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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袁勇 摄
影报道）昨日，成都市锦江区总工
会“行业风采·劳动创新”艺术创
新作品征集活动颁奖仪式暨工匠
熊猫雕塑“认养”仪式在成都东湖
公园举行。“行业风采·劳动创新”
艺术创新作品征集活动自今年9
月开启，历时一个月，评委会评选
出10个优秀作品，以各行业的新
职工形象为原型创作出工匠熊猫
雕塑，并将永久立于成都东湖公
园。活动现场，十座“工匠熊猫”雕
塑悉数亮相，分别以“程序员、机
械工人、人民教师、厨师、乘务员、
科学家、清洁工人、民航机长、消
防员和医生“十个普通职工形象
为原型。随后的工匠熊猫雕塑“认
养”仪式上，二十个小朋友对工匠
熊猫进行“认养”，象征劳动者创
新创造精神的传递。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
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
028-8678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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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宇宙线”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明年稻城海子山见

陨石高速坠入大
气层会形成流星，但倘
若是一束看不见的宇
宙高能粒子穿越大气
层，会发生什么呢？

10月10日，在2018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活动周的“高海拔
宇宙线观测站”展台
前，工作人员向市民们
演示了如何看见神秘
的“宇宙线”，吸引了不
少市民关注。作为“十二
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项目，高海拔宇宙
线观测站位于四川省
稻城县海子山，以探索
高能宇宙线起源及天
体演化、暗物质分布等
为核心研究目标，是目
前世界4大宇宙线研究
中心之一。 十座“工匠熊猫”雕塑

将永久立于东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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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智能网联汽车
构建“汽车安全大脑”

360的展台里，一款拥有“安全
大脑”的智能网联汽车也引起了参
观者的关注。360智能网联汽车安全
实验室项目经理郭斌告诉记者，该
智能网联汽车通过互联网AI安全芯
片，对指令进行智能化过滤和检测，
对于不安全的数据指令采取“前端
阻断”措施，以保障网联汽车在行驶
过程中的安全。

此外，通过360汽车卫士等安全
软件，也可以动态监测车身的各种数
据，一旦发现异常数据，就会在厂商
的后台呈现出来。郭斌表示：“实际
上，我们的‘汽车安全大脑’，就是给
汽车安全安装一个可智能化识别、阻
断的大脑。这个大脑是基于AI和大
数据技术的，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
平台对汽车的状态进行分析和监测，
智能化地对数据安全做出识别或者
阻断，以实现安全大脑的功能。”

阿里智能驾驶舱
可根据淘宝账号匹配喜好

新动能持续壮大展区内，很多参
观者围在一台驾驶舱前排队等待体
验。驾驶舱前半段是车身造型，只有
驾驶和副驾驶两个座位，每个座位前
后都有一块显示屏，这是阿里AliOS
推出的智能驾驶舱，驾驶者通过人脸
识别，就可根据驾驶者绑定的淘宝、

支付宝等账号自动匹配驾驶者的座
椅舒适角度、空调温度、方向盘高度、
日常线路、音乐喜好，收听习惯等专
属设置，还能另外设置4个亲友驾驶
账号，陌生人如果没有注册账号，哪
怕有钥匙也开不走这台车，甚至还会
触发防盗警报。

现场讲解员表示，“现在参观者
体验的是单纯的人车交互，参观者
靠简单的手势就能指挥车内设备，
如拒接电话等；而这套系统最大的
特点就是能够实现人、车、路三方的
交互，目前三方交互的系统正在国
内某高速段上落地实施。

百度推出
Apollo低速自动驾驶智能代步车

百度也展出了新推出的Apollo
低速自动驾驶智能代步车，它应用无
人驾驶系统，适用于公园、园区、景区
等低速场景。

这辆无人驾驶的小巴士如何上
路？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技术上在原
Apollo开源基础上结合商业化量产
和场景业务逻辑需求，利用摄像头和
低成本传感器融合的方式，在嵌入式
AI计算平台完成感知、决策、控制三
位一体的过程，快速实现了低成本商
业化量产。

