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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首个“无蚊公园”即
将在锦江边亮相——就是焕
新归来的活水公园！至今已25
岁“高龄”的她，经过修复整治
后将会在近期以崭新的面孔
与市民见面。那么活水公园是
如何做到基本无蚊的呢？

原来，是一个个“方盒子”
让 活 水 公 园 成 为“ 无 蚊 公
园”——本次活水公园修复整
治，创新引进了全球首创的空
气捕蚊机系统。

据了解，这批捕蚊机在全
球范围内首创了仅使用自然
空气就能捕灭蚊子的技术。利
用模拟人体呼吸的原理，通过
收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
自身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人体
水平，让蚊子误以为是人体
在呼吸，进而达到健康、高效
的灭蚊。整个灭蚊过程不产
生任何化学污染、光学污染、
噪音污染。

整个活水公园园区，共安
放了五十台捕蚊机同时工作，
无死角覆盖整个公园，极大地
降低了园区内蚊子数量。

据工作人员介绍，50台
捕蚊机系统安装完成后，开
展了为期21天的活水公园蚊
虫 密 度 监 测 ，共 捕 获 成 蚊
11650只，主要蚊种为致倦库
蚊（常在污水区出现）和白纹
伊蚊（就是大家所说的花脚
蚊，攻击性极强）。

在捕蚊机启用后，经监测
发现，园区蚊虫密度由最初的

3.46只/[台·小时]下降到0.18
只/[台·小时]，基本实现园区
无蚊环境。

活水公园，最著名的就在
于完全用自然生态的手法进
行水生态治理。这一次的蚊子
治理，在捕蚊机之外，同样延
续了“以自然生态手法治理”
的理念。

一方面，“活水”“净水”并
不容易滋生蚊虫，为此，此次
活水公园的修复整治进一步
强化了活水公园内运行多年
的多重过滤与水生态净化系
统，让水能够自然流淌，自然
净化，减少静止水面，让蚊虫
不具备繁殖条件。

另一方面，调整植物品种，
在保证活水公园原有植被生态
的前提下，不改变原有大乔（高
度为21～30米的乔木）数量和
植被覆盖量，尽量优化植物种
植点位，对一些滨水的植被进
行了微调，让空间更疏阔，也有
效减少了蚊虫繁衍空间。

通过黑科技捕蚊机与水、
植物两方面自然生态手法介
入，让活水公园环境提升的同
时，实现了“体感基本无蚊”的
体验。

据了解，锦江公园后续将
继续推进锦江沿线各个公园
的蚊虫治理标准化建设。以
后逛锦江公园赏美景、享清
凉再也不用担心蚊子叮咬
了！可以感受更加美好的公
园城市生活。 据成都发布

在这场逐梦之旅中，位于成都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
（以下简称“十所”）贡献了多项设备
与系统。

新一代综合化测控体系
三大亮点搭建天地“生命线”

十所牵头研制的陆海天基测控
通信系统，构建了新一代综合化测控
体系，负责对航天器（飞船、空间站
等）进行轨道测量、遥测遥控和数据
传输，是航天器升空后与地面的唯一
联系，就像放风筝的风筝线，因此也
被大家称为航天器的“生命线”。

据介绍，新一代综合化测控体系
主要有“智能化、全国产、高可靠”三
大特点。

“智能化”，首先表现为像智能手

机一样“统一硬件平台，软件定义功
能”，加载不同APP就能实现不同功
能。在同一套测控设备上，可以同时
运行多种工作模式，并能兼容不同信
号模式、频点及目标。其次表现为自
动化运行能力，就如同飞机的自动驾
驶仪一般，除了为了保障安全在关键
节点处由操作手操控外，日常测控动
作可全自动运行。此外，全网测控资
源实现了云架构管控，根据任务占用
情况和设备健康状况自动按需分配
计算资源。

“全国产”，即在新一代测控系统
中，从软件到硬件，从基础元器件到
整机、系统，已全部实现国产化。目
前，国产操作系统和国产元器件的稳
定性、可靠性已大大提高。

“高可靠”，即除了前述的资源重
组技术、深度综合化技术和稳定可靠

的国产软硬件外，还有健康管理技术
和远程支持技术。健康管理系统融合
了传统的故障树、专家系统和现代的
大数据技术，将“发病——治病”模式
转化为“实时全身体检，预测疾病于
未然”模式。

地面光传输组合
一座高速传输的“桥梁”

在此次发射任务中，十所为长征
五号B遥三火箭配套了前端视频光传
输设备、后端视频光传输设备、前端射
频光传输设备以及后端射频光传输设
备，这一地面光传输组合在单机综合
测试设备、技术阵地、发射阵地塔架、
火箭应答机之间搭起了信号传输的

“桥梁”，通过远距离的光信号传输，为
数据的传输处理提供了高速通道。

T0控制台与时统设备
提供时间频率基准

T0控制台是安装在发射场系统
中的重要设备，用于获取火箭起飞触
点信号，产生起飞T0时刻并传输给发
控中心、指挥中心以及测控系统。可
以说，T0时刻决定了火箭飞行弹道的
计算精度与时间飞行轨迹的偏差，是
火箭飞行正确执行控制的关键因素。

