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直

播画面中，风驰电掣的雪车和雪橇尤为

“抢镜”。晶莹的冰雪赛道掀起“雪上

F1”的速度与激情。从空中俯瞰，一条

“巨龙”盘踞在小海坨山脊之上，这就是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也被大家亲切唤作

“雪游龙”。冬奥会项目“速度之王”雪

车雪橇比赛在此举行，运动员比赛时最

高时速可达134.4公里。

1017米高海拔、360度回旋弯、121

米垂直落差，“雪游龙”所在地形条件尤

为复杂，且是全球唯一一个建在阳坡的

雪车雪橇场馆。它的建设、运营等环节

由中国中冶旗下上海宝冶公司全程参

与。耗时三年建成的“雪游龙”已申请

专利131件（含发明专利57件），并获得

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体现了“上

海制造”的品质。

运维
凌晨四点半开始巡

查赛道

这两天，钢架雪车、雪橇比赛进入

白热化阶段，赛道运维师傅们一刻都没

闲着。

凌晨四点半，屋外漆黑一片，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运维保障团队副经理

李宇就开始了赛前检查。寒风簌簌，

吹在脸上犹如刀割。虽然里外裹得严

严实实，他脚下却不含糊，利索地沿

着赛道仔细检查。一圈检查下来差不

多一个半小时，他口罩里全是水汽，

眉毛上则结上了洁白的冰霜。“主要检

查制冷阀组的严密性，再看冰面颜

色、温度”，李宇说，赛道上内嵌温度

传感器会实时上传数据，但还是需现

场再次确认。

李宇介绍说，之所以要一大早检

查，就是为了提前发现问题，并预留

好处理时间，让运动员们安心完赛。

特别要实时监控“雪游龙”的心

脏——氨制冷系统。李宇介绍说，

1975米的赛道由54个包含独立制冷单

元的赛道段组成，其内部管道犹如人

体血管般错综复杂。为确保赛道制冷

温度均匀，各赛段选配的阀门大小、

调试时阀门开度大小各不相同。经历

了上百次反复调试后，系统才能调至

最佳状态。

制冰
54个独立制冷段温

差控制在1℃度以内

赛道冰雪能否“浑然天成”，也考验着

运维保障团队和制冰团队的通力配合。

水管、喷头、冰刀……这些是制冰

师们的家当。他们要一层层均匀将纯

净水水雾喷洒在低温混凝土表面，让水

雾凝固成冰。从力度控制到角度把握，

非常有讲究。遇上高墙弯段，还要沿高

墙自上喷洒，才能使流水自然成冰。

“雪游龙”一旦启动制冰，就需数十

名国内制冰师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

配合作业。冰面完成后，工作仍未结

束。每次滑行过后，冰面难免受损，制

冰师们就要补冰、修冰。这时，冰面温

度尤为关键。一旦温度过高，就容易起

霜，冰霜会捕捉气泡，当这些气泡向外

移动便会造成小凹痕，影响运动员滑行

轨迹甚至安全。此时，运维团队就要配

合着一起调整完善冰面温度。

成千上百次的磨合历练，默契渐

成。如今，54个独立制冷段的温差能

成功控制在1℃以内。

研发
自研新材料，能承受

400余次冻融循环

自4年前进场施工以来，上海宝冶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党支部书记姚

远见证着项目团队一步步攻克“技术极

限”。16个弯道倾斜角度各异，如何确

保相同密实度、成型精度？赛道每个曲

面、每处细节，都决定着比赛成绩，也助

力运动员发挥最好水平。

最初，项目团队尝试过以传统混凝

土材料为基底，但由于凝结时间短，来不

及修复冰面。即便用上了速凝剂，效果

依然不佳。试验多次后，项目团队详细

比较全球各大场馆的材料特性、优劣。

最终，在历经了300余次配合比调整、600

余次喷射试验、上千次测量及检测、近两

千方喷射实验后，配比难题得以攻克。

自研专用混凝土喷射料后，还需专

业喷射手配合。“雪游龙”直面挑战，历

经一年专业训练，项目团队自主培养了

国内首支混凝土喷射手团队，最终，赛

道成功以毫米级高精度实现一次浇筑

成功，能承受400余次冻融循环。

耗时三年建成，申请专利131件，获得多项国家级奖项

“雪游龙”体现“上海制造”品质
晶莹赛道掀起“雪上F1”速度与激情

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驻京记者李
扬）2月8日，由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办的

