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果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从热带台风、高原、高

寒、大风地区通高铁，到“复

兴号”以时速 350 公里双弓

商业运行，再到世界首条时

速 350 公里的智能京张高

铁，中国铁路牵引供电正向

建设运维全过程、全生命周

期的高度信息化、自动化、智

能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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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梯级利用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

途径之一。然而半焦和残炭的挥发分含量很低，

实现清洁高效燃烧难度很大，通常存在着火稳燃

困难、燃尽率低、NOx排放高等问题。

因此，如何实现此类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的

清洁高效燃烧利用，已成为我国煤炭清洁高效梯

级利用产业化应用亟待突破的关键技术瓶颈。

科技日报记者从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

心获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和新型节能技术”重点专项部署的“超低挥

发分碳基燃料清洁燃烧关键技术”项目取得重

大突破——项目研发的两项技术：预热燃烧技术

和电站锅炉大比例掺烧技术均已完成了工程验

证。其中预热燃烧技术在 35 吨/小时煤粉工业

锅炉上成功示范，实现了长期连续稳定运行。

煤炭分级分质梯级利用是我国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技术创新的战略方向之一。“所谓分级分

质梯级利用是指将部分合适的煤炭（主要是低阶

煤）通过热解或气化方式转化为油和气，随之产

生的副产品热解半焦和气化残炭可作为燃料发

电，最终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项目负责

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原研究员李诗

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低阶煤储量巨大，随着煤化工技术的

不断发展，低阶煤分级分质转化过程中，产生

大量的副产品热解半焦（兰炭）和气化残炭，

这类副产品作为高品位洁净燃料的清洁高效

利用是煤炭清洁高效梯级利用产业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

“然而热解半焦和气化残炭的挥发分含量极

低，实现清洁高效燃烧利用具有较大难度。但热

解半焦大多具有低灰分、低硫分、高热值等特点，

与原煤相比是一种清洁的燃料，如何实现此类超

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的清洁高效利用，已成为制约

我国煤炭清洁高效梯级利用产业化应用的关键

技术瓶颈，并亟待解决。”李诗媛说。

因此，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和新型节能技术”重点专项部署了“超低挥发

分碳基燃料清洁燃烧关键技术”项目。项目为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类项目，要求通过项目的研究，

