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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燃由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燃

料电池技术团队与浙江氢邦料电池技术团队与浙江氢邦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 55

千瓦级千瓦级 COCO22电解及其可逆一电解及其可逆一

体机样机近日在浙江宁波下体机样机近日在浙江宁波下

线线，，该设备每小时可转化该设备每小时可转化 11..55

立方米至立方米至22..11立方米立方米COCO22。。

立方米2.1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曦）养鱼和种菜如今用上了“人工智能算法控制+

生产硬件”的组合。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企业农政齐民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推出了“鱼菜共生造物系统 4.0”版本，通过标准化的系统控制标准化的硬

件，就可以按照要求生产鱼和菜，实现鱼菜生产全过程零土壤、零化肥、零农

药、零营养液、零污染、零排放，解决了农药残留问题。

据介绍，该系统是以鱼菜共生为技术基础的“人工智能算法控制+生产

硬件”组合，整个鱼菜智慧工厂的技术划分为 14个专业项，目前已经初步建

立 20种鱼、40种菜的种植数据模型。

鱼菜共生智慧工厂不仅生产全过程实现了生态环保，而且大大地节约

了资源：节水 90%、节约土地 80%、节约人力资源 70%、节约电能 60%，每立方

米最多可负载 100斤鱼，每平方米鹅卵石可产出 100斤蔬菜。与传统生产方

式相比，可以做到 5 倍产菜，10 倍产鱼，而且目前已实现全年 365 天生产和

交付，探索出一条优质高效低能耗的生产方式。

据了解，鱼菜智慧工厂生产的鱼通过了欧标 GAP认证，蔬菜通过了有机

认证，同时农政齐民团队花费10年时间从无到有打造的一整套标准化可复制

的鱼菜共生智慧工厂体系，已在天津、山东、湖南建设生产基地，并且在临沂沂

南县依汶镇朱家里庄红色堡垒村，以合作社形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落地方案。

该成果的成功推出，离不开天津滨海高新区致力于打造良好创业环境，坚持

“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的理念，以“双万双服、企业服务专员”制度作为抓手，用心、

用力、用情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鱼菜共生造物系统4.0

探索高效低能耗生产方式

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获悉，由

该所燃料电池技术团队与浙江氢邦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开发的 5 千瓦级 CO2 电解及其可逆一体

