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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本报10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召开论证会，由业内
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组对依托内蒙古农
业大学建设的省部共建乳品科学与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申请报告进行论证。专家组
高度肯定实验室自列入省部共建重点实验
室培养对象以来的建设成绩。据了解，实
验室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培养了一批从事乳品科学与技术研究的
人才，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对自治区乳
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10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召开座谈会，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地方立法修订工作调研组进行座谈交
流。座谈会上，相关人员介绍了《内蒙古自
治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的修订颁布
实施情况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的开
展情况，双方就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
的工作进行了交流。

●本报10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临床医学转化创新中心在呼和浩
特揭牌成立。创新中心将充分发挥上海交
通大学在医学工程方面的科技创新优势，
推进前沿创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和生物医学
领域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进一步提升我
区整体医学科技创新水平，让先进的科研
成果更好惠及全区人民的生命健康。

●本报10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近日，包头市举办2021年秋季招商引
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大会。集中签约项目
45个，计划总投资1160亿元，涉及现代能
源、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新材料、生态环保、
数字产业、装备制造等14个产业领域。

●本报10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为扎实推进“科技兴蒙”各项任务的落
实，做好中小型企业创新体系建设工作，近
日，乌海市科技局组织开展多批次科技型
中小企业申报工作，通过开展实地调研了
解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引
导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本报10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近日，鄂尔多斯市举行2021年重点项目
建设观摩动员会暨“风光氢储车”上汽红岩鄂
尔多斯项目开工仪式。此举是鄂尔多斯落
实“双碳”目标、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具体行
动，也是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举
措。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领导的国
际研究团队，利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捕
捉到了快速射电暴121102的一次极端宇宙爆
发。自2019年8月29日起的47天内，共检测到
1652次独立爆发。这是快速射电暴迄今为止规
模最大的一系列事件，这些数据使得科学家第一
次能确定其特征能量和能量分布，从而找到了为
其提供动力的“中央发动机”。

●近日，我国首个商业开发大型页岩气
田——中国石化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田累计生
产页岩气400亿立方米，创造中国页岩气田累产
新纪录。目前，气田日产气量近2000万立方米，
可满足4000万户家庭日常用气需求。

●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王二涛研究团队首次绘制了水稻-丛枝菌
根共生的转录调控网络，发现植物直接磷营养吸
收途径和共生磷营养吸收途径均是受到植物的
磷信号网络统一调控，回答了菌根共生领域“自
我调节”这一重要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人员在云南三叠纪海相地层发现世界上最
古老的距今约2.44亿年的肋鳞裂齿鱼类化石，这
是在亚洲首次发现该鱼类。研究人员将该鱼类
命名为亚洲肋鳞裂齿鱼。这项发现更新了人们
对肋鳞裂齿鱼科起源的认识和对三叠纪海洋生
物复苏的了解。

●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视力和眼睛研究
所眼科教授伯恩预计，到2050年全球约有一半的
人口患近视，近视是一个正在迅速升级的健康问
题。该研究论文的作者对3000多项研究进行了回
顾，这些研究调查了3个月至33岁的儿童和年轻
人接触智能设备和近视的情况。

●近日，一个国际物理学家团队宣布，他们
对中子的“寿命”开展了迄今最精确测量，精确度
提高了两倍多，不确定性不足十分之一。最新研
究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杂志，有助揭示宇宙的
演化历程并为发现新物理现象提供大量证据。

区内动态

家长和小朋友们正在感受科学乐趣。近日，阿拉善盟科技馆开展了“造纸术”
“湿拓画”等趣味手工课以及“画脸谱 识国粹”“DIY国旗升降台”等科普活动，为市民
奉上科普大餐。 郑嘉和 摄

别样的科普大餐

牛胃电胶囊量产应用牛胃电胶囊量产应用 ““智能畜产智能畜产””呼之欲出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张劲

如果有一粒大号的胶囊，可以进入
到牛的胃里陪伴其一生，可以随时知道
牛的位置、体温、体态以及消化是否正
常、是否生病、是否发情、怀孕状态等详
细信息，是不是很神奇？这项“黑科技”
就是“牛胃电胶囊”，它可谓是牛的“保健
医生”。

