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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高但不好吃，这一困扰着杂交稻发展的

核心关键技术问题如何解决呢？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丰团队通过培育粒型

细长、垩白少、整精米率高、直链淀粉含量较低、

胶稠度大的优质不育系技术途径，育成“泰丰 A”

等一大批杂交稻优良亲本和高产优质抗病新组

合，实现了水稻好吃、好看、高产、高效，现已累计

推广应用超过 4亿亩。

近日，在第二届“海大杯”广东种业科技创新

大比武上，该团队的“杂交稻优质不育系‘泰丰 A’

的创制与应用”项目斩获总决赛冠军，获得百万

奖金。

12年解决杂交稻“高产
不优质”问题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黄耀祥开创的水稻“矮化育种”引领了第一次绿

色革命，解决了吃得饱的问题。随着温饱问题的

解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吃得好成为人们追求的

新目标。然而，20世纪 90年代，杂交稻还普遍存

在粒型短圆、心腹白多、整精米率低、饭味差等缺

点，因此，一直以来人们对杂交稻的印象是“产量

高，但不好吃”，这也成为杂交稻进一步发展的

“卡脖子”问题。

“经过我们团队多年的研究，发现杂交稻的

品质主要受不育系（母本）决定。”为此，王丰带领

团队提出了通过培育粒型细长、垩白少、整精米

率高、直链淀粉含量较低、胶稠度大的优质不育

系技术途径，来解决杂交稻高产不优质的“卡脖

子”问题。

“我们采用的技术路线是通过分布聚合目标

现状和穿梭育种的技术途径，通过大田筛选和实

验室分析相结合，以此来培养不育系。”据王丰介

绍，该项目研究从 1996 年开始实施，经过 12 年

24 季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2007 年育成优质不育

系“泰丰 A”。

他们培育出的不育系“泰丰 A”成功解决了

整精米率低、饭味差的技术难题。“通过分步聚合

与穿梭育种途径，实现了杂交稻产量与品质的协

同提高，有力支撑了种业发展。优质不育系‘泰

丰 A’较好地解决了细长粒型杂交稻整精米率低

的问题，大幅提高了稻米加工企业的商品率和经

济效益，带动了优质稻米品牌发展。”王丰介绍，

团队利用“泰丰 A”这个“芯片”，已育成优质杂交

稻 42 个次品种，并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其中

15 个次品种获国家和省级优质稻食味鉴评金奖

和银奖。现累计推广应用超过 4亿亩。

增产稻谷相当于多养活
210万人
“182 元！182 元！没有再高价，成交！”2017

年 10 月，在湖南省汨罗市乡村举办的全国首次

稻谷田间竞拍活动现场，优质稻“泰优 390”按每

50 公斤 135 元起拍，经过激烈竞价，最终定槌在

182元。这个价格高出市场价 40%以上。

“泰优 390”正是由“泰丰 A”育成的品种之

一，2019 年开始成为全国年种植面积最大的三

系杂交稻。王丰说，“泰丰 A”破解了水稻“既高

产又优质”的关键基因，为今后优质杂交稻高效

精准分子育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泰丰 A”的育成与应用为种业产业发展带

来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在成果转化

方面，也是硕果累累。通过不育系“泰丰 A”等

品种权、使用权转让，种子生产、批发与零售全

链条经营，获得直接经济效益 2.7 亿—3.3 亿元/

年 ，累 计 达 9.3 亿 元 。 项 目 已 累 计 生 产 种 子

3529.7 万公斤，推广 2823.7 万亩；增产稻谷 6.4

亿公斤，相当于多养活 210 万人，增加社会经济

效益 29.3 亿元。

在稻米加工云集的江西、湖南、湖北、陕西，

“泰丰 A”系列杂交稻稻谷加价收购。同时，它成

功支撑广东省金稻种业有限公司、江西现代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种业龙头企业发展，并创建

了江西泰优米、陕西泰优香米、京联牌京山大米

等多个稻米品牌。

“‘泰丰 A’系列杂交稻生态效益显著，田间

抗病性好，少打农药，减少污染，让老百姓吃得更

安全。”王丰说。

推广应用超4亿亩
杂交水稻“泰丰A”高产又好吃

成 果
BREAKTHROUGH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由临床医生提出需求、参与设计，医院医学工程科进行

