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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美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
反光薄膜材料。由于在白色光源照射下，
其颜色可随观察角度不同保持恒定或变
化，该材料有望用于交通反光标牌，在夜
间更智能地引导和警示驾车者或行人。

不久前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上的这项研究显示，这种薄膜是一种结
构色材料，可以实现光线的逆反射，即反
射光线方向总是接近入射光线反方向。
不同于颜料、染料等形成的化学色，结构
色由光照射在物体表面复杂的微观结构
上产生折射、反射或衍射等形成，具有环
保且不褪色等优点。

研究团队将直径为数微米至十几微
米的聚合物胶体微球组装到普通透明胶
带的粘胶层上，形成单层微球阵列。研
究显示，当白光光束从薄膜无微球一方
入射时，会显示出逆反射智能结构色：从
照明方向可观测到均一、明亮的反光色，
从非照明方向看，薄膜颜色则会随着观
察角度和光源角度不断变化。

道路交通标识有时着重提醒司机，
有时更需提醒行人，而这种智能反光薄
膜可以满足不同的提示需求，研究人员
设计了两项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在一项
实验中，研究人员将这种薄膜用作着重
提醒行人的道路分界线。由于车灯照明
方向和司机的视角基本相同，司机看到
的线条不变色，颜色鲜艳且均一；路边行
人视角和车灯照明方向不同，随着车辆
由远及近，他们看到的线条颜色闪烁变
化，有效提醒行人避让后方车辆。

在另一项实验中，他们将这种薄膜
做成提示限速的交通标识，并在附近用
固定位置的白光照射。这一次，司机会
随视角的变化看到标识颜色变化，从而
提高警惕。

研究还显示，这种薄膜材料防水、节
能，且相关功能在零下196摄氏度到零
上100摄氏度之间有效。

论文通讯作者、复旦大学材料科学
系教授武利民说，这种薄膜在智能显示、
交通安全反光设施、防伪标签、结构色涂
层和装饰等领域具有应用价值。

（据新华社电）

美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会变焦的
电子隐形眼镜，能够随佩戴者眼部动作
自动聚焦远处或近处的物体。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研
究人员研制的这种隐形眼镜“镜片”由内
装盐水的可伸缩高分子膜制成，每当有
电流通过即改变厚度，达到变焦目的。

据报道，研究人员受人眼自然结构
启发研制出这种隐形眼镜。他们发现人
眼周围组织有电场，眼球前方和后方有
明显可测知的电压差别。研究人员意识
到，如果隐形眼镜能够测知人转动眼珠
或眨眼睛时发出的不同电信号，相应地
做出不同反应，就能自动变焦。

他们测量人眼看向上下左右不同方
向、眨眼和连续2次眨眼等不同动作时
释放的电信号，将5个与隐形眼镜相连
的电极置于人眼周围，一旦有电信号通
过即激活隐形眼镜。例如，佩戴者连续
眨眼2次激活电极，会令高分子膜像肌
肉那样伸展、隐形眼镜“镜片”变厚，改变
透过“镜片”的光线焦点，起到拉近镜头
的作用，放大视野物体32%。再次连续
眨眼2次，高分子膜收缩，“镜片”变薄，
焦点恢复正常。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新技术或许可
用于遥控机器人，有利既近视又老花的
人视物。不过，这副会自动变焦的隐形
眼镜原型现在较为笨重，依靠安置在人
眼周围的多个电极运行，而电极另一头
挂在特定装置上。只有当所有装置全部
简化为镜片，自动变焦隐形眼镜才可能
投入应用。 （据新华社电）

电子隐形眼镜
眨眼就可变焦 ★两个生态科研基地落户鄂尔多斯

近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鄂尔多斯市绿色发展研究示范基
地，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鄂尔多斯市
节水耐寒抗旱园林植物研究基地正式落
户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据悉，这两个生态科研基地的落户，
将会对节水耐寒抗旱植物的研究推广、
鄂尔多斯市的人才集聚和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内蒙古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我区首例
隧道式PICC置管术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成功
完成我区首例隧道式PICC置管术。据
悉，此项技术是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
心静脉导管，由外周静脉穿刺，导管末端
位于上腔静脉下三分之一与右心耳交界
处。PICC可为患者减轻反复穿刺带来
的痛苦，也可减少护士静脉穿刺所用的
时间，规避了药物外渗带来的安全隐患。

★乌海市科技创新中心揭牌
我区首家盟市级科技创新中心——

乌海市科学技术创新中心近日正式揭
牌。

乌海市科技创新中心将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以技术经营服务为主业，以产业
前沿引领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应用为核
心，围绕乌海市支柱产业及特色产业发
展，为乌海市及周边地区企业提供科技
及人才支撑。

