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湖南省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长王
利宝、省科技特派员邬贤梦和辰溪县科技特派员
贺友德组成的科技与科普志愿服务小分队一行，
来到辰溪县孝坪镇中溪村油茶基地开展科技指
导服务工作。“邬教授你们看，我这油茶基地 200
亩，原为老茶树林，三年前采用低位截干低改技
术，利用底兜根系抽芽重新生长，现到了挂果期，
可情况看起来不佳，是何原因？ ”在油茶基地，该
公司负责人李玉莲一脸焦虑地对三位专家说道。

听了李玉莲的反映， 几位专家一起查看了
油茶基地的翻整、除草以及油茶树木的生长、开
花和修剪情况。 通过“诊脉”，专家开出的具体
“良方”：该基地油茶的低改办法是先进可行的，
导致茶树花开较少的原因， 是因为林地在管理
上不到位，应加强对林地有机肥的施加，在开花
期洒喷保花保果肥料，确保来年挂果丰产。

米文琼

● 身边的高科技

● 动态传真

● 科海泛舟

2018 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
会日前落下帷幕。 湖南各大产业园区纷纷领
携智造军团集中亮相，秀出“黑科技”，展出最
新技术、产品和应用，展示产业园区里智造魅
力。

圆圆的身体、橘红色的机械臂，这款集
机器视觉、深度自学习、全场景图像识别、智
能机械臂等高科技于一体的“绿色精灵”，是
中联环境展出的全球首款环卫智慧作业机
器人。 展会上，长沙高新区展区面积达 3000
平方米，共有 129 家参会企业亮出麓谷“高
精尖”。

报出你的年龄、性别，售货机会主动推
荐饮料给消费者。 展会上，长城金融的智能
售货机为参观者带来全新的购买体验。与往
年不同，长沙经开区此次不仅有大量智造产

品实物展出，互动性也得以大幅提升。 馆内
铺设了大量 LED 屏幕， 动态演示园区企业
对智能制造的理解。

“纸尿裤舒适度如何？ 用数据来说话！ ”
在宁乡经开区展区内，康程护理带来了国内
首家婴儿健康护理产品应用研究实验室
Baken� Labs，从透气性、温湿度、尿液扩散、
柔软度、芯体强度等方面进行检测，让纸尿
裤也加入科技元素。 包括康程护理在内，宁
乡经开区聚集了十余家企业，在大会上展现

“蓝月谷”智能制造魅力。
机器人也能展现“男友力”！衡开智能的

机器人能轻松举起重物并移动到指定位置。
此次展会，望城经开区领携衡开智能、伟创
力、戴湘集团、泰嘉新材、长高集团、联智桥
隧等 12家园区企业参展，智能泊车装置、智

能充电桩、 智能无人机等一批产品亮相，集
中展示望城经开区最新智能制造成果。

“傻瓜”无人机让农民轻松上手！ 隆平
高科技园展出的博航电动多旋翼遥控飞行
植保机操作简单， 广泛应用于各种农作物
植保施药， 能最大限度提高作业效率。 同
时，航天创智科技、腾远智能、凯德自控、银
通科技、 神府智能等 6 家隆平高科技园企
业也悉数亮相。

永州江华高新区展厅内， 共有 10 家企
业携高科技产品登场。其中一款来自金蚂蚁
新能源的“搬运神器”拥有 13 项国家专利，
它不仅小巧灵活、载重量大，还能自动卸货，
可广泛用于建筑工程、装修工程、地面工程
等领域。

龚蓉

湖南园区高精尖技术展智造魅力
2018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落幕

推动湘港科教合作
●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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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 由多名中国
科学院院士、 香港高校校长以及香港应用
科学界人士组成的香港科教代表团来湘访
问。

香港科教代表团受邀访湘，旨在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在港两院院士来信
的重要批示精神， 积极促进湖南与香港
加强科技和教育交流合作， 通过湘港科
教融合，推动香港科技和教育创新，推动
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和高
质量发展。

在 12月 2日下午举行的“深化合作创
新，助推湘港繁荣”对接交流会上，来湘访
问的香港科教代表团一行， 与湖南相关部
门签署了多个湘港科教合作项目， 并达成
了众多合作意向。 近年来，湖南与香港的科

技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和深入。 2014年，湖
南省科技厅与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签订了
《科技合作意向书》，2015 年、2017 年举办了
两届“港洽周”科技专题活动。

此次湘港科教界签署的合作项目，包括
湖南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框架协议、湖
南—香港科技创新技术转移工作站、香港城
市大学先进结构材料及增材制造湖南技术
转移中心、食品级活性蛋白及多糖大分子研
究中心等。

其中，湖南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框
架协议包括：双方同意并积极支持互相派遣
学者、 研究人员到对方院校进行学术交流，
并探讨合作机会；合作培养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共同进行博士后研究；共同申报和
承担大陆和香港的研究项目等。

湖南—香港科技创新技术转移工作站
项目，将充分挖掘香港的大学、科技产业、人
才、信息资源，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通过搭
建湖南—香港科技信息交互和咨询平台，建
设湖南—香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人才交流
和技术转移基地，承接湖南—香港重大科技
交流对接活动，提供湖南对港科技政策在港
执行保障，实现香港各类科技资源与湖南的
长效沟通对接。

访问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赴株洲市智
轨项目、湖南工业大学、株洲·中国动力谷展
示中心、长沙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光琇
医院、自兴人工智能项目、中南大学高速列
车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
等地考察交流。

