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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科学研究

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科学人物

对长距离输油管线实施检测，准
确把握管道状况，及时发现泄漏以及
管道上的缺陷并进行维修维护，是延
长管道寿命、避免事故发生的重要手
段。东北大学电气所管网智能检测课
题组从事管道检测研究已经 20 余年。
课题组在“流体输送管网的实时数据
采集分析方法和高精度泄漏检测定位技
术”取得了发明技术成果之后，又将目
光锁定在了亟待解决的管道内检测技术
难题上。

乘胜追击
油道检测升级换代

2006 年，管网智能检测课题组的
“流体输送管网的实时数据采集分析方
法和高精度泄漏检测定位技术”进入了
推广应用检测的关键时刻。为了确保项
目的成功，张化光教授选择青年教师刘
金海负责最后的安装调试与升级工作。
带着导师的信任和同事的期待，刘金海
与5名研究生一起前往济南，开始中石
化鲁皖成品油管道的调试工作。大家三
班倒，24 小时值守，随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经过3个月的努力，调试工
作顺利完成。

长距离成品油输送管线检测取得成
功后，课题组立即着手研发石油管道检
测的升级换代产品，希望将成果应用在
更广泛的管网上。

2007 年，课题组接到了中石油武
汉原油长输管网项目。刘金海带领课题
组成员一起到现场进行设备的布线、安
装、调试，并有针对性地对软件进行完
善升级。他们一起克服各种困难，夜以
继日地跟踪系统运行。在3个月的时间
里刘金海和他的课题组在长江沿线5个
省 1000 多公里的管线上来来回回跑了
5 趟。他们针对各种工况进行系统升
级，增加定位的及时性和准确率，最终
顺利完成了各项安装调试工作，使检测
系统适应了长输原油输油管网。

2009 年，课题组又接到了湖北襄
阳的一个高粘油长输管道检测项目。刘
金海带领成员在没有暖气的湿冷冬天，
在出租屋里又生活了两个月，最终完成
了高粘油长输管道项目的改造升级与推
广应用，实现了检测系统在成品油、原
油和高粘油等各类长输管线的推广应
用。

在完成管网泄漏检测各种工况适应
与系统升级过程中，课题组刘金海等年
轻人经历各种历练后迅速成长起来，顺
利完成了新老交替。经过对管网各种问
题总结提炼，刘金海领导课题组将人工
智 能 引 入 管 道 泄 漏 检 测 系 统 当 中 ，
2012 年课题组刘金海、冯健、张化
光、马大中、吴振宁等人发明的“基于
小波和模式识别的流体输送管道泄漏检
测方法及装置”取得了专利权。

接下来几年，东北大学泄漏检测系
统由于其高性能与易用性，迅速普及。
东北大学的泄漏检测系统的市场份额也
由最初的 5%升至目前的 30%以上，已
经在全国20余省份的1.1万公里管道上

应用，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

转换思路
定期“体检”防患未然

成绩属于过去，科研工作者永远面
向未来。检测漏油是亡羊补牢的被动应
对，只有研发管道内检测系统，定期对
管线进行“体检”，才能防患未然，最
大限度地保证输油管线的安全。

课题组的想法与中海油一拍即合，
双方立即签署了联合研发管道内检测系
统的相关协议。2012年起，管网智能检
测课题组承担了“海底管道漏磁内检测
器研制—内检测器总体设计和数据分析
系统开发”重大科技攻关课题的研发。

“那段日子真是很辛苦，除了正常
研发工作，我还每周跑一次北京或天
津，经常是头天坐 K54 进京，第二天
汇 报 工 作 交 流 进 展 ， 晚 上 坐 K53 返
回，第三天继续正常工作。三年多的时
间里，跑了无数次京城，却一次同学和
朋友都没有见。”刘金海表示。

项目研发的关键数据获取需要在海
上采油平台上进行。刘金海就和同事一
起，生活在海上平台没有窗户的小屋
里。每天通过吊笼从平台吊放到拖船，
再通过拖船吊穿梭在海上平台之间开展
工作。有一次，海上忽然起大风，拖船
无法靠近平台，刘金海就穿着一件冲锋
衣在无人值守的小平台上艰难地熬过那
个又黑又冷的夜晚。但天一亮，他就又
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几个月下来，
他们终于完成了数据采集工作，得到了
第一手的数据。

