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等身材、头发略显花白，一张被骄阳炙烤

后黝黑的面庞，是很多人对路战远最深刻的印

象。这张被烈日“烤”出来的脸，透露了主人常年

在田间奔走的经历。

多年以来，作为一名长期扎根一线的农业科

研人员，路战远以内蒙古农牧交错区保护性耕作

的研究与技术推广为切入点，开展了大量工作，

并成为当地这一科研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

2019 年，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院长、研究

员路战远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成为该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唯一获此殊荣的科

学家。

“如何在为农牧业增产、增效，农牧民增收的

同时延缓土地沙漠化的速度，为提高农牧生产收

入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这是我的梦

想。”路战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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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景阳

2018 年春，刚刚上任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副主席李秉荣参加完全国两会后没有返回自治

区首府，而是马不停蹄赶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

农村牧区进行调研。路战远作为特邀专家参加

了调研，而调研组去的地方，正是紧邻首都的农

牧交错地区。

李秉荣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路战远是这方面

的专家，这方面的决策工作很需要他的经验和技

术。那也是记者第一次见到路战远，五十多岁的

他已经有不少白发，消瘦的身形、朴实的穿着，让

他在人群里毫不显眼。但是想找到他并不难，在

牧区的草场上，农区的大田里，总蹲在田间和草

丛里的那个人，一定是他。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路战远的学习和工作没

有离开过农牧业和生态。内蒙古农业学校、内蒙古

农牧业机械化研究所、内蒙古农牧业机械技术推广

站、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路战远待过许多单位，也

让他从一个大学毕业生逐步成长为多个单位的领

导。然而熟悉路战远的人都说，不管在哪个单位，有

一样东西他始终没有放下，那就是他的科研工作。

路战远说：“我的工作虽是复杂的研究，但总

结起来倒也简单，就是如何让农牧民增收，让土

地更肥沃，让农村牧区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少年之志，成年之事。上世纪 60年代，路战

远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贫困的生活和贫

瘠的土地成为他儿时最深刻的记忆，也深深影响

了路战远确立职业生涯的目标和决心。从学业

到工作，路战远与土地始终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由于很多时候都在田间地头和野外工作，

大家都说我的工作接地气，而这个地气接到了农

牧业和生态上，是国之根本，是民生大计，我很欣

慰。”路战远说。

他的地气，接到了国之根本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也是我国重要的肉粮生产基地，这两个“重要”，似乎

决定了研究农牧交错地区保护性耕作和农业生态环

境改善的路战远，在其职业生涯中是闲不下来的。

内蒙古有耕地面积 1.3 亿亩，草原面积 13.2

亿亩，农田风蚀沙化，草原不同程度退化，特别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系统开展农牧交错区保护性耕

作刻不容缓。这就是路战远接到手的“考题”。

说起自己的研究和实践领域，路战远总会滔

滔不绝：“农牧交错区保护性耕作关键因子与作

用机理是什么？如何减少农田扬尘、扬沙？农田

杂草发生与演替有无规律可循？怎样解决杂草

危害这一制约农牧交错区保护性耕作发展的瓶

颈性技术难题……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没有很

好地解决这些难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农牧民

急盼解决的，对于内蒙古非常重要。”

