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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长得像第一代手机“大哥大”的北斗二号
手持双模用户机， 可以在零下40摄氏度的环
境下工作；防止无人机黑飞的“机关枪”，一旦
有人非法窥探，它就能发射信号，把无人机给

打下来；世界上最小的定位板卡，技术全国领
先， 部分参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走进长
沙高新区， 众多北斗导航企业的产品让人大
开眼界。

这里聚集着湖南80%以上从事北斗导航
产业的企业，产值达80亿元。北斗卫星导航研

发与应用，获湖南省科技创新奖。
提到北斗卫星， 就不能不提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飞
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立项21年，王飞雪投身北
斗事业20年，先后攻克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

1995年， 北斗导航系统建设遇到了困扰
10年的瓶颈问题———信号快速捕获。“为什么
不可以另辟蹊径？”王飞雪和课题组成员连续
熬了几个通宵，反复推理论证，得出了一个新
的解决方案。这套“全数字化快速捕获信号与
接收技术方案”，得到了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
术奠基人、 中科院陈芳允院士和部分业内专
家的充分肯定。

当时，正攻读博士学位的王飞雪才24岁。
他和同学雍少为、欧钢，从北京抱回一台当时
比较先进的台式计算机，以及4万元的尝试经
费，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探险。只用了3
年时间， 他们就成功掌握了信号快速捕获的
技术。

2015年3月，首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成
功发射， 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由区域
运行向全球拓展。在长沙高新区，众多北斗导
航企业汇聚， 联手打通从核心技术研究、芯
片、板卡、终端到市场应用、运营服务的全产
业链。

2016年11月16日， 长沙市北斗导航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

“北斗”照亮未来，已不是梦。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5月18日， 湖南省科技奖励暨创新奖励大
会召开。会上,长沙磁浮快线科技工程成套系统
技术研发与工程化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研发与
应用等10个科技创新项目的团队受到表彰。

突出整体性、综合性评价
据介绍， 此次科技创新奖奖励对象必须

满足以下条件： 围绕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技术瓶颈，开展跨学科的协同创新，进
行持续性、系统性攻关；近三年来，取得了重
大标志性成果，掌握了核心技术，技术经济指
标和总体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同类技术的先
进水平；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为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以奖项目为主的省科学技术奖相比，省
科技创新奖突出的是整体性、 综合性评价。同
时，省科技创新奖充分借鉴了省科学技术奖的
评审经验，主要依靠专家和同行的评价，采取
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叫得响
省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获奖对

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们在全国乃至
全世界都有名气，叫得响，可以说是我省科技
创新的“名片”。

“科技重大专项———永磁牵引系统关键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建立了世界领先的
永磁传动技术、标准和产品体系，率先实现在
国内高速动车组上装车， 极大提升了我国轨
道交通装备国际竞争力；

“广适性超级杂交稻新品种选育与绿色
生产” 项目2014年率先实现中国超级稻亩产
1000公斤育种目标，2016年百亩片取得七大
突破，多次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

……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长沙磁

浮快线科技工程成套系统技术研发与工程
化应用”项目，围绕车辆设计制造、悬浮控制
系统、牵引传动系统、制动系统、信号拉制系
统等各领域，集成创新，协同攻关，推动我国
中低速磁浮集成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覆盖五大领域
创新示范、 创新引领。10个获奖对象，分

布于《湖南省“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确定的
五个领域。其中，高端装备制造领域4个，现代

农业领域2个，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2个，人口
健康领域1个，资源利用与环保领域1个。

获奖对象中， 有的对推动我省相关产业
转型升级， 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方面作
出了重大贡献。 比如，“科技重大专项———中
小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研制了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航空发动
机， 填补了国内同功率等级涡轴发动机的空
白，保障了我军武装直升机装备的发展，总产
值达13.7亿元，带动了省内机械、材料、电子信
息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有的在改善民生、 提高人民幸福指数
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比如，“基因测序精
准优生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诞生了世界
首批经全基因组测序的试管婴儿， 诞生了
中国首例“无癌宝宝”，在国内率先建立囊
胚活检技术及早孕胚胎丢失影像学诊断等
模型。

有的为我省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
比如，“茶资源高效生态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
产业化”项目，通过关键技术创新，使湖南黑
茶产业规模达到150亿元，相关科技成果带动
湘西地区200多万茶农大幅增收，为精准扶贫
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共计开行列车35175列次，运行图计划兑
现率为100%，列车正点率99.8%。总运营里程
超67.7万公里， 累计发送旅客约260万人次。
这是湖南磁浮公司5月6日发布的数据， 长沙
磁浮快线试运营1周年交出的“闪亮”成绩单。

在长沙高铁南站与黄花机场之间， 列车
在轨道上方约8毫米处“起浮”,如轻风一般“贴
地飞行” ……这条我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 此次获湖南
省科技创新奖。

现任中车株机公司副总工程师， 主持磁
浮交通系统研制工作的彭奇彪告诉记者，11
年前，他受命牵头搞中低速磁浮列车时，没有
任何基础， 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高等院校进
行过一些前沿性探索。

2008年， 中车株机公司精挑细选8位骨
干，组建一个研发团队,前去日本寻求合作，但
日本企业只同意高价转让制造技术。 从日本
受阻回国， 带队考察的时任中车株机总工程
师杨志华郑重宣布：走自主研制之路！

