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海涛

蜘蛛丝是一种拉伸强度惊人的天然
材料，安徽农业大学教授汪钟凯团队受
其启发，以蓖麻油为原材料，研发出一种
抗拉强度超过 200 兆帕的超强荧光弹性
材料，实现了农林生物质的高价值转化
与利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通
讯》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有研究表明，蜘蛛丝的力学拉伸强
度最强可达到 800 兆帕，这相当于用一
根铅笔粗细的十字园蛛蛛丝，就可以拉
住一架自重 180 吨、正以每秒 80 米速度
降落的波音 747 飞机。蜘蛛丝的这种超
强性能，来源于丝蛋白内部纳米晶体的
特殊结构，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汪钟凯教授团队在植物油脂高分子
合成研究中发现了一条新路径，能够将
蓖麻油转化形成模仿蛋白的聚合物分
子，他们精确调节获得纳米晶体结构，再
通过机械加工实现了类似于蜘蛛丝的特
殊结构。经过测试，这种新材料的抗拉
强度超过 200 兆帕，相比之前强度普遍
在几十兆帕的人工弹性材料，取得了性
能上的重大突破。

据介绍，以往的研究显示，生物质资源
可以被转化为高分子材料，但在成本及性
能方面无法与石油基高分子材料媲美。该
项研究在生物质材料的性能方面取得突
破，有利于人们摆脱对石化资源的依赖。

蓖麻油里“抽”出
超强“蜘蛛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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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乌兰察布）数据中心开
工建设

3 月 15 日，苹果（乌兰察布）数据
中心项目在乌兰察布市举行开工仪
式。该数据中心是苹果公司在中国北
方建立的第一个数据中心，将 100%使
用可再生能源。项目计划于 2020 年
建成并投入运营。

★自治区蒙医（恶性肿瘤）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揭牌

3 月 19 日，自治区蒙医（恶性肿
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内蒙古民族
大学附属医院揭牌。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是一家
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健康
管理六位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蒙医综
合医院，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重
点蒙西医结合医院。此次成立的蒙医

（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将围绕
食管癌、胃癌、乳腺癌、肺癌等恶性肿
瘤开展筛查、诊断、治疗和随访，并建
成四位一体的数据中心及协同研究网
络和推广网络平台。

★草原生态修复国家创新联盟
成立

3 月 21 日，草原生态修复国家创
新联盟在呼和浩特市成立。北京林业
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中
国草学会、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40 家科研院校、
社团组织、企业等申请成为联盟成员
单位。

据了解，该联盟旨在打造中国草原
生态修复科技创新推广应用平台，全面
提升草原生态修复科技水平。联盟成
立后，将开展草原生态修复重大问题调
研，对修复治理新方法、新技术进行联
合攻关；加强技术示范推广，与基层技
术推广部门、农牧民合作建立草原生态
修复示范基地；协助制定相关的行业规
范、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等。

★2019 赤峰·中国北方农业科
技成果博览会成果丰硕

3 月 29 日—31 日，“2019 赤峰·中
国北方农业科技成果博览会”在赤峰
市举行。

农博会以“推进科技创新 助力脱
贫攻坚 支撑乡村振兴”为主题，共有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及广州等 20 多
个省市自治区和地区以及美国、意大
利、荷兰、俄罗斯等 8 个国家的 1112 家
展商到会参展，展示新技术、新品种、
新成果 4500 多种，吸引了超过 12 万
人次的参观群众，现场完成交易额 3.1
亿元，意向成交额 6.1 亿元。其中，借
势京蒙科技协作助力脱贫攻坚对接大
会，京蒙参会双方共签订 23 项科技合
作协议，签约金额达 2 亿元。

科技领航

煲汤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通常人
们煲汤时讲究小火慢炖，使食物中的营养
成分有效溶解在水中，使人能更好地消化
和吸收。有的人认为炖煮的时间越长，其
中的“精华”才能被煮出来，营养价值才越
高。但其实，在高温下长时间烹煮，食物中
的很多物质会发生改变，甚至遭到破坏。

