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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多家手机厂商都推出了创新产多家手机厂商都推出了创新产
品品，，旗舰机型接连面世旗舰机型接连面世，，国产手机的表现国产手机的表现
尤为亮眼尤为亮眼。。荣耀发布了名为荣耀发布了名为 MagicMagic 的新的新
款手机款手机，，引发广泛关注引发广泛关注，，该手机搭载了该手机搭载了
MagicMagic LiveLive智慧系统智慧系统，，更吸引人的是其外更吸引人的是其外
观的八曲面设计观的八曲面设计。。荣耀荣耀 MagicMagic 采用了双采用了双
33DD 玻璃玻璃，，在机身的在机身的 88 个侧边都有弧形处个侧边都有弧形处
理理，，33DD 曲面玻璃在视觉感受上非常剔透曲面玻璃在视觉感受上非常剔透，，
整体的折射效果显著整体的折射效果显著，，看起来科技感更看起来科技感更
强强，，外观也更加一体且轻薄外观也更加一体且轻薄。。这款手机的这款手机的
手感也非常好手感也非常好，，有测试者表示有测试者表示，，该手机握该手机握
在手中如同一块玉在手中如同一块玉，，曲面能够和手型完美曲面能够和手型完美
融合融合。。这款手机同时开启了前后双摄的这款手机同时开启了前后双摄的
先河先河，，除了后置除了后置 12001200 万像素黑白彩色双万像素黑白彩色双
摄像头摄像头，，前置镜头也是双摄像头前置镜头也是双摄像头，，一枚是一枚是
正常摄像头正常摄像头，，另一枚是红外摄像头另一枚是红外摄像头。。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手机技术正在不断改良手机技术正在不断改良
和创新和创新。。索尼开发了业内首款面向智能索尼开发了业内首款面向智能
手机的三层堆叠的手机的三层堆叠的 CMOSCMOS 图像传感器图像传感器，，
IMXIMX318318 等索尼此前推出的相机芯片都采等索尼此前推出的相机芯片都采
用双层堆叠用双层堆叠 CMOSCMOS。。全新的三层全新的三层 11//22..33 英英
寸寸 21202120 万 像 素 芯 片 在 传 统 的 背 照 式万 像 素 芯 片 在 传 统 的 背 照 式
CMOSCMOS 图像传感器层和逻辑处理技术层图像传感器层和逻辑处理技术层
上添加了一个上添加了一个 DRAMDRAM 层层，，它能够显著提它能够显著提
高数据读出速度高数据读出速度，，允许用户以最小的失允许用户以最小的失
真来拍摄快速移动物体的静态照真来拍摄快速移动物体的静态照。。全新全新
的三层芯片能够在的三层芯片能够在 11//120120 秒内读取秒内读取 19301930
万像素图片万像素图片，，是是 IMXIMX318318 芯片的芯片的 44 倍倍，，减减
少了读取每个像素行的时间间隔少了读取每个像素行的时间间隔，，这对这对
于缺乏机械快门来控制曝光的智能手机于缺乏机械快门来控制曝光的智能手机
尤其重要尤其重要。。

对手机新功能的探索也在继续对手机新功能的探索也在继续。。中中
兴天机兴天机 77 成为国内首款支持谷歌成为国内首款支持谷歌 DayDay--
dreamdream 的手机的手机。。DaydreamDaydream——ReadyReady 手机手机
是建立于虚拟现实与高分辨率的显示器是建立于虚拟现实与高分辨率的显示器、、
超平滑的图形和高保真的传感器进行精超平滑的图形和高保真的传感器进行精
确跟踪确跟踪，，从而实现手机从而实现手机 VRVR 的功能的功能。。配合配合
谷歌眼镜谷歌眼镜，，用户可以在手机上观看海量的用户可以在手机上观看海量的
VRVR内容内容。。

