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品速递新品速递

利用海藻生产生物柴油已是相当成熟的技
术，但它的潜力还远不止如此。近日，位于德国
汉堡的全球首座海藻能源住宅正式投入使用，
住宅向阳立面竖立了若干盛满海藻的绿色“水
墙”，只要有充足的水源、CO2以及阳光，海藻就
会迅速生长，吸收太阳光热量，为住宅提供热水
并降低室内温度；而当水藻生长至一定程度后，
会被回收用来发电等，十分清洁。

来源：iba-hambu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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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攀高峰，执着创新。

人生格言

在太阳能动力号和美国宇
航局的赫利俄斯太阳能飞行器
等项目成型之后，英国研究人员
提出了借助太阳能推动飞行这
一想法。虽然如今它仍然处于试
验阶段而且存在实用的缺陷，但
将逐渐成为现实。这款太阳能飞
机现在只能够飞行短暂的时间，
不过研究团队称一旦增加一个
存储系统它就将飞得更远。它的
技术也能够帮助传统直升机增
加飞行范围，而且或许能够给其
它的太阳能飞机带来推动力和
更好的操控性。

英国一群硕士生打造的这种
4翼飞行器被他们自己称为世界
上第一架“太阳能直升机”，这种
飞行器仅仅依靠太阳能飞行。这6
名硕士生在一封邮件中说道：“太
阳能直升机是由一块太阳能电池

板为推进系统供能的4旋翼飞行
器，它与普通的电池供电飞行器
的控制方式相同。高效的推进系
统、独特的框架设计和一块最佳
化的太阳能电池板共同实现了最
佳的推重比。”

未来的太阳能直升机版本能
够被用于监视、搜索和救援，以及
追踪动物迁移等任务。它或许更
适合于在非洲、澳大利亚、中东和
南欧等比英国拥有更多阳光的地
方使用。伦敦大学的这 6 位硕士
生希望在他们完成学业之后继续
致力于这一概念的研究。他们说，
当谈及没有太阳能直升机存在的
现实时，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工
程学挑战。这个团队的动力来自
于他们渴望在航空领域做出一些
不同的事情。

小黑

英国研究人员打造世界
首架太阳能遥控直升机

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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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梦 游 艺 机
—— 记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游艺机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明

林明，198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7年出任上海游
艺机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勇攀高峰，执着创新，带领公司员工
坚定不移走科技产业化的创新之路，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填补
国内空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游乐设备，为发展我国
游艺机民族工业和游乐园事业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作为国
内游艺机行业的资深专家，被推选为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
副会长。他主持设计DLC型“双环过山车”1997年被国家经
贸委评为国家级重点推广的新产品，并荣获上海市优秀新产
品奖和上海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他设计了 160米“南昌之星”
摩天轮；世界上独一无二“桥轮合一”的 120米“天津之眼”摩
天轮；为广州亚运会兴建了2011年国庆正式投入运行的广州
新电视塔 458米高处卧式摩天轮，在世界游艺机行业中再一
次耸起了中国创造的历史丰碑。

简 介

探索 从“仿制”开始
80 年代初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改

善，我国开始从国外引入先进的游艺设备，建造
第一批游乐园，锦江乐园就是其中之一。有建造
就要有维护，因为游艺机的运作原理和煤炭机械
有几分相似，技术门类也差不多，所以当时市经
委领导找到煤科院上海分院，希望煤科院能组织
一个团队，成立一个公司专门为锦江乐园提供配
套服务，未来也能借鉴国外先进技术，自己生产
制造游艺机。1982年从上海交大液压传动及控制
专业毕业后进煤科院工作的林明，进单位没几年
生了场大病。虽然林明的技术功底十分扎实，思
维活跃，但是煤炭机械的研发制造工作很艰苦，
经常要跑基层。1987年，煤科院考虑到林明的实
际情况，就把他安排在了游艺机公司工作，这一
干就是整整25年。

当时林明所做的工作就是“揭开”游艺机里
的秘密，第一个实验项目是锦江乐园里“疯狂老
鼠”，这可是个硬骨头，前无经验可鉴，旁无高人
指点。林明琢磨着先把仿制的“疯狂老鼠”车厢放
在进口的轨道上运行，这个想法果然奏效，国产
的车厢在公司员工齐心协力的努力下研制成功。
紧接着，公司又和江南造船厂合作，希望将整套
设备实现国产化。一批在船舶零部件加工领域上
有超高工艺水准的技师被请来进行“疯狂老鼠”
各个零部件的仿制加工，再将这些零部件拼接起
来，搭建起自己制造生产的轨道。由于无经验可
循，难题一个又一个地摆在了科研人员的面前。
一次次地联合攻关，一遍遍地检测零件，1989年

