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纪中团队在中国南

方冬麦区的 2100多份地方

品种里，筛选出 380份抗性

资源，通过基因分析与表型

鉴定，最终找到了 5个新的

抗病基因位点，其中一个位

于小麦染色体 6BL 上的基

因显著性最强，有希望成为

新的“御敌武器”。

◎本报记者 叶 青

针对传统电池尺寸设计空间利用率低等一系列问题，

研发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开发出最大宽度达1200毫米、电

池极芯体积利用率提升到98%的超大长宽比刀片电芯；发

明了无模组高度集成的“三明治”动力电池结构，实现电池

包直接碰撞不起火爆炸，解决动力电池热失控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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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日前宣布停止生产燃油

汽车，成为全球首家正式停产燃油汽车的车

企。凭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雄厚的技术和优

势明显的全产业链研发能力，广东制造企业再

次走在行业前列。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

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

发展的战略举措。面对高端纯电动汽车自主设

计的技术高地，比亚迪组建研发团队，率先开展

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研发。最终，他们攻克了高

端纯电动汽车安全、续航、动力协同提升难题。

近日，由比亚迪总工程师廉玉波领衔的项目“高

端纯电动乘用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获得

2021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高端乘用车技术复杂，综合性能领先，是技术

发展的风向标，更是产业的制高点。占领高端乘

用车市场是汽车产业由大变强的重要标志。然

而，发展初期，我国电动汽车市场自主品牌局限于

中低端，高端产品基本被国外品牌垄断，亟须打造

高端纯电动乘用车，引领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

“在电动车领域，我国已取得先发优势，汽车

电动化为实现汽车强国战略提供了重大机遇。

但我国仍亟须抓住产业发展战略窗口期，自主掌

握电动汽车核心技术，才能占领高端纯电动乘用

车产业制高点。”2003 年，廉玉波和团队一头扎

进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的研发中，成为我国最早

一批进行电动车驱动系统、电池系统及功率半导

体的研发团队，“初衷是想将自身的电池技术优

势与汽车技术进行联动，开发新能源汽车，用以

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

“从传统燃油汽车发展里程来看，发动机、变

速器、底盘，汽车核心‘三大件’的技术先进性，直

接影响整车的产品竞争力。基于历史经验，我们

认识到，如果不突破这些核心技术，即使电动汽

车发展起来也还会受制于人。”在廉玉波看来，核

心技术自主可控才能快速发展。

于是，廉玉波带领研发团队瞄准高端纯电动

汽车安全、续航、动力协同提升难题，着手开展

“高端纯电动乘用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

研究。

“项目建立了高端纯电动汽车全产业链研发

设计制造能力，打造出汉、唐等系列化高端纯电

动乘用车，汉系列高端纯电动乘用车已成为我国

20 万级别以上市场唯一单月销量连续过万的自

主车型。”廉玉波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成果实现对丰田等国外

一流品牌的技术输出和产品配套，近 3年直接经

济效益超千亿，打破我国汽车核心技术长期跟随

国外的局面，助力广东省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

产业高地，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变革。

瞄准高端纯电动汽车技术难题

要突破核心技术，研发团队面临重重的挑

战。电池是电动汽车的能量来源。对于汽车来

说，长续航和安全都是基本要求，而高能量密度

与高安全需求极为矛盾。

“我们有信心接受挑战。”廉玉波说，“从

2002 年开始研发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到 2005 年

首款动力电池量产，再到 2008 年首次搭载车型

应用，十余年的坚持和积累，让我们具备进行电

池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基础能力。”

针对传统电池尺寸设计空间利用率低，限

制续航提升、传统电芯—模组—整包三层结构

成组效率低，无法充分利用整包空间等一系列

问题，研发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开发出最大宽

度达 1200 毫米、电池极芯体积利用率提升到

98%的超大长宽比刀片电芯；发明了无模组高

度集成的“三明治”动力电池结构，以超长刀片

“三明治”结构解决动力电池热失控痛点
“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加速变革，面临着

