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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风电技术等产生的“绿

电”，让PET废塑料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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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团队注意到研发团队注意到，，有些海洋生物的身体表面不会被污有些海洋生物的身体表面不会被污

损生物黏附损生物黏附，，其原因在于它们会分泌一些特殊物质其原因在于它们会分泌一些特殊物质。。受此受此

启发启发，，他们也采用仿生学的原理他们也采用仿生学的原理，，通过通过““以污治污以污治污””的方法的方法，，

在动态表面防污体系中引入海洋天然产物基防污剂在动态表面防污体系中引入海洋天然产物基防污剂，，使其使其

缓慢缓慢、、可控地释放到海洋中可控地释放到海洋中，，从而实现从而实现““取之海洋取之海洋，，用之海用之海

洋洋””的全新理念的全新理念。。

◎本报记者 过国忠

◎江倩倩 本报记者 王 春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6 月 9 日，全国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市域

高铁——济莱高铁最后一榀箱梁在历城站顺利架设。至此，全线箱梁架

设任务完美收官。

济莱高铁箱梁架设从 2020 年开始，共架设箱梁 1351 榀，上跨了胶济

四线、济青高铁、北辛店联络线等 8 条既有铁路，横穿京沪高速、经十路、

旅游路、高速匝道等众多繁忙道路，邻近营业线施工和道路安全防护成为

架梁作业过程中的难点、重点、风险点。中铁十局科学统筹规划，优化细

化方案，严格安全质量管控，加大各类资源投入，投入运架设备 14 台套，

先后完成最小曲线半径 600 米和最大线路纵坡 25‰架梁施工，运架梁邻

近营业线施工，克服多处现浇道岔梁端架梁、穿越狭窄隧道和系杆拱运架

梁、线上交叉作业、切翼缘偏载箱梁架设、十余种梁型频繁变跨架设等诸

多困难，确保运架工作的平稳有序。

济莱高铁是全国首条设计时速 350公里的市域高铁，设济南东站、历

城站、章丘南站等 6 座车站，线路全长 117.49 公里，是济南“米”字型高铁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年底建成通车，建成后有助于增强省会城市群经

济圈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省会区域的融合发展。

济莱高铁全线架梁完工

有助省会区域融合发展

加快自主可控种源研发，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6 月 7 日，从

江苏省农技推广总站组织的扬麦 30、34、39测产现场传出消息，江苏里下

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长江中下游冬麦区高

产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种培育”项目，经过连续多年协同攻关，利用分子标

记辅助育种技术，育成抗病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已在长江中下游粮食主

产区种植面积占到 50％以上。

“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种植面积约 3900 万亩，占全国 11.4%；总产

1400 万吨，约占全国 11%。”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小麦研究室

主任高德荣研究员说，该麦区是我国唯一的弱筋小麦优势产业带，适合发

展优质弱筋小麦。但多年来，生产上赤霉病危害严重，不仅造成粮食严重

减产，更是严重影响小麦绿色生产。其中，小麦赤霉病大流行年可使小麦

减产 30%—60%，严重的甚至造成绝收。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程顺和看来，抗性、

产量、品质大多是由多基因控制的复杂数量性状，生产上很多品种呈现出

“高产不抗病”“优质不高产”等现象。因此，加快选育抗病优质高产新品种，

对于确保小麦优质高产，以及推动我国新型食品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所从 20世纪 80年代就提出了“综合性状协调”的观点，并集中力量

开展攻关，先后育成了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优、综合性状好的扬麦系列

品种。其中，扬麦 5、158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年来，该所在实现抗赤霉病性与丰产性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解析

品质、产量、抗性等目标性状分子调控网络，构建优质绿色高产多性状协

同提升的精准分子育种技术体系，提出了实现赤霉病抗性和产量协同提

高技术方案，并制定了不同育种世代品质检测指标和选择标准，明确了育

种亲本选配原则，创新高效弱筋小麦育种技术体系等，加快了从源头解决

赤霉病危害和弱筋小麦品质改良的进程。

同时，该所还通过牵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长江中下游冬麦区高产优质

抗病小麦新品种培育”项目的实施，与长江中下游育种科研单位共同针对长

江中下游麦区的主要问题开展协作攻关，加强育种材料和方法的交流和共

享，利用各自的优势和自然条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合作开展新品系的示

范种植，不断攻克种质材料的赤霉病、白粉病抗性和品质等关键问题。

据了解，扬麦系列新品种正大面积推广种植。其中，扬麦 25 在江苏

累计推广面积达 532.5 万亩，已跃居江苏省红皮小麦第二大品种，实现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验收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郭文善介绍，此次专家组在江

