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4 主编：肖洁 编辑：闫洁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news＠stimes.cn2013年 2月 20日 星期三 Tel押（010）82614597

废弃秸秆变身环保板材
成本低廉且零甲醛释放

本报讯（记者谭永江 实习生雷
雯 通讯员郭海玉）记者日前从南阳
师范学院获悉，该校化学与制药工
程学院秸秆板材课题组利用废弃麦
秸秆、稻草秆等在国内首创的生态
环保型板材，已经通过河南省科技
厅的成果鉴定，即将进入市场。

据介绍，目前我国市面上的家
具多用人造木板材，底胶多用尿醛
树脂、酚醛树脂等含甲醛的胶。业内
专家认为，要让甲醛完全挥发掉，一
般需要 15年的时间。

此次研制的生态环保型板材
则主要通过粉碎秸秆、与零甲醛释
放的复合型黏合剂混合、常温模压

成型、养护、贴面、裁边等程序研制
而成。其主要优点是：边角材料可
回收再利用，环保无污染，无甲醛
释放，气味天然；板材阻燃，遇火不
会冒烟，离开火源即自行熄灭；吸
水膨胀率低，不易受潮变形；生产
成本低，只有聚氨酯秸秆胶合板材
和中密度板生产成本的 20%和
40%左右。

相关专家表示，该新型环保板
材以丰富、价廉的农作物秸秆替代
紧缺的木材，不仅降低了板材制造
成本，市场前景广阔，还可解决秸秆
焚烧污染难题，具有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本报讯（通讯员孙现富）近日，在第
二炮兵综合训练基地举行的学术年会
上，30多名官兵纷纷登台展示自己的小
发明、小革新。基地司令员刘智说，别看
学术年会“级别”低，成果含金量却很高，
几年来先后有 100多项革新成果获奖，
200多篇论文在军内外刊物发表，30多
项教学成果在全军和二炮部队推广，学
术年会真正成了科学发展的“助推器”。
“最初举办学术年会是为了激发大

家的学习热情，营造钻研创新的氛围。没
想到官兵们的参与热情很高，就连战士
和学兵也积极参与。”政委李建林表示。

据了解，从食堂管理的小发明到装
备维修的大课题，学术年会上的项目包
罗万象；从战士学兵到助教高工，全兵
皆参与。为激发大家的创新热情，基地
党委在指导上着眼“短平快”，加大投入
小、见效快、收益好、易转化的项目立
项，使官兵们结合工作搞科研，确保成

果在教学训练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例如，由于部分装备车自发电系统

复杂、车载实物位置隐蔽、空间狭小，给
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教员朱泽胜和同
事经过反复研究和实验，利用声、光、电
形象地展示自发电设备和元器件工作
原理及流程，研制出“自发电装置原理
模拟电教板”，有效解决了该难题。

在年会现场，随着朱泽胜把一个个
按钮相继按下，各色 LED灯和发光线交

替闪烁，形象地描述出线路的接通及电
流流向，电教板上各类仪表也清晰地显
示出各种参数。枯燥的理论、复杂的线
路，让学兵在简单的电教板上轻松记牢。

据悉，该基地仅去年就完成了 18
个与教学训练、部队管理、装备保障、政
治工作等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发表论
文 16篇，其中 3篇论文在全军获奖。战
士崔燕敏撰写的论文《士兵对士官制度
改革的思想状况分析》获得优秀论文奖

二等奖。
好形式需要好机制。为确保学术年

会年年有创新、次次有收获，基地党委专
门成立科研指导小组，定期对拟定科研
课题进行论证审查，确保成果质量。同
时，还专门设立奖励基金，把学术研究与
评功评奖、调职晋衔挂钩。近年来，先后
有 20多名干部战士因此立功受奖或提
前晋职晋衔，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创
新热情，形成了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

简讯

工信部发布
建材工业运行情况及展望

本报讯 2月 18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了 2012年中国建材工业运行情况，
并对该行业 2013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
望。

2012年，我国建材行业经济运行总体
保持平稳，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1.5%，占全国工业增加值
的 6.6%。此外，全年淘汰落后水泥（熟料及
磨机）产能近 2.2亿吨、落后平板玻璃产能
4700万重量箱。40余条水泥生产线进行技
术改造并配套建设脱硝示范装备，近 20条
水泥生产线开展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
污泥、工业废弃物等工程示范。
同时，预计 2013年建材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2%，水泥产量增速可能降到 5%以
内，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产量基本持
平或微涨，绿色建材和制品业将继续保持
两位数以上增速。 （丁佳）

