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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服用的药片从哪里来？
它们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天然活性物。近
30 年间，全球有 1000 余种新药研制成
功并获批生产，其中一半以上药物来源
可追溯至天然活性物质。在“救命药”
抗癌药中，更有高达70%来源于天然活
性物。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天然活性物
质分离制造技术水平与国外差距较大，
受到专利与技术封锁，高纯活性单体
90%以上依赖进口，高端产品市场份额
仅占全球 3%，严重制约我国新药创制
与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

“制药原料被国外垄断，卖与不卖、
卖什么价全凭他们说了算，‘卡’你的脖
子，这怎么行？”2003 年，当浙江东阳一
家企业找到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
授任其龙寻求帮助时，以他为第一负责
人的“天然活性同系物分子辨识分离新
技术及应用”项目也就此萌芽。

任其龙团队针对天然活性同系物分
离存在的科学和技术难题，经过十余年
科研攻关，建立了天然活性同系物分子
辨识分离新方法与技术平台，并成功投
入产业化应用。从此，我国天然活性同
系物高纯单体制造在世界赛道上实现

“变道超车”。

独具慧眼辨别“双胞胎”

全球有肝功能不全患者高达 2 亿。
活性维生素 D3 是肝功能不全患者治疗
骨质疏松类疾病的主要有效药物。然
而，制备活性维生素 D3 的核心原料甾
醇长期受到外国企业垄断，且依赖于生
物发酵途径生产。不仅工艺路线长、生
产成本高，技术的缺失更使得我国摆脱
进口依赖、药物自主创制陷于极为被动
的局面。

突破技术的关键在于从许多结构相
似、形状相同、物性相似的分子中辨识
分离出特定的一个。这就要求项目团队

首先解决分子的选择性问题。
团队在深入研究羊毛脂的加工利用

过程中，发现了制备活性维生素 D3 的
新原料 24-去氢胆固醇，一旦提取成
功，既不被国外企业“卡脖子”，又能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但
是，24-去氢胆固醇与十余种甾类同系
物共存，特别与胆固醇分子结构极为相
似，差异小于 1%，要将两者分离极具
挑战。

“就像从两个样貌完全一样、身穿
同样衣服、体重相差仅 1 公斤的双胞胎
中选出特定的一个。”团队成员浙江大
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员杨启
炜打了个比方。手拉手的几个亲兄弟，
其中一个可作药物治病救人，其他几个
却没有药效，甚至危害人体健康，辨别
并分离提取它们迫在眉睫。

分子辨识，梦想很美好，实现却十
分困难。传统的化工分离提纯技术普遍
受制于分子辨识能力弱、分离选择性低
的瓶颈。针对这一难题，团队采用量子
化学方法找出同系物分子电子/电荷分
布的细微差异，提出了高电子、电荷密
度萃取剂结构设计策略，引入功能基
团，显著提升了对同系物分子的辨识能
力和分离选择性。以此为基础，团队发
明了弱极性甾类同系物分子辨识萃取分
离关键技术，首创了从羊毛脂中分离制
备 24-去氢胆固醇的全流程工艺，从原
本当作废弃物丢弃的原料中，提取制备
出几乎与黄金等价的宝贝，大大提高其

“含金量”，实现变“废物”为“黄金”。
技术就是硬道理。经过团队的技术

攻关和潜心研究，该项目在浙江花园生
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落地，在国际
上率先实现 24-去氢胆固醇的工业化生
产。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钱国平博士自豪地说：“有了这项
技术以后，全球最大的维生素生产商荷
兰皇家帝斯曼集团放弃了所拥有的活性
维生素 D3 生产路线，直接采购了我们的

产品，并签订了长达十年的采购协议。”

巧手织网对抗“易乳化”

要实现天然活性物质的完美萃取分
离，光有选择性还远远不够。项目团队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化合物自身带
有乳化活性，在进行萃取的实操过程中
很容易发生乳化现象，导致特定有效物
质“油包水、水包油”，相互纠缠，难
以分离。