苏省东台市三个示范攻关点，经考察成熟期长势，听取生产情况和技术方

案汇报后，对指定田块参照《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进行实产验收

显示：中强筋小麦扬麦 39 亩产 788.9 公斤，弱筋小麦扬麦 30 亩产 739.4 公

斤，中筋小麦扬麦 34亩产 750.9公斤。

相关专家认为，这些新品都实现了高产高效，将成为长江中下游主产

区主打良种，引导小麦生产走向高端化、绿色化、精品化。

抗病、高产且质优

我国育成小麦品种“全优生”

阳光、风、二氧化碳，用这些自然界中随手可

得的材料，就能让矿泉水瓶、一次性包装等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废塑料高效转化成工

业中常用的甲酸资源和氢气燃料。近日，上海交

通大学环境科研团队在废弃塑料回收研究领域

收获多项成果。

PET废塑料和二氧化碳
“负负得正”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赵

一新研究团队使用光伏技术、风电技术等产生的

“绿电”，让 PET 废塑料回收利用升级，不仅产出

了高附加值的工业化学品和燃料，还能实现温室

气体二氧化碳的资源化转化。

PET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常见的饮料

瓶、电视机外壳、灯罩等，很多都是用 PET 塑料

制成的。大量用后即弃的 PET 废塑料如果不能

被合理、有效地回收，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也是

对碳资源的一种浪费。近年来，基于光伏技术、

风电技术“绿电”产能的提升，2021 年以来，赵一

新团队就率先开展了“绿电”催化重整 PET 废塑

料联产甲酸和氢气的研究。

“最初的研究中，我们用可再生‘绿电’催化

技术，把 PET 转化成了甲酸材料和氢气，降低了

传统电解水制氢的能耗。”赵一新表示，近期，团

队联合北京大学教授马丁对 PET 回收利用进行

了升级，通过“绿电”催化氧化 PET 废塑料与二

氧化碳还原反应，PET废塑料可以只转化为甲酸

材料，不仅增加了甲酸的产出效率，也促进了温

室气体二氧化碳的资源化转化。据估算，利用升

级版回收策略，每回收 1吨 PET 废塑料可以创造

约 557美元的经济收益，表现出较高的商业化经

济价值。

同时，赵一新也表示，“绿电”催化升级回收

废塑料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还需要克服

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难题：“在回收过程中，需要使

用一定的催化剂。低成本、高性能的催化剂能节

约成本、降低能耗、增加有用材料的产出率，这类

催化剂材料还亟待开发和研究。此外，要实现大

规模的产业化应用，工艺和设备的开发研制也是

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虽然面临很多难题，但

这种废塑料转化技术，为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和建

设低碳型社会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发展途径，仍然

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低碳硬核成果让废塑料
变成“宝”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科

研团队在废弃塑料领域已有多项成果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废弃塑料能够破碎形成纳米塑料并在环境

中持久累积，了解纳米尺度塑料颗粒的环境行为

是精准评估废弃塑料生态健康风险以及低碳回

收的关键。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仇浩结合室外

采样及室内模拟，明确了影响纳米塑料水环境行

为的主控因子，揭示了蛋白冠调控纳米塑料胶体

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了在水处理中通过

添加溶菌酶促进纳米塑料絮凝沉降高效回收的

新思路，同时量化了塑料颗粒尺寸依赖的环境健

康风险，推动了塑料废弃物精细化风险管控与低

碳回收体系的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金放鸣团队围绕废塑料

的环境危害、无害化处理难、资源化利用率低的

问题，开展了废塑料的水热资源化研究，并创新

提出了利用聚氯乙烯、PVC 等废塑料作为还原

剂水热还原二氧化碳，实现了废塑料与二氧化碳

协同资源化。团队成功将 PVC 废塑料百分百脱

氯无害化转化为清洁燃料的同时，还将二氧化碳

还原为高附加值有机物甲酸，该技术无添加催化

剂，工艺简单，展现了良好的工业化应用前景。

此外，针对化石燃料基塑料的不可持续性

与难降解问题，以及生物可降解塑料聚乳酸粮

食作为原料的瓶颈，金放鸣团队早期率先探索

了生物质废物水热转化制备乳酸技术，近期将

水热技术扩展到光催化，将生物质原料扩展到

湿垃圾转化，该研究正积极与企业合作，推进

工业化试运行。

“绿电”催化技术做媒，废弃塑料变高附加值资源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 通讯员李艳华 孙志鹏 聂本敬）近日，在全

