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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吨级页岩油藏
开发顺利

今年以来袁 在中国 10 亿吨级页岩油
藏要要要吉木萨尔页岩油区域袁 中国石油新疆
油田公司全面推进开发袁 已动用钻机 36部袁
开钻 47口井袁 完井 8口袁 日进尺 2000米以
上袁累计完成进尺 160000余米遥

近年来袁中国石油在渤海湾盆地尧准噶尔
盆地尧松辽盆地尧鄂尔多斯盆地等大型沉积盆
地开展先导试验袁加大风险勘探投入袁把页岩
油列为四大勘探领域方向之一袁将大港油田尧
新疆油田尧 吐哈油田和长庆油田列为页岩油
开发重要示范区遥

据新疆油田公司介绍袁今年袁吉木萨尔页
岩油区计划动用钻机 45部袁完钻近百口井袁全
年计划压裂 55口井袁其中跨年井 12口尧新井
43口袁截至目前已开井 2口且已见油遥 杜刚

我国新入网手机定位
功能 70%支持北斗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 5 月 22 日在
北京开幕遥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
任冉承其透露袁2019年第一季度袁在中国市场
申请进网的手机有 116 款具有定位功能袁其
中支持北斗定位的有 82款袁北斗定位支持率
达到 70%遥

智能手机是卫星导航系统最大的大众消
费领域遥 目前袁我国已形成了智能手机北斗定
位相关技术标准体系袁建立了完整的支持北斗
智能手机产品的测试验证平台和配套的质量
检测方法遥 目前袁国内外主流芯片厂商均倾向
于推出兼容北斗系统的通导一体化芯片遥冯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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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企业专注于晾衣架能做出
什么钥

野我们基于电商平台数据袁发现
老百姓晾衣服时对市场上的晾衣架
不满意袁 比如与现代居家装饰不匹
配尧衣物晾干慢等等遥 冶浙江好易点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品牌产品总监戴
东阳介绍袁野为满足消费者需求袁我
们先做出一个产品原型袁 放在电商
平台上测试遥 发现消费者对颜色简
洁尧 带烘干功能的电动晾衣架点击
率更高袁页面停留率也更高遥经过测
试后袁马上投入产品实际开发袁产品
销量非常好袁 两个月下来这款产品
已经成为电商平台上晾衣架的爆
款遥 冶

戴东阳是在中国贸促会研究院
日前召开的野C2M 渊顾客对工厂冤反
向定制院零售为王时代到来冶座谈会
上说这番话的袁野我们非常感谢互联
网时代袁 也感谢 C2M这种模式袁让
小企业专注在一个细分小领域不断

发展壮大遥 冶
中国贸促会原会长姜增伟认为袁

C2M反向定制的发展袁 表明零售企
业可以利用掌控消费数据的优势袁将
消费者的精准需求信息传递给上游
制造企业袁开发出能够更好满足市场
需求的产品袁为零售企业发展自有品
牌提供了新机遇遥

C2M反向定制不仅在影响船小
好调头的小企业袁也在影响大企业变
革生产模式遥

野前几天袁我们在北京发布了和
电商平台采用 C2M 模式研发的代
表产品要要要16.6英寸游戏笔记本袁这
是零售商尧上游制造商和品牌商三位
一体的 C2M反向定制代表作袁也形
成了从消费者到生产商再到上游供
应链的合力遥 冶海尔智能互联网 B2B
销售总经理朱一兵说遥

以这款野雷神冶笔记本电脑为例袁
朱一兵介绍袁他们在分析电商平台大
数据时发现袁 用户打游戏有两个需

求院一是便携性好袁二是可视面积大袁
但是这两个需求又是矛盾的遥 野目前
市场上主流游戏笔记本电脑有 15.6
英寸和 17.3英寸两个尺寸袁 在这之
间能否找到两个需求的完美结合钥我
们通过电商平台做了深度用户调研袁
决心定制 16.6英寸屏遥 但怎么去说
服生产企业呢钥 我们告诉上游厂家袁
大数据说这个尺寸的屏是有用户需
求的袁产品一定会引爆袁最终促成了
合作遥 冶

