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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凤

在鼠标、手机、玻璃杯、陶瓷杯、插销、档案袋等介质的表

面，都能显示出不同清晰度的指纹，甚至指纹中的呼吸孔均

能成功识别。值得一提的是，基于该类材料，研究团队还设

计并制备了余辉显示屏。通过电流驱动和系统控制，首次实

现了材料在余辉显示领域的应用。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万 娱 田 鸽

温差小于 20℃，残余应力和变形实现降低

70%，容器内外壁没有产生裂纹。这是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蒋文春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主副加

热分布式热源局部热处理技术带来的变化。

“此项技术一经产业化，就破解了宁波天翼

石化重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世界最大常压塔

因采用欧盟设计标准而现场无法施工的难题。”

蒋文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分布式热源局部热处

理技术改变了传统局部热处理方式，有效缓解了

当前承压设备热处理后开裂的困境。

突破局部焊后热处理技术壁垒

记者了解到，超大承压设备的极端尺寸必然

也带来极大的制造难题：受热处理炉和现场条件

的限制，无法整体热处理，只能采用分段制造、分

段热处理和总装焊缝局部热处理的方式。但采

用局部焊后热处理难以保证温度均匀性，仍会产

生“收腰”变形，内壁焊接接头残余应力无法消

除，导致应力腐蚀开裂、再热裂纹等安全隐患依

然屡见不鲜，甚至产生火灾、爆炸等灾难性事故。

如何突破超大承压装备局部焊后热处理的

技术壁垒？作为能源装备制造专家，蒋文春率

先“吃螃蟹”，发力科研攻关。针对超大壁厚承

压设备局部热处理温差无法控制的难题，蒋文

春发明了中频感应加热热处理设备，提出了步

进式温度调控方法，实现热处理壁厚突破 352

毫米，热处理总时间缩短 43%，温差低于 14℃，

远小于国家标准 40℃的要求；进而提出了“筋

板加固刚—柔协同控制方法”及防开裂设计准

则，已成功用于国和一号 CAP1400 核电站钢制

安全局部热处理。

在上述技术的基础上，蒋文春建立了主副加

热分布式热源局部热处理技术，巧妙地利用热处

理过程中的反变形原理，通过主加热过程实现焊

接接头组织改善、提高材料性能，通过施加副加

热带调控内壁应力，从而首次实现了焊接接头组

织、性能以及内表面残余应力的多尺度同步调控

以及对焊接接头内壁残余应力的调控。

科研攻关路上的坚守与创新

主副加热局部热处理技术的研发成功，是蒋

文春团队十几年来坚守与开拓的结果。蒋文春

表示，他和他的团队首先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

提出了多场耦合集成计算技术，实现了超大承压

设备残余应力的精准高效计算，并建立了变波长

中子衍射残余应力测试技术，突破了中子测试厚

度的局限，从而为超大承压设备局部热处理技术

的改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结合创新性的

计算理论及测试方法，蒋文春发现传统热处理后

焊缝内壁应力无法有效消除，同时在距离焊缝不

远处出现与焊缝附近相反的应力分布规律。

经过长期深入的探索，他和团队发现这正是

由热处理过程宏观变形而产生的收腰变形现象，

他们将该现象映射到残余应力调控方面，持续数

月进行了多个实际工程部件的测试及数千个模

型的数值模拟，得到了副加热施加区域最佳位置

与设备尺寸的具体关系，从而提出了主副加热分

布式热源局部热处理技术。

“披星戴月的工作状态早已成为了家常便

饭。”蒋文春告诉记者，实验成功后，他和团队力

求将该技术推广应用至石化制造热处理环节，然

而一项新技术的推广面临众多难题。本同意该

技术实施应用的企业，还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放

缓了进程。为此，他和团队成员常驻该企业，几

乎每日都去和企业洽谈、汇报，在长达 1 个多月

的坚持下，终于同意将该技术在现场应用。而在

炎热的夏季，温度高达近 40摄氏度，他和团队成

员在容器内部工作，汗水多次把衣服浸透，甚至

多次经历中暑的问题。但闷热、尘土飞扬的工作

环境并没有难倒他们的团队，他们最终心里只有

一个目标，要将该技术推广至整个石化行业。正

是有了这样的信念，让他们突破万难，最终在长

达 3天的筒体内部工作后，将此技术落地。

成果从国内走向“一带一路”

“主副加热分布式热源局部热处理技术是超

大承压装备局部热处理开创性、革命性的技术，”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王金光表示，“该技

术是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已被工业界誉为蒋氏

热处理技术。”