开发出适用于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的燃烧技术

和设备，并完成工程验证。

“本项目的目标是开发出适用于纯燃热解半

焦及气化残炭的预热燃烧技术和适用于电站煤

粉锅炉大比例掺烧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的高效

低 NOx 燃烧技术，并完成相应的工程试验及示

范，推动工业化应用。”李诗媛说。

低阶煤高效燃烧利用是难点

李诗媛介绍，项目的攻关过程被分为实验室

研究、中试试验和工程试验及示范 3个阶段。

“与原煤相比，热解半焦及气化残炭的理化

特性、燃烧特性以及污染物生成机理均发生了变

化。为了更好地实现此类燃料在工业锅炉上的

纯燃和在大型煤粉锅炉上的清洁高效掺烧，需要

全面掌握此类燃料纯燃和掺烧的强化燃烧和污

染物控制机理。”项目成员、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王长安介绍。

在实验室研究阶段，王长安指出，项目团队

通过多种实验技术手段系统地研究了超低挥发

分碳基燃料的煤质特征、着火特性、NOx生成机

理、燃尽特性以及结渣倾向等，获得了超低挥发

分碳基燃料与烟煤混燃过程中燃料氮的迁移规

律及燃料氮转化协同的 NOx控制机理。

“此外，我们通过数值模拟手段研究了电站

锅炉大比例掺烧的燃烧组织优化技术方案，为大

比例掺烧试验提供了前期的理论和技术指导。通

过实验室研究工作，形成了可应用于 300 兆瓦

（MW）等级电站煤粉锅炉掺烧45%比例以上热解

半焦及气化残炭的低 NOx燃烧技术方案，并成功

应用于实际电站锅炉掺烧工程试验。”王长安说。

获得掺混协同燃烧及NOx控制机理

纯燃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预热燃烧技术是

本项目研发技术之一，其中预热式燃烧器是该项

技术的核心关键技术。

“因此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在中试试验阶段，

我们需要研制预热式燃烧器中试装置并完成燃

烧器性能试验研究，为预热式燃烧器下一步在工

业装置上的验证提供设计和运行依据。”项目成

员、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欧阳

子区说。

项目团队成功地建成了热功率 16MW 预热

式燃烧器测试平台，针对热解半焦和气化残炭开

展了一系列试验研究，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试验数

据，此阶段的研究为预热式燃烧器在 35 吨/小时

锅炉上的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2019 年预热燃烧器及预热燃烧技术在陕西

煤业化工新型能源有限公司 35吨/小时煤粉工业

锅炉上成功示范，实现了长期连续稳定运行，该项

成果当年被评为2019年煤炭科技十大新闻之首。

预热燃烧技术成功示范，实现稳定运行

预热燃烧预热燃烧““吃干榨净吃干榨净””低阶煤低阶煤

◎本报记者 矫 阳

2020 年 岁 末 ，多 条 高 铁 和 普 铁 将 密 集 开

通。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铁集团）的消息，到“十三五”末，全国铁路营业

里程将达到 14.5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3.8 万公

里以上，电气化率超过 70%，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铁路动力，靠电气化牵引。科技日报记

者在多条铁路建设采访中获悉，“十三五”以来，随

着中国铁路技术的不断升级，铁路电气化建设创

新多项新技术，撑起了中国现代化铁路的动力源。

施工装备有了核心竞争力

2018 年 1 月 20 日，由中铁电气化局自主研

制的挖坑机在宁启铁路正式启用。“挖坑机采用

回转、幅度调整、深度控制臂、平衡抓斗等液压控

制装置，基坑开挖完成后，抓斗抓取底板放置基

坑底部，一人操作 10分钟即可完成基坑开挖，作

业效率是人工开挖的 30多倍。”中铁电气化局研

发中心主任陈桀说。

接触网是铁路电气化工程的主构架，沿钢轨

上空“之”字形架设，供受电弓取流的高压输电

线，由接触悬挂、支持装置、定位装置、支柱与基

础几部分组成。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施工工序主

要分 3个阶段，即基础坑开挖、支柱组立、腕臂安

装和导线架设。

据介绍，“十三五”以来，为配合快速发展的

中国铁路建设，中铁电气化局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自研制了包括挖坑机、智能立杆车、腕臂智能

化安装机器人、模块化恒张力架线车、公铁两用

高空作业车的全工序施工装备。

“这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设备，使电气铁路

接触网施工实现了工序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

化安装。”陈桀说。

零部件全部实现简统化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全长 156.6 公里，设计时

速为 350 公里的盐（城）（南）通高铁通过国铁集

团组织的初步验收，进入开通倒计时。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盐通项目经理

田万俊说，盐通高铁全线采用中国自主设计的简

统化标准接触网零部件，为中国高铁首次。

简统化，即接触网零部件及安装“简单统一

标准化”。此前，中国铁路接触网安装及零部件

分德法日几大类型，存在参数系统不统一、安装

结构样式繁多、零部件规格多样化、材质标准不

一致、使用寿命不长等问题。不仅使运营维修成

本居高不下，也给安装施工带来极大不便。

万国牌亟须换成简单统一的中国标准牌。

2015 年，依托国铁集团《新型高速铁路接触

网装备技术研究》《高铁时速 250 公里、时速 350

公里接触网技术与装备简统化研究》课题，中国

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接触网科研团队，

专项研发新型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经过 4 年

研发，课题通过权威专家团队评审，认为课题形

成的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简统化接

触网零部件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安装和联调联试迈向智能化

2020年12月18日，中铁建电气化局“以简统化

为核心的高服役性能新型接触网关键技术与装备”

成果，获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安装中国标准简统化接触网零部件，也是一

门全新的课题。2019年10月，中铁建电气化局参

与国铁集团立项的“以简统化为核心的高服役性

能新型接触网关键技术与装备”课题的研究。研

究团队通过对简统化腕臂生产数据分析处理及排

产技术、腕臂及定位装置预配的生产控制技术、数

据标识及追溯管理技术、视觉引导机器人装配技

术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形成了30多项专利。

“接触网简统化智能腕臂预配平台”达到了

施工全工序智能化，并在盐通高铁电气化施工应

用成功，填补了简统化接触网腕臂装配生产装备

技术的空白。

将于年底开通的京雄高铁，“四电（通信、电

力、电气、信号）”联调联试首创线上“智能网优”

