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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循环智能立体停车场”“可变形扫地机器人”“多模式家用自动切菜机”“太阳能风力
吸尘机”……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是第34届内蒙古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的参赛作
品。它们不仅是一个个脑洞大开的炫酷作品，更像是一座座大放异彩的创新思维宝库。

播撒科学火种 燃放创新激情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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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灾害有时让人望“冰”兴叹，无可奈
何。但美国休斯顿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开发
出一种防冰新材料，有望彻底解决飞机、缆
线等表面的结冰问题。

科研人员发表在国际材料期刊《Mate-
rials Horizons》的论文称，他们提出了一
种叫做应力局部化的新型物理理论，用来预
测和改变新材料的性能。基于这些预测，他
们创造了一种持久的硅聚合物涂层，能够在
任何物体表面防止结冰。

雨雪灾害导致的供电线路结冰、断裂，
引起大范围断电事件屡见不鲜。结冰的危
害不止于此，2018 年 2月，俄罗斯一架安
148客机因为飞行员获得错误航速信息坠
毁，罪魁祸首就是空速管结冰，导致65名乘
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据悉，美国每
年因结冰造成的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

论文主要作者之一哈迪·加瑟米表示，
此前他曾开发了几种新型防冰材料，但与其
他现有材料一样，无法完全克服冰黏附在表
面的问题，以及机械结构和环境影响耐久性
难题。应力局部化理论使新材料能够避免
这种情况。根据该理论，这种材料与冰的接
触面会产生裂纹，导致冰层脱落。造成裂缝
所需的力量很小，例如飞机飞行时空气在飞
机表面流动就能够起到触发作用。测试表
明，这种材料可以喷涂在任何表面上，不会
改变飞机的空气动力性能，而且结构稳定、
耐用，不受紫外线光照影响，一次喷涂能够
持续有效10年以上。 （胡定坤）

新材料
让结冰不再可怕

菜的烹调方法有很多，爆炒就是其中较
为广泛使用的方式之一。许多人还认为，经
过高温大火爆炒后的菜吃起来会更香。事
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经过长时间的“过火”爆炒，菜的
美味程度并不会增加太多，反而易使这3类
风险大大提升：

第一，致癌物质增多。爆炒的特点是油
温高，“美拉德反应”就是爆炒产生香气的一
个主要反应，即食物加工烹调中的非酶褐变
现象，它是产生香气和深浓颜色的关键所
在。油温在170℃以上时该反应最强，而致
癌物丙烯酰胺也会随之升高。

第二，营养成分流失。长时间爆炒，会
使维生素与其它营养成分流失加剧。蔬菜
中绝大多数的维生素、矿物质都易被氧化，
此外，很多水溶性维生素在经过长时间的烹
饪后，其流失也会变得严重。

第三，油烟环境危害健康。高油温会使
众多有毒挥发性物质混合油滴微粒升入空
中产生油烟，黏连空气中的细菌和微粒，形
成PM2.5不断飘散。这类油烟易被人吸入
肺中或附在皮肤、家具表面等。

为了降低上述风险，建议大家平时炒菜
时要控制好油温，避免其对健康造成损害。
最好将油温控制在150℃以下，即五成熟左
右，油从四面往中间刚刚滚动即可；或是放
入菜叶、葱花时，周围出现均匀的气泡即可。

还需避免高温长时间加热油，油炸食用
油也不宜反复加热使用；而铁、铜等能促进
油脂氧化聚合，因此油炸食物时最好使用不
锈钢的制品。还可以尝试热锅冷油，先把锅
烧热再倒油，这时就可以炒菜了。另外，厨
房要注意通风，以降低空气的污染程度。

除了不健康的爆炒烹饪方式之外，生活
中容易出现的错误做菜习惯还有如下情况：

1.油炸剩下的油继续炒菜。油经过高
温加热后继续高温烹煮，可能会使致癌物急
速增加；

2.一锅炒到底。很多人习惯一锅炒到
底，然而看似干净的锅表面会附着油脂和食
物残渣，当再次高温加热时，可能产生苯并
比等致癌物；

3.炒完菜立刻关抽油烟机。抽油烟机
在排除废气上也需要时间，为避免仍有没排
干净的废气残留在厨房，建议炒完菜后让抽
油烟机继续运转3—5分钟。 （张家辰）

炒菜切勿“太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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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白莲

你见过“垂直循环智能立体停车
场”“防遗漏安全校车”“可变形扫地机
器人”吗？也许，它们不仅是一个个脑
洞大开的炫酷参赛作品，更像是一座
座大放异彩的创新思维宝库……

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是
近日在呼和浩特举办的第34届内蒙
古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的参赛作
品。该赛事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
科技厅、生态环境厅共同主办，是全
区青少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
最广的科技盛会。

