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瞿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近日透露，由其所属沈阳设计

院 EPC 总承包建设的国内首条长距离“煤来灰去”输送系统——神华北

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胜利一号露天煤矿至胜利发电厂工程，正式移交业

主投产运行。该系统创造性地解决了高寒地区散状物料运输系统运行环

境差、环保要求高等重大技术研究与工程设计难题，实现了高效节能、高

度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多重示范。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介绍，根据“见不到煤、看不到灰”的高标准要求，

沈阳设计院创新提出了“煤来灰去”的设计方案：采用同一条带式输送机

上带面运煤、下带面运灰，建设规模正向输煤 1000 万吨/年、反向输送调

湿灰 200万吨/年，主运带式输送机单机长度 8642米。为规避村庄、湿地、

铁路、公路桥涵，项目 3 次采用曲线水平转弯、空间转弯；针对水平转弯，

精确计算水平转弯段相关参数之间的关系，确保输送机在转弯段产生的

向心力与离心力平衡，物料和输送带顺利实现自然转弯，不跑偏，不撒料；

为降低带强，输送系统采用头 2中 2尾 1多点驱动布置方式；为防止“煤来

灰去”运行时沿途产生粉尘，采用特殊的“n”形防护罩、灰加湿搅拌装置、

EDEM 曲线落料溜槽；为减少托辊径向跳动引起输送带跳动而产生粉尘，

针对现场环境条件，选用了特殊材质非金属低噪音托辊，以减小运行过程

中的振动和噪音。通过多项技术创新应用，实现了从露天煤矿向坑口电

厂输煤的同时，将电厂燃烧后的粉煤灰再反向输送至露天矿回填，避免了

汽车运输带来的一系列污染问题，有效保护了草原优美的生态环境。

据悉，项目所在地锡林浩特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春季多风、

夏季少雨、冬季严寒，年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40 摄氏度。在如此恶劣的环

境下，长距离曲线带式输送机实现了空载、重载、煤灰重载一次性试车成

功，输送带“零”跑偏，带式输送机各部位运转正常，控制系统及各项保护

工作正常，沿线无粉尘外逸，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国内首条长距离

“煤来灰去”输送系统投运

◎本报记者 张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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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曦

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如今我国的铜铬锆导线最

高可以实现83%的导电率，同时强度达到620兆帕。我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强高导接触网导线完全可以为新

高铁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83%时速 350 公里，营业里程 3.6 万公里，通达除

西藏外的 30个省区市……中国高铁以惊人的速

度和广度一再刷新我国的“高铁版图”和纪录。

供电系统作为高铁列车的“心脏”，在为列车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的同时，也是确保列车安全、高

速、可靠、稳定运行的关键。

天津中铁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王立天团队研发的“高速铁路用高强高导接

触网导线关键技术及应用”，实现了我国高铁接

触网导线的完全国产化。该成果经过 10年在京

沪、京津、京张、成渝等 1.3 万公里的高铁线路上

的“挂网”运行，证实其性能领跑“世界高铁”。该

项目也获得 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同时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32 件，SCI论文 31 篇，

主编国标 6项、行业标准 2项。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那么“车

头”的牵引动力来自于哪呢？

“人们在高铁站等车时，经常会看到铁路沿

线上空架设的输电线路，这些输电线路就是高速

铁路接触网，高铁列车运行所需的电就是通过机

车上端的接触网来输送。”王立天介绍，接触网一

旦停电或列车受电弓与接触网接触不良，就会对

列车的供电产生影响。

同时，制约高速列车速度提升的三大核心技

术瓶颈之一也是弓网的受流能力。为了保证高

速行驶下的列车稳定受流，接触网导线就必须具

有大张力和大载流能力，这就要求导线同时具有

高强度和高电导率，还要保证接触网轻量化，不

能给工程方面增加投入。

王立天解释：“当列车行驶速度为 300 公里/

小时以上时，它所受的阻力 90%以上都来自风

阻，而风阻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列车所需的功

率就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功率变大后，在电

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也相应增大。因此需要接

触网导线具有高导电率。”

