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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家屋顶架设光伏设备袁将发出来
的电便捷地即插即用袁这一构想如今在天
津成为现实遥记者近日从国网天津电科院
获悉袁由国网天津电力牵头完成的一项新
技术日前在中新天津生态城落地遥它实现
了分布式电源即插即用等智慧用能领域
多项成果袁并已推广至 20 余省袁显著提升
了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能力遥

此次技术率先落地的中新天津生态
城袁坐落在天津滨海新区遥 据国网天津

电科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袁这项名为野智
慧园区用户侧能源信息融合与高效利
用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冶 的新技术袁旨
在解决产业园区内各种能源之间分割
独立尧接入复杂尧利用效率低的难题袁实
现园区内能源的相互融合袁助力智慧园
区建设遥

国网天津电科院团队通过六年多攻
关袁 相继攻克了智慧用能的多个技术难
题遥 以接入融合为例袁中新天津生态城借
助该技术袁 实现了 100%园区用户多能源
接入遥 辖区内的颐和美墅小区 11 户家庭
建成了分布式电源即插即用工程袁自己借
助光能尧 风能发的电可接入家中直接使

用袁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遥
此外袁生态城所有居民用户应用多表

集抄尧 智慧用能控制技术袁 就能实现电尧
水尧气尧热管网等各种能源信息的高效融
合曰工商业用户完成节能改造袁可得到优
化用电决策管理尧 能效预测预警等服务遥
整个园区综合能效水平和分布式能源就
地消纳能力提高 10%以上遥

目前袁 我国有各类产业园区超过
1500 个袁推广智慧用能潜力巨大遥 如今袁
经过生态城的实践后袁该技术已经推广至
江苏尧浙江等 20 多个省的一百多个园区袁
累计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12.5 亿元遥

来源院新华社

制绒是电池生产的第一道工序袁也是最重要
的工序之一袁如何监控好绒面对电池生产具有重
要意义袁常规工艺袁多晶硅采用普通的酸制绒袁其
绒面渊如图 1冤呈野毛毛虫状冶袁尺寸在 2-20滋m渊微
米级冤袁通过减薄量尧反射率和普通光学显微镜湿
就可以很好的监控绒面情况袁而湿法黑硅制备不
同袁需要经过挖孔和扩孔两道工序袁绒面渊扩孔后
如图 2冤呈多孔状分布袁实验表明袁孔径在 500-
900nm 具有较佳的电性能数据遥

湿法黑硅因其绒面结构的特殊性袁减薄量已
不能反馈绒面的情况袁我们采用一看二测三观察
的方式院一看是指看绒面是否有脏污尧斑点尧均匀
性曰 二测是指测试黑硅挖孔完和扩孔完的反射
率袁是否在目标范围内曰三观察是指观察绒面结
构尧尺寸是否达标渊黑硅因其绒面尺寸较小袁通过
光学显微镜不能观测出绒面的好坏袁 我们通过
SEM 在 4000 倍以上观察绒面情况冤遥其中反射率
测试仪为硅片表面结构最简单尧 直接的检测手
段袁SEM 为材料表面结构最直观的测试方法袁我
们通过一看二测三观察的监控方式可将湿法黑
硅绒面控制在很稳定的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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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在浙江绍兴袁总重量达 200 吨的
大型自卸车轻松压过一段由太阳能电池板
铺成的道路袁路面完好无损遥 这标志着该道
路成为目前世界上承重最大的太阳能试验
道路遥 也意味着由浙江兰亭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尧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尧
清华大学智慧城市与智慧交通研究中心等
多家单位历经十年完成的野太阳一号冶光伏
路面成套技术研发成功遥

承重 200 吨尧光伏发电尧电动智能车辆
无线充电尧冬季化冰雪噎噎在太阳能公路仍
是一个新概念的当下袁这条太阳能试验道路
处处显现着野黑科技冶特质遥 那么它到底是如
何实现上述功能的呢?