点评点评

在在 20162016 年年，，双摄像头和双曲面屏幕成双摄像头和双曲面屏幕成

为手机创新的关键词为手机创新的关键词，，快速充电快速充电、、超长续超长续

航等也是衡量手机功能的重要标准航等也是衡量手机功能的重要标准。。小小

米米 MixMix 的出现掀起了的出现掀起了““全面屏全面屏””概念的热概念的热

潮潮，，用快速充电的方式来缓解手机续航能用快速充电的方式来缓解手机续航能

力不足也成为手机上游芯片厂商和手机力不足也成为手机上游芯片厂商和手机

品牌商的创新着力点品牌商的创新着力点。。

有人预言有人预言 20172017 年将会是手机产品的年将会是手机产品的

““创新大年创新大年””，，很多革命性的技术和应用将很多革命性的技术和应用将

会在这一年中发生会在这一年中发生。。无论是手机品牌商无论是手机品牌商、、

上游芯片厂商还是屏幕上游芯片厂商还是屏幕、、电池等部件的供电池等部件的供

应商应商，，都在为迎接全新技术的到来做准都在为迎接全新技术的到来做准

备备。。芯片的推陈出新将带来强大的计算芯片的推陈出新将带来强大的计算

性能和更低的功耗性能和更低的功耗，，同时具备更高的单核同时具备更高的单核

性能性能、、更强的更强的 GPUGPU，，对于对于 VR/ARVR/AR 体验的体验的

优化以及人工智能的支持也将有更多考优化以及人工智能的支持也将有更多考

虑虑，，为愈加丰富的手机应用体验奠定了为愈加丰富的手机应用体验奠定了

基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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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水电站代表了全球大坝智能化建设最高水准——

中国水电拿下工程界“诺贝尔奖”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最近，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关于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就缺信心”的说法

迅速引爆网络，被频频转发。不论董明珠

推进的各种新计划能否如愿，她说的这句

话 确 实 打 到 了 痛 处 —— 我 们 最 缺 的 是

信心。

对必须不断加大创新力度的我国来

说，最需要的也是信心。说得更准确一

点，是一种叫做“创新自信”的东西。当

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异

常激烈，特别是那些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

破先兆的前沿领域和核心技术，更是有实

力的大国摩拳擦掌的必争之地。机会对每

个国家都是均等的，谁能率先突围，首先

考验的是心脏够不够强大、能否在遇到重

重困难时依然坚信明天的美好，接下来才

会是最强大脑的比拼。

但是，或许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科技发展都处于“跟踪和模仿”阶

段，久而久之，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落后

者”的心态，追赶起来劲头十足，要其引

领则畏首畏尾。即便是我国科技整体水平

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

列的今天，这样的状况依然存在。具体表

现为，对外国科学家推崇备至，国外学术

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显得举足轻重；国内

则满足于“不要落后太多”，紧紧跟随就

好，对有待突破的尖端课题缺乏挑战的勇

气。我国要想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突

破，必须重新调整心态，以饱满的信心和

积极的行动冲击世界前沿。

况且，我国的“创新自信”不只停留

在口头，也不玩虚头巴脑，而是有一系列

实实在在的举措作支撑。

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精妙“战术”，

可以上下齐动员，抓重大、抓尖端、抓基

础，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实现当下

相关领域科技难题的成功闯关。说到底，

我国之前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集中

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攻克的，既然经过了

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这个法宝就必须传承

下去。当然，为了让其在新形势下发挥更

大威力，有些改革还是要持续推进的。比

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各

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

效的国家创新体系，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

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推动科技和经

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让科技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的转化更顺畅。

我们有可以集中起来的 13 亿多人大脑

中的智慧资源，有助于创造力迸发、活力

涌流。创新发展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

的竞争。这也意味着，我国要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让人

口多、人手多转变成人才多。在这点上，

我们有自信的“本钱”。我国科技工作者

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正在落

实的一系列举措也改变着以往创新型科技

人才结构性不完善的面貌，领军人才、尖

子人才不断涌现。

此外，随着经济稳健发展，“中国机

遇”为世人所瞩目，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

希望回国或来华工作。我国顺势而为、改

革人才引进各项配套制度的做法，又为壮

大智慧资源添了彩。

当然，我们强调创新自信的重要，并不

意味着要关起门来埋头苦干或撇开他人另

起炉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早已由竞争变

成了竞合，广泛的学习交流必不可少，充分

掌握世界科技发展脉搏也是必修的学分。

树立“创新自信”，只是因为我国在全球发

展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心态自然要

随之调整，切莫被“不良之人”歪解了去。

想 创 新 ，没 点 自 信 怎 么 行
牛 瑾

我国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心态自然要随之调整，逐渐树立起“创新自

信”。我国的“创新自信”不只停留在口头，也不玩虚头巴脑，而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

