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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中国天气”品牌正式发布
本报讯（记者潘希）“气象助力美丽中国

建设———‘中国天气’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
行，活动中，“中国天气”品牌正式发布，该品
牌将进一步推动气象融入美丽中国建设，不
断提升公共气象服务的内涵和影响力。此次
发布会由中国气象局主办，中国气象局公共
气象服务中心、华风气象传媒集团联合承办。

据了解，“中国天气”拥有 300 万个气象

观测站点以及国内 1 公里网格的天气信息服
务能力，具备提供基于位置的分钟级临近天气
预测服务能力，未来将提供经济、农业气象灾
害防御信息，以及滑雪天气、跑步天气等更多
的精准化、定制化气象信息，服务公众生活。

中国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新文表
示，我国气象部门始终坚持气象服务是气象
工作的立业之本，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

战，气象服务工作要大力推进智慧气象服务
发展，让社会各界充分感受气象科技创新、共
享气象创新成果，推动气象工作更好地服务
于国家战略和人民生活。

华风气象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李海胜介绍
说，“中国天气”开始启用新的标识，涵盖国
家、省、市、县四级全媒体服务渠道，包括广
播、电视、网格、移动客户端、微信、微博等。

简讯

发现·进展

■本报记者陆琦

8 月 6 日，贵州省盘州市梓木戛煤矿发生
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 13 人死亡。

人们不禁要问：煤炭开采何时才能从高
危行业转变为安全行业？这也是煤炭科技工
作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煤炭科技创新的重点任务是安全、绿
色、智能开采。”在 8 月 8 日召开的“煤炭安全智
能精准开采”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煤炭必须走智能、无人、安全开采道路，
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发展成为具
有高科技特点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安全开采形势依然严峻

近年来，依靠科技进步，我国煤炭安全开
采形势持续好转，百万吨死亡率从 2005 年的
2.76 降至 2017 年的 0.106（死亡 375 人）。

不过，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
校长袁亮看来，我国煤炭安全开采形势依然
严峻。

他表示，尽管煤矿瓦斯、顶板、水害等事
故逐年大幅下降，但重特大事故仍然时有发
生；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仍存在较大差距，是美国的 5 倍，是澳大利亚
的 11 倍。

“煤炭仍将长期是我国主导能源，煤炭安
全高效开采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健康
发展意义重大。”袁亮说。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探明的 5.9 万亿吨煤
炭资源中，埋深在 1000 米以下的占 53%，浅部
资源枯竭，煤炭采深以平均每年 10～25 米的速
度增加，全国采深超千米的矿井有 47 座。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王金
华表示，深部开采带来的高地压、高瓦斯、高
水压、高地温等问题日趋严重，而且传统的灾
害和事故防治理论、技术和装备不能有效解
决深部复杂地质条件带来的严重问题。

这些都严重威胁着煤矿工人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袁亮表示，破解深部煤炭开采难题是煤
炭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精准开采是必由之路

煤矿生产“少人则安、无人则安”，减少采
煤工作面作业人员数量是减少人员伤亡、保
障安全的重要手段。

两年前，袁亮首次提出煤炭精准开采的

科学构想。
所谓煤炭精准开采，就是将不同地质条

件的煤炭开采扰动影响、致灾因素、开采引发
生态环境破坏等统筹考虑，时空上准确高效
的煤炭无人（少人）智能开采与灾害防控一体
化的未来采矿新模式。

相较于传统煤矿动辄三四千人、90%的人
在终年不见天日的井下作业，实现煤炭精准
开采的每个矿不足 100 人，其中 90%的人在
地面作业，10%的人在井下开展生产准备、巡
检，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高，回收率和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使高危劳动密集型艰苦
行业转变为高精尖技术密集型行业。

据了解，自首个无人开采工作面———黄
陵一号煤矿 1001 工作面试验成功以来，我国
已有 70 余个采煤工作面实现智能无人开采。

井下，采煤机自动化智能运行，就像飞机
进入自动驾驶状态一样；地面上，操作人员在
监控室远程监控———几代煤炭人期待的“有
人巡视，无人值守”的智能化无人开采由梦想
变成现实。