陈昂昂 冒蕞 刘笑雪

● 创意展台

香港科教代表团访湘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 35
所日前发布了新型探地雷达“鹰
眼 -A”。 这是我国首个全阵列式
三维体制的探地雷达， 标志着我
国无损探地技术完成了从“二维”
到“三维”的跨越。 同时该产品实
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地下异常体
识别领域的应用， 管线智能检测
正确率超过 90%。

随着管线和路面老化， 城市
地下空间安全问题日益凸现，潜
藏着路面塌陷、 燃气管线泄露等
危险。 数据显示， 今年 7 月至 10
月底， 国内共发生地下管线事故
160 余起、路面塌陷事故 60 多起，
多起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据了解，“鹰眼 -A”能够“透视”城市地下多

材质市政管线、油气管线信息，以及城市道路空
洞、疏松、富水等土体病害信息。 可以实现地下 6
米内三维数据的采集与存储、厘米量级的探测间
隔和毫米级大地坐标测量。 王若影 付毅飞

● 黑科技
● 前沿

日本研发了一种可以变形的车，名字叫做 Flesby2。它是一款新概念
车型，使用的材料是可以变形的橡胶，速度可以达到 64公里每小时。 这
种电子橡胶是可以变形的，一旦与人或者物发生碰撞，可减少伤害。 它
的概念有点像三明治，中间是一种介质，另外两面都是弹性电极，因为
电力，它还可以收缩或者膨胀。 据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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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灰产生于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 因含有
大量的重金属和二公式英等污染物， 被列为危
险废物，处理不当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日前，一项由广州市环保局、生态环保部华
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与广东德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开展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无害化安全
限值及健康风险评估研究” 项目， 利用研发的

“选择性低温催化还原法”+“螯合固化”技术实
现了飞灰的无害化处理。 该技术成果借鉴了毒
理学安全性评价的思路， 就飞灰无害化生物安
全性进行了毒理实验， 通过实验结果进一步提
出飞灰无害化安全限值参考标准， 为飞灰无害
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新路径。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 飞灰综合利用的安全
性，主要取决于飞灰前期的无害化处理水平。 但
目前我国飞灰处理技术良莠不齐，处理后的飞灰
中重金属、二公式英等污染物含量处于怎样的安
全限值也尚无相关标准。 新技术的检测结果显
示， 飞灰中二公式英去除率为 99.3%—99.9%，重
金属含量也明显下降。 韩静磊 徐伟波

新型材料促进
感染性创面皮肤再生

笔者近日从西安交通大学获悉，该校前沿科
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波课题组针对影响创面
愈合和皮肤组织再生的大面积烧伤、机体病变等
关键科学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细菌分泌的天然
聚多肽的仿生杂化皮肤修复组织工程支架材料，
其成果以“仿生弹性聚多肽纳米纤维支架治疗细
菌感染促进创面愈合 / 皮肤再生”为题，近日在
国际著名杂志《美国化学会纳米》发表。

据了解， 这种基于细菌分泌的天然聚多肽
的仿生杂化皮肤修复组织工程支架材料， 具有
仿生皮肤的组织弹性， 还具有高效的光谱抗菌
活性， 可以显著抵抗动物创面细菌感染和促进
创面愈合，增强皮肤附属器如毛囊的再生。

史俊斌

飞灰无害化
让生活垃圾放心烧

为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空气质量，减少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永州市零陵区全区建筑
工地均安装了自动冲洗除尘设备，并实现对
在建工地扬尘污染实时监测和远程监管，用

“黑科技”确保“零陵蓝”常态、长效。
记者前不久在永州七中项目工地现场

看到， 工地旁边设立的 LED 显示屏上面滚
动着 PM10、湿度、噪音、风速等数值，与之
相连的是工地的环境监测仪，它可以监测实
时数据，为降尘、降噪等提供准确的数据参
考。

在工地入口处，一台全自动洗车机正在
对一辆工程车进行清洗，只见平台左右和底
面喷射出很多高压水线，几分钟内就将整个
车辆清洗得干干净净；在工地上，裸露的土
方上铺着一层层“黑地毯”，工地斜坡上种着
一片片“绿衣裳”，两台移动式雾炮机正在喷
出的细如牛毛的水雾，将飘浮在空气中的污
染颗粒物、尘埃等迅速逼降地面，起到了净
化空气的良好效果。“工地上 PM10 值超过
50 左右时，除尘雾炮机就会自动开启，这对
防尘起到很大一个效果。” 中建二局永州七

中项目技术负责人蒋思良说，“下一阶段，我
们还将安装塔吊喷淋设施，那个的覆盖面就
更广了，可以实现地面、空中全覆盖。” 在使
用了这些“黑科技”之后，建筑工地悄然“变
脸”，整个工地看上去非常干净清爽。

通过在工地上安装自动冲洗除尘设备、
车辆自动清洗、数据实时监测等高科技设施
后，零陵区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今年以来，零
陵区空气优良率达到 85%以上，“零陵蓝”已
成为的一张靓丽名片。

杨坤

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公示

浏阳、湘阴、资兴上榜
国家科技部近日公示了首批创新型县（市）

建设名单，全国共 52 个县（市）入选，建设主题
包括科技支撑产业发展、科技支撑生态文明、科
技支撑民生改善 3 个类别。 我省浏阳市、 湘阴
县、资兴市榜上有名。

2017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域
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推动县域创新
驱动发展工作，提出“在有条件的县（市）建设创
新型县（市）”。 入选创新型县（市）将得到创新驱
动发展的政策扶持， 还将有一定比例的科技创
新项目、 一定数量的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获得
支持落地。 王文隆

辰溪：科技志愿者
下基层解民忧

“黑科技”守护“零陵蓝”

可变形橡胶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