煲汤时间过长，容易造成食物的营养
流失。就肉汤来说，煲汤时间越长会导致
蛋白质含量越低。同济大学医学院营养
与保健食品研究所对此进行了实验研
究。研究人员选择了蹄髈煲、草鸡煲、老
鸭煲，通过检测发现：蹄髈的蛋白质和脂
肪含量在加热 1小时后明显增高，之后逐
渐降低；草鸡肉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在加
热 0.5 小时后逐渐升高，且蛋白质含量和
脂肪含量在加热1.5小时和0.75小时后分
别可达到最大值；鸭肉的蛋白质在加热 1
小时后含量基本不变，脂肪含量则在加热
45分钟时升至最高值。实验证明，过长时
间煲汤并不能达成人们心中所愿，汤中的
营养并不会无限制的增多。

对于骨头汤来说，煲汤时间越长，也
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汤中的钙含量
越高。中国注册营养师陈彩霞解释，骨
头中的钙是以磷酸钙的形式存在的，几
乎不溶于水。就算经过再长时间，汤中
的钙含量还是很低。

而对于鱼汤来说，煲汤太久反倒还会
破坏其中的营养。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陈超刚指出，用鱼煲
汤的时间以短为好，因为鱼肉较细嫩，只
要汤煮到发白就可以了，再继续炖不但营
养会被破坏，鱼肉也会变老、变粗。

另外，煲汤时间过久还会在不同程
度上损伤食物中的维生素。如果汤里要
放蔬菜，必须等汤煲好以后再加入，煲煮
数分钟后即可，以减少维生素的损失。

煲汤时间过长不仅会导致营养流
失，另一方面，还会增加人体疾病危险。
由于炖煮时间过长，肉汤和鱼汤中的嘌
呤、脂肪含量高，易引发高血压、痛风、慢
性肾病等疾病。炖汤中如果加入绿色蔬
菜，炖煮太久会使钾和草酸盐含量升高，
慢性肾病患者饮用后，会增加肾结石的
风险。 （赵云彩）

小火慢炖
不是越慢越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生活家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促进“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进
一步推动我区科普工作，4 月 8 日至 4 月 14 日，
由内蒙古科协主办的 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

“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第二批
春季活动深入到呼和浩特市、通辽市、乌兰察
布市和锡林郭勒盟，开展为期一周的科普传播
行动。

4 月 8 日上午，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百名
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呼和
浩特站启动仪式在苏虎街实验小学举行。

本次活动本着“基层需要什么就培训什
么”的原则，围绕广大群众关注的航空航天、环
境保护、医学保健、营养健康等科学知识，邀请
17 位全国、自治区和当地专家学者走进基层开
展为期 5 天的系列科普活动。专家学者带着最
先进的科普理念和学术成果走进学校、社区、

机关、农村牧区，向广大青少年、农牧民、城镇
劳动者和干部职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
想，活动覆盖全市 9 个旗县区，总计开展 50 多
场讲座和现场指导活动。

4 月 8 日下午，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百
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锡林郭勒盟
春季活动在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启动。启动
仪式后，锡林郭勒盟站 11 名专家分 2 个小组深
入到 11 个旗县，面向 35 个医院、社区、乡镇、嘎
查村，25 所学校，开展科普报告、专题讲座、义
诊及现场实用技术指导近 60 场。

4 月 9 日上午，在通辽市五中师生热烈的
掌声中，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百名专家走进
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通辽站活动启
动。启动仪式上，学生代表为来自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电子技术研究院、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的 2 位老专家和 10 名科普专家敬献鲜花，表达
对科普专家们的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

4 月 9 日至 4 月 13 日，自治区“百名专家走
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深入到乌兰
察布市，开展为期一周的科普传播行活动。此
次活动邀请到中国航天基金会高级文化顾问
孙保卫等共 22 名区内外专家在全市 8 个旗县

（市、区）的学校、社区、乡镇、嘎查村开展科普
报告、专题讲座、义诊及现场技术指导等科普
传播活动。

内蒙古科协主席赵吉在启动仪式上指出，
科学普及、科技扶贫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崇高事业。我们要努力在全社会广泛传
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进一步形成
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
为提高我区各族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建设
创新型内蒙古贡献智慧和力量！

（宁金 郭莉 宝乐尔 李琳）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自治区“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
第二批春季活动结束

