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日前，中国科学院青岛生
物能源所发布了自主研发的国际首台套“临床单细胞
拉曼耐药性快检仪”。该设备可以在3小时内快速检
验抗生素耐药性，耗时仅为传统方法的八分之一左右。

临床上，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是遏制耐药性蔓延的
前提与关键。但长期以来，由于无法摆脱病菌的培养
与纯化过程，传统病原菌耐药性检测方法需要 24 至
48小时，难以满足临床快速检测需求。开发基于原理
创新的耐药性快检方法学已成为国际共性难题。

为此，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所单细胞中心前
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了新的原理，并引入“最小
代谢活性抑制浓度”的概念，发明了“单细胞光镊微液
滴拉曼分选”等技术及其核心器件，最终研制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首台套“临床单细胞拉曼耐药性快
检仪”原理样机。目前，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研制项目
支持下，单细胞中心正开发高通量、自动化系统，设计
与示范针对临床主要威胁病原的耐药快检流程与医学
检验设施，服务于“临床单细胞耐药性大数据系统”的
建设。

“目前，我们与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了临床合作，检
测效果符合预期，将力争在2019年底批量生产。”单细
胞中心马波博士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用于商用的抗生
素耐药性检验费用将大幅降低——每次仅为几十元，
力争让更多民众摆脱滥用抗生素的困扰，从总体上遏
制因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细菌耐药性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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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历来被认为是哺乳动物的独有行为。近日，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权锐昌研究员及其同事陈占起等
研究团队的新发现：一种跳蛛（大蚁蛛）具有长期的“哺
乳行为”，哺乳期长达40天左右，而且其“乳汁”蛋白含
量是牛奶的4倍。这是国际上发现的首例哺乳动物之
外能通过哺乳养育后代的现象，为动物哺乳行为进化
研究方向打开了一片新领域。

据西双版纳植物园动物行为与环境变化研究组博
士陈占起介绍，尽管有一些类群的动物，例如鸟类和蟑
螂也提供类似“乳汁”的分泌物喂养后代，但无论是从
行为模式上、持续时间上还是功能上，都与真正哺乳动
物的哺乳相差甚远。而此次发现的这种大蚁蛛，其哺
乳行为在上述各方面都和哺乳动物极其一致。

研究发现，新孵化出的幼蛛会通过吸食母亲从生
殖沟分泌出的液滴生长发育。并且，在最初的 20 天
内，幼蛛完全依赖此液体存活。科研人员称此液体为

“蜘蛛乳汁”，经成分测定表明，其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
4倍，脂肪和糖类的含量则低于牛奶。20日龄的幼蛛
体长可以成长到母体的一半左右；从20天到40天，幼
蛛会外出捕猎，也会继续从母体吸食“乳汁”，为“断奶”
做准备；大约从40日龄起，幼蛛完全断奶，此时的体长
已达到成年个体的八成。幼蛛断奶后，并不会离开母
亲，会继续回巢生活，甚至成年后的雌蛛后代仍与母亲
生活在同一巢穴。但当雄蛛后代成年后，母亲和其姐
妹会将其驱赶离巢。该蜘蛛会照顾成年之后的后代，
表现出超长的亲代抚育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曾被
认为仅存在于寿命较长的高等社会性脊椎动物类群
中，例如人类和大象。

这两项发现（哺乳、超长亲代抚育）将激发科学家
重新衡量和定位有关哺乳现象、哺乳行为以及长期的
亲代抚育在动物界，尤其是无脊椎动物中的存在现状、
进化历史和意义。

我国发现首例具有

哺乳行为的无脊椎动物
本报记者 沈 慧

海淀公园是北京人民熟悉的“老”公园
了，于2003年开放。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
与百度公司合作，把这个公园改建成了全
球首个AI公园，已经成为年轻人和老年人
一致热捧的网红景点。

微信运动的线下版本——
刷脸打卡记录运动

走进海淀公园东门，李小姐径直走向
跑道起点，还没抬腿，就先抬头微笑。

“这里有个摄像头，看见没？这里还有
摄像区提示。”李小姐指指头顶，又指指脚
下，“在这里刷脸，后台就知道我来打卡
了，开始记录我的运动数据。计时开始了，
我得跑了！”说完，她迈开大步奔跑起来。