陕西农机购置补贴
惠及 114万余农户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 2月 员愿日举行的
陕西省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了解到，自 圆园园源年以来，陕西累计安排农
机补贴资金 圆愿援员圆亿元，全省超过 员员源万
农户因此受益。

近年来，陕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
逐年大幅度增加，从 圆园园源年的每年 圆园园
万元增加到 圆园员圆 年的 苑援怨 亿元，已经成
为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助
推器”。陕西省农机总动力已达 圆猿缘园万千
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缘苑豫，一大批农民群众发展成为农机大户
并组建农机服务组织，成为农业生产的服
务主体。 （刘彤）

宁夏环境质量去年稳步改善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
治区环保厅获悉，2012年宁夏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增加，沙尘天气次数减少，环境质
量稳步改善。

据介绍，在城市空气方面，2012年全
区 缘个地级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范围为 愿愿援猿豫耀怨圆援员豫，平均优良天数占比
达 愿怨援怨豫，同比提高 园援远个百分点，平均优
良天数增加 猿天。2012年是宁夏环保部门
自 圆园园源年开展沙尘监测以来全区沙尘天
气发生次数最少的一年。
在水环境方面，黄河干流宁夏段水体

保持芋类以上良好水质，其中域类优质断
面占全部监测断面的 远远援苑豫，同比提高
猿猿援猿豫。全区湖泊水质为轻度污染，监测的
主要排水沟水质也稳步改善。 （赵倩）

祁连山生态保护项目获准实施

据新华社电 2月 19日，来自青海省
发展改革委的信息显示，《祁连山生态保
护与综合治理规划》日前获得国家发展改
革委批复通过，总投资 苑园多亿元的祁连山
生态保护项目将于今年开始实施。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水源

涵养区和生态功能区。据悉，该规划具体
实施期为 圆园员猿年至 圆园圆园年。实施范围包
含祁连山南坡（青海）和北坡（甘肃），涉及
青海、甘肃 圆猿个县（市、区、场、行委），总面
积为 员缘援怨缘万平方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林地、草地、湿地保护和建设，水土保
持，冰川环境和生态保护及科技支撑等工
程。 （马勇）

本报讯（记者黄辛）记者日前从
复旦大学获悉，该校环境科学与工
程系庄国顺课题组详细论证和阐明
了我国城市各类气溶胶的时空分
布、化学组成及其形成和转化机制，
为研究我国各地出现的严重灰霾提
供了重要依据。在环境类权威学术
期刊《大气环境》最新公布的 2006～
2011 年引用率最高的 10 篇科技论
文中，该研究论文成为中国大陆唯
一入选的论文。

据了解，10年来，庄国顺团队在
我国的典型地区和亚洲沙尘传输途
径上设置了多个采样点，从西部的
新疆一直到东海，每个季度进行采
样，共采集了近 2万个气溶胶样品，
并进行了全面实验分析，最终揭示
了我国灰霾尤其是高浓度细颗粒物
PM2.5的来源和形成机制。

据庄国顺介绍，大面积的有机
气溶胶、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炭是能
见度降低的直接影响因子，其中有
机气溶胶对光的吸收强度最大。

研究同时显示，大量机动车尾

气排放是空气中细颗粒物大大增加
的首要原因，也是雾霾形成的主要
因素。如果说 10年前工业排放和交
通排放的 PM2.5 颗粒比例大约为
73，那么现在这两者已基本相同，
交通排放占比甚至更多一些。交通
排放主要包括汽车尾气和行驶过程
中的扬尘，可以说交通污染已成为
上海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对于上海的空气质量是否要比
北京好，庄国顺表示，在 PM10的水
平上可以这么说，但从 PM2.5的水
平来看，北京年平均 PM2.5数值在
50至 70之间，上海大约在 40至 70
之间，两者基本在同一个水准，算不
上好到哪里去。

研究还发现，在上海的空气污
染成分中，来自人为活动的成分占
比更高。具体来说，上海的空气中有
机成分在 PM2.5 中占比非常高，含
有重金属的成分也很高，而这两类
都是致癌物质，因此在相同浓度的
情况下，上海的空气比北京的空气
毒性可能更大。