大豆和蛋黄中含有的卵磷脂是重要
的天然产物，被誉为和蛋白质、维生素
并列的“第三营养素”，是大脑发育和
细胞生长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也是重
要的药用乳化剂和药物辅料。然而，卵
磷脂由一系列同系物组成，包括磷脂酰
胆碱，不仅分子结构很相似，而且极易
乳化，分离极具挑战。

怎么解决易乳化这一难题？浙江大
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邢华斌
等团队成员设计了兼具氢键供体与氢键
受体的双功能萃取剂，能够和卵磷脂分
子的亲水端形成氢键网络，阻止了卵磷
脂的自聚集倾向，有效抑制了工业萃取
过程中乳化现象的发生，形成相间分配
可控的低乳化分子辨识分离关键技术，
实现了磷脂酰胆碱与其他卵磷脂同系物
的高选择性定向分离，制备得到注射级
磷 脂 酰 胆 碱 ，溶 血 性 杂 质 残 留 小 于
0.2%，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

协同作战实现“大容量”

从科学问题到技术突破，从实验操作
到产业应用，团队没有放松任何一个环
节。成本是企业生产始终绕不过去的
坎。在项目产业化过程中，单有前两方面
的技术突破仍不足以接受实践的“检验”。

“从节约工程成本的角度而言，天
然活性物不仅要‘可分离’，还要尽可
能‘多分离’。”团队成员浙江大学化学

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鲍宗必进一步
解释道。选择性高和对抗乳化也许只能
做到从 1000 对天然活性物“双胞胎”
中抓出特定的一个。然而，企业要想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从中一次性
抓出 100 个，甚至更多。这就是天然活
性物的分离容量。

针对部分天然活性同系物溶解度
低、分离容量小的难点，团队提出萃取
剂多位点协同作用的策略，耦合多类型
分子间的作用力，以此实现了兼具高分
离选择性和大分离容量的双重效果，让
众多药物原料实现低成本、规模化生
产，大大降低了药价，使更多病人受
惠。

具有高选择性、低乳化、大容量等
突出优势的天然活性同系物分子辨识萃
取分离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不仅带来了
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一系列社会效益
也随之而来。

“资源不加以利用就是浪费。”团队
成员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教授张治国强调。我国天然资源十分丰
富，长时间以来，因缺乏先进的分离技
术而得不到充分利用。该项目技术突破
了天然活性同系物单体制备的技术瓶
颈，极大降低了物耗和能耗，实现了资
源的充分利用，变废为宝、点石成金，
既解决了应用需求，也从源头上减少了
污染排放，环境效益显而易见。

“国家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对于核
心技术来说，转型升级就是要比别人更
早一步、更快一步。”十余年科研攻
关，任其龙团队不仅完成了追赶，还实
现了超越。

“萃取是个共性技术、平台技术，
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别的资源可以利用，
我们想把这个技术推广到更广阔的领
域。”今天，任其龙团队的脚步仍未停
歇。分子辨识萃取分离技术的应用潜力
正在我国医药化工、轻工食品、资源利用
等诸多行业崭露头角，先声夺人。

慧眼辨良莠，“废物”变“黄金”
——浙江大学任其龙团队取得天然活性同系物分离技术突破

通讯员 樊畅

科研探索

【项目简介】：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
生物工程学院教授任其龙
课题组领衔完成的“天然
活性同系物分子辨识分离
新技术及应用”项目，突
破了我国天然活性同系物
单体制备的技术瓶颈，于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造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两部
沙发加一个铁壳吗？”1997 年，吉利汽
车创办人李书福说出了上面这句名言。

制造汽车真的这么简单？远远不止
这样，汽车整车大约由近 1 万个独立零
部件组合而成。这其中，电动一体化底
盘就像是汽车的聪明脑袋，指挥着汽车
高效运行，控制着汽车尾气排放，也决
定着驾驶感受是否舒适便捷。