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北疆港区 C 段智能化码头，一个个采用

海关“智慧协同监管模式”的进口集装箱搭乘着无人驾驶 ART车辆，自动

有序进入海关 H986 大型设备机检区，仅仅两三秒后，机检扫描完成的集

装箱就由 ART车辆运载到待提离区。

据了解，“智慧协同监管模式”是近期天津海关在北疆港区智能化无

人码头推动的一项创新举措，该模式下，货物在完成全流程无人自动化码

头作业的同时，可顺势接受海关机检查验，全程无需人员到场，真正实现

无感通关。

“采用这种模式，我们无须提前安排车辆和司机进入现场，就能完成

全部海关机检查验作业流程，不仅速度更快了，也省去了车辆往返和各种

协调的成本。”码头相关业务负责人彭湃说。

据介绍，5月份天津海关运用该模式开展机检查验报关单 265票、772

个集装箱，纯机检指令进口集装箱从靠泊卸船到完成机检查验平均仅需

5小时，相较于传统提箱机检作业模式，时长压缩两成。

智慧协同监管上线

“零碳”码头开启无人模式

你可能想不到，茫茫大海中，有大量的海洋

污损生物与船只相伴而行，附着在船底下免费旅

行。然而，它们所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觑。据统

计，全球每年因海洋生物污损导致的直接经济损

失高达 500亿美元以上。

海洋防污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涉及能

源、环境、国防等国家重大需求。然而，海洋防污

材料研发技术难度极大，被称为海洋材料界的

“桂冠”级难题。来自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张广照

科研团队，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以动治静”的“动

态表面防污”策略，开辟了海洋防污的新路径。

“动态表面防污材料如同可靠的‘防护衣’，

使我国海洋装备免受污损生物的黏附和侵蚀，为

装备的高效运行和长期服役提供了关键技术保

障。”团队成员马春风教授说。不久前，这一技术

成果荣获 2021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

“海洋生物污损是指海洋微生物、动物和植

物在船体等设备表面吸附、生长和繁殖所形成的

生物垢。”马春风介绍，一艘长满海洋生物污损的

船只，每平方米增重高达 80 公斤。它会增大船

舶航行阻力，降低航速，还会堵塞核电站、热电站

的冷却水管路，阻碍波浪能发电、潮汐发电等装

备的正常运转，甚至会堵塞海水养殖网箱的网

孔，导致鱼虾大面积死亡。

国际上一直致力于解决海洋生物污损问

题。为什么海洋防污材料研发难呢？马春风指

出，全球不同海域有着不同温度、盐度，适用于某

些海域的涂料，在其他海域也许并不适合。且海

洋生物种类繁多，超过 4 千种，以一种材料防治

所有海洋生物，更是难上加难。

我国拥有近 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和 32000

公里长的海岸线，90%的进出口货运总量都是通

过海上运输来完成的。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不

断推进，不止是航母，各类深海装备、远洋船舶、

海上风电等，都面临着海洋防污的问题。但我国

在此领域的技术发展并不理想，此前我国造船行

业 95%防污涂料的市场均为外企所占据。

2003年，项目第一完成人张广照把目光聚焦

在海洋防污研究上。随后在两个国家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的支持下，他带领团队踏上“动态表面海洋

防污材料及配套防护技术”的课题攻关之路。

“在实验室里防污效果很好的材料，一拿到

海洋里就不行了。无数次的推翻、重来，直到

2012 年，我们在技术攻关上才开始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2013 年至 2016 年之间，相关技术理论