“在保证高电导率的同时，接触网导线还需

要保证高强度。”王立天说，列车在高速运行中，

受电弓和导线之间不能脱离，必须时刻紧密接

触。只有导线的波动传播速度大于列车速度的

1.4 倍，才能保证受电弓和接触网导线不脱离。

而提升导线的波动传播速度就必须提高导线的

张力，在导线重量不变的情况下，就需要增加导

线强度，使导线强度达到国家标准安全系数 2.0

以上。也就是说，导线所能承受的最大拉断力需

要达到应用所需拉力的 2 倍以上强度才能保证

安全。

要想同时提高强度和导电率是个巨大的

挑战。众所周知，在铜合金材料中，导电率和

强度成反比，同时提高导电率和强度非常困

难，因此高铁接触网导线研发难度极大，在王

立天团队项目实施前，我国高铁接触网导线全

部依赖进口。

“当时国际最先进的铜镁导线强度在列车

350 公里时速下已达安全极限，想要进一步提速

必须研发下一代更高强度和更高导电率的铜铬

锆接触网导线。”王立天说，要想实现“中国速

度”，这道坎必须要跨过去。

铜镁导线已达安全极限

2010 年 12 月，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了联调

联试和综合试验，最高运行时速达到 486.1 公里

的世界最高营运试验速度，其中，高强高导的铜

铬锆导线功不可没。

“经测试，我们自主研发生产的铜铬锆导线

导电率达到 75%，强度也达到了 560 兆帕，性能

可以与日本同一时期上线的同类产品‘打成平

手’，而欧美此时还没有同类产品研制出来。”王

立天自豪地说，而且由于我们的产品生产环节更

简化，因此成本要低很多。

目前我国生产铜铬锆导线的工艺水平实现

了可连续挤压、连续拉拔生产两吨铜铬锆导

线，并且导线大长度连续中间没有任何缺陷。

为了保证导线的安全性，导线还具有很高的耐

腐蚀性、耐烧蚀性以及良好的高温特性。王立

天进一步解释，由于我国的高速铁路遍布祖国

各地，有些铁路地处污秽、海边等环境，因此对

导线的耐腐蚀性要求非常高。同时摩擦生热，

当列车高速行驶的时候，就会与接触网导线摩

擦生热。一般来说，当温度到达 100 摄氏度时，

导线强度会下降。而我们的铜铬锆导线因为材

质和工艺，100 摄氏度的温度反而会使导线在

一定范围内强度增加。此外，高温冷却后，其

他合金导线强度一般也会下降 20%左右，而我

们的铬锆铜导线强度只会下降 5%左右，具有优

异的高温特性。

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如今我国的铜铬

锆导线最高可以实现 83%的导电率，同时强度达

到 620 兆帕。“目前准备开始建设的重庆到成都

的高铁时速可达 400公里，这比现有的 350公里/

小时高铁对各项技术的要求提升一个级别。”王

立天对此充满信心，他表示，这次我国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强高导接触网导线完全可以为新

高铁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产品性能全世界领先

国产国产““双高双高””导线让中国高铁导线让中国高铁““电力十足电力十足””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李畅 黄岩静）近日，全国铁路首家

由机器人控制的减速顶“拆、洗、装”自动化生产线科研项目，在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南站通过专家组结题验收。验收结果显

