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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疫情多发，各大商超和
外卖平台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同
时，通过加大物资储备、优化运力调度等
方式加大“保供保送”力度，保障北京市民
生活需求。

右图 居民在商超选购生活物资。
下图 餐饮企业和外卖平台共同设立

的智能取餐柜，骑手先扫码，后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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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闪烁之中，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

拉开大幕，全世界球迷的激情再次被点

燃。你可知道，照亮世界杯绿茵场的每一

缕灯光，都满满散发着“中国元素”？

就在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月，由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电建）承建的阿尔卡萨 800 兆瓦光伏电

站顺利投产，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卡塔尔

世界杯提供强劲的绿色能源。

作为世界级赛事，2022 年卡塔尔世界

杯的电力供应同样也是“世界级”。“阿尔

卡萨 800兆瓦光伏电站的面积相当于 1400

个足球场，是世界第三大单体光伏发电

站，也是世界最大运用跟踪系统和双面组

件的光伏电站。”中国电建贵州工程有限

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韦玉金介绍。

阳光，是中东地区除石油之外另一丰

富的能源资源。在卡塔尔哈尔萨方圆 10

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带，阳光暴晒、热浪滚

滚，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温度高达 50摄氏

度。借助阿尔卡萨 800 兆瓦光伏电站，灼

热的阳光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输

送到卡塔尔世界杯球场。

韦玉金介绍，阿尔卡萨 800 兆瓦光伏

电站是卡塔尔历史上最大的非化石类可

再生能源电站，预计每年可为卡塔尔提供

约 18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满足约 30万户

家庭年用电量，未来能够满足卡塔尔 10%

的峰值电力需求，预计将减少约 2600 万吨

的碳排放。该项目是卡塔尔“2030 国家愿

景”的一部分，它开创了卡塔尔新能源光

伏发电领域的先河，同时有力支撑了卡塔

尔举办“碳平衡”世界杯的承诺。

“本项目光伏区800兆瓦全部采用中国

设备，该设备占投资总额的 60%以上，进一

步增强了国产品牌在中东地区的市场占有

率，充分发挥了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打造

了中国企业良好的海外形象。”中国电建贵

州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施工经理李均表示。

不但如此，记者了解到，在阿尔卡萨

800兆瓦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中国电建贵

州工程有限公司一直坚持绿色施工。一方

面，为施工现场的灌木、蜥蜴、蛇类等原生

动植物分别制订详细的迁移计划，力争将

迁移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影响降到最低；另

一方面，在施工过程中建立能源资源节约

使用、循环利用机制，做好垃圾分类处理，

打造能源高效利用、环境友好型建设工地。

“我们的项目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卡塔尔的环境对于电建团队来说是不利

的，但是这个工程依然按时建成了，而且

确保了工程质量，中国电建具有很好的专

业技术，希望以后继续和电建团队一起工

作。”中国电建一位卡塔尔籍职工说。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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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1 月 21 日零时，2022 年卡

