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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冬奥进行时

◎本报记者 华 凌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临近，日前，记者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举行的“印记冬奥——大众篆刻作品
展”上看到：展览将中华优秀传统“印文
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融合，通过篆
刻艺术记录冬奥历史，展示北京冬奥会
筹办成果，为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营造
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图为观众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印记冬奥
大众篆刻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 讯 员 李维轩 高晓华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冬奥会不仅是体育的赛场，更是科技

的盛会。在 5G手机屏幕上，用手指轻触滑

动，观众即可以 360°“自由视角”欣赏比

赛，想从哪个角度看就可以选择从哪个角

度看，还能通过“多维视角”技术，自主选择

赛场摄像机视角观赛。

“在即将开幕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上，‘自由视角’技术不仅可以为场外观众

提供丰富的观赛内容和视角，还弥补了场

内观众由于位置局限导致的单一观赛体验

不足。”1 月 25 日，北京国际云转播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张鹏洲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说。

据了解，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开展的“科技冬奥技术及应用场景”专项工

作中，评选出可复制推广技术清单 17 项

里，由云转播科技公司开发的“自由视角”

技术位列其中。

据介绍，在奥运会及国际赛场上，此前

自由视角的拍摄服务基本被国外公司垄

断，东京奥运会上，国外公司在 11 个场地

约 50多个项目中部署了 800多台摄像机提

供自由视角拍摄服务。这次北京冬奥会，

云转播科技公司将在冬奥某场馆空中技巧

滑雪和单板滑雪 U 型池两项比赛中，提供

“自由视角”制作服务。这是首次由中国公

司为奥运提供自由视角拍摄服务，也是首

次由中国公司提供的自由视角信号作为奥

运公共信号向全球播出。

那么，如何能够实现 360°几乎无死

角的观赛体验？

张鹏洲答道：“我们会围绕比赛现场部

署一圈同步采集摄像机，拍摄时对现场的

画面进行全方位的采集拍摄，通过三维重

建和渲染技术计算相机之间的视角画面，

然后，利用现场部署的多机位提供环绕整

个场地的任意角度视频信息，供用户以旋

转切换的方式找到自己所希望的视角和最

佳追随观看位置，从而实现视角自由，打造

360°观赛体验。”

任意视角切换、自由缩放、随时暂停、

定格旋转、慢动作环绕……科研人员开发

的“自由视角”技术以4K多轨广播级影像同

步采集编码和画面合成技术为核心，可围

绕不同中心点进行拍摄，呈现出现场人物

或物体 360°环绕视角的立体感效果，客户

端可运用多种功能，实现直播画面的“千人

千面”互动体验。从而，用户可以自主交互

来连续改变视角和位置，突破传统的定点

和被动式观赏赛事，提升用户观赛感受。

在内容生产上，“自由视角”技术能够

嵌入转播信号，实现多角度、清晰的即时三

维比赛细节还原。这一技术不仅可协助裁

判更快速、精准地做出判罚，还能使运动员

和教练员多角度直观回顾场上细节。特别

在比赛中，以重点镜头和氛围镜头为侧重，

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体育赛事独特的魅力。

张鹏洲介绍，“自由视角”的底层核心

技术，集纳了 4K 视频防抖技术、多路视频

切片管理技术、多视角编码技术、智能校准

多路中心点技术、AI 生成虚拟视角技术

等，发挥出技术优势。

业内专家指出，这一技术一方面可实

现多维视角观赛。与以往在单个固定视点

依靠视频画面观看不同，拥有“自由视角”

后，观众在观看比赛过程中，可以连续改变

观看点位，进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

赛事活动；另一方面是交互性，用户可以决

定自己的视点，选择自己最舒适的视角去

看比赛。此外，这项技术还实现多终端的

观看方式。除通过电视观看以外，还可用

手机等移动终端观看。

随着该技术应用于冬奥赛事，观众的观

赛体验将获极大提升。体育赛事、综艺演出

等活动的直播，也将迎来新的观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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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空间站发展有哪些精彩故事；

人类前往火星将面临哪些辐射、医疗等

问题；

如何使用单反、手机等设备轻松拍摄空

间站等人造天体；

……

1 月 25 日，科技日报和腾讯视频联合推

出的“闪耀太空年”知识公开课给出答案。此

次知识公开课以专业化、多元化视角为大家

揭开浩瀚太空的奥秘。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中国首次太空授课专家组成员庞之浩围绕精

