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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简 介 

广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坐

落在世界著名山水旅游名城、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市，有王城、育才、

雁山 3个校区，校园面积 4100多亩。 

学校现有 22 个教学学院（含独立学院——漓江学院），有 3 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2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

级学科、2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学

科专业涵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 12 大学科门类。拥有 35 个广西重点学

科，其中化学学科进入 ESI全球前 1%。 

学校拥有 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个广西重点实验室、16个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4个广西高校校地校

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5个"八桂学者"创新平台和 7个广西高校重点研

究基地，有 2 个重点实验室被确定为广西首批建设广西医药产业人才

小高地的载体。 

现有专任教师 1535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 805 人，占 52.4%，具

有硕士（含）以上学位 1229 人，占 80.1%。有国家“千人计划”“万

人计划”人选各 1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人选各 2 人，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青年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国家优青各 1 人，教育部创新团队 1 个，入选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教师有 8 人，广西八桂学者 7 人，广西特聘专

家 4人，广西创新研究团队 4个，广西优秀专家 13人，广西有突出贡

献科技人员 3人。 

“十二五”期间，学校共承担各级各类纵横向科研项目 2122项，

科研经费共计 4.03亿元，其中，承担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

863、973 等国家级项目 317 项，项目经费 1.3 亿元；获得各类科研成

果 6311项，其中各类著作 399部、SCI等三大索引收录论文 1158篇。

申请发明专利 462 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15 件。获得省部级以上科

研成果奖励 139项，其中包括广西科学技术奖 17项（一等奖 3项，二

等奖 7 项，三等奖 7 项）、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17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34项，三等奖 78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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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地方的技术和特色研究领域 

 中药现代化和药物研究 

 广西特色天然产物提取及保健品研发 

 珍稀动植物保护及特色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良种选育及栽培 

 生物技术应用研究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 

 环境污染分析与治理 

 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研发 

 图像信息安全技术研究 

 新能源材料及新能源技术研发 

 智能检测与自动控制 

 统计数据开发与利用 

 激光及光纤传感技术及产品研发 

 现代核分析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联系方式 

地    址：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号广西师范大学科技处 

联系电话：0773-5846430、5855291 

电子邮箱：kjc@gx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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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科学研究平台一览表  

一、国家级科学研究平台 

省部共建药用资源化学与药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省部级科学研究平台 

药用资源化学与药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重点实验室） 

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环境工程与保护评价广西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 

广西多源信息挖掘与安全重点实验室 

广西低碳能源材料重点实验室 

广西珍稀濒危动物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三、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校地校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 

野生动植物生态学实验室 

生物无机与配位化学实验室 

信息智能和数据处理实验室 

科学计算与模拟实验室 

生命过程与环境分析科学实验室 

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与自动控制实验室 

数学与统计模型重点实验室 

现代核分析技术及其应用重点实验室 

低碳能源电化学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生命过程与药物分析重点实验室 

岩溶生态与环境变化研究重点实验室 

信息系统与数据安全重点实验室 

非线性电路与光通信重点实验室 

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 

干细胞与医药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新能源材料与新能源技术实验室 

光通讯与生物医药测量仪器和传感器开发平台 

广西特色民族药物研究与开发技术平台 

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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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科研服务地方主要成效 

 

一、瞄准产业需求，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一）中药现代化关键技术研究 

学校充分发挥省部共建药用资源化学与

药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和科

技人员的优势，以项目为载体与企业开展合

作，针对广西及西南药用资源尤其壮药、瑶

药系统地开展药用资源的药效物质基础与作

用机制研究；药用资源活性先导物及其金属

药物化学研究；药用资源药效物质转运系统

与药物载体研究；建立中药材和提取物先进

的质量标准方法。 

与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推动青蒿素质量标准提升、企业专门人

才的培养和产学研结合；与桂林天和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桂林华诺威基因药业有限公司

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教学、科研和企业共同发展。积极举办广西医药产业

人才小高地沙龙，主动深入企业进行科技交流与服务。为广西制药企业制定产品

技术标准 8项，为相关企业提供测试服务 300余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视察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与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与桂林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桂林市植物提取协会签订合作协议 

制药企业技术人员到实验室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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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天然产物提取及深加工研究 

