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睦镇和睦村

菜园屯附近的旱地里，长势旺盛的甘蔗犹如一片

绿海，迎风摇曳发出“沙沙”声响。再过十多天，

地里的甘蔗就要收割进糖厂压榨制糖了。

“你看，甘蔗长得高高的，补种的甘蔗今年收

成应该错不了，是哪位专家发明的种茎直接补种

技术，真得好好谢谢他！”看着眼前的 50亩甘蔗，

甘蔗种植大户韦宽明嘴角一咧，笑了起来。

从 2020/2021 年 榨 季 亩 产 不 到 2.88 吨 到

2021/2022 年榨季亩产超 7 吨，面对宿根蔗缺株

断垄的困境，老韦一家采用甘蔗种茎直接补种宿

根延长年限新技术，实现了甘蔗增产、增收，上演

了转亏为盈的“逆袭”。

“甘蔗有蔸才有收”，当地蔗农耕作多年，深知

这个道理。“我们团队研发的甘蔗种茎直接补种延

长宿根年限新技术，有效解决了宿根蔗缺株断垄

造成单位面积有效茎不足的难题，提高了宿根蔗

单产，极大降低甘蔗种植生产成本。”科技特派员、

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研究员游建华说。

甘蔗种植急需延长宿根年限

在广西，蔗糖产业是传统优势产业，也是民

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要产业。

宿根蔗畦缺株断垄是很多甘蔗种植户面临

的问题。“甘蔗是一次下种多年收获蔗茎的作物，

生长期内难免会遭遇病虫鼠、低温天气和霜冻的

危害，加之收获期人畜践踏、机具碾压、干旱等因

素的影响，地下宿根蔗芽受到不同程度损伤，导

致宿根蔗畦缺株断垄越来越严重。”游建华说。

目前，广西乃至我国甘蔗种植的生产周期一

般为 3年，第 4年翻蔸重种，而巴西等主要产糖国

的甘蔗宿根年限为 5至 8年。“宿根蔗是甘蔗生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延长宿根年限是甘蔗种植降本

增效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游建华说。

游建华告诉记者，传统的移密补疏和育苗移

栽法均是利用同一种源且生育期相对一致的蔗

苗进行移栽补种延长宿根年限，但都存在较长

“返青期”和严重依赖水源作为保障的诸多弊端，

作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广西甘

蔗 70%以上种植于缺乏水源的旱坡地，因此收效

甚微，难以形成有效茎达到弥补缺株断垄的目

的，难以采用规模化生产。

如何深化有关栽培技术研究以延长宿根年

限？这成为我国甘蔗产业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成

为游建华团队多年来不断攻关的课题。

新技术让企业和蔗农实现“双赢”

微风吹过，绿油油的甘蔗林，泛起阵阵涟

漪。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睦镇读楼村立新屯，甘

蔗种植大户贾兆雄穿过一片片狭长而锋利的甘

蔗林，查看起采用甘蔗种茎直接补种宿根延长年

限新技术补种的甘蔗长势。

“如果没有采用这项新技术，蔗地在 2020 年

初就要被迫翻篼重种，采用这项技术后，蔗地至

今已经延长了 3 年的宿根，并能保持亩单产 6 吨

以上。”贾兆雄说。

采用新技术对宿根蔗地进行补救，让蔗农廖

金英转亏为盈。

在按照技术方案不误农时地进行补种后，廖

金英加强对田间各项管护，蔗株长势总体良好。

2021/2022 年榨季，廖金英砍收原料蔗 353 多吨，

减去补种的蔗种和人工等费用 8000 多元，纯收

入达 10万元。

“去年获得增产、增收，今年我们继续进行微

补种，同时早施肥料和除草，现在甘蔗长得很好，

预计 2022/2023 年榨季能砍收原料蔗 350 吨以

上。”廖金英说。

游建华介绍，在有关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项目和广西农业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的

