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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经济日报记者走进位于河
北廊坊市的丹麦威卢克斯（中国）有限公司
办公楼内：阳光透过屋顶的玻璃天窗肆意
洒满室内空间，却从头到脚感受到十分凉
爽和舒适。

“这里用的什么空调？为何如此舒适
自然？”公司总裁赵金彦告诉记者：“这幢
2013 年竣工的威卢克斯中国总部办公楼
是中国首栋主动式建筑，采用了自然采光
和自然通风相结合的设计，无需空调和电
风扇，便打造出一个令人愉悦的环境。”

主动式建筑体系是国际知名建筑标准
评价体系之一。为了打造健康舒适的室内
环境，充分发挥建筑的主动性能，将新鲜空
气与充足光线引入室内，改善室内环境
——主动式建筑理念应运而生。该体系强
调以人的健康舒适为目的，将自然带进室
内；通过建筑设计，最大限度实现人的健康
舒适、能源消耗与环境友好相平衡。与被
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相比，在满足室内温度、
湿度、新风、噪音等要求外，主动式建筑还
增加了采光、舒适度、数据阅读以及愉悦、
视景等需求。

威卢克斯集团是全球化的建筑自然采

光、自然通风及建筑防水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者。通过积极倡导主动式建筑理念，他
们在全球建造了众多示范性建筑，这座威
卢克斯中国总部办公楼就是其中之一。“我
们欢迎八方来客亲自感受这栋阳光盒子所
带来的快乐与幸福。”赵金彦说。

记者一边参观威卢克斯办公楼，一边
感受着主动式建筑的优势。

自然通风和采光是绿色建筑必不可少
的设计要素。办公楼采用双向对流通风及
中庭通风的设计，达到了良好的自然通风
效果，大大节省了建筑后期运营的电力能
耗，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达到国家标准的
2 倍。立面设计是低能耗建筑物的关键，
通过科学设计和门窗布局，办公楼在冬季
太阳能供暖、夏季遮阳、日光捕捉和自然通
风中找到了最佳制衡点；并通过智能模块
化系统天窗，打造出会自由呼吸的建筑中
庭，加速室内通风换气，营造出健康舒适的
室内微气候。

“充分合理利用日光是威卢克斯整体
战略的重要一环。办公楼安装了296樘威
卢克斯窗，可根据室内空气质量和温度自
动开关。所有窗户都配有室外遮阳帘和室

内全遮光帘，自动响应室内温度及光照要
求，起到避免阳光直射和隔热的作用。”工
作人员说。

办公楼还借助大量窗户的应用带来了
充裕阳光，创造出独特的办公环境——在
正常工作时间内，几乎不需要使用人工照
明；并使用了自然采光模拟软件，以保证办
公楼具有舒适的光环境和健康的室内气候
环境。“我们的洗手间白天采用阳光照明，
晚上则使用月光。”工作人员说。

节能要用数据说话。在威卢克斯办公
楼项目中，室内安装了温度、湿度、照度、二
氧化碳等指标检测设备，室外则安装了风
力、风向、温度、湿度、二氧化碳、雨水感应
等检测设备。仅需把节能指标输入特定程
序中，由程序按照预先设计好的优先等级，
在窗户、空气过滤系统等选项中选择合适
的选项调整。一旦指标超过设计标准，设
备会自行调节，从而实现办公楼能耗的精
细化检测和精确控制。

威卢克斯办公楼每年总电耗水平仅为
中国中小型公共建筑标准的五分之一,并
将水、空气和日光3大元素巧妙结合在一
起，打造出充满人文关怀的舒适空间。

“阳光盒子”里感受“未来建筑”
本报记者 陈 颐

办公楼采光舒适，白天无需照明。

通过主动式建筑理念，营造出舒适宜
人的办公环境。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牦牛，是高寒牧区特有的牛种资源。
它们不仅可以适应严寒、缺氧、缺草等恶
劣的自然条件，还能提供肉、奶、毛、绒、皮
革、役力等，是牧民们的忠实伙伴。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农业科
学院兰州畜牧兽药研究所与青海省大通
种牛场合作开展牦牛新品种的育种工
作。研究所副所长、牦牛资源与育种创新
团队首席专家阎萍研究员带领团队成员
扎根高原，为我国的牦牛育种事业无私地
奉献着青春与汗水。30多年来，团队成功
培育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牦牛培育品种
——“大通牦牛”和“阿什旦牦牛”。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个刚刚通过
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的世界首个无角牦
牛——阿什旦牦牛。

