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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言堂

中国建材总院“科技在行动”系列报道②
作为国内建材及建工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型第三方检验、认证和评价机构，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
团构建的环保全套解决方案，将为国家建设、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公众安居保驾护航。

建材环保检测的新变革
本报记者 王超
9 月 4 日 ~5 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
峰会）在杭州举行。这是中国担任 G20 轮值主席
国期间，第一次由非西方大国主持召开的国际经
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世
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
G20 杭州峰会的成功
召开，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与担当。
为来华参会的各国政
值此盛会，
向世界展示中国，
要提供健康环保的室内环境成为峰会保障工作的
重要一环。

有的化合物即使浓度很高，
气味可能也不明显。
“即使材料污染物总量合格了，
其使用后也可
能有较高的污染物释放，
造成空气质量不合格；
而
空气质量达标与否，则跟是否有气味没有直接关
系。而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开展检测方法和指
标控制体系等方面的深入研究，采用污染物总量
控制的同时，考虑其对人体健康和对大环境的影
郭中宝说。
响，
并最终与空气质量建立关联。”

移植民用或可期

源头控制、全程监督
“我们承担了 G20 杭州峰会的会场装修环保
控制任务，制定了一套系统的环保控制方案，实
现了峰会主会场新装修后‘无苯、超低甲醛、超
低 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无其他各类
有害物质和异味’的高环境质量。”G20 室内环
保控制总负责人、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以下
简称 CTC） 总工程师梅一飞教授对 《中国科学
报》记者说。
在 G20 峰会主场馆装修室内环境保障工作
中，
CTC 秉承“源头控制、全程监督，构建健康室
材料环保评估、
内环境”
的服务理念，
将标准制定、
生产工艺优化及控制、生产监督、施工监督、空气
做到“环保控制
监测和环保问题处理集成在一起，
装修用材有害物质检测
有依据、生产过程可控制、施工过程有保障、环保
智能水分测定仪和有害物质降解实验舱，撰写了
。
隐患可排查、
环保问题可处理”
《装饰装修材料种有害物质检测技术》，并研发了
我国的建材环保检测起步较晚，最早也只能
当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追溯到 2001 年。当年国家组织各方力量制订并发
（LIMS 系统），用以保障装饰装修材料中有害物
布实施 GB 18580-2001 等 10 项装饰装修材料强
质检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最终项目成果获得了省
制性国家标准，以此为开端，
建筑材料环保检测进
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入了大发展时代。CTC 作为国内建材产品的综合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2014 年北京 APEC 会
性检测机构，第一个获得国家认监委的环保检测
2015 年杭州奥体中心
授权，
开始踏入了室内建筑材料环保检测的征程。 议关键场馆环保控制工作、
改造工作，CTC 的室内建材环保源头控制体系经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应该是我们树立行
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严苛考验，并获得 2014 年度
业权威的一年。在奥运筹办初期，我们做了大量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北京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特
的基础性实验，汇总了国内外建材的相关背景资
别贡献”
奖等一系列奖项。
料，并成为政府唯一中标的建材检测机构，
完成了
场馆建设的室内用材招标和工程用材检测工作。
谁说了算
这项工作不仅得到了北京奥组委、2008 工程建设 “高质量”
指挥部办公室的认可，
并被指定参编《奥运工程环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室内空气质量的要
保指南——
—绿色建材》，并最终获得了‘北京奥运
求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这不但要考虑当地大
会残奥会环境质量保障特别贡献奖’荣誉称号。
气质量和装修用材环保水平现状，还要体现在
奥运场馆的成功案例为我们全面服务国家重大工
标准制定时间，当地能达到的较好水平。比如，
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CTC 总经理马振珠作为
我 国 目 前 的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标 准（GB/T
一名资深的室内环境质量控制专家，从一开始就
18883-2002）规定，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的限量
深知检测机构服务国家重大工程的重要意义。
值为 0.10mg/m3，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2002—2011 年，
CTC 基于前期理论积累、检
浓度的限量值为 0.60 mg/m3，而美国部分地区的
测实践和北京奥运工程环保控制的宝贵经验，开
相应浓度要求则仅为我国的 1/5 和 1/3。
展了《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检测系统的研发和
CTC 第一检验认证院化学检验认证室主任
应用》项目。依托该项目，CTC 建立了可以进行全
郭中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
项检测的现代化实验室，主持修订了多项相关国
果室内空气质量满足我国目前的国家标准，只能
家标准，
制备了多种有害物质标准样品，研发出了