为使这项新技术成果尽快产业化，蒋文春和

团队成员们深入了全国数百家承压设备制造单

位，从宣讲到实施技术，再到后期爬上高耸的塔

上、进入闷热的筒体内验证技术，征途上洒满了

汗水，但从没有人想过放弃。

技术成功落地应用后，在业内得到了强烈的

反响，获得了承压设备设计制造行业的认可和推

广。目前，该项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中国二重、

兰石重装等 120 家企业 700 余台（套）设备，有效

提升了我国自主制造的承压设备质量，助力数个

大国重器的制造，提高了我国承压设备生产在国

际上的威信力。

此项技术在全球最大常压塔、在“一带一

路 ”沿 线 国 家—— 尼 日 利 亚 全 球 最 大 单 系 列

炼 厂 ——3250 万 吨/年 的 尼 日 利 亚 丹 格 特

（Dangote）炼油厂中应用。蒋文春说，目前该

技术在日本、德国、俄罗斯等 12 个国家得到了

推广应用。

如今，蒋文春团队与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等 20 余家单位一同制定申请了《承压设备

局部焊后热处理规程》。中国特检院、全国锅炉

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审定专家组

评价该标准为“国际上首次对承压设备局部焊后

热处理进行系统性的规定”。

超大承压设备易“收腰”变形？
这项技术能解决难题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但其最具代表性的猛火爆炒、煎炸等烹饪方

式会产生大量油烟。

记者从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获悉，“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项目“油烟高效分离与烟气净化关键技

术与设备”取得了显著成效和突破，已于近日顺利完成项目课题结题。

结题报告指出，项目在明晰油烟排放特征、形成数据积累的同时，研

发出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关键材料与产品，包括研制出 8 种油烟分离、烟

气净化功能组件等，并建成了关键材料、器件生产线；研发出颗粒物与烟

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线检测装置，设备运行过程在线监控平台和

预警系统等 9种新装置；研发出 5款吸油烟效果好、高效净化型、低噪声油

烟治理产品。

项目设立四大目标

烹饪油烟成分复杂，细颗粒物和烟气 VOCs浓度较高,不仅污染室内

空气、危害人体健康，更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前体物。

相关研究表明，餐饮油烟在北京市大气 PM2.5中的占比约为 13%；在

京津冀地区所占比例约为 6%。而餐饮油烟的污染危害还远不止于此，餐

饮油烟中可检测出的挥发性有机物达 300多种，长时间游离在城市上空，

直接威胁着城市居民的健康，高温状态下的油烟凝聚物更具有强烈的致

癌、致突变等危害。

“围绕我国近、中期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重大科技需求，以大气中

PM2.5、臭氧和有机气态污染物防治为重点，我们希望通过项目的实施，构

建大气污染‘精细认知—高效治理—科学监管’系统、贯通雾霾污染治理

技术体系和管理决策支撑体系。同时，形成可考核、可复制、可推广的污

染治理技术方案，全面提升大气污染综合防治能力，最终实现‘大气十条’

的空气质量目标，确保重点地区空气质量的有效改善。”“油烟高效分离与

烟气净化关键技术与设备”项目负责人、方太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李斌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立项之初，我们就制定了项目的四大目标：首先是最基础的科学问

题研究，我们要明晰油烟排放特征及污染特性，形成数据积累；二是突破

油烟高效捕集、分离与净化技术；三是研发油烟在线检测技术与设备，建

立在线监控平台和预警系统，制定出技术规范；最后，我们要研制出新一

代系列高效油烟分离与净化产品，并通过在餐饮、食品加工业和居民住宅

小区工程的示范应用，验证产品的有效性。”李斌说。

提高油脂分离度是关键

“在做到高效净化的前提下如何平衡风量、阻力、长期稳定运行和高

效过滤净化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技术的集成化和产业化，都是

我们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和难点。”项目成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马永亮告诉记者。

我国家用吸油烟机的环保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环保技术应用于餐

饮和工业油烟治理，仍有大量技术难题亟须突破。

“其中的一大难点在于提高吸油烟机的油脂分离度，这是决定油烟排

放污染的重要指标。油脂分离度越高，从油烟中分离收集到油杯里的油

脂就越多，排放到室外大气中的油烟颗粒物就越少。”李斌说。

目前国家对于家用吸油烟机的油脂分离度标准是 80%，方太研发团

队经过坚持不懈的技术攻关，开发了微极距静电分离、纳滤纤维、3D复合

滤料等技术，实现油烟分离度>98%。

“运用这些技术的高效净化型吸油烟机，油烟浓度及颗粒物浓度远低

于排放限值的要求，实现了净化直排。”李斌表示。

“我们实施了 15家餐饮场所、3家食品加工业、5个住宅小区的减排改

造，用户认可度高，监测的排放指标也全都符合考核要求，有效减少了异

味、噪声扰民。同时，我们也参与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油烟排

放的地方标准、环保吸油烟机等团体标准编制，有力地推动了油烟净化技

术相关标准的进步，促进了整个油烟净化设备制造业的良性发展。”李斌

指出。

监测并高效分离油脂

新研究让烹饪油烟不再污染大气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毅飞）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