2018 年，江苏大学陈龙教授被江
苏省政府授予第二届江苏省专利发明人
奖。他率领团队在新能源汽车动力学与
控制领域长期开展研究，推出了一系列
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纯
电动客车电动化底盘新技术、新产品和
新装备，并且成功地应用于纯电动客车
制造、底盘电动化升级，为新能源汽车
智能化设计做出了贡献。

“新能源汽车已经实现了底盘部分
零部件电动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在
集成化思想下逐步实现底盘电动化、一
体化、智能化，这也是我们的研究目
标。”近年来，陈龙团队先后承担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重点项目、国家新

能源汽车创新工程项目、交通运输部信
息化技术重大项目、江苏省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等 30 余项，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200 多篇，申请专利 600 余
项，其中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200 余项，
授权美国专利 1 项。陈龙也坦言，从技
术专利到应用落地，从研究样机、实验
室装置到成熟产品，还有相当长的一段
路要走。

回忆起自己到某客车企业的初印
象，团队成员徐兴教授说，我国的客车
行业技术水平普遍落后于乘用车行业，
在客车制造车间里，每台车里面仍有一
些工人在“敲敲打打”，还没有完全实
现模块化、平台化。借助高校智慧增强
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也成为很多新能源
客车企业的选择。

然而，高校的创新研究照搬到企
业，“水土不服”现象也不容小觑，“高
校研究的是共性技术，具体到某个产
品，需要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更多复杂问
题”。陈龙举例说,对于转向，有多种形
式，光研究转向不行，像电控液压转向
系统、360 度全转向装置之类，还要考
虑到转向涉及到的油、液、冷却等相关
问题；电气电路设计原理可行，具体到
电路板时，也有可能无法实现；路面

高、低和平缓或弯道多坡，在东北或者
海南不同的区域销售，工况不一样，综
合优化的要求也会差别很大。“这都需
要高校和企业一起攻关，不断完善模
型，优化整车控制策略，以适应实际生
产的要求。”

在和某零部件企业攻关电控悬架部
件时，自然风大小、气温高低、外界干
扰都成为了研究路上大大小小的拦路
虎。就拿温度这样一件小事来说，悬架
电控元器件得不到充分的温度补偿，就
会接收到错误的信号，头脑混乱地发送
错误指令，导致空气悬架混乱工作、车身
颠簸严重。团队专家和企业工程师来来
回回需做很多次实验，有时把电路板放
进冰箱冷冻，有时又用电烙铁烫热芯片，
根据实际需要再进行环境试验，变着法
儿做好温度适应和补偿，以适应不同环
境温度，测试传感器信号的准确性。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攻关，陈龙团队
成功开发出纯电动客车电动化底盘系列
技术，相关的专利产品分别应用于南京
金龙客车、江苏常隆客车等 8 家企业，
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研发成果获得
了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9项。

研究中形成的以空气悬架制造为核
心的汽车悬架主动控制新技术，成为了

行业新的成长点。特别是在与南京金龙
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合作中，南京金龙
旗下的多款新能源客车采用了电控空气
悬架系统，呈现出舒适性和稳定性好、
低能耗、续航里程长的特点，受到市场
的热捧。南京金龙客车市场份额稳步提
升，目前已成为我国客车产销量前两名
的车企，市场占有率超过了30%。以此
为合作基础，江苏大学与南京金龙客车
还共同申报并获批混合动力车辆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江苏省重大成果
转化项目等。

“顶层设计集成化就是一个大脑，
控制协调所有的执行部件。”陈龙介
绍，目前国内外都在重点攻关汽车底盘
一体化集成控制核心技术，在核心技术
方面国内稍有落后，但是差距并不大，

“一旦国外率先实现电动一体化底盘，
缺乏核心技术储备、过分依赖国外产品
的整车厂必将被‘卡脖子’”。

“争夺客车底盘电动化的核心主导
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陈龙坦
言，高校在加快研究的同时，也希望国
内汽车企业尤其是自主品牌汽车更多信
任、更开放接受国内研究成果和技术，
助推校企产学研紧密合作，共同攻关实
现汽车电动底盘一体化的目标。

