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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不可缺少的支撑。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紧紧围绕“零排供能、绿色出行、5G共享、智慧观赛、运动科
技、清洁环境、安全办赛、国际合作”八个方面开展了对新技术的充分
应用，亮点纷呈、科技感十足。

从“冰丝带”到“冰立方”新技术全面赋能冬奥场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采用了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

索网屋面，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四分之一。
被称为“雪游龙”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采用“毫米级”双曲面混

凝土喷射及精加工成型技术，1.9公里赛道一次性喷射浇筑成型。
国家游泳中心由水立方转为“冰立方”，应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

平动态监测技术，20天内完成场地“水冰转换”。
首钢滑雪大跳台应用了正四面体的模块及正四面体连接节点，实

现不同比赛的赛道剖面转化。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将鸟巢建设
成为数字、低碳、智能体育场馆。

100%绿电“零碳排”制冷打造绿色冬奥
绿色是本届冬奥会的办赛目标之一。
为实现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目标，通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将张

北地区的风能、太阳能等生产的绿电输入北京。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
所有场馆将实现100%绿电供应。

国家速滑馆、五棵松体育中心等冬奥场馆，选用二氧化碳跨临界
制冷系统，冰面温差控制在±0.5℃以内，碳排量接近于零，这项技术
大规模应用于冬奥会，也是奥运史上的首次。同时，利用冷热联供
一体化设计对制冷余热进行回收利用，能效提升 30%-40%。

8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张家口赛区进行了测试，赛时将在延庆、
张家口投入 700余辆氢燃料大巴车提供交通服务保障。

北京冬奥会境内接力火炬将全部应用氢燃料。
以玉米、薯类及秸秆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生产的可降解餐具，

将代替塑料制品为冬奥会提供相关服务。

5G信号全覆盖助力云转播、云观赛、云诊疗
云转播技术，赛时在测试赛的基础上，将与 OBS 合作，在“云顶

滑雪场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中提供“子弹时间”的制作。8K 高清转
播车，为 10 月举行的短道速滑赛事进行了录制和转播，时长 22 小
时。云转播 5G 背包，可直接将前端设备采集的视频信号实时上传
到云平台。

在混合采访区，利用远程遥控摄像系统，实现媒体记者跨空间
采访。4 月测试赛已有测试应用；10月测试赛事期间，来自韩国、荷
兰、中国等国的运动员，通过云采访系统接受了媒体的远程采访。

奥运会的组织者，也在新技术的应用中感受到工作模式潜移
默化的转变：场馆三维仿真，可在线上进行业务领域流线、区域的
规划和设计；视频会议的远程同声传译功能，为疫情下远程国际
会议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智能会议翻译系统，支持多语种实时
语音转写、多语种互译，实现沟通无障碍。

此外，自由视角能让观众在屏幕上自由选择观赛角度、观赛时
刻。冬奥会冻伤及颌面创伤移动式诊疗平台，能现场对运动员的伤情
及时判断诊治。

期待新技术成果带来更好赛时服务
检测方面，研究团队致力于研发快速检测方法，在测试赛中也测

试应用了气溶胶检测，及早发现病毒，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病毒传
播。消杀方面，在传统消毒剂的基础上，多方面尝试应用新的技术手
段，例如分子筛微纳米催化过滤材料消毒、紫外线消毒、等离子消毒
等，都在一定范围内有测试应用。这些消毒的措施，将分别应用于循
环冷却水和水处理系统的消毒、空气的消毒以及物体表面的消毒，在
今年春季和秋季的测试赛中有示范应用。

据了解，从 2015 年冬奥会申办成功伊始，科技部就制定了科技
冬奥的行动计划。北京冬奥组委根据赛事举办的实际需求，制定了
科技冬奥实施方案。北京市科委组织专家研讨，明确科技冬奥密切
联系城市发展目标。河北省科技厅
促进项目落地，服务区域发展。一批
新技术已经在今年的测试赛中进行
了测试应用，有力支持了冬奥会的筹
办工作，也为冬奥会各客户群体带来
更好赛时服务。 □应虹霞

13届冬奥会：中国首次出席冬季奥运会
举办地区：美国普莱西德湖
1980年，第十三届冬奥会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中国

奥委会是 1979年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首次出

席冬季奥运会，共派出 28 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
雪、现代冬季两项的 18 个单项比赛。我国首次参赛的选手
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无一人进入前六名。

14届冬奥会：两岸中国选手首次同时参加
举办地区：南斯拉夫萨拉热窝
1984 年第十四届冬奥会在萨拉热窝举行。这是中国

代表团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共派出 37 名运动员参加 26 个
单项比赛。中华台北队也有 14 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冬奥

会。这是海峡两岸中国选手第一次同时参加奥运会。在
高山滑雪女子小回转比赛中，中国选手金雪飞和王桂珍分
别名列第 19 和第 20 名。中国队达到了开阔眼界、锻炼队
伍的目的。

