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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初举行的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一项名为“人造板连续平压生产
线节能高效关键技术”的林产工业项目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对于公众来说，
这项技术具体内容无疑是颇为陌生的，然而
它与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各
种健康、质优价廉的家具等生活生产用品，
而且带动中国人造板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更重要的是，利用该技术生产的人造板质优
价廉，可以实现对传统木材产品的高效替
代，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绿色资源和环境。
该获奖项目科研团队的领衔者就是中国国家
生物质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林
业大学副校长杜官本教授。

1985年 7月，22岁的杜官本从南京林学
院毕业，或许出自所学专业上的原因，这位
来自湖北潜江的青年，选择到林业资源异常
丰富的西南边疆省份云南工作，此后他扎根
在那里一奋斗就是35年。这期间，他始终专
注的就是一件事——人造板研究，从他的第
一篇重要论文到第一个项目，再到第一个重
要成果，都与人造板有关。杜官本敏锐地意
识到，随着全球森林资源日益减少，人造板
替代传统木材产品是大势所趋，人造板工业
因节能高效环保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选择，
前景必然可观。

上世纪90年代，刨花板企业或严重亏损
或破产倒闭，为彻底扭转刨花板工业的颓
势，杜官本联合企业开展产学研攻关，围绕
定制家居工业的需求，通过突破降低刨花板
甲醛释放量和提高刨花板尺寸稳定性两个技
术难题，显著提高了刨花板使用安全性，使
刨花板成为定制家居主要基材。随着定制家
居的迅猛发展，刨花板需求量快速上升，传
统间歇式生产技术的产能制约瓶颈凸显。在这种背景下，
杜官本团队与合作方一起推出刨花板连续平压生产线配置
方案，使用全球供应链对生产线 60台套设备进行优化配
置，降低生产线配置成本50%左右，显著降低了刨花板工业
生产成本。为提高人造板生产效率，项目组研发了穿透式
蒸汽预热技术并开发生产了配套装置。杜官本带领团队围
绕连续平压生产线20个环节的工艺参数进行集成优化，实
现了连续平压生产线制造过程节能、生产工艺高效、产品
性能环保的目标。该项目成果为中国人造板工业供给侧结
构调整和生产技术升级改造提供了实施方案。2015年以
来，连续平压生产线已占全国新增产能的80%以上，相关企
业经济效益显著。

在20世纪末，国内外人造板行业开始广泛使用低摩尔
比脲醛树脂胶黏剂，但低摩尔比合成技术导致固化时间延
长、生产效率下降。针对这一缺陷，经典合成理论缺乏合
理的解释，工业界也缺乏应对的技术路线。杜官本带领团
队从基础研究入手，建立了基于量子化学计算研究甲醛系
列树脂合成反应机理新方法，系统更新完善了甲醛系列树
脂合成反应理论，发现了脲醛树脂合成路线中后期添加尿
素导致的去支化效应，揭示了低摩尔比脲醛树脂性能劣化
和效率下降的本质原因，发明了高支化结构改造等系列技
术方法，攻克了低摩尔比脲醛树脂性能劣化和生产效率降
低的技术难题，为大幅度降低人造板甲醛释放量提供了技
术方法和路径选择。

依托杜官本团队的技术支持，云南新泽兴人造板有限
公司兴建了“人造板节能高效生产工艺及配套装备”，自
2016年2月正式投产后，已成为年产20万立方米的示范生产
线，配置成本降低30%以上，单位能耗降低30%以上，产品优等
率超过98%。到2018年年底，国内十余家企业复制了该示范
生产线。团队的主要成果已在全国15个省市的39家企业实
现推广应用，相关企业 2016 年至 2018 年实现新增销售额
41.3亿元，新增利税6.2亿元，新增利润5.2亿元。连续平压
生产线如今已占全国新增产能的80%以上，在行业内竖起了
标杆旗帜，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严谨勤勉治学为杜官本赢得了一系列荣誉，除了2019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之外，他还作为第一完成人，
与合作方以“防潮型刨花板研发及工业化生产技术”获得
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也是当年度中国木材科技
领域获得的唯一国家科技奖项。2018年11月，他作为第一
完成人的节能环保型连续平压刨花板制造成套技术及工业
化项目摘得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9年1
月，杜官本作为第一完成人的甲醛系列树脂人造板胶黏合
剂合成与应用项目获得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30多年如一日，杜官本耕耘人造板领域的初心不改。今
天，他依然在人造板创新领域向更高的科技高峰奋进，为呵
护绿色中国，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着。

