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时顷刻间轰然倒塌的楼房，海啸
过后一片狼藉的海滩，时时刻刻警示着我
们大自然愤怒的力量。可是，很少有人会
去注意工地旁膨胀的钢筋，楼道里生锈的
水管，甚至厨房里发黑的厨具。的确，与
自然灾害相比，腐蚀丝毫算不上“惊天动
地”，但就是在无声无息中，它侵入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带来极大的破坏。

今年 4 月 24 日是第九个“世界腐蚀
日”。究竟什么是“腐蚀”？如何避免它带
来的危害？这个很多人眼里避之不及的
家伙，是否还有造福人类的可取之处？经
济 日 报·中 国 经 济 网 记 者 走 进 中 科 院
采访。

腐蚀危害不容忽视

腐蚀现象很常见，但腐蚀科学对大
多数人而言比较陌生。腐蚀究竟是什
么呢？

简单而言，腐蚀指的是材料与所处
环境介质发生化学或者电化学作用，导
致材料发生变质和破坏。腐蚀会使有用
的材料变成废料，使重要装备提前报
废，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工程院院士柯伟介绍，据统计，
世界范围内腐蚀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国
家 GDP的 3%到 4%，由于中国对腐蚀问题
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十年前中国因腐蚀
问题付出的经济代价约占 GDP的 5%。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人
们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中科院沈阳
分院院长、中科院金属所研究员、世界腐
蚀组织主席韩恩厚说，“2008 年汶川大地
震造成的损失是 0.85 万亿元，同年中国因
腐蚀付出的代价约达 1.5 万亿元，接近地
震造成经济损失的两倍。到了 2016 年，
这个数字比 2008年翻了一番”。

除了直观的经济损失之外，腐蚀还容
易导致工程装备、关键结构以及基础设施
损坏，进而引发灾难性事故。1981 年，我
国台湾民航客机 B-737 失事，其原因是机
身下部高强度铝合金结构件多处发生严
重的晶间腐蚀和剥蚀，进而形成裂纹；
2013 年，青岛输油管道爆炸，造成严重伤
亡，经济损失达 7.5 亿元，其原因是腐蚀减
薄使管道发生破裂，引发爆炸。“腐蚀问题
没有爆发前，大家都不太关注，只有发生
事故之后，回头看才会发现其中的重要
性。”韩恩厚说。

日常生活里，腐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
不可小觑。腐蚀产生的重金属离子会污
染饮用水、土壤和农作物等，进而通过饮
食摄入影响人类健康。韩恩厚说：“瑞典
斯德哥尔摩监测了近 50 年土壤中铜离子
的浓度，发现随时间推移呈线性增长。人
体内金属元素的平衡对人体健康至关重
要，腐蚀破坏了自然环境中这些元素的平
衡，导致重金属过量，危害人体健康。”

让科学家为难的是，在不同环境中，
即便同样的材料，腐蚀情况也会千差万
别。“用同一种防腐技术处理楼房，内陆地
区可能几十年都没事，但海景房很快就会
被腐蚀，影响居住。再比如说，中国拥有
国际上最先进的高铁涂料防腐技术，但目
前中国高铁上用的涂料放到新加坡就不
一定有效。什么原因呢？新加坡气候跟

我们不同，气温高、盐雾高、湿度大，防腐
技术不能照搬。”中科院金属所研究员刘
福春说，“这给腐蚀危害的研究和防治增
加了难度”。

多管齐下预防控制

腐蚀危害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韩恩厚认为，应该抓住两个
重点：预防和控制。

提高腐蚀科学与技术的科研和应用
水平是预防的基础。由于腐蚀的速率取
决于材料和环境的搭配组合，因此分析具
体环境，调整材料中的化学元素成分、微
观结构、腐蚀产物膜的性质，对于提升材
料耐腐蚀性至关重要。

经过近 40 年的努力，在基础研究方
面，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与欧美发达国家
并跑的水平，在个别重大工程材料领域甚
至做到了世界领先。2017 年建成的港珠
澳跨海大桥，采用了涂料+阴极保护+原
位检测三重腐蚀控制技术，能最大程度降

低海水与桥体金属材料间的电化学反应
速率，使桥梁的设计使用寿命达到 120
年。此外，中国自主研发的纳米复合涂料
技术已广泛运用于飞机、电网、大型船舶
等工程，高铁纳米复合涂料也已研发成
功，即将投入使用。