“疯狂老鼠”终于完成了复制再造成功，而此时林
明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在家吃过一次晚饭了，望着
酷似老鼠的车厢在上上下下的轨道间急速窜行，
林明无疑是现场最快乐的人，起早贪黑的全力付
出有了回报。

由煤科院设计的第一个国产的“疯狂老鼠”
产品至今仍然运行在重庆市动物园。紧接着是

“惯性滑车”“激流勇进”，同样是先做测绘，消化
吸收再创新，再进行替代实验。就这样，锦江乐园
里的进口游艺机中的秘密被林明的科研团队一
一破解。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拍着林明的
肩膀说：年轻人，一定要有造出世界先进水平游
乐设备的雄心壮志。这一刻，这位上海游艺机工
程有限公司年轻的总经理心里泛起了层层涟漪，
追求世界先进水平，成了他心中梦寐以求的目
标，也时时鞭策他不断向前。

奔跑 善于抓住机会
在林明的办公室里，放置着各种各样的过山

车模型，林明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一一介绍。研制
过山车的经历，在林明的眼中是误打误撞的体验
和不断超越的快感。

90 年代初，上海江湾体育场引进了一套日
本产的过山车，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一直亏损。情
急之下，体育场找到了上海游艺机工程有限公
司，希望能找到买家，把过山车搬离。

林明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个接触国外先进过
山车技术的绝好机会，他带领科研人员们拿到了
过山车的全部说明书，在现场一边测绘一边进行
研究，不仅把过山车内部的关键技术摸了个透，
还把这套大家伙拆卸后送到了哈尔滨，并重新为
购买方组装成功。摸透了技术的林明带着自己的
科研团队又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实践。不久，上海
游艺机工程有限公司打造的国内第一台“二环过
山车”在吉林完工。1997年，该项目被国家经贸委
评为国家级重点推广的新产品，并荣获了上海市
优秀新产品奖和上海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紧接
着，长度达 888 米的过山车在山东潍坊建成，成
为当地的标志性景观；2000年，上海游艺机工程
有限公司与荷兰 VEKOMA 公司合作在上海东
方明珠电视塔内建造了一座过山车，开创了“世

界上最高的室内过山车”的吉尼斯世界记录。订
单如雪片般飞来，林明的生活变得忙碌无比，他
和同伴们奔波在国内各大城市，一座座惊险的过
山车被打造出来，给中国人的休闲生活带来了精
彩刺激的美妙体验。公司的过山车系列产品被中
国游艺机乐园协会评为优秀产品奖。

至今，在林明的办公室里仍然挂着山东潍坊
888米过山车的大幅照片。林明告诉记者，这是他
亲自选角度拍摄的，他虽然不喜欢坐过山车，但
是看到打造成功的过山车，看到坐完过山车大呼
过瘾的市民们，他就感到特别高兴，觉得自己所
有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另一项让林明激动不已的成果是他们利用
航空母舰中弹射装置的关键技术改进了探空飞
梭的设计，大大降低了其制造成本，提高了运行
的可靠性。

在拥抱成功的时候，林明和他的团队并没有
停下前进的脚步。他们把眼光瞄向了摩天轮，这
是一种以大圆盘带动载客的轿厢，绕水平轴慢速
回转的游乐设备。百米以上摩天轮以其雄伟壮观
的动感外型而成为人类和平、文明和进步的象
征，成为现代化城市标志性景观之一。然而全世

界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了百米以上摩天轮的
设计和制造技术。在 2002年之前，全球百米以上
的摩天轮仅有 8 台，除了建造在英国伦敦的 135
米的“伦敦之眼”外，其余7台都建造在日本。

超越 塑起座座丰碑
2002年五一节，上海锦江乐园成了欢乐的海

洋，“中国第一轮”在这里建成。豪华的座舱里，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欣喜地眺望着浦江两岸日新
月异的美丽风景。林明和同伴们在摩天轮上合影
留念，畅快地宣泄着自己内心的快乐和兴奋。为了
这一天，他们拼搏了几百个日日夜夜。

摩天轮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都非常可观，
但是造价昂贵。英国的“伦敦之眼”摩天轮曾在人
类游乐观光史上创造了辉煌，开放的第一年接待
了200多万人次，但是造价高达1亿美金。中国现
实的经济状况，不允许花费如此大的财力物力打
造一个游乐设施。作为主设计，林明应用了一系
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这些技术看似
原理简单，但是经济适用，效果显著。比如拉索加
支撑梁结构，比英国的“伦敦之眼”的全拉索结构
更为合理、先进，尤其利于安装。折算下来，锦江