对于公众而言，何时能够用上放心的家装建
材，用价格亲民的检测服务给自己吃颗定心丸则
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2016 年 8 月，由梅一飞牵头的“十三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建筑室内材料和物品 VOCs、
SVOCs 污染源散发机理及控制技术》立项。该项
目 将 对 室 内 材 料 和 物 品 VOCs、SVOCs 散 发 机
污染物限值和检测
理、
散发特性检测技术及装置、
优
相关标准开展深入研究，
降低环保控制的成本，
实现平民化应用。
化环保控制的流程，
具体而言，
需要从新的检测和评估方法体系、
环保指标控制体系、室内材料和物品污染物散发
特征数据库、室内材料和物品污染物散发标识体
系、现场快速检验装备和方法体系的建立这 5 个
方面来推进。
说明室内空气质量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
拿建立“新的检测和评估方法体系”来说，针
随着材料生产技术和污染物检测技术的不断进
对各种装修用材，项目将建立基于“环境舱法”的
步，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的检测项目和污染物限
污染物释放量测试方法和气味评价方法，利用环
量指标都会不断进行优化，向着更高的环保水平
境舱模拟居室环境，推动现行检测方法体系的变
迈进。
革。通过构建室内空气质量评估模型，立足于各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室内装饰装修导致的室
种材料的污染物释放量和气味等级，结合材料的
内空气质量问题虽已得到改善，但室内材料和物
用量、使用部位和环境条件，实现装修后室内环境
品环保检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滞涨期，新
的可预测。
方法、新指标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各种新型建筑材
此外，
研制装修用材现场快速检验设备，
实现
料的发展。这使得诸如“装修用材都符合国家标
材料表面散发污染物的现场快速检测，可以大大
准，但装修后最终室内空气质量不能满足国家标
提高检验效率、
降低检验成本；
而建立污染物散发
准要求”
“ 装修后室内空气质量满足国家标准要
标识体系，由专业机构完成大众装修建材在生产
求，但人感觉仍有异味，引起感官不适”等问题依
和流通过程的监督，
可以保障其环保质量，
使消费
然存在，尤其在重大工程和高端装修过程中尤为
者明明白白选材，安安心心装修，
而这对于公众的
突出。
意义也最大。
“对于这些现象，从业人员往往给出‘叠加污
梅一飞表示，随着检测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
染’
‘有味不代表有害’等解释，但仔细分析，这些
和环保材料的快速发展，
针对建材环保检测的一场
解释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无奈’，它彰显出的是
新的变革蓄势待发，
希望通过这场变革，我们能为
检测方法的不科学和控制指标的不合理。”郭中
“健康中国”
规划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
也希望普通
宝坦言。
百姓不用再受室内装修污染的困扰，
真正实现装修
据介绍，我国现有的装修用材环保检测标准
选材的可设计和装修后空气质量的可预测。
体系大多是对材料中污染物的总量进行控制，不
“
‘国家发展、质量先行；质量保障、科技先
能结合材料的用量特点、干燥特点和污染物衰减
行。’作为国内建材及建工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
特点反映材料在实际使用环境中的释放量水平。
我们构建的环保
型第三方检验、
认证和评价机构，
此外，
现行的标准体系不对材料进行气味的控制， 全套解决方案，
行业可持续健康发
将为国家建设、
这就造成有
由于各种化合物的气味阈值差异很大，
展和公众安居保驾护航，这是我们‘国家队’一如
而
的化合物即使浓度很低，但也会有较大的气味，
马振珠说。
既往的社会责任。”

