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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值得期待的重大科技
“慧眼”卫星遨游太空，C919 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首艘国产
航母下水……刚刚过去的 2017 年，科技创新捷报频传。那么，2018 年，广大科研人员
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惊喜？哪些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值得期待？
探月工程

深海科考

首次探测 月球背面
2018 年，中国探月工程将实
现新突破。嫦娥四号任务将于今
年实施两次发射任务，实现国际
上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巡视
勘察，
谱写月球探测历史新篇章。
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主任、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
继忠介绍，嫦娥四号今年的发射
任务将分别于 5 月和 12 月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实施。计划 5 月发
射中继星，首次在地月朗格朗日
L2 点放置卫星，实现月球背面与
地面站之间的测控通信；12 月发
射着陆器和巡视器，在中继测控
支持下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开
展就位和巡视探测，科学探测数
据再通过中继星转发至地面接收
站，
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月球背面始终背对地球，屏
蔽了地球的无线电、闪电和极光
等干扰信号，在月球背面独特的

电磁环境条件下，开展低频射电
观 测 研 究 ，将 填 补 100KHz—
10MHz 射电天文观测空白，有望
取得行星际激波、日冕物质抛射
和空间传播机理等方面原创性
成果。刘继忠介绍，月球背面与
正面的地质特征存在很大差异，
嫦娥四号对月球背面开展形貌、
物质组成、月壤和月表浅层结构
的就位与巡视综合探测，将促进
对月球早期演化历史的新认知。
嫦娥四号任务肩负人类探
索未知领域的重要使命，将突破
一系列极具挑战的高新技术，实
现国际领先，是开展后续月球探
测的序章，也将促进人类探索向
更加深远的太空迈进。
我国探月工程开始于 2004
年，计划在 2020 年前按“绕、落、
回 ”的 发 展 思 路 分 三 期 组 织 实
施，实现探月工程既定目标。

北斗卫星

密集发射 全球组网
进入 2018 年，北斗卫星迎来
高密度发射之年。与此同时，
我国
自主研制和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也进入发展新阶段：系统性
能、
卫星寿命、
服务精度大为提升，
提供服务的地区范围更广，
进一步
向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角色靠近。
“2018年底前，
将发射10多颗
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建成基本系
统，
覆盖
‘一带一路’
建设参与国；
到2020年，
将发射30多颗卫星，
向
全球提供服务。
”
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管理办公室主任、
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发言人冉承其介绍。
2017 年 11 月 5 日，北斗三号
首批两颗全球组网卫星“一箭双
星”成功发射，比北斗二号技术

更先进的北斗三号系统从此开
始进入全球组网阶段。到去年
年底，中国北斗已开通服务五周
年，完成了北斗二号系统建设并
在我国及周边地区提供服务，北
斗三号系统全面建设稳步推进，
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北
斗这五年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也
越来越深入人心，GPS 这个美国
全球定位系统的名字，已经不再
是卫星导航的唯一代名词。老
百姓使用的智能手机中，北斗正
逐步成为标配。
中国北斗，正以崭新姿态、
更强能力、更好服务，实现着服
务全球、造福人类的承诺。

免疫疗法

治疗癌症 造福患者
在国外已应用多年的免疫
疗 法 ，有 望 在 今 年 造 福 国 内 患
者：就在去年 11 月、12 月，国家
食药监总局药审中心（以下简称
CDE）先后受理了两个免疫疗法
新药的上市申请，分别是美国百
时施贵宝研发的纳武单抗和信
达生物（苏州）有限公司研发的
信迪单抗，主要适应证为复发/
难治性霍奇金氏淋巴癌等。如
果不出意外，这两种抗癌新药有
望在 2018 年上市，
造福患者。
免疫疗法的原理为通过多
种手段，调节、激活人体的免疫
系统来治疗疾病。这一继手术、
放疗和化疗之后的肿瘤新疗法，
在 2013 年被《科学》杂志选为年
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
专家介绍，我们的身体由无
数细胞组成，大家和平共处，身
体就可以保持健康。免疫系统
中的 T 细胞就像是“警卫队”，帮
助人们抵御外敌入侵。它表面
有特定的蛋白受体，在身体里到
处巡逻，辨认其他细胞表面的特

