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过去的 2019年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迎难而上的一年、充满挑战与希望的一年。从太空到深海，

从实验室到指尖，凤凰涅槃，快马加鞭。有人找准方向，有人

加快脚步，有人收获硕果。不知不觉，中国迎来 5G元年，科

创板鸣锣开市，实现月背着陆，研制类脑芯片……科技的快

速进化让我们不敢松懈，各行各业都已紧张投入竞争，今日

开启的2020年又将迎来一番值得期待的新天地。

1.“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

等待了数十亿年后，月球永远背向地球那面的山地荒

原，终于迎来第一个翩翩降临的地球访客。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

面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

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

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从 2018年 12月 8日发射升空，到 2019年 1月 3日顺利

到达，“嫦娥四号”走完了约 40万公里的地月之路。她着陆

后，静态着陆器和月球车分别被部署到月球表面，两者都携

带了一系列探测仪器，探测该地区的地质特征，并进行生物

实验。

月球总有一面背对着地球，且不像正面那样平坦，着陆

区的选择及精准着陆是难题。“嫦娥四号”着陆从未实地探

测过的处女地，或将取得突破性发现，同时可以填补射电天

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嫦娥四号”将我国航天器制

导、导航与控制技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2. 5G商用牌照正式发放

5G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全方位变革，将推动万物互联时

代的到来。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中国正式进入

5G商用元年。

5G具有高速度、低时延、高可靠等特点，是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随着5G牌照的发

放，我国 5G建设将大大提速，这不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格

局，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5G发展格局。

在技术标准方面，我国倡导的 5G概念、应用场景和技

术指标已纳入国际电信联盟的 5G定义；产业发展方面，我

国率先启动 5G技术研发试验，加快了 5G设备研发和产业

化进程。目前，我国 5G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能手

机处于全球产业第一梯队，具备了商用部署的条件。值得注

意的是，三大运营商早已在各地建设5G基站，投资巨大。5G
牌照的发放，有利于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