“双奥之城新气象”城市形象采访活动走

进中关村，来自37家中外媒体的56名记

者现场感受了北京科技创新的魅力。

走进人工智能的代表企业声智科

技，记者看到各种具有互动功能的机器

人和基于自主系统的人工智能系统应

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声智

科技的这套“Azero人工智能开发框架”

已为全国多地提供了可信可靠的防疫服

务，率先在北京上线了核酸检测信息统

一平台，以“北京健康宝”为公众入口，实

现了核酸检测从预约、采样、检测到结果

查询的全流程数字化和辅助防疫机构决

策的协同与组织管理。这套系统目前正

应用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另一家企业翠鸟视觉也让记者大开

眼界。翠鸟视觉致力于为受到永久性视

物变形损伤的视网膜病患者提供视觉畸

变纠正方案，重新看到不变形的正常世

界，恢复生活质量。不少外媒记者现场戴

上了翠鸟视觉的“电子眼镜”，纷纷竖起

大拇指。

近年来，海淀区加快建设自动驾驶创

新示范区，积极推进示范区全域自动驾驶

车辆开放测试。工作人员揭秘：“全车多传

感器的深度融合，支撑着自动驾驶安全运

行。”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已

发布无人化道路测试相关管理政策，本着

“安全有序、逐步放开”的原则，分三阶段

开展无人化道路测试，最终将取消安全

员，实现真正的无人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助力冬奥赛场防疫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张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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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8日专电 （驻京记
者彭丹）2月8日，2022北京新闻中心

