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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科技要闻回顾

9月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内

蒙古赛区收官
9月8日，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主办的第六届内蒙古“草原英才”高
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第七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内蒙古赛区）总决赛
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本届赛事全区共有166家企业
和团队报名参赛，大赛从5月份开赛
以来，历经初赛、复赛、决赛，已先期
优选出9家成长企业和4家初创企业
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行业总决赛。
参赛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
造、电子信息、互联网大数据、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等六大行业。

一年一度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是我国创新创业领域规模最大、参
与度最高、影响力最广和质量最好
的科技创新创业赛事，已成功举办
6届。

★内蒙古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
用示范中心开工建设

9月 13日，内蒙古国家基因检
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暨内蒙古博奥
医学检验所在和林格尔新区正式开
工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利用自治
区临床医疗资源，依托大数据、人工
智能平台，将全球最前沿的基因技
术应用于出生缺陷防控、慢病防控，
填补内蒙古在疾病预测、预警、预
防、早期诊断以及个性化治疗等方
面的空白，结束目前我区基因检测
基本依赖外省市的局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3D打印
创新研究中心内蒙古分中心成立

为进一步推进我区关节外科学
科发展，提高运动医学诊疗水平，9
月15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3D打印创新研究中心内蒙古分中
心”落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前医疗上的活体器官短缺，
因而远远不能满足移植需求。据统
计，每年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
以 15%的速度在增长，因此，如果
能够利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人体
的活体器官模型，将会使更多患者
获得新生。3D打印技术上世纪80
年代起源于美国，一出现就受到了
医学界的重视。现阶段3D打印技
术包括3D打印患者有关部位的模
型、3D打印手术导板、金属3D打印
技术，其优势在于能够精确地满足
临床需要。

★内蒙古河套灌区暗管排水排
盐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实施

9 月 22 日，由内蒙古农业大
学、内蒙古恒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承担
的2018年度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

“内蒙古河套灌区暗管排水排盐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在呼和浩特市
启动实施。

内蒙古河套灌区是全国三大灌
区之一，是我区重要的粮食基地和
生态屏障，土壤盐渍化是制约灌区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加
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改良河套灌
区盐碱地，“内蒙古河套灌区暗管排
水排盐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专项
重点围绕河套灌区田间排水明沟不
健全、塌坡严重，造成排水不畅，土
壤次生盐渍化严重，暗管排水工程
成套技术尚未成熟等问题，选取不
同土壤质地、不同土壤盐渍化程度
的典型区域，开展暗管排水排盐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我区新增7家自治区重点实
验室

9月 28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
了2018年自治区重点实验室认定
名单，认定内蒙古自治区清洁煤基
乙炔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等7家重
点实验室为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此次新批准建设的自治区重点
实验室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中蒙
药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
治区营养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内蒙
古自治区生物胶原绿色制造与应用
技术研究企业重点实验室、内蒙古
自治区马铃薯肥料农药高效利用技
术企业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
核燃料元件企业重点实验室、内蒙
古自治区清洁煤基乙炔技术企业重
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大
数据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自治区重点实验室是我区知识
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任务是面向科学前沿和社
会、行业未来发展需求，开展基础研
究和竞争性共性技术研究，引进和
培养优秀人才，引领和带动学科和
行业技术进步。自2003年启动这
项工作至今，我区已建成各类重点
实验室共159家，研究方向涉及水
资源、煤炭、蒙医化学、可再生能源、
冶金工程等诸多领域和方向。

科技领航

神奇的治沙神奇的治沙““黑科技黑科技””

双创故事双创故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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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校园文创产品打造校园文创产品““爆款爆款””

□文/图 路霞

金秋时节，苍天般的阿拉善涌
动着创新的力量。10月9日，2018
沙产业创新博览会暨沙产业高峰
论坛、第二届全国沙产业创新创业
大赛在阿拉善盟拉开帷幕。

本届沙产业创新博览会吸引
了203家国内外知名沙产业企业
携560类产品参会。其中，在沙产
业技术成果交易会上，110家参展
企业的各项优秀成果和技术分外
引人注目。

