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

11

苏创｜星光｜新知 第150期

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吴红梅 / 版式：牛旭丽

邮箱：xhrb2018@163.com

新锐

科创
江苏

□ 本报记者 张 宣

“百年征程 初心永恒——中国共产党
在江苏历史展”自7月1日开展以来，在江苏
社会各界激发观展热潮。7 月 19 日，《科技
周刊》记者探馆时看到，“经济发展高质量”
展区内展出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号、“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等国之重
器的等比例模型，还有全球首款量产三激光
雷达智能驾驶方案纯电轿车极狐阿尔法 S
实车展示，科幻尽显眼前，参观者在科技视
觉盛宴中感知中国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在展台前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半
空中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它
是我国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前不久
刚刚获得了宇宙射线氦核的精确能谱测量
最新结果。“它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暗物质与空间天文研究部等单位合作研
发，2015 年 12 月成功发射，是目前世界上
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暗
物质探测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研究员袁强介绍，今年 5 月发布的高能宇宙
线方面成果，来源于“悟空”太空“取经”的主
要任务之一。

迄今为止，“悟空”卫星稳定运行 5 年
半，已进入二次延寿运行阶段，探测器状态

良好，仍在不断积累高质量观测数据。随着
数据的进一步积累和分析的深入，“悟空”号
有望取得更多的重要成果，为揭开高能宇宙
线的起源和加速之谜作出贡献。

展台中部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
机”的微缩模型，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是它发
挥的作用可不一般。“模型高度还原无锡超
算中心的机柜现场，同样由 40 个运算机柜
和 8 个网络机柜组成，一台机柜就有 1024
块处理器，‘神威·太湖之光’共有 40960 块
处理器。它的‘真身’高度接近两米，算力非
常强大。”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外宣负责
人段芳介绍，“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全部采用“申威 26010”国产处理器，打破了
长期以来国产超级计算机平台无“芯”可用
的局面,奠定了安全、自主、可控的国产平台
技术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神威·太湖之光”也是我
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超级计
算机。截至目前，其以每秒9.3亿亿次的浮点
运算速度，连续 4 次在全球超级计算机比赛
中夺冠。其中，2016年11月，“神威·太湖之
光”以较大的运算速度优势再次夺得世界超
算冠军，基于该超级计算机运行的高性能计
算应用项目获得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
高奖——“戈登贝尔”奖，成为我国高性能计

算应用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江苏科

技创新的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在展台后
部，记者注意到深海高稳性圆筒型钻探储油
平台“希望1号”模型。“‘希望1号’是世界首
艘圆筒型深海石油钻井平台，由南通中远船
务研发，创造了平台稳性等多个世界第一，
是首次实现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建造产
品交付即能使用的‘交钥匙工程’，作业水深
3800 米，钻井深度 12000 米，于 2012 年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南通中远船务工程
有限公司高级科技经理王振刚说，“经过多
年的探索和创新，我省的海工产品实现了从
浅海到深海的全覆盖，不断推进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化发展。”

“国之重器”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和创
新型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还
有很多贴近生活服务群众的“江苏智造”也
在展台上亮相。刚到达展台，你可以尝一杯
双臂协作“手”冲咖啡机器人制作的咖啡。
记者在现场看到，机器人精准复现咖啡师的
专业调配及拉花手法，一次性完成研磨、加
奶、冲泡、调制全流程，确保酿制出一杯品质
出众的香醇咖啡。“这台咖啡机器人由全自
动咖啡机和自研机器组成，所有流程都是自
主设计，拉花手法也是设计师根据顶级咖啡

大师手法设计。”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
究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张方正说，相比人工
而言，机器人精准度更高，咖啡出品更稳定，
每一个流程制作时间都精准到秒。

整个展台区域最吸睛的莫过于极狐阿尔
法S豪华电动车实车，前卫的造型和满满的科
技感博得无数的快门声。“这款电动车与华为
联合开发，使用了全球首款量产三激光雷达智
能驾驶方案，配合麒麟芯片，超过 400TOPS
的算力，真正实现城市+高速L4级自动驾驶。
超长续航708公里，闪充技术满足10分钟充
电续航195KM。”历史展志愿讲解员、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在校生刘晓敏告诉记者，参观人员
大多会驻足于此，惊叹于这台科技座驾。

此外，历史展还在户外专门设置了“奋
斗者”号模型展示。“模型外观为 1:1 还原
复 制 ，长 宽 高 分 别 为 10.3 米 、3.2 米 、4.5
米。舱内展柜展示有万米海水样品、深海
泥样、万米水压压制泡沫杯样品、万米海试
公仔等。”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奋斗者”号电气系统副
主任设计师、主驾驶张伟介绍，参观群众可
以通过 VR 体验真实还原“奋斗者”号载人
球舱内画面、水上布放场景、下潜过程及万
米海底作业场景，VR 讲解中还采用了三句
潜航员的原声，属国内首创。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国之重器，映射江苏科技“硬核”实力

