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5 日，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后，“天下第一奇山”安徽
黄山风景区出现了大面积的云海美景。26 日早上，无边无际的
云海如钱江大潮滔滔而来，与奇松怪石和绚丽的日出，构成了一
幅幅妙趣横生的山水画卷，让人惊叹不已，游客纷纷拿出相机手
机拍照留念。 叶永清 摄

2018年 3月 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范德玉

广 告 部 ：5861508 13605629133 （ 联 系 人 ：钱 莉 ）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铜 广 证 第 3407006 号 订 阅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全 年 价 100 . 0 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244000 电 话 ： 总 编 室 ：5861226 编 辑 部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5861227

文 摘

2 月 25 日，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
上，作为下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城市———
中国北京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八分钟演
出，向世界发出了盛情邀请。这属于北京
的“八分钟”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在
世界奥运舞台上的初次亮相，蕴含着对
未来四年的美好期待，也汇聚着熠熠闪
光的 “中国智慧”———在精彩的演出背
后，科技的力量不仅让创意更丰满，也助
力北京八分钟在平昌闭幕式上的精彩呈
现。

技术创新，让表演主体更多元
表演中，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让

人印象深刻，它们既是文化的使者，更代
表着中国“国宝级”工艺的传承。据了
解，熊猫道具出自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
院的工艺师之手，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一
家制作并演出川北大木偶戏的一群人，
始终致力于这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舞台上，大木偶要由人穿着进行表
演，所以重量需要在 30 斤以下，按照四
川南充大木偶剧院院长唐国良的说法，
单是这一项要求就让他们的团队熬了好
几个通宵。“我们初选的材料做出来的
有七八十斤，远达不到标准，后来不断地
尝试新材料，才把大木偶的体重慢慢降
了下来。”

为了达到预期效果，制作团队在原
有的工艺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良和创新。
他们在选材上先后尝试了人造纸藤、天
然白藤、竹篾条、铝合金丝、碳纤维条、
PVC 仿真藤条等多种材料，反复对比，
进行了上百次测试，才最终确定了用铝
合金管材和碳纤维条相结合，配合上
LED 灯的制作工艺。

熊猫的“体重”降了下来，但是新的
问题也随之产生。唐国良说，四川和北京
两地不同的气温和湿度条件都曾给他们
带来挑战。“有的道具做出来在南充一
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到北京来，因为气
候不同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材料变
硬了变脆了，根本没法用。”为了克服

“水土不服”，他们只能一次次地调试、
升级，争分夺秒地改良工艺、制作道具，
并要确保万无一失。“选择材料要精益
求精，”唐国良说，比如 LED 灯的选择，
看似平常，却是他们从几百种灯里优选
出来的。

最终版的熊猫道具，高 2 米 35，却
仅有 20 斤左右的重量，比初期的版本
轻了几十斤，连唐国良也不禁感慨，“没
想到大家共同努力，能做出这么高科技、
轻便、同时能达到演出效果的大道具。”

在“北京八分钟”的舞台上，24 块
大屏幕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的美好形象，
成为演出中的一大亮点。这些近乎透明
的屏幕有个好听的名字：“冰屏”。这项
源自中国本土的创新设计可以实现透明
图像显示，效果更通透更灵动，获得过国
内国际多项发明专利。

“冰屏”研发团队负责人、深圳壹品
广电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文艺表演项目总
监黄庆生介绍说，为了参与八分钟演出，
团队进行了专门的技术攻关，不仅生产
出了规格更高、工艺更完善的产品，也同
步实现了工艺的升级更新。“目前的冰
屏技术我们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次做
出了三米长的屏幕而且中间没有横梁，
这种工艺目前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是第一
家。”黄庆生说，“看着自己和团队研发
出的新产品在奥运舞台上亮相，我觉得
无比荣耀。”