2017 年，由袁亮牵头的煤炭安全智能精
准开采协同创新组织成立，其目标是到 2050
年全面实现煤炭精准开采，煤炭开采从业人
员零死亡。

突破核心技术短板

智能化无人开采是煤炭精准开采的技术支
撑和重要实践。不过，专家坦言，我国智能化无
人开采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关键共性技术需
要攻关，制约推广应用的因素需要破解。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王国法表示，目前在地质
条件好的矿区煤炭智能开采取得了很好效
果，但由于煤矿开采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智能化开采远未达到预期理想的效果和目
标，仍需突破核心技术的短板。

煤矿井下情况特殊，有甲烷、一氧化碳等
易燃易爆气体，也有电磁波衰减严重，电网电
压波动范围大等问题，使煤矿智能化水平严
重滞后于现代社会发展步伐。

为此，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建议，充分
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以安
全、智能、精准为关键词，进一步凝练关键科
学问题，优化主要研究方向，为前沿领域和颠
覆性技术的突破奠定理论基础。

同时，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抓紧示范工
程建设，通过技术标准、数字化矿山、智能矿
山等的建立，促进煤炭安全智能开采中现代
工程技术的突破。

当煤炭开采插上智能的羽翼———

未来煤矿“有人巡视，无人值守”

研发出我国最薄不锈钢
本报讯（记者程春生 通讯员黄传宝）记者 8 月 11 日

从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获悉，目前中国最
薄的不锈钢，由该公司研发成功，使我国不锈钢箔材的制
作工艺提高到世界领先水平。记者了解到，该公司首批超
薄不锈钢产品日前已从山西太原运往德国。

这种超薄不锈钢也叫“手撕钢”，厚度仅为 0.02 毫米，
相当于 A4 纸厚度的 1/4，该产品因工艺控制难度大，长期
被日本等国家垄断。

据介绍，这种超薄不锈钢主要应用在航空航天、石油
化工、汽车、电子、家电、计算机等领域，这也是该公司继
研发成功“笔尖钢”之后的又一项自主研发、可替代进口的
新型不锈钢产品。

山西太钢不锈钢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公司

研制仿生人工木材
本报讯（记者杨保国）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

团队发展了一种冰晶诱导自组装和热固化相结合的新技术，
以传统的酚醛树脂或密胺树脂为基体材料，成功研制了一系
列具有类似天然木材取向孔道结构的新型仿生人工木材。该
系列仿生人工木材具有轻质高强、耐腐蚀和隔热防火等优
点。研究论文 8 月 10 日发表在《科学进展》上。

这种新型仿生人工木材的结构（孔壁厚和孔尺寸）具
有很好的可调控性，而且可以复合多种纳米材料以制备
多功能复合人工木材，简单高效，容易放大生产。这种人
工木材具有突出的机械性能，力学强度优于已开发的多
种仿木结构的陶瓷材料，且与天然木材性能相当。

与天然木材相比，该研究制备的仿生人工木材在水
和硫酸溶液中浸泡 30 天，其力学强度均没有衰减。与石
墨烯复合的人工木材具有很好的保温隔热效果，隔热性
能远优于商业的聚合物保温材料。该人工木材还具有很
好的防火性能，在火焰引燃后能够迅速自熄灭。

专家称，作为一种新型的仿生工程材料，其多功能性
优于传统的工程材料，这类人工木材有望代替天然木材，
实现在苛刻或极端条件下的应用。此外，这种合成方法为
制备和加工一系列高性能仿生工程材料提供了新的思
路，其功能的可设计性等优点将有助于拓宽该方法和制
备的材料在多种技术领域中的应用。

相关论文信 息：

中国科大中国科大

中技所科创服务中心启动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2018 科技创

新论坛暨中技所科创服务中心启动仪式”在
京举行。本次活动由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关村
科技园区管委会作为指导单位。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在会上表
示，中技所已经成为我国优质的科技创新服
务机构之一，今后拟通过国家技术交易网络

平台建设、科技成果直通车等，继续支持中技
所汇聚优质科创资源，更好服务北京科创中
心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目前，中技所已在全国建立了 60 多个
地方工作站，业务覆盖 20 多个省市，同时
与全球 340 多个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和 10
多个国家的知名科研机构，形成了紧密的
合作关系。

