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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

□ 本报记者 蒋明睿 蔡姝雯

技术的不断推进源自科学家的前瞻性视野。
在中国深空探测领域，有无数科研人员向着未来、
向着深空不断追问：我还能做些什么？南京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侯锡云就是其中之一。
多年来，他潜心前沿技术和理论研究，为中国深空
探测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初中时曾看到过一幅航空器轨道图，侯锡云
被这奇异的曲线深深吸引了。考入南京大学天文
系后，他于2008年顺利博士毕业。在毕业定未来
方向的岔路口，一个参与探月三期论证工作的契
机，把他“拉”到了深空探测的路上。

侯锡云回忆，当时结合回收场四子王旗的纬
度限制、再入角限制和探月三期的时间窗口限制，
计算出探测器按原计划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北半球
返回。发现这一现象时，侯锡云苦恼万分，下定决
心无论怎样也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团队经过反复
测算，最终从理论上解释了这一原因，并和有关部
门合作论证了从南半球升轨再入的可行性，重新
计算了发射和返回窗口。

这次的经历既是侯锡云科研路上遇到的小
“瓶颈”，也是他最为宝贵的经历之一。“从这以后每
当我遇到问题总会想着，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深空的未知带来挑战与乐趣，巨大的吸引力
也鞭策着侯锡云不断瞄准未来，他现在主要的研
究课题之一——双小行星系统就由此而来。

在我国对小天体还未形成探测计划之前，他
就前瞻性地考虑到随着我国深空技术的不断发
展，一定会对小天体探测技术有需求。“国家可能
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侯锡云介绍，太阳系中很
多小天体是双小行星系统，就如同缩小版的地月
系统一样，有着自己的卫星。但与地月系统不同
的是，这些小天体形状不规则，而且相互距离很
近，带来的问题是系统动力学的复杂特性和建模
困难。因此他提出递推算法，将动力学演化模拟
计算速度较前人的算法至少提高了两个量级，这
种算法已经被 NASA 的双小行星工作小组的任
务论证工作直接采用。

科研工作千头万绪，除了做“新”，还要做
“好”，如何改进技术、提供优化方案也是科研工作
者的工作重点。

下一步，火箭小推力变轨必然成为趋势，侯锡
云已开始接触电推进工作。他告诉记者，之所以
要做电推进，是因为比起目前火箭推进使用的固
体、液体燃料，电推进系统的比冲很高，能大幅减
少航天器的燃料携带量，为有效载荷提供更多空
间，是未来深空推进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此外，侯锡云正为我国近地天体撞击风险分
析预警系统提供轨道方面的核心算法支撑。在目
前的小行星数据库中，人们对直径百米量级的小
行星了解还不足。小行星又因为体积小、亮度暗、
速度快等几个特点难以监测，一旦与地球发生撞
击，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等观测到飞向地球的小
行星再有所行动肯定为时已晚，关口前移，做我国
自己的预警系统，加强监测和定位、主动防御刻不
容缓。”侯锡云说。

如今的侯锡云成绩斐然：他迄今为止发表SCI
文章50余篇，主持国家级项目6项，参与天文联合
重点、863重点、973项目各一项，作为主要完成人
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航天项目二十余项。但他坦
言，科研路上也曾短暂迷茫过，“但这么多年看下
来，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正确的。”因为是根据自己
的兴趣选择的方向，也就有了能坐得住“冷板凳”的
毅力，成绩则是随着坚持自然而来的礼物。

作为一名博导，侯锡云仍然很谦虚，他说自己
只是领域里的后辈，要继续跟着前辈们的步伐不
断在深空探测路上前进。但同时他还想叮嘱自己
的学生：“希望大家明确自己的方向，不要浪费时
间，做好人生规划。分清楚工作和娱乐的主次，把
握最纯粹的这段研究生生涯，好好科研，争取做出
更多贡献。”

瞄准科学方向，未来是星辰大海

南大教授侯锡云
为中国深空探测贡献力量

科技
先锋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张宣 王拓

李爱民：
破解“卡脖子”难题，
打造绿色低碳“集团军”

科技如何点燃长江大保护的“绿色引
擎”？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李爱民教授有多年科研攻
关和成果产业化的丰富经验。

自“十一五”起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水专项
淮河项目以来，南京大学技术团队围绕流域
点源、面源污染控制与河湖生态修复研发了
一批先进技术装备，积累了流域污染治理与
管理的丰富经验，相关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南大还以国家有机毒物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依
托，在长江沿线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建设多
个政产学研平台，不断求解大江大河的绿色

“方程式”，推动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如今，位于秦淮新河河畔的曹村泵站，池
水清澈见底，昔日的“臭水沟”不见踪影，这正
是李爱民教授团队承担的一项环保治理工
作。在曹村泵站前池水环境提升项目中，团
队示范使用了高效脱氮树脂一体化装置和同
步脱氮除磷装置，这是一项以团队技术成果
为基础，依托新型研发机构平台开展二次开
发与集成应用的创新成果。