30 多年来，路战远带领团队联合区内外相

关单位部门单位及专家，实施项目 30余项，将这

些困扰农牧交错区的技术难题一一破解。

“一个项目一般经过 3 年才有初步结果，验

证试验和生产示范需要 2 至 3 年，进入推广阶段

得是第 5 年或第 6 年，甚至需要更长时间。”路战

远告诉记者，从事农业科研不仅周期长、耗费大、

成果产出慢，而且非常辛苦。

但是路战远不畏艰苦，跑遍了全区所有盟市

和 70 多个旗县区，足迹遍布广大农村牧区的田

间地头。

“内蒙古幅员辽阔，东西跨度4000公里，南北

相距 1700多公里，东、中、西部的地貌、自然环境

和农牧业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意味着我

他的研究，做到了农民心里

纵观路战远的科研历程，可谓有的放矢、建

树颇丰，其成果应用后正极大程度地改变着内蒙

古的农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

春季，抢播抢种，路战远带领团队成员奔赴

全区各地，针对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问题，进行

调查研究。农牧交错区旱作农田保护性耕作关

键因子与作用机理研究，创新了蓄水保墒与抑制

扬尘的关键技术与体系，成果应用后可增加农田

播前土壤含水量 9.3%到 25%，减少扬尘 35.9%到

68%，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增加 0.04%到 0.06%。

夏日炎炎，他又带领团队一头扎在庄稼地

里，认真细致地对农田土壤状况和作物生长发育

状况调查取样。他和团队成员每天要在 30多摄

氏度的高温下，忍受着烈日的炙烤和蚊虫的叮

咬。而农牧交错区保护性耕作农田杂草发生与

演替规律的发现，创新了杂草综合防控技术体

系，杂草防除率达 90%以上，用药量减少 30%左

右，有效解决了保护性耕作农田杂草危害重、防

除难和窄行距作物无法机械除草的技术难题。

到了秋收季节，为了不影响农民的抢收，路

战远和他的团队只能在晚上等农户收工后才入

户了解情况，既要将农业生产排在第一位，还要

保证团队自身的研究进展。他们研究突破了以

保护生态为基础的农牧交错区少耕带作与抗旱

播种保苗关键技术与模式，成果应用后可减少农

田风蚀 50%以上，节水 20%到 30%，增产 8%以上，

较好地解决了马铃薯等耕翻穴播作物土壤裸露、

保护难和作物出苗成苗率低等重大技术问题。

冬日内蒙古冰封大地，路战远仍然不能休

息，一年来的观测、采样、实验，需要在实验室里

重新反复进行，这是一项新技术研究最终成型的

关键一环。

路战远 30余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

外农牧交错区保护性耕作相关研究的多项空白，

为有效控制农田风蚀沙化、草原退化和增加农牧

民收入提供了创新的技术路径和方法，也为内蒙

古乃至我国北方成为保护性耕作主要实施区和

建设我国北方生态屏障和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

重要贡献。

农业科研的最终目的是将成果转化生产力，

为了把科研成果尽快推广应用。2011 年，路战

远和团队成员自筹经费近 40 万元，出版发行了

蒙汉文对照版本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科普画册

17 万册，免费发放给广大农牧民，很好地促进了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将

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力争

在新时代为内蒙古乃至我国农牧交错区农牧业

生产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作出新的贡献。”路战

远初心未改，志在千里。

他的成果，立在了时代潮头

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畜牧发展畜牧发展、、生态保护生态保护
他的研究以一他的研究以一““敌敌””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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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研究难度极大，”路战远告诉记者，“但是从另

一方面来看，也正是因为这种差距，让我们的研究

变得更有意义，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和普及价值

变得更大。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受到当地农

牧民的欢迎和大力支持，老乡们说，我们的研究做

到了大伙的心坎儿上，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保护性耕作抗旱防尘技术、杂草综合控制技

术及体系、农牧交错区农田、草原保护性耕作技术模

式……团队相关成果在内蒙古及生态条件相近的省

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累计推广应用面积达1亿多亩，

创经济社会效益60多亿元，为沙尘危害严重地区生

态环境改善和农牧民收入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

路战远路战远，，19641964 年年 77 月出生于内蒙古宁城县月出生于内蒙古宁城县，，华中科技大华中科技大

学博士毕业学博士毕业。。现任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院长现任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研究员，，并兼并兼

任内蒙古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任内蒙古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农业部保护性耕作专家组农业部保护性耕作专家组

专家专家、、农业部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专家农业部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专家、、中国棉花学会副中国棉花学会副

理事长理事长、《、《北方农业学报北方农业学报》》主编主编、、河北农业大学和内蒙古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和内蒙古大学

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土壤耕作与作物栽培等方面研究他长期从事土壤耕作与作物栽培等方面研究

工作工作，，在农牧交错区农田生态保育和保护性耕作等方面做在农牧交错区农田生态保育和保护性耕作等方面做

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工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工作。。

文质彬彬、不爱言辞，典型的学者风，初识天津大学化工学院优秀青

年教授张生，他给人这样的印象。

然而，当聊起他深耕了十几年的电化学研究，张生瞬间变了一个人，

侃侃而谈。一直和各种电池打交道，并取得多项世界级研究成果。张生

坦言：“利用电化学原理开发清洁能源技术是我的理想。”

近日，张生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爵

士等人合作，证实了石墨烯、氮化硼等二维材料具有质子传导性，并进一

步发现，把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云母用于燃料电池的高温质子交换膜，比

目前商用膜性能更优、更节能环保。这两项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世界顶

级学术期刊《自然·纳米》与《自然·通讯》上。

自小与“电”结下不解之缘

“我从本科到博士一直读的都是电化学专业，回想起来，我从小就

对电特别好奇。”回忆起和电化学结缘，张生娓娓道来。中学时，张生最

喜欢的化学实验就是拆开收音机用过的旧电池，把二氧化锰和锌做的

电极插入碱性溶液中，就会产生电，让小灯泡亮起来。“现在想来，干电

池就是最简单的电化学原理的应用，即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专业术语

叫作‘原电池’。”

