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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特别报道
聚焦国家科学

解燃
“煤”
之急的中国方案
——访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高翔团队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吴雅兰
高翔团队完成的“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解决
了复杂煤质和复杂工况下燃煤机组多种污染物的超低排放难题，让燃
煤变得更加清洁。该成果已在全国规模化应用，大幅削减了燃煤污染
物，全面提升了燃煤污染治理技术水平。

访二 一七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唐本忠团队
——

勇于推翻常识的﹃追光者﹄

○

唐本忠 （中） 与学生展示“水溶性聚集诱导发
光”荧光探针在快速、高精度指纹检测中的应用。
香港科技大学供图

唐本忠团队研究破解了有机发光材料应用
的“聚集导致发光猝灭”魔咒，提出了原创概
念“聚集诱导发光”，解决了有机发光材料在
高浓度溶液中或在聚集状态下发光变弱的问
题，并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光电器件、化学检测
和生物传感等技术领域。

本报记者

“水溶性聚集诱导发光 （AIE） 材料本身在水
中不发光，但只要碰上能与其结合的被检测分子，
材料就会立刻发光。有了它，不久的将来，喝上一
杯美味的复合果汁，癌症病人的病变部位就会荧光
董鲁皖龙
闪闪……这种科幻作品中的场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
看到。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唐本忠说。
唐本忠领衔的研究破解了有机发光材料应用的
“聚集导致发光猝灭（ACQ）”魔咒，提出了原创概念
“聚集诱导发光”
，并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光电器件、化
高靓 学检测和生物传感等技术领域。2016 年，
《自然》杂
志将聚集诱导发光材料列为支撑和驱动“未来纳米
光革命”
的四大材料之一，这是其中唯一一个由中国
科学家原创的材料体系。在 1 月 8 日公布的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名单中，这项研究成果被评
为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破解有机发光材料的“阿喀琉斯之踵”

手机屏、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屏……有
机发光材料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虽然应用广泛，但
有机发光材料也有着让科研人员头疼的“阿喀琉斯
之踵”
——
“聚集导致发光猝灭”
效应。
“传统有机发光材料大都具有平面大共轭的芳
香结构，在稀溶液或单分子状态下发光很强，
而在高
浓度溶液中或在聚集状态下，发光就会变弱甚至完
全消失。这是被写入教科书的经典结论。
”
唐本忠解
释说。
为破解“聚集导致发光猝灭”难题，研究人员用
尽了种种化学、物理和工程方法，
但效果并不理想。分子聚集常常只是部分或暂时被
抑制，
而在很多情况下，
单分子原本优异的光学性能也在修饰中丧失，
这让许多有潜力的
材料被实际应用拒之门外。
2001年，一次偶然的实验，唐本忠和他的学生看到了一个与经典“聚集导致发光
猝灭”效应相反的现象：紫外线照射下，一类噻咯分子刚点到薄层层析板上不发光，
但随着溶剂的挥发，变得闪闪发光。唐本忠马上意识到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后续实验
显示，当这类分子处于单分子态时几乎观察不到任何发光，在加入水等不良溶剂后则
会高效发光。
随后，唐本忠带领团队坚持进行了一次次实验验证、理论分析和讨论，最终提出
了原创概念——
“聚集诱导发光”。
在唐本忠和其他科学家的努力下，
“聚集诱导发光”十几年里吸引了 60 余个国家
和地区 1100 多家研究单位的科学家关注和跟进，成为一个由我国科学家开创并引领
的热点研究领域。

实现从概念到领域的拓展
“聚集诱导发光”材料体系具有典型的“团结力量大”特性——越聚集发光越强。
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有机发光二极管和化学传感等领域面临的由于聚集导致发
光效率下降问题。
为了使“聚集诱导发光”能够更好地服务分子设计和功能拓展，唐本忠带领团队
通过大量实验验证和理论模拟，提出了
“分子内运动受限（RIM）”
的工作机理。
“自然界所有的运动都伴随着能量耗散。在稀溶液中，
‘聚集诱导发光分子’
内的
一些基团有着活跃的相对运动。处于激发态的分子通过运动将能量以热能等形式消
耗，而以光能形式输出的比例变小，发光效率因而降低。当这些分子聚集在一起时，
由于彼此的牵制作用限制了分子内运动，因而经由运动形式耗散能量的比例降低，
光
输出形式的比例增加，从而表现出荧光增强的现象。
”
唐本忠解释说。
由于“分子内运动受限”机理在分子设计和功能实现上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很
快引来了化学和材料等领域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跟进，并且初步实现了与生物
和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比方说癌症病灶成像，过去由于发光材料的疏水特性，
材
料聚集使发光效率大大降低，而‘聚集诱导发光’材料应用后，材料越聚集，在病灶部
位发光越强。”
唐本忠举例说。
据了解，
“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目前已在光电、环境监测、生物传感和成像等方面
广泛应用并取得创新性成果，
且显示了优于传统发光材料的特性。在十几年时间里，
完成了从
“概念”
到
“领域”
的拓展。

