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外！估值1400亿，中国企业领跑独角兽，甩狂人马斯克2倍——2020十大领域年终盘点（附12月新盘简报-末后事工整理）

不只如此，前 5名里中国企业抢占 3席，SpaceX勉强挤进前 3。小编擦了几次眼睛仔细看，真没错。。独角兽是麒麟的别称，新闻告诉我们，世界属灵氛围已经悄然转

变。本刊选取十大领域，盘点2020：全球独角兽企业图谱、人工智能、科学发现、太空大事件、天文事件/明年展望、外星人、科创热点、16个国家大科学装置、以色

列考古十大发现、十年来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11月只有2场6级以上地震，12月共11场（9月份14场全年最多，1月12场）：



2020年终盘点+12月新闻概览

主题                 报道超链                                   备注

年终

盘点

2020      年      CB Insights      全球独角兽企业图谱  新鲜出  

炉：  前五中国企业占三席  ，字节跳动、滴滴领跑  

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是总部位于中国的字节跳动，属于人工智能的类别,估值 1400 亿美元。紧随

字节跳动之后的是移动出行平台滴滴出行，估值约 620 亿美元；排名第三的企业是航空航天制造商

SpaceX，估值约 460 亿美元。另外 2 家位列前五的企业依次是：支付处理平台 Stripe（360 亿美

元）和短视频应用程序快手（180 亿美元）。

2020      年人工智能十大技术进展  发布全球规模最大的预训练语言模型GPT-3；破解蛋白质结构预测难题；深度势能分子动力学研究获

得戈登·贝尔奖；深度神经网络求解薛定谔方程；通过动态颅内电刺激实现高效率“视皮层打印”；

清华大学首次提出类脑计算完备性概念及计算系统层次结构；仅用 19个类脑神经元实现控制自动驾

驶汽车；全新无监督表征学习算法；康奈尔大学提出无偏公平排序模型可缓解检索排名的马太效应问

题

2020  ，十大科学发现  在地核附近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大面积结构；首次在太空中观察到“物质的第五态”；冰河时代到底有

几度；第一张带两颗行星的年轻恒星照片；快速射电暴来源首次确定；陨石块含有意料之外的太阳前

颗粒；用电场控制原子核；蠕虫数量在过去 40年中增长了283倍；引力波信号显示了两个黑洞的合并

2020  ，太空大事件  哈勃 30周年：你生日那天，哈勃拍摄的宇宙照片；国际空间站运行 20周年；童话世界上的新智彗星

和流星；月球、金星和火星都有新的发现；金星或存在生命；外星样本采集；迟迟不炸的参宿四；

2020年可谓是黑洞之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揭示“宇宙最黑暗秘密”的人、人类第一次在黑洞碰

撞中探测到光、NASA 在银河系中心发现上千颗黑洞、距离地球最近的黑洞被发现、黑洞吞噬恒

星、M87最著名的超大质量黑洞在向我们眨眼；奇怪的流浪行星；最高清的太阳图像。

2020  ，十大天文事件  嫦娥五号成功发射并采样返回；多国成功发射火星探测器；太阳内部CNO循环被直接验证；黑洞研究

获诺奖 中等质量黑洞首发现；小行星采样成功并返回；阿雷西博坍塌退役 中国天眼顺利验收；新智

彗星偶然出现 ATLAS大彗星碎裂；快速射电暴FRB新进展；金星生命争议；多波段银河系图景

2020      重大天文天象总结和      2021      展望  

2020回顾：

4.8年度超级月亮、6.21日环食、7.14新智彗星高光时刻、10.14火星冲日、12.14双子座流星雨极

大

2021展望：

1.3象限仪座流星雨极大、5.26月全食、6.10日环食、10.29金星大距、11.19月偏食.

https://mp.weixin.qq.com/s/K-HivHSC-G1deoK7e6tQfg
https://mp.weixin.qq.com/s/psNw8d3JynBwrdBMfyD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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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十大外星人新闻  金星上的“生命分子”；美国公布 UFO视频；来自三体星的射电信号；仍不排除奥陌陌外星飞船的可

能性；银河系有大量宜居行星；大部分宇宙文明已经灭亡？；1004颗能看见地球的恒星；外星人不一

定呼吸氧气；外星人可能生活在黑洞周围

2021      预测，十大科创热点  人类增强；后量子霸权时代；超材料体素；空间智能；隐私搅拌器；机器打工人；深空探测；虚拟科

学家；边缘赋能；柔性制造.