示，该项目已具备投入使用条件。这将极大提高车站减速顶维修作业效

率和质量，提升技防保安全管理水平，同时有效改善维修人员作业条件，

降低作业人员劳动强度。

减速顶作为驼峰调速系统中控制车辆溜放速度的重要液压设备，被

广泛应用于各铁路编组站。哈尔滨南站现有 12880 台减速顶，在长期使

用过程中，由于油气的正常消耗及零件的磨损和疲劳破坏等原因，会引起

减速顶制动功能减小、临界速度改变等问题，从而造成车辆损坏或脱轨。

因此，减速顶在使用过程中的维修和养护极其重要。

此前，其维修和养护作业完全依靠人工操作，作业时间长且劳动强度

大。在减速顶的拆解、清洗和安装等重要环节中，因操作人员责任心、业

务水平不一，容易产生清洗不彻底、配件损坏等问题，直接影响减速顶的

安全性与寿命。

为解决减速顶维修、养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哈尔滨南站与哈工大机

器人集团合作，结合车站作业特点及实际情况，开发研制了减速顶“拆、

洗、装”自动化生产线。生产线由拆解、清洗、组装、检测、传送机构组成，

采用全定制辅助拆装机构与多功能工业机械手臂的逻辑配合，实现减速

顶滑动油缸的自动化拆卸和安装。清洗环节分为整顶粗洗和零部件精洗

两道工序，利用超声波清洗技术对滑动油缸零部件进行清洗并用热水漂

洗后烘干，保证清洗不留死角。同时，应用触摸屏和组态软件进行全系统

的控制和监控，确保每台减速顶关键性能指标可视、可调、可控。

据了解，该自动化生产线每小时可完成15个左右减速顶滑动油缸的拆

解、清洗及组装，将作业效率提高2至3倍，原本需要3—4名作业人员完成的

工作量，现在由1人操作该生产线即可完成。与手动清洗相比，自动清洗效果

更加彻底，无残留油泥、零部件碎屑问题。安装时自动注油、兖氮更加精准，

紧固密封盖时可保证每台顶标准一致，进一步提升设备检修、维修标准，保证

设备的正常使用周期。此外，自动化生产线使用清水和定制清洗剂替代挥发

性强、含铅量高的航空煤油对滑动油缸进行清洗，更加安全环保。

机器人维护火车站减速顶

效率较人工作业提升3倍

伴随着晴好天气，江苏全省秋粮水稻已基本

收割完毕，全年粮食生产有望再获大丰收。而稻

麦轮作的江苏省，夏粮小麦收成也撑起了粮食丰

收的半边天。

“江苏粮食质量安全的最大风险之一来自于

镰刀菌毒素对小麦的污染，我们历时近 20 年研

发的小麦镰刀菌毒素污染风险形成机制及管控

关键技术，破解了毒素发现难、控制难的问题。”

近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

养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史建荣研究员告诉记者，

应用了他们研发的毒素控制关键技术，大幅降

低了毒素污染程度，解决了小麦丰收带毒的产

业难题，成果获得 2020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相关技术累计推广 4070 万亩，新增产值

50.9 亿元。

毒素污染是小麦质量安
全重大风险

小麦是我国重要粮食作物，年产量约 1.3 亿

吨。每年五六月间，长江中下游的江淮麦区就迎

来小麦收获的时节。

正常的小麦麦穗金黄，籽粒饱满，黄中透

白。但是，堪称小麦“癌症”的世界性真菌病

害—— 赤 霉 病 ，在 江 苏 许 多 地 方 造 成 麦 穗 干

枯，籽粒空瘪，收到的籽粒也因为带有毒素而

存在食品安全重大风险。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农作物耕作制度

改变的影响，我国小麦赤霉病发病范围危及长江

中下游甚至向黄淮麦区持续扩大、频率不断增

加、危害逐步加重。据统计，2010 年以来，我国

小麦赤霉病从偶然暴发到连年暴发，尤其在长江

中下游麦区重发、频发，每年赤霉病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超百亿元，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粮食安全