有了试验数据，还必须建立最优的
原理模型并设计实现方法，才能解决问

题。为了解决实际难题，张化光教授带
领团队成员积极参与，与课题组成员共
同商讨解决方案，研究所还从校外邀请
院士和国际知名专家共同商讨对策，拓
展思路。在众多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无
数个夜晚的苦思冥想与反复测试，刘金
海带领课题组终于攻克了一个个难题。

回忆起最后、最难的一个问题成功
解决那个夜晚，刘金海仍旧十分兴奋，

“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一下子有
了脚踏实地的感觉。想到团队将为企业
解决大问题，科研工作者的成就感油然
而生。”

攻克难关
国产“医生”引领世界

突破了理论方法的瓶颈，系统的研
发顺风顺水。我国第一套海底管道漏磁
内检测器很快研发出来。检测器利用油
气压力在海底管道内部穿行，并通过高
精度漏磁检测技术捕获并存储管道内外
壁的腐蚀、缺陷信息，实现对缺陷点的
准确识别和精确定位。

经过牵拉试验、环路场地试验、海
管现场试验等100余次各种环境和条件
下的试验测试，研发团队不断升级完善
内检测系统。

2015 年 10 月，东北大学作为主要
研发方之一的海底管道漏磁内检测器在
中海油的两个海上油气开采平台分别进
行了实用测试，并且与国际领先的同类
系统进行了背靠背的验证。试验取得了
巨大成功，利用课题组研发的数据分析
系统顺利完成数据读取，并准确判断出
管道内缺陷的情况，精确度超过了预
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中海油负责人王建丰表示：“内检
测器系统在缺陷的检出率，缺陷长、
宽、深的标定以及内外缺陷辨识等方面
都与国外先进内检测器主要指标基本一
致，表明我们的系统已经达到国际同类
产品先进水平。”

海底管道漏磁内检测关键技术的研
发成功，标志着我国海底管道结束了依
赖国外产品的“洋检测”时代，迎来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检医生”。在海
底管道试验与应用成功后，刘金海又带
领课题组研发出了适应陆地环境的管道
内检测数据分析系统。2016 年，该系
统在内蒙古的中石油陆地管线上成功应
用，客户根据系统分析结果进行维护操
作，成功阻止了即将泄漏的严重缺陷。
事后验证，系统的实际精度比国际同类
产品的先进精度提高一倍，达到了国际
领先的水平。2017 年该系统又在中海
油、中石油大庆油田等管道开始推广应
用，多次验证，结果精确，有效保障了
管道的运行安全。

攻克了陆地和海底管道内检测技术
的难关，课题组又将目光投向深海管道
检测这一更具挑战性的国际难题。课题
组联合中海油和航天三院等单位，制定
了详细的攻关研究计划，并开始实施。

刘金海自信地表示，“不久的将
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对漏磁检测后期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实
现漏磁三轴信号与电磁内外缺陷检测信
号的本质融合，然后，利用缺陷反演机
理模型、深海管道状态评估模型等，实
现对管道缺陷的检测、量化以及安全周
期评估，这些最新的技术将攻克所有深
海管道检测关键难题，助推中国成为国
际管道检测技术的引领者。”

长输管线迎来“国产医生”
通讯员 张广宏

科苑新创

本报讯 （记者 方梦宇） 近日，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课题组提出一种
催化热解的方法来改变木质纳米纤维素
的热解过程，首次以廉价的木材为原材
料制备了高质量的超细碳纳米纤维气凝
胶材料。

纤维素材料由于来源广泛、成本低
廉，是一种理想的制备碳纳米纤维气凝胶
的前驱物。但是，木质纤维素纳米纤维尺
寸极小，其在热解制备碳纤维过程中剧烈
收缩无法保持纤维的形态，迄今为止尚没

有使用木材为原材料成功制备碳纳米纤
维气凝胶的先例。俞书宏课题组提出一
种催化热解的方法，通过使用对甲苯磺酸
催化木质纳米纤维素在热解前期迅速脱
水，并改变了其热解过程和中间产物，使
得纳米纤维素在热解后具有高的碳产率
的同时，还能保持很好的三维网状结构。
该催化热解转化方法可将廉价丰富的自
然界中的前驱物材料转化为高附加值的
碳纳米纤维材料，对于发展可再生材料的
绿色化学领域具有指引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木材制备超细碳纳米纤维气凝胶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张绍铃