2005 年读研究生时，张生第一次接触到了燃料电池，自此一干就是

十几年。“燃料电池是一种很棒的清洁能源技术，不受热力学循环限制，能

量转换效率极高，而且燃料电池发电过程的产物只有水，没有碳排放，非

常环保。”张生感慨地说，“但当时我国燃料电池研究才刚起步，研发出来

的燃料电池成本高，很难实现商业化。”

张生读博士的时候，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降低燃料电池成本。他和

所在的团队通过碳改性，增加廉价金属用量，达到了和用昂贵的铂金催化

剂做电极一样的效果，电极成本极大降低。

在燃料电池中，质子传导性能对于燃料电池能量转化效率非常关

键。“当时只有全氟磺酸膜，技术垄断价格高而且不耐高温。燃料电池需

要的质子传导膜既要非常薄，还要像一张‘网’一样，孔洞大小只能让质子

快速通过且能阻挡反应物氢气的渗透。但当时由于我的知识局限性，还

不足以攻克这个难题。”张生解释道。

带着这个遗憾，张生去了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主攻方向是温室二氧

化碳的电化学转化利用。在国外学习工作期间，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材料

学、化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这些新知识拓展了他的视野，但寻找性能更

优良的质子传导膜这个难题始终让他念念不忘。

破解提升燃料电池性能难题

张生的执着让他的人生轨迹再次与燃料电池产生交集，优异的研究

成果使张生获得欧盟杰出人才计划资助，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作，专心

进行质子交换膜的难题研究。

“寻找能够做‘网’的二维材料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研究过程也是

一波三折。”张生说，根据各种文献和之前的研究，他们找到了石墨烯这种

二维材料，本以为找到了一张合适的“网”，但事实证明，这条路才刚刚开

始。石墨烯材料是由碳的六元环结构组成的，十分不稳定，需要以铜片为

基底才能稳定成石墨烯膜。但是铜不能让质子通过，因此还需要把稳定

的石墨烯从铜片上转移下来。

“整整半年时间，我们实验了热压、冷压等二十多种方法，但由于界面

作用没那么强，转移过程中石墨烯膜都破损严重。”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张

生至今难忘，“我当时的心情，和曼彻斯特的冬天一样，见不到阳光。”通过

总结失败的方案，张生调整思路，最终找到一种胶增加了界面强度，实现

了石墨烯膜的完美转移。

然而石墨烯膜并没有解决耐高温的问题，回国后，张生又找到和

石墨烯结构相近一些材料，但都存在各种问题。直到云母材料的出

现，让张生如获至宝。“云母在地壳中储量极其丰富且价格低廉，使用

云 母 制 备 的 云 母 质 子 膜 可 以 满 足 各 种 条 件 ，而 且 使 用 温 度 可 以 从

100℃延伸到 500℃。”张生介绍说，云母膜质子传导率超过了目前商业

化要求的两倍，应用于燃料电池后，未来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将会有

很大提高。

“我们发展燃料电池这一清洁能源技术的初衷之一是减少碳排放，而

更好地减少碳排放的办法是把二氧化碳变废为宝。”依托天津大学化学学

院绿色合成与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生通过反向利用燃料电池的能

量转化原理，通过电能打开二氧化碳的碳氧分子键，加入氢将二氧化碳有

选择性地转化为甲酸、乙烯和乙醇等有用的物质。

“虽然这项研究难度很大，但是做科研需要迎难而上的精神，我相信

通过努力，我们的团队一定能开发出通过电化学途径转化二氧化碳这样

一种清洁能源技术。”面对未来，张生充满信心。

张生：

这张膜将改变燃料电池

陈 曦

张生在实验室 陈曦摄

“我认识崔洪芝有 30年了，她始终是一个脚

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做科研的人，给青年学者

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蕴博教

授这样评价说。

崔洪芝，山东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自 1989年毕业到山东科技大学以来，始终

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第一线，脚踏实地做科

研，诠释了一名科研工作者平凡中的伟大。

“我要开发性能过关的
先进材料”
“咱国家材料、装备不过关，我们想进行海洋

勘探，勘探不了；我们想深井作业，实现不了……

原因是什么？材料不过关！”上世纪 80 年代，还

在读大学的崔洪芝经常听到老师这样说。

“我要开发性能过关的先进材料！”为了这句

承诺，1989 年硕士毕业后，崔洪芝来到山东科技

大学，那时这所高校还是以服务煤炭行业为主。

金属材料专业出身的她，就琢磨着为煤炭开采的

材料研发做点什么呢？

崔洪芝通过调研发现，因腐蚀、磨损丢弃的

开采设备零部件堆积如山，核心部件的磨损导致

矿山频频发生安全事故，成为行业的心头病。而

国外进口的材料和技术价格十分昂贵，一般企业

承受不起。经过与课题组反复研讨，崔洪芝决

定：“靶向材料‘顽疾’，为煤炭、石油、化工、冶金

等行业开发‘用得起’的耐磨材料和表面强化技

术。”