和人畜食用安全。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

研究所刘馨博士介绍说，小麦赤霉病是由镰刀菌

侵害引起的，染病小麦不仅大幅减产、甚至绝

收。“镰刀菌还会产生呕吐毒素、玉米赤霉烯酮、

伏马毒素等 160余种毒素。”刘馨说，食用病麦会

发生眩晕、发烧、恶心、腹泻、流产死胎等急性中

毒症状，严重时会引起出血，影响免疫力和生育

力。某些镰刀菌毒素还会诱发肝癌、食管癌，各

国都制定了严格的限量标准，限制其在食品中的

含量。

精准识别毒素成为风险
管控关键

过去，小麦镰刀菌毒素污染管控面临着三大

瓶颈难题：镰刀菌毒素种类多、结构复杂难识别；

产毒菌群特征不清、毒素污染规律不明；药剂筛

选靶标不聚焦、关键控制点难确定。

史建荣告诉记者，他们确立的思路是，从建

立高通量多毒素筛查技术入手，探明毒素污染发

生规律，明确关键控制点，研发减毒关键技术，建

立控病减毒协同的全程管控体系，为解决小麦毒

素污染防控与监管这一产业难题提供关键技术

支撑。

首先，他们要解决如何快速发现毒素的检测

难题。通常科研人员采集到带病小麦样品进行

毒素检测时，需要从样本中提取毒素，利用液相

色谱—质谱联用设备，并与镰刀菌毒素的标准物

质进行比对，才能判断样本中含有哪些毒素，有

多大含量。

经过研究，他们发明了镰刀菌毒素标物制备

与高通量精准识别关键技术：研制出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标准物质 8 个，打破了国外垄断，其

成本仅为国外的 20%—30%；创建了基于功能化

多壁碳纳米管、石墨烯合金前处理的多毒素精准

筛查技术，实现 33种毒素同步检测，灵敏度提高

10 倍；为了满足快速、无损检测的监管需求，项

目团队研制出现场无损检测设备，分分钟就可以

判断小麦中毒素是否超标。

10年采集建库探明污染
形成机制

经过连续 10 年、抽样检测 2 万余份，项目

团 队 建 立 了 全 国 小 麦 镰 刀 菌 毒 素 污 染 数 据

库。首次揭示我国小麦镰刀菌毒素污染风险

消 长 规 律 ，明 确 江 淮 麦 区 是 毒 素 重 发 、频 发

区，呕吐毒素和玉米赤霉烯酮是污染江苏小麦

的主要风险。

“我们监测了 40 年间产毒镰刀菌种群演变

规律，发现江苏省产毒镰刀菌以 3ADON 化学型

为优势菌群，该种群产毒力最强，并偏好稻麦轮

作。”成果主要完成人徐剑宏研究员介绍道，据

此，他们揭示了江苏毒素高污染形成的菌源基

础，为精准管控提供明确靶标。

在明确产毒菌群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又发

现，花期、收获前期高湿度环境是毒素重发生的

核心诱因。生产上常用的防病药剂多菌灵及其

复配剂控毒效果差，某些杀菌剂甚至会刺激镰刀

菌产毒。因此，锁定扬花期控病减毒协同、收获

后毒素监管为关键控制点。

找到江苏麦区“头号毒源”后，项目团队对症

下药，筛选出多种高效抑菌控毒药剂，并研发出

丙硫戊唑醇新药剂“乐麦宝”，大面积推广应用表

明，使用“乐麦宝”可以减毒 75%，用药量减少

10%。

同时，他们以解构镰刀菌毒素毒性功能位点

为导向，研发出毒素降解菌剂，对染病的小麦籽

粒进行处理，毒素降解率达 95%，为污染小麦后

续处理提供有效技术。

目前，该技术体系已经被制定为国家农业行

业标准发布，有效保障了江苏乃至全国小麦产品

质量安全。

防治赤霉病不再难 全套疗法助小麦“戒毒”

