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高效率的规模制氢技术的开
发，已成为“氢经济”时代的迫切需求
——氢气能量密度高、清洁环保，燃烧后
生成水无任何污染物，是一种理想的能源
载体；氢能与现有能源系统匹配和兼容，
能方便、高效地转换成电或热，有较高的
转化效率；氢还可以转化合成甲醇或氨等
大宗化学品，受到工业界极大关注。随着
氢能利用技术渐趋成熟，有望取代现有石
油经济体系的“氢经济”时代，正在一个
又 一 个 相 关 技 术 的 突 破 中 逐 渐 向 我 们
靠近。

最近，《德国应用化学》 期刊在线发

表了我国科学家与日本科学家合作取得的
重大突破——人工光合制氢新技术的效率
达到目前世界最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李灿
院士、章福祥研究员和博士生陈闪山等与
日本东京大学堂免一成 （Domen Ka-
zunari） 教授课题组合作发现，经一步氮
化合成的 MgTa2O6 xNy/TaON 异质结
材料，可有效促进光生电荷分离。基于此
异质结材料，他们模拟自然光合作用原
理，采用“Z”机制成功实现了完全分解
水制氢，其制氢表观量子效率在波长为
420 纳米可见光激发下高达 6.8%，为目
前国际上最高。

利用太阳光分解水制氢，长久以来被
视为“化学的圣杯”。光催化分解水制氢
是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理
想途径之一，而宽光谱响应半导体材料的
开发与应用是实现太阳能高效光化学转化

的前提和基础。此前，李灿院士、章福祥
研究员和博士生陈闪山等早就瞄准了具有
太阳能应用转化潜力的宽光谱响应半导体
材料制氢技术。他们从新型材料的开发入
手，通过对系列层状或隧道状宽禁带半导
体材料进行掺氮处理，实现了有效的宽光
谱吸收和利用，并从实验上证实了该类新
型半导体材料具有可见光催化分解水制氢
潜力。

本次研究采用的新型异质结材料，就
是该团队在此前自主开发的 MgTa2O6
xNy 新材料基础上，通过氮化合成策略
的创新，成功构筑而成的。

“研究成果不仅提供了‘异质结’构
筑的新方法，打通了从新型材料研发到人
工光合全分解水制氢的链条，而且为发展
我国自主创新的高效宽光谱可见光人工光
合制氢能源变革性技术奠定了基础。”业
内专家在评价该成果时说。

太阳能是最丰富的洁净能源，水是地
球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之一。全球每年接
受的太阳能辐射总量高达 12 万太瓦，约
为当前全球人类能量消耗总量的近万倍；
我国陆地面积每年接收的太阳辐射总量相
当于 2 万多亿吨标准煤，属于太阳能资源
丰富的国家。因此，如果能够通过太阳能
光催化分解水制氢，将从根本上解决基于
氢能的可持续能源发展问题。该技术一旦
突破，将改变世界能源格局，对我国的国
家安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大连化物所是我国最早从事人工光合
制氢研究的机构之一。李灿院士团队从
2001 年启动人工光合制氢研究，在人工
光合制氢基础研究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索，
其研究成果为高效太阳能光-化学转化体
系构筑提供了新策略和设计思路，得到了
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广泛关注。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人工光合制氢技术获重大突破——

人工制氢开启能源技术变革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中国绿化基金会日前
在京举办绿色公民行动暨手机短信平台互动反馈活
动，并宣布“绿色公民行动”全新公益互动平台正式
上线，号召社会各界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绿色环保的
工作当中，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公民行动”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国绿
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及中国绿化基金会共同发起，
该项目遵循携手同心，绿色同行、绿色公民、我在行
动的公益理念，在上线的全新公益互动平台网站打
造出全新的视觉体验，不仅推出了已有的 10699969
手机短信捐款平台，更融入“互联网+”元素——利
用微信、微博等全新平台，增加了微支付、支付宝等
捐款渠道，以支持社会各界的绿化公益行动。

