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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冠脉支架手术是心肌梗塞、心绞痛等心
血管狭窄类疾病的常用治疗手段，但支架的植
入改变了血管生理环境，易带来副作用。我国
科学家研发出一种新型载药涂层设计，有助于
降低支架植入后心血管再狭窄和晚期血栓的
风险。相关研究成果不久前发表于自然出版
集团旗下学术期刊《自然—亚洲材料》。

据论文作者、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
授王贵学介绍，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是心
血管狭窄类疾病的一种有效治疗手段，其中
药物洗脱支架最为常用。但支架的植入改变
了血管生理环境，特别是血管局部的力学微
环境发生显著改变，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增
殖，促使血小板聚集引发炎症；而目前上市的
支架涂层所带的抗增殖药物在一定程度上会
抑制受损内皮修复，延迟新生内皮对支架的
覆盖，延长了支架及内皮损伤对血小板的激
活时间，增加了晚期血栓发生的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王贵学带领科研团队设
计了一种由核壳结构微粒组成的载药涂层
支架。“这种支架的涂层是由具有双层结构
的无数纳微粒构成，每个微粒的壳层包载
抗血栓的药物，微粒的核层包载抗平滑肌
细胞增殖的药物，采用同轴静电喷涂的方
法一步完成。”王贵学解释，药物释放模拟
研究表明，这种涂层设计可以实现对 2种
药物的时序性差异释放，符合受损内皮的
修复过程，有利于降低支架内再狭窄和晚期
血栓的风险。 （柯高阳）

血管支架载药涂层
降低血栓风险

□本报记者 白莲

稀土资源大市包头，坐拥世界最大稀土
矿——白云鄂博矿，但稀土应用技术滞后。
2015年春天，在泥土中搞了多年农业项目的
中科院专家池建义受命到包头筹备组建中国
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

春寒料峭中，这个非稀土行业的中科院
人在没有团队、没有资金、没有办公场地的条
件下，用短短1个月时间，将“中科院包头稀土
研发中心”的牌子挂了出来。

这个由包头市政府、包钢集团联合中科
院北京分院、自治区科技厅共同打造的全新
理念的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采用“不
要事业编制、不要行政级别、不要科研大楼，
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给企业家”
的模式进行建设，突破了传统科研体制的束
缚，为我区稀土产业的技术攻关开启了一扇
希望之门。

当年，该中心突破绿色环保稀土着色剂
规模化、连续化生产工艺技术瓶颈，建成了
世界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连续化、规模
化隧道窑生产线，并于 2016 年成功下线第
一批产品，成功研制绿色环保稀土水溶性
色浆、色母粒、印泥等着色剂应用产品，解
决了产品含重金属铅、铬等有毒、有害颜料

污染问题，替代了进口产品，也丰富了包头
稀土镧、铈的应用领域，促进稀土资源平衡
利用。

通过3年努力工作与探索，目前，该中心
已累计实施14项高技术成果跟踪，建立中试
示范线8条，实现产业化项目2个，孵化高科
技企业15家，共建研发中心8个，促进成熟技
术落地转化11项，成为助推包头科技创新的
中坚力量。

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不仅促进了技术攻
关，促成了项目转化落地，也为包头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

人才蔚则事业兴。地缘辽阔、资源丰富
的内蒙古在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的进
程中，受到人才、技术短缺困扰。此时，中国
科学院这个我国顶级科研机构与探索中的内
蒙古产生优势碰撞，激发起内蒙古发展的强
大动能。

我区与中科院有着良好而紧密的科技合
作关系。“十二五”以来，双方聚焦我区生态文
明建设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主线，不断深化
合作层次，拓展合作范围，科技合作内容更加
丰富，人员交流更加密集，有针对性地建设科
技创新平台，以合作平台为节点的科技服务
网络已经初具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以来，中科院在
我区转移转化项目178项，带动地方企业新

增销售收入337.3亿元，新增利税6亿元。
3年前，中科院科学家带着“草牧业”理念

来到呼伦贝尔市，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合作
建设“生态草牧业示范区”，启动生态草牧业
试验区建设。

双方以垦区谢尔塔拉、特泥河和巴彦3个
农牧场为核心，打造生态草牧业示范样板，进
而实现呼伦贝尔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
护，并推动呼伦贝尔草牧业生产提质增效。
通过试验区建设，中科院优势科技力量与呼
伦贝尔农垦优势生产条件充分结合，中科院
对科技的执着理念与呼伦贝尔生态品牌无缝
链接，推进院企合作开展草牧业理论和实践
融合。

