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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传染病防治的领跑者
——访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李兰娟团队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柯溢能
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
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兰娟院士领
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汕头大学等 11 家单位组成
的团队，共同完成了“以防控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
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
突破”项目。

2018 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过去的第 15 个年头，中国新发
传染病防治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
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李兰娟院士领衔，联合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汕头大学、香港大
学、复旦大学等 11 家单位组成的团
队，共同完成的“以防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
重 大 创 新 和 技 术 突 破 ”项 目 ，获 得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这是该奖项设立以来，我国医药
卫 生 行 业 和 高 等 教 育 领 域“ 零 的 突
破”。

明 确 病 因 ，绝 不 重 蹈
SARS 的“覆辙”
2013 年春，长三角地区发生呼吸
道危重病人病死率高现象，
病因不清。
疫情刚出现，李兰娟团队就第一
时间明确攻克方向。李兰娟知道，当
年 SARS 疫情暴发是因为迟迟不能明
确病原和传染源，导致防控上处于被
动状态。这一次突发疫情，项目组仅

用了 5 天时间，就确定传染病病原体
为新型 H7N9 禽流感病毒，同时将病
毒 全 基 因 序 列 向 全 世 界 公 布 。《自
然》 杂志发表社论，称中国具有同美
国一样的发现确认新发传染病的能
力。
2003 年 SARS 后，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的全球最大的新发突发传染病
监测网络已经逐步建立，对随时可能
出现的新发病原体进行实时监控。在
新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暴发的第一
时间，李兰娟团队立即组建了一支
30 多人的采样小组，前往疫情相关
各地采样寻找传染源。
项目组通过深度测序和以高通量
数据分析技术为核心的新发突发传染
病病原早期快速识别技术体系，很快
明确了 H7N9 禽流感病毒是经过了两
步重配而来，H7 来自长三角家鸭、
N9 来自韩国的野鸟，同时还证明了
鸭是中间宿主，鸡是主要的传染源。
关闭活禽市场！这是李兰娟团队
防止疫情向全国蔓延的关键一招。
“在流行病学、血清学和分子病
毒学方面，均证实了活禽市场是
H7N9 病毒源头，研究发现活禽市场
禽与患者的病毒基因同源性高达
99.4%。这是我国首次获得的 H7N9
病毒从禽向人传播的科学依据。”李
兰娟说，经大数据分析，也证明了关
闭活禽市场可使我国降低至少 97%的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风险，防止疫
情向全国快速蔓延。

救死扶伤，使出利器“李
氏人工肝”
看到不同省市报告的人感染

（资料图片）

李兰娟 （右二） 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H7N9 禽流感疫情，患者发病后没几 “李氏人工肝支持系统”可以参与救
天就出现呼吸衰竭，李兰娟心里不断
治。
琢磨：症状这么严重，为什么任何药
2013 年 4 月 13 日，一名人感染
物都起不到效果，会不会是大量细胞
H7N9 禽 流 感 危 重 病 人 出 现 血 压 下
因子风暴导致？
降，病情危急。经过“李氏人工肝”
细胞因子风暴，是指为了抵抗病
治疗两小时后，血压开始平稳，救治
毒的侵蚀，人体免疫细胞产生大量的
方案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最后经过
炎症细胞因子，因为过度自我保护，
五天五夜不间断的抢救，把病人奇迹
产生的大量细胞因子对人体组织器官
般地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造成了严重损伤。
在治疗过程中，李兰娟团队不断
为了弄清其发病机制，研究团队
总结，形成了系统的“四抗二平衡”
开展了 40 多个炎症细胞因子跟踪分
救治策略，即抗病毒、抗休克、抗低
析，实验证明，细胞因子风暴就是
氧血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抗继发感
“凶手”
。
染，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和微生态平
手握科学数据，李兰娟心里有
衡。其中，以“李氏人工肝”为代表
谱了，这或许与她 1986 年就开始研
的独特有效的救治技术，解决的就是
究的人工肝支持系统清除肝衰竭患
细胞因子风暴及其导致的低氧血症和
者体内过多炎症因子的机制有关，
休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本报记者 赵秀红

中国名片，高铁当之无愧，已经
被 全 世 界 20 个 国 家 的 青 年 评 之 为
“中国新发明”。而获得 2017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北京交通大学
高亮教授团队，就是擦亮“国家名
片”
、为中国高铁“铺路”的人。
无缝线路是保障高速线路高安
全、高平顺、高可靠的核心技术，高亮
率领团队创立了“列车—无缝线路—
无砟轨道—下部基础空间耦合分析理
论”，解决了高速铁路大号码道岔无
缝化、长大桥梁及高架站上铺设无缝
线路等重大科学难题，形成了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无缝线路理论及技术体
系，作为一项核心的通用技术，为我
国高铁线路科学建造提供了支撑。
“现在来说，我们可以不客气地
讲，这个技术我国是国际领先的。”
高亮这句话的底气，来自一个团队
20 多年的科研攻关。

