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湫莎

2021年上海职工科技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占悦） 在 2021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上海科技

节举办之际， 市总工会与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委、 市教委、 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知识产权局、 团市委和市科协等昨天联合

举办以 “回望百年 匠心传承 追求卓越” 为主题的上海职工科技

节。 即日起至 6 月 3 日， 市、 区局 （产业） 和基层单位将集聚职

工创新资源， 合力推进不同层面的职工科技节活动， 打造职工科

技嘉年华。 据悉， 上海职工科技节期间， 将举办科学之夜———工

匠秀场专题活动， 市职工技术协会将联合宝山、 金山等区总工会

举办 “工匠秀场专题活动”； 举行百家上海市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开放日活动， 发布数字化工作室地图和介绍信息； 举行

上海职工科普讲师团进企业、 上海工匠讲堂活动。

现场还表彰了第 33 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获奖项目； 命

名了 2020 年度上海市职工合理化建议优秀成果、 先进操作法优

秀成果和 2020 年上海市工匠 （技师、 职工、 巾帼） 创新工作室；

启动了 “上海工匠讲述百年企业红色匠心故事” 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出席。

在科技节体验数字之城的N种“打开方式”
数字就像一位魔法师， 可以让食物产

生 “记忆”、 让医生 “隔空诊脉”、 让资源

尽在 “掌 ” 握……在今年上海科技节的

2000 多项活动中 ， 数字科技格外抢眼 。

不少活动现场将就医、 购物、 教育、 通信

等多个前沿数字化应用场景展现出来， 让

市民抢先体验未来 “数字之城 ” 的 N 种

“打开方式”。

普陀区科技节活动现场， 一场数字体

验活动正在展开。 大屏幕上， 场地周边数

公里内的党群服务中心被清楚标记在地图

上， 点击 3D 地图按钮， 就可 360 度全景

“云游” 中共一大会址等红色地标。 这是

华为公司推出的 “党建宝”， 它将党建资

讯、 党务管理、 党员教育、 党建会议等功

能集成在智能协作终端， 即使党员身处不

同地方， 也能在 “云端” 实现无障碍沟通

和协作。

华为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智能协

作城市经理周楚雅介绍 ， 目前 ， “党建

宝” 上已经集成了上海 200 多个党群服务

中心、 多个党员教育基地和几百个党史学

习视频， 在乡村党支部和 “两新” 组织党

支部中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做一道可乐鸡翅只要 6 分钟， 可供全

家人食用的 “四菜一汤 ” 只要 20 分钟 ，

这就是艾米尔全自动烹饪机器人的 “掌

勺” 速度。 这台自主可编程智能炒菜机器

人只需将食材按量放进入料口， 轻点控制

面板， 便可实现 “一键炒菜”， 就像操作

智能手机一样简单。

机器人烧的菜味道如何？ 围观的市民

表示 “味道蛮灵的” “比我烧得好”。

衣食住行都是生活数字化的重要场

景。 伴随着 “哒哒哒” 的针脚落下声， 一

台数字刺绣机正忙碌地在布匹上绣出上海

科技节的图标， 每分钟 80 转的下针速度

让人类刺绣高手望尘莫及。 据上海纺织博

物馆工作人员段玲介绍， 只要将图案输入

刺绣机， 它就会自动 “计算” 刺绣方法，

两根手指大小的图标只需 6 分钟完成， 如

果换成手工刺绣，可能需要花费半天时间。

数字技术如何管理大众健康？ 最好的

办法在于 “治未病”。 橙溪数据技术有限

公司在科技节期间带来一款情绪测试仪，

只要观看几分钟视频， 它就能检测出人们

的情绪是喜是悲。 一位市民在全程保持微

笑的状态下看完了视频， 测试仪还是给出

了 “压力大” 的结果。 工作人员解释说，

情绪检测仪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捕捉人们

看不到的微表情， 从而给出真实情绪的判

断 。 据悉 ， 该测试仪已走进上海多家企

业 ， 还根据检测结果开设出 “情绪速溶

舱”， 用数字技术为都市白领减压。

“上海牌”太阳电池保驾护航
“祝融号”开始火星表面巡视探测之旅———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根据遥测数

