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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婉婉

这是一张神奇的照片，湛蓝色的画
面上斜卧着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
湖，巢湖北岸星罗棋布着合肥市区建筑
和道路， 西南岸边是大片沃野良田，峔
山岛和孤山岛犹如镶嵌在碧波中的明
珠……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就是“巢湖一
号”卫星。

3 月 6 日， 中国电科 38 所研制的
“天仙星座”首发星“巢湖一号”在顺利
升空一周后，成功获取巢湖影像，经解
译、验证，图像质量良好，目前图像已存
档并进行数据处理和专题应用服务。

“微波成像相机”迭代升级

成功接收到卫星下传的雷达回波
数据， 而后经处理得到高质量的 SAR
图像，即能证明“巢湖一号”卫星研制成
功， 也标志着它转入在轨运行测试阶
段。 据中国电科 38 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巢湖一号”2 月 27 日发射入轨后，经过
姿态调整、测控数传开通、能源系统检
查后，雷达正式开机成像，下传目标区
域图像。 经卫星地面系统快速处理，数
据一经下传便即刻成像，从图像效果看
质量很好。

据科学家介绍，“巢湖一号”的工作
原理就像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微波成像
相机， 以微波代替传统可见光来拍照。
卫星把微波发射到地面，再接收反射回
来的微波信号，通过处理得到图像。 用
这种“相机”对地球拍照时，相当于人们
处于太空的视角看地球，在地球上空几
百公里的高度， 看的面积自然就很大，
同时也不受地域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可
以实现“想拍就拍”。

正式进入工作状态的 “巢湖一号”

具备区域多点目标的连续成像能力、精
密定轨能力、在轨成像处理和 AI处理功
能。 依托 SAR遥感卫星全天时全天候稳
定获取遥感影像的特点，“巢湖一号”还
具备 6 小时应急成像能力， 与 “海丝一
号”组网观测，可以提供更加精准、高效、
可靠的 SAR 卫星遥感数据服务，为我国
自然资源、防灾减灾、形变监测、安全管
控、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提供服务。

欲织“天仙星座”空天信息网

“海丝一号 ”是由中国电科 38 所
提供 SAR 载荷的我国首颗商业 SAR
遥感卫星 ，于 2020 年 12 月发射升空 ，
已经在苏伊士运河堵塞 、 斯里兰卡海
域船只大规模溢油、 河南洪涝灾害等
多个场合大显身手。今年年初，南太平
洋岛国汤加境内的洪阿哈阿帕伊岛海
底火山发生大规模喷发并引发局地海
啸。火山爆发后，由于互联网和通讯网
全部中断，汤加全国失联。 “海丝一号”
利用全天时、 全天候直接穿云透雾的
成像优势， 第一时间对该国首都努库
阿洛法等重点区域编制应急观测计
划 ， 并分别于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 1
时 、1 月 18 日 0 时 ， 连续两晚成功获
取汤加王国首都努库阿洛法地区与汤
加王国洪阿哈阿帕伊火山地区的灾后
SAR 卫星影像。

相比“海丝一号”，“巢湖一号”进一
步优化了卫星平台和雷达载荷设计，使
得卫星在成像幅宽、分辨率、最大成像
时长、数据传输、轨控等核心能力上均
有了显著提升，并增加了区域多点目标
的连续成像能力、精密定轨能力及在轨
AI 处理功能。

“巢湖一号”还肩负着首发的重任。
去年 9 月， 在第十三届中国航展上，中

国电科 38 所发布了我国“天仙星座”计
划。 该计划由 96 颗轻小型、高性能合成
孔径雷达（SAR）卫星构成的卫星星座，
部署在多个轨道面，构建起一张空天信
息网。 “天仙星座”可实现全天时、全天
候、高时效、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的效果，
为用户提供及时、 精准的监测服务，实
现有“感”而发、随“星”而动的一键式服
务体验。 “巢湖一号”正是“天仙星座”计
划的首发星，其应用需求由天地信息网
络研究院（安徽）有限公司提出，中国电
科 38 所为载荷总体。

抢占空天信息产业新高地

“巢湖一号”的成功投用推动了“天
仙星座” 的加快成形以及 SAR 数据行
业应用，也助力合肥市乃至我省打造空
天信息产业的新高地。

伴随着我国对宇宙空间的不断探
索，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大国竞争和我
国实现科技赶超的重要产业阵地，也是
迈入全互联时代支撑经济社会数字转
型的新兴产业形态。 空天信息产业的产
业链主要包括上游的卫星制造发射和
地面设备制造、中游的卫星运营、下游
的数据应用服务等。

“十四五”期间，我省已经明确将聚
焦空天科技等领域，力争取得若干“从 0
到 1”重大原创性成果。 去年 7 月，安徽
省政府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意在谋划国家重
大科技项目、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