本报讯 （记者 蔡姝雯） 记者从省科协获悉，近日在浙江
嘉兴举行的“科创中国”2021 峰会上，4 项“科创中国”重大合
作项目进行了签约，其中有3项来自江苏。

中国兵工学会与徐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安全应急产业”
战略合作协议，中国检验检测学会与常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服
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合作协议，中国电子学会与无锡物联网创
新促进中心签署了“科创中国”无锡物联网创新基地战略协议。

我省无锡、徐州、常州作为“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参加了这次
全国性的峰会。会议期间的城市创新论坛上，常州市、徐州市代
表第二批“科创中国”试点城市进行了城市创新发展情况推介，介
绍了下一步开展试点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并与中国科协“科创中
国”江苏挂点组和相关国家级学会进行了深入的对接交流。

在分组交流会上，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刘兴平部长指出，
长三角地区科教资源丰富、经济水平发达，在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推动科技经济融合，实现更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应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找准突破口，切实展现科协组织的作为和
价值担当。

江苏3项“科创中国”
重大合作项目签约

□ 本报记者 王 拓

记者近日获悉，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周福宝教授团队获得
的实验数据表明：他们基于化学催化原理，首创的一氧化碳主动
同步处置方法，可通过释放消除剂粉体形成“超细尘云”，捕捉空
气中的一氧化碳，并将其迅速转化为无害化产物。

在地下矿井、城市高楼、工厂车间、船舶机舱等受限空间
里，一旦发生爆炸或者火灾，就会积聚大量一氧化碳，这往往
会比开放空间同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更大。周福宝教授团
队的该方法，有助于短时间内将一氧化碳浓度降低到安全区
间，为救援逃生争取时间。

在火灾、爆炸事故中，往往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浓度可达
几千到几万ppm。现场人员吸入后，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
亲和力比氧气高 200—300 倍，使血红蛋白丧失携氧能力，致
人窒息死亡。“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达12800ppm时，人在1—3
分钟内就会死亡，浓度达 3200ppm 时人会在 25—30 分钟内
死亡，浓度达800ppm时人则可能在2—3小时内死亡。”团队
成员、中国矿业大学陈小雨副教授说。

如何在受限空间内快速消除一氧化碳，已成为全球范围
内应急救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和能源转型，
矿井事故死亡人数逐年下降，但高楼、车间、船舶、机舱等受限
空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比例迅速上升，一氧化碳中毒风险
正在从高危岗位向普通百姓扩散。周福宝教授提出一种新思
路：用特殊物质吸附一氧化碳，并将其转变为其他物质，达到
降解、消除的目的。

“我们前前后后试验了十几种物质，经过几年反复实验，
最终找到一种过渡金属氧化物，并把它设计制成具有较大表
面孔隙率的微米级颗粒。”陈小雨介绍，这种金属氧化物的直
径只有 10—50 微米，但是比表面积非常大，1 克金属氧化物，
比表面积可达成百上千平方米。这种布满小孔的金属氧化物
颗粒还具有较好的吸附作用，可以在瞬间吸附空气中的一氧
化碳和氧气，使其转化为无害化产物。为了物尽其用，科研人
员对这种金属氧化物进行了改性处理，使之吸附效率大大提
高。“这种金属氧化物本身是惰性的，不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反
应，在空气中遇明火不会爆炸，因此保存起来也比较容易，与
干粉灭火器差不多。”

周福宝团队首先进行了20升爆炸球实验，验证了一氧化
碳主动同步处置方法技术对瓦斯爆炸和瓦斯煤尘混合爆炸后
消除一氧化碳的有效性。随后团队自主设计了毒气消除实验
箱体，研究了环境温度、消除剂浓度、一氧化碳初始浓度等因
素对消除效果影响的规律，获得了主动同步一氧化碳处置技
术的最佳应用指标。

2021年初，在江苏省城市地下空间火灾防护高校重点实
验室的管廊实验系统内，团队利用混凝土管廊，首次模拟了主
动同步一氧化碳处置技术在受限空间火灾中的消除效率。他
们在全长11.5米、内径 1.5米、外径1.8米的管廊模型中，燃烧
一定量木炭，产生一氧化碳。待一氧化碳均匀扩散到整个空
间后，向管廊内喷洒消除剂。在火焰熄灭后的第6分钟，喷入
了消除剂。3 分钟内，一氧化碳浓度从 1200ppm 下降至
700ppm左右，并维持较长时间。