“微润管每平方厘米的膜上分
布有上万个纳米孔，微润灌溉就像
皮肤出汗一样，向土壤缓慢润出水
分，在作物根区附近形成均匀的湿
润体。通俗地说，就是用更合理的
方式给作物喝水。”微润灌溉系统
参展商、北京微润绿洲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由该公司带来的参展项目
“微润灌溉”，是以微润管（纳米孔
管状高分子半透膜）为核心材料，
埋入地下，水分通过管壁上的纳
米孔向外逐步迁移。灌溉过程与
植物的吸水过程在时间上同步、
在数量上匹配，消除了土壤旱涝
胁迫，为植物营造了水气平衡的
环境，使植物生长旺盛。

据了解，该项目具有高效节
水、节能以及肥料利用率高等特
点，比滴灌节水50%，微润管水肥
一体化节肥40%以上，同时可有

效提高作物品质和产量。能够广
泛用于高效节水灌溉、土壤修复、
生态景观建设、水肥一体化设施
农业等领域。目前已在内蒙古、
青海、江苏、湖北、贵州、澳大利
亚等国内外地区推广应用，效果
良好。“这次参展，我们也希望借
助沙产业技术成果展示这个交流
平台，将科技产品与大家共享，为
解决区域生态发展问题尽我们的
一分绵薄之力。”该公司市场总监
李云汉表示。

在内蒙古展区，亿利资源集
团有限公司带来的治沙植树技术
特别吸引业内人士的关注。一种

“微创气流植树法”，将传统植树
须经过挖坑、植苗、填土、浇水的4
项工序一次性完成，种一棵树由
原来的十几分钟缩短到十几秒，
树 木 成 活 率 由 20% 提 高 到 了
80%。该技术减少了土壤扰动，保
护了土壤的墒情和原有结构，每
棵树只需要3公斤水。

另一种“风向数据植树法”，
通过大数据精准判断沙漠风沙运
动规律，精准测量沙丘迎风坡植
树的位置，与“微创气流植树法”
结合，破解了沙漠斜坡流沙大、挖
坑难的问题。充分利用“风、树、
沙”互动的原理，实现了“风吹、树
挡、沙降”，可谓是“大自然改造大
自然”的杰作。

过去在沙漠种树，需要推土
机 把 大 沙 丘 推 平 ，每 亩 需 要
1500-2000元，投入大，而且违背

了自然和生态规律。现在通过
“风向数据植树法”与“微创气流
植树法”的融合和创新，两项技术
互为影响，相得益彰，在库布其沙
漠大范围运用后，大大节约了投
资和用水量，同时，使得整个沙漠
的高度降低了 50%。仅“微创气
流植树法”这一项，每亩可节省
1200元以上，该公司采用这项技
术9年来，共植树154万亩，节约
费用15亿元以上。

山西省展位前一款“树葆”产
品为干旱、沙漠地区种植经济植
物提供了技术手段，吸引了众多
参展者围观和咨询。该产品用塑
料布收集雨水，通过下水管流入
植物根部的蓄水桶内，水分通过
网罩蒸发到土壤中，在长期无雨
干旱时期保持土壤水分，从而保
证植物存活。

据该产品研发单位山西运城
清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树葆”也称“植物葆青罐”，是该公
司获得国家专利的新产品。在这
个装置上，如果看到水位指示杆降
到底了，说明已经4个月左右没下
雨，植物面临死亡。这时如果补充
一矿泉水瓶的水量（500毫升），就
可以让植物再存活1-2个月，等到
下雨后植物就会茁壮成长。

展会上，一簇近5米高的绿植
特别夺人眼球，发达的根系堆满
了几米长的展台。据参展人员介
绍，这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历经20多年
研究培育出的适合我国气候土壤

