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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粤科图赴东莞松山湖为园区科技企业开展培训 

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完善

科技创新服务支撑体系建设，4 月 19 日，广东省

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副馆（所）长高屹率队一行 5人走进东莞松山湖科

技产业园区，联合松山湖图书馆（东莞图书馆松山

湖分馆）面向园区科技企业举办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主题培训。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是广东省及东莞市重点建

设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了大批高新技术企

业、新型研发机构及创新型人才队伍，是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承载区。本次培训得到广

东省专利信息协会、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松

山湖文体宣传局和松山湖科创局的大力支持。东莞

图书馆副馆长冯玲、广东省专利信息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张潇丹出席培训会并致辞。 

培训会上，高屹首先发言，她表示本次培训活

动旨在推进落实粤科图与东莞图书馆就共建松山

湖分馆的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服务园区企业创新及

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接

着，粤科图信息情报部副主任彭志平以科技查新与

园区企业创新研发为主题，结合实践为企业提供

“干货式”的科技查新报告撰写培训，信息情报部副主任万晶晶以知识产权分析评议为

主题，生动精彩地介绍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理论、案例及开展评议服务指导。随后，合享

粤科图高屹致辞 

粤科图彭志平做培训 

粤科图万晶晶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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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智信息科技集团（广州）有限公司等 4家知识产权相关机构的培训人员分别以专利检

索、专利挖掘布局与专利管理、知识产权评估应用与案例分享等开展主题培训。 

本次培训共吸引 50 多家科技企业及科研机构 80余人参加，培训主题切合科研工作

的实际需求，得到参会人员的肯定。走进松山湖产业科技园开展培训活动，是粤科图对

外拓展科技创新服务的重要着力点，将推进粤科图的大湾区科技企业创新服务体系向纵

深化发展。  

（供稿：罗剑钊） 

粤科图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建设 

近日，由广东省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

询研究院合作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简称

粤港澳研究院）在广州揭牌成立。广东省科技图书馆

（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作为广东省科

学院主要单元参与了粤港澳研究院的建设，馆（所）

长魏东原出席揭牌仪式并被聘任为粤港澳研究院副

院长。 

粤港澳研究院是广东省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的重

要内容之一。根据广东省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

略咨询研究院签署的共建协议，粤港澳研究院将围绕国家战略，聚焦科技政策与战略研

究、创新发展研究、区域发展规划、新旧动能转换、生态文明研究、战略情报研究等研

主办方成员合影 培训现场 



 《科图动态》2019 年第 2 期（总第 69 期） 

 

 

3 

 

究方向，建设开放合作的战略与政策国际研究网络和有效支持粤港澳湾区建设发展的高

水平科技智库研究系统。 

粤科图近年来积极开展战略情报研究和科

技智库建设服务等工作，成为广东省科学院发

展战略研究咨询机构——广东省科学院粤创中

心的依托单位，并与相关单位合作共建了海丝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等智库机构，每年承担省、市地方政府部门和广

东省科学院委托的重要决策咨询任务十余项，其中部分成果报告得到有关省领导的重要

批示。 

根据粤港澳研究院建设方案，粤科图将承担其战略情报研究单元任务，主要负责持

续跟踪国际最新科技进展、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重要科技问题，系统开展科技发

展战略、科技热点和前沿的研究与分析，及时把握科技发展新趋势、新方向。 

（供稿：彭仁耀） 

 

馆务简讯 

粤科图主楼二层读者服务区空间再造后重新开放 

4 月 18 日，经过近半年的局部闭馆搬迁调整和装修布

置，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简称粤科图）主楼二层读者服务区顺利完成了空间再造工

程，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开放接待读者，并赢得了读者和职工

们的齐声赞叹。 

粤科图主楼于 2003 年 7 月建成投入使用，其二层为面向读者开放的主要服务功能

区，经过 10 多年的开放使用，原来的环境布局和设施条件显得陈旧与过时，已不能满

足新形势下读者与科研人员对图书馆相关服务的需求。 

中间通道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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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二层读者服务区的空间再造，借鉴了国内外众多图