给新能源汽车装上“最强大脑”
通讯员 吴奕

科学智透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群山
环绕的临沂市蒙阴县野店镇石泉
村瓜果飘香，迎来了令人喜悦的
丰收。看到合作社和自家的果园
里，枝头硕果累累，蒙阴县宏利
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总监文
士增自豪又打趣：“多亏了时老师
带我们做的水肥一体化和堆肥试
验，以后可得逮住他不能让他走
喽！”

故事要回到两年前，在蒙阴
县农业局组织的一场培训会上，
文士增认识了山东农业大学资环
学院的时连辉副教授。培训会
上，他对时连辉讲的“全营养配
方水肥一体化技术”和“有机废
弃物堆肥化处理”非常感兴趣。
当时，石泉村村民们焦头烂额，
村里的果园普遍面临着土壤板结
严重、果子质量低、价格不高、
市场竞争力不强等诸多问题。

“现在强调科技扶贫，我的理
解就是针对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用实用技术来解决这些现实
问题。只有瞄准现实问题，才能
真正实现精准对接。”时连辉说。

用精准的技术“开处方”

考察了石泉村的果园后，时
连辉告诉文士增，他们给果园浇
水常年实行大水漫灌，长期大量
使用氮磷钾化肥，养分利用率
低，中微量元素缺乏，养分需求
和养分供给不能同步。同时化肥
面源污染严重，严重影响农产品
品质，进而影响人的养分平衡和
身体健康，采用配方水肥一体化
技术势在必行。

配方水肥一体化技术类似中
医中药的操作模式，检测果园土
壤后，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阶段和
不同目标产量，制定配方肥料方
案，进行全营养科学平衡配方。

“也就是说，果树缺什么补什么，
什么阶段需要什么，咱们就提供
什么。”时连辉介绍，“这既能减
少中间环节省时省力，还能大大
降低肥料成本给农民省钱。”

山地果园如何用好水肥一体
化技术？时连辉有自己的办法，
文士增也是个爱思考的人，两人
一拍即合，认识第三天就开启了

“农业专家”+“农民能人”的合
作模式。

石泉村是典型的砂石山地，
滴灌不好用，微喷效果很好，村
民也大部分安装了微喷节水设
备，但是平时基本只用来浇水。
水肥一体化是肥料和水精准配比
施入土壤的技术，怎样把肥料精
准地施到输水管道呢？市场上的
施肥器，价格几千到几万不等，
而且施肥器主要针对基地，很难
买到农户用的施肥器，这让果农
们犯了愁。

在时连辉的专业指导下，喜
欢动脑子的文士增学懂弄通了设
备原理，俩人一起用摩托车废旧
轮胎气门嘴、施药泵、过滤器等
零件成功地制作出了简单的施肥
设备，为测量用水量加装了水
表，用百十元的成本实现了精准
水肥一体化施肥。

在花前期、幼果期、果实膨
大期、品质期等苹果生长的不同
时期，时连辉开出不同的施肥

“套餐”。凭着农大专家精准的技
术和果农们的悉心管护，果园实
现水肥高效利用和同步管理，果
树长势喜人。“一里地以外，大老
远就能看出我的园子不一样，叶
子又大又厚，叶片发亮，果子也
明显地大，和别的园子区分太大
了。”苏占义难掩内心的喜悦。他
家的苹果树枝繁叶茂，硕果累
累，直径85毫米的果子已经达到
了 80%以上，“摘袋前 50 天已经
有撑破袋的了，明年要换大的果
袋了。”苏占义稳打稳地说。

自制肥“肥”了农民腰包

高都镇黑石山村的果农们也
同样面临着果品品质低、价格上不
去的问题。“果品转型升级就是要
从根本上提高果品质量，增施有机
肥、培育健康的土壤是基础。”还是
在蒙阴县农业局组织的培训会上，
时连辉的这句话让黑石山村党支
部书记朱风伟茅塞顿开。