产品标准制定，医疗器械研究所进行电气安全电磁辐射检

测，由医院完成临床验证，并推广应用……联合团队的专业

化分工为设备的研发应用搭建了环环相扣的医疗设备产业

技术一站式转化平台。

◎本报记者 叶 青

“7月 20日晚，我冒雨赶到医院，招呼团队成

员动手将一台特殊仪器转移至更高的楼层。”9

月 22 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超声介入科董

刚主任向记者回忆道，“纳秒刀设备研发不易，是

浙江大学陈新华团队的心血，承载着许多肝癌患

者生的希望。”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7 月的那次暴雨抢

险，是纳秒刀迈向临床应用的又一项考验。”凡此

种种，陈新华习惯淡然一笑。

自2011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到2014年携海归

团队创办杭州睿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睿笛生物），从入驻浙江海创园孵化器开展设备研

发，到2018年获得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

染病防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撑，再到目前安全

完成肝癌热消融禁区临床手术 120例，逐步完成

纳秒刀这一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国产肝癌精准微

创消融设备研发和临床使用解决方案……

攒着一股劲的陈新华，试图用国产设备取代

国外进口微秒级别的脉冲电场消融设备，率先冲

进下一代脉冲电场的“无人区”——纳秒级别万

伏高压陡脉冲设备的原始创新。

“近期效果良好，建议尽快完成规范化的符

合注册要求的临床试验……”不久前，由陈新华

负责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经科技部评

审专家进行综合绩效评价后获高分通过。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

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2020年，我

国肝癌以41万新发病例和39万死亡病例，在癌症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分别排行第五和第二。

由于肝癌早期症状不明显，我国大多数肝癌

患者发现即中晚期。传统肝癌治疗手段可分为

放疗、化疗、手术、介入消融四种，但各有优劣。

将高功率脉冲技术用于肿瘤微创治疗领域，相关

研究方兴未艾。

“再回首已是 10 余年。在浙江大学获得外

科博士学位后，我就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工作，积累了临床经验。”陈新华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

2004 年，美国脉冲电场前沿技术转化之初，

陈新华作为微创精准外科专家受邀赴美参与高

功率脉冲技术医用转化研究，攻读美国欧道明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熟悉该转化研究技术体系

