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外表上看，“太空豆浆”

更像是一袋全密封的蔬菜水

果泥。与用黄豆直接加水打

磨后形成的豆浆不同，“太空

豆浆”无须粉碎，它是在地面

生产的脱渣豆浆粉。这种豆

浆粉可以用饮水机流出的适

温净水直接冲饮，不存在加热

问题。

◎本报记者 金 凤 通讯员 杨 芳

◎本报记者 王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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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内，成果应用

企业取得了新增销售额

20.57亿元、新增利润 2.83

亿元的经济效益，同时减

排废气13.51亿立方米，减

排精馏釜残等有机危废

5156吨。

13.51亿立方米

如今，在中盐常州新东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厂区，安装在氯代苯甲醛系列产品生产装置中

的“洁净芯”，让这里不再有往昔化工厂中刺鼻

的异味。

“用了新型催化剂和临氧裂解工艺后，不仅

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少了，而且使用的原材

料和辅助用料也少了，生产成本每年可以减少上

千万元，固体废弃物也减少了近 80%。”中盐常州

新东化工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陶文平所说的

技术革新，是来自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教授团

队的“嵌入临氧裂解过程的‘三废’治理与化学品

生产耦合关键技术”。

通俗地说，这项技术是在氯代苯甲醛系列

产品生产过程中，采用催化剂和新工艺，让原

材料充分反应，提高产品出产率，减少“三废”

排放，实现绿色友好。

为解决化工行业污染治理效果差、过程集

成度弱和资源利用率低这三大问题，近年来，

乔旭团队发明了废气废水废渣（“三废”）临氧

裂解一体化净化、新型反应—分离集成、分子

筛催化原子经济反应等技术，将临氧裂解净化

与化工生产深度融合，实现醛酯胺类精细化学

品的绿色制造。

近两年内，成果应用企业取得了新增销售额

20.57亿元、新增利润 2.83亿元的经济效益，同时

减排废气 13.51 亿立方米，减排精馏釜残等有机

危废 5156吨。

日前，2021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正式发

布，乔旭领衔完成的项目“嵌入临氧裂解过程的

‘三废’治理与化学品生产耦合关键技术”，获得

一等奖。

制造染料、香料、医药等用品的苯甲醛，用作

抗氧化剂、水果清洁剂原材料的二苯胺，用作大

宗基础化工原料的“三烯三苯”……

现实生活中，精细化学品广泛应用于医药、

农药和日化用品等与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

各类用品中，其应用面广、专用性强、附加值高。

“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化工产品精细化率

已达到 60%—70%，我国化工产品精细化率虽已

提高到 45%，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南京工业

大学绿色化工实验室骨干成员、化工学院教授

汤吉海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目前国内精细化

工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较低，特别是由于精细

化工行业产品种类繁多、工艺流程长、生产技

术精密，生产企业往往呈现出“产品分散生产，污

染集中治理”或“重产品生产，轻污染治理”的粗

放型发展模式。

“在化工产业投资强度大、准入门槛高、安全

环保要求严的形势下，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瓶颈更

加突出。”汤吉海表示，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污染治理效果差，原有的化工污染治理技

术有的难以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或者为了满足排

放标准，化工污染处置成本急剧增加；其次是精

细化学品生产过程中，各种装置产生的废气、废

水等废弃物大多直接进入“三废”处理系统混合

处理，缺少高效循环利用的新技术，处理效率也

不高；第三是资源利用率低，精细化学品制造涉

及的反应步骤多、工艺流程长，副产物排放量可

以达到最终产品的 10—100 倍，这不仅造成原料

成本增加，还额外增加了废弃物处置的费用。

基于这些技术难题，乔旭团队提出“源头绿

色、原位减量、嵌入治理”的理念，构筑起一套精

细化学品绿色制造技术新体系。

发展空间大，污染治理效果亟待提高

“当塑料和橡胶燃烧时，会冒黑烟，这是因为

燃烧不充分所致，化学大分子或者碳粒，经过燃

烧又变成了一种污染物。”汤吉海以这番场景列

举目前化学品生产流程中造成的污染。

将化工废弃物“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如果说“三废”临氧裂解一体化的净化理

念，能让污染物被精准锁定，那么，降低它们的

污染指数甚至变废为宝，则让处理“三废”有了

灵魂。

汤吉海介绍，团队有针对性地发明了反应—

分离耦合技术，开发全局寻优的增强型“蝙蝠”算

法，最大限度降低过量组分逃逸量。

“我们优化反应—分离装置的结构，并用先

进算法来优化反应器的大小、温度、压力、流量等

参数，找到最优设计方案；同时创制功能化分子

筛催化剂，通过调控反应网络、提高原料利用效

率，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精细化学品生产源头

绿色。”汤吉海说。

针对原料利用率低导致废弃物量大的问题，

团队还发明了（氯代）苯甲醛生产水解反应与液

液分离耦合的过量水原位循环技术，实现工艺水

100%循环利用；针对醇酯十二、乙氧基丙酸乙酯

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浓度异丁酸盐、乙氧基丙

酸盐废水，团队发明了废水酸化反应与液液分离

耦合技术，有机酸回收率达到 90%以上。

“采用绿色反应工艺，才能使精化品在工业生

产中真正实现‘源头绿色、原位减量、嵌入治理’。”

