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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纸”也能播放彩色视频？
华南师范大学正让这一疑问句变为惊
叹句。在华南师大彩色动态电子纸显
示技术研究所，该校教授周国富手持
一块屏幕，红、蓝、黑等颜色来回变
换。这意味着周国富带队打掉了电子
纸技术应用的“拦路虎”，即只能显示
黑白内容、翻转慢、无法播放视频。

华南师大牵头研发的电润湿电
子纸显示技术，让电子纸像纸一样显
示图案，不带背光源，依靠环境光照
亮，阅读舒适，翻页响应速度堪比平
板电脑，还可以播放彩色视频，或将
会带来一场“屏幕革命”。

这项技术也仿佛“神助攻”，推动
华南师大牵头主持的“电子纸显示关
键材料与器件项目”成为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16 年度项目，让该校作为
首席单位主持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
实现了零的突破。

彩色和视频是电泳电子纸
产品发展“拦路虎”

由于近视度数已高达 400度，酷
爱阅读小说的广州市市民李晓丹无
奈转移阵地，将看小说的主要工具从
智能手机变为电纸书（kindle）。它
的的阅读舒适性堪比纸质书籍，李晓
丹长时间阅读后，眼睛并无之前用液
晶屏幕的酸痛感。在阳光明媚的户
外，kindle 更是清晰舒适，秒杀户外
强光下看不清的液晶屏幕。

“电子纸可以让你同时享受旧时
代和新时代的好处。”作为全球电子
纸显示技术重要发明人之一，周国富
介绍说，液晶屏幕等传统显示器使用
的是内发光系统，需自带背光板，在
阳光下对比度极低；电子纸使用的是
反射显示技术，在阳光下更清晰。因
此电子纸不但视觉效果类似纸质书，
眼睛不易疲劳，同时能耗非常低，不
少电子阅读器充电一次可以待机一
个月。

但为何电子纸技术未能广泛应
用呢？李晓丹的答案是电子纸缺乏
液晶屏等屏幕的丰富多彩，“屏幕永
远是单调的黑白两色，况且翻页速度
慢，和手机电脑的响应速度没法比，
更别说播放视频了。”

周国富也认为彩色和视频确是
电泳电子纸产品发展的“拦路虎”，但
电泳技术主要是靠着色颗粒呈现颜
色，心有余而力不足。周国富以kin-
dle 举例说，该设备屏幕每一个像素
单元中有黑白两种颗粒，像素电极通
过加电压驱使其在透明液体中运动。

“电极有正负之分，利用两种电
极驱使两种颗粒还相对容易，但如果
增加不同颜色的颗粒，就得增加不同
的电极，这就比较麻烦。”周国富举例
说，如果增加两种颜色，就得增加正
正、负负这两种电极，而这两种电极
与正、负两种电极区分度不大，运行
难度大幅增加。

“掺杂大量颗粒的液体流速慢，
导致屏幕反应也慢。”周国富用手比
划着说，屏幕中的颗粒就像游泳池中
的人，要从一端被挤压到另一端，“多
慢多费劲儿啊！”

电润湿技术让屏幕中的
水、墨自动调配

水、油墨与电本是互不相容的冤
家，而周国富却带队研发出电润湿技
术，让它们相亲相爱成为“画家”。

“我们所用的水和油墨都是经过
特殊处理的。”周国富取出一片还没
填充水和油墨的屏幕前板，这块薄玻

璃板上已标注出规则排布的标准方
格。将水和油墨封注入一个个方格
后，水、墨在电压驱动下运动，实现开
关效应。互不相容的水和油墨就会
互相挤压，呈现出无色或者彩色的状
态。

“由于油墨中并无颗粒，所以它
们流动性更好，流速更快，色彩转换
就更快。”周国富对比说，传统电子纸
一般的翻阅时间数百毫秒，如 Kin-
dle 响应速度为 200 至 300 毫秒。他
带队研发的电润湿技术，显示速度提
高十倍。

“实验室条件已达到了 20 毫秒
以内，由于人眼基本感觉不到刷新率
20 毫秒的变化，因此电润湿技术电
子纸将能实现 50Hz 的运动图像显
示。”周国富解释说，目前市场上的液
晶电视所播放的视频基本是 50Hz
左右。

“彩色油墨材料是电润湿显示技
术的核心材料之一，在彩色油墨研发
方面，目前我们在全球处于领跑位
置。”周国富展示了目前已研制出的
7 种颜色油墨，这 7 种颜色可作为基
色，调出其他绝大部分颜色。周国富
指着一件红、黑、蓝相间的衣服说，当
电润湿技术电子纸要呈现这件衣服
时，驱动就会自动调配屏幕中不同颜