3. 科创板鸣锣开市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性时刻。2019年7月22日，科

创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中国资本市场由此向科

技创新企业开放大门。在未来国际科技实力竞争中，科创板

将成为我国“硬科技”企业持续补充后续能量的“大粮仓”。

科创板作为新设的增量板块，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和

高端装备制造四大领域。设立科创板并首次在中国股票市

场引入注册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A股市场设立以来，发行

上市制度方面最为重大的变革。科创板承载着各方对资本

市场在推进科技创新及经济转型发展中的殷切期望。

放眼国际，从美国资本市场的历史看，科技产业的崛起

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纳斯达克的创

建成功对接了新兴行业的科技创新，而美国也由此成为超

级大国。有评论认为，科创板开市，将吸引更多风险资本，撬

动科创产业发展，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4. 开发出全球首款类脑芯片

2019年8月1日，清华大学开发出的全球首款异构融合

类脑计算芯片登上了《自然》杂志的封面。该芯片结合了类

脑计算和基于计算机科学的机器学习，这种融合技术有望

提升各个系统的能力，促进人工通用智能的研究和发展。原

则上，一个人工通用智能系统可以执行人类能够完成的绝

大多数任务。

发展人工通用智能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神

经科学为基础，尽量模拟人类大脑；另一种是以计算机科

学为导向，让计算机运行机器学习算法。然而，由于两套

系统使用的平台各不相同且互不兼容，极大地限制了人

工通用智能的发展。

新型芯片融合两条路线，被命名为“天机芯”。一辆由该

芯片驱动的自动驾驶自行车可实现自平衡、动态感知、目标

探测、跟踪、自动避障、过障、语音理解、自主决策等功能。展

现了未来人工智能平台的潜力。

5. 首次验证远距离双场量子密钥分发

限于通信光纤的损耗和探测器的噪声等原因，量子密

钥分发系统通常只能在100公里内获得较高成码率。目前最

远成码距离是潘建伟团队于2016年实验实现的404公里。

有一种新型的量子密钥分发方案——双场量子密钥分

发方案，巧妙地利用单光子干涉的特性，让量子密钥分发的

成码率在长距离也维持较高水平。今年，中科大的潘建伟教

授等科学家在 300公里真实环境的光纤中完成了双场量子

密钥分发实验。成果9月正式发表。

这种双场量子密钥好比双胞胎携手将成码率大大提

高，基于“发送—不发送”的双场量子密钥分发方案，大大

提高了对相位噪声的容忍能力和安全性。在现实环境下相

位剧烈变化的 300公里光纤信道上，实现了双场量子密钥

分发。该方案还验证了 700公里以上光纤远距离量子密钥

分发的可行性，有望成为新一代远距离城际量子密钥分发

的基础。被业内专家评论为“实用双场量子密钥分发的重

要里程碑”。

6. 用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

一次性治愈艾滋病？曾遥遥无期的梦想，已触手可及。

2019年 9月公布的一个成就是：中国科学家基因编辑了人

体造血干细胞，失活CCR5基因，并移植到HIV感染合并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体内产生效果。这名艾滋病病毒阳

性的中国男性手术后表现良好并观察了19个月。虽没完全

清除艾滋病病毒，但也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诱发癌症或遗

传损伤的副作用。

十几年前，科学家偶然发现了一个奇迹：2007年，同时

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的蒂莫西·雷·布朗接受了骨髓移植手

术，捐赠者的细胞具有阻断HIV的CCR5突变，布朗因此治

愈了他的白血病和艾滋病。复制“柏林病人”的奇迹是困难

的。干细胞进入新环境其实很脆弱，患者进行了清髓，如果

基因编辑后的干细胞难以存活，患者将有生命危险。

在先期动物实验的基础上，中国团队摸索多种条件，建

立能进行基因编辑的造血干细胞的预处理方法，不仅让它

活跃，还不破坏它的多能潜力、稳态和生存能力。基因编辑

的T细胞体现了更强的抗敌能力，在T细胞总数量占比上从

2.96%增加到 4.39%，相当于提高了 1.5倍。研究团队后续还

将继续摸索，达到治愈的目标。

7. 首次解析非洲猪瘟病毒结构

非洲猪瘟，生猪养殖户的一场噩梦。这是由非洲猪瘟病

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猪感染

后发病率和死亡率高达 100%。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类型多，

免疫逃逸机制复杂，可逃避宿主免疫细胞的清除，目前国内

外均缺乏有效疫苗。

2019年 10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学者解析非洲猪

瘟病毒精细三维结构的论文。这是一种正二十面体的巨大病

毒，由基因组、核心壳层、双层内膜、衣壳和外膜5层组成，病

毒颗粒包含3万余个蛋白亚基，组装成直径约260纳米的球

形颗粒。以前“盲人摸象”，如今看到了病毒全貌，疫苗研发可

以更有针对性。

这是国际上首次解析非洲猪瘟病毒结构，为揭示非洲

猪瘟病毒入侵宿主细胞以及逃避和对抗宿主抗病毒免疫的

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为开发效果佳、安全性高的新型非洲

猪瘟疫苗奠定了坚实基础。

8. 70倍太阳质量黑洞发现，远超理论预言上限

2016年初，中国科学家开始利用LAMOST观测了 3000
多个双星天体，其中一颗“走路拉风”的B型星引起关注，并

进而发现它的伙伴是一颗黑洞，有70倍太阳质量，刷新了人

类对于恒星级黑洞质量上限的认知。

目前恒星演化模型只允许在太阳金属丰度下形成最大

为 25倍太阳质量的黑洞。现有理论认为，恒星在形成黑洞

前，会吹出星风丧失物质，因此恒星级黑洞不会特别重。最

重的恒星，形成的黑洞也就20多个太阳质量。之前发现的黑

洞都没超过这个量级。LB-1的发现可能意味着有关恒星演

化形成黑洞的理论将被改写，或者以前某种黑洞形成机制

被忽视。

这颗迄今为止最大质量的恒星级黑洞，标志着利用LA⁃
MOST巡天优势搜寻黑洞新时代的到来。“光谱之王”才能发

现“黑洞之王”。相信未来会有一批平静态黑洞现身，揭开这

个“黑暗家族”的内幕。

9. 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服役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号”2019年12月17日下