“这项成果是以‘磁性树脂技术+同步脱
氮除磷技术’为核心，适用于城市污水与污染
水体深度处理与再生利用的高效经济技术。”
李爱民告诉《科技周刊》记者，该项技术正在
大展拳脚，破题城市“黑臭水体”的顽疾。

治污技术虽是“良方”，但扬子江生态流
域的保护修复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不可能靠一
两剂药方就能一劳永逸。李爱民告诉记者，
扬子江流域占江苏境内面积的 36%，经济贡
献力却高达 80%，是中国经济发展基础最
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但是随着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综合治理难
点也较为突出。

扬子江流域产业结构偏重化工，“重化围
江”现象亟需破题。“长期以来扬子江流域呈
现基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高投入、高消耗
和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还比较困难。
世界化学品产能 40%在中国，中国 46%在长
江，长江的近一半在江苏；长江沿岸化工园区
76 家，江苏就占 34 家。在 GDP、人均 GDP、
地均 GDP、城市化率等经济发展指标方面，
扬子江流域相较于长江上游和中游两大城市
群（成都都市圈和武汉都市圈）而言相对较
高，与上海大都市圈、环杭州湾大湾区以及粤
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发达城市群相比差距不
大，但万元GDP工业固废、工业废气、工业废
水、工业取水量、工业用电量等指标与上述相
比都相对较高，说明扬子江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较高，也说明经济与环境、资源、能源
的关系最为紧张，工业文明下的增长特征明
显。”

李爱民告诉《科技周刊》记者，近两年来，
面对破解重化围江、污水治理、生态安全等

“卡脖子”技术难题，扬子江中心牵头组织加
盟研究所进行技术攻关，集中形成一批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为高水平绿色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目前，在加盟研究所共同努
力下，微界面强化反应技术、eDNA精准生物
监测技术、撬装式无泥芬顿催化氧化技术、工
业烟气超低排放及资源化技术、活化过硫酸
盐土壤修复技术、电触媒合金阻垢技术、基于
工业环境下微生物细胞集群效应的新型生物
发酵技术等一批绿色技术已较为成熟，服务
于国内外诸多应用场景。

截至 2020 年底，中心已集聚南京市 44
家新型研发机构，吸纳 17 家为正式研究所、
15 家为预备研究所、12 家为工程化研究中

心，与 12 家龙头企业共建龙头企业创新中
心，与 8 个单位共建绿色技术示范基地。依
托加盟合作新型研发机构，中心连接了20家
境内外高校和34个国家级科研平台，集聚了
近30名中外院士和千余名科研人员。

2020年度，中心32家加盟研究所营业收
入近 5 亿元，合同科研总额超 4 亿元；孵化企
业648家，产值6.35亿元；引进企业319家，产
值 5.3 亿。截至 2020 年底，32 家加盟所累计
申请专利1482件，其中发明专利845件；获专
利授权 366 件，其中发明专利 115项，打造了
一支系统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的集团军。

曹民雄：
同饮长江水，共护母亲河

“我是江西人，出生在长江支流赣江边，
在长江南岸成家立业，一辈子饮长江水长大，
建设维护长江为业！”在接受《科技周刊》记者
采访时，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河流海岸研究
所副所长曹民雄笑言。

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工程是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里的重大工程，也
是全国内河水运投资规模最大、技术和建设
环境最复杂的重点工程。2011年，该工程正

式推进，曹民雄作为技术人员也在这一年被
借调到该工程指挥部。

2019年，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
二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荣获2020年
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这项历经8年
努力的水运工程如今已产生了显著效益，长
江江苏段正式迎来深水时代。谈到该项工
程，曹民雄感慨良多。

“在一期工程的设计阶段，团队融入了生
态环保的理念，采取了生态保护的措施与方
案，导致预算偏高，在启动环节就被质疑。”曹
民雄说，按照传统的混凝土铺排和抛石方案，
成本较低，但是对长江里的底栖生物和滩地
植物造成严重影响。顶着被质疑的压力，曹
民雄和团队成员采取绿色生态结构、陶土等
亲水性材料，虽然成本高，但有助于生物群落
的保护与宽阔江面一抹绿色的保留。当专家
组验收一期工程时，水下工程周边游弋着小
鱼、接岸工程掩映在翠绿的芦苇中，江边高滩
区域水生植物生长茂盛，野鸭白鹭嬉戏穿梭，
工程结构物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2019 年底，我回到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正好院里组建创新团队，整合长江上研究
水利、航道港口、水资源、生态保护等专业研
究力量，组建了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创

新团队。”曹民雄说，创新团队成立一年来，已
获 2020 年度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首届创
新团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接受《科技周刊》记者采访时，曹民雄正
在和自己团队成员王永平博士交流位于泰兴
市的长江沿江化工园区尾水净化生态湿地构
建技术项目，展望“十四五”，他表示，他和团
队成员将推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支撑国家和行
业改革发展能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
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同时提高解决关
键技术难题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逐步解决
河流健康生态修复、水文水资源、水工程生态
保护、航道和崩岸生态化治理、绿色长江等方
向关键技术难题。

