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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风景线

■健康说

智“惠”草原

□本报记者 白莲

“沙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不用特
殊配料，直接烧制成陶瓷。”史志铭手里
拿着一块紫红色的陶瓷板向记者介绍。

史志铭是内蒙古工业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近年来主攻功能
陶瓷等新材料的合成技术与理论。目
前，其团队研发出的风积沙陶瓷强度达
到70兆帕以上，而优质建筑瓷砖强度
标准为35兆帕，性能完全超越。

深褐色的石英陶瓷、淡黄色的顽火
辉石陶瓷、白色的莫来石陶瓷、淡青色
的堇青石陶瓷……经过数年科研攻关，
在史志铭教授的实验室内，看似微不足
道的风积沙，已经变成了各色温润如玉
的陶瓷制品。

让风积沙“变害为宝”

我国是陶瓷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

城市和乡村基础建设、建筑装饰和工业
各领域陶瓷的应用增加了原料的开采
量。目前，国内外氧化物系陶瓷制品的
生产主要依靠高品质粘土矿和石英矿等
原料。然而，矿物开采对土地消耗非常
严重，国家已经限制粘土的开采，陶瓷企
业处于原料短缺和成本上升的形势之
中，寻求陶瓷生产的替代原料势在必行。

2012年，在一次沙漠考察中，史志
铭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沙漠
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否可以用
沙漠风积沙替代粘土烧制陶瓷？

沙漠资源，蕴藏着巨大开发潜力。
我区是中国沙漠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沙区面积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5.5%。
史志铭认为，风积沙资源或将成为推动
陶瓷行业低成本绿色制造和生产模式
转型的新的原料库。

从 2013年开始，史志铭带领科研
团队调研国内外数十个沙漠、沙地，采
集了几十种风积沙样本，深入研究各沙

漠风积沙固有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现了
风积沙陶瓷的合成原理，最终突破了合
成陶瓷的技术瓶颈。他发现，随着添加
物的变换，风积沙陶瓷制品彰显出令人
惊叹的天然色彩和性能。

目前，围绕氧化物系的陶瓷体系，
团队已系统开发出五大类陶瓷材料，包
括石英质、顽火辉石、莫来石、堇青石以
及橄榄石-碳化硅复合陶瓷，风积沙结
合粉煤灰开发出石英-长石复相陶瓷，
利用风积沙颗粒开发出多孔陶瓷，实现
了陶瓷的强度、硬度、通透率和热膨胀
系数等性质的可调可控。

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风积沙陶瓷可
被制成板材、管材、异形材、涂层等多形态
产品，用于基础建设、建筑、冶金、机械、化
工、矿山、环保等各个行业，陶瓷产品具有
档次高、附加值高、成本低的突出优势。

目前，史志铭教授带领的风积沙陶
瓷研发团队在国内外占有重要的学术
地位和突出的技术优势，他们还在探索

研究更多可能，利用不同工艺开发更多
用途的陶瓷材料和产品，引领风积沙陶
瓷的发展方向。

“不毛之地”也能大有作为

史志铭告诉记者，在陶瓷原料中，
风积沙所占比例为60-90%，原料价格
极其低廉，加之我区电、气、人工等价格
优势带来的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巨大，有
助于促进形成陶瓷新型支柱产业。

史教授算了一笔账，风积沙制陶项
目一旦规模化、集群化落地实施，将会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
中小规模产能 6万吨/年估算，原料成
本平均至少降低约 680万元/年；年产
值超过 1.8亿元，投资回报周期小于 3
年。社会效益方面，使用风积沙制陶
直接消耗风积沙的体积超过3万立方
米，相当于长100米、宽100米、高3米
的沙漠。此外，新增的平整沙地更便
于绿化、农作物种植以及沙漠地区修

路、送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产生
沙漠生态修复和改善沙漠地区居民生
活质量的双重效果。

“用沙制陶，未来辐射面很宽，这项
技术最大意义就是为沙产业提供一条
工业化发展应用的新思维、新路子。”史
志铭表示，该项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实
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
赢，能够形成新技术-新材料-生态环
境修复的工业化沙产业链条。

