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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段爱珍 王建国

地球上， 每到隆冬初春时节，晶
莹的覆冰便成为电网的最大威胁。
2008年初的中国南方冰灾，1亿多人
口停电、停水，给许多人留下了惨痛
的记忆。

“创新降冰魔，温暖满人间”，走
进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电力公司国家
电网输变电设备防冰减灾技术重点
实验室，醒目的10个大字扑面而来。

为了实现中国电网的这个夙
愿， 由该实验室主任陆佳政博士领
衔的几十位研究人员历经 10年奋
斗， 攻克了这道世界性难题， 使电
网从惧怕冰灾转变为从容应对。 至
今， 这套科学完备的电网防冰技术
体系已在我国南方 8省易覆冰的
1023条线路广泛应用， 成功应对了
2009年以来33次不同程度电网冰
灾， 节约抗冰改造资金63.5亿元，
增加供电130亿千瓦时， 保障了大
电网的安全运行和正常生产生活供
电。

1月10日， 由国家电网湖南省电
力公司为首攻克的“电网大范围冰
冻灾害预防与治理关键技术及成套
装备” 项目， 获得了科技进步一等
奖。 这也是我国电网防灾领域获得
的首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电网有无严重冰灾
可提早1个月预报

防治电网冰灾，预测有无覆冰是
第一关。

由于影响覆冰形成的原因错综
复杂，尽管冰灾是电网安全运行的最
大天敌，一直以来，国际上的主流观
点是“覆冰难以预测”。

“课题组曾反复讨论搞不搞预
测，最后决定，这是电网重大需求，再
难也要干。 ”陆佳政回忆道。

由电力、气象、地理等多学科专家
组成的团队开始了联合攻关。他们收集
整理了过去60年我省雨凇日的相关各
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绘制了3万张副
热带高压、电网地形等因子与覆冰的关
系图， 力图从海量信息中找到蛛丝马
迹。最终，发现了极涡、太阳黑子等影响
电网覆冰的17个关键因子，首次揭示了

“日地气耦合”电网覆冰规律，开发了国
际首套电网覆冰自动预报系统。

“从2008年起，每年11月15日开
始预测今冬明春的电网覆冰情况，提
前1个月长期预测， 中短期预报则分
别提前7天和3天，长期预测准确率达
100%。 ”陆佳政自豪地告诉记者。

对覆冰厚度
监测精度可达1毫米
当导线覆冰越来越厚，超出了电

网铁塔的承受力， 倒塔就不可避免
了。 因此，准确判断覆冰厚度，抢在倒
塔前融冰，至关重要。

但在高寒、大雾、雨水等环境恶劣
的野外，监测摄像头很容易发生结冰或
被浓雾覆盖。在能见度很小的情况下也
能火眼金睛的“侦察员”，到哪去找？

经过对覆冰图像特征的挖掘，课
题组先是发明了一种方法，消除水、雾
等对图像采集的干扰， 然后又发明了
一种方法， 实现了导线覆冰厚度的自
动识别，误差小于10%，精度达1毫米。

乘胜追击，课题组采用低功耗电
源设计和抗干扰技术，研制了高可靠
性的输电线路覆冰自动监测系统，实
现了现场覆冰图像、气象、应力等在
线监测和导线覆冰厚度的自动辨识。
也就是说，哪条线路该融冰了，“侦察
员”不仅看得清还算得准，会自动提
醒电力公司。

如今，覆冰自动监测装置已在湖
南、广东等地区布点340余套，将日夜
采集到的气象资料和覆冰情况及时
传送到各电力公司的控制室。

融冰如何省钱省地
巧除谐波顽症

对输变电设备进行融冰，是解决
冰灾对电网危害的最直接手段。 但融
冰不是件易事。

现有的人工与机器人除冰也好、

交流融冰技术也罢， 满足不了电网大
范围冰灾防治要求。 而效率高的直流
融冰技术， 却因为现有的整流设备导
致谐波严重，需装设大容量滤波装置，
占地面积达20多亩， 造价高达2亿元，
仅在国外个别变电站得到试点应用。

“谐波是电污染，与其先污染再治
理，费钱又费地，不如想个办法不产生
谐波，以消代治。 ”为了根治谐波顽症，
陆佳政经常冥思苦想，终于灵光一闪。
他提出奇妙的拓扑原理， 课题组据此
发明了一种宽调压整流变压器， 并提
出了一种能减少6成发热的新的二极
管整流方式， 谐波为国内外同类装置
最低，根本用不着体积庞大的滤波器，
占地和造价均减少9成，扫除了困扰直
流融冰装置应用的最大拦路虎。

目前，课题组已研制了3个系列9
种型号的直流融冰装置，性价比大大
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融冰装置90分
钟内可实现上百公里线路快速融冰。

绝缘子覆冰如何防跳闸
先撑“大伞”最关键

如何防止线路冰闪跳闸停电，也
是一项世界性难题。

铁塔之间的导线， 依靠绝缘子来
支撑。普通绝缘子由一串大小相同的圆
盘连接而成，一遇覆冰，水滴极易连接
成线，相当于接地了，就会跳闸停电。这
种现象叫冰闪。 2008年冰灾中，大量的