中  国新增的      16      个国家大科学装置  海底科学观测网/上海；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哈尔滨；大型低速风洞/哈尔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兰州；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成都；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合肥；中国南极天文台/南京；综合极

端条件实验装置/长春；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合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保定；转化医学研究

设施/上海；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连云港/南京；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武汉；上海光源线站

工程/上海；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研究设施/北京；地球系统数值模拟器/北京

过去      10      年间，  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文迪亚洞穴，克罗地亚 2010；新石器时期的石峁城，陕西中国 2011；万查基托—拉玛斯，秘鲁

2012；理查德三世的坟墓，莱斯特，英格兰 2012；皇家海军“埃里伯斯”号和“恐怖”号的残骸，北

极圈，加拿大2014；纳莱迪人，新星洞，南非 2015；激光扫描，吴哥，柬埔寨 2015；狮鹫战士之墓,

皮洛斯，希腊 2015；木乃伊作坊,萨加拉，埃及 2018；雷吉奥五号区域的发掘，庞贝，意大利 2018

2020  ，以色列十大考古发现  发现先知以赛亚书描述的金耳环；在圣殿山基岩下发现隐藏密室；圣殿山发现巴尔·科赫巴起义硬

币；戈兰高地发现的大卫王时代堡垒；耶路撒冷发现希西家-约西亚王时代的皇宫遗址；发现2800年

历史的器皿，可重绘古代以色列地图；马加比时代墓穴发现刻画的金灯台；2000年前第二圣殿时期洗

礼池

天象

航天

航空

外星

1      月天文现象预告  蜂巢星团伴月、象限仪流星雨极大、金星合月、火星合月、水星东大距等天象将依次登场

共筑“世界巨眼”     |   平方公里阵（  SKA  ）射电望远镜  一年后，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一项超级大科学工程的开工建设，平方公里阵（Square Kilometre

Array, 简称 SKA）将成为我们这颗星球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套科学设施。SKA将与韦布空间望远

镜、下一代巨型光学望远镜、欧洲核子中心的强子对撞机 LHC、引力波天文台 LIGO及国际热核聚变实

验 ITER等一起，成为人类21世纪进行物理学重大发现的神器

中国发布未来太空探索计划 12.28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未来太空任务计划，提出一个新的三步走计划，详细介绍了未来对月亮和

深空的探索。目前已完成目标轨道同步、探测器着陆和返回，未来的任务将专注于“测绘、建设和利

用”。

4      月      1      日，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将于2021年 4月 1日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首次！锦屏深地核天体物理加速器出束 12月 26日，锦屏深地核天体物理实验传佳音：加速器成功出束并开始实验，锦屏深地核天体物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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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i691118194846364518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921329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2911413701002202604003E04DA8&share_token=


验正式启动。“锦屏加速器和探测器由中核集团原子能院和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等院校研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标志着我国已完全掌握深地强流高压加速器技术和实验技术。”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JUNA项目负责人柳卫平说，该加速器投运后将成为目前世界上束流强度最高的地下核

天体物理实验设施。

中国核聚变发展重大突破！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

首次放电

2020年 12月 4日 14时 02分，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 M装置（HL-2M）在成都

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标志着中国自主掌握了大型先进托卡马克装置的设计、建造、运行技术，为我

国核聚变堆的自主设计与建造打下坚实基础。

SpaceX      成功发射天狼星，猎鹰      9      完成第      69      次回收  SpaceX在 12月 14日，使用一枚经过 7次回收猎鹰 9运载火箭，将大型无线电卫星送往天狼星组网轨

道，完成发射工作后，猎鹰 9的第一级火箭完成回收。此次发射是 SpaceX今年的第25次发射，天狼

星将进入预定轨道，替换掉之前的老旧卫星，提供更加稳定的无线电支持。

盖亚看见了太阳系的加速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天文学家对我们太阳系加速度的测量是第三版盖亚目录中的一个科研亮点，随着它

