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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纯的好奇心而非功利心来驱
动，看似天马行空，实则暗合规律。“基
础研究来不得急功近利。”南京工业大
学化工学院教授、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研究员潘宜昌对此有着深刻
感受，他自2010年博士毕业以来，就致
力于“丙烯/丙烷分离过程”研究，10年

“冷板凳”，迎来一项化工关键技术的重
大突破。

丙烯是塑料制品以及最基础的化
学原料，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丙烯生产
国，产量占到全球市场的27%，如何打
破瓶颈，助力丙烯产量“再提升”，一直
是潘宜昌的科研追求。“传统的精馏技
术是利用被分离物质的沸点差异进行
分离的,而丙烯和丙烷的沸点非常接
近，相对挥发度仅为1.14，因此一般需
要在近100米高的精馏塔里实现分离,
能耗巨大。”他带领团队研究发现，金属
有机框架材料ZIF-8，作为结晶多孔材
料，孔径正好介于丙烯和丙烷的分子动

力学直径之间，因此制备致密无缺陷的
ZIF-8膜可以实现丙烯/丙烷的高效分
离，比起传统精馏塔分离技术，丙烯制
造能耗可降低近50%。以年产13万吨
的丙烷脱氢过程为例，只要两年半就能
收回ZIF-8膜的设备成本，据悉，这种新
材料分离膜如今已精确到2纳米，有望
规模化投产。

“10年间，我只做丙烯/丙烷的膜分
离过程。”在与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
80后潘宜昌教授的采访交谈中，他总
是三句不离“老本行”，“丙烯/丙烷分
离”这个关键词已经成为潘宜昌10年
科研中的焦点问题。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ZIF-8膜低成
本、低能耗，已经吸引了一些石化企业
的青睐，更好地服务于绿色化工行业
的发展，也一直是潘宜昌的科研初心
与梦想。十年如一日，他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等多
个科研项目中，在《先进材料》《德国应

用化学》等多篇高水平论文中，均指向
如何做一张能更高效分离、更大尺寸
的ZIF-8膜。

“从小试研究到中试开发，再到最
后的工业应用，都离不开基础科学研
究。”目前，潘宜昌带领团队正在开展
ZIF-8膜面积的放大制备,但仍然将基
础科学研究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他
说，“规模化制备ZIF-8膜的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膜裂纹与脱落现象，‘如何让膜
长得更致密’与‘如何让科研人走得更
远’有着同样的解法，那就是坚守基础
科学问题，在基础中积累点滴，在点滴
中实现创新与突破。”

“挖一口自己的深井”，潘宜昌的科
研观跟他的科研实践一样，他把他的科
研过程看成了一种承继与接续。博士
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的潘宜昌，身上有
股南工大化工学科强劲的向上力量，他
也把这种力量归功于一批先人前辈的
积累和引导，“一代化工宗师时钧先生

爱党爱国、严谨治学、甘为人梯的精神
一直熏陶着我们，在邢卫红教授的悉心
指引下，我们团队也在ZIF-8膜研究上
不断实现突破。”

近年来，潘宜昌入选江苏省六大人
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计划、江苏省青蓝工程
优秀骨干青年教师和江苏省优秀硕士论
文指导教师。人才培养，他更关注对学生
能力的开发，而不是一味强调成果，在他
看来，通过对学生思想上的引导和专业上
的点拨，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更
为重要。“我常对学生说，做研究不是最难
的，难的是做选择，在大量信息及各种干
扰和诱惑面前，科研人很容易陷入迷茫，
甚至做出错误的选择。”潘宜昌常常引导
学生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自主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他认为，科研中最
简单的、最纯粹的往往才是最深刻的，也
是最持久永恒的。

本报记者 王梦然
本报通讯员 朱 琳

潘宜昌：10年“冷板凳”，赢得关键技术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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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卫星的“养成”，
比养孩子更操心

自1989年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
后，陈忠贵到航天五院工作已有30个年
头，作为北斗三号卫星的总设计师，陈忠贵
从1997年开始就参与北斗工程的建设。