牦牛不长角

从西宁机场出发，约两个小时车程就
进入了青海大通牛场地界。这可不是一
般的牛场，它始建立于1952年，占地约84
万亩，是全国唯一以良种牦牛繁育为主的
国有种畜场，存栏牦牛2万余头。

沿着泥泞颠簸的山路，经济日报记者
来到了牛场职工张润生的家中。“再往上
就没有路了，只能骑马上去。”张润生说，
现在是夏季，牧民们会骑马把牦牛赶至更
高海拔的夏季牧场，带上必需的生活用
品，逐水草而居，到10月份天气逐渐变冷
后回到冬季牧场，让牦牛在草场吃饱喝足
好过冬。

为了让记者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牦牛，
张润生和牧民们特地把牛群赶下山，圈养
在自家的牛圈里。

在这里，记者和阿什旦牦牛有了一次
“亲密接触”。

阿什旦牦牛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角。
阎萍说，长角本是牦牛特有的生物属性，
在野生状态下，具有防御自卫等功能。但
是，随着传统饲养方式的多元化、放牧加
补饲、舍饲逐步发展，有角牦牛在规模化
和集约化饲养中暴露出了相互伤害、不易
采食、破坏圈舍、损坏设施等弊端。

记者了解到，团队培育的第一个品种
大通牦牛，虽然性情比野生牦牛温顺很
多，但仍然保留了有角的性状。大通种牛

场繁育中心主任武甫德说，牦牛不管公
母，多数都长有尖尖的牛角，这是牦牛的
一大特点。但是，也有少部分个体，它们
不长角，牛场职工给它们取了一个形象的
外号“秃蛋”。

经过研究，科学家们将这些性能优
异、表型无角的“秃蛋”作为亲本，应用测
交和控制近交方式，有计划地运用群体继
代选育法，开展强度选择与淘汰，获得产
肉性能、繁殖性能、体型外貌、无角遗传性
能均稳定的新品种——这就是今天的阿
什旦牦牛。

青海大通种牛场党委书记马进寿说：
“牦牛育种是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新品种的
成功至少需要经历4个世代，每个世代需
要5年左右时间，期间要不断选育，才能将
好的性能固定下来。也就是说，每一个新的
牦牛品种诞生，都至少要经历20余年！”

多年来，为了培育无角牦牛，阎萍带
领团队突破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鉴定角
性状变异位点的技术瓶颈，首次系统开展
了牦牛角发育的形态学和组织学研究。
通过鉴定基因型对牦牛角性状进行早期
选择，缩短了育种周期，提高了育种效率，
加速了育种进程，其育种技术居国内外领
先水平。

牧区的福音

如果说，无角是阿什旦牦牛最突出的

外在特点，那么它有怎样的内在特征？
记者在大通种牛场看到，野生牦牛高

大健壮，都是关在铁栏杆圈舍里，性格非
常暴躁。一旦有人靠近，它们便会发出低
吼，并摆出攻击的姿势。这样的野生品种
显然是不利于开发利用的。

相比这些，阿什旦牦牛性情要温顺得
多。张润生说，当地牧民们通常饲养一个牛
群要200头至300头牛，它们挤在一起生
活也不会发生打斗，非常便于饲养和管理。

阎萍告诉记者，在培育期间，团队向
青海、甘肃等省区中试推广种公牛 3950
头，用以改良当地牦牛品种。改良后裔在
同等饲养条件下，平均繁活率为59.98%，
比当地牦牛提高近 12 个百分点。同时，
死亡率大幅下降。阿什旦牦牛的平均死
亡率仅为百分之一点多，远低于地方品种
百分之五的死亡率。