研究揭开我国大气污染迷“雾”
上海 PM2.5污染或比北京更糟

课题大小均可立项 职务高低都能登台

“草根”学术年会激发官兵创新热情

科学家构建可视纳米基因载体
为磁共振可视化治疗应用研究奠定基础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冯
春）《纳米尺度》杂志近日报道了中
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关于自组
装高灵敏度 MRI探针在微环 DNA
传递中的应用研究。

据介绍，微环 DNA被认为是最
具潜力的基因治疗载体，而如何实
现微环 DNA的高效递送以及载体
非侵入性生物学信息的获取是当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聚乙烯亚胺（PEI）
作为阳离子基因传递载体，已广泛
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但由于高分
子量 PEI在提高基因转染效率的同
时也增加了细胞毒性，其在体内的
应用受到制约。如何实现低毒高效
的基因转染并针对基因载体实现非
侵入性实时监测，成为一大难题。

磁共振（MRI）成像具有良好的
软组织对比度、高分辨成像和多参数
扫描能力，且可以通过特异性磁共振
分子探针来检测细胞分子水平的变
化，因此将成为疾病早期诊断的最重
要手段。超顺磁氧化铁（SPIO）因在
纳米尺度上的独特磁学性质而呈现
优良的MRI成像效果，并拥有生物
可代谢性能，目前已在疾病的早期诊
断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此次研究人员制备出两亲性低
分子量 PEI复合物，并通过自组装
方式包裹 SPIO粒子，构建了 MRI
可视化的纳米基因载体。该载体在
人乳腺癌细胞转染试验中表现出低
毒、高效转染的特性，并实现了 MRI
可视化监测。

甘肃天水：人工增雪缓解旱情

姻本报实习生 王珊 记者 潘希
回放：

2月 15日，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
州降下陨石雨，造成逾千人受伤，经济
损失高达 10亿卢布（约合 2亿元人民
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6
日称其爆炸威力堪比 30颗原子弹。另
有专家称 700颗小天体或撞地球。

疑问：
陨石降落之前为什么没有预警？

陨石会带来哪些危害，有没有辐射？小
行星撞击地球能够拦截吗？

解答：
“陨石在离我们较远时是无法被观

测到的。”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陨石降落到地球之前
被称为流星体，流星体本身不发光，只
能反射太阳光。“陨石只有足够大，离地
球足够近，才有可能被监测到。”
“因此，无论使用光学方法，还是

使用雷达，这种目标的亮度都随着到
我们距离的四次方衰减。”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宇宙暗物质与暗能量
研究组首席科学家陈学雷也认为，陨

石未被提前发现很正常。
流星体多来自小行星彼此之间

撞击后形成的碎片。碎片以高速闯进
大气层，表面与空气摩擦产生高温而
汽化，并发出强光，即我们所见的流
星。有的流星到达地面前就燃烧殆
尽，而没有完全烧毁的落到地面，就
形成陨石。
“陨石除了穿透大气层击中地面

上的人或物外，也可能发生爆炸，产生
冲击波造成损害，像俄罗斯这次其实
主要不是陨石击中人，而是爆炸后的
冲击波造成伤害。”陈学雷说，陨石掉
落地面不仅与重量有关，也与成分、入
射速度和角度等有关。
据媒体报道，这颗在俄罗斯上空

引发风波的陨石，直径 17米、重 1 万
吨，以每小时 7万公里的速度冲入大
气层，在距地面约 24公里时爆炸。记
者了解到，如此大的太空石块撞击地
球的概率为每 5到 30年发生一次。如
果此次陨石不是在居民区上空爆炸，
其掉落可能不会被察觉。

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十几千米
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墨西哥湾形成了
高达一公里的海啸；撞击点的碎片被
抛到非常远的地方，在全球范围引发

森林火灾及大地震。大量的粉尘遮天
蔽日，造成地球温度骤降。有观点认
为，这最终导致包括恐龙在内的 90%以
上的物种灭亡。
对于是否会发生类似的撞击状

况，人们心存恐惧。
“每年落到地球表面的陨石大概

有两百多块，绝大部分会掉进海里或
者陆地偏远地区，而且一般体积都很
小。”朱进认为，人们不必因此对陨石
过分恐惧。“一般陨石造成的损失并不
大，只有当小行星大到一定程度以上
（直径大于 1千米）时，才有可能造成大
的危害，比如引发海啸。”
“一般小行星和陨石含辐射物质很