共同资助下，他们团队研发了宿根蔗生产的核心

栽 培 技 术 ，配 套 的 自 主 选 育 甘 蔗 良 种“ 桂 辐

98-296”解决了缺乏广适性补种种源的问题，还

打破了我国甘蔗品种单一化种植的传统模式，实

用高效地提高了宿根蔗单产，极大降低甘蔗种植

生产成本，实现延长宿根年限 2年以上。

原广西农业厅组织专家测产查定验收及多

年各地的示范、生产应用综合结果显示，采用甘

蔗种茎直接补种宿根延长年限新技术直接补种

的甘蔗单位面积产量不低于前茬蔗，比对照（不

补种，宿根蔗自然状态）增产 30%以上。

2016 年 5 月至今，该团队共获得“一种延长

甘蔗宿根的方法”等 7 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2018

年 8 月，由游建华等牵头起草的《糖料甘蔗种茎

直接补种宿根蔗地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由

广西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制糖企业也从此看到了解决延长宿根蔗年

限瓶颈问题的希望。从 2019 年起，广西凤糖鹿

寨制糖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对应用甘蔗种茎直接

补种延长宿根年限新技术对其宿根蔗进行种茎

直接补种工作的蔗农，给予每亩补贴 200元。

“从这几年推广应用情况看，宿根年限可延

长 2—3年，单产可增加 1吨至 1.5吨，增产效果明

显，企业和蔗农取得了双赢。”广西凤糖鹿寨制糖

有限责任公司农务科副科长廖运荣告诉记者。

游建华表示，团队已与有关企业联合攻关研发

出了“种茎直接补种宿根蔗种植机”，下一步将探索

实现机械化进行种茎直接补种作业，进一步提高生

产效率，助力广西的“甜蜜事业”更上一层楼。

延长甘蔗宿根年限，蔗农收入转亏为盈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吴 奕

目前目前，，该系列成果转化该系列成果转化

后约占全国同类产品总产量后约占全国同类产品总产量

的的 6060%%以上以上，，并转让荷兰并转让荷兰、、

日本日本、、德国等世界泵业巨头德国等世界泵业巨头

及骨干企业及骨干企业100100余家余家。。仅上仅上

海凯士比海凯士比、、日立无锡等日立无锡等1515家家

企业企业，，近近 22 年新增销售额年新增销售额

3232..0909亿元亿元、、利润利润33..0909亿元亿元，，

产品远销欧美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东南亚等。。

60%

◎本报记者 雍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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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昊

石墨烯场发射 X 射线管可让医用设备辐射量比现有设备减少 60%以

上。近日，记者从重庆石墨烯产业园获悉，入驻该园区的重庆信合启越科技

有限公司历时 10 年完成了“立式石墨烯阵列材料的制备及其应用”全产业

链技术开发，已建成年产 4万片以上的石墨烯材料规模化生产线。

掌握了完整的材料制备工艺

石墨烯被誉为“材料之王”，是迄今为止自然界厚度最薄、硬度最高、导

热导电性能最好的新材料。

“我们做石墨烯可以说是误打误撞。”重庆信合启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葵阳说，公司 2009 年成立，最初研究方向是碳纳米管制备技术。碳纳

米管曾经是场发射材料的研究热点，他们按照需求目标进行针对性研发，不

断改进制程工艺、核心生长设备和产品结构形貌。没想到最接近目标的产

品结构已经是立式石墨烯。

当时石墨烯这一概念还不被大众广泛认知，他们拿着制备的材料经过

第三方专家分析认定，才确定这一材料是石墨烯。

李葵阳说，为了能够掌握完整的材料制备工艺，公司承担了国家 863计

划项目“石墨烯的控制制备及其在光电领域的应用”课题，历时两年掌握了

材料的生长动力学模型，摸索出完整的材料制备工艺。

有别于粉体材料和薄膜材料，立式石墨烯阵列材料是由相对于基材直

立结晶生长的高纯度石墨烯构成的新型石墨烯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温

可控化学气相沉积工艺，可在金属、碳纤维、微晶硅等各种基材上结晶生长

成型，无须剥离转移过程，直接构成电子场发射电极、电催化电极、电储能电

极等各种新型核心器件产品。

为了解决材料的批量化、可靠性、一致性等工程化研发，他们历时 4年，

掌握了从生产设备、产品配方到制备工艺全流程的自主知识产权，已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 11 项，获授权 8 项，获授权美国发明专利 1 项，获授权德国发明