现在，团队已获发明专利7项，发表
论文15篇，获得相关科技奖一等奖1项。

“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建成我区
乃至全国的风积沙陶瓷研发示范基地”
是史志铭教授最大的心愿，他欢迎有关
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参与这项技
术的发展，推动科技成果尽快转化。

茫茫风积沙变身茫茫风积沙变身““颜如玉颜如玉””

我国是陶瓷生产我国是陶瓷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消费和出口大国，，然而然而，，原料矿物的开采原料矿物的开采
对土地消耗非常严重对土地消耗非常严重，，寻求陶瓷生产的替代原料势在必行寻求陶瓷生产的替代原料势在必行。。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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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之一，，风积沙资源或将成为推动陶瓷行业低成本绿色制造和生风积沙资源或将成为推动陶瓷行业低成本绿色制造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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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环 境 部 日
前召开 2020 年中国国
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
大会。会上透露：我国
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
物质超过 28万吨，为臭
氧层保护和温室气体
减排做出积极贡献。

◆我 国 在 黄 海 海
域用长征十一号海射
运载火箭，采取“一箭
九星”方式将“吉林一
号”高分 03—1 组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
得圆满成功。这是我
国第一次海上商业化
应用发射，标志着我国
已经具备稳定高效的
海上发射能力。

◆欧 洲 南 方 天 文
台近日发布新闻公报
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
团队在金星大气层中
探测到了磷化氢的踪
迹。分析认为，金星上
可能存在未知的光化
学过程等，或者有可能
这些磷化氢源于某种
形式的生命。

◆中 建 电 力 建 设
有限公司近日表示，由
其子公司中建中环工
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内
蒙古达拉特旗光伏发
电领跑奖励基地 1号项
目顺利建成完工。这
意味着，全球最大的沙
漠集中式光伏发电基
地即将并网发电。

◆我 国 科 研 人 员
对玉兔二号雷达探测
数据开展了深入研究，
获得了嫦娥四号着陆
区月壤和浅层精细结
构等重要发现和认识，
显示这一区域曾经历
过多次小天体撞击溅
射物的堆积和火山喷
发事件，揭示了月球最
古老、最大的撞击盆地
的演化历史。

◆沙 特 阿 拉 伯 文
化部遗产委员会日前
宣布，考古学家在沙特
北部泰布克地区发现
12 万多年前的古代人
类和动物足迹，是迄今
在阿拉伯半岛上发现
的最古老的人类生命
证据。

（本报综合媒体报
道）

数字·健康小镇

在小镇的成果转化区，嘉宾在了解一套染色体人工智能诊断系统。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举办 2020生命健康未来峰会暨中国（杭州）数字·健康
小镇开园仪式。小镇重点布局基于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技术赋能的生命健康产
业，规划面积3.2平方公里。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记者 白莲

钢渣，是炼钢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工业固
体废弃物，占粗钢产量的10%-15%，年产量
超过1亿吨，数量惊人。然而，目前我国钢渣
综合利用有限，综合利用率不超过30%。钢
渣堆积，既占用大量土地，又严重污染环境。

针对这一问题，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学、内蒙古
综合交通科学研究院、天津工业大学联合实
施了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内蒙古地区钢渣
全组分资源化成套技术与应用研究”项目。

项目依据自治区自然气候条件以及钢
渣性能特征，针对路用钢渣技术要求、钢渣
道路材料制备技术、钢渣道路建设实际现状
等，结合地区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研究建立内蒙古地区路用钢渣质量控制
标准体系及相关钢渣道路建筑材料推广应
用机制，力争为全区范围内推广钢渣道路材
料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实现钢渣在公
路建设中100%利用，并将研究成果推广到
全国其他类似地区。

钢渣在道路工程中的应用，既降低公路
建设成本，也可以提高道路工程质量，降低
全寿命周期内养护成本，因而有着良好的经
济效益。

据项目负责人南策文院士介绍，当前我
国公路建设发展迅猛，天然优质资源日益短
缺，大力推广利用钢渣等各种废渣替代天然
资源制备道路建筑材料，是交通行业绿色发
展的重要举措。

