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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凤 通讯员 杨 芳

“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得到根

本改变。如何科学地、最大限度地降低煤在燃烧

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和 CO2排放，是环境科技

工作者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南京工

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沈岳松看来，

“煤改气”是减污降碳的重要发展举措之一。

然而，煤改气过程中高温型氮氧化物排放会

增加，而氮氧化物是形成 PM2.5、酸雨、雾霾和臭

氧等污染物的重要前体物。因此，氮氧化物治

理，也就是“脱硝”是大气污染长久治理的重点，

也是“十四五”期间控制 PM2.5和臭氧等多污染物

的关键。

日前，由沈岳松主持的项目《轻稀土基整体

蜂窝式烟气脱硝催化剂的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

用》，在 2022年度中国化工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

中获得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探索将稀土铈用于烟气
脱硝

“对于当前的大气污染治理来说，脱硝任务

更加突出，氮氧化物超低排放是当前耗能产业亟

待解决的难题。”沈岳松介绍，烟气脱硝治理的关

键在于应用高效脱硝催化剂。在此方面，我国前

期引进、消化吸收了国外钒基脱硝催化剂技术，

虽然部分缓解了氮氧化物的污染，但因其活性组

分五氧化二钒属水溶性剧毒物质，它不仅在生产

使用中，而且在废弃后仍具高毒性。如果废弃，

会威胁环境安全，难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水溶性五氧化二钒用于脱硝催化剂还存在

三个弊端。”沈岳松介绍，五氧化二钒在脱硝过程

中会将烟气中存在的二氧化硫高效催化氧化为

三氧化硫，低温时三氧化硫又易与氨反应生成大

量硫铵盐；其次，五氧化二钒高温挥发性会造成

二次污染和催化剂失活，不适用高温脱硝；再次，

废弃有毒钒基催化剂已于 2014年被生态环境部

列入危废监管，无害化处理费用高。

因此，研发环境友好型脱硝催化剂成为全世

界环保的共同需求。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祝

社民介绍，就脱硝催化剂而言，目前有贵金属、分

子筛和金属氧化物等三大类，但贵金属催化剂动

辄每立方米近百万元，分子筛脱硝催化剂又易发

生灰堵，而金属氧化物成本低、热稳定性高、抗中

毒能力强，可以逐步取代贵金属成为有发展前景

的烟气脱硝催化材料。

“稀土铈在我国具有高丰度、价廉等特点。”