专利 1项。

今年 9月，重庆信合启越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大学共同完成了“立式石

墨烯阵列材料的制备及其应用”项目，通过中科合创（北京）科技成果评价中

心组织的专家科技成果评价会，专家组认为该成果实现了立式石墨烯材料

制备技术及中试示范技术的研发，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水处理

和射线管应用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相关产品已形成规模化生产

近年来，我国石墨烯产业高速发展。不过在应用方面，石墨烯仍以中低

端产品为主，也让这一备受期待的“材料之王”被戏称为“工业味精”，急需向

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立式石墨烯阵列材料具有强电子隧穿效应、高导电性、大比表面积、高

强度、高结构稳定性等特点，我们认为它在电催化、场发射、电储能等领域具

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李葵阳说。

在应用方面，他们将新型 X 光管等 X 射线影像设备作为率先突破的应

用领域。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应用的 X 射线管均为加热钨丝发射电子的热

发射 X 射线管，存在杂散射线多、辐射高、生产成本高等问题。石墨烯场发

射 X射线管，采用立式石墨烯阵列材料作为电子发射阴极，是基于场发射原

理构成的新型 X射线源器件。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杂散射线少，辐射剂量

小，低功耗及发热量低等特性。

在以副总经理邓波为首的研发团队的努力下，重庆信合启越科技有

限公司不仅完成了新型 X 射线管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工艺研发，同时还建

成了国内一流的 X 射线管批量生产线及高标准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目前，重庆信合启越科技有限公司已能规模化生产 65KV—300KV 全系列

玻璃外壳 X 射线管；医用 X 射线管及牙科医用 X 光机 65KV 产品已交付

医疗机构进行中试运行；安检 X 射线管 160KV—250KV 系列产品已向安

检设备供应商批量供货；工业检测 X 射线管产品已小批量交付工业检测

设备供应商。

除 X射线应用领域外，立式石墨烯阵列材料还分别应用于环保、储能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领域当中。

李葵阳表示，入驻重庆高新区后，他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接下来还

将继续加大对石墨烯材料及相关产品的创新研发和市场推广力度。相信随

着新型高性能应用产品陆续投入市场，将逐渐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立

式石墨烯高科技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积极助推重庆石墨烯产业发展。

石墨烯“直立生长”

助医用设备减少辐射量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日前，记者从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智研院）获悉，该院完成了我国首个高精度腐蚀数字地图的绘制工

作。这是国内首次在统一组织、统一标准下开展的现场腐蚀试验及数据收集

工作，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的模型及算法，数据精度高、实用性强。截至目前，腐

蚀数字地图已在“白鹤滩—江苏”等 4条特高压工程中应用，提升了特高压工

程应对重腐蚀环境的能力，为提高我国工程装备防腐能力奠定了基础。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我国尚无覆盖全国的腐蚀数字地图，受限于基

