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Terminology
 

/
 

2021　 Vol
 

23　 No. 1

住术语的核心概念,从词源上了解隐喻术语的构成

方式,知其源、晓其义是外译的前提。 译名加译实

的方式,尽量保全中医隐喻术语的文化意涵,完整

传达中医术语意义,既是词义的保全,也是文化的

保全,有利于中医术语的完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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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阅读全文

2020 年科技焦点名词

2020 年 1 月 5 日,“2020 年科技焦点名词”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商务印书馆、《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联合发布。

嫦娥五号、珠峰高程测量、天问一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奋斗者号”、 鲲龙、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亚太 6D 通

信卫星、流花 16-2 油田群、国和一号、九章号、海斗一号、海洋一号 D 卫星、银河系结构图、载人龙、海燕-X、藏木雅鲁藏布江

双线特大桥、跨界量子纠缠等 18 个科技名词入选“2020 年科技焦点名词”。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凝聚了时代的缩影,而新词热语更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勾

勒出人们身边发生的大事小情,也传达着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

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生活与工作的节奏,而科学界奋斗的脚步却不曾停歇,并在奋力拼搏

的过程中越战越勇。”2020 年科技焦点名词“的遴选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利用语言信

息处理技术,结合人工后期处理提取、筛选而获得。 语料来源于国内 15 家报纸、12 个电视台和 7

家电台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底的全部文本,语料规模达 10 余亿字次。

(执笔 / 北京语言大学:崔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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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科技焦点名词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商务印书馆、《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 

 

嫦娥五号、珠峰高程测量、天问一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奋斗者号、鲲龙、沪苏通长

江公铁大桥、亚太 6D 通信卫星、流花 16-2 油田群、国和一号、九章、海斗一号、海洋一号 D 卫星、

银河系结构图、载人龙、海燕-X、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跨界”量子纠缠，入选 2020 年科技

焦点名词。 

 

2020 年 12 月 21 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主办的“汉语盘

点 2020”揭晓仪式在人民日报社举行。北京语言

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与会

发布了“2020 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2020

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是“汉语盘点 2020”

的重要内容之一，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点

和语言特点，其数据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

库，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结合人工后期处理

提取、筛选而获得。语料来源于国内 15 家报纸、

12 个电视台和 7 家电台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中旬的全部文本，语料规模达 10 余亿字次。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凝聚了时代的缩影，而

新词热语更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勾

勒出人们身边发生的大事小情，也传达着人们生

活中的喜怒哀乐。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

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生活与工作的节奏，

而科学界奋斗的脚步却不曾停歇，并在奋力拼搏

的过程中越战越勇。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

库筛选出的 2020 年 18 个中国科技焦点名词，将

这些奋斗的成果一一记录下来：嫦娥五号、珠峰

高程测量、天问一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奋斗者号、鲲龙、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亚

太 6D 通信卫星、流花 16-2 油田群、国和一号、

九章、海斗一号、海洋一号 D 卫星、银河系结构

图、载人龙、海燕-X、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

桥、“跨界”量子纠缠。                      

2020 年，科学高度不断刷新。在航空、航天

方面，“嫦娥五号”开启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之旅；“天问一号”迈出了我国自主行星

探测的第一步；“海洋一号 D 卫星”填补了我国

海洋水色卫星无下午观测数据的空白；“载人龙”

飞船正式开始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亚

太 6D 通信卫星”成功发射，代表我国高通量通

信卫星研制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鲲

龙”的海上首飞，填补了我国大型应急救援航空

器的空白。在航海方面，“海斗一号”在马里亚

纳海沟成功完成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性应用任务，

填补了我国万米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奋

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标志着我国

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海

燕-X”万米级水下滑翔机的成功研制，实现了人

类在万米深海观测从点到持续剖面的历史性跨越。

在其他各大领域，科技之花亦是绚丽绽放：“珠

峰高程测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测量精度；“银河

系结构图”清晰地展示出银河系是一个具有四条

旋臂的棒旋星系；“‘跨界’量子纠缠”开辟出

构建多体系复杂量子信息处理器的新路；“九章”