载着“冰屏”跳出华丽舞步的是 24
个动作灵活的移动机器人，它们不仅完
成了自己动作编排，更与现场演员、地面
投影进行了联动表演，同样实现了技术
领域的升级创新。

在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沈阳新
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移动机器
人事业部总裁张雷看来，此次他们主要
实现了技术方面两点突破：首先是机器
人导航更加精准。“从机器人控制的角
度来讲，演员和机器人之间有频繁的穿
梭互动，演出场地内的灯光干扰多，这就
要求机器人要看得远、看得清，同时用最

短的时间做出判断，并迅速做出适应和
调整，”张雷介绍说，其次，相比常用的
工业机器人，此次的“演员”机器人动作
更复杂灵活，包括完成行进中旋转、摆
动，配合演员做出些花哨的动作等。

“这些技术上的新要求也为整个研
发团队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在设计程
序时不断地改进算法，”张雷说，团队从
确定参演到开始排练，其间只有两个月
时间，全体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才最终
定制出了可以参与演出的机器人。

“我们一共做了 30 个机器人，有 6
个是备用的，”张雷说，不过当把这些机
器人运送到排练场地，现场的实际情况
却与他们预想的有很大不同。“开始时
问题比较大，比如以往的工程安装通常
需要几天的时间，但是这次导演团队希
望我们的机器人一上来就和演员进行合
练，我们没有预想到场景会有多复杂，”
张雷说，初期的几次合练都不太成功，研
发团队只能在现场一边调、一边试、反复
去修正磨合，“后来的配合就越来越好，
当导演团队提出路线动作修改建议时，
我们能够迅速地做出调整，以便跟排练
团队快速配合，为排练争取时间。”

科技助力 为精彩亮相添保障
为了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主创团

队曾多次赴韩国平昌，实地考察当地的
自然条件和现场的演出条件。据悉，闭幕
式演出当天历年平均气温在零下十度，
风力 5级左右。严寒、多风，对于整个演
出团队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为了做好演员的防寒保暖工作，主
创团队采用了石墨烯智能发热服饰，来
确保演员动作优美，防止出现冻伤。石墨
烯是一种超级新型纳米材料，具有超高
强度、超高导热系数，被业界誉为“新材
料之王”。

“演员的服装要求轻薄，能让他们
灵活地做动作，同时，无论是排练场地还
是平昌闭幕式现场，天气都很寒冷，石墨
烯服饰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温发热效
果，”石墨烯团队负责人、深圳烯旺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月秋说，根据环
境要求，服饰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调节。
“最初对我们的设计要求是在零下 5 度
的环境中，持续发热 8 分钟，后来考虑
到候场等因素，调整到在零下 20 度的
条件下，发热 4小时。”

李月秋说，团队曾在模拟零下 20
度的情况下进行真人实验，以确保调试
的可靠性。“在发热效果符合要求的同
时，还要保证材料的安全性、电池的续航
能力和服饰的舒适度，”他说，整个团队
都全力以赴，为演出的顺利进行做好保
障工作。

低温的天气条件下，需要御寒的除
了演员，还有现场所有的演出设备。为
了让演出主体“冰屏”和移动机器人在
平昌能够顺利运行，主创团队特意对设
备进行了抗寒、抗风测试，根据测试结果
不断优化设备性能，保证其在低温、大风
环境下的工作稳定性。

12月 9 日，设备被运送到位于北京
顺义区的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
行了零下 25 度、零下 20 度两种温度条
件下的抗低温检测。北京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国家汽车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顺义）常务副主
任彭永伦介绍说，总体来讲，设备经受住
了考验，不过在零下 25 度时还是出现
了一些问题，比如冰屏的 LED 灯在热胀
冷缩的情况下出现了细微的变形。“当
时冰屏团队和机器人团队的专家都在，
我们把检测结果反馈给他们，他们应该
会回去做相应的调整。”