早在 2006 年，我国开始进行高铁建设的时

候，王立天作为专家团队的一员，就开始接触到

这一领域。

“由于铬锆合金元素高活性、高挥发的特性，

导致能够满足工程需要的零缺陷超长铜铬锆导

线制备成为公认的世界难题，被誉为高铁牵引供

电技术‘皇冠上的明珠’。”王立天说，当时虽然

日、法、德等国投入巨资进行研发，但均未实现工

程应用，且技术严密封锁。

国外的技术封锁让王立天清楚地看到，为实

现我国高铁技术的突破，就必须自立自强，进行

自主创新，把铜铬锆接触网导线国产化，做出中

国自己的高强高导导线。

当时我国连铜镁导线都是依赖进口，要研制

技术难度高出一大截的铜铬锆导线，困难可想而

知。“真的是一切从零开始，检索文献资料，可以

借鉴的内容少得可怜。”王立天回忆，幸运的是，

团队找到了浙江大学研究高导高强度材料的孟

亮教授。在孟亮教授团队的帮助下，用了半年时

间，团队在实验室就研制出了铜铬锆材料导线的

样件，而且样件的各项参数指标非常优异，导电

率达到 80%以上，强度达到 620兆帕。

可兴奋劲儿还没过，王立天就发现，学校实

验室的材料样件研究和实现大长度导线产业化

研发、产业化一切从零开始

之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实验室里的研究工作量

和难度只占整个产业化项目全部工作量和难度

的 5%—10%，后面实现产业化的技术难度远远

超乎团队的想象。

王立天介绍，金属冶炼加工行业的所有流程

基本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冶炼技术，第二

部分是铸造技术，第三部分是硬变强化金属加工

技术，第四部分是热处理技术。

“其中第一和第二部分是最为关键也是最难

实现的。当时我们走遍全国，也找不到能进行铜

铬锆导线冶炼和铸造的设备，所有的工装设备必

须自己研制。”王立天说，“可以说，导线产业化的

研发过程就是研发生产制造导线所需各种设备、

流程工艺的过程。”

王立天举例说，比如冶炼炉，为了避免铬锆

合金挥发，团队就尝试了多种工艺路径，关于炉

壁材料的选择，团队也选择了十几种进行试验。

“最难的是冶炼炉结晶器的研发，当时合金

坯杆铸造出来后，表面非常粗糙且有裂纹，内

有气孔，而且内部合金组分不合格，怎么调整

数据都没有用。”王立天回忆，天天守在 1000 多

摄氏度的冶炼炉边，一次次实验失败，让很多

参研人员开始动摇。有人说，日本都研究近 20

年了，产品还没投入应用，咱们怎么可能研究

出来。

但王立天没有动摇，依旧每天守在冶炼炉

旁，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试验中“险些造成

事故的意外”，让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在冶炼现场

的王立天，终于“捅破这层窗户纸”，解决了整个

研发过程中难度最大的技术问题。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瞿剑）中国海油近日宣布，其中山黄圃加注站当天完成

广东省首批新建液化天然气（LNG）单一燃料动力船舶首次加注，不冒黑

烟的“气船”驶出码头。这标志着我国内河航运绿色发展规划从 LNG 船

舶建造、基础设施保障到能源保供、市场运营等，整体产业链布局在广东

率先落地。

中国海油介绍，该项目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海油等推动国内最

大规模绿色航运示范工程落地的重要一步。“十四五”期间广东省计划新

建或改造约 1500 艘 LNG 动力船舶。中国海油作为气源保障方，负责

LNG 加注站建设以及以优惠价格保障 LNG 供应，目前已累计签署 294艘

LNG 单一燃料动力船舶供气合同。同时加快 LNG 加注站建设，2021 年

底前将建成投运 3 座撬装站，2022 年 3 月底前再建成投运 3 座撬装站，

2022 年 12 月底前建成投运 3 座正式船舶加注站，“十四五”期间，力争建

成并运营 LNG加注站 15座。

据介绍，LNG 无色、无毒、无味，基本不排放硫氧化物，并可大幅减少

氮氧化物和悬浮颗粒物排放，是全球公认的安全可靠、清洁高效的绿色能

源，发展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对于我国内河航运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共为“中和 2001”“达峰 3001”两艘 LNG 单一燃料动力船加注

LNG 燃料共 14吨，加注用时约 90分钟，与柴油加注时间相当。每艘船加

满 10吨 LNG后，可航行 800海里，大约航行 12天。

该绿色航运示范工程实施完成后，广东省内河船用 LNG需求量将超

40万吨/年，替代成品油消费约 39万吨，可使广东省船舶污染物排放量有

效降低，其中减排硫氧化物 18%、氮氧化物 12.6%、颗粒物 19.5%。

据悉，近年来，中国海油提早布局“双碳”战略目标，已分别与广东、广

西、江苏三省份政府等签订合作协议，加快推动“气化珠江”“气化长江”

“气化运河”“气化沿海”四大天然气利用替代工程，在内河航运绿色低碳

转型中走在前列。

内河航运低碳转型

不冒黑烟的“气船”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