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蒋晓国 欧阳杰军 徐波）道县工
业园管理委员会近日透露，道县将启动省级高科园及
园区调区扩区申报等工作，并继续推进文体公园、135
工程标准厂房、园区路网等重大项目建设，尽快完成
道县绍基 110千伏变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

今年以来，道县坚持动态监测，做到一月一调度，
一季一小结，预测、分析园区工业经济运行现状，准确
研判工业经济发展态势， 做好经济运行要素保障，提
高运行调控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道县还组建招商小组外出考察， 做好项目推介活动，
力争引进更多龙头企业落户道县。

道县工业园区将启动
省级高科园申报

● 动态传真

本报讯（通讯员 李游 余旭华）近日，
长沙高新区再签下包括智能制造产业在
内的 6 大科技产业项目， 投资总额 24 亿
元。 这也是今年以来长沙高新区的第二批
集中签约项目。

长沙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
主任谭勇介绍， 此次签约的 6 个代表性
签约项目， 投资主体既有上市公司，
也包括产学研成果转化创新型企业。

项目内容涉及以军民融合为代表的智能
制造产业、 以大数据和电子商务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以及新能源和
节能环保等园区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
等。 其中， 泰豪军工集团拟对中部地区
军民融合板块产业进行整合， 引入军委
后勤保障部“150 软质输油管线系统”、
空军装备部“机场清扫、 除雪、 除冰装
备” 等重大项目。 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

预期实现年产值可达约 15 亿元。 信息
技术产业“中部智谷·国际数据基地项
目”， 则是湖南省首个“智慧机器人研
发中心 + 大数据中心 + 智能制造 + 互
联网 +” 为一体的信息化科研孵化中心
项目。 该项目将以大数据产业为核心，
以网络安全为支撑， 以商业机器人研发
为应用之一， 积极布局各产业领域的应
用。

长沙高新区再签 6大产业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 袁路华）6月 25日，长沙高新区
企业湖南视觉伟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通号工程局
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麓谷芯城科技园举行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

视觉伟业是一家以 AI 视觉为核心的人工智能
自主创新国家级高新企业， 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
智慧安防、智慧停车、智慧商业等“人工智能 + 互联
网”系统解决方案。据介绍，签约后，双方将聚焦铁路
运维基础环节， 实现铁路沿线和站场的可视化及闭
环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王岁红 田桂英）日
前，在第十三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
暨第九届中国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
上，长沙展厅展出的系列军民两用科技成
果展品中，由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展出的图形处理器（GPU）芯片，是国内

目前唯一成功自主研发并实现产业化应
用的 GPU 芯片， 为我国国防等领域提供
了可靠安全保障，可谓惊艳展会，吸引了
不少观展的业内人士。

“我们自主研发的国产化图形处
理器 （GPU） 芯片已在国防领域应

用， 控制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安
全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 长沙景嘉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军介绍
说。 该公司致力于信息探测、 信息处
理和信息传递领域的技术和综合航
天、 航海、 车载等专业领域。

自主研发国产化图形处理器芯片“长沙造”

● 探索

●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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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

● 创新展台

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了优步（Uber）的一项专利申请，表明这家网约车巨头
正在探索用人工智能来识别醉酒乘客的可行性。 其描述了一套可以根据用户日常使
用 Uber App 习惯的 AI 系统，以辨别异常状况的发生。 除此之外，这套 AI 系统还会
将用户约车的地点和一天中所处的时间等因素考虑在内。 该专利还表示，Uber 向用
户提供的服务，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司机可能会被告知其乘客的状态。 处于不寻
常状态的客户，会被系统匹配给那些具有相关经验或培训的 Uber 司机，或者乘客可
能因为自身当前的状况而被拒绝服务。

据《都市快报》

由西安交通大学贺西京教授研究团
队完成的“三维（3D）打印技术重建脊柱
脊髓功能的临床应用与相关研究”项目，
结合金属三维打印技术， 研制出可动人
工颈椎假体，为解决颈椎次全切、减压融
合术后活动度丧失这一难题提供新思
路。

据介绍，钛笼、钛板的固定手术是当
前世界上临床应用很广泛的术式。 新研
发的三维打印个性化穹隆顶钛笼， 消除
了传统钛笼的锐利边缘， 使穹隆顶钛笼
精准适配颈椎解剖特点， 同时增加钛笼
与椎体的接触面积， 利于获得长期稳定
性。 目前经过 200余例的临床应用，随访
资料证实较传统钛笼的塌陷发生率显著
下降。