12月 11 日，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风洞实验室，设备又进行了抗风性能
测试，主要测试设备能不能在强风状态
下正常工作以及正常风状态下是否会出
现轨迹偏移。工作团队设计了四五十种
测试方案，以五六级风为基础上下调节
风速，测试不同风速下设备的运行轨迹
和工作情况，根据测试结果，继续优化设
计、改进方案。

在整个排练过程中，有两套视觉仿

真系统一直在充当着导演的“眼睛”和
“指挥棒”。这就是由北京理工大学与
北京电影学院组建的虚拟视觉团队设
计的 “OpenGL 表演辅助训练系统”
和“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预演系统”。
两套系统可以根据导演的创意方案将
文艺表演过程全部仿真，以可视化的
界面和图纸、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现演
员的运动轨迹、位置信息、队形变化、
运动速度等，帮助导演把控、决策及完
善表演方案。

“这两套系统相当于让导演同时看
到现场监控器和直播效果，导演在系统
中可以实时观察到演员及道具的队形状
态，如果需要调整可以及时反馈，” 北
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总
体研究部副主任王春水说，具体到参与
演出人员，系统可以为每个人生成自己
的动作轨迹和节奏，“在不用考虑旁边
人的时候，也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该
做什么动作，这样就让排练效率大大提
高。” 人民网

熊猫、冰屏大有来头 中国智慧点亮北京八分钟

最新的市场调研数据显示，2017 年第
四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市场销量排行榜上，
前十名中除三星外全被中国厂商的产品占
据，市场份额超过 50%。记者近日走进
OPPO 和小米在印度专卖店，采访印度消
费者和企业高管，寻找中国手机出海印度
初见成效的秘密。

购买中国手机的顾客排起长队
三轮车、自行车、人力车、汽车拥挤在

狭窄的路面上，人们无序地穿行在车中间，
鸣笛声和叫卖声混杂在一起，这是印度南
德里拉吉帕特·纳格尔第二区萨瓦卡尔街
头日常的场景。与这些嘈杂景象不太相称
的是街上矗立着几个手机店巨大的广告
牌，绿色的 OPPO，蓝色的 vivo，让街头增
添了些现代气息。

街道中间的一个半地下室名为星通讯
手机店，狭小的门口挤满了大小不等的手
机广告。店主甘瓦尼热情地告诉记者，店里
有 22个手机品牌，其中 10个来自中国。

进门左手边第三家就是 OPPO 专卖
店，两米左右的柜台后面是巨幅广告。店员
胡赛尼告诉记者，这是该品牌在南德里的
第一家店面，2014 年开业，刚开业时月销
售 10 部左右，现在已经达到 40 部到 50
部，3 年时间手机月销售已经是刚开业时
的 4倍多。胡赛尼兴奋地说，印度人喜欢中
国手机，街对面金龙饭店所有服务员都买
了 OPPO 手机，这些服务员的家人也一起
购买了 OPPO，说着还带着记者去饭店验
证此事。

距此 8公里左右的新德里尼赫鲁广场
OPPO 手机专卖店则气派得多，120 多平
方米的店面宽敞明亮。进店的顾客络绎不
绝，记者粗略计算下，15 分钟左右约有 30
多名顾客光顾。专卖店经理西莱曼告诉记

者，该店 2017 年 4 月开业，在不到一年时
间内，月销售量已经是开业时的两倍。

电子工程师古普塔选中了一款手机。
古普塔说，这是在为妻子买手机，他妻子喜
欢自拍，OPPO 以自拍著称。除了自拍，这
款手机还有人脸识别屏幕解锁功能，快捷
的方式让古普塔有些吃惊，很快就敲定了
这款手机。

在南德里安必斯商场二楼的小米手机
专卖店里场面同样热闹。记者看到，购买手
机的人们正排着长队，这样的场景让记者
着实吃惊。店长塔克解释，今天是发薪日，
人们有钱后就想购买自己中意的手机。店
内的一名印度军人告诉记者，他非常喜欢
小米手机，物美价廉。

