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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本报记者 于海东

前不久，由著名矿床地质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毓川主编的《中国矿产地质志》正式
出版。在这部权威专业书籍中，关于内蒙古自
治区的石墨矿章节出自一位名叫郑永涛的年
轻人。他是一名基层找矿工作者，一位极具创
新精神的共产党员。

郑永涛原本学的并不是找矿专业，而是地
理信息系统。但他发自内心地热爱勘探，在人
迹罕至的地方找到宝藏的幸福感，对他来说是
最美妙的。大学时，他就利用假期与老师开展
野外勘探。2010 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内蒙
古地勘八院，从技术员逐步成长为能独立主持
开展工作的项目负责人。

广袤的沙漠戈壁滩上，留下了他四处奔波
的足迹。同事们都说他能吃苦，不仅在野外勘
探连续数月战酷暑、斗风沙，还能为编写矿权
报告持续奋战，每天只睡一小会儿。

2015 年 12 月初，一条在阿拉善左旗查汗
木胡鲁石墨矿区发现超大型石墨矿的消息一
经发布，就震惊了世界。这处超大型可露天开
采的晶质大鳞片石墨矿矿石资源量达 12893.1
万吨，平均品位 5.45%，矿物量 702.91 万吨，为
我国近年来发现的特大型石墨矿床。并且，全
矿区石墨片度在 1 毫米以上的占 50%左右。
据权威资料显示，如此片度的大鳞片石墨储
量，目前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如此宝贵的大矿，就是郑永涛带领探矿小
分队勘查出来的。

其实，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全国矿区调
查时，就曾发现阿左旗有石墨矿。然而，40 多
年过去了，几经勘查，都得出“该矿只是一个矿
点，储量小、品质差，无开发意义”的结论。

2014 年，刚一接下这个任务，郑永涛带着
探矿小分队在荒漠中奔波了 1 天，才找到了资
料中标注的唯一坐标点，可那里只有沙漠。回
到驻地后，郑永涛思来想去，第二天又一个人
来到戈壁。他用了大半天时间，终于在距离坐
标南 10 公里处找到了资料里记载的那处矿
点，而这所谓的矿点，只是沙土中露出了几块
并不显眼的石头。凭经验，郑永涛断定这里有
发现中小型石墨矿的潜力，连夜赶回院里汇
报。2014 年 5 月 17 日，“阿拉善左旗查汗木胡
鲁石墨矿区勘查项目”正式启动。

这个勘查区面积达 11.42 平方公里的矿
区，按照正常“找矿-普查-详查-勘探”4 个阶
段的勘探程序，需要 7 年完成，而合作方要求
必须在当年 8 月中旬之前完成普查工作。为
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郑永涛带领
全体技术人员冒着酷暑，每天日出之前出队，
日落之后才收队。项目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终
于顺利开钻，第一孔竟然幸运地打到了 120 米
厚的工业石墨矿体上。见矿那一刻，项目部的
全体成员喜极而泣。这一项目获得了 2015 年
度全国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奖。

发现有矿后，在哪个位置打第一孔，郑永
涛与合作方技术人员发生了激烈争执。在地
质勘查中，第一孔打在哪里很关键，它直接影
响后续孔位的布置。对方坚持按照物探时发
现的矿床东倾朝东打孔，但郑永涛根据地质产
状，并结合物探情况，认为应该朝西倾打孔。
在他的强烈坚持下，最后，第一孔朝西倾打
孔。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目前，该处矿山已
经在开发建设中，预计在 2019 年 5 月，年产 8
万吨的石墨精粉项目将投产。

郑永涛的创新思维随处可见。2014 年 8
月，在勘探区最后一个普查孔施工过程中，工区
上游突发洪水，卷走了钻机和水泵。别人看到
了勘探的恶劣环境，但他却从洪灾里看到了机
遇。因为矿区地处荒漠，严重缺水，钻机用水都
要到 10 多公里外的牧民家买，每车水费超过
100 元。为了让洪水变害为利，郑永涛带领技
术员将洪水改道，使之流入工区蓄水池中，解决
了用水难题，为集体省下20多万元的买水钱。

