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19年 6月 27 日 星期四
主编 /肖洁 编辑 /王方 校对 / 何工劳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我们的火电厂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煤粉
飞扬、机器轰鸣的场景很不一样？”申能集
团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总经理施敏笑着
说。在这个被称为“外三”的火电厂里，高高
伫立的大烟囱既看不到烟气也见不着水汽，
即使靠近发电机组也没有蒸腾的热浪，低头
看到的地板甚至光亮得能照人。

“我国的能源禀赋一直讲富煤缺油少
气，这意味着我国的能源绿色发展一定是多
维度的。一方面要拓展清洁能源的利用比
重，另一方面也要推动煤电高效清洁发
展。”施敏说，“外三就是要算好煤电的这笔
清洁账。”

节能：一度电煤耗 276 克的世界纪录

“外三一年的发电量在 100 亿千瓦时左
右，每发一度电创造的煤耗纪录是 276 克。”
看似简单的数字，在业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
义，煤电行业素有“10 克煤耗、一代技术”的
说法，指的就是生产一度电使用的煤耗每降

低 10 克，就意味着一代技术的革新。
而外三自 2008 年投产后便连续刷新纪

录，2011 年供电煤耗创造了 276 克 / 千瓦时
的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率先冲破 280 克 /
千瓦时最低煤耗整数关口的电厂，而彼时全
国平均供电煤耗是 330 克 / 千瓦时。

外三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若按
2011 年全国平均供电煤耗水平计算，相当
于外三发一度电可以节约标煤 54 克，按照
当年外三发电量 125 亿千瓦时折算，同样的
发电量，外三可节约 67 万吨标煤，减排二氧
化碳超过 170 万吨。

2016 年的国际电力大会上，外三被授
予“全球清洁煤领导者奖”，当年外三电厂平
均煤耗水平是美国先进电厂的 85.7%，氮氧
化物排放水平仅为其五分之一。

减排：火电厂的烟囱既没黑烟又无白雾

对于火电厂来说，烟囱干不干净很关键。
2014 年《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刚执行

的时候，曾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火电排放
标准。其重点地区执行的特别排放限值分别
为：氮氧化物 100 毫克 / 立方米、二氧化硫 50
毫克 / 立方米、烟尘 20 毫克 / 立方米。

减排压力之下，外三发电厂 2018 年全
年平均排放数据为：氮氧化物 12.56 毫克 /
立方米、二氧化硫 10.67 毫克 / 立方米、烟
尘 0.82 毫克 / 立方米，远优于新国标的同
时，甚至好于燃气轮机的排放标准。

“节能的同时做到减排其实并不容易。”
施敏坦言，“随着环保标准日益提高，如果只
是‘1+1’简单地增加环保设施，并不考虑机
组自身的创新升级，火电厂反而会开始陷入
高投入、高能耗、高运行费用的困局之中。”

“广义回热技术”“零能耗脱硫技术”
“节能高效除尘系列技术”“节能型高效全
天候脱硝系列技术”“冷凝法烟气除湿减排
技术”……外三这几年来开展了一系列节能
增效减排的技术创新措施，其中“冷凝法烟
气除湿减排技术”分别在两台机组实施，成
功实现了低能耗消除白色烟羽的工程效果。

未来：降低煤耗、支持绿电在路上

外三在节能减排上的不懈探索造就了
一座“最清洁”的火电厂，而外三这笔清洁账
的影响力也走出厂区、辐射到全国。目前已
经先后有多家大型火电集团决定采用“外三
方案”进行技术改造，这将覆盖全国六分之
一的发电能力。

外三发电厂的上级单位申能集团正在
安徽淮北建设一台 135 万千瓦的新机组，而
这台机组的预期煤耗是 251 克 / 千瓦时，这
将打破外三保持多年的供电煤耗纪录，成为
中国煤电清洁高效发展的新标杆。

“时代总是不断进步发展的，火电未来
的方向也绝不囿于节能减排。”施敏表示，以
上海为例，电力用能中新能源的规模正逐年
扩大，西部地区丰沛而清洁的风电、光电正
源源不断地参与到城市用能之中，“火电厂
不仅要做电力生产者，更要当好电网服务
者，为绿色能源消纳、电网峰谷调节起到支
撑作用”。 （据新华社）

发现·进展

一度煤电背后的清洁账

简讯

中科院院士包信和
获第六届纳米研究奖

本报讯 6 月 23 日，第十四届中美华人
纳米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
学校长、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研究员包
信和因在纳米限域催化研究领域的杰出贡
献而获得了第六届纳米研究奖。

