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关颠覆性技术

鲍晓军团队贯通式研发的成果是“三代
催化裂化汽油加氢改质成套技术”，用于国
IV/V/VI清洁汽油生产。这套技术拿下两
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和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三代技术的成功研发不仅支撑了我
国汽油质量的持续快速升级和“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技术应用也已累计生
产清洁汽油调和组分超1亿吨，实现利润逾
200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大街上行驶
的燃油汽车，约每5辆中便有一辆车在使用
该技术生产的清洁汽油。

这套技术是如何诞生的？
时间拨回到 2008年。这一年 1月 1日，

北京率先在全国开始实行机动车国 IV排放
标准，为北京奥运会举办做准备。相较于当
时正在执行的国Ⅲ排放标准，国 IV标准下
的汽车污染物排放能降低近60%。

如此颠覆性的变化靠什么实现？答案
是清洁汽油。

清洁汽油的生产，简而言之，就是在催
化剂的作用下，使原料汽油中导致大气污染
物排放的硫、氮等杂质的含量和烯烃同步降
低，使其在汽车发动机中燃烧后排放尾气的
大气污染物含量降低。

但实际过程却是“道阻且长”。彼时我
国科研人员针对流化催化裂化汽油开展选
择性加氢脱硫技术的研究已有数年，但这种
创新式的研发异常艰苦。

“最大的挑战是颠覆性技术的基础研
究。”鲍晓军认为，“以往的研发多被看作是
单纯技术开发，但实际上，全新技术尤其是
颠覆性技术，如果缺少对整个过程基础原理
的深入理解，是不可能诞生的。”

时任中国石油催化重点实验室主任的
鲍晓军，从 1999年开始率团队开展清洁汽
油生产技术工艺原理、催化剂及反应动力学
等相关的基础研究。正因为有此番积累，他
在国家科技部 973计划项目和中国石油科
技攻关项目的支持下，从系列催化剂研发及
整体工艺流程设计入手，率团队研发出梯级
加氢脱硫成套技术，实现了催化裂化汽油中
不同硫化物的靶向脱除，在相同硫含量下产
品辛烷值比国内外同类技术高。

在鲍晓军等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汽油加氢改质技
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形成
了开发—应用—推广—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技术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油品标准亦
快速升级，仅用 10年时间走过了欧美国家

近20年的升级道路。

助攻石油化工产业战略发展

清源创新实验室（中国福建化学工程科
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是由福州大学牵头承
建的我省首批4家省创新实验室之一，整合
了我省 10多个化学工程领域的国家和省部
级科技创新平台，汇聚包括福州大学付贤智
院士团队在内的8支高水平科研团队，以科
研兵团之势，致力于突破前沿学科融合困难
和重大领域创新资源集成度不高等“痛点”。

建设省创新实验室，是省委省政府打造
战略科技力量的重大举措。作为实验室执
行主任，鲍晓军大力推进科研体制机制创
新，实验室研究团队也受益于自主灵活的协
同转化体制机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鲍晓军以实验室侯琳熙教授团队打破
国外技术壁垒的国内首款高浓度显影液联
合攻关为例介绍：“企业把研发中心和产品
测试模拟线直接建在实验室，与实验室科研
人员组成了紧密协作的研发团队。针对企
业反馈的技术需求与难题，实验室组织力量
与企业研发人员进行攻关，研发的产品马上
在模拟生产线进行测试。测试通过后，各大
面板厂家驻扎的技术服务人员，通过联系下
游企业进行实际应用上线测试，破解了科研
成果与产业应用‘两张皮’难题。现在，这个
项目已经投产了。”

而这个拥有 14 万平方米研究基地、
8000平方米中试厂房的实验室，自 2019年
成立至今，已与企业共建聚酯中试基地、
特种化学品研究中心，常驻科研人员近
400名。

“目前，实验室已经进入全面建设阶
段。我们瞄准催化科学与技术、合成材料、
精细化学品、环保与安全技术、过程与产品
工程等5个重点方向，组科研兵团，建‘转化
特区’。”鲍晓军表示，未来5年，实验室规划
投入30亿元，建成催化科学与技术等5个创
新中心，突破5项以上重大瓶颈技术并产业
化应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30亿元以上，带
动石化及关联产业增加值500亿元以上。

鲍晓军在开展清洁汽油生产技术升级
攻关的同时，还把研究领域拓展到关键催化
和吸附材料——分子筛材料，与企业联合攻
关，在南平邵武金塘工业园区建厂，其产品
将用于大气治理、烟气脱硝以及电子化学品
分离等。