1月21日至23日，全区55名科
技辅导员带领255位小创客齐集青
城，在科技创新赛场大展风采，一决
高下。

参赛作品展示现场人潮涌动。
记者注意到，与往届相比，此次大赛
的参赛作品更增添了许多紧贴时代
的创意亮点，赛场内外处处彰显浓浓
的创新氛围。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小创客们
合作与分享、观摩与学习、成长与开拓
的饕餮盛宴。这里，有青少年的阳光
热情，有学生作品的奇思妙想，有学习
成长的快乐体验，有不同年龄段选手
们在不同学科的精彩想象。许多参赛
选手表示，他们获得了比奖项还要宝
贵的创新思维的洗礼与体验。

解决生活中的小烦恼

本次大赛的参赛作品题材广泛，
形式多样。有为提高工作效率而设计
的“多模式家用自动切菜机”，有别出
心裁的“新型炒米机”，还有为提高生
活品质的环保作品“多功能捡拾器”。

“打扫卫生的时候，班级里的课
桌很重推不动，成了我的‘小烦恼’。
在妈妈的帮助下，我发明了这款‘新
型多功能可移动课桌’”。年仅10岁
的小学组参赛成员嘎楚热的动手实
践能力不容小觑。

嘎楚热是乌审旗蒙古族实验小
学三年级的学生。她的妈妈告诉记
者，在幼儿园时，嘎楚热的科学创意
绘画就获了奖，别看年龄小，她可是
个名副其实的“科技小达人”呢。

琳琅满目的创新作品大都来源
于日常生活，又高于生活，让生活变

得更加便捷与舒适，是许多小创客的
创意出发点。

“如果空气质量差，装置就会利
用传感器报警，自动切换成防尘效果
好的窗纱。”巴彦淖尔市第一中学高
二学生刘嘉璐的现场精彩演示和详
细讲解，引来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刘嘉璐告诉记者，团队的创意——
“一种根据空气质量自动换窗纱的装
置”解决了防尘纱防尘效果好通风效
果差，普通窗纱则相反的痛点。这款
装置根据PM值实时监测显示自动
更换不同网孔窗纱，结构简单，成本
低廉，易于市场推广。

智能与环保是热词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趋势的
当下，参赛作品与时俱进，关注新生
事物成为主流。记者注意到，与往届
不同的是，“智能”“环保”成为本次大

赛参赛作品的高频词汇，许多创新作
品创意独到、设计严谨、科技含量高，
体现出青少年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

通辽五中的张雲赫带来的作品
“手机智能控温火炉”具有很强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装置以蓝牙连传
输为模型，通过手机APP智能控制
火炉的开关，火炉内热感应器及时传
递热量信息，温度控制模块在手机上
显示温度，通过测试模块检测空气中
的一氧化碳含量，这对于现代家居生
活十分有借鉴意义。

“智能婴儿床”“智能餐盒”“智
能喂食装置”“垂直循环智能立体停
车场”“智能遥控农业机”“智能园艺
机器人”等设计大都以大数据为支
撑，智能化、便捷化更是迎合当前人
们的需求而设计，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让现场观众体验了科技与生活
的完美结合。

此外，“太阳能风力吸尘机”“洋
流推进装置”等一批关注环境与环保
节能的作品是又一亮点，体现了当代
青少年关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情
怀与担当。

点燃创新的火花

创新大赛并不是单纯的 PK竞
技，更多是交流学习的平台。“我原以
为自己的作品完美无缺，在问辩过程
中与专业老师请教，老师在研究方法
和实际应用等方面为我提出了可行
的建议，学习到了更多关于设计原
理、创意理念、发展前景方面的知识，
大大开拓了思维和视野。”张雲赫说。

随着创新人才教育理念的发展，
自治区有越来越多的学校重视创新
教育与传统学科教育相结合，在青少
年创新道路上，注重培养勤于思考、
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指引学生奔向

未来的创新之路。
此次大赛，从事青少年科技辅导

工作十余年的通辽五中张晶辉老师
带来了他的科技辅导员参赛作品

“PHOTOSHOP趣味创新微课”，该
课程让人在轻松愉悦中接触看似高
深复杂、生涩难懂的图像修改技术，
在体验中理解科学，在欢乐和思考中
激发学习的热情。该作品获得了科
技辅导员一等奖。

“我们更希望青少年通过创新大
赛这个舞台得到成长。通过指引方
向，把‘创客发明家’的种子植入他们
的心灵，这是我作为科技辅导员的职
责和人生信条。”张晶辉说。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成长在知
识经济的新时代，拥有更好的成长和
学习条件，相信他们身上敏于求知、拥
抱科学、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的精神，
必将为祖国未来点亮希望之光！

面对美食很多人为什么会“吃到撑”？
德国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这不能怪他们太贪
吃，而是跟大脑机制有关。在享用美食的过
程中，大脑会在食物入口和入胃时两次分泌
多巴胺，这种机制可能增加对美食的渴望，
并延迟大脑发出“吃饱”的信号。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传递兴奋和愉悦
的信息，是大脑“奖赏效应”的关键组成部分。