团队成员、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陈献介绍，

针对精细化学品合成副产物量大的问题，团队设

计出系列提高原子利用率的绿色反应工艺，构筑

磺酸等有机官能团、过渡/碱金属均匀分布的分子

筛催化剂，首次用于加成、缩合等高原子经济性反

应，实现多点位协同的高效催化效应。

团队成员、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崔咪

芬介绍，利用这些方法，他们构建了羧酸特种酯、

烷氧基丙酸酯、二苯胺、（氯代）苯甲醛的绿色催

化合成工艺，原料转化率与目标产品选择性均远

高于传统工艺，杜绝了废水产生。“原料吃干榨净

了，工艺水循环利用了，‘三废’自然不存在了。”

科研成果只有走出实验室，才能释放科技势

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嵌

入临氧裂解过程的三废治理与化学品生产耦合关

键技术”经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专家组鉴

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临氧裂解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对推动精细化学品绿色制造具有很

好的示范效应，具有很好的产业推广应用前景。

技术成果在产业的应用，也为精细化学品的

绿色制造提供了现实可行性。据悉，团队的这套

专利技术已经入股孵化出南京资环工程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相关产品技术独家转让给中盐常

州新东化工发展有限公司、江苏飞亚化学等企

业，助力企业建成全国首套化工“三废”临氧裂解

一体化净化撬块装置和全球最大 4.5 万吨/年二

苯胺、1.2 万吨氯代苯甲醛（含氯代氯苄）等工业

装置，打破了国际行业寡头的垄断地位。

开发算法、优化工业化过程变废为宝

他介绍，一般来说，不少化工企业，会同时

运行很多套生产装置，生产不同产品。但不同

装置产出来的废气废水等污染物会集中汇总

到统一的“三废”处理设施，导致处理不充分，

缺乏针对性。

“不同的生产原料，决定废弃物的分子结

构 不 同 ，所 以 处 理 的 原 则 和 方 法 就 应 该 不

同 ，如 果 其 中 有 难 以 降 解 的 化 学 物 质 ，按 照

常规的处理方式，就会影响整体的‘三废’治

理成效。”