祝社民表示，轻稀土铈是开采重稀土时产生的废

渣，亟须进行高值化利用。而二氧化铈的高丰

度、环境友好、廉价及其独特的氧化还原性质，使

它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但二氧化铈的酸性

弱、高温水热稳定差和活性窗口窄等缺点，让它

不能直接用于替代五氧化二钒。

2005 年沈岳松攻读硕士学位时，便在导师

祝社民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稀土基催化剂，并对

稀土铈“一往情深”。稀土铈具有脱硝所必备的

独特氧化还原性质，且组分对环境友好，有替代

五氧化二钒的可能性。

为使稀土二氧化铈既能替代五氧化二钒成

为脱硝催化剂，又能克服自身弊端，沈岳松领衔

团队走上了化学催化与材料科学融合创新之路。

三个创新点助稀土基催
化剂实现大规模应用

近二十年的时间，沈岳松逐渐掌握稀土铈的

性能，率先提出并成功研制了以其为主活性组分

的绿色高效脱硝催化剂，通过三个创新发明点扬

长补短，实现了稀土基催化剂全生命周期绿色高

效脱硝和大规模工业应用。

首先，团队创建了高效铈基复合氧化物脱

硝催化剂新体系，实现烟气脱硝催化剂的环境

友好，为高丰度稀土铈高附加值利用开辟了新

路径。

“通过锆等助催化元素的强相互作用，增强

催化剂的固体表面酸性，弱化了二氧化硫的吸附

与转化，增强了催化剂抵抗硫氧化物毒化的能

力，使得稀土基催化剂较之钒基催化剂的二氧化

硫向三氧化硫的转化率降低了 60%。”沈岳松介

绍，新型稀土基系列催化剂脱硝效率高，活性温

度宽，使用寿命超过 5 年，显著优于商用中温钒

基催化剂。

其次，团队发明了整体蜂窝式脱硝催化剂的

关键制备技术，解决了蜂窝催化剂的高活性与高

强度难以并存的问题，实现了载体钛白粉的国产

化。

“我们提升了材料强度和催化活性，使稀土

基催化剂的强度、硬度较之钒基催化剂提高了

2—3 倍。”团队成员、教授级高工王志民介绍，钒

基催化剂在脱硝反应器只能承受小于 1.5兆帕压

力，而稀土基催化剂抗压强度至少可达 3 兆帕。

通过化学修饰、纳米改性，团队提升了国产钛白

粉性能，既解决了其脊性成型难问题，又使原料

成本下降了 20%。

再次，团队开发了轻稀土基催化剂的应用

与再生利用技术，实现了稀土基催化剂在不同

工况下脱硝低氨逃逸的高效稳定运行和循环

再生。

“我 们 开 发 了 提 前 响 应 喷、闭 氨 的 方 法 ，

实现了稀土脱硝催化剂在波动工况下储、释

氨性能的高效稳定。”沈岳松介绍，他们还研

发了失活催化剂负压清灰、超声水洗及活性

修复等系列再生新工艺及装备，二次脱硝成

本 降 低 40%。 同 时 ，他 们 将 废 弃 的 稀 土 催 化

剂资源化制备成多孔陶瓷膜催化剂、钛基纺

织瓷及催化胶结电石渣砖等。“为了更好地保

护 环 境 ，我 们 变 废 为 宝 ，使 废 渣 再 次 发 挥 作

用，实现了稀土催化剂的全生命周期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他说。

团队成员陈英文教授介绍，2016 年，稀土

基脱硝催化剂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

部和环境保护部三部委联合指定为钒基脱硝

催化剂的替代品，脱硝工程已在中国华能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神

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全国 280 多家火电、建

材、化工行业应用，近五年新增经济效益 24.5

亿元。

稀土废渣作催化剂，低本高效治理大气污染

目前目前，，脱硝工程已在中脱硝工程已在中

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国

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神中国神

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全国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全国

280280 多家火电多家火电、、建材建材、、化工行化工行

业应用业应用，，近五年新增经济效近五年新增经济效

益益2424..55亿元亿元。。

亿元24.5

◎本报记者 颉满斌 实习生 王 萌

陇鉴系列品种的推广陇鉴系列品种的推广，，使庆阳老区小麦单产由使庆阳老区小麦单产由2020世纪世纪

9090 年代的年代的 167167 千克千克//亩提高到目前的亩提高到目前的 240240 千克千克//亩亩，，提高提高

4343..77%%，，并辐射到宁夏南部并辐射到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地区陕西北部地区。。

240千克/亩

初秋时节，甘肃省农科院镇原旱农实验站

内，万物生长，鸟语花香，绿意盎然。

今年，这里迎来了建站的第 50 个年头。“我

们先后选育出抗旱丰产优质冬小麦新品种 18

个，攻克了 6 项抗旱节水增粮关键技术，走出了

一条旱作节水增粮之路。”站在翠绿的玉米试验

基地内，甘肃省农科院副院长樊廷录向记者细数

着实验站 50年来的创新成果。

如 今 ，这 里 挂 上 了 国 家 农 业 科 学 观 测 实

验站、国家农作物区域试验站、国家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的牌子，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专家开

展旱作节水农业、作物绿色丰产、土壤改良、

冬小麦抗旱育种等领域的观摩研讨活动。专

家们纷纷在这里推广典型经验，共商旱农未

来。

小麦一直是老区人民口粮安全的基础，也曾

经是“陇东粮仓”的主体。

甘肃省农科院研究员、小麦育种专家李兴茂

介绍，试验站把抗旱种质资源创新及新品种选育

作为长期目标，先后收集、保存国内外优异种质

资源 3000 多份，选育出的陇鉴牌系列冬小麦品

种入选新中国成立五十年地标工程。

据了解，历时 13 年选育的陇鉴 196 抵御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小麦条锈病和干旱的威胁，

推广面积占甘肃省冬小麦播种面积的 25%，增产

幅度在 11%—13%之间；陇鉴 127 以优质抗锈能

力提升了冬小麦优质化水平，其制成的鲜切面条

评分达到 88.8 分，累计推广 536 万亩，增产幅度

在 9%—17%之间。陇鉴系列品种的推广，使庆

阳老区小麦单产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67 千克/

亩提高到目前的 240 千克/亩，提高 43.7%，并辐

射到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地区。

“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口粮供给得到满

足，优质强筋小麦的需求量相应增加。可是，

优质的种质资源及品种都比较缺乏。”樊廷录

说，2004 年，试验站引进了美国红芒硬质小麦

种 质 38 份 ，并 在 其 中 鉴 定 出 抗 旱 强 筋 种 质 2

份。他们将鉴定出的抗旱强筋种质与自育品

种陇鉴 386 杂交，经后代优质谷蛋白基因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历时 16 年选育出白粒大穗陇鉴

