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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我校师生赴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学习

2019 年 9 月 11 日，我校初一、
初二年级师生代表来到位于长春
北湖科技开发区的长光卫星技术
有限公司参观学习。长光卫星技
术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家商业遥
感卫星公司，在国内卫星研发领
域创造了多项纪录。此次参观活
动得到了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张雷老师、韦树波老师、狄特老
师、吴帆老师的热情接待，让同
学们有机会近距离的体验到祖国
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和取得的巨
大成就，同学们倍感振奋、深受
鼓舞，表示要将所学所感与班级
同学交流分享，继续努力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期望将来能为祖国
航天事业作贡献。

走进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的大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国
第一颗商用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
星——“吉林一号”。“吉林一
号”的成功发射，开创了我国商
业卫星应用的先河，同时也创造
了由一个研发团队一箭四星成功
发射的历史。目前“吉林一号”
星座在轨数量已达到13颗卫星，
遥感数据获取的空间分辨率和时
间分辨率已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可为农业、林业、环境监测、智
慧城市、地理测绘、土地规划等
各领域提供最及时的遥感信息服
务。听过讲解员的介绍，大家为
我国科技的领先水平感到无比的
骄傲与自豪，对讲解员的精彩讲

解报以热烈的掌声。
走进航天知识科普长廊，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卫星总装区，
总装区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总体要
求，将卫星各分系统可靠地固定
到星体上，同时保证装配后的整
星在地面、发射、飞行等各个阶
段能够正常工作。当同学们看到
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员工们在工作
区辛勤的工作时，不紧对他们心
生敬意，正因他们，才铸就了祖
国强大的今天。

师生与长光卫星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学生参观卫星总装大厅并认真记录

同学们参观辐射定标测试大厅

同学们参观辐射定标测试大厅 同学们在大屏幕上观看卫星拍摄
的图片 

吉林一号卫星所拍摄的长春市白
天与夜景对比图

卫星拍摄的美国图森空军基地
照片

当活动最后讲解员在大屏幕
上为同学们展示卫星所拍摄的图
片时，我们深深的被震撼到了，
一条条街道，一架架飞机，整个
城市的俯瞰图尽收眼底。我们清
晰地看到长春的人民大街，美国
的 51 区，迪拜的海岸，日本的
街区。我们深深感受到，“科技

学生学习载人航天知识并拍照留念

在第 20 届全国中小学生电脑作
品制作活动吉林省选拔赛中，我校
7 组选手参加 3D 项目的角逐，获得
3 个一等奖和 4 个二等奖的好成绩。

近日， 2019 世界机器人大会
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委书记蔡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国科协主席万钢出席开幕式。

在历时 3 天的赛事中，我校
两支 VEX EDR 队伍以及两支 VEX 
IQ 队伍与来自全球 20 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 4500 余名专业选手在冠军
挑战赛上同场竞技。在分别经过 8
场小组循环赛之后，4 支队伍全部
打入决赛并全部获得一等奖。   

在 9 月 21、22 日举行的第十五
届吉林省青少年模型竞赛中，我校航
模特色队伍十名同学参加三个固定翼
项目比赛，经过两天的艰难比赛，同
学团结拼博，不畏强手，取得了空战
项目冠军、亚军，特技项目冠军，穿
龙门项目季军，以及三项比赛多个前
8 名的好成绩。

面对着等比例的卫星模型，
同学们眼神中露出对知识的渴
望，认真的聆听着讲解员的讲解。
从讲解员的讲解中，同学们了解
到通过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
最新型号“吉林一号”高分 03A
星在各项功能和技术指标满足市
场需求的情况下，体积、重量及
研发制造成本比原来的“吉林一
号”卫星降低了一个数量级，为
一箭多星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大大提高了卫星发射的效率
和企业的效益。同学们不禁感慨，
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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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近距离接触遥感卫星等比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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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则国家兴”，唯有科技可以使
一个国家繁荣富强，而作为我们
当代少年，更应该努力进取，用
自己的力量去热爱祖国，努力学
习科学知识，将来为中国制造走
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一贯
引导学生树立科技创新意识和科
学探究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在这样一所学校中，我们更
应该发奋努力，全面发展，不辜
负学校为我们营造的良好学习环
境，不负青春，不负年少！

新闻速递
我校航模特色队伍在第
十五届吉林省青少年模
型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

