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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孟欣
作为浙江工业大学分管科技工作的

副校长，马淳安堪称我国电化学领域的领
军人，身负众多职责：科技部能源材料与
应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主任、绿色化学合
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化
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与应用化
学博士点负责人、浙江省应用化学重中之
重学科带头人、浙江省绿色化学合成技术
与应用重点创新团队负责人、电化学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所长、纳米科学与技术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

卅载科研路

1978年，从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
毕业后，马淳安来到浙江工业大学，开始
从事电化学研究；1987年，他以高级访问
学者的身份，前往武汉大学，师从当时国
内电化学领域最具权威的查全性院士，主
攻电催化剂研究；2005年，他又在周邦兴
院士的指导下，获得了上海大学材料学博
士学位；2007年，他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与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N. Brandon教授
合作，进行电催化剂与燃料电池的研究。

30多年来，每年的除夕和初一，他在
实验室！周末，他在实验室！节假日，他还
在实验室！有人说他“疯”，有人说他“傻”，
他都一笑了之，“为了自己所喜欢、所追求
的事业，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可以有
效地节能减排，但一直无法普及推广，最
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中作为电催化剂
的铂比黄金还贵，每个车（小汽车）用燃料
电池的价值高达 150万元人民币。为了寻
找一种廉价的电催化剂，如WC（碳化钨）
电催化剂，马淳安自 1983年起就一直潜心
研究。直到 2005年，终于在国际上首先制
备成功了具有介孔结构空心球状的纳米
WC粉体，使该材料的电催化活性有了大
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这种材料
通过表面激光熔覆的方法，使基体合金表
面的硬度、韧性大幅度增强，远优于未经熔
覆的基体材料。这种材料如果以激光的方
法融合到不锈钢等基体表面，其表面硬度
几乎可以和金刚石相媲美。这一新技术和
新材料属国际首创，可望应用于民用、工业
和国防建设等领域。“目前我们已申报了国
家发明专利，同时正在准备申报美国、欧洲
等国家的发明专利，将这种技术和产品保
护起来，为我国所用。另外，我们也正在开
发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工作。”

上世纪 90年代初，马淳安又巧思妙
想地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化学无氢
医用制氧机。在这个不一般的电化学制氧
机中，他一反以往采用“析氢”电极的惯
例，改用燃料电池中氧阴极的原理来替
换。目前，他已将自己发明的制氧新方法
和研究成果与奉化的一个工厂合作，并通
过了省医药管理局的批准，转化为产品。
从事科研以来，他已主持和完成氢—

氯燃料电池、DY30A型电化学医用制氧
机等 30余项国家计划项目，而且其中 18
项已通过技术鉴定或验收，21项创新发
明已被授权为中国发明专利，均处于国内
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他的研究成果已分别被载入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biography（25th
edition）、《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等
30余种典籍。他先后在 J.Phys.Chem.C、
Electrochemistry communications、《化学学
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多
篇，其中被 SCI、EI收录 190余篇；出版专
著 3部，其中，200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有机电化学合成导论》一书，已成为我国
有机电化学领域最权威的专著。作为第一
获奖人，马淳安曾获教育部、浙江省人民
政府等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项、二
等奖 5项，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中国发
明专利优秀奖 1项，联合国TIPS中国国
家分部颁发的“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1
项，“国家级新产品”1项。1996年获国务
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浙江
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
目前，他还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着国家
“973”专项、国际科技合作重大专项等 6

项课题……

情系浙江工大

1999年前后，浙江工业大学开始调
整学校发展战略，学校科技工作的发展也
日益提上日程。由谁来领军学校科技工作
也成了当时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原本，马淳安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想搞科研”，时任浙江工业大学党委
书记王国榜的雪天造访却触动了他，使他
生出一种为学校深层次发展的责任感，进
而带着一位副处长、一位处长助理出任了
科技处处长。2000年，浙江省常委又把掌
管浙江工业大学科研工作的副校长“大
印”交给了他。
接管“大印”时，浙江工业大学每年不