★我区大力引种驯化培育旱生牧草
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业研究中心日

前传出消息，2016-2019年，该中心通
过草原牧区生态可持续发展示范推广，
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巴
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等地推广种植旱
生牧草10余万亩，引种蒙古国沙生冰草
及培育华北驼绒藜、肋脉野豌豆、毛穗赖
草、木地肤种等旱生牧草种苗2000多万
株，收获种子1万公斤。

据悉，该中心成立以来，大力引种驯
化培育旱生牧草并推广种植，截至目前，
生态应用面积已达30余万亩，为草原生
态保育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
撑。

进入冬季，一波一波的寒潮不
断袭来。天气预报中常常会提醒人
们提防寒潮，那么，寒潮究竟是什
么？寒潮来临时人们又该如何应
对？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降温、刮
风、下雪天气都是寒潮影响，能称之
为“寒潮”是需要达到一定气象标准
的。根据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寒潮
是指冬半年来自极地或寒带的寒冷
空气，像潮水一样大规模向中、低纬
度的侵袭活动。如果冷空气入侵使
某地日最低气温24小时内下降8℃

以上，且日最低气温下降到4℃或以
下；或 48 小时内日最低气温下降
10℃以上，且日最低气温下降到4℃
或以下；或72小时内日最低气温连
续下降12℃以上，且日最低气温下
降到4℃或以下，可将此冷空气爆发
过程称为一次寒潮天气过程。

那么，人们应该怎样做好寒潮的
防御工作呢？在农牧业方面，寒潮来
临前，北方地区在设施农业和畜牧业
方面要做好棚舍加固和保温工作，
若遇降雪，应及时清除农牧业设施
的积雪，减轻不利影响；在交通出行

方面方面，，雨雪天气会导致道路结冰以雨雪天气会导致道路结冰以
及及路面湿滑路面湿滑，，因此人们驾驶汽车时因此人们驾驶汽车时
需注意减速慢行需注意减速慢行，，尽量减少骑车出尽量减少骑车出
行行，，出门时最好穿上防滑鞋出门时最好穿上防滑鞋。。

寒潮来临前后寒潮来临前后，，人们要注意添人们要注意添
衣保暖衣保暖、、预防感冒预防感冒，，特别是有关节疼特别是有关节疼
痛痛、、心血管疾病的人心血管疾病的人，，更要注意做好更要注意做好
自身保暖工作自身保暖工作；；门窗门窗、、围板围板、、棚架棚架、、临临
时搭建物等建筑物要做好固定工时搭建物等建筑物要做好固定工
作作，，妥善安置易受寒潮影响的室外妥善安置易受寒潮影响的室外
物品物品；；随时留意寒潮随时留意寒潮、、降温等最新消降温等最新消
息息，，以便采取进一步的防御措施以便采取进一步的防御措施。。

（孙玉）

“寒潮”到底是什么？

神奇世界

你知道吗

植物也有“左撇子”？据报道，现
生缠绕植物超过 90%都偏爱右旋。
然而，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传出消息，由中国、捷克、美国
古生物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内蒙

古约3亿年前的“植物庞贝城”沼泽森
林中却发现一种稳定左旋的缠绕植
物化石。这是地质历史上第二例缠
绕植物化石，该发现将植物缠绕习
性的出现追溯至 3亿年前的晚古生

代。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最新
一期国际知名期刊《当代生物学》。

宇宙中大至银河星系、小至中
微子运动，都普遍存在非对称结构，
植物也不例外。研究显示，现生缠
绕植物里，超过九成向右螺旋生长，
这好比人类中的大多数，是习惯使
用右手的“右撇子”。但这种习惯右
旋的习性，在远古时期却未必如此。

此次，研究团队在乌海市的乌
达煤田里，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缠绕
植物化石。这一地区原地埋藏了一
片约 3亿年前的沼泽森林。因为一
次远古的火山喷发，降落的火山灰将
这片森林三维“封存”了下来。这种
保存方式与古庞贝城颇为相似，因此
也被称为中国的“植物庞贝城”。

得益于“植物庞贝城”中的立体
化石结构，研究人员发现，新发现的
这种远古蕨类植物，有着不同于现
代缠绕植物的生长方向。通过对标
本的包埋和切片，研究人员发现，缠
绕植物具有 C 型维管束，应当属真

蕨植物的叶轴。它的叶轴直径约 1
毫米，两侧长有叶片和钩状的攀爬

“触手”，以螺旋向左的方向缠绕在
另一棵种子植物上。另一块同产地
采集的缠绕化石连生的叶片表明，
该缠绕植物可能为一种回卷蕨类的
真蕨植物。

“有意思的是，包括此次新发现
的化石在内，迄今人类找到的两种
远古缠绕植物都为左旋生长，这与
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这引导我们
重新看待非对称性在生物演化中的
角色：这种现象因何产生、在漫长的
进化中又如何变化，还有待科学家
寻找更多的线索。”参与此项研究的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周卫明说。

