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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凝聚团队智慧 矢志科技报国
——聚焦部分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二）

团队作战“冶”出绿水青山
“对于我们来讲冶金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要从资源中提
取黄金、
白银等金属，
又要在开发金山银山的同时保护绿水
青山。
”
重金属污染治理是一场
“恶战”
，
需要团队齐心协作
应对。团队的使命，
从一开始就嵌在每一个成员的心中。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团队从 1999 年的 2 人发展为
如今的 40 人。其中，教授 25 人，80%的科研人员具有海
外研究经历。团队成员的年龄构成从 50 后到 90 后。一
群志同道合的科研人，奔着
“为国治污”
的共同目标，
在这
支团队里创造着
“1+1>2”
的奇迹。
以团队为主的中南大学环境工程学科 2018 年进入
ESI 全球前 1%，同时促进冶金工程成为国家“双一
流”建设 A+学科，有力推动
了冶金与环境学科的
交叉发展。

为国家解决问题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蹇锡高始终保持乐观
的心态，一个实验结果做不出来，就放置几天换换思路，
他经常这样对团队说：
“不要把科研当作苦差事，我们的
科研能为国家解决问题，
再辛苦也值得！”
豁达开朗源于他常怀一颗感恩的心。1964 年，家境
贫寒的蹇锡高穿着一双草鞋来到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
大学前身）报到，
从学费、饭票到棉衣、棉帽都得到国家的
补助。蹇锡高在这里体会到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和关
怀，
立志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而不懈努力。
“国家需求很多，我能在哪个领域发挥作用？”1969
年，
留校任教后，
蹇锡高一直从国家需求出发开展科学研
究，
时常这样向自己发问。他长期从事高分子材料合成、
改性及其加工应用新技术研究，
既有深入的理论研究，
又
掌握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他的时间表上，
没有节假日，
除大部分时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指导学生外，
其余时间
都用来从事产学研合作，
与企业共谋技术发展。

结合生产搞科研
说到自己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发明，蹇锡高认为最难
的是如何真正把技术转化为产品。他说：
“实验室做出来
还不算数，要能实现工程化稳定生产才有前途。”结合生
产搞科研是蹇锡高的工作准则。他不赞成从纸面到纸面
的科研工作，
也不单纯追求填补空白，
而是更注重将科研
转化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成果。
他要求团队成员：
“要走出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工厂
到市场的科研路子，为振兴民族工业尽一份力。”他很自
信地说：
“我们已有年产 100 吨规模的新型高性能树脂合
成中试基地、年产 500 吨规模的工程化生产装置和高性
能树脂及其复合材料深加工应用示范研究中心，年产
2000 吨规模的生产线正在建设中。实现了从开发、生产
到应用的一条龙配套发展，
应用领域正迅速扩展。”
多年来，蹇锡高率领团队开发的 3 个系列十多个品
种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促进了相关领域产品技术升级
换代，推动了我国高性能工程塑料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他们敢于向传统高性能工程塑料品种挑战，开发出的杂
环聚芳醚树脂及其复合材料、功能膜材料、绝缘材料、
涂料等与传统品种相比，性价比高，不仅在高技术尖端
领域应用，还可推广到众多民用领域。
说到几十年来自己的科研成就，蹇锡高嘴里始终不
停地念叨着“团队的力量”。不忘初心，科技报国是蹇
锡高及他的团队最坚定的梦想。对他们来说，与获得的
众多奖项相比，能够真正用科研为国家建设服务，用科
技创新挺起民族的脊梁，才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

真正让微藻变废为宝
赵深艳 为 积 极 应 对 全 球 气 候 变

付贤智院士（中）指导学生做
指导学生做实验
实验。
。

做科研就是要﹃顶天立地﹄

与重金属污染“贴身互搏”20 多年来，团队围绕矿
山、冶金、化工等行业亟须解决的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浪
费等问题展开研究。在此过程中，柴立元带领团队引领
污染防控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减排，形成了重金属清洁
冶炼源头减污、重金属
“三废”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重金属
污染场地治理三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在整个团队的
科研思维里，
“废物就是资源”。每一项技术的最终落脚
点，不仅要解决重金属的污染问题，更重要的是原料回
收，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由于冶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废渣，
这种废渣
中常伴有金、银等金属，传统治理方法片面追求金银高价
金属回收，忽视废渣中的类金属砷污染防控，容易造成砷
污染。多起重大砷污染事件的发生，
让重金属污染防治教
师团队感到使命在身、
责任在肩，
技术突破迫在眉睫。
“坚持源头控污，
将砷污染扼杀在摇篮里。”
团队成员
们再次驻扎企业，穿上工作服，冒着酷暑严寒，
直面危险，
与毒物作战。这一次，团队兵分几路，
对有色冶炼过程中
砷的流向进行全面掌握，并最终变废为宝。一条
“控砷—
脱砷—固砷—无砷”的含砷固废无害化与资源化技术体
系就此形成。
与此同时，有色冶炼过程中污染负荷最大的“污酸”
也引起了团队的重视。团队研发的“冶炼多金属废酸资
源化治理关键技术”可将污酸里的有价金属分离出来，
将
污酸里的酸浓缩回用，实现废酸回收率 90%，危废削减
90%以上，有效解决了困扰行业的
“顽瘴痼疾”。