原材料价格暴涨、供应链不稳定等严峻挑战，

我们将以此次获奖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加强新

能源汽车基础学科领域的研究，持续推出创新

性的产品，解决新能源汽车发展面临的难题和

消费者关注的痛点。”廉玉波透露，高速、高效、

高密度、低噪音、高性价比是纯电汽车驱动总

成的重点发展方向，在前期基础上，他们将在

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器件基础材料与设计技

术、电机控制器功能失效保护新技术等方面开

展进一步的研究。

廉玉波特别提到近年来从国家到广东省日

益浓郁的创新氛围，尤其是广东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政府鼓励

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攻关，提升产业技术

核心竞争力，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启动一批重大

攻关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平台建设，促进企业、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他

说，“积极参与省、市重大专项项目，承担工程创

新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与来粤设立科研机构

的国内高水平院校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技术创

新中心等创新平台，使得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和

产品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加强新能源汽车基础学科研究

电芯阵列为骨架，创新高绝缘高热阻结构胶将

电芯与上盖、底板直接粘连，实现电芯到整包

无 模 组 直 接 集 成 ，系 统 体 积 能 量 密 度 达

240Wh/L，电池包直接碰撞不起火爆炸，解决

动力电池热失控痛点。

“通过大量的材料、工艺和结构创新，我们成

功开发出兼具高安全、长寿命、高能量密度、高性

价比的刀片电池，可轻松应对针刺、挤压、炉温、

过充（仅冒烟）等极端工况试验。”廉玉波介绍。

研发团队还自主构建高端纯电动乘用车高

电压平台设计制造体系；开发出首款量产车规级

SiC 驱动模块控制器；创新发明“驱动—升压充

电”一体化拓扑结构，突破了高电压车型在低电

压充电桩快速补能的难题，实现高端纯电动驱动

和充电性能的协同提升。

据了解，该研发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79 项，

实用新型专利 43 项，主导制定了我国首个电动

汽车安全强制国家标准等 14 项国家标准，代表

中国主导制定了全球第一个电动汽车安全技

术法规。

◎本报记者 张 晔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钱英 张蕾 记者江耘）从特制电缆盘上抽出，

长 1715米的电缆被徐徐运输至地下 20米电缆隧道内……5月 13日，位于

杭州城西紫金港科技城 220 千伏架空线上改下工程现场，迄今国内最长

的单段 220千伏陆地电缆完成敷设。

据了解，该工程是浙江城西科创大走廊的重要能源大动脉，建成后将

为西湖大学、西湖科技经济园、云谷小镇等创新科技产业示范区块提供稳

定的能源供应。

时下，为解决城市建设与电力建设的矛盾，输电线路逐步由架空敷设

转向地下电缆敷设，大容量、长距离、大截面电缆工程日益增多。国网杭

州供电公司紫金港隧道项目总负责人毛炜介绍，由于传统电缆设计分段

长度偏短，通常在 500 米左右，导致电缆接头数量急剧增加，工程投资也

随之上升。同时，接头数量的增加导致电缆运行故障概率也相应提高。

记者了解到，长距离单段电缆需要相对平坦的地势和笔直路径。该

工程 G1—G6 井之间的隧道为工程唯一长距离水平段，两只顶管井两侧

防火墙的距离为 1760 米，两侧各预留 30 米左右的空间制作接头，由此定

制了这一长 1715米的特殊电缆。

为保障这一特殊电缆输送进隧道，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定制了直径为

7.8米电缆盘，通过特种平板车运输总重 90余吨的电缆盘，并制定专项电

缆盘吊装方案，采用两台吊机同步配合作业。

毛炜介绍道，公司从项目设计源头着手开展技术攻关，减少电缆接

头，降低工程造价并提高电缆运行可靠性。在电缆敷设施工环节研发并

采用全自动电缆输送机，通过四轮驱动感应电缆展放装置，解决电缆承

重、电缆制动、电缆输送速度匹配、电缆输送角度控制等技术性问题。

杭州敷设完成

国内最长单段220千伏陆地电缆

新华社讯 （记者贾远琨）5 月 14 日 6 时 52 分，编号为 B-001J的 C919

大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第 4跑道起飞，于 9时 54分安全降落，标志着中国

商飞公司即将交付首家用户的首架 C919大飞机首次飞行试验圆满完成。

记者从中国商飞公司了解到，在 3 小时 2 分钟的飞行中，试飞员与试

飞工程师协调配合，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飞机状态及性能良好。目

前，C919大飞机试飞取证和交付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自 2019年起，6架 C919在上海、阎良、东营、南昌等地进行飞行试验，