过 3000万元的科研经费，SCI、EI论文数
量在全国高校中的排名也一直在三四百
位上徘徊。为了更好地调动广大教师和科
研人员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多出高水
平的科研成果，促进学校科研水平的快速
发展，在校党委的领导下，马淳安开展了
许多创新性的科研管理工作———学校及
时调整了纵、横项科研分配政策，有效地
设立了专利基金、论文奖励基金、获奖成
果奖励基金、学术交流基金、重大项目配
套基金以及研究生教材和专著基金。几年
下来，学校在科技工作上的面貌焕然一
新。2010年，学校的科研经费达到 3.2亿
元，SCI、EI的论文发表数量也分别跃居
到全国高校第 60位左右，专利授权数排
名更是高居全国高校第 18位（2009年）。
此外，一些具有突破性和标志性的大项

目、大成果、大奖项也不断出现，大大凸显
了浙江工业大学在省属高校以及国内高
校中的地位。如今，浙江工业大学已经是
位列全国高校百强、省部共建的国内具有
一定知名度的高校。
在其位，谋其政。自担任副校长以来，

马淳安的一天都被当成两天用。8小时
内，他是学校领导，忙于处理各种行政事
务；下班后，他又成了一位研究者，关起门
来搞科研，不到晚上 11点，从不离开实验
室。“看到学校的这些发展，付出再多也是
值得的！”

响应“绿色浙江”的号召

上世纪 80年代，马淳安开始有机电
化学合成研究，并在安徽省率先建立了我
国第一条 3000吨 /年丁二酸绿色电解
合成生产线，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有机
电化学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化生产的构
想。丁二酸产品原本用传统电化学方法
生产，污染严重，每生产 1吨产品需排出
15吨废水，而且电极寿命很短，一般两个
月就“寿终正寝”。而经马淳安研发的丁
二酸绿色电解合成生产线，每生产 1吨
产品就节约电能 600～900度电，且生产
过程全封闭，无任何“三废”排放，从而达
到了零排放的绿色化学生产目的。
“从整个人类角度来看，绿色化学

的发展非常重要。”马淳安语重心长地
说，“现在，每个国家都会追求物质利
益，但如果不注意环境问题，人类赖以
生存的地球就会被人类所糟蹋！”他认
为，在我国发展绿色化学有两条可行之
计：一是将传统生产的产品通过合适的
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造，让本身有污染的
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通过绿色化学方
法使之不产生污染；二是在开发新产品

时，要通过绿色化学合成方法的选择和
确定来保证从源头上杜绝污染产生。

2002年，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决定
建设一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
育基地。同年，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提出“绿色浙江”的口号。马淳安敏锐地
嗅到了发展绿色化学的契机。经过仔细
分析后，他认为浙江工业大学完全有能
力去申报这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培育基地。
为确保申报成功，他多次往返于北

京和浙江之间。由于长时间睡眠不足，
精神高度紧张，马淳安渐渐感觉到身体
不适，但他仍未当做一回事。直到校党
委书记发现他长期咳嗽不停，身体消
瘦，硬安排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他竟同
时患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脏早搏。而出
院后，他又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培育基
地的建设中。
“要做，就要做出自己的品牌和特

色来！”浙江工业大学在原浙江省重点
实验室的基础上，先后投入了 4000万
元的建设经费，为培育基地提供了 5000
平方米的实验室用房，添置了 33套专业
实验装置和 20多台大型仪器设备。基地
也逐渐凝练了 5个比较合理的研究方向，
组建了一支由 40名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
研究队伍，同时也成立了由国内这一领域
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功夫不负
有心人。短短几年的建设时间，绿色化学
合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先后
获得 5项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并承担了 76项国家级重
大科技项目、15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完
成了 9000 多万元的纵向研究经费和
6500余万元的横向研究经费；同时授权
发明专利 210余件和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380余件，论文被 SCI、EI收录 700余篇。