明珠学子宋庆龄少年
儿童发明奖创佳绩

明珠学子在2019世
界机器人大赛获得

一等奖

第 36 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
林匹克竞赛在广州举行，我校孙
嘉伟、李新年两名同学以 354 分和
321 分获得铜牌，2017 级毕业生李
天晓同学获得金牌并进入国家集训
队，保送清华大学。

我校学生在第36届全国
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

竞赛取得优异成绩

明珠学子3D创意设计
创佳绩

明珠学生社团纳新活动
成功举办

2019 年 9 月 11 日 中 午， 新 一
届的学生社团纳新活动在学校足球
场拉开帷幕，共有 28 支学生社团参
加了此次活动。航模、3D 打印、DF
电子创客、机器人、无线电测向、
3D 打印笔、DI 等 7 支科技创新类社
团吸引了很多同学的目光。社团成
员们设计了各具特色的纳新海报，
准备了精彩纷呈的表演和体验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就连火辣的太
阳也抵挡不住同学们的热情与笑脸。
在明珠校园中，多姿多彩的社团活
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为促
进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

在第 15 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
奖上，我校初三·14 班齐若彤同学
的作品《安全厨房手摇刀具》经省赛
选拔进入全国总决赛并获得铜奖。



第五期  第三版第五期    第二版 明珠少年科学院院刊明珠少年科学院院刊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是由国家
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其采用
了 40960 个我国自主研发的 " 申威 26010"
众核处理器，峰值性能为 12.5 亿亿次 / 秒，
持续性能为 9.3 亿亿次 / 秒。

2016 年 6 月 20 日，在法兰克福世界超
算大会上，国际 TOP500 组织发布的榜单显
示，" 神威·太湖之光 " 超级计算机系统登
顶榜单之首，相比获得第二名 " 天河二号
"，速度快出近 2 倍，效率提高了 3 倍。11
月 18 日，我国科研人员依托 " 神威·太湖
之光 " 超级计算机的应用成果首次荣获 " 戈
登·贝尔 " 奖，实现了我国高性能计算应用
成果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2017 年 6 月 19 日下午，在德国法兰克
福召开的 ISC2017 国际高性能计算大会上，
" 神威·太湖之光 " 超级计算机再次斩获世
界超级计算机排名榜单 TOP500 第一名。11
月，在美国盐湖城公布的新一期 TOP500 榜
单中，" 神威·太湖之光 " 又一次以较大的
运算速度优势轻松蝉联冠军，本次夺冠也实
现了我国国产超算系统在世界超级计算机
冠军宝座的首次三连冠，国产芯片继续在世
界舞台上展露光芒。

2017 年 11 月 13 日，新一期全球超级
计算机 500 强榜单发布，中国超级计算机 "
神威·太湖之光 " 和 " 天河二号 " 分列冠亚
军，中国超级计算机上榜总数反超美国，夺
得第一。

重要意义

对于中国超算的国产化情况，中国计

太湖之光——感受中国神威
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委会秘书长张云泉
介绍说，按照评估，" 天河 " 系列的国产
化程度是 70% 左右，济南超算中心的 " 神
威蓝光 " 超级计算机能达到 85% 以上，
" 神威·太湖之光 " 的处理器则是全国产
的。被誉为计算能力最强的国产芯片“申
威 26010”，芯片大小为 1 寸见方，其计
算能力是 3 万亿次 / 秒，全部为自主设计
和生产。

" 中国已在这场比赛中大幅领先 "，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副主任西蒙
称，超级计算机系统的每一部件均在中国
本土制造意义重大。"TOP500" 网站评论说，
" 神威·太湖之光 " 的性能结束了中国只
能依靠西方技术才能在超算领域拔得头筹
的时代。

我国 863 计划一直持续支持超级计算
系统的研发，但在处理器设计制造方面，
相当一段时间都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局
面。2015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决定禁止向中国 4 家国家超级计算机机构
出售 " 至强 "(XEON) 芯片。当时张云泉在
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禁售短期
内可能造成 " 天河二号 " 升级计划拖延，
但长期来看 " 是倒逼中国推进超算国产化
战略的重要机遇 "。

神威·太湖之光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西

方对超级计算机处理器芯片的技术垄断，是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又一个“大国重器”！

