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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焱 陈 科

创新故事

◎本报记者 代小佩 操秀英

在镇海炼化厂区内，一只白鹭悠然飞过

一栋深蓝色的厂房。

厂房里，我国首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正

在演绎“地沟油”飞上天的绿色传奇：每年能

“吞”掉大约 10 万吨“地沟油”，再“吐”出 4 万

吨至 5万吨清澈的生物航空煤油。

8 月 初 ，记 者 来 到 这 段 传 奇 开 始 的 地

方——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以下

简称石科院），该院高级工程师渠红亮拿出他

保存的近百篇报道和图片，向记者讲起我国

生物航煤从无到有的故事。

“要谈判至少得拿出筹码”

生物航煤是以可再生资源为生产原料的

航空煤油。与传统的石油基航煤相比，生物

航煤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可减少 50%以

上。2008年左右，美国、芬兰等国已成功开发

生物航煤工业装置。

为响应我国节能减排号召，2006年，石科

院开始了研发生物航煤的探索。

两年后的一条重磅新闻加速了这一进程。

“2008 年，欧盟宣称，从 2012 年开始对所

有入境航空公司征收航空碳排放税。”时任石

科院副院长聂红回忆，如果这一政策实施，我

国航空公司要在 2012 年至 2020 年间向欧盟

缴纳约 176亿元人民币。

面对天价“买路钱”，包括中国在内的多

国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很清楚，要谈判至少

得拿出筹码。”聂红说。

技术成为最大的筹码。

但生产生物航煤的关键技术无疑是各公

司的商业机密，我国科研团队只能从零开始、

自主创新。“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聂红

和团队明确目标：一定要在欧盟征收碳税之

前拿出我们自己的生物航煤产品！

石科院调集一半以上的研究室进行技术

攻关。

彼时，美国生物航煤的原料主要是大豆

油，芬兰则是菜籽油。“很显然，这两种原料都

不适合我国。”石科院临氢工艺研究室副主任

习远兵回忆。

可选项并不少，菜籽油、棉籽油、棕榈油，

以及酸化废油、俗称“地沟油”的餐饮废油等

都可作为原料。不过在我国，“地沟油”来源

更广、成本更低。“我国每年消耗几千万吨食

用油，如果把餐饮废油变成航空煤油，不仅节

能减碳还降低了‘地沟油’回到餐桌的可能，

利国利民。”习远兵说。

与动植物油相比，“地沟油”存在收集困

难、杂质种类多且含量高等棘手问题。研发

团队决定迎难而上。

“确实有一夜愁白头的时候”

要研制什么样的生物航煤？研发团队没

见过，没头绪。

“我们就对标石油航煤来研制，把‘地沟

油’变成与石油基航煤基本一致的组分。”渠

红亮分析。

可生物航煤和石油基航煤的原料在组成上

区别很大。石油主要由碳、氢两种元素组成，含

氧量低于 0.1%；而“地沟油”等生物油脂由碳、

氢、氧3种元素组成，且含氧量高达10%—15%。

氧分子直接影响炼化装置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

性，如何除掉这些氧考验着团队。

加氢精制是炼油过程中脱氧、去杂质的重

要技术手段。但生物油脂含氧量多，要加的氢

也成倍增加。这就导致加氢精制过程中产生

的总热量巨大，造成反应器温升过大，最高温

累积可达500℃以上，远超反应器的承受力。

“控制反应温度的方法没有前车之鉴，只

能大胆地试、去闯！”石科院加氢催化剂研究

室主任杨清河说，大家基本上天天泡在实验

室，为一些技术细节反复做实验，直到结果出

来才休息，“确实有一夜愁白头的时候”。

最终，他们创新研发出专用催化剂和工

艺，使得催化剂的脱氧活性、选择性和氢耗可

调，反应器温升得到有效控制，并经过工业规

模装置示范验证。

2011年12月，中国石化在镇海炼化杭州石

化生产基地生产出生物航煤产品“1号航煤”。

2013 年 4 月 24 日凌晨，一架“喝”了“1 号

航煤”的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试飞成功。中

国成为世界上第 4 个拥有生物航煤自主研发

生产技术的国家。

“我们要把生物航煤
技术储备好”
“地沟油”变航空煤油，这只是第一步。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还有很多关要过。