输电线路因冰闪发生跳闸停电，3名电
力职工在人工除冰时献出了生命。

为了揭示线路冰闪跳闸机理，开
发出高性能的防冰闪绝缘子，陆佳政
带领团队开展了上千次试验研究。 他
们发现，绝缘子最顶端的圆盘必须最
大，覆冰融化时的水才不会与下面的
圆盘搭成桥，相当于要先撑一把“大
伞”再撑若干“小伞”。 于是，一种大盘
径、长间距防冰闪复合绝缘子研制成
功，抗冰闪电压较电网提供的电压显
著提高，根本没机会跳闸了。

电网防灾任重道远
降服电网冰灾，中国走在了世界

最前方。
“极端灾害天气已呈上升趋势，

电网将面临覆冰、雷害、山火、洪涝、
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的袭击。 我们要
全面开展电网防灾技术研究。 就是在
抗冰灾上，我们也有潜力可挖。 比如
把我们的预警范围从30×30公里提
升到3×3公里，比如推动技术为全球
服务。 ”陆佳政想得很远。

据说，陆佳政有次候机时，与同事
坐在登机口边的位子上摊开资料讨论
课题，竟然误了机。 我们相信，在这个
崇尚“电网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总想
总能想出来”的领头人带领下，他们的
雄心壮志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编者按
1月10日， 国家科技奖励大

会在北京举行， 由袁隆平院士
领衔攻关的 “两系法杂交水稻
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获得了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这是继三
系法杂交水稻技术1981年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奖特等奖后， 杂
交水稻研究又登上国家科技奖
励大会特等奖的领奖台。 与此
同时， 由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
公司为首攻克的 “电网大范围
冰冻灾害预防与治理关键技术
及成套装备” 项目， 获得了科
技进步一等奖。 这也是我国电
网防灾领域获得的首个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为此， 本报记者采写了2篇
特稿， 详细解读两项大奖获奖
的台前幕后，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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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科技大奖

本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段爱珍

从700公斤、800公斤到900公
斤，杂交稻大面积亩产的世界纪录不
断在中国诞生。这些水稻品种中的佼
佼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两系
法杂交水稻。

如果说三系法杂交水稻为中国开
启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时代，那么，两系
法杂交水稻则为中国开启了更高产、
更优质、更高效的杂交水稻新纪元，确
保了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的世界领先地
位， 并推动了世界杂交水稻的快速发
展，是对遗传育种学科的巨大贡献。

1月10日， 由袁隆平院士领衔攻
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这是继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1981
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特等奖后，杂
交水稻研究第二次登上国家科技奖
励大会特等奖的领奖台。

从三系法到两系法， 仅一字之
别，却带来了杂交水稻技术的伟大飞
跃。背后，是全国10多家科研单位、几
十位科研人员历经20余年不懈探索
的汗水和心血。

三系法遇瓶颈
呼唤育种突破

三系法是杂交水稻最初培育成
功时采用的方法， 也是最经典的方
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实现
粮食自足中，三系法杂交水稻立下了
汗马功劳。

但是，三系法也是一个复杂的方
法。雄性不育系即杂交水稻母本是杂
交水稻育种的关键材料，三系法要求
必须给她找到两个功能各异的“丈
夫”。 一个确保她生下的杂交宝宝恢
复成常规水稻一样雌雄都正常，也就
是杂交种子，种在大田里成为高产的
杂交水稻，所以叫恢复系。 另一个确
保她生下的宝宝保持她雄性不育的
遗传特征，日后用于制作杂交水稻种
子，所以叫保持系。

“这两个‘丈夫’可不容易找，特
别是保持系。 按照三系法的要求,现
有籼稻品种中，只有0.1%可转育成不
育系，只有5%可用作恢复系。 ”获奖

项目第三完成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邓华凤研究员告诉记
者。

由于三系法杂交水稻种子生产
程序复杂、配组不自由和稻种资源利
用率低，很难协调高产与优质、早熟
与高产等问题，杂种优势利用长期徘
徊不前。 三系法走到了瓶颈之地，杂
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寄希望于育种
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技术的运用。

光敏不育系的发现
点燃了两系法火种
两个重大的发现，改变了历史。
1981年，湖北石明松报道发现粳

型光敏核不育水稻“农垦58S”，提出
一系两用的思路。即光敏不育系在长
日照条件下表现不育，用于生产杂交
稻种子， 在短日照条件下恢复可育，
自交繁殖生产不育系种子，不需要保
持系这个“丈夫”。

1987年，邓华凤发现并随后育成
籼型光敏不育水稻“安农S-1”。

光敏不育系就像两栖动物一样功
能强大， 只不过根据日照条件来决定
当下到底表现不育还是可育。 由于其
生育功能只受细胞核的隐性不育基因
控制， 所以理论上现有水稻品种中
95%都可以转育成不育系或用作恢复
系，选到优良组合的几率大大提高。