技术，调试从之前的线下 3个月缩短至 5天。

专家表示，从热带台风、高原、高寒、大风地区

通高铁，到“复兴号”以时速 350公里双弓商业运

行，再到世界首条时速350公里的智能京张高铁，

中国铁路牵引供电正向建设运维全过程、全生命

周期的高度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万国牌变中国标准牌

“简单统一标准”撑起中国铁路动力源

“本项目的工程试验阶段是在现役电站煤粉

锅炉上开展掺烧 45%比例以上半焦和气化残炭

的工程化试验及示范，系统全面研究超低挥发分

碳基燃料及其与典型煤种掺混后的制粉特性、燃

料特性、污染物排放特性等，为大比例掺烧超低

挥发分碳基燃料的电站煤粉锅炉方案提供设计

和运行依据。”项目成员、陕煤集团陕西长安电力

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平安说。

“工程试验中，我们提出了适用于超低挥发

分碳基燃料和烟煤混燃的空气多点适度逐级匹

配、燃料分区燃烧、粒径优化匹配及炉膛关键特

性参数耦合的低 NOx 燃烧方案，开发了不同类

型电站煤粉锅炉大比例掺烧超低挥发分碳基燃

料的低 NOx高效燃烧关键技术。”冯平安说。

此后，经过分别在现役石门电厂 300MW

和京能宁东电厂 660MW 等级机组上的工程试

验及示范，项目首次实现了掺烧超低挥发分半

焦比例 50%以上、气化残炭 1%以上，锅炉各项

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验证了项目团队开发的

核心关键技术，解决了此类燃料在现役电站锅

炉上掺烧存在的高氮氧化物排放及难着火与

燃尽等问题。

解决了排放及难着火与燃尽等问题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目前，项目研发的两项技术：预热燃烧技术

和电站煤粉锅炉大比例掺烧技术均已完成了工

程验证。其中预热燃烧技术已成功在 35 吨/小

时煤粉工业锅炉上完成了技术验证，实现了长期

连续稳定运行；大比例掺烧技术分别在 300MW

亚临界电站煤粉锅炉和 660MW 超临界电站煤

粉锅炉上完成了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掺烧比大

于 50%的工程试验验证，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目

标。”李诗媛说，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为超低挥发分

碳基燃料清洁燃烧利用提供了解决方案。

陕煤集团正在推广粉煤热解半焦与电站煤

粉锅炉耦合技术。“该技术以廉价的粉煤为原料

通过蓄热式下行床无热载体快速热解工艺，获得

清洁半焦、煤焦油和煤气，同时，通过对半焦品质

的调控，将其直接用作锅炉燃料，通过‘热焦热送’

或‘熄焦远送’的方式实现热解燃烧一体化，最终

实现低阶煤的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其中热解半焦

燃烧技术为本项目研究成果。”冯平安说。

在李诗媛看来，项目之所以能取得关键突

破，主要的经验是项目团队的参加单位在本领域

实力强劲，并且均具有前期的研究基础；项目总体

实施严格按照任务书和实施方案推进，保证重要

节点和里程碑；项目团队充分的学术和技术交流。

李诗媛透露，纯燃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预热

燃烧技术是本项目研发的一项具有原创性的技术，

该项技术已经在小容量锅炉上实现了成功应用，目

前项目团队正在攻关在更大容量锅炉上应用的关

键技术。

各项指标均达预期，技术应用指日可待

科技日报讯 （记者瞿剑）中国海油 1 月 14 日宣布，全球首座 10 万吨

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在山东烟台交付启

航。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这一最新海洋工程重大装备，实现了 3 项

世界级创新、运用了 13 项国内首创技术，被誉为迄今我国相关领域技

术集大成之作。

中国海油介绍，“深海一号”能源站由上部组块和船体两部分组成，按

照“30年不回坞检修”的高质量设计标准建造，设计疲劳寿命达 150年，可

抵御百年一遇的超强台风。能源站搭载近 200 套关键油气处理设备，同

时在全球首创半潜平台立柱储油，最大储油量近 2万立方米，实现了凝析

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技术优势。

“这是我国海工装备技术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海油陵水 17-2气田开

发项目总经理尤学刚表示，“深海一号”能源站尺寸巨大，总重量超过 5万

吨，最大投影面积有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总高度达 120 米，相当于 40 层