仅京沪高铁上，就为国家
节约 2 亿元
提高亮，不得不提京沪高铁。京
沪高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建设里
程最长、投资最大、标准最高的高速
铁路，2008 年 4 月 18 日正式开工，
全线 1300 多公里，国际上从来没有
这么长的线路。
尽管国内外早已开始研究无缝线
路，但大多针对普速、有限长的无缝
线路。如何保证高速铁路几百或上千
公里无缝线路的强度、稳定性、平顺
性成为难点，也是其他国家铁路发展
中从未遇到的挑战。
“无缝线路巨大的热胀冷缩效
应，处理不好就得留缝，而哪怕是几
毫米的缝隙对于高铁来说都是可怕

的。在高速下遇到缝隙，车就蹦起来
了，可能会直接造成高速列车脱轨等
重大安全事故。
”高亮说。
工程界里，把总长 1000 米或单
跨 150 米以上的桥梁称为长大桥梁。
全长 1318 公里的京沪高铁桥梁长度
占正线长度 80%左右，其中长大桥
梁比比皆是。按计划，长大桥梁与路
基连接处要使用一种无砟轨道梁端锚
固装置，这本是一项德国铁路专有技
术。
不过，在京沪高铁建造时，专家
们却发现德国结构与当时的施工状况
存在严重偏差，不仅造成严重的工程
浪费，而且工期会受影响。基于此，
自主研发更为科学、更为经济的技术
成为工程建设的当务之急。
高亮团队接下了这个任务。经过
艰苦攻关，在京沪公司及各参建单位
支持下，团队研发了具有我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速铁路双柱型端刺结构系
统，在京沪高速铁路徐州至上海段共
计使用 200 余处，保证了质量及工
期。
他们花几百万元经费研究出的这

项技术，仅在京沪高铁上，就为国家
节约了至少 2 亿元。

光膀子做试验的科学家
扛着百斤钢板爬高十几米，光着
膀子在烈日下做试验，这样的经历，
几个科学家有过？
高亮有过。
高亮的同事、北交大副教授蔡小
培讲过这么一件事：京沪高铁建设期
间，高亮带着师生们在安徽滁州段做
试验。为了研发更适应现场施工情况
无砟轨道新型梁端锚固装置——端刺
结构，需要进行现场大型原位试验。
那时是夏天，烈日暴晒之下，铁
架上的温度高达 60 多摄氏度，工作
条件非常恶劣。由于要赶进度，大家
从早干到晚，来不及稍作休整，又接
着干通宵。
试验原定压力加到 1100 吨，顺
利通过后，大家还没来得及庆祝，有
关方面提出，为了在安全上万无一
失，要加压继续测试，压力加到
1700 吨。
（下转第十二版）

攀上循环流化床技术珠峰
——访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吕俊复团队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清华大学等 30 余家单位共
同参与研发的 600 兆瓦超临界循
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开发、研制与
工程示范项目，系统解决了循环
流化床锅炉技术从 300 兆瓦亚临
界自然循环突破到 600 兆瓦超临
界强制流动带来的理论及工程挑
战，完成了世界首台 600 兆瓦超
临界锅炉的创新实践。

“现在，在国际能源组织的循环流
化床燃烧技术发展历程图上，近年来
标志性事件是四川白马生产出 600 兆
瓦的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只有中
国一家。白马一跃，世界循环流化床
锅炉技术从此向中国看齐！”
清华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吕俊复说。
由清华大学、东方电气集团东方
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神华集团等 30 余
家单位共同参与研发的 600 兆瓦超临

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开发、研制与
工程示范项目，解决了循环流化床锅
炉技术从 300 兆瓦亚临界自然循环突
破到 600 兆瓦超临界强制流动带来的
理论及工程挑战，
完成了世界首台 600
兆瓦超临界锅炉的创新实践，获得了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持续走了 30 多年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从上世
纪 80 年代清华大学试验电厂第一台
3 兆瓦的循环流化床锅炉探索开发，
到 600 兆瓦的四川白马超临界循环流
化床示范电站建成，吕俊复团队持续
走了 30 多年。
“循环流化床燃烧具有燃料适应
性强、污染控制成本低、深度调峰能力
好的优点，是占煤炭总量 30%的劣质
煤清洁利用的最佳选择。
”
吕俊复说。
“必须在提高效率上做文章。火
力发电的历史表明，提高参数是提高
蒸汽循环发电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