在 2020年 12月 03日 12：00的发布，公众可以获取高精度的天文数据，如大约18亿天体的位置、速

度、光度和颜色等信息。盖亚是一项欧洲航天局于2013年 12月 09日的开始进行的任务，旨在绘制出

所有可以用卫星的千兆像素摄像机捕捉到的天体的三维地图。千兆像素摄像机平均可以在一小时内捕

捉超过三百万颗恒星！观测非常精确，对于像月球一样远的天体，盖亚可以观察到只有几厘米的运

动。

天文学家发现宇宙“高速公路”，快速穿越太阳系  ？  近日，天文学家发现，由太阳系中的引力相互作用产生的不可见结构形成了一个“太空高速公路”网

络。由这些看不见的结构内部的一系列相连的拱形结构（称为空间流形）组成，每个行星都产生自己

的流形，共同创造了“太空高速公路”，这些通道可以使物体快速穿越太空，并可以用于我们自己的

太空探索目的，人类快速穿越宇宙或即将实现。

罕见实拍！美国上空惊现巨型发光火柱 急速俯冲坠

落

12月 28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天空中，惊现一条巨大发光火柱。从画面中看，这道火光似乎正在急

速俯冲，宛如外星飞船降临地球。美国网友议论纷纷：难道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好像核

弹来袭。还有网友解读称，这种现象叫夜光航迹云。

玉树上空巨响，一个月内      4      次火流星闯入地球，人类  

应当提高警惕

12.23青海玉树上空的一声巨响，一颗火流星在半空分解爆炸，黑夜在一瞬间变成白天，大地颤抖起

来；11.26南冰洋上的一艘科考船只正在作业的时候，突然，天空中出现一个物体，好似飞鸟般大

https://www.toutiao.com/i690984417399878503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888375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251609120101441311345F15454C&group_id=690
https://www.toutiao.com/i690984417399878503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8883753&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251609120101441311345F15454C&group_id=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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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i690612174093872384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802998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15185946010144120067147FB8AE&group_id=690
https://www.toutiao.com/i690228947900065434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707298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041709450100220201521590A559&group_id=690
https://www.toutiao.com/i690228947900065434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707298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041709450100220201521590A559&group_id=690


小，接着快速的下坠，急剧的燃烧，发出耀眼的光芒，接着这个物体发出巨大的声响后，消失在视线

之中；

11.29日本西部上空一个亮光从天而降，先是发出淡绿色的亮光，没过多久，突然又变成橙黄色，在

急速下坠的过程中，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整个天空变成了一片白色;

12.3纽约上空一颗直径不详的流星，以25公里/秒的速度在纽约上空35公里处发生剧烈的爆炸，发

出刺眼的光芒，覆盖住太阳的亮光，随即爆炸的声响传到地面，巨大冲击波让地面上的人都感到震

动。

美军拍到      UFO  ，或许是外星人操作的  12月 6日，五角大楼关于不明飞行物（UFO）的机密报告被媒体曝光。报告一共两份，一份是美军士

兵用手机拍的照片，有一个 UFO在海上漂浮;另一份更让人惊讶，有一个不明物体自由穿梭在海洋和

天空，可能是外星人操作的。

L      形蓝色不明飞行物坠入夏威夷海域  2020年 12月 29日，美国夏威夷欧胡岛上，有居民拍到一个“L”形状的蓝色不明飞行物掉入海中，

降落速度很快。有人怀疑是飞机失事后的碎片，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当时该地区未发生飞机

事故。

外星人来了？俄罗斯出现“光柱”奇景宛如科幻片 12月 1日晚间，俄罗斯秋明市上空出现奇景。一根根橙蓝色的“光柱”在夜空中交相辉映，形成了一

幅神奇的画作，场面宛如科幻大片。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日出，科学家表示，这种现象在北纬

地区其实并不罕见，这些“光柱”由大气中的微小冰晶反射光线产生，通常出现在气温低于零下 20

摄氏度的夜空。

澳大利亚巨大“外星六角形”引热议 近日，一名澳大利亚网民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充满了神秘气息的卫星照片——在澳大

