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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摘自《国际科技合作机会》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以色列科学家研发出

可穿戴或早期诊断传感器

本报讯 近日，以色列理工学院沃夫森化学

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一款可以识别弯曲和

扭曲的可穿戴运动传感器。这种智能传感器由高

伸缩性的材料制成，可像真正的皮肤一样与人类

的皮肤完美贴合；其传感器可精确识别人体关节

的运动幅度，精度高达半度。

该设备结合了运动学、材料学、数学、人工智

能等多领域的技术，具有精度高、价格低廉、与人

体贴合好等特点，不仅可作为日常健康监测的穿

戴设备，还可用于帕金森病等部分疾病的早期诊

断，在健康监测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
上，并被选为杂志封面。

日本研究团队研发出

打音检查无人机

本报讯 近日，日本筑波大学的山口友之助

教和望山洋准教授等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开发出

一种能对混凝土墙面和桥墩等进行打音检查的

无人机。当新型无人机接近天花板或墙面时，会

被螺旋桨上下的气压差吸住而保持稳定的姿

态。 这时，无人机可一边将轮胎贴在墙面上，一

边将机上的“速动马达（snap motor）”机构压在墙

上，实现打音检查。实验中，速动马达可对墙面

进行频率最大达1赫兹的打击。

下一步，研究团队计划进行螺旋桨声音和打

击声音的分离及相关打音检查技术的研发，以实

现其应用于桥梁、隧道等混凝土结构物及楼宇墙

面瓷砖浮起等方面的检查。

美国物理学家揭示世界最薄

超导体不寻常电子行为

本报讯 近日，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布鲁

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领导的一项最新研

究，利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共振非弹性X射

线散射（RIXS）仪器对世界上最薄的超导体硒化

铁进行实验，并报告了第一个实验证据，解释了这

种世界上最薄的超导体背后不寻常的电子行为。

该研究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
nications）上。

在这项研究中，物理学家不仅在原子层厚度

的材料中检测到自旋激发，而且通过实验表明，超

薄样品中的自旋动力学与大块样品中的自旋动力

学有显著差异。具体来说，超薄样品中波动自旋

的能量比大块样品中的自旋能量高4-5倍。这是

第一个证实一层原子薄的物质中存在自旋激发的

实验证据。

乌克兰科学院研发出

电子束3D打印设备

本报讯 近日，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巴顿焊接研

究所研发出乌首个电子束3D打印设备。该设备由

1个小型真空室、垂直移动平台、金属粉末进料和

分料装置、最大功率为 60千瓦的电子束枪以及高

压电源组成；以金属粉末为原材料，可逐层打印出

特定形状和结构的金属部件，每小时打印能力为

80立方厘米。

与大多数传统加工技术不同，这种技术与自动

设计软件相结合，其运行和工艺流程完全自动化，

可生产出具有特殊属性和特定形状的部件，而且可

以减少材料消耗，节约产品生产时间。该设备将广

泛应用在乌克兰涡轮机和飞机发动机生产企业。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确定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二批试点城市

的通知》。根据《通知》，重庆、深圳等10个城

市被确定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

汽车协同发展第二批试点城市。截至目前，

全国共有16个城市入选试点名单。

专家表示，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是

汽车行业参与制造业强国建设、实现产业升

级转型的重要突破点。《通知》的发布也标志

着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正在进一步加速。

试点扩容

《通知》显示，在各城市自愿申报基础

上，经组织专家评审和实地调研，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确定，重

庆、深圳、厦门、南京、济南、成都、合肥、沧

州、芜湖、淄博等 10个城市为智慧城市基础

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二批试点

城市。

《通知》称，试点城市要制定完善试点

工作方案，经专家评审通过后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试点城市要

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落实资金等保障措

施，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成效，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据了解，智能网联汽车，是指车联网与智

能汽车的有机联合，是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

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

网络技术，实现车与人、车、路、后台等智能信

息交换共享，实现安全、舒适、节能、高效行驶，

并最终可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

2021年 5月，两部门确定了智慧城市基

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首批试点

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

无锡。

“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是我国汽车行

业参与制造业强国建设、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的重要突破点。智能网联汽车试点工作的

加速推进，将会对我国汽车行业的加快发展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5G 时代的到

来，让汽车行业进入大变革时代，汽车企业

应当进行战略性布局，否则可能会错失发展

良机。

加强统筹部署

在第二批试点出炉后不久，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智慧城市

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二批

试点城市工作部署会议，与10个第二批试点

城市进行沟通交流，强化统筹协调，落实保

障措施，确保试点取得成效，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会议提出，在试点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

统筹部署，务实推动试点示范。在产业发展

层面，注重车、路、云、网、图一体化发展，加

大 5G通信、大数据、信息安全等网联化技术

研发力度，加快城市智能基础设施、一体化

数字底盘、“车城网”平台等建设力度，扩大

车载联网终端的搭载规模，加快 C-V2X 技

术在智能网联汽车上的应用。在试点示范

层面，结合地方特色和产业基础，以应用为

导向部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多样化的测试

示范和应用环境，探索不同场景下的示范

应用，加速推动实现商业化运营。在标准

法规层面，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建立完善智

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技术标准

体系，推动出台智能网联汽车在城市中开展

测试示范、商业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

文件。

会议明确，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

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是支撑智慧城市建设

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应坚持

需求引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循序建设、

车路协同的原则，进一步细化分解试点任务

目标，保障规划项目落地实施。第二批试点

城市要认真学习和借鉴第一批试点城市的

工作经验，围绕重点内容，建设“智慧的路”，

部署“聪明的车”，建设“车城网”平台，开展

示范应用，完善标准制度，加强试点城市间

的沟通交流，发挥多方资源力量的协同作

用，为全国范围内的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网

联汽车发展贡献力量。

规范先行

为规范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2021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

