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年来，与国内超千家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转化科技成果800

多项，获得省级以上各类科技成果奖10多项，重点扶持发展的16家

企业成功成为江苏省首批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这是常州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常州机电）晒出来的一份成绩单。

一所地方高职学校，舞起了融合创新发展的龙头，推进产教融

合、服务地方产业方面，是如何书写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常州机电校长沈琳说，苏南是制造业的集聚地，技术、人才

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升级，高校要主动作为，通过教学、科研的体

制机制改革，激发学校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内生动力，为产业转型

升级和持续发展提供基础动力。

“产教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决不能只挂在嘴上,更不能

靠临阵磨枪，要转变办学的思路，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在开展

‘政、行、企、校’全面合作中 ，推进学校的特色专业高水平建设，

全面提升学校创新水平和服务能力。”沈琳说，学校领导一次次

带着重点专业的骨干教师，先后深入常州、苏州、无锡等城市调

研，进园区、下企业……摸清了产业发展现状和企业需求。

“我们重点聚焦智能制造技术，着力打造对接智能制造产业

品牌与创意、设计与加工、生产与维护等环节的智能制造专业集

群。”常州机电科研处处长张波说，实施高层次平台、重大项目、

标志性成果“三大行动计划”，建立教师教学、科研业绩考评机

制，消除了教学、科研不配套不融合的“孤岛”现象。

张波介绍，目前，学校围绕智能制造产业链、技术链、创新链、

人才链，打造了工业机器人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等 6个专

业群，还牵头建立 5个职教集团、11个“厂中校”、38个双师基地，

以及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工业中心、“共享工厂”、应用技术中心

等，形成对接智能制造业的合作优势，建立了7个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的科研团队，形成了一支超百人的科技服务队伍。

3年转化科技成果超800项

这所高职学校深入产业链办学

秀成果

展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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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不起眼的淀粉可以变成什么？在齐鲁

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

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它经过中

间平台—基础材料—二次化合物—中间体一系列

让人眼花缭乱的物理化学反应，可以变成工业用的

润滑剂、交通用的氧化剂，还可以变成弹性纤维、水

化学品，或变成房屋的胶黏剂、树脂等。

淀粉是生物质原料的一种。重点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孔凡功教授向科技日报记者强调：“这些只

是生物质原料产业化链条的一部分。”

神奇的重点实验室打造了淀粉的“七十二般变

化”，而科学家们是变化背后的“操刀手”。在淀粉

之外，他们将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油脂、蛋白

质等生物质原料变成工业用品；变成交通、通讯必

需品；变成住房、食安链条中的一部分……在产业

链成型过程中，一项项国家级大奖就此诞生。

7 月下旬，科技日报记者拜访重点实验室时发

现，这里不仅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级大奖，更将一项

项成果运用到国计民生中，成为支撑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

猫瘟病毒检测卡、微晶纤维电池隔膜、超级电容

器纸、陶瓷纤维板……重点实验室展厅里，上百种展

品让人眼花缭乱，每件高科技展品都有其过人之

处，它们或进入航空航天领域施展拳脚，或用在工业

领域一展雄风，或成为传统产品的绝佳替代。

越过琳琅满目的展品，记者的目光落到了现场

的数打纸张上。

小小一张纸，连接着国计与民生。数据显示，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造纸大国，纸和纸板产量已超过

全球总产量的 25%，已连续 9年位居世界首位。

造纸不难，难在治污。污染是造纸业的“梦

魇”，其工业废水和 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

占全国工业排放总量的 1/5和 1/4。

前不久，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克复院

士牵头，多家单位参与研发的“制浆造纸清洁生产

与水污染全过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斩获

201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通过产学研用协同攻关的形式，瞄准造纸行

业的主要污染环节发力，研发出造纸全流程清洁生

产技术，助造纸业摘掉污染大户的帽子。

“从绿色出发，通过绿色方式，创造出绿色产

品。”这句话成为重点实验室对外输出众多重量级

成果的共同价值遵循。

所谓生物质，是指自然界中通过土地、大气、

水、光合作用生长的各种有机体，可再生，乃至生生

不息。近几年，以生物质为源头，延伸产业链，并最

终替代传统能源成为重点实验室的追求。

虽贵为世界第一造纸大国，但我国木材资源匮

乏却是不争的事实，利用常见的速生阔叶材资源、

采用全流程绿色造纸技术，是解决造纸业发展瓶颈

的有效途径。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嘉川教授团队研

发的酶促磨浆技术、酶促消潜技术、酶助漂白技术、

酶精制纸浆技术等一系列制浆造纸酶催化绿色新

技术，也夺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一头连着国计：助造纸业摘掉污染大户帽子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重点实验室展厅里的锅碗瓢盆，从外表上看普