母
婴
电
商
在
困
境
中
突
围

今年 8 月，母婴特卖
电商平台“荷花亲子”正式
宣告倒闭。这家 2012 年 5
月上线的移动母婴社区，
刚 在 2015 年 1 月获 得 由
唯品会领投的 C 轮 1 亿美
元融资。
虽然“倒闭”这个词已
经成为电商领域频繁出现
的新闻词，但看到自己熟
悉并使用过的母婴电商倒
闭还是令人唏嘘，细数其
贡
他几大母婴电商，原来大
晓
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丽
当下活跃的母婴电商
中，争议最大的 当属 贝 贝
网：2016 年 6 月，完成 D
轮融资的贝贝刚刚公布
2015 年 的 商 品 交 易 额 与
月活跃度，
“融资注水”
“数字造假” 等质疑声便
纷至沓来。
蜜芽苦心孵化的“妈
米”业务也即将面临被拆
分的尴尬境地。做母婴一
年的聚美优品，股价跌至
历史谷底。
近两年一直是母婴电
商的资本季，玩家一哄而
上，投资人瞄准母婴市场，不少投资人一
掷千金。但从 2015 年年底开始，即使“二
胎”政策已经开放，
“ 融资”等这些充满诱
惑的字眼也逐渐退出狂热的市场，母婴市
场逐渐临近冰点。没有钱就意味着对供应
链的投入、营销宣传成本要减缩，这对于
母婴电商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有独立电商分析师分析原因，母婴品
类非常标准，毛利润率很低，对仓储物流
要求高，竞争激烈。母婴电商之争仅在毫
厘之间，
目前还没有脱颖而出的平台。
已占据母婴市场前端的先行者，与来
势汹汹的后来者，都在面临瞬息万变的
市场和挑剔的消费者，他们不得不在资
本寒冬来临的前夕作出调整，在一片红
海中趟出一条路。不稳定的供应链、综合
电商平台的冲击等都是母婴电商需要面
对的难题。
资本寒冬的来临意味着将会有一大
批企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倒闭，但也意
味着将会有一批优秀的企业被筛选出来。
母婴电商在 2016 年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该领域的狂热度正在逐步散去。
阶段，
无论是相互之间的竞争，还是来自于
环境的压力，
2016 年都将成为母婴电商相
互角逐的一年。未来母婴跨境电商将会有
怎样的应对能力，又有多少母婴电商活下
来？不得而知。
虽然当下市场乱战，洗牌和融合层
出不穷，不断 有玩家或转 型 或 离场 ，但
是，万亿级的巨大市场潜力，仍让母婴被
认为是继美妆之后，最有机会产生巨头
的电商品类。
那么，在越来越激烈的母婴电商大战
中，谁将最终突出重围，最终存活下来并
成长为新一代电商巨头，
我们拭目以待。

行业观察

按图索“技”

①电视墙

虽然 VR 技术有其先进的一面，提供了完全沉浸的效果，但应用场景也有一定
的限制，即使解决了目前所诟病的刷新率不足、高延迟等技术问题，仍旧有很多应
用场景不适宜采用 VR 技术。

②三星智能手表

给 VR 热浇一盆冷水

③显示屏组成的隧道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鹿文亮

2016 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举办
本报讯 9 月 ２ 日，
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
电器领军展会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举办。超
绚丽的色彩……电视
大的屏幕、清晰的画质、
厂商的展示是柏林消费电子展上最吸引眼球
的部分之一。
无论平面还是曲面，无论采用 LED 背
光液晶显示技术还是自发光的 OLED 显示
技术，分辨率达 4K 的超高清电视已成各大
厂商的主推产品。创维集团海外区域营销
总部品牌业务部总监万智透露，创维将全
力聚焦 OLED 这一未来显示技术，预计明
年年初会发布轻薄可卷曲的 OLED“壁纸
电视”。
“智能家
另外，众多展商不约而同地聚焦
博世和中国海尔、
庭”
解决方案。
德国西门子、
海信等家电制造商纷纷将自家产品智能互
联，
并开发应用软件调控这些家电。例如，用

户可通过手机查看冰箱内食物状况，在到家
前打开空调，或是设置烤箱烤好食物后自动
变换起居室灯光颜色。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同时也是不少国际
知名企业发布新品的平台。韩国三星借机推
出 Gear S3 智能手表，中国华为发布 Nova 系
列智能手机，中国台湾宏碁带来不到 1 厘米
厚的笔记本 Swift 7，中国联想则展出最新的
平板 / 笔记本混合设备 Yoga Book。
从电视到手机，从剃须刀到行车记录
仪，从虚拟现实眼镜到啤酒酿造机，虽然今
年展会依然没有出现革命性创新，却全面
地展示了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最新
潮流。
本届展会 9 月 7 日闭幕。去年展会订单
总额超过 43.5 亿欧元，主办方和展商们期待
“收成”
。
今年会有更好的
（李惠钰）