相比天然集料，钢渣集料的使用可以大
大减少砂石资源开采，钢渣的胶凝活性可以
减少水泥熟料用量，由此可降低因天然集料
开采、水泥生产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减
少环境污染。

研究表明，钢渣集料还具有天然集料所
不具备的耐磨、抗滑等特性，同时与沥青粘
附性好，用作沥青路面面层的集料，可以提
高路面行车舒适性与安全性以及基层材料
的抗裂性。

钢渣铺路钢渣铺路
经济又环保经济又环保

当你因沉迷网络或长途旅行而久坐
不动时，有没有意识到一种看不见的危
险正在悄悄靠近？它就是静脉血栓栓塞
症这个“沉默杀手”。

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时往往没有任
何征兆，而且具有高发生率、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低诊断率的特点，一旦出现症
状，便表明已经发生了该种疾病。

静脉血栓栓塞症包括深静脉血栓形
成和肺栓塞，是同一个疾病在不同部位、
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所谓深静脉血栓形成是指血液在深
静脉里不正常的凝结引起静脉回流障碍
性疾病，多好发于下肢，如果在急性期不
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部分患者可
因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肺栓塞是一种
高死亡率的疾病，根据美国心脏学会统
计，每年有200万人罹患下肢深静脉血
栓形成，而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肺动脉
栓塞。

静脉血栓栓塞症目前已经是世界性
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为了提升公众对
于血栓性疾病严重性的认识，2014年 3
月，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将每年的10月
13日定为世界血栓日，以号召世界各地
和不同团体团结起来，向全球发起静脉

血栓预防行动倡议。
根据造成静脉血栓栓塞相关疾病的

危险程度划分，可分高危因素、中危因素
和低危因素。所谓高危因素，是指一些
髋部和腿部的骨折，髋关节、膝关节置换
术后以及大型普外科手术严重创伤和脊
柱损伤的患者；中危因素主要包括一些
关节镜手术、化疗，以及充血性心力衰竭
和呼吸衰竭的患者；低危因素包括卧床
以及长期坐姿，腹腔镜手术以及怀孕静
脉曲张的患者。此外，还可分为遗传性
因素和获得性因素。

研究表明，不当饮食、久坐等生活习
惯，吸烟、口服避孕药等因素也容易导致
止血机制失衡和静脉血栓性疾病，年轻
人的发病率已有明显上升趋势。

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症状，包括患

肢肿胀、疼痛，以及软组织的张力增高，
活动后这些症状会加重，抬高患肢可减
轻，发生静脉血栓的部位往往有压痛
感。肺栓塞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不
明原因的急性呼吸困难、胸痛，深呼吸
时可能存在上述症状加重的情况，还
有咳嗽、晕厥，患者表现为呼吸加快、
心动过速、发热甚至面色苍白等。当

我们在生活中出现上述临床表现时，
要及时就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首先判断
自己是否是容易患静脉血栓症的高危
人群，如果是，就要戒烟、保暖，给予低
脂、高纤维、清淡饮食，特别是运动后
一定要注意补水，预防血液黏稠。其
次，要适当增加活动量。在平时的运
动中，最好穿着舒适，避免穿太紧的衣

服。第三，对于高出血风险的静脉血
栓高危人群或者患者，应采取适当的
机械物理手段进行预防。第四，在长
途旅行中，衣着和鞋袜要比较宽松，尽
量不要久坐。特别强调的是，在飞行
过程中，睡眠要保持比较舒适的状态，
不要两腿交叉或者身体紧缩，这样会
对身体产生挤压。

（徐喜媛）

警惕这种“沉默杀手”

飞行技能大比拼

植保无人机飞手在进行飞行技能项目比赛。
近日，“2020 飞防创战纪”科技农服大赛线下总决
赛四川站在成都市中化现代农业崇州技术服务中
心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经过层层选拔的 10 支决赛
队伍、20名植保无人机飞手进行了飞行技能、水稻
实地飞防两个项目的比赛。

据新华社电

■一线

实验室里不同规格的风积沙制
陶瓷产品。 本报记者 白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