塔尔世界杯比赛正式开始。作为半决赛和

决赛赛场，中国铁建以总承包身份承建的

主体育场——卢赛尔球场，引发了全球瞩

目。11月 22日，该球场迎来首场阿根廷队

和沙特阿拉伯队的对阵。

卢赛尔球场建筑面积达19.5万平方米，

可容纳8万人同时观赛。它以金光闪闪的亮

丽造型，被网友称为“大金碗”。“它的设计灵

感来自当地传统珐琅灯笼纹饰和椰枣碗造

型，呈现出浓郁的阿拉伯风格。它按照国际

足联最高标准设计建造，可同时满足国际足

联标准、欧美规范和卡塔尔当地规范。”中国

铁建卢赛尔体育场项目经理刘大伟说。

作为世界上最大跨度索网屋面单体建

筑，卢赛尔体育场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索

膜结构体系。“其鱼尾式交叉索网跨度达到

274 米，单个最大钢结构高空吊装重达 450

吨，悬挑距离为 76米。项目包含 30多个专

业大类、45个专项设计、99个电子系统，是

世界上专业接口最多、技术最先进的体育

场之一，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

设计标准最高、技术最先进、国际化程度最

高的世界杯主场馆。”刘大伟说。

在本届世界杯赛事中，该场馆将承担包

括决赛在内的10场比赛，闭幕式也在此举行，

是所有球场中承担比赛任务最多的一座。

2016 年 11 月 ，中 国 铁 建 与 卡 塔 尔

HBK 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该项目，联合起

包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全球 20多个国家

的 110 家大型分包企业、7000 多名中外建

设者，共同实施该项目。

建设者们应用 BIM 技术给体育场造

了一个数字双胞胎模型，实现多专业实时

协同设计，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和成果质

量，根据模型直观地指导施工，并对建筑物

进行高效的运营维护管理。

体育场的钢结构由48榀V形立柱和24

榀压环构成，总用钢量相当于3个埃菲尔铁

塔。屋面主索网采用双层轮辐式张力结

构，跨度达274米，悬挑距离为76米，形如一

个巨大的车轮状的“碗盖”。“我们采用智能

同步液压提升系统，对位移量、索力进行监

控，与全景模拟仿真计算数值实时对比，保

障了屋面结构的安全及精度要求。保障了

超大型钢结构施工误差控制在3毫米之内，

达到世界最高等级施工精度控制标准。”刘

大伟说。

体育场屋面呈马鞍形，外幕墙为金色双

曲面铝板幕墙。设计通过4672个连接件，把

4200多个灯笼纹饰的三角形单元铝板与主

体钢结构衔接，分段拟合出线条流畅、饱满

的双曲弧面。“幕墙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钢

结构的形态在不同温度和不同施工阶段都

有变化，在动态变化中精准定位、安装，是一

项难度特别大的复杂工程，而马鞍形屋面的

膜结构面积达56300平方米，拱杆624根，水

平膜索1152根。”刘大伟说，通过将数量巨大

的钢索在70米高空编织成菱格索网，且保证

索力和位形，共同满足了超高精度要求。

卢赛尔体育场历经 2118 天的艰苦施

工，圆满交付后立即成为世界“网红”。

“卢赛尔体育场是按照最高标准建造

的，它是卡塔尔、中东和阿拉伯地区人民的

骄傲！”卡塔尔世界杯形象大使、阿曼球星

阿尔·哈布西称赞说。

卢赛尔体育场已成为卡塔尔的“国家名

片”。11月 9日，卡塔尔中央银行推出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特别版纪念钞，纪念钞图案

包含中国企业承建的世界杯主体育场。这

是“中国制造”元素第二次出现在卡塔尔货

币上。此前，2020年 12月发行的新版 10卡

塔尔里亚尔纸币也印有卢赛尔体育场图案。

中国企业承建，解决多项难题——

卢赛尔体育场已成卡塔尔“国家名片”

11 月 21 日，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平

台发布暨国家航天局卫星数据与应用国际合

作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海南省常务副省

长沈丹阳、国家气象局副局长于新文、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阳为“国家航

天局卫星数据与应用国际合作中心”“金砖国

家遥感卫星星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中国）”“海

南卫星数据与应用研究中心”揭牌。国家航天

局副局长吴艳华宣布落户文昌国际航天城的

“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正式开通。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遥感卫星

发展迅猛，构建起稳定运行的高分卫星遥感

系统，近 50 个业务领域实现 100%信息自给

率。与此同时，遥感卫星应用仍存在效益不

高、数据共享难、应用服务散等问题。

为推动我国遥感数据共建共用共享，国家

航天局会同有关部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组织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中

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等 7

家共建单位通力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

合建设平台。平台作为国家级公益性与基础

性遥感信息公共基础设施，将打通遥感卫星数

据开放共享信息通道，搭建资源互联互通和高

效利用基本架构，开展航天资源综合应用和应

急减灾救灾统一调度，促进跨行业、跨部门、跨

区域的遥感应用高质量发展。

为打造平台的国际合作枢纽，国家航天

局与海南省联合共建“海南卫星数据与应用

研究中心”，打造国家卫星数据与应用国际合

作基地，同时，加挂“国家航天局卫星数据与

应用国际合作中心”和“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

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中国）”牌子。该中心依

靠海南自贸港数据政策优势，统筹开展遥感

数据与应用国际合作，支持政府间对地观测

领域合作协定的履约工作，推动国际重大项

目合作落地实施。

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落户文昌国际航天城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刘晓倩 记