书馆的优秀案例，强调为读者提供学习交流、休闲体验和宣

传展示的服务功能，注重人与资源、空间的融合与和谐，并

凸显科技元素和科技图书馆特色。如整体改造了总服务大厅、

新书展借区和报刊阅览区的格局环境，引进了可提供高科技

光影、信息、数据展示的球幕演示系统和智慧多元可视化显

示系统，充分利用墙面、过道安装了精致美观的宣传展示灯

箱，并通过去除中心位置书刊架和设置靠墙书架拓展了室内

空间的通透感，添置多种形态沙发椅凳扩充了读者休闲交流

的区域，加装 LED台灯改善了自修座位的照明条件。这些优

化改造工作使二层读者服务区的空间布局、借阅环境显得更

加优雅、舒适，令当天到馆的读者和受邀回馆参观的离退休

职工们啧啧称赞。 

为配合二层读者服务区的重新开放，粤科图还决定从即

日起，提高读者外借图书的限额至最多 15 册。粤科图本次

空间再造工程也得到了主管部门广东省科学院的大力支持

和高度认可，主动提出将广东省科学院的科技成果展览布置

到粤科图的宣传展示灯箱上。 

（供稿：彭仁耀） 

  科普活动进校园，书香洋溢趣味多 

清风拂脸，书声琅琅。在第 24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应广州市华侨外国语

学校和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小学邀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

略研究所）科普团队先后走进校园，开展科普图书借阅、科普活动体验服务，为师生们

送上节日的科普大餐。 

4 月 23 日，粤科图科普团队带着同学们期待已久的科普图书，走进广州华侨外国

语学校。粤科图的科普图书摊位吸引了大批学生和老师的关注，挑书处、借阅处都是熙

熙攘攘的借阅人群。有的同学安静的选书看书，有的同学则围着工作人员询问关于图书

读者自修区 

总服务大厅全景 

总服务台          

新书展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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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和科普活动的有关问题，工作人员就馆空间改造后的阅读环境，以及有关的借阅政策

调整，特别是周末科普活动等向同学们做了重点推介。学校全体学生参与了本次活动，

共借出科普图书 1000 多册。 

4 月 26 日，在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小学科技节当天，粤科图科普团队如约而至，

助力校园科技节。除了带来精心挑选的科普图书供现场借阅，粤科图还准备了益智有趣

的桌游体验活动。丰富的科普图书吸引了大批学生现场借阅，有趣的科普体验活动更是

让大家流连忘返。     

助力校园科技节是粤科图科普活动进校园的重要内容。目前，粤科图已与 10 余所

学校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建流动校园科普图书馆 5 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深受学

校师生欢迎。 

                     

（供稿：高智英） 

粤科图启动“科学妈妈、科学爸爸”特色科普活动 

3 月 30 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科学妈妈、

科学爸爸”特色系列科普活动拉开序幕，首日活动为大家带来了“让空气现原形”、

“莫比乌斯圈的奥秘”两场科学课，50多个家庭参与了活动。 

空气摸不着、看不见，却布满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验丰富的“叶妈妈”以我们

身边最重要的“空气”为主题，引导小朋友去发现、感受、探索无色无味的空气。自控

洒水瓶、气球缆车、迷你喷泉等系列实验引起了小朋友的浓厚兴趣，就连家长们也纷纷

撸起袖子，加入到发现空气奥秘、体验探索乐趣的旅程中。而在“莫比乌斯圈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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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小朋友亲和友善的“张妈妈”带领小朋友通过

观察、涂画、剪纸玩转神奇的莫比乌斯圈，经过不断的

大胆想象和动手验证，在魔术般的变化中体验数学的

无穷魅力。 

公众对这种创新的活动形式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活动招募公告一经发出，短短两周时间便吸引了 20余

名家长报名参加“科学妈妈、科学爸爸”志愿者团队。

活动当天，来自不同行业的团队成员一起观摩了两位

科学妈妈的精彩授课。活动中还举行了研讨沙龙，共同

商讨“科学妈妈、科学爸爸”项目的发展计划。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妈妈、爸爸作为老师的