为社会创造财富

“科学工作者的目标和任务就是：一要
为社会创造财富；二要为社会摸索出更多
的自然规律！”在他看来，单纯作基础研究会
导致科研的目标终结于论文；单纯作应用
开发，则原始创新跟不上，很容易青黄不接。
所以，“从原始创新、过程创新，到产品创新
一定要串联起来，成为一条清晰的链条。断
开的话，成果转化的速度就会减慢！”

2004年，浙江某化工公司在国际上
了解到一种利用有机电化学方法生产的
高效、无毒的新农药在国内尚无人研究开
发就到处寻找合作单位。他们跑遍了长
春、北京和上海等一些高校和中国科学院
的电化学研究机构，每一处都表示无法承
担，但同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推荐马淳
安。果然，通过一年多的研发，他终于在
2005 年 11 月首先建成了我国第一条
3，6-二氯吡啶甲酸的绿色电化学合成生
产线。当月就生产了 6吨合格产品，而且
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污染产生。由于该产品
高效、无毒，国外定单很多，加之该产品附
加值很高，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目前，这个产品正在推广应用。
此外，马淳安还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搭建起一个产学研交流融合的平台和
桥梁，浙江省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就是
一个鲜明的例子。而今，作为全国首批 50
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之一，该科技园已有
86家科技型孵化企业入驻，8万多平方米
的孵化大楼已列入浙江省重点建设工程
项目，第一期 2.6万平方米的大楼今年 10
月开始入驻，为浙江省科技成果的孵化和
集成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创新平台。
马淳安坚信：“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自

己的思想，然后一定要付诸行动。只有这
样才能成功！”

把现实空间比作实数，网络空间比
作虚数，不利用虚数，很多复杂系统和
社会问题方程式都无解。“平行管理”
则能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建模和分析
手段，通过建立人工系统对复杂系统
的行为进行计算实验，进而评估并分
析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策略，最后反
作用于真实系统的管理与控制，以平行
的方式实现更好的“现实”。这就是清华
大学工业工程系运筹学与服务科学研
究室副主任李乐飞在科研中坚持的核
心思想。

归结于“服务”

1998年，李乐飞考入浙江大学学习
电子工程专业。其间，他发现自己对系
统设计和研究特别感兴趣，毕业后即赴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攻读系统与工业工
程专业。在美国，他接触到了智能交通
领域，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内容。
“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交通”，在

李乐飞看来，要提升交通管理的科学水
平，关键在于引入“智能”。那么，何为
“智能”呢？李乐飞举了个简单的例子，
“简简单单在十字路口戳个红绿灯不叫
智能。如果红绿灯能根据不同时段不同
方向的交通流，或者突发事故来对信号
配时进行动态调整，也就是说具有根据
外在信息作恰当的动态调整的决策能
力，这样的系统才叫‘智能系统’。比如，
我们可以通过公交信号优先系统，调整

红绿灯信号，让公交车优先、尽快通过
十字路口。这样一来，给了公交车一个
优先级，有助于吸引大家乘坐公共交
通，缓解交通拥堵压力。”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体验到了前所

未有的乐趣。“原本去美国留学，是希望
回国后进企业实现自己在工程和管理
上的想法，后来却逐渐开始希望能够将
学到的、研究到的、感受到的一切传递
下去。”李乐飞感悟到，这种“传递理念”
的梦想和最初的愿望并不矛盾，“回学
校去做教研工作，将先进的理念言传身
教给学生，哪怕一年只影响 10个学生，
若他们以后走入企业，那就等于我间接
影响了 10家企业。”恰逢清华大学着力
发展工业工程系，2006年 8月底，李乐
飞正式回国，加入到这个蓬勃发展的队
伍中。
回国后，他一方面从事清华大学工

业工程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学生工作
组组长、党委副书记等岗位的学生服务
工作，一方面又主讲物流信息化、交通
控制与管理理论、服务运作与管理等
多门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工程硕士和
企业培训班课程。而在担任运筹学与
服务科学研究室副主任和 IEEE 智能
交通系统等国际期刊副编等学术职务
之余，他还与国内外一些知名企业、科
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我的兴趣点
很多，物流、公共交通、医疗服务、零售
等，看似零散，本质上却都同属于服务
运作与管理，都是基于对‘人’的理解和
分析。这也是‘平行服务管理’的研究核
心。”