彩纷呈的中国航天技术，从运载火箭、人造卫

星等四个重要航天领域介绍了我国航天技术

的发展，还结合早期航天工作人员在“冻猪

肉”的冷库穿着凉鞋进行低温试验等故事，展

现了航天人不畏艰苦的精神。他强调，我们

有决心、有信心和有能力，在 2030年左右把我

国建成世界航天强国。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

光则认为，空间站将在人类探索太空的过程

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他系统介绍了国内

外空间站的发展历程，对未来空间站发展，他

充满信心，畅想未来或许能进行新奇又刺激

的“太空旅游”，满足人类领略旖旎太空风光

的理想。

作为资深天文观测爱好者，北京天文馆

研究员、《天文爱好者》杂志主编朱进与航天

事业结缘较早——5 岁生日时恰逢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当前越来越

多的人关注空间站观测攻略，他在课上特别

展示了如何使用单反、手机等设备搭配人造

天体过境预报小程序，轻松拍摄中国空间站

等人造天体。他表示，希望大家能更多地仰

望星空，感受趣味横生的人造天体观测体验。

如果说硬核技术是圆梦根基，那么科幻

就是许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科幻作家、第

74 届科幻雨果奖得主、童行书院创始人郝景

芳从科幻作品中突破想象力的太空探索手段

出发，通过对科幻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核聚变

发动机、太阳光帆、曲率引擎飞船、磁场漏斗、

时空穿越等内容的解读，打开观众想象空间。

随着火星车“祝融号”的徐徐行进，行星

探索的未知与神秘持续吸引着大众关注。北

京天文馆研究员、科普作家刘茜围绕行星科

学，以火星探索为例解析人类前往火星将面

临的辐射、医疗等问题。她表示，其他行星的

研究结果将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地球的过去

和未来。

科学声音组织成员、腾讯视频知识创作

者吴京平则详细讲述了国内外载人航天事业

的发展历程、科普航天员素质要求及职责分

类。针对最近大热的“太空旅游”，他也强调，

随着航天技术的成熟，载人飞船的普及化令

人期待。

今年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太空过年，意

义非凡。如果选择一件物品带上太空，专家

们会选什么？杨宇光和朱进都选择单反相

机，希望能够拍摄地球美景，郝景芳则想携带

耳机，渴望在太空感受恢弘的交响乐。郝景

芳和刘茜表示还想带文房四宝“上天”，体验

在太空写春联，让中国传统习俗走向更远的

地方。

除了干货满满的公开课，此次活动还推

出饱含年味的“太空福游记”互动 H5。用户

接到神秘太空邀请，接听后即可“抵达空间

站”进行新春 DIY 设计，并与三位航天员在空

间站合影留念，旨在吸引年轻人参与活动，为

太空热增添趣味温馨的一笔。

航天知识过大年 引爆公众好奇心
——科技日报联合腾讯视频开启“闪耀太空年”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何
亮）1 月 25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倒计时