色的油墨，“目前我们正在攻克自动
调配这个难关。”

“将来新一代电子纸既能显示彩
色和视频，又拥有类纸化的舒适阅
读体验，可谓 Kindle 显示屏和 iPad
液晶屏的优点‘结合版’。”周国富
还希望攻克屏幕柔性这个壁垒，经
过近一年的自主研发，他带队将电
子纸显示前板厚度从 100 微米降到
40 微米，柔性弯曲更好，会像纸一
样弯曲卷曲，且光学显示不会变形。

核心技术可让电子纸显示
屏八成部件本土化

“目前液晶显示屏、LED 显示屏
技术基本靠进口，如果从技术来源去
追踪，八成以上来自进口。”华南师范
大学教授、电润湿电子纸技术原创发
明 人 之 一 罗 伯 特（Robert An-
drew Hayes）介绍说，该团队研发
的核心技术可让产品的供应链本土
化达到八成左右。罗伯特教授与周
国富在荷兰皇家飞利浦研究院就曾
搭档 12 年，如今两人在华南师大并
肩作战。

“我们目前不但让电子纸显示屏
核心材料、技术实现了本土化，同时
所需零部件种类也比液晶显示屏要
少，只需 5 类核心材料、3 项核心技

术，再加上驱动就可以运行。”周国富
举例说，偏振膜片、背光源对液晶显
示屏是必需品，而电润湿电子纸显示
屏则不需要。

“同时，我们的核心材料和技术
与液晶显示屏产业兼容性很高，这为
技术导入市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周国富认为兼容性非常重要，因为液
晶屏幕生产线前期投入能够再重复
使用。平板显示屏所用的母玻璃快
速发展，目前已更新至 8.5 代。他估
算说，一条 8.5 代母玻璃生产线所需
投入为200多亿元。

周国富介绍说，等离子显示与液
晶显示所需材料和工艺大不相同，很
难兼容；有机发光显示则需要将液晶
显示屏中的非晶硅进行晶化，需要额
外的设备、工艺的投入。周国富带队
研发的电子纸显示则可以嫁接到液
晶显示屏生产线中，将其生产好的玻
璃板直接拿过来，再增加五项核心材
料和三项核心工艺后，就可做成电子
纸显示屏。

在周国富看来，广东数十家液晶
显示制造厂家都可以直接受益于该
技术，他们的生产线只要增添部分设
备和工艺，就可将该技术商品化、产
业化。

周国富透露说，以目前实验室的
技术，实验室每月可生产 3 万片 400
㎜×500㎜的前板玻璃。未来3个月
至6个月内，第一代产品就可面世，可
能是小尺寸户外新型广告牌，将来则
可拓展到各类穿戴式设备和移动终
端。据介绍，最先将推出的彩色电子
纸广告牌除了不伤眼，其耗能、造价也
分别约为普通的LED广告牌、液晶显
示屏的百分之一、三分之二。

在周国富看来，以反射式、柔
性、印刷显示为特征的新型显示技
术目前仍处于爆发前期，亦是全球
范围内产业布局的关键时期。他希
望华南师大牵头研发的新一代电子
纸显示技术，有助于我国抓住新型
显示技术这一发展机遇，加快产业
转型和升级，实现“弯道超车”，促
进华南师大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创
新型人才培养，提高我国在国际光
电产业链中的地位。

用水墨“纸”播彩色视频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刘凌 黎鉴远

冷眼观潮

沉浸式 VR（虚拟现实）技术是
指利用头盔式显示器、位置跟踪器、
数据手套和其他设备，使参与者获得
置身真实情景的感觉。沉浸式 VR
技术之所以吸引人，最关键的是给使
用者以绝佳的真实体验，使人身临其
境，让书本中的文字知识可触摸、可
感知。因此，沉浸式 VR 技术在教育
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精准定位，辅助教学，莫让
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喧宾夺
主”

把 VR 技术引入课堂，对教学有
什么好处？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又应
该如何使用？如果不清楚 VR 技术
在基础教育课堂应用中的定位，将会
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以情境教学
为例，对小学生讲授如何遵守交通法
规，常规讲法是由老师利用故事、图
片、录像给孩子讲授，孩子只是一个
个交通事件的局外人，不能真正体验
不遵守交通法规是多么危险。这时，
可以采用引入沉浸式 VR 技术的情

境教学，让孩子安全地融入到“危险”
的交通环境之中，让他们体验不遵守
交通规则带来的种种危险，甚至可以
用真实的、动态的虚拟影像再现事故
现场，以强烈的感官体验达到教育目
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课程使用 VR
技术都有益。比如初中物理的电学，
学生要学习基本电路知识。如果引
进 VR 技术，实验过程中既没有训练
学生真正的连接电路，也没有让学生
体验螺丝拧紧、连线的感觉，更没有
小组学习和失败的体验。只需一些
零件就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有
很好的体验与学习，何必要浪费大量
物力去使用VR技术呢？