一举两得与野自给自足冶
野太阳能道路一举两得袁 作为太阳能电

站袁它不单独占用土地面积;作为道路铺设材
料袁它同时具备发电功能遥 冶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研究员曲胜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袁行车和发电是太阳能道路的两
项基本功能遥

作为道路袁 太阳能道路必须具备承重尧
耐强摩擦性能遥 野一般的车辆只有几吨袁部队
大型坦克车才能达到 100 吨袁如果最极端情
况下路面能够承受袁小型车肯定也没问题遥 冶
兰亭工程建设集团工程师李景轩表示袁试验
时使用了总重达 200 吨的大型自卸车碾压
该试验道路袁路面丝毫不为所动遥

这种太阳能道路由功能层尧承重层和基
底层构成遥 野基底层与中间承重层形成的路
基有足够的支撑能力袁它们由刚性(水泥)或
柔性(沥青)结构组成袁这两种材料本身承载
力就比较强遥 冶从事道路建设行业已三十多
年的李景轩说袁功能层中的太阳能光伏板虽
然是一种脆性材料袁但涂加了独创工艺的柔
性材质保护层袁因此袁这个表面看似玻璃的

保护层摩擦系数高尧强度也高袁既能保护太
阳能板材袁又能保证车辆正常行驶遥 野每一层
之间都有柔性粘合性连接材料袁防止层与层
之间错位尧移动遥 冶他说遥
那么太阳能道路如何发电?曲胜春表示袁太阳
能电池虽然叫电池袁但它不是储能袁而是把
光转换为电能遥 硅尧砷化镓等半导体材料吸
收太阳光产生电子要空穴对袁电子要空穴对

迁移到 PN 结结区分离为自由电荷遥 产生直
流电后袁可以直接使用或被存储遥 如果要进
入市电电网袁需经逆变器转变为交流电遥

李景轩介绍袁太阳能道路发电主要用来
满足当前道路的照明尧电动车充电尧隧道等
公路用电需求袁剩余电量并入电网袁夜间或
其他需要用电时再从电网输送袁实现野自给
自足冶袁而目前公路用电大多需要单独输送遥

潜力较大袁但应用有条件

野道路可以发电袁电站可以当道路用袁考
虑这两个功能袁 成本控制在其他道路的 1.5
倍之内袁就是赢家遥 冶曲胜春说遥 李景轩则表
示袁 太阳能道路初期投资比普通公路高约
30%袁但从寿命来看袁太阳能道路长达 20 多
年寿命和较少的维修袁使它的年分摊成本低
于普通公路袁此外袁它还能带来诸如融雪和
无线充电等功能遥
李景轩表示袁 太阳能道路的无线充电技术袁
虽现在使用需求量不大袁 不能立刻投入使
用袁但随着国家总形势改变袁技术升级换代袁
配套的能源尧电动车尧道路完善袁太阳能道路
技术发展潜力将非常巨大遥

曲胜春也认为袁太阳能道路是一种较有
潜能的工程技术遥 作为野建筑冶材料袁太阳能
电池板施工和安装更方便袁同时具有发电功
能遥 不过袁他认为使用太阳能电池的前提条
件是日照充足袁 我国西部的青海尧 甘肃尧西
藏尧新疆等地区阳光照射充足袁加上道路占
用率不高袁适合建造太阳能电站袁但我国山
海关以东袁 东三省地区的冬季日照条件较
弱袁并不适合使用太阳能电池遥 太阳能电池
达到阈值光强才能工作袁低于阈值的结果不
仅是转换效率降低袁低照度条件下可能根本
不会工作遥 哈尔滨冬季雨雪天气袁阴云密布
的时候袁 太阳能电池处于几乎不发电的状
态袁只能在阴雨天气前存电袁需要的时候再
把电放出来遥

野太阳能光伏发电道路对智能交通起到
积极配套作用遥 在利用新能源上袁太阳能道
路充分利用闲置道路资源袁 不额外占用土
地遥 此外袁城市广场和特殊路段上袁太阳能道
路还可以发挥巨大想象空间遥 冶李景轩说遥

来源院科技日报

之前读叶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曳袁同
事与我分享所读的叶曾国藩家书曳遥当时
想袁家书也收集成册了钥 这位被为推崇
为野千古第一完人冶的家书到底会写些
什么呢钥