包信和长期从事新型催化材料的创
制和能源清洁高效转化过程的研发，在催
化基础理论的发展和新催化剂开发、应用
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纳米研究奖每年评选一次，表彰在纳米
研究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并推动纳米学科发
展的杰出科学家。 （刘万生石瑛）

国家授时中心与加拿大公司
完成GNSS卫星联测

本报讯 6 月 20 日凌晨 2 时，中科院国
家授时中心与加拿大托特公司 GNSS 卫星
联测任务正式启动，联测任务持续 6 天共逾
40 小时。本次任务旨在验证各国 GNSS 卫
星信号的全球服务性能。

国家授时中心导航与通信研究室信号
质量评估小组利用托特公司 46 米天线和国
家授时中心昊平观测站 40 米天线进行同步
观测，共同开展多个 GNSS 数颗卫星观测、
数据采集及信号质量深度分析工作。本次
联测采集数据可作为验证各 GNSS 系统性
能的重要依据，将有效支撑 GNSS 兼容与
互操作信号等相关国际工作。 （张行勇）

第八届金博奖广州启动

本报讯日前，在 2019 穗港澳成果转化
基金与生态体系建设高峰论坛上，第八届金
博奖评选活动在广州正式启动。

据悉，金博奖是鼓励和表彰博士群体创
新创业的赛事平台。今年金博奖以“生态·
价值”为主题，将在全国 13 个城市举办城市
赛、在加拿大举办海外城市赛，全球范围内
寻创新成果、树创业典范、传科技价值，并为
获奖项目提供更为广阔的服务对接平台。

（朱汉斌）

肠道微生态与免疫系统研究
工具书发布

本报讯 近日，国际儿科医学组织“欧洲
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协会”第 52 届
年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会上，学术出版
机构 Wiley 与达能纽迪希亚共同发布了聚
焦肠道微生态与免疫系统的研究工具书《生
命早期的微生物家族》。

该书提出，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的健康发
育是促进免疫系统成熟的重要方式；同时，益
生元、益生菌等“微生态家族”在婴幼儿免疫
系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赵广立）

6 月 26 日，
在山东省枣庄市
台儿庄古城中学
的禁毒教育基地，
民警向学生介绍
新型毒品的种类、
特征和危害。

当日是第 32
个国际禁毒日，各
地开展禁毒主题
教育，增强人们识
毒、防毒、拒毒的
意识和能力。

新华社记者
高启民摄

中科院广州生物院等

发现增强谷氨酸激酶
活性可杀死结核菌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苗玮昱）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
与健康研究院张天宇、刘劲松团队与广州市胸科医院、深圳市
第三人民医院以及瑞典奥尔巴诺瓦大学等单位合作，发现增强
而非抑制谷氨酸激酶（GK）活性可杀死结核分枝杆菌（Mtb）。该
研究首次报道了小分子增强而不是抑制代谢酶的活性可成为
潜在抗结核病（TB）药物的新策略。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细胞
化学生物学》。

TB 是由 Mtb 引起的致死性疾病。“近年来，随着耐药 Mtb、
Mtb 与 HIV 共感染以及其他免疫力下降人群感染 Mtb 不断增
加等，TB 死灰复燃。为此，研发高效、低毒的新型抗 TB 药物迫
在眉睫。”张天宇说。

研究人员发现 GK 可能成为抗 TB 药物的新靶标。新的喹
啉类化合物 Z0930/Z0933 以前药的形式起作用。其活性形式通
过与脯氨酸竞争结合 GK 增强而非抑制 GK 的活性，可以破坏
脯氨酸合成通路的反馈抑制，进而影响电子传递链，导致产生
过多的活性氧，从而杀死 Mtb。突变的 GK 活性不受化合物
Z0930/Z0933 的影响，从而导致 Mtb 可以忍受较高浓度这类化
合物。GK 的突变点 A226S 可能位于 Z0930/Z0933 结合位点。

该研究揭示了 GK 可能成为抗 TB 药物的新靶标；靶向
GK 的化合物等经过优化、改造可能开发出具有新机制的抗
Mtb 候选药物；基于靶标的抗 TB 药物发现策略，不应仅仅是筛
选抑制剂，酶活性增强剂同样有望成为新药。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记者丁佳）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员薛飞团
队日前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非特定形状纳米样品单体磁化过
程的实验测量。研究团队提出并实现了一种新的纳米样品转移
组装方法，使用一台自主研制的动态悬臂梁测磁装置，成功观
测到纳米颗粒样品中的单磁畴变化。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应
用物理评论》。

