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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内众多薄膜场效应晶体管（TFT）液晶面

板企业的艰难时刻——目前显影液95%以上依赖进

口，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让众多企业感受到断供之痛。

关键时刻，福建泉州市泉港区石油化工科教园

区里的福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侯琳熙教授团队“出

手”，与佑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达环

保）的研发人员紧急攻关，联合突破这一关键技术！

“依托福建省创新实验室雄厚的研发力量、中

试的场地和优质的测试平台，组建科研‘大兵团’、

打造‘转化特区’，为显影液快速实现国产化提供了

可能。”作为中国化学工程科学与技术福建省创新

实验室（该实验室位于以清源山为地标的泉州，以

下简称清源创新实验室）的一员，侯琳熙自豪地说。

这是当前我国制造业重镇泉州抓紧“抢滩布局

新经济”的一个缩影。“面向新型显示、半导体、芯片

等一系列新兴产业领域，加强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

技术和孕育新兴产业的新技术研究攻关，成为产业

创新转型以及成果转化的高地，泉州正着力培育高

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泉州市科技局局长杨昌文说。

当前，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等正成为国际电子

信息产业竞争的新焦点。电子精细化学品产业是

电子信息与化工材料结合的新兴产业，光刻工艺是

集成电路加工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工艺，其中使用到

的显影液等高端湿电子化学品，是电子信息产品的

成品率、电性能及可靠性的核心所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国，仅液晶面

板显影液每年的需求量预计近 10 万吨。“然而，由

于纯度和洁净度要求极高，核心表面活性剂生产技

术复杂、运输和存储成本高等原因，目前 95%以上

的显影液依赖进口，其技术和产品大多被国外垄

断。”佑达环保总经理刘小勇说。

特别是，这次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意

识到显影液这一核心问题，关乎我国液晶面板等

的生产安全。为此，清源创新实验室与佑达环保

联合攻关，在前期多年积累的技术基础上，紧急

开展“高浓度水基显影液项目”的研发工作。随

后，侯琳熙团队与佑达环保联合制备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显影液，“与同类产品相比，性能上具

有浓度高一倍、对多种光刻胶兼容性好等优势。”

侯琳熙说，该成果不仅突破国外对显影液材料的

垄断，同时还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

的竞争力。

据介绍，建设福建省创新实验室是福建省委、

省政府打造战略科技力量的重大举措，其目标任务

是建成具有国际和国内重大影响力的一流科技创

新高地。其中，清源创新实验室面向国家化工产业

战略需求、11 个千亿产业集群发展需求，采取“校

地+央企”建设模式，由泉州市政府、福州大学、中

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三方共建。

同时，清源创新实验室探索大科研机制，组建

“大兵团”，整合了全省 10 多个化学工程领域的国

家和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汇聚了福州大学付贤智

院士团队及国家级人才鲍晓军、江莉龙等 7个高水

平科研团队，以突破前沿学科融合和重大领域创新

资源集成度不够高等“痛点”。

探索大科研，破解产业难题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王燕双 王忆希

在清源创新实验室，福州大学江莉龙团队曾被

人才问题困扰：由其牵头的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作为国家级创新平台，主要引进具有博士学

位或者高级职称的各类高层次人才；而作为工程研

形成共同体，填平转化沟壑

究中心在成果与产品推广过程中，又急需配备本

科、硕士学历以及熟练技术工人等不同层次的人

员，负责研发及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

针对人才需求与引进标准之间存在矛盾的

问 题 ，江 莉 龙 团 队 积 极 创 新 机 制 打 造“ 转 化 特

区”，以激发和释放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由福州大

学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聚环保）联合成立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聘任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的研究人员作为核心研发人员，负责提供研