基于这个问题，团队研发出“三废”临氧裂解

一体化净化技术。“我们利用大分子有机物裂解

和气态有机小分子深度氧化的耦合反应机理，通

过临氧裂解热量传递过程的调控，实现系统自热

平衡。”乔旭解释，这种方法将化学废弃物或污染

物中的大分子，输入临氧裂解反应器，在裂解、催

化燃烧双功能催化剂作用下，裂解氧化成二氧化

碳和水，而且，这套反应器嵌入在化工生产装置

中运行，可以实现精细化学品制造过程废弃物近

零排放。

“这个过程的难点在于制备临氧裂解和催化

燃烧的催化剂。”汤吉海解释，因为这项技术要面

向工业化应用，所以要降低能耗，团队创造性地

用氧化反应中产生的热能，为反应器中的气化、

裂解过程供能，既节省了能耗，又顺利完成化学

反应。

汤吉海说，利用这套技术，最终排放的尾气

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低于 10毫克/立方米（mg/

m3），废水化学需氧量低于 40毫克/升（mg/L），远

远低于国家和地方标准的排放限值。

屈指算来，神舟十三号的 3位航天员即将圆

满完成任务，返回地面。对李工来说，他既期待

着航天员们的凯旋，也关注着他们在太空里的饮

食情况。

李工的身份是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九阳）太空厨房项目部副总设计师。他和同事们

或主导或参与研发了 4套技术进入“天宫”，为航

天员提供生活保障。

这 4套技术分别是热风加热装置、饮水分配

器、“太空豆浆”以及智能物联控制 App。在“天

宫”里，热风加热装置用来加热航天食品及制作

酸奶，饮水分配器用来滤除含银原水并定量供应

航天员饮用水，智能 App用来控制空间站所有厨

房产品，而“太空豆浆”可在太空环境下冲饮。

在太空中吃好喝好并不容易

从外表上看，“太空豆浆”更像是一袋全密

封的蔬菜水果泥。与用黄豆直接加水打磨后

形成的豆浆不同，“太空豆浆”无须粉碎，它是

在地面生产的脱渣豆浆粉。这种豆浆粉可以

用饮水机流出的适温净水直接冲饮，不存在加

热问题。“太空豆浆”面世的背后，是满足“破壁

等级 2 级、航天食品化学污染要求和感官评价

A 级”的三合一技术，其不仅确保了“太空豆

浆”安全、营养、口味的太空品质，并由此获得

了国家发明专利。

想喝豆浆必须要有水，而在太空环境中，对

水温控制要精确，对水速控制要更稳定。据了

解，失重环境下水流中容易产生气泡，需要精确

控制出水速度，保证出水均匀，避免气泡产生。

九阳工程师告诉记者，空间站中，航天员的

饮水、吃饭，不仅受到太空环境的影响，还要避免

微生物的污染。

研究显示，国际空间站上曾发现 84 种微生

物，而且来源多样，有乘员自体携带的、空间站里

面的材料和设备携带的、在地面总装测试阶段和

发射准备阶段引入的、来访航天器及其货物所携

带的微生物。这些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太空厨房

都要使用抗菌材料。

李工举例：“在空间站中，日常饮用水净化后

菌落总数指标非常严格，近乎于 0，严于生活饮

用水标准要求。”

此前，西南交通大学功能高分子材料团队主

导的“载人航天器舱内抗菌材料研制及推广应

用”项目在 2020 年获得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项目研发的“四针状氧化锌晶须”抗菌

材料具有独特的立体四针状三维结构，在塑料、

橡胶、涂料活性炭等多种基体材料中均匀分布，

可赋予材料独特的抗菌功能特性。由西南交通

大学主导、九阳参与，该载人航天抗菌材料成果

顺利转化，被应用到了太空厨房里。

实现“太空食物”均匀加热

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什锦炒饭、咖喱炒饭、

蘑菇鸡块、雪菜肉丝、黑椒牛柳、红烧肉、冬笋火

腿炒饭……这些美味，在“天宫”里都出现了。

关键问题是如何加热？

据介绍，相比地面上，失重状态下食物的漂

浮会影响食物的均匀加热；同时，太空加热都需

要带包装，这其中的挑战是带包装食品的包装材

料的热阻隔和食品的受热均匀性问题。

李工介绍，围绕着航天食品的特性和太空失

重环境，他们提出了全新热风加热装置设计构

想，并运用数学建模、力学和流体仿真等方法和

工具，不断优化设计，最终完成了热风加热装置

的设计定型。

这种热风加热装置用来加热航天食品及制

作酸奶，使食物能够固定在加热板上而不是“飘”

在半空中，不仅能够加热多种食物且可使食物受

热均匀，还可以对铝箔包装、金属罐头、塑料包装

等多种有包装的食物进行加热，完美解决了食品

包装的兼容性和加热的均匀性，让更多中国美食

进入太空。

“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给九阳

发来感谢信，航天员反馈九阳研制的相关设备

在轨应用体验良好，让我们备受鼓舞和自豪。”

九阳副董事长韩润向记者表示：“我们通过自

主创新技术成功解决了‘真空、失重、无对流’

等极端苛刻的外太空环境下的饮食加工、饮水

净化等难题。”

记者了解到，作为最早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

程项目研制的企业之一，九阳早在 2014 年就承

接了太空厨房项目研制任务。韩润强调：“智能

太空厨房是中国原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

悉，上述产品均已转化为民用，并进入了市场。

在“天宫”中，航天员们如何喝上一杯热豆浆？

绿色技术绿色技术““嵌入嵌入””生产过程生产过程
精化品制造实现精化品制造实现““三废三废””近零排放近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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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金凤 通讯员周伟 王洪洲）在目前研究的新型二