环境的草种——巨菌草，是一种多
年生禾本科直立丛生型植物，具有
较强的分蘖能力。其植株高大，抗
逆性强，具有以下4个特点：一是太
阳能利用率高，是传统作物的10
倍左右；二是草本身的根、杆、叶都
富含内生菌，具有良好的固氮作
用；三是根系较发达，有利于节水、
节肥和改良土壤；四是粗蛋白含量
高，可以达到8%-16%。巨菌草每
公顷产鲜草达800多吨，是目前世
界上产量最高的作物。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充分发挥巨菌草生长速度快、根
系发达、富含内生菌等特点，创建
了“菌草荒漠化治理与经济作物
保护性耕作”“菌草荒漠化治理与
畜牧业结合”“（菌）草、灌、乔综合
治理”“菌草防风固沙生态治理”
等治荒治沙模式。

通过种植巨菌草，可实现60-
80天沙地地表密集草杆，有效增
加沙地地表精糙度和沙地覆盖
物，明显降低风速，达到防风阻沙
的效果。地下根系相互连接形成
网络状，将流沙固定，达到快速固
沙的效果。在种植巨菌草的同
时，还可在行间套种杨树、柳树、
梭梭、沙蒿等植物；也可将巨菌草
作为先锋植物进驻沙地，防风固
沙、改良土壤，同时，在菌草行间
免耕套种西瓜、玉米、大豆、花生
等经济作物，能够既提高沙地生
产力和经济效益，又探索出一套
投入少、见效快、效果好的防风固
沙生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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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片里才有的
智能假肢手

□石庆伟 于也童

近日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的第十七
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一款由
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操作感知一体化智
能假肢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

一名工作人员的胳膊上捆绑着一些传
感器，随着他手指的运动，假肢手的机械手
指也随之进行相同的运动。“我刚和它握手
了，这机械手的力量很大，太神奇了，简直
像科幻大片一样。”一位参观者说。

这款操作感知一体化智能假肢手是
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开发的。据研发
团队成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机
器人研究所程明介绍，因为人动的时候
肌肉会进行运动，假肢手能够集成肌电
信号采集、抓取动作意图肌电解码，从而
识别相关的动作，随之做出相应的动作。

“这款假肢手从设计到研发都是我
们自己做的，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
权。”程明说，“假肢手现在最大可承载2
公斤的重量，我们目前已经和假肢厂进
行合作，下一步希望能推广它。”

区别于一般的假肢，智能假肢手最
大程度贴近人手，它的每根手指由一个
电机驱动，均能自动调节，使假肢与原来
的肢体功能更接近。对于肢体残障人士
来说，假肢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美观作用，
更可用“意念”控制，从而真正达到“如臂
使指”的效用。

目前我国的科研机构正全力研发智
能假肢，朝着重量更轻、成本更低、功能
更强的目标迈进。随着3D打印技术的
不断成熟，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假
肢也越来越普及，它们重量很轻，大大减
轻了患者的佩戴负担，方便长期使用。

可穿戴的
情感压力检测设备

□周舟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不久前开
发出一种可穿戴设备原型，能够通过检
测皮肤汗液来分析人们的情感压力，帮
助医生早期诊断由压力导致的疾病。

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的研
究显示，一种有弹性的可穿戴设备能在
数秒内测出人们的压力激素——皮质醇
水平，未来有望快速判断佩戴者的情感
状态，尤其是还不会自我表达的婴儿。

研究人员说，皮质醇可帮助医生判
断患者的肾上腺或脑垂体是否正常，在
自然情况下，人体皮质醇水平在一天中
有高有低，而压力大时皮质醇分泌会增
加。但目前皮质醇水平的检测方法需要
数天才能拿到结果。