据判断， 北京时间昨天 10 时 40 分， “祝

融号” 火星车已安全驶离着陆平台， 到达

火星表面， 开始巡视探测。

天问一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是研究火星

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 火星表面土壤特征

与水冰分布、 火星表面物质组成、 火星大

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境特征、 火星物

理场与内部结构等。

自去年 7 月 23 日发射以来， 在地火

转移飞行、 环火轨道运行期间， 环绕器配

置的中分辨率相机、 高分辨率相机、 矿物

光谱分析仪、 磁强计等 7 台科学载荷陆续

开机探测 ， 获取科学数据 。 火面工作期

间 ， 火星车将按计划开展巡视区环境感

知、 火面移动和科学探测， 通过配置的地

形相机、 多光谱相机、 次表层探测雷达、

表面成分探测仪等 6 台载荷， 对巡视区开

展详细探测。 同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

院抓总研制的环绕器将运行在中继轨道，

为火星车巡视探测提供稳定的中继通信，

兼顾开展环绕探测。

火星车和月球车电源
产品有何区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811 所承担了

火星车电源产品的研制任务， 其同样是月

球车电源产品的研制单位， 针对火星和月

球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 火星车和月球车

电源产品有哪些区别？ 怎样把控更复杂的

休眠唤醒？

不同于月球， 火星上有大气， 当大气

运动引起巨大沙尘暴时， 受到遮盖的火星

车接收到的太阳光能量急剧下降， 这时就

必须为火星车设计一个 “休眠” 模式， 耐

心等待沙尘暴过去。 其次， 火星上有明显

的四季变化， 当进入火星深秋后， 光照强

度会持续减弱， 而火星太阳辐照强度仅为

月球表面的 20%， 这时 ， 火星车需要进

入长期的 “冬眠”， 直至第二年的春季到

来。 同时， 考虑到火星气候的复杂性， 火

昼时锂离子蓄电池可能会面临联合供电进

而导致充电量不足的情况， 研制人员也为

火夜制定了一份休眠唤醒 “备份” 计划：

在火昼转火夜前， 对锂离子蓄电池的剩余

电量进行判读， 当蓄电池的剩余电量不足

以支撑火星车度过火夜时， 火星车转入休

眠状态。 如何及时并准确地判断锂离子蓄

电池的剩余容量就显得至关重要。

锂离子蓄电池设计师王晓锐介绍， 目

前航天器在轨的锂离子蓄电池容量判读方

法一般有两种， 安时计和查表法， “但由

于火星光强不足导致蓄电池火昼时不能充

满电， 安时计无法进行满充校准， 累积误

差会越来越大； 且地火来回通信至少需要

30 分钟， 导致查表法不能及时准确判断

蓄电池剩余容量。 为此， 我们采用了将安

时计和查表法结合使用的方式”。

电源控制器设计师陈达兴介绍， “与

月球车不同的是， 火星车锂离子蓄电池不

具备保温设备， 若没有从-90℃的最低温

度恢复到-15?的工作温度， 即使唤醒了，

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休眠的时候整器会

断电， 至于什么时候再唤醒， 我们需要先

参考锂离子蓄电池的温度。”

研制人员给锂离子蓄电池增加了温度

继电器， 用来判断锂离子蓄电池的温度。

当太阳电池重新开始工作后， 优先给锂离

子蓄电池加热， 待加到-15?左右， 温度

继电器自动闭合， 火星车被真正唤醒。

四块太阳能电池阵“特别定制”