团队近日证实，梨最早起源于中国西南
部，经亚欧大陆传播到中亚地区，最后
到达亚洲西部和欧洲，并经过独立驯化
形成了现在的亚洲梨和西洋梨两大种群。

团队收集了来自 26 个国家的 113 份
代表性梨种质资源，并进行了重测序和
群体遗传研究，将梨的繁衍和变迁历史
一直追溯到了数百万年前，为梨的“大
家族”描绘了一个完整详细的“族谱”。

研究发现，在2000多年前，亚洲梨和

西洋梨曾发生过“通婚”，从而形成了一个
新的种间杂交种——新疆梨，这个栽培种
以熟知的库尔勒香梨为代表，是我国主要
出口品种。从发生年代来看，该种间杂交
事件的发生很可能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物
资交流有关。而亲缘关系较远的种间杂
交有利于选育出更加优异的新品种。

研究不仅揭示了梨的起源、传播、
分化与驯化历程，同时也为今后梨的育
种家开展品种改良和提高育种效率提供
了丰富和宝贵的基因组资源。

南京农业大学

发现香梨为中西“通婚”产物

西安交通大学化工学院陈鑫课题组
日前发现，将响应性药物控释、选择性
光热治疗与催化医学相结合，构筑了新
型多模式肿瘤治疗微纳平台，成功实现
了对多种肿瘤的精准治疗。

化疗是目前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之
一，但传统化疗常常“敌我不分”，治
疗效率低下且毒副作用明显。因此，使
用具有肿瘤靶向性和环境响应性的药
物，降低抗癌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毒性，
并结合多种手段进行协同治疗，已成为
研究热点。然而，目前的光热治疗和催

化医学依然缺乏选择性，如何降低治疗
过程对肿瘤周围健康组织的损害依然是
个难题。

研究团队设计并合成一种半胱氨酸
修饰的金纳米粒子以及氨基功能化的介
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通过引入亚铁离
子使金纳米粒子通过配位键键合到二氧
化硅表面，实现对介孔内药物的封堵。
此外，体系内的亚铁离子将催化细胞质
内大量过氧化氢产生羟基自由基，从而
达到光疗—化疗—催化协同治疗的目
的。

西安交通大学

实现肿瘤选择性精准治疗
近日，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宋保亮教授课题组的最新研究发现，人
体内的一个新基因LIMA1可以调控人胆
固醇吸收，这一发现为治疗高脂血症提
供了新的药物研发靶点。

据介绍，人体内血浆中“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LDL-C） ”浓度升高是导
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风险。LDL-C 水
平受遗传和饮食双重控制，了解人体
LDL-C 水平的遗传调控机制是疾病诊治
和医药研发的先决条件，而目前只有少
数影响LDL-C的基因被鉴定出来。

不同种族之间LDL-C的含量及冠心
病的发病率有很大差异，为揭示新的胆固
醇调控基因，课题组与新疆医科大学合作，
在针对新疆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调查
中，发现了家族性低LDL-C的哈萨克族人
家系，通过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和基因关
联性分析，发现LIMA1基因罕见移码突变
与低LDL-C显著相关。该研究为降胆固
醇提供了新的药物研发靶点，并将有助于
理解为什么哈萨克族人虽然消耗较多牛羊
肉，但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低于汉族人群。

（樊畅 整理）

武汉大学

揭示人体胆固醇调控“密码”

在地理学界，有这样一支教
师团队。它历史悠久，已走过
95 个春秋；它出身名门，由杰
出的地学家冯景兰先生创立；它
步伐坚韧，名家辈出；它脚踏实
地，创始之初就扎根中原、立足
全国、面向世界，围绕黄河开展
教学科研；它紧贴现实，在国家
发展和河南地方经济建设中，一
直有它的身影⋯⋯

这支团队，就是被称为“铁
塔牌地学人”的河南大学地理学
教师团队。他们，彰显着“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的风采。

积淀深厚 薪火相传

说起河南大学地理学教师团
队，时光还要回溯到 95 年前。
1923 年，著名地学家冯景兰先
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
国，他的目光锁定了中原，在当
时的中州大学 （河南大学前身）
创建了中原地区第一代地学专
业。作为第一代“铁塔牌地学
人”，冯景兰倡导围绕黄河开展
地理学科的科研和教学。这不仅
影响了河南大学地理学科近百年
的发展轨迹，更直接影响着这支
团队的精神气质。从那时起，师
者和学者的积淀，浸润着河南大
学一代代“地学人”，成就了如
今的河南大学地理学教师团队。