然而，如何将先进的防治技术应用
于实际生产，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还存
在较大差距。“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过程，
往往取决于企业的积极性。能产生直接
经济效益的事情，企业比较愿意去做。
对于一些周期长、见效慢的产品，生产
企业不愿意多投入，也不太关心防腐新
技术的推广。”韩恩厚说，“防腐问题不
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涉及环境保护、社
会资源等诸多公共利益。因此，政府部
门也要积极参与进来，通过政策扶植推
动企业对新技术的运用，做好技术研发
和实际生产的衔接工作”。

结构健康的监测与检测，是腐蚀控制
环节的决定性因素。材料的服役安全评
价，是作出维护决策的重要依据，全世界

的腐蚀研究都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在这
一世界性难题上，中国的研究处在领先位
置。2015 年，首次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在
大亚湾核电站完成了百万千瓦商用堆核
岛关键部件的安全分析与寿命评价。中
国的管道损伤安全评估评价标准，比之前
采用的美国标准更先进，能够帮助国家节
约大量资源。

其实，只要人们提高对腐蚀知识的认
识，就能显著降低腐蚀带来的损失。比
如，长期闲置的自来水管中，存储的水有
更多重金属离子析出，所以，刚放出来的
水就不适合饮用；盐和醋对不锈钢有较强
的腐蚀性，因此有盐醋的食物不适宜长期
放置在不锈钢锅中，而应放到陶瓷的锅碗
中；室内暖气片中的水含有缓蚀剂，能降
低水介质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腐蚀性，因
此不能随意更换等等。这些生活中的小
技能，也是老百姓在个人层面上防止腐蚀
危害的有效手段。

科技创新转“危”为“机”

腐蚀是材料回到热力学稳定状态的
过程，无法抗拒，腐蚀也以沉默而惊人的
破坏力带给人类巨大的损失。是否人类
必将陷入腐蚀无声无息的危机中呢？事
实上，凡事必有两面，科技创新正在巧妙
利用腐蚀原理转“危”为“机”。

在医学手术上，腐蚀技术被巧妙利
用。许多骨折患者在做完一次骨科手术
后，往往需要在恢复之后再上一次手术
台，取出起到固定作用的“钢钉”“钢板”，
这给患者造成了二次痛苦。现在，科学家
们根据腐蚀的原理，设计出以镁、锌等活
泼金属元素制成的可降解骨内固定器，它
们在患者康复后，会自动被人的体液腐
蚀，无需手术取出。而且，这些材料对人
体无害，大大降低了手术安全隐患。

根据同样的原理，科学家们还设计出
可降解的人体心血管支架，可以精确计算
腐蚀完毕的时间，成为心血管疾病患者的
福音。针对废弃塑料袋造成的“白色污
染”，科学家们设计出了在特定环境下腐
蚀速率极快的材料，在根源上杜绝塑料制
品降解难的问题。科技创新，让腐蚀从无
声无息的“破坏分子”转化为功成身退的

“能工巧匠”。
就在人们不亦乐乎地“改造”腐蚀之

时，腐蚀修复技术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
中科院金属所研究员宋影伟表示，正是腐
蚀防护关键技术的突破，汽车才能实现轻
量化，容纳更多功能。在修复飞机机体腐
蚀方面，工程师们更是“与时俱进”，采用
了 3D 打印技术，让飞机“逆生长”，可以更
安全稳定地执行飞行任务。此外，类似于
青岛输油管道爆炸这样的事故，也将可以
通过腐蚀修复避免。

“现在，我们不仅需要做到材料自身
能耐腐蚀，还要根据具体环境下的需要随
意控制腐蚀的速率，更好地满足各种场景
的需求。”韩恩厚说，“这就要求我们更深
入地研究腐蚀科学，探索新材料新技术，
特别是更准确地预测工程结构的安全服
役寿命”。

腐蚀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可喜
的是，这个难题是有解的。科学家指出，
至少 30%由腐蚀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科
普、研究、技术运用实现降低损失、降低资
源消耗、降低污染。要解好这道难题，需
要政府、企业和全民共同关注，从认识腐
蚀、重视腐蚀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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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云道智造科
技有限公司推出业界首款仿
真 安 卓 平 台 ： IBE SIM-
DROID。 根 据 专 家 介 绍 ，
作为仿真领域的一项重要突
破，该软件平台将为推进中
国工业技术软件化，进而促
进中国智造发展增添新的
动力。

所谓工业技术软件化，
就是要把人头脑里的方法、
知识、技术予以显性化、模块
化、模型化，形成工业 APP，
来操作那些新型工具。业界
普遍认为，工业技术软件化
是中国能否在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抢得先机乃至弯道超车
的重要砝码。更值得重视的
是，在工业技术软件化的基
础上，全球工业巨头已经开
始角逐工业平台。