量子计算原型机确立了我国在国际量子计算研究

中的第一方阵地位；“国和一号”的发布，填补

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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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核电产业的多项技术和工艺空白；“流花

16-2 油田群”作为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群正式

投产，完善了深水油气开发工程技术体系；“藏

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现浇主梁成功合龙，

创造了世界同类型铁路桥梁 4 个世界第一；“沪

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开通运营，创造了多个世界

之最，长三角沿海公铁“任督二脉”也由此打通。  

1.嫦娥五号 

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简称“嫦娥五号”，

是负责嫦娥三期工程采样返回任务的中国首颗地

月采样往返探测器。2020 年 11 月 24 日，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携嫦娥五号发射升空，开启我国首次

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12 月 1 日，嫦娥五号成

功着陆月球预选着陆区，并传回着陆影像图；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成功将月壤带回地球—嫦娥

五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的第六次任务，是“绕、

落、回”三步走整体规划的收官之作，是未来月

球探测的奠基之作。嫦娥五号任务的顺利完成，

创造了 5 项“中国首次”：一是在地外天体的采

样与封装；二是地外天体上的点火起飞、精准入

轨；三是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四

是携带月球样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五

是建立我国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和研究系统。  

 

2.珠峰高程测量 

2020 年“珠峰高程测量”，是我国对珠峰展

开的第四次大规模测绘和科考，相关数据达到了

历史最高测量精度。珠峰高程即珠峰海拔高，是

峰顶到“大地水准面”的距离。然而，大地水准

面无法直接测量，需要根据珠峰地区现势性强、

分辨率高、数量庞大的重力数据、水准数据、地

形数据和卫星定位数据综合计算得到。2020 年 5

月 27 日，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8 名攻顶队员成

功登顶珠峰，并开展各项测量工作。12 月 8 日，

中国、尼泊尔两国向全世界正式宣布，珠穆朗玛

峰的最新高程为 8848.86 米。此次测量，我国首

次把航空重力引入珠峰测量，“从头到脚”的起

算面精度提高到 5 厘米，超过了世界最高水平。

除此之外，我国还首次将 5G 和北斗结合，利用

通信专网和北斗数据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高寒

高海拔环境下北斗二号、北斗三号卫星信号同时

接收、实时解析和质量预评估，并引入航空遥感、

激光雷达、卫星遥感等数据对观测结果进行验证。

这些技术使得此次测量数据的科学性、可靠性、

创新性都达到一个新高度。 

 

3.天问一号 

2020 年 4 月 24 日，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

名为“天问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

“天问一号”，其科学目标是实现对火星形貌与

地质构造特征、火星表面土壤特征与水冰分布、

火星表面物质组成、火星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

与环境特征、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进行研究；

工程目标是实现火星环绕探测和巡视探测，获取

火星探测科学数据，实现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

技术跨越，同时建立独立自主的深空探测工程体

系，推动我国深空探测活动可持续发展。7 月 23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

发射，开启了瑰丽壮美的火星之旅；7 月 27 日，

天问一号探测器传回地月合影—天问一号探测

器的成功发射意味着我国迈出了自主行星探测的

第一步，竖起了一座航天科技走向更远深空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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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拉开了全球深空探测时代的序幕。 

 

 

4.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 24 颗中

圆地球轨道卫星、3 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和 3 颗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组成，具有高精度、高可

靠、高保险、多功能等特点。该系统采用时间测

距原理，用户能同时接收多个定位卫星的广播信

号，从而计算出自己的所在位置。2020 年 6 月 23

日，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也就是北斗

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搭乘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至此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比原计划提前

半年全面完成。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

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建成，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目前，

全球已有 120 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从

全球范围来讲，北斗三号系统除提供更优的定位、

导航和授时服务外，还可以提供全球短报文服务

和全球搜救服务，从而真正实现“中国的北斗，

世界的北斗”。 

 

5.奋斗者号 

“奋斗者号”是我国自主设计、集成的万米

载人潜水器。自 2020 年 10 月 10 日起，奋斗者号

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万米海试，成功完成 13 次下

潜，其中 8 次突破万米。11 月 10 日，奋斗者号

创造了 10 909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11 月

28 日，成功完成万米海试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胜利返航。奋斗者号的成功海试，充分验

