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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三峡库区的
水质和生态安全？如何用
自主创新突破国外专利壁
垒？在多年的发展中，重庆
大学一直瞄准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以实际行动抒写爱
国情怀，推动科技创新。

“硬磕”齿轮
护航“国之重器”

齿轮，在大多数人眼里
是冰冷的，重庆大学副校长
王时龙却围着齿轮转了35
年，赋予齿轮“温度”和技
术，“转”出世界一流水平。

齿轮广泛应用于各行
各业的装备中，不同性能的
齿轮，影响着装备的能力和
寿命。

“大型风电设备的齿轮
直径大的可以达到2米或者
3米，这么大的齿轮加工出
来，必须要用大的机床。”王
时龙介绍，以前由于我国没
有大规格齿轮加工机床，导
致“卡脖子”难题。团队联
合齿轮行业领军企业，发明
研制了复杂修形齿轮精密
数控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
打破国外技术壁垒，为大型
风电设备、航母等“国之重
器”关键部件的齿轮制造保
驾护航。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王时龙表
示，科研工作者就是要用科
技创新突破国外专利壁垒，
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底气、保
障国家工业安全。

代代接力
突破微藻领域核心技术问题

形态各异的试管等容
器中，全是绿色的微藻。这
是重庆大学动力工程学院
微藻人工温室里的情景。
作为水体生态系统中的初
级生产者，微藻就像由太阳
能驱动的细胞工厂，可以

“吸入”二氧化碳，“吐出”可
再生的生物燃料。

2010年左右，在廖强教
授的带领下，由15名核心成
员组成的团队，针对现有微
藻培养成本高、产率和效率
低等突出问题，开展了系统
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

如今已是重庆市巴渝
青年学者的团队成员吴亮
介绍，团队大多数成员都是
出国深造完成学业后又回
到母校工作。目前团队已
培养出七八名国家级标志
性人才，2018年获得“全国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

“如果用我国 1.5%的
土地面积养殖微藻，一年
可减少约90亿吨二氧化碳
排放量，生产出约8亿吨生
物柴油，够全国一年半的
燃油使用量。”廖强表示，
基于国家重大战略的需
求，团队原创性地提出多
种高效微藻培养光生物反
应器技术；开创性提出对
微藻进行热水解发酵制取
生物燃气的新技术路线，
推动微藻能源走向实用

化，应用到工业减排、废水
厂净化废水和柴油生产等
领域。

水上水下结合
保护三峡库区生态

三峡水库形成后，水质
怎么保证？又如何保证三
峡库区生态的多样性？

2003 年，依托重庆大
学、西南大学的环境科学与
工程以及生态学学科，“三
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应运而生。

“实验室包括70名高水
平科研成员，持续开展三峡
库区生态环境演变、机制及
保护和调控的关键技术研
究。”重庆大学环境学院院
长何强介绍。

保护库区生态，一在水
上，二在水下。重庆大学利
用学科优势，对城市污水处
理厂、面源污染等开展技术
攻关。团队建立了2个教育
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05个消落带生态系统野外
永久定位研究样地。

在江北盘溪，团队连续
3年进行面源污染监测；在
渝北统景，团队至今每个月
都要在 8个点进行采样监
测。

多年的坚持让团队科
研成果丰硕，如针对库区污
水来源复杂、水体生态脆弱
等方面的问题，团队研究出
山地城镇水污染防控与水
环境整治理论与技术，成果
应用于146项库区排水设施
建设改造等工程实践。

控制好源头的污染，还
要保护好水下的生态。

“白鲟、达氏鲟、胭脂
鱼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如果能保护好长江里的这

‘三条鱼’，就说明库区生
态保护效果不错。”重大环
境学院副院长杨永川介
绍，团队的技术已广泛运
用于长江沿岸的污水处理
厂等设施，三峡水库目前
水质良好，稳定保持在二
类和三类之间。

10月中旬，大足区三驱
镇铁桥村的水稻测产验收
现场传出好消息：由市农科
院水稻研究团队培育的“神
农优228”亩产突破 593公
斤、实现亩增收918元！

这一骄人成绩的取得，
宣告我市科研团队的本土优
选良种示范，终于让低海拔
稻区产出了高档优质大米。

重庆稻区一直是全国
稻米品质改良难度最大的
稻区之一。近30年来，市农
科院水稻研究团队扎根科
研一线，人员年均300天扑
在田间地头选育新品种，一
步步破解了困扰重庆稻区
高质量发展的“水稻密码”。