同时，他们还研发了便携式消除剂气载装置，能够迅速将消
除剂粉体喷洒在灾害环境中。由于这种粉体粒径足够小，其在
空气中悬浮时间可达40分钟以上，能主动捕获烟气中的一氧化
碳，并将一氧化碳吸附在消除剂表面从而快速转化。

今年4月，周福宝团队带着技术装备来到唐山市。在国家
矿山应急救援开滦队基地，有一个等比例巷道。巷道总长
688米，完全模拟了地下矿井的结构形态。在长16.5米、断面
积 3.96 平方米的正梯形独头巷道中，科研人员使用便携式消
除剂气载装置消除一氧化碳。“实验结果非常好，可以瞬间将
独头巷道内的一氧化碳从 1700ppm 消减至 345ppm。”国
家矿山应急救援开滦队总工程师张文明说。

随后，团队又在全尺寸巷道中进行甲烷爆炸后的一氧化碳
产物消除实验。他们利用爆炸管道装置进行爆炸实验，并在爆
炸装置出口处布置了多个消除剂粉棚，模拟爆炸后的冲击波，由
冲击波引发一氧化碳消除实验。结果显示，每立方米100克的
消除剂可瞬间将一氧化碳从2178ppm消减至649ppm。

“所有井下的爆炸、火灾，致死的最大因素就是一氧化碳。
这个课题瞄准的就是一氧化碳的消除，抓住了它的产生机理、
现场使用等方向。课题与我们救护的实际情况相符，希望我们
能合作研究出更多符合实际应用的成果。”国家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原常务副主任王志坚说，“研究成果不仅可以立
足于煤矿，还可以运用于公共安全领域，对于铁路隧道、地铁、
高层建筑等受限空间，它的应用前景非常大。”

中国矿大团队首创一氧化碳主动同步处置法

“降服”受限空间
爆炸后的致命元凶

发布

□ 本报记者 张宣 实习生 袁奕波

创新资源共用，
创新成果共享

“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是我国经济发
展最活跃、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
强劲的区域之一。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上，
上海市和苏南五市，以约占全国 0.4%的
区域面积，承载了约占全国4%的人口，并
贡献了近全国 10%的地区生产总值。今
年出台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围绕
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也明确了要
加快建设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已有 G60 科
创走廊和太湖湾科创圈，为何还强调这
一条创新带？李荣志解释，提出沿沪宁
产业创新带，就是要加强沿沪宁周边区
域科技产业的发展。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和 G60 科创走廊属于叠加协同，各自区
域覆盖的面不同，但功能一致，都是为了
加强资源要素的协同和叠加。创新带的
建设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加快科技资源要
素的流动。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从
“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变成为趋
势。在李荣志看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内
城市具有比较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但分
布还不够均衡，那该如何实现共享共用？

李荣志认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给出了顶层设计。《规划
纲要》中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要从
联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协同推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共建产业创新大平台、强化
协同创新政策支撑几个方面入手，而产业
创新带作为另一种创新共同体也有了行
动指南。

围绕合力打造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这
一目标，江苏有所作为。公开数据显示，
2020 年 ，苏 州 高 新 区 引 进 创 新 型 企 业
1031 家，其中 30%来自上海。“苏州有高

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同时因为靠上海最
近，最早承接了上海制造业的转移。”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博士孙文华说，苏州主
动承接上海优势资源的溢出效应，科技创
新资源相互叠加共享，实现了1+1>2的特
殊效应。

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展厅内摆
放着一台由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院长刘庆告
诉记者，这台四四方方看似不起眼的设备
是沪苏两地一项最具影响的案例，体现了
科技资源的跨省流动。

“资源是引擎，它的澎湃动力带动产
业发展，如果资源不动起来，背后都是空
谈。”李荣志形象地比喻，以交通出行为
例，如果创新带内的 A 城市交通卡到 B
城市无法使用，何谈一体化？他强调，科
技资源要素的流动共享是创新带建设的
原动力，创新带范围内的城市要形成统
一共识和认知，带动更多科技资源要素
自由流动。

产业协作迸发活力，
沿沪宁区域联动已见成效

协调共进抓产业是推进产业创新带
发展的关键。沿沪宁区域内，协同布局苏
南五市打造高水平的“创新矩阵”已成共
识，而跨出省门与上海协同的合作模式也
趋向成熟。

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为例，上海嘉定
是全国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
城市之一，无锡的南山车联网小镇与嘉定
签署了相关协议，苏州工业园区的智能网
联汽车公共测试道路也已经开通。沿沪
宁相关政府部门、车企、研究院、高校密切
展开合作。在苏州、无锡的车联网建设
中，上海研究机构深度参与其中；在上海
的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上，经常能看到

