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位于浏阳市镇头镇浏阳市五
中的浏阳艺术科技博物馆开馆。

浏阳艺术科技博物馆总面积达 6000
余平方米，于 2015 年开始建设，已完成
一期工程， 展出钱学森生平以及航空航
天、 卫星遥感应用、 计算机与互联网发
展、中国古代艺术、中国现代艺术、世界
古代艺术、世界现代艺术等内容。

钱学森之子、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
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参与规划设计， 并帮
助浏阳市五中开设钱学森实验班。 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吴啸海精心雕塑了钱学森
铜像，国家国防科工局机关及 10 多个军
工集团、数十家企事业单位、部分大学及
中科院有关研究所、 海内外艺术家等为
该馆捐赠了展品。

王文

浏阳艺术科技博物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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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随着清晰语音和流畅画
面传来，湖南移动长沙分公司总经理李
波与长沙市天心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周志军打通了湖南省首个 5G 视频电
话。预计 2020 年 5G 将实现全省规模商
用，届时，市民无需换卡换号就能畅享
5G 网络。

5G 明年实现全省规模商用， 无需
换卡换号

“第一个 5G 电话的拨通，意味着我
们 5G 商用基本条件已具备。 ”湖南移动
计划部 5G 项目经理刘未晓介绍，“预计
2020 年 5G 实现全省规模商用。 届时市
民无需换卡换号， 便可实现 5G 网络的
使用。 ”

湖南移动总经理丘文辉介绍，湖南
移动在 2018 年启动 5G 建设试点，目前
已在 14 个市州开通 5G 站点，并在长沙
实现五一商圈、河西高校、重点政府单
位以及湘江新区智能系统测试区的连
续覆盖。

此外，湖南移动围绕长沙市“三智
一自主”产业布局开展 5G 应用创新，开
展湘江新区 5G 网联自动驾驶试验，与
三一重工合作建设 5G 智能制造产业园
区;在今年省“两会”期间，实现首次 5G
电视新闻直播; 联合长沙黄兴路步行街
建设全省首个智慧街区。 5 月 18 日，全
球首个 5G 智慧文博将在湖南省博物馆
亮相， 届时， 市民可免费体验 5G 新技
术。
多方合作，推动 5G 和新技术融合发展

除了 4K 高清视频通话， 动作传感
机器人、远程触感交互系统、AR 虚拟控
制、VR 体感游戏等 5G 应用也得到了展
示，它们利用 5G 网络高带宽、低时延的
特点，将人体动作指令上传到网络云端
后传输给机器人，此类应用可在智能仓
储、远程医疗、自动控制等垂直领域发
挥作用。

5G 数字化产业联盟成立后， 多方
将推动 5G 和人工智能、 物联网、 云计

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新技术的融合发
展，面向智慧城市、工业制造、教育、医
疗、 媒体娱乐等共同打造 5G 创新应用
标杆。
天心区成湖南首个 5G 全域覆盖城区

据了解， 长沙市天心区将作为湖南
省首个、 中部地区首个完成 5G 基础网
络全覆盖的城区， 率先进入 5G 发展快
车道。日前，天心区委区政府与长沙联通
签署《共同推进天心区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启动湖南首个 5G 及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示范街区建设，2019
年内，24 小时无人店铺、8K 高清视频、
云 VR 等项目将陆续以集装箱模块建筑
的方式在黄兴路步行街落地。

目前， 天心区全区 5G 网络基础建
设已基本完成，5G 站址布点达 1432 个，
湖南省政府、五一商圈、天心区政府、长
株潭商圈以及天心经开区、 文化广告产
业园等重点区域全面实现信号覆盖。

黄亚苹

● 聚 焦

科教新报

这款多功能床头机由柜体、护栏、侧边收纳区间、储物槽、储物抽屉、usb 充电
口、磁性收纳器、台灯、加湿器组成。 发明人采用 2d 绘图、静电感应、高频振动、电
子电路、电子制作等科技手段，用组合法把原本放在床头柜上凌乱的物品，有序组
合。 不仅功能强大，美观大方，还方便整洁。

发明人：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小学 唐湘钊

● 小小发明家

湖南首个 5G视频电话拨通

“再过一个多月，待小麦收割后，就
该到种水稻的时候了。 ”近日，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获得者、扬州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教授张瑞宏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三句话不离农田。 张瑞宏的同事都
说，“无论你和张老师说什么，他都能把
你带到田里去。 ”

已是副厂长却选择辞职读研
今年 59 岁的张瑞宏， 看上去就是

个“庄稼汉”：黝黑的皮肤、裤腿儿沾着
泥……这是经年累月在田间工作，给他
留下的痕迹。

入行 30 年来， 他没有一年离开过
土地。

靠着这份坚持，在农业机械、生物
环境与能源工程这块“土地”上，他收获
颇丰： 先后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30
多项， 在专业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50 多
篇，培养博士、硕士生 20 多人。