者陆成宽）地下水能影响青藏高原湖泊水

量？21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获

悉，基于连续 5年对青藏高原西部湖泊水位和

水文气象的监测数据，来自该所等单位的研

究人员发现，地下水补给显著增加了青藏高

原西部地区的湖泊水量，改变了该地区的湖

泊水位季节变化特征。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

表于《地球物理研究通讯》。

青 藏 高 原 有 着 全 球 海 拔 最 高 的 湖 泊

群，是我国最主要的湖泊分布区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因为降水增加和冰冻

圈加速消融，青藏高原内陆区湖泊开始显

著扩张。

“有不少因素可以影响湖泊水量平衡，比

如大气降水、湖面蒸发、冰冻圈消融、地下水

补给或渗漏等。”论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副研究员类延斌说，

由于缺少系统的水文气象观测资料，此前对

青藏高原湖泊水量平衡的研究大多侧重地表

水，难以直接监测和量化地下水补给对湖泊

水量平衡的影响。

事实上，在冬季湖面结冰期，青藏高原大

多数湖泊水位会保持稳定或微弱下降。然

而，最新监测结果表明，在冬季湖面结冰期，

青藏高原西部湖泊水位却显著上涨，比如鲁

玛江东错、美马错和龙木错等。

“综合考虑了冬季湖面降雪、入湖径流和

湖面升华因素，我们发现，冬季湖面结冰期，

湖泊水位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地下水补给，其

补给量占流域内夏季总降水的 13%—25%。”

类延斌指出。

同时，全年湖水水量平衡的计算结果表

明，地下水补给占总入湖流量的 59%—66%。

“这说明，地下水补给不仅对青藏高原西部湖

泊水量平衡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是区域水

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类延斌说。

那么，这些地下水从哪里来呢？研究人

员分析发现，青藏高原西部地下水的来源可

能与区域地质构造特征有关。

类延斌解释，青藏高原西部基岩以石炭

纪和二叠纪的灰岩为主，各个流域均分布有

地壳断裂产生的活动断层带。这种深部结构

有利于地表水向下渗透形成地下水，并在下

游补给湖泊。高海拔地区的冰川、积雪融水

也可以通过活动断层破碎带补给地下水，并

在低海拔地区汇入湖泊。

“由于地下水补给稳定且循环周期长，大

量地下水补给显著改变了青藏高原西部湖泊

水位季节变化。这项研究对认识青藏高原西

部地区水循环过程及湖泊变化原因具有重要

意义。”类延斌说道。

连续 5 年的监测数据表明——

地下水补给显著增加青藏高原西部湖泊水量

11月21日，2022年中国航天大会/2022文

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在海南海口拉开帷幕。

开幕式上，受中国航天大会学术委员会委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部部长王巍发布了最新评选出的 10

个宇航领域热点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

2022年宇航领域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包

括：宇宙物理动力学效应及“动力获取”问题；太

阳系外宜居行星与生命标记及其搜寻、证认方

法；航班化航天运输系统关键技术；近地小行星

快速监测预警与防御技术；面向地外生存的人

工光合成材料制备及应用；远距离大功率无线

能量传输技术；利用月壤资源实现月面原位建

造；跨域飞行器的强适应控制技术；基于天地学

习泛化的空间星群智能自主协同作业技术；地

球高空大气流场演变规律的高精度预测技术。

王巍介绍，这是继 2020 年、2021 年发布

宇航领域问题难题以来的第三次发布活动，

此前所发布的项目对宇航领域的学术方向和

研判趋势产生了较大影响，部分问题和难题

引起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已纳入相

关重大科技专项，对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工

程项目推进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大会所

推荐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已连年入选中国

科协组织的科技问题评选活动，相关内容公

开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大会开幕式上揭晓了 2021年度中国航天

基金会奖评选结果。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

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包为民获得“钱学森最

高成就奖”，奖励 100 万元人民币；张荣桥等

10 名个人获得“钱学森杰出贡献奖”，每人奖

励 20 万元人民币；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

统工程应用研究创新团队、高速飞行器技术

团队、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核心技术团队

获得“航天创新团队奖”，每个团队奖励 50 万

元人民币。此外，长期从事中巴两国高科技

项目合作的巴西航天局原局长何塞·黑蒙多

获“航天国际合作奖”。

2022 年中国航天大会/2022 文昌国际航

空航天论坛 21 日—24 日举行，大会主题为

“航天点亮梦想”，汇聚中国航天领域众多领

军院士、专家、学者，共话世界航天前沿热点

问题，展示中国超级航天年所取得的最新成

就，推动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2022年宇航领域十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发布

◎本报记者 王祝华

◎本报记者 赵汉斌

（上接第一版）
“振奋！感谢！支持！”李晓红在现场讲话

中，用上述 3个词表达了对两项世界纪录的感

受。他表示，中国工程院汇集了各个行业的优

秀科学家，潍柴柴油发动机本体热效率下一步

要冲击53%、54%、55%，“我们会鼎力支持！”

上述突破也引发国际同行的关注。在现

场，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美国西南研

究院、奥地利 AVL公司、德国博世集团等科研

机构、国际同行，以及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

国内燃机学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以贺信、

视频的形式给出了极高评价。

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52%热效率柴油机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54%热效率天然气发