“必须培育整个民族的创新文化”
唐本忠始终关注着国家科技的发展，与内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了大量合作。
2009 年，时年 52 岁的唐本忠当选中科院院士。
作为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实验室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
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唐本忠常常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但他从未
觉得辛苦。
唐本忠时常感慨，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好的科研条件，日后必将成为
世界科学的中心。但在他看来，中国科学研究发展的道路上不是没有挑战：
中国科学
家现已成为全球科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每年发表大量学术论文。然而，
庞大的数字
并不等于强大的影响。为实现中国从科技大国转向科技强国的目标，必须重视科研
成果质量而不能仅满足于数量。
“必须要培养整个民族的创新文化。”唐本忠说，
“ 国家发展到现在，应该养一批
‘闲人’，科学家要创造知识，但知识并不一定立刻产生价值，我们不应狭隘地看待技
术创新，要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学问而学问。”
在他看来，
教育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合适的发力点。
“我们要训练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来寻找和提出问题；我们要鼓
励他们提出新想法、建立新模型，而不必畏惧任何权威。”在唐本忠看来，科学追
求的最高境界是推翻常识，开辟新领域、创造新知识，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
步作出贡献。
本报北京 1 月 8 日电

每小时发电量 100 万度的燃煤
发电机组，
燃煤烟气几十秒内
“跑完”
一个超低排放系统，最终，监测到的
污染物排放浓度远低于排放限值。
在 1 月 8 日公布的 2017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名单中，这项
由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高翔
领衔、与浙能集团合作完成的“燃
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
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这是浙江大学首次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获得该奖项，也是浙江省的第一
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题，
通过多活性中心催化剂的配方研
发，在多个活性位点的“团结协作”
下，提高了催化剂的抗中毒、低温活
性等性能，实现了复杂煤质及低负
荷运行等恶劣工况下氮氧化物的高
效脱除，也有效控制了汞的排放。
该成果已在全国规模化应用，
大幅削减了燃煤污染物，全面提升
了燃煤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全球解
决燃煤污染问题有了中国方案。

超低排放，让燃煤变得
更清洁

“在实验室，我们这套系统实现
了超低排放。但要真正应用起来，
还要针对性解决具体的工程细节问
题。
”高翔说，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落
地应用这一步很关键。
成果在小型燃煤锅炉上成功应
用后，浙江大学与浙能集团等单位
成立的联合攻关小组加快了超低排
放关键技术成果在燃煤发电领域的
转化应用进程。
在“试验田”嘉华电厂，联合
攻关小组从技术原理、工程设计、
工程实施、工程调试和运行等多角
度对超低排放技术方案进行了近半
年的全方位论证，仅系统设计方案
就讨论修改了十多遍，其间还开展
了大量的验证性中试和工程试验。
系统投运前，团队成员聚集在
机组集控室中，几十双眼睛紧张地
盯着大屏幕上的数据，对大量第一
手在线数据、测试数据等进行分析
讨论，完善各项工艺运行参数。最
终，成功实现了嘉华电厂 1000 兆瓦
燃煤机组烟气多污染物超低排放，
各项指标远低于排放限值，完全达
到了系统设计的要求。
成果应用成功后，寻求合作的
企业纷至沓来。
“通过与浙江大学长
期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集团综合