深空探测任务中， 航天器唯一的能量

来源， 就是太阳的能量。 在火星车上， 有

四块 “特别定制” 的太阳能电池阵， 为了

顺利完成此次火星车的预定任务， 它们经

历了一段不平凡的研制历程。

如果说月球巨大的昼夜温差是研制人

员面临的最大难题的话， 那么， 火星上的

未知光谱更让研制人员头疼。 通过查阅大

量文献资料、 对火星光谱仿真、 与国际上

的相关资料比对分析， 研制人员确定了火

星光谱条件， 奠定了研制工作的基础。

火星表面的光谱与地球轨道、 月球轨

道的光谱不同， 这就意味着火星车太阳电

池的 “与众不同”。 研制人员对太阳电池

进行了重新设计， 根据火星的光谱作了相

应调整和优化。 但受火星车自身体积重量

限制， 以及火星表面光照条件、 火星尘埃

等自然环境条件影响， 太阳电池阵的发电

能力被大大削弱，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研制人员创新性地在火星探测任务上

首次使用了最大功率跟踪技术， 这也是该

技术在国内航天领域的首次在轨应用， 陈

达兴透露 ： “跟踪精度高达 98%， 相比

传统电路 ， 提高了太阳电池 20%的利用

效率， 既解决了火星车能源紧张问题， 也

在减少太阳电池阵面积的同时减轻了电源

产品的重量。”

火星尘埃在太阳电池表面的堆积也会

极大影响火星车的能量获取效率。 研制人

员为此开展了关键技术攻关， 通过表面处

理和结构设计在太阳电池玻璃盖片表面做

了特殊涂层， “表面处理在于降低火星尘

埃和太阳电池的相互吸引力， 结构设计在

于减少两者的接触面积， 这些都通过了验

证， 满足了要求。” 太阳电池设计师王文

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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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位最闪耀的“星”亮相上海科技节红毯
涵盖老中青三代科技力量，铺就科学精神走向大众的“星光大道”

昨天上午 ， 上海科技馆的百米红

地毯上 ， 25 位在沪优秀科技工作者

和 4 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代表款步走

过 ， 2021 年上海科技节由此启幕 。 借

助 “云端 ” 直播 ， 他们的故事被更多

人 知 晓 ， 成 为 这 个 时 代 最 闪 耀 的

“星 ”。

2015 年起 ， 为科技工作者举办一

场盛大的 “红毯秀”， 就成了上海科技

节的保留节目。 常年埋首于实验室潜心

攻关的科技工作者从此有了展示风采、

接受鲜花和掌声的舞台。

今年的 “科学红毯秀” 嘉宾包括医

学 、 航天 、 船舶等领域的上海科技人

才、 在沪外国专家、 抗疫与科普团队、

大国工匠和优秀基层科研党支部， 还有

《少年爱迪生》 节目的获奖学生。 为科

学铺就一条通往大众的 “星光大道 ”，

正是上海这座创新之城崇尚科学精神、

尊重科学家的最好注脚。

为了将科学精神传
下去，他们来了

“你们好啊！” 首先走上红毯的

是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名

誉台长叶叔华。 宇宙中有一颗小行星

以她的名字命名， 全球五分之一人口

共用的 “北京时间” 正是在她的主持

研究下诞生。

今年 94 岁高龄的叶先生， 仍在

为祖国的天文事业出谋划策。 她开创

性地提出建设中国甚长基线射电干涉

测量网， 倡导建设上海 65 米射电望

远镜， 推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望远镜

列阵（SKA）的创始国。 她还经常抽出

时间为青少年学生指导科学实验、 作

科普报告， 但走红地毯还是第一次。

“有点紧张， 但很开心。” 她说， 要趁

还能走得动， 再为中国科技做点事。

同样第一次走上红毯的， 还有上

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

军。 他走遍全国各地， 建立起我国水稻

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使我国稻种

资源的保存量增加了 130%。 他培育的

节水抗旱稻 ， 即使不采用水田模式种

植， 也能有个好收成， 可减少九成温室

气体排放 ， 有效助力碳中和 。 他说 ：

“让更多农业科技成果走向生活， 为公

众熟知并喜爱 ， 是科学家的责任 。 所

以， 今天我来了！”