而作为国家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城市之一的合肥，在该市“十四五”
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推动空天科技等
前沿基础研究领域形成更多引领性原

创成果。 合肥将加速空天信息产业发展
步伐，积极参与布局深空探测、卫星遥
感等国家重大工程，加快形成覆盖上游
卫星平台及载荷制造、中游地面设备制
造、下游数据应用完整产业链，涵养“空
天系”产业生态，打造产业新地标。 自去
年 11 月开始， 国内空天信息产业头部
企业落地合肥的步伐也明显加快。 2 月
28 日，“空天信息与数字地球创新峰会”
在合肥召开。 会上，4 家公司正式签约，
未来将助力合肥加速布局空天信息产
业新赛道。

目前， 在上游卫星载荷制造方面，
合肥依托中国电科 38 所、 中国科学院
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已组建起专业的航天装备研制队伍，具
备航天产品设计、制造、集成、测试、服
务能力。 在中游地面设备制造方面，合
肥拥有四创电子、北方雷科、若森智能
等知名企业，以及北斗导航技术安徽省
重点实验室等近 10 家研究机构， 具备
卫星通信、 导航终端研制和生产的能
力。 在下游数据应用方面，合肥拥有覆
盖广泛的各类信息服务，特别是以天地
信息网络研究院、讯飞数码、航天宏图、
北方雷科、四维图新等为代表的企业已
形成基于空天数据的应用生态。

茫茫太空中、漫漫星程里将会留下
越来越多安徽的身影，跑上“星”赛道的
安徽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家提出强化表征AI学习模型
本报讯 （记者 汪永安） 近日 ,

中科院合肥研究智能所先进制造研
究中心王红强研究员团队与中启人
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提出利用有效视
野域理论强化表征 AI学习模型，并
证实该模型能够显著提高目标检测
性能。

深度学习是当前人工智能的核
心，在基于 DCNN 的深度学习模型
中，网络视野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一
直以来鲜有对其深入研究应用。 团
队研究人员提出一种有效感受野
(eRF)强化思路，并设计了有效视野
域强化表征学习模块, 通过应用于
现有的目标检测器， 证实该模型显
著提高了目标检测性能， 尤其是在
小目标识别方面。

对于传统的目标检测器而言，
在训练过程中存在难以收敛和训练
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 科研人员注
意到，在人类视觉系统中，物体只有
落在视野范围内才可见， 且当眼睛

注意到某物时， 视野中会出现同心
对抗现象： 激发中心区域但抑制外
围区域。鉴于此，科研人员提出模仿
人眼有效感受野区域来增强表征学
习。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目标
检测器的骨干网络卷积层深度是有
效感受野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通过
卷积层深度拟合目标的有效感受野
半径， 并将中心点落在有效感受野
区域内的锚框中， 所提出的模型提
高了目标检测细微特征的强化学习
能力。

该工作先期已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团队
构建的 Pest24大规模小样本深度学
习基准点， 填补了当前大规模农业
害虫小目标机器学习数据集缺失空
白， 被同行认为有很大潜力成为深
度学习的标准数据。 下一步团队将
继续深入开展 eRF理论与模型方法
研究，并在医疗健康、安防、农业虫
害监测等领域进行产业化应用。

太平洋下方最大尺度
超低速带三维结构被揭晓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孙道远教授课题组与瑞
士伯尔尼大学学者合作， 在地球核
幔边界大尺度超低速异常体结构研
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获得了太平
洋下方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尺度
超低速带的三维结构。 相关成果近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地球核幔边界广泛分布着超低
速带， 它是核幔边界存在的一种结
构异常。 大多数现有观察到的超低
速带， 聚集在下地幔大尺度低速体
的边缘， 其详细特征在地球演化研
究中具有特殊意义。

已有研究指出， 太平洋下地幔
大尺度低速体的北部边界存在超大
尺度柱状超低速带 ， 但由于缺乏
南-北方向数据， 该超低速带的位
置、大小等信息尚不清楚。 2016 年
以来， 随着阿拉斯加地区地震监测
台站数量不断增加 ， 利用南-北 、
东-西两个方向地震数据来“绘出”
该区域内大尺度低速体的边界与超
低速带三维结构成为可能。

课题组通过对两个方向不同地
震波的测量， 确定太平洋大尺度低
速体北部边界处的高度约 900 千
米、 大尺度低速体内部的横波速度
扰动以及大尺度低速体向北倾斜的
边界特征。 他们进一步利用波形拟

合的方法， 得到超大尺度超低速带
的三维结构，其尺寸约 1500×900 千
米， 高度约 50 千米，S 波波速降为
10%。 根据超低速带内部的横纵波
速度扰动比值， 课题组认为它是由
化学异常所造成。