“建好福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为福建
石油化工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提供支持，
这一辈子，我做好这一件事情就够了。”鲍
晓军说。

（来源：福建日报 记者：储白珊 原标
题：《“蓝天卫士”鲍晓军》）

鲍晓军，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8年），我国石油加工领

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现为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

清源创新实验室执行主任。

鲍晓军从事石油加工理论和技术研发已近30

年，在清洁汽油生产技术研发方面作出了创新性成绩

和贡献。他针对我国汽油质量升级各阶段面临的技

术难题，带领团队实施“催化剂—工艺—工程”贯通式

研发，研发出用于国IV/V/VI汽油生产的三代成套技

术，支撑了我国汽油质量的持续快速升级和“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催化裂化（FCC）汽油加氢脱

硫技术国内市场占有率超1/3，技术应用累计生产清

洁汽油调和组分超1亿吨，实现利润逾200亿元。

“我爱吃回锅肉，所以我用做这道菜来给你打比

方吧！”镜片后面，鲍晓军的眼睛笑成一条缝，闪烁着

光芒。紧接着，他变身为“鲍师傅”，双手在空中一比

划，开始做起“鲍氏回锅肉”：“你看这菜谱，包括需要

哪些食材、哪些佐料，需要使用什么锅具，还要有烹

饪步骤——开多大火、食材佐料谁先放谁后放、怎么

翻炒、炒几分钟出锅，这些咱们得全盘掌握，才能炒

出好吃的回锅肉呀！”停顿了两秒钟，他继续道，“炼

油也是这样，既要熟悉原料性质，又要掌握产品要

求，还要熟悉工艺流程和装备。我是研究催化剂的，

但如果我们只局限于精通催化剂这个环节，是炼不

出好油的。”

一个比喻，瞬间将“催化剂—工艺—工程”贯通

式研发这个专业性极强的介绍，变得通俗易懂。

鲍晓军教授作报告（图片来源：西北大学科学技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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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创建至今近 30 年，
我们每天都在变，不变的是创新，
始终以科技创新开拓数字世界

‘新大陆’。”新大陆科技集团
CEO王晶说。

20世纪 90年代，在“3820”战
略工程指引下，福州创业土壤日益
肥沃，创新大潮汹涌澎湃，新大陆
科技集团应运而生。1994年1月，
新大陆现任董事长胡钢、总裁王晶
等科技人才，从零起步二次创业。

“当时，我们非常苦恼，特别
希望听听习书记的建议。于是，
我拨通了市委工作人员的电话，
希望能在方便的时候找习书记作
个汇报。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就
回了电话，说习书记约我们晚上
去谈一谈。谈话中，习书记鼓励
我们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
坚持走下去。”王晶说。

这次见面坚定了胡钢、王晶
等人重新创业的信心。他们把企
业命名为“新大陆”，寓意从零开
始，在一片新的土地上拓荒、进
取、创业、创新。有感于“3820”战
略工程的前瞻性，他们确立了企
业“科技创新，实业报国”的发展
道路。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
心支持下，新大陆一步步成长起
来。从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建设助
力治理“餐桌污染”，到启动全国
首个“数字公民”试点为数字中国
建设添砖加瓦，新大陆始终不辜
负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2014年 11月 1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考察，肯定
了新大陆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创业创新故事，
希望他们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
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占领国际市场。

如今，新大陆已成长为一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
拥有物联网设备、系统平台及大数据应用全产业链能
力的数字化服务商，拥有国际领先、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物联网二维码核心技术、行业芯片设计技术，拥
有国家有效专利500多项、国外有效专利8项、软件著
作权600多项，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北京冬奥会上，作为国内金融支付终端龙头企
业，新大陆深度参与数字人民币场景建设，短期来华
的外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不必开通中国的银
行账户，就可以通过手机、手表甚至雪杖等移动设备
便捷兑换和使用数字人民币。今年4月，福州、厦门
等全国11个城市成为数字人民币第三批试点地区，
新大陆支持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来到福州人身边。

在工信部不久前公布的 2021年物联网示范项
目中，福建有 11个项目入选，其中新大陆占了 2个。

“开源鸿蒙中关键子系统的开发与示范应用”实现工
业扫码设备从芯片、操作系统、解码算法到软件“四
国产”的转变；“基于可信数字身份的智慧安防小区
管理系统”实现“刷脸”“刷码”的可信数字身份认证，
催生政府服务、群众生活全面迈入“可信数字身份+”
新时代。