是我国的重大需求。”带着这样的想
法，吕俊复主持开展了超临界循环流
化床的探索，梳理形成了超临界循环
流化床锅炉关键技术体系，完成了国
际上第一篇研究超临界循环流化床的
博士论文。
“锅炉是特种设备，几十米高的
实验装置，学校实验室里做不了，要
和产业界紧密结合。”吕俊复说，这
次 600 兆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技
术就是在东方锅炉、神华集团等多家
单位的支持下成功由理论走向实践，
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工程。

“彻底把超临界循环流化
床燃烧技术研究透了”
炉膛高度超过 40 米之上气固流
动行为会怎么样？炉内的流动对管内
超临界水的传热有什么影响？管内超
临界水强制流动安全性条件是什么？
尽管问题重重，但当时世界上尚无超
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先例。

吕俊复带领团队，针对关键技术
体系中的问题逐一研究：在电厂建
55 米高的试验台，利用实验室的数
据和理论分析建立理论模型；根据模
型计算结果进行设计和设计优化……
从 2000 年开始，经过十几年不
懈的自主开发，团队发现了超临界
循环流化床物料浓度三维分布规律
和水冷壁热流二维分布规律；揭示
出大型循环流化床床面流化均匀性
和稳定性机理；提出了超临界循环流
化床的水动力设计导则和低质量流
率水循环解决方案；发现了大型循
环流化床中氮氧化物生成与控制的
独特机制，并提出了深度低氮排放
途径；将循环流化床的认识从一维
发展到三维、从静态发展到动态，完
整地揭示了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原
理，国际上首次建立了超临界循环流
化床锅炉整套设计理论和计算模型，
创新形成了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关
键技术体系。
（下转第十二版）

○

传热学前沿的﹃中国身影﹄

——访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高亮团队

从开创国内传热数值预测研究先河，到发
展成为国际计算传热及强化传热研究的一支引
领团队，陶文铨院士带领的西安交大热质传递
的数值预测控制及其工程应用创新团队，创建
全新算法、攻克国际难题，成为国际传热学研
究领域前沿的“中国身影”
。

访二 一七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获得者西安交大团队
——

为 中 国 高 铁“ 铺 路 ”的 人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高亮率领
团队创立“列车—无缝线路—无
砟轨道—下部基础空间耦合分析
理论”
，
解决了高速铁路大号码道
岔无缝化、长大桥梁及高架站上
铺设无缝线路等重大科学难题，
形成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缝
线路理论及技术体系，为我国高
铁线路科学建造提供了支撑。

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一大
特点就是临床与科研的紧密结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9
1986 年，李兰娟申请到了第一
号楼，是 2007 年李兰娟设计的一幢
项青年科研基金，从此开启了她对科
传染病救治楼。
研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李氏人工肝”
用李兰娟的话说，人感染 H7N9
取得成功的同时，她又创建了国家传
禽流感出现后，9 号楼就是一个“ 白
染病诊治重点实验室，建有第一批国
色”的战场，近 40 位医生、160 位护士
家认证的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个
加入到这场“战斗”。
“我们的医疗团队
负压实验室最大负压值达 65 帕，相当
非常敬业，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的，他们
于 青 藏 高 原 海 拔 4000 米 的 大 气 压
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感染。
”
强。科研人员每次在这里工作，都有
团队成员梁伟峰是第一批进入病
种被掐着脖子一样的感觉，
“这样的气
房的医生。2013 年 4 月 1 日，浙江省
压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
发现第一例感染者，梁伟峰主动冲在
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分离病毒
救治第一线，而之后的整整 100 天，
就在这里完成，我国首个人感染
他都没有离开过病房。
H7N9 病毒疫苗种子株成功研制。
李兰娟也一直坚守在 9 号楼里，
这个打破我国流感疫苗株必须依
大楼里整整一面墙上是他们为每一位
靠国际提供的历史，是浙江大学与香
病人制作的病历信息表，每天研判病
港大学协同攻关的结果。在 2013 年
人情况。凌晨三四点，她还会接到电
底的第二波疫情期间，李兰娟派遣人
话请求研判治疗方案。
员去往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
2013 年 4 月 8 日，李兰娟团队前
实验室，总结并进一步深入研究该病
往江苏镇江会诊一名感染病毒的孕
病理学、病毒学方面的特征。
妇，而一场研判疫情的协同创新高峰
项目组创建的四大体系两大平
论坛正在杭州召开。李兰娟团队在镇
台，还对控制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寨卡
江会诊到晚上 9 点多，然后连夜赶到
等传染病的输入发挥了显著成效。埃
杭州，第二天上午 8 点李兰娟主持会
博拉疫情在非洲肆虐时，中国将这套
议，
讨论如何快速应对疫情。
防控体系带到了非洲，并在援助非洲
“李老师就是这样的‘拼命三
抗击埃博拉等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防
娘’，虽然只休息了两小时，但与会
控中取得卓越成效，
显示了中国力量。
人员丝毫看不出她舟车劳顿。在李老
当问及此次获奖的感受时，李兰
师眼中，病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
娟说，领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的。
”团队成员姚航平说。
“获得特等奖，是对新发传染病防治中
取得系统创新突破的国家队伍、国家
临床离不开科研，创新
平台、国家力量的肯定，展示了当前建
离不开协同
设健康中国的决心与信心”
。
李兰娟院士团队取得新发传染病
本报杭州 1 月 8 日电