研究报告指出，该可穿戴设备共由
4层材料组成。与皮肤接触的一层可吸
汗，并将汗液聚集在一个储层中。储层
是一层纳米多孔膜，汗液中的钠离子或
钙离子能穿膜而过，但当皮质醇与纳米
多孔膜结合时，皮质醇就会阻碍钠离子
或钙离子的通过。第三层由分析装置组
成，可测量这些带电离子浓度，从而得知
皮质醇水平的高低。此外，设备的防水
层可保护设备免受污染。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计划开发可
检测唾液皮质醇的设备，这样就不要求
患者必须出汗来进行情感压力检测了。

微润灌溉、风向数据植树法、微创气流植树法、巨菌草种植……一项项优秀的科技成果
在沙产业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格外引人关注。这些实用的科学技术与创新成果不但可以防风
治沙、节水灌溉、修复土壤，还能同时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白莲

这学期刚开学不久，一套有
声校园明信片受到内蒙古师范大
学很多学生的热捧和喜爱。

这套明信片一改传统，包含
体现师大校园文化元素的精美图
片、书签各20张，以及20首主题
音乐和校歌，采用二合一模式，将
书签与明信片进行合体，同时融
入了各类主题音乐。特别是每一
张书签的背面还将《内蒙古师范
大学校歌》进行了完整呈现，通过
扫描二维码，就能即刻听到“师大
的声音”。明信片一经推出，就成

了“爆款”。
有声明信片是学校“非遗”文

创孵化中心“师大拾光”大学生创
业团队推出的。工作室的团队成
员来自不同专业，他们心怀梦想、
热爱师大，用专业所学，一起创
意、一起传承，努力传播校园文
化、凝聚师大力量。

“我们想通过校园文创这种
载体，整合师大文化，滋养、提炼
校园无形文化财富，增强师大人
自我认同感与归属感，凝聚师大
人情怀。”工作室负责人曹艺告诉
记者。

1994年出生的曹艺，留着一
头利落的短发，有同龄人少有的沉

稳与智慧。去年，曹艺刚从师大历
史文化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
业，就开始了文创之路，成为“师大
拾光”工作室的创始人。

“师大拾光”工作室是首批入
驻内蒙古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园的
校友创业企业孵化的校园文创品
牌，工作室目前已经推出了30多
个系列的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
时销售。

“有次假期到浙江旅游的时
候，我偶然发现一些工厂店，他们
那边定制产品的种类、样式都非
常丰富，而且富有本地文化创
意。这不就是我一直以来渴望拥
有的与众不同的专属产品吗？”曹
艺先是给自己和朋友们定制了一
些本子、杯子、U盘等带有个人标
志的物品，朋友们收到这样别致
的礼物后都十分惊喜，这更加坚
定了她推出文创产品的信心。

慢慢地，曹艺尝试用师大元
素做了一批产品，又为区外的亲
戚朋友定制有蒙古族元素的礼
物，大家对这种礼物都觉得很有
趣，甚至有同学找她想要购买。

曹艺联系母校相关部门，开始
组建团队，决定成立工作室，开启
创业之路。“立足师大，用校园文创
产品为母校增添一抹人文底色。”

现在，团队的梦想是结合传统
技艺与创意产业，将文化产品赋予
地域特色，将美学贯穿于生活。

关于未来的发展规划，曹艺表
示，设计团队是核心，产品为王。
未来一年内，深根厚植不同客户群
体，优化设计途径、提高产品更新
速度的同时，积攒供应链资源，完
善线上平台。“将来，我们要提供全
面、系统、多层次私人定制服务。
同时，工作室也在着手建立属于自
己的IP和专利。”目前，工作室已与
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合作，与手艺人一起打造文创
爆款，传承本地优秀传统文化的同
时让其产生经济效益，实现传统文
化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师大人共同的努力，争
做内蒙古高校最好的校园文创品
牌，尽最大所能讲好师大故事，让
内容至上、精神至上。”曹艺对未
来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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