机样机近日在浙江宁波下线，该设备每小时可转

化 1.5立方米至 2.1立方米 CO2。

“二氧化碳循环高效再利用是实现‘双碳’目

标的重要途径。”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燃料电池技

术团队研究员官万兵介绍，团队就自主研发的平

管型固体氧化物电解池不断迭代优化，开发的这

一设备在储能和碳循环方面具有较大应用潜力，

具备推广示范水准，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

探析参数特性 提升电池性能

基于电化学方法开展 CO2电解合成燃料的

现有技术主要包括低温溶液电池、熔融碳酸盐电

池以及固体氧化物电池三种。其中，固体氧化物

电池除了可在高温下将 CO2 高效转化为 CO 与

O2，用于制备乙烯和乙醇外，还能和可再生电能

与廉价热源耦合，综合成本最低。

此外，由于固体氧化物电池可分为发电模式

和电解池模式，逆反应下还可以将氢气、天然气

等燃料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因此，在 CO2循环高

效利用领域极具应用价值。

“耦合是指固体氧化物电池运行时需要的电

能由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能提供。”官万兵解释

说，利用这些特性，团队基于自主研发的平管型

固体氧化物电池，发展了具有实际应用能力的

CO2电解合成燃料关键技术。

比如 2020 年，该团队通过改善电池性能，研

究了平管型结构固体氧化物电池电解 CO2的长

期运行稳定性及其效率。结果显示，在 750℃

下，CO2与 H2浓度分别为 75%与 25%的气氛环境

中 ，以 特 定 恒 定 电 流 密 度 电 解 CO2 运 行 接 近

2000 小时，刷新此前公开文献介绍的最长运行

时间，衰减率为每千小时 4.9%。

“这一状态下，在电解 CO2进程中，CO2转化

率可达 42%，电解综合能量转化效率达 95%以

上。”官万兵说，在此基础上，团队近两年紧密结

合可再生电力的储能需要，率先开展了耦合可再

生电力特性的 CO2电解合成燃料技术研究。

通过数年基础研究工作，团队得以掌握固体

氧化物电池电解 CO2合成燃料技术的关键技术

参数变化特性。

官万兵表示，电池的制备工艺、性能、效率、

稳定性、衰减机理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单电池，团

队将单电池的性能提升到一定标准后，开始研制

千瓦级固体氧化物电堆的制备与封装工艺，千瓦

级电堆技术成熟后，逐步实现规模扩大化。

逐级挑战功率 制备多功能机

2020 年底，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燃料电池技

术团队联合浙江氢邦科技有限公司，启动 CO2电

解及其可逆放电一体化的研制工作，于 2022年 3

月份初步研制成功。

“在此基础上，5 千瓦级功率样机的研制计

划也提上日程。”官万兵介绍，所谓“电解及可逆

放电一体化”，顾名思义，是指设备样机可以通过

设置程序模式实现两种模式交替操作，从而实现

电能—化学能—电能的交替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固体氧化物电池中镍基

电极的多燃料适用性，燃料包括 CO2、CO、CH4、

NH3 等气体，该设备既可以催化电解 CO2，还可

以用于电解水制氢。

记者了解到，为了使样机电解 CO2的同时可

实现电解水以及甲烷湿重整，团队自主研发了适

用于燃料电池发电模式下的汽化器，同时研制了

超低流阻、低成本、高性能换热器，主要用于尾气

能量的回收处理。

据介绍，5 千瓦级可逆一体机造价在 100 万

元左右，其中核心部件电解池预计寿命在 20000

小时，因成本低，属于易耗部件，可定期更换，该

装备寿命总体可达 10年以上。

谈及推广应用，官万兵认为，5 千瓦级固体

氧化物电池可逆一体机要在短期内实现商业化

还需克服装备成本偏高等问题，团队希望电解池

的寿命能进一步突破到 40000小时以上。

官万兵表示，未来团队会对电池的波动性、

可逆性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升固体氧化物电池各

方面性能。而在电解设备方面，会尝试加入更多

的功能，实现智能化操作，再着手开发百千瓦级

的 CO2电解合成燃料一体机，为国内 CO2资源循

环利用提供新的技术路线参考。

实现电能—化学能—电能交替转变

这台设备把二氧化碳变燃料

◎本报记者 陈 曦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油藏采油功能菌爱吃什么？怎样才能让它

们在地下茁壮成长……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如何

定向“投喂”这些“菌宝宝”让南开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副院长马挺教授团队操碎了心。

可别小看这些油藏采油功能菌，它们生长

壮大后，可以“驱赶”出老油田留在地下的难以

开采的原油。马挺教授团队据此研发的油藏

微生物原位激活和调控驱油新技术，可直接利

用营养刺激油藏采油功能菌的生长代谢，从而

大幅度提高原油的采收率。目前该项新技术

已经产业化推广应用于胜利、新疆、大庆等 6 个

油田，采收率提升近 10%，新增产值 9.2 亿元。

“油藏微生物定向调控大幅度提高原油采收率

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 2021 年度天津市科学技

术奖技术发明一等奖。

油气资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油气

资源的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是国家重大战略

和企业重大需求。

“我国已开发油田的采收率实际只有 30%左

右，也就是说有 60%以上的原油未能得到开发利

用。”马挺介绍，第一次采油过程中，原油靠地层

与地面的压力差喷涌而出，然而原油在喷出的时

候压力就完全被释放了，但此时只有 5%左右原

油被开采出来，因此接下来还需要二次采油甚至

三次采油。

由于没有了足够的压力，接下来的采油就需

要进行“驱油”。二次采油最常用的技术是水驱

采油，这种技术会向地层中注入水，使地层压力

升高，从而将地层中的原油驱替到附近的生产井

内。水驱采油技术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被广泛

使用，不过水和油并不互溶，水会朝着压力低的

地方流，并且会在地下冲出大的孔道。老油区进

入高含水期后，较大的油水表面张力和油层孔隙

毛细管力导致残余原油难以开采。二次采油只

会增加 10%左右的采油量。

因此，绝大多数油田还需要进行三次采油，

其中气驱、热驱、化学驱都是在三次采油中比较

常用的驱油技术。

水驱过程会降低油层温度，使原油中的石

蜡、沥青质等重质组分沉淀和富集在地层孔隙、

管路和开采设备中，阻碍了原油流动。尽管利用

化学溶剂、表面活性剂、石蜡抑制剂和热流体等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现状，但是化学和热力