利亚的西澳大利亚州，一个六角形的、巨大的、类似“魔法阵”的非自然形成的痕迹出现在地面上。

尽管外媒夸张地称其为“外星六角形”，但有网友指出，这种现象其实和美军有关。

第      7      块、第      8      块神秘金属巨石现身德国、西班牙  继美国、罗马尼亚、英国、荷兰后，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神秘金属巨石，这已经是自 11月首块巨

石现身以后出现的第 7块和第8块。据德媒“hessenschau”8日报道，上周末，德国城市苏尔茨巴赫

的田野上，出现了一块闪闪发光的巨石。巨石内部是木质结构，来源不得而知。

神秘金属柱现身加拿大多伦多 引当地民众围观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继美国犹他州沙漠、罗马尼亚山顶和英国怀特岛等地陆续出现一根谜一般的

三棱柱形金属“巨石”后，这根高约3.5米、看似空心的金属柱，于跨年夜当天出现在多伦多安大略

湖湖岸，引发当地居民热议。

https://www.toutiao.com/i6913035032538022408/?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960122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101022327050100220201520274B298&share_token=
https://www.ixigua.com/6913381926770311693/?wid_try=1
https://www.toutiao.com/i6903060194402599427/?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725658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062009420100220201520EDB5223&group_id=690
https://www.toutiao.com/i690387354665789082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747877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090952520101470841451034AC4B&group_id=690
https://3w.huanqiu.com/a/9eda3d/417zTsHNGNq?agt=20&tt_from=weixin&tt_group_id=6906841439423070734&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820151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1718
http://www.kankanews.com/a/2020-12-03/00395950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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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工程改造猪”获批，它将给人类带来什么？  近日美国 FDA宣布，批准了一种有意改变基因组的家猪上市，称为 GalSafe猪。这种家猪可能用于食

品或人类治疗。 这是 FDA批准的首个可以同时用于人类食物消费和作为潜在疗法来源的IGA动物。

卢培龙：从头设计蛋白质的时代已到来 12.10全球青年科技领袖峰会上，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卢培龙发表了以《蛋白质从头设计时代的到

来》为主题的演讲，他认为通过蛋白质设计可以产生出新型蛋白质工具，也可以应用于蛋白质治疗领

域。在未来，他认为 AI 技术可以广泛引入到蛋白质设计中。其次，蛋白质设计可以应用到更广阔的

空间。再者，研究者可以尝试多种构象，在生命体内产生各种功能，最终甚至可以把合成生物学和蛋

白质设计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全新人造的生命。

Twist      创建  "  未来工厂  "  ，  DNA   合成产能将扩大   1   倍  据悉，Twist 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附近建造一个 11 万平方英尺的工厂，以扩大 DNA 合成产能，

预计 “未来工厂” 建成后产能将增加一倍以上。该工厂计划 2022 年投入运营，可能在启动和运行

时能增加 400 个工作岗位。

视力下降问题获重大突破，哈佛团队采用重编程神经

元法，恢复小鼠一半视力

近日有两大海外科研团队相继宣布，其针对衰老和青光眼造成的视力下降问题的研究，均取得了重大

突破，或可逆转衰老的时钟。

逆转视神经衰老恢复视力，或迎来变革性治疗 12.3哈佛大学医学院等团队在 Nature 上发表封面文章。该研究利用基因治疗诱导神经节细胞重编

程，恢复年轻的表观遗传信息，从而使得视神经能在损伤后再生，并逆转青光眼和衰老造成的视力下

降。

AI      除了“看”还能“闻”？  科学家研发仿生“电子  

鼻”，  30      秒识别食品新鲜度，内嵌      CNN      算法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模仿哺乳动物的嗅觉系统，发明了人工“电子鼻”，可准确评估

肉类的新鲜度。实验数据显示，“电子鼻”检测准确率高达至 98.5%，而传统检测方法只有 61.7%。

该研究成果于 10 月发表在科学杂志《先进材料》上。

全球首创！基因编辑成功“杀死”癌细胞，永久性治

疗，无副作用？

在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上，以色列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这几乎科幻的场景，属于世界首创。该项

研究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推动，科学家利用“显微剪刀”修改了癌细胞的 DNA，成功使

得小鼠体内的癌细胞毁灭了，而且丝毫没有损伤到其他正常的细胞。

脑机接口技术有望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今天这项高

级临床研究在上海启动

12月 11日，上海瑞金医院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中心成立仪式于瑞金医院举行，同时中心的第一个临

