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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科学院
年度团队

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
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这一直是
崔崤峣的奋斗目标。她放弃工作了 8年
的英国牛津大学，加入中科院苏州生物
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奋战在高端医疗
装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前沿阵地。

在科研工作中，崔崤峣身先士卒，
带领团队开展数百次方案论证、工艺
优化，进行数千个样品试制测试，攻克
了医疗超声设备“卡脖子”技术即超声

换能器核心部件研制，突破高性能复
合材料压电换能器多参数融合模型设
计和精益加工难题，形成多结构 / 材
料 / 工艺 / 功能的微型超声探头完备
研制体系，研制了用于血管等体内探
头和系统样机，指标达国际水平，具备
了核心部件产业化能力。

崔崤峣坚持党建与科研相融合。研
制超声内窥镜时，关键工艺换能器切割
工艺长达六七个小时，样品测试时常到

凌晨。崔崤峣与团队党员逐一谈心，组
建党员突击队，采用接力棒方式，一周
内完成近 20轮切割，改进了微小复杂
结构切割和焊接工艺，在米粒大小器件
上实现了头发丝一半粗细的连线。

崔崤峣还带领团队多次赴中小学
做科普讲座，参加地方主办的“赛先生
说”科普活动；带领支部与贫困村共建，
参加团中央“春雨润六一 团情暖童心”
活动，资助贫困留守学生。

赵景柱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探索、
践行“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
统”理论，推动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他高瞻远瞩，开创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跨越式发展局面，创建中科
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1992年，赵景柱作为我国政府专家
代表团专家组组长，赴巴西里约热内卢
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负责协调
起草《中国 21 世纪议程》，提出了我国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领域
与实现路径，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
个发布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国家。

2006年 3月，赵景柱接受中科院党
组筹建城市环境研究所的重要任务，在
一片“沼泽荒滩”开始了“从 0到 1”的研
究所建设，一干就是 15年。他甘为人
梯、默做“孺子牛”，大力引才、大智识
才、大胆用才和无私荐才，培养院士和
国家及省部级杰出人才数十名。

赵景柱在他人眼中是个不折不扣
的“拼命三郎”。2021 年 4 月，赵景柱
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连续低烧 40 多
天，但他仍然坚持完成了中科院“美丽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先导专
项项目的中期评估工作。再继续工作
了两个月后，他被同事送到医院接受
诊疗，住院期间仍坚持工作，于一个多
月后不幸离世。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
了忠诚与尽责。

年中国科学院年度人物和年度团队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自 2015年起，聚焦人工合成淀粉
与二氧化碳生物转化利用，开展需求导向的科技攻关。所长马延
和亲自挂帅，集聚大连化物所等所内外创新资源，加强“学科—
任务—平台”整合，实现各方科研力量的有机融合和高效协同。
根据项目研究需求进行人才布局，组建了包括马延和、蔡韬、王
钦宏、朱蕾蕾、江会锋等科研人员在内的、当时平均年龄仅有 30
岁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团队，充分发挥各成员学科优势与技术特
色，实行“项目制”管理，集中力量攻克难题。

在这种开放、集成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下，团队成员为做
一件事、一个目标、一个任务，深耕六个春秋，于国际上首次在
实验室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相关成果在线发表
于《科学》。

研究团队采用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从头设计出 11
步主反应的非自然二氧化碳固定与人工合成淀粉新途径。这
一人工途径的淀粉合成速率是玉米淀粉合成速率的 8.5 倍。
按照目前技术参数推算，在能量供给充足条件下，理论上 1 立
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 5 亩土地玉米种植
的淀粉年平均产量。
相关成果使淀粉生产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

产模式转变成为可能，并为二氧化碳原料合成复杂分子提供
了新技术路线。如果未来该系统过程成本能够降低至与农业
种植相比具有经济可行性，可能节约 90%以上的耕地和淡水
资源，同时减少农药、化肥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人类粮
食安全水平，促进碳中和的生物经济发展，推动形成可持续的
生物基社会。