体验一把被“追”的感
觉，他们值得

“丁院士， 看这里。” 面对观众热

情的招呼，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

大学氢科学中心主任、 轻合金精密成型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丁文江频频在红

地毯上挥动手臂， 微笑致意， 体验了一

把被 “追星” 的感觉。 丁文江从事先进

镁合金研究 30 多年， 率领 300 多人的

团队实现了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工程

化开发与技术转移的良性互动， 曾登上

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等众多科技领奖

台， 却是第一次踏上红毯秀。

“作为一名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科研

人员， 我越来越体会到， 国之大者在创

新， 创新之核在有效的科研。” 丁文江

表示 ， 红毯秀是让公众关注科技工作

者、 提升科技在社会发展中地位的创意

之举。 上海科技节为科普提供了舞台，

希望能把舞台变成平台，节日变成常态，

让大众走近科学，让科学家走近大众。

不久前，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

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在它背后，有一位

上海女科学家默默耕耘与坚守。 作为中

国探月工程三期探测器系统副总指挥、

天问一号探测器副总指挥， 走上红地毯

的张玉花还曾将“玉兔一号”“玉兔二号”

送上月球，被亲切地称为“玉兔妈妈”。

美对于她来说， 不是漂亮的衣服和

光鲜的外表，而是一种自信。这位说话利

落、 走路带风的航天人说：“每每抬头望

天时，都有不一样的情感，国家航天事业

的每一次前进，都能提振民族自信心。 ”

崇尚科学、尊重科学
家，是他们喜欢上海的理由

身为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

特受邀走上了红地毯。 他曾多次来沪参

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对上海的科创

未来十分看好 。 今年 4 月 ， 他来到上

海， 在这座他热爱的城市开展计算生物

学研究。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和上海

科技节的举办， 让上海的创新氛围越来

越好 。 我在这里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

作， 预计会取得一系列令人兴奋的科研

进展。” 莱维特鼓励年轻人不要怕冒险，

不要怕犯错， 只有打开思维的禁锢， 才

有可能遇到 “幸运” 而有所发现。

继去年参加 “科学红毯秀” 后， 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昨天再次走上红地毯。 作为抗疫与科普

团队代表， 张文宏不仅牵头制定了新冠

肺炎诊疗 “上海方案”， 还善于用 “听

得懂的科普” 为百姓解疑释惑。 他说：

“科技有硬壳，希望可以剥开更多科学的

坚果，让更多公众品尝到科学的味道。 ”

今年， 和他一起亮相红毯的抗疫与

科普团队代表还包括： 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郑军华、 上海合成免疫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首席科学家应天雷、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感染传染科副主任曾枚。

科技创新的未来属于年轻人。 走上

红毯的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研究组组长、 “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 ” 获得者刘真说 ， 能与两院院

士、 诺奖得主一起参加红毯秀， 就像是

“追星”， 他深感荣幸， 也有压力。 这种

压力将激励他把更多精力投入科研， 不

断探索脑科学的前沿领域。 他呼吁更多

年轻人以投身科研为理想， 并为实现理

想而打拼。

科技有硬壳，希望可以剥开更多
科学的坚果，让更多公众品尝到科学
的味道。

每每抬头望天时，都有不一样的
情感，国家航天事业的每一次前进，
都能提振民族自信心。

上海科技节为科普提供了舞台，
希望能把舞台变成平台，节日变成常
态，让大众走近科学，让科学家走近
大众。

■今年的“科学红毯秀”嘉宾包括医
学、航天、船舶等领域的上海科技人才、
在沪外国专家、抗疫与科普团队、大国
工匠和优秀基层科研党支部，还有 《少
年爱迪生》节目的获奖学生。为科学铺
就一条通往大众的“星光大道”，正是上
海这座创新之城崇尚科学精神、尊重科
学家的最好注脚。

 2021年上海科

技节在上海科技馆

开幕。

▲丁文江院士

走上红毯。

荩 《少年爱迪

生》获奖选手。

均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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