举办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专场

新闻发布会。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

任徐和建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让群

众冰雪运动迅速普及，从冷项目变成

热运动，预计2022年北京参与冰雪运

动的人口将达到1000万。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孟强华表

示，北京冰雪运动发展已全面发力。

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建成并投入

使用，全市1800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冰

面数量达到49块，青少年冰球俱乐部

联赛规模继续保持亚洲第一，第七届

市民快乐冰雪季参与人次达到530余

万。春节假日期间，冰雪场所开放54

家，接待人次74万，同比增加253%。

下一步北京将继续推动冰雪消

费，举办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世界杯等国际赛事，并申办国

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国际滑联花

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等赛事。

冬奥会的举办让群众冰雪运动迅速普及

北京参与冰雪运动人口将达1000万

北京2022年冬奥会奖牌，名为

“同心”，为圆形一体的样式，质

朴、简洁、大方。要将设计图样从

图纸落定为现实，对工艺参数及操作

标准有严苛要求，在工艺细节上追求

极致。为了确保奖牌的生产试制达到

预期效果，秉持着“为国家荣誉而

铸”的理念，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

会“金镶玉”奖牌制作中有出色表

现的上海造币有限公司（简称“上币

公司”）在北京冬奥组委指导和中国

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带领下，历

时 16个月，组建商务服务、技术

工艺、生产组织、质量管控、设备

物资、安全保密、审核监督7个专

业工作组，用责任与匠心精铸“同

心”奖牌。

为此，上币公司采用数铣和线切

割相结合的方式，对奖牌外形及挂钩

进行高精度加工，取代传统的焊接工

艺，解决压印、数铣、线切割及刻字

等多道工序重复定位的准确度难题，

使奖牌主体与挂钩一体成型，呈现浑

然一体、简洁牢固、美观大方的整体

效果。

奖牌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

“同心”玉璧，为了在金牌上体现金属质

感并兼顾玉温润而泽的特征，通过不断

工艺试验，最终对金牌表面进行特殊

喷丸处理，使其呈现一种微亮的磨砂

质感，并采用传统金工压亮手艺对所

有凹刻花纹及文字进行光亮打磨，让

镜面与砂面相呼应，提升层次感。

从落料、退火、压印、表面效果

处理到绶带缝制及最后包装，每枚奖

牌都要经过十八道工序、二十道检验

才最终制作完成。每枚奖牌都一一对

应着一张工艺流程卡，相当于奖牌的

“身份证”，详细记录了所有工序的完

成状态及相关参数，实现追溯。

此外，此次奖牌从机械加工到后

面的手工研磨，其复杂程度不亚于

2008年的“金镶玉”奖牌，其中最

重要的难点就在金牌的传统金工压亮

手艺的使用上，要保证每一枚金牌所

有的研磨效果基本一致，一枚金牌压

亮处理需要研磨师傅在显微镜下工作

8小时才能完成。纯人工的压亮工

艺，给奖牌带来一定的“温度”，也

更有意境。

冬奥会上的“上海制”“上海创”

“同心”金牌压亮处理
显微镜下8小时完成

冬奥会“飞扬”火炬形状飘逸结

构精巧，也内含技术挑战。如何使碳

纤维材质的火炬外壳既实现轻巧动

感，又经受耐火抗高温的考验？如何

让储氢罐、燃烧器在火炬内“螺蛳壳

里做道场”，确保氢气燃烧系统呈现

出饱满耀眼的火焰状态？根据北京冬

奥会重大任务要求，在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冬奥办、科技部统筹指挥和

大力支持下，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牵头进行了冬奥火炬碳纤维外壳

的研制。

面对挑战，上海石化迎难而上。

一场协同创新的攻坚战，围绕“飞

扬”火炬全面展开。一方面，由上海

石化总牵头，组织东华大学、云路复

材公司三维编织团队，负责火炬外壳

三维编织技术研发、生产，镭雕喷涂

上色、组装，最大程度还原火炬灵动

的外形；与上海中核八所科技有限公

司、库贝化学 （上海） 有限公司合

作，研发碳纤维复合材料，满足耐高

温、耐火烧的需求。同时，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抽调

内部研发单位，分别研发氢气火炬、

丙烷火炬的内飘带和燃烧系统。

在火炬外壳研制的3个月内，攻

关团队逐一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形成

了从碳纤维生产、复合材料制备到产

品终端应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与以往铝合金材质相比，碳纤维

做火炬轻又坚固，可以保证火炬在冬

季低温下传递时有更好的手感。然

而，碳纤维本身不耐高温，更不耐火

烧。为了解决该问题，研发团队携手

引入高性能树脂，与碳纤维一起做

成碳纤维复合材料，通过工艺调

整，把火炬上半段燃烧端在1000℃

以上高温中进行特殊处理，实现了

燃烧温度大于800℃氢气燃烧环境下

正常使用。

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奥运火

炬外壳，不仅是世界首创，且创新

实现了火炬外壳重量较铝合金外壳轻

20%以上，呈现出“轻、固、美”的

特点。

最终，经专家鉴定和实践检验，

碳纤维氢能火炬安全可靠性高，可抗

10级大风和暴雨，更能在极寒天气

中使用。

“飞扬”火炬飘逸轻巧
背后有项“世界首创”