学校以药用资源化学与药物分子工程重

点实验室和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为依

托，先后与多家企业联合开发广西特色植物 

资源产品，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

效益。 

与中外合资的桂林吉福思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生产高甜甙V含量的罗汉果甜甙

产品，年产罗汉果甜甙 5000公斤，出口创汇 

150万美元，获税利 300万元人民币；与雀巢公司上海研发中心合作开发广西甜茶，

推进广西甜茶种植及加工业的发展；与广西金秀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广西特色经济作物八角的综合加工利用技术研究，极大地提高八角资源的利用率。 

通过校企合作开展罗汉果深加工技术研发，罗汉果果珍及其生产方法、罗

汉果蛋白酶及其提取方法、罗汉果角鲨稀及其制备方法、罗汉果叶黄酮及其制备

工艺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形成一条完善的罗汉果产业链，带来显著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统计数据开发与利用 

学校依托大数据统计分析中心、大数据实训虚

拟仿真平台、数学与统计模型广西高校重点实验

室，先后与广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西统计调查

总队、桂林市统计局、桂林市岩溶研究所、广西教

育考试院、招商证券、来宾市统计局等签订产学研

合作协议，开展“岩溶塌陷监测数据挖掘技

术”“广西装备制造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研

究”“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据分析及评价

研究”“桂林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超声牙周治

疗仪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统计分析”等横向课题研

究。多项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西

科技计划项目等资助，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对广

西统计数据开发与利用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

用。    

我校研制成功的罗汉果甜甙产品 

与桂林市统计局签订合作协议 

与来宾市统计局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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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技术应用研究 

学校以科技项目为载体，通过校企合作开展生物技术应用研究，在食品加工、

动物营养与食品安全、绿色饲料添加剂等方面具备了较强的研发能力。 

与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啤酒保鲜关键技术，建立了

啤酒老化关键指示物的检测方法和啤酒保鲜期强化预测方法。通过降低啤酒包装

总氧和出酒温度等技术，保鲜期由原来的 2个月提高到 4个月，推出“漓泉鲜啤”

和“燕京鲜啤”升级产品，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与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研发

高纤维营养谷物片的生产技术。研发出高纤维营

养谷物片的生产技术及其产品，2014-2015 年生产

高纤维营养谷物片产品 220 吨，年新增销售收入

286万元，新增利润 97万元。 

与桂林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耐高

温饲用β-葡聚糖酶生产技术及其在畜禽配合饲

料中的应用，通过β-葡聚糖酶发酵工艺的优化和

包被技术的创新，获得新产品 1 个，年新增销售

收入 500万元，新增利润 120万元。 

 

“漓泉鲜啤”“燕京鲜啤”升级产品生产线 

高纤维营养谷物片 

开展合作研发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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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能源电池制造技术研究 

学校以广西低碳能源材料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在高性能二次储能器件及其关

键材料、铝电解绿色节能减排技术及其相关材料、燃料电池电极材料及其应用等

领域形成特色和优势，为企业技术更新、节能环保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研制成功的“纳米碳包覆磷酸铁锂复合正极材料新技术”已应用于桂林九一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产品技术指标处于国内同类产品的领先地位，所

生产的磷酸铁锂产品已经用于国内多家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与珠海格力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益佳通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

业建立协同创新平台，研发新型锂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开发锂离子

电池模块市场。 

 

 

 

 

 

 

                     

 

 

              

 

 

磷酸铁锂复合正极材料生产线 磷酸铁锂产品 

动力锂离子电池模块 锂离子电池纯电动竹筏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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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激光及光纤传感技术及产品研发 

