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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智“惠”草原

健康说■风景线■前沿

■原来如此

◆ 国 内 首 台 10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日
前在三峡集团福建福
清兴化湾二期海上风
电场成功并网发电，
这是目前我国自主研
发的单机容量亚太地
区最大、全球第二大
的海上风电机组，刷
新了我国海上风电单
机容量新纪录。

◆科普大篷车项
目启动 20 年来，全国
科普大篷车累计行驶
里程 4094 万公里，开
展活动24.6万次，服务
公众2.63亿人次，形成
覆盖乡村的科普服务
网络。科普大篷车被
称为“科普轻骑兵”，通
过特殊改装的车辆和
互动科普展品，结合参
与体验式的教育活动，
面向基层，尤其是农村
地区开展公共科普服
务。

◆英国研究人员
近日在学术期刊《自
然·结构和分子生物
学》上发表论文说，实
验室研究显示，源自大
羊驼的抗体可中和新
冠病毒，有望用于开发
新冠肺炎治疗方法。

◆ 中 、美古生物
学者最近在我国内蒙
古宁城道虎沟村的侏
罗纪化石层中，发现
一类新的植物“活化
石”：穗花杉。这类植
物 至 少 可 以 追 溯 至
1.6 亿年前的侏罗纪，
且 形 态 没 有 明 显 变
化，对人类了解生物
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 眼下 ，一颗编
号为 C/2020 F3 的明
亮彗星正路经地球，
迎来观测良机。彗星
是一种环绕太阳或行
经太阳附近的云雾状
天体，主要成分是水
冰。彗星大部分都比
较暗弱，明亮到能用
肉 眼 看 到 的 比 较 稀
少。

◆由内蒙古市场
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局）、中国（内蒙古）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共同推出的内蒙古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
平台近日上线运行。
该平台以自治区及各
盟市知识产权机构为
依托，以知识产权权利
人举报投诉、维权援
助、在线咨询需求为核
心，面向全区提供便
捷、高效的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服务。

（本 报 综 合 媒 体
报道）

84消毒液大家都不陌生，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更是家家必备。
那么，你知道84消毒液为啥叫“84”吗？

“如果我们认真去考虑这个数字的话，应该能联想到某个年代，那
就是1984。”北京地坛医院李昂院长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最常
见的两种消毒产品，一种是上岁数的人都知道的来苏水，另一种是消毒
粉。不过，尽管这“一粉一水”对医院内消毒有一定作用，但医务人员发
现，它们对相关的病毒，甚至细菌、真菌的杀灭作用不是特别理想。

于是，在1984年，北京地坛医院的前身——北京第一传染病医
院的医务人员们，经过3000多次实验，并随着时间推移、菌类变化进
行了上百次调整，最终研制出了84消毒液。特别是在1988年，上海
甲型肝炎暴发后，84消毒液得到广泛使用，自此被全国人民熟知。如
今，30多年过去了，84消毒液的“金字招牌”仍然屹立不倒。

不过，84消毒液虽然杀菌效果好，但绝不能滥用，如果过度消毒
就相当于“投毒”。盲目喷洒的消毒剂，既不能达到理想的消毒效果，
还可能对人体造成损害。同时，极易造成水体、空气和土壤污染。

过度消毒危害有多大呢？绝大多数消毒剂对人体的皮肤、眼睛、
呼吸道均有程度不同的刺激性和腐蚀性，还可以引起过敏反应，甚至
造成急性中毒。诸如84消毒液这样的含氯消毒剂，易挥发出氯气，
浓度过高容易损伤呼吸道，引发剧烈咳嗽或呼吸困难。严重时，还有
可能导致肺水肿，甚至致命。1升空气中含氯气超过0.001毫克就会
引起中毒，同时还会增加致癌、致畸等风险。

另外，对道路、绿化等环境大面积消毒，会使消毒剂渗透到地下
污染水源，或残留在土壤中，对于微生物和其他生物具有潜在危险。
残存在城市表面的消毒剂如果随着雨水进入河流，则会对环境造成
更为长期的影响。 （李洁）

84 消毒液的那些事儿

将摩擦纳米发电机技术应用于农用纺织品中，利用降雨时
雨水的动能，就能够实现发电。这是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
食品科学学院平建峰研究员课题组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项
成果日前发表在《纳米能源》上。

平建峰介绍，环境温湿度、光照强度、水分、盐碱度、作物生
理指标等参数关系到农作物生长，智慧农业实时监测这些指标
需要电力驱动。但田间地头常常难以铺设管线，电池又有续航
能力有限和污染风险突出的问题，因此，农业信息“无源感知”是
智慧农业一大发展趋势。

