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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體育館內多項設備
升級。圖為運動員上月在館
內進行訓練。
資料圖片

樣滑冰的比賽場館，
建 成 於 1968 年 的 首
都體育館因冬奧煥發



新姿。香港文匯報記
者 24 日 在 改 造 後 的

首都體育館了解到，該館兩小時即可實現花滑和
速滑場地轉換，冰場頂部安裝的逾千平米巨型投
影屏幕，能夠超清記錄賽事精彩。同時，場館採
用二氧化碳製冰，每年能節電超百萬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 首都體育館外觀經過粉刷，外部結構不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在首都體育館內部，工人們正在看台處施工，煥然一新
的場館內在做最後的冬奧配套設施改善和調試。北京

市重大項目辦城區場館建設處處長黃暉介紹，於 2020 年 12
月完成改造的首都體育館成功舉辦了多次測試活動，全流
程、全要素檢驗，目前已具備辦賽條件。年逾半百的首都體
育館在北京 2008 年夏季奧運會時是排球比賽場館，北京冬
奧會期間將成為花樣滑冰、短道速滑的賽場，產生 14 枚金
牌。

調節溫度 改變冰面軟硬度
在此前奧運賽事中，花樣滑冰和短道速滑多在不同場館舉
行，此次首都體育場一塊冰面同時承辦冬奧花樣滑冰和短道
速滑比賽，兩小時即可實現場地轉換。首都體育館場館群運
行團隊短道速滑競賽主任申鴒表示，花樣滑冰的冰面厚度約
4 公分至 4.5 公分，冰面相對較軟，短道速滑冰面厚度 3.5 公
分至 4 公分，冰面硬度較硬。為滿足花滑和速滑對冰面軟硬
度不同要求，製冰師採取折中方式，整個冰面厚度 5 公分，
場景轉換時不改變冰面厚度，而是通過調節冰面溫度來調整
冰面軟硬度，以達到不同賽事需求。申鴒說，經過測試賽多
次轉換實踐表明，通過調節冰面軟硬度的方式，可完全實現
一塊冰面滿足不同比賽的需求。

靈活適應花滑速滑
賽場冰面可軟可硬

冬奧會短道速滑和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探訪首都體育館滑冰場

作 為 北 京 2022 年

保留場館外觀 見證歷史風采
改造後，場館外觀沒有太大變化，依
然保留着其標誌性建築的風采。特別是
體育館南側觀眾區的主入口及北側貴
賓接待入口的台階，由於見證了 1971
年中美乒乓球友誼賽及 2008 年夏季
奧運會，在此次改造時進行了原樣
保留。
據悉，首都體育館內部還改造
了除濕、送風系統，及看台座椅
等，座椅採取並列式排布，調整
了腿部空間與座椅間距，保障場
館賽時競賽環境，使現場觀眾觀
賽體驗更為舒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
報道）疫情防控是北京冬奧籌備工作
的重中之重。首都體育館場館群運行
團隊醫療防疫副主任趙成芳表示，在
測試賽期間，首都體育館引入一批防
疫智能產品，這些成熟的防疫經驗也
將在冬奧會賽時應用。

「智能體溫貼」
實時監測
趙成芳說，測試賽期間，場館從
衞生健康系統抽調的專業人員會同
志願者、合同商組成團隊共同擔負
防疫工作。場館共配發 647 個「智

能體溫貼」（見表），進行實時體
溫監測。
趙成芳介紹，首都體育館部署了
724 個智慧感知終端，同時向進館
人員配發智能防疫標籤卡，可實現
人員動線監測，近距離接觸者排查
功能。
平台依託自主研發的空間計算操
作系統，利用場內感知網絡將比賽
場館轉化成可計算、可編程的數字
場景，對人員的安全社交距離進行
實時計算分析，建立智慧防疫生
態。

館內防疫科技（部分）
合防疫卡刷卡實現
部署 12 台數字哨點，結
苗、行程信息、健康監
5 大功能——核酸、疫
據刷卡記錄確定各哨點
測、提問通行核驗。根
院健康管理，實現人群
出入人員信息，用於全
據匯總
健康信息實時統計與數

智能體溫貼

溫貼可實現實時體溫
24 小時可穿戴式連續測
充電可連續測溫 10 天以
監測，超低功耗，單次
下，在實施連續檢測
上；易佩戴，可直接貼於腋
智能與大數據分析技
人體體溫的同時，利用人工
徵提取分類，對重點
術，對連續體溫信號進行特
疑似新冠篩查
人群進行持續的體溫監測及