所以，VR 技术引入课堂是必要
的，但必须要有定位。只有定位准
确，才能让 VR 技术在教学领域中真
正发挥作用。现阶段到今后一段比
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对 VR 技术的应
用就像多媒体教学一样，将之定位在
辅助教学的位置。VR 技术只是实
现我们教学目的的一个手段，是为了

强化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率。当
然，随着 VR 技术的不断完善，很大
程度上将会出现以 VR 为主要教学
方式的课程，让学生通过沉浸式学
习，以安全、便捷的方法，更快地理
解、掌握各种知识。

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优势明显，也存在“先天”不足

学校教育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
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选择 VR 设
备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点。下面以英
语、地理、生物、物理这些学科为例来
简单说一说沉浸式 VR 技术在教学
领域的应用。

英语学科有大量的情境式教学，
需要学生融入情境从而实现语言学
习和语言应用能力的快速提高。英
语学科对 VR 教学软件的需求可分
为交互式和非交互式，非交互式基本
以3D影片为主，学生是在3D环境中
听和看，除了视觉真实外与 2D 资源
无异；交互式需要学生把自身融入到
虚拟环境中去交流、探索，比如学生

在虚拟机场、商场、街道社区等环
境中学习，这就需要设备有相应的
体感功能，而且有专用学习软件。
所以，针对英语的虚拟现实应用，
可适当以网络资源为主，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选购一些资源软件。教
学需要与传统方法相结合，让学生
在虚拟环境中学习、体验与他人用
英语交流的方法。

地理、生物、物理这三个学科都
有微观或宏观的自然现象问题，比
如地理学科中关于火山的课程。在
现实中，我们是无法近距离观察火
山的，如果使用虚拟技术，可以让
学生从各个角度近距离观察火山，
甚至观察火山内部结构和火山喷
发；在天文学中，我们可以使用虚
拟现实技术，让学生在宇宙空间感
受“真实”的行星、恒星，银河，
近距离观察火星，甚至在火星上降
落进行“实地”考察；在生物学
中，我们可以跟随食物进入人体的
消化系统，观察消化系统每个器官
的工作，了解人体是如何新陈代谢

的。由于这些虚拟环境过于真实，
教学后还应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心理
辅导，防止学生对虚拟环境产生幻
觉和依赖。

目前针对基础教育教学所开发
的虚拟现实技术资源很少，课程资
源短缺是中小学推广 VR 的瓶颈；
VR 技术的运用势必带来课堂教学
方式的颠覆性改变，由于需要教师
顾及到每位学生，因此只适用于

“一对一”的小班化教学，弱化了普
通课堂中的合作和交流；另外，使
用 VR 技术缺少监控，无法记录学
生的实际学习状况，对学生的评价
也存在很大的困难。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
教学技术，虽然目前还存在许多问
题，不可能全面替代现有的多媒体教
学，更不能对传统教学产生颠覆性改
变，但由于其技术的特点，前景还是
不可估量的。到那时，老师的角色就
是探险队的队长，利用 VR 技术带领
学生在虚拟世界中探索未知，实现在
虚拟世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沉浸式虚拟现实在基础教育如何应用
陈求实 张静蛟

冷眼观潮

前沿探索

科学揭秘

华南师大教授周
国富在展示该校牵头
研发的电润湿电子纸
显示屏幕。

本报记者 刘盾 摄

牙医专家们研发出世界第一款内置高清摄像头
的牙刷，可以使刷牙者在刷牙时清楚地看到牙齿是
否清洁。这款 Prophix 牙刷可以通过 WIFI 与手机和
平板电脑连接，并可以将摄像头视角推近和拉
远。 CFP供图

牙刷内置摄像头
干净看得见

据最近媒体报道，1988 年至 2002 年的 14 年
间，西北工业小城——甘肃省白银市连续发生
11 起强奸杀人案，凶手作案手段极为残忍，在当
地造成严重恐慌。28 年过了，公安机关采用了多
种刑侦和计侦手段，包括如足迹、指纹、脱氧核糖
核酸（DNA）、作案手法、解剖结果、疑犯特征推测
等都无法最终锁定嫌疑犯，案件也一直被列为公
安部督办的重大要案，警方也从没放松对白银案
的侦破。今年 8 月 26 日，甘肃警方在白银市工业
学校一小卖部内将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抓获，28 年
悬案终于告破。那么悬案告破背后到底是依靠什
么样高新技术？