次储能系统中，锂—氧电池是理论上比能量最高的电池体系。但其放电

产物过氧化锂的绝缘性，阻碍了锂—氧电池的发展进程。日前，南京工业

大学陈宇辉教授课题组联合上海大学施思齐教授以及奥地利科学家，发

现通过改变锂盐浓度或者溶剂，就可以让绝缘体的电化学速率提高数

倍。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催化》上。

与锂离子电池等插层电池主要依靠离子脱出或嵌入来平衡混合导电

固体的氧化还原电荷不同，未来电池技术如锂—氧电池、锂—硫电池会产

生绝缘物质。锂—氧电池在放电或充电期间将溶解在电解质中的氧气转

化为固态绝缘物质过氧化锂。锂—硫电池可将固态绝缘物质硫和硫化锂

相互转化。电极与绝缘、不溶性、固体存储材料之间会发生电荷转移，即

使在低倍率下也会导致高过电位和不完全转化。

“我们通过实验发现，用碘化锂作为氧化还原媒介体的催化剂，在与

绝缘物质比如过氧化锂反应时，存在一个突变电位。”论文第一作者、南京

工业大学博士生曹德庆介绍，当媒介体电位低于突变电位时，氧化还原媒

介体在与绝缘物质反应的动力学较慢，当电位仅高于突变电位少许时，氧

化还原媒介体与绝缘物质反应的动力学会突然加快。而通过改变锂盐浓

度或者改变溶剂，就可以调节媒介体电位的变化。

“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这个现象不仅在碘化锂中存在，在其他

媒介体与过氧化锂反应过程中也存在，这个结论还可以延伸到除了锂

—氧电池的其他电池体系，比如锂—硫电池。”陈宇辉说，他们发现突

变电位存在的原因，其实是与绝缘物质的晶面有关。因为绝缘物质比

如过氧化锂等是多晶面的，媒介体的电位应该超过主导晶面所需的最

低过电势。

“这一研究成果为锂—氧和锂—硫电池体系选择媒介体提供了一种

新的思路，为未来研究媒介体催化剂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陈宇辉表示，

该研究也会促进锂—氧电池和锂—硫电池的工业化进程，为替代目前商

业化的锂离子电池提供了更多选择，将进一步加快大型储能系统例如新

能源电动车等的发展。

加入催化剂改变盐浓度

锂电池的动力学速率提高数倍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王宁）近日，由中国石化胜利石油

工程公司自主研发的“胜利天工”振荡螺杆相继在山东胜利工区高 94-斜

16 井、西北工区米泉 2 井成功应用，提速降阻效果明显，为石油勘探开发

“四提一降”再添新利器。

螺杆是一种以钻井液为动力，把液体压力能转为机械能的井下动力

钻具。上述振荡螺杆较常规螺杆增加压力脉冲装置，通过合理匹配，既具

有常规螺杆的功能，又能产生轴向振荡，兼具提高钻头破岩效率和缓解托

压的双重效果。

3月上旬，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在胜利工区高 94-斜 16井首次应用“胜

利天工”振荡螺杆，进尺 2649米，平均机械钻速达 24.53米每小时，与同台

井高 94-斜 12 井相比，机械钻速提高了 44.98%。时隔一周，在西北工区

米泉 2井，“胜利天工”振荡螺杆应用于该井 3032.7至 3355米井段，入井总

时间 13天，循环时间 237小时，钻具经受住了井下严格环境考验，可靠性、

稳定性得到进一步检验。

据记者了解，上述新型振荡螺杆相比常规螺杆，在压降仅增加 1兆帕

情况下，提速效果明显。该钻具在近钻头部位振动，即使托压严重也有少

量动力工作，能够有效缓解托压，同时得益于特殊设计结构，使得冲击力

量控制在螺杆顶部以下，不会对定向仪器造成损伤。

我自研装备

让石油机械钻提速四成

“双碳”行动中光伏产业将怎样发挥作用？

近日，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光能）《600W+分布式

应用白皮书》在线发布，针对 600W+组件中研发与应用的 7大重点问题，

进行了详细阐述与系统介绍。

在常州大学相关专家看来，该白皮书正视 600W+分布式光伏发展过

程中的问题，给出全套解决方案，将有效提升我国分布式光伏效率，建设

完善的 600W+分布式光伏生态，促进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及全社会低

碳化目标实现。

在“双碳”目标、整县推进、能耗双控等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分布式光

伏迎来高速增长。如今，基于先进技术的 600W+超高功率组件为代表的

光伏 6.0时代已然来临。而此时，更系统、全面向全行业开放分布式超高

功率组件应用密码，将使 600W+组件发挥出更高价值。

用天合光能常务副总裁曹博的话来说，“600W+超高功率分布式光

伏既是市场的需求，更是产业链携手推动的结果”。

目前，天合光能、天合智慧分布式携手阿特斯、东方日升、固德威、古

瑞瓦特、华为、锦浪、上能电气等 12家全球领线光伏企业联合签署战略合

作，将共同推动分布式产业结构高端化及低碳化进程。

天合光能副总裁、天合智慧分布式总裁张兵认为，持续迭代技术创

新，提高系统发电效率，降低成本成为分布式光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分

布式光伏市场迫切需要结构化升级，需要更强发电能力、更低度电成本、

更高收益的新产品满足这一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600W+分布式光伏

原装系统解决方案的发布或将再次引领行业发展趋势。

张兵介绍，在国内光伏行业向超高功率升级的过程中，天合光能推出

的 600W+原装系统解决方案，在适配度、安全性、降本增效等方面都有全

面的提升，将全面应用于分布式光伏市场。与 550W 组件相比，600W+功

率提升 120W，效率提升 0.52%，装机量增加 5.6%，功率质保 30 年，让发电

更持久。经预测，不同场景不同搭配发电增益 5%—30%，25 年多发电

25282千瓦小时，全生命周期发电量提高 57604千瓦小时。

“双碳”行动倒迫转型升级

600W+分布式光伏应用先行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