拜腾汽车
“解锁”手势识别

来自南京的拜腾SUV概念车展
台前，一款能进行“手势识别”的智
能网联汽车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汽车配
备有全面屏，能通过5种交互方式进
行操作，包括触屏操作、语音识别、
人脸识别、手势识别和移动端交互
等，“在手势识别中，目前可用的有5
种手势，可识别为激活、选择、鼠标、
确认、拖拽等指令。其中，我们可以
通过做OK的手势识别为‘确认’，伸
出食指的手势识别为‘鼠标’，是通
过距离传感器和手势传感器综合来
识别的。”

成都商报记者 郑鑫 庄灵辉

何多苓、邓乐、许燎源、邓筱
……这些艺术界大咖，竟出现在
了黑科技扎堆的双创周会场？

在2018年双创活动周主会场
——成都菁蓉汇的空中花园内，
四川本土艺术家们用自己得意的
作品，为双创周打造出一个超脱
科技的精神家园。由何多苓创作
的“飞翔的兔子”，用跳脱的姿态
和优美的弧线，营造出兔的飞翔
之态。邓乐的两只空马一个昂首、
一个低头，截然不同的姿态形成
了强烈的反差之美，呈现出的，是
成都人在创新创造大时代下自信
内敛的精神气质。名为“无题”的
座椅，以云彩绘背，融合大地色
彩，成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
似许燎源将古典画意境贴合在座
椅之上一样，细微处可见成都人
民对美之向往。邓筱则以不锈钢
结构重现了大脑中的神经节点，
紧密联系的结构还原了神奇的思
维空间，无形的思维过程具象地
呈现在了空中花园内。

2017年，成都以超30亿人次
的文创关注度，成为“中国文创第
三城”。在黑科技领航的双创周
上，文创又怎能缺席？下面硬科
技，上面文化展。在双创周的会场
内，复合的视觉效果多维度地展
现着成都的创新精神。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黄伊舲

10日，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副经
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
会海向成都商报记者披露了最新的
建设进展。何会海介绍，高海拔宇宙
线观测站由观测基地和测控基地组
成，其中观测基地在海子山，测控基
地位于稻城县。测控基地的住宿楼、
装配车间、附属建筑已经修建完成，
测控、探测器维护楼等其他配套正在
修建中，而1.36平方公里的观测基
地，已经修建了接近1/4，“整个高海
拔宇宙线观测站，按要求是在2021年
建成验收。按计划将于明年初建成1/
4，并投入观测运行。”

4大探测器亮相
捕捉神秘“外太空来客”

“这些灯亮起，就说明有宇宙线
正在穿过探测仪。”在展台上，工作人
员正在给市民们介绍一个简单的宇
宙射线扫描仪，它可以捕捉这些神秘
的外太空来客。

“简单来说，宇宙线是来自于宇
宙的高能粒子，是宇宙深处未知的加
速源产生出来的，可以形容为高能量
的‘粒子炮弹’。”何会海介绍，实际上
宇宙线无处不在，经过很多次的辗转
奔波来到地球，这些高能粒子在进入

大气层后，不断与原子核碰撞产生次
级高能粒子，最终看起来就像是一场

“粒子雨”散落在数平方公里的面积。
记者从现场宣传片看到，在稻城

海子山，4大探测器将摆出占地1.36平
方公里的列阵，其中包括78000平方米
水切伦科夫探测器、5195个电磁粒子
探测器、1171个缪子探测器以及12台
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何会海告诉记
者，通过捕捉和分析这些次级高能粒
子，获取最初进入地球的高能粒子的
方向、能量和种类等信息，“更为重要
的是，根据这些信息，可以进一步探
索宇宙线的起源、黑洞喷流、超新星
遗迹以及伽马射线暴等宇宙奥秘。”

三个世界第一
瞄准“宇宙线起源之谜”

“宇宙线起源，被国际物理学界
列为‘新世纪11个科学问题’之一。”
何会海介绍，从1912年宇宙线被首次
发现以来，在宇宙线的研究中，首次
发现了许多基本粒子，开创了粒子物
理学，诞生了5枚诺贝尔奖。然而，人
类至今仍未找到高能宇宙线的起源，
也无法证实其产生机制和加速原理，