发思路和研究方案；而产业化过程中重复性检测

评价及成果转化等任务，则通过联合成立的新公

司招聘本科、硕士毕业生及熟练技术工来实施，

有效打破了过去校企合作松散的窘境，形成研

究、开发、产业一体的“转化共同体”，从而加快了

产学研攻关的步伐。

解决了科研与转化的人才难题，江莉龙团队创

新“活力四射”。团队联合三聚环保、江苏禾友化工

有限公司等共同研发了以煤为原料的“梯级变换制

氢—铁串钌氨合成”合成氨成套技术，这一世界首

创的技术打破了国外 20多年的技术垄断。

自主灵活的协同转化体制机制，更催生了多

个有利于成果落地的“转化共同体”，这在显影液

攻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地方政府提供有效的政

策引导和资金支持，院校提供场地、人才和智力

支持，企业提供精准的市场信息、设备、模拟生产

线，并根据资金投入度、研发投入度等进行转化

成果的分配。

佑达环保把企业研发中心和生产模拟线直接

建在校区内，与福州大学科研人员组成了紧密协作

的研发团队。“针对企业反馈的技术需求与难题，我

们马上组织力量与企业研发人员进行攻关，研发的

产品在校区内的模拟生产线进行测试。”侯琳熙说，

测试通过后，各大面板厂家驻扎的技术服务人员，

通过联系下游企业进行实际应用上线测试，破解科

研成果与产业应用“两张皮”难题。

在经历了煤烟型污染和化学污染后，人类进入

以室内空气污染为标志的污染时期。而光催化被

誉为“当今世界最理想的净化技术”，该技术是让一

定波长的光照射在纳米光催化剂上，使水和空气中

的 PM2.5、甲醛、苯等有害物质，迅速氧化分解为无

毒无味的二氧化碳和水，具有较好的杀菌、除臭、防

霉、净化空气等功能。光催化技术在各种重点环境

改造工程中均能大显身手。

在清源创新实验室，福州大学付贤智院士领衔

的团队，瞄准光催化技术实际应用的一系列关键技

术难题，研发出了世界领先的光催化防污闪高压绝

缘子技术等一批原创性创新成果。清源创新实验

室在此基础上，还集聚和培养了多名高层次人才，

组成“光催化重点领域创新团队”，为我国光催化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进行各种研发支撑。而这一

领域的创新和成果转化，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生态

效益。

除力挺科技研发突破壁垒外，让科研成果迅速

转化落地、培植发展新动能，是清源创新实验室的

另一重点工作。清源创新实验室与福建百宏聚纤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共建聚酯中试基地、与永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特种化学品研究中心，通过联合

开展产业技术研究、重大产品开发，推动成果加速

落地。

“未来 5 年，清源创新实验室规划投入 40 亿

元，建成催化科学与技术等 5 个创新中心，突破 5

项以上重大瓶颈技术并产业化应用，产生直接经

济效益 30 亿元以上，带动石化及关联产业增加值

500 亿元以上。”清源创新实验室、福州大学相关

负责人表示。

杨昌文表示，泉州正全方位抢滩布局新经济，

围绕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大需求，创新

“平台+项目+人才”方式，打造一支以清源创新实

验室领衔的，由 40多家省、市级新型研发平台组成

的生力军，为泉州新一轮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

动力和支撑。

突破壁垒，培育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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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建银（川）西（安）铁路跨董志塬区域，

全长 6.78公里的上阁村隧道贯通。

上阁村隧道，最高含水率 33%、纵坡 25‰、最大

埋深 102 米、出口最浅仅 6 米，为全线一级风险隧

道，也是国内首座穿越最湿黄土稀泥的高铁隧道。

特殊地理构造让施工风险极高

银西高铁经毛乌素沙漠边缘，由南向北穿越

世界规模最大的黄土塬董志塬，是国内首条修建

在黄土层最长段落的有砟高速铁路。

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一块原面，号称

“天下黄土第一原”。丘陵、髙塬沟壑纵横，黄褐铍

褶，是我国湿陷性黄土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湿陷

厚度为 10至 33米。

“上阁村隧道所处地质孔隙潜水明显，广泛分

布于黏质黄土地层中。”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铁二十二局）项目部经理魏绍刚

说，这样的地理特性，导致地质围岩极易渗水、软

化变形、突发坍塌，以及地表沉陷、地下水流失等。

特殊的地理构造，使上阁村隧道施工风险极

高。魏绍刚说，隧道通过第四系黄土，堪称稀泥，含

水率超高，高达 33%，隧道开挖时极易发生沉降、变

形，甚至出现突水、涌泥等灾害，并易发生多次坍塌，

被称为“雨里挖掘、泥里支护，在淤泥里打隧道”。

攻克罕见工程建设“拦路虎”