角色给孩子们授课，更能引导孩子的参与和投入，调动孩子的兴趣。“科学妈妈、科学

爸爸”特色科普活动的启动，将吸纳更多优质的社会资源，为科普团队注入新鲜的血液，

让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探索自然的奥秘，步入有趣的科学世界。 

（供稿：曾观凤） 

粤科图前往瑞鹰 3i 孵化器开展科技创新服务 

4月 19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

发展战略研究所））企业工作站项目组前往广东省科学

院企业工作站——瑞鹰 3i孵化器，开展面向工作站的科

技创新服务。 

粤科图首席分析师王春明研究员首先为孵化器的在

孵企业介绍了研究团队在科技情报与大数据建设方面的相关工作。在座谈环节，参会企

业家们分别介绍了各自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科技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针对这些企业的

技术难题，工作站项目组向这些企业推介了广东省科学院装备与制造、材料与化工以及

智库与服务等相关领域的科技资源。瑞鹰 3i孵化器运营团队、10余家在孵企业共约 30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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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瑞鹰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粤科图共

建了广东省科学院企业工作站——瑞鹰 3i孵化器。

2017年，瑞鹰 3i孵化器在粤科图相关专家的指导下

成功获得科技部“国家级科技孵化器”资质，其后粤

科图通过广东省科学院“南方双创汇”平台为“瑞

鹰·3i 孵化器”提供科技创新赋能服务，帮助其吸

引和集聚优质的社会资金、技术成果、创业项目以及科技人才和团队。 

  （供稿：欧阳志楠）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一行到粤科图走访调研 

 4 月 12 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主任助理赵亚娟等一行到访广东省

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并开展调研。 

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陪同刘会洲参观了

战略分析室，演示了可视化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战

略决策辅助等相关功能，并对粤科图读者服务区

域环境改造和馆（所）办公区域环境改造的情况

进行了参观。此外，刘会洲一行还参观了布展于

粤科图二楼多功能厅的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

展。 

在面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环境的不断变化的趋势下，粤科图与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就科技情报力量协同发展、开展科技创新服务和开展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情报服务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希望双方未来开展更进一步的合作。 

馆长助理彭庆昌、综合办公室和粤创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调研。 

（供稿：欧阳志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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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科图深入企业开展情报大数据合作及相关成果转化对接 

 为响应广东省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有关部署要求，将广东省科学院（电子信息与制造技

术）科技成果对接会进行服务延伸，4月 11日，广东

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

首席分析师王春明研究员带领粤科图大数据创新中心

（联合实验室）的有关成员前往源鸿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情报大数据服务合作及相关成果转化对接。 

在 3 月 29 日举行的广东省科学院（电子信息与制造技术）科技成果对接会上，粤

科图对其情报大数据服务及其科技成果进行了路演推介，并与源鸿控股等多家企业实现

了有效对接。作为此次对接会的延续，粤科图有针对性地为源鸿控股定制了“科技情报

+科技大数据”的服务方案，并介绍了技术团队和技术成果的有关情况。经过高效的交

流和技术需求的进一步明确，双方达成了深入开展情报大数据合作及相关成果转化应用

的合作意向。 

粤科图大数据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成立于 2018 年，旨在开展科技大数据前沿

热点跟踪与基础研究、科技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与突破，联合大数据专业服务商共同面

向实际用户需求开展服务并积极推动相关成果转化。 

（供稿：欧阳志楠） 

江西省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所到粤科图调研交流 

 3 月 26 日，江西省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所所长邹慧一行到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

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调研交流，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副馆（所）长

高屹出席了调研会。 

邹慧一行参观了粤科图部分业务部门和服务区域，了解了本馆的技术环境及未来空

间设计。在座谈会上，魏东原介绍了粤科图的发展概况及在智库建设方面开展的探索，

邹慧对粤科图开展的工作表示肯定。双方就知识产权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战略咨询服

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希望未来能够开展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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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助理彭庆昌和粤创中心相关人员参加本次座谈会。 

 （供稿：祝林） 

粤科图在省科学院首届“讲科学、秀科普”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3月 19日，广东省科学院举办的首届“讲科学、秀科普”