2005年，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开始建设离子探针实验室，布局高
精度微区原位年代学和地球化学分析
技术，由李献华领导建设了中科院第一
个大型离子探针实验室。

秉持“科学引领、技术先行”的理念，
李献华研发出多项国际领先的微区原位
同位素定年新技术新方法，耗时 3年，将
高精度 U-Pb同位素体系定年的空间分
辨率从传统的 10微米提高到 5微米；又
用了 10年时间，将离子空间分辨率进一
步提高到 <3微米的国际领先水平。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20年
12月，嫦娥五号月壤样品返回后，中科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迅速组建起由
李献华牵头的科研攻关团队。2021年 7
月 12日，第一批嫦娥五号月壤研究样品
发放后，李献华迅速率领攻关团队成员，
在样品到达研究所的第 53个小时就获
得了嫦娥五号玄武岩第一个定年数据，
两小时后又获得了第一个 H同位素数
据，第 7天完成全部预定分析任务。随
后，研究小组采用“封闭式”工作模式，对
获得的新数据进行解读、研讨和论文写

作，完成的 3篇研究论文同时在线发表
于《自然》。

李献华团队的研究结果揭示嫦娥
五号玄武岩形成于 20 亿年前，是目前
月球上确定的最年轻火山岩，将月球
上的火山作用结束时间延长了约 8 亿
年，刷新了以往对月球年轻玄武岩源
区组成和形成机制的认识，为今后的
月球探测和演化提出了新的科学问题
和研究方向，被国内外同行专家评价
为“改变了我们对月球的热历史和岩
浆历史的认识”。

“择一事而终一生”是李恒的座右
铭。60余年来，她奔走于高黎贡山等边
陲大山，耕耘于植物王国，鲐背之年仍
然坚守在科研一线。

高黎贡山和独龙江峡谷是我国面
向南亚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被列为全
球 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30
年间，李恒先后带队深入高山峡谷开展
大型综合科学考察 20余次，经历过身
患疟疾、摔下马背造成 3根肋骨骨折等
危机，却始终不放弃不松劲。

通过长期考察，她基本摸清了高黎贡
山和独龙江的植物种类，出版了一系列专
著。目前，我国有 26属 181种天南星科植
物，其中 41种都是李恒发现并命名的，她
也因此荣获国际天南星植物学会最高
奖———H. W. Schott奖。

重楼是重要的药用植物，是云南白药
的主要成分，其商业用量远超野生资源蕴
藏量，因此野生资源处于濒临灭绝状态。
20世纪 80年代，李恒带领团队对重楼属
植物开展综合研究，致力解决野生重楼资

源枯竭问题。她心系贫困山区的老百姓，
坚持科技助力脱贫，年过八旬仍多次前往
云南怒江等偏远山区举办知识讲座，指导
农民解决重楼种植技术问题；她独创的重
楼人工授粉技术显著提高种子产量。由于
李恒多年来在云南、湖北、湖南等地山区
推动重楼种植产业发展，因此被山区群众
亲切地称呼为“重楼奶奶”。

如今，已经 90多岁的李恒仍然坚
持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为高黎贡山和
独龙江的发展出谋划策。

2011年以来，王文涛和团队一直致
力于激光加速电子束品质与稳定性的
提升，期望在台式化自由电子激光的研
究中率先实现突破。团队所在的实验室
里悬挂着一幅标语———“加班奋战三百
天，不见出光誓不还”。他们做好了长期
艰苦奋战的准备，却没想到这场战役比
他们预估的还要困难得多。

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长期奋战
后，王文涛和团队通过显著提升激光

尾波场加速的电子束品质，并结合创
新设计的紧凑型束流传输与辐射系
统，于实验上首次实现了基于激光加
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放大输出，典型
激光波长 27 纳米，最短激光波长达 10
纳米级，单脉冲能量可达 100 纳焦耳
级，并通过轨道偏移以及自发辐射定
标等方法，证明了最后一段波荡器中
能量增益高达 100 倍。这是国际上首
次实现基于激光电子加速器的极紫外