时统设备承担着“时间指挥官”
的角色，起到“对表”的作用。值得一
提的是，我国航天体系中分布在各发
射中心、航天飞控中心、中继卫星控
管中心、卫星测控中心及各测控站、
测量船上的时频统一系统均为十所
研制，其精确性达到了3000年误差不
超过1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记者24日从成都市商务
局获悉，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上半年，成都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超60亿美元，同比同口
径增长24.97%，其中，服务贸
易出口额超38亿美元，同比增
长47.05%，服务贸易进口额超
23亿美元，同比增长0.29%。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服
务贸易顺差近15亿美元，同比
扩大4.5倍。全市离岸服务外
包合同金额14.41亿美元，同
比增长27.64%；离岸执行金额
12.34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1.98%，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在贸易结构方面，据不完
全统计，上半年成都知识密集
型服务贸易进出口额31.39亿
美元，同比增长14.63%，占全
市服务贸易比重超50%。

比如，以检验检测外包为
主的知识流程外包（KPO）离
岸执行额1.42亿美元，同比增
长10.08%，约占全市离岸执
行总金额的11.53%。50家服
务贸易重点监测企业服务贸
易进出口总额34.32亿美元，
同比增长25.99%，拉动全市
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11.45个

百分点。
此外，语言服务、知识产

权、人力资源国家特色服务出
口基地落户成都，在蓉国家服
务出口基地扩容至5家，数量
位居全国前列。在国家服务出
口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下，相
关重点领域服务进出口规模
不断增长。依托天府软件园国
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上半年
全市数字贸易进出口额超26
亿美元，同比增速超20%。依
托三国创意园国家文化出口
基地，上半年文化贸易进出口
额1.79亿美元。依托知识产权
服务出口基地，上半年全市知
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101.37%，占全市服务
贸易比重进一步提升。

成都市商务局表示，下一
步，成都将依托国家服务出口
基地建设，继续加强对数字服
务、文化服务、人力资源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语言服务等领
域的培育和挖掘，把产业特色
转化为贸易优势，持续推动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和服务外包
转型升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
电 7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电巴伊拉姆·贝加伊，祝
贺他就任阿尔巴尼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

尔巴尼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
近年来，两国以共建“一带一
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为平台，增进政治互信，加强
政策沟通，推进务实合作，双

边关系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
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贝加伊
总统一道努力，深化两国各领
域交往，巩固互利合作成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问天升空
叩问苍穹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发射成功

习近平向阿尔巴尼亚新任总统贝加伊致贺电

在轨运行期间，问天实验舱将完成我国首次在轨大惯
量转位动作，即通过平面转位90度，让原本对接在节点舱
前向对接口的问天实验舱，转向节点舱的侧向停泊口并再
次对接，从而腾出前向对接口，为梦天实验舱的到访做好
准备。这将是我国首次航天器在轨转位组装，也是国际上
首次以平面式转位方案进行航天器转位的探索尝试。

北京时间2022年7月24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
B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495秒后，
问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24次飞行任务，发射的
问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
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起飞重量约23吨，主要用于支持
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核心舱
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理。

后续，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与核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
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工作。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及问天实验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抓总研制。 据新华社

“T”字基本构型

按照计划，今年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还将执行3次发射任
务，发射梦天实验舱与天和核
心舱对接，形成空间站三舱
“T”字基本构型，完成空间站
在轨建；随后发射天舟五号货
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将与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在轨轮换，并
驻留6个月。

五大看点

“成都造”护航问天实验舱发射成都力量

国内最大单体航天器
问天实验舱全长17.9米，发射质量23吨，由工作舱、气

闸舱及资源舱三部分组成，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体航天
器。与天和核心舱相比，问天实验舱更重、更大，具备超万
瓦级供电能力、千兆级信息传输能力。

问天实验舱配置了目前国内研制面积最大的可展收
柔性太阳翼，单翼全展开状态下长达27米，面积达138平方
米。不管是展开面积还是供电能力，全新升级的“2.0版柔
性太阳翼”都达到了天和核心舱太阳翼的两倍之多。双翼
超万瓦级的供电，能让空间站基本实现“用电自由”。

2.0版太阳翼刷新纪录

全天候追踪太阳

我国最大吨位的“太空之吻”

为了让太阳翼能24小时保持最高发电效率，问天实验
舱首次尝试让太阳翼双自由度同时转动，确保每一缕阳光
都垂直照射在太阳翼上。八院自主研制出我国目前设计规
模最大、连续工作寿命最长、传输功率最高的大型回转运
动类空间机构产品——对日定向装置。有了它，空间站将
实时捕捉每一道阳光，保证源源不断的能量供给。

重达23吨的问天实验舱入轨后，将与40多吨重的空间
站组合体实施轴向交会对接。这将是我国最大吨位的“太
空之吻”，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在有人的状态下迎接航天
器的来访。

国际上首次平面转位动作

成都首个“无蚊公园”
即将亮相

今年上半年

成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超60亿美元

上半年成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

下半年增强企业
自我“造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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