据甘肃警方披露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关键
技术是一项叫做 Y 染色体 DNA 的检测技术。那
么，Y 染色体 DNA 检测技术到底是什么新技
术？该技术原理是什么，如何通过该技术追踪犯
罪嫌疑人的踪迹？

众所周知，人类染色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
人类染色体总共有 23 对，46 条染色单体。其中
22 对被称为常染色体，1 对染色体为性染色体。
顾名思义，性染色体是与性别决定相关的染色
体。人类生命的孕育是从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开
始,男性的精原细胞经过减数分裂—23 对染色体
变成 23 条，产生两种数目相等的精子，分别是
含有X染色体和含有Y染色体的精子，女性的卵
原细胞减数分裂后产生的卵子都只含有 X 染色
体。当精子与卵子结合后，受精卵的染色体又恢
复成 23 对。若含 X 染色体的精子与卵子结合，
受精卵性染色体为XX型，就会发育成女胎；而
含Y染色体的精子与卵子结合，受精卵性染色体
为 XY 型，就会发育成男胎。也就是说，男性的
性别决定在于Y染色体，正常男性具有一条Y染
色体，女性没有。Y染色体具有独特的特性：(1)
Y染色体属父系遗传，父亲的Y染色体能完整地
传递给儿子；(2)Y 染色体遗传标记为连锁遗传，
属单倍型遗传。即只要是一个家系的男性，理论
上该家系所有成员的各种标记均一致，这些特征
就为家系追踪提供了遗传物质基础。

染色体上的基因信息实际上就是由不同的
DNA 序列组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我们
已经绘制人类基因组的“人体地图”，包括遗传图、
物理图、序列图和转录图。基因组图谱至少包含
30 亿个碱基对，约有 3 至 5 万个基因,我们可以通
过这些图谱中的地图路标即各种“遗传标记”和

“物理标记”等识别人群中不同个体的差异。
Y染色体是人类染色体中最小的一个。根据

国内外文献已经报道，Y染色体上的短串联重复
序列 （STR） 位点约有 220 多个，但较为广泛使
用的Y-STR位点有30多种，也是法医学领域中
常用的检测位点。

目前全球已经建立 Y-STR 的数据库，我国
也以汉人基因组数据为基础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
人群特征的 Y-STR 数据库，并部分收录在国际
法医 Y-STR 数据库中，这对推动我国法医学工
作具有重要意义。

Y-STR检测目前已广泛应用法医学鉴定中。
由于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遗传体系,绝大多数位
点的扩增产物与女性无关。在性犯罪案混合斑检
测时,Y-STR基因座引物特异性扩增男性成分,即
使只是获取少量的男性DNA也不影响对Y-STR
的分型。因此为刑侦工作提供重要线索。更重要
的是：利用Y-STR检测技术可以识别到个体。

Y-STR 检测技术应用有很大的优势，但其
同样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在复杂案件中，仍需要
其他证据加以支持；同样在亲子鉴定中，如出现
父系亲属冒充生物学父亲时，单用 Y-STR 单倍
型检测无法排除等。因此，要获得准确的 Y-
STR 数据，除需要建立标准化的检测实验室与
操作过程外，建立我国多民族和多地区的高质量
Y-STR数据库并共享数据已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诊
断与研究中心）

基因检测新技术助力
“白银案”告破

陆元志

新华社伦敦 8 月 30 日电 （记者 张家伟）
英国爱丁堡大学 30 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一
种化合物能更高效、更环保地将金从废旧印制电
路板中提炼出来，未来有望据此开发出从大量废
旧电子设备中分离出金及其他贵金属的新方法。

废弃手机、电视和电脑的印制电路板在制作
过程中都会使用到贵金属金。现有的废旧电子设
备处理也会使用一些化学方法将印制电路板中所
含的金分离出来，但往往非常低效，并且在处理
过程中会用到氰化物等有毒化学物质，危害健康
的同时也污染环境。

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在德国 《应用化学》 周
刊上报告说，他们找到了一种化合物，可以作为

“辅料”改善整个提炼过程。实验中，研究人员
首先将印制电路板浸泡在弱酸性液体中，让其中
的金属部件溶解，然后将含有上述化合物的油性
液体加进去，就能够有选择性地将金从多种金属
的混合物中分离出来。

研究人员没有透露这种化合物的具体名称，
但预计通过这种方法每年可以从全世界淘汰的废
旧电子产品中提炼出300吨黄金。

研究负责人、爱丁堡大学的贾森·洛夫表
示，每年全球要使用大量的金来生产各类电子设
备，如果这一新方法能够投入实际应用，一方面
能回收更多金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减
少大规模开挖金矿带来的环境影响。

一种化合物有望让
废旧电子设备成“金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