记者留意了一下，来这里打卡运动的
人还真不少，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大
家都熟练地来到摄像头前刷脸、开跑。公
园东门左手边还立着一块电子显示板，展
示单圈最快速度、累计运动时长、累计运
动里程排行榜等数据。在目前打卡的运
动达人中，最勤劳的那位老太太一周内已
经运动539分49秒了。

一位背着包的老爷爷好像是偶然路
过，被新鲜玩意勾起了兴趣。旁边的热心
人立即指导他，“手机关注‘AI未来公园’，
完成信息注册，然后就可以沿着红色塑胶
跑道上的提示刷脸出发了”。

值得一提的是，想加入这场随时有人
记录数据的比赛不用佩戴任何设备——
公园的步道设置了多处百度人脸识别器，
根据提示站在相应区域，抬头对着摄像头
示意，摄像头就会记录下跑步起始时间。
跑步结束后，再对着摄像头抬一下头，数
据就会记录在案，并与所有在公园锻炼的

人一起录入系统。如果成绩够好，还将登
上运动达人榜，在公园各处的显示屏上展
示，受到跑友们满是佩服的关注。

百度责任创新经理丁子洋介绍：“智能
步道通过搭载百度的人脸识别技术，让每
个人的脸变身成为运动数据记录的钥匙，
这是人脸识别技术在运动场景的落地探
索。”目前，百度人脸识别率已经达到
99.77%。之前，它还曾以万分之一的差距
成功区分过舞蹈中的双胞胎姐妹；现在，识
别奔跑中的健身爱好者也完全没问题。

一个简单的应用场景变换，带给跑步
者的体验却很梦幻。“这种感觉，就像很多
人热衷于玩朋友圈里的微信运动，每天看
着自己步数在朋友中的排名，看着一个个
点赞，感觉健康离自己又近了几分。”李小
姐说，自己和同事们以前也热爱微信运
动。不过，现在她们集体把运动场搬到了
海淀公园。

未来世界的出行方式——
免费预约无人车接驾

不过，要说 AI 公园里最受欢迎的项
目，还要数阿波龙无人小巴。这辆圆头圆
脑的蓝色小巴是世界上首款量产的L4级
无人驾驶巴士，由百度和金龙客车联合推
出。L4 级，代表它可以在完全无人干预
的情况下自动驾驶。

除了部分公司的试验车，以及在一些
封闭园区运行的阿波龙，目前，海淀公园的
阿波龙是百度无人车首次面向公众的落地
运营。也就是说，普通人想感受一下未来世
界的出行方式，到海淀公园再合适不过。

公众可以关注“AI未来公园”公众号，
免费申请试乘。据说还有家长带着孩子，

开车几十公里从南五环外横跨北京城，专
程到北四环外的海淀公园来体验。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阿波龙一次可搭
载 7 名乘客，但仍架不住好奇的大爷大
妈、宝爸宝妈们太踊跃，所以试乘队伍总
是排得老长老长，想来体验的公众务必提
前预约。

目前，阿波龙在海淀公园的行车路线
是事先设定的，分别在海淀公园西门、儿
童游乐园设有两个站点，全程 1 公里左
右，大概需要10分钟。

记者也体验了一把，上车后，发现车里
没有驾驶座和方向盘，仅有一圈座位，乘客
坐在其中，感觉就像坐在一个缆车车厢里。
车开动之后，阿波龙行驶很平稳，遇到路
人，隔着七八米就会缓慢减速，安全还是有
保障的。

不过，为了百分百保证乘客安全，车
厢内配备了一名安全员。他除了叮嘱乘
客系好安全带，不要随意乱动，最重要的
工作就是按喇叭——因为阿波龙在行驶
中几乎没有声音，有时，前面挡路的行人
根本意识不到后面来了车。这时，就要靠
安全员的大喇叭提示了。