床脑机接口研究项目——“难治性抑郁症脑机接口神经调控治疗临床研究”启动，更多难治性抑郁症

患者将在此获益，芯片实时记录神经信号，把抑郁症状扼杀在摇篮中

科学家通过  基因改造西红柿  来产生用于  治疗帕金森病  

的重要药物

据外媒 New Atlas报道，科学家对西红柿进行了基因改造，以产生L-DOPA这种用于治疗帕金森病的药

物。在获得合成药物受到限制的地区，这种创新可能是一种更容易和更便宜的生产基本药物的方法。

麻省理工学院海归发明“活”材料，能自我修复，可

用于软骨修复和癌症诊疗

“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谈起‘材料’两个字的时候，联想到的将不只是冷冰冰的金属或轻飘飘的塑

料，而是有生命特征的‘活的’材料！” 麻省理工学院（MIT）海归博士后、现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的钟超说道。

新技术用人体传送数据，安全性更高 近日，研究人员开发出一款原型设备，可以让你的身体充当“卡片或智能手机”与“阅读器或扫描

仪”之间的连接通道，只需触摸一下物体表面就可以传输信息。是首个可通过指尖直接触摸发送任何

信息的技术。研究人员在一项新研究中表示，当用户将原型作为手表佩戴时，在触摸笔记本电脑上的

https://www.toutiao.com/i690900499977951693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8883507&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251605070101441311345F153426&group_id=690
https://mp.weixin.qq.com/s/z3cJih9w5ee_oEixCVXNIQ
https://mp.weixin.qq.com/s/QTrfQ5UHfYwLVhzjN2M6AQ
https://mp.weixin.qq.com/s/QTrfQ5UHfYwLVhzjN2M6AQ
https://www.toutiao.com/i690447008307924225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781711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1307515901014708307621579032&group_id=690
https://www.toutiao.com/i690447008307924225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781711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1307515901014708307621579032&group_id=690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354581001991947018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354581001991947018
https://www.toutiao.com/i690446322037594574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781720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1307532101014708307621579795&group_id=690
https://www.toutiao.com/i6904463220375945742/?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781720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1307532101014708307621579795&group_id=690
https://mp.weixin.qq.com/s/pg0c_hnhZh1BNMaHN9ZMYA
https://mp.weixin.qq.com/s/pg0c_hnhZh1BNMaHN9ZMYA
https://www.toutiao.com/i6901816539012481544/?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6999081&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032038010100220260400473DFE9&group_id=690
https://mp.weixin.qq.com/s/BUQ6S0X-NzgLLap4BpAJTQ
https://mp.weixin.qq.com/s/BUQ6S0X-NzgLLap4BpAJTQ
https://mp.weixin.qq.com/s/sJUVreC_vJfmgn3OUJn3Rg
https://www.toutiao.com/i690716236676132097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8202635&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17185714010028056197180C6928&group_id=690


传感器时，用户的身体可用于发送照片或者密码等信息。

数字人正走进现实！  AI      大脑  +  高颜值  12.3，首届数字人开发者大会在北京召开。虚拟数字人是存在于数字世界的“人”，通过动作捕捉、

三维建模、语音合成等技术高度还原真实人类，再借助 AR/MR/VR等终端呈现出来的立体“人”。在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浪潮的带动下，虚拟数字人制作过程得到有效简化、各方面性能获得飞

跃式提升，开始从外观的数字化逐渐深入到行为的交互化、思想的智能化。以虚拟主播、虚拟员工等

为代表的数字人成功进入大众视野，并以多元的姿态出现在影视、游戏、传媒、文旅、金融等众多领

域

中国首位      AI      偶像出炉！吊梢眼，高颧骨被批？真人  

偶像频翻车，虚拟偶像“抢饭碗”？

今年，中央电视台选秀节目中出现了一位虚拟学员翎 Ling。该虚拟人物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在虚拟数字