中国绿化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蓬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我国的人工林面积近
10 亿亩，已居世界首位。全新上线的公益互动平台
集传统短信和互联网平台于一体，这是全民植树社
会参与方式的又一创新，将极大地激发全社会参与
绿化祖国的热情，为我国生态建设，为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据中国绿化基金会企业
合作处处长陈美娜介绍，为科学系统地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拓宽募资渠道、丰
富“绿色公民行动”项目内容、扩大品牌影响力，中国
绿化基金会在 2015年策划了绿色公民行动新项目：
守护活化石——名木古树保护项目，以冬季投喂白
鹤、东方白鹳等珍稀物种的鄱阳湖湿地保护，我要自
由呼吸——飞絮治理项目，我为蓝天种棵树常态化
小额捐赠项目。

“地下水资源是世代自然耕种留给人类最重
要、最珍贵的资源。如果开采完，势必危及子孙后
代的生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挑战。”
在近日举办的“华北地区节水保粮协同创新行动”
启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告诉记
者，“此举是落实国家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的
重大举措。”

华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地下
水资源过度开发问题十分突出。目前，华北平原地
下水的年超采量高达 100 亿立方米以上，成为一个
很大的“漏斗区”。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华北地区地
下水已经处于超采状态，造成了地下水位快速下降，
地下水“漏斗”不断扩大。

为保护地下水，早在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要“实行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地下水管理和保
护，尽快核定并公布禁采和限采范围，逐步削减地下
水超采量，实现采补平衡；2015 年颁布的《全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在华北地下水严重超采区，
要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适度压减高度依赖灌溉
的作物种植；大力发展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灌溉，
实行灌溉定额制度，争取到 2020年地下水超采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

“目前，华北地区大部分地方还沿用传统的地面
灌溉方式，其中大水漫灌在渠灌区依然还很普遍，浪
费严重，水资源利用率和作物水分生产力较低。”中
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庆
锁说。

一方面要严格控制用水，另一方面减少灌溉用
水量又可能导致粮食生产能力下降。因此，如何利
用有限的水资源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提高作物水分
生产力，以效率的提高来替代规模的扩张就显得越
来越重要。

王庆锁建议，在农业水资源利用方面，遵循“适
水而行、量水发展”的原则，建立适水型种植制度，严
格控制过度开采水地下资源。在井渠结合灌区，发展
高效节水农业，改地面灌溉为喷灌、微灌，改充分灌溉
为亏缺灌溉，注重提高水分生产力，减少用水量。在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改一年两熟制为一年一熟制或两
年三熟制，改灌溉为旱作，改适时灌溉为 1 次关键期
灌溉，提高降水的水分生产力，减少地下水开采。

陈萌山认为，此次“华北地区节水保粮协同创新
行动”要做到“顶天立地”，既要找准科学问题，也要
找准技术问题；既要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也要解决
地方生产需求的实际问题；既要解决科技问题，也要
探索政策、机制问题；既要解决当前问题，也要谋划
长远需求。

解决华北地下水过度开采难题——

节水保粮

消除“漏斗”
本报记者 常 理

“绿色公民行动”启动

东部“饱”，中西部“渴”，水资源分布
严重不均是内蒙古无可奈何的现实，除东
部地区黑龙江流域之外，内蒙古大部分地
区都面临着干旱缺水的窘境。

水资源的匮乏让这里的人们格外珍
惜每一滴水，无论是工业废水，还是城市
污水，都成了变废为宝的珍贵原料。《经济
日报》记者随全国人大水污染执法检查组
走访内蒙古，发现通过有效的工业水循环
和再生水利用，内蒙古实现了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城市面貌焕然一“绿”。

治工业废液变清水

反应池中，深棕色的黏稠液体在上下
翻滚，释放出的大小气泡堆积在水池的四
周。在神华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每日都要产生许多这样的高浓度污水。
在这种似乎已经不能称之为水的废液之
中，含有大量的化学污染源。

高耗水的产业特性，让地处水资源紧
缺地区的煤化工企业不得不在工业废水
上大做文章。

“ 我 们 的 工 业 废 水 一 滴 都 没 有 浪
费。”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总经理张传
江自豪地说，该公司在建设阶段就按照

“污水零排放”、各种污水全部处理回用的
标准和“清污分流、污污分治”的原则，采
用了降膜式循环蒸发等国内外最先进的
污水处理工艺技术和尖端设备，进行污水
处理流程的设计和投用。

生活污水、含油污水、气化废水、含盐
污水⋯⋯煤制油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污水可谓“包罗万象”，其中，最难处理的
就是高浓度污水。这种含酚、含硫化氢、
含油的酸性水生物毒性大，组分最复杂，
是影响和制约污水零排放的拦路虎。