10 天之际，奥运史上首个云上展厅“北京

2022 云展厅”在北京冬奥组委官网、“北京

2022”App、微信小程序同步上线并对公众

开放，上线后的“北京 2022 云展厅”将一直

陪伴公众至 3月 13日北京冬残奥会闭幕。

据了解，“北京 2022 云展厅”共吸引包

括 12家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10家北京

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在内的企业参与，“云

上超级商店”同时上线。云展厅与所有入

驻合作伙伴，将携手打造公众与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的线上沟通和互动的乐园。

记者了解到，“北京 2022 云展厅”将打

造集奥运展示与互动体验为一体的“冰雪

狂欢城”，利用三维立体动画的方式，结合

丰富的冰雪元素，让公众犹如身临其境，在

线感受冬奥氛围。

据悉，“冰雪狂欢城”整体以模拟冰雪

城的形象出现，城市中有序排布冰场，滑雪

缆车、宝箱和道路，各合作伙伴的标志性建

筑也将以动画形态错落排布在狂欢城各个

角落。“狂欢”则在于吸引公众每日前往“冰

雪狂欢城”完成签到、奥运问答、了解冰雪

运动等多种任务获取训练值，通过消耗训

练值，在冰雪狂欢城中前进。前进过程中，

公众不但可以随机打开宝箱，获取冬奥市

场开发合作伙伴提供的冬奥特供小礼品，

每行至某个合作伙伴云展厅，即可点亮对

应的品牌徽章，每集齐 23枚品牌徽章，有

机会赢取神秘礼品。

“打造‘冰雪狂欢城’的目的是为了让

公众可以通过一系列趣味性、沉浸式的互

动，感受冬奥氛围，参与北京冬奥会。”北京

冬 奥 组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相 信“ 北 京

2022 云展厅”的推出，能让观众以新、奇、

特的视角体会到人人可参与，人人可互动

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北京2022云展厅：打造冬奥会线上互动体验乐园

隆冬时节，大田里的冬小麦正在冬眠，

但在甘肃省平凉市，却有冬小麦正在抽穗

“扬花”。1 月 19 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甘

肃省平凉市农业科学院，在作物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与创新育种实验室里看到，这里

的冬小麦确实进入了“扬花”期。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

业。记者了解到，为了全面打赢种业翻身

仗，服务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

兴需要，近几年，平凉市农业科学院先后建

成了土壤农化分析室、作物生理生化实验

室、组织培养室、快速育种实验室，开展了

冬小麦、小杂粮、蔬菜等不同作物快速加代

实验研究，为优异种质资源和良种培育开

辟了新途径。

每天一上班，平凉市农业科学院科研

管理科副科长、副研究员郑琪就走进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与创新育种实验室，查

看他种植的冬小麦生长情况，并做好记录。

“我是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工作的，利用

这个快速育种实验室，可以把小麦育种年

限从 10 到 12 年缩短到 2 到 3 年的时间，大

大提高育种效率。”郑琪说。

郑琪主要从事平凉冬小麦育种工作，

但是一年一熟的冬小麦生长速度严重制约

了他的实验进度。然而，农科院新建的作

物种质资源与创新育种实验室，却大大提

高了他的实验效率。眼下正是三九寒天，

但在这个实验室里，郑琪培育的冬小麦已

经进入了“扬花”期。

“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冬小麦已经开

始抽穗‘扬花’，利用这种快速繁育技术，我

们可以在室内实现小麦一年四到六代快速

繁殖。”郑琪说，“这个发出蓝光的灯管是专

利产品，光谱非常全，模仿了自然光照，给

冬小麦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光照条件。”

郑琪说，常规杂交育种从亲本杂交到

新品种审定，至少需要繁殖 10—12 个世代，

导致作物育种的过程相当漫长。

随着我国人口增多、耕地面积减少和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提高，对作物

育种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缩短作物育

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成为作物育种技术

进步的大趋势。

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

可控，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

进现代化高科技种质资源保护和创新基地

及实验室建设，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

关难题，平凉市农业科学院借助中国科学

院相关专家的指导和帮助，组建起了自己

的科研攻关团队，建成了甘肃省内首家农

作物快速育种实验室，并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投入使用。

“实验室的核心技术是农作物快速加

代 育 种 技 术 ，延 长 光 照 时 间 ，缩 短 长 日 照

（品种）作物的繁殖周期，有效解决传统育

种技术中五大关键技术难题。”忙着记录的

郑琪向记者介绍，“小麦快速育种技术大幅

度缩短了品种选育年限，可以在室内不受

时空限制，快速地有针对性、目的性地定向

改良品种，在较短时间内选育符合实际生

产需求的高产抗病新品种。”

在作物组织培养室，平凉市农业科学院

研究实习员王田完成了一直想做但受条件限

制而没有完成的实验。王田说，平时在大田

里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得出的浓度结论，在实

验室里三到五个月就可以得到结果。

“大田里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没有办法

能直观地反映出来。在实验室可以经过精

细控制，把各种因素都排除掉，再通过实验

室和大田相结合，达到科技服务农业生产

的目的。”王田说。

据了解，2021 年，平凉市农业科学院实

施科研项目 37 项，承担冬小麦、冬油菜、胡

麻、高粱、大豆等作物的国家、省区域试验

和生产试验 15 项，试验示范新品种（系）326

个 365 亩。5 个项目通过市级验收，1 个冬

小麦新品种通过甘肃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制定颁布省级地方标准 2 项，登记科技