午在海南军港交付海军，习近平亲自出席交接入列仪式。12
月26日，山东号驶过台湾海峡，一举一动牵动着网民的心。

山东号是中国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的一艘航空母舰，

比起辽宁号有不少改进，型号为002型，是中国真正意义上

的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山东号有三个足球场长，使用常规动力推进，将搭载歼-

15B战斗机以及其他型号舰载机。固定翼舰载机将采用滑跃

起飞。据媒体报道，山东号可搭载36架歼-15舰载机，而辽宁

号只能搭载24架。与辽宁号相比，山东号略大一点，而舰岛尺

寸有缩短；甲板设计经过优化，扩大了飞行甲板面积，可停放

更多舰载机。山东号的滑跃甲板的角度也比辽宁号低两度，

这样更加省油。另外，山东号的内部舱室、机库、电子系统、弹

药升降机、舰载武器等均优化了设计，提升了战力。

航母的设计制造较为复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能

力和科技水准。山东舰顺利完成建造、海试，正式交付海军，

说明中国已通过了设计建造航母的毕业考试。

10. 长征五号火箭成功复出

时隔两年多，中国推力最大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

征五号（以下简称“长五”）再一次发射，并成功将实践二十

号卫星送入轨道。“长五”是中国现役起飞质量最大、芯级

直径最粗、运载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也称“胖五”。它身高

57米，箭体直径达到 5米，起飞重量达 870吨。它的近地轨

道最大有效载荷 25吨，相当于一次将 16辆小汽车送入太

空。探月三期、火星探测、载人空间站……未来，众多航天

工程的实施都指望它。

“长五”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氢、液氧和煤油，液氢必须

保存在零下 253摄氏度的环境，这也让“长五”成为一颗冰

箭。发动机研制不容易，比如薄壁大直径燃料槽是国际机密

技术，焊接工艺和结构设计全靠自己摸索。

“长五”的制造基地设于沿海的天津滨海新区。由于火

车不便运输“长五”的大身板，它经过海上运输到达海南文

昌——全球为数不多的低纬度火箭发射场。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遥一首飞成功，但经历了发

射前惊心动魄的三小时；2017年 7月 2日，长征五号遥二发

射任务失利。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长征五号遥三火箭于12月

27日点火升空，一切顺利，宣告复出成功。

摘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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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陶婷婷 通讯员 何晓敏）