集檢測設備
公共空間氣溶膠樣本採

備，1 套檢測系統，
部署 6 台氣溶膠採集設
樣檢測。利用生物氣溶
實現氣溶膠新冠病毒採
病毒顆粒採集至檢測芯
膠採樣器將空氣中新冠
進行核酸提取、擴增檢
片，由核酸分析儀自動
速實現「樣品入、結果
測、出具檢測報告，快
檢測，採集、檢測時間
出」式新冠病毒高靈敏
分別約 20 分鐘至 30 分鐘

採集設備

檢測設備

場相機
億級像素陣列像感器光

像感器光場相機，
部署 2 台億級像素陣列
臉識別。全場景、超
進行場內高清攝像、人
蓋拍攝，輸出高達 1.5
視距、超高清無盲區覆
時影像，可實現 200
億有效像素的超高清實
標軌跡追蹤等功能 ，
米內人臉檢測及相應目
預警 ，重點人員軌跡
用於賽場人員防疫管控
回溯追蹤等

據了解，館內冰面採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環保的二氧化
碳製冰，冰面溫差可控制在 0.5 攝氏度以內，熱能回收率
高，較傳統方式效能提升30%，製冷均勻，不會出現各個部
位溫度不一樣的情況。製冷過程中產生的餘熱回收利用後，
每年可節省 100 多萬度電。據悉，首都體育館園區共有 4 塊
冰面採用了二氧化碳製冰技術，成為目前世界上二氧化碳製
冷冰面最集中的區域。

據場館負責人介紹，該館還採用了最新的聲光電技術，竭
力打造「最美的冰」。通過在場館頂部懸掛 36 塊 37 平米
的網格膜，在場館的頂部打造一個1,332平方米的巨型
投影屏幕，同時場地四角分別布設激光投影儀，將
絢麗的燈光與優美的畫面投影至場館頂部的屏
幕，當運動員在冰面上盡情舞動時，彷彿置身
冰雪世界的夢境。

防疫招數多 科技成支柱

多驗合一數字哨點

製冷產生餘熱回收利用

巨型投影屏幕 展現
「冰雪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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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在首都體育館
做花樣滑冰與短道速滑的場
地轉換。
資料圖片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冬殘奧會倒計時一百天
600火炬手將參與接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
京報道）北京 2022 年冬殘奧會倒計時
100 天主題活動24 日晚在國家游泳中心舉
行。北京冬殘奧會火炬接力將於 2022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在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個賽
區舉行，共有火炬手約 600 名。活動現場還發
布了《北京 2022 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殘疾人服
務知識手冊》《北京 2022 年冬殘奧會運動員和
隨隊官員服務手冊（盲文．大字）》。

張海迪為殘疾人志願者代表授旗
北京 2022 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賽會志願者招募
吸引了 2,428 名中國殘疾人報名。經過嚴格的面試
和培訓程序，19名代表性強、有專業能力、具有奉
獻精神的殘疾人如願成為賽會志願者。他們最小的
19 歲、最大的 63 歲，將分配到冬奧會和冬殘奧會

18 個競賽和非競賽場館開展志願服務。在活動現
場，張海迪為殘疾人志願者代表授旗，期待志願者
們通過熱情周到的志願服務，體現平等、融合、包
容的崇高精神。

盲人女孩張晰然贈畫作
「聖火」
活動現場，參與殘疾青少年冬奧、冬殘奧主題
繪畫作品徵集活動的盲人女孩張晰然，將自己以
「聖火」為題創作的繪畫作品贈送給了帶隊取得
平昌冬殘奧會冠軍的國家輪椅冰壺隊教練岳清
爽。張晰然表示，雖然她看不到聖火的樣子，但
她願意用心中的聖火，點燃每一位冬殘奧運動員
的激情。音樂人小柯、著名演員張凱麗等 5 名「冬
奧值日生」現場打卡，表達了他們對冬殘奧會的
熱情期盼。
多位參與活動的殘障人士表示，希望借助冬殘奧

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殘障人士
昂揚的精神，共同創造夢想與未來。
肢障歌手李琛與輪椅舞者共同演繹
了《飛翔的光》。李琛表示，作為曾經
的運動員，雖然無緣奧運賽場，但是一直
關注奧運會，看到今年東京奧運和殘奧會健
兒們取得輝煌成績，希望借由自己的歌聲為
奧運健兒加油鼓勁。輪椅舞蹈隊隊長李輝表
示，希望全世界能看到中國殘障人士的精氣
神，共同為夢想飛翔。
國際殘奧委會主席帕森斯通過視頻表示，北京
冬奧組委已作好準備，將會舉辦一屆精彩的盛
會。國際殘奧委會對北京 2022 年冬殘奧會充滿希
望，期待越來越多的中國殘疾人參與運動，參與冬
季運動。中國在夏季殘奧會上實力雄厚，完全相信
在冬季殘奧會上也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