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全国
每年消耗煤炭约 36 亿吨，占全球总
消耗量的 50%左右。煤的燃烧特性
和污染物排放特性非常复杂，对燃
煤电厂环保装置的运行可靠性要求
很高。
“煤质和负荷适应性强的燃煤
烟气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是亟待
突破的难题。
”高翔说。
为了给不同煤的燃烧特性建立
基础数据库，高翔和他的团队要进
行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研
究，团队成员们长年加班加点，每
一名成员都是“百炼成钢”。
团队经过长期攻关，成功研发
了高效率、高可靠性、高适应性、
低成本的多污染物高效协同脱除超
低排放系统，解决了复杂煤质和复
杂工况下燃煤机组多种污染物的超
低排放难题，让燃煤变得更加清洁。
这项创新成果是由一系列创新
组成的，
如针对
“雾霾元凶”
——细颗
粒物在烟气中脱除效率低的问题，高
翔团队用温湿系统调控强化了多场
协同下细颗粒物和三氧化硫的控制
脱除，提升了颗粒的捕集效率；针对
催化剂中毒失活、低温活性差等问

产学研用，推动科研成
果落地

高翔 （右一） 与同事一起讨论问题。
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成为当地排
名第一的纳税大户。
”山东国舜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和武说。
“我们通过和浙江大学合作，大
大提高了公司的技术水平，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上
市。
”浙江中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屠天云说。
据悉，该成果在全国十多个省
市的 1000 兆瓦、600 兆瓦、300 兆
瓦等不同等级的燃煤机组及中小热
电机组上实现了规模化应用，累计
装机容量超过 1 亿千瓦。与此同
时，研发团队也推进了关键技术装
备的标准化工作，牵头研究制定国
家和行业标准 9 项，参与制定国家
和行业标准 6 项，推动了行业的科
技进步及产业发展，支撑了国家超
低排放战略实施。

与“煤”为伍，攻坚克难
乐在其中
“27 年来，其实我就做了一件
事。”自从 1990 年在导师岑可法院
士指导下进入煤炭清洁利用研究领
域，高翔始终坚持在这一领域开展
研究，他说，支撑自己工作的动力
是希望为国家做事情的理想。
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
际中，会遇到各种难题，团队总在

浙江大学供图

第一时间想方设法去破解。2013 年
春节前夕，广东五沙电厂进入了检
修期，机组暂时不工作了，只有短
短 20 多天的停机时间给团队完成催
化剂再生改性的工作。时间紧，任
务重，高翔组织团队把研发的专有
设备运到现场，一停机就开始工
作，每天两班倒，一直干到正月十
五。
“这么紧的工期，他们都能把事
情做成，这个团队非常能干。
”五沙
热电设备部部长庞晓坤说。
在电厂爬梯子几乎是每位团队
成员都干过的事。无论是 40 多米高
的设备测试平台，还是 70 多米高的
烟囱测试平台，只要有监测需要，大
家都会克服恐高心理爬上去。
“ 有一
年夏天，气温接近 40 摄氏度，他们穿
着工装，戴着安全帽，拿上三四米长
的测试枪，
背上几十斤重的设备爬上
去，在上面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下
来后衣服上都是盐渍。”嘉华电厂设
备部主任钱晓峰对此仍记忆犹新。
这样一支与“煤”为伍的研究队
伍，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充满激情与
活力。在一次次的锤炼中，
团队自身
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培养了“长江
学者”、国家“杰青”、
“万人计划”、浙
江省特级专家等一大批高层次人才，
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本报杭州 1 月 8 日电

小小碳纤维里的大国情怀
——访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贾振元团队
本报记者 高靓 通讯员 吕东光
后发明 3 类 9 个系列的制孔、铣削等
刀具，获多项发明专利，实现了这种
难加工材料的低损伤高质量加工，
寿
命高于进口刀具 2 至 7 倍，而价格仅
为进口刀具的 1/6 至 1/4。
“国外大公司投入大量经费与时
间摸索出的经验，是企业的核心机
密，
人家不会告诉你。
”
贾振元说，
“中
国的高校要加大原创性、基础性研
究，去解决企业、行业面临的‘卡脖
子’问题。形成企业需求拉动，基础
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品
研制一条链的创新体系。
”

贾振元团队完成的“高性
能碳纤维复合材料构件高质高
效加工技术与装备”研究，解决
了碳纤维复合材料采用传统加
工方法难以进行低损伤数字化
加工的问题，在相关领域建立
了一条从基础理论到加工技术
的完整创新链，为国家重大装
备研发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某新型航天装备舱段、某飞行器
构件异型深腔、某重型飞机调节板、
某系列直升机旋翼……这一长串
“大
国重器”
关键复合材料构件成功研制
的背后，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连
理工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贾振
元。
贾振元领衔进行的
“高性能碳纤
维复合材料构件高质高效加工技术
与装备”研究，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关
键复材构件的加工难题，
为国家重大
装备、重点型号研制、定型及批量生
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提升高端装备
的性能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也因此获得 2017 年度国家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