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德国马
克斯·普朗克新陈代谢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
但发现了进食过程中两次多巴胺分泌高峰，
还找到了大脑中与这两次多巴胺分泌相关
的特定区域：第一次分泌发生在与奖赏和感
觉感知相关的区域，食物进入消化道后的第
二次分泌则发生在与更高级认知功能相关
的区域。相关论文已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细
胞—代谢》杂志上。

研究中，12位健康志愿者分别食用了
美味的奶昔或无味的溶液。研究人员扫描
他们的脑电波发现，志愿者对奶昔的渴望程
度与吃到奶昔时大脑特定区域第一次多巴
胺分泌量成正比；并且志愿者对奶昔渴望程
度越高，第二次多巴胺分泌就来得越晚。

“一方面，（第一次）多巴胺分泌能反映我
们主观上对食物的渴望；另一方面，我们的渴
望会压制肠胃诱导的（第二次）多巴胺分泌”，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马克斯·普朗克新陈代谢研
究所的海科·巴克斯说。

研究人员认为，肠胃诱导的第二次多巴
胺分泌会发出“吃饱”的信号，而延迟分泌则
会使人们过量饮食，到第二次分泌发生时，
已经吃撑了。 (胡丹丹)

□周舟 谭晶晶 熊茂伶

不久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
的消费电子展（CES）上，大大小小的
厂商都把“5G时代”挂在嘴边。可以
说，简称5G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正“叩响大门”，打开门后会发生什
么，引发了业界人士的丰富想象。

在一场研讨会上，高通公司高
管约翰·斯米将5G定义为“变革性
技术”，微软公司的皮特·伯纳德称
其为“催化剂技术”。美国韦里孙
通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卫翰思在一
场主题演讲中，多次说5G是一种

“量子跃迁”，与 3G到 4G的渐进
变化截然不同。

卫翰思认为，5G的技术特点可
以用“快”“稳”“密”来形容，而这3个
特点分别“催化”出3类应用场景。

第一，5G“快”——在5G网络
覆盖下，下载1部分辨率达到4K

的电影，理论上不超过18秒，但速
度带来的不仅是量变。

《纽约时报》在展会上宣布建
立一个5G新闻实验室，未来的新
闻故事会根据时间、读者所在地提
供交互性、沉浸性的3D流媒体影
像，让读者身临其境地看新闻。

业界人士认为，5G将给近年
来“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来”的

“增强现实/混合现实（AR/MR）”
技术带来新生。美国初创企业“第
三只眼”首席执行官尼克·切鲁库
里迫不及待地盼着5G全面部署，
他说只有5G的速度能让这种技术
走出体验区，形成产业规模。

第二，5G“稳”——如果只是
速度的提升，还谈不上质变。5G
最显著的特点是低时延和高可靠，
即在任何环境下都表现稳定。

医疗技术行业的Medivis公
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莫利在展会
上说，5G网络可让医生在“混合现

实”工具的帮助下完成精准的开颅
手术，比“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更精
准。这种科幻般的技术只能在5G
时代实现，原因正是5G信号“不断
片儿”。1秒钟的卡顿对看电影而
言最多令人有些不快，但在医学领
域会关乎生命。

5G的技术要求之一是能够支
持速度高达每小时500公里的设
备，因此5G技术推动的产业还包
括无人驾驶汽车。例如，普通人踩
刹车的反应速度大约是0.4秒，而
无人车在5G场景下的反应速度有
望不到1毫秒，这无疑是无人驾驶
可能最终获得使用者信任的基础
之一。

无人驾驶因 5G 而更接近现
实，这块巨大的蛋糕也吸引了众多
企业。CES展台上，不论英特尔、
英伟达等芯片巨头，还是中国人工
智能企业地平线等初创公司，都给
人感觉它们是造“无人汽车”的。

第三，5G“密”——5G网络每
平方公里可支持100万台设备，非
常有助于物联网发展。

今年展会上，智慧城市成为一
个新的产品类别，其底层技术就是
物联网。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
术协会的市场研究业务负责人史
蒂夫·柯尼格引用了业界常说的一
句话——过去 30 年将人连接起
来，接下来30年会将物连接起来。

国际标准组织“第三代合作伙
伴计划（3GPP）”定义了5G的三大
场景，即增强移动宽带、低时延高
可靠和大规模物联网业务，正好对
应其“快”“稳”“密”三个特点。

目前，5G的多数应用场景还只
是一种展望，有些可能比预想中进展
得慢，甚至遭到淘汰，有些未曾料想
的场景又可能会冒出来形成颠覆式
创新。但可以肯定的是，5G会引发
一场大幅改变生活方式的革命，这也
是各国推动部署5G的重要动力。

5G时代将引爆哪些颠覆性场景？ 面对美食
人们为什么会“吃到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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