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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燃煤污染困局

技术发明要着眼于社会需求，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技术研发当然要
瞄准中国社会需求，特别是国家战
略性需求。高翔和项目团队围绕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
应用”而进行的技术研发正是如
此。多年以来，高翔和他参与领导
的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向煤炭
清洁利用技术的研发上，致力于大
幅降低燃煤电厂的污染气体排放。

对此，高翔解释说，从能源储
量结构来看，煤炭是中国重要的基
础性能源，其探明储量占全国已探
明化石能源资源储量的比例超过 9
成；从能源消费结构上来看，虽然
新能源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不
断加大，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煤

炭仍将是中国消费的主要能源；从
绝对消费量来看，中国每年消费的
煤炭约占全球总煤炭消费量的一
半，燃煤电厂消耗煤炭量占全国年
消费量的“半壁江山”；从社会后果
来看，由于煤炭大量长期消费累积
效果和重化工发展的工业机构，导
致空气污染日益加重，局部地区出
现雾霾锁城等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
题，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

带来不利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降低燃煤电厂

的污染气体排放，对中国实现煤炭
清洁利用、打赢蓝天保卫战、保障
能源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已成
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翔和项目
团队正是瞄准这一战略需求，通过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技术，来降低燃
煤电厂的污染物排放，推动能源行
业的绿色发展，也让人们重新审视
煤炭这种人类使用数千年的能源，
发现其清洁高效的另一面。

20多年积累成就清洁燃烧

数千年来，人类对煤炭的利用
大体上是一个粗放的过程，燃烧过
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氮氧化物、颗粒
物、二氧化硫、汞、三氧化硫等多
种污染物，不仅导致区域灰霾等大
气复合污染问题，而且也加剧了温

室效应，使得全球气候变暖成为难
以遏制的趋势。对于高翔和项目团
队来说，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
无疑是在挑战一项世界性难题，同
时，他们还必须面对中国煤炭资源
特点所带来的特殊困难。

高翔表示，中国煤炭资源复杂
多样性是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必须解
决的问题。虽然中国煤炭分布范围
比较广，但是总体质量并不高。尤

其对于发电厂等类企业来说，高灰
份煤、高硫煤等劣质煤使用量大，
造成了燃烧特性和污染物排放特性
非常复杂。这就要求相关环保装置
必须符合中国“煤情”。另一方面，
燃煤电厂通常面临负荷变化频繁的
运行环境，这对清洁利用装置的运
行适应性和可靠性提出了很高要
求。同时，从成本上来说，煤炭清
洁利用技术和装备既要高效又要低
廉，也就是说必须“质优价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翔和
项目团队凭借2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
积累，在前辈科学家多年探索的基础
上，向着世界最前沿领域挺进。他们
依托能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2011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平
台，在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持续
支持下，成立了产学研用团队，经过
长期深入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发明了
整体协同优化与智能调控的多污染
物高效协同脱除超低排放系统。该
系统攻克了高效率、高适应性、高可
靠和低成本等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
污染物超低排放。

对高翔和项目团队的发明及创
新成果，有关方面总结了 3 点：一
是发明了多污染物高效协同脱除集
成系统，研发了燃煤机组超低排放
新工艺，实现了燃煤机组主要烟气
污染物排放优于天然气发电排放标
准限值要求，引领我国燃煤机组超
低排放工作；二是发明了多功能脱
硝催化剂配方、催化剂制备及催化
剂再生改性等系列技术，解决了燃
煤机组高效脱硝难题；三是发明了
细颗粒物高效脱除技术，解决了颗
粒物的超低排放难题。简而言之，
高翔和项目团队的重大贡献在于创

造了一套超低排放系统，燃煤烟气
在短短的几十秒内，就能在其中通
过，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
物、汞、三氧化硫等多种污染物会
被过滤掉，从而实现超低排放。难
能可贵的是，这套排放系统价格十
分低廉，设备投资和运维成本匀摊
到每度电上仅增加约1分钱。

造福全国 泽被全球

2017年6月10日至9月10日，主
题为“未来的能源”的世界博览会在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在,
100 多个国家展馆中，中国展馆脱颖
而出。它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主
线，全面展示中国在传统能源转型、
新能源开发、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的新理念新成果。而在中国
展馆中，有一件展品堪称吸引参观者
纷至沓来、驻足审视的“明星”，它就
是高翔及项目团队提供支持的“超低
排放技术”展示模型。

“超低排放技术”展示之所以受
到参观者青睐，就在于其不是停留
在理论和概念中，而是已投入实
践并表现出优良的性能指标。“超低
排放技术”成果首先在小型燃煤锅
炉上实现成功应用。之后，在浙江
省政府支持下，浙江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在所属嘉兴嘉华电厂在役燃
煤机组上进行了超低排放的工程示
范。经权威机构检测，各主要污染
物排放指标均优于燃气轮机组排放
标准，是欧盟环保标准的 1/6，在
200多米高的烟囱上，几乎看不到烟
色。该电厂因此被国家能源局授予

“国家煤电节能减排示范电站”荣誉
称号。

“超低排放技术”得到迅速推
广。截至2017年6月，浙江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共斥资 50 亿元，完成对
46 台燃煤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超
低排放机组的总容量达到 2600 万千
瓦，可实现二氧化硫减排 2.6 万多
吨，氮氧化物减排1.3万多吨，粉尘
减排 7200 余吨。在国家发改委、能
源局、环保部等多部门合力推进
下，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在
全国展开。截至 2017年 6月，“超低
排放技术”在燃煤机组和中小型热
电机组上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1 亿千
瓦。全国可采用这项技术的燃煤机
组接近 6 亿千瓦。根据浙江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公布的数据，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后，污染物排放