础数据的缺失，长期以来该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腐蚀数字地图的工作

量巨大，凝聚了团队 8年的努力，为从源头上解决电网设备腐蚀问题奠定了

基础。”智研院副院长陈新介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统一组织、智研院牵头在

我国 2393 个地点建立了腐蚀试验站，进行现场试验及环境监测，共收集设

备材料腐蚀数据 4 万余个及百万级腐蚀环境数据，再结合沿海氯离子扩散

模型分析，提出了腐蚀环境反距离加权空间插值模型，建立了腐蚀数字地图

自修正绘制方法，地图准确度达到 86%。

“通过查询地图，技术人员能清晰查看输电线路沿线及变电站所在环境

的腐蚀等级，并对处于重腐蚀区段的设备进行差异化防腐设计。”智研院电

工新材料研究所所长韩钰告诉记者。在腐蚀数字地图基础上，智研院建立

了电网腐蚀与防护数据平台，为电网设备差异化防腐提供“记忆系统”和“策

略系统”。

据悉，依托腐蚀数字地图系列成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已构建起防腐长

效工作机制，智研院下一步将开展全方位材料服役数据资源的整合、开发、

共享及应用。

高精度腐蚀数字地图出炉

促工程装备提升防腐能力

从农业排灌到流域调水、从排水排污到石化

运输、从海水淡化到能量回收、从军工核电到航

海航天，都离不开各种流体装备。

近日，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流体中心）迎来60华诞，科技日报记者

获悉，流体中心自主研发的水力模型，解决了我国

流体装备的核心基础问题，应用于南水北调东线

和中线工程21座泵站，占泵站总数的70%以上。

“通俗地说，泵就是流体装备的一种，我们针

对各种流体装备及系统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与关

键技术开发，研发出国民经济重大工程所需的系

列新技术、新产品，解决了流体装备的‘心病’。”

流体中心党委书记张德胜介绍说，目前流体中心

80%以上的科研成果已成功转化为生产力，与

1000多家企业进行合作，开发新产品 600余种。

泵是用来输送液体或使液体增压的机械。

以常见的叶片泵为例，拆开螺旋状的外壳，里面

就是一组叶轮，利用叶片和液体的相互作用就可

以输送液体。

但是，看似简单的泵却蕴涵着大学问。“想要

让泵高效省电，噪音低、扬程高，就必须把叶片与

液体之间的力学作用研究清楚。”张德胜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比如在水利行业广泛应用的大型低

扬程泵，在我国的总装机容量及规模居世界第

一，但是过去长期存在低扬程泵内流机理不清、

水力模型缺乏、效率低、汽蚀严重、可靠性较差等

急需解决的行业难题，严重影响了国家重大工程

和液体机械装备业的发展。

张德胜介绍，流体中心依托国家水泵工程中

心和国家重点学科，经过三代人、40 多年理论研

究和大量工程实践，终于解决大型低扬程泵的

“心病”。

他们构建了叶轮复杂湍流场三维粒子成像

测速系统，揭示了低扬程泵复杂的空化形态及其

演化规律，通过建立叶轮轴面速度分布数学模

型，破解了高效叶轮流动“密码”。20 世纪 80 年

代末，我国第一个适用于水力机械的“791 翼型”

