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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引出四大科学发现

作为 2020 年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新
冠肺炎疫情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看来，在科学研
究方面，分离新冠病毒、破解病毒基因序列、确定
平均潜伏期、确定传播方式，成为 2020 年最重要
的科学发现。

“这四大科学发现，奠定了认识一种新型传染
病的基础，也奠定了我们制定科学防控策略的基
础。这四大科学发现，也是中国科学家为抗击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吴尊友说。

有人不明白，破解病毒基因序列有什么意义？
吴尊友说，实际上，病毒基因序列是人们认识一种
病原体最重要的生物特征指标——有了基因序列，
就可以生产诊断试剂；有了基因序列，就可以研制
预防疫苗。因此，上述四大科学发现，奠定了我国
乃至世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基础，也是中国
科学家为世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最重要的贡
献。

在吴尊友看来，在这场必须打赢的抗疫战斗
中，中国科学家跑出了中国速度。在武汉疫情得到
控制以后，我国又陆续出现了几起聚集性的疫情，
比如北京新发地市场、大连、青岛、新疆喀什等
地。

“在控制这一系列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采取
的主要措施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早发现、早隔
离、早治疗；第二，根据传染病传播规律，在发现
感染者以后，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密切接触
者，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第三，采用核酸检
测的方法来确定疫情的规模，发现早期的感染者。
第四，治疗病人。”吴尊友说。

近来，我国多地又发生了零星散发的病例。吴
尊友说，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后，如果再
次发生疫情，病毒一定“有来头、有源头”。病毒
一般应该有以下几种来源——

首先，境外回国的人员中，可能有感染者。把
这些感染的人管住了，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
疫情。

第二，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
第三，境外输入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夏季，主

要是冷链运输的物品，进入冬季以后，所有从境外
输入的物品都有可能带有病毒，都有可能造成人的
感染。

第四，某些研究病毒的实验室里面有病毒。如
果实验室安全措施不到位，造成工作人员感染，也
会造成疫情的扩散。

吴尊友说，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新冠肺炎
疫情的再次发生，要么是“人传人”造成的，要么
是“物传人”造成的。针对“人传人”的情况，我
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体系。目前，相关措施已经非
常完善，由这种方式造成的风险比较小。

“ 相 信 在 2021 年 ， 我 们 将 战 胜 新 冠 肺 炎 疫
情。”吴尊友说，在已经过去的2020年里，中国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科学家不负众望，用科
学技术认识新冠肺炎，用科学技术指导新冠肺炎防
控，让中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最好的国
家。在 2021 年，相信我国还会继续引领世界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2020 年的最后一天，人们迎来一个好消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
灭活疫苗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已有
数据显示，保护率为 79.34%，实现安全性、有效
性、可及性、可负担性的统一，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及国家药监局相关标准要求。后续，疫苗免疫的持
久性和保护效果还需持续观察。

2021年，这样的好消息或许会更多。

北斗三号收官

都说 2020 年是中国航天大年，在这一年，中
国航天迈出了很多坚实的步伐：“北斗”“天问”

“嫦娥”，等等。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有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收官之战。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北斗
导航系统科学家徐颖说，从 1983 年陈芳允院士提
出双星定位的思想开始，到 2020 年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组网卫星发射，北斗系统已经完成了它自己的
建设，也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应用。

她列举了一些例子：人们用手机打车，确定自
己和师傅之间的位置，其实就会用到北斗系统。此
外，在渔船航运当中，北斗也能给出海的渔民提供
一个发短信报平安的方式，如果遇上危险，渔民还
可以借此及时向海警求救。

根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统计，
2020 年第一季度，在我国入网的智能手机，已经
有70%以上提供北斗服务。共享单车配装北斗终端
实现精细管理，牧民坐在家里就能通过北斗项圈放
牧牛羊，支持北斗系统的手表、手环、学生卡，更
加方便和保护人们日常生活。通过“北斗+支
付”，能对 1 秒钟内成百上千的股票、车票购买申
请进行精确排队，按序办理。