浓度与国家排放标准相比，二氧化
硫排放降低 83%，氮氧化物排放降
低50%，颗粒物排放降低67%。

“超低排放技术” 在实践中表
现出的优异性能指标使得高翔和项
目团队被赋予更多责任。他们牵头
或参与制定了 10 多项相关国家标
准和机械行业标准，全面提升了燃
煤污染治理技术及装备水平，推动
和支撑了国家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战
略的实施。不仅如此，“超低排放
技术”还赢得了国际认可，获得了
一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国际专
利，而发表的 100 多篇学术论文也
在国际同行中产生强烈反响，为全
球解决燃煤污染问题提供了过硬的
中国方案。

新华社兰州1月 22日电 （记者刘能
静、马莎） 赵永平在乡村教书育人已有14
个年头，这些年他眼看着身边的同事纷纷
进城工作，而自己也不得不与在城里教书
的 妻 子 分 居 两 地 ， 但 赵 永 平 还 是 稳 稳

“扎”在乡村学校。
村里有人说：“这个小伙子真‘怪’，别

人都往城里跑，他却一门心思留在农村。”
赵永平不是“怪”，他也有过矛盾和挣

扎，但让他下定决心留在农村的原因，是这
里让他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城里人才太多
了，农村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赵永平说。

赵永平是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
镇崖湾村人，2003 年从临洮师范学校毕业
后，他来到了官营学区嘴头小学执教。

当时乡村学校条件很差，但赵永平就
是农民的孩子，这点苦对他来说不算什
么。当和他同时当老师的年轻伙伴们开始
想方设法往城里走时，赵永平迷惘了：

“自己还要坚守在农村吗？”
随着眼界的开阔，他开始认真审视起

乡村教师这个职业：“我现在做的是一件
很有价值的事。”赵永平发现，农村很多
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好的教育，甚至
愿意远离家乡去陪读，走的人越多，乡村

就愈加衰落。比起优质教师资源扎堆的城
市，农村是真正需要年轻教师的地方，

“留下一个孩子，就能拯救一个村子。”赵
永平说。

“我感觉乡村学校对一个地方的作用
太重要了，正是有了小学生们上学的身
影、学校里的广播声，整个村子才不会单
调，才会生机勃勃。学校就是乡村文化的
一扇窗口。”赵永平说，“而乡村老师就是
这种文化的传播者。”

这份对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牵
绊”着赵永平。现在他开始现身说法，感
染起身边的其他教师：“我经常跟他们拉
家常，说农村空气好，和城市比阳光更灿
烂、环境更怡人，待遇也和城里差不多。
多讲讲做乡村教师的优势嘛。”

的确，乡村教师的待遇正在不断改善。
据定西市安定区教育局介绍，2017年全区共
为 171所乡村学校的约 3160名教师发放了
1130多万元生活补助，一名乡村教师比城里
老师一月能多出约1000元左右的补贴。

赵永平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挺满意，
“虽然我曾经矛盾过，但现在很快乐，因
为我觉得不管在哪里，给学生讲课就是最
幸福的事。”他说。

本报电 （记者陈振凯）
北大青年 CEO 俱乐部近日在
京 召 开 以 “ 相 信 奋 斗 的 力
量”为主题的首届年会，以
迎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

在年会上，北京大学校友
会执行副会长邓娅，北京大学
校友创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李咏梅受聘为俱乐部顾问。

北大青年 CEO 俱乐部由
北 大 青 年 创 业 校 友 发 起 成
立，是国内有影响力的青年
创业组织。

北大青年 CEO 俱乐部首
届理事长、北京爸爸的选择科
技有限公司 CEO 王胜地，结
合在企业发展中的观察和思
考，向创业者们发出了“奋斗
不已 青春无悔”的号召。

会上，来自医疗健康、科
技金融、教育、大数据、人工智
能 等 不 同 领 域 的 北 大 青 年
CEO 们聚集一堂。来自美因
基因、悟空租车、火星人俱乐
部、安远科技等公司的近20位
CEO 代表以“我的创业梦”为
主题，分享了创业经验和对行
业的观察与思考。

为建设美丽中国解“燃煤之急”
——解读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项目“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只有不清洁的技术，没有不清洁的能源。”浙
江大学教授高翔和项目团队用实际行动对这句话进
行了生动诠释。他们围绕“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课题，历经多年研究，终于摸索
出一整套领先世界的清洁燃烧技术并成功付诸实
践，把煤炭这种一直以来被视为严重空气污染之源
的“黑色”能源改造成环境友好型的“绿色”能
源，为人类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和大气环境保护
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刚刚举行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高翔和项
目团队也凭借在“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
及应用”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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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平：乡村知识传承“火炬手”

近日，美国简斯维尔市教育局考察团走进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第 38 中学，观摩该校书
法、机器人和航模等课程。图为简斯维尔市教育局副局长思美立与学生一起写春联。

（人民视觉）

近日，美国简斯维尔市教育局考察团走进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第 38 中学，观摩该校书
法、机器人和航模等课程。图为简斯维尔市教育局副局长思美立与学生一起写春联。

（人民视觉）

图为浙江嘉兴嘉华电厂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技术示范工程。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图为浙江嘉兴嘉华电厂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技术示范工程。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官网）

图为超低排放技术亮相阿斯塔纳世博会。（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官网）

图为高翔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留影。 （百度网）图为高翔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留影。 （百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