业内专家表示，上阁村隧道地处的深厚富水

黄土国内外罕见，是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要面临

软塑性黄土地区、穿越富水地层基底降排水、基底

加固困难等三大挑战。

一般隧道地质含水率低于 20%，一旦超过 24%

就严重影响施工。资料显示，在含水率超过 24%黄

土层建隧道，最低月进度仅 0.6米。

如何在黄土厚度深数百米，地层含水率极高

的黄土稀泥里建高铁隧道？

面对三大挑战，中铁二十二局项目部成立技

术小组，在建设单位的组织下，召集设计、监理单

位及有关专家联合攻关。

上阁村隧道出口段隧道埋深6至14米，埋深浅。

受长段落浅埋慢坡以及黄土垂直节理发育等影响，围

岩易出现变形、掉块，地表易产生沉降变形的工程病

害。建设者通过对现场地质条件深入研究，经过反复

比选，最终确定了采取洞内帷幕注浆的超前加固方案。

针对富水地层基底降排水和基底加固困难的

挑战，建设者连续攻坚克难。开展深孔地表注浆

施工技术研究，总结形成了注浆浆液材料、注浆孔

布置间距等注浆参数成果，将 31%的地层含水率降

至 22%；采取基底袖阀管注浆加固技术进行基底加

固处理等技术手段，攻克了多项难题。

填补隧道修建技术6项空白

“为同软弱松散的黄土斗争，不到 7 公里的隧

道，竟设了 4 处斜井共 10 个作业面。”魏绍刚说，其

中，单个作业面进尺仅 200 多米，可见这种黄土多

么难“啃”！

历经 1370 天的艰苦努力，这座穿越世界最厚

黄土塬的隧道终于胜利贯通，为银西高铁后续线

上施工扫除了障碍。

建设单位银西铁路公司认为，上阁村隧道建

设中的多项创新成果，都是隧道施工建设的首创，

攻克了深厚富水黄土隧道安全修建技术难题。

这些创新成果包括：首次系统开展了基础理论

研究，揭示了深厚富水黄土地层的水稳性特征，为隧

道设计和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首次提出了最佳矢

跨比仰拱型式，提升了深厚付汇黄土隧道仰拱的抗

隆起能力；首次采用了“防结晶、可维护”排水系统设

计，有效解决了隧道排水系统运营期堵塞难题；首次

研发了地表垂直深孔袖阀管精准靶向注浆技术，显

著提高了地层注浆加固效果，实现了深厚富水黄土

地层加固后月度 80米以上施工效率，缩短了工期；

首次采用了自主研制的隧检车，对全线隧道衬砌质

量进行“全覆盖、全方位”检测，彻底消除了隧道衬砌

质量缺陷；首次创建了隧道衬砌质量检测信息平台，

实现了隧道衬砌质量全寿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

“上阁村隧道建设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外隧

道修建技术 6项空白，极大提升了我国铁路隧道整

体修建水平。”银西铁路公司专家表示。

银西铁路正线长 618 公里，设计速度为 250 公

里每小时，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之一，也是《“十三五”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福银通道”重要组成

部分。这条线路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开工，计划

2020 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银川至西安将由现在

的 14小时缩短为 3小时左右。

在黄土高原的稀泥里打隧道
“基建狂魔”再战世界级工程难题

图为中铁二十二局技术人员在查验隧道衬砌质量检测信息线路图为中铁二十二局技术人员在查验隧道衬砌质量检测信息线路。。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早期诊断是防治帕金森病的关键。我们率先研制出国内

