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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智“惠”草原

健康说

■风景线

◆ 由 中 国 电 子 科
技集团旗下电科装备自
主研制的高能离子注入
机，近日成功实现百万
电子伏特高能离子加
速，性能达国际主流先
进水平。这意味着在芯
片自主研制的道路上，
中国又攻克了一样受制
多年的核心装备。

◆ 青 藏 高 原 湖 泊
每年的蒸发总量约为
517 亿吨——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
一支团队近日利用新
方法估算出这一数据，
为准确测算被称作“亚
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湖
泊水资源储量提供了
数据参考。

◆ 英国《自然》杂
志日前发表一项最新药
物发现，美国科学家团
队报告了一种全新的长
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展现出治疗 HIV（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
病）感染的潜力。初步
临床研究显示，HIV 感
染者单剂注射这种药物
后，体内的病毒载量减
少了，并且药物在注射
6 个多月后在体内仍保
持活性。

◆中国广告协会制
定了《网络直播营销活
动行为规范》，7 月 1 日
起实施，重点规范直播
带货行业刷单、虚假宣
传等情况。《规范》指出，
网络直播营销主体不得
利用刷单、炒信等流量
造假方式虚构或篡改交
易数据和用户评价。

◆据介绍，浙江正
在开发冷链食品溯源
码，以进口食品经营企
业、食用农产品批发市
场为入浙供应链首站，
全面掌握进口或来自国
内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
冷链食品在浙流向，实
现从供应链首站到消费
末端的全链条闭环追溯
管理。

◆近一段时间，南
极观测到历史最高温度
的新闻频频出现。新西
兰科学家一项最新报告
指出：在过去 30 年中，
南极更偏远的极地的变
暖程度是全球平均水平
的 3 倍多。研究认为，
这一增暖期主要是由自
然热带气候变率驱动
的，并可能随着温室气
体的增加而加剧。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本报记者 白莲

蒙药小香囊、免接触式社区应急管理系统、高
精度人体测温疫情防控便携平板……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自治区科技领域拉开了北疆抗疫的广
阔战场，一项项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电子信
息、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抗疫先进技术成果，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服务疫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强力支持。

特色蒙医药独树一帜

“发挥传统蒙医药优势，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
刻，我们蒙医药科研工作者责无旁贷。”

从古至今，传统的蒙医蒙药在抗病毒、增强
抵抗力、遏制疫情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蒙医药工程
技术研究院院长奥·乌力吉，在疫情期间及时研
制出一种由沙蓬、草乌叶、蒙古黄芪等 7种药材
制成的有明显解毒功效的沙黄清疫丸，以及随
身携带的蒙药香囊，对抗击疫情起到积极的预
防作用。

如何充分发挥蒙医药的作用，为老百姓再添
一道防控疫情的屏障？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的专业蒙药生产企业，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
的11个蒙药品种已被内蒙古卫健委列入预防和
诊疗方案，多年的临床实践和防疫表现证明，这
些蒙药品种在预防和治疗“肺黏疫病”等方面有
明显疗效。

大数据5G网络显身手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先进科技手段被运用
得越来越多，取得了良好效果。大数据通过对信息
进行数据汇总、加工和分析，助力防止疫情扩散，掌
握了防疫主动权。

“在基层社区的网格化防控工作中，人工登
记、近距离接触交流是一大安全隐患，信息庞杂、
耗时耗力是一大管理痛点。”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
院院长随洋带领团队运用大数据及时研发出方
便、易用、亲民的免接触式社区应急管理系统，系
统的使用和普及极大提高了广大市民进出小区的
通行效率。

复课前夕，我区一款“高校复学防控管理系统”
因操作简单、功能强大而受到热捧。

“职工教师、学生只需在返校前进行注册登记，
在返校时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配合测温设备即可
安全迅速入校。每人平均通过时间3-5秒左右，每
分钟可通过15-20人，能有效避免入校拥堵。”该

系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管理人员通过大数
据统计分析，精准掌握返校情况，对于外地返校和
高温人群做出及时处理。疫情防控结束后，系统还
可用于访客登记、预约登记，通过设备刷脸验证身
份进入，以及用于教学大楼、图书馆等场所的门禁
管理。