1977 年恢复高考后，张瑞宏考入扬
州大学，学习农业机械专业。

大学毕业后，张瑞宏被分配到县里
一家生产农业机械的工厂工作。 没过几
年，由于专业基础扎实，工作成绩优异，
他被提拔为副厂长。

1987 年，张瑞宏谢绝了厂领导与亲
朋好友的挽留，报考了扬州大学农业机
械专业研究生。 1990 年，他留校任教，成
为一名培养农业机械人才的教师。 为了
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2002 年在校领导

的支持下，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生
物环境与能源工程方向博士。

2006 年， 张瑞宏获得了博士学位。
当时，一些科研单位和外资企业都向他
抛来了“橄榄枝”，其中不乏一些高薪的
工作机会。 可他却选择回到扬州大学，
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

在扬州大学江都高端装备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黄庆华眼里，张瑞宏是个坐
得住冷板凳的人。 刚到扬州大学工作的
那几年，他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于是他
就把每月大部分工资拿来用于科研，而
自己家里却连添一样家电都难。 自家生
活开销，全靠爱人微薄的工资。

由于多年没有积蓄，他家里既没买
车，也没买房。 至今，他们夫妻二人仍住
在学校分配的 50 多平方米的老房内。

带队建起万亩智能示范区
在张瑞宏眼里，我国粮食生产要想

实现高产优质的目标，必须改变目前先
进技术碎片化应用的现状，组建智慧种
植产业体系。

针对这些问题，张瑞宏每到一处农
田便会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农业生
产企业建议， 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
进农业、农机、农艺的结合，大力发展现
代智能农业， 促进农业生产精准化、智
能化、生态化。

然而，几年下来，收效并不显著。
情急之下，他决定自己动手干。 去

年 6 月， 在江苏省泰州市农业开发区政
府的支持下，张瑞宏带领团队建设起万
亩智能高效优质稻米示范区，进行稻麦
示范种植。

同时，张瑞宏带领团队利用物联网
技术，建设田间智能监测系统，通过布
在田间的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测作物生
长的长势、叶片数、叶色、病斑、害虫虫
口密度、土壤含水量，并将这些数据传
至监控中心， 为种植决策提供辅助信
息。

巧用这些新技术，首年示范种植的
南粳系列稻米，亩产平均达到 700 公斤。
目前， 张瑞宏团队与扬州大学江都高
端装备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扬州金涛精
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瑞宏团队集成创新了多项新技
术，建立从种到收的农机农艺融合的农
业种植产业链，打造出数字化种植智慧
农业示范区。 ”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党委副书记虞强说。

过国忠

张瑞宏： 给稻田加点“智慧”

由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
司（简称“天仪研究院”）与娄底市娄星区
政府合作，联合研制的“娄星号”卫星日
前从长沙出征， 将发往北京怀柔基地装
箭。 按照计划，“娄星号”卫星将于 6 月搭
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升空， 这也是我
国运载火箭首次实施海上发射。

据介绍，“娄星号” 卫星是一颗基于
6U 立方星平台研制的中分辨率遥感卫
星，全色分辨率 5 米，幅宽 80 千米，轨道
高度 500 千米。 卫星上的摄像头，从空中
一次可获取地面 80 千米宽度范围内、分
辨率为 5 米的遥感影像。

天仪研究院副总裁刘京阳介绍，发
射成功后，“娄星号” 卫星将与天仪研究
院此前发射的卫星组网运行， 为娄底的

“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林业、农业、水利、
自然资源等遥感数据。 接下来，天仪研究
院将与娄星区深度合作， 共建商业航天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展微小卫星零部
件的研制、卫星遥测遥控和人才培养等。

曹娴

“娄星号”卫星将搭载长征
十一号运载火箭 6月发射

人脸识别进店、刷脸自动结算、畅销
商品智能推荐……近日， 湖南省首家京
东 X无人超市在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亮
相， 吸引不少市民前去体验。 这是长沙
市、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链
重要战略试点项目之一， 开启长沙“刷
脸”购物新时代。

记者在现场看到， 京东 X 无人超市
陈列了 500 余种货品， 只需 4 个步骤便
可轻松完成购物， 记者体验从进店到完
成付费，整个过程耗时约 5 秒。 值得注意
的是，即便商品装在口袋或背包里，在通
过结算通道时依然能被感知。 结算成功
后，顾客便可通过自动感应门离开。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作为建设运营方，
将抢抓智能零售业态发展机遇， 在长沙
开设多个无人超市， 为广大市民提供安
全、智能、便捷的购物体验。

王晗

长沙开启
“刷脸”购物新时代

多功能床头机

预计明年全省规模商用

钱学森之子参与规划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