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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借力
“黑科技”
“阻击”
熟脸
“号贩子”

为
“世界巨眼”装上
“中国之眸”
人类探秘宇宙又将多一双
“巨眼”
。
数千面天线从中心向外呈旋臂状铺
展，延伸着长长的“触角”，恰似一只“巨
眼”，用世界最大的天线阵列射电望远镜
探秘宇宙：2 月 6 日下午，SKA——平方公
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首台天线样机在河北
石家庄正式启动，这标志着由中国主导研
制的 SKA 反射面天线即将进入正式建设
阶段。
组成阵列的望远镜接收面积达 1 平方
公里、
足有 140 个足球场大，
比目前最大的
射电望远镜阵列灵敏度提高 50 倍。SKA
总干事菲利普·戴蒙德评价说，
作为多国合
作的国际大科学工程，SKA 将为人类认识
宇宙提供历史新机遇。
一声启动，10 米高的底座上，反射体
缓缓转动，
犹如一只灵动的
“眼眸”
，
俯仰之
间，缓缓扫过天际；水平转动，从容巡视天
空……SKA 首台天线样机甫一亮相，便吸
引了在场多国科学家、
天文学家的目光。
“它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中国在 SKA
核心设备研发中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在
国际大科学工程中，
为世界成功提供
‘天线
解决方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刘
烈宏说。

“这是国际大科学工程的里程碑事
件。”菲利普·戴蒙德介绍，SKA 始于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是目前在建的全球最大综
合孔径射电望远镜，
是多国合作、
共同出资
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约 20 个国家、
上百个
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参与
项目研发。
专家介绍，之所以命名为 SKA，是因
为组成阵列的射电望远镜总接收面积达 1
平方公里，
相当于 140 个足球场大。
“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牵头 SKA 工作
包联盟工作，全面主持主导工程核心技术
研发。从参与到主导，体现了中国在射电
天文领域的技术迈进和突破，也为中国今
后牵头和主导国际大科学工程积累了丰富
经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郝晋新
说。
这是一只
“巨大的眼眸”
。这一项目选
址在澳大利亚、南非及非洲南部 8 个国家
的无线电宁静区域，
将在约 3000 公里的广
袤荒野中，
建设 2500 面 15 米口径反射面天
线。
这是一只
“灵敏的眼眸”
。这一项目将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天文望远
镜，比目前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的灵敏

度提高 50 倍，
巡天速度提高 10000 倍。
这是一只
“全面的眼眸”
。这一项目能
够更全面地观测星空，
寻找更多的星系，
探
寻孕育生命的新摇篮、
搜索外星生命等。
此次出厂的天线更有不少新特点。
SKA 反射面天线总设计师杜彪介绍，天线
的设计寿命约 50 年，重量约 40 吨，是常规
天线重量的三分之二，
还具有低功耗、
低成
本、
易安装、
易运输和批量生产等优点。
近年来，我国先后建成了东莞散裂中
子源、
“天眼”FAST 望远镜、合肥稳态强磁
场装置、
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大亚
湾中微子等一大批大科学装置。此次
SKA 首台天线样机启动，也意味着中国将
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并发
挥重要作用。
在 SKA 之前，
中国参与的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计划取得了多项国际和国内第一
的研究成果，使中国在核聚变领域处于与
国际同等甚至某些方面领先的地位。
天文学的发展，是全人类认识宇宙的
智慧结晶。目前，SKA 各成员国正在协商
出台 SKA 天文台公约。项目建成后，
成员
国可以共享 SKA 获得的原始数据。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

我国核数据研究领域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启动
日前，我国核数据研究领域首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锕系核裂变数据
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启动会召开。该项目
由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子能院核
数据重点实验室牵头，将围绕裂变过程与
裂变数据核心关键问题开展实验测量、理
论模型两方面研究，为今后我国核数据测
量在实验平台和方法方面提供重要支撑，
为建立具有我国自主特色的裂变理论模
型与计算系统奠定基础。
裂变核数据是描述核子与裂变核发

生相互作用规律的重要表征，是压水堆、
快堆、高温堆以及 ADS 等先进核能系统
研发以及核装置精密化研究的重要基
础。由于核裂变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
裂变仍然是核物理研究最具基础性、前沿
性的课题之一。国际上对核裂变数据基
础研究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发展新一代中子源，并建立了大型、高精
度的探测设备；国内虽开展了一些裂变基
础实验与模型理论研究，但相关实验设
备、理论水平、人才队伍与国外仍存在差

距，严重制约了我国裂变数据与裂变基础
研究水平的提升，迫切需要加强投入与研
究。
原子能院核数据研究团队自上世纪
60 年代成立以来，先后完成多期核数据国
防任务，发展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数
据评价、建库和检验系统，有力地支持了
我国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
我国作为国际上主要核数据大国的地
位。目前，中国评价核数据库是公认的国
际五大核数据库之一。
（来源：
中核集团）

