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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洪松 游玉增） 金属切削产业规模
有近百亿元，但仍存在一个安全隐
患——金属切屑缠绕，不仅消耗成
本，还威胁操作人员安全。如今，
这一困扰企业多年的难题被记者眼
前的这个不起眼的小物件——超硬
车刀断屑器给解决了！它重 500
克，差不多一把电动剃须刀大小。
发明它的宁波大学机械学院的一个
学生团队不仅借此夺得了浙江省第
十五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还分别与 3
家企业签订了批量生产和销售合
同。

吴剑钊是机械学院 2015 级机
械工程专业研究生，也是该项目
组 负 责 人 。 他 在 一 次 实 习 中 发
现，这个规模近百亿元的金属切
削产业，所使用的超硬车刀基本
不具备断屑功能，在国际上也仅
有德国贝克、日本三菱等极少数
企业能够生产出带有断屑槽的超
硬车刀。

实现金属切屑细碎化，避免
出现堆积缠绕现象是断屑装置最
基本的功能和要求，也是保障操
作人员生命安全的关键之处。吴
剑钊的团队通过查阅国内外大量
资料，经过反复进行逻辑演算与

实验后，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案。

在保证性能稳定的同时，项目
组还使超硬车刀断屑器的研发成本
大大降低。目前带有断屑槽的超硬
车刀售价在180元-190元，仅断屑
槽委托加工成本就达 80 元。而这
套装置断屑器的超硬车刀售价在
100 元左右，断屑器所需成本经估
算仅需 3 至 5 元。成本降低了 90%
多。可以说，断屑器成本低却解决
了大问题。

这一研发装置，不仅在郑州、
宁波等多家企业中得到了良好试
用，还先后获得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丰峻、侯晓，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吴兴龙，中科院宁波
材料所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张文武等行业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
认可。

性能优越加之成本低廉，团队
已与宁波锐克陶瓷有限公司签订
了批量生产合同，与宁波大虹工
具有限公司和镇海为民工具厂达
成经销合作意向。在今年宁波科
技活动周上，团队应邀参加并与
宁波恩科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春
华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浙江
同济产业园有限公司等企业取得
了合作联系。

小物件解决近百亿元规模的产业难题
宁大学生团队捧回省挑战杯大学生科技特等奖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王愿波 邬丽娜） 虽然盛夏未至，
但几天前，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急诊室却已收治了一名热射病患
者。患者因为一次户外骑行，差点
丢了性命。

据悉，这是该院今年收治的第
一名热射病患者。

34 岁的张先生是一名摩托越

野爱好者，平时经常跟朋友组织越
野活动。6 月 5 日当天，一群骑友
相约塘溪越野，正午时分，张某换
上专业的越野装备：摩托服、头
盔，全副武装地出了门。“当天零
星下过雨，天气也不算热，但有些
闷，加上摩托服包裹，全身出了很
多汗，衣服都湿了。”中途由于摩
托车故障，张先生独自下山先行返
回，行至半道，他忽感头晕目眩，
随即失去了知觉。

张先生被送到急诊室时，已陷
入深度昏迷。医生检查后发现，张
某患上了低血糖昏迷性脑病、急性
肾衰竭、多脏器功能损害，是典型
的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据送

来的家属称，他们找到张先生时发
现他已不省人事，而那时距离失联
已近 6个小时。经一系列紧急抢救
及后续治疗，张先生情况出现好
转，但因为器官损伤，尚未脱离危
险期，现仍在该院ICU接受治疗。

“很多市民认为，气温不高就
不会出现重度中暑，这是一种误
解。”李惠利医院 ICU 的周妃妃医
生解释说，“热射病不但跟气温有
关，还跟空气中的湿度有关。”宁
波虽未至盛夏，气温还不是很高，
但现在正值梅雨季节，湿度很大，