势，有可以集中起来的13亿多人大脑中的智慧资源

图① 溪洛渡大坝下游场景。

图② 工作人员正在对溪洛渡大坝管控

系统进行检修。

图③ 溪洛渡水电站控制室内，数字显

示着大坝的运行状态。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③③

一提起大坝，人们最先反应的就是一
座钢筋混凝土铸就的庞然大物。然而，在
我国西南部的金沙江下游，却有一座水电
站依靠着大坝的“最强大脑”，获得素有国
际工程咨询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菲迪
克 2016年工程项目杰出奖”。

这就是我国第二、世界第三大已建水
电站工程——溪洛渡水电站，其因规模大、
难度高，成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水电工
程之一。它不仅代表了全球大坝智能化建
设的最高水准，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水电
建设强劲的创新实力。近日，《经济日报》
记者走进溪洛渡水电站，对智能大坝进行
了深入探访。

大块头有“大智慧”

溪洛渡大坝建设了综合性人

机交互系统，开创了国内特高拱

坝智能化建设的先河

溪洛渡水电站是国家“西电东送”骨干
工程，位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
交界的金沙江上，装机容量 1386 万千瓦，
是世界上已建成的 3 座 300 米级特高拱坝
之一。最大坝高 285.5 米，坝顶高程 610
米，浇筑拱坝大体积混凝土 680 万立方米，
远远望去，溪洛渡水电站大坝是个不折不
扣的“大块头”。

但是溪洛渡赢得菲迪克“芳心”，靠的
并不是“肌肉”，而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大
脑”。

溪洛渡水电站工程具有窄河谷、高拱
坝、巨泄量、多机组、大洞室群、高抗震等特
点，多项关键技术超出世界已有经验，综合
技术难度居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超然告诉记者，溪洛渡大坝的受力情
况极其复杂，整个施工过程中，坝体的受力
状况在不断调整，各种难度指标居前。仅
水推力这一项指标，就达 1400 万吨。而地
震设防标准、坝身泄量功率等指标更是居
世界首位。这些特点给拱坝的施工质量控
制带来很大挑战。

为保证大坝施工质量和大坝全寿命周
期的安全可靠运行，三峡集团以溪洛渡大
坝建设为核心，打造了溪洛渡数字大坝，开
创了国内特高拱坝智能化建设的先河。数
字大坝基于全寿命周期管理的需要建设了
一个集网络、硬件、软件、项目参建各方和
专家团队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机交互系统，
其功能涵盖了混凝土施工、温控、灌浆、金
结、监测、仿真分析、预警预控等大坝工程
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站在溪洛渡大坝坝顶，能看到很多个
小盒子，盒子里密密麻麻缠绕着线头，这些
线头对应着相应数量的温度计。除了温度
计，坝体里还埋藏着多点位移计、应力计等
多种监测仪器。

“实际上这个系统管理着 2538 仓混凝
土浇筑信息、3496 支安全监测仪器、4723
支混凝土温度计以及 2.4 万米的测温光
纤。”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洪

文浩说，该系统能够实现高拱坝智能管控，
时刻知晓大坝的“身体状态”，真实把握大
坝建设的“脉搏”。

正是凭借智能化建设理论和体系，溪
洛渡创造了浇筑混凝土 680 万立方米未出
现温度裂缝的世界纪录。国际大坝委员会
名誉主席 Lius Berga 教授评价：“中国的
创新技术在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智能化建设
方面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成功解决了‘无坝
不裂’的世界难题。”

呈现“地下迷宫”奇观

溪洛渡地下电站是目前世界

已建最大规模的地下洞室群，施

工质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溪洛渡水电站，还有一个世界奇观，
就是遍布在金沙江左右两岸的地下厂房洞
室群，无论是洞室数量还是尺寸，均为世界
之最。乘车穿行在连片的巨大洞室中，记
者很快就迷失了方向。但只要熟悉路线，
不同的洞室可以把工作人员带到电站的每
个角落。