由该院 101 所研制的我国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基于氦膨胀制冷循

环的氢液化系统，近日调试成功，产出液氢、仲氢含量 97.4%。

该套系统研制历时 400 多天，90%以上的设备采用国产，填补了我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氢规模化生产方面的空白，不仅在保障运载火箭

燃料供给方面有重要战略意义，也为我国氢能产业中氢的规模化储运提

供了技术和装备基础。

据悉，六院 101所是我国唯一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试验中心，长征

五号使用的大推力液氧液氢发动机、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三级主发

动机均在此通过试验考核，助力我国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及各类卫星航天

器发射任务。

该所基于在液氢领域近 60年的运行维护使用技术和装备基础，逐一

攻克并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截至目前已基本完成我国商用市场两个氢

液化系统集成建设项目。

近年来，101所还围绕氢能基础设施领域，开发了航天科技集团首套

标准化模块式加氢站，研制建设了我国首座液态储氢加氢站，研制开发了

我国首套重型车辆用车载液氢供气系统，完成国内首例车载液氢瓶火烧

和爆破试验，为氢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首套自主知识产权

氦膨胀制冷氢液化系统调试成功
早在炎帝时期，人类就发现了长寿命发光的

余辉现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夜明珠”，经过千

百年的发展，余辉发光现象依旧常见于无机发光

材料，即能发出磷光的高标准天然无机材料。近

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希望设计出高效的能长时间

保持余辉的有机室温磷光材料。

这种执着，让科研工作者们距离梦想更进一

步。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南京工业大学

教授安众福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刘小钢教授，提

出“发色团限域”策略，最终实现了分子态高效蓝

色室温磷光，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刊物《自

然·材料》。

研究团队还“一光多用”，开发出具有多重应用

价值的磷光材料器件，并尝试将其应用到指纹识别

中。值得一提的是，该材料黏附指纹的能力较强，

在鼠标、手机、水杯、档案袋、金属等日常生活中常

见物体上，均能很好地显示出来指纹。虽然目前这

些应用还处于实验室阶段，但对科研人员来说，这

些探索对理解有机磷光材料分子结构、堆积方式与

发光性能的关联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纯有机

室温磷光材料迈向新应用奠定了基础。

于茫茫黑夜中熠熠闪光的夜明珠，被视为人

间宝物。传统的夜明珠，是一种在撤去激发光源

后，仍能持续发光的特种蓄光型材料，也被称为

磷光材料或长余辉材料。

有机超长磷光材料，被业界誉为“有机夜明

珠”，近年来备受关注。继 2019 年“有机超长磷

光材料”首次入选中国科学院与科睿唯安联合发

布的《研究前沿》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的 Top10

热点前沿后，2020 年该研究方向——有机室温

磷光材料再次入选。

目前，中国、新加坡、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科

研人员在有机室温磷光材料领域做了很多重要工

作，通过引入溴/碘等重原子、引入芳香碳基、形成

晶体等具体方法，合成了多种有机室温磷光材料。

“以往，室温磷光材料通常是含贵金属的无

机物或金属有机化合物，这些金属在地表的丰度

很低、存量有限，而且价格昂贵，例如铱、铂。所

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集中于不含金属的纯有

机磷光材料上。纯有机化合物的磷光材料，多由

碳、氢、氮等元素构成，他们在地表含量高，合成

相对简单，但它们要被限制在 77K，即零下 196

摄氏度的环境中才能长时间发光。”论文的通讯

作者之一安众福说，2010 年他还在读博士时，开

始研究能够超长时间发光的有机磷光材料，自此

打开了磷光世界一扇窗。

2010 年的一个傍晚，安众福像往常一样，将

有机磷光材料样品附着到硅胶板上，在关掉紫外

灯的瞬间，眼前突然闪过一道亮光。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般情况下，材料

只在紫外灯照射下才会发光，关掉灯亮光也会随

即消失。”安众福不甘心，又试了一遍，一闪而过

的光依旧存在。他当即换了短波长的紫外灯去