大赛暨 2019 年广州地区“讲科学、秀科普”大赛广东省科学

院选区预赛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

研究所）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共有 15家院属单位的 24名选

手报名参赛。大赛评委团成员阵容强大，参赛选手也个个身怀

绝技，为大家带来一场丰富的科普大餐。 

粤科图副研究馆员王燕、助理研究员董星参加了本次大

赛。王燕以“招蜂引蝶”为题，把植物界的授粉知识用生动的

语言向大家娓娓道来，董星则以“脊柱知多少”为题，向大家讲述脊柱的有关知识。两

位选手的讲解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最终，王燕以突出的表现获得本次大赛的第一名，

并取得广州地区“讲科学、秀科普”大赛的决赛资格，董星获得本次大赛的二等奖。 

广东省科学院首届科普讲解大赛，旨在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技创新

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提升省科学院科学传播能力，培养科普讲解人才，推动我国

科普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供稿：董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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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信创业工场投资集团联合前润母基金到粤科图访问交流 

  3 月 19 日，弘信创业工场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科技赋能事业部常务副总王操红、前润母基金副总

裁葛良华一行 4人到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

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调研访问。粤科图馆（所）

长魏东原、副馆（所）长高屹以及粤创中心、信息情

报部相关人员参加了调研座谈会。 

会上，魏东原介绍了粤科图的发展概况、智库研究以及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方

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操红表示，粤科图在支撑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

方发挥各自优势，从合作项目开始，逐步拓宽合作领域。双方围绕大数据建设、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等问题，就未来可开展的研究领域及合作方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供稿：张丽佳）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刘毅到粤科图调研 

应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的邀请，2月 28日，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所长刘毅到粤科图调研交流，广东省科学

院副院长周舟宇陪同调研，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党委书记黄向丽、副馆（所）

长高屹参加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前，魏东原陪同刘毅参观了粤科图部分业务部门和服务区域，展示了本馆

的技术环境及未来空间设计。在会上，魏东原介绍了粤科图的发展概况、智库研究及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决策咨询服务的探索。刘毅肯定了粤科图的成绩，表示图书馆开展

战略咨询工作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同时也须接受更多的挑战。他从智库服务模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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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搭建、科研成果产出等方面对粤科图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希望粤科图在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做出更大的新贡献。  

粤科图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交流。 

（供稿：祝林）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副主任揭玉斌调研省科技图书馆 

3月 7日，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

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副理事长揭玉斌到访广东省科技图书

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并开展调研。 

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陪同揭玉斌参观了本馆办

公环境改造区域、战略分析室、多功能会议室和职工活

动场地，并在座谈会上介绍了粤科图的发展概况、智库研究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决策咨

询服务的探索。揭玉斌表示希望能尽快促成双方的交流合作，搭建多元合作的共赢平台。 

（供稿：邓虹） 

学礼知礼懂礼·过魅力女神节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为了迎接“三八妇女节”，丰富广

大女职工文化生活，提升礼仪修养，展示新时代知识女性优雅、

靓丽的风采，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

研究所）工会委员会于 3 月 8 日上午邀请高级礼仪师陈纯莹副

教授在一楼学术报告厅开展“优雅女性，魅力相约”——形象

礼仪提升主题活动。本次活动包括退休职工约 60 人参加，由高

屹副馆（所）长主持。            

粤科图馆（所）长魏东原首先对陈纯莹的到来表示欢迎，

对女职工们表达了深深的祝福；随后，陈陈纯莹从女性礼仪形象、仪表礼仪、仪容礼仪

及仪态礼仪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生动的讲解结合形象的动作展示从最基本的站姿、

行姿、蹲姿、坐姿，服饰搭配、女性职业穿着禁忌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在讲

高屹主持活动 

礼仪授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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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过程中，既有理论讲解，又有事例分享，现场互动气氛活跃，大家的学习性和积极

性都很高。            

“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仪是个体素质最直观的体现，

提高自身修养、塑造组织良好形象应从学习礼仪开始。此次礼仪主题活动，让女职工了

解了有关的职场礼仪知识，掌握了提升品味修养的技巧，对大家提高自我修养，强化礼

仪观念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 

（供稿：李欣欣） 

粤科图第一党支部开展“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青松黄花不敢近，清明时节祭英魂。在清明节来临之