“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和试验，终于
摸索出一条处理高浓度污水的路子。”跟
随着张传江的脚步，记者在污水处理基地
看到，经过化学元素提取、预处理、生物反
应、氧化处理、RO 反渗透等一系列步骤之
后，黏稠的液体居然变成了清灵灵的纯净
水，可以作为最高品质的工业用水循环使
用。同时，还生成了硫酸铵、硫黄、液氨等
诸多副产品。

“一滴都没有浪费”的背后是大量的
科研投入和经费支持。记者了解到，在鄂
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每处理一吨污水，
就需要付出几十元的高昂成本。然而，面
对煤化工的高耗水困局，这样的投入无疑

是值得的。这不仅给该公司解决了用水
难题，同时也给我国煤制油化工项目的可
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开辟了道路。

企业治水的行为背后，是政府的有力
推动和引导。据了解，目前，鄂尔多斯市
列为国家重点监控的工业水污染源全部
达标，在这些企业均安装了在线监测设
备，实现了重点排水企业全覆盖。针对全
世界高盐废水处理成本高与处理效率低
这一突出问题，鄂尔多斯市通过技术研讨
与调研，要求相关煤化工企业建成废水深
度处理设施。

“2014 年，自治区共淘汰炼铁产能
26.4 万吨、焦炭产能 63 万吨、铁合金产能
30万吨⋯⋯”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厅长王
军朴说，在加强重点行业、企业水污染治
理方面，内蒙古不断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
度，并积极推行清洁生产。

据统计，“十二五”以来，全自治区共有
217 家企业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清
洁生产方案2581个，减少废水排放117.57
万吨，工业循环用水比率显著提高。

空冷技术节水量大

抬头仰望，一个个巨大的“风扇”在高
空中排列成矩形，伴随着震耳的呼啸声，
流经这个风扇矩阵下方管道的高温蒸汽
逐渐“冷静”下来。这就是国电建投内蒙
古能源有限公司布连电厂所采用的燃煤
直接空冷技术。

与一般火电企业冷却塔耸立的景象
不同，在这里只能看到“空冷岛”。记者了
解到，传统的湿冷发电机组是通过冷却
塔，用水来降温，其间大量的水会汽化蒸
发掉，而采用空冷装置则可以规避这个问
题。据水利部水资源司专家介绍，空冷技
术比传统湿冷技术可节水 2/3以上。

“我们做到了用水平衡，无排放。”国
电建投公司总工程师刘波介绍，包括空冷
技术在内，全厂用水是统一考虑的。再生
水、回用水等中水，是该厂的主要用水来
源。据介绍，电厂本期工程的锅炉补给
水、辅机循环冷却水、脱硫用水均采用城
市污水处理厂的中水，年可节水 1500 万
吨。公用给水系统补充水为经工业废水
处理站处理后的厂区生产污废水，不够部
分由中水补充。

建厂初期，布连电厂就确定了“环保
绿色电站”的设计思路，安装了工业废水
净化处理、生活污水净化处理、雨水收集

利用等设施，用水排水全面规划，做到了
一水多用、阶梯用水，实现了废水“零排
放”。

在内蒙古，不少企业都像布连电厂一
样想尽办法提高重复用水率，减少废水
排放。

据统计，在包头，重点工业企业重复
用水率已达到 96%。“包钢集团公司投资
3.85 亿元建设的污水深度处理工程已于
2015 年 2 月份投入试运行，第一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包头
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包头第二热电
厂等 20 多个企业的废水综合处理项目已
相继完成。”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包钢介
绍道。

企业节水减排的同时，内蒙古的城市
污水处理和利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到
2014 年底，全区已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116 座，日处理污水 167 万吨，基本实现全
区所有旗县市区均建有污水处理厂，城镇
污水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王军朴说道。

“目前，鄂尔多斯全市建成投运污水处
理厂22座，设计处理能力45万吨/日，实际
日处理污水23.3万吨，2014年城镇污水处
理率达 94%。其中，东胜区、达拉特旗、准
格尔旗、鄂托克旗、康巴什新区污水处理厂
已建成中水回用设施并实现回用，2014年
中心城区的平均中水回用率达 87.6%，其
他旗区平均中水回用率达63%。”鄂尔多斯
市环保局局长董介中说。