学校依托光通信与生物医药测量仪器和传感器开发平台，在光纤光栅制作、

分布式光纤传感与检测、及其光学仪器集成开发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已

经形成比较稳定的光纤检测研究方向，拥有基于瑞利散射的可调谐光时域反射

(OTDR)技术、基于相干探测的改进型 BOTDA 的技术等多项自主研发的技术、产品。 

与桂林优西科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

发“可调谐光反射时域测试仪”，改变传统 OTDR

点频式的检测方式，实现连续可波长可调谐的

OTDR检测方案。可以应用于下一代 PON检测技术

的设备研制，尤其是研制耗能低、适合于 DWDM 技

术的手持式可调谐 OTD装备。 

承担企业委托项目“基于 FPGA的分布式拉曼

光纤测温系统”，研发的基于拉曼散射的分布式温

度检测技术，依据发射激光在多模光纤内产生的

自发拉曼散射，并且具有反斯托克线对温度的感

知能力要远远强于斯托克线的特点，基于 FPGA的

高速采样和解调控制，使得这项技术成功地用于

分布式温度检测，目前已经进入生产。 

研发的基于相干探测的改进型 BOTDA 技术，具有相干探测信噪比高、双边带

探测非局域效应小、具备断点检测功能等诸多优点。可以应用于长距离通信光缆

链路监测、油气管道、大型基础设施和高层建筑、桥梁隧道等的建构健康监测。

已经获得发明专利 3件，已经受理发明专利 2件。 

研发的基于光纤布拉格光栅的固体材料杨氏模量测量技术，解决了传统测量

材料杨氏模量精度不够高和测试环境要求较高的问题，具有结构简单，测量精度

高等诸多优点。可以应用于刚性固体材料杨氏模量的测量测。已申请专利 1件。 

         

 

              

 

 

 

可调谐 OTDR 样机  

拉曼分布式温度检测系统验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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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现代核分析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学校依托现代核分析技术及其应用重点实

验室和核技术应用科研平台—加速器质谱

（GXNU-AMS）系统, 建立了多种长寿命放射性

核素的超灵敏度分析方法，申请发明专利 5件，

可以广泛应用于核物理、地球科学、考古学、

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 

与广西茶叶科学研究所开展茶树辐照育

种项目研究，开发和评估广西茶树种质资源；

与广西桂林正翰辐照中心合作，利用核技术资

源开展农副产品、医疗用品、食品等保鲜杀菌，

化工产品改性、加工、生产，商品养护等辐照

加工，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与中国原子能院（CIAE)合作建设小型加速

器质谱平台，成功应用于北京市 APEC 期间大气

PM2.5 颗粒源解析研究，为研究大气 PM2.5 的成

因以及研究大气污染中二次污染机理研究奠定科

学基础。 

 

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所合作开展 36Cl

测年法对大石围天坑群的断代项目研究；开

展“广西天坑群”侵蚀速率及其暴露年龄的

测定研究，为研究天坑的形成、演化以及此

地区新构造抬升速率、古气候及地质环境演

变等提供科学数据和研究方法。 

           

 

茶树桂香 18号辐照育种品种 

激光颗粒检测现场调研 光纤布拉格光栅测试现场 

小型加速器质谱仪（GXNU-AMS） 

APEC期间北京市 PM2.5 样品 

广西天坑暴露年龄的测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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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电子信息产业相关技术研究 

学校依托信息智能和数据处理实验室、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与自动控制实验室、

科学计算与模拟实验室等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以及桂林市智能检测与自动控制工

程研究中心，在视频、图像信号处理、自动化检测仪器与控制装置、智能机器人、

竹林加工自动化、光、机、电一体化控制系统设计、工业控制产品、光伏发电控

制及其应用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 

与桂林美万家竹业有限公司合作研究开发

了长竹条智能检测设备，提高企业加工效益

20%。申请发明专利 2 项，“竹砧板加工全程机

械化生产线技术集成与示范”获得国家星火计

划重点项目资助。 

与桂林飞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究开

发完成了惯性姿态方位参考系统，主要应用于

导航控制、虚拟现实与三轴手持稳定等技术领

域，自 2011 年项目投产以来已新增生产能力

1500 万元，新增产值 321.67 万元，新增利税

100 万元，新增出口创汇 55.94 万美元的经济

效益。 

   

 

 

 

 

 

 

 

                    

 

智能飞行控制模块 

竹片缺陷检测图像采集和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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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手持稳定器                            光伏发电控制系统 

（九）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 

学校依托广西多源信息挖掘与安全重点实验室和广西区域多源信息集成与智

能处理协同创新中心，在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处理技术、多媒体传输技术、移动互

联网技术及其应用、数据中心与信息系统开发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 

与广西旅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合作

研发了南宁车管所车驾管数据中心、掌上

车管所 APP、车管工作站/检测站排队叫号

系统、电动自行车上牌管理系统、便民车

管服务系统等多个应用软件系统。 

自 2015 年 6 月以来，这些系统陆续

在南宁市车管所、车管工作站/检测站、邮

政/EMS服务网点正式上线运行。截止 2016

年 5月，系统已拥有约 35万注册用户。由

于成效显著，2016 年 4 月 23 日，广西公

安厅交警总队专门组织召开全区公安车驾

管“互联网+”工作经验推广现场会，向全

区推广南宁市交警支队车管所“互联网+

车管服务”经验做法。 

 

 

 

 

 

 