动机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5%。如果全部切

换，预计每年可为我国减少碳排放9000万吨。

生物医药、稀贵金属、数字经济、区块链

中心……科技之花花繁叶茂，创新成果灿然

夺目。

19 日至 22 日，第 6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暨第 26 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

简称南博会），在昆明举行。一个个科技感十

足的新兴产业展区，与传统高原特色农业、文

化旅游产业等交相辉映，形成了“蝶变”之势。

近年来，双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经贸

往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优势产业荟萃，展现
云南创新活力

云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晨阳介

绍，连续 6 届的盛会，有力促进了我国与南亚

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参展第 6届南博会的国药集团天坛生物，

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几天

前，第一瓶云南造血液制品——‘人凝血酶原

复合物’在天坛生物昆明智慧工厂试生产成

功，填补了云南省血液制品生产空白，开启了

云南生物制药产业的新篇章。”在南博会生物

医药展区，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刘亚娜说。

多年来，国药集团履行央企责任，为国家

重大活动、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提供血液

制品储备保障，参与患者救治。

“目前我国血液制品还无法实现自给自

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履行中央企业责任，

加快昆明工厂正式投产进程，早日为公众提

供更优质量、更多数量的血液制品，助力‘健

康中国’建设。”刘亚娜说。

第 6 届南博会设置的 13 个展馆中，专业

展馆多达 8 个，突出绿色能源、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生物医药和大健康、先进制造业、旅游

文化等专题，在生物医药和大健康馆，云南省

科技厅打出了“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生物医

药产业集聚区”的响亮口号，引人注目。

数字化平台，拓展国
家级展会魅力

稀贵金属溅射靶材、银铜合金系列电真

空器件、铂合金催化网、键合金丝……在承袭

中国“铂族摇篮”荣光的云南省贵金属集团展

区，诸多先进材料显山露水，让人大饱眼福。

自然界中，金、银、铂、钯、铑、铱、锇、钌等极

度稀缺的贵金属，被称为“现代工业的维他命”。

“贵金属应用广泛，其使用量是一个国家

工业水平和科技发展程度极为重要的标志。”

云南省贵金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建强

介绍。

数十年来，贵金属集团服务国防工业建

设，提供高精度、高可靠、高稳定和使用条件

苛刻的关键材料及部件，支持“两弹一星”“高

新工程”“神舟系列”“长征系列”“嫦娥系列”

等国家重大工程，承担国家贵金属领域 80%

以上的科研项目，推进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我们实施以‘稀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

为代表性的一批重大科技专项，优化科研项

目形成机制，大力实施科技项目‘揭榜制’，立

‘军令状’，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云南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勤说。

近年来，在高纯砷、绿色铝材硅材、水力

式升船机、滇禾优 615、云薯 108、云上黑山羊、

十三价肺炎疫苗和二价脊灰减毒疫苗等新品

种、新装备、新产品上，云南不断取得新突破，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科创辐射力持续增强。

“平台集中展示线下展览数字化，促进线

上线下双线融合。”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翌

介绍，主办方通过完善云展台、云直播、云会

议、云洽谈、电子签约和智能撮合等功能，提

升了南博会数字化体验感和参与感，实现一

部手机逛南博。

在集中签约仪式上，本届展会共签订投

资协议项目 169 个，协议投资额超 4000 亿元，

其中 100亿元以上 12个。

南博会，彰显区域科技创新亮色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代
小佩）记者 21 日从北京协和医院获悉，该

院检验科与北京小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研发的外周血细胞图像白细胞辅助识别

软件近日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

获得体外诊断领域全国首张 AI 三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标志着 AI技术在医学检验领

域的应用进入落地阶段，意味着我国 AI技

术应用场景取得新突破。

全血细胞分析是医学检验的三大基础

检验项目之一，大部分的疾病诊疗过程需要

进行全血细胞分析，其中，外周血细胞形态

学检验是全血细胞分析中不可或缺的手

段。目前，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验主要依赖

于人工镜检。然而，合格的形态学检验人才

培养周期长、难度大、工作强度高，同时需要

多年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因此传统的人工镜

检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临床需求。

为解决该难题，近 5年来，北京协和医

院检验科与北京小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潜

心研究、积极转化，最终研发出外周血细胞

图像白细胞辅助识别软件。该软件能确保

检测结果准确客观，又有助于及早筛查疾

病，改善基层医疗机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

员缺乏的现状，提高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

验水平并提升大型医疗机构的检验效率，

是一项融合了检验诊断学、细胞形态学、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等学科的科技成果。

体外诊断领域全国首张AI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