据丁子洋介绍，阿波龙车身配备多种
传感器，就好像人的眼睛一样，能够实时
辨识四周的情况。此外，百度自主研发的
汽车大脑加上车载计算中心，能根据实时
感知到的环境信息，实现对路径的最优规
划，对周围车辆、行人进行行为预测，做出
刹车、躲避等智能驾驶控制。

对话空气的奇妙体验——
智能亭内置对话系统

AI公园里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凉亭，外
表看起来就是一个纳凉歇脚的木亭，但只
要喊一声“小度小度”，它就会开启“说学

逗唱”的全挂子武艺。比如，喊“小度小度，
放一首广场舞”，亭子就会愉快地回应

“哎，为您播放广场舞合集”；一个人寂寞
了，也可以跟亭子聊天，问问天气，问问周
围有什么好吃的，甚至让它讲个笑话。

虽然看起来只是在跟空气对话，但与
游客们对话的其实是百度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另一个关键布局——对话式人工智
能操作系统DuerOS。

“通过搭载 DuerOS，依托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能力，以及百度巨大
的信息与服务生态，又在海淀公园的支持
下克服电力、网络等难题，把整个亭子变成
了一个超大的小度智能音箱。”丁子洋数了
数，“别看只是一个亭子，这背后有百度十
几年来中文搜索的积累，还有QQ音乐、蜻
蜓FM、懒人听书等音乐和有声内容资源，
相当于打包了十几款APP的功能。”

这个功能迅速被广场舞爱好者们利
用起来。赵女士为了帮闺女带孩子，从东
北来到北京。原本只是来公园遛弯的她，
自从发现了这个亭子，就经常约着小区的
舞伴们来练舞。

“不用带音箱，喊它放个《最炫民族
风》它就放，很方便。”赵女士“不满意”的
只有一点，就是亭子周围的空间太小，来
晚了就会被其他人占领有利地形。

同时，公园里还有深受小朋友喜爱的
小度机器人、可随着踩踏步子“弹奏”的钢
琴步道、用肢体识别教太极拳的太极大
师、刷脸即用的智能售货机和刷脸储物柜
等，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和体验。

近期，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
现状和趋势，认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
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同时，百姓们最
关心的还是人工智能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改变？要回答这个问题，大家还是
亲自去海淀公园感受一下吧。

刷脸跑步打卡、无人小巴接驾、凉亭能陪唠嗑——

逛 逛 全 球 首 个 AI 公 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最近，家住北京海淀区

的李小姐和同事们爱上了逛

公园。这种养生的休闲方式

原本不属于这些爱玩的年轻

人——“我们逛的可是最时

髦的AI公园，刷脸能跑步打

卡，有无人车接驾，还有亭子

陪唠嗑。”李小姐换上跑鞋，

带着经济日报记者来到北京

海淀公园，一探究竟——

近年来，我国北方冬季频繁出现大范
围长时间雾霾天气，对人们日常出行以及
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其中，北方冬季
雾霾严重的主要原因是燃煤取暖。而作为
清洁安全、低碳高效的能源形式，核能不
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
尘颗粒物，非常适用于治理雾霾。

利用核能供热低碳清洁，环保效益显
著。以一座400MW的供热堆为例，每年可
替代32万吨燃煤或1.6亿立方米燃气，而
放射性物质排放仅为燃煤的2%。与煤炭
相比，核能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64万吨、
二氧化硫5000吨、氮氧化物1600吨、烟尘
颗粒物5000吨；与天然气相比，可减少排
放二氧化碳20万吨、氮氧化物800吨、烟
尘颗粒物31吨。

目前，核能供热产业已在我国北方地

区积极推进。按照我国政府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做出的承诺，以及清洁供暖发展
目标，低温核供热技术正迎来新的历史
发展机遇。中核、中广核和国家电投三
大核电集团以及清华大学已经在9个省
份、24个城市开展了相关厂址普选和产
业推广工作。

核能供热具有热电联供和专用低温
堆供热两种方式。目前，国外有58座核电
机组采取热电联产方式为区域居民供热，
供应建筑面积达7000多万平方米。而自
1964年瑞典阿杰斯塔反应堆开始民用供
热以来，全球共建设了200多座池式反应
堆，积累了1万多堆年的安全运行经验。
目前，国内主要有3种低温供热堆技术：
分别是中核集团的“燕龙”池式低温供热
堆、清华大学的壳式低温供热堆以及国家