后，他在参与单位任研发主管，并在随后担任国

际学会的主席，主导该领域的技术标准制定。

近 10 年，新兴的脉冲电场技术创新产品不

断问世。例如美国的陡脉冲治疗仪（纳米刀）获

美国 FDA 批准应用于临床，通过欧盟 CE 认证；

2015年 6月，纳米刀在中国获得批准用于肿瘤的

治疗并应用于临床。

美则美矣，未尽善焉。目前，一台进口纳米

刀价格超千万元，一次消融数十万元的手术费用

也令不少患者望而生畏。

“技术层面上，纳米刀存在难以彻底消融 4

厘米（cm）以上病灶、因电场洼地导致肿瘤细胞

不完全灭活、电流过高时探针周围仍会产生热损

伤等缺陷。”陈新华说，我们希望改进现有消融治

疗设备的不足，为消融高危区域的实体肿瘤提供

突破性创新疗法。

陈新华深知，原创研发不能搞“拿来主义”，

必须在消融技术、理念这一源头和已有方案划清

界限，老老实实从脏活累活干起。

指着厂房外挂着的 70 多件专利证书，陈新

华向记者介绍，目前公司建有 3500 平方米的研

发、中试生产厂房与无菌车间，这些都起步于一

个个原创技术攻关。2019 年，纳秒刀获得医疗

器械检验证书，2020年在 4家三甲医院获得临床

试验伦理批件。

闭关三年“写了”一整墙专利证书

“医疗器械新品从车间到手术台，还有相当

复杂的一段路要走。”陈新华介绍，团队在设计之

初就要求纳秒刀在手术时不造成“误伤”，且对靠

近重要血管、肝管、胆管、胆囊或胰管的胰腺肿

瘤、肝肿瘤同样适用。

此外，设备需要满足医生在肿瘤治疗和手术

操作中的多项需求，这涉及到三维影像、图像融

合、导航等技术应用。

多方协作 锻造肝癌微创诊疗利器

2020 年 6 月 12 日晚，新疆乌鲁木齐机场，长

龙航空 GJ8667 航班按时抵达，乘客却未能立即

下机。

客 舱 内 ，睿 笛 生 物 的 两 位 工 程 师 倍 感 困

惑。当天他们从杭州出发，计划赶赴新疆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协助医院进行首台纳

秒刀手术。

“我们先从其他同行人员口中得知，航班经

停银川后，飞机上有了疑似病例。”睿笛生物工

程师吴斌回忆道，按照当地防疫要求，那个班次

的乘客得隔离检查。所幸有惊无险，疑似病例核

酸检测呈阴性。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画上休止符，陈新华已经

记不清纳秒刀的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实施过程

中有多少个这样的插曲。

即便如此，去年以来，纳秒刀在浙大一院、郑

大一附院、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树兰（杭州）医

院进行多中心临床试验，实施手术超过 120例。

“打破进口昂贵设备纳米刀的垄断地位，降

低肝癌消融手术设备的价格，为不能用其它手术

治疗的患者提供微创治疗手段，减轻患者的经济

负担，这是团队多年攻关的初心和使命。”陈新华

告诉记者。

目前，课题组正持续推进高压纳秒脉冲肝脏

肿瘤消融手术治疗仪器的临床应用，已建立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并推向国际。

值得期待的是，基于前期技术铺垫，睿笛生

物已研发了心脏房颤脉冲电场消融系统和内镜

纳秒脉冲系统，并与医学团队开展合作，在胰腺

癌精准诊治仪器等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进展。

“靠山寨国外产品不能长久，面向国际前沿，

潜心原创研究，才能触类旁通。公司多个产品线

的新设备已经下线，即将被派发到合作试验单

位。”陈新华说，本课题也开辟了纳秒刀局部治疗

与全身治疗结合的治疗思路，这将是本课题组下

一步工作探索的重点。

疫情期间 完成100多例临床手术

纳米脉冲变身利刃纳米脉冲变身利刃
肿瘤微创治疗有了新武器肿瘤微创治疗有了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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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利用“泰丰 A”这个

“芯片”，已育成优质杂交稻42

个次品种，并通过国家或省级

审定。其中 15个次品种获国

家和省级优质稻食味鉴评金

奖和银奖。现累计推广应用

超过4亿亩。

王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通讯员张京）打桩架高度最高、打桩能力最

大、抗风浪能力最强……近日，中交一航局投资建造的 140 米级打桩船

“一航津桩”，在江苏启东顺利下水。

大型打桩船用于海上风电场及跨海大桥水域作业。由于作业地点一

般都在外海，属于无遮蔽的开敞水域，受潮汐涌浪影响尤为明显。即使是

海面平静如镜，水面以下也依然暗潮涌动，一般常规打桩船很难作业，安

全方面也同时存在极大隐患，且施工作业窗口期短，费用高，效率低。目

前，国内大型打桩船较少，全国 100米桩架以上的打桩船仅 7艘。

为适应国家海洋经济战略与海上风电能源的开发，中交一航局瞄准

风电及大桥等大型桩基生产经营需要，研发建造这艘具备良好耐波性能

及抗风能力的 140米级大型打桩船。

“一航津桩”建成后将是全世界范围内桩架高度最高、吊桩能力最大、

施打桩长最长、桩径最大、抗风浪能力最强、综合效率较高的专用打桩船。

据悉，“一航津桩”船长 124 米，型宽 39 米、型深 8 米，桩架高 142 米。

建成后，“一航津桩”最大可打桩长 118 米+水深、重 700 吨、直径 6 米的桩

基，适应外海恶劣海况下施工要求，用于海上风电高桩承台桩、导管架桩

以及大型梁桩基等施工，在无限航区封舱拖航。

该船是国内首艘具备全回转舵桨和侧推辅助定位、DP0 动力定位系

统的超大型打桩船。动力定位系统（DP0）通过控制全回转舵桨和侧推，

设置船舶任意点为中心点，实现船舶原地定位、原地转向、定向航行等功

能。可实现施工区域内船舶自航移泊驻位，船舶安全性和灵活性大大提

高。可以大幅度减少施工现场拖轮、锚艇等辅助船舶的使用数量和频率。

同时，该船设置船舶综合施工管理系统，可以实现船舶运转状态的自

动监测管理和船舶打桩过程的实时记录控制以及全船数据的采集、共享

与应用，最终实现智能船舶和数字船舶。

该船还采用了先进的智能船舶和数字船舶设计理念，通过专项研发

的施工管理控制系统，可实现船舶智能化、数字化施工。

集六项世界之最于一身

140米级海上风电打桩船下水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近日，重庆城开高速公路旗杆山隧道贯通，