“业内有这样的一句话：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应用只受制于人们的想象力。”徐颖说，可以期待
随着北斗系统的建成，北斗系统在新的一年中，有
望在应用和推广方面大放异彩，真正让每一个中国
人都用上我们自己的北斗。

北斗系统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导航定位和授时服
务的？据徐颖介绍，北斗的基本原理叫做“三球定
位”。所谓“三球定位”，就是科学家首先测量用户
和卫星之间的距离，从中可以知道，用户在以卫星
为球心，以某个距离为半径的一个球体上。之后，
可以继续测量它和卫星二、卫星三之间的距离，这
三个球会交汇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用户的位
置。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基本原
理。

徐颖说，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过程中，有
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部件，叫做星载原子钟，曾经
受制于人，如今通过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已经实现
国产化。

事实上，截至目前，包括星载原子钟的核心器
件在内，北斗三号已经实现了 100%的国产化，像
氢钟、铯钟、铷钟、钙钟、冷原子钟等等都已经做
得非常成熟。这就是科学家常说的，国家重大科研
项目的需求牵引着国家基础技术的突破。

徐颖说，北斗系统还有一个隐藏能力——授
时，也就是科学家所说的时间同步。她说，既然北
斗有这么高精度的时钟，那么它也可以给我国其他
系统做精准的时间同步，在我国的电力、金融、通
信等关系着国计民生的行业，为它们提供精准的时
间服务。

“2021年，北斗系统将在它的应用和推广上取
得更大的突破，让我们一起期待，一起努力。”徐
颖说。

量子技术大热

2020年下半年，“量子科技”概念再次热了起
来，但究竟什么是量子科技，很少有人能说清楚。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
席、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看来，现在有很多人
在炒作量子产品，比如说“量子鞋垫”“量子水
杯”，这些概念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量子力学
是描述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的科学。

那么，目前世界上就没有真正的量子技术、量
子产品吗？

薛其坤说，实际上，在信息社会，有很多量子
产品已经得到了应用，只是我们没有为它们冠上量
子这个词，人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们与量子科学的联
系。比如，计算机用来存储信息的硬盘，光纤通信
的激光，卫星定位系统用到的原子钟，这些其实都
属于量子技术、量子产品。

据薛其坤介绍，量子是科学家在上个世纪初，
为了描述微观世界的状态和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所
提出来的概念，它是一份一份的。正如描述人时，
人们常说“一个人”“两个人”，而并非“一个半
人”或“1.3 个人”一样，量子所描述的，正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

在 2012 年年底，薛其坤团队发现了“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这是描述材料中电子运动规律的一
个效应。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状态下，材料中的
电子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样，排着队、有序地
运动。因此，该效应可以应用在未来的电子器件、
计算机芯片中，一旦用上了以后，所消耗的电会大
大减少，电子器件的运行速度也会加快。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给了我们什么启
示呢？”薛其坤说，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高精尖实验
技术的打造十分重要，这也是科学创新非常重要的
一点。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到今天，这种高精尖实验技术的打造，就像打
造金刚钻一样，非常重要。

他还专门提到，科学传播不仅是科学知识的传
播，还应该包括科学精神的传播，科学思想的传播
以及科学方法的传播。“‘少年强则国强’，我衷心
地希望广大青少年热爱科学、追逐科学，将来做一
个科学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你们的贡
献。”薛其坤说。

核心技术自立自强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不少人在关心着芯片，
以及如何发展芯片的核心技术。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科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被媒体称作“龙芯之
父”，在他看来，研发自己的芯片还是要走“市场
带技术”的道路——立足于科技的自立自强，通过
自主研发把核心技术掌握了，然后在体制内市场的
带动下发展起来，并且走向开放市场竞争。

“有的产品像‘养猪’，确实一年就能出来；有
些产品像‘养牛’，三年就可以犁地去了；而一些
核心技术产品则像养孩子：我们没见过谁家孩子五
岁就能挣钱养父母的，你得养他二三十年——核心
技术产品包括‘工业的心脏’发动机，包括‘信息
产业的心脏’CPU，这些都是需要花二三十年工
夫甚至更多时间，才能掌握的。我们要走这条
路。”胡伟武说。