15届冬奥会：李琰短跑速滑表演赛摘金
举办地区：加拿大卡尔加里
1988 年加拿大卡尔加里第十五届冬季奥运会，中国

仅派出一行 20 人的代表团，参加速滑、花样滑冰、越野

滑雪 3 项比赛的竞争。中国运动员李琰在本届冬奥会
女子短跑速滑表演赛中获 1000 米金牌和 500 米、1500 米
铜牌。

16届冬奥会：中国实现奖牌“零的突破”
举办地区：法国阿尔贝维尔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第十六届冬季奥运会是最后一

次与夏季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中国选手在
这届比赛中获得三枚银牌，排在奖牌榜的第 15 位。这也是
中国自 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经过 12年的努力，终于

在本届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本届参加比赛的队员有 34
人，参加了滑雪、滑冰、冬季两项等 34个小项比赛，共获银牌
3枚。其中，女选手叶乔波在比赛中带伤上阵，顽强拼搏，夺
得 500米和 1000米两项速滑的银牌，她挂着冰刀去，坐着轮
椅凯旋成为当年的体坛神话。

17届冬奥会：中国再度获3枚奖牌
举办地区：挪威利勒哈默尔
1986 年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将夏季和冬季奥运会

的比赛时间错开，间隔两年举行。为了迎合这一改变，
1994 年的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在与 1992 年法国
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间隔两年后再次举行，这也是唯
一一次间隔时间只有两年的两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选派 27 名运动员（女选手 19 名）参赛，共参加了速滑、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冬季两项和自由式滑雪等竞赛。此
次比赛，3 名女选手获得奖牌：张艳梅获 500 米短道速滑
银牌，叶乔波获 1000 米速滑铜牌，陈露获花样滑冰女子
单人铜牌。中国队最终以 1 银、2 铜的成绩排在奖牌榜
的第 19 位。

18届冬奥会：中国队成绩大幅提高
举办地区：日本长野
1998年日本长野第十八届冬季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参加了

滑冰、冰球、滑雪、冬季两项4大项，短道速滑、速滑、女子冰球、

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等 40个单项比
赛。本届比赛中国队成绩大幅提高，获得 6银、2铜，共 8枚奖
牌，虽然没能取得冠军，但中国队的进步有目共睹。

20届冬奥会：中国队奖牌总数提升
举办地区：意大利都灵
2006年第二十届冬季奥运会于2006年在意大利都

灵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了共151人，其中运动员

76人，有 36名男运动员和 40名女运动员。中国队最终
以2金、4银、5铜名列第14位。名次虽然落后于上届盐
湖城冬奥会，但是奖牌总数超过了上届。

19届冬奥会：中国获冬奥首金
举办地区：美国盐湖城
第十九届冬季奥运会于 2002 年 2 月 8 日至 24

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这届奥运会共设有
78 项比赛，俯式冰橇重新成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还有新加入的女子有舵雪橇项目，比上一届的长野

冬季奥运会多出 10 项。这是冬奥会史上比赛项目
最多的一次。来自中国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成
为中国第一位夺得冬奥会金牌的运动员。本届比
赛中国队一共获得 2 金、2 银、4 铜的好成绩，排在
奖牌榜的第 13 位。

21届冬奥会：王濛成就单届三金壮举
举办地区：加拿大温哥华
2010年第二十一届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中国队发挥出色，

一共收获 5 金、2 银、4 铜，共 11 枚奖牌。其中，王濛斩获女
子短道速滑 500 米、1000 米和接力 3 枚金牌，并打破世界纪

录，成为中国首位单届冬奥会获得 3枚金牌的选手，中国队
也由此包揽了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 4枚金牌。王
濛两届冬奥会共斩获 4金、1银、1铜，6枚奖牌，成为截至目
前世界上获得短道速滑奥运奖牌最多的女选手。

22届冬奥会：中国大道速滑粉碎34年魔咒
举办地区：俄罗斯索契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赢得 3金、4银、2铜。其

中，速度滑冰张虹夺金，帮助中国大道速滑粉碎 34年魔咒，

可谓最重要一金。而短道速滑李坚柔、周洋也给冰迷带来惊
喜，一扫王濛受伤的阴影。此外，中国队本届冬奥会有 8名
90后奖牌获得者，预示了未来的力量。

中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是在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的第十三届冬奥会。在1992

年法国阿尔贝维尔第十六届冬奥会上，叶乔波在速度滑冰上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

10年后的第十九届冬奥会上，短道速滑选手杨扬为中国夺得首金。

中 国 冬 奥 历 史

这是11月23日

拍摄的张家口冬

奥村夜景。

当日，2022年

北京冬奥会张家

口冬奥村（冬残奥

村）开展了首场常

规用电负荷测试暨

亮灯仪式。

□金皓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