照硅胶板上的样品，这时，不但出现了一道余辉，

还持续了 10秒左右。

安众福既惊喜又惊诧，有机材料通常很难观

测到室温磷光，一般在低温下比较容易实现。而

且，在有机材料科学实验中，撤去激发光源后还

能发光数十微秒即为“长时间”发光，而他们观测

到的磷光却可发光约 10秒。他们把这种材料定

义为“有机超长余辉材料”。

在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等人的指导

下，2015 年，安众福所在的科研团队，在世界上

首次设计并制备了多个系列的室温单组份有机

长寿命磷光材料。

妙手偶得，推开有机室温磷光世界一扇窗

6 年前让安众福在有机室温磷光材料领域

“初啼新声”的那项研究，核心在于首次提出的

“H—聚集结构稳定三重态激子”的设计思想。

这种结构设计的研究思路，让研究团队获得一系

列新型的小分子和聚合物纯有机超长磷光材

料。此次发表的成果，亦能寻得其中痕迹。

“促进单重态和三重态之间的系间窜越，抑

制三重态激子的非辐射跃迁是实现纯有机室温

磷光的关键。”安众福指出，由于三重态激子的耗

散途径很多，如延迟荧光、三重态—三重态湮灭

等，这严重影响纯有机室温磷光性能的提升。

“我们阅读大量文献并做了很多尝试后发

现，在 77K 的低温环境中，被冻住的蓝磷光材料

更容易高效发光。这启发我们，在室温下限制磷

光材料中分子运动，是不是也可以实现蓝色磷光

材料的高效发光？”安众福说，在此次研究中，团

队基于强作用力的离子键，创造性地提出“发色

团限域”策略，他们以均苯四甲酸（PMA）这一多

羧酸化合物为研究模型，通过结构设计，合成了

均苯四甲酸四钠盐（TSP）的高效蓝色室温磷光

离子晶体材料。

“这相当于把磷光材料的分子包裹在一个由

离子键搭建的笼子里，离子键包围在分子周围，

周围的抗衡离子将发光的分子，也就是发色团，

限定在一个刚性、孤立的笼子里。各个方向的抗

衡离子和发色团相互牵制，形成稳定的结构。同

时，羧酸基团不仅可以形成离子键，而且还有利

于促进激子的系间窜越。”安众福介绍，光激发

后，有机离子晶体 TSP呈现明亮的蓝色长余辉现

象，其寿命可达 168.39毫秒。

“研究发现稳态光致发光光谱和磷光光谱几

乎完全重叠，仅在325纳米处出现一个极小的荧光

峰。较大的磷光峰占比从侧面说明了其高效的磷

光效率，磷光效率高达66.9%。”安众福兴奋地说。

受“冷冻”启发，独特结构提高发光效率

最简单的分子却能实现最优异的磷光性能，

为了进一步验证“发色团限域”策略实现分子态

高效室温磷光的普适性，该团队调整抗衡离子和

发色团单元，设计合成了 5个蓝色磷光材料、2个

绿色磷光材料和 5个黄色磷光材料，均实现了长

寿命、高效室温磷光。其中，蓝色室温磷光发光

效率高达 96.5%。

有机离子晶体的高效长余辉和水溶性特征，

也让团队看到理想照入现实的希望。他们基于

离子晶体 TSP制备了加密墨水，通过喷墨打印技

术，将有机室温磷光材料 TSP打印到需要显示的

位置，实现了材料在数据安全方面的应用。

记者看到，在一张纸上，写有“My home-

town Nanjing is a charming, bustling, metro-

politan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在普通日光

下，打印出的纸张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关掉光源

后，“Materials”的蓝色加密信息显示出来，这些

蓝色字母的颜料便来自有机室温磷光材料 TSP。

基于该材料的喷墨打印加工性能，团队还打

印了高精度的世界地图，进一步展示了该类材料

在加密墨水方面的应用潜力。

不仅于此，这类离子化合物还能与指纹中的

油脂等富羟基结构结合，用于指纹识别。

记者看到，在鼠标、手机、玻璃杯、陶瓷杯、插

销、档案袋等介质的表面，都能显示出不同清晰

度的指纹，甚至指纹中的呼吸孔均能成功识别。

“我们将 TSP材料研磨成粉末，洒在鼠标、手

机等介质的表面，TSP可以与指纹中的油脂发生

作用，就会显示出指纹的轮廓。”安众福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该类材料，研究团队

还设计并制备了余辉显示屏。通过电流驱动

和系统控制，首次实现了材料在余辉显示领域

的应用。

“雷达探测时，会在屏幕上显示位点信息，将

TSP 植入雷达显示材料中，在电流驱动下，不仅

实现了 0—9 数字的余辉显示，而且因为余辉停

留的时间长，可以显示出目标移动的距离和方向

轨迹，有利于雷达扫描的示踪显示。”安众福展

望，这种显示效果还可以用于医学影响成像，将

磷光材料注入生命组织中，在光激发后，可以清

楚看到组织中的成像轮廓，但这还需要大量的实

验测试。

不过，目前的加密、指纹识别、雷达示踪等尝

试都还只是在实验室阶段，要进入产业化还需要

长时间的积累和验证。“科研人员的使命是应社会

发展需要，不断革新，推动社会变革。”安众福说。

一光多用，在多个领域展现应用前景

把发光分子关进把发光分子关进““笼子笼子””
让让““有机夜明珠有机夜明珠””光芒更甚光芒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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