多年来，
蹇锡高带领团队瞄
准高分子材料科学前沿，
坚持自
主创新。1990 年蹇锡高访学回
国时，
看到对国家重大工程领域
及国防安全有重要保障作用的
高性能工程塑料一直受到发达
国家垄断，
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
运，他马上调整研究方向，带领
团队开始研究高性能工程塑料，
一做就是 30 多年。
“想要材料既耐腐蚀、耐高
温又质量轻、易加工、可溶解，
就要从改变分子结构出发。”
蹇锡高说。他带领团队不断
尝试，
提高材料性能，
成功使用国产原材料研制出新型杂
环高性能工程塑料，
缩减核心单体的合成步骤，
合成温度
降低到 200℃以内，聚合物后处理简单，大幅降低成本，
且新型杂环高性能工程塑料的使用温度超过了国际同类
产品聚醚醚酮等的使用温度，
高温力学性能更优异，
实现
我国在高性能塑料领域从落后到国际领先的飞跃，一举
打破西方国家的长期垄断。
目前，蹇锡高带领团队研发的抽油杆扶正器已在辽
河油田、松原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等广泛投入使用；研发
的航空发动机推动器高速止推轴承拥有高耐磨、长寿命
的特点，
而且重量仅为现用轴承的五分之一；
研发的百万
千瓦核电站核主泵推力瓦告别了易裂、韧性小、寿命短的
问题，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核主泵关键材料未实现自主
化的
“卡脖子”
难题。

在重庆大学，有这样一个
团队，他们每天和各种工业废
气、废水、废渣打交道，有时也
化身“ 养殖户”在实验室里养
“微藻”……这是由廖强担任团
队负责人的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教师团队。
他们因同一个“碧水蓝天
梦”而相聚，把个人理想和追求
融入能源报国的事业中，攻克
通讯员
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关。

福州大学光催化研究所教师团队：

“废物”翻身成“资源”

坚持自主创新

廖强（左四
左四）
）在实验室指导团队成员
在实验室指导团队成员。
。

用清洁能源守护﹃碧水蓝天梦﹄

为了服务国家有色工业可
持续发展和污染防治、节能减
排的重大战略需求，柴立元在
全国率先成立了专攻重金属污
染防治的“科研敢死队”——
重金属污染防治教师团队，开
启了与各种工业废气、废水、
废渣打交道的日子，一次次向
重金属污染宣战。
第一场“硬仗”是攻关重金
属废水治理新技术。当时冶金
化工企业废水处理的传统方法，
是利用石灰中和、沉淀废水中的重金属。但因废水中重
金属浓度高、种类杂，此方法很难“抓住”全部重金属离
子，废水处理后仍难以达到国家最新排放标准，
许多企业
面临发展困境。
“为什么不试一试微生物处理方法呢？”
柴立元想：
一
只手，很难同时抓住 10 个东西。如果有 10 只手呢？能
不能在废水中加入一种微生物代谢产物多配位基团，这
样就能同时“抓住”众多重金属离子，从而净化处理废
水？通过反复实验，团队发现某种微生物代谢产物具备
这种功能，随后通过生物技术和化学方法融合，2009 年，
“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法深度处理技术”诞生了。
不过，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扩大、改造、成本考量……柴立元带领团队驻扎在生
产厂房、日夜排班、反复实验，
又打了一场饱含艰辛的
“攻
坚战”
。在观察和调节药剂流量时，污酸中的二氧化硫常
会逸散出来，
做实验时只能吸半口气然后屏住呼吸，
或者
深呼一口气后，再赶紧反身吸气。在这样的条件下，
柴立
元带领团队成员们一遍遍地尝试，一遍遍地总结调整，
愈
战愈勇。在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攻关后，
“重金属废水生
物制剂法深度处理技术”成功应用于我国最大的铅锌联
合冶炼企业——株洲冶炼厂。