中水利用绿遍城镇

漫步在赛汗塔拉草原之中，蓝天环
绕，碧草茵茵，让人仿佛忘记了尘世的喧
嚣。让外地游客惊羡不已的是，这片美丽
的大草原居然就坐落在包头市的城区。

事实上，包头市“半城楼房半城绿”的
美誉早已声名远扬。然而，当记者终于踏
上包头的“绿土”，望着比马路更宽阔的绿
化带，比楼房更挺拔的老树绿枝，徜徉在
一望无际的城市草原之中，还是被这里的

“塞外江南”景象所震撼。
据老人回忆，解放前包头全城仅有 63

棵行道树，这样可怜的情景背后是干旱缺
水的现实。如果不做好生态工程，城市的
水土流失会进一步加剧，然而，要植草种
树，水从何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
本世纪初，包头市在财政收入极为有限的
情况下，就投入巨资开始修、扩建城市污
水处理站。一年之后，经过处理的中水开

始流进全市的主要绿化街道。
如今，在中水的滋润之下，参天大树

已长成，茵茵草原也已铺开。包头也因此
成为我国西北地区首个获得“国家森林城
市”荣誉称号的城市。

“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
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人享乐
之邦”，800 多年前，被鄂尔多斯的美景所
吸引，成吉思汗情不自禁地吟诵了这首诗
歌。如今，随着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
海子湿地的恢复，那有着美丽头冠的戴胜
鸟儿又纷纷回到了这里。

干旱少雨使得红海子一度干涸，近年
来，伊金霍洛旗对红海子进行了有力的湿
地保护性建设。目前，这里的水域面积已
和西湖不相上下，百余种鸟儿在这里栖息
筑巢。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里碧波荡漾
的湖水大多是由污水处理厂所供应的。

“整个湖区内水域主要由城市中水组成，
有效利用了城市污水。”伊金霍洛旗环保
局局长王利忠告诉记者，这里的中水主
要来源为阿镇污水处理厂，每日约有 1.4
万吨处理达标后的中水注入湖区，并用
于红海子周边园林绿化树木的浇水灌
溉、鱼类饲养、景观及自然生态湿地
保护。

穷则变，变则通。正是受制于水资源
的匮乏，内蒙古各盟市纷纷在中水回收利
用上做起了文章。

“一直以来，呼和浩特都大力推进再
生水利用。”据呼和浩特市环保局局长王
斌介绍，呼市一方面加快集中式污水处理
厂的新建、提标改造以及再生水配套管网
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
来规范和鼓励再生水产业。

目前，呼市污水处理回用工作已初见
成效。2012 年该市建成首条专门用于城
市生态用水的再生水管网——公主府再
生水管网，全长 22 公里，再生水日利用量
3 万吨。经过“碧水”工程的开展，截至
2015 年 3 月，已建成利用污水处理水源的
再生水厂 5 座，总处理能力达到 17.2 万
吨/日，夏季高峰供水量达 6.37 万吨/日，
相当于两个中型水厂供水量。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始终
是内蒙古所坚持的理念，内蒙古自治区副
主席常军政说，接下来，自治区将继续以
改善水环境质量为目标，以保障水生态安
全为主要任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
生活环境的新期待。

一 滴 水 都 不 能 浪 费
——内蒙古自治区推进水资源高效利用

本报记者 李 哲

山东烟台海阳市亚沙水生植物园内，满园的睡

莲、荷花竞相开放，吸引游客徜徉其中。这里的生态

环境良好，自然水系有 50%的海水含量，特别适宜睡

莲、荷花等植物的生长，目前已栽植有国内外尖端湿

生植物 1000 多种，是北方最大的水生植物研发、科

普、展示和推广基地。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烟台 7 月花似海

提高用水效率。建立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水耗指标等用水效率评估

体系，把节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

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将再生水、

雨水和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源纳入水

资源统一配置。到 2020 年，全国万

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3 年分别下降

35%、30%以上。

——摘自《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左图 呼和浩特市新近

恢复建设的大青山万亩草

场。

本报记者 李 哲摄
下图 马群在鄂尔多斯

市的草原上悠闲踱步。

本报记者 张艺良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