先天性气管狭窄是一种儿童最常见的结构性

阻塞性气道病变，主要原因是由气管软骨发

育异常所致气管管腔的狭窄，可分为局限性

狭窄和弥漫性狭窄（长段气管狭窄）。目前，先

天性气管狭窄已越来越被临床医师发现和重

视。保守治疗易引起患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甚

至造成呼吸机依赖，最终导致呼吸衰竭而死

亡。而气管成形术，特别是“滑片法气管成形

术”已成为首选外科治疗术式，该术式目前已

挽救了众多气管狭窄患儿的生命。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徐

志伟教授团队早在 2001年就在国内率先开

展了儿童气管狭窄的外科手术治疗，目前已

累计完成儿童气管狭窄手术数量接近 300
例，手术数量国内首屈一指，手术疗效国内领

先，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针对长段的气管狭窄，外科治疗效

果仍较为有限。近年来，随着组织工程技术的

出现和发展，利用组织工程学的方法构建具

有生长活性的组织工程气管取得了长足进

展，这为气管狭窄提供了新的治疗契机。由于

气管的软骨是一种永久性透明软骨组织，一

旦出现骨化或钙化，将严重影响功能。因此，

如何调控干细胞定向分化为软骨细胞，并维

持成熟软骨细胞表型以获得持续稳定的软骨

组织是目前气管组织工程研究中亟待解决的

重大问题之一。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郑景浩教

授、何晓敏主治医师团队近日在生物材料学

国际权威期刊《Biomaterials》上发表了气管软

骨组织工程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首

次利用小分子化合物对间充质干细胞进行干

预，并获取其细胞外囊泡，发现可显著诱导干

细胞成软骨分化，进一步通过二代测序技术

及功能验证揭示了其中的分子机制，这将对

基于间充质干细胞的软骨再生研究具有重大

指导意义。

间充质干细胞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在不

同的诱导条件下能够向骨细胞、软骨细胞和

脂肪细胞分化，因而成为气管软骨组织工程

领域较为理想的“种子细胞”。目前，常用的间

充质干细胞成软骨体外诱导方案含有多种生

长因子和激素，包括转化生长因子、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地塞米松、胰岛素、转铁蛋白和抗

坏血酸等。但这些诱导方案诱导分化效率有限，获取的软骨细胞

表型不稳定，易发生骨化，而且诱导成本亦较高。郑景浩、何晓敏

团队在前期研究即首次发现间充质干细胞经小分子化合物Kar⁃
togenin预处理后能够进入软骨前体干细胞阶段，此阶段的细胞

能够在TGF-β3等生长因子诱导下向软骨细胞高效分化，且所

得细胞表型相对稳定。

近来，细胞外囊泡在胞间信号转导和微环境塑造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成为研究热点。郑景浩团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历经 3年时间，进一步取得突破性进展，探究发现Kartogenin预

处理后间充质干细胞所产生的细胞外囊泡具有促进间充质干

细胞成软骨分化的作用。并通过二代测序技术、体内外功能验

证证实：细胞外囊泡主要是通过传递囊泡中富集的miR-381-
3p和靶向调控受体细胞中 TAOK1的表达，从而抑制Hippo通

路，最终实现促进间充质干细胞软骨分化和软骨再生。本研究

应用细胞外囊泡可降低对 TGF-β3等生长因子类诱导剂的依

赖，对基于间充质干细胞的软骨再生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和指导意义。

该研究共同第一作者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荆辉和

张晓阳两位博士生，共同通讯作者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

科何晓敏主治医师和郑景浩教授，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发展计划等课题

的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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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辐射反作用理论方面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强场激光物

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发现，超强激光和高能电子束的碰

撞可甄别电子动力学的经典和量子电动力学（QED）行为边界，

为理解极端强场下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提供了重要途

径。相关成果发表在《通讯-物理学》上。

带电粒子的运动及其辐射是最古老的电磁学问题之一。高

能电子速度发生变化时将产生辐射，同时受到辐射反作用力。在

弱场中，辐射反作用力一般可以忽略，相对论电子的行为由洛仑

兹力决定。而当激光强度超过一定阈值时，电子动力学必须考虑

辐射反作用力的影响。在一定的近似下，Landau和Lifshitz给出

了描述辐射反作用力的经典表达式（LL方程）。近来的研究表

明，在辐射主导情形下，经典图像也许不再适用。当单个辐射光

子的能量可以与电子本身的能量相比拟时，辐射将从连续变得

离散，而且体现出很强的随机效应，准确的描述需依赖强场

QED理论。从洛仑兹力、经典LL方程到强场QED理论，如何辨

别超强光场电子动力学的正确描述方法，是理解百拍瓦级激光

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基础与前提。

上海光机所团队深入研究了10—100拍瓦的激光与能量为

数百MeV的电子束的横向碰撞过程，发现电子的透射、反射行

为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体现出迥异的特性：不考虑辐射反作用

力时高能电子将直接穿过激光束，经典的LL方程则预言电子能

量消耗殆尽以致全部被散射。QED图像介于两者之间，部分电

子透射而部分被散射，这正是离散、随机的量子特性的深刻反

映。基于此，研究者进一步提出测量散射电子数量和角分布的方

法，以揭示不同的参数范围下电子动力学究竟由何种理论描述。

该项研究预示在未来的 10—100拍瓦激光装置上，人们将有机

会观察到极端强场下高能自由电子的量子力学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