从虚拟到现实

“平行管理”这一概念，是由中科院
自动化研究所原副所长王飞跃研究员
提出的。该理念从对人的理解开始，将
人的差异性、行为和决策过程，以及在
环境中的互动都用计算机模拟出来，构
建虚拟的社会，称为人工系统。在这个
虚拟世界中，可以预先定义规则和环
境，虚拟人与现实人一样，在其中生长
生存。研究者通过推演虚拟世界在各种
条件下的变化，来辅助与之平行的现实

世界的管理和控制。
李乐飞认为，有些试验由于代价高

昂，如百年一遇的暴风雪下的北京交通
状况等各种极限条件，无法在真实社会
中实现，却能利用平行系统在计算实验
中轻易成真。当然，要自下而上地构建
虚拟社会，首要研究的自然是其最基本
的单元———人。“不论哪个服务领域，你
面对的都是人，如果对人的理解不够深
入，对人的行为不能作出判断，就不知
道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也就谈不上有
效的服务管理。”

从公共交通角度，在“973”课题“大
城市交通拥堵瓶颈的基础科学问题研
究”中，李乐飞参与到中科院自动化所
复杂系统实验室与清华大学联合组成
的第六课题组中，负责其中子课题的人
工公共交通系统研究部分。通过立足于
乘客立场分析影响其出行决策的原因，
继而针对公交网络优化、公交与地铁网
络的协调配合等问题，建立起一个“人
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目前已能做 10
万乘客规模的计算实验。“将来，我们还
可以考虑交通系统与应急系统、危险品
运输、物流，甚至与经济影响的关系等，
使其日趋完善。”

2010年，他又成功申请到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支持，开展起“面
向连锁零售业的平行服务管理”研究。
该项目与中石化北京石油公司联手，以
其加油站的易捷便利店为背景，试图对
顾客的购买行为和习惯进行深入研究，
以完善其消费环境，并支持企业在零售
服务方面的持续创新。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
阶段，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实现国民
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
措，李乐飞认为，将平行管理理论和方
法应用到交通、医疗、零售等服务领域，
有望真正辅助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预
见未来”、科学决策，最终实现为社会创
造价值、为百姓贴心服务。“假如哪天人
们去便利店，感觉到环境更舒适，商品
更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假如人们去医
院，发现不用像以前一样辛苦地排队挂
号；假如在路上，人们能够顺畅地出行，
这就是我们价值的实现。”

驰骋绿色化工领域的领头人
———记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马淳安教授

平行服务管理：
服务生活优化生活
阴张婷

长期以来，由于矿产资源开发等生产
建设活动，挖损、塌陷、压占等破坏了大量
土地资源。资料显示，国外土地复垦率一
般为 70%～80%，而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土
地复垦率还不到 10%。因此，对于中国这
个土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加强土地复
垦工作，对于有效缓解人地矛盾，改善被
破坏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树志是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环境
保护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我
国煤炭行业知名的复垦和环保专家。他提
出了矿山测量和三下采煤专业向矿山生
态重建与土地复垦方向拓展的战略思路，
开拓了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及水土
保持技术新领域，为我国矿区土地复垦事
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复垦研究的领路人

李树志 1982年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
至今，一直奋斗在矿区复垦科研与咨询工
作的第一线。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不仅让他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让他的荣誉之树结
出了最耀眼的果实。
李树志承担并完成了煤炭部“六

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塌陷区造地复
田综合治理研究”，这是我国第一个复
垦研究项目。他首次提出了煤矿塌陷治
理基本途径，并在随后的课题研究中完
善和拓展了煤矿塌陷区复垦和生态重
建途径，形成了煤矿塌陷区治理技术和
理论体系；在开采损害防治、土地复垦