乐园里这个高度 108 米的巨型摩天轮造价仅为
1600万人民币，对于很多外国厂商来说，这简直
是个工程上的奇迹。

2003年 5月、2006年 5月上海游艺机工程有
限公司分别在哈尔滨建成了高度 110 米的巨型
摩天轮，在南昌建成了当时世界第一的高度 160
米的“南昌之星”摩天轮。

林明和他的科研团队无疑成为了摩天轮领
域的领航者！

2008 年，“天津之眼”摩天轮的建造遭遇困
境，天津有关部门找到了林明，林明发现当时中
标的日本公司的创意不错，但是设计的结构有
误，依据这样的机构施工，根本无法完成预期的
设想。他联合同济大学的科研人员，对整个摩天
轮进行了重新设计，让两者的支撑点分离，让这
个美妙的设计构思终于变成了现实。为了迎接广
州亚运会，广州市决定在新建的电视塔 458米高
处打造卧式摩天轮。广州天气潮湿，雨量多，在如
此高的平台上建成一个安全系数高的摩天轮并
不是一件容易事，之前很多科研机构提出的设计
和方案都被推翻。林明带领科研团队赶赴广州，
通过对现场勘查，在设计上解决了两大问题，首
先是用简单的机械方法使得座舱的平稳性有了
保证；其次是在座舱下方设置了维修通道和扶
手，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高空救援的难题。设计方
案被采纳，林明和同伴们又一次在世界游艺机行
业中耸起了中国创造的历史丰碑。

而今，林明带领科研团队又在为北京208米的
摩天轮设计制造殚精竭虑，努力攻关。相信一个个游
艺机制造的中国神话还会在他们的手中延续……

记者 吴苡婷

高清、流畅、稳定的画质是一部优秀影片
必备要素。然而，对于低成本、小规模的个人或
团队来说，昂贵的斯坦尼康比较难以承受。国
外一家专注于影像稳定器械的公司近日推出
了一款具有革命性的新式稳定器，手柄无论如
何晃动，镜头都会自始至终地保持绝佳的稳定
性，而且体积小巧，单手或双手都能把持，而这
要归功于它所使用的定制平衡架与 3 轴陀螺
仪。目前该产品还处于测试阶段，不久后有望
上市。 来源：freeflysystems.com 这款仅有记事贴大小的“单眼”相机由一位

英国设计师为英国广播公司的系列栏目所特别
制作，旨在对现有产品进行反思与再设计。该相
机取消了数字显示方式，全部按钮采用复古的
机械调控，而中间的圆孔则承担着镜头与取景
器的功能，让用户“所见即所得”。此外，前面板
上的黑色圆圈为图像感应器，白色圆圈为环形
闪光灯，整体造型简约而不失风范，拿在手里十
分有分量。 来源：专利之家

传统的机械魔方或许早已不是你的对手啦，
那不妨尝试着征服一下这款数字魔方吧，它融合
了众多经典游戏如贪吃蛇、俄罗斯方块、五子棋
等，玩家需要不停地转动或敲打魔方以保持生命
力，属于难懂易精的电子游戏。值得一提的是，该
魔方并未使用触控表面，而是通过内置的加速度
感应器来感知玩家的敲打以及哪一面正面对着
玩家，而且还有多人联机模式可供选择。

来源：futurocube.com

来自苏格兰赫瑞瓦特大学的研究者正在研
发一种远程3D扫描技术，该技术通过发射低功
率红外波，再回收反射回来的光子信息，最终产
生被扫描物体的 3D 图像，精度保持在毫米级
别。据称，随着技术进步，它能对千里之外的物
体进行 3D扫描，可应用于地形绘制、野外探险
等领域。 来源：3ders.org

袖珍咖啡机袖珍咖啡机

想要喝一杯浓香咖啡，星巴克、意浓或许
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能亲自煮制当然更好
了。不过，昂贵的设备费用与复杂的操作都会
成为拒绝购入咖啡机的主要原因。日前，一款
超级袖珍的咖啡机横空出世，这个体积边长15
厘米、重 1.1千克的小型咖啡机不仅便携，更能
在无需电池或电源的前提下蒸煮出上等口味
的浓香咖啡，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将热水与咖啡
粉倒入其中，通过杠杆控制水温、压强、流速
等。 来源：kickstarter.com

数字魔方数字魔方

海藻能源住宅海藻能源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