定 蛋 白 ，判 定 其 是 否 为 肿 瘤 细
胞 。 但 是 ，某 些 肿 瘤 细 胞 非 常
“狡猾”，其表面的一些蛋白像是
伪装的“面具”，让 T 细胞辨认不
出来，
肿瘤于是得以不断生长。
针对这个机理，免疫疗法从
两个途径来对付肿瘤。一是改
造 T 细 胞 ，增 强“警 卫 队 ”的 能
力；二是揭穿敌人的“面具”，让
“警卫队”T 细胞能正常识别出
肿瘤细胞。PD—L1 正是肿瘤细
胞的“面具”之一。
近年来我国的肿瘤免疫药
物开发如火如荼。根据 CDE 公
开临床信息统计，截至去年 11 月
底，国内开展的 PD—（L）1 试验
共有 80 项，其中国外药品 37 项、
国内药品 43 项；有 49 项试验进
入了临床Ⅱ期或者Ⅲ期。
国际上第一批尝试免疫疗法
的晚期黑色素瘤病人中，已经有
人存活了 15 年。我们完全有理
由相信，随着免疫疗法等新技术
的发展，被认为“绝症”的癌症有
望逐渐成为可控可治的慢性病。

“七龙”
探海
更深更远
“深海蕴藏着丰富的资
源，是人类未来发展的蓝色空
间，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
新疆域。”中国大洋矿产资源
研究开发协会办公室主任刘峰
说，2018 年对国家深海事业
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2018 年 ， 我 国 将 从 “ 硬
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下
功夫，力争在深海探索中占据
先发优势。
深海装备，是深海大洋调
查的有力保障。今年，会以“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
“海龙”号无
人有缆潜水器、
“ 潜龙”无人无
缆潜水器组成的“三龙”深海装
备体系为抓手，促进深海技术
的创新突破。比如持续推进
“蛟龙号”和“潜龙二号”的技术
升 级 与 应 用 ，加 快 11000 米
ROV 系统的研发与海上试验。
海洋调查船队伍也是建设
重点。2018 年是大洋勘探工
程船和深海高效综合调查船这
两型新船建造的攻坚年，力争
按计划完成船舶建造的主体任
务，为 2019 年初交船打下坚
实基础。
今年作为“蛟龙探海”一
期工程的关键一年，将大力推
进“三龙”变“七龙”，在原
有基础上增加深海钻探的“深
龙”、深海开发的“鲲龙”、海
洋数据进行云计算的“云龙”
以及在海面进行支撑的“龙
宫”，为大洋工作的稳定可持
续发展全面打好基础。
软实力方面，将继续努力
构建《深海法》配套制度体系，
同时大力加强深海复合型人才
培养等。
此外，还要加大深海科考
的频率，提高深海科考水平。
今年，将进一步完善海上调查
业务化工作的组织模式、协调
机制、成果管理模式等，计划
协调、组织开展 6 个航次、约
650 天涵盖太平洋、印度洋、
大西洋重点海区、多个领域的
综合调查工作。海洋缺氧、大
洋微塑料、海洋放射性等调查
工作，将与深海资源调查、深
海环境调查一并成为大洋调查
业务化、常规化调查内容。
“新的一年，我们满怀期
待，目标是深海探测更深、更
广、更远。通过进行更多更优
的海洋科学考察，促进深海事
业迎来新的突破。”刘峰表示。