□张远 李萌

不久前，在德国举行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上，全球 75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0 家展商，除发
布诸多工业“硬核”新技术外，还拿出不少看得见
摸得着的“新玩意儿”，生动展示运用了人工智
能、工业机器人、5G 通信等的智能制造方案和个
性化理念。

不光拟人还“拟鱼”
德国企业费斯托展台放置了一个与人类手

臂结构相近的机械臂：它五指俱全，手腕灵活旋
转。展示人员在传感器前做出各类手势，机械臂
都能全程效仿，远看似两只手在做出相同的“石
头、剪子、布”等动作。

费斯托首席技术官弗兰克·梅尔策介绍，这
一机械臂以人类手臂为样板，采用气动操作，可
借助人工智能学习人类动作，生产中则可以按人
类手臂的动作，完成抓握和转动任务。

费斯托展示人员介绍，机械手臂未来还可应
用在生产过程中的人机协作场景中。工人把机
械臂拉到大致位置，由机械臂完成更高精度的放
置、组装等任务。

比拟人更吸眼球的技术是“拟鱼”。展台内，
一条装有独特鳍片驱动器的机器鱼在透明管道中
游动，这条机器鱼模拟了鲽鱼的动作，鱼身装有感
应元件，可通过调整两侧鳍片的滑动改变游动方
向和深度。按照展示人员介绍，狭窄的地下管道
是机器鱼的用武之地，搭载不同的功能组件，在水
下或是管道等特殊环境中可发挥探测作用。

六脚蜘蛛会跳舞
瑞典电信企业爱立信在展台中展示了一只

六脚机械蜘蛛。随着播放的音乐律动，机械蜘蛛
在台上摇摆、跳舞。

按照研究员胡贝图斯·蒙茨的介绍，蜘蛛的
每只脚可视作一个机械臂，每个机械臂有 3 个关

节，这些关节通过 5G 通信技术与总控制器无线
互联。从控制器发出指令到 6 个机械臂 18 个关
节再到这些关节向控制器给出反馈信号，全过程
大约 20 毫秒、延迟低于 5 毫秒，这为机械蜘蛛的

“6 条腿”协同做高精度动作提供了基础。
展示人员说，5G 通信未来在工业物联网中，

如同一个神经系统，能够在设备之间实时传递信
息，协同多设备完成动作。在这里体现的是蜘蛛
跳舞，在生产环节上，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装配
动作。

订制冰箱随心配
中国企业海尔邀请每名参观客商亲自订制

一个冰箱模型作为纪念品。走到展台附近，人们
可先在一个面板上输入个人信息，进行人脸录
制，开启订制冰箱的过程。

冰箱整体、冰箱门、冷柜都有不同颜色可选，
还可以选择手写个性签名。用户订制完成后，信
息即刻传入海尔搭建的迷你智能生产线上，几组
机械臂通过不同传感器自动拣选原材料和订单
所需独特配件进行组装，用户可在装配线的屏幕
上看到实时进度。

约 10 分钟的组装完毕
后，装配视觉传感器的机器
人对成品冰箱进行质检，与
订单信息相符的冰箱会进
入待提仓库区。最终，输入
自己的个人信息，通过人脸
识别的验证后，用户就可提
取这款订制模型。

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
技术总监石恒说，纪念品
冰箱模型的生产线为未来
智能工业提供了一个简单
的缩影。在传统工业生产
中，单个用户的个性化订
制因为不符企业的成本收

益核算而难以实现，因此客户只能从企业提供的
有限产品中挑选。而加入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
等技术，个性化订制生产成本会大大降低，将在
未来工业生产中越来越普及。

生产线变装配岛
总部位于德国的汽车零件和装配企业冠欧发

动机有限公司把一个汽车装配样板车间搬进了展
馆。新车间颠覆了汽车工业中常用的大规模生产
流水线这一组装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装配岛。

车间内，几个自动化搬运机器人驮着不同的
零件，有轮胎、有车门，配上不同的组装工具移向
车间工人，自动调升所需工作高度，工人用运送
来的电动扳手安装轮胎、车门，安装好后，搬运机
器人将车体运至下一环节。

冠欧发动机公司首席运营官约翰·泽德介
绍，流水线适合一种同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工
人做简单重复劳动，而进入“工业 4.0”时代，企业
生产柔性必须提升。个性的订制车，须安装不同
轮胎、不同车门、使用不同零件和工具，装配岛的
生产模式就可以顺应这一需求，为个性化生产提
供高效解决方案。