据北京云道智造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屈凯峰介绍，
理解他们研发的仿真安卓平
台 IBE SIMDROID，重点在
于把握好“仿真”和“安卓”两
个概念。

所谓仿真，可以理解为
虚拟试验。以汽车碰撞为
例，在车祸发生前，人们能在
电脑里通过虚拟试验，计算
出碰撞会不会对人员造成伤
害，车的损坏程度有多大等，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仿真。仿
真技术是数字化研发的核
心，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中国制造 2025》
将仿真技术列入了需要大力推动以实现突破性发展
的重要技术。不过，长期以来，仿真市场一直被国外
软件垄断。并且，因为仿真技术的门槛太高，只有足
够专业的仿真工程师才能计算得准，只有大型企业
才能买得起动辄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软件，养
得起这么一批专业的仿真工程师，中小企业用不起
也用不好。

对于安卓，要有正确的认识。安卓并不是国外
某家公司的产品名称，而是平台免费服务的一种互
联网模式。其实，安卓在工业界也广为使用。当前，
全球工业巨头已经开始角逐工业平台，打造“工业领
域的安卓”。如果说安卓和 iOS 让手机变成了智能
手机，并带来了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十年，那么从
制造到智能制造，也需要工业领域的安卓平台。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信息技术中心首席顾问宁振波认
为，智能制造的难点是模型，焦点在仿真。要打造工
业安卓平台，应以上游的 CAD 和仿真为突破口，向
下游自然生长，这样一来，工业安卓水到渠成。

北京云道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将“安卓”理念引入
了仿真领域，提出了“仿真平台+仿真 APP”的“仿真
云”模式（该模式亦被国际仿真协会确认为第三代仿
真系统）。与传统仿真软件相比，IBE SIMDROID
将设计流程、方法、参数等工业技术和知识固化为平
台上的仿真 APP，实现了仿真内核和专家经验的有
机融合。而且，云道智造的仿真平台将对平台用户
免费开放，主要是靠开发仿真 APP 和提供仿真技术
服务收费，并且云道智造的仿真平台通过技术手段
把仿真的门槛大幅度降低，有利于推进这项技术的
大众化。

对此，国际计算力学学会副主席袁明武教授表
示，云道智造此举能切实降低各类企业在仿真技术
方面的应用门槛，同时也为解决自主仿真软件长期
以来难以市场化的问题探索了一条新路。

工业软件

：

为中国智造增添新动力

本报记者

马洪超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
件供应商博世近日宣布，正在与世界领先的汽车制
造商戴姆勒合作，推动发展完全自动驾驶及无人驾
驶汽车。双方已达成协议成立开发联盟，计划在
2020 年左右推出适用于城市道路的完全自动驾驶

（SAE-第 4级）及无人驾驶（SAE-第 5级）系统。
在推进城市完全自动驾驶及无人驾驶系统过程

中，博世和戴姆勒希望进一步提高城市道路交通流
量、加强城市道路安全并为未来城市交通打下坚实
的基础。此外，该技术将使汽车共享更具吸引力，让
人们在车内度过更美好的时光，并为无驾照者开辟
全新出行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背后的意义在于让汽车
自行寻找车主，而不是车主找汽车。在预先确定的
城区内，人们可以用智能手机便捷地预约共享汽车
或城市自动驾驶出租车，车辆将自行来到预约者
身边。

让汽车自行寻找车主

推动发展完全自动驾驶

未来城市交通虚拟图。

依 靠 科 技 创 新 拒 腐 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杜 芳 实习生 顾桥孜

紫菜泡不烂？是用黑色废旧塑料袋冒
充的？近来，一则关于“废旧塑料袋制成
紫菜”的视频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并直接
导致国内大量紫菜在超市下架，紫菜生
产、销售企业损失巨大。

对此，食药监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网传紫菜塑料视频谣言不可信”。北京市
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在实验室对
紫菜和塑料作了鉴别，认为塑料薄膜做紫
菜不靠谱。北京市食药监局近三年对紫菜
抽检的结果显示，目前未发现样本中存在
塑料薄膜制假现象。此外，不少业内专家
也指出，紫菜成本低廉，根本没有造假的
必要。

紫菜有无造假？为什么有些紫菜口感
偏硬？《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福建省水
产加工流通协会会长黄健。

紫菜是生长在海洋里的一种大型经济
红藻类，汲取海水中的氮、磷、二氧化碳
等多种营养物质，通过光合作用而生长的
具有优质高蛋白、低脂肪的海洋食品。

紫菜营养丰富，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
氨基酸、矿物质和维生素。紫菜的蛋白质
含量多在 30%左右，优质的紫菜蛋白质