北斗就是陈忠贵的生活日常。在他
眼里，从设计制造到发射上空工作，一颗
卫星的“养成”简直比养孩子更操心。

压力大是工作常态，在陈忠贵看来，没
压力才是不正常的，“卫星到天上去是无法
修理的，如果在轨有问题，我们的办法很有
限，很多情况都是束手无策，这就逼迫我们
把卫星发射前和飞行入轨前的准备工作做
到最充分，决不能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

北斗三号的收官之星原计划6月
16日发射，此时很多中外媒体已经应邀
来到西昌。就在发射前夜9点左右，火
箭测试时发现一个阀门压力数据异常，
经过细致检查发现阀门新出现了一个细
小裂纹，凌晨3点多决定推迟发射。

作为负责卫星的总师，陈忠贵同样
感觉到压力很大。此时卫星已经吊“坐”
进了火箭，不能再往下拿，在火箭上的时
间必须延长，“这涉及卫星里的推进剂的
长期储存问题，我还是比较担心。”陈忠
贵说，“幸好，在我们火箭研制专家队伍
的努力下，很快就采取措施把问题解决
了。”在这段时间里，大家也没闲着，每天
都要监视卫星状态。一周之后，火箭将
收官之星发射升空，经过1541秒的飞
行后星箭分离，完美到分秒不差。

“我们做航天的要求是，任何航天
产品出问题都要进行问题归零和全面
质量复查，并在相关的产品和系统开展
举一反三，找出所有的隐患。”陈忠贵
说，北斗整个团队，从设计、研制到发
射，都力争做到三个零：“零缺陷、零故
障，零失误”，“另外，为了防止卫星在轨
遇到新问题，我们实现了在轨重构功
能，让软件系统可升级，软件经过地面
充分测试验证后上注到卫星上，相当于
给卫星装载了一个新的App。”

当卫星没有按照预期设想开展工作
时，这是大家最着急的时候。这样的情况
陈忠贵遇到过几次。“恨不得爬到天上去
看啊，可就算可以坐航天飞机去，这代价
比再发射一颗卫星上天大多了。”

2015年一颗北斗三号试验星，发射
上天后，一个通信天线在展开中没有到
位，“天线展开后是个抛物面，像口‘大锅’，
从传回的天线展开图像发现天线某个部
位皱了起来。”陈忠贵一看就明白，天线展

开有异常，这会导致通信性能下降。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后续卫

星研制还怎么往前走？”陈忠贵说，那段时间
每个人跟魔怔了一样，日常谈话经常冒个

“开”字，食堂吃饭碰个杯都说“开”，满脑子都
是天线。所有相关研制人员凑在一起，一遍
遍回放天线地面试验录像找原因。“在地面
上做了无数次试验。”陈忠贵笑着说，“后来按
照地面试验验证确定的办法进行在轨天线
处置，天线一下子全部展开了，大家当场就
拥抱在了一起，真有说不出来的放松！”这个
花了团队两个多月解决的难题，也成了国内
外在轨故障处置最典型的成功案例之一。

举国欢腾之时，
我们的心才落了地

“入得光芒北斗星”，从一颗星到满
天星，“中国星座搭建”背后是无数个平
凡的日日夜夜。北斗的建设过程虽然
漫长，而对于北斗人来说，每天感受到
的只有分分秒秒。

“北斗三号从2017年组网开始密集发
射，截至2018年的11月底，发射了19颗
星。有的卫星连续发射，不少成员就一直待
在基地。”陈忠贵说。在四川大凉山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团队多的时候70多人，最少的时
候40多人，大家有一个技术流程大图，上面
写着每天的工作，“每完成一个工作，我们就
会贴上一个小红旗。这样从上到下，所有的
人都能知道进度，按部就班往前走。”