智能与个性点亮工业新思路

□本报记者 白莲

“5G 镜头下，我 get 到了一个春日赏花
的新方式！”近日，在包头市土右旗第五届杏
花旅游文化节上，浪漫杏花与 5G 高科技完成
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让游人直呼大开眼界。

据了解，此次杏花节上，土右旗政府联合
内蒙古电信、中兴通讯内蒙古分公司在景区打
造了自治区首个“5G+4K”全景赏杏花区域，通
过直播、VR体验、4K高清实时画面等，让不同
受众实时感受景区杏花绽放的盛况，充分展示
了5G创新带来的全新旅游视角和新鲜感观。

穿越万水千山，一秒置身花海

为了丰富观众和游客的赏花体验，景区
布设高位定点摄像头，对杏花林盛况进行 24
小时直播，让观众可以从不同角度观赏到杏
花绽放盛况。

现场设有 6台拍摄机进行直播，还有包含
无人机拍摄在内的近 10 多个现场视角场景。

景区还布设了 360°全景摄像头，实时视频通
过 5G CPE 连接 5G 基站，回传至远端进行呈
现。从各个角度实时呈现美景，带来 VR 沉浸
式体验，让即使曾经到过景区的游客，也能有
全新的观感，使故地重游变得趣味横生。

直播利用 5G 大带宽、低时延的技术优
势，将直播内容实时上传至相关平台，全国各
地的人们可以同步在手机等终端上多角度看
到土右旗大雁滩杏花林的全景高清美景。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欣赏美丽景色，期
待 5G 能用到更多领域，方便我们老百姓！”

“给赞！5G 网络现场高清直播，网速确
实很流畅，效果也非常好，超强的视觉享受！
不一样的风采一览无遗⋯⋯”

直播平台上，上百万粉丝现场见证，许多
人纷纷留言。

花海，人海，5G 正嗨。

5G 元年，5G 与生活渐行渐近

景区还布设了多架无人机，分时段飞行
采集视频，并通过 5G 网络回传至远端，在大

屏幕或 VR 设备上进行高清呈现，带来了“上
帝视角”鸟瞰“地球彩带”的震撼感受。

在人潮涌动的赏花现场，记者看到，4K
大屏幕上，实时直播画面清晰流畅，让人充分
感受到 5G 大带宽和低时延的优越。许多游
客戴上 VR 体验设备，换一个视角赏花，沉浸
式体验杏花绽放的绚烂场景，令人心旷神怡。

“5G 网络峰值传输速度比 4G 网络传输
速度快数十倍，在应用于全景视频传输时，图
像更清晰，画面也更加流畅。”内蒙古电信政
企部总监王国英告诉记者：“这次 5G 直播也
标志着自治区 5G 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开启
了 5G 技术进入试商用新阶段。”

2019年被称为5G元年，一个个应用场景的
实现，让原本遥远的5G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近。

“5G 相对于 4G，有高速率、大容量的优
势，后期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还将会在万物
互联、智能制造、无人驾驶等方面发挥更大的
优势。”王国英表示。

（左上图为游人戴上VR设备，沉浸式体验
杏花绽放的场景。本报记者 王晓博 摄）

架设在杏花林之中的

5 G

基站

仿生机器鱼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仿生机器鱼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

智慧时代

包头市土右旗第五包头市土右旗第五
届杏花旅游文化节上届杏花旅游文化节上，，浪浪
漫 杏 花 与漫 杏 花 与 55GG 高 科 技 完高 科 技 完
成 了 第 一 次 亲 密 接 触成 了 第 一 次 亲 密 接 触 。。
在在““55G+G+44KK””全景赏杏花全景赏杏花
区域内区域内，，不同受众通过直不同受众通过直
播播、、VRVR 体验体验、、44KK 高清画高清画
面等实时感受景区杏花面等实时感受景区杏花
绽 放 盛 况绽 放 盛 况 ，，充 分 领 略 到充 分 领 略 到
55GG 创新带来的全新旅游创新带来的全新旅游
视角和新鲜感观视角和新鲜感观。。

当杏花遇上当杏花遇上55GG⋯⋯⋯⋯

科普在线

焦点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