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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你知道吗 求真相

（本版配图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6月14日，第21届世界杯足球赛在莫斯科
卢日尼基体育场开幕。俄罗斯作为传统科技强
国，其世界杯足球场上自然也少不了科技元素。

大数据系统严防足球流氓
2016年欧洲杯期间，俄罗斯足球流氓“一

战成名”，也使得球场安保成了俄罗斯世界杯
的重中之重。

为缩短球迷入场时核验证件的时间，准确
阻拦有前科的足球流氓，俄罗斯世界杯球场采
用了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研制的大数据入
场系统。该系统能够快速识别球票、球迷ID、
媒体证等 9类证件，通过专门的信息传输通
道，系统可在短时间内储存和处理数百万名使
用者的个人信息，并在相距较远的12座球场
间进行数据交换。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
该系统就曾成功使用，有效提高了观众入场效
率，保障赛事平安顺利进行。

足球内部装芯片
2018世界杯指定用球与往届相比，除了外

观上的不同，最大的改变就是足球内部置入了
智能NFC芯片，这是世界杯首次在比赛用球上
置入智能芯片。有了NFC芯片的加入，球迷们
不仅可以查看每一颗用球的专属信息，还可以
查看该球的运动轨迹以及球员的射门技巧，这
对球迷们来说，绝对是令人疯狂的体验！

那么，什么是NFC呢？NFC即为近距离
无线通讯技术，是一种短距高频的无线电技
术，能够在短距离内与支持设备交换数据。例
如公交卡、门禁卡、POS机和支持闪付的信用
卡等，都是NFC技术的产物。

VAR技术亮相 “上帝之手”难再现
俄罗斯世界杯是首届引入视频助理裁判

（VAR）技术的世界杯，当出现争议进球、可
被判罚点球的犯规、可被直接出示红牌的犯
规及核实球员身份等情况时，3名视频技术员
将向视频助理裁判提供图像，由视频助理裁
判与球场主裁判进行沟通，严防以往的“上帝
之手”再现。俄罗斯世界杯期间，配备了 13
名视频助理裁判，观看全部12座球场内的所
有镜头信号。

国际足联VAR项目负责人罗塞蒂认为，
这项技术的使用，将使足球比赛变得更加诚实
和透明，减少球场上的错误判罚和争议，使观
众更好理解裁判在场上做出判罚的原因。

5G技术在世界杯期间测试
世界杯期间，俄主要通讯运营商Mega-

Fon在球场内设立5G技术测试区，并使用5G
技术实现足球比赛VR转播。在此前6月6日
举行的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友谊赛上，Mega-
Fon公司首次展示了5G转播技术的应用。

VR技术录比赛
据了解，今年世界杯部分重要赛事将采用

360°VR技术录制视频，全球各地的球迷们
只需佩戴起VR设备，足不出户也可以“现场”
体验足球盛宴，感受比赛现场的热烈气氛。不
仅如此，球迷们还可以选择点播360°全方位
的视频，不错过比赛的每一个细节，这是现场
观众都无法享受到的待遇。

可自动消散的定位喷雾剂
观众们是否注意到每场比赛裁判手中那

个神奇的喷雾装备？那是用来标记任意球和
防守人墙位置的，它无色无味，平时装在裁判
的腰间，最神奇的是，它喷出的泡沫在1分钟
后会自行消散，不留下任何痕迹，也不会干扰
比赛。

据了解，定位喷雾的主要成分是水，还有
一些丁烷等混合物。喷雾喷出时，会有小水
滴，泡沫最多只会保持3分钟。其挥发之后留
在草地上的水和活化剂残留，对草地和空气都
没有污染。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世界杯赛场世界杯赛场
““黑科技黑科技””大放异彩大放异彩

□文/图 本报记者 白莲

“用上滴灌后，我这每亩地平均增产100
多公斤，而且每亩能省50元左右的肥料钱和
100元水费。”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银定图镇八
社社长王玉金高兴地对记者说。王玉金今年
种植了160亩玉米，全部使用了滴灌设备。由
于水源有保障，玉米枝繁叶茂，长势喜人。

“以前浇地要等水，如果作物需要水的时
候等不到水，就会延误生长期。如今，啥时候
想浇水了，只需往机房的施肥罐里放上肥，然
后打开水泵，水肥就自动流入作物根部，省时
省工又省钱！”提起滴灌项目，王玉金赞不绝
口。

王玉金受益于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引黄
灌区多水源滴灌高效节水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该项目于2013年立项，由内蒙古水利科
学研究院主持，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武汉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以
及河套灌区管理总局等10多家单位参加，160
多名科技人员组成联合攻关团队共同完成。

该项目破解了制约我区沿黄灌区滴灌发
展的技术难题，从理论与理念、产品与设备、技
术模式以及管理体制方面进行全面创新，形成
具有引黄灌区特点发展滴灌的系列技术，促进
了我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为
自治区经济发展以及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
了有力技术支撑。