有了这样的新材料，两系法杂交
水稻育种顿时海阔天空。全国出现了
研究高潮。

1986年，袁隆平在其论文《杂交
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中提出，将杂
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
法、两系法和一系法3个发展阶段，从
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
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3个发
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
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优势利用
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一次异常低温天气
让研究走入低谷

天有不测风云。
1989年7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

持续数天异常低温， 导致已经过鉴定
的“光敏不育系”变成了可育，出现了

“打摆子”现象，制出的还是常规种子。

这一变故，给了育种家们当头一
棒。 随后的研究证明，“农垦58S”和

“安农S-1” 的育性转换都受温度影
响，而且，温度起主导作用。光敏不育
系于是改名为光温敏不育系。

“自然界温度的变化更为频繁，
不像光长变化那么有规律，利用这种
易受温度影响的不育系进行繁殖和
制种，其繁殖的稳产性和制种的安全
性都将受到极大的挑战，生产应用的
难度将非常大。科技界和管理部门都
对两系法能否应用于生产产生了质
疑，很多学者甚至放弃对两系法的研
究。两系杂交水稻研究陷入低谷。”邓
华凤回忆道。

“看透”光温敏不育系
攻关取得大突破

在这紧要关头，袁隆平及时提出
了选育实用光温敏不育系的新思路，
明确指出不育起点温度低是实用光
温敏不育系的关键指标。

所谓实用，是指不育系的育性转
换特征明显，制种风险低，自身繁殖
也可靠。

随后，该研究得到总理基金立项
和“863”计划的大力支持，组织全国
性协作攻关， 解决了系列技术难题，
逐渐掀起两系法研究的新高潮。

“经过近20年的协作研究，实现
了7个方面的创新与突破， 取得了国
际独创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重大科技成果。 ”邓华凤告诉记者。

哪个温度是合适的不育起点温
度？ 项目组以低于23.5� ℃为标准，提
出了实用光温敏不育系关键技术指
标选育理论及选育与鉴定技术。应用
该技术， 全国育成了170个不育系通
过审定和应用于生产。

温度是如何影响不育系？项目组
探明了温敏感时期和敏感部位，为种
子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光温敏不育系繁殖几代后，出现
了不育起点温度升高如何办？项目组
阐明了这种遗传漂变的机理，创新了
光温敏不育系核心种子和原种生产
程序，有效防止了不育系育性起点温
度的漂变，保证了制种的安全性。

两系法制种虽然少了保持系这
个“丈夫”，但对制种的时间和地点要

求很高，稍不满意就“赌气”变成常规
种子。项目组建立了两系杂交稻的制
种气象分析决策系统，建立了两系法
高产制种技术体系和规范，制种平均
亩产高达210.6公斤， 比三系法提高
16.5%。

对光温敏不育系来说，适宜繁殖
的温度范围很窄。项目组研创了低纬
度海南冬繁、常温加冷水灌溉夏秋两
季繁殖、高海拔自然低温夏繁等技术
体系，繁殖平均亩产386.5公斤，比三
系法增产153.4%，成本减少50%。

袁隆平提出形态改良、 亚种间杂
种优势及远缘有利基因利用相结合的
两系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 项目
组据此设计出高冠层、 矮穗层、 中大
穗，上三叶长、直、窄、凹、厚的超级杂
交稻理想株型模式， 先后实现了我国
超级稻育种计划前三期目标。 这些超
级杂交稻新组合不仅超高产， 而且米
质优，抗2种或2种以上主要病虫害。

两系法成全球杂交稻
发展方向

由于在制种和产量、质量方面的
明显优势，两系杂交稻尽管研究起步
晚、历时长，推广速度却后来居上。

2005年至2012年推广面积最大
的杂交稻组合中， 两系杂交稻连续8
年蝉联第一。近3年，全国推广面积前
3名均为两系杂交稻。目前，两系杂交
稻推广区域遍布全国16个省（市、
区）。安徽、湖南等省的两系杂交稻种
植面积超过了三系杂交稻。

截至2012年，项目组培育的两系
杂交水稻已累计种植4.99亿亩，总产
2358.2亿公斤，增产稻谷110.99亿公
斤；总产值5777.59亿元，增收271.93
亿元。

67个国家先后派专家来我国培训
学习，希望引进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
在美国， 两系杂交水稻年推广面积占
水稻总面积的3成，平均增产20%以上。
2012年9月， 第6届国际杂交水稻学术
研讨会把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应用定为
全球杂交水稻发展方向。

有意思的是，两系法杂交水稻研
究还带来了一个额外收获。借鉴其理
论和经验，两系油菜、高粱、小麦等相
继研究成功，纷纷开启新时代。

杂交水稻研究登上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特等奖领奖台———

两系法，开启杂交水稻新纪元

国家电网输变电设备防灾减灾技术重点实验室工作人员， 介绍大型输变电设备融冰装置。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邓华凤博士 （右一） 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察看 “两系杂交水稻” 秧苗培育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