由于溪洛渡地势比较狭窄，为更少占
用土地、迁移人口，必须尽可能利用两边的
山体，把厂房放在山洞里。溪洛渡水电站
总设计师、中国电建成都院副总经理王仁
坤介绍，溪洛渡地下电站是目前世界已建
最大规模的地下洞室群，在不到 1 平方公
里内有近百条洞室纵横交错，洞室边墙高、
跨度大，其中主厂房跨度 31.9 米，尾调室高
度 95 米，开挖过程中如果控制不到位，容
易引起岩体开裂破坏甚至塌方，影响施工
和后期运行安全。

为解决这一问题，项目首创了超大地
下洞室群围岩稳定与控制成套技术，成功
解决了层状岩体近库岸特大洞室群集成化

布置、深覆盖层大断面竖井安全施工等世
界级难题，施工质量超越三峡工程，为同类
工程提供了开创性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监测数据也表明，地下洞室群处于稳
定状态。原中国大坝协会名誉主席潘家铮
院士称赞：“溪洛渡地下工程是世界一大奇
观，溪洛渡地下电站工程堪称精品，是中国
水电工程的骄傲。”

泄洪技术是溪洛渡大坝的另一个大亮
点。在曾经引领世界坝工方向的欧美国
家，出于坝体结构稳定性考虑，拱坝坝身一
般不开孔，著名的胡佛大坝就是如此。溪
洛渡大坝属 300 米级高拱坝，作为长江干
流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泄洪是关键
问题，在两岸的泄洪洞不足以宣泄全部洪
水的情况下，溪洛渡大坝坝身开有大量孔
口用于泄洪。

“溪洛渡泄洪流量和泄洪功率远超世
界拱坝最高水平，泄洪消能综合技术难度
居世界之首，成功解决了窄河谷、高水头、
巨泄量泄洪消能关键技术难题。”三峡集团
副总经理樊启祥说，项目建成了“体形精
准、平整光滑、高强耐磨”泄洪洞，为类似工
程提供了新的设计、技术和施工方案。

坚持可持续发展

溪洛渡水电站把大坝泄洪和

泄洪洞泄洪、电站泄流统一协调

起来，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溪洛渡水电站获菲迪克奖，除了质量
可靠、技术过硬外，还在于始终贯彻了环境
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了菲迪克的
核心原则——质量、廉洁和可持续性。”中
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家坝与溪洛渡
建设部副主任廖建新参与了溪洛渡工程建

设和此次菲迪克奖申报全过程，他认为，溪
洛渡水电站的建设中，“环境”和“人”的因
素体现得尤为突出。

协调可持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水电发
展的大趋势，大型水电开发首先要处理好
工程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樊启祥说：“考虑
到高坝大库带来的低温水、气体过饱和等
情况，我们在溪洛渡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分
层取水等措施；在水库运行调度上，我们把
大坝泄洪和泄洪洞泄洪、电站泄流统一协
调起来，尽可能减小项目建成后对环境的
影响。”

菲迪克奖之所以花落溪洛渡水电站，
一个重要“加分项”是该项目建设过程中体
现出来的责任意识和价值取向。具体来
说，是在构建利益相关方互利共赢开发模
式方面所坚持的理念和取得的成果。

“水电工程建设是一个价值再造的过
程。”樊启祥认为，建设工程不是交付一个
产品，而是创造一个具有社会功能和市场
竞争力的价值体。这个价值体要有增值空
间，它体现在工程能长期有效地安全运行，
各项功能都能充分发挥，并且能在已有基
础上挖潜、提升。

实现项目所在地区域和人民协同发
展，也是水电工程永续价值的体现。“库区
人民为了支援水电站工程建设牺牲很大，
我们必须千方百计确保移民安稳致富。通
过水电建设，要将当地的优势资源充分发
掘出来，形成市场竞争力，促进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推动移民走上致富的道路。”樊启
祥说。

记者了解到，溪洛渡项目共为库区新
建道路超过 370 公里，使当地群众交通运
输更加便捷安全；新建集镇 13 个，使当地
城镇化率增加了 2.5%；帮助 6.1 万移民脱
贫致富；带动库区社会经济发展，累计投入
移民资金 36 亿美元，年均增加当地财政收
入 4.2 亿美元，20 万库区群众生活水平得
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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