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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智“惠”草原

看天下■风景线

□本报记者 白莲

“宅家抗疫，我用 VR 全景看遍了祖国大好河
山！”疫情期间，各大景区景点打烊，故宫博物院等
知名旅游地纷纷推出线上观光游览，拯救了广大网
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

VR 技术带来的真实感和沉浸感，顺应了现实
需要。目前，VR 虚拟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并逐步流行。没有哪种媒介比虚拟现实更适合营
造场景——不仅旅游行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能让人足不出户拥有全新体验。

体验非一般的感觉

VR 技术又叫虚拟现实技术，是全新的实用
技术，它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
系统，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多源

信息融合、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
系统仿真，能够达到让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的既
视感。

“真实、互动、情节化是 VR 独特的魅力所在，
而这项技术需要应用在具体行业，并为行业赋能，
这才能体现其最大的价值。”内蒙古策义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海生告诉记者。

策义科技拥有国内先进数字孪生技术，在公司
2000 平米的主题场景展厅，关于未来生活的畅想
和构建让人大开眼界：

戴上 VR 头显，学生可以化身为宇航员，遨游
太空，欣赏宇宙浩瀚之美。VR+教育系列产品颠
覆了传统教学模式，打造出立体的培训教学模式，
通过视觉、听觉和行为交互去感知环境，增强学生
的兴趣度及想象力；VR 消防安全体验屋通过底部
震动、音效，以及烟雾多维度的感知来使体验者沉
浸式完成灭火、逃生等任务；戴上 VR 眼镜，随意调
整自己的位置和视角，获得不同视觉的看房体验，
虚拟样板间可以随心所欲搭配心仪的新家，摆脱了
现实世界中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何海生告诉记者，目前，VR 真正应用到产业
链上的技术还只是雏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
5G 的牵引下，虚拟现实行业在产品、技术、市场等
方面都拥有了更大的驱动力。

当科技跃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信息时代
的来临，被誉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虚拟现实技术正
不断拓展着人类的感知空间，改变各类传统业态，
一步步将人类推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培育转型升级新路径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向
社会发布包含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在内的 16 个

新职业，为虚拟现实行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其实，早在被称为“VR 元年”的 2016 年，工信

部就发布了《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从国家层
面将 VR 虚拟现实写入未来信息产业发展大纲，阿
里、百度、腾讯均已布局这一产业。

2018 年，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现
实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政策文件详细列出了行
业发展方向以及技术标准，给出明确的升级指导。

记者了解到，我区将重点发展 VR 硬件、内容
制作、跨界服务等项目，建设一批 VR 产业相关的
数据中心、渲染中心、超算中心和应用分发平台，强
化硬件设计与制造、芯片与算法研发、素材支撑平
台开发、素材资源库建设、行业应用开发与推广、产
业合作、人才培养等配套服务功能，形成全产业链
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体系。

此外，通过设立创投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我区
拟引进数百家 VR 企业，并对 VR 企业的配套服务、
创新融资服务、开拓市场服务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形成千亿级产业链，成为国内领先的VR产业集群。

以大数据、新基建为契机，我区紧紧抓住国家
发展 VR/AR+产业的机会，大力推动 VR/AR+应
用，培育新的转型产业，带动传统产业提升价值。
如今，虚拟现实产业发展迅速，很多应用有了实际
落地。

各行各业遍地开花

用户通过遥控手柄和定位追踪设备交互控制
前行方向，可以亲身体验“飞夺泸定桥”时紧张激烈
的战斗场面⋯⋯搭乘 5G 快车，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建成全国首家 5G+VR 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党员群
众在沉浸式、互动性的学习过程中提高党性修养，
沉浸式交互功能大大提高了党建教育的效果。

VR+教育的实践也在逐步推开。2019 年，内
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成为呼和浩特市“5G+VR”产学
研用公共服务平台打造的首个“5G+VR+行业”教
学模式试点单位，并将这一教学模式逐步引入实训
课堂，致力培养虚拟现实专业技术人才。内蒙古师
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引进“5G+VR+”的新闻传播
方式，为基于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新闻传播实践及研
究开辟出全新天地和美好前景。