““南方地区经常暴雨成灾南方地区经常暴雨成灾，，造成农业生产的巨大损失造成农业生产的巨大损失。。农用农用
纺织品在大棚设施中最为常见纺织品在大棚设施中最为常见，，它能够遮阴挡雨它能够遮阴挡雨，，保护农作物保护农作物。。””
平建峰说平建峰说，，浙大科研人员将这两者巧妙结合浙大科研人员将这两者巧妙结合，，将摩擦纳米发电机将摩擦纳米发电机
依附在纱线上依附在纱线上，，织成智能化农用纺织品织成智能化农用纺织品。。在雨水冲刷这种纺织品在雨水冲刷这种纺织品
时时，，会带来电子的转移与流动会带来电子的转移与流动，，从而产生电流从而产生电流。。实验数据显示实验数据显示，，在在
99..55牛顿的连续力作用下牛顿的连续力作用下，，33厘米长的纱线能产生厘米长的纱线能产生77..77伏的电压伏的电压。。

平建峰说平建峰说，，未来通过连接储能设备未来通过连接储能设备，，这些被改造的农用纺织这些被改造的农用纺织
品还可以为物联网感知器件源源不断地输送电能品还可以为物联网感知器件源源不断地输送电能，，从而开展农从而开展农
业信息的业信息的““无源监测无源监测””，，实时提供天气状况实时提供天气状况。。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农用大棚布一下雨就发电

罩内用餐

法国巴黎一家餐馆，客人在保护罩内用餐。近日，法国一位设计师研发了一款易于安装、清洁和消毒的
保护罩，旨在保护人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餐馆、酒吧、酒店等公共场所用餐时的安全。 （据新华社电）

智能牧场

工作人员通过挤奶设备为奶牛挤奶。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大力实施乳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
鼓励养殖场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打造智能化牧场。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有 108 家奶牛养殖场完成智能化
建设改造。 （据新华社电）

随着热浪来袭，很多人尤其
是男性朋友喜欢喝点冰啤酒来消
暑。虽然喝冰啤能带来一时之快，
但若不注意以下这些禁忌，很可能
会适得其反，给身体造成伤害。

首先，喝冰啤真的能消暑
吗？其实不然。啤酒主要是由大
麦芽糖化、发酵后酿制而成，而大
麦芽本身并没有清热降暑的功
效。反之，啤酒性属湿热，饮用过
度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虚弱，诱
发口臭、腹泻、食欲不振等症状。
因此，“喝冰啤能消暑”其实只是冰
镇所带来的假象，并不能从根本
上达到降暑的效果。

为了追求清凉的口感，很多
人喜欢把啤酒冰镇到很低的温
度，其实这不仅会破坏啤酒本身
的醇香口感，还会给身体带来一
些负担。冰镇啤酒的最佳温度在
5℃—10℃之间，如果温度过低，
啤酒中的蛋白质会分解，其营养
成分会遭到破坏。而啤酒中各种
成分的失调，也会影响啤酒的口
感。最重要的是，啤酒温度过低，
会使饮酒者的肠胃温度骤减、十
二指肠内压升高，严重时可能会
诱发肠胃疾病，甚至会导致急性
胰腺炎发作。

此外，很多人都喜欢边吃烧
烤边喝冰啤酒，但这种饮食搭配
并不健康。海鲜、肉类及动物内
脏是烧烤中极受欢迎的菜品，这
些菜品和啤酒都含有较高的嘌
呤，嘌呤在体内代谢后会形成尿
酸，尿酸过多会诱发痛风等疾
病。除此之外，烧烤会使食物产
生苯并芘等致癌物质，而饮用啤
酒会使消化道的血管扩张，溶解
消化道黏膜表面的黏液蛋白，加
速人体吸收这些致癌物质，从而
加大致癌的风险。

健康饮用啤酒，每天应该不
超过500毫升，在饮用冰啤酒时，
可考虑搭配清淡的菜肴和果蔬。

（转自科普中国）

冰啤酒不能任性喝

““高冷高冷””产业也产业也““亲民亲民””
——走进高新技术企业系列报道·航空航天产业

□本报记者 白莲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以下简称航天科工六院）
被誉为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摇篮”。如今，在这
个我国第一台金牌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的基
地，高新科技已不仅仅局限于高大上的航天航空产
业，还囊括很多接地气的民生产品，科技创新在企
业响应国家战略、融入地方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引领
作用。