如果像以往研制电力机车那样先研制出
验证机车，一是成本太高，

二是周期太长。 有人提出先做成悬浮小架进
行验证，这个意见很快得到了实施。

2011年7月，悬浮小架在中车株机公司检
测试验站动了起来，尽管只“走”了短短的十
余米距离，却使一度在“两眼一抹黑”中前行
的研发团队看到了希望。

提供车辆前进推动力的直线电机， 固定
的钢螺套，大大小小有7000多个，但要求电机
前后总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最薄的车体部位
只有1.8毫米， 但要确保在焊接过程中车体不
变形，工程量之大、精准度之高难以想象，但
工作人员硬是一个个攻了下来。

当年牵头参与研发的磁浮研究部副主任
佟来生告诉记者， 有一次台风外围云系过境
湖南株洲田心试验基地， 研发团队迎着狂风
大雨、电闪雷鸣，开展列车行进试验。正是这
惊险的试验，让安全数据被顺利拿到。

2012年1月20日，“追风者” 磁浮列车下
线。2016年5月6日， 长沙磁浮快线载客试运
营。试运营一年来，来自新加坡、奥地利、德
国、巴西、韩国、马来西亚等35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30多个城市的考察团
前来调研长沙磁浮快线。目前，成都、六盘水、
绍兴等城市已着手进行磁浮线路规划。

湖南磁浮公司总经理周晓明介绍， 长沙
磁浮工程各参建单位获得专利100余项,湖南
省内电子元器件、传感器、材料加工、轻量化
车载空调等多个配套新产业迅速发展。 磁浮
技术有望迎来产业蓝海。

领先世界 造福三湘
———湖南省科技创新奖综述

“贴地飞行” 迎来蓝海

逐梦“北斗”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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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磁浮快线科技工程成套系统
技术研发与工程化应用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湖南省
磁浮技术研究中心，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
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长沙磁浮快线是我国第一条中低速磁浮运营线，也是世界
上最长的运营线。其建成与试运营标志着我国磁浮系统技术已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工程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推动了我国
具有比较优势的磁浮技术走向产业化。

北斗卫星导航研发与应用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致力于北斗系统这一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突破了北斗

一号快捕、北斗二号卫星抗干扰等世界级难题，受到党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联名贺电表彰。为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湖南省卫
星导航科技创新发展、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作出了突出贡献。

广适性超级杂交稻
新品种选育与绿色生产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
创制我国两系杂交稻第一大骨干亲本Y58S，所配品种连续6

年居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第一；2014年率先实现中国超级稻亩
产1000公斤育种目标， 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2016年超级
杂交稻百亩片多次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近3年累计推广8933
万亩，新增经济效益125亿元。

基因测序精准优生技术研发与应用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中南大学，华大基因，湖

南光琇高新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诞生了世界首批经全基因组测序的试管婴儿，解决了平衡

易位携带者无法在植入前辨别正常胚胎的国际难题，诞生了中
国首例“无癌宝宝”，在国内率先建立囊胚活检技术及早孕胚胎
丢失影像学诊断等模型； 团队年服务不孕不育人群达28万人
次，年试管婴儿周期达4万余次，可为各种染色体病及180余种
单基因病家庭提供孕前诊断服务。

科技重大专项———中小航空发动机
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西北工业大学）

研制了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航空发动机，填补了国内
同功率等级涡轴发动机的空白，保障了我军武装直升机装备的
发展，总产值达13.7亿元，推动了我国航空产业向国际先进水
平的跨越，带动了新材料、高端制造等行业技术进步；为我国通
用航空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重大专项———永磁牵引系统
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湖南工业大学）
建立了世界领先的永磁传动系统技术、标准和产品体系，

率先实现在国内高速动车组上装车， 为我国高铁参与国际竞
争赢得了先机，核心技术已应用到轨道交通、中央空调、电动
汽车等多个领域；近三年实现产值10.2亿元，极大助推了“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高性能网络与安全关键设备研发与应用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深圳风云实业有限公司，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戎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核心路由器，第一台交换能力超过千亿位

的IPv6路由器以及高性能系列化网络设备， 国内第一台2.5G,
10G,40G和100G安全监管系统。为天河超级计算机提供了网络
计算环境，为国家网络建设和网络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
技术研发与应用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取得了含砷固废治理与清洁利用技术、 冶炼废水深度净

化与回用新工艺等一批居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 技术推
广应用到湘江沿岸60家企业。 年安全处置的含砷废渣5000
吨，年减排重金属废水1亿立方米。工程技术为湘江流域重金
属污染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茶资源高效生态利用关键技术
研发与产业化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湖南茶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造了“安化黑茶”品牌，加速了安化国家级贫困县脱贫致
富的步伐，使湖南黑茶产业规模达到150亿元；黄金茶成为我国
高效生态茶业典范，推广12万多亩，茶农亩均收入8000多元；创
立了茶叶深加工新技术体系，使茶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增值100
倍以上；带动湘西地区200多万茶农大幅增收和精准脱贫。

科技重大专项———电能绿色变换
与控制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湖南大学，湖南省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研制出第一台宽厚板坯高磁场密度电磁搅拌电源、 首套

中间包加热电源、首台大电流电解电源等核心装备，整体技术
国际先进，关键指标国际领先；研制的多种电能变换与节能装
备已成功实现了产业化，累计销售16.5亿元，创造利税过4.7
亿元，在大功率特种电源系统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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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3日，长沙磁浮列车驶出站台。（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