研究团队实现的纳米样品转移组装方法，能够可靠地将任
意形状纳米样品有效转移至用于超灵敏扭矩探测的微纳悬臂
梁上。使用该技术，研究团队成功探测到了直径小于 100 纳米
的单个纳米样品中的磁畴翻转，比商业振动磁强计灵敏度好
1000 万倍。

据了解，动态悬臂梁测磁装置利用灵敏悬臂梁，测量样品
磁性变化时伴随的样品角动量变化。其工作原理的特点对待测
样品的形状和导电性均没有特殊要求，因而是一种极具应用潜
力的小样品磁表征技术。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

实现纳米样品单体
磁化过程测量

本报讯（见习记者谷双双记者陆琦）日前，采用基于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的群感受野技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
授方方课题组揭示了视觉拥挤效应的神经机制。相关成果发表
于《当代生物学》。

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群感受野技术的最大优势是能
够获得大脑里每个体素的群感受野位置和大小的信息，分离对
不同视野位置反应的体素，精准地考察不同视野位置上刺激的
激活。采用这一技术，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早期视觉
皮层 V2 的群感受野大小在视觉拥挤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群感受野越小，拥挤效应越弱。

“此次研究使用神经科学的方法首次直接验证了过去关于
视觉拥挤效应发生机制的最重要假设，并且确定了 V2 是视觉
拥挤效应发生的关键脑区。”论文第一作者何东军说。

几乎所有视觉刺激都可能引发视觉拥挤，在弱视、黄斑变性、
阅读障碍等多种临床疾病造成视觉功能损害后更显重要。何东军
表示，深入探讨视觉拥挤效应的神经机制不仅可以增强研究者对
视觉系统进行物体识别机制的理解，而且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北京大学

揭示视觉拥挤效应的
神经机制

本报讯（记者黄辛）6 月 26 日，软科发
布 2019“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2019 年
排名覆盖 54 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
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五大领域。

此次排名的对象为全球 4000 余所大
学，共有来自 8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 余所
高校最终出现在各个学科的榜单上。中国内
地共有 233 所高校上榜，上榜总次数 2001
次，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与去年相
比，中国内地此次上榜高校数量和上榜总次
数分别增加了 15%和 18%，均有一定提升。

美国大学在各学科排名上仍然占据
绝对优势，在 35 个学科中夺冠，上榜总次数
达到 4808 次，其中哈佛大学占据 14 个学科
榜首。中国内地高校表现强劲，在 10 个学科

位列世界第一，分别是清华大学（通信工
程）、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
程）、武汉大学（遥感技术）、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
工程）、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江南
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和中南大学（矿业工
程）。其中江南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和中
南大学的矿业工程是首次占据世界第一。

从中国内地高校的上榜学科分布数量
来看，浙江大学是上榜学科次数最多的高
校，共计 46 个学科上榜。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分别以 44
次、43 次、41 次和 41 次上榜数排在全国前
五。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有 11 个学科

跻身世界前十，是中国内地高校中进入前
十最多的高校。此外，北京大学有 32 个学
科跻身世界前一百，成为中国内地高校中
百强学科数量最多的高校。

中国内地高校在工学领域表现强势。
在 15 个工学学科的世界五十强中，中国
内地高校的数量超过 10 所，分别是仪器
科学（20 所）、纳米科学与技术（17 所）、化
学工程（16 所）、能源科学与工程（16 所）、
材料科学与工程（15 所）、交通运输工程

（15 所）、矿业工程（15 所）、船舶与海洋工
程（14 所）、通信工程（14 所）、控制科学与
工程（13 所）、生物医学工程（13 所）、机械
工程（12 所）、冶金工程（12 所）、航空航天
工程（10 所）和遥感技术（10 所）。

2019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

本报讯（见习记者池涵）近日，由中国科
协调宣部主办的首期“科学麻辣烫”活动在
北京举行，主题为“来了，中国 5G”。

5G 的价值是什么？工业和信息化部通
信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张新生认为，5G
是一项通用目的技术，与 4G 的区别不仅仅
是速率的提升。通过和其他新的数字技术相
结合，5G 将带来技术和产业的颠覆式发展，
促使产业链剧烈调整、利益重新分配。5G 是
变革世界连接、计算与通信的网络平台，能

够深度挖掘并满足垂直行业发展需求，与垂
直行业融合发展，构建网络生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胡坚波
认为，5G 具有三大场景指标，即高带宽

（eMBB），高可靠、低时延（uRLLC），高密
度（mMTC），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平
台，可以为自动驾驶、智慧城市、工业制造、
VR/AR、远程医疗等多个行业领域赋能。