证了潜水器各项功能、性能以及我国在深海装备

和深海技术上的突破，标志着我国进入深海科考

第一梯队，将为我国后续深渊深海科学研究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有利于培育相关设备产

业的发展。 

 

 

6.鲲龙 

中国自主研制的“鲲龙”AG600 是目前世界

在研最大的水陆两用飞机，具有速度快、机动性

好、搜索范围广、搜索效率高、安全性好、装载

量大等特点。2020 年 7 月 26 日，“鲲龙”在山

东青岛成功实现海上首飞，这是“鲲龙”继 2017

年陆上首飞、2018 年水上首飞之后实现的海上首

飞。“鲲龙”的海上首飞，对填补我国大型应急

救援航空器空白、满足国家应急救援和自然灾害

防治体系能力建设需要具有里程碑意义。“鲲龙”

按照“水陆两栖、一机多型”的设计思路研制，

可在水源与火场之间多次往返投水灭火，既可在

水面汲水，也可在陆地机场注水，可最多载水 12

吨，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 4000 余平方米。“鲲

龙”拥有高抗浪船体设计，除了水面低空搜索外，

还可在水面停泊实施救援行动，水上应急救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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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可救护 50 名遇险人员。“鲲龙”在满足森林灭

火和水上救援要求、成为国家应急体系“空中利

器”的同时，还可通过系列化发展和改进改型，

来实现执行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资源探测、岛

礁运输，以及提供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紧急支援

等任务。 

 

 

7.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2020 年 7 月 1 日，历经 6 年建成的“沪苏通

长江公铁大桥”及沪苏通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沪

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是沪苏通铁路的关键控制性工

程，位于苏州市和南通市之间，全长 11.072 千米，

其中公铁合建段长 6993 米，主要特点表现为“高”

“大”“新”。“高”即主塔高 330 米，为世界

上最高公铁两用斜拉桥主塔。“大”即跨度大、

体积大，主航道桥主跨 1092 米，为国内最大跨度

斜拉桥，也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沉

井基础体积大，主塔墩沉井平面相当于 12 个篮球

场大小，沉井高 110.5 米，为世界上最大体积沉

井基础。“新”即运用了一大批新材料、新结构、

新设备、新工艺。在大桥建设中，开展了一系列

科研攻关，形成了 65 项专利、创造了 14 项新工

法，实现 5 个世界首创：千米级公铁两用斜拉桥

设计建造技术世界首创、2000 兆帕级强度斜拉索

制造技术世界首创、1800 吨钢梁架设成套装备技

术世界首创、1.5 万吨巨型沉井精准定位施工技术

世界首创和基于实船—实桥原位撞击试验的桥墩

防撞技术世界首创。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开通

运营，缩短了上海与南通及苏北地区的时空距离，

将有力助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8.亚太 6D 通信卫星 

“亚太 6D 通信卫星”是一颗地球静止轨道

高通量宽带通信卫星，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

代东方红四号增强型卫星公用平台建造，发射重

量约 5550 公斤，在轨服务寿命 15 年。2020 年 7

月 9 日晚间，亚太 6D 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成为我国

第 11 颗整星出口的商业通信卫星和我国首个 Ku

频段全球高通量宽带卫星通信系统的首发星，同

时也是我国目前通信容量最大、波束最多、输出

功率最大、设计程度最复杂的民商用通信卫星。

该卫星主要面向亚太区域用户提供优质、高效、

经济的全地域、全天候的卫星宽带通信服务，将

在商业通信、应急通信和公共通信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9.流花 16-2 油田群 

“流花 16-2 油田群”是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

田群，也是我国目前在南海开发产量最大的新油

田群，于 2020 年 9 月 20 日顺利投产，高峰年产

量达 420 万立方米，可满足 400 多万辆家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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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汽油消耗。它位于南海珠江口盆地，距香

港东南约 240 千米，包括流花 16-2、流花 20-2 和

流花 21-2 三个油田，平均水深 410 米，是我国首

个采用全水下开发模式的油田，创下我国海上油

田开发水深最深、水下井口数最多的纪录。该油

田群的建成投产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深水油气开发工程技术体系，进一步提升

了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

开拓深水和更广阔海域的信心，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和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10.国和一号 