际，4月 3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

战略研究所）第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前

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主题党

日活动。 

在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前，粤科图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排着整齐的队伍、怀着对革

命先烈无限敬仰与缅怀之情进行默哀，向烈士碑行三鞠躬礼。随后，队伍围着烈士陵墓

环绕一周，缅怀 1927年 12月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 

在血祭轩辕亭旁，馆（所）长魏东原以普通党员身份给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上了一

堂生动的党课，学习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从共产党人进行“三大起义”后，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到经历长征北上建立陕甘宁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

展敌后游击战，到战争相持阶段发起的“百团大战”；从国民党的不断围剿，到成功建

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活动，粤科图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和

使命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在往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将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

使命不懈奋斗。 

（供稿：欧阳志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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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摘录 

日本开始量产木质吸管替代塑料吸管 

日本木制住宅开发商 Aqura Home 和东急 The 

Capitol Hotel以间拔木材等原材料成功开发出了木质

吸管，于 2019 年 1 月份在酒店餐厅尝试推广。根据顾

客体验情况，计划 4月底前量产木质吸管，并将酒店系

统内所有餐厅的塑料吸管全部替换成木质。 

为防止和饮品串味儿，木质吸管首选没有杂味的雪松或柏木。将木材削成 0.15 毫

米厚的超薄木片，然后螺旋卷成筒状，再切割成直径 4毫米、长 21厘米的吸管。 

类似农田间苗，间拔树木主要是植林过程中为了调节树木的密度才砍伐的小树。因

为树木还未完全长成，一般树干都比较细，砍伐后应用市场有限。一直以来，Aqura Home

都将间拔木材制成小学课桌桌面，制备木质吸管拓宽了间拔树木和受灾树木的利用空间，

除了替代塑料制品带来的环保效益，也对森林护理贡献了一份力量。 

一次性的木质吸管单价数十日元，约为普通塑料吸管价格的10倍。东急The Capitol 

Hotel每年约使用 8万根吸管，出于环保的目的，东急 The Capitol Hotel 所有者仍愿

意为成本差买单。虽然目前其他材制的替代品成本仍然高出成熟量产的塑料吸管，但出

于全球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商家公益形象的提升、或者政府政策的直接介入等市场外

因素，吸管替代品依然具有极大的潜在环保商机。 

（供稿：罗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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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培推出世界上最灵敏的乙型肝炎快速诊断测试方法 

美国雅培（ABBOTT）宣布，其用于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的 Determine™ 

HBsAg 2作为世界上最灵敏的快速诊断测试方法已获 CE认证标志。它能用于血清、血浆

或全血测试，其具有高灵敏、易于操作的特点，快速的侧向流动测试可以识别感染病毒

的患者，并能在任何医疗环境中促进与医疗护理的联系。 

Determine HBsAg 2 可为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个体提供快速准确的诊断结果，

其分析灵敏度为 0.1IU/mL。其作为一种体外、视觉读取、定性免疫测定方法，能检测血

清、血浆或全血中 HBsAg。该测试易于使用，可在护理点进行部署，并在患者在场时于

15 分钟内检测到 HBV。这样可做出及时的治疗决定，并最终有助于减少全球乙肝流行。 

（供稿：黄尤江） 

日本、澳大利亚合作实现全球首次跨地区零 CO2 排放制氢 

日本 JXTG 能源公司、千代田化工建设公司及东京大学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合作，成功验证了先在澳大利亚低成本制造有机氢化物，然后在日本提取氢的全球首个

零 CO2排放氢供应链合作项目。 

项目流程如下：首先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采用其高效率追踪型光伏发电系统发

电；接着 JXTG 能源公司使用光伏发电电能，基于有机氢化物电解合成法从水和甲苯直

接制造甲基环己烷（MCH），并将 MCH 从澳大利亚运输到日本；最后日本千代田化工建

设从 MCH中提取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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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存储和运输氢气需要将水电解生成的氢存储到储氢罐中，暂时转化为 MCH后再