当前，新大陆紧扣时代主题，助力“以人民为中
心”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在理念创新、科技
创新、治理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同步推进。王晶介
绍，新大陆紧密围绕“数字福州”加快建设数字应用
第一城，重点把握“数字福建”从电子政务向数字政
务转型的难得契机，聚焦发力“数字中国”向以“人”
为中心的数字治理转型升级，抢抓数字身份与数字
货币两大创新试点的产业机遇，以多年积累的技术、
人才、资源、经验，服务政务、社会和百姓，助力中国
的科技创新扬帆出海。

“创新只有进行时，我们将坚持‘3820’战略工程
思想精髓，用我们的技术和能力，为国家服务，为福
建省、福州市服务。”王晶说。

（来源：福州日报 记者：欧阳进权）

“此次获得三明‘麒麟山英才卡’，得到市委、市
政府的肯定，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我感到十分荣幸
和自豪。”三明市普诺维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郭尚
接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

谈到中国旋转模切行业，就不得不提起被业内
誉为“中国第一刀”的郭尚接。作为中国旋转模切技
术最早的开发者之一，他拥有“2016年国家科技创新
创业人才”等多项荣誉称号。

对于普诺维来说，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
是其做到行业顶尖的最大竞争优势。在郭尚接的
带领下，普诺维在技术领域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口罩一度告急。作
为国内专业从事旋转模切组件生产的企业，普诺维
公司临危受命，“跨界”生产口罩机核心部件——高
速口罩辊模，并为众多口罩生产企业改造高速口罩
生产线，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解决了新型口罩生
产的关键技术难题，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获得
工信部和省工信厅的表彰，被认定为“福建省抗疫
物资重点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普诺维在新的智能制造
项目通过在硬质合金空间曲线刀刃自动磨削技术、
反挠性变形技术、自动调压技术、过载报警技术等行
业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国内首次研发出高
速长寿命成人拉拉裤模切总成，实现了高速长寿命
成人拉拉裤模切总成的国产化。2021年，高效长寿
命成人拉拉裤O切总成被认定为省内首台（套）关键
技术装备。

如今，旋转模切已经广泛应用于家庭生活用纸、
妇幼卫生用品、医用敷料、印刷品后加工、皮革塑料、
金属箔膜等多个柔性材料制品行业。普诺维产品在

国内卫品行业中高端市场占有率
超过 60%，产品远销 2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每一个企业取得的成功，都
是辛勤耕耘后的结晶。“把所有
力量都用在一个点上，我们就一
定能越做越好，做到‘专、精、特、
新’，就能真正走在这个行业的
领先位置。”郭尚接阐述了普诺
维如何从 1994 年的一家传统机
加工小微企业，成为如今国内旋
转模切装备制造业的开创者和
领军企业之一。

研发团队是普诺维技术研
发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郭尚接认为，积极招揽
英才，增强研发团队的力量，对推动普诺维技术创
新发展至关重要。至今，团队已经先后承担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福建省区域重大科技
项目、福建省产业技术联合创新项目等 5项省、部
级重大科技项目，解决了无数的行业难题。企业研
发中心被认定为“省级研发中心”。

同时，普诺维也致力于完善公司的管理结构。“普
诺维是一个大家庭，只有把这个家庭的管理规则完善
规范好，才能为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舒适的公
司环境，让员工感受到公司的温暖。”郭尚接说道。

为了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普诺维实行总经理
负责制，建立了责、权、利相对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
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了完善和优化管理结构，
普诺维学习和借鉴了一些其他优秀公司的管理模
式，引进了一系列相关机制和体系：在优化股权结构

上，引入管理层和关键员工持股的股权激励机制；在
改进信息化管理水平上，引入CAXA协同管理和益
模制造系统。

目前，普诺维已先后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清洁生产认证、安全生产标准化认证，并先
后被认定为首批“福建省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和“福
建省两化融合示范企业”。

普诺维的“追光”创新之路，是28年来坚持创新
驱动、瞄准科技前沿、激发产业活力的生动缩影，是

“源于匠工，守护匠心”的工匠精神成就普诺维作为
中国旋转模切行业的“领跑者”。

“随着三明市人才新政的宣传和落地，期望越来
越多的优秀人才来到三明、扎根三明，助力企业向着
新的高度奋力跃升。”郭尚接说。

（来源：三明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林馨怡 三元
记者站：吴艺缤）

石油加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记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清源创新实验室执行主任鲍晓军

源于匠工 守护匠心
——记三明市普诺维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郭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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