胡坚波也认为，5G 三大场景指标在一
个技术点上同时实现很困难，但通过软件

定义方式，即服务器切片技术可实现不同
的逻辑架构，“不同切片满足不同场景、行
业的需要，切片技术可能成为 5G 应用中
非常关键的基础”。

谈及资费，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黄秀清认为，按包月计算，5G 由于拥有
流量优势，单位流量价格不会上升，反而下
降。同时提高效率意味着节约成本，在市场
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推动下，5G 流量单价会
随着网络普及和用户需求增长进一步降低。

“科学麻辣烫”解读 5G价值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张嘉漪课题组
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徐文东、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彭慧胜课
题组合作，开发了一种有形状记忆功能的多点光遗传刺激器
件，用于选择性刺激颈 7 神经束，精确诱发不同束组支配上肢
肌肉的活动，对加快颈 7 互换手术后瘫痪上肢功能更快更精准
的康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相关研究成果 6 月 26 日在线发表
于《自然—通讯》。

脑卒中、脑外伤或脑瘫引起的大脑半球损伤会导致患者的对
侧上肢痉挛性偏瘫。该研究融合了临床医学、神经生物学、材料学，
针对临床治疗难题进行创新研究。研究团队开发的刺激器件由多
个 miniLED 组成，器件植入颈 7 神经后，通过不同的空间分布选
择性刺激神经束的不同位点，引起肩关节、腕关节、肘关节和指
关节中不同的动作。团队进一步将多点刺激器件植入到颈 7 神
经切断缝合的小鼠上，通过多点刺激诱导不同的上肢动作。

专家表示，这项研究为促进左右颈 7 神经根互换手术后的
精准康复提供了新的策略，并有望应用在神经外科和神经科学
研究等多个领域。

相关论文信息

复旦大学

提供瘫痪上肢
精准康复新策略

本报讯（记者黄辛）6 月 25 日至 26 日，以
“新型短波红外焦平面及前沿应用”为主题的
第 326 期东方科技论坛在上海举行。

打造智慧城市，大力发展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产业，离不开红外传感器智能的“眼
睛”。中科院院士匡定波、中国工程院院士方
家熊等与会专家建议，应该利用目前的高新
技术产业功能平台，聚集短波红外核心人才
和产业开发资源，抢占新型短波红外核心芯
片技术制高点，积极发展“中国红外芯”。

近半个世纪以来，短波红外技术发展迅
速。由于其高识别度、全天候适应、微光夜

视、隐秘主动成像、光学配置简便等突出特
征，在航天遥感、考古鉴别、军事侦察、公共
安全、工业检测、医疗诊断等领域以及日常
生活方面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会议执行主席、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
基础科学研究院教授罗宏杰呼吁加强光电
技术在文物保护上的转化应用，让文物保护
更加“耳聪目明”。

“文物也像人一样会生病，而水是最主要
的‘病源’。”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
研究院院长黄继忠在报告中称，2000 年，敦
煌莫高窟有一半壁画感染了“壁画中的癌

症”———酥碱病，这是由潮湿环境造成壁画中
大量氯化钠聚积并不断溶解、结晶的病症。

为了给壁画“治病”，首先得知道“病灶”
在哪儿，光电技术由此引入文物保护，其中
能够利用室温景物自身发射的热辐射成像
的红外技术尤为受人关注。黄继忠告诉《中
国科学报》，文物保护最重要的是“皮下”2~3
毫米的区域，红外技术解决了两大难点，一
是成像，即识别文物内部结构缺陷及水分分
布情况；二是光谱分析，即对文物的彩绘颜
料、胶料、蚕丝纤维等进行分析判断。

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龚海梅介绍，InGaAs 是一种
III-V 族直接带隙半导体材料，因具有体系稳
定、工艺兼容、室温工作和良好的抗辐照特性
等优点，成为高灵敏度、低功耗、小型化、高可
靠性短波红外系统的理想选择之一。

作为一种新型短波红外探测技术，In
GaAs 探测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中科院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联合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
究所等单位，在高性能短波红外 InGaAs 探
测器的研发中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不断
提升探测器组件的规模和光电性能参数，形
成了多种规格、多种系列的产品。如开发的
256×1、512×1 等线列焦平面探测器已经
在食品检测中发挥重要作用，320×256、
640×512、1024×128、4000×128 等探测器
组件在高光谱、微光夜视、特种气象条件下
成像中发挥重要作用。

视点

擦亮短波红外技术的“眼睛”
院士专家在第326期东方科技论坛上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