应用案例

凭借“神威·太湖之光”超强运算能力，
以清华大学为主体的科研团队首次实现了
百万核规模的全球 10 公里高分辨率地球系
统数值模拟，全面提高我国应对极端气候和
自然灾害的减灾防灾能力；国家计算流体力
学实验室对“天宫一号”返回路径的数值模
拟，为“天宫一号”顺利回家提供精确预测；
上海药物所用计算机开展药物筛选和疾病
机理研究，大大加速了白血病、癌症、禽流
感等方向的药物设计进度。

依托“神威·太湖之光”，我国在天
气气候、航空航天、海洋科学、新药创制、
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重要领域取得了一批应
用成果，由中科院软件所、清华大学和北京
师范大学申报的“全球大气非静力云分辨模
拟”课题，由国家海洋局海洋一所和清华
大学申报的“全球高分辨率海浪数值模式”
课题，由中科院网络中心申报的“钛合金微
结构演化相场模拟”课题分别入围了高性能
计算应用领域的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这是中国在该领域的重大突破。

中国超算发展史

·1983 年，“银河一号” 研发成功，
运行速度为每秒 1 亿次；

·1993 年，“曙光一号”研发成功，
运行速度为每秒 6.4 亿次；

·1998 年，“神威Ⅰ”研发成功，运
行速度为每秒 3840 亿次；

·2009 年，“天河一号”研发成功，
运行速度为每秒 2566 万亿次；

·2013 年，“天河二号”研发成功，
运行速度为每秒 3.39 亿亿次；

·2015 年，“神威·太湖之光”研发成功，
运行速度为每秒 9.3 亿亿次。

心中有爱，眼底有光搜集整理：2018 级 3 班 林熙茗

晚上七点了，大厅、卧室的窗帘依
次自动合上，避免了我们在家里“演电影”
的尴尬。门口儿的对讲机响了，快递员
叔叔驾到。我们不必急匆匆跑下楼，甚
至家里没人也没关系，打开手机，通过
专门的 APP 来交流一下，接货程序完成。
冬天走近，我不用担心院子里可爱的兔
宝宝。爸爸给他们建了大别墅，自动给水、
自动调温，生活在宽敞舒适的房子里，
兔宝宝每天萌萌地看着我笑。

我生活在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家中，
各种神奇源自我的爸爸，一个学继电保
护的理工男。我一遇到难题就向爸爸求
助，他总用各种神奇的小发明带给我惊
喜。他就是我的“哆啦 A 梦”。可我一
直不知道他的“百宝囊”藏在哪里，是
怎样启动的。

跟神奇的爸爸很配套，我有一个可
爱的妈妈。她总能制造奇特的“小麻烦”，
让爸爸的小发明永远有用武之地。比如
我到德国参展的小作品“多功能智能外
卖箱净化装置”就起源于我的妈妈。

嘘！我偷偷带您到我家的厨房看看
吧！看哪，那个对着垃圾桶愁眉苦脸的
人，就是我可爱的妈妈。妈妈做饭很用心，
可不知道为什么，菜的味道总有点怪。
于是外卖在我家备受青睐。今天妈妈又
在厨房大动干戈，因为她觉得外卖叔叔
的送餐箱不消毒，怕我们吃了不安全，
又一次决定操练起来。这次她决心很大，
备了两份料。“我先试着炒一份，不好
吃就扔掉，再炒第二份。”刚才的妈妈
信心满满地挥着大勺子。我看看灶台上，
盘子里果然有一份炒好的菜，再走到妈
妈身边，她面前的垃圾桶里也有一份，“一
切都按预期的发展哪，恭喜妈妈！”妈
妈一下子坐在地上，“嗯，是按计划来的。
就是有一点考虑不周，这份炒完先别倒
掉好了，新炒出来的那份居然更难吃。”

我跟爸爸偷偷商量了一下，比起提高
妈妈的厨艺，改造外卖箱明显来得容易。
我要发明一个外卖箱净化装置！

我先查资料找到了造成外卖箱不清洁
的罪魁祸首——异味、灰尘、TVOC 气体
和各种有害细菌。首先想到的对策是空气
净化器，家用的太大，爸爸车上有一个旧
的，大小刚好合适。爸爸又给我推荐了紫
外线消毒灯。这样在净化时，净化器中的
HEPA 滤网、光触媒、活性炭、负离子都
能发挥作用，加上紫外线消毒，一定能消
除异味、过滤灰尘、吸收 TVOC 气体，强
力杀菌灭毒。