水土不服
重庆水稻常年“量质两低”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
期，国家有关专家通过广泛
研究证明，重庆地区属寡日
照和高温伏旱区，不具备生
产优质米所需的气候条件，
重庆被划为“劣质稻产区”。

重庆能不能产出中高
端优质米？作为市农科院
水稻研究团队“水稻良种创
新”的首席专家李贤勇坚
信，通过技术创新必能育出
本土优质品种！

“重庆稻区苗期寡日照
极大地影响了水稻高产，而
抽穗灌浆期的高温和小温差
则不利于水稻品质提高。”李
贤勇和团队决定从影响稻米
品质的根本原因——光合作
用效率入手，寻找破解这两
个关键因素的“水稻密码”。

大海捞针
千辛万苦找到特异育种材料

上世纪末90年代，李贤
勇率水稻研究团队展开潜
心研究后提出，只有培育低
光条件下也能产出足够多
光合产物的品种，才能为重
庆稻区高产和优质提供保
障。这其中的关键，是必须
找到捕光色素叶绿素b含量
高的特异育种材料。

接下来的三年，水稻研
究团队从全国各地搜寻了近
十万份材料，逐一开展系统
鉴定。但鉴定结果令人失
望，三年的努力全部白费。

“我们可以再花三年，
扩大筛选范围继续干！可
大海捞针般找材料，实在是
太难了！”李贤勇除安排骨
干力量继续在国内找寻之
外，还派出博士王楚桃深入
东南亚水稻主产国，历经千
辛万苦搜集了大量国内外
水稻资源材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
家对带回重庆的材料进行
田间鉴定和遗传分析后，终
于在海量的资源中发现了

“宝贝”：有1份材料在寡日
照下仍能茁壮生长，其捕光
色素叶绿素b含量比普通水
稻高一倍！

这份“宝贝”材料让水
稻科研团队激动不已，立马
开展品种培育。为了加快
研究进度，大家春夏待在重
庆、秋冬赶赴海南，一年种
植三季实验水稻。

2004年，一个能在重庆
产出优质稻的水稻品种“Q
优2号”培育成功。经重庆
和国家品种审定机构测试，
该品种不但米质达到国家
三级优质标准，而且比当时
的助推品种增产6%以上。

至此，市农科院水稻研
究团队终于破解了优化寡
照区水稻质量的难题，实现
了在重庆“劣质稻产区”产
出优质稻的突破。

2018年，“神农优228”
获得原农业部首届优质稻
（籼稻）食味鉴评金奖，系全
国10个获金奖品种中仅有
的两个杂交稻品种之一，一
举让重庆产水稻跻身全国
高端优质稻行列。

科技助力
推广优质水稻1.5亿亩

近三年来，市农科院水
稻研究团队先后培育出15
个优质水稻品种，比全国同
期培育品种的平均优质率
高30%，实现了重庆优质稻
整体由三级向二级稳步推
进，以及一级优质稻品种

“零的突破”。
其中，针对丘陵山区水

稻生产机械化最难的育秧
和栽插环节，李贤勇带领团
队发掘出耐低氧发芽和生
长的优异资源，培育岀适合
淹水直播的绿色高效优质
品种“神9优 28”。这个品
种推广后，有望结束传统种
稻的辛劳模式，且每亩还可
节约成本350元以上。

市农科院水稻研究团
队还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先后在我市彭水
县、酉阳县、贵州省金沙县
等重点贫困区县开展优质
稻产业化扶贫开发。

“我们从品种选择、病
虫防治、田间管理等各个环
节进行全程指导，帮助当地
水稻每亩综合增收1000元
以上。”李贤勇介绍。

李贤勇自豪地说，近20
年来，市农科院水稻研究团
队已在重庆及兄弟省区市推
广他们研发的优质水稻1.5
亿亩，增加产值1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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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科院水稻研究团队
在科研现场。 市农科院供图

11 月 8 日，在重庆大学三
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何强科研团队成员观察
水藻情况。

重庆日报记者 卢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