结合大尺度低速体、超低速带
以及古老俯冲板片的位置关系，课
题组对超大尺度超低速带的形成
提出假说，认为太平洋大尺度低速
体的北部边界处存在长期稳定由
俯冲板片主导的水平地幔汇聚流，
小尺度的超低速带在地幔流的作
用下不断在大尺度低速体的边缘
处累积，最终形成现在探测到的超
大尺度超低速带。 同时，由于地幔
流的作用，大尺度低速体也形成了
向北倾斜的形态。 相比之下，太平
洋大尺度低速体东北缘探测到的
小尺度超低速带，是剪切地幔流将
大尺度超低速带不断破碎化所造
成，而其中导致的强烈的热不稳定
性可能会触发地幔热柱的产生，因
此夏威夷热点下方地幔热柱的起
源更可能来源于大尺度低速体东
北部边界。

课题组假说与动力学研究结果
有很好的相关性。 这一成果显示了
更精确的地震图像， 对认识地球下
地幔动力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不怕冻”的超级电容器问世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固体所王振洋研究
员团队在光热增强型超级电容器研
究方面取得进展。

在低温环境下， 由于电解液离
子扩散受阻， 超级电容器等储电器
件的电化学性能会急剧衰减。 而利
用具有光热性能的电极材料， 通过
太阳能光热效应实现器件温度的快
速上升， 有望大幅提升超级电容器
的低温性能。然而，开发兼具优异光
热性能和高储电能力的电极材料依
然是一个挑战。

鉴于此， 研究人员采用激光诱
导技术制备了具有三维多孔结构的
石墨烯晶体膜， 并通过脉冲电沉积
技术将聚吡咯均匀复合到多孔石墨
烯导电网络内部，构筑了石墨烯/聚
吡咯复合电极，其具有高比容量，且
能有效利用太阳光热效应实现电极

温度的快速上升等特点。 在此基础
上， 研究人员进一步构建了一种新
型光热增强型超级电容器， 既能将
电极材料充分暴露于太阳光下，又
可以对固态电解质进行有效保护。
在-30°C 的低温环境中， 一个太阳
光照射 （1kWm-2）下 ，超级电容器
已严重衰减的电化学性能可以迅速
提升至室温水平。 室温（15℃）环境
中， 该器件在一个太阳光照射下表
面温度提升了 45°C。 温度提升后，
优化的电极孔隙结构和增加的电解
液离子扩散速率， 使电容器的储电
能力提高了 4.8 倍。 此外，由于固态
电解质得到很好的保护 ，1 万次充
放电后电容器的电容保持率仍高达
85.8%。

该成果为解决超级电容器低温
难题和开发高能量密度器件提供了
新思路。

新型农药控释体系
助农药减施增效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智能所吴正岩和张
嘉团队在响应型农药控释体系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 该工作解决了传统
壳聚糖基控释农药需要额外施用酸
性溶液触发农药释放可能引发的二
次污染问题， 制备的紫外光响应的
控释农药有望更加高效、经济、安全
地控制虫害， 对于农药减施增效和
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相关成果已被农业领域权威
期刊《害虫管理科学》接收发表。

传统农药沉积于靶标表面后，
常常受飘移、受热蒸发、遇光降解等
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农药大量流失，
使得农药靶标利用率较低。为此，研
究人员提出， 可以尝试通过外部环

境刺激来调节载体中农药活性成分
的释放， 使得农药的释放量能够符
合不同时期病虫草害的发生对农药
的需求，从而显著降低农药的损失。

课题组成功将光敏分子修饰
于壳聚糖链上，构建了一种紫外光
响应的壳聚糖基农药控释体系。在
紫外光照射下，该光敏分子会原位
转变为酸性物质，使壳聚糖发生溶
胀行为，从而促进农药释放。 该体
系不仅能够精准地调控农药释放，
还避免了传统的壳聚糖基农药控
释体系必需依靠外加酸性溶液从
而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问题 。 因
此 ，该技术在控制农药流失 、提高
农药利用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系统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巢巢巢湖湖湖一一一号号号”””””
看“星”途征程

在河北张家口被称为“雪如意”的中国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有一块上千
平方米的投影屏， 比赛前后向观众播放包括安徽
在内的各地宣传片，展现了“科技冬奥”的魅力。

这块超大“雪屏幕”由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合肥
全色光显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采用两台 10 万

流明超高亮度高清激光投影机， 投射到跳台尽头
的滑雪场中间雪面上，投影显示面积超过 １０００ 平
方米。 与一般的投影相比，它的色域更广，亮度更
高， 还有健康护眼和能耗低等优点。 冬奥会结束
后，这块超大“雪屏幕”也将一直保留在“雪如意”。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影报道

工作人员制作光源配件。。

▲ 科研人员调试光源。

““天仙星座””示意图。。

▲ “巢湖一号”升空图。
本报通讯员 骆先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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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雪屏幕”助力科技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