为实现我国生物航煤规模化生产，中国

石化要求镇海炼化打造一套生产能力为 10万

吨每年的生物航煤装置。

镇海炼化开始了大型改造工程。镇海炼

化炼油四部生产经理李成刚告诉记者，他们

共拆除报废设备 104 台、管线 6000 米，保护性

拆除设备 14 台、管线 300 米，提出图纸优化建

议 300 多条、现场比对资料 180 多份，提出审

图建议超过 1000条。

“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巨大的工作量。最

终，我们花了近3年时间把一套1982年的老装

置改造成生物航煤生产装置。”李成刚说。

“1 号航煤”生产时，由于反应过于剧烈，

加氢工艺温度上升速度很快超过范围。在场

所有人高度紧张。“要不要暂停项目？”“时间

和成本耗不起！”团队不断调整方案，终于克

服了困难。

在镇海炼化生物航煤生产车间，这样的

紧张局面随时可能出现。

“生产中的许多问题是实验室看不见的，

出现问题必须有预案及时应对，不可能再回

实验室去。”聂红感慨，“用不到 10年时间实现

生物航煤的规模化生产，确实是一件值得自

豪的事。”

今年 4月，镇海炼化生物航煤正式获得可

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认证颁发的 RSB可持

续认证证书，标志着我国生物航煤产品具备进

入欧洲及国际航空减排市场资质。6月，我国

首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成功产出生物航煤。

在首都北京和东海沿岸，创新团队还在

努力——降低生物航煤成本，提高产品收率，

开发更高效低碳的生产技术。“我们要把生物

航煤技术储备好，随时响应国家号召！”李成

刚的话道出了中国生物航煤人的心声。

让 飞 机 喝 上“ 地 沟 油 ”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物航煤生产技术的故事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7 日电 （记者矫
阳 实习记者骆香茹）7 日，我国首创的铁

路智能站台门技术——“适应所有列车车

型的站台安全门”，荣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

协会“第二届工程建设行业高推广价值专

利大赛决赛”特等奖。根据这一技术制作

的滑动站台安全门，能让站台任意位置成

为开门区，让乘客安全、高效乘上高铁，填

补了铁路站台门关键设备的空白。

作为亚洲最大、全世界列车通过时速

最快的全地下高铁站，广深港高铁福田站

要提高运输效率，必须设计一种能适应多

种车型的站台门。铁四院机动院科研团

队开展了研究与技术攻关，首创套叠滑动

门结构型式。将相邻两组滑动门组件以

两两错位形式，安装在同一根立柱上。整

侧站台上滑动门按需组合，交错布置，使

站台任意位置都可以是开门区，解决了站

台门兼容性行业技术难题。

智能安全门还首创嵌入式站台门智能

化候车引导系统，取代既有站台地面上种

类繁多的静态标识，通过自适应算法，实现

对列车运行图、调度命令、旅服系统等信息

融合处理，在站台门门体上实时显示车次、

车厢号等候车引导信息，实现大客流无缝

对接。

我国首创铁路智能站台门技术

科技日报合肥 8月 7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 7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

