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中科院院
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潘建伟与同事彭承
志、徐飞虎等人利用“墨
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了量子安全时间传递的
原理性实验验证，精度
达到 30 皮秒（1 皮秒等
于 1 万亿分之一秒）的
世界先进水平，为未来
构建安全的卫星导航系
统奠定基础。日前，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物理》发表了该成果。

◆ 我 国 一 支 科 研
团队近日发布研究成
果，认为除气候原因外，
树木间的竞争和互利也
导致了喜马拉雅山中段
树线爬升速率的变化。
该成果由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生态格局
与过程团队研究员梁尔
源及合作者发布，日前
发表于环境科学与生态
学知名刊物《生物地理
学期刊》。

◆《科学通报》近
日以封面文章刊发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中
国科学院海洋大学科学
研究中心的一项科研成
果：我国科学家在西太
平洋一处深海热液区发
现超临界二氧化碳，这
是全球首次在自然界发
现超临界二氧化碳，并
为研究生命起源提供了
新启示。

◆ 据 美 国 太 空 网
消息，一组天文学家在
距离地球 1200 多光年
的位置，新发现一颗系
外行星，其质量达到“太
阳系行星之王”——木
星质量的 3 倍，或可跻
身系外行星中的“引力
王”行列。相关研究发
表在近期《天文学》期刊
上。

◆ 内 蒙 古 科 技 成
果（专利）交易平台机器
人在线客服系统近日上
线运行，为用户提供“零
接触”式的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该系统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可实现在
线自动答疑、智能推荐
等功能。

（本报综合媒体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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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前沿

□本报记者 白莲

太空环境蕴藏着极其丰富和多种
多样的资源，先进的航天技术为快速培
育优良品种及特异种质资源开辟了一
条新途径，为人类进入太空农业时代展
示了美好前景。这些全新的生物材料，
将开启我区航天育种事业的新征程。

空间诱变育种的粮食和果蔬安全
吗？为什么选择这些品种？航天育种
选育的作物有哪些优势？

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

地面上普通的土豆、番茄、黄瓜，飞
上太空“遛达”一圈，就摇身一变换了模
样。

拳头粗细的黄瓜、几十斤重的南
瓜、近1米长的豆角……

种子们是膨胀了吗？
如果你以为改变的只是作物的外

观，那就大错特错了。
航天育种，又叫空间诱变育种，是

利用航天器将农作物种子、组织、器官
等诱变材料送入太空，利用空间特殊环
境的诱变作用，使其产生变异，再返回
地面选育新种质、新材料，培育新品种
的作物育种新技术，主要流程是搭载材
料的选择、空间搭载和最终的地面选育
过程。

“高能粒子宇宙辐射、微重力、复杂
的电磁环境和高真空等特殊的太空环
境，使所搭载的植物材料发生突变，可

以获得与传统地面诱变育种技术不能
获得的特异突变。”

内蒙古自治区生物技术研究院随
洋院长告诉记者，此次试验船在轨飞行
高度约300至8000公里。试验船在轨
飞行期间，穿越范艾伦辐射带，接受的空
间总辐射剂量和微重力环境均与以往
神舟飞船、天宫实验室和返回式卫星所
经历的空间环境不同，为开展空间辐射
生物学研究、空间诱变和航天育种研究
与实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机会。

与地面常规育种相比，航天育种
具有突变多、变异大、稳定快的特点，
是培育高产、质优、早熟、抗病农作物
新品种、新种质资源的新途径。通过
航天育种，可获得一大批突破性的农
业新品种。

揭开“高大壮”的秘密

粗壮的枝干上挂着一串串小红灯
笼似的番茄，辣椒苗骨骼清奇，竟有
将近半人高，拳头大的白胖黄瓜晶莹
剔透、温润如玉，咬一口下去唇齿留
香……

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院太平庄实
验基地大棚里一片生机勃勃。

“高产、抗病、早熟、优质是这些作
物的优势特点，比如航空育种的番茄，
在一个生长季就可以增加2到3盘果。”
随洋介绍道。

太空育种可以缩短育种周期。据
随洋介绍，正常的农业育种一般需要
8年时间，太空育种可以缩短一半的

时间。
航天育种的作物安全性如何，是当

下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目前，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国际

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联合认
定，太空种子是安全种子，太空种子培
育出的农作物是健康食品。

随洋告诉记者，航天育种的基础，
是空间诱变因素所导致的基因突变，这
种突变是随机的。突变，也是地球上的
生物体内时时刻刻发生着的。突变是
自然界本就存在的，而航天育种仅仅是
提高了植物的突变几率，突变方向依然
是随机的。

在地面选育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育
种目标定向筛选，剔除掉不好的变异，
保留有益的突变。因此，大可不必过于
担心，太空育种的农作物完全可以放心
食用。

享用来自太空的馈赠

从 1987 年 8 月 5 日发射第九颗
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我国科学家
筛选农作物种子等生物材料首次进
行卫星搭载，开展空间诱变实验为
开端，我国航天育种事业逐步发展
壮大。

自“神舟一号”开始，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在每次飞行试验任务
中，都安排实验类搭载项目，先后搭
载农作物、林草、花卉等近千个品种
的籽种、种苗和生物菌种，为利用空
间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实验提

供机会，为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做
出重要贡献。

自治区相关单位部门也积极开展
航天育种相关工作，为航天育种的实验
科研和最终落地转化做出不懈努力。

早在2008年，自治区生物技术研
究院就筛选甜菜种子进行航天搭载并
开展航天育种研究，先后培育出10余
份丰产、高糖型种质材料，并已成功实
现产业化应用。

2018年，该院加入中国高科技产
业化研究会航天育种创新产业联盟，成
为该联盟在内蒙古区域的唯一战略合
作伙伴和内蒙古地区航天搭载项目征
集和技术协作推广的牵头单位，为我区
利用航天技术助力农牧业科技创新能
力提升、对接国家高科技资源建立了通
畅渠道。