成果 7 项，申请新型实用专利 3 项。

“今后，我们将紧紧围绕产业兴市这一

大局和农业科技创新这一主线，紧盯红牛、

苹果、蔬菜产业链发展和种业振兴，为平凉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出新的贡献。”平凉市农业科学院副

院长曹斌表示。

隆冬时节，这里的小麦“扬花”了！

科技日报北京1月 25日电 （记者刘艳）
25 日下午，百度研究院发布 2022 年科技趋势

预测。

“核心技术快速演进、跨领域联结力增

强、产业底座愈发坚实的人工智能技术，成为

引领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百度 CTO、百

度研究院院长王海峰说，“希望在不确定的时

代中，以 AI 为灯，照亮创新之路；以 AI 为桨，

划起发展之舟。”

今年上榜的 10 大科技趋势涵盖了 AI 核

心技术、交叉学科与跨领域研究、AI产业及社

会价值三个层面。

在 AI 核心技术层面，融合创新特征愈加

显著。

比如，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呈现知识增

强、跨模态统一建模、多学习方式共同演进的

趋势，并逐渐实用化。

在交叉学科与跨领域研究中，AI 构成了

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的通用变量。

可以预测：人工智能应用于科学研究，有

望带来科研范式的改变；基于 AI 的生物计算

仍将高速发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场景协同创

新实现新突破；隐私计算技术受到关注，将成

为数据价值释放的突破口和构建信任的基础

设施；量子软硬一体化方案成主流趋势，现实

需求将加速量子计算与各行业融合创新。

在产业及社会价值方面，自动驾驶技术

进入无人化落地新阶段，多元“汽车机器人”

不断涌现，连接技术与场景；AI技术与航天科

技融合创新，推动深空探测迈向智能化的新

阶段；人与数字人、机器人的共生，虚实结合

与智能交互技术将快速融入生产生活；绿色

低碳更多纳入 AI 蓝图，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AI更加包容普惠，价值创造导向使中

小企业、弱势群体的需求得到更多关注。

这是百度研究院连续第三年发布对前

沿科技趋势的展望。此前，百度研究院关

于数字人、虚拟人将大批量出现、“数字交

通运营”将成为关键推动力等趋势预测已

逐步实现。

百度研究院发布 2022 科技趋势预测

时间的钟摆回到 2018 年 2 月 9 日 20

时，第二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

国平昌开幕。来自 92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团依次步入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两届

冬奥会金牌得主、短道速滑运动员周洋手

擎五星红旗，引领中国代表团入场，受到全

场观众热烈欢迎。

在平昌冬奥会上，中国派出由 181 人

组成的代表团，82 名中国健儿参加 5 个大

项、12个分项、55个小项的比赛。与 4年前

的索契冬奥会相比，中国代表团在参赛项

目规模上实现了较大突破，首次在 1 个大

项、2 个分项、10 个小项上获得奥运席位，

参赛项目为历届冬奥会最多。

21 时 42 分，激动人心的圣火点燃仪

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本届冬奥会圣火，

在 历 时 109 天 的 传 递 后 ，进 入 开 幕 式 现

场。圣火传递展现了韩国的科技和文化，

机器人、海底缆车、热气球、溜滑索、蒸汽

机车和“牛车”等别具特色的传递方式都

出现在传递过程中。主火炬点燃了，温

暖、圣洁的奥林匹克圣火在平昌的夜空中

熊熊燃烧。

激情平昌 机器人传圣火

冬奥开幕式回眸

◎本报记者 何 亮

（上接第一版）感谢中方对于国际奥委会、各国

运动员提供的热情款待和周到安排，相信中方

采取的有力措施，将确保本届冬奥会的安全、

顺利、成功举行，让世界各国运动员共聚北京，

共襄盛举！我们对此抱有充分信心！中国实

现了超过 3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目标，这是前所

未见的伟大成就，将成为本届冬奥会向中国人

民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将

从此开启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此次一些

国家首次派团出席冬奥会，充分表明北京冬奥

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也普

遍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希望虎年不仅成为勇

气之年、力量之年，也成为中国人民健康幸福

之年！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世界送给中国人民

最好的虎年礼物！祝愿世界更加团结！

丁薛祥、杨洁篪、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