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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防控到火炬传递，从场馆建设到赛会服务，从
赛区接驳到场外观赛……无处不在的科技力量，让北京
冬奥会更安全、更绿色、更精彩。虽然冬奥会已落幕，但
这些高科技还将继续为“可持续·向未来”做出贡献，让北
京这座“双奥之城”的生活更美好。

科技助力疫情防控更精准

北京冬奥会，共有9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
为助力疫情精准防控，北京在各冬奥场馆部署了150余
台生物气溶胶新冠肺炎病毒监测系统，可及时检测场馆
内各点位的空气环境，检测灵敏度比传统手段提高3倍。

气溶胶是新冠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生物气溶
胶新冠病毒核酸监测系统由便携式气溶胶采集器和一体
化高灵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仪两部分组成：在采集环节，
气溶胶采集器的空气流量达到400升/分钟，可在半小时
内采集12立方米内的气溶胶颗粒并富集到病毒灭活液
中，病毒富集效率为国内同类产品最高；在检测环节，一
体化高灵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仪可实现自动化和全封闭
式的新冠检测，全流程分析时间小于45分钟。

此外，北京冬奥会还为赛事服务保障人员配备了3
万余台多体征感知设备，可及时发现并上报相关人员的
身体异常情况，让赛场“更安全”。

新技术打造“永不熄灭的火炬”

北京冬奥会的手持式火炬“飞扬”，首次采用了氢气
作为燃料，是世界首套高压储氢火炬，实现了冬奥会历史
上火炬的零碳排放。从氢燃料，到微火燃烧，以及主火炬
台的雪花结构, 在设计、储氢、供氢、燃烧技术等方面均
进行了多项创新，它在大风、低温环境中可稳定燃烧，打
造“永不熄灭的火炬”。同时，通过机器人完成水下火炬
传递，展示了我国机器人技术实力。

冬奥会核心信息系统100%“上云”

北京冬奥会，赛事成绩、赛事转播、信息发布、运动员
抵离、医疗、食宿、交通等信息系统全面迁移至阿里云上，
核心信息系统实现100%“上云”，成为百年奥运史上第
一个“云上奥运”。

首先，“云上冬奥”意味着比赛可以无限“扩容”。无论
是初赛、预赛，都可以通过云技术传递到全球，只要想看

“云”上都有。其次，“云上冬奥”意味着细节可以十分精
致。在5G大规模覆盖下，AR/VR设备、高清视频、短视
频等，能够为观众带来随时随地、全新视角的观赛体验。
再次，“云上冬奥”还意味着绿色低碳。位于河北省张家口
市张北县的北京冬奥云数据中心能通过自然风冷、浸没式
液冷、智能调温等技术，实现100%无机械制冷。

“鸟巢”点亮全球最大超高清LED三维舞台

“鸟巢”中央的超大8K地面屏幕，由4万多块LED
模块组成、面积10552平米，其上方还竖立着一块1200
平米的8K LED屏幕，两块屏幕构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
超高清LED三维舞台。

“屏幕集成了智能播控系统，将超高分辨率的视频素
材分秒不差的呈现在所有模块上，不仅完美展现了各种
影像效果，还结合了数字科技、人工智能动作捕捉、虚拟
现实增强技术等，颠覆了传统的舞台式演出模式。”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黄晶说。

8K、人工智能等让观众与冬奥赛场“更接近”

北京冬奥会在开闭幕式和各项比赛的赛事转播中，都采用了5G+
8K、人工智能等数字与仿真技术的应用，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不断提升
观赛新体验。

8K是一种全新的视频分辨率，清晰度是4K的4倍、1080p的16倍，
是未来显示技术的主流方向。为使无法现场观赛的民众获得“沉浸式”体
验，北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城市化8K立体播放体系，在全市各区及150
多个社区布设了20块显示大屏、200余台8K电视机。在冬奥期间，北京
播出200小时以上画面更清晰、色彩更靓丽的8K节目，让观众与冬奥赛
场“更接近”。