在江苏大学诞生。“791 翼型”解决了叶片设计的

核心基础问题。

2010 年，他们又提出了低扬程泵叶轮非线

性环量设计理论和方法，解决了低扬程泵效率

低、空化性能差的行业难题。在此基础上，诞生

了我国紧缺的新一代高性能低扬程泵优秀水力

模型。

此外，流体中心还与相关单位合作研制成功

了大型低扬程灯泡贯流泵和竖井贯流泵总体结

构型式，解决了工况调节、机组传动、部件支撑、

密封等关键技术，提高了机组效率和系统运行稳

定性。

目前，这一系列成果转化后约占全国同类产

品总产量的 60%以上，并转让荷兰、日本、德国等

世界泵业巨头及骨干企业 100 余家。仅上海凯

士比、日立无锡等 15 家企业，近 2 年新增销售额

32.09 亿元、利润 3.09 亿元，产品远销欧美、东南

亚等。

摸清叶片与液体间的力学作用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和供需矛盾突出是我

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解决水资源不

均衡的问题，我国启动建设了南水北调跨流域调

水工程。南水北调不仅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梯级

泵站工程，也是我国北方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

就像一条条蜿蜒的血脉，为北方缺水干旱地区送

来汩汩清流，而大型低扬程泵则是其核心动力

“心脏”。

过去，我国的大型低扬程泵市场主要被日

本、荷兰等国外大公司产品所占据。为了能让国

服务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建设

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报

道引起了流体中心关注，这篇报道讲述了石家庄

一名妇女背着孩子跑到沈阳水泵厂购买家用水

泵的故事。

他们敏锐地洞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

带来微型泵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为此，他们向上级部门建议开发适合家庭使

用的微型泵，很快得到批示立项。流体中心将全

国重要工厂的技术人员集中到学校组成联合设

计组，开发研制小型潜水电泵和微型泵，设计的

系列产品很快投放到市场，深受农民欢迎。

同时，这也带动了浙江温岭、山东淄博等中

小型泵生产基地的发展。温岭是中国水泵制造

之都，有 3000余家相关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各类

小型泵产品，销量约占全国 70%；产品出口到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最大的水泵制造基地。

该领域 2021年总产值近 600亿元，占温岭市工业

总产值的 45%。

随着市场需求日趋多样，用户对泵系统的运

维智能化综合管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时的温

岭中小企业却显得后劲乏力，研发创新能力不

足，同质化竞争也很严重。

2019 年，江苏大学流体机械温岭研究院成

立，这为水泵之乡带来了凤凰涅槃的生机。张

德胜说，他们的使命就是帮助当地中小企业转

型升级，并助力打造温岭市泵与电机的千亿产

业集群。

新界泵业是温岭一家生产各类泵及控制设

备的企业，创建伊始就与江苏大学建立了良好的

产学研合作关系，2008 年双方合作成立江苏大

学浙江新界水泵研究所（现改名江苏大学新界泵

业水泵研究所）。十余年间，研究所完成了 QY

充油式轴流潜水电泵、高性能污水泵、5 寸多级

井泵混流式叶轮与空间导叶水力模型优化设计，

4 寸高速井泵、小型多级微型离心泵全新水力模

型设计等 20多项高效水力的成功开发与优化设

计，共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17 项，公

司也因此获批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通过几年的运营，江苏大学流体机械温岭研

究院与企业联合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2个，在共性

技术攻关方面，根据当地的产业需求，在研自立

的项目有 4 项，申请获批各类科技项目有 10 余

项，预计可以形成 10余项成果供转化。

同时，流体中心还在温岭举办了水泵设计及

检测技术长期培训班 2期，培训人数 150余人，举

办短期水泵基础培训 10余期，培训人数近 500余

人，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支撑。

此外，流体中心把当地企业纳入标准技术委

员会，通过标准引领的作用，来提升企业对技术

创新的重视程度。近五年，中心已带领当地企业

参与国家、行业标准 50余项，占全国水泵标准的

50%以上。

助力“水泵之乡”转型升级

解密叶轮与水流互动解密叶轮与水流互动，，消除水泵消除水泵““心病心病””
家重大水利工程用上中国泵，2004 年，在南水北

调工程建设之初，国家水利部专门在天津举行了

一次“擂台比武”，让国内外 22 个水利模型进行

同台测试。结果，首次亮相的江苏大学水力模型

就 显 示 出 优 异 的 综 合 性 能 ，过 流 能 力 提 高

12.5%，最优效率提高 3个百分点，综合技术指标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举击败国际顶尖竞争对

手。

目前，该系列大型低扬程泵已成功应用于南

水北调东线、中线 21 个泵站，占泵站总数的 70%

以上。

截至 5月 13日，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累

计调水量达到 531 亿立方米。南水已成为京津

等 40多座大中城市 280多个县市区超过 1.4亿人

的主力水源。

大型低扬程泵还广泛应用于长三角、珠三

角、黄淮海、东北平原等地的防洪排涝、水资源调

配、水环境改善、农业排灌等重要领域及大中型

泵站更新改造工程中，显著提升了我国大型低扬

程泵的技术水平，在引领行业发展、推动行业进

步、抗旱减灾、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近年来，流体中心又瞄准能源、国防、农业领

域流体装备需求，研发高效离心泵、核电泵、新型

节水灌溉装备等多种液体机械装备，成功应用于

辽宁舰、华龙一号、东北节水增粮工程等，并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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