通平常，但追溯它们的诞生过程则看点十足：这些

锅碗瓢盆以植物为源头，通过一系列技术提炼、转

化而来。蕴含万千的小物件虽不起眼，却代表着未

来科技的趋势，凝结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木糖醇、有机肥料、纤维素膜，貌似与造纸业风

马牛不相及，但却是国内企业深耕造纸链条着力打

造的产品。它们都是利用植物精炼技术提取，更是

重点实验室勠力打造的“王牌技术”。

记者在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阳纸业）采访时，技术人员展示了两张纸在水中

的不同变化：将纸放到水里摇晃，其中一张基本保

持原状，另一张则迅速分解。技术人员介绍说，迅

速分解的纸张没有添加任何化学药品。

可迅速分解的纸张是行业的高端产品。伴随这

种纸张下线的，还有从制浆废液中提取的高附加值

木糖和木糖醇。如果说传统造纸业只是利用植物纤

维中的纤维素成分，剩下的木素和半纤维素都作为

废液处理，如今，这些废料摇身一变，成了盈利点。

记者了解到，如今，重点实验室打造的植物

精炼关键技术，是将造纸过程中的各种成分吃干

榨净，将半纤维素、木素、纤维素有机地分开，各

取所用。

在山东龙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力

生物），技术人员从玉米芯、玉米秸秆等农业废弃物

中提取功能糖后，又在生物原料废渣中提取出燃料

乙醇，这一过程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高新技术

示范工程”，提取物获准供应石油系统。

无论是太阳纸业还是龙力生物，都是重点实验

室的成果转化地。

借助科技的力量，科学家们变成了“魔术师”。

在他们眼中，一株“植物”，甚至具备了制造万物的

潜能。沿着这个潜力深入挖掘，重点实验室以植物

资源为基础研究，开展国际前沿生物质精炼技术研

发，产出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建立起全球领先

的生物质技术体系，包括生物质乙醇、生物质汽油、

木糖醇、绿色造纸等生物基产品方面的清洁生产技

术研发，以及实现植物资源高效高值利用。

一头衔接民生：锅碗瓢盆里藏着高精尖

在重点实验室的走廊两侧，陈列着大约几十个

展板，每个展板都展示了一个人物。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以下简称晨鸣集团）董事

长陈洪国、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集团）董事长李晓亮、山东世纪阳光纸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东兴、山东恒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瑞丰、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

建伟……他们的名字不同，却都是中国造纸行业响

当当的人物；而这些人也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而

自豪：都是重点实验室输出的人才。

这也是重点实验室独有的“CEO现象”。

比如从制浆造纸专业走出去的陈洪国，历任技

术员、车间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直至成为晨鸣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在他的带领下，晨鸣集团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造纸企业，世界纸业 10强，中国

企业 500强。

为什么重点实验室不仅能转化成果，还输出了

众多的 CEO？

陈嘉川的答案是：在重点实验室，无论是人才的

培养还是科技成果的研发，我们都强调要实实在在为

工业应用、经济建设服务。在人才培养、协同创新、科

技成果转化、对行业产业的支撑作用以及国际影响力

这五项指标上，重点实验室保持着持续的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由于根植工业，优秀校友遍布各

类制造企业，得益于强大而高端的人脉关系，重点

实验室在科研成果转化和校企合作上拥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并先后创造了与华泰集团、晨鸣集团、太

阳纸业、龙力生物诸多校企合作的成功案例，诸多

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和重大关键技术发明成功转化

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实现了校企互惠共赢。

不仅转化成果，也在输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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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晔

一株植物在神奇实验室的一株植物在神奇实验室的““七十二变七十二变””