4 月 23 日，巴彦淖尔市传来好消
息——历经3年，牛胃电胶囊研制成功。
6月8日，农业农村部推荐的2021年数字
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秀案例
中，“基于牛胃电胶囊牧场数字化管理系
统”名列其中。9月23日，“天赋河套·临
河区数字农牧业”新闻发布会上，再次爆
出好消息——牛胃电胶囊实现量产。

牛气的“黑科技”
打造畜牧健康现代管理专家

牛胃电胶囊就像是植入牛体内的机
器人，可以感知牛的真实体温、体态、活
动量、饮水频次、位置、瘤胃内的ph值等
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利用公司自研算法
可以预知牛的健康状况、管理牛的发情
与产犊时间、感知胃酸值改善饲料配方、
预防牛胃酸中毒。

“最初，开发胃电胶囊是出于牲畜健
康管理的考虑。”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苑维武介绍说，随着研究的深
入，研究团队惊喜地发现，这一研究实现
了养殖场户动物入栏、免疫、检疫、出栏、
运输、屠宰，动物产品检疫、销售、畜产品
查询等全程动态监管和追踪溯源，做到
了畜牧行业全程一体化、网络化、信息化
管理，网上“再现”了动物养殖全过程。

“胃电胶囊放到牛的胃里陪伴牛一
生。它会像一个小机器人一样实时不间
断地采集并发回牛的体温、步数、体态、
PH值等各项生理数据。据此可以很轻
易的知道牛的位置、体温、体态以及消化
是否正常、是否生病、是否发情、怀孕状
态等详细信息。”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锋告诉记者。

苑维武说，胃电胶囊基于牛养殖行
业兽医常用的牛胃磁笼原理研发而成，
经过科学计算和反复临床试验，该胃电
胶囊可以长时间滞留在牛的瘤胃中，且
体积小巧、外形光滑、重量轻，不会对牛
生长过程造成损害和带来不适感。

胃电胶囊里的加速度传感器是用于
监测牛活动的步数和活跃度；陀螺仪传
感器是用于监测牛活动的角速度值，掌
握牛走坐卧的体态；温度传感器是用于
监测牛胃的温度值；甲烷传感器是用于
监测牛胃产生的甲烷气体量；PH传感器

则是监测牛胃的PH浓度，进而掌握牛的
消化情况。

记者看到，胃电胶囊形似一个大号
的胶囊。“胃电胶囊外观材料达到医用级
别，牛8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放入胃电胶
囊了，驻留瘤胃期间不会对牛的健康产
生影响。”兽医李贝利用给牛喂食钙棒的
专用投药枪，在给牛喂食钙棒时进行胃
电胶囊投放，操作简单，用时大约8秒钟
左右。

李贝表示，在养殖过程中，牛是否生
病、产犊等都需要专业兽医去判断。胃
电胶囊的使用，为兽医工作提供了科学
依据。

为了让内蒙古全面实现畜牧生产场
景展示、数据汇集和产品质量追溯覆盖，
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做市场需
求调研和评估，考虑在2022年推出羊瘤
胃胶囊。

在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套
学院共建的 IDC大数据计算中心，大数
据云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变化着一张
张图表，安装了牛胃电胶囊牛的各项数
据一目了然。工作人员介绍，从安装于
瘤胃中的胶囊传感器中获取瘤胃中的环
境参数，包括温度、计步、体态、PH值、甲
烷值、位置等，再将获取信息发送到服务
器进行数据分析，以分析结果为基础，判
断牛的健康状态，所有原始数据和分析
结果都会呈现在养殖者手机上的牛健康
管理APP平台中，以便实时监测牛的健
康状况。

IDC大数据计算中心，不仅帮助养殖
户提升了养殖的科学化、合理化，帮助管
理者和兽医根据推送的任务列表，对牛
进行精准的繁殖管理和全面的健康管
理，还把采集的数据及预警信息存储在
这个大数据计算中心，为政府管理部门
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溯源数据，为兽药企
业、饲料企业提供了数据支持。