“因此，它是和暗物质、暗能量等问题
并列的‘世纪之谜’。”

这个“世纪之谜”的难点在哪呢？
何会海告诉记者，宇宙线高能粒子是
带电的，在宇宙中会受到磁场的影响，
不断偏转并与星际物质发生作用，导
致宇宙线到达地球之前，就已经历经
了很多次偏转，早已失去了其最初的
方向，导致很难去追溯原始宇宙线的
起源，“而我们这个观测站，正是以探
索‘宇宙线起源’为核心科学目标的。”

何会海表示，目前观测站拥有学
界公认的三个世界第一，分别是最高
的高能伽马射线探测灵敏度、最灵敏
的甚高能伽马射线巡天探测和最宽
广的宇宙线能量测量范围，“就比如，
我们对高能伽马射线的探测灵敏度，
相比于国际上最灵敏的探测装置，都
要高出15倍。同时，我们还采用了我
国自主研发的超大面积微通道板光
电倍增管等突破性技术，这也是我们
在探测宇宙线起源上的技术优势。”

选址非常严格
稻城海子山很适合建站

“实际上，我国在宇宙线的研究上
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在国际上也是
处于先进行列的。”何会海告诉记者，
从1954年在云南建立第一个高山高海
拔实验室开始，到1987年开始建设的

西藏“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再
到我们的国家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2015年12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
总投资约12亿元，也是‘十二五’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此前，我们筹备
了8年，实地考察、勘探了5个地方，其中
就包括了四川的稻城县海子山。”

为什么选择四川稻城海子山？何
会海告诉记者，其实高海拔宇宙线观
测站的选址很严格，比如：海拔要在
4000到5000米之间、拥有平方公里级
别的平地以及水源、交通等多方面的
因素。而稻城县海子山的平均海拔
4410m，距离稻城亚丁机场10公里，
非常适合高海拔宇宙线的观测和研
究。“此外，该项目也得到了四川省政
府的大力支持，为观测站搭建好相关
的场地、电力等配套设施。”

何会海介绍，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由观测基地和测控基地组成，其中
观测基地在海子山，测控基地位于稻
城县。测控基地的住宿楼、装配车间、
附属建筑已经修建完成，测控、探测
器维护楼等其他配套正在修建中，而
1.36平方公里的观测基地，已经修建
了接近1/4，“整个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按要求是在2021年建成验收。另
外，按计划将于明年初建成1/4，并投
入观测运行。” 成都商报记者 郑鑫

建成后效果图

下面硬科技
上面文化展

成都美学点亮双创周黑科技

科技改变出行
双创周上有支神奇的“车队”

技术的变革总是直观地反映在人们的出行上技术的变革总是直观地反映在人们的出行上。。从农业时代的马车从农业时代的马车
只有十公里级只有十公里级，，到工业时代的蒸汽火车有了百公里级到工业时代的蒸汽火车有了百公里级，，在当下的信息在当下的信息
时代时代，，千公里级的交通方式已经不是幻想千公里级的交通方式已经不是幻想，，甚至还有无人驾驶的交通甚至还有无人驾驶的交通
工具逐渐走入人们生活工具逐渐走入人们生活。。

随着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出行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出行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义。。记者在双创周展会上发现记者在双创周展会上发现，，互联网巨头纷纷互联网巨头纷纷““试水试水””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网联汽车，，
这支特殊的这支特殊的““车队车队””也引得观众纷纷驻足体验和观摩也引得观众纷纷驻足体验和观摩。。

“工匠熊猫”雕塑亮相双创活动周

360智能互联网汽车 摄影记者 陶轲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观测基地）现场图片 图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供

什么是宇宙线

宇宙线是来自于宇宙的高能粒
子，这些高能粒子在进入大气层后，
不断与原子核碰撞产生次级高能粒
子，最终看起来就像是一场“粒子雨”
散落地面。

它从哪里来

宇宙线高能粒子是带电的，在宇
宙中会受到磁场的影响，不断偏转并
与星际物质发生作用，导致宇宙线到
达地球之前，就已经历经了很多次偏
转，早已失去了其最初的方向，导致
很难去追溯原始宇宙线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