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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科技要闻回顾

2月

★包头稀土研究院入选工信部第三批
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

近日，工信部公布了第三批产业技术基
础公共服务平台（部省共建），我区包头稀土
研究院榜上有名。

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是工业强
基工程的重点任务之一。包头稀土研究院
是为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重点领域的技术
创新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产业信息、知识
产权等基础支撑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

★我区3地上榜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名单

2月 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印发首批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名单的通
知》，将100个单位认定为首批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在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名单中，我区有3地上榜，分别是：赤峰市元
宝山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巴彦
淖尔市临河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

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农村
牧区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
组为路径，以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
产业功能转型为表征，以产业发展和发展方
式转变为结果，通过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
商业模式，带动资源、要素、技术、市场需求
在农村牧区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甚至农
村牧区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

★我区成果入选“2018年中国稀土十
大科技新闻”

近日，中国稀土学会等多家单位联合评
选出“2018年中国稀土十大科技新闻”。其
中，反映我区稀土资源开发利用成果的“柴
油车用稀土基SCR催化剂实现产业化”新
闻入围，位列榜单第四位。

“柴油车用稀土基SCR催化剂”是包头
稀土研究院与河北华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联合研发的科技成果。当前，用于国内重型
柴油车尾气净化的SCR催化剂主要依赖进
口，其相关技术、知识产权均被国外知名催
化剂生产企业占有。为了打破技术壁垒，从
2016年2月开始，包头稀土研究院与河北华
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从稀土化合物功能特
性入手，联合开展柴油车用SCR催化剂的
研发工作。经过2年的研究与试验，成功研
制出具有无毒、高效的柴油车用稀土基SCR
催化剂，产品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记者 白莲

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家通过液
晶显示屏精确操控每一个家居物
品，一键做饭，一键设置各种生活
家务；外出时，通过车辆互联网提
前规划路线；生病时，足不出户，即
可享受远程医疗……万物互通互
联，这些以前只在科幻电影中出现
的情景，在不远的将来即将成为现
实。

支持这些物联网智能设备的
基本技术，就是能为未来生活带来
无限想象力的5G通信技术。

5G，不止比4G多1G

从电报、电话到手机，从1G到
4G，通信技术为人类和社会带来
了无尽的便利和福祉。如今，我们
正迎来5G时代，5G到底是什么？

5G中的G是无线通信技术的
一代的意思。5G即第五代通信技
术，是由“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组
织”（简称3GPP）负责制定的。

“5G主要特点是波长为毫米
级。5G和4G之间的区别在于，前
者可以考虑使用更高频段的毫米

波。”内蒙古工业大学信息学院副
教授张占强告诉记者，毫米波是一
种光谱，是加速5G普及的关键因
素之一。毫米波通讯具有高传输
速率、可短距高频应用等特点，通
过提升频谱带宽来实现超高速无
线数据传播。

作为4G的后继者，5G多出来
的这1G到底有什么“魔力”？

据了解，5G峰值理论传输速
度可达每秒数十GB，比4G网络的
传输速度快数百倍，整部超高画质
电影可在数秒之内下载完成。

此外，5G还具有高速率、大容
量、低时延的特性。5G网络每平
方公里可连接的设备数量超过
100万，且在传输延时上有巨大的
技术突破，能成功做到“毫秒级的
延时”。

不仅如此，5G是开启物联网
世界大门的“钥匙”，将为社会带来
颠覆性的改变。

“如果说1G到4G都是着眼于
人与人之间更方便快捷的通信，那
么 5G将实现随时、随地、万物互
联，让人类敢于期待与地球上的万
物通过直播的方式无时差同步参
与其中。”张占强说。

到了 5G，除了提供 1G至 4G

时代的手机业务，还要面向各种新
的服务，提供不连续的、崭新的能
力，因而这对于移动通信是一次彻
底的创新。

5G同时意味着更快的网速、
对设备更高的要求。包括运营商、
手机厂商、用户等都需要升级现有
设施和设备，同时对光纤、云服务
商等基础网络服务要求更高……
相关配套领域会迎来更多的需求
和升级。

5G超高速上网和万物互联将
产生呈指数级上升的海量数据，这
些数据需要云存储和云计算，并通
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产出价
值。

这将是一场由海量数据引发
的从量变到质变的数据革命，是一
场由技术创新去推动社会进步的
革命。因此，5G技术需广泛与各
行业、垂直领域合作，共同激发创
新，从而持续为社会创造价值。

4G方兴未艾，5G扑面而来

目前，我国从国家宏观层面已
明确了未来 5G 的发展目标和方
向。《中国制造2025》提出，全面突
破5G技术，突破“未来网络”核心

技术和体系架构；在《“十三五”规
划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
划》《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
重要文件中，均提出要积极推进
5G产业发展。