野C2M 依托大数据不仅可以精
准满足消费者需求袁提升消费体验袁
颠覆零售业发展模式袁 而且可以改
造供应链袁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水
平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冶中国贸
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
萍说遥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袁C2M 反向
定制今年正迎来爆发元年袁这一模式
可能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遥

赵春晓

中国远洋综合科
考船野科学冶号科考队
员 5 月 28 日在马里亚
纳海沟南侧海山发现
了近 10 片五彩斑斓的
珊瑚林遥 林内各种珊瑚
和柱星螅等集聚生长袁
犹如野海底花园冶一般袁
实属罕见遥

当日袁野发现冶号遥
控无人潜水器从一座
海山的东侧半山腰开
始往上爬袁对底栖生物
与岩石进行调查及取
样遥 在约 880 米深度袁
野发现冶 号实时回传的
高清视频画面中出现
了一片色彩斑斓的野海
底花园冶袁有金柳珊瑚尧
丑柳珊瑚尧 棘柳珊瑚尧
黑珊瑚尧 柱星螅等袁还
有海绵尧蛇尾尧铠甲虾
等在珊瑚林间生长遥

岳弘彬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科研人员
最近研制出一种 野超级保温材
料冶遥 相比普通的保温材料袁新材
料可在极低与极高的温度下长时
间发挥隔热保温性能遥 它有望取
代超细纤维袁甚至颠覆羽绒袁成为
下一代保暖纤维的主要发展方
向遥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
在 叶美国化学学会窑纳米曳渊ACS
Nano冤上遥

这种新型 野超级保温材料冶袁
是一种利用美国杜邦公司凯夫拉
渊Kevlar冤纤维制成的气凝胶遥研究
人员介绍袁 将凯夫拉纤维制成纳

米纤维分散液袁 再用湿法纺丝将
分散液制成水凝胶纤维袁 最后采
用特种干燥技术脱水袁 就可以相
对简易地制备出这种凯夫拉气凝
胶遥

实验测试显示袁 新材料能在
零下 196摄氏度至 300摄氏度的
范围内发挥防寒隔热作用遥 在零
下 60摄氏度环境中袁其保温能力
是棉纤维的 2.8倍遥 对比目前市
场上两种最好的人造保温纤维材
料要要要中空纤维与超细纤维袁凯
夫拉气凝胶纤维的保温性能也明
显更优遥 王玉芬

暖气团是主因
今年高温来得并不早

骄阳似火袁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感觉快要
热爆了遥事实上袁不只是北京袁近几日袁北方大
部地区气温节节攀升袁 热气团迅速 野攻城掠
地冶袁使得多地野一夜盛夏冶遥 今年北方高温来
的是不是早了点儿袁为何比南方还热袁次轮高
温天气强度及影响范围如何袁 后期又会怎样
发展呢钥

野总体来讲袁这次高温天气影响范围相对
较小袁且持续时间短遥往常在 5月也会出现区
域性或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袁 今年的高温来得
并不算早遥 冶陈涛说遥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波介绍院野此
次高温天气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受暖性高压
脊袁也就是暖气团的影响袁导致北京城区及平
原地区白天气温较高遥 冶

陈涛也表示袁未来几天袁华北尧黄淮地区
主要受高空槽后西北下沉气流控制袁 天空晴
朗少云袁受日照辐射的影响袁地表温度上升较
快袁导致午后的最高气温较高曰另外袁受山脉
背风坡下坡气流增温效应影响袁 太行山背风
坡地的河北东南部尧 河南北部等地区的气温
较高遥

至于为何入夏后南方相对凉爽袁 北方却
很热钥 陈涛解释说袁四月份以来袁南方地区低
涡切变系统较为活跃袁 暖湿气流的输送也比
较明显袁天气系统与暖湿气流结合袁导致华南
地区尧江南地区降水明显袁其中华南部分地区
降水偏多 5至 8成袁部分地区一倍以上遥由于
降水过程较多袁日照时长比较短袁气温整体偏
低遥而北方地区五月的天气变化较快袁前期受
高空冷涡影响袁冷空气尧大风比较显著袁气温
比较低遥但降水过程天气结束后袁天气升温也
比较快袁气温起伏明显袁使得公众有野一夜盛
夏冶之感遥 付丽丽

用大数据挖掘市场“金矿”

中国科学家研制出
“超级保温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