萨拉齐电厂的 VR 安全体验馆，采用全球最先
进的虚拟现实增强科技、三维仿真建模和场景特效
制作等技术手段，构建出一整套具备高交互性、沉
浸感和真实性的安全体验系统，并通过 VR 头戴显
示设备、手持 VR 传感器、大屏显示器等智能传感
设备，逼真地模拟出发电厂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各种安全隐患，让体验者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深刻
体验到生产过程的各个工作细节和安全生产的重
要性。

现在，自治区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以 VR 集
成大数据的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智慧城市系统，助力
智慧城市建设。

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凸显了 VR 的优越性，VR
会议、教育、游戏、试衣、直播等都为生活带来了诸
多便利和色彩，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
传统行业带来转型升级的全新发展机遇。

专家认为，在 5G 时代，VR 应用将是排名第一
的应用场景，5G 大带宽、低延迟的特点能在 VR 应
用中得到完整体现。当虚拟现实和辅助医疗、远程
教育、智能制造等产业结合，将大大加速传统行业
转型升级和社会变革。

未来，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相信随着 VR 行
业发展和科技进步，虚拟现实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
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VR+VR+，，感受身临感受身临其境的魔力其境的魔力
——走进高新技术企业系列报道·电子信息产业

◆中国科技部发
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2020 年度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国际合作项
目申报指南显示，为了
加强疫情防控科研攻
关的国际合作，中国拟
部署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国际合作项目，拟在
抗新冠肺炎的药物、疫
苗、检测试剂、中医药
等4个方向，部署11个
研究任务。

◆ 日前 ，我国完
成了首架高速卫星互
联网飞机的首航。本
次航班适配的高速互
联系统基于国内唯一
一 颗 Ka 频 段 高 通 量
卫星——中星 16 号，
飞机在万米空中可以
实现百兆以上的高速
率联网，为乘客带来
与地面一样的网络冲
浪体验。

◆由军事科学院
防化研究院与地方单
位联合研发的“正压
防护采样站”已在新
冠疫情防控中投入应
用。应用“正压防护
采样站”，可使医护人
员不用穿戴任何防护
装备，快速完成核酸
采样。

◆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赵刚
团队及国际合作者的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类太阳恒星普遍可以
产生锂元素。锂，是
目前已知在宇宙大爆
炸中最早产生的元素
之一，对锂元素的研
究是宇宙和恒星演化
的重要课题。

◆据美国媒体消
息，天文学家发现，有
一颗比太阳质量大得
多的恒星，没留下任
何线索就直接消失在

“人类视野”中。目前
猜测，该恒星可能没
经历超新星爆发就塌
缩成了黑洞。

◆热带西太平洋
暖池是全球海洋最大
暖水区域，可谓全球

“气候心脏”。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
团队依托“热带西太
平洋暖池热盐结构与
变异的关键过程和气
候效应”项目，完整刻
画出暖池三维热盐结
构（温 度 和 盐 度 结
构），有利于精准预报
厄尔尼诺现象及暖池
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呼和浩特市高新技术企业有 311
家，分布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高效节能、环境保护、航空
航天及其他高新技术等领域。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取得了哪
些成果？产品有什么亮点？在全国同行业中的地位如何？

从本期开始，记者将带您走进这些企业看一看，与“高大
上”的高新技术面对面⋯⋯

医务人员询问记录村民的身体情况。四川省宝兴县五龙乡卫生院的“车载流动医院”开进当地村组，为
山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车载流动医院”配备全科医生出诊箱，除了常规的血压、血糖检查，
还利用 4G 无线网络设备，与公共卫生服务平台等系统接轨，实现挂号收费、就医、检查、取药、医保报销、家庭
医生签约、公共卫生服务等项目“一站式”服务。 （据新华社电）

车载医院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宋吉舟教授团队基于智能塑料材
料，制造出一种新型“万能抓手”，可以把目标物体“锁”在体内，
轻松抓放 1 微米到 1 米大小多种形状的物体。