专家表示，中技所科创服务中心将搭建
起“一网、五库、一平台，两站、四服、N 活动”
的核心构架，通过向各地输出专家人才、科技
项目、研发能力、科技金融等创新资源，提供
专业化服务，不断提升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
心的辐射带动能力。

会上，相关机构签署了服务北京“三城一
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由上海交通大学承办的 2018 年世界大学生赛艇锦标赛于 8 月 9 日至 12 日在上海举行。这是
此项拥有 34 年悠久历史传统的世界大学生顶级赛事首次离开欧洲。

本届赛事设立男女共 16 个比赛项目，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荷兰等六大洲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7 名运动员、官员代表参加。世界大学生赛艇锦标赛是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
会主办的世界大学生赛艇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 本报记者黄辛摄影报道

《梦想有多远》吸引青少年走近科学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节目《梦想有
多远》近日正式上线。

据介绍，该节目通过挖掘科学家生活与
科研的高光时刻，用科学家的现身说法和真
实经历让青少年和家长了解科技工作者的成
长道路，从而吸引更多青少年热爱科学。

《梦想有多远》第一季节目由北京市科协
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领衔参与，来
自生命科学、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通信、能
源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的 20 名科学家担任
节目嘉宾。孙宝国表示：“要引导青少年合理
地选择专业，使科技工作成为中国孩子的理
想职业。”

该节目总制片人、中国教育电视台三
频道副总监陈颖说：“科学家才是国家的脊
梁，他们更应该成为中国青少年的偶像。科
技强，青少年以成为科学家为梦想，中国才
会强。”

在节目播出的同时，“科协频道”微信公
号已开通《梦想有多远》相关栏目。

《加油！向未来》激发青少年创新思维
本报讯（见习记者程唯珈）近日，中科院

院士欧阳钟灿等来自科研界、教育界、传媒学
术界等多领域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中科
院学术会堂举行《加油！向未来》节目研讨会。
会议以“在科技创新被重视的当前社会，央视
科普节目的创新与思考”为主题展开讨论。

《加油！向未来》是国内首档大型实验科

普类节目，旨在号召全民及青少年积极参与，
重点培养青少年的好奇心以及科学素养。对
全民进行科普。

会议上，欧阳钟灿对科普工作和科普节
目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表示，科普的劳动价值
绝不低于科研的劳动价值。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总监张国飞表示，

对于科普来说，传播知识不如启迪智慧，启迪
智慧要先激发兴趣。

据节目制片人王雪纯介绍，《加油！向未
来》第三季将更聚焦青少年观众，通过进一步
创新让科学更贴近生活、更加可感。节目也会
深度挖掘大科学家及幕后英雄的人物故事，
让“科学家”成为更多孩子尊崇向往的职业。

2018 年首期产业前沿技术大讲堂
在京开讲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企业
工作办公室、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关
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等承办的 2018
年首期“产业前沿技术大讲堂”在京开讲。

本期大讲堂聚焦低温制冷装备技术及应
用，一线企业为现场观众带来最新最实用的
产业技术信息，相较以前的大讲堂，本期演讲
更加贴近产业，贴近前沿。来自北京制冷学
会、地方政府产业园、投资机构等关注低温制
冷装备技术及应用的相关单位、企业的负责
人百余人参加。 （郭爽）

首家煤炭特色省部共建
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论证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科技厅会同科技部
基础研究司组织专家在安徽理工大学举行省
部共建深部煤矿采动响应与灾害防控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运行实施方案论证会。

专家组在对实验室进行现场考察，听取
实验室建设运行实施方案的汇报后，进行了
质询、讨论，形成了论证意见。专家组认为，实
验室特色突出，建设目标明确，方案合理可
行，具备了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条件，
符合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要求，一
致同意通过论证。 （陆琦）

青科大获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华北赛区特等奖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
教育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工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工
设计竞赛华北赛区决赛在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举行。青岛科技大学团队从 203 支参赛队
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华北赛区特等奖，晋级全
国总决赛。

据悉，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旨在培
养学生的工程设计与实践创新能力，包括新
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新流程和新装置的设
计、新的工厂生产过程操作运行方案等。