学驱油方法成本过高，不利于普及和推广。

如何解决贫油层和即将采空油层水驱开采

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提高原油采收率，最大限度

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成为亟待解决的科学难题。

老油田六成以上原油开采利用难

微生物驱油技术的发展，为提高贫油层或即

将采空油层开采效率低提供了可能。

“微生物代谢会产生生物表活剂、低分子溶

剂、有机酸，降低油水界面张力，提高驱替毛管数

和洗油效率；代谢产生气体，使原油膨胀，提高地

层的压力从而达到气驱的目的；通过降解原油中

的重质组分，降低原油的黏度，改善流动性；细菌

细胞及生物聚合物在地层中起到调堵的作用，扩

大水驱波及体积。”马挺表示，使用微生物驱油技

术，可以有效提升三次采油技术的石油开采率。

微生物驱可分为外源微生物驱油和内源微

生物驱油两种方式。

“传统的外源微生物驱是选择合适的微生物

菌种在地面发酵以后注入地层实现微生物驱

油。”马挺介绍，这种“赶着细菌去采油”的驱油模

式发酵成本高、采油效果不稳定，而且细菌在培

植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我们采用内源微生物驱油方式，直接刺激

油藏本源微生物的原位生长代谢而提高采收率，

相当于‘发动’细菌去采油，不仅消除了地面发酵

带来的碳排放，还可以发挥本源菌适应性强的特

点，进一步降低成本。”马挺说。

然而，由于油藏环境特殊、多样，微生物群落

复杂、未知，如何准确识别和定向激活采油功能

菌，是该技术的核心及难点。

从 2008 年开始，科研团队就开始对油藏采

“定向投喂”让采油功能菌“一枝独秀”

从 2018 年开始，项目开始陆续应用于胜利、

新疆、大庆等 6个油田。

和实验室相比，油田地下情况更为复杂。为

了让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真正应用于生产中，

从研发开始，马挺就带领团队奔波于各大油田，

经常在大戈壁上一蹲就是一个多月。

“在使用中，我们也密切关注着各项数据的

反馈，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团队研制出几十种采

油新装备、检测试剂盒。”马挺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 2020年 12月，该项目

共计增油 26 万吨，采收率提升 10%，而且目前增

油效果还在持续。

“我们的目标是把油田打造成一个能源绿色

开发的示范区。”马挺说。

“微生物会在地下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可

以转化为甲烷，甲烷作为清洁燃料可以被周围居

民利用。我们通过技术研发，把玉米秸秆、炼过油

的豆渣等农业废弃物加工成功能菌的‘口粮’，实

现了资源化再利用。”马挺说，团队还正在研发通

过微生物对水驱采油后的水进行清洁处理技术。

一幅崭新的生态环保绿色油田蓝图正在徐

徐打开……

打造能源绿色开发示范区

甄选功能菌甄选功能菌，，让三次采油高效又清洁让三次采油高效又清洁

油功能菌进行识别筛选和定量检测。“最初由于

技术有限，所用方法十分繁琐，往往识别一个菌

都需要 1个月的时间。”马挺回忆说，后来团队通

过分子生态学、宏基因组学和微生物网络分析技

术，将这个时间缩短至 1 周。“用这项技术，我们

揭示了完整的油藏微生物代谢网络图，明确了能

产生表面活性剂的嗜烃菌是核心功能菌，解决了

对油藏功能菌认识不清的问题。”

然而团队很快发现，“万里挑一”选出来的嗜

烃菌种类多样，90%不可培养。如何才能“优中

选优”？

“我们发明了接头引物多重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技术和聚乙炔囊泡显色技术，实现了对

不同种属的嗜烃菌及其代谢产物的一次性准确

定量，保障了功能菌的快速识别和动态监控。”马

挺说。

目标选定，下一步就需要“定向投喂”，以保

证功能菌能在众菌群中“一枝独秀”。

“针对功能菌激活效率低的问题，我们通过

分析功能菌营养需求，研发了系列定向激活剂，

使其浓度快速提高了 3 个数量级。为了能让功

能菌保持生长优势度，我们又发明了有机、无机

营养交替调控技术，形成了核心专利群，使嗜烃

功能菌占比从 5%提高到 40%，保障了微生物采

油技术的高效性和经济性。”马挺介绍。

为了让这项技术应用更加广泛，科研团队针

对非均质油藏，研发了激活剂稠化技术，地下生

物场的作用范围扩大了 60%；针对低渗透油藏、

中高渗透油藏和稠油油藏，建立了 4项个性化采

油技术，保障了现场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目前全国 90%的油田都适合应用油藏微生