2020 年 9 月 28 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在上海正式发布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化标

志性成果“国和一号”。国和一号也称作

CAP1400，是我国在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三

代核电技术的基础上，依托国家大型先进压水

堆核电站重大专项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型先进核电型号，具有安全系数高、经济

性能好、创新成果多等诸多优势。在安全性上，

国和一号基于多层防御体系，系统性应用“非

能动”和“简化”理念，并经过了完整的试验验

证。在经济性上，国和一号成功打破了多项技

术垄断，主泵、爆破阀、压力容器、蒸汽发生

器、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大锻件、核级

焊材、690U 型管等关键设备、关键材料全部实

现自主化设计和国产化制造，设备整体国产化

率达到 90%以上，批量化后工程造价还能再降

低 20%左右，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和一号代表

着当今世界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填补了

我国核电产业的多项技术和工艺空白，推动了我

国核电行业和技术整体升级换代。 

 

 

11.九章 

“九章”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构建的一台 76 个光子 100

个模式的量子计算原型机。将其命名为“九章”

是为了纪念中国古代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它

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

计算机“富岳”快一百万亿倍，证明了“量子优

越性”的存在。同时，“九章”也等效地比谷歌

去年发布的 53 个超导比特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

木”快一百亿倍。“九章”的成果使我国成为全

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牢固确立

了我国在国际量子计算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12.海斗一号 

“海斗一号”是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主持研制的我国首台作业型全海深自主遥控

潜水器。2020 年 4 月 23 日，海斗一号搭乘探索

一号科考船前往马里亚纳海沟进行 4 次万米下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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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大下潜深度为 10 907 米，在高精度深度探

测、机械手作业、近海底工作时间、声学探测与

定位、声学通信作用距离及高清视频传输等方面，

创造了我国潜水器领域多项第一。海斗一号在马

里亚纳海沟成功完成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性应用

任务，不仅为研究深渊水团特性的空间变化规律、

深渊底层洋流结构，探索深渊地质环境特点和生

物演化机制等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还填补了

我国万米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标志着我国

无人潜水器技术跨入可覆盖全海深探测与作业的

新时代。 

 

 

13.海洋一号 D 卫星 

    “海洋一号 D 卫星”是中国第四颗海洋水色

系列卫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规划的首批

海洋业务卫星之一。2020 年 6 月 11 日 2 时 31 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海洋一号 D 卫星。该卫星采用我国自主

研发的 CAST2000 卫星平台，配置与海洋一号 C

卫星性能相同的五个有效载荷，其中海洋水色水

温扫描仪用于探测全球海洋水色要素和海面温度

场,海岸带成像仪用于获取近岸水体环境、海岸带、

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信息 ,紫外成像仪用于近岸高

浑浊水体大气校正 ,定标光谱仪用于监测水色水

温扫描仪和紫外成像仪在轨辐射精度和稳定性 ,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用于获取大洋船舶位置信息。

海洋一号 D 卫星与海洋一号 C 卫星共同组成我

国首个海洋民用业务卫星星座，双星上、下午组

网观测，不仅填补了我国海洋水色卫星无下午观

测数据的空白，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全球海洋水色、

海岸带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有效观测能力，还对研

究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建设海洋

强国等具有重要意义。 

 

 

14.银河系结构图 

银河系结构是天文学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2020 年 4 月著名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刊登了由美国科学院院士 M.里德和中

国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郑兴武教授联合

撰写的文章，总结了由他们及德国马普射电天文

研究所 K.门滕教授团队历经 15 年对银河系结构

的研究成果。该团队用甚长基线干涉技术精确测

量了位于银盘上近 200 个大质量恒星形成区，得

到了银河系旋臂的结构、太阳系的位置以及太阳

系绕银河系中心旋转的速度，绘制出尺度约为 10

万光年见方的银河系结构图，该图是迄今最精确

的“银河系结构图”，清晰地展示出银河系是一个

具有四条旋臂的棒旋星系，基本解决了银河系究

竟有几条旋臂这个天文学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

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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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载人龙 