5G网络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
用。我区利用5G网络进行远程指挥、远程会诊、远
程手术和数据传输，使患者得到及时、专业的诊治。

疫情发生后，自治区远程医疗平台与国家级和
其他省级远程医疗平台及时对接，形成区外、区内多
方远程医疗协作平台，实现跨省多方联合远程会诊。

此外，自治区人民医院通过远程医疗中心，连
线全区13家定点医院及其他2000余家非定点医
院，在线开展新冠肺炎医院感染控制及防护用品使
用要点培训。5G技术与远程医疗管理理念有机结
合，切实提高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科研攻关精准发力

“目前正值全球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一次性
医用耗材消耗量极高。使用稀土抗病毒助剂，可以
有效延长一次性医用耗材的使用寿命，降低医疗器
材与身体接触时带来的炎症风险，减小医疗工作者
感染风险。”

目前，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联合中国科学
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正在开展一项关于高效医用稀
土抗病毒助剂的研发。

项目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稀土元素的抗
菌、抗病毒特性早已被学术界所揭示，但稀土在抗
病毒领域的应用却发展缓慢。项目研发出可用于
医疗设备及耗材生产的新型高效医用稀土抗病毒
助剂产品，开辟了稀土医学应用新领域。目前该稀
土抗病毒助剂仍在实验室研发阶段，预计短期内将
进入中试生产示范阶段。

随着全国各地复工复学，各级党政机关、民营
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面向疫情提出
了防控工作办法，对体温检测和人员流动控制均有
明确要求。

此时，一款针对入口通道式场景进行测温的高
精度人体测温疫情防控便携平板成为亮点。该测
温平板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六院基于人脸识别技
术以及热成像技术自主研发，是一套集成化一体化
产品，无需额外配置其他配件即可使用，精准度高，
且操作简便。

记者了解到，自治区科技厅将实施各项举措
加快推动科技抗疫先进技术向社会开放共享，推
动成果转化落地，让科技创新的福祉与红利尽快
惠及广大群众。

盘点北疆抗疫盘点北疆抗疫
““黑科技黑科技””

这是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中路 30号银海大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准零点景区（无人机照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景区位于青岛浮山湾东侧。
2006年 5月，经国家测绘局批准，由专家精确移植水准原点信息数据，在青岛银海大
世界内建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景区，让“0海拔”概念以更平易近人的方
式走到人们身边。如今，这里已建成集测绘文化、航海文化、海洋文化、青少年科普
教育于一体，以中国海拔测绘零点为核心的主题公园。 （据新华社电）

列车员在进行电子验票。据了解，全国普速
铁路已经全面推广实施电子客票，乘客仅需使用
身份证件即可进站，无须取票。

电子客票将原纸质车票承载的旅客运输合
同、乘车、报销 3 个凭证功能分离，实现运输合
同凭证电子化、乘车凭证无纸化、报销凭证按需
提供，让乘客进一步享受到智能化带来的出行
便利。 王丽洋 摄

水是生命之源，维持我们机体的正
常功能，离不开水的参与。纯净水、矿物
质水……在商品琳琅满目的今天，对于
选择困难症人群来说，喝什么水，就变成
了一件复杂的事情。

那么纯净水、含矿物质的水，到底有
什么差别？

纯净水是指不含有矿物质以及任何
杂质的水，一般我们可以将自来水通过
粗滤、精滤、反渗透、消毒等一系列的处
理之后获得纯净水。其中反渗透是利用
孔隙直径与水分子直径相当的半透膜对
水进行加压过滤处理，加压使得水分子
通过，而直径大于水分子的物质，则无法
通过半透膜的孔隙。

市面上销售的含有矿物质的水则主
要分为两大类：矿物质水和矿泉水。它
们两者都是含有矿物质的水，其区别在
于矿物质水是将净化过滤以后的水按照
一定比例向水中加入矿物质成分。矿泉
水是从地下岩层中取出的水，进行了初
步的沉降、过滤、消毒，而其中矿物质的
种类和含量与地下岩层中的矿物质种类
与含量相同。