今年春节前，腊月二十六，陈忠贵的
妻子从北京赶到了基地，和他一起留守基
地。“每天主要是检查下卫星的数据和状
态，有一些特殊设备需要定期监测和保

障，还要注意防范电缆沟可能会有小动物
闯入……”对于陈忠贵来说，守着这颗
GEO-2轨道卫星过年让他觉得安心。

6月23日上午，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
星成功发射，举国欢腾。“放松，心落地了，
没有问题，对我们技术负责人来说就是莫
大的幸福。”陈忠贵没有停歇，和几个团队
成员一起乘飞机赶到西安测控中心，监测
卫星入轨工作的最后一段路程。“当天卫
星还没有进入最终运行的轨道，我们要控
制卫星自主进入距地球3.6万公里的同步
轨道。”陈忠贵说，GEO卫星始终保持在地
球上空同一个位置，“我们取了谐音叫它

‘吉星’，经过变轨、在轨测试和试验评估后
交付用户使用，我们的工作才算完成了。”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
开通，在他看来更是一个开始。“反正接
下来还需更加精心。”陈忠贵笑着说，他
们要保证北斗系统接下来的长期稳定
运行，包括今后北斗技术的不断提升。

“北斗三号按照10-12年的设计寿
命，预计在2030年到2035年左右将是
一个替换期，需要重新研制。在这期间，
我们要打一些备份星，保证这个系统的稳
健性。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新的导航技术，
使北斗的精度越来越高。”陈忠贵说，目前
我们北斗的服务范围只在地球表面附近
范围，还没有覆盖中高地球轨道和深空，
包括室内、地下、水下等很多需求还有待
我们进一步的技术攻关。

万众一心，
让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万众一心，祖国才会繁荣富强。”

“要自主创新，超越自我。”在当天毕业
典礼的时候，陈忠贵充满感情地表示，

“北斗精神”融入到建设者的血液中，他
也希望能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只有靠自己，才能不受制于人。陈忠
贵对此深有体会，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实
现了七成左右的国产化，到北斗三号就实
现了全部国产化，通过艰辛的努力，长期
依靠进口的行波管放大器组件、微波开关
等关键产品实现了全部国产化，这些技术
对我们国家现代工业水平的提高有很大
带动作用。“比如南京一家企业做的行波
管功率放大器，功率从过去100瓦到现在
的200瓦，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前
连续工作寿命只有500小时，现在因为卫
星系统的要求一下子达到了25年。”

2007年4月14日，北斗二号卫星
导航系统建设计划中的第一颗组网卫星
发射成功。按照国际电联的相关规定，频
率资源申请的获得是有时限的，过期作
废。北斗二号导航系统必须在申请得到
认可的七年之内完成卫星导航信号在轨
向地面发播，否则就取消导航频率的优先
使用权，需要重新申请频率和开展相关国
际协调，实际上就是失去了我国发展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的最佳机会。

面对紧迫的研制任务，时任卫星副总
设计师的陈忠贵带领大家奋战8个月，不断
改进集成测试验证方法，一周“5+2”、每天

“白+黑”。2007年4月16日，在成功发射
的两天后，北京从飞行试验星获得清晰信
号，此时距离空间频率失效仅剩下不到4个
小时——正是这次壮举，有效地保护了我
国卫星导航系统的频率资源，拉开了北斗
区域导航系统建设的序幕。

“万众一心最终落脚点也是爱国，只
要大家齐心协力，没有干不成的事情。”陈
忠贵说，团队里有太多人默默奉献，有个
小伙子，母亲做个大手术都没告诉他。“说
孩子干的北斗事业是个国家工程，不能分
他的心。后来我们了解情况后，安排让他
去医院探望，他母亲又马上赶着他回去。”

“都说英雄出少年，二十多岁的年
轻人是最有创新优势的。”陈忠贵坚持

“以老带新，积淀传承”的团队建设理
念，和年轻人打成一片，被试验队队员
们亲切地称为“贵总”。工作间隙，他会
和年轻人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我是前
锋、后卫，什么位置都可以。”陈忠贵有
点小自豪，有时候他也会应年轻人要求
唱个歌，“我一般就喜欢唱刘欢的歌，特
别有精气神，其实歌词跟我们北斗还是
挺有关系的，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嘛！”

