工交叉基于现代医学

与工程技术的交叉、融合与渗透，是实现高端

医疗设备自主创新，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

医疗器械、装备方向发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实现国产替代的

重要途径。

“医疗器械产业的需求来源于临床需求，

20年前，我有很多好点子，但那时没有合适的

企业和资本愿意进来，但今天好多企业和资

本都向我们要项目。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创

业门槛越来越高，学科交叉越来越广，仅靠医

生的个人学识不够，这必须要将临床资源、研

发人员、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相结合。”共建

单位的代表之一、中科院院士、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院长滕皋军说。

据了解，江苏集萃医工交叉研究所将集

聚东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交叉科学领域人

才团队，依托两大高校 30 所附属医院的临床

资源，结合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成果转

化能力和南京市玄武区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

业链优势，建设医工协同创新临床前公共服

务平台。

其中的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设计中心，将开

展微纳增材制造设备、微流控芯片、芯片上器

官、基因测序和蛋白质测序等关键技术研究。

AI+临床新技术研发中心主要研究方向

是研发智能穿戴式诊疗装备、健康监测设备，

在临床辅助诊断、疾病筛查预警、康复训练评

估、精神类疾病筛查及诊断等方面提供量化

标准等。

医用机器人研发中心以手术机器人、康

复机器人为主要研究方向，构建相关医疗机

器人研发软硬件平台，多学科技术融合态势

得到进一步强化，开展机器人辅助诊疗、机器

人辅助康复等关键技术研究。

“我们突出跨界合作、协同创新，推动东

南大学‘工’的强项、南京医科大学‘医’的优

势，与省产研院‘融’的特色相互碰撞，打通科

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南京科研

资源的强强联合、高效对接，促进科技成果持

续出新、落地成金。”南京市玄武区委书记闵

一峰说。

（科技日报南京1月13日电）

主攻高端医疗设备，江苏集萃医工交叉研究所落户南京

1 月 13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

委员会（以下简称合作区执委会）召开新闻

发布会，就近期出台将陆续实施的《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支持企业赴澳门发行公司债

券专项扶持办法（暂行）》（以下简称《扶持

办法》）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外商投资

股权投资类企业试点办法（暂行）》（以下简

称《试点办法》）两项金融专项政策作权威

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介绍，《试点办法》将于 1 月 29 日正

式实施。《扶持办法》将于 3 月 1 日正式实

施，有效期一年。合作区金融发展局代理

局长池腾辉指出，此次印发的两项政策，是

合作区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总体方案》精神的具体措施，将为琴澳现

代金融业发展提供新机制与新动能，为合

作区实体经济发展及科技研发提供强有力

的金融支撑。

2021 年 12 月 15 日，澳门中央证券托

管系统（MCSD）正式启动，债券市场基础

设施进一步完善。合作区推出《扶持办

法》，对赴澳成功发行公司债券的合作区企

业给予最高 550 万元的资金扶持，并对合

作区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给予每家每

次 10万元资金扶持，展现了合作区全力支

持澳门债券市场发展的决心。

当前澳门债券市场正处于加速发展阶

段，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配套设施也在不

断修订与完善。合作区金融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指出：“《扶持办法》设定一年有效期是

为了配合澳门债券市场相关政策法规的修

订，便于日后作出相应的调整。总体看，合

作区的资金扶持力度是目前国内已公开政

策中力度较大的，因为澳门债券市场起步

较晚，短期内要帮助澳门挖掘更多的发债

企业，就必须大幅提高资金扶持力度，吸引

企业优先选择在澳门发债。”

随着 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

点城市不断增多和规模的不断扩大，QFLP

试点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跨境直接投

资和资产配置的重要渠道和风向标。《试点

办法》以创新跨境金融管理的新方式，鼓励

境外投资者在合作区设立私募股权、创投

基金，引导外资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

合作区金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提到，

“澳门具有资金充裕及资金自由进出的优

势，且《试点办法》建立了服务澳门企业的

绿色通道机制，澳门投资者可通过 QFLP

渠道进入内地投向优秀企业，参与分享内

地经济发展的红利。”另外，虽然《试点办

法》具有“低门槛、无限制”的亮点特色，但

并不意味着“来者不拒”。在《试点办法》具

体实施过程中，合作区将结合出资人实力、

高管人员专业性、展业合理性、诚信信息、

财务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审慎给予试点

资格，做到扶优汰劣。

为科技研发提供支撑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出台金融专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