本版内容据《人民日报》

人工智能

国产芯片 天地广阔
能听会说的语音识别、安
全便捷的刷脸办事、平稳舒适
的无人驾驶、医道精深的机器
读片……2017 年被认为是中国
人工智能发展至关重要的一
年。也在这一年，全球首款商
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寒武
纪 1A”惊艳亮相世界互联网大
会，多款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
相继问世，人工智能用上了“中
国芯”！
可以期待的是，2018 年，人
工智能“中国芯”将跳动得更加
有力！
如何让机器像人类一样
“思考”？在中科院计算所研究
员陈云霁看来，如果人工智能
的芯片能够模拟大脑的神经元
和突触，用一条指令即可完成

一组神经元的处理，这种计算
模式在做智能处理时，其效率
将远远超过传统芯片。
陈云霁认为，新的一年人
工智能将继续迎来飞速发展，
而人工智能“中国芯”也将走进
更广阔的应用天地——人工智
能芯片从终端迈向云端，将为
服务器的在线推理业务提供强
大的计算支持。智能服务机器
人主控芯片的基础研究也在扎
实向前推进。而围绕寒武纪芯
片“生态圈”开发的人工智能应
用更是方兴未艾。终端芯片计
算力的跃升，有望突破更多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下前端计算力
的瓶颈，助推相关产品的性能
优化，形成产学研同频共振的
良性循环。

量子技术

通信计算 继续领跑
2017 年 12 月 19 日凌晨，国
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杂志对外
发布 2017 年度改变世界的十大
科学人物，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教授、
“墨子号”
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入
选。
《自然》杂志为每一名入选者
做了一篇新闻特写，
其中以
“量子
之父”
为题报道了潘建伟。
毫无疑问，潘建伟是世界
量子技术领域里最好的科学家
之一。在他的带领下，中国量
子通信研究迅速从“跟跑”实现
“领跑”，目前已领先世界 5 年到
10 年；中国量子计算研究也迈
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里，潘
建伟率领的研究团队圆满完成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预
先设定的全部科学实验任务，
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
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在国际
上率先开通首条千公里级量子

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研制出
世界第一台多光子可编程量子
计算原型机，比人类历史上第
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
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 10 倍至
100 倍；首次实现 10 个超导量子
比特纠缠的量子计算芯片，向
最终实现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
能力迈出重要一步。
对于量子技术未来的科研
与应用，以潘建伟为首的我国
科学家有着清晰的计划：在量
子通信研究方面，将从初步实
现远程量子通信网，到实现天
地一体化的全球量子通信网
络；在量子计算研究方面，希望
能实现更多光量子比特和超导
量子比特的操纵，为大规模计
算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实现大
数据时代的信息有效挖掘；在
量子精密测量研究方面，能够
实现新一代定位导航、激光制
导、水下定位、医学检测等。

核电技术

高温低温 全面发力
核科技作为重要的科技领
域，备受社会关注。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司日前在京正式发布
其自主研发的“燕龙”泳池式低
温供热堆，据测算，一座 400 兆
瓦的“燕龙”低温供热堆，供暖
建 筑 面 积 可 达 约 2000 万 平 方
米，
相当于 20 万户三居室家庭。
与此同时，我国自主研发
的第四代核电高温气冷堆也传
来捷报，山东荣成石岛湾高温
气冷堆示范工程 2 号反应堆压
力容器顶盖扣盖成功。这意味
着距离我国建成全球首座球床
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商用示范工
程又迈进了一大步。
高温气冷堆技术是我国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
核电技术，受到了国际上的广
泛关注。

我国在高温气冷堆技术领
域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
2006 年，全球首座 20 万千
瓦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被列入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目前，
中国
核工业建设集团联合清华大学，
通过一系列优化、改进工作，立
足提升经济性，开发、设计了 60
万千瓦商用高温气冷堆。
此外，国内重点推进的后
续商业化项目——浙江三门 60
万千瓦高温气冷堆项目已经完
成初步可行性研究。在国家大
力支持下，由中国核工业建设
集团、清华大学等组成的联合
团队，已经启动沙特高温气冷
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工作，
并与印尼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启动了项目
前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