而且，技术人员将阿什旦牦牛的性能
指标和综合品质与青海本地品种进行了
对比试验，结果表明：阿什旦牦牛在保持
高原牦牛优秀抗逆性的基础上，在体高、
体斜长、胸围、管围和体重等主要生产性
能和综合品质上，全面超越青海高原牦
牛、环湖牦牛等。

目前，大通牛场饲养了约 5000 头阿
什旦牦牛，还每年向全国各地提供 1000
多头牦牛犊。牧民们普遍反映，阿什旦牦
牛更适于圈养，而且经济效益更高。

藏族人民生活离不开牦牛，牦牛是高

原人民的重要生活和经济来源。青藏高
原有长达7个月的枯草期，放养牦牛在此
期间掉膘严重，影响出栏；牦牛肉也会季
节性断供，影响牧民收入。阿什旦牦牛可
以圈养舍饲的特点，大大改善了这个问
题，让牦牛增重容易、不掉膘，生长发育更
快，实现了牦牛肉的四季均衡供给。

马进寿说，无角牦牛舍饲以后，活动
量小了，增重量也快了，通常每天能够增
重八九百克，而传统放牧的话，约为 400
克。以 18 月龄无角牦牛为例，体重平均
为92.77千克，比当地同龄牦牛高18.38千
克，提高了24.71%，增产增效十分显著。

保护高原生态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
有“世界屋脊”“亚洲水塔”之称。建立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牧业生态体
系，在提高畜牧养殖效益的同时，可以保
护脆弱的生态环境，是我国高原牧区及农
牧结合区的重大生产和生态需求。

阎萍告诉记者，阿什旦牦牛对标重
大产业需求，解决了牦牛养殖长期依赖
天然草地分散放牧，生产方式单一，产
业整体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程度
低，生产效率较低，市场竞争力较弱的
问题。这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放牧养殖模
式，完善了青藏高原高寒牧区放牧、放
牧加补饲及完全舍饲化等不同牦牛产业
发展的结构，还提升了青藏高原寒旱生
态区牦牛产业发展水平。

阿什旦牦牛还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更
具发展潜力的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生产
系统，提高高原牧区及半农半牧区农牧业
发展水平、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实现控制
净增、扩大出栏、加快周转、缓解草畜矛
盾，适宜在我国青藏高原寒旱草原生态区
及其他类似地区推广利用，将对牦牛产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牦牛作为高原独特的景观牛种，与自
然风光结合在一起，深受国内外人士青
睐，已成为独特的旅游资源。这就需要牦
牛生产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高效、
安全、生态、绿色的牦牛生产体系，推动牦
牛产业由数量型畜牧业向效益型观光型
畜牧业转化。

世界首个无角牦牛品种诞生——

走 近 阿 什 旦 牦 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我国是牦牛的主产国，

如何加快牦牛产业发展方式

转变、增强牦牛产业发展活

力、促进高寒牧区经济社会

和生态发展，是动物育种学

家尤为关注的事情。日前，

世界首个无角牦牛——阿什

旦牦牛通过了国家畜禽新品

种审定，成为牦牛育种史上

的一次重大突破。

乘坐飞机出行，大家难免经历过在行李转盘处翘
首以待的欠佳体验。未来，航空托运行李追踪将实现

“尽在掌握”。经济日报记者日前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获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首期建设中应用了超宽带
高精度室内定位系统，定位精度达到10厘米左右。

究竟是怎样的超宽带高精度室内定位系统，能达
到如此精确程度？

据大兴机场承建方北京合众思壮公司项目经理张
昊介绍，大兴机场使用的是 UWB 技术，即超宽带技
术。这是一种新兴的室内定位技术，利用定位标签向
定位基站发射脉冲信号来实现精确室内定位。“这将使
得新机场能够对室内人员和车辆开展可视化监控和管
理，为每名旅客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导航和服务。”

以旅客日常行李托运为例，传统机场行李的托运
监管一般是通过节点实现：先通过值机柜台记录，然后
通过行李拖车送至飞机，最终抵达目的地机场的行李
传送处，等待旅客领取。这一过程中，很难查询到行李
的具体位置和信息。“这就导致行李错运、丢失，并且难
以寻回，而超宽带技术可以帮助旅客‘看到’行李运行
的迹象。”张昊说。