从绿色环保的垃圾低温热解设备，到方便大众
的智能供暖系统、空气治理系统等，国之重器的军
工企业如今不再“高冷”，充分利用航天技术优势打
造的产品已悄然走入寻常百姓家。

航天科工六院下属的 46 所生产车间里一派繁
忙的生产景象，这里正在制造 F-12 芳纶纤维及相
关复合材料。

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航天航空领域急需高性
能芳纶，但其产品和制备技术一直受国外垄断和封
锁。为实现这一关键原材料的国产化应用，航天科
工六院决定自主研发。

46 所是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F-12 芳纶纤
维研制和生产投入成本高、研制技术难度大，制备
工艺流程长、工序繁杂，目前该所生产芳纶纤维的
技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推开产品展厅的大门，记者被闪耀着黄金般光

泽的 F-12 芳纶纤维所吸引。由 F-12 芳纶纤维制
成的防割手套、无人机配件、行李箱、头盔、防弹衣
等高端民用产品结实耐用、性能好，展示着 F-12
芳纶纤维产业化应用的各种可能性。

“1 千米长度的 F-12 芳纶纤维重量只有 3 克
左右，不仅强度高、密度低，且具有柔韧抗冲击、阻
燃、绝缘、耐高低温、透波、尺寸稳定性好、耐化学品
腐蚀等优良理化性能。”46 所新材事业部部长胥国
军告诉记者。

目前，F-12 芳纶纤维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船舶、飞艇、橡胶、个体防护、电子通讯等航空航
天和高端民用领域，实现了高性能芳纶的国产化、
批量化应用。

近日，航天科工六院 41 所自主研发的绿色综
合智能供暖系统在兴安盟突泉县顺利完成安装，通
过项目验收。这是该所自主研发的绿色综合智能
供暖系统“扎根落户”的第四站。

清洁供暖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区农村牧区的问
题之一。瞄准分散式、无供热管网的农户、牧户、村
镇政府、卫生所、高速公路服务区、边防哨所等需求
用户，如何能够让供暖既节能省钱又绿色环保，成
了 41 所研发绿色综合智能供暖系统的初衷。

绿色综合智能供暖系统将航天技术融入到民
用智能供暖系统中，主要通过自主研发的高效太阳
能集热器实现太阳能的光热转换，利用高效储能、
储热技术实现供暖需求。

“将自动追光定日、系统集成与接口标准化、手
机 APP 智能远程监测统一管理，实现了供热采集
智能化、系统调控自动化、运营监管科学化，供暖系
统最终达到供热稳定、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维护简
单的目标。”技术研发团队杨福军博士告诉记者，该
供暖系统比同条件下采用传统烧煤、电、各种源热
泵供暖方式的温度均高出 2-3 度，并且能耗最低。

在航天科工六院下属的内蒙古金岗重工有限
公司，记者见到了一款用于解决农村牧区生态环境
保护问题的高科技垃圾低温热解设备。

正在工作的垃圾处理器安静地运行着，燃烧后
的少量气体缓缓排出，没有刺鼻的味道，也没有燃
烧的声响。

“基于离子团链式反应原理，依靠垃圾在磁化
热分解的过程中自身产生的热量以及有机物质降
解产生的热量实现垃圾的消纳，减量化达到 95%，
整个垃圾分解过程控制在 250 度以下的低温状态，
不产生二噁因等有害物质。”该公司质量技术部相
关负责人蒙国清向记者介绍说。

“炉体除首次点火外，再无需外界提供热能，烟
气经过处理后排放指标优于国家相关行业要求。”
蒙国清说，垃圾低温热解设备不仅投入低、运营成
本低，而且简单、高效、易操作，1 台设备日处理垃
圾量可达 3-5 吨。设备可以适用于农村牧区、偏远
地区以及需要进行长途转运的生活垃圾处理地区，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依托航天技术和科技人才，航天科工六院成功
研发出智慧水务、智慧农业、P2+生物移动检测站、
集成房屋、纳米陶瓷电暖气、涵氧新风产品等一批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科技含量高的民用
产业项目，以支撑地方经济发展为价值开发链条，
助力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作为航天事业的中坚力量，我院着眼国家和
地方的创新发展需求，未来的工作重点主要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以高质量发展战略新路子为
指引，以军民融合为抓手，紧密与自治区政府合作联
动，形成良好合作共享生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
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
丽的风景线贡献航天力量。”中国航天科工六院产业
发展部部长栗永峰表示。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智慧水务项目智慧水务项目。。

F-12 芳纶纤维制品。

垃圾低温热解设备垃圾低温热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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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生产无人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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