水中的矿物质一般包含钙、镁、钾、
钠、锂、锶等。这些矿物质元素是人体正
常生长发育和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元
素。一些动物实验更是证明，长期饮用
纯净水的大鼠体内排出的电解质增加，
并存在诱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一般来说，1000毫升水中，锌、铁含
量小于 0.2 毫克，成年人每日需补锌
10—15毫克、铁 12—18毫克。假设大
家每天喝5升的水，每日从水中摄取的
这些矿物质成分也不足1毫克，与人体
所需的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除了可以通过饮水获得所需
矿物质外，我们平常吃的食物也能补充
矿物质。在日常饮食越发多元化的今
天，我们每天的食物来源非常丰富，每种
食物含有其独特的矿物质，完全可以通
过多元化的食物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矿
物质成分。

（转自科普中国）

以色列研究人员近日表示，他们研发出可重复使
用的、通过手机充电器插电加热杀死新冠病毒的口
罩。

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研究小组带头人亚伊尔·
埃因-埃里教授说，口罩单次插电消毒过程大约需要
30分钟，口罩消毒时不应使用。

新研发的口罩有USB接口，可直接与手机标准
充电器等电源相连。接通电源后，口罩内层碳纤维可
加热至摄氏70度，杀死病毒。

埃因-埃里认为，在传染病大流行期间，全球对
一次性口罩需求旺盛，但一次性口罩既不经济也不环
保，人们应该佩戴可重复使用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口
罩，这也是他和团队研发新口罩的宗旨。

新研发的口罩原型如同标准的N95口罩，前面有
一个阀门，口罩上的橡皮筋帮助将其固定在使用者脸
部。

不久前，研究人员在美国为新研发的口罩申请了
专利。目前，他们正在与私营部门讨论商业化生产的
问题。预计这种口罩的单个售价可能比普通的一次
性口罩高出1美元。 （毛黎）

■一线

高度
从这里起算

铁路出行智能化

喝矿物质水喝矿物质水
还是纯净水还是纯净水？？

口罩插电消毒口罩插电消毒
可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

□本报记者 白莲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
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是我国森林面临的最主要的风
险源。严重森林火灾的扑救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同时，森林火灾还会破坏森林生
态系统的平衡，污染大气环境，显著影响全球气候变
化以及碳循环。

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内蒙古智慧消防大
数据信息平台建设的研发与应用”的子课题“构建
森林草原火情监控预警体系”，通过多光谱遥感雷
达技术实现大范围极早期火灾预警监控，目前已完
成系统硬件选型测试和软件系统平台开发，并成功
转化实施。

目前，国内外应用于森林草原火灾预警和监控的
设备及手段存在探测距离较近、识别准确性不足、防
误报能力低、受天气影响度大等不足，而森林草原火
灾具有越早发现、越早扑救、损失越小的特性，因此，
早期甚至极早期发现火情尤为重要。

该课题主要研究的多光谱遥感雷达技术可实现
大范围极早期火灾预警监控。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项目采用军用红外光谱雷达技术，针对火灾的特征波
段和参比光谱波段，通过水平和垂直转动，实现360度
范围内的全景扫描，准确确定起火点。

基于这一原理，光谱扫描系统选择与火灾（明火
燃烧或暗火燃烧）对应的特定光谱波段进行扫描，会
大大降低热源（阳光、人工热源等）的影响，将火灾的
热辐射和其他热源的热辐射区分开。

光谱扫描系统有着传统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
——光学放大倍数较大，利于系统发现很小的火点，
并克服距离造成快速衰减的问题；受环境的影响小，
可以在大雾、雨、雪等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此外，光
谱扫描系统扫描周期可实现响应时间和周期在4分钟
内大大缩小。

目前，森林草原火情监控预警体系已在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林业和草原局、武川县林业和草原局成功转
化实施，用于所辖范围内的森林草原重点火险区监控
报警。同时，在北京西山、山东泰山及崂山林区，以及
赤峰市敖汉旗等地进行测试并使用。

据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目前还在进一步
调试中，预期达到的目标为：探测距离≥15千米；24小
时全天候360度自动监测；火灾响应灵敏度为监测距
离1公里时，可对0.25平方米大小起火面积进行报警；
可监测和预警明火、暗火、热烟气。

打造监控森林草原的火眼金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