事实上，除了超宽带技术，国内的东航、南航等航
空公司也在利用RFID技术（即射频识别技术，是自动
识别技术的一种）实现行李的实时共享和精准定位。
那么，为何还要打造超宽带？

张昊解释说：“RFID如同大家在网上查询网购的
物流信息，这些信息是‘点’状的，只能指向某个点位，
而超宽带则像是‘线’状的，定位精度精准，可以为旅客
们提供更加便捷的导航或提醒服务，两者互为补充。”

此外，超宽带的抗干扰能力和穿透性较强，特别适
合环境复杂和遮挡严重的场景，十分适合布满一条条
自动化行李传送带的行李分拣大厅，避免了使用蓝牙
或计算机视觉等技术需要布设大量传感器的“痛点”。

不仅仅是行李追踪，张昊表示，大兴机场将给400
辆行李车安装超宽带系统，机场管理部门将可以获得
具体的行李车行车路线。“楼内车辆都有特定行车路
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与航班的起降相辅相成。如
果能够更加精准地获得车辆信息，对于缓解航班延误
也将有所帮助。”

定位精度达到10厘米——

大兴机场：行李轨迹“尽在掌握”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本报讯 记者商瑞、通讯员刘晓艳报道：日前，天
津大学—欣乐加生物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发布了“生物
高分子急救止血”新材料。作为“超级创可贴”，新材料
可在1至3分钟内实现大血管破裂完全止血，性能处
于国际领先地位，未来在工厂急救、家庭急救、车载急
救、户外作业、运动急救方面应用前景广阔。

据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李俊杰介绍，只要把这
块“海绵”捂在伤口上，血液中的水分就会快速进入新
材料，而血小板等具有凝血作用成分则被浓缩聚集在
破损血管和“海绵”接触的表面，达到快速止血的目的。

这种新材料以生物相容性的壳聚糖和聚丙烯酸钠
为骨架，吸水率可达自身重量的200倍。而且多孔道
结构产生虹吸效应可提高吸水效率使血液快速接触材
料，达到快速浓缩血液，最终实现快速止血。

新材料已经过动物模型试验，综合性能指标优于
目前世界主流的一线止血材料。同时，新型止血材料
操作简单、易携带、易存储、易运输，适合于自救互救。
该材料性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涉及化学、材料学、生
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多个学科，经过专家们8
年多的全链条式联合攻关终于研发成功；目前已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并完成了企业标准建立、初步生产工艺
流程设计，已进入产品报批阶段，即将量产上市。

历时8年联合攻关——

“超级创可贴”研发成功

本报讯 记者刘麟、通讯员常胜康报道：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日前与长沙晟康血液透析中心合作，首次采
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康碧尔蛋白A免疫吸附
柱”高新医疗技术，将一位患罕见重症“视神经脊髓炎
谱系病”10年、双目失明的20岁女孩救治成功。仅用
时18天，患者便康复出院。这标志着我国在攻克世界
医学难题——疑难免疫性疾病及神经性脊髓炎等危重
疾病医治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康碧尔蛋白 A 免疫吸附柱”是当今国际上首款
基因工程重组蛋白A免疫吸附柱，其核心技术先后获
得1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被国家科技部授予“创新医
疗器械”称号，为我国医学界成功救治更多免疫系统危
重病人和相关疑难杂症患者找到了新途径。它将免疫
类疾病患者的血浆输入吸附柱，让柱子上的基因工程
重组葡萄球菌蛋白A分子，快速“抓住”并清除患者血
浆中的致病性抗体，再让净化后的血液回输到人体内，
如此循环往复，持续清除血液中的致病物质，从而达到
救治目的；可广泛应用于治疗肾衰竭尿毒症、系统性红
斑狼疮、风湿免疫病、重症肌无力等神经系统疾病以及
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等多个领域。

世界一医学难题被攻克——

“蛋白A免疫吸附”疗法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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