围绕种草、制草、养畜等核心产业，院企
合作在提高生产、改善生态和加强信息化等
方面取得进展。其中种草方面，构建了苜蓿、
燕麦等人工草地新型栽培模式，每亩产量分
别达500公斤和1000公斤，示范并推广10万
亩。同时，建立退化天然草地快速恢复技术
体系，草地生产力增长2倍，优质牧草比例提
高到75%，示范面积达20万亩。

制草方面，筛选获得了适宜高寒地区的
系列菌剂，示范加工苜蓿、燕麦、全株玉米等
青贮饲料1万吨以上，使饲料的营养价值提高
30%，延长牧草保鲜期2年。通过添加菌剂实
现秸秆饲用化，为规模化利用秸秆、减少焚烧

污染等储备了技术。
双方合作中，特别着重开展人才和技术

队伍培养工作。通过院士专家工作站这一互
动形式，农垦集团已有多名年轻技术骨干与
院士专家共同参与项目研发或攻读学位，进
一步加快当地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长。

依托5个院士工作站建设，团队已建成自
治区草原英才工程“呼伦贝尔生态草牧业创
新人才团队”“高技术产业化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基地”，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乃至呼伦贝
尔市搭建了一系列高科技合作平台，建立了
引领区域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团队。

在近日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的
新一轮科技合作协议中，提出要重点促进双
方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关键共性技术攻
关、科技创新平台载体建设和人才交流机制
完善等4个方面高效务实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并明确具体合作方向。此次合作预示着中国
科学院与自治区的合作将向深层次、全方位
发展。

创新驱动，重在高端引领。目前，我区
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与中科院的新一轮科技合作，必将为推动我
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更加
强大的科技支撑，有助于加快创新型内蒙古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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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北京时间1111月月2727日凌晨日凌晨，，美国国家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航空航天局（（NASANASA））““洞察洞察””号无人探测号无人探测
器在火星成功着陆器在火星成功着陆，，执行人类首次探究执行人类首次探究
火星火星““内心深处内心深处””的任务的任务。。

NASANASA的直播画面显示的直播画面显示，，经历约经历约77
分钟的进入分钟的进入、、下降和着陆过程下降和着陆过程，，““洞察洞察””号号
顺利降落在火星艾利希平原顺利降落在火星艾利希平原。。

随后随后，，““洞察洞察””号通过与其同行的迷号通过与其同行的迷
你卫星传回了火星的照片你卫星传回了火星的照片。。美国航天局美国航天局
喷气推进实验室首席工程师罗伯喷气推进实验室首席工程师罗伯··曼宁曼宁
表示表示，，这张照片意义重大这张照片意义重大，，标志着标志着““洞察洞察””
号已经正式开始工作号已经正式开始工作。。

““洞察洞察””号首席科学家布鲁斯号首席科学家布鲁斯··巴纳巴纳
特表示特表示，，““洞察洞察””号对于火星研究有重要号对于火星研究有重要
意义意义。。至今至今，，科学研究已经掌握了火星科学研究已经掌握了火星
表面表面、、大气层大气层、、电离层状态等信息电离层状态等信息。。““洞察洞察””
号现在的使命是通过探索火星的内核号现在的使命是通过探索火星的内核，，
来分析火星形成的历史来分析火星形成的历史，，同时增加人类同时增加人类
对地球起源的认识对地球起源的认识。。

今年今年55月月55日日，，““洞察洞察””号从美国加利号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洞察洞察””
号有号有““三条腿三条腿、、一根手臂一根手臂””，，展开后着陆器展开后着陆器
宽约宽约66米米。。着陆器是着陆器是““洞察洞察””号的核心部号的核心部
分分，，在火星上的所有探测活动都将由它在火星上的所有探测活动都将由它
来完成来完成。。““洞察洞察””号还携带了号还携带了33部主要科学部主要科学
仪器仪器，，分别是地震测量仪分别是地震测量仪、、温度测量装置温度测量装置
以及以及““旋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旋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将用于将用于
探究火星内核大小探究火星内核大小、、成分和物理状态以成分和物理状态以
及火星内部温度及火星内部温度、、火星震活动等情况火星震活动等情况。。
与前辈与前辈““勇气勇气””号号、、““机遇机遇””号等火星车不号等火星车不
同同，，““洞察洞察””号大部分科学任务将通过原号大部分科学任务将通过原
地钻探实验完成地钻探实验完成。。

有趣的是有趣的是，，““洞察洞察””号出发之前号出发之前，，
NASANASA为了给其造势为了给其造势，，还组织了一个还组织了一个““将将
你的名字带上火星你的名字带上火星””的活动的活动，，即报名者的即报名者的
名字将写入一个芯片名字将写入一个芯片，，由由““洞察洞察””号携带号携带
前往火星前往火星。。活动截止时活动截止时，，全球共有全球共有240240
多万人的名字写入了芯片多万人的名字写入了芯片，，其中其中，，来自美来自美
国和中国的人名数占据前两位国和中国的人名数占据前两位。。