本报记者 杨频萍 摄影 戎毅晔

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陈忠贵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陈忠贵——

北斗北斗““铸星铸星””，，璀璨背后是平凡璀璨背后是平凡
9月15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开

学典礼上，航天五院通信导航总体部、

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陈忠贵穿

着雨衣，与学弟学妹分享新时代“北斗

精神”，“北斗系统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靠的是包括我们南航在内的400多家

单位、30多万参与者的攻坚克难和无

私奉献……”陈忠贵全程脱稿演讲，声

音比噼里啪啦的雨声更加铿然有力。

“出口成章，演讲完全不用稿子

啊！”会后记者专访陈忠贵时，有老师忍不住上前表达心声。陈忠贵坦然回道，

“稿子都存在手机里，想看时雨太大没法看。”北斗璀璨，北斗人却很平实。在

与记者的交流中，他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北斗导航团队的“铸星”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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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周公“治道”的历史经验 /陈相灵
域外观澜
65 近看国外工业旅游典范 /赵 宁
67 畅行无限的海牙自行车道 /陈 舒
紫金山
69 做好做足“理”的文章 /盛小伟
70 关心群众要无“微”不至 /钱立功
71 多些“时时放心不下” /侯天柱
锐词
72 伟大抗疫精神、行星计算机等一组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嘉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项目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9月20日，该债权总额
为82097.13万元。债务人位于南京，该债权由南京建工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季昌群、夏桂华提供担保（以嘉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南京市浦
口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及南京雨花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设置质押，南京龙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六合区龙津路商业
房地产设置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5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5天，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颜振宇、李雨
琪，联系电话：025-52680861，电子邮件：liyuq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观

星

即将到来的10月，“天象剧场”
大片云集。除了两次满月、四次“行
星合月”，“水星东大距”“猎户座流星
雨”“火星冲日”等多个天象奇观也将
陆续上演。

月亮当仁不让成为10月夜空中
的“主角”。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同
天，家国同庆之时，月亮自然分外美
好。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工程师胡方
浩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次满月的
时刻将出现在10月2日05：05。有
意思的是，10月的最后一天也恰逢
满月，此时月球将经过远地点，和超
级月亮相反，这次满月是今年最小的
满月。

今年10月还将有四次“行星合
月”值得期待。所谓“行星合月”，也
就是行星和月亮正好运行到同一经
度上，两者之间的距离达到最近。
据介绍，10月 3日将有一次“火星
合月”，当晚7点月球和火星一起从
东方升起；10 月 14 日是“金星合
月”，当天凌晨3点月球将和金星一
起从东方升起；10月 22日傍晚上
演的则是土星、木星“双星伴月”的
奇妙景象，届时在西南方，土星、木
星、月球将依次近似排成一条直线，
到了 23 日，月球将运行到土星一
侧，此时的月球、土星、木星正好构
成一个三角形；此外，到了10月30
日，“火星合月”还会再次登场。

神秘的水星将在10月1日迎来
今年的第三次“东大距”。胡方浩介
绍，水星是最靠近太阳的大行星，大
多数时候都淹没在太阳光辉中，只有
在大距前后一段时间才能在黎明（黄
昏）看到它的身影。如果天气良好，
当天傍晚6点可以在西南方寻找到
水星的身影。

平均每780天出现一次的“火
星冲日”，将于10月14日07:10上
演。所谓“火星冲日”，是指火星、地
球和太阳几乎排列成一线，地球位于
太阳与火星之间。此时火星被太阳
照亮的一面完全朝向地球，所以明亮
而易于观察。

有着“哈雷彗星”血统的猎户座
流星雨，预期将于10月21日迎来极
大。据介绍，哈雷彗星每76年就会
回到太阳系的核心区，其散布在彗星
轨道上的碎片形成了著名的猎户座
流星雨。观看流星雨并不需要任何
设备，只需找一片远离人造灯光的开
阔夜空，舒适地躺在躺椅上抬首望天
即可，当然前提是天气晴好。

本报记者 蔡姝雯
供图 视觉中国

10月“天象剧场”
大片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