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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健康展品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大型民机未
来智能驾驶舱、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
机器人等 280 多个科普展项，从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到高精尖产业发展成
果，从大数据、人工智能到医药健康
产业……在 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暨北京科技周活动主场，北京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五年来取得的重大
成就，通过“场景化设计、互动式体
验”，为公众呈现了一场好看、好玩的

“科普盛宴”。
狠抓原始创新突破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狠抓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生
态营造，着力建设“三城一区”主平台，
着力优化人才发展机制，着力构建高
精尖经济结构，着力扩大开放创新，努
力形成制度优势、领域优势和人才优
势。这是北京争当创新型国家和世界
科技强国建设排头兵的重要部署，也
是北京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
必由之路。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规划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为探索未
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
提供极限研究手段的大型复杂科学研
究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物
质技术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关键时期，按照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部署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求，前
瞻谋划和系统部署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对于
增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实现重点领
域跨越、保障科技长远发展、实现从
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
北京科技周现场展示的巨大圆环

沙盘模型，是即将在北京怀柔科学城
北部核心区开工建设的大装置集群中
的核心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据悉，HEPS 是“十三五”期间
优先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预计今年年中开工，建设周期六年半。
建成后，HEPS 将是中国第一台高能量
同步辐射光源，也将是世界上最亮的
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

HEPS 主要的科学目标是对微观
结构从静态构成到动态演化，提供多
维度、实时、原位的表征，解析物质结
构生成及其演化的全周期全过程。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何俊介绍，HEPS 相当于一个“巨大的
显微镜”，利用它产生的辐射光可以
更精确地检测到物质的微观结构信
息，如晶体排列结构、化学元素分析
等，特别是物质结构在真实状态下的
变化过程。

“HEPS 将推动材料工程、化学工
程、能源环境、生物医药等多方面、多
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突破瓶颈问题
的关键手段，从而提升技术创新水
平，推动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何
俊说。

目前，北京全市运行、在建、拟建的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 19 个。除了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现场展示的国家太
空实验室地面实验基地、地球系统数值
模拟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将成为
支撑我国创新跨越的重要力量。

重大创新成果有突破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是科技
事业创新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是新
时期我国科技创新的鲜明目标导向。
把“三个面向”落到实处，充分激发创
新的活力和潜能，科技才能真正成为

“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
生活赖之以好”的国之利器。

高性能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技
术率先在国际上突破了高性能难加工
金属大型构件激光增材制造“变形开
裂”预防、“质量性能”控制、“工程装
备”研制、“技术标准”制定等四大瓶颈
难题，成功增材制造出迄今世界上尺
寸最大、结构复杂的大型钛合金整体
承力框，其面积达 16 平方米。目前，该
技术已在大型运输机、卫星等重大装
备研制和生产中实现应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型金属构件
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李卓介绍，高性能大型金属构件增材
制造技术突破了传统制造技术极限，
解放了设计能力，有效提升了重大装
备的性能。同时，该技术能够节约成
本、快速响应，为重大装备快速研制提
供了支撑。

“作为一名航空航天爱好者，看到
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有这么多的尖端
技术，深感振奋！看到这些前沿高端技
术，我心情特别好！”现场一位观众兴
奋地说。

量子调控前沿科技、集成电路、
网络安全、智能装备、轨道交通、金融
安全……2019 北京科技周现场展示

的各高精尖领域的创新成果，让公众
切实感受到了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
巨大成就。

高精尖产业发展有未来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原
则，顺应产业演进趋势，是北京市做
好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的准则。

按照国家战略导向，围绕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选取了新一代
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
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
材料、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
科技服务业等十个产业作为重点发展
的高精尖产业。

同时，北京积极在财政、土地、人才
等方面出台配套措施，助力高精尖产业
发展。

今年的北京科技周上，展出了人工
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智能汽车等高精
尖产业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成果。

作为新能源智能汽车创新成果，
高性能新型两档电驱动总成展项由国
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联合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绿传科技开发完
成，具有良好的动力换挡性能和更宽
的高效工作区间，能显著提升整车动
力性和改善整车经济性。

在一台人工智能视网膜健康评
估产品前，公众排起了长队，大家在
等候体检。展台负责人介绍说，该产
品基于视网膜影响分析的深度学习
算法，开发出基于眼底视网膜照相的
早期慢病检测产品鹰瞳视网膜影响
智能分析系统。通过检测受试者视网
膜上裸露的血管和神经，该产品可以
对多种疾病进行筛查，帮助医生提供
实时辅助分析。

“现在我们都非常关注身体健康，
所以对医药领域的前沿技术很感兴
趣。”队伍中一位等候检测的观众告诉
记者，“通过切身体验，我能了解很多
先进技术，如果身边的人有这方面的
需求，我会推荐给他们。相信未来的高
科技医疗技术和器械，一定会给老百
姓带来福祉。”