他以“龙芯”为例，龙芯团队从 2000 年开始
筹备，2001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开始研发龙芯CPU。

“中国要不要做自己的CPU？刚开始我们没有
得出共识。有些人说：我们明明可以买到很便宜、
很好用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浪费钱来做这个事
情？”胡伟武说。

2010 年，胡伟武团队开始转型做企业、要让
市场来检验，走向产业。他们总体上干了两件事：
一个是把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成果 （样品） 变成产
品；一个是在市场中“试试看”——到现在为止，
他们已经进行了3轮迭代。

据他介绍，第一轮试错花了 5 年时间，2015
年，龙芯 CPU 出货了，每年出货几万片，解决了
数以千计的问题；第二轮是 2016 年到 2019 年，每
年能卖几十万片，同期又解决数以千计的问题；现
在是第三轮试错开始，在过去的 2020 年，他们的
CPU已经卖到上百万片了。

“我们相信，到2022年，被体制内的市场带动
了 3 轮迭代后，龙芯 CPU 有能力走向开放市场。”
胡伟武说，在多年的试错过程中，龙芯技术水平不
断提高，如今龙芯生态已包含几千家企业，形成了
一个产业链，其软件生态也不断丰富，CPU 性能
提高了12倍。

在他看来，做核心技术的人，不仅要“撸起袖

子加油干”，还需要“耐着性子坚持干”。核心技术
产业，是以 30年为周期的。他相信再有 10年，就
可以做出一个新的龙芯生态。

“有些东西是不能取巧的。如果把科技创新比
作一个数学函数，我们常关注3个变量：体制机制
的改进、经费的投入，还有人才。但创新这个函数
需要第四个变量，也就是时间、耐性。”胡伟武
说，“两弹一星”的先辈，靠的也是“5+2”“白加
黑”的直道追赶，只要依靠实事求是的作风、自力
更生的精神、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干好它。

天气预报还做不到100%准确

天气预报到底准不准，这是人们每逢出门都可
能会想起的一个问题。2020 年暴雨频发，再次让
人们关注到它。

有人认为，国家投入了许多经费，也有那么多
的科学家在研究天气，人们似乎早该把天气的原理
和预报掌握了，能 100%地作出准确预报。但在中
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看
来，天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科学上讲，现
在还做不到100%的预报准确率。

据他介绍，所谓气候是一个大背景，水圈、岩
石圈、生物圈、冰雪圈、大气圈，五大圈层交互影
响共同形成了特有的气候，再加上变化多端的大气
环流，整个过程异常复杂。而天气，又是在气候这
个背景下发生的。

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拿出自己最快最
大的计算机，用来计算气象问题——它涉及的信息
量太大了、影响因素太多了，不用最快最大的计算
机根本不够处理。

“除了观测手段、综合处理数据的能力和快速
计算能力要提高以外，我们还要重新认识一下对天
气的理解。”朱定真说。

他以2020年6月梅雨期间的一次暴雨为例，这
种在气象图上一个一个凸起的对流云团，气象人叫
它中小尺度的对流云团。这种气象是天气预报领域
最难报的，它属于特别典型的突发天气。

朱定真打了一个比方：想要预测它，就相当于
人们在家煮牛奶或者煮麦片，当前者要煮开的时
候，人们都知道要冒泡了，可是谁能猜出来第一个
泡在哪儿、第二个泡在哪儿？放到天气预报里，哪
里冒泡就是哪里有局地对流，这是不确定性的、短
时间内突发的，波及的范围尺度也很小。

“气象人对于这种强对流天气，只能说清楚它
在什么样的天气背景下会出现，但一定要说几点几
分什么地方会出现，那是很有难度的。”朱定真说。

他还表示，对于更长期的预报，比如对7天以
上、10 天以上甚至于一个月两个月的天气预测，
也是比较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干扰因素太多，
它的准确率也必然会下降，正因此，“一短一长”
现在依然是气象预测的难点。