工作经验推广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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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虚拟现实技术研发 

学校依托广西多源信息挖掘与安全重点实验室和“信息智能和数据处理”广

西高校重点实验室，在面向农业应用的虚拟现实技术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

可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虚拟现实方面的软件研发和技术支持服务。主要

研发内容包括： 

（1）农林植物及设施环境的三维数字化技术 

主要包括植物结构空间信息获取与三维重构（包括三维数字化和激光三维扫

描）、植物形态结构的多尺度参数化建模、植株形态交互设计和真实感显示、植物

群体三维重构和可视化计算分析、农业设施环境（温室、大棚等）计算机辅助设

计。 

 

（2）三维场景虚拟互动技术主要包括三维场景交互漫游、手势/肢体动作驱

动的数字媒体内容虚拟互动展示、基于物理模型的虚拟场景互动体验、面向网络/

移动终端的三维场景互动展示。 

（3）主题数字媒体内容制作与应用 

通过将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农业知识和数字娱乐形式结合，面

向农业数字科普培训、农业景观/园区虚拟展示宣传、农业会展数字化等主题进行

产品开发并广泛应用。 

参与完成“世博会周边

典型农业景观虚拟互动展示

技术集成与示范”“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六师水利工程虚

拟展示系统”“陕西神木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农业用水管理

系统”“北京大兴区西瓜生产

经营虚拟互动体验式培训系

统”“柑橘生产技术三维动画

主流媒体报道 

植物形态结构的数字化与三维重构 

 

农业示范园区农业用水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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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实训软件”等的开发。 

 

 (十一) 图像信息安全技术研究 

学校依托广西多源信息挖掘与安全重点实验室和“信息系统与数据安全”广

西高校重点实验室，在图像信息安全理论和技术方面积累了大量成果，拥有 4 件

授权发明专利和 3 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特别是在图像加密、图像信息隐藏、图

像识别、版权保护、图像认证等方面具有特色优势，研发实力较强，可为政府部

门、企事业单位提供相关应用软件开发和技术支持服务。 

 

     
 

    面向 PC端的图像信息隐藏系统             面向安卓手机的图像隐写软件 

 

 

 

  

 

 基于 Web的图像隐写平台             面向图像检索和图像认证的哈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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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技术专长，服务“三农”   

（一）油茶良种繁育和早实丰产技术研究 

学校承担自治区科技攻关项目“桂北油茶良种繁育和早实丰产组装配套技术

研究与示范”， 通过开展油茶良种壮苗培育技术研究，筛选出特优油茶新品种，

形成一套完整的油茶早实丰产、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在桂北的灵川、兴安、全州等地营建油茶丰产示范林 320 亩，培训茶农 830

人次，建设辐射推广林 3.9万亩。近三年新增产值 3071.99万元，新增利润 2245.5

万元。 

 

 

 

 

 

 
指导贺州市昭平县油茶示范基地建设             培育成功的早实丰产油茶良种 

（二）“零排放”生态养猪技术研究 

以广西重点学科--生态学为依托，学校科技人员致力于“零排放”生态养猪

技术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完全解决养猪的污染问题和健康有机猪的养殖问题，

大大减少传统养猪中的抗生素类药品的使用，可为社会提供更加安全的猪肉产品，

并能节约养猪成本 100元左右/头。各地应用该成果的养猪场有 150多个。科技人

员下乡指导农民养猪总头数 50多万头，服务地域辐射到桂林、玉林、梧州、南宁、

来宾、贵港等市以及福建厦门、龙岩等区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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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左二）                  “零排放”生态养猪场 

考察生态养猪场       

（三）竹鼠标准化养殖技术体系研究及其产业化应用 

学校科技人员深入桂林市七星区、象山区、恭城县、荔浦县、阳朔县、灵川

县、全州县等区县开展竹鼠科研和示范推广工作，举办技术培训班 16期，培训养

殖技术骨干和养殖大户 2000多人次。指导桂林秋波竹鼠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桂林

森农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城县亿富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标准化养殖

场 6个，年养殖竹鼠 30万只。 

指导恭城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成功获得

《恭城竹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校企合作开展竹鼠标准化养殖技术体系

研发，制定的广西地方标准《银星竹鼠 选种》

已经颁布实施，“治疗竹鼠肠炎的复合中药组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一种竹鼠精料混合颗粒