由于突出的表现，郑永涛获得了一系列荣
誉和奖励。2016 年，他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五
一劳动奖章、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野外青年地
质贡献奖——金罗盘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中国
地质学会第十六届青年地质科技奖在北京揭
晓，郑永涛荣获银锤奖；2018 年，他又当选为
中国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全国代表⋯⋯

2016 年 9 月，他所带领的项目组被内蒙古
自治区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命名为“郑永涛劳模
创新工作室”。近年来，工作室完成了阿拉善
左旗查汗木胡鲁矿区晶质石墨矿勘探项目和
额济纳旗孟龙山地区金铜多金属矿集中勘查
项目等 10 余个项目；并且，还完成了 2 个项目
科技成果登记以及 1 项实用型发明专利。

戈壁滩上“探宝人”

浙江大学谢涛教授课题组提出一种在
塑料制品中精确“编码”的方法，通过数字化
调控塑料制品内部“应力”，植入精致的“隐
形”图案，实现信息的隐形存储。相关论文
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论文第一作者、浙江大学博士生张国高
展示了几张硬币大小的透明塑料片，在偏振
镜片下，这些透明塑料片清晰呈现出二维
码、彩色的蝴蝶、花朵、蒙娜丽莎肖像等图
案。

“我们并没有在材料里加入颜料，也没
有改变材料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图案是因为
应力。”张国高说，应力由工艺原因带入，在
塑料制品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日
后会以翘曲、变形、甚至开裂的形式释放出
来，这也是塑料制品不耐用的原因之一。

因为应力的存在，透明材料内部各个方
向上的折射率不同。在偏振镜片下，塑料制
品内部会表现出斑斓的色彩。

课题组找到了一种数字化控制应力的
方法。研究人员首先在 60 摄氏度左右均匀
拉伸一张高分子塑料膜来储存应力，之后用
激光打印机在高分子膜上打印出不同灰度
的图案，并用红外光照射，在素色底片上定
点“消除”应力。温度的差异，让每个像素点
应力的释放程度有所不同，于是应力呈现出
精细的梯度变化。这样一来，图案就从灰度

“转码”为应力分布，进而在材料中形成预设
的“隐形”图案。

“在材料中，应力通常是被动引入的、不
可控的一种因素。而我们把这种力控制起
来，进行‘编码’操作，去产生更多的功能。”
谢涛说，第一个可见的应用，就是实现信息
的隐形存储。“只有借助于偏振镜片，我们才
能看见材料存储的图案。”

张国高认为，应力与材料的光学性能、
电学性能与结构等都存在关联。通过“编
码”应力，可编程塑料将展现更多的功能。

“例如，现在所有的 3D 打印都是从液体材料
到固体，我们的方法提供了一种从固体到固
体的可能性。” （朱涵）

可编程塑料用“力”作画 □胡喆 谢佼 荆淮侨

千百年来，月亮一直是人类心中
的梦想之境。思乡的情怀、探索的欲
望，都交织在一汪皎洁的白月光中。
由于月球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相等，
加上被地球潮汐锁定，地球强大的引
力让月球总是一面朝向地球，所以人
类在地球上只能凭肉眼看见月球的正
面，背面则看不见。因此月球背面对
于人类而言，更是“秘境中的秘境”，有
许多未知等待着解答。

12 月 8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西
昌出发，向遥远的月球飞去，世界瞩
目、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的
大幕正式拉开。月球背面到底是啥
样，嫦娥四号将第一次身临其境触摸
它。

古人观月，并非完全看不到月球
背面。月球存在着“天秤动”，像钟摆
一样来回摆动。因此，至少有 10%至
20%的月球背面的边缘地带可以从地
球上看到，比如一个跨越 1000 千米的
撞击盆地东海。

1959 年 10 月 7 日，苏联“月球三
号”探测器传回月球背面的第一张照
片后，月球背面的“真容”就第一次被
揭开了。依照这些珍贵的照片资料，
苏联在 1960 年 11 月出版了第一份月
球背面地图，一年之后，又制作了第一
个月球仪，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月球背