百年风云变幻，河南大学地
理学科一直稳若磐石，始终有大
师“传灯”。赵九章、冯景兰、
张伯声、王之卓、严恺、李长傅
等名师先贤曾在此学习或任教；
李润田、孙九林、许靖华、王家
耀等著名学者，老骥伏枥，依然
在地理学科前沿兢兢业业；冯兆
东、傅声雷、李小建、秦耀辰为
代表的知名学者，呕心沥血，正
在为学科发展开辟新天地。

在 95 年的发展历程中，河
南大学地理学教师团队，根植中
原大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科技创新为驱动，打造了一流师
资团队。

如果说，是一代代河南大学
地学人秉承黄河精神，培养出了
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地学人才。那
么，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
才，则给这个团队输入了创新发
展的新鲜血液。国家杰青傅声
雷，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冯兆东
等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
人先后加入了这支团队。这支极
具包容力的团队，以其特有的精
神文化，迅速地影响和感染了他
们。“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对我的支持让我有了‘相见恨
晚’的感觉，我决心竭尽全力地
为地理学的稳扎稳打进步和挣得
更高的学术席位而努力。”冯兆
东教授说。

潜心育人 以德施教

这支教师团队老中青三代，
无一例外，都把“立德树人”作
为首要任务，他们完美诠释了

“好老师”的价值标准。
敬业奉献，是团队发展的力

量源泉。不久前，由河南大学牵
头组建的河南省时空大数据应用
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王家
耀院长说：“我要把研究院做
好，但我的时间不多了，就算我
活到一百岁，也只能干十几年，
我不能休息。”而“以院为家”，
则是很多同事提起秦耀辰老师的
第一反应。“印象中，秦老师办
公室的灯在晚上八点前没有熄灭
过。”这盏灯成了督促同事们学
习的“航灯”。

淡泊名利，是团队的精神气
质。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的
标本室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
万多件植物标本，每件标本的

“前世今生”都标注得清清楚
楚。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王磐基
老师的功劳。

2003 年夏，学院开设了标
本室。然而，一万多件几代地理

学者从全国各地采集回来的植物
标本，时间跨度从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到本世纪初，几经搬迁，有
的甚至连标签也已丢失。此时，
已退休多年的王老师默默做起了
标本整理工作。每天，年过七旬
的王老师定时来到标本室，重新
鉴定每一件标本。查资料、做卡
片、排序、做目录⋯⋯如此单调
烦琐的工作，他一做就是两年
多。最后，他把一万两千余件植
物标本整理出了百余页“馆存植
物标本分类名录”。

行胜于言。团队的每位老师
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学生的学习科研和做人态度。

科研创新 续写新篇

几十年来，团队围绕经济地
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科
学、环境地理学和土壤生态地理
学 5 大研究方向，在基础理论研
究和技术应用上取得重要突破。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河南
大学地理学教师团队适时调整，
抢抓机遇，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
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耀和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秦耀辰带
领的“河南省时空大数据产业技
术研究院”和“数字地理技术国
际联合实验室”，显著提升了地
理信息学科创新和社会服务能
力；“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苗长
虹和河南省特聘教授乔家君带领
的人文—经济地理学方向，优势
进一步凸显；长江学者、国家杰
青冯兆东和国家杰青傅声雷创建

“林冠模拟氮沉降和降雨”野外
控制试验平台和科技创新平台，
集聚了自然地理学方向创建一流
的力量。

2017 年 ， 河 南 大 学 入 选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地
理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国家发
展进入新时代，学校发展进入双
一流建设新时期，学院进入内涵
式发展的关键期，面临着进一步
快速发展，上台阶、上层次、分
步骤进入世界一流的艰巨任务，
我们还有更多任务要做。”学院
党委书记闫峻掷地有声。

如今，这支由院士领衔，长江
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和中科院“百人计划”等杰出
人才组成，具有国际化视野、老中
青梯队人才相益互补的教师团
队，紧抓新的机遇，传承创新，砥
砺前行，为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为促进中原崛起，为中
华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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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宋永鹏

▶通过吊车把人从船上转移到海上平台，或者从
海上平台转移到船上。

东北大学 供图

◀在渤海某油田的海上平台做内检
测器收发操作。

东北大学 供图

傅声雷教授指导学生做线虫提取实验。 河南大学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