料及其制备方法”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形成一套竹鼠标准化养殖技术体系。 

通过集成应用，母竹鼠年产仔数提高 10%，生长竹鼠日增重 6%，饲料利用效

率提高 5%，竹鼠成活率提高 10%，大大提高了竹鼠的生产性能、健康水平和产品

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竹鼠养殖基地进行技术指导 

经选育的高产母竹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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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汉果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 

我校科技人员利用细胞工程技术，成功

地培育出“伯林”系列罗汉果优良品种，并

实现了组织培养大规模繁殖；该优良品种当

年种植当年进入丰产期，产量比传统品种提

高五倍以上，品质也比传统品种有了显著提

高。“伯林”系列罗汉果品种深受农户喜爱，

种苗供不应求，多年来一直保持最高市场占

有率。与桂林永福县科技局、农业局结成对

子，研究罗汉果品质下降的原因以及解决措

施，形成一套罗汉果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操作

规程；与永福县成功联合建立示范种植园、

远程技术服务平台。 

（五）银杏早实丰产和主要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研究 

我校科技人员积极深入桂林灵川县、兴安

县、全州县等桂北银杏产区开展银杏科研和示

范推广工作，举办技术培训班 190多期，培训

农村技术骨干 12000 多人次；营建银杏早实丰

产示范林和辐射林 8556亩。该示范林 3-5年结

果，6-7 年投产，第 8 年亩产银杏种核 135 公

斤，最高的平均亩产达 255.48公斤，实现了银

杏生产的良种化园艺化。 

实施完成的银杏主要病虫害综合治理推广

项目，治理古银杏病虫危害树 14.58万株次；

增产银杏种核 513.35 万公斤，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 1.12亿元。 

银杏示范推广和主要病虫害综合治理推广

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先后获得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

在罗汉果培育示范基地开展研究 

罗汉果优良品种组培苗 

古银杏的被害林 

治理后的古银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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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奖二等奖。 

三、发挥学科优势，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服务 

（一）积极参与“生态县”建设 

为了配合“生态广西”建设，学校依托自治区重点学科环境科学和自治区重

点实验室环境工程与保护评价的人才优势，组成环境与生态建设服务小组，为地

方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规划、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产业布局等提供科学依据，为

环境管理部门和决策部门提供管理信息与管理手段。 

2012年以来，承担了象州县生态规划、柳城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

规划编制、桂林市永福县、兴安县、灵川县等多个县的乡镇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分技术报告、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峰林片区（葡萄）植被恢复规

划、桂林喀斯特生物多样调查编制等多种规划、调查报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环境与生态建设服务小组开展规划调研          制订的建设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二）珍稀濒危动植物的生态保护研究 

依托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围绕广西特有珍稀动植物

资源，在金花茶、冷杉、单性木兰、野生稻、

白头叶猴、黑叶猴、鳄蜥、蛤蚧、金斑喙凤

蝶等开展遗传多样性、濒危机制及生态保护

对策研究。我校科技人员组织开展的多项研

究课题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国家林业局、亚洲发展银行等单位资助，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为广西珍稀

动植物生态保护与利用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共建珍稀濒危动植物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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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研究 

学校以广西重点学科--生态学为

依托，开展了滨海红树林湿地、内陆湿

地受损后的自然生态学过程及其生态恢

复机制、外来种入侵湿地的生态学机理

与受损湿地的恢复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我校科技人员组织开展的多项研究课题

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基础研究重大专项等资助， 

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为广西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提供科技支撑。 

（四）污染治理技术研究 

学校依托环境科学广西重点学科和环境工程与保护评价广西重点实验室，学

校针对广西的制糖、酒精、造纸、缫丝、印染等工业产生的高浓度、难降解有机

废水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开展催化湿式氧化法、超临界水氧化法、吸附—

微波催化法、吸附—氧化再生法、光催化法、生物强化技术以及资源化方法等处

理技术的研究。 

研发成功的新型复合土地渗滤技术，可以应

用于分散性生活污水的治理，具有深度处理污水

效果优异，运行过程无噪声、无污泥、无人看守

的优点，且建设成本低廉，占地布置灵活。可深

度净化处理养猪污水、制药废水尾水等难处理污

水，是目前应用前景广阔而优异的污水治理技

术。已经在资源县老王家屯、防城港奇美水产养殖公司建设了两个示范点，出水

水质主要指标（COD、NH3-N、TP）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运行成本不超

过 0.1元/m3。  

 

污水处理示范点 

滨海红树林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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