（李福源 王德凤 刘永钦）

施展破冰绝技
空前抵近陆缘

从2019年10月15日起锚，开启南极
科考首航大幕，“雪龙 2”号如何与“雪
龙”号联手进行破冰实战、完成向科考
站运送货物，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
点。此前，“雪龙 2”号作为中国首艘自
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其优异的破
冰性能为人们所熟知和称道：船艏、船
艉双向破冰，能够在1.5米厚冰环境中连
续破冰航行，可实现极区原地360°自由
转动，突破极区 20 米当年冰冰脊……
然而这终究是设计要达到的性能指标，
在极地严苛的环境中，这些性能指标能
否从理想转化为现实呢？大家拭目以待！

终于，属于“雪龙2”号的破冰高光
时刻到了。11 月 19 日约 16 时，南纬 66
度 5分，东经 75度 23分，距离中国南极
中山站约 200 海里处，大块密集的浮冰
出现在“双雪龙”面前。“雪龙 2”号作
为开路“先锋”行驶在前，“雪龙”号紧
随其后，沿着新开出的水道顺利前行。
为确保安全，两船之间必须保持一定距
离，然而正是这距离给后面的“雪龙”
号带来了麻烦，前面刚刚开出的水道迅
速被堆积的乱冰块冻住，“雪龙”号自己
的破冰能力有限，无法前进只得等待接
应。“雪龙 2”号闻声立刻调转船头，轻
轻松松地把浮冰打散，再次把水道拓得
更宽，引导“雪龙”号继续向岸边靠
近。经过约 4 天破冰奋进，“雪龙 2”号
和“雪龙”号船队到达南纬 69 度 21.6
分，东经 76度 21.6分，距离中山站只有
10公里，该处已经是冰层非常坚厚的陆
缘固定冰区，大大缩短了直升机吊运物
资的距离，极大降低了海冰卸货的风险。

科考队抓住时机，将一批物资成功
转运至陆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物资
中包括 3 辆每辆重达 24 吨的重型雪地
车，它们曾数次被运至南极，但是由于
破冰能力有限，“雪龙”号的卸货位置距
离岸边太远，无法转运陆上，只得将其
带回。这次成功运抵，实现了多年的夙
愿。回顾这段卸货经历，本次南极科考
队领队夏立民表示，抵近到这么理想的
位置卸货，没有“雪龙2”号优异的破冰
性能，这是难以想象的。他介绍说，中
国科考队之前卸货位置距岸边远得多，
比如，上次科考时的卸货位置距离中山
站44公里处。

“雪龙 2”号的南极首航寓试验于实
战之中，同时也安排了专门的破冰试验

科目。11月26日，“雪龙2”号开展艏向
破冰、艉向破冰、冰中回转等多项实
验。对试验结果，夏立民介绍说，经过
实际验证和专家团队对海冰物理性能的
分析、验证、换算，最后认为“雪龙 2”
号的破冰能力能够在 1.5 米冰厚的情况
下，破冰航速达到 2.6 节 （在全功率破
冰、冰厚1.57米、冰强500KPa的条件下
航速可达到2.6节），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初露科考锋芒
尽显设计优势

超强的破冰能力是更好进入南极陆
缘冰区和南极大陆、建设科考设施、开

展科考的重要条件之一，“雪龙 2”号携
手“雪龙”号无疑开创了中国南极科考
新局面。一方面，成功实施大规模机械
和物资转运，使得科考站物资补给更为
充裕，特别是科考装备得到进一步补
充；另一方面，科考队可以更好开展各
项科考工作并实现多项新突破，其中包
括首次实现激光雷达协同观测、首次对
艾默里冰架区域自主航空调查、在长城
站所在菲尔德斯半岛进行多要素航空遥
感观测、在泰山站开展空间环境和天文
自动观测等。

“雪龙”号继续表现出良好科考性
能，科考队以其为依托开展阿蒙森海—
罗斯海调查。在为期 1 个多月的考察期
间，科考队共完成 9 条断面 58 个站位的
全深度、多学科综合调查以及 3 个区块

的地球物理调查；布放深水潜标 1 套，
开展了 35小时水下机器人试验，完成了
3540 平方公里水深资料空白区的全覆盖
海底地形勘测；获取了总长 68公里，17
个百米深度剖面的海洋环境数据；首次
进入阿蒙森海冰间湖区，完成 12个站位
的综合调查，发现了阿蒙森海冰间湖为
侧纹南极鱼产卵场和育幼场。

“雪龙 2”号的科考能力初露锋芒，
科考队以其为依托，首次实施了宇航员
海综合调查。在为期 1 个多月考察期
间，科考队行程 5000 海里，完成 9 个断
面 83个综合站位的调查作业；回收潜标
2套、布放4套。科考队首次获取南大洋
11 个站位的中层鱼标本 286 尾，采集了