“载人龙”飞船是美国首个由私营企业建造

并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载人飞船。2020 年 5

月 30 日，“载人龙”飞船首次载人试飞，将两名

美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2020 年 8 月 2 日，

“载人龙”飞船搭载两名宇航员顺利返回地球，

完成首次载人试飞任务。2020 年 11 月 15 日，“载

人龙”飞船搭乘由 SpaceX 研发的“猎鹰 9 号”火

箭发射升空，从此“载人龙”飞船正式开始执行

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意味着美国载人航天发

射朝“常规化”迈进。这是美国自 2011 年航天飞

机退役后，首次使用国产火箭和飞船从本土将宇

航员送往空间站，也是其商业载人航天迈出的关

键一步。 

 

 

16.海燕-X 

    “海燕-X”万米级水下滑翔机，是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专项支持下开

发的新型万米级轻型水下观测系统。2020 年 7 月

16 日，“海燕-X”水下滑翔机万米深渊观测科学

考察团队顺利返航。此次科学考察用 2 台万米级

“海燕-X”水下滑翔机开展的综合调查，共获得

观测剖面 45 个。其中，3000 米级、6000 米级和

7000 米级剖面各 1 个，万米级剖面 3 个，分别下

潜至 10 245 米、10 347 米和 10 619 米，再次打破

了水下滑翔机的潜深世界纪录，标志我国在万米

级水下滑翔机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海

燕-X”水下滑翔机是目前国际上唯一能够进行万

米深渊观测的水下滑翔机，它的成功研制实现了

人类在万米深海观测从点到持续剖面的历史性

跨越。 

 

17.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 

“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位于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加查县境内，横跨水深达 66 米的雅鲁

藏布江，全长 525.1 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跨

度最大的铁路钢管混凝土拱桥。2020 年 6 月 20

日，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现浇主梁成功合

龙，标志着拉林铁路全线 120 座桥梁主体工程全

部完工，为拉林铁路 2021 年正式通车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此次合龙的现浇主梁为全预应力钢筋混

凝土箱形结构，采用空间长吊索吊架法分节段两

岸对称悬浇，梁宽 18 米，梁体距离水面 35 米，

工期历时超 5 年，是拉林铁路全线施工工期最长、

施工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控制性工程。藏

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创造了世界同类型铁路

桥梁海拔最高、钢管拱跨度最大、主拱钢管直径

最大、钢管拱单根管内混凝土顶升方量最多等 4

个世界第一。 

 

18.“跨界”量子纠缠 

2020 年 5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美国国家

标准技术研究院的学者合作，成功制备出原子和

分子间的“跨界”量子纠缠。“纠缠”是量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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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特性之一，也是实现量子计算等重大应用的

基础。目前，原子与原子、电子与电子、光子与

光子间的“同类量子纠缠”技术已比较成熟，但

不同粒子间的“跨界纠缠”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由于分子是多个原子构成的系统，信息承载量更

大，纠缠时间更长，覆盖的频段宽广，所以原子

和分子间的“跨界”量子纠缠可显著提升信息承

载量，开辟出构建多体系复杂量子信息处理器的

新路。 

 

附录：历年科技焦点名词回顾 

2019 年：海上发射、月背软着陆、高分七号卫星、黑洞

照片、双龙探极、京张高铁、鸿蒙、量子霸权、抗癌新药、

第三代杂交水稻、山东舰、胖五 

2018 年：猎鹰重型、嫦娥四号、张衡一号、体细胞克隆

猴、鲲龙、中国散裂中子源、冰屏、5G 标准、深海一号、

APM 浦江线 

2017 年：引力波、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复兴号、C919

大型客机、人机大战、中国天眼、实践十三号卫星、光量

子计算机、可燃冰试采、驱逐舰首舰下水 

2016 年：神舟十一号、虚拟现实、量子卫星、神威·太

湖之光、中国天眼、国家基因库、长征五号、深度学习、

引力波、区块链 

2015 年：青蒿素、大飞机 C919、开普勒-452b、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技术、火星液态水、长征六号、天河二号、

4D 打印、智慧城市   

（执笔/北京语言大学：崔悦，朱君辉，师佳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