115 和红粒硬质陇鉴 117 两个新品种。这两个

新品种的小麦籽粒粗蛋白含量达 13%—15%，

籽粒容重超过 800 克/升，显著高于国家优质强

筋麦标准，填补了我国北方冬小麦区强筋麦品

种短缺的空白。

2019 年至 2022 年，在陇东旱塬冻旱交替灾

害的情况下，这两个品种的小麦仍然实现了

350—420 千克/亩的高产水平，其水分利用效率

达到 0.9—1.2 千克/毫米·亩（即每消耗 1 毫米水

分，亩生产 0.9—1.2公斤粮食）。目前，这两个品

种的小麦正在甘肃、宁夏等地试点应用。

突破抗旱优质小麦选育与应用的短板

水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更是旱地农业生产最

大的制约因素。随着温度增加和降雨减少，暖干

化气候日益加剧，旱作区缺水形势愈加严峻。

“如果弄清楚旱地农田降水、土壤水分变化、

作物耗水三者的平衡关系，并建立一种应对干旱

变化的适水种植结构，即选择适宜作物和品种，

培育和营造土壤水库，合理配套旱作覆盖农业技

术，就可实现主动抗旱、以水抗旱、稳产丰产。”樊

廷录表示。

30 多年来，樊廷录组织开展了旱地农田水

分平衡与转化机制、覆盖集雨种植、作物生产潜

力等方面的研究，明确了农田中三分之二的降雨

是被蒸发和径流损失，而作物蒸腾的耗水仅占三

分之一，这一研究成果，为实施以水抗旱的覆盖

集雨农业和节水增粮提供了支撑。

20世纪90年代，西北地区连续干旱。面对旱

灾的严重威胁，试验站以村庄、道路径流收集利用

为核心，研究提出了果树、蔬菜和作物关键需水期

旱后供水生长的补偿或超补偿效应，组织实施了

以径流收集、水窖建设和膜下滴管为主的果园和

蔬菜、地膜玉米关键期补灌等集雨高效农业。

在樊廷录看来，高效利用蓄保的雨水生产出

更多的粮食，提高水分利用效率，才是旱作节水

的核心。长期从事旱作生理生态研究的樊廷录，

通过大量的田间试验明确了旱作作物产量、耗水

量、水分利用效率之间的协调增进关系。他通过

遗传改良和栽培技术优化，将田间耗水量中的蒸

发损耗转化为蒸腾耗水，生产出更多的作物，明

确了农艺措施投入应以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为目

标，实现了水分的可持续利用。

从 2011 年开始，他作为国家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专家，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调研，得出结论

认为，种植密度低是旱地玉米低产和水分利用效

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夯实节水增粮增效的科学根基

随着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蔬菜果树等经

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并向水资源富集区集中；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压缩，并向旱作区转移。

抗旱增粮，成为了实验站的科研使命。

实验站科研人员经过大量研究与示范，攻

克了夏休闲期覆盖土壤水库扩蓄增容、冬春闲

攻克各种作物增产的关键技术

筛选优质品种筛选优质品种，，黄土旱塬走出节水增粮路黄土旱塬走出节水增粮路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陆成宽）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获悉，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在河北张家口顺利

并网发电。该项目是目前世界单机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新型压缩空气储

能电站，技术由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发。

该项目总规模为100兆瓦/400兆瓦时，2020年10月开工建设，2021年12月

完成设备安装及系统集成，并于2022年9月30日下午顺利实现了并网发电。

“该项目每年可发电 1.32亿度以上，能够在用电高峰为约 5万户用户提

供电力保障，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4.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9 万吨。”中

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研究员徐玉杰介绍。

储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支撑技术。“先进压缩空气储

能技术具有规模大、成本低、寿命长、清洁无污染、储能周期不受限制、不依

赖化石燃料及地理条件等优势，是极具发展潜力的长时大规模储能技术。”

徐玉杰说，该技术在提高电力系统效率、安全性和经济性等方面具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和强劲的竞争力。

徐玉杰表示，张家口国际首套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

建成后，可形成大规模储能系统运行新模式及战略新兴产业集群，有力推动

我国压缩空气储能技术规模化、产业化、商业化发展进程，对有效支撑能源

革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世界单机规模最大、效率最高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并网发电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丽丽）近日，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该局人工影

响天气中心首次在“中华水塔”三江源地区的阿尼玛卿冰川地区，利用搭载

了云微物理探测和人工影响天气催化设备的翼龙-2H 大型无人机，对降水

云系进行探测并成功实施人工增雪催化作业。

据介绍，执行此次作业的无人机搭载了高性能国产云降水探测系统，能够

提供云降水直接观测数据，为研究青藏高原云降水特征与结构、播云催化效果

提供支撑，推进高原云降水机理研究和催化技术研发。截至当日21时，无人机

累计作业时长为4小时57分，初步估计作业影响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

中国工程院院士、试验科学顾问徐祥德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

高原冰川快速消融。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也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阿尼玛卿冰

川呈现消融趋势。考虑到冰川消融的现状，在相关区域开展以增雪补冰为

目标的人工影响天气催化试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次试验作为 2022年青藏高原无人机人工增雪补冰试验的一部分，依