人和虚拟内容智能化制作方面的优势，有了这样的呈现：

波士顿动力机器人组团跳舞，跟真人没差别 波士顿动力刚刚放出一段极其欢乐的舞蹈视频，人形机器人 Atlas、机器狗 Spot、搬运工 Handle纷纷

亮相，伴随着歌曲 Do You Love Me共舞，动作整齐划一，灵活悦动。

清华      31      岁教授将手机天线尺寸缩小      100      倍，未来有  

望植入人体

“因为人体的影响，传统天线在可穿戴设备上也面临挑战，而微机电天线的工作原理与传统电偶极子

天线不一样，它是一种磁偶极子天线，有效避免了天线的平面效应。” 南天翔介绍说，该天线有望

用于可穿戴设备甚至植入人体。“这项‘能颠覆游戏规则’的纳米尺度天线在诸如物联网、智能手

机、生物医疗等领域大有可为。” 

全球      5G      应用大赛金奖   华为河图  获奖  带着浓厚古风味道的“河图”的英文名称是Cyberverse，可以看出数字宇宙这个概念，河图在今年9

月一发布就引起了轰动，因为和敦煌研究院合作，用 AR技术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数字莫高窟地图，通

过厘米级的空间识别技术，复制出一个与实景相同的虚拟莫高窟空间从而活化了千年的世界文化遗

产。 

以河图为基础，华为推出了华为 AR地图的应用，目前可以下载，华为比较新的机型都支持。

华为招兵买马强化      AI      药物研发？业内人士：符合华  日前华为云官网显示正在招聘药物研发算法工程师，岗位职责是从事应用计算化学及计算机辅助药物

https://www.toutiao.com/w/i1687016120324108/
https://mp.weixin.qq.com/s/Wi522RnuBmUQbfWq9KQV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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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硬核科技定位 设计（CADD）方法进行小分子药物设计工作，并开发 AI 辅助药物研发的深度学习算法，这从侧面反

映出华为正在加强 AI 药物研发领域的布局

中国“九章”石破天惊的背后：量子计算全球“神仙

打架”四十年 

“昔在庖犠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 2000年前

《九章算术》的第一句话。2000年后的今天，中国科学家已构建了 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

章”，实现了具有实用前景的“高斯玻色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百万

亿倍。速度比去年谷歌发布的53个超导比特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快一百亿倍。

世界级光子科学中心正在上海张江崛起 2021年，上海光源将有约30条光束线和50个实验站投入使用；年接待用户能力将过万上海软 X射线

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通过国家验收；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推进顺利.2020年 11月 4日，软 X射线

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于通过国家验收，如今正在升级成为用户装置。

光学卷积神经网络加速器：通过光学实现更强大的人

工智能！

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与深度科技创业公司

Optelligence LLC 共同开发出一种光学卷积神经网络加速器，每秒能够处理拍字节（1拍字节=2^50

字节）级的大量信息。这项创新利用了光的巨量并行性，预示着用于机器学习的光学信号处理新时代

的到来，应用领域众多，包括无人驾驶汽车、5G网络、数据中心、生物医学诊断、数据安全等。

Google      宕机      45      分钟，全世界网友急疯了  12.15Google账户无法登陆，YouTube无法观看，Chrome浏览器也出现运行缓慢的情况。于是相互询

问能够登陆 Google服务成为了今天的流行问候语。美西时间的凌晨 3:47分左右，Google 全球宕机

了。

考古 世界遗产名录更新，太极拳、送王船列入 12月 17日，我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我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

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两个项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

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 42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

世界遗产名录更新！韩国燃灯会申遗成功 今年韩国申遗成功的项目名为“佛教燃灯会”，根据介绍，“燃灯会”是为庆祝农历四月八日释迦牟

尼诞生日而举行的佛教活动，最早起源于新罗年间，现在已发展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代表性春季庆

典。

多个首次发现！“考古中国”公布四项考古新发现 12月 29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工作会，聚焦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新发现，通报内蒙古后城咀石城遗

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等 4项重要考古成果

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      5000      年前青铜器  12月 11日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2019-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会上获悉，考古工作者在通天洞遗