想让净化器和消毒灯发挥作用，我需
要一个智能控制器，这一项是爸爸的拿手
好戏，接通电源后，清新的味道扑鼻而来，
第一步成功啦！

然后要解决的问题是能源。外卖行
业行走在室外、骑行送餐，太阳能是经济
又环保的选择。我先在万能的淘宝上买
了“饿了么”外卖箱，又按外卖箱上盖
的大小买了太阳能电池板，在配上太阳
能控制器和环保蓄电池。太阳能板功率
35W, 只要日照时间大于 3 小时就可以把
蓄电池（12V10HA）充满电。蓄电池容量
10HA，空气净化器、紫外消毒灯的总电流
约为 1.2A，当蓄电池满电时，至少可以工
作 6 个小时，如果每次净化时间 10 分钟，
可以启动 36 次，完全可以满足每日消毒
净化需求。如果需要更多的净化次数，只
需提高蓄电池和太阳板的容量就可以啦。

最后，我把这些配件组装在外卖箱里，
把盒饭放进去焖一段时间，再开启净化装
置，反反复复实验了几次，每次用空气质
量检测仪检测环境，再分别把数据记录下
来。效果不错，成功啦！

在德国参赛时认识了李兵老师。在他
的启发下，我有了新想法。回国后，我将
净化装置做了改进，增加了人工智能控制
部分。现在送餐离不开手机，我更换了智
能控制器，智能控制器自带 WIFI 热点，
并通过 WIFI 联网，把主要设备的状态上传，
使用者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手机 APP 了解
蓄电池、空气净化器、紫外消毒灯的工作
状态及查询它们的工作日志。

新的净化装置由太阳能板、太阳能控
制器、蓄电池、智能控制器、空气净化器、
紫外线消毒灯等组成，有手机 APP、遥控器、
定时器、外接 AC220v 电源等多种控制方

式，随时控制净化装置的启动和停止。
外卖送餐人员不必占用宝贵的送餐时间
来净化外卖箱，他们可以在送餐途中随
时启动净化装置，保证外卖箱清洁。

我的小创造就这样成功了。下一步，
我要制作一个自动炒菜的程序，自动配
料，定时定量添加调味品。这样我可爱
的妈妈再也不用为炒菜烦恼啦！创作的
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更
想通了爸爸“百宝囊”的来源，那是他
对生活饱满的热情，是他对我和妈妈深
深的爱。心中有爱，才能眼底有光。生
活也许并不完美，但我们可以用美丽的
心灵把她描绘得多姿多彩！

作者介绍：

郑好，女，2019 级 2 班学生。发明

作品 The Purification Device of Multifunctional 

Intelligent Takeout box（便卸式多功能智

能化外卖箱净化装置）在第七十届德国

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获金奖。

阳光透过窗户，静静的流淌在物理实验
室中，落在蓝白色的实验桌上，映在灰白色
的吊顶上，撒在墨色的液晶屏前，连时光也
仿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悠闲的在一张张整
齐的桌椅前溜过。

走进物理实验室，便能见到一排灰色的
柜子，安静的坐在教室的后面。在等待着每
一天不同的精彩纷呈的物理实验，也愈发衬

得整间教室，安静，祥和。
环顾四周，一件又

一件精美的，科普展览
品整整齐齐的挂在墙边，
凝望着整间教室，虚拟
现实眼镜，机械传动之
美，磁阻尼环，混沌摆，
各种各样的实验器材五

花八门，精巧又美观，在每
一个遇见他们的学生面前展
开了一扇物理实验的的大门。

步入器材准备室，一件
件精密的仪器被整齐的摆放
在柜子中，在这间准备室中，
包括了我们需要的所有器材。
凸透镜，弹簧测力计，……，

淡淡的散出整洁，清新的气质。当人站在
这里时，不禁会被这种安静的环境所影响，
思维也会变得敏捷起来，而心灵也会不由自
主的安静下来。

走进物理实验室，它见证着我们学习与
努力，也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愿我们
在物理实验室的帮助下能越来越好。

科技前沿

第70届纽伦堡国际发明展郑好向参观者
介绍作品

郑好在第70届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上向评委
介绍作品

走进物理实验室
2017 级 7 班  任泽

2019 级 2 班 郑 好

小院士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