“我是中国人，我们的科
研能为国家效力，这比什么都
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大
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蹇锡高教
授字字铿锵。这些年来，在多
次面对国外企业试图重金收购
他的研究专利时，蹇锡高都这
样回绝。
做中国自己的高性能塑
料，是蹇锡高 40 多年科研生
涯始终不变的追求。在他获得
的 30 余项发明专利中，有两
通讯员
项专利被评为世界华人重大科
技成果。他经常说：“荣誉不
是我一个人的，这是团队集体
杜佳的智慧结晶。”

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教师团队：

向重金属污染宣战

蹇锡高院士（左二
左二）
）和团队成员在实验室
和团队成员在实验室。
。

做中国自己的高性能塑料

在中南大学金贵楼一间办
公室的墙上，一张布满小红旗
的中国地图格外显眼。每一面
红旗，都是一份属于中南大学
重金属污染防治教师团队的
“荣誉勋章”
。
“每实施一个工程，
我们就会
在地图上画一面红旗。
”
团队负责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柴立元介绍，
团队自组建以来，瞄准重金属污
染 防 治 这 个 科 技 界 的“ 顽 瘴 痼
疾”，研发出一系列先进科技成
通讯员
果，在我国最大的铜、铅、锌、镍、
锑、钼冶炼企业大规模推广应用
300 多项工程。如今，一面面红
钟南新
旗已在全国 26 个省份飘扬。

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教师团队：

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攻坚队﹄

中南大学重金属污染防治教师团队：

柴立元院士（左二
左二）
）和团队成员在企业应用现场
和团队成员在企业应用现场。
。

这个 37 人的团队，是支
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的口
号是做“顶天立地”的事。
所谓“顶天”，就是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围绕“卡脖子”
难题，加强科研攻关，增强
国家的自主创新力。而“立
地”，就是围绕光催化环保产
业共性关键技术集中攻关和
合作开发，促进行业技术进
步和创新，把论文实实在在
写在祖国大地上。
通讯员

从零开始建起实验室

化，2020 年我国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
而发展清洁能源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杨万淑 廖强和团队成员长期工作
在能源动力领域教学与科研一
线，从事强化传热传质理论及
方法研究，并将其推广应用于
余热回收利用、微生物能源转
化、环境污染治理、燃料电池、
微机电系统等领域，在多项关
键技术上取得突破，促进了能
源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和可再生
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
如何寻找低碳的可再生能
源 ？ 他 们 把 目 光 投 向 了“ 微
藻”
“
。微藻就像是一个由太阳能
驱动的细胞工厂。
”
廖强比喻道。在这个工厂里，
可以源源
不断地将二氧化碳和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转化为富含油
脂、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生物质。此后这些油脂就可以
被转换成生物柴油，
实现变废为宝。
神奇微藻“吸”的是二氧化碳，
“ 吐”出的是燃料。但
现有微藻培养光生物反应器存在体积大、占地广、成本
高、产率和效率低等突出问题。
对此，廖强团队开展了系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
提出多种高效微藻培养光生物反应器技术，其性能居于
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他们提出采用中低温太阳能对微
藻进行热水解，然后利用水解液进行发酵制取富氢甲烷
等生物燃气的新的技术路线，以提高微藻制取生物燃料
的效率，
推动微藻能源走向实用化。

始，付贤智就立志回国办个
实验室，做出属于中国自己
的光催化产品。1997 年，他
在我国光催化学科领域一片
空白的基础上创建了第一家
研究机构——福州大学光催
化研究所。
回国之初，在 20 多平方
米的实验室，付贤智带上几
个年轻人，一边想方设法以
光催化技术的开发应用为突
破口、争取国家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的立项和科研基金，
一边积极从国内外物色志同
道合的科技英才加盟他的科研团队。
第二年，在各方的支持下，团队争取到了国家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光催化功能材料及系列产品产业化前
期关键技术研究。这个科研经费高达 3000 万元的项目
是当时我国光催化领域和福建省高校最大的科研攻关项
目，对光催化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形成意义重大。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科研
工作者来到团队，包括留学法国从事分子筛催化研究的
王绪绪，留学新加坡和美国从事材料合成研究的李朝晖
博士等一批物化、材料、电子及机械工程等专业的科研
骨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创办了集基础理论研
究、应用技术开发、产业化实施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我
国第一家光催化研究所。