址发掘到距今 5000多年的青铜器，这是新疆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吉

木乃县草原石城景区，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距今 4万多年

安岳石窟发现明代龙王像 竟与《西游记》中东海龙

王惊人相似

近日，一尊保存完好的明代东海龙王石刻造像在四川安岳县被发现。这尊距今已有400年的道教石刻

龙王呈老年帝王之相，体现明代宗教与民间信仰高度融合后形成的彻底民俗化、本土化的成熟的龙王

https://www.toutiao.com/i691167305138176052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609310100&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2301435000101470832131007E279&share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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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对于研究龙王信仰、明代服饰和雕塑以及民间活动等具有极高的价值。

考古学家发现      1.25      万年前壁画！已灭绝的冰河时代  

动物都被画出来了

近日，一支英国考察队公布他们在亚马逊森林西北部一个叫 Serrania La Lindosa的地方，哥伦比亚

奇里比克特国家公园的重大发现。在陡直的悬崖石壁上，他们找到距今有12500年历史的原始壁画。

壁画横跨整个悬崖面，长达 8英里，景象十分壮观。是真正的原始秘境。

荷兰惊现      7000      年前人骨箭矛，或是企图“唤醒”其  

生前力量

据最新一期《考古科学》杂志刊发的论文，荷兰莱顿大学的考古学家在一处海岸发现数百个由骨头制

成的箭头，其中 7个由鹿角和鹿骨制成，2个由人骨制成，经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 7000年至 5300 年

之间。

专家表示，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对他们使用的骨箭和骨矛有选择性，例如鹿骨会被用来“唤醒”红

鹿的优雅和速度：“对于人骨，它似乎与个人的身份有关。也就是说，熟练猎人的骨头可能被用来赋

予使用者力量和收获。”

《国家宝藏》第      3      季开播 靳东等化身国宝守护人  据记者从节目组了解到，备受瞩目的《国家宝藏》第三季首期 12.6开播，将为观众展示来自故宫博

物院的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金嵌珍珠天球仪和午门三件国宝。靳东、张子枫等明星艺人倾

情加盟，化身国宝守护人，演绎国宝前世传奇。

地球

异动

/

极端

天气

世界气象组织：  2020      年是有气象观测历史以来最热  

的一年

在“Phys.org”网站的新闻稿中称，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0年是有气象观测历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地球已处于气候灾难边缘。地球的平均温度比工业化（1850-1900 年）前高出大约 1.2摄氏度。估

计，到 2024年，将超过 1.5摄氏度。联合国秘书长称，“世界已处于气候灾难边缘”。

俄罗斯最冷小镇      5      天落了两个月的雪量  Norilsk，一个地处北极圈以北 200英里（约321公里）处的俄罗斯城市，素有残酷极地之称，今年同

样也不例外，Norilsk入冬以来已深陷雪中一周，5天内这个城市下了两个月的雪量。暴雪伴随着每

秒高达 27米的风速裹满了整座城市，即便此前两个月这儿已经清除了40万吨积雪也无济于事！

火山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喷发 临近城镇降下火山灰 13日夜间埃特纳火山东南口发生喷发活动，短时间内火山震颤幅度急剧上升，随后熔岩从火山口东南

方向流出，最长达 2公里。最新监测显示，火山喷发活动不断减弱，目前仅局限于火山口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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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

 

加勒比地区  "  末日级  "  火山警报  , 10      万居民紧急疏散  加勒比地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超过 10 万居民接到了警告，随着拉苏弗里埃火山（ La

Soufrière）开始喷出熔岩，他们可能需要在 24小时内撤离家园，因此官方已经发布了橙色警报。

时政

异闻

拜登：将利用战时法律加速接种新冠疫苗 华盛顿 12月 30日消息 拜登在特拉华州演讲时指出：“《国防工业生产法》将使私营公司支持政府抗

击 COVID-19疫情的努力。”截至 12月 28日，美国已有超过 21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联邦政府已经

向各州、地区和联邦机构运送了超过 1140万剂疫苗。

牛津疫苗带来新年希望？英首相承诺      4      月恢复自由  根据官宣，牛津疫苗将于1月4日在英国启动接种工作，首批接种 2500万人。依然是按照养老院居民