中国有超过2700万名残疾性听力障碍人士，2月5日起，数字人手语
播报系统在北京卫视“上岗”。该系统在呈现手语播报效果时更快，让听
障人士更加便捷收看赛事报道。

石墨烯让“鸟巢”座椅、地毯会发热

在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中，使用了石墨烯发热材料的部分加热座
椅、加热沙发、加热桌子、加热地毯均应用在“鸟巢”中，实现温控管理。

据悉，石墨烯是目前已知导热系数最高的材料。“石墨烯发热布料跟棉
布一样，在24V的低电压下就可以高效发热，温度值控制在30℃至47℃。”
中国航发石墨烯材料冬奥专项项目负责人、Aika爱家科技董事长陈利军
以座椅举例，座椅背部和坐垫织布下层都放置了石墨烯发热材料，座椅下
方有一个按钮，长按开机，短按可切换温度，三档温度分别是30℃、37℃和
47℃。在-10℃的室外环境中，发热座椅可以在2分钟内发热。

同样，桌子、地毯的夹层中也使用了这种石墨烯发热布料，和座椅、沙
发一起形成温暖的小环境。石墨烯加热地毯发热温度均衡在40℃，在室
温-5℃环境下，地毯的表面温度为20℃。未来，这种发热座椅可以在公
交车站、下沉广场、户外连廊等场景使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新材料使颁奖礼服“有风度又有温度”

比赛时冬奥会颁奖广场最低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如何在保证美观
前提下做好颁奖礼仪人员保暖工作？北京冬奥会颁奖礼服制作团队负责
人王谦说，北奥集团采用了用作宇航服、防护服等的聚酰亚胺纤维材料作
为礼服外套填充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耐高低温特性、皮肤适应性好、材料
本身导热系数低等优势，且比传统材料更轻薄。

在外套“隔热”基础上，团队又提出内衣“生热”理念，在服装肩部、腹
部、背部等内嵌石墨烯柔性织物发热材料，通过充电温度可迅速提升。这
种石墨烯织物还采用智能温控技术，通过按键操作可在38摄氏度至52
摄氏度间调节挡位，实现精确到1摄氏度的精准调温。

无论是聚酰亚胺纤维还是石墨烯柔性织物发热材料，均由我国企业
生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正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澜欣）

复古“冰嬉”、动感滑冰、雪橇冲刺、冰壶鞋、“黑科技”头盔、新型滑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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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察观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高越 文/摄

“中国用科技书写了新的历史”，
这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2022北
京冬奥会的评价。据北京冬奥组委相
关人员介绍，2022北京冬奥会先后测
试和使用了200多项技术，涉及60多
个细分应用场景，其中4项技术在全
球首次推出、33项技术在冬奥会首次
使用，充分彰显了科技创新的力量。

冬奥会期间，“冬梦飞扬——中国
科技馆科技冬奥展览”在中国科技馆
开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程前
往科技馆，在5G、4K、VR等现代技术
手段中，亲身感受了一个参与、互动、
体验的“科技冬奥”冰雪世界。

从第一块滑雪板、“冰嬉”开
始，讲述冰雪运动的“科技基因”

一进门，映入记者眼帘的就是北
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北京冬残
奥会吉祥物“雪容融”，美丽的冰雪场
景与多媒体大屏引来人们纷纷合影。

展览以“冬梦飞扬”为主题，分为
“冬奥之约”“冰雪之魅”“运动之秘”
“科技之力”“未来之城”5个主题展区，
围绕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通过展现冰雪运动和冬奥会的历史与
发展、解读冰雪运动中的科学原理、展
示科技创新助力北京办奥、展望冬奥
赛后城市可持续发展，向公众普及科
技冬奥与冰雪运动知识，弘扬奥林匹
克精神与冰雪运动文化。

在第一展区，一幅巨大的清代“冰
嬉图”缓缓展开，它采用半弧形展板内
嵌曲面LED屏播放多媒体展示方式，
以复古风格、动静结合的方式，展示出
古代“冰嬉”运动的场景，并展示了中
国早期冰雪运动的实物装备，包括冰
刀、冰靴、滑板等实物。