■本报记者 张晓鸣

2022年冬奥会颁奖花束没有采

用鲜花，而是选择了手工绒线编结花

束，黄宏英和她的伙伴——杨浦区

150位阿姨妈妈参与了这些绒线花的

制作。

去年9月，黄宏英所在的巧手妈

妈工艺坊接到了一个“神秘任务”——

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海派绒

线编结技艺”传承单位——恒源祥集

团，邀请她们“为重大活动编织一些玫

瑰，量大，任务重”，当时团队里就有几

位机敏的阿姨揣测“可能是为冬奥会

作准备”。巧手妈妈工艺坊成立于

2010年，成员来自于杨浦区各个街

道，其中不乏编织“大牛”，比如其中一

位刘阿姨就是海派绒线编结技艺传承

人。为了将这些“神秘玫瑰”做好，大

家曾专门到花市上买来鲜花，一瓣一

瓣拆开来观察其结构，在此基础上做

了绒线玫瑰雏形。

此次冬奥会颁奖花束的花材共有

七类，包括：象征友谊的玫瑰，象征坚

韧的月季，象征幸福的铃兰、象征团结

的绣球、象征胜利的月桂、象征收获的

桂花、象征和平的橄榄。而呈现“中国

红”的玫瑰是其中重头戏——一个花

束里大约10枝花，玫瑰就有三枝。去

年10月中旬，北京冬奥会花束编织

团队“集结”，其中有81岁的婆婆，

也有31岁的全职妈妈，平均年龄60

岁。大伙儿一天忙上七八个小时，加

班加点三个月，在今年1月初之前完

成了全部冬奥会玫瑰的编结，共为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作了4400枝

玫瑰。

这对黄宏英和她的伙伴来说，无

疑是场挑战：团队成员平常编织更多

的是袜子、围巾等保暖用品，用于公

益。而玫瑰的编结工艺更复杂、要求

更高，“就整个花束而言，玫瑰的制

作难度也是属于高的，因为使用的针

法是短针，要求针脚严密，一针顶一

针，花费的线多，步骤也繁琐”。从

开始一天两朵花的探索，到后来一天

最多能编成140朵花，编织团队成员

们认真钻研、分工协作，渐渐得心应

手，一批人专门做花叶，一批人专门

做花瓣，还有人专门做花托。这些零

部件做好后，会送到杨浦区妇女儿童

中心“海派绒线编结技艺”传承基地

由“专门小分队”组装。“一朵花有

9个花瓣，花蕊、中瓣和大瓣的组装

都有不同的成员专攻，大家流水线操

作。到后来，我都有了肌肉记忆，凭

感觉就能把自己负责的部分做出

来。”黄宏英笑道。

绒线“玫瑰”巧手编织
海派技艺绽放领奖台

■本报记者 刘力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奖牌为圆形

一体的样式，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

代“同心”玉璧。 新华社发

“飞扬”火炬形状飘逸。新华社发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晶莹的冰雪赛道掀起“雪上F1”的速度与激情。

（上接第一版）

董云虎一行先后来到民主党派大厦

和工商联大厦，走访民革、民盟、民建、民

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市委

和市工商联，向高小玫、周汉民、黄震、蔡

威、张恩迪、钱锋、李碧影、寿子琪等民主

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及机关干部

致以新春问候，对大家长期以来发挥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效能，为推动统

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助推上海

城市建设和改革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

示感谢。

董云虎说，过去一年，本市各民主党

派、市工商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落实国家

重大战略和全市重点任务，助力本市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中奋发进取、积极

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希望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

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人

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围

绕深化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出谋划

策、议政建言、凝聚共识，为上海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力量。市政协将充分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重要平台的

作用，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界别在市

政协履职创造条件、完善机制，更好汇聚

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的强大正能量。

董云虎一行还看望了市台联、市黄

埔军校同学会、市欧美同学会工作人员，

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

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金兴明、虞丽

娟、吴信宝参加。

汇聚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正能量

（上接第一版）全面落实中央和市委决

策部署，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紧紧抓住服务保障党的

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这条主线，牢牢把握以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

题，巩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把政治忠诚、担当尽责体现到全力创造

安全稳定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上。要

不断加强政治建设，忠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讲政治和

抓业务更好统一起来，用法治的力量服

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打好维护政治安

全主动仗。要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

案件，努力做到法、理、情有机统一，进

一步拓展民生领域公益诉讼范围，助力

城市善治效能提升。要聚焦保障国家

战略实施，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提供更

精准务实的司法政策供给，为市场主体

创造更优法治环境。要以开展“促发

展、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为契机，善

于从司法案件中洞察深层次问题，化解

潜在矛盾，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

平安全良性互动。

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主持会议并

讲话。

牢记“国之大者”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