首创泵前过滤模式，
驱动规模化高效节水技术应用

沿黄灌区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
是自治区重要的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有
色金属生产加工和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型产业
基地。资料显示，沿黄地区水资源总量仅占全
区的7.6%，用水总量却占全区的53.87%，是我
区工农业用水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带。

巴彦淖尔市年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蒸
发量高达2000多毫米，农田灌溉主要依靠黄
河水。由于黄河水灌溉间隔时间长，不能很好
地保障作物生长需要，还要用黄河水将土壤中
的积盐淋洗下去，因此，该地区一直以来形成
了大水漫灌的浇水习惯，造成水资源浪费。

随着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最严格
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实施，沿黄地区水资
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新常态下沿黄灌
区农业生产还面临着供给侧结构不合理、农业
面源污染不断加重等挑战。

“在沿黄灌区发展滴灌，可以显著提高水
肥利用率，大幅度节约农业灌溉用水与化肥用
量，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与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对于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土地流转
以及农业种植管理水平大幅度提升都具有重
大意义。”项目技术负责人、内蒙古水利科学院
副院长于健告诉记者。

项目分6个课题，分别围绕“河套灌区淖
尔水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示范”

“井渠结合膜下滴灌节水潜力与区域水盐调控
策略”“引黄灌区地下水滴灌—引黄补灌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直接引黄滴灌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引黄滴灌运行保障配套设施设备
结构研发”“引黄滴灌运行与管理机制研究与
示范”等方面展开研究与示范。

黄灌区滴灌最突出的难题就是泥沙过滤成
本高、效率低，水源有效保障以及盐水区域性平
衡问题。科研人员通过深入调研，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经过反复研究实验，提出了“高含沙水
滴灌浅过滤，重滴头排出”的新理念，在国内首
创了黄河水滴灌过滤与抗堵新技术模式——自
主研发了滴灌泵前低压微粒渗透仪，过滤大颗
粒泥沙与杂质，通过筛选适宜滴头，将大部分细
颗粒泥沙随滴头出水进入到田间，利用毛管尾
部设置特殊回流装置，进行定时冲洗。

泵前低压微粒渗透仪安装在抽水泵前端，
由双浮筒做浮体，将滤筒及旋转和反冲洗装置
固定在浮筒上面，自成一体，可随水位自动升
降，借助滤筒上0.6-1米的自然水头过滤水流。

“这一新技术模式，省去了传统滴灌系统
首部修建沉沙池，克服了毛管尾部反冲洗费用
高、管理麻烦等弊端，比国际通用过滤技术模
式节约至少1倍以上的成本。同时，大量减少
清理泥沙费用，避免了因过滤而使黄河水中大
量营养物质流失。”于健告诉记者。

示范区高产高效，
带动地方节水大面积应用

目前，该项目在河套灌区上中下游的磴
口、临河、五原以及乌拉特前旗建设示范区和
监测区9处，累计完成示范面积10000亩。示
范作物有玉米、向日葵、小麦、西红柿、青椒、瓜
果类等10余种作物。

“项目实施之初，当地很多农户持观望甚
至怀疑的态度。”项目技术人员张瑞喜说。“八
百里河套平原自古以来一直采用传统漫灌，我
们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搞滴灌？”对于农户来
说，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庄稼的收成。

经过科技工作者们的不懈努力，丰收的成
绩单给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滴灌工程

实施后，与传统漫灌相比，葵花、玉米以及西红
柿亩产分别提高了14%、27.2%和32.5%，示范
区亩新增收入 200—1000元，水分生产率提
高48%以上。

如今，当地农户响应号召积极流转土地，
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项目的肯定，这让科
研人员感到很欣慰。他们对农民、基层管理
者、土地承包管理者进行精准化的培训，促进
了农业直接参与者接纳新事物及新思想的转
变，在大幅度提升农业用水管理水平方面起到
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2015年，从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沙金套海示
范区开垦第一年的3000亩荒地上传来捷报：采
用滴灌技术种植的向日葵亩产达到200公斤，
最高亩产量达到275公斤；玉米亩产达到750
公斤，与同边黄灌土地相比，效益显著。采用了
滴灌，该县宝日浩特示范区的氮肥、钾肥用量减
少30%，节省农药用量、劳动力用工以及降低
电费50%，农民每亩增收350—900元。

与漫灌相比，滴灌还具有一大优点，可有
效防止土壤板结，提高土壤透气性，提高作物
苗期地温。而在6月初进行滴灌，比漫灌可提
高地表0—10厘米温度2℃左右，促进作物早
期生长。滴灌还能有效提高作物品质，滴灌后
的玉米突尖少，千粒重大，还可降低番茄脐腐
病发病率，籽粒饱满。

项目相关负责人、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
局科技文化处处长刘永和告诉记者，通过研究
与示范，河套灌区滴灌可发展总面积150万亩
左右，可节约水量约3—5.5亿立方米，这部分
水量转换于工业，可形成产值700亿元。