潘建伟及其同事包小辉、张强等，将长寿命

冷原子量子存储技术与量子频率转换技术

相结合，采用现场光纤在相距直线距离 12.5

公里的独立量子存储节点间建立纠缠。相

关研究成果以编辑推荐的形式日前发表在

《物理评论快报》上。

量子网络的基本单元是远距离双节点纠

缠。通过采用量子存储技术对光子进行存

储，将使不同节点间的高效纠缠连接成为可

能。构建存储器间纠缠并拓展节点间距一直

是量子网络方向的研究热点。已实现的双节

点纠缠实验中，最远直线距离仅为 1.3 公里。

2020年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在此方向取得突

破，将双节点纠缠的光纤链路距离拓展至 50

公里。然而该实验中，两台量子存储器位于

同一间实验室，并未实现长程分离。

为实现长程分离的存储器间纠缠，每个量

子存储装置需能够独立操控。在本研究中，节

点A位于合肥市创新产业园，节点B位于中国

科大东区，二者之间由20.5公里的光纤进行连

接。团队在节点A产生了具有长寿命的光与原

子纠缠，并将产生的单光子经过频率转换后发

送到节点 B，节点 B将收到的光子再次频率转

换后采用另一台量子存储器进行存储。

实验难点在于单光子的高效传输以及

长寿命量子存储。团队采用由济南量子研

究院研制的周期极化铌酸锂波导，将光子波

长转移至 1342纳米，极大地降低了光子在长

光纤内的衰减。另一难点在于长寿命量子

存储，存储寿命需超过光子传输时间。为

此，团队设计了一个新型的光与原子纠缠产

生方案，在获得长存储寿命的同时，产生的

光子比特编码在时间自由度，非常适合频率

变换以及远距离传输。

我团队首次实现独立量子存储器间的远距离纠缠

提起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涛，大多数人

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天才少年”“学术牛

人”“四川省最年轻的教授”……在他的身上，

有着许多闪光的名号。

周涛从小就比别人“跑”得快，喜欢超前

学习的他，在求学之路上并无太多坎坷。12

岁时就读成都七中，因为物理和计算机方面

的天赋，成功进入中国科技大学专为拔尖学

生设立的零零班，本科时因科研方面的突出

表现，成为中科大与瑞士弗里堡大学物理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读博时，周涛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

决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纯理论转为研

究解决应用问题。

“实际上，统计物理学描绘的对象是介于

‘很少’与‘无穷多’之间的‘很多’个体，经济

社会系统中的很多对象，例如人群、网页、商

品等，恰好就是很多但又并非无穷多。所以，

我们可以用统计力学的方法去刻画和分析真

实社会经济系统，解决信息社会发展的瓶颈，

从而获得实践价值。”周涛表示，这和他曾经

的理论研究方向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是留人的根本，虽然人走远了，但是

根一直没断。博士学业完成后，“四川脾胃”

和中文习惯牵引着他回到故乡。他说，这是

一种自然选择。

2012 年，周涛将“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

的《大数据时代》翻译为中文，迅速引起国内

对大数据的关注，更有人称他为引进“大数

据”的“国内第一人”。

周涛说，在大数据时代将“大数据”的概

念引进，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大数据时代

我们对国际前沿信息掌握更加及时。实际

上，在翻译《大数据时代》之前，国内已有一

些零碎的研究，只是政府、产业界以及公众

对“大数据”还不敏感。2012 年译著出版后，

激活了全国全民对于大数据概念的关注。

“实际上，我只是翻译了一本书而已，谈不上

引进。大数据有其自身‘势能’，就像被逐渐

举高的铅球，到了特定的时间点，只需要有

这样一本书就能够把它激活，让它下坠，威

力自现。” （下转第三版）

周 涛 ：在 大 数 据 沙 滩 上 捡 拾“ 珍 珠 ”

在以 5G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加持下，智

慧矿山从理念走向落地，为我国矿山行业逐

步实现少人无人化作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2世界 5G 大会即将在哈尔滨召开，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长葛

世荣书面回复了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并表

示，期待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高科技公司、

行业企业投身到智慧矿山 5G 生态圈的构建，

以进一步丰富 5G在智慧矿山的应用。

科技日报：矿业的安全化、无人化作业被

视为 5G 等新兴技术最适合切入的环节，但矿

业环境对设备及操作要求严苛，如何借助 5G

及其他 ICT技术更好更快地解决这一问题？

葛世荣：矿山无人化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也是矿山智能化的发展目标。然而，矿山作业

环境十分恶劣，对设备的要求也异常严苛，智能

化开采还存在感知能力不够强、装备可靠性不

够高、终端计算速度不够快、信息互通性不够

强、人机交互性不够好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矿山智能化应借助于 5G、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新一代 ICT 技