面的初步特征。
1965 年 7 月 20 日，苏联“探测器

三号”传送回了 25 张画质更好的月球
背面照片，分辨率比“月球三号”高了
许多，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月球背面有
一条长数百千米的链状陨石坑。

1967 年，苏联根据这批照片出版
了包含 4000 个新发现的月球背面地
形目录的地图，同年发布了第一份比
例为 1：5 000 000 完整的月面图和修
订后完整的比例为 1：10 000 000 月
球仪，月球 95%的表面都在上面呈现
了出来。

人 类 首 次 与 月 背 面 对 面 是 在
1968 年，“阿波罗八号”在进行载人登
月任务试验的时候，由宇航员威廉·
安德斯看到的。他描述说，“月球背
面看起来像我在孩提时玩过一段时
间的沙堆，它们全都被翻起来，没有
边 界 ，到 处 是 一 些 碰 撞 痕 和 坑 洞 ”。
从 那 时 开 始 ，“ 阿 波 罗 十 号 ”一 直 到

“阿波罗十七号”的宇航员都曾看到过
月球的背面。

2010 年 12 月 21 日，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月球勘测轨道器”拍摄了
一组“惊人”的月球背面照片，这些照
片呈现的细节精细程度创下了历史纪
录。根据这些最新照片数据，美国绘
制了月球背面数字海拔地形图，地形
图直观地揭示了月球背面的地形。

那么，在月球背面迎接嫦娥四号
的将是怎样的环境？专家介绍，乍一

看上去，月球背面这张“面孔”并不漂
亮，那是一张“麻子脸”，陨石坑的数量
比月球正面要多得多，放眼望去随处
可见，密密麻麻的。月背的“皱纹”也
多，布满了沟壑、峡谷和悬崖，而月球
正面相对平坦的地方比较多。另外还
有几处巨大的“痤疮”，暗斑中的物质
与月面的普通物质相比有着很大的不
同，这种现象似乎能够说明月球背面
由于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太空里，遭遇
了大量天体的直接撞击。

月球背面还是个“厚脸皮”，它的
月壳从整体来讲比正面要厚。不过，

“厚脸皮”为月球背面的“亮肤色”提供
了佐证。照片显示，月球背面巨大的
陨石坑都呈现出白色，好像从来没有
暗色的熔岩从上面流过。科学家们研
究认为，由于月球背面的月壳很厚，熔
岩无法溢出，而正面月壳很薄，熔岩很
容易破缝流淌在表面，所以背面颜色
比正面要“白皙”的多。

此外，月球正面月海很多，而月球
背面却只有 3 个，它们的名字分别叫东
海、莫斯科海和智海。月球正面有许
多巨大绵延起伏的山峦，而背面却不
像正面那么多。

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宇航员或月
球车登上月球的背面，人们对它的详
细情况除了借助照片判断，其他知之
不多。嫦娥四号探测器，将为人类逐
步揭开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迈出关键
一步，值得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白莲

作为我国大数据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综
合试验区，近年来，自治区积极整合数据资源，
已行进至大数据发展快车道上。然而，在科技
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海量科学数据的潜在价值
未能得到充分挖掘，甚至有重复生产现象，流
通不足成为掣肘。发力补齐科学数据管理短
板，加强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确保数据
安全迫在眉睫。

聚焦我区科学数据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
此次出台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数据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围绕职责不清、应用水
平不高等问题，从主体责任、知识产权、汇交机
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办法》积极推进科学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和开放共享，为自治区科学数据的工作明确了
行动方向，也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自治区科学
数据管理，保障科学数据安全，提高开放共享
水平，更好地发挥科学数据的战略资源作用，
支撑自治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提出“谁拥有谁负责、谁开放谁受益”原则

“科学数据是信息时代传播速度最快、影
响面最宽、开发利用潜力最大的战略性、基础
性科技资源。对科学数据的综合分析，本身就
是科技创新的一种方式。划定适用范围，明确
好相关部门的职责，确立科技数据管理遵循的