沿沪宁区域的测试车辆。
“上海立足总体规划和技术研发优

势，先行推行新技术；江苏凭借众多城镇
基础及道路建设，推动车路协同、智慧高
速等更多智慧交通场景落地，打造范围更
加广阔的交通服务平台。”李荣志分析，苏
沪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前景，这也将加
速沿沪宁区域内人流、物流、科技流的流
转速度，带动沿沪宁创新产业带相关产业
升级，实现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由于在产业门类的选择上有趋同
性，沿沪宁地区产业同质化的状况不可
避免，如何错位升级，引导产业合理布
局？李荣志建议，可发展建设科技创新
智库。他认为，智库可以充分发挥区域
院士资源丰富，创新人才、企业集聚的优
势，通过共办国际产业论坛、共享智力资
源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

科创与产业叠加，
重构城市增长新动力

独行快，众行远。叫响沿沪宁产业创
新带建设，重点就是要把丰富的产业、科
技、人才资源整合起来，在推动创新链和
产业链融合过程中，做好“科创+产业”这
道叠加题。

“分开解读产业创新带，即通过科技
创新引导产业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区域快
速发展。”李荣志说，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科创与产业的结合缺一不可，特别是
江苏作为制造强省，制造业实现提档升级
更离不开科技创新。

“有了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下一步会
产生创新要素，而这些要素要落地，就必
须实现产业化。”从李荣志梳理的逻辑来
看，科创和产业是新发展阶段的两个引
擎，必须同频共振，才能形成合力，推动沿
沪宁产业创新带发展。

科创跟产业结合，江苏已有一些成功
的案例。从微观角度来看，今年 5 月苏南
五市和上海举办的“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市长论坛就是一例。上海市普陀区提出
建设“海纳”小镇，与无锡“雪浪小镇”携
手，开启深度合作，共同构建创新驱动、数
字引领、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共同促进沿
沪宁产业创新带发展。

一个医学检验所带动 1 亿元医疗产
业。去年 6 月，上海观合医药旗下的全资
子公司无锡观合医学检验所在无锡国际
生命科学创新园正式开业并投入运营，目
前已经投资 3000 万元，引进人才 40 人，
今年年底人才数量可以达到 100 人。去
年年底实现营收 300 万元，今年预计可达
1 亿元。无论人才数量还是营收，都将实
现倍数级增长。

宏观上，各个领域在制定工作规划时
都会把长三角一体化作为重要立足点。

“整体全盘考虑，这是很大的思维进步。”
李荣志表示。他同时建议，在沿沪宁产业
创新带建设中，江苏除了要做好自身经济
社会发展之外，还要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江苏科创产业化的经验能不能提炼复制
和推广，在创新带建设中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建设创新带，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发
展，更多是为了国家未来经济建设和理念
提供参考。”

“当然资源禀赋各不一样，这种模式
能不能在其他区域协同内有效尚不得而
知。”李荣志坦言，但这种尝试有利于本地
本区域的发展，发展态势如果好还可以大
面积推广。此外，会议精神中还提到，除
科创产业以外，还要发挥开放优势。

“其次是跨区域的开放，不能光长三
角区域内联动，还要站在整个国家的体
系上，与粤港澳、京津冀等区域联动。”李
荣志补充道，现在国际局势趋于平稳，希
望沿沪宁产业创新城市群在国际层面能
够与发达国家创新城市群联动，并形成
自己的特色。 （视觉中国供图）

如何叫响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如何叫响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江苏江苏““科创科创++产业产业””叠加实现和弦共振叠加实现和弦共振
77月月1414日日，，江苏省召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江苏省召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其中第一条就提到其中第一条就提到：：做实叫响沿做实叫响沿

沪宁产业创新带沪宁产业创新带，，把科创把科创、、产业和开放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产业和开放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之真正成为长三角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带使之真正成为长三角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带。。

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怎么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怎么建？？如何加强产业协同创新如何加强产业协同创新？？如何构建更加开放的科创环境如何构建更加开放的科创环境？？江苏省苏科创新战江苏省苏科创新战

略研究院院长李荣志接受略研究院院长李荣志接受《《科技周刊科技周刊》》记者专访时对之进行解读记者专访时对之进行解读，，他表示他表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科技创新资源要科技创新资源要

最大程度实现共享共用最大程度实现共享共用，，进一步强化产业分工协作进一步强化产业分工协作，，科创和产业相加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科创和产业相加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了解产业痛点了解产业痛点，，逐逐

个打通个打通，，才能将技术转化为产品才能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实现量产的能力实现量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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