波段的自发辐射放大输出，对于小型
化、低成本的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
的研制具有重大意义。

2021年 7月 22日，该项成果以封
面报道形式发表于《自然》。同期《自然》
和《科学》分别发表专栏评论，认为“该
成果是激光尾波场领域自 2004年‘梦
之束’报道以来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
果，将对同行科研人员产生重大影响，
是一项重大突破”。

王文涛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2021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创新人物

2021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先锋人物

赵景柱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首任党委书记

崔崤峣 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党支部书记

2021年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人物

李恒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塔里木沙漠公路等两大沙漠工程，
分别贯通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从线路优化、防沙设计到绿
带建设，徐新文全程参与工程的防沙治
沙工作。通过长期探索和科学试验，他
研发创建了流动沙地苦咸水滴灌造林
模式、活化沙丘免灌植被恢复模式，建
成了两条分别贯通我国第一和第二大
沙漠的“绿色走廊”，保障了两大沙漠工
程的安全，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作为沙漠工程勘察设计所所长和
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工程建设研究中
心主任，徐新文也对技术的成熟度、适
应性展开研究，提出基于技术展示、技

术培训、规划设计等多种形式组合的防
沙治沙技术推广范式。先后承担了塔里
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勘察设计、
南疆铁路巴楚段植树防沙工程方案设
计等规划设计 60余项，建成了新疆且
末、内蒙古阿拉善、山东东营等肉苁蓉
生态产业示范区，推进了研究成果的工
程化应用。

自 2006年起，徐新文致力于将中
国防沙治沙和生态建设的技术成果推
向国际。他研发了亚寒带中纬度荒漠草
原生态屏障建设技术体系，建成哈萨克
斯坦首都圈 23 公顷生态屏障示范基

地；创新 5 项非洲“绿色长城”建设技
术，成功建立 5 个示范基地；联合共建
泛非“绿色长城”技术研究中心、获批科
技部“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建设技术
示范型国际合作基地。

从新疆到中亚，由“死亡之海”到遥
远的撒哈拉，与风沙共舞、圆绿色丝路
梦。至今，徐新文从事沙漠研究工作已
有 35个年头了，他仍然坚守在沙漠一
线，不懈奋斗，继续带领团队不断创造
着中国的治沙奇迹。

徐新文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2021年 4月 29日 11时 23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我国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
造全面展开。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重大科研设施之一的多学科
科学实验柜的研制之路是一条从零开始的创新之路。

科学实验柜关键技术多、技术攻关难、试验验证难、研制时
间紧，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组织起一批青年骨干力量，成立了集
成技术中心，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到 30岁，很多是“85 后”“90
后”。10多年来，他们潜心钻研、不懈攻关，吃透每一个细节，不
知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对于整个团队
来说，陪伴最多的就是他们日夜守护的科学实验柜。

2020年 9月 30日深夜，完成空间站核心舱正样阶段测试
的 3个科学实验柜，陆续运抵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集成测试大
厅，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和测试，之后将和空间站
核心舱一起发射升空，在轨运营 10年以上，开展一系列科学实
验。虽是国庆、中秋双节假期，可集成技术中心团队依旧紧
张忙碌着，不敢有任何懈怠，因为工程总体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有 8.75天。

8.75天要完成百余台次、几百个工序的装配调试以及
数百个工况测试确认工作，这对于集成技术中心团队来说
是挑战更是压力。为了守住节点，他们昼夜奋战、争分夺秒。

随着空间站工程的推进，这支队伍逐步发展壮大，他们
的技术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攻坚克难能力
都在不断提升。集成技术中心党支部也将支部建设融入工
程任务，把急、难、险、重任务作为磨炼党支部组织能力建设
的“磨刀石”，让党旗在工程任务一线高高飘扬，让党员身份
在科技攻关一线熠熠生辉，锻造出助力载人航天工程的强
大引擎。

李献华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人工合成淀粉团队

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
空间站科学实验柜研制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