“白色战场”不下火线

1 月 8 日，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西
安交通大学热质传递的数值预测控制及其工程应用
创新团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
从开创国内传热数值预测研究先河，到发展成
为国际计算传热及强化传热研究的一支引领团队，
本报记者
陶文铨院士带领的西安交大热质传递的数值预测控
制及其工程应用创新团队，
创建全新算法、攻克国际
难题，
成为国际传热学研究领域前沿的
“中国身影”
。
能源使用中，热量和质量传递过程的数值预测
冯丽
及控制技术，
是实现能源高效转化和利用的核心，
也
是航空航天、核能开发等领域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20 世纪中叶，利用数值方法研究热值传递的数
通讯员
值传热学被提出。1986 年，陶文铨在西安交大主办
了我国第一个计算传热学讲习班，首次将传热强化
与流动传热问题的数值计算等领域研究引入国内。
1996 年，陶文铨牵头组建了热质传递数值预测科技
石桥
创新团队，
随后创建热流中心，
开展复杂热质传递问
题数值预测基础研究及重大工程技术创新研究。
20 多年来，团队相继建成热流科学与工程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新能源与非常规能源利用中的热
流科学创新引智基地、热科学与工程国际合作联合
实验室等一批国家级研究平台，成为国家热科学领
域的一流研究基地。
“‘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是团队始终保持旺
盛创新力的重要原因。”陶文铨认为，团队成绩的
取得有历史根源。1956 年交大西迁时，能动学院
的前身动力系全部迁到西安，给学科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严谨治学、认真从教的优良作风，以及迁
校 60 余年发展中每个阶段形成的领军人物等，都
对后辈治学科研产生深远影响。
从 1966 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陶文铨始终坚
守在教学一线。他主讲的“传热学”与“数值传热
学”课程，虽然已经讲了几十遍，但每一次上课他
都要重新梳理教案，融入学科领域的新进展、新成果。他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教
学名师、“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并于 2005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陶文铨等身体力行倡导的勤奋进取、求实融洽的精神，在科研及工作中悉
心教诲，甘为人梯提携后辈的作风，让团队年轻人受益终身。
“重视创新思维培育，用人‘不拘一格’
，育人‘因材施教’。
”王秋旺教授
道出团队人才培养秘诀，他们定期开展小组学术活动，积极与国内外前沿团队
合作，坚持科教融合，常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传热学”
“工程热力学”
“热工
基础”等教育部资源共享精品课程。
20 多年来，在陶文铨的带领下，团队从成立之初仅有 3 人的科研团队，发展
为会聚了包括院士、杰青等在内的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40 岁以下成员占比
62%，
形成了梯队和年龄结构合理、基础与应用研究并重、优势互补的创新团队。
陶文铨等几代学科领军人物都曾担任党支部书记或教研室 （系） 主任，在
教学、科研、党建等方面以上率下、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被西安交大珍视为宝
贵精神财富的“西迁精神”在团队得到很好的传承。多年来，先后有很多人从
团队走出，远赴国外顶尖高校及研究机构深造，最终又回到团队。
“‘西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价值选择，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实现人生价值。”这种精神也激励着每一位团队成员奋力攻坚克难，再攀科
研高峰，建设大平台、承担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团队目前在研各类项目 133
项，2017 年作为牵头单位获批 2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未来我们将基于热质传递数值预测及传递过程强化与控制两大研究方向，
依托八大创新平台，建成特色鲜明的国际顶尖热质传递数值预测及强化控制创
新研究中心。
”
陶文铨满怀信心地说，
团队将在继续保持既有方向优势的同时，
瞄
准能源高效及绿色利用等国家科研投入重点，在能源利用理论基础、非常规能
源等领域布局新的研究方向。
本报西安 1 月 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