科研人员推测，缠绕植物和宿主
植物在生活时期应当还一同攀爬在
一棵树上，这种“双重攀爬”现象显示
出早二叠世沼泽森林群落生态已经
具有了非常高的复杂性。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乌海“植物庞贝城”发现3亿年前“左撇子”

□本报记者 刘志贤

不久前，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冠军争夺赛在
浙江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的“交
叉双旋翼复合推力尾桨无人直升
机”项目从全球 457万大学生、109
万项目中突出重围，获得冠军。很
快，这个消息传播开来，1700多公里
以外的呼和浩特内蒙古工业大学校
园内欢欣鼓舞。

原来，在“交叉双旋翼复合推力
尾桨无人直升机”项目组的核心研
发团队5人组中，其中3名是内蒙古
工业大学航空学院的青年教师、清
华大学博士毕业生李京阳、王贤宇、
包长春，这次他们是作为清华校友
代表清华大学参赛，李京阳还是项
目的负责人。团队导师、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教授宝音贺西也是内
蒙古人。怪不得李京阳说，冠军团
队成员84%来自内蒙古。

其实，“交叉双旋翼复合推力尾
桨无人直升机”项目筹划已久。早在
2015年，正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的李京阳便拉上实验室的同学王

贤宇、印明威、包长春、海日汗，成立
了一家致力于先进无人飞行器研发
的科技企业——清航装备，开始他们
的无人直升机创业之旅。经过周密
调研，他们得知，我国军用无人直升
机领域还存在空白，需求极为迫切，
于是便将研发目标瞄准了这一领域。

研发团队注意到，现代军事要
求快机动、全疆域、智能化，而目前
国内无人机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
慢、载重能力小，在功率、载重、突防
性能方面都无法达到军用需求。通
过查阅国内外文献，他们决定突破
常规，将传统的直升机设计中既提
供推力又提供升力、不能耦合的主
旋翼，改变为采用功能解耦，以交叉
旋翼提供升力，并增加新式尾桨，保
证推力，即交叉双旋翼复合推力尾
桨无人直升机。5个研发成员从一
开始就分工明确，动力系统、飞控系
统、机械系统、测试系统和总体设
计，每人负责一部分。

为了检验飞机在各种极端气候
环境下的性能，无人直升机需要历经
高温、高寒、高原、中雨、中雪、吞沙、
湿热、盐雾和海洋性气候等恶劣环境
的测试，此外还有电磁抗干扰、涂层

信号屏蔽、数据链加密等试验，一款
飞机从下线到正式定型，至少需要1
年试飞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无人
机实验非常危险也非常辛苦，但凭着
坚强的体力和顽强的意志，我们勇往
直前，从未有人退缩。”李京阳说。

花费4年时间，历经多次尝试，团
队终于研制出了世界首架交叉双旋
翼复合推力尾桨无人直升机，其具有
载重大、操控稳、突防快的优势。相
比传统直升机，载重提高30%；相比
同级机型，速度提升100km/h，打破

了国外在复合推进高性能直升机领
域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

李京阳介绍：“此前，这个军用
无人直升机领域被美国垄断。现
在，清航装备已经在技术上构筑起3
大核心竞争力，一是交叉双旋翼的
构型设计，二是刚性旋翼，三是高性
能电传飞控系统。”据了解，目前，团
队已完成60千克、100千克、300千
克级交叉双旋翼复合推力尾桨无人
直升机的首飞和500千克级的研制，
在军工、工业消防、应急救援等领域
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

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
全球第一的国防工业承包商，为全
球 40多个国家提供军事服务和旋
转翼飞机。李京阳一直把它作为团
队追赶的目标，他希望自己的团队
能成为中国版的洛克希德·马丁。
同时，大赛的冠军荣誉让他有了更
加沉甸甸的责任感：“希望在下一个
国庆阅兵式上，起飞属于我们团队
的无人直升机。也希望在下一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中，我能带领内蒙古工业大学团队
取得好成绩，夺得属于内蒙古的荣
耀。” （图片由李京阳提供）

无人直升机研无人直升机研制打破国外垄断制打破国外垄断
研发团队大部分成研发团队大部分成员来自内蒙古员来自内蒙古

新型反光材料
让标识更智能

焦点看台

在“植物庞贝城”沼泽森林中发现的稳定左旋的缠绕植物化石。

来自内蒙古工业大学航空学院的青年教师李京阳是这支冠军团队的核
心成员之一。

交叉双交叉双
旋翼复合推旋翼复合推
力尾桨无人力尾桨无人
直升机直升机

（本版图片除标明外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