高品质的梨园、五颜六色的花木、笔直的银杏

树和一望无垠的青绿稻田间，“隐藏”着一个年上市

13 万头猪的养猪场，但是这里既没有异味，也没有

垃圾，所有农业废弃物都已实现“零排放”。

近日，江苏泰兴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正式开工创

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产业园内的龙头企

业，江苏洋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宇生

态）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农科院）的

“智力”支持下，将传统生猪养殖业打造成“猪—沼

—果蔬粮”的种养殖循环综合体，巧妙利用田间的

绿色循环实现了空间、土地、废弃物的资源化综合

利用，一举解决了生猪养殖粪污处理这一难题，串

起一条资源变废为宝、向高质量发展要效益的“黄

金链”。

在生猪与果蔬粮田间搭
建绿色桥梁

尽管年上市 13 万头商品猪，栏存能繁母猪

6500 多头，但步入洋宇生态，整个养殖区却闻不到

一般养猪场常有的异味。

过去，对猪粪的处理办法就是经初级沉淀后直

接排到河里，时间一长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2017 年，省农科院循环农业研究中心主任叶

小梅研究员应邀帮助洋宇生态解决这一问题。

在实地调研后，叶小梅发现这里不仅养殖生猪，

周边还有上万亩的蔬菜、桃梨果园和稻麦田，她

立刻想到，可以在生猪与果蔬粮田之间搭一座

“绿色之桥”。

经过计算，猪场每天至少要产生 360 吨粪污。

在叶小梅帮助下，企业投资建设了沼气发酵池和一

座年产 1.2万吨的有机肥加工厂。针对每天 300吨

沼液的农田消纳难题，叶小梅带领团队根据种植制

度、土壤养分和农田面积，制定了沼液还田管理计

划以及所需配套的还田设施装备。

生猪养殖产生的粪污进入沼气罐发酵后，产生

的沼气用于发电，全额满足自用之外，还有余量上

网；沼渣用于生产有机肥，为果蔬、苗木、良田持续

提供优质肥料；沼液经 13公里的地下管道输运，灌

溉果蔬、苗木种植基地及粮田。

研究团队还为梨园量身定制沼液水肥一体化

精准施肥技术，相比常规施肥管理，该技术可节约

化肥使用量 60%以上。

通过精确计算和种养配比，洋宇生态实现了粪

污的零排放和全部资源化利用。

科技支撑的农业产业链
不断延伸

7 月，正值盛夏，入秋尚早，而洋宇生态的梨园

枝头上颗颗新梨已出落得端正饱满。这肉质细脆

的“苏翠 1号”梨，也出自于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 在 国 内 早 熟 梨 品 种 中 ，它 的 品 质 非 常 优

秀，具有成熟早、果锈少、甜度高的特点。”品种

育成人、省农科院果树所研究员蔺经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在洋宇生态梨园里，白花绿地间穿梭着红色的

多节臂疏花机，三轴仿树形旋转，柔性甩绳梳刷着

洁白的梨花，繁花飘落间疏花作业就完成了。

“疏果不如疏花，保留 20%以内的花朵足以保

证结果产量。疏掉 40%—50%的花朵，可有效减少

2/3 的疏果劳动量，避免了疏除幼果造成的树体养

分浪费，机械疏花是目前国际前沿的花果高效管理

技术。”江苏省农科院装备所副所长吕晓兰研究员

介绍。

目前，省农科院的 10 款果园作业机型涵盖了

开沟、施肥、施药、割草、疏花疏果、采摘 6个环节，

几乎贯穿于整套果园机械化作业流程。

7 月初，省农科院与洋宇生态共同举行了“优

质黑猪——苏紫猪扩繁合作签约仪式”，双方约定，

将洋宇生态建设成为省农科院在泰州地区的苏紫

黑猪扩繁基地。

苏紫黑猪是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即将育成的

优质“混血”黑猪。省农科院畜牧所所长仲跻峰研

究员介绍说，苏紫黑猪是以苏钟猪和苏山猪为母

本，又导入一定比例的淮猪和巴克夏猪血统，经过

10 年左右的精心培育，即将育成的优质黑猪品

种。其最突出的优点便是肉质好，肌间脂肪含量远

高于省内已育成的其它同类猪种。

2018 年 8 月以来，非洲猪瘟使全国的养猪业

遭受重创。今年以来，各地都在全力完成生猪稳

产保供任务。但是，生猪的快速复产，最缺的是猪

源。“通过比较筛选，我们对苏紫黑猪品种‘一见倾

心’。”洋宇生态总经理唐红新说，目前，企业已经完

成了 1200头母猪规模的种猪繁育场建设。

此外，唐红新还在省农科院技术指导下，为猪

场建立了电子信息网络和信息化溯源体系，提升养

殖质量，确保猪产品质量安全。

“科技助力的‘洋宇模式’不仅让洋宇生态尝到

了甜头，也带动了周边创业富农。”唐红新说，接下

来，洋宇生态还会继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让

科技支撑农业的产业链不断延伸。

一个年上市 13万头猪的养猪场，既没有异味也没有垃圾

稻田里藏着零排放养猪场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金旭栋

科技日报讯 （李迪 记者盛利）近日，记者从四川农业大学

获悉，为促进大豆玉米生产稳定发展，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

子大学陈学庚教授领衔，江苏大学、石河子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联合开展的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机械化智能化装备开发合作项