原则，有利于推进科学数据的分析和创新。”自
治区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办法》提出，科学数据管理遵循“谁拥有
谁负责、谁开放谁受益”和“分级分类管理、安
全可控、充分利用”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加
强能力建设，促进开放共享。

《办法》出台后，许多科研工作者深感振
奋。“之前的科学数据管理工作，各行其是，有
的甚至互相封闭，严重制约了科学研究。数据
是宝贵的科技资源，压在箱底子儿，对社会的
实际贡献意义不大。”中国农科院草原所研究
员侯向阳对记者说：“开放共享是广大科研人
员的一大福利，但我认为，必须要建立公平公
正的监督管理制度，来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对此，《办法》提出，科学数据使用管理要
以安全可控为前提，并且“把确保数据安全放
在首要位置”。

加强科技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科学数据管理

法人单位开展科学数据采集生产和加工
整理时，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组织形成便于使
用的数据库或数据集，对建立科学数据质量控
制体系，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可用性，
具有重要意义。

在明确科学数据采集、汇交与保存中，《办
法》重点提到了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计划
项目形成的科学数据管理。“自治区各级政府
财政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所形
成的科学数据，应由项目牵头单位汇交到二级
科学数据中心，再由二级科学数据中心汇交到

自治区科学数据中心。”“利用政府预算资金资
助完成论文并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时需对外
提交相应科学数据的，论文作者应在论文发表
前将科学数据上交至所在单位统一管理。”

《办法》还提出，鼓励社会资金资助形成的
科学数据向相关科学数据中心汇交。

提倡科学数据“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

作为科研活动的基础性战略资源，科学数
据开放共享意义重大。科学数据“多跑路”，科研
人员就能“少跑腿”，提升科技创新效率和水平。

按照“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共享理
念，加大科学数据共享力度，提升科学数据的
增值效益，激发科学研究原始创新活力。

“基础研究需要数据支撑，数据互通是大
势所趋。”中科院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主任颜
毅华告诉记者，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数据开放相
对较早，一些针对普通大众、科研工作者和科
学家设定的不同人群分类、分级开放科学数据
的做法，非常有借鉴性和实际意义。

《办法》明确了科学数据按开放共享类型
分为无条件开放共享、有条件开放共享、不予
开放共享等三种类型。自治区各级政府财政
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所形成的，
可提供给所有单位和个人共享使用的科学数
据，属于无条件开放共享类；可提供给相关单
位和个人共享使用或仅能够部分提供给所有
单位和个人共享使用的科学数据，属于有条件
开放共享类。由于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原因，

不宜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共享使用的科学
数据，属于不予开放共享类。

《办法》还提到，全区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资
金资助形成的科学数据，应当按照“开放为常
态、不开放为例外”的原则，由主管部门组织编
制科学数据资源目录。有关目录和数据应及
时接入自治区科学数据中心，面向社会和相关
部门开放共享。

鼓励对有价值的科学数据产品开展增值服务

提倡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之外，突出科技数
据的安全保护和增值服务也是一大亮点。

《办法》指出，主管部门和法人单位应完善
科学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机制。应积极
推动科学数据出版和传播工作，支持科研人员
整理发表产权清晰、准确完整、共享价值高的
科学数据。科学数据使用者应遵守知识产权
相关规定，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专著出版等
工作中注明所使用和参考引用的科学数据。

同时，《办法》还提出应按照“开放受益”的
原则，鼓励开展科学数据增值和有偿服务。

鼓励法人单位根据需求，对科学数据进行
分析挖掘，形成有价值的科学数据产品，开展
增值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开展科学数
据市场化增值服务。

“这些举措，都是扎扎实实落实国家和自
治区大数据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相信在科
学数据的支持下，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会
发生质的突破。”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从气象预测到生物基因分析，从牧草选育变化到生态
数据监测⋯⋯大数据时代，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科学数据
的综合分析，科学数据的意义及重要性不言而喻。

今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根据此文件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
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数据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近日正式出台。《办法》是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
学数据管理办法》的重要文件，也是首个自治区层面出台
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解读

让海量科学数据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让海量科学数据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

郑永涛在勘查矿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