据悉，2018 年，北京十大高精尖产
业实现营业收入已达 3.25 万亿元，新
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33.2%，规
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9%。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孕育成长，金融、
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对全市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合计达 67%。

看创新成就 走强国之路
姻本报见习记者辛雨

新能源应用、环境修复、灾害预防、
车联网、精准扶贫、服务机器人———这是
2019 北京科技周“美好生活篇”为公众
展示的内容。丰富的科技创新成果，不仅
拉近了市民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距离，也让市民切身感受到科技给生活
带来的显著变化。

氢燃料电池汽车：强劲清洁

选一辆动力强劲、清洁环保的汽
车？没问题，装备氢燃料电池的新能源
汽车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在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的
展台上，一个氢燃料电池汽车平台，吸引
了众人的眼球。该中心资源整合群负责
人邹广才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所开
发的新能源汽车，采用氢氧燃料电池和
三元锂离子电池结合的电—电混合动力
系统，续航能力可以达到 450 公里，而氢
瓶充满只需要 3-5 分钟。

氢燃料电池中氢气来源广泛，可
以通过化石燃料、工业废氢、电解制氢
制备，而氧气来自空气，反应产物是
水。与传统将化石燃料作为动力来源
的汽车相比，氢燃料电池汽车要清洁
环保得多。

面对观众关注的新能源车性能问
题，邹广才说，他们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 150 公里以上，续
航里程最高可达 500 公里以上。与传
统汽车相比，适用环境更广，动力输出
响应时间更短。

土壤修复：三废“医生”

化工产业是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然而我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
的同时，也给我们脚下的土地带来了
巨大负担。化工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渣
不仅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也破坏了
生态环境。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展示的污染土壤快速淋洗装备、自主
研发的热解吸设备（TDU）、原位加热
修复技术系统、连续管式原位注入装
备等多项环境修复技术，是 863 国家
重点研发课题的创新成果。

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污染土壤
快速淋洗装备通过强力解泥、精细筛
分和高效固液分离等淋洗技术，将污
染物从硬质砂砾表面进行分离，实现
污染土壤减量化。该技术可用于处理
含重金属、多环芳烃及重金属与多环
芳烃复合污染的砂性土壤，目前已成

功于广东广州、山东青岛、青海海北、
云南楚雄等大型修复工程应用。

连续管式原位注入装备被誉为“万
能作业机”。在土壤修复领域，连续管式
原位注入装备采用高压水射流和连续管
技术，适用于加油站、填埋场、爆炸危险
场地、地下水位较深的地块修复。该设备
实现原位修复工程的钻注一体化，效率
提升明显，修复范围广，最深达 100 米，
是目前国内先进的修复装备。

车联网：减少“马路杀手”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描画了未来
智能交通的美好愿景，北京千方科技
展出的几款车联网系统，十分抢眼。

目前，宽带移动互联网已解决了
高带宽、低延时、大容量和低功耗的需

求，也使得路侧设备、车内设备以及车
路协同相互联通成为可能。千方科技
已开发了 9 项车对车（V2V）以及 5 项
车对路（V2I）技术。北汽新能源、长城
等汽车厂商均已采用千方科技研发的
车载终端，车速引导、车辆变道 / 盲区
提醒、紧急制动预警、前向碰撞预警、
紧急特殊车辆预警、交叉路口碰撞预
警、道路湿滑提醒等都是其 V2X 车联
网系统技术适用的典型场景。

精细化管理：破解洪涝防控

近年来北京市洪涝灾害呈频发态
势。针对洪涝灾害频发、管控精细水平
有待提升等问题，北京市水科学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邸苏闯告诉《中国科学
报》，研究院以数值模拟技术、遥感技
术、空间分析技术为支撑，研发了基于
多源数据的城市流域精细化洪涝模型
构建技术体系。

据介绍，研究院构建了精细化防汛
应急管理支撑技术体系，涵盖内涝积水
点台账构建、内涝原因诊断分析、雨水管
网排水能力分析、河道排水能力分析、蓄
滞洪区启用影响分析等内容。同时，还优
化了城市水系调度方案，实现了科学蓄
水和安全行洪的双重目标。

邸苏闯介绍，相关技术已在北京
市清河流域和凉水河流域开展了精细
化洪涝模型构建与示范应用，其中清
河流域精细化洪涝模型包括 646 公里
排水管道、28.7 公里河道、1.8 万个节
点、425 万个网格，在洪涝风险评估与
原因诊断、行洪排水能力评估、海绵建
设效果评估、水系优化调度等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得分从
2014 年的 100.95 分增长到 2017 年
的 122.74 分，年均增长 7.26 分。这
是 5 月 20 日在北京科技周主场，北
京市政府新闻办、北京市科委、北京
市统计局联合召开的“首都科技创
新发展指数 2019”（以下简称首科
指数 2019）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
据。首科指数高增长的背后，是北京
近年来持续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力
度，以及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
得的显著成效。