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人类对火星这颗神秘的人类对火星这颗神秘的

红色行星充满兴趣红色行星充满兴趣，，这个星球被视为人这个星球被视为人
类太空移民的首选目标类太空移民的首选目标。。火星是太阳系火星是太阳系
中与地球最相似的行星中与地球最相似的行星，，不仅有季节不仅有季节、、有有
昼夜昼夜，，而且从十几年前发现水冰而且从十几年前发现水冰，，到今年到今年
发现火星南极冰盖表面下存在液态水发现火星南极冰盖表面下存在液态水
湖湖，，这些发现大大增加了人类在火星可这些发现大大增加了人类在火星可
持续生存的可能性持续生存的可能性。。中国首位卡尔中国首位卡尔··萨萨
根奖得主郑永春博士曾多次在科普报告根奖得主郑永春博士曾多次在科普报告
中谈到中谈到，，未来未来100100年人类将移民火星年人类将移民火星，，同同
时人类在未来时人类在未来2020年内或能登陆火星年内或能登陆火星。。

那么那么，，人类距离火星还有多远人类距离火星还有多远？？
首先首先，，火星不好去火星不好去。。火星与地球的距火星与地球的距

离大约是月球与地球距离的离大约是月球与地球距离的150150倍倍，，重重重重
挑战包括载具和燃料技术如何突破挑战包括载具和燃料技术如何突破，，如何如何
获得足够的氧气获得足够的氧气、、水和食物水和食物，，以及如何避以及如何避
开或开或““挺挺””过太阳风或辐射等危险过太阳风或辐射等危险。。

其次其次，，地球也不好回地球也不好回，，宇航员要等到宇航员要等到
地球和火星再次正确对准轨道才能返地球和火星再次正确对准轨道才能返
航航。。

几年前几年前，，科幻电影科幻电影《《火星救援火星救援》》的热的热
映燃起了公众对火星的兴趣映燃起了公众对火星的兴趣，，也掀起了也掀起了
火星科普的高潮火星科普的高潮。。但是但是，，迄今为止迄今为止，，我们我们
对火星内部却一无所知对火星内部却一无所知，，这次发射的这次发射的““洞洞
察察””号真的要在火星上打号真的要在火星上打““洞洞””观察观察，，借此借此
我们可以对火星的内部我们可以对火星的内部，，甚至是其甚至是其““心心
脏脏””一探究竟一探究竟。。这被形容为对火星进行这被形容为对火星进行

““4545亿年来的第一次体检亿年来的第一次体检””。。

根据此前根据此前NASANASA发布的消息显示发布的消息显示，，
““洞察洞察””号主要承担两大科学任务号主要承担两大科学任务：：一是通一是通
过探测火星内部火震活动的规模过探测火星内部火震活动的规模、、频率和频率和
地理分布地理分布，，以及陨石撞击火星表面的频以及陨石撞击火星表面的频
率率，，来确定目前火星地质构造活动的级来确定目前火星地质构造活动的级
别别；；二是通过调查火星内部结构和活动过二是通过调查火星内部结构和活动过
程程，，研究类地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类地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按照任务按照任务，，科研人员制定了科研人员制定了66个调查个调查
项目项目：：确定火星地核大小确定火星地核大小、、组成和物理状组成和物理状
态态；；确定火星地壳的厚度和结构确定火星地壳的厚度和结构；；确定火确定火
星地幔的组成和结构星地幔的组成和结构；；确定火星内部的确定火星内部的
热态热态；；测量火星内部火震活动的幅度测量火星内部火震活动的幅度、、速速
率和地理分布率和地理分布；；测量火星表面的陨石撞测量火星表面的陨石撞
击率击率。。

实际上实际上，，火星一直都是人类探索太火星一直都是人类探索太
空的重要对象空的重要对象。。近近5050年来年来，，人类共开展人类共开展
了了200200多次太空探索任务多次太空探索任务，，触角延伸到触角延伸到
了太阳系的每一个角落了太阳系的每一个角落，，光顾火星的次光顾火星的次
数就达数就达4040多次多次。。近近77个月时间里长途跋个月时间里长途跋
涉了涉了55亿多公里的亿多公里的““洞察洞察””号抵达火星后号抵达火星后，，
与已经在这片热土上奋斗的与已经在这片热土上奋斗的““同行同行””们会们会
合合，，并肩携手并肩携手，，为人类走向深空继续开疆为人类走向深空继续开疆
拓土拓土。。