面向 5G，我国通信业各界紧
锣密鼓的筹备已然开始，从标准的
讨论制定，到产品研发和部署，再
到设备性能功能的测试，一切都为
了5G的到来做最后的努力。

日前，工信部正式为通信三大
运营商发放了5G试验频率使用许
可。记者了解到，去年底，中国移
动内蒙古公司在呼和浩特市完成
首个5G网络试点。

该5G基站采用4.9GHz频段
适合5G网络中大带宽场景，能够
实现密集城区、校园等热点区域覆
盖，基站采用64T64R的AAU，频
率带宽高达100MHz，可最大化利
旧现网物理站址，实测峰值速率超
过 850Mbps。本次内蒙古移动
4.9GHz频段5G试验基站的开通，
标志着我区5G技术应用示范进入
新阶段。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公司将陆续在鄂尔多
斯市、包头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
开通5G网络试验基站，试验速率

可达 850Mbps。为进一步扩大
5G业务试验站规模，计划在今年
上半年，在全区12个盟市的旗舰
店营业厅开通5G试验站，今年底
实现全区规模试商用，2020年实
现规模商用。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5G
业务试验站规模，整合5G产业链
相关资源，加快远程医疗、车联网、
智慧城市、智慧畜牧等方面的5G
应用落地，培养5G新生态。”该公
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5G的推进，将进一步助力我
区大数据战略和“互联网+”行动
的实施，提高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数字化服务能力。依托
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
息化基础能力聚合产业各方，聚
焦政务、医疗、交通、旅游等各行
业，进一步推动自相关产业快速
发展。

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
5G新生态不仅会改变每个人的生
活，更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全新的改
变。

“5G不仅是一种速度，而且是
各个方面的互联互通。在打通这
条道路后，大数据时代将迈进一个
全新的天地。”张占强说。

从电报从电报、、电话到手机电话到手机，，从从11GG到到44GG，，通通
信技术为人类和社会带来了无尽的便利信技术为人类和社会带来了无尽的便利
和福祉和福祉。。如今如今，，我们正迎来我们正迎来55GG时代时代。。55GG
不仅仅更快不仅仅更快，，还是开启物联网世界大门还是开启物联网世界大门
的的““钥匙钥匙””，，将为社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将为社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焦点看台

科技领航

□刘霞

据英国《独立报》近日报道，由美国、
瑞士和俄罗斯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科
研团队，在《科学报告》杂志撰文称，他们
首次借助一台量子计算机，逆转了“时间
之箭”的方向。这一违背常识的突破性
研究，可能会改变我们对统辖宇宙的机
制和过程的理解，也有望促进量子计算
机的发展。

研究人员称，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
我们，时间是线性的，只能沿一个方向运
动；系统总是从有序到无序，而非相反。
但在最新实验中，他们使用量子计算机
让时间“倒退”，正如桌子上散落的台球
重回其最初的三角形排列的起点。

首席研究员、俄罗斯莫斯科物理科
学与技术研究所（MIPT）量子信息物理
学实验室负责人戈尔代·勒斯维吉博士
说：“我们人为地创建了一种与热力学时
间箭头反方向演进的状态。”

他们使用的是一台由电子“量子比
特”构成的量子计算机。量子比特是量
子计算机的基本信息单位，由“1”“0”或
这两者的混合“叠加”来描述。

在实验中，他们启动了一个“进化程
序”，该程序使量子比特进入一种逐渐复
杂的1和0不断变化的状态。在此过程
中，量子比特失去了秩序，就像摆好的台
球被撞击，散落各处一样。但随后，另一
个程序修改了量子计算机的状态，使其

“向后”演进，从混乱变为有序，这意味着
量子比特重回初始状态。

研究人员发现，当使用两个量子比
特时，“时间逆转”的成功率为85%；而
当使用3个量子比特时，成功率下跌到
50%。他们认为，随着所用设备的复杂
程度不断提高，错误率有望下降。

量子计算机上
实现时间“倒流”

□周舟

中美两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含有
特殊纳米颗粒的“眼药水”，可让实验鼠
暂时看到近红外光，从而具备夜视能
力。这项技术将来有望让人类获得肉眼
可见红外光的能力。

哺乳动物一般只能看到波长为400
纳米至700纳米的可见光。现在人们可
以利用红外夜视镜在晚上看到物体发出
的红外光，但夜视镜有笨重和需用电池
等缺点，还通常不能在白天使用。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韩纲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薛天等人近日在美国
《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开发出
一种含有特殊纳米颗粒的“眼药水”，这
种纳米颗粒能与眼睛中的感光细胞结
合，成为一种无需外界供能的“纳米天
线”。它能吸收近红外光，将其转换为感
光细胞可见的绿光。

动物实验显示，将这种“眼药水”注
入小鼠眼睛中后，小鼠不但能感受到近
红外光，还能识别发出近红外光的三角
形或圆形等图案，且在白天也能识别近
红外光图案，这表明“纳米天线”可与常
规视觉共同工作。大约 10周后，这种
夜视能力消失，小鼠正常视觉没有受到
影响。