与生态重建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开创
性工作；首次提出塌陷区矸石、粉煤灰
充填和回填地基加固处理技术，具有创
新性并有很大实际工程应用价值。
李树志组织完成了国家农业开发

项目“唐山市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示范
工程”，其成果使复垦技术途径在国内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随后李树志将工作热情投入了采

煤塌陷区景观再造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技术研究中，将开采损害防治学和景观
生态学理论结合为一体，从矿区景观生
态恢复和景观重建的角度，实现了大面
积区域性采煤塌陷区的景观生态再造，
并提出了在景观生态恢复的同时实现
塌陷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体系，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作为负责人，李树志承担了国家
“863”项目“采矿塌陷区生态修复关键
技术研究及示范”，目前已顺利结题并
获得了省部级奖励。他用高新技术研究
土地复垦，主要解决矿区水、土及生态
环境污染问题，使复垦技术有了新的突
破。
作为主要负责人，李树志还承担着

国家“十一五”课题“采煤沉陷区土地复垦
与农业生态再塑技术开发与应用”、“采煤
沉陷区土地复垦地基处理与工程建设技
术开发”和“煤矿塌陷区复垦环境监测与
评价技术研究”，项目由煤炭、冶金和有色
金属行业共同承担，并于 2010年 11月获
验收，在推动土地复垦技术和环境保护
技术方面有重大意义。
另外，李树志还参与了国家《土地

复垦规定》、《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
垦技术标准》、《土地复垦方案编写规
程》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及煤炭行业《环保
发展规划》起草，从软科学研究方面推动
了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行业的发展。在该
专业领域所提出的工程技术理论均已在
开滦、兖州、淮北、皖北等矿区进行了应用
和推广，推动了我国煤炭资源开采与采煤
塌陷治理、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新型矿区建
设的技术进步，社会效益巨大。

矿区变了才是真正的成功

李树志从来就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

人，他要把研究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现
实，他要用矿区的变化说话。李树志致
力于矿区土地复垦，已为国内其他多个
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解决了许多技
术难题，尤其是城市与工业发展用地问
题上。
如今的唐山南湖生态城，可谓是绿

树成荫、湖水清澈、景色宜人，看着眼前
这一切，谁能相信这里以前竟然是一片
面积达 20平方公里的塌陷区呢。开滦
这个有着上百年采煤史的城市，也因此
变成了一个人迹罕至、杂草丛生，城市
生活和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污水任意排
放的大垃圾场。从 1994年开始，李树志
带领唐山研究院为南湖区的整治提供
了技术服务和支持，对没有建设价值的
采沉区、垃圾场、废弃地进行了全面的
综合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多年的塌
陷区生态化建设，不但美化了城市，而
且带动了唐山市的城市建设发展和棚
户区的改造，形成了著名的唐山南湖生
态城。
河南省焦作市在塌陷区复垦工业

园区投资 3亿元后才发现该区不适宜
复垦建设用地，这让整座城市的复垦工
作成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面对挑战，
李树志没有退缩，而是带领唐山研究院
迎难而上。他为该区提供采空区地基稳
定性评价、采空区处理、抗变形设计等
一条龙服务，解决了技术难题。焦作市
现已建成 30万平方米工业园区。
接下来的日子，李树志的复垦工作

更是捷报频传，喜报连连。
在安徽省淮北市采煤塌陷区治理工

作中，与有关单位协作，已建立商品住宅
区 6个，工矿企业 10多个，最高建筑物达
19层，总建筑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
山西省晋城市、长治市等矿区的塌陷

地建设抗变形建筑达 20余万平方米……
李树志就像一位最优秀的魔术师，

总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总是能够向废
弃的土地要效益。
已经取得了成功的李树志一点也

不敢懈怠，因为他知道还有很多的土地
复垦难题在等着他解决，还有很多废弃
土地在等着他来改变……
每每想到那些土地复垦后的样子，

李树志的微笑就会从心底漾出来。

敢把旧貌换新颜
———记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研究院测
量所所长李树志
阴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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