少，且陨石爆炸一般在距离地面几十公
里之外，辐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
计。”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林杨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
们不必过分担心陨石的辐射问题。
据参与美国“近地小行星追踪计

划”的天文学家估计，有可能撞击地球
并带来灾害的近地小天体总数大约有
700颗。
这是否意味着人们面临的未知太

空危险是巨大的？小行星的碰撞能够
拦截吗？

“对于‘有威胁小行星’的轨道，天
文学家掌握得还是比较精确的。”朱进
说，对人类造成危害的小行星基本在
可控范围内。国家天文台月球与深空
探测科学应用中心研究员李春来也曾
表示，至少未来 100年内发生毁灭性撞
击事件的概率非常小。
“到 2013年年初，直径大于 1公里

的天体（彗星和小行星）中大约 93%已
被找到，有潜在危险的小天体中也只有
155个是直径大于 1公里的。”中科院上
海天文台研究员傅承启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最近与地球“擦肩而

过”的小行星 2012DA14，在 2012年就
已经被发现，并且事先已通过精密测
算排除了它与地球相撞的可能性。
“小行星很可能多次接近地球而

不相撞，或者在多次靠近地球之后才
相撞，而当它接近地球时就比较容易
被观测到。”陈学雷说，如果开展系统
的观测巡天，就可以预先发现这些小
行星中的绝大部分，测出其精确轨道
并提前作出撞击预警，甚至通过改变
小行星轨道等方式防止撞击。这样，就
可以把小行星撞击的风险降到相当低
的程度。“目前我们还未做到这一点，
但这在技术上是有可能实现的。”

不必对陨石撞击过度恐慌

新华社上海 2 月 19 日电（记者李
荣）记者从上海市水务部门了解到，通
过实施严格的地下水管理制度，上海
的地下水开发利用已由常规供水转为
战略储备水源。目前，上海地下水开采
量已大幅减少，回灌量已连续 圆 年大
于开采量。

据介绍，上海已建立严格的地下水
管理制度，凡地表水可到达的地方，原则
上逐步停止地下水的使用，由此大幅压
缩了地下水的开采量。圆园园猿年，上海全市

的地下水开采量为 员亿吨，到 圆园员圆年，
已减少到 员园怨源万吨，压缩了九成左右。

据了解，由于上海地下水的使用已
有 员园园多年历史，地下水水位较低，上海
以回灌的方式来修复地下水的水生态。
到 圆园员员年，该市首次实现回灌量超过开
采量，当年的开采量为 员猿缘园 万吨，回灌
量达 员愿远园万吨；到 圆园员圆年，回灌量更是
上升到 员怨猿缘万吨。上海的回灌水采用的
都是优质自来水。计划到 圆园员缘年，上海
地下水开采量压缩到千万吨以内，回灌

量扩大到 圆猿园园万吨。
相关人士表示，上海的地下水今后

将成为战略储备水源，“一般情况下不
用”。目前，上海已建设了 员园园多口应急
供水深井，平时作为回灌井，只有在特殊
的应急状态下，才作为应急供水水源。今
后，上海将逐步建立覆盖上海城乡的地
下水应急网络。

根据水务、规土及卫生等多部门的
长期检测情况，上海 圆园园米以下的深层
承压含水层的地下水水质总体稳定。

上海逐步停止地下水使用
回灌量连续两年超出开采量将成为战略储备水源

2月 18日，甘肃天水，一个孩子在抬头看着满天的大雪纷纷落下。
当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普降甘肃天水市。据了解，自入冬以来，该市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少，旱

情不断发展，对越冬作物的生长造成了一定影响。
针对目前日益严重的旱情，天水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气形势，从 2月 17日夜间到 18日 10时 30

分，分别在各县区进行大规模的烟弹、火箭弹联合增雪作业，共施放烟弹 1560枚，发射火箭弹 32枚。大
规模催化作业使降雪量大大增加，降雪时间延长，降雪面积增大，有效缓解了当前旱情。 CFP供图

“雾”锁上海滩 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