时连辉研发的新型轻简化堆
肥技术，购买简单设备或者不用设
备，因地制宜选择果木粉碎枝条、
畜禽粪便等废弃物，通过“果木枝
条+畜禽粪便+微生物菌种”方式，
控制好水分、碳氮比和供氧条件，
在果园堆沤积造有机肥，实现就地
腐熟发酵，20—30 天就能产出优
质高效的有机肥。

为了让农户掌握技术要领，
时连辉在田间地头铺开摊子给农
民边讲边做，又整理了技术要领
给农民发放明白纸。“咱们农业技
术人员不光要考虑技术先进，还
要考虑给老百姓降低成本，提高
效益。”他说。

在黑石山村，果农们听说农
大专家要在果园里现场教大家制
作有机肥，蜂拥而至。时连辉在
朱风伟家的果园里找了片空地，
现场制做果木有机肥。“把土杂肥
和果木碎屑按照比例和动物粪便
一起混合，每吨加 3 公斤生物发
酵菌搅拌均匀，抓一把攥一攥有
明水又不滴水的程度最好。每隔
一周翻堆一次，高温发酵20来天
有机肥就做好了。”时连辉边讲解
边从搅拌机里抓一把肥攥着演示
起来。

原来村里的粪堆、草堆、柴
堆是“三大难”，现在通过堆肥，
摇身一变成了“三大宝”。如今，
畜禽粪便和废弃果枝成了“抢手
货 ”， 一 袋 兔 粪 从 5 元 涨 到 11
元，果木枝条价格也涨了 40%，
果农们不仅增加了收入，还美化
了村里环境，真正实现了高效绿
色生态发展。

给钱给物，不如给农民技术

说起泰安肥城市潮泉镇上寨
村村民尹承俊的 3 亩半果园，可
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农大专家
科技指导示范园，他试验推广生
物有机肥施肥技术尝到了甜头。
他种出的苹果品相、色泽、口感
俱佳，每年都是刚上市便被一抢
而空，被经销商称为“秒杀”苹
果。

早在2009年尹承俊建果园初
期，时连辉就在此进行废弃物堆
肥施肥试验和精准配方试验。“当
时是承担了束院士‘苹果土壤分
层管理节水节肥养根壮树技术研
究’课题的一部分，把老尹果园
的95棵苹果树下都用上了堆肥基
质，开发了类似方便面调料包式
的中微量元素配方肥料。”

连续几年，老尹家的果园全
红果均 85%以上，糖度平均在 17
度以上，优质果比例占 88.6%，
果实个头大、着色好、糖度高、
硬度大、果面光洁，实现了高产
和优质的统一。如今，好苹果一
下树还不出园，就被销售商买走
了，价格比市场价高一倍，这让
老尹的心里乐开了花。

“和农民朋友在一块儿，上
瘾！”越是感受到农民朋友的喜
悦，时连辉越是愿意和大家一起

“做点事情”，让自己的这两项关
键技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在一次山东省西部经济隆起
带技术转移大会科技精准扶贫对
接会上，时连辉发布了这两项技
术，济宁邹城大束镇官厅村的驻
村帮扶“第一书记”冯朔“黏”
着时连辉激动地表示：“我们村是
最适合这个项目‘下嫁’的地
方。”

在新泰和泰安岱岳区，时连
辉正和养殖企业一起，利用养殖
粪液制作精准的液体有机肥。

在山东潍坊、烟台、威海、济
南，山西运城、晋中、阳泉⋯⋯越来
越多的农民朋友学习到“全营养配
方水肥一体化技术”和“有机废
弃物堆肥化处理”两大技术。农
民学到了技术，兴高采烈；专家
转化了成果，喜气洋洋。

“给钱给物，不如让农民学技
术，给农民有发展潜力的科技项目。”
蒙阴县农业局副局长李西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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