随着试验飞船的顺利返回，科研人
员也将对内蒙古范围内征集的9家单
位、26个品种、74份育种实验搭载材料
开展空间辐射生物学研究、空间诱变和
航天育种研究，促进科研成果在我区的
落地转化。

随洋告诉记者，参与育种实验的
均为我区优势特色作物、杂粮、中蒙药
材、牧草和果蔬，旨在通过空间诱变实
验育种，快速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质种质资源。相信通过科研人员
的努力，“来自太空的种子”距离我们
不再遥远。

（配图为空间育种曾经搭载材
料。 由受访者提供）

5月8日中午，在轨飞行67小
时后，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
船返回舱成功着陆回收。与此同
时，返回舱搭载的内蒙古小麦、玉
米、马铃薯、荞麦、燕麦、蒙古黄芪
等26个特色品种、74份空间诱变
育种实验生物材料与试验船一同

“凯旋归来”——

日本一家企业最近发明了可减少钢筋
混凝土中气泡的新技术，据称可将原本约
100年的钢筋混凝土使用寿命提高到200
年以上。

传统混凝土在浇筑时会混入空气形成
气泡，导致混凝土凝固后表面出现孔洞。在
长年的风吹雨打中，雨水和盐分等会从孔洞
渗入混凝土内部并腐蚀钢筋，导致混凝土出
现裂缝等问题，影响使用寿命。

据日本《读卖新闻》不久前报道，日本石
川岛播磨重工集团（IHI）发明了一种可减少
混凝土中气泡的新技术。该公司使用独立
研发的特殊设备在浇筑前振动混凝土，并施
加压力排出空气，把由气泡导致的孔洞减少
了约70%。

实验显示，雨水、盐分等对这样浇筑出
来的混凝土的渗透速度可以大大减缓。这
家企业计划在隧道侧壁等基础设施建设中
使用这一新技术，也计划将设备和技术对外
销售。

报道称，日本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兴建了大量基础设施，到2033年，日本63%
的道路桥梁和42%的隧道建筑年龄将超过
50年，面临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新技术
有望在今后帮助应对这个问题，可减少道
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更新费
用。 （据新华社电）

让钢筋混凝土
更长寿

□本报记者 白莲

在屏幕环绕的封闭空间内，阴山
岩画中的动物、人物、飞禽等大量图案
和符号可供参观者触摸，触摸的同时，
屏幕上会显示相关符号的寓意。

这样的展现方式叫做 CAVE 沉
浸式虚拟现实系统，是由基于完全沉
浸式的虚拟现实显示系统、人机跟踪
交互系统和三维计算机图形技术组
成的一整套高端虚拟现实应用实验
室，具有分辨率高、沉浸感强、交互性
好等特点。

走进内蒙古安达文化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的全息实验室，蒙古族28个部
落的传统服饰通过短剧、舞蹈形式在
屏幕前一一展现，屏幕中的人物画面
真实、立体，似乎触手可及。

工作人员范鑫磊介绍，全息互动
展示系统是全息纳米膜与散射背投显

影技术的结晶，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
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参
观者可通过全息展示看到三维立体的
图像，给人一种神秘和魔术般的奇幻
感觉。无影像时，该系统全部透明，能
和玻璃装饰容为一体，有影像时又给
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文化与科技相融合是当下的一个
热点。增强可视化、交互性、沉浸式体
验的文化产业新业态，正被一些科研
机构和企业不断挖掘开发。

目前，该系统除了蒙古族服饰，还
收集了蒙古族文物古迹、歌舞、寓言
故事等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素材，
形成了蒙古族文化数据库，为我区民
族特色文化展示提供了数据和技术
支撑。

公司承担的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
“蒙古族文化大数据应用与服务业融
合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经过3年的不
懈努力，成功将蒙古族文化与科技相

融合，形成大数据应用并对传统服务
业进行转型升级，目前转化收益已达
1000多万元。

范鑫磊表示，项目组利用 AR增
强现实、VR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环
幕投影、数字动漫等现代化数字展示
技术，完成了蒙古族文化大数据应用
的关键技术研究、全息投影技术在蒙
古族文化大数据与草原文化演艺融
合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蒙古族文化大
数据应用与服务业融合的双创平台
等多个课题，内容涵盖了蒙古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服饰、文物、歌舞、寓言
故事、动漫等，将蒙古族文化大数据
与现代服务业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了
蒙古族文化大数据深层次的挖掘和
应用。

目前，有关技术已经在各大展览
馆、博物馆投入使用。内蒙古展览馆
打造了“蒙古族服饰全息幻影展演中
心”，将蒙古族服饰与蒙古族歌舞通过

全息技术展现。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
展览馆引进了全息互动展示系统，将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通过动漫形式
表达得淋漓尽致……虚拟场景带给游
客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使得故事更加
深刻、动人。

当文化产业与高新科技碰撞，传
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提升市场份额，带
动、孵化大批蒙古族文化知识产权，形
成的无形资产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范鑫磊认为，“随着5G时代的到
来，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已成为趋势，
数字技术与蒙古族文化结合，不仅能
够保护、传承、发扬蒙古族文化，同时
能够助力文化产业的发展。未来，还
可以打造一系列迎合旅游、教育、影
视媒体等现代服务需求的技术成果
项目和数字创意 IP，其产值不可估
量。”

(图为蒙古族的传统部落服饰在全
息屏幕前一一展现。 由受访者提供)

一线

当文化可以触摸当文化可以触摸

种子太空旅行之后……种子太空旅行之后……

智“惠”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