第一个前驱期帕金森病筛查软件，以及临床或生物样本数据库

系统，实现诊断效能最大化，破解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难题。目

前已在医院落地使用。”现场路演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徐评议教授的科研成果是广州市健康医疗协同创新重大专项

（以下简称重大专项）的成果之一。

近日，由广州市科技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广州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广州市健康医疗协同创新重大专

项成果推介会暨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技术转化中心揭牌

仪式在广州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专门为推介会发来书

面致辞。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技术转

化中心揭牌仪式。

2014 年，经广州市政府同意，广州设立了以钟南山院士为

专项总师的重大专项，支持健康医疗领域协同创新和成果转

化。重大专项已开展五期，每年安排 1亿元财政科技经费，围绕

恶性肿瘤防治、新发突发及重大传染病综合防治、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技术创新和临床应用等重点专题，共计遴选支持了 93个重

大项目。

本次推介会展示了 30 多项重大专项的成果，其中荧光技

术、流式细胞技术、免疫荧光技术平台等八项成果进行了现场路

演推介。“重大专项构建起来的健康医疗协同创新平台给了初创

企业极大支持。除了获得 100 多万元的专项资助外，通过此平

台还得以和临床单位进行了技术交流合作。”广东和信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晨阳说。

据广州市科技局局长王桂林介绍，重大专项创新专项管理

模式，采取专家主导专题方向和选题、工作委员会决策的重大专

项管理思路，以本地区常见多发重大疾病综合防治为重点，结合

广州民生实际，大力支持开展协同协作和联合攻关。

据了解，刚揭牌的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技术转化

中心，将采取“政府支持+社会化共建+市场化运作”的建设

模 式 ，通 过 加 强 生 命 健 康 领 域 的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快 速

打 通 成 果 转 化 链 条 ，有 效 推 动 越 秀 区 的 生 命 健 康 产 业 发

展。目前转化中心已吸引到中山大学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中

心、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广州锐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机构入驻。

此外，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银行和

招商银行五大银行与广州生物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将联手支持广

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科技金融总授信金额为 100亿元；广州生

物工程中心、广金征信共建全国“信易贷”（广州站）生物医药产

业投贷服务平台的合作协议也已签订，这些举措打通了以往科

技成果转化与金融机构对接的短板，形成了“产、融、投、贷”的有

效联动。

钟南山院士“挂帅”

93个医疗创新转化项目获力挺

本报记者 叶 青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获

悉，该院固体所蒋长龙研究团队在抗生素快速可视化检测方

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危险材料杂

志》上。

抗生素被发现以来，已经有效地保障了人类的健康和安

全。然而，畜牧业中的抗生素滥用会导致动物性食品和饮用水

中的药物残留，长期食用抗生素残留食物会使人体内耐药菌增

加，并且导致多种慢性疾病。因此，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开发一

种快速、简便、实时的抗生素可视化检测方法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双发射比率荧光传感器无需借助大型实验设备，仅在紫外

灯辅助下，就可为裸眼呈现多色变化，实现现场实时检测抗生

素。此外，与单色荧光探针相比，双发射比率荧光传感器可以通

过自校准消除外部环境和仪器效率等因素引起的荧光强度波

动，进而提高检测准确度。

研究人员用双发射荧光量子点比率传感器实现了对四环

素可视化定量检测。通过铕离子（Eu3+）对水溶性碲化镉量子

点的功能化修饰，利用铕离子对四环素的特异性识别，以及镉

量子点由电荷转移而造成铕离子荧光增强，提供了针对四环

素宽色度的双响应可视化检测方案。当目标检测物四环素加

入后，探针荧光由绿色变为黄色，最后变为红色。从而使得该

传感器能够成功利用于自来水样品以及牛奶样品的快速现场

检测。

这种检测方法简单、快速、直观、实时，显示了荧光检测方法

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广泛适用性。

快速简便

用传感器“看出”水中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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