楼高；最大排水量达 11 万吨，相当于 3艘中型航母。其“船体工程焊缝总

长度达 60 万米，可以环绕北京六环 3 圈；使用电缆长度超 800 公里，可以

环绕海南岛一周”。该项目在建造阶段实现 3项世界级创新，即世界首创

立柱储油、世界最大跨度半潜平台桁架式组块技术、世界首次在陆地上采

用船坞内湿式半坐墩大合龙技术，同时运用了包括 1500米级水深聚酯缆

锚泊系统设计与安装、30年不进坞维修的浮体结构疲劳设计与检测等在

内的 13项国内首创技术，攻克了 10多项业界难题。

中国海油陵水 17-2总包项目总工程师钟文军透露，“深海一号”能源

站对涂装质量和精度控制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组块和船体连接点间距

不得超过 6 毫米。通过成功实施合龙工程，我国半潜平台船体总装快速

搭载和精度控制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多项深水施工技术突破 1500

米难关，全面掌握了中心管汇等 10 余种水下关键装备的自主制造技术，

超大型深水装备工程总包能力显著提升。同时，该项目还引进了人员定

位系统，无死角开展安全网格化管理，克服受限空间作业多、交叉作业多

等难题，取得了 1700万工时无事故的骄人成绩。

据悉，“深海一号”能源站将在 3 艘大马力拖轮的共同牵引下从黄海

海域一路南下，于 2月份抵达海南岛东南陵水海域，实施为期 4个多月的

油气生产设施的现场安装和调试，预计 6月份具备投产条件，用于开发我

国首个 1500 米深水自营大气田——陵水 17-2 气田。该气田投产后，将

依托海上天然气管网，每年为粤港琼等地供应 30 亿立方米深海天然气，

可以满足大湾区四分之一的民生用气需求。

“深海一号”能源站交付启航

实现3项世界级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谭泽轩）1 月 12 日，记者从西南大学

获悉，该校十字花科蔬菜研究所在国际期刊《理论与应用遗传学》在线发

表了题为《利用 RfoB基因遗传转化创制甘蓝类蔬菜 Ogura CMS（萝卜质

雄性不育）恢复系》的研究文章，该所打破国外育种公司对甘蓝类蔬菜基

于 Ogura CMS的种质资源技术的封锁。

甘蓝类蔬菜包含结球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苤蓝、孢子甘蓝和芥蓝等

不同变种，表型差异十分丰富。目前，Ogura CMS 不育系已经成为甘蓝

类蔬菜杂种优势利用最普遍的育种途径。Ogura CMS 细胞质雄性不育

基因位于细胞质内，位于不育材料（品种）中的优异性状无法被分离出来

与其他优异性状进行组合而被再利用，形成优异种质资源再利用的技术

封锁，阻碍甘蓝类蔬菜优异育种材料的创新。为了突破 Ogura CMS不育

系的技术封锁，研究所将来自萝卜的 RfoB恢复基因优化后转入结球甘蓝

中，创制了结球甘蓝 Ogura CMS 恢复系，将该恢复系与不同类型的甘蓝

类蔬菜杂交和回交创制了一系列（18 种类型）甘蓝类蔬菜 Ogura CMS 专

用恢复系，并利用该恢复系成功转出了 Ogura CMS品种 GZ87 的根肿病

抗性。该研究彻底打破了现有国内外育种公司对基于 Ogura CMS 不育

系甘蓝类蔬菜优异资源的技术封锁，对推动整个甘蓝类蔬菜品种选育创

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该研究是十字花科蔬菜研究所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

农作物育种”专项的研究成果之一，该所瞄准甘蓝种质资源创新、优质、广

适应甘蓝品种选育，在十字花科蔬菜根肿病研究、甘蓝基因编辑等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

甘蓝类蔬菜

种质资源利用取得新进展

“深海一号”能源站 中国海油供图

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重点专项①

编者按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被列为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

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一环。2016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

能技术”重点专项启动，其取得的众多技术突破正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坚实支撑。

本版今起推出该项目优秀成果系列报道，展现该项目的攻关历程及其取得的重大

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