韩纲说，理论上这种“纳米天线”对
人类也有效，研究团队计划在狗身上开
展进一步实验。

神奇“眼药水”
赋能夜视

□田佳敏

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然而现
如今，大多数人都是电脑式办公，经常对着电
脑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长时间
久坐，致使活动量大大减少，会给我们的身体
健康造成很大影响。那么，久坐都会产生哪
些健康问题？“办公室一族”应如何减少久坐
带来的危害呢？

据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
科医生郭晓辰介绍，久坐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1.伤身：腰背劳损、消化不良。久坐时，
人体重量会较集中地压在腰骶部，压力分布
不均衡易引起腰背肌肉劳损并疼痛，长期甚
至可致椎间盘组织弹性减退和脊柱骨质增
生，还会引起和加剧腹胀及便秘等消化系统
病症。

2.伤心：心血管病发病率倍增。久坐不

动，血液循环会减缓，日久则会使心脏机能衰
退，引起心肌萎缩。

3.伤脑：供血不足导致头晕眼花。久坐
不动，血液循环减缓，则会使大脑供血不足，
伤神损脑，产生精神厌抑。

4.伤肾：生殖系统“遭殃”。长时间久坐，
会使膀胱经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膀胱功能失
常，而肾经与膀胱经相表里，继而易引发肾功
能异常。

由此可见，久坐的危害确实很大。因此，
久坐的“办公室一族”应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
方式。如在工作时，可以每1小时站起来活
动5分钟左右，若有可能的话，每天可以坚持
1-3小时站立办公。同时，坐姿也要保持正
确，即保持中立位。在坐姿状态下，中立位应
该是脑袋基本在胸腔的正上方，而胸腔基本
在骨盆的正上方。

此外，对于上班族来说，还可以试试办公
室健身操。如坐在凳子上时，可以做简单的

扩胸；接打电话时用力翘起脚尖，伸展小腿肌
肉；每次向后转的时候用力些，一只手扶住椅
背，另一只手扶住扶手，以活动腰部肌肉。站
起身后，也可以抬抬腿或做做墙壁俯卧撑。

长期久坐危害这么大！

□陈静

不用掏手机，也不用输入验证码，只要
扫扫脸，就能从快递自提柜中取出包裹，“刷
脸取件”时代来了！

菜鸟网络日前宣布，国内所有带摄像头
的菜鸟驿站智能柜已全部开通刷脸取件功
能，消费者可以在柜子上自主选择、授权，使
用“刷脸取件”功能。该项功能的全面应用，
被业内称为无人物流的最后一块拼图。

“‘刷脸取件’终于落地，源于人脸识别
技术的突破。”阿里安全图灵实验室高级算
法专家觉奥坦言，目前快递自提柜大都设置
在全国各个小区，人脸识别要克服的室内外
环境十分复杂。“地下室灯光暗，室外白天夜
晚的光照差异大，阳光、灯光会带来逆光和
阴影。此外，自提柜摄像头安装在快递柜的
固定位置，这导致不同身高的人在人脸识别
时脸部角度会有区别，这些都要求人脸识别
技术有足够强的适应能力，以确保高识别
率。”觉奥说。

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关心的还是

“刷脸识别”的安全问题。
“在此前的试点中，菜鸟智能柜已经产

生了超过百万次刷脸取件记录，经历了多次
技术更新迭代。截至目前，尚未发现误识导
致误取包裹事件。”菜鸟驿站智能柜高级工
程师赵德山表示，“刷脸取件”背后需要环环
相扣的身份验证交互流程，同时后台也要经
历多轮比对和活体检测。“即便是使用本人
的照片、视频，都无法通过核验，如果消费者
因为整容等原因导致容貌发生较大变化，也
可以通过智能柜来更新照片，使用刷脸取
件。”赵德山说。

如今，“人脸识别”技术正在加速投入使
用，“刷脸走天下”为身份识别技术提出了考
验。觉奥透露，目前阿里安全正推广人脸识
别技术在新零售、智慧园区、城市大脑、智慧
仓储、旅游等场景中的规模化应用。“今年元
旦，飞猪和乌镇景区就合作推出了‘一脸
游’，游客购买景区套餐并授权录入人脸后，
无论是过景区闸机、酒店登记入住还是吃
饭，只要刷一下脸就能通行无阻。”

对于菜鸟来讲，“刷脸取件”只是智能快
递柜作为物联网终端的功能延伸。菜鸟方

面表示，菜鸟驿站智能柜也推出了“把选择
权还给用户”的新功能，用户通过智能柜、客
服或者手机淘宝菜鸟驿站官方号等方式可
以进行自主设置，如果不同意将包裹存放在
快递柜，快递员就无法打开柜门。

解放快递小哥 “刷脸取件”落地智慧时代

健康说

（
本
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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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

55GG扑面而来扑面而来
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