成为全线首座贯通的 5 公里以上隧道。隧道位于大巴山深处，是重庆市

首座集煤层瓦斯、断层、岩溶、暗河、涌水突泥、高地应力、岩爆采空区地应

力于一体的高风险隧道，被业内专家称为“不良地质博物馆”。

旗杆山隧道左线长 7636 米，右线长 7660 米，总长 15296 米。隧道最

大埋深 1400多米，主体穿越 3个背斜和 2个向斜以及 4条断层和 4处瓦斯

煤层。开工至今，先后经历地质灾害难题 39 次，其中涌水最大曾高达每

小时 19000立方米。

据介绍，中国铁建大桥局城开高速项目建立了隧道综合超前地质预

报体系，及时预判掌子面前方不良地质情况，动态调整施工方案，所做预

报分析准确率达 90%以上，有效避免岩溶、突泥、涌水灾害 20余次。项目

还采用洞内自进式超前管棚、高大溶洞段明洞施工、全断面帷幕注浆堵水

等施工工法，逐一解决复杂不良地质段施工技术难题。

城开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 G69 银百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

2022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将实现县县通高速。

重庆“不良地质博物馆”内

城开高速旗杆山隧道贯通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在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

高压交联聚乙烯电缆因结构简单、制造安装方便，是远距离海洋新能源接

入、城市输电和大电网柔性互联的关键装备。我国高压电缆绝缘材料研

制起步较晚，目前 110千伏及以上高压绝缘材料主要依赖进口，年进口量

近 10万吨，是我国急需攻克的“卡脖子”技术之一。

近日，记者从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获悉，在国家“十三五”智能电网

专项等的支持下，国内首台（套）国产绝缘材料超高压 500 千伏交流电缆

系统通过试验验证，标志着我国高压交流电缆绝缘材料的国产化研制迈

向新台阶。

2021 年 3 月，国产首台（套）国产绝缘材料 220 千伏交流电缆系统在

辽宁阜新 220千伏新煤线挂网，目前已稳定运行 6个月；2021年 4月，国内

首台（套）国产绝缘材料 500千伏直流电缆系统在张北柔直工程顺利通过

竣工试验。

“项目团队建立了完善的高压电缆材料配方开发、电缆系统设计、制

造、试验及运维的协同创新体系，极大提升了我国高压电缆材料自主研发

能力。国产绝缘材料超高压 500 千伏交流电缆系统的成功研制，将带动

我国国产高压电缆用材料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

院副院长常建平说。

常建平介绍，自 2011 年起，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组织国内科研院

所、制造企业、试验检测等单位开展技术攻关，成立了国家电网公司高压

电缆科技攻关团队和党员先锋队，最终掌握了 500 千伏及以下高压交流

电缆绝缘材料核心技术，研制开发的国产高压电缆交联聚乙烯绝缘材料，

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技术空白，在绝缘材料复配及超净化批量制备、屏蔽

填料分散及超光滑工艺控制等技术达到先进水平，已与浙江万马等企业

成立合资公司并实现了成果转化。

超高压交流电缆系统通过验证

绝缘材料国产化迈向新台阶

为了提高纳秒刀就肝部肿瘤消融的精确度

和有效性，睿笛生物联合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巫

彤宁团队、北京科技大学宋玉军团队，浙江大学

殷胜勇、包家立等生物电磁专家协同攻关。

“纳秒脉冲消融肝癌手术中，存在因病患个

体差异（如病灶大小、位置等）导致临床术前方案

制定难度大，术中治疗定位复杂等瓶颈问题。”

巫彤宁介绍，团队研制了基于 CT 或磁共振图像

的肝脏分割和病灶区域定位系统及基于光学追

踪技术的纳秒刀手术定位及导航系统等，可为消

融治疗手术方案的制定提供合理的参考依据。

与此同时，通过开展具有暗场光学成像、

MRI 成像和 CT 成像等多模影像功能的纳米分

子探针和纳米中药的设计与合成，宋玉军团队成

功合成出对正常细胞无毒副作用或低毒、对肿瘤

细胞高致死率、具有一定免疫激活效果的有机—

无机复合纳米药物。

经过细致设计，区别于纳米刀以微秒脉冲电

场基于细胞膜电穿孔原理杀死肿瘤细胞的做法，

纳秒刀实现在纳秒脉冲电场依托更高密度外加

电场能量跨膜进入细胞核，在细胞内引起压电效

应，使细胞核、核膜和线粒体等细胞器膜依次发

生各种不同的肿瘤凋亡效应，有效克服了微秒脉

冲的大电流造成的肌肉抽搐和心电副作用。

陈新华向记者梳理了联合团队专业化分工

的逻辑：由临床医生提出需求、参与设计，医院医

学工程科进行产品标准制定，医疗器械研究所进

行电气安全电磁辐射检测，由医院完成临床验

证，并推广应用……搭建环环相扣的医疗设备产

业技术一站式转化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