据介绍，智能塑料在光、热等外部刺激作用下，可改变软硬
程度并具有形状记忆效应。

“抓放物体时，第一步先通过外部刺激，让形状记忆聚合物
变得柔软，趁此机会将物体或者物体表面的结构嵌入其中。第
二步去掉外部刺激，让形状记忆聚合物变回刚硬的状态，保持住
该变形的临时形状，将物体‘锁住’，实现抓取。第三步把物体转
移到目的地之后，再次施加外部刺激，形状记忆聚合物就会恢复
初始形状，将物体‘解锁’。”宋吉舟说。

宋吉舟介绍，“万能抓手”能在典型的三维结构物体上产生
很大的抓力，可以轻松抓起球体、方块、管状物体、螺栓、螺母、枣
核、钥匙串等，还能像壁虎一样，牢牢粘附在物体表面，不论物体
表面光滑还是粗糙。

在实验设计中，当物体尺寸小到微观尺度（100 微米左右或
者更小），“万能抓手”能够不依赖抓手的粘附力，而是通过把物
体或者物体表面的结构锁在其内部实现抓取。

“‘万能抓手’为微观电子元器件的快速组装提供了新的手
段”，宋吉舟表示，“万能抓手”的收放自如，为柔性电子的制备提
供了一种新思路。 （据新华社电）

“万能抓手”无所不抓

市民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散步。近年来，乌鲁木齐持续加快推进“地变绿”工程，预计 2020 年将新增改
造绿地 1 万多亩，不断加强城区道路、景区游园、单位庭院绿化建设，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城市生态环境，为市
民营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据新华社电）

乐享绿地

智能手机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人使用手
机成瘾。德国海德堡大学牵头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手机成瘾
者大脑灰质体积和大脑活力发生变化，这种改变与药物成瘾者
类似。

研究人员招募 48 名志愿者，让他们接受大脑磁共振成像扫
描。研究对象中，22 人手机成瘾，其余人没有成瘾问题。研究人
员发现，与非成瘾者相比，手机成瘾者的脑岛、颞叶皮层、前扣带
皮层等大脑关键部位灰质更少，前扣带皮层静态活力减退，而类
似变化在药物成瘾者大脑中也可以观察到。

灰质是一种神经组织，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大量神经元胞体及其树突聚集在一起形成。

研究人员发表报告说，研究首次提供使用手机与大脑结构
和功能发生变化之间关联的清晰物证。研究人员提醒：“鉴于手
机使用越来越普遍，这项研究对手机所谓无害提出质疑，至少就
个体而言，可能提升与手机相关的成瘾行为风险。”

（据新华社电）

手机成瘾可改变大脑

近日，中、英古生物学
者在一项最新研究中，发现
一批保存有 1 亿年前彩色
昆虫的琥珀化石。这些昆
虫具有强烈的金属光泽，呈
现出绿色、蓝色、黄绿色等
色彩，为了解远古生物的真
实样貌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悉，此次研究的化
石共 35 枚，产自约 1 亿年
前的白垩纪中期。其中的
远古昆虫涉及膜翅目、鞘
翅目和双翅目中的多种类
型。从外观上看，它们的
全身或部分身体结构具有
强烈的金属光泽，呈现出
绿色、蓝色、蓝绿色、黄绿
色或蓝紫色等多种色彩。

结合显微镜观测及与
现代同类昆虫比对，研究
团队发现，这些金属色泽
来自昆虫自身结构。对其
中一枚青蜂标本的超微分
析显示，其呈现出的蓝绿
色色彩源于多层重复出现
的纳米级结构。这些微小
的结构形成多层反射膜，
与自然光作用，呈现出金
属般的光泽。

“色彩斑斓的各种生
物，让我们的自然界绚丽多
姿。可惜的是，以往发现的
化石里，很少能保存有生物
的色彩。此次发现，让远古
世界增添了更多细节。随
着研究的深入，以后人类也
许能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
的彩色远古世界。”领导此
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蔡
晨阳说。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分
会学报》上。

（据新华社电）

1 亿年前的昆虫
散发金属光泽

■前沿

■原来如此

VR 动感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