含量甚至超过 50％，是牛肉的 2.5 倍、猪
肉 的 3.8 倍 、 牛 奶 的 17 倍 、 鸡 蛋 的 3.8
倍、海带的 28 倍。同时，紫菜的脂肪含
量较低，多在干物质的 1%以下，且富含
EPA （二十碳五烯酸） 和 DHA （二十二
碳六烯酸），可以促进儿童神经系统发
育、预防人体衰老。

“最为神奇的是紫菜多糖，大约占紫
菜重量的 20%至 40%，具有明显增强细
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功能。紫菜中的无
机元素也异常丰富，且其富含的膳食纤
维比其他蔬菜食物纤维更柔软、优质。”
黄健说。

目前，我国生产的紫菜品种主要为条
斑紫菜和坛紫菜，条斑紫菜藻体薄而柔
嫩，加工成薄片后可调味即食，也可用于
寿司或包饭，深受人们喜爱。坛紫菜藻体
较条斑紫菜厚，一般经加工成圆饼干紫
菜，用于泡汤、烤食。

以坛紫菜为例，野生坛紫菜自然生
长于潮间带的高潮线岩礁上，在富氮的
海水中生长最好。天然生长的坛紫菜数
量有限，市场上常见的坛紫菜主要来自
人工养殖。

黄健介绍说，坛紫菜的整个养殖过程
可分为丝状体培育与叶状体养殖两个阶
段。每年的 1 月份至 9 月份，是丝状体培
育阶段，在室内完成，就是长在贝壳里的
坛紫菜苗种培育阶段。第二阶段是叶状体
培育，长在贝壳中的坛紫菜丝状体通过放
散壳孢子，附着于维尼龙网绳上，张挂于
海区天然培养。此阶段坛紫菜一般在每年
的白露前后下海，经十日左右可在网绳上
看见细长的坛紫菜叶状体，再经一个月左
右，叶状体生长至一定长度后即可采收，
这就是头水坛紫菜，口感细嫩，营养丰富。
坛紫菜一般分多次采收，即俗话说的头水、
二水、三水（产量最大）、四水，四水以后越
往后口感越差，韧性越强。头水紫菜在每
年的 9 月份至 10 月份上市，而到了来年 2
月份（最近），坛紫菜收成已接近尾声，由于
末水（通常是六水）坛紫菜纤维素含量可达
5%以上，胶质含量显著增加，故菜叶坚韧、
口感粗糙。

但即便是末水紫菜，其营养价值仍不
容忽视。研究表明，末水坛紫菜粗纤维

（5.11％ ）的 含 量 明 显 增 加 ，粗 蛋 白
（35.30％ ）、粗 脂 肪（0.51％ ）、总 糖

（34.57％）和多糖（20.67％）含量有所减
少，灰分（10.37％）含量变化不大，仍是一
种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低脂肪、低热能天
然营养保健食品，因为其膳食纤维含量显
著升高。目前，膳食纤维日益受到人们的
关注，主要是其具有顺肠通便、调节控制血
糖浓度、降血脂等多种生理功能。

黄健表示，膳食纤维具有调节结肠
的功能，减少食物在肠道内停留时间，
减轻对有毒物质的吸收，排出危害健康
的汞、镉等有害物质。不仅如此，膳食
纤维对减肥、改善糖尿病症状、降低血
脂，预防冠心病、防治胆结石等都有作
用。而且，对减少肥胖病大有好处，适
合亚健康人群食用。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坛紫菜产业快
速发展，为我国养殖主产区带来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推进渔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增
加沿海藻农的收入，带动渔区建设，助推
精准扶贫。不仅如此，坛紫菜养殖还能够
从海水中提取大量的碳，增加海洋碳汇，
并吸收氮、磷，降低海水富营养化程度，
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坛紫菜产业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关于紫菜，你应该了解的
本报记者 常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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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生活中随处可见腐蚀的身生活中随处可见腐蚀的身

影影，，图为北京一处电力设备箱体锈迹图为北京一处电力设备箱体锈迹

满布满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杜 芳芳摄摄

图图 ③③ 青 岛青 岛

八大峡地标性建八大峡地标性建

筑筑““海上皇宫海上皇宫””因因

受海水腐蚀受海水腐蚀，，不不

得不接受大规模得不接受大规模

施工维护施工维护。。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为避免腐蚀危害为避免腐蚀危害，，公共基础公共基础

设施需要定期保养设施需要定期保养。。图为工人在为北图为工人在为北

京一处栏杆涂抹防腐剂京一处栏杆涂抹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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