物定向调控这项技术。

团队研发的油藏微生物原位激活和调控驱油新技术团队研发的油藏微生物原位激活和调控驱油新技术，，

可直接利用营养刺激油藏采油功能菌的生长代谢可直接利用营养刺激油藏采油功能菌的生长代谢，，从而大从而大

幅度提高原油的采收率幅度提高原油的采收率。。目前该项新技术已经产业化推广目前该项新技术已经产业化推广

应用于胜利应用于胜利、、新疆新疆、、大庆等大庆等66个油田个油田，，采收率提升近采收率提升近1010%%，，新新

增产值增产值99..22亿元亿元。。

9.2亿元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祝华 通讯员龚思荥 易鹏昌）9月 17日，记者从中

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服）获悉，其下属海洋石油 944

钻井平台承钻的东方 1-1-P7H 井成功点火放喷，标志着海洋石油 944顺利

完成东方 1-1-P7H 高温高压开发评价井，这也是海洋石油 944 在东方 1-1

气田完成的第二个高难度钻井作业。

该井是首个位于底辟构造中心的生产井，其地层压力系数高达 2.03，使

用最大钻井液比重 2.09克/立方厘米，为南海西部油气田中生产井中最高钻

井液比重。

钻井液作为钻井作业中的“血液”，有着携带井底岩屑返出、平衡地层压

力、冷却钻头等作用。记者了解到，面对储层压力系数高达 2.03的技术难题

挑战，中海油服油田化学事业部湛江钻完井液业务部第一时间与油化研究

院进行充分论证，深入开展钻完井液材料优选与体系评价工作。经过长达

4个月近 50组实验，密度均为 2.10克/立方厘米的油基钻井液和微锰完井液

体系在室内获得突破，模拟井下条件下高温高压油基钻井液静置 20 天、微

锰完井液静置 7天，各项指标符合钻完井液作业需求。最终，在陆地技术支

持组和现场工程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钻完井液密度均创新高，性能优异，

防沉降稳定性能好，为各项作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中海油服负责人表示，海洋石油 944 下一步将拖航至海南省乐东区块

继续作业。作业人员将总结吸收此次成功作业经验，继续保持高效作业能

力，保障南海西部地区能源供应安全。

海洋石油944平台

完成高难度钻井作业

“咱们这个液位计又脏了，前几天刚清理完现在又看不清液位了，有没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液位计挂渍问题？”近日，在大庆油田第四采油厂第四作

业区 902 中转站生产交接班中，素有“油田集输技术女专家”之称的王惠玲

看到同事巡检时查看加药罐玻璃管液位计很费劲，由此确定了攻关方向。

针对这一难题，王惠玲早有想法：在玻璃管中放一个彩色塑料球，作为

浮漂显示液位。可塑料球用久了会被药剂腐蚀，再次污染玻璃管。什么材

料在抗腐蚀的同时还能起到清洁玻璃管内壁的作用？

王惠玲想到了蓝色塑料破乳剂桶。于是，她用旧的破乳剂桶为材料做成

一个短圆柱形的浮漂，中间夹一块强磁，圆柱外径做成沟槽状，直径和玻璃管

内径吻合，放在玻璃管内的蓝色浮漂便可随着药剂的高低指示液位。每次员

工巡检时，用另一块强磁吸附在玻璃管外壁，带动浮漂上下移动达到刮擦管内

壁的作用。这样，既能清晰显示液位，又能频繁快速清洁玻璃管内壁，有效延

长了清理周期，5元钱的强磁派上了大用场。记者9月16日获悉，如今这个巧

创意已在9月13日开始应用，经过三天试用已经见到了明显效果。

擅长在工作实践中解决一道道生产难题的王惠玲一次次体验着技术革

新的喜悦，便捷清理掺水泵也是她的一个攻关课题。原来，由于机泵长时间

运行会使叶轮被油泥封住，影响使用寿命。要想除垢很困难，泵修工只能破

坏性拆卸，原因在于拉力器的爪受泵壳限制伸不进叶轮。王惠玲找了一个

旧拉力器将爪卸下，换上两根承重能力强的钢丝绳。操作时，将钢丝绳顺着

泵壳间隙交叉套到平衡盘后面，可顺利拆下叶轮清理污垢，让掺水泵延年益

寿。“能够用最小的成本帮助大家解决生产一线难题，我觉得所有的辛苦付

出都是值得的，我将在创新创效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王惠玲说。

将生活工具用于生产

最小成本解决油田一线难题

海洋石油944钻井平台承钻的东方1-1-P7H井成功点火放喷
王振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