小米销售经理什里说，这是小米
2017 年 8 月在南德里开设的第一家实体
店，生意非常好。目前小米已经在全印度
开设了 20 多家专卖店，希望年底能到
100 家。什里说，小米主要是线上销售，开
设实体店主要是让“米粉”能够体验到最
新款产品。

摸准需求实施本土化策略
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能有如此快的发

展速度，除了性价比优势外，最重要的是本
土化策略。

OPPO 刚进入印度时，对印度手机市
场的认知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将中国产品
直接拿过来，结果消费者反馈一般。OPPO
副总裁兼海外手机事业部负责人李炳忠对
本报记者说，他们与尼尔森等调研机构合
作，对印度市场进行数次调研，又与年轻消
费者举行座谈会，面对面入户沟通。调研后
发现，年轻人非常喜欢拍照，尤其是自拍，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2016 年 OPPO 在印度推出主打自拍

的手机。产品一上市就获得广泛欢迎，引领
了印度智能手机自拍潮流，印度市场其他
手机品牌纷纷跟风推出类似手机。迄今为
止，自拍系列已经推出三代产品，不断巩固
在自拍领域的领先地位。

OPPO 还不断优化自拍功能。如印度
用户不喜欢肤色过度美白，要求在保持原
本肤色的前提下美颜；不少印度男性用户
要求自拍时胡须毛发保持清晰；普通的美
颜技术会弱化印度独有的文化标志吉祥
痣，OPPO 针对这些特殊需求进行了优化。

与 OPPO 异曲同工，小米也针对印度
市场特点对产品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小米
高级副总裁王翔说，小米为印度设计了一
套独特的操作系统，配置了印度铁路一卡
通等便捷功能，还设计了特制的充电器防
止电流不稳造成的问题。印度气温高，为了
防止电池过热，小米在手机上进行特别镀
膜设计，并把卡槽改造成“2+1”，可以使
用两个通信卡和一个储存卡，适应印度人
看视频需求。

面对印度总理莫迪提倡的 “印度制
造”和不断提高的进口手机关税，小米和
OPPO都不约而同地在印度设厂。李炳忠
介绍，OPPO 已在印度北方邦诺伊达市建
立组装厂，年产量 1000 万台，为当地新增
4000 多个工作岗位，工厂二期也已在建设
并即将投入生产，同时已经与当地政府就
远期工业园建设达成备忘录。现如今
OPPO在印度销售的手机产品全部都生产
于印度本土。

小米印度总经理马度表示，截至目前
小米已经建立 3 家工厂，尤其是 2017 年 3
月建立的第二家工厂雇用了当地 100 个村
庄 6000 余人，超过 90％的员工都是女性。
目前，印度销售的小米产品中，95％以上产

自印度本土。
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不断攀升

中国手机在印度市场的独特销售策略
进一步助推了其发展势头。OPPO 通过娱
乐及体育营销策略，展现年轻、时尚的品牌
特性：请宝莱坞一线女明星代言，推出女明
星定制机；成为印度国家板球队官方合作
伙伴，并连续两年推出板球定制机和相关
销售活动；连续两年推出印度最大节日排
灯节定制机；拓展销售网点，已有 550 家遍
布各邦的售后网点。

创新是中国手机在海外站稳脚跟的不
变主题。以小米为例，不断追求产品线上创
新和尝试各种科技。小米有许多具有开创
性意义的“第一次”，如发布了第一款全面
屏概念机———小米 MIX。李炳忠表示，创
新塑造了中国手机在印度市场高品质的形
象。

正是因为优秀的质量、合适的价格、本
土化战略和积极的营销策略使中国手机迅
速占据印度市场份额。目前印度通信行业
正处于向 4G 换代，从功能机向智能机转
换阶段。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互联网爆
发式发展，智能机销量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市场尚未饱和。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第
四季度印度智能手机总出货量增长 37%，
手机出货量增长 12%。