““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去向何处？？””自我追自我追
问是人类探索的原动力问是人类探索的原动力。。““洞察洞察””号要探号要探
索的不止是火星的索的不止是火星的““内心内心””，，更是人类的更是人类的
过去与未来过去与未来。。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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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塑料回收利用既节约能源又减少
污染，因此一直深受各国重视。荷兰在这方
面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由可再生塑料制成的
首条环保智能自行车道近日在该国上艾瑟
尔省兹沃勒市建成。

这条双向自行车道全长30米，所使用
的回收材料相当于21.8万个塑料杯或者50
万个塑料瓶盖。据评估，其耐用性是沥青混
凝土道路的3倍，制备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却更少。

自行车道由11块长3米、宽2.4米的预
制板构成，方便运输且安装便捷。道路内部
设计成中空结构，便于铺设电缆及管道，也
有利于下雨时排水。路面下方还安装有各
种传感器，用于随时监控道路温度、通过的
自行车数量等。据称，这是世界上首条环保
智能自行车道。

荷兰计划在全国推广这种自行车道。相关
技术逐步成熟后，可再生塑料还有望应用于修
建停车场、火车站台、人行道等。 （宋洁云）

可再生塑料
建成智能自行车道

久坐沙发起身困难？或许你该升级自
己的裤子了。英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含
有人造肌肉的“智能裤子”，以帮助老年穿着
者行走、站立，减少他们对轮椅或其他代步
工具的依赖。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人员乔纳森·
罗西特介绍，这款名为“恰当裤子”的产品含
有多块可充气人造肌肉，每块最多可施加6
千克提升力。它还有气动加强装置，帮助穿
着者站立时稳固膝盖。

英国《泰晤士报》援引罗西特的话报道，
“一旦你站起来，就好多了，当你到厨房洗洗涮
涮时可能需要辅助站立”，这时候就可以启动
加强装置。另外，只要按下一个按钮，“恰当裤
子”还能在穿着者如厕时自动松弛脱落。

罗西特说，由于相关技术足够简单，“恰
当裤子”有望10年内在街头药店上架且售
价低廉。 （袁原）

“智能裤子”便利老人

改良后的天然草场收割现场改良后的天然草场收割现场（（资料图资料图））

每月科技要闻回顾

11月
★我区20项涉农科技项目亮相杨凌农高会
11月5日，由科技部、商务部、农业部、国

家林业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和陕
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十五届中国杨
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在陕西杨凌开
幕。我区共组织17家涉农科研院所、高校、
企业参展，展出农业科技项目、成果20项，内
容涉及农业新品种及疫病防治、农业信息化、
农业新技术、新型肥料等领域。

★阿拉善盟石墨（烯）研究开发中心挂牌
11月 16日，由阿拉善盟科技局、阿拉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打造，高新区产业
发展公司、庆华集团、达康实业和内蒙古工业
大学、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石墨（烯）储能与
涂料重点实验室联合建立的阿拉善盟石墨
（烯）研发中心挂牌成立。

阿拉善盟有丰富的晶质石墨资源，其大鳞
片晶质石墨矿具有储量巨大、鳞片片径较大、
质量优异等优势，非常适合发展如石墨烯、高
端动力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核用石墨新材
料、环保与医用石墨新材料等高端石墨产业。

★稀土新电源技术实现大规模产业化
11月17日，包头昊明稀土新电源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2亿Ah稀土动力电池建设项目”
正式投产，这是我区在轻稀土高端应用关键核
心技术领域取得的又一产业化突破，标志着稀
土新电源技术在我区实现大规模产业化。

稀土新电源是以稀土新材料添加为基本
特征，采用非对称组合，通过工艺和设备创
新，集镍氢动力电池和超级电容器优势于一
身，系统集成创新的稀土镍氢动力电池。

★我区发布《蒙汉对照知识产权与科技名
词》手册

近日，由内蒙古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编写的
《蒙汉对照知识产权与科技名词》手册正式发布。

《蒙汉对照知识产权与科技名词》手册是
一部适合于科技工作者使用的蒙汉对译工具
书，也是我国第一部蒙汉对照知识产权与科
技名词手册。手册涵盖了最新专业知识产权
和科技名词，共收录了1000多条词汇。

★我区参赛团队在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全国
总决赛中获佳绩

11月21-23日，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
全国总决赛在长沙举行。我区共有8支参赛
团队入围全国总决赛。经过现场答辩、理论测
试等环节的激烈比拼，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
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降低PVC树脂电石
单耗”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另有3个项目获
得全国三等奖，其余4个项目获得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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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重在高创新驱动重在高端引领端引领
———我区与中国科学院科—我区与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结出丰技合作结出丰硕果实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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