运输，而该技术采用从水和甲苯中直接制造 MCH 的有机氢化物电解合成法（甲苯电解还

原），无需先电解氢气再制造 MCH，大幅减少了工序，未来有望把制造 MCH 的设备费削

减约 50%。 

另外，制造 MCH 所需的电力通过采用光伏发电的电力，成功生产了约 0.2 kg“零

CO2氢气”，整个制氢过程不排放 CO2。今后，为实现氢社会和防止地球变暖，将利用这

种方法推进零 CO2制氢技术的社会应用。 

（供稿：罗剑钊） 

特尔打造首台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近日，美国英特尔公司和美国能源部共同打造首

台每秒浮点运算次数达到百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极光（Aurora），该系统正在由美国芝加哥能源部阿

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开发，

计划将于 2021 年由英特尔和其分包商克雷科技

（Cray）交付给阿贡国家实验室。 

“极光”超级计算机基于一系列全新的英特尔技术，包括下一代英特尔®至强®可扩

展处理器、英特尔 Xe计算架构、下一代英特尔®傲腾™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以及英特尔

One API软件。“极光”将采用克雷科技代号“Shasta”的下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 

“极光”系统将具备 exaFLOP性能，相当于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计算，并且能够

同时处理传统高性能计算（HPC）和人工智能（AI）。它将被应用于癌症研究、气候建模

和健康治疗等领域，开展超大规模的宇宙学仿真、研发药物反应预测的新方法、研发用

于制造更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材料等突破性的研究项目。“极光”系统将能够极大地

促进科学创新，提升技术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美国在全球的科学领导地位。 

（供稿：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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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次启用本地燃料电池技术用于发电领域 

韩国现代汽车公司与韩国东西电力公司（KEWP）、

Deokyang 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共同建设 1 兆瓦氢燃料电

池发电试点项目，这是韩国首次将本地燃料电池技术用于发

电领域，有望取消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根据协议，现代汽车将

负责建造燃料电池系统，KEWP 将负责管理发电设施和销售电

力，Deokyang公司将负责供应氢气。该 1兆瓦发电设施将包括两个集装箱式 500千瓦发

电机模块，每个模块都装载有现代汽车公司燃料电池车 NEXO 的多个电源模块。预计该

设施每年可产生 8000兆瓦时电力，可满足 2200 户家庭每月 300千瓦时的供电需求。通

过该试点项目，现代汽车将有机会使其燃料电池技术超越汽车行业，实现规模经济，从

而带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价格，创造就业机会，并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增长。 

（供稿：王友转） 

世界上最大飞机完成首飞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于 13 日完成首次飞行。

该飞机由火箭发射公司 Stratolaunch 制造，重

达 50 万磅，翼展 385 英尺，在美国东部时间上

午 10 点从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的莫哈韦航空港

口升空。这是该飞机的首次试飞，旨在将火箭从

空中发射到轨道上。首航飞行持续了 150分钟，

之后飞机安全降落。 

Stratolaunch 采用双机身设计，可用于运载火箭飞行到 35,000 英尺的高度。该公

司计划使用 Stratolaunch 飞机将其 Pegasus XL 火箭送入太空。试飞中，该飞机按预期

飞行，最高时速达到 175 英里/小时，最高海拔高度为 15,000英尺。 

（供稿：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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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O 与 Franco 推出全球首款 3D 打印连续碳纤维一体成型的

自行车车架 

近日，美国公司 AREVO 宣布与美国精品自行车制

造商 Franco Bicycles 合作，推出全球首款 3D 打印

而成的连续碳纤维单件一体成型的自行车车架，

Franco将以“Emery”品牌销售该产品。 

据悉，AREVO DNA™技术在增材制造（AM）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 AREVO的专利软

件算法可实现创造性设计技术，自由运动的机器人可制造“真正 3D”结构，并针对各向

异性复合材料，对无孔洞结构的定向能量沉积进行了优化。AREVO 技术独特的一体式自

行车车架结构将为高性能自行车树立新标杆。现有的自行车复合框架由多部件粘合而成，

而 AREVO 框架则是单个部件。AREVO 的智能连续碳纤维设置可实现前所未有的结构完整

性和稳定性。此外，AREVO DNA 工艺将自行车车架的设计到最终制造从 18 个月缩短到几

天，大大降低了产品开发成本。 

（供稿：黄怡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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