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针对青藏高原典型冰川地区开展以增雪补冰为目

的的催化试验，旨在提高青藏高原地区人工增雨（雪）作业能力，对保障高原

农牧区生产生活、应对气候变化有重要意义。试验总指挥、中国气象局人工

影响天气中心副主任周述学表示，试验将持续关注青藏高原三江源、一江两

河等地，适时开展多架次增雪与探测试验，服务高原增雪补冰、生态保护的

迫切需求。

此次试验由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联合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

心、中航公司等共同开展，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安全高效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技术，探索高性能增雨飞机等新型作业装备，为开展高原地区常态化生态环

境保护与修复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首次在青藏高原开展

大型无人机人工增雪补冰试验

科技日报讯（记者叶青 通讯员杨彬 欧阳逸雪）近日，闽粤联网工程正式

竣工投产，标志着闽粤两省电网首次实现互联互通。该工程是国家“十四五”

电力规划重点工程，总投资32亿元，输送容量200万千瓦，线路全长303公里。

据介绍，该工程在技术创新方面实现了多个首次：首次研发应用新型 6

英寸晶闸管构建大容量换流阀，能量损耗和阀厅占地均降低 15%；首次研发

应用混合式有源滤波新技术，系统谐波滤除能力提高 8倍以上；首次在背靠

背换流站应用干式平波电抗器，简化二次接线及从源头上降低噪声影响；首

次采用完全国产化芯片技术的二次设备，提升换流变设备自主可控水平。

“随着闽粤联网工程的顺利投产，我们组织的闽粤联网工程首次电力交

易也正式生效实施，首次实现福建的富余电力送广东。”据广州电力交易中

心有关负责人员介绍，工程投产前夕，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已联合北京电力交

易中心开展了闽粤联网工程首次电力交易，由南网总调和国网调度中心组

织实施。此次交易标的为闽粤联网工程试运行期间的送电量，为工程尽快

实现投产达效打下了基础。

据了解，闽粤联网工程的投产，还将进一步推动两省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十四五’期间，通过闽粤联网，两地季节性送电电力可达 50 万千瓦至

160 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一座大型火电厂的建设。”南方电网广东电网电力

调控中心并网与新能源管理部高级经理杨银国介绍。

闽粤两省电网实现互联互通

翼龙-2H大型无人机起飞开展人工增雨（雪）作业 中国气象局供图

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供图

期覆盖保墒、覆盖集雨种植三项藏粮于水、藏

水于技的关键技术，为旱地粮食增产高产奠定

了水分基础。

同时，樊廷录率领团队研究提出的旱地冬小

麦周年覆膜穴播技术，让小麦亩产连续 10 年稳

定到 300 千克以上，玉米平均亩产迈上了 860 千

克台阶。全膜双垄沟密植后，MC703、强盛 338、

先玉 335等品种机收产量达到了吨粮田标准，创

造了旱地地膜玉米水分利用效率 3.64 千克/毫

米·亩的世界纪录。

近 10年，樊廷录率领团队加强与农机装备、

地膜制造企业合作，研发出全膜双垄沟覆膜、施

肥、穴播的播种机，实现了机艺一体化作业，生产

效率增加 3倍以上，提升了全膜双垄沟集雨增粮

技术的水平；研发出的适宜旱地玉米种植的全生

物降解地膜，使地膜残留污染减少一半以上，降

低了地膜捡拾成本，支撑了旱地玉米密植绿色丰

产技术大面积应用。

此外，针对旱地玉米收获劳动力短缺的问

题，2016年以来，樊廷录组织团队每年引进 20多

个玉米新品种，在百亩示范田开展大量监测，评

价品种的耐密性和机械粒收质量，提出了玉米生

理成熟后延期 50—60 天低水分机械粒收技术，

实现了隆冬季节收玉米、颗粒直接归仓的先例，

亩节本增收 300元以上，引领着旱地玉米生产方

式的转变。

“玉米占据了旱地粮食总产量的一大半，玉

米产量的高低决定着秋粮丰歉。”樊廷录说，旱地

玉米覆盖集雨密植增产技术，使试验示范区玉米

亩产迈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水分利用效率达到

2.5 千克/毫米·亩，降雨利用率达到 80%。目前，

该技术已经成为我国北方旱地玉米抗旱增产的

主推技术。

樊廷录说：“旱地消耗不到 300 立方米降水

就可生产 1吨玉米，旱地地膜玉米在水分利用方

面走到了世界前列。”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

响，稳定粮食功能区旱作粮食生产，建立区域优

质粮食增产带，加快旱作适水农业发展和生产生

态化转型，是我们正面临的重大任务。”樊廷录表

示，要以实验站为平台，继续加强科学数据积累，

创新旱作农业节水提质增效的新理论、新方法，

开发雨养区旱作节水的新装备、新模式，为旱作

节水增粮增效再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