（廖洋李鲲鹏）

中国电商扶贫联盟启动

本报讯 日前，中国电商扶贫联盟在北京
启动，该联盟将致力于挖掘贫困地区优质农
特产品，打造农特产品明星品牌，促进农特产
品产销对接，助推贫困地区农特产品生产与
加工的转型升级，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据了解，该联盟由国家商务部电子商务
和信息化司指导，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牵头，联合部分电商企业等共同发起。首批中
国电商扶贫联盟由 18 家单位。中国电商扶贫
联盟现场发布了 229 个“电商扶贫优秀农特
产品”和 185 个“电商扶贫重点扶持农特产
品”名单，覆盖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340
个贫困县。 （潘希）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
亚洲首个微生物移植及研究中心

据新华社电 香港中文大学日前宣布，该
校医学院成立了亚洲首个微生物移植及研
究中心，研究肠道微生物群在人体中发挥的
作用，从而订立预防及治疗疾病的新策略。香
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家亮说，香港中文
大学医学院成功利用微生物群移植来医治因
肠胃道疾病而生命垂危的病人。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期望通过成立微
生物群移植及研究中心，将微生物群移植的
研究扩展到其他身体状况，如肥胖和代谢综
合征等。

利用基因组编辑
让家蚕“吐出”蜘蛛丝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谭安江研究组利用基因定点替换的
方法在家蚕丝腺和蚕茧中大量表达蜘蛛丝蛋白。近日，相关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

蜘蛛丝是自然界中机械性能最好的天然蛋白纤维，其
强度甚至高于制作防弹衣的凯夫拉纤维，在工业、医疗和
国防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如何大量获取蜘蛛丝
纤维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由于蚕丝蛋白和蜘蛛丝蛋白在结
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利用家蚕遗传改造大量获取类
蜘蛛丝纤维是一个可行性高的策略。

谭安江研究组利用基因组编辑工具转录激活因子样
效应物核酸酶，完全敲除了丝素重链基因编码区，同时保
留了编码区上下游完整的调控序列。在此基础上定点整合
了含有部分蜘蛛丝基因和荧光标记的 DNA 片段，实现了
完全去除内源性丝蛋白丝素重链基因的表达；并利用丝素
重链基因的内源性调控序列来调控外源性蜘蛛丝基因的
表达。在转化个体的丝腺和蚕茧中均可检测到蜘蛛丝蛋白
的表达，其含量在纯和个体的茧层中可达 35.2%，远远高
于已报道的转基因方法。

该系统拓展了家蚕丝腺生物反应器的应用，为利用家
蚕大量生产新型纤维材料及表达其他高附加值蛋白提供
了新的策略。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创新中心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创新中心

首次通过草原“天眼”
观测日食

据新华社电 8 月 11 日傍晚，随着太阳上半区一点点
被黑影遮盖，颜毅华仔细地盯着电脑屏幕显示的图像和读
数。此时此刻，国家天文台明安图观测基地的抛物面天线遥
指西方，把中心对准太阳，密切跟踪接收来自太阳的射电辐
射。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通过草原“天眼”观测日食活动。

“通过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的天线，我们在这次日
偏食过程中能观测到太阳射电流量的变化，可据此推断
太阳射电辐射的空间分布。”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太阳与日
球分会主席、中科院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主任颜毅华说。

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仪由 100 面抛物面天线组成，是
国际一流的太阳射电望远镜，被称为“中国草原‘天眼’”。
颜毅华是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这是草原“天眼”2013 年建成运行以来首次观测日食
活动。颜毅华说，尽管这是一次日偏食，但仍能获得一系
列研究太阳活动的基础数据。

“草原‘天眼’本身是具有成像能力的，但我们在此次
日偏食过程中，既进行了成像观测，也进行了传统的不能
成像的单天线观测。”颜毅华说，通过两种不同的观测方
式进行数据比对，能够进一步检验单天线观测方式进行
空间分辨观测的可靠性。

颜毅华说，他的团队会进一步分析研究有关数据，不
断提升设备性能，通过太阳射电观测更好地研究太阳活
动规律，造福人类造福地球。 （丁铭刘懿德）

中科院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