目在成都启动。此次项目攻关，三方高校将完成适用于玉米大

豆带状间作大规模种植的播种机械、植保机械和收获机械开发，

并进行农机装备示范和推广应用。

此前，四川农业大学杨文钰团队花费了近 20年创建出选品

种、扩间距、缩穴距为核心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体

系，让玉米大豆双高产成为现实。但是，该技术目前在我国规模

化粮食主产区推广还存在明显短板，此次联合攻关，将着眼解决

现有机具作业效率偏低、智能化程度低的关键难点。杨文钰说，

在东北、黄淮海等规模化粮食主产区，如果有 20%的种植地推广

该技术，玉米产量不变，可增加大豆产量 1386 万吨；如果有 80%

的种植地推广该技术，可增加大豆产量 5544万吨。“如果合作研

发成功，在保证玉米产能前提下，机具效率提高后大豆的产能潜

力巨大，可有效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提升大豆自给率。”

陈学庚表示，当前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较高，我国只有 18

亿亩耕地，靠增加耕地来提高大豆产量难度很大，而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开启了不增加耕地条件下扩大大豆种植面积的

潜在空间，若开发出配套适用于此项技术大规模种植的农机，对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推进我国大豆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地高校联手攻关

为大豆玉米产能开发种植利器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日前，随着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

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以下简称张北柔直示

范工程）竣工投产，绿色电能不断传输到首都，张北的风和阳光

点亮了北京的灯。而堪称这一工程“心脏”的柔性直流换流阀起

到了关键作用。

作为 2022年冬奥会清洁能源配套项目，由国家电网承建的

张北柔直示范工程是世界首个柔性直流电网工程，总换流容量

900万千瓦，该工程将张北地区丰富的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连

接在一起，实现张北地区新能源汇集外送。

这项工程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均为国际首创，囊括了 12

项世界第一。其中的柔性直流换流阀，其电压等级世界最高，传

输容量世界最大。柔性直流换流阀由国家电网全球能源互联网

研究院（以下简称联研院）研发。“以柔性直流换流阀作为核心装

备的张北柔直示范工程的投运，对于服务北京低碳绿色冬奥会、

推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等具有显著的综合效益和战略意义。”

联研院直流所副所长、科研带头人庞辉告诉记者。

为何柔性直流换流阀是张北柔直示范工程的“心脏”？联研

院直流装备系统研究室主任高冲说，在每个传输节点必须有换

流阀存在，它的主要作用是在送端将各种清洁能源整合打包变

为直流电输送至受端，在受端通过它再将直流电转变为稳定的

交流电送给用户。“电压等技术参数提高，导致换流阀运行工况

比两端柔性直流输电系统更为复杂，故障传播速度更快，对阀控

系统提出了微秒级超高速控制保护要求。”

2016 年，联研院启动“高压大容量柔性直流电网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项目，经过一年多的集中研发，柔性直流换流阀研

制成功，并通过全部型式试验。2019 年底，张北柔直示范工程

北京换流站开始调试，在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系统调试圆满

完成。今年 4月，新能源并网接入系统调试也获得成功。

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

关键输电部件堪称最强“心脏”

值得注意的是，重点实验室的研发成果并没有

束之高阁，而是保持了超高的成果转化率，这源于

其独特的研发模式：一方面，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

科学家始终是其坚守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注重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等接地气的研发，让其在

研发应用过程中，能纳入企业合伙人，形成研发应

用共同体。

借 助 科 技
的力量，科研人
员在重点实验
室变成了“魔术
师”。植物在这
里也有了巨大
的潜能。
受访者供图

他们将淀粉、纤维素、半纤

维素、木质素、油脂、蛋白质等生

物质原料变成工业用品；变成交

通、通讯必需品；变成住房、食安

链条中的一部分……在产业链

成型过程中，一项项国家级大奖

就此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