“考虑到数据安全问题，传输及存储
芯片全部采用国产配件。”巴彦淖尔市委
常委、临河区委书记赵峻岭介绍说，牛胃
电胶囊研发技术由巴彦淖尔市委、政府
引进，考虑到临河区建成了鲜农、金伯利
等现代农业科技园区，通过数字化管理、
自动化生产等数字农业技术，提升农业
生产物质装备和技术创新水平，极大地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所以将这一研究
放到了临河区。

赵峻岭认为，这一成果为有关管理
部门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溯源数据，政府
可以对国内牛肉类食品安全做到监督管
理，对畜牧养殖过程中的疫病做到有效
防控。此外，胃电胶囊的广泛应用更好
地保障了“奶罐子”“肉盘子”的品质。

立足我区地域实际，“基于牛胃电胶
囊牧场数字化管理系统”项目，还研发了

牲畜信息远程定位系统，系统采用星型
网络架构的低功耗远距离的LoRa技术，
简化野外网络部署，一个中心网关可覆
盖方圆5公里的牧区，避免胃电胶囊频繁
更换电池的弊端，满足大型牧场对放养
牲畜信息长期监测的需求。

目前，该项目已经获得 2项发明专
利、4项实用新型设计专利。

牛气的“黑科技”
赋能畜牧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畜牧业作为我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目前仍然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如何在
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上寻求新突破？自治区

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全
区数字经济发展大会上强调，要着力打
造产业数字化转型新优势，紧扣延链补
链强链推动资源型产业数字化改造，紧
扣向优质高效转型加快农牧业数字化步
伐，紧扣提质增效持续释放服务业数字
化红利，拿出更多硬招实招推动数字产
业快速发育成长。

临河区委副书记、政府代区长安文
哲在发布会上表示，临河区将主动出
击、抢占先机，大力推动牛胃电胶囊数
字化管理系统项目建设，创建全国牛胃
电胶囊的“临河铭牌”，同时，争当建设
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服务输出基地排头兵，以推进河套
灌区农牧全产业链数字经济平台、新华
镇乡村治理数字化建设为突破口和带
动力，加快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加
速向经济社会各行各业赋能，推动农牧
业数字化发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城
乡管理数字化提升，让“天赋河套”品牌
更加亮眼。

此前，临河区委、政府支持做好项目
建设立项审批等前期工作，帮助解决办
公场所、产品展示、产品检测检验、实验
测试、仓储以及数据存储、科研实验、生
产等场地需求；积极推动公司与河套学
院 IDC机房的院地企合作，共建农牧业
大数据中心平台；为企业胃电胶囊产品
的推广应用提供帮助。巴彦淖尔市财政
局主要通过争取地债资金或贴息贷款
等，积极争取国家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建
设。

目前，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骑士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与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达成
合作意向，分别在各公司奶牛养殖基
地，投放牛胃电胶囊，如果监测效果好，
便进行全面应用。此外，坐拥全国第二
大牧区的新疆，也订购了 7万个牛胃电
胶囊。

“牛胃电胶囊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可
靠数据，对我们进行畜牧养殖数字化研
究很有意义。”内蒙古骑士牧场场长武兴
盛说，通过温度等各项数据指标的变化、
大数据分析进行及时的健康繁育管理，
所需的营养通过饲料进行补充，能生产
出更加营养、安全的牛奶。

除了用于养牛牧场，牛胃电胶囊还
在金融、保险和担保公司的贷后保后监
管，饲料加工企业改良配方，兽药企业的
用药数据采集、繁育育种改良等行业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畜牧业生产加工企业与科研院
所、银行、保险等部门的深度合作，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区畜牧全产业
链协作共兴的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视界

大型机械收割大豆与深松整地同步推进。今年，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
场有限公司积极打造“硬核”农业装备，实现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
助力增产增收。 韩冷 摄

现代农业机械助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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