术，更好地实现数据泛在高速接入、装备实时

控制、图像视频智能分析、灾害监测预警、机

电装备故障诊断等功能，最终构建矿山产运

销储用全流程透明化系统。新一代 ICT 技术

作为矿山智能化的核心支撑技术，须以科技

创新为驱动，促进 ICT 技术与矿业的深度融

合与产业落地，实现矿山的安全化、无人化作

业，最终推进矿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日报：目前中国比较知名的煤矿企

业生产过程智能化大致处于什么水平，5G 已

经或将扮演什么角色？

葛世荣：截至 2022 年 4 月，我国有近 400

座煤矿开展了智能化建设，已建成煤矿智能

化采掘工作面 813 个，其中采煤工作面 477

个，掘进工作面 336 个，智能化技术在煤矿减

人增安提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的初

级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基于 5G 通信和边缘计

算技术，实现了工作面全景高清视频监控、基

于视频 AI 分析的液压支架状态识别以及人

员“三违”行为识别等智能化应用，已达到“一

键启停、无人操作、有人巡视、远程干预”的智

能化建设目标。 （下转第二版）

5G+矿业：技术补课攻破产业发展瓶颈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长葛世荣

科技日报讯 （记者颉满斌）8 月 7 日，

记者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近

期，由澳门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兰州空间技

术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美国阿

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和中科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组成的研究团队，利用天问一

号火星能量粒子分析仪获得了首个科学成

果，研究讨论了基于该载荷在地火转移轨

道中观测到的一个太阳高能粒子事件。相

关结果于日前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快

报》上，并被美国天文学会（AAS）选为亮点

工作，并进行了专题报道。

火星能量粒子分析仪是我国首个用于

研究行星际和近火星空间辐射环境的载

荷，由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和兰州空间技术

物理研究所联合研制，于 2020 年 7 月搭载

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上发射升空，正式

开启了探测任务。

2020 年 11 月 29 日，火星能量粒子分

析仪在地火转移轨道距太阳 1.39个天文单

位（au）处，观测到第 25 个太阳活动周期的

首个大范围太阳高能粒子事件。

事件发生时，天问一号与地球近似处

于同一磁力线上，这使得天问一号和地球

附近航天器能够在相隔数千万公里的地方

观测到来自相同源区的太阳高能粒子，为

研究太阳高能粒子沿磁力线在行星际空间

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理解太阳高能粒子的加速与传播机制

一直是空间物理和空间天气研究的重要课

题之一。一旦离开近地环境进入太空、失

去地球磁场的保护，宇航员及航天器就必

然暴露在强烈的高能粒子辐射之中。与通

量长期稳定的银河宇宙线不同，太阳高能

粒子事件的发生具有偶发性和不可预测

性。该类事件爆发时产生的能量粒子通常

起源于太阳耀斑爆发和日冕物质抛射驱动

的激波加速过程，其通量可高于背景宇宙

线达几个数量级，不仅会对行星际和近地

空间辐射环境带来巨大影响，也对载人航

天和深空探测等空间任务构成巨大威胁。

通过对比分析 2020 年 11 月 29 日事件

期间，火星能量粒子分析仪和地球附近航

天器的质子通量观测数据，研究团队发现

天问一号和地球附近航天器关联的磁力线

并没有连接到太阳表面的爆发源区和行星

际激波，这意味着高能粒子必须跨越磁力

线才能到达天问一号和地球附近航天器。

另外，研究团队还发现两个位置处观测到

的质子能谱形状非常相似，均表现为双幂

律谱，并且它们的质子强度时间曲线在太

阳高能粒子事件衰减阶段也有着相似的演

化趋势，呈现出典型的蓄水池现象。研究

团队认为，双幂律能谱很可能是在激波加

速源区产生，而传播过程中的垂直扩散效

应是解释该事件中蓄水池现象的关键因

素。此外，研究团队还讨论了太阳高能粒

子事件峰值强度的径向相关性和磁力线长

度相关性等。

在此次太阳高能粒子事件中，火星能

量粒子分析仪与近地航天器的观测数据具

有非常好的一致性，这表明火星能量粒子

分析仪仪器功能与性能均符合设计预期，

仪器测得的数据质量可靠，为后续环火星

探测数据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有望助

力更好地了解火星辐射环境以及规划深空

探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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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12日，2022世界5G大会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本届大会以“筑5G生态，促共创共利”为主题，旨在汇聚世界5G发展的最新成果和观点，为构建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全
球科技和产业合作体系描绘蓝图。图为哈尔滨市街头悬挂的5G大会广告宣传海报。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北京罗红摄影艺术馆近日展出了罗红先
生在世界各地创作的自然风光及野生动物摄
影作品。这些作品全景式地呈现出地球与生
命的和谐之美，带给观众新奇、震撼的视觉享
受。图为观众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洪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