开展了一系列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2020 年 11 月，C919 获型号检查核

准书（TIA），全面进入局方审定试飞阶段。

2021 年 3 月 1 日，东航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 C919 采购合同。首批

5架 C919引进后，将以上海为主要基地。

即将交付的首架C919大飞机

首飞试验成功

长1715米的220千伏陆地电缆从特制电缆盘上被输送至地下
洪恒飞摄

近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被蒙蒙细雨笼罩，麦

农们又在为赤霉病烦恼：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

赤霉病菌（禾谷镰刀菌）传播生长，小麦一旦染菌

得病，就会大幅减产。

位于南京六合区的江苏省农科院实验基地

里，江苏省农科院小麦种质资源创新团队首席专

家、研究员吴纪中也种下了一亩小麦，与麦农们

种的小麦不同，这里的小麦有大棚为其遮风避

雨。但是，吴纪中却让助手打开喷淋设备，大棚

里顿时下起了一场人工雨。

“我们模拟多雨天气，就是要让小麦得上赤

霉病。”吴纪中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个季节农民

在打药抗病，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对种子

库中的种质资源进行抗性鉴定，筛选出高抗资源

进行基因精细定位。

吴纪中口中的种子库就是江苏省农作物种

质资源库，建成十余年来，这里收集保存了 5.5万

份作物种质资源。近年来，科学家们在种子库中

挖掘出许多优秀基因资源，有力支持了相关单位

的科技创新和新品种选育，在保障种源安全和支

撑区域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方品种基因有望阻击
“小麦癌症”

小麦赤霉病堪称“小麦癌症”，至今没有特效

药物。吴纪中告诉记者，在种质资源库中寻找抗

性基因成为科学家根治赤霉病的希望。

通过多年努力，在江苏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保存的“苏麦 3号”“望水白”等地方品种里，科学