“人在剧烈运动之后热量急剧增
高，若无法正常散热，极易出现局
部肌肉痉挛、高热、昏迷、呼吸困

难等症状，患上热射病。”
据介绍，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

重的一个类型，具有致命性，病死率
高，该病通常发生在夏季高温、高湿
的天气。一旦患上此病，若得不到及
时、妥善的救治，后果不堪设想。

周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盛夏时
节，应尽量避免在高温高湿天气长
时间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
温措施。一旦出现口渴、头晕、眼花
等症状，应立即到通风阴凉处休息，
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凉水擦拭皮
肤，以达到降温效果；同时注意监测
体温变化，若高温持续，神志开始恍
惚甚至昏迷，应马上送往医院，切不
可小视而耽误治疗时间。

男子“全副武装”摩托越野
患上热射病险丧命
医生提醒：气温不高也会出现重度中暑，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宁海
记者站蒋攀 通讯员林丹晨） 昨
天，在宁海西店镇五市溪牌门舒
段，数台挖掘机正在挖掘河床沉
积淤泥，投资 1.68 亿元的五市溪
二期治理工程正式启动。此次整
治结合五市溪沿线自然、人文环
境特点，重点打造“岭上客至、
阆风公园、诗居舒岭、曲水寻
踪、古道长亭、古桥迎送”等六
个节点。五市溪二期治理工程也
拉开了宁海生态化治理小流域的
序幕。

“坚持‘生态+’理念，按照
‘一河一貌’进行设计，着力体现
区域性特色，让小流域河道更生
态、更亲水。”宁海县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宁海选择西店五市
溪和桥头胡街道汶溪作为试点，
将水土流失防治、水资源保护、
面源污染防治、美丽乡村建设、
河流污染治理、垃圾处理、景观
布设亲水性及生态性等结合到一
起。

宁海创新水、路、林、村的
“立体式”综合治理模式，配套推
进休闲旅游景观建设、新农村建

设、城镇化建设等，着力打造
“生态、景观、休闲、安全”的水
环境。据介绍，五市溪沿线有浙
东诗表阆风先生舒岳祥故里的岭
口村、有传统“礼”“义”名村洪
家村和香联村等 5 个村庄。此次
生态整治将在沿线布点木栈道、
游步道、观景平台，将 5 个村串
联起来，集旅游、休闲于一体，
既让环境美起来，也让村民富起
来。汶溪治理则结合汶溪沿线多
农田、山林和村落，郊野气息浓
厚的特点，将花海乡溪，设计成
滨水花海沿线，同时增加水利设
施的游憩功能，丰富滨水游憩体
验。同时适度改造村落、农田，
激活旅游资源，形成民居产业、
景观农业等经济增长模式。

据了解，自 2011年以来，宁
海已投资近 27亿元整治白溪、杨
溪、凫溪、清溪、中堡溪等全县
最大的五条溪流，将小流域治理
作为宁海县生态建设的核心内
容。“十三五”期间，宁海县计划
投入 7 亿元生态化治理 25 条小流
域，将小流域打造成“最美生态
溪流”。

宁海打造“最美生态溪流”
投入7亿元治理25条小流域

本报讯 （记 者周琼 通 讯
员屠世万 胡阳杰） 针对学员提
交的一个鞋类项目的创业计划
书，专家给出的提醒是：提高识
别高仿、贴牌能力；一个书法培
训创业项目，已经有了场地和一
定的生源支撑，要更进一步，就
需要注意渠道和开拓和家长的互
动。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创业
培训答辩考试在慈溪举行，116
名创业培训结业学员参加了答辩
考试。宁波大学、宁波诺汉丁大
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等创
业指导师对学员的创业计划进行
点评指导，帮助他们的创业计划
更为完善。