合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

管理规范（试行）》，对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

主体、驾驶人及车辆，道路测试申请，示范应

用申请，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交通违

法与事故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与 2018年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相比，此次主要

在4个方面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一是在道路

测试基础上增加示范应用，允许经过一定时

间或里程道路测试、安全可靠的车辆开展载

人载物示范应用；并将测试示范道路扩展到

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公路、城市道路和区

域。

二是测试车辆范围增加了专用作业车，

以满足无人清扫车等使用需求，对测试示范

主体则增加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的

保障能力要求。

三是完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

通用检测项目，推动实现测试项目和标准规

范的统一，明确在一个地方通过检测后，进

行异地测试时，对于通用项目不需重复检

测，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四是取消“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通知书”

的发放要求，将相关安全性要求调整为企业

安全性自我声明，简化办理程序。

“《管理规范（试行）》的印发，是为了智

能联网汽车行业新的发展需求，推动实现由

道路测试向示范应用扩展。”该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生态环

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6 部门联

合发布《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旨

在推进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提升工业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全面

绿色转型。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5年，我国力争

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4%左

右，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等行业规模以上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进一步提升，纺织、

造纸、食品等行业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较 2020 年提升 5 个百分点以上，工

业用市政再生水量大幅提高，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6%，基本形成

主要用水行业废水高效循环利用新格局。

为达到 2025年的新目标，《实施方案》

提出了 7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包括聚焦重

点行业，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提升行动；坚

持创新驱动，攻关一批关键核心装备技术

工艺；实施分类推广，分业分区提升先进

适用装备技术工艺应用水平；突出标准引

领，推进重点行业水效对标达标；强化示

范带动，打造废水循环利用典型标杆；加

强服务支撑，培育壮大废水循环利用专业

力量；推进综合施策，提升废水循环利用管

理水平。

其中，为培育壮大废水循环利用专业

力量，6部门提出，要遴选、发布一批废水处

理装备、工程应用优质企业名单，培育一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相关单位组建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产业联盟，为企业提供

一体化综合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方案》的出台对缓

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减少水污染和保障水

生态安全，提升工业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

“在保障措施方面，将强化政策支撑，

完善激励机制。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

持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相关项目，鼓励地方

设计多元化的财政资金投入保障机制。落

实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产融合作专项政策

和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完善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工业作为我国用水的重要领

域之一，2020 年工业用水量为 1028.9 亿立

方米，占全国用水总量的 17.7%，工业废水

排放量约占全国污水排放量的 1/5。近年

来，我国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取得积极进展，

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从2015年的

89%提高至 2020年的 92.5%，2020年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5年下降39.6%。

本报讯 到 2025 年，现代轻工产业体

系基本形成。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重点

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较 2020 年增长 10%。突

破一批关键技术，年均新增 100 项左右升级

和创新消费品。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

研究起草了《关于加快现代轻工产业体系

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

求意见，旨在解决目前我国轻工产业集中

度不高、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国际知名品

牌不多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构

建现代轻工产业体系。

根据《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到 2025
年，行业经济稳定运行，工业增加值增速稳

定在全国工业水平之上，利润年均增长 5%
左右，重点行业利润率保持在 6%以上，主要

产品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基本稳定，质量效

益明显提升。同时，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

培育一批消费引领能力强、国际竞争优势

明显的轻工产品品牌。百亿元以上品牌价

值企业超过 100 家，重点产业集群区域品牌

影响力持续提升。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构建高

质量的供给体系，增加升级创新产品。围

绕健康、育幼、养老等迫切需求，大力发展

功能食品，化妆品，休闲健身产品，益智类

玩具，适老化家电、家具、智慧家居产品以

及老年休闲娱乐产品等老年用品。以乡村

振兴战略为契机，积极开发适应农村市场

的轻工产品。提高轻工业设计水平，培育

一批国家级、省级工业设计研究院，壮大一

批设计园区、设计小镇，支持家用电器、家

具、皮革、五金制品、玩具和婴童用品等行业

设计创新等。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升级

创新产品制造工程，其中在家用电器领域，发

展智能节能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

推杆式无线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新兴小家

电，以及互联网智能家电全场景解决方案。

值得关注的是，《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提出，建设高水平的产业集群。推动现有集

群转型升级，促进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在

集群内高度集聚和顺畅流通，构建资源高效

利用、产业分工协作、企业共生发展的生态体

系。推动一批老年用品产业园区向产业集聚

区方向发展。选择单一品种产业规模大和创

新能力、制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集

群，推动以产业链强链补链为导向，强化跨

区域协同发展和国际合作，深度嵌入全球

价值链，聚焦轻工产业优势领域，培育形成

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叶伟

两部门确定第二批10个试点城市

智能网联汽车将与智慧城市协同发展

6部门发布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将达94%

到2025年我国轻工业
年均增百项创新消费品

近日，全国首届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暨2022成都·互联网营销师直播万人拉力赛在成都宽窄巷子启动。来自全国各地

的互联网营销师分批“入驻”宽窄巷子，和商家一道开启直播比拼迎新春。图为3名网络主播在成都宽窄巷子直播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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