家发现了关键基因 fhb1，为战胜小麦赤霉病提供

了有力的武器。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

将 fhb1 导入到传统品种中，长江中下游的小麦

赤霉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小麦赤霉病正在向华北粮仓黄淮麦区蔓延，

当务之急是加快抗病基因的发掘利用。

吴纪中团队在中国南方冬麦区的 2100 多份

地方品种里，筛选出 380 份抗性资源，通过基因

分析与表型鉴定，最终找到了 5个新的抗病基因

位点，其中一个位于小麦染色体 6BL上的基因显

著性最强，有希望成为新的“御敌武器”。

“6BL 上这个片段还比较宽泛，相当于找到

了抗病基因所在的街道，想要得到具体的门牌号

必须进一步精确定位。”吴纪中说，如果把 6BL的

抗病基因与 fhb1 结合，有望得到高抗赤霉病的

小麦品种。

针对淮南麦区小麦品种间遗传背景同质化

严重的问题，他们还引进高产优质资源，利用携

有抗赤霉病基因的资源与综合抗性较好且品质

较优的引进品种进行杂交配组与系统选育，培育

出一批抗赤霉病性较好的优质小麦新品种。“十

三五”以来，该团队培育国审小麦新品种 2个，省

审小麦新品种 5 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12

项，把资源利用的故事谱写在广袤的田野上。

为 1497 份传统水稻品
种建档立户

江苏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其中太湖流域

拥有超过 8000 年的稻作史，是我国著名的稻米

产区，也是粳稻重要的起源中心，稻种资源的遗

传多样性十分丰富。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农业科技人员就开始

收集太湖稻种资源，目前种子库里保存了 1497

份“太湖粳稻”资源，成为开展粳稻遗传育种研究

的宝贵财富。

江苏省农科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张云辉告诉记者，为了用好老祖宗留下的

珍贵遗产，水稻种质资源团队几代人持续开展鉴

定挖掘工作，筛选出一批优良品种供给科研和生

产应用。

“十三五”以来，他们对代表性太湖稻种资源

开展全基因组深度重测序，获得 60 万个分子标

记。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获得 14个优异基因

相关位点，从中克隆了多个与品质、产量、生育期

等相关的新基因，目前正在开展优异基因的应用

评价。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 400 份太湖稻种的基

因精准鉴定，接下来要再做 600 份。”张云辉说，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结合表型鉴定，发掘出

更多的优异基因用于水稻育种，同时可以利用关

联的标记位点进行高效精准选择，大幅提高了水

稻的育种效率。

为了培育既高产又好吃的大米，江苏省农科

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王才林团队收集了数千个粳

稻品种，其中就包括“关东 194”，从中发现了控

制水稻食味品质的关键基因 wx-mp。历经十多

年耕耘，他们培育出了适合太湖流域种植的“南

粳 46”，品质可与日本的“越光”水稻相媲美。随

后，又持续研发出“南粳 5055”“南粳 9108”等系

列优良食味软米品种。其中，“南粳 9108”为全

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粳稻品种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江苏软米品种达 34

个，优良食味软米品种种植面积已占江苏水稻生

产面积的 45%，占粳稻面积的 54%。为“苏米”品

牌振兴贡献了巨大力量。

同时，针对人民群众对稻米营养的个性化需

求，研究人员还研发出适合高血糖人群的高抗性淀

粉品种RS1，适合高血压人群的巨大胚品种JP1，适

合肾脏功能障碍人群食用的低谷蛋白品种DGR1，

以及富含花青素的优质紫米紫香糯1号等。

种质资源库就是一座基因宝库，科技人员在

不断充实资源储备，挖掘潜在优异基因，只是为

了人类的“饭碗”端得更稳，让人民吃得更健康。

在种子库里“淘宝”，让大米高产又好吃

全面发力全面发力““三大件三大件””
国产纯电动汽车驶向高端赛道国产纯电动汽车驶向高端赛道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锌空气电池因具有较高的理论比容量和

良好的安全性，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近日，云南大学材料与能源

学院郭洪教授团队通过增强电池阴极的氧气还原反应的方法，改善了锌

空气电池性能，这意味着我国科研人员在新能源存储材料领域取得了新

的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储能材料》上。

此前，缓慢的阴极氧气还原反应动力学严重限制了锌空气电池在实

际生产生活的应用。同时，铂基氧气还原反应催化剂的高昂价格，也促使

人们去开发低成本高性能的催化剂。目前，许多工作已经证明具有“铁—

氮”结构的材料具有出色的阴极氧气还原反应活性。然而平面四边形结

构的催化活性部分，在阴极氧气还原反应过程中总是会变为贫电子区域，

最终降低阴极氧气还原反应的效率。引入富电子载体来提高催化剂的阴

极氧气还原反应性能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策略，但金属中心的本征活性，以

及催化剂活性位点与载体之间的协同作用总是被人忽略。因此，想进一

步了解氧电催化过程，应深入研究催化剂内部的原子轨道相互作用以及

电荷传输行为。

基于当前的研究基础以及未来面临的问题，郭洪教授团队以还原氧

化石墨烯为供电子载体、酞菁铁分子为反应位点，通过湿化学方法一步制

备出负载型的阴极氧气还原反应催化剂。这一方案可同时实现对催化剂

活性位点电荷密度以及铁离子 3d 层电子结构的调控。这种催化剂不仅

在碱性介质中表现出优于商业铂碳催化剂的阴极氧气还原反应性能，而

且由这种催化剂驱动的锌空气电池也展示出一定的实际应用潜力。催化

剂活性位点内外部双重优化的策略，可为氧电催化剂的机理研究提供一

定的思路与见解。

此项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云南

省科技厅和云南大学联合重点基金等科研创新项目的支持。

新催化剂施援手

助锌空气电池性能更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