“早在8000年前，面对不便于行
走的松软积雪，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制
作人类的第一块滑雪板了，这或许可
以成为现代冰雪运动‘科技基因’的一
个开端。可以说，冰雪运动的发展之
路也是一条科技创新之路。”中国工程
院院士杜祥琬在展厅里这样写道。

高科技炫酷游戏，让孩子们
了解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冰雪之魅”展区是孩子们最喜欢
的展区之一，这里展示了北京冬奥会3
大赛区的7大比赛项目，通过多感官
交互式体验，让参观者亲身体验冬奥
运动项目，激发冰雪运动激情。

“这就好像真的在滑冰一样，特别
有趣！”一个小女孩穿上模拟冰鞋，头
戴VR设备，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开
始了虚拟滑冰比赛。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个游戏叫做“动感滑冰”，采用
VR技术设计。在游戏旁边，还展示着
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
的冰刀，用多媒体向孩子们解释不同
冰刀的区别，如花样冰刀的刀身更短、
刀刃有一定弧度，前部装有刀齿，刀刃
厚度3.5mm以上；速滑冰刀则是刀身
长、刀刃窄、底部平坦，平均厚度在
1.4mm左右。

在“雪橇冲刺”游戏中，孩子们可
以躺在一个雪橇上，头戴VR设备，动
感平台根据实际赛道情况调整姿势，
通过传感器上传调整姿势，感受雪橇
运动员通过重心调整来控制方向。“雪
车锦标赛”游戏则可坐在一个仿真特

制的单人雪车模型内，感受
舵手通过两个手控牵引索
操纵雪车滑行方向，时刻体
验滑行时由动感平台上传
的震动感觉。

“小心，他快要赢啦！”
耳边突然传来孩子们呐喊
助威的声音，原来他们正在
玩模拟冰壶游戏。在冰壶
和冰球的展项中，模拟冰面
搭建小型的冰壶运动实景
场地，可用来进行模拟冰壶
比赛；地磁装置搭建的冰球
控球训练小型场地，可让孩
子们拿着球杆控制冰球完
成相应任务，模拟训练冰球
控球能力，体验冰球运动。

在展区另一边，几个孩
子正对着屏幕做着各种不同
动作，原来他们是在模拟单
板滑雪运动中的抓板姿势。
在“冠军姿势”游戏中，参观
者可根据多媒体指示在传感
器前模拟单板腾空抓板等动
作，传感器捕捉动作后由人
工智能与运动员专业动作对
比进行打分，使参观者更加
深入了解单板运动。

在这些新鲜刺激的互
动游戏面前，孩子们兴奋极
了，纷纷排起长队来体验，
既感受了冰雪运动的快乐，
又了解冬奥会的各项运动，
真正做到了身临其境。

各种互动游戏和体
验，揭示冰雪运动中的
科学奥秘

“运动之秘”展区，用各
种神奇有趣的科学现象进
一步解释冰雪运动中的物
理现象和科学原理，让参观
者从科学角度进一步了解
冰雪运动项目，体会冰雪运
动中的科学。

比如，利用气浮平台互
动，感受冰和雪的不同质
地；通过相同材质、质量的
长方体模块在不同材质轨
道上滑动，体会材质对摩擦
系数的影响；用多媒体互动
展示方式模仿冰壶运动员
擦冰，体验擦冰可改变冰壶
的滑行方向与滑行距离；从

三组风车式转架，观察了解物体流体
阻力与外形形状关系，并探究雪车为
什么是流线型等。

有趣的是，展示柜中的冰壶鞋和
短道速滑手套格外独特。冰壶鞋的两
只鞋竟然不同，分为蹬冰鞋和滑行鞋，
蹬冰鞋鞋底采用橡胶材质，通常不触
碰到冰面，运动员想停止时，就让蹬冰
鞋接触地面，从而随时刹车，并能最大
程度避免摔倒。如果说蹬冰鞋是“一
锤子买卖”，滑行鞋就是“持续作战”，
其特制塑料能减小冰面给鞋底带来的
阻力，为选手的移动扫除障碍。