中国南极科考史上“最长柱状沉积物”，
长达 18.36 米，对揭示南大洋与气候变
化、南极海冰与生态系统、南极底层水
形成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对“雪龙2”号在宇航员海调查期间
的表现，夏立民认为，充分展现出其作
为专业极地科考船的优异性能，特别是
船体中间的月池设计。与“雪龙”号是
由破冰船改装而成科考船不同，“雪龙
2”号是瞄准极地科考需求，进行高水平
专业化设计的，专门为科考作业设置了
月池，可从船中部通向海里，方便设备
布放、回收和取样。可以有效避免浮冰
区作业面临的海冰干扰问题。作为现代
化综合性极地科考平台，“雪龙 2”号的
表现可谓卓越。其在宇航员海的奔忙和
取得的业绩成就了中国南极科考的一个

个高光时刻。

修复文化遗产
彰显大国责任

南极事业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
南极科考是人类认识与和平利用南极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实践之一。在本次科考期
间，中国科考队员一如既往地奉行开放
精神，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执
行与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10余
个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其中最引人瞩
目的是在罗斯海阿代尔角执行南极重要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项目。

阿代尔角是南极罗斯海入口最北端
的半岛，地理环境独特，是世界上最大
的阿德利企鹅的聚集地，有超过 100 万
只企鹅在该地繁衍栖息。海岸边分布着
著名的历史建筑：3座小木屋。其中两座
被称作“博克格雷温克小屋”，由住宿屋
和仓库屋组成，由挪威探险家率领英国
探险队于 1899年建造，是人类在南极大
陆上修建的最古老的建筑，目前保存比
较完整。另一座被称为“北方团体”小
屋，由英国探险家维克多·坎贝尔率领探
险队于1911年建造，破损比较严重。

3座小木屋记录了人类探索南极一段
英勇的历程，成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对其加强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积极参与
其中，两年前执行第 34次南极科考任务
时，中国科考队员协助新西兰有关方面
在阿代尔角建立了旨在保护博克格雷温
克小屋的临时营地。

本次科考期间，“雪龙”号在停靠澳
大利亚霍巴特港时，将阿代尔角项目物
资先行运送上船。随后，“雪龙”号在执
行恩克斯堡岛新站考察任务期间，派出
直升机将 4 名新西兰考察队队员和部分
物资从新西兰斯科特站接运上船，共同
前往阿代尔角执行国际合作项目。

2 月 12 日上午，中国考察队员乘坐
直升机从“雪龙”号起飞，抵达阿代尔
角作业地点开展前期准备。随后，考察
队开始通过直升机进行物资吊运。经过
12个小时连续奋战，中国考察队协助新
西兰考察队队员成功完成了全部任务，
包括物资卸运、场地平整、住舱固定
等，协助保护、修复历史文化遗址等。
中国考察队员的鼎力支持赢得了新西兰
同行的称赞和尊敬，此次极具历史文化
内涵和充分展现国际合作精神的作业成
就了本次南极科考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双雪龙”南极首秀的高光时刻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双雪龙”南极首秀的高光时刻
本报记者 张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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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科考任务后调整航线直接回
国，靠岸14天前就每天两次测量记录
体温，听随船医生深入详解疫情防控知
识，入境先进行排查和核酸检测，停泊中
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没有鲜花气球
和迎接的家人，科考总结和汇报以视频
形式远程进行……这些都是中国南极科
考队员从遥远的冰雪大陆归来时第一次
遇到的新情况，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的背景下，他
们带着丰硕的南极科考成果万里归来。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中国第36次
南极科考队搭乘“雪龙”号和“雪龙
2”号虽然奋斗在遥远的冰雪世界，但
是他们时刻牵挂着国内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方式
为国内各界抗疫加油、祝福；另一方
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科考工作中，圆
满完成了各项科考任务，成就了“双雪
龙”南极科考首秀的多个高光时刻。

杜官本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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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察队员协助新西兰同行开展南极阿代尔角历史文化遗产修复施工。新华社发中国考察队员协助新西兰同行开展南极阿代尔角历史文化遗产修复施工。新华社发

入汛以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工务段利用
全站仪、无人机等开展隐患排查，确保汛期铁路安全。

图为技术人员近日操作无人机在成都市蒲阳河1号桥，
准备进行铁路桥的隐患排查。 新华社发

“双雪龙”携手抵近至距离中山站10公里处，考察队开始在冰面进行大型机械和物资转运作业。
图为每辆重达24吨的重型雪地车被调运至冰面，之后向岸上转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