在实际的科研与实验过程中，项目还因地
制宜提出了化控技术、干播湿出技术、水肥一体
化技术、免耕复种技术、不覆膜技术等多项滴灌
配套实用新型技术，这些技术能有效改善土壤结
构，增加土壤水分，防止侵蚀，节约水量，部分地
区可实现1年2季种植模式，并减少白色污染。

项目的实施对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
了积极作用。通过示范区引领带动，仅2016
年，河套灌区滴灌发展总面积达40万亩，具有
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真正把科研论
文写在了广袤的田野上。

八百里河套破解黄河水滴灌难题

□王婧

每逢夏天，关于西瓜的各种传言就不
绝于耳。有传言称，瓜农会向西瓜里打针
注水，以增加西瓜的重量，卖个好价钱；还
有人说，瓜农在西瓜里注射了甜蜜素和胭
脂红等添加剂，使西瓜变红、变甜……那
么，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
任钟凯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西瓜
皮很结实，但瓜瓤非常脆弱，而且是密闭结
构，针可以扎进去，但是把水打进去很难，
要用很大的力气。这样一来，针眼也成为

了细菌入侵的通道，这样的西瓜根本放不
住，不到一天就会坏。因此，商家如果给瓜
注水，将得不偿失。西瓜的价格本身就很
低，几毛钱一斤的西瓜，如果费钱、费力地
注水，增重后卖的钱还不及注水的成本。

现在西瓜的瓜瓤越来越红，味道也越
来越甜，让不少人怀疑，是否是瓜农为了
让西瓜卖个好价钱，在西瓜里注射了甜蜜
素和色素等添加剂，使西瓜增色、增甜。

有实验证明，无论是注入甜蜜素还是
色素，都不能在西瓜内部均匀扩散，达到
让西瓜又红又甜的效果。甜味和颜色只
能融入西瓜的局部，对于整体来说效果并
不好。这是因为植物只有通过维管束组

织才能吸收水分与营养，强行注入只会在
微小组织内积累。而且，一旦针头进入西
瓜皮，就会留下不可愈合的针眼，微生物
侵入果肉，不用半天西瓜就有可能腐烂。
因此，不太可能会有人去做这种“搬起石
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据武汉市农科院西
甜瓜研究室主任李煜华介绍，现在的西瓜
含糖量已经普遍在12%以上，非常甘甜，
根本没必要打增甜剂。

由此可见，给西瓜打针注水、注射甜
蜜素和色素的说法并不靠谱。无论给西
瓜注射何种液体，西瓜都无法吸收。因
此，消费者可以完全放下心来，在炎炎夏
日尽情享用甘甜多汁的西瓜。

西瓜又红又甜，是注射了药物？

中药源自中国，却在日本不断自主发展形成了
“汉方药”，如今已成遍地开花之势。据《每日新闻》
报道，近10年来，日本处方药品医疗用汉方药剂市
场规模由1000亿日元扩大到1500亿日元。据对
日本最大的汉方成药企业津村公司的调查显示，该
企业汉方药剂生产量逐年增加。

中医自公元600年左右传入日本后，便在日本
生根发芽，发展为适合于日本人体质的汉方医学，
并在江户时期到达顶点。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渐被
西洋医学所替代。

1960年以后，由于西药的副作用，汉方在日本
重新获得了重视。1967年，一部分汉方药被纳入
医保适用范围；2001年，文部省规定《和汉药概论》
是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现在，已有140余种汉方
药剂作为医保处方药在临床广泛使用。

在日本，80%以上的医生有开据汉方药的经
验，其中，50%以上的理由是西药疗效不理想，40%
是应患者要求。

但是，汉方药并不是没有副作用。1996年，小
柴胡汤在治疗慢性肝炎时因副作用致使88人产生
间质性肺炎，其中10人死亡的调查结果公布后，汉
方药的副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津村公司从2004年开始针对西医难治病症进
行汉方临床试验，取得了良好进展。目前，大建中
汤、六君子汤、抑肝散、牛车肾气丸、半夏泻心汤5
种药剂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实证。

处方最多的是大建中汤，其对消化道肠血管疾
病和抗炎症方面有一定疗效。其次是抑肝散，对情
绪不稳、抑郁、失眠、幻觉、妄想焦躁等症状有疗效。

汉方药最近在癌症治疗方面也取得了一些例
证，如半夏泻心汤对化疗后的口腔溃疡有效，六君
子汤对抗癌药物产生的恶心和食欲不振有效，等
等。相关研究目前还在继续进行中。（余澜 编译）

日本汉方药剂
缘何遍地开花？

焦点看台

滴灌泵前浮
动式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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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示范”项目破解了制约沿黄灌区滴灌发展的技术难题，从理论与理念、产品与设备、技术模式以及管理体制方面进行全面创新，
促进了我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为自治区经济发展以及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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