本月的好莱坞大片《谍影重重 5》刚刚上映，
便引来了大量网友吐槽，甚至出现大规模退票
现象。但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电影的剧情太烂或
者拍得太差，而是国内上映的电影被强行地转
成了 3D 版本，电影里晃动的镜头和假 3D 的效
果让大家晕眩不已。这让我们对 3D 的下一代显
示形式 VR（虚拟与现实）显示进行了思考。
现在正是 VR 发展最火热的时期，游戏、地
产、教育、直播等各行各业都纷纷宣布进军 VR
市场，主流视频网站纷纷开设 VR 频道就是一
个明显的迹象。是否所有内容都适合采用 VR？
这里要给火热的 VR 发展浇点冷水，答案是否
定的。
赛迪顾问认为：虽然 VR 技术有其先进的
一面，提供了完全沉浸的效果，但应用场景也有
一定的限制，即使解决了目前所诟病的刷新率
不足、高延迟等技术问题，仍旧有很多应用场景
不适宜采用 VR 技术。

需要注意力集中的教育场景

注重剧情引导的电影场景

需要长时间参与的工作场景

不同于纪录片和风景类的短片，很多电影
强调故事性，有逻辑严密的剧情开展，通过镜头
和场景的变换逐步引导观众进入剧情故事。例
如侦探类、悬疑类和情感类等题材，每个镜头、
每个角度都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内容和视角引
导观众的想法和情感。
如果在这些电影中采用 VR 技术，观众观
看电影的视角将变得发散，每个场景对观众
的引导将大打折扣，观众未能按照导演的意
图去观察场景的重点，无法取得应有的剧情
引导效果。

VR 设备打造一个封闭的空间，并为用户虚
拟出一个全新的场景。随着技术的进步，VR 设
备分辨率和刷新率不断提高，虚拟的场景可以
非常细腻、无限接近真实，但受 VR 设备光学结
构的限制，
屏幕距人眼的距离是固定不变的。也
就是说，无论场景如何远近变化，人眼的焦距是
固定的，晶状体肌肉并不会调节，一直保持同一
状态。
这一方面会导致眼睛晶状体对焦感受到的
画面距离同看到画面的距离不匹配，使大脑无
法判断而产生晕眩；另一方面眼球肌肉长期处

在教育中引入 VR 应用，可以带来更加灵
活的展现形式，让学生深入其中深度互动，提高
学习效果。但并不是所有课程学习都适合采用
VR 技术，
VR 技术在带来沉浸效果的同时，也
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对于需要集中注意力的
采用 VR 技术的学习效果并不好。
场景，
根据哥德堡大学的 VR 教育报告，有测试
者表示：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从虚拟现实应用
中学到更多知识，因为我忙于观看周围的一切，
导致我并没有阅读文字。”对于天文学、微观物
理、化学实验模拟等情况，
VR 可以展示我们平
时看不到或者平面显示无法生动表现的场景。
但对于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逻辑性较强，需
要学生集中注意力进行思考和推力的课程，VR
技术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学生的注意力，达不到
良好的学习效果。

图片来源：
百度图片
于紧绷状态，
容易疲劳并且造成眼部疾病。例如
VR Office 这样的应用场景，虽然可以虚拟出办
公所需要的所有场景和设备，并排除外界的干
扰，但极易造成用户的疲劳，从而大幅度降低工
作效率，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像并不是所有的 2D 电影都适合采用 3D
形式一样，并不是所有场景都适合采用 VR 技术
从 3D 显示
来呈现。从 2D 显示向 3D 显示发展，
向 VR 显示发展，用户体验始终应该放在第一
位，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是为内容表达服务的、为
用户体验服务的，为了追求形式而忽略了体验，
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深处 VR 热潮的人们，
不要被这股 VR 热浪冲昏头脑，保持适当冷静，
从用户需求出发推进 VR 应用进展，不再出现
像《谍影重重 5》这样为了形式而毁了内容的本
末倒置问题。
（作者系赛迪顾问电子信息产业研究中心
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