记者了解到，为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提高创

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今
年，慈溪市人力社保局创新创业
培训的考核方式，在对培训学员
进行理论知识测试的基础上，首
次尝试答辩考试：通过学员对培
训学习、实践所制订的创业计划
书的概述，由专家对其“创业定
位明确，目标市场分析清楚，产
品描述简捷有特色，现实性、可
行性，创业团队合理”等方面进
行一一点评，并对重点要点问题
进行现场答疑，交流指导，提出
合理建议，使创业计划更加正确
完善，切合实际，受到了学员们
一致欢迎。同时也为培训机构改
进培训内容、方式起到了导向作
用，促进当地创业培训工作更有
针对性。

创业培训后，专家点评把脉

慈溪市尝试创业培训答辩考试

本报讯 （实习生孙佳丽 记
者殷聪） 承诺免费测量，未达成
合约后又要求在订金中扣除测量
费用。近日，消费者林女士因不
愿分担商家在要约中产生的费
用，向北仑区消保委寻求帮助。
北仑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订金
一般被视为预付款，并不具备定
金性质，当消费者购买需求发生
变化时，可要求商家全额返还订
金。

日前，林女士在北仑某橱柜
店订购了一套橱柜，当时商家承
诺免费测量，林女士便支付了
5000 元订金，并在要求商家在单
据上标明了订金可退。一个月
后，林女士决定不在该店购买橱
柜，要求商家退回订金。此时，
商家却要求扣除 500 元的上门测

量费，双方就此交涉不下。
北仑区消保委工作人员调查

后发现，商家提供的预算表中只
标明了橱柜不同部分的价格，并
未注明具体的数量与总金额，也
没有消费者签字。“商家提供的只
是订立合同的要约，只有消费者
完全接受、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
时，合同才能成立。”北仑区消保
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要约中
包含免费上门测量服务，店方又
在单据上加注了订金可退，消费
者要求退订金，不应承担额外费
用。经协商，商家最终同意消费
者的要求，并退还了全部订金。

北仑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在支付订金时，消费者与商家之
间往往未签订正式合同，因而当
消费者购买需求发生变化时，可
要求商家全额返还订金。此外，
在合同成立后，订金在合同中并
不拥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消费
者违约，并造成对方经济损失
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北仑消保委：

要约非合同 所付订金可退

2017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机器人技术应用比赛近日在
山东安丘落下帷幕，镇海职教中心学生刘明焱、王家杨摘获工业机器人
应用技术比赛桂冠，这也是我省在该项目中所获的唯一金牌，刘达、伊
水涌两位老师同时荣获全国优秀指导教师。本次大赛有全国近百所中职
院校的600多名选手参加。图为师生共同登台领奖。

（杜福强 徐文杰 摄）

镇海职校学生全国技赛夺魁

最近，位于江北区慈城镇三
勤村的江北绿荟现代农业专业合
作社的番茄大棚内新来了一批

“洋工人”，它们虎头虎脑、黄黑
相间，干活卖力，工作效率极
高，原来它们就是区农技总站引
进的来自荷兰的熊蜂。

熊蜂具有旺盛的采集力，能
抵抗恶劣的环境，对低温、低光
密度适应能力强，即使在蜜蜂不
出巢的阴冷天气，熊蜂照常出巢
采集授粉。相比以往传统人工激
素喷花授粉方式，熊蜂授粉不仅
可以节省人工劳动成本,降低畸
形果比率，提升番茄品质，还能
够提高果实产量，减少番茄灰霉
病发生，从而减少化学农药使
用。该农场的技术总监常师傅介
绍：“以前种番茄，我们要在高
温湿热的大棚里不断弯腰点花授
粉。现在我们有了这帮‘洋工
人’，就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而且果实的品质和产量都大大提
高了。”

由于番茄花蕊长，而荷兰熊
蜂具有嘴长的特点，因此特别适
合为番茄授粉。近几年，熊蜂授
粉技术已渐渐开始应用于我国种
植产业，不但经济效益显著，社
会和生态效益更加深远。

（徐文杰 王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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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熊蜂正在授粉。

通过熊蜂授粉成熟的番茄果形
周正，果实饱满。

熊蜂工作完后都回蜂盒内休息，不用特别饲养，只需放置少许糖水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