李炳忠认为，中国手机品牌大规模正
式进入印度市场是在 2015 年左右，在经历
了两年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基础上，2017 年
美誉度开始不断提升。尼尔森调研结果显
示，OPPO 品牌知晓度在 2017 年接近
90%，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手机品牌。2018
年 1 月数据显示，OPPO 用户的忠诚度已
经达到 43%，仅次于苹果手机。

中国品牌在印度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的
同时，通过高质量产品对“中国制造”进行
着重新定义，国产手机厂商走向海外在印
度已初见成效。

人民日报

中国手机在印度咋“吸粉”

“正在开发 400 公里时速
的变轨距列车、600 公里时速的
下一代磁浮列车也在进行研
究,以后旅客坐进我们的高铁,
感觉就会像进入家庭影院一样
舒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 月 26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高铁控制技术领军人物之
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向记
者描绘了这样一幅 “未来高铁”
的“畅想图”。

人均能耗比“和谐号”降低
17%、84%的技术标准按照中国
标准生产、1000 多项发明专利构
成技术体系……丁荣军介绍,目
前我国在高铁领域的研究正驶入
创新的“无人区”。

“现在大家坐上‘复兴号’,
不仅更宽敞明亮舒适、速度更快,
在车上打电话的信号也更好了,
这些都是能感受到的变化。”丁
荣军说,“我们正在研究怎么接
入媒体,让视频也能到车上去。未
来大家坐上高铁, 希望能像在家

庭影院一样, 窗口都变成电子屏
幕, 大家一上去之后就忘记旅途
的疲劳。”

当中国高铁遇见 “人工智
能”, 科技感十足的智能高铁正
加速驶来。“我们由原来跟随到
现在并跑, 不久的将来肯定可以
引领。”丁荣军表示,永磁驱动系
统已经装车、正在考核,未来还将
在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等技术领
域发力。

飞速发展的高铁技术是近年
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一系列斐然
成果的缩影,也是社会主义“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

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
列、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
第一方阵……科技部部长万钢在
会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
创新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地
位显著提升,实现了历史性、整体
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我国已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新华网

中国高铁将有新面孔：
时速 400公里以上的智能高铁将要驶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华融金
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 月 26
日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 30 架 C919 大型客机和
20 架 ARJ21 新支线飞机购机
协议。

据介绍，中国商飞公司是实
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
型客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
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
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
载体，民机产品研制取得一系
列重大进展。ARJ21 新支线飞
机安全运送旅客 4.9 万多人次，
向产业化发展坚定迈进；C919

大型客机飞上蓝天；CR929 远
程宽体客机联合研制全面展
开。截至目前，C919 大型客机
国内外用户达到 28 家，订单总
数达到 815 架，ARJ21 新支线
飞机客户达到 21 家，订单总数
达到 453 架。

中国商飞公司表示，C919
大型客机项目实施以来，得到
华融金融租赁等国内外机构和
用户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商飞
将全面按照国际适航标准开展
飞机研制，努力为客户和乘客
提供安全可靠、可信赖的产品
和服务，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

中国经济网

C919国产大型客机订单总数达到 815架

2017 年，安徽省市场主体共
申请商标注册 16.33 万件，首次
当年申请量突破 10万件大关。2
月 25 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
全省企业创新和市场研发能力不
断增强，去年商标申请量居全国
第 11 位 ， 比 2016 年 增 长
85.4%，增幅居全国第 2 位、中部

第 1位。
去年，全省鼓励企业商标品

牌不断地“走出去”。2017 年新
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93
件，新增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72
件。目前，安徽有效马德里国际注
册商标 457 件，居全国第 8 位、
中西部第 1位。 合肥晚报

安徽去年新增商标申请量首破 10万件

安徽黄山现云海日出美景吸引游人观赏

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