让复合材料加工走出
“手工时代”
关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
在网
上搜索能找到几十万篇文章。团队
成员高航介绍，
由于碳纤维复合材料
具有轻质、高强度的优点，
对于
“一克
重就是一克金”
的航空、航天、交通等
领域的高端装备减重增效，
具有非同
寻常的意义。
然而，
由于碳纤维复合材料是由
纤维和树脂经过赋形、固化而成，与
金属等均质材料相比在加工中的失
效行为及去除机理迥异，
是典型的难
加工材料。
“传统加工只能采取低质低效的
手工方式进行加工，
加工构件易出现
毛刺、撕裂和分层等损伤，难以满足
碳纤维复合材料构件的高性能要求，

搞科研一定要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
贾振元 （左四） 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探讨问题。
还会带来重大安全隐患。此外，
碳纤
维复合材料强度级别在不断提升，
给
加工带来更大难度。正是因为这些
问题，
严重制约了这种高性能材料的
推广应用，
限制了装备性能的提升。
”
贾振元说，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从 21 世纪初开始，他便将研究
方向瞄准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工去
除机理和加工损伤产生机制，
试图开
辟和建立一个适应碳纤维复合材料
加工新的理论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装备设计和研发。
自 2010 年起，贾振元团队研制
的技术装备与刀具开始应用，
使复合
材料加工损伤由原来的厘米、毫米量
级减至 0.1 毫米量级以内，实现了从
无法加工或只能手工加工到低损伤
数字化加工的跨越，
加工技术进入国
际领先水平。

基础理论和加工技术
形成创新链
“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实现从跟
跑、并跑到领跑，没有基础研究做
支撑就超不过去。
”作为团队的带头
人，贾振元不仅敢于啃硬骨头，也
善于把握方向。他常告诫自己的团

彭伟 摄

队：
“做科研，找对路子很重要。
”
实践上的难题倒逼贾振元团队
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开疆拓土，打造
一番新天地。为此，团队加大了在
材料、力学、机械等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研究力度。从基础理论研究着
眼，搭建实践平台，开发新的实验
装置，进行大量的材料分析、力学
计算和机械加工实验，实现了理论
和实验的充分结合。
功夫不负有心人，贾振元团队
最终在碳纤维复合材料切削理论和
加工损伤抑制原理上取得突破，揭
示出碳纤维复合材料去除机理和损
伤形成机制，提出了针对碳纤维复
合材料加工的切削理论，建立了切
削力和切削过程动态仿真模型，实
现了切削理论的源头创新。
有了基础理论支撑，
应用实践研
究就完全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
象。团队提出了微刃力小化抑制损
伤原理，
在一个个螺旋槽切削刃上开
出分屑槽，形成微齿，实现加工过程
的
“微元去除”
；
通过巧妙设计工具以
及切削运动的配合，发明了“反向剪
切”
原理，
实现表层纤维有效切断；
基
于
“微元去除”
和
“反向剪切”
原理，
先

“搞科研一定要服务国家重大需
求，
这点我们体会非常深。
”
谈及科研
体会，
贾振元感慨地说。
贾振元告诉记者，
他所负责的大
连理工大学现代制造技术科研团队
成立于上世纪末，在团队创始人、现
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院士带
领下，始终坚持理论服务实践、科研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传统。团队并
不是第一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2008 年，郭东明等人的研究成果就
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14
年，
贾振元等人的研究成果获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
今年又摘得了国家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桂冠。
在这样的团队中，年轻的高级
工程师鲍永杰说得最多的是压力：
“我们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每走一步
必然会被问题卡住，不卡才怪呢！
面对的都是从来没遇到的问题。
”也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团队中一批
青年人迅速成长，
入选
“万人计划”
创
新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
家“杰青”、“青年长江学者”等人
才计划。
贾振元经常跟团队成员讲，
“我
们不能等、不能靠”，“时刻以国家
重大需求为导向，国家需要什么，
我们就研究什么”
。大国情怀、创新
智慧，他们肩挑重任、继续前行。
本报北京 1 月 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