就这样，崔洪芝在国家 863 计划、国际合作

项目的支持下，与课题组开始了耐磨蚀材料及实

用性表面强化技术开发的艰苦历程。

没有设计方案，自己想；没有实验设备，自己

造；没有数据，自己去一线试验，累了困了睡在实

验室，饿了就吃方便面。彼时，在与山东科技大

学有合作的煤矿上，经常能看到崔洪芝和团队成

员带着各种材料和零部件，前来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崔洪芝带领团队攻克等离

子束稳定性、可控性、大功率、小型化等技术难

关，开发出等离子束表面冶金技术，填补了我国

实用性高能束表面强化技术空白，将材料的耐

磨、耐蚀性能提高 2 倍以上，成本降低 50%，使我

国的等离子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该技术在我

国机械、冶金、矿山、内燃机等行业得到广泛应

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科研就要专挑硬骨头”

数十年如一日，崔洪芝总是把破解难题当作

自己的科研使命。用她的话说就是“哪里需要新

材料，那里就是我战斗的阵地”。

在科技界，崔洪芝敢啃“硬骨头”是出了名

的。越是有挑战的难题，她就越往前冲。

早些年，汽车尾气排放控制技术难，她迎难

而上，开发新一代尾气净化材料；针对我国造纸

行业造成的森林资源破坏、水污染严重等问题，

崔洪芝与企业合作开发环保型的包装纸……

近年来，立足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崔洪

芝又把目光瞄准国家海洋、能源战略的关键材料

需求。关键材料数据缺、标准少、效率低等一个

个难题扑面而来，“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有一颗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心”，面对困难，崔洪芝总是这

样给团队人员打气。

特别是为了积累实验数据，崔洪芝与团队

泡实验室、讨论论证、现场测试；拆解、涂抹材

料、重装……一遍一遍，日复一日，一次次失败

逐 渐 蜕 变 成 一 个 个 进 步 。 终 于 ，历 时 5 年 时

间，崔洪芝和团队建立了 20 多种耐磨蚀材料

体系，发明了高速梯层熔射技术，取代了传统

高污染的电镀技术，并开发出 30 多种耐磨蚀

产品，为工作在严酷腐蚀、磨损、高温等环境

下的海工、轨道、高端制造装备的关键部件穿

上了国产“防护服”，推广应用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2019 年，该成果荣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

崔洪芝介绍，技术现已应用于矿井大型液压

立柱，其寿命由 1 年延长至 5 年，并出口国外，形

成了我国自主的材料、技术、标准体系。

既要“挖大树”更要“育好苗”

30 年来，崔洪芝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为本

科生、研究生授课。她表示，教学是育苗的过

程。材料学科发展，既需要“挖大树”，更需要“育

好苗”。

在带领团队做好科研的同时，崔洪芝还亲力

亲为做好“育苗”工作。

听过崔洪芝课的学生，对其评价都很高。在

教学中，崔洪芝经常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与学生

“聊天”，指导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开展自主设计

创新实验，并为学生提供实验经费。在指导学生

创新时，崔洪芝不论多忙都会挤出时间，帮助学

生战胜困难。有时，因为教学、科研任务重，崔洪

芝十分疲惫，可一旦学生来求助，她就会打起精

神，给予耐心指导。

为了培养年轻人，几乎每一个项目，每一次外

出试验，崔洪芝都会带着青年学者一起参与其中。

多年来，崔洪芝可谓“桃李满天下”。“崔老师

亦师亦友，每次发短信给她，都是秒回，而且总会

在第一时间对我们诉求给出反馈。”获得全国高

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的崔蓝月动情地说，现

在她自己也成了山东科技大学的教师。

“未来新材料的发展关键在人才”，崔洪芝

说，“希望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在材料的跑道上

快速前行。”

崔洪芝：给关键部件穿上国产“防护服”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讯员 韩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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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有约
“我的工作虽是

复杂的研究，但总结

起来倒也简单，就是

如何让农牧民增收，

让土地更肥沃，让农

村牧区的生态环境变

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