电投正在开发的微压闭式回路供热堆。
从核能供热技术来看，池式低温供热

堆比较有代表性。池式低温供热堆是将
反应堆产生的热量通过两级换热传递给
供热回路系统，并与热网连接，将热量输
送到千家万户。这种反应堆将堆芯放在
一个常压水池的深处，利用水层的静压力
提高堆芯出口水温，以满足城市供热的温
度要求。目前，我国已建成10多座池式
反应堆。

核能供热成本可控，价格具有竞争
力，是集中供热的理想热源。经初步投
资估算，400MW池式堆首堆建成后，可供
热面积约1000万至2000万平方米，相当
于能为40万至80万人口供暖。批量化
后，供热价格可低至每平方米 13 元以
下，在全年5个月供暖期内，相当于每

100平方米的房子年供热费用在1300元
以下，远低于每平方米27元至30元的燃
气，以及每平方米2元至30元的电供热
价格。同时，每年可节约碳税和运输成
本约3000万元。

核能不仅可用于冬季供暖，夏季也
能用于集中制冷。推动核能制冷等产业
发展，既能落实绿色低碳的能源发展战
略，又可有效支撑城镇化建设，社会效
益显著。随着我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以及清洁能源发展和核能的多用途
应用，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核能将成为
人们心中的理想选择。那时，将天更
蓝、水更清、阳光明媚，人们将更加快
乐地建设“美丽中国”。

(作者李言瑞系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
济研究院工程师，童朴系副研究员）

核 能 供 热 面 面 观
李言瑞 童 朴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物所光电材料动力学特区研究组吴凯丰研究员团队
首次提出“量子裁剪太阳能聚光板”概念，并基于该概
念将量子裁剪应用到荧光型太阳能聚光板上，制备出
的新型太阳能聚光板原型器件效率比传统器件提高一
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纳米技术领域权威刊物《纳
米快报》上。

荧光型太阳能聚光板是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大面
积太阳能捕获装置，由发光团通过涂覆或镶嵌于透明
基底构成。发光团在吸收射到板上的太阳光子后发出
光子，由于基底和空气折射率的差别，约75%的光子会
产生全反射模式，进而被波导到板的边缘，用于激发贴
在边缘处的太阳能电池。如果聚光效率足够高，一块
荧光型太阳能聚光板加上边缘处的少量太阳能电池，
可以在功能上等同于一整块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将
大大降低光伏产能的成本。而传统荧光型太阳能聚光
板受限于较低的发光团荧光效率，以及自吸收损失，导
致器件内部光学效率一般小于60%。

量子裁剪是一种新奇的光学现象，基于该效应的
材料可吸收一个高能光子，同时释放两个低能光子，满
足能量守恒的基本物理规律。该研究团队创造性地提
出基于量子裁剪效应的荧光型太阳能聚光板，在理论
上可实现荧光量子效率的倍增，并完全抑制自吸收损
失。因此，太阳能聚光板的内部光学效率可重新定义
一个新的理论极限——为150%。

基于此概念，研究团队合成了一种表现出典型量
子剪裁特征的稀土金属镱掺杂纳米晶材料，并采用此
类纳米晶制备出原型的量子裁剪荧光型太阳能聚光
板，实现了约 120%的器件内部光学效率。该研究首
次提出了“量子裁剪太阳能聚光板”概念，在降低光伏
成本、实现智能建筑物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可将荧光型太阳能聚光板效率提高一倍

量子裁剪太阳能聚光板概念提出

自主抗生素耐药性快检设备问世

图图①① 孩子们体验了孩子们体验了AI公园里最受欢迎的项

目——阿波龙无人小巴后，欢快地下车。

图图②② 在AI公园未来体验室内，游客可以体

验对话小度，进行表情互动。

图图③③ 在AI公园的智能步道内，跑步者如果

成绩足够好，还将登上运动达人榜，在公园各处的

显示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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