“首科指数研究目的是‘看过
去、察当前、谋未来’，全方位分析首
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从中分析问题，总结规律，谋划和指
导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市
科委副主任杨仁全表示。

构建监测评价系统

从 2012 年起，北京市科委、市
统计局、首科院依托专家团队，开展
了“首科指数”研究工作。

“这是全国首个针对城市的科技
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此前已连续发布
6 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
力支撑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杨仁全表示。

据介绍，从“十二五”伊始开展的
“首科指数”系列研究，是北京市的前
瞻部署。特别是结合新时代、新使命，
北京市陆续开展了“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评价”“首都知识创造力
评价”等系列研究，持续构建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监测评价体系。

首科院院长关成华表示，近年
来，“首科指数”专家团队围绕北京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功能定
位、支撑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
国建设的战略目标，通过“大数据、
新数据、解数据”的方式，勾画首都
科技创新发展的“全景图”。

目前，“首科指数”已成为首都
科技创新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成为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重要决策参考。

“北京市科委还将深化与市统
计局等部门的协同机制，依托首科
院等智库机构，持续深入开展研究，
提供鲜活的数据全景图，更好地服
务和支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杨仁全表示。

总指数跑出“加速度”

“首科指数 2019”是发布的第 7
期“首科指数”，体现了全国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的最新进展，也代表了

“首科指数”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4 年以来，北京全面加强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各项创新
指标突飞猛进，一系列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不断涌
现。”关成华介绍。

从数据上看，2014—2017 年，首
科指数增长态势明显，总指数得分从
2014 年的 100.95 分增长到 2017 年
的到 122.74 分，年均增长 7.26 分，明
显高于 2010—2013 年的年均增长
4.50 分。

关成华解读说，自 2014 年以
来，首都科技创新发展势头强劲，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明显提速，科
技创新支撑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力度
不断增强，北京正阔步迈入以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从分项指数看，2014 年以来，4
个一级指标均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和创
新绩效指数得分分别增长 5.15%、
15.46%、22.75%和 29.65%。“这表明，
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阶段，
随着创新资源的稳步提升、创新环
境的持续优化和创新服务水平的大
幅提升，有力推动创新绩效实现强
劲增长。”关成华说。

创新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杨仁全表示，近年来，北京始终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以全
球化视野谋划和推动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塑造更多先发优势的引领
型发展，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北京样板”。

据悉，2014 年以来，北京加快
培育发展新动能，引领支撑高质量
发展。“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美
好生活持续发力；创新生态持续优
化，创新创业活力迸发；辐射引领能
力不断攀升，竞争力和话语权持续
增强；‘三城一区’全面提速，‘四梁
八柱’支撑作用彰显”———这些方
面，“为高质量发展启动了新引擎”。

“2014 年以来，北京全社会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
度保持在 6%左右，超过了纽约、
柏林等国际知名创新城市。基础
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
从 12.6%稳步提升至 15%左右，超
过日本和韩国等部分发达国家水
平。”关成华表示，“北京力量”的国
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

统计显示，2014 年以来，北京
高质量科研论文量质齐升，每万人
口的 SCI/EI/CPCI-S 论文产出量
增幅达 110.6%。2018 年，北京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111.2 件，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 10 倍多，较 2014 年
增长 96.37%。

“北京的创新产出规模全球领
先，标志性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
一批‘大国重器’加快建设，人才发
展机制不断优化，科技体制改革不
断深化，形成了良好创新生态。”关
成华表示，北京科技彰显了中国创
新实力。

“在下一步工作中，北京要做到
‘两个狠抓’和‘四个着力’。”杨仁全
表示，北京将狠抓原始创新突破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狠抓科技体制改革
和创新生态营造；着力建设“三城一
区”主平台，着力优化人才发展机制，
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着力扩大
开放创新，“努力形成制度优势、领域
优势、人才优势，争当创新型国家和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排头兵”。

编者按

5 月19 日—26日，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活动主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本届科技周以
“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为主题，展出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就和科普惠民成果，通过“场景化设计、互动式体验”，让公众更
好地了解科学知识、体验科学乐趣、感知科学精神。

本届北京科技周主场分室内室外两个展区，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五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为主线，设置了规划引
领、建设成就、美好生活、科普惠民等多个篇章，展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医药健康、前沿材料、航空航天、智能装备等领域
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展项和互动体验产品共 280 多个项目，为公众呈现了一场科技感和未来感十足的“科普盛宴”。

北京科技周活动主场

科技为美好生活赋能
姻本报见习记者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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