曾有人问朱定真，对气象预测的未来有什么想
法，或者对2021年有哪些期待？

他想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气象人必须继续秉承
科学精神，去做好气象服务。但与此同时，他也希

望公众能够用更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气象服务、来支
持气象事业，在人们共同的努力下，让气象为生命
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作出更精彩
的服务。

从月球到火星，奔向星辰大海

2020年 12月 19日，国家航天局向中国科学院
移交了嫦娥五号从月球采集回来的月球土壤和岩石
样品，共 1731 克。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专门为
此建设了月球样品实验室，保存分配这些月球土壤
和岩石，并组织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

有人说，1731 克的月球土壤是不是少了一
点？毕竟，美国已经采了两三百千克的月球土壤。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看来，对于
月球样品，重量并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如今的高
精尖分析仪器，不必说 1731 克，即便是 170 克样
品，也可以满足很多分析需求。相比样品重量，科
学家更希望，从月球上的不同地区，采集回多样化
的月球土壤——那里含有更丰富的信息。嫦娥五号
做到了。

经过 16 年的努力，我国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已经圆满收官，接下来，“探、登、
驻”中的“登”和“驻”也将在路上。据郑永春介
绍，探月阶段完成之后，就要进行登月和月球驻留
的工作。

“月球是人类走向深空的一个前哨基地和中转
站。既然探月已经成功，那么登月和驻月也即将到
来。”郑永春说，这是一个可以持续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的事业，人们可以为此持续地努力。

2020 年，我国还有一个航天器备受瞩目，它
是天问一号，如今正在飞向火星。截至2021年1月
3 日，天问一号已经在轨飞行 163 天，飞行里程突
破 4 亿公里，距离地球约 1.3 亿公里，距离火星约
830万公里。

天问一号的任务是我国独立开展行星际探测的
第一步，将通过一次发射实现对火星的“绕、着、
巡”，即火星环绕、火星着陆、火面巡视。

2020 年 7 月 23 日，郑永春在位于海南的中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亲眼目睹了长征五号火箭携带天
问一号探测器飞向太空。这个火星探测器在 2020
年国庆节，传回它在亿万公里之外的一张“自拍
照”——

一片漆黑的太空中，鲜艳的五星红旗让每个中
国人心潮澎湃。而在 2021 年春暖花开之际，来自
中国的火星车则将登陆火星。按计划，天问一号将
在一个多月后实施近火制动，进入环火轨道，准备
着陆火星。

“那时，这颗红色星球将第一次迎来中国的探
测器，中国将在全世界成为又一个探测器登陆火星
的国家。我非常期待这一天。”郑永春说。

据他介绍，火星是一颗类地行星，有北极有南
极有赤道，有东半球有西半球，还有大峡谷。甚
至，火星上还有整个太阳系最高的山峰，叫奥林匹
斯山，它有珠穆朗玛峰的两三倍之高。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火星上曾经有过大规模的
液态水，即便是现在，它的地下还有冰川的迹象，
还有卤水湖。

“火星，是整个太阳系里和地球环境最像的行
星，也是人类从地球出发，唯一有可能实现大规模
移民的星球。”郑永春说，虽然现在的地球看似一
切安好，但如果看看地球历史的记录就会知道，地
球上的生命在未来必然会面临大灭绝的命运，因
此，人类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未来人类将从地球出发，先到月球，再到火
星。只有人类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来去自如的时候，
才能走向更远的火星。”郑永春说。

2020 大国科技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没有阻挡中国的科技发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彰显我国科技

力量、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成功首飞、中国测量队成功登顶

再测珠穆朗玛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天

问一号发射升空奔向火星、奋斗者号刷新载人深潜纪录、嫦

娥五号携带月壤成功返回⋯⋯捷报频传、喜报不断。

今天，我们推出专题，盘点 2020 的大国科技。让我们一

起回顾 2020 年重大科技事件，展望未来创新发展趋势，迈进

2021 年。

胡伟武

朱定真

郑永春

徐 颖

薛其坤

吴尊友

2020年10日3日，北京西单口的“科技强国”花坛。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