敢打敢拼特别能攻关

推动成果产业化

团队成员付乾曾在廖强和朱恂两位教授的引荐下到
日本读博。
“当时两位前辈给我的临别赠言就四个字——
学成归国。我后来就回到了重庆大学做科研。”付乾把团
队取得突出成果的原因归结为一种“不怕吃苦、扎根实验
室”
的精神。
1993 年，朱恂从重庆大学毕业留校任教。27 年来，
她和团队日复一日与各种工业废气、废水、废渣打交道。
2012 年，朱恂率团队开始研究高温熔渣余热回收的能质
传输机理。
“ 在一次次艰难探索和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我
们逐渐攻克了各种核心技术难题，实现了离心粒化法余
热回收技术。”该技术出渣品质高，余热回收率高且无需
用水，能够为我国钢铁行业每年节能 1400 万吨标煤，减
排二氧化碳 3640 万吨。团队核心成员王宏表示，这在世
界上是首次实现，
属于该领域 0 到 1 的突破。
廖强和朱恂做事都以严谨著称，在他们的影响下，团
队教师对待科研一丝不苟、严谨求是，对实验结果严格把
关、反复推敲，对科学问题深度挖掘、刨根问底。团队成
员夏奡开玩笑说，团队常年开启“五加二”
“白加黑”模式，
每年的休息日用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有时，他们讨
论学术问题直到凌晨 3 点。

光催化是利用太阳能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洁净氢能
源生产的高新技术，集中了催化化学、光电化学、环境
科学、材料科学和半导体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科研成就，
使环保技术与可再生洁净能源技术自然结合与扩展，成
为具有强烈应用背景的新兴交叉学科。
科研成果产业化才能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的步伐，团
队不仅抓基础科研，更是把目光移到了新产品和新技术
的开发市场上。但“搞科研不是交钥匙工程”，从实验
室走向市场的道路并不平坦。
对此，学校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的制度化和体系
化，打通校企“科研创新链条”，推动企业成为创新的
主角，还率先成立了“福州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
组”，着力推进技术转移机构改革与建设，协同推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
2021 年 5 月，团队首次将光催化技术应用在了上
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外墙的修缮之中，使一大会址
纪念馆外墙具有抗污、自洁、防老化的功能。团队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的科研攻关，以紫外光催化技术为核心，
研制成功国内首台 （套） 冷链产品外包装表面病毒的原
位在线光催化/紫外消杀系统与装备，该项目成果通过
国家级专家验收，已在福建多地监管仓中推广使用。近
期，该成果还通过了科技部论证，即将应用到北京冬奥
会的防疫工作中。
如今，光催化研究所已发展成为集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学科建设和产业化实施为一体的高水平科研机
构，拥有能源与环境光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环境
光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两个国家级科研平台，拥有
一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能源与环境光催化
创新引智基地，并入选了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多学科交叉强强联合
2020年9月，
由廖强牵头的
“多相反应流传递与转化调
控”
群体成功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这是
一个由多名具有交叉学科背景核心学术骨干强强联合组成
的创新研究群体，
在工程热物理、
生物工程、
化学化工等学科
交叉融合背景下，
推动清洁能源科技进步。
团队围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多尺度能质传递及过程
强化理论与方法等国际交叉学科研究前沿，开展了一系
列创新性研究工作。
“我们在过程仿生、
微流器件、
可再生燃
料、
微藻能源等基础研究上有了进一步的突破；
微藻沼液处
理、
电解水制氢、
钢渣余热利用、
新型变压器用散热器等技术
的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也进展很快。
”
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
廖强介绍。
氢燃料电池是现代工业公认的最理想、潜力最大的新
能源技术。但现阶段这一技术的成本十分高昂，
难以真正
“飞入寻常百姓家”
。创新研究群体成员、化学化工学院院
长魏子栋表示，
“我们创新研究群体通过多学科交叉、多专
家联合，跨领域联合攻关，实现开发低成本电解水制氢和
高性能氢燃料电池，
助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
”
廖强表示，
未来面向我国能源革命和能源产业升级的
挑战，
团队还将继续在复杂和极端条件下多相流传热强化
与调控理论、
微尺度多相传递与反应调控理论及技术、
生物
质多相反应过程传递调控及定向转化理论、自然生物系统
传递及转化过程仿生理论及方法等方面开展原创性研究。

从旅美留学期间研制的

许晓凤
第一台光催化空气净化器开

让年轻人大显身手
团队以应用研究起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基础
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团队主持承担和完成
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973 计划等在内的 100 多项科研项目，解决了光催化技
术实际应用的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王心晨是福州大学光催化研究所成长起来的青年化
学工作者，也是团队新的带头人。在氮化碳光催化研究
中，他带领团队开拓了光催化材料研究的新领域，实现
从传统无机半导体光催化剂，到聚合物半导体光催化剂
的突破，使碳氮聚合物发展成为光催化的重要研究新领
域，成为这个新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跑者。
同时，一大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团队中崭露头
角，他们中有张金水、张贵刚、汪思波等。谈到光催化
研究的前景，新时代的光催化人总是内心充满自豪与激
情，他们坚信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实现用光
催化技术造福人类、改变世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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