中煤研发大功率液压齿轨车打破国外垄断
日前，中煤集团装备公司所属石煤机
公司自主研发出国内首台 CCG/C105Y 型
大功率液压齿轨车，有效解决了大吨位设
备在煤矿井下复杂环境中整体运输的难
题，打破了该领域由国外垄断的局面，填
补了国内空白。
CCG/C105Y 型大功率液压齿轨车是
以低污染防爆柴油机为动力，采用先进的
DA 闭式液压系统，具有节能高效等特点，

并可确保柴油机不灭火、不过载，具有很
好的保护作用。该齿轨车是在异形轨轨
道上卡轨运行，具有不掉道、不跑车、不翻
车 等 本 质 安 全 特 性 ，其 最 大 牵 引 力
200KN、最大爬坡能力 30°，最大运行速
度为 2.2m/s，可在地质条件复杂、起伏坡
度大的煤矿井下进行大吨位物料、设备以
及人员的快速运输，实现从井底车场至采
掘工作面的直达运输，运输效率大幅提

升。此外，该车采用无线遥控控制，司机
室设有液晶显示器，可实时显示车速、里
程、油位、水温、甲烷浓度等参数，使运行
更加安全可靠。
CCG/C105Y 型大功率液压齿轨车在
攻克多项世界技术难关后成功问世，标志
着我国煤矿辅助运输装备研发制造水平取
得新的突破，
产品在节能、
环保、
安全、
高效
等方面走在了国际前列。
（来源：
中煤集团）

为了打击号贩子，北京市卫计委开始向
“黑科技”借力。日前，
《新京报》记者从北京
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获悉，目前，北京已
有约 30 家医院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对于
“熟脸”的“号贩子”，将与公安部门联合，进
行及时劝阻和处理。此外，目前卫计委还在
对铁路网络订票的“慢速排队”系统进行了
解，有望引入医院挂号系统，降低号贩子的
即时挂号成功率。
北京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介绍说，2015
年以来，北京已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
2000 余人次。今年，北京将建立执法部门、
挂号平台、医疗机构三方共享的“号贩子”黑
名单制度，全面落实联合打击惩治“号贩子”
工作措施。开展三级医院“驻院式”监督，规
范医疗机构执业和服务行为，促进医疗质量
和安全。
先进的科技手段也被应用到监管之
中。雷海潮透露，目前，已有北医三院、天坛
医院等约 30 家医院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
“这套系统主要针对在医院周边经常进行倒
号的人，进入到医院后，这些‘熟脸’会被识
别出来，工作人员和警方可以及时劝阻处
理”。不过，由于该系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
入，加上摄像头数量有限，无法完全覆盖医
院的每个角落，存在“盲点”，全面推开仍然
存在一些难点。
此外，卫生系统还向铁路系统学习，研
究借鉴 12306 火车票的“慢速排队”机制。今
年春运中，12306 推出了慢速排队机制，购票
时如有用户疑似使用机器或外挂抢票，将会
被列入慢速排队队列，让符合规定的用户在
正常速度中排队。
（摘自《新京报》
）

“深度思维”
让人工智能检测眼病
据英国《金融时报》在线版近日消息称，
继“阿法狗”之后，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子公
司——“深度思维”
（DeepMind）已成功训练
一种人工智能（AI）算法检测疾病，比人类专
家更迅速、更高效，这或是 AI 在医疗领域的
首个重大应用。
2017 年 5 月，当“深度思维”最知名的人
工智能——“阿法狗”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柯
洁后，该公司就宣布此后这一程序不再参加
到人机大战的竞技中去。团队的下一步计
划是研发出广泛算法以投入应用，其中最重
要 的 就 是 推 出 能“ 提 供 疾 病 治 疗 方 案 ”的
AI。随后，该公司与英国全民医疗健康系统
达成协议，并与全球最知名的眼科医院之
一、伦敦摩菲眼科医院展开了为期两年的合
作。
现在，深度思维公司已开发出通过分析
医学影像诊断疾病的人工智能。团队处理了
数千张 3D 视网膜扫描图的数据，
训练一种人
工智能算法检测眼病。这些影像提供了数以
百万计像素信息的海量数据，新算法学会了
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寻找青光眼、
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和老年性黄斑退化这三大眼疾的迹
象，其比人类专家的判断更为迅速高效。摩
菲眼科医院研究人员相信，这项成果会造福
世界各地的患者，
帮助人类杜绝
“可以避免的
失明”
。
深度思维公司已将报告递交医学期刊，
如果通过同行评议，相关技术有望在数年内
投入临床试验。团队成员表示，在医学影像
领域，未来两年人们就可看到人工智能取得
的真正重大进展。
（摘自《科技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