许祖华

一直以来，外星人爱好者们设计了
多种搜寻外星生命迹象的复杂方法，但
日前一篇新论文指出，我们也许想得过
于复杂了。 与其去找巨型建筑和太空
船，不如找找更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
围绕地外行星旋转的外星人卫星和太
空垃圾。

这篇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期刊》上
的论文指出，利用现有技术，应当可以
从地球上观察到地外行星同步轨道上
的卫星， 只要这些卫星数量够多就行。
该研究作者、加那利天体物理学研究所
的天文学家赫克托·索卡斯·纳瓦罗表
示，从地球上看去，当地外行星从自己
的宿主恒星前方穿过时，围绕在该行星
周围的卫星和太空垃圾应当会产生一
种独特的光曲线特征。 该方法可帮助我
们寻找与地球约处于同一技术发展水
平的外星文明。

科文

太空垃圾或有助于
寻找外星人

三维打印可动人工颈椎
假体研制成功

国内首家“智能轨道交通
联合实验室”落户长沙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新兵 陈代兵)6 月
27 日，湖南电将军新能源有限公司投产仪
式暨富铝锂电池新技术发布会在娄底经
济技术开发区内“娄底市新能源动力电池
和储能电源产业园”举行。 当天，湖南电将
军一期工程第一条年产 1 亿瓦时的锂电
池生产线竣工投产，全球首创，被誉为“黑

科技”的富铝锂电池新技术正式面世。
由中南大学博导陈立宝团队与湖南

电将军共同研发的富铝锂电池新技术，系
全球新能源领域最前沿的应用型技术。 该
技术解决了现有锂电池产品功率不高、不
耐低温等难题，零下 50摄氏度仍可实现正
常稳定充放电，是一款高功率、高安全、高

性价比的先进智能储能产品。
据介绍， 湖南电将军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产后，将拥有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家庭智
能储能电源、PACK 等 17 条全自动化生产
线，年产高功率高安全富铝锂电池 12 亿瓦
时，产值将达到 120 亿元，解决 3000 多人
就业。

使用 AI 来判断乘客是否醉酒

全球首创“黑科技”富铝锂电池新技术面世

新设备可在沙漠
收集空气中的水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并测试了一种
“吸水”设备，可仅利用太阳能，在沙漠中
收集空气中的水。据介绍，该设备使用了
名为“金属有机框架”的固体多孔材料，
这种由金属锆制成的材料极易吸收液体
和气体， 且能在被加热后迅速将它们释
放。

实测中，设备里的“金属有机框架”
在夜间吸收了空气中的水， 并在白天借
助太阳能加热，将水排放到特定容器中。
研究人员说， 每千克锆基“金属有机框
架”有望每天收集 ２００ 毫升水，但由于金
属锆成本较高， 他们又利用金属铝开发
出了铝基“金属有机框架”，不仅成本大
幅降低，吸水能力还更强，有望实现每千
克材料每天收集 ４００毫升水。 周舟

7 月 2 日，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传来消
息， 该校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陆朝阳、 刘乃
乐、汪喜林等通过调控 6 个光子的偏振、路径
和轨道角动量 3 个自由度， 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 18 个光量子比特的纠缠，刷新了所有物理
体系中最大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录。 该成果
以“编辑推荐”的形式日前发表在《物理评论
快报》上。

多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和纠缠态制备
是发展可扩展量子信息技术， 特别是量子计
算的最核心指标。 量子计算的速度随着实验
可操纵的纠缠比特数目的增加而指数级提

升。 然而，要实现多个量子比特的纠缠，需要
进行高精度、 高效率的量子态制备和独立量
子比特之间相互作用的精确调控。 而量子比
特数目的增加，使得操纵带来的噪声、串扰和
错误也随之增加。 这对量子体系的设计、加工
和调控要求极高， 对量子纠缠和量子计算的
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 多粒子纠缠的操纵作
为量子计算不可逾越的技术制高点， 一直是
国际角逐的焦点。 潘建伟及其同事过去 20年
一直在国际上引领着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
的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光子的多个自
由度的调控方法。

潘建伟小组科研人员通过多年的不懈探
索和技术攻关， 研究组自主研发了高稳定单
光子多自由度干涉仪， 实现了不同自由度量
子态之间的确定性和高效率的相干转换，完
成了对 18 个量子比特的 262144 种状态的同
时测量。 在此基础上， 研究组成功实现了 18
个光量子比特超纠缠态的实验制备和严格多
体纯纠缠的验证， 创造了所有物理体系纠缠
态制备的世界纪录。 该成果可进一步应用于
大尺度、高效率量子信息技术，表明我国继续
在国际上引领多体纠缠的研究。

吴长锋

我国率先实现 18个量子比特纠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