及成果开始正式形成，并进入到实用及成果转化

的阶段。”马春风说，这一研究就投入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

造船行业防污材料曾多来自外企

“在我们进入这个领域之前，基础性的探索

工作已经有很多。坦白地讲，我们最初想走捷

径，跟踪国外有关抗蛋白吸附材料方面的工作。

海洋生物污损的形成始于蛋白质、糖蛋白等的吸

附，能抗蛋白的材料应该可以抗污，这在理论上

是行得通的。”张广照说。2006 年开始，他们先

后制备了系列兼具优异抗蛋白吸附和力学性能

的聚氨酯材料，并开展了多年海洋实验。结果却

发现：能抗蛋白吸附并不等于能防治海洋污染。

“抗蛋白吸附材料本身的确具有抗污损生物

黏附的能力，但它们不具有长效性，特别是在一些

污损严重的海域两个月就失去防污能力。得出这

个结论时，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马春风感叹道。

痛定思痛，他们只能另辟蹊径，当时注意到

轮船上的污损主要是在停泊时形成的，在航行时

污损不多，联想到古语中的“流水不腐，户枢不

蠹”亦有类似含义，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

出走“动态表面”的路子，有效应对静态防污。

“当船舶、海洋装备处于静止状态时，让材料

表面自己‘动’起来，使得海洋生物不易黏附。这

就是‘以动治静’的‘动态表面防污’策略。如何

实现呢？我们也是摸索着前进。”马春风告诉记

者，团队一直从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的工作，很

自然就想到生物降解高分子，其降解可以形成动

态表面。当然，生物降解高分子同时会降低涂料

的寿命。

首次提出“动态表面防污”策略

2016 年，他们成功完成了动态表面防污材

料的扩试生产，正式揭开其产业化的序幕，目

前已在民用船舶、南海波浪能发电平台、海洋

牧场、海底探测器等装备上应用。与国际上最

先进的自抛光防污涂料相比，动态表面防污材

料的静态防污效果和防污期效都更胜一筹。

近日，该技术还应用在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

中心，即将下水。

一路走来，让马春风最为感慨的是，项目研

究周期长、投入大、产出慢，如果没有各方面持续

地大力支持，难以成功。

“当时研制出抗蛋白吸附防污材料后，我在

实验室用了 3个星期验证出一个很好的效果，特

别兴奋，感觉技术难题即将迎刃而解了。但在海

洋实验两个月后，发现结果其实并不理想。那股

沮丧劲，现在还记着。”马春风笑着回忆。

他特别提到新技术推广中的困难。“现在市

场上成熟的海洋防污技术基本掌握在国外企业

手中，我们要从其手里‘抢’市场，关键必须先证

明自己技术过硬。过硬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标

准，唯一的方法就是实海检测。”马春风在推广中

多次遇到，只要一开口说这项技术很好，对方立

刻回复，那就拿来测一测。

这一测，两三年过去了。“因为海洋防污材料

的效果，必须到海洋里去检验，检测周期长，这对

成本、人力都是极大的考验。”马春风呼吁，希望

国家能有相关新产品推广的政策支持，以让更多

国内自研产品技术更快得到应用。

动态表面防污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离不

开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华南理工大学有自己的

产业化平台，我们通过此平台可以制作一些特定

应用领域的材料。此外，我们和下游涂料公司合

作，共同推进技术产业化。”马春风介绍。此次获

奖项目就有 3家材料企业参与。

海洋工程装备是发展、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前

提和基础。马春风透露，未来，他们还将拓展动

态表面防污材料体系，构筑不同类型的动态表

面，如研制可适应环境变化的智能防污材料，并

进一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的步伐，继续服务于我

国海洋强国建设。

防污效果比国外材料更胜一筹

防污材料动起来防污材料动起来
帮海洋工程装备甩掉污损物帮海洋工程装备甩掉污损物

循着此方向，他们通过对材料的优化设计，

解决了防污效能与服役期之间的矛盾。同时，他

们注意到，有些海洋生物的身体表面不会被污损

生物黏附，其原因在于它们会分泌一些特殊物

质。受此启发，他们也采用仿生学的原理，通过

“以污治污”的方法，在动态表面防污体系中引入

海洋天然产物基防污剂，使其缓慢、可控地释放

到海洋中，从而实现“取之海洋，用之海洋”的全

新理念。

“我们的材料可降解为无毒小分子，不产生

海洋微塑料，更加生态友好，且防污期效已突破

7年。”马春风说。

基于该策略,他们还研制了一系列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性能防污材料，从最初的主链降解

型，发展至主链降解—侧链水解型（双解），再到

最新一代的超支化双解型高分子,并开发出与之

配套的连接材料和防护技术。目前，动态表面防

污技术已获授权中外发明专利 30 余件，打破了

国外在海洋防污技术方面的垄断，推动了我国海

洋防污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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