短道速滑手套的左右手套也不相
同，运动员在高速过弯时一般左手会
扶一下冰面,所以左手手套5个指尖
部位要加固一层涂有树脂或胶质保护
层的手扣，以减小运动员在弯道扶冰
过程中的摩擦力。

该展区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当属
“收放自如”小游戏。孩子们排队坐在

不断旋转的设备上面，通过移动扶手
来体会角动量守恒的过程。比如花样
滑冰运动员在做旋转动作时，会通过
调整姿态灵活掌控自己的旋转速度，
根据角动量守恒定律，当抱住手臂或
蜷缩身体时，转动惯量变小，转速变
快；张开手臂或伸展身体时，转动惯量
变大，转速变慢。

运动装备、场馆等“黑科
技”，让冰雪运动更“聪明”

2022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
的优异成绩也离不开许多前沿科技的
助力，不论是比赛场地建设，还是赛事
运行组织，方方面面都烙上了科技的
印记。

在“科技之力”展区中，展示了滑
雪头盔的“黑科技”和新型滑雪板的新
材料。记者了解到，本次冬奥参赛选
手所佩戴的头盔里，都添加了一层名
为“多向撞击防护系统”的感应薄膜，
这样能在发生意外时降低大脑可能受
到的冲击和震荡，避免因脊椎扭转导
致的严重伤害。展板下方有一个简易
测试装置，用手推动操纵杆，就能让模
型人的头部感受到“天旋地转”，但不
论多么用力，那顶黑色头盔不仅从不
掉落，连方向都不曾改变。

现代滑雪板的结构已从简单的木
质演变成复合材料的多层结构，不仅
美观实用，且具有防水、耐磨、柔韧、抗
阻、安全等特点。为了在常温下营造
冰雪场景，这里还展示了一块凝胶冰
雪材料，由于引入高聚物三维网络结
构锁住水分子，可在升温过程中仍然
保持自身形状不会融化，参观者可用
手触摸凝胶冰雪材料获得冰冷触感。

记者在展区还看到这些介绍和模
型展示：国家速滑馆、五棵松体育中心
等场馆选用目前最先进的二氧化碳跨
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冰面温差可控制
在0.5摄氏度以内，碳排放趋近于零；
搭载穿戴式定位追踪器的运动员滑行
定位跟踪系统，可在真实三维雪道场
景中显示滑雪运动员的运动轨迹、运
动姿态、运动速度、加速度等关键信
息，用以辅助运动员训练、提高成绩；
自由视点技术通过多组精确至毫秒级
的高精度相机，同步拍摄运动员在运
动状态下的多角度精彩画面，全方位
为观众展示比赛中的精彩瞬间；经由
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
范工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期间所有场馆全部采用“绿电”……

在“未来之城”展厅中，通过仿真
沙盘介绍造雪用水的内循环过程，展
示延庆赛区内小海坨山既满足造雪系
统用水，又保护小海陀地区生态环境，
实现最大限度保护水资源，打造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的典范；通过沙盘和拼
搭积木模拟方式，体验北京冬奥会充
分利用2008年奥运会遗产，通过对比
赛场地、照明设备、功能房间等改造，
创造性实现了“水冰转换”“陆冰转
换”，体会降低碳排放及冬奥可持续性
的“绿色冬奥”理念。

展厅最后，一块超大型滑动触摸屏
正在播放京张高铁的介绍。110年前，
中国首条自主设计和建造的京张铁路
落成；110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世界首
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式运行，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了高效
交通服务保障。它运用北斗导航、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展示了中国
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

孩子们在玩冰球游戏

小观众模仿滑雪姿势

模拟冰壶比赛

冰壶鞋和短道速滑手套

小观众体验雪车游戏

科技新生活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