印象最深刻的是野劝学冶袁劝诸学业
宜精尧读书宜选明师尧讲述求学方法遥曾
国藩得知四弟尧 六弟没有入学很遗憾袁
他认为科名有或没有袁早或迟一点不能
勉强遥读书只有两件事院一是讲德袁讲求
诚正修齐的道理袁 以做到不负一生曰二
是修业袁操习记诵词章的技巧袁以做到
自立保身遥 曾国藩教导弟弟注重看书袁
说到他自己没有一天不看书袁每天总要
看二十页或经或史或诗集文集袁就算再
匆忙袁也不废正业遥 曾国藩在家书中还
给诸弟附了课程表遥 其中有读书不二袁
一本书没有点读完毕袁 一定不看它书曰
东翻西阅袁都是为外界所左的人遥

2016 年中国人读书数据袁 我国成
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7
本袁远低于韩国 11 本袁法国 20 本袁日本
40 本袁以色列 64 本遥 看到这个数据是
不是有点惊讶钥很多人说忙袁太忙了袁忙
工作尧忙加班尧忙应酬噎噎

还有来自联合国对世界 500 强企
业家读书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的数据院日
本企业家一年读书 50 本袁 中国企业家
一年读书 0.5 本袁相差 100 倍遥 再就是
来自网上的一项相关国家每年人均购
书量的数据院以色列 64 本尧俄罗斯 55
本尧美国 50 本袁而中国平均每人每年购
书不足 5 本遥 这与中国悠久的文明史袁
深厚的文化底蕴很不符袁当前中国国人
陷入阅读危机袁 大家开始倡导全民阅

读遥
我们公司也在组织中层干部开展

野一月一本书冶 读书活动袁 迄今第四个
月袁很多人认为很有必要遥 读书不是为
读书而读书袁不是为考试而读书袁不是
为做文章而读书遥 读书是为了什么钥 在
公司中层干部当中引发了热议遥 有人
说院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性价比最高
的自我修炼尧自我提高的路径遥 有人说
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袁读书可以彻悟人
生的意义遥还有人说更重要的是为自己
的孩子树立榜样遥 我们每月一本书尧每
月一篇读后感袁每个人对读书都有不同
的感悟遥 有人说袁读一本喜欢的书实际
上就是在与一个智者袁一个你喜欢的人

在对话曰有人说通过读书知道了世界之
大袁历史之漫长袁一方面我们会意识到
自己很渺小遥 还有人说胸藏文墨怀若
谷,腹有诗书气自华遥

我的感悟是读书能带来宁静袁一杯
茶尧一本书静静地独处一下午或是一个
夜晚袁是灵魂休憩的港湾遥 第一期的读
书分享会袁我开始喜欢诗词袁细细的品
味 叶春江花月夜曳遥 历代对这首诗的评
价院叶全唐诗曳院 以孤篇压倒全唐遥 锺惺
叶唐诗归曳院将春尧江尧花尧月尧夜五字炼成
一片奇光袁真化工手浴 黄家鼎院五色分
光袁合成一片奇锦遥不是补天手袁未免有
痕迹遥 闻一多说得更是彻底院在这种诗
面前袁一切的赞叹是饶舌袁几乎是亵渎
噎噎这是诗中的诗袁顶峰上的顶峰遥 因
为喜欢袁一遍又一遍听着不同版本的朗
诵袁听着尧听着安静地入睡遥

曾国藩家书还谈到修身尧 治家尧理
财袁通过教读书尧做学问尧修身尧做官展
现了曾国藩野修身尧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冶
的毕生追求遥 从而赢得了野道德文章冠
冕一代冶的称誉遥

我呢钥 通过读书袁刷新了对曾国藩
的印象遥 改变了狭隘的认识观袁能够更
客观做出评判袁重新认识左宗棠尧李鸿
章袁更多地看到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的
正面影响遥也重新延伸阅读了湘军发展
史尧太平天国运动袁从不同的视角尧从不
同的主体看待历史袁 看待战争的成与
败袁从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遥书袁不仅仅
在述说袁还在引导我们思考尧引导我们
重新认知事物尧认知历史遥