及医护人员、年长者及弱势群体优先的原则。根据计划，英国政府将每周接种 200万人，并预计在 5

月底前接种至少 3000万人。牛津疫苗和已经开打的辉瑞疫苗一样，需要注射两次。

重磅：中国新冠疫苗获批上市！ 12.31，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

市。

全国新冠疫苗紧急开打进行中，深圳青岛成都等开放

预约

12月 19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按照

“两步走”方案：第一步，主要是针对重点人群开展接种，尽力缓解输入性疫情防控的压力，降低本

土病例发生和国内疫情爆发的风险。第二步，随着疫苗附条件获批上市，将会有更多疫苗投入使用

以色列开启新冠疫苗“全国大接种” 12.20以色列开始了新冠疫苗接种运动，旨在每天为大约 6万人接种疫苗，以消灭本国人口中再次激

增的疾病。以色列将首先为卫生工作者接种疫苗，然后对 60 多岁的老人进行免疫接种。以色列表

示，它已经为该国900万人从辉瑞和 Mordena两个公司获得了足够的疫苗剂量。

教皇发表圣诞致辞：共享疫苗，勿让市场法则凌驾于

爱和健康之上

教皇方济各于12月 25日发表圣诞致辞，呼吁各国共享新冠疫苗，确保最脆弱、最需要的群体可以获

得疫苗，“勿让市场法则凌驾于爱和健康之上”。他强调，健康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恳请各国领导

人、商业公司、国际组织在疫苗领域进行合作而非竞争，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疫苗。

梵蒂冈新耶稣诞生场景有宇航员  ,   人们怒了  每年梵蒂冈都会在圣彼得广场布置不同的耶稣诞生场景。它通常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吸引力。耶稣、玛

丽亚和约瑟通常不会和宇航员或《星球大战》中达斯·维德那样的人物一起出现。然而，今年的梵蒂

冈在最新的耶稣诞生场景中把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不仅充满了异教色彩，更惹恼了一些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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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振臂欢呼，“脱欧”，搞定！ 12.24，英国与欧盟终于达成了历史性的脱欧贸易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狂喜。该协议是双方签署的

最大的双边贸易协议，涵盖 2019年价值6680亿英镑（约合 5.9万亿人民币）的贸易。该协议对整个

欧盟都是一个好的协议，将促进工作机会和繁荣。

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被“背叛和

出卖”

摩洛哥上周在美国撮合下，成为 4个月来第 4个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与此同时，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

刚刚，比特币突破      3      万美元大关！  2021年的第二天，又见证历史了！Bitstamp平台显示，比特币史上首次站上30000美元整数大关，总

市值超5600亿美元。比特币自 2009 年诞生后，其第一次产生价格是 2010年被购买所对应约 0.0025

美元，比特币诞生以来的价格涨幅已超1200万倍！

全球最大音乐软件即将支持比特币支付，标准普尔布

局加密货币

Spotify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音乐流媒体公司之一。该公司拥有环球音乐集团、索尼音乐集团、华纳音

乐集团三大唱片公司的合作授权。，2020 年第一季度 Spotify （斯波蒂菲）在全球的月活用户总数

达到 2.86 亿。拥有付费用户 1.3 亿人，2020 年第一季度的付费订阅用户增加了 3000 万。

蚂蚁之后，微信、京东、百度、陆金所、滴滴全部下

架存款业务！被指  "  非法金融活动  "  

20日，继蚂蚁集团之后，百度度小满、京东金融、腾讯理财通、滴滴金融、中国平安旗下陆金所等平

台相继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同时其他平台也有此趋势！19日，百度旗下度小满、腾讯理财通也下架

了互联网存款产品。

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2020年 12月 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完成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如果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来看下

一阶段的开放，我们可以提高开放的格局。开放不再是传统的开放，而应当是更广、更深、更高层次

的开放。通过连接内外循环，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实现中国规则的国际化。

好消息！新疆发现千亿立方米气藏 从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获悉，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呼图壁县境内的风险探井呼探 1井获得重大突

破，初步探明气藏规模超千亿立方米。准噶尔盆地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克拉玛依油田位于盆地

西部。新疆准噶尔盆地建成的第一套环形输气管网已经全线贯通，总投资 18亿元人民币。

内蒙古中西部发现特大型地热田 12月 15日消息显示，专项地质勘查工作队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白垩系地层中，成功打出出水

温度达 62摄氏度、日涌水量 4030立方米、水头高度110米的地热井，单井可稳定供暖 22万平方米，

地热资源分布面积近 36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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