关醒凡：
为南水北调再尽一把力

扬州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南水北
调东线源头取水口，坐拥 81 公里长江岸线。
确保“一江清水向北送”，必须做好一篇水的
科技文章。2004年，江苏大学教授关醒凡在
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很荣幸赶上了南水北
调建设，能为南水北调工程做点力所能及的
工作，是我有生最大的愿望。”

十七年过去了，由关醒凡领衔的江苏大
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科研团队研发的系列
高性能低扬程泵水力模型，广泛应用于南水
北调工程东线一期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低扬程泵站和引江济淮工程，约占总数的
70%。

如今，已经84岁高龄的关醒凡依然惦记
着南水北调，他和学校团队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指导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南水北调东
线二期工程首个泵站二级坝站水力模型的研
发工作。

关醒凡是我国泵业泰斗、原机电部有突
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获

“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等各级奖项二
十余项，出版专著 15 部，为国家泵业培养了
大量人才。

在江苏大学，关醒凡有个“方格纸”的故
事广为流传。原来，他喜欢在办公室的墙上
画一个毫米单位的方格纸，然后抱着膀子看，
看了再画，画满了又重新换上一张。有人问
他在看什么，他解释说，是在脑袋里想象水在
叶片上怎么流动，“计算是基础，但是远远不
够，关键在于想象，要在脑袋里把流动的过程
展现出来。”

关醒凡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水泵魂牵梦绕
的人。南水北调刚开工的时候是21世纪初，
处于退休前沿的关醒凡全身心投入搞水力模
型研发，做起试验来就是没日没夜，根本顾不
上什么假期、双休日，经常是挑灯夜战，“不单
单是累人，主要是着急，试验结果不好的时候
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2006年，南水北调工程水泵模型同台测
试在天津举行，全国多家单位开发的、代表国
内最优水平的27个模型参加了实验，江苏大学
提供的系列水力模型同比速基本都排在前
列。鉴定委员会认为，江苏大学系列模型的综
合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同类模型的领先水
平。关醒凡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些和平时
的积累分不开。”

现在，由关醒凡领衔设计的水力模型，已
广泛应用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14个主泵站、
7 个支线泵站中，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总装机
102 万千瓦，按节省运行费用 5%计算，每年
可节省约1.75亿元。

“我很幸运，不仅赶上了南水北调一期，
现在还赶上了南水北调二期工程。”关醒凡表
示，只要学校需要，他还会继续参加工作，并
且全力以赴助力团队研发南水北调二期工程
新一代水力模型。

关醒凡说，自己一辈子主要围绕水泵做
了三件事：参与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出版

《现代泵理论与设计》并成为目前全国泵行业
主要科技参考书之一；面向全国开设水泵设
计培训班并延续至今。这位84岁的老人说，

“我这一生快要过完了，如果还能为国家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做点贡献，我也得到了最大的
安慰。”

长江大保护，看江苏硬核科技“天团”

长江，穿越了江苏8个设区市。在江苏，“一江清水，

两岸葱绿”是老百姓的期盼，也是长江大保护的时代答

卷。面对长江治理保护的一系列新老问题，水环境污染、

水生态损害、水资源短缺,江苏硬核科技“天团”大展拳

脚，用科技手段的加持,让长江沿江地区“岸上”更绿、“水

里”更清。

大图：前排左2为曹民雄
左下图：关醒凡
右下图：李爱民

清算注销公告
江苏师范大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经股东会决
议终止营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
清算，准备注销，请有关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
理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万松艳
联系电话：18752166899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解放路246

号文峰大厦209室
江苏师范大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清算注销公告
徐州科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经股东会决议终

止营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准备注销，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

登记手续。

联系人：万松艳

联系电话：18752166899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解放路246

号文峰大厦209室

徐州科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清算注销公告
徐州师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经股东会决议终

止营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准备注销，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

登记手续。

联系人：孙华

联系电话：13705205312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和平路 57

号4号楼320室

徐州师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6日

遗失 苏赣渔 02788 渔业捕捞许可
证，证号：（苏连）船捕（2018）HY—
100078号，声明作废。
遗失 苏赣渔 02286 渔业捕捞许可
证，证号：（苏连）船捕（2019）HY—
200343号，声明作废。
遗失 苏赣渔 02132 渔业捕捞许可
证，证号：（苏连）船捕（2017）HY—
100050号，声明作废。
遗失 苏赣渔 02588 渔业捕捞许可
证，证号：（苏连）船捕（2019）HY—
200263号，声明作废。
遗失 王国发渔业职务船员证书，
远 洋 一 级 轮 机 长 ，编 号 ：
32070319660227X639，有 效 期 至
2025-8-16，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公告启事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批准，换 （颁） 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新区支公司狮山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505002
许可证流水号：0249883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

理；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
投保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
签收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4、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6年02月28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运河路77号乐嘉

汇商务广场1幢1507室、1508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1月15日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中心支公司

机 构 编 码：000099320500
许可证流水号：0249933
业 务 范 围：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

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与国家医
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
康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
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中国银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7年09月03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

788号501室、805室、1601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