野蹉跎莫遗韶光老袁 人生惟有读书
好遥 冶

野在这个世界上袁没有人会为
你的工作上保险袁懒散的员工注定
会被裁汰遥 冶

野无论造成懒散慢的原因是什
么袁最大的受害者是你自己遥 冶

在叶战胜懒散慢曳封面上醒目地
印着这两句话袁看了着实让人警醒袁
时刻受到鞭策遥 当我们还没有明白
工作到底是为了谁时袁 我们的工作
是迷茫的袁 有时候这也是造成懒散
慢的一个原因遥 有些人认为工作纯
粹是帮企业尧帮老板做事遥我以为工
作的本质是为我们自己袁 是为我们
能够有更好的工作发展袁 是为我们
的家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遥 由此一
来袁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方向明确了袁
我们就会借公司给予我们的工作平
台袁 竭尽全力去发挥我们工作上的
优势袁勤勤恳恳尧脚踏实地地去完成
每一项工作袁 珍惜任何一次能够促
使我们工作进步的机会遥 只有这样
我们工作上才不会被淘汰袁我们的工作才能得到领导和
同事的认可袁我们才可以通过工作上的进步来改善我们
的生活遥 当然袁有些人也会说领导不欣赏你袁干到死也是
干活的命遥 诚然袁工作中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形袁但这不能
成为影响我们积极尧努力工作的原因袁更不能成为我们
懒散慢工作的借口遥 都说积极的人像太阳袁到哪里哪里
亮曰消极的人像月亮袁初一十五不一样曰积极的人在每一
次忧患中都能看到机会遥 逆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工作中
积累经验袁潜心钻研改进尧提升工作效能的方式方法袁因
为工作成绩永远是展示我们工作能力的最好方式袁因为
如果工作懒散慢袁最大受害者是我们自己遥

都说常挪的树长不大遥 该书对工作跳槽的论述值
得我们思考遥 文中记录刚刚工作不久的员工袁之所以对
待工作态度不认真袁 往往因为抱着 野下一份工作会更

好冶的心态袁随时准备跳槽到更好
的平台遥一旦遭遇挫折袁就认为自
己怀才不遇遥于是袁他们渴望通过
跳槽来解脱遥 这类员工流动性非
常大袁在频繁的跳槽行为中袁他们
的能力得不到持续的发展袁 工作
自然没有效率遥 从他们个人长远
的发展来看袁即使他们胸怀大志袁
也难以抒展手脚袁 因为他们已经
退化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志大才疏
的平庸者遥 文中还引用盛大总裁
陈天桥的经历来给喜欢跳槽的人
一些有益的启发院 陈天桥从复旦
大学毕业时分配到陆家嘴集团公
司袁 刚开始安排的工作是放映有
关集团情况介绍的录像片袁 实际
上就是一个放映员岗位遥 陈天桥
得到这个岗位的时候也是迷茫
的袁 深刻体验到了理想与现实的
巨大落差遥 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
态院野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袁 是跳级

生袁又是全市优秀学生干部袁过来就让我干这个遥 冶好在
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去适应现实的工作环境袁而
不是等着环境来适应自己遥 他在努力做好每一次放映
工作的同时袁利用闲暇时间潜心研读了很多管理书籍遥
终于在放映了 10 个月的录像片后袁他得到了担任集团
下属一家企业副总经理职位遥 如果陈天桥入职当初选
择离开袁就没有后来的陈天桥了遥 无论眼前的境遇怎么
样袁 你首先该做的就是通过干好工作来改变你想改变
的一切袁而不是通过跳槽来逃避遥

叶战胜懒散慢曳这本书从野你是不能干袁还是不愿
干遥 让工作永远散发新鲜的芬芳遥 怎样从懒散慢到高效
能遥 协调好生活与工作的关系遥 冶等多方位阐述我们工
作中遇到的一些迷茫事袁深入浅出袁浅显易懂袁贴近工
作实际袁值得每一位工薪阶层人士好好读读遥

读《战胜懒散慢》有感
安环部 蒋春生

曾国藩家书读后感
订单管理部 黄朝霞

太阳能道路 让电动汽车边跑边充电
简述湿法黑硅
绒面监控方法

技术研发中心 李 璐

图 1 普通砂浆片绒面渊2000 倍冤

图 2 湿法黑硅绒面渊2000 倍冤

法国建成的世界首条太阳能道路遥

分布式电源即插即用技术实现落地推广 自发电自用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