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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2015年1月，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尧学领衔的“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通
俗简称为透明计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
次， 湖南新云网科技公司研发生产的透明计算系统
终端， 又获得湖南省首届创新奖中的工业产品创新
大奖。近日，记者前往该公司进行了采访。

湖南新云网科技公司董事长陈娅芳介绍，“新云
网科技” 是目前唯一获得授权使用张尧学院士透明
计算知识产权的公司， 其透明计算系统终端在2016
年初实现量产，在政府机构、学校、医院、企业开始推
广应用。2016年11月10日，“新云网科技”面向全球发
布了透明计算系列产品，行业内诸多“巨头”企业纷
纷点赞。

“新云网科技”研发副总经理刘健东告诉记者，
在传统模式下， 每一台终端设备都要安装操作系统
和应用软件，否则就是近乎“裸机”，无法使用；而在
透明计算模式下， 只需在系统内的主控服务器上安
装各种操作系统和不同的应用软件， 其他所有近乎
“裸机”的终端设备，都通过“TCOS系统”，向主控服
务器“申请”所需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能像电
话座机一样接上网线即可使用。

在省政府某部门，为了保障网络安全，有的同志会
在办公桌上放置两台电脑。一台只连内网，用于内部办
公；一台只连外网，用于对外联系，两者相互独立。

2017年初，该部门引进透明计算系统终端，在同
一台电脑上实现了内网与外网的物理隔离， 既方便
又安全。刘健东介绍，在透明计算模式下，处于终端
的电脑就好像一个空杯子，从不预装任何茶水，当你
需要内网“红茶”时，通过TCOS系统申请，把“红茶”
所包含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倒进杯子即可； 需要
外网“绿茶”时，系统会先倒掉“红茶”，再执行类似申
请。整个过程，用户自由操作，无需感知。而提供“红
茶”和“绿茶”的主控服务器及网络是分开的两套管
道，是完全物理隔离的。这种先天优势，使办公设备

成本直接降低一半。
同时， 由于TCOS系统在硬件和传统

的操作系统之间， 增加了用户权限认
证，可以防范病毒和“后门”，屏蔽他
人的监控。

该部门的办公楼里，透明
计算系统的所有终端都不
留存任何敏感数据，即
使终端被盗、损坏，始终
保留在主控服务器上的
数据也不会丢失和泄密。

在管理维护上，透明计算
系统终端也有明显优势。 应用
透明计算系统终端， 只在主控服
务器上一次性部署好所有需要用到
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即可，其他哪
怕是成百上千台终端，都根据用户认证
信息，通过TCOS系统“按需分配”，负责
财务、人事等不同处室的同志，各自通过用
户认证后，电脑上会分别激活会计、管理等不
同的软件……

如果某个工作人员在该部门的终端电脑上
违规卸载了程序、安装了游戏，或者使电脑染了病
毒，只需要将电脑重启一下，即能一切恢复正常。刘
健东告诉记者，那是因为，重启之后，终端电脑就重
新向主控服务器“申请” 所需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
件，所以又能正常使用了。据悉，这样的管理工作量
可以降低95%以上。

透明计算系统终端的这种更安全、 更便捷特性，
正引领单位办公新潮流。陈娅芳透露，在同等配置条
件下，透明计算系统终端与传统模式下的终端设备价
格基本持平。目前，已有数百家政府机构、学校、医院、
企业正享受着透明计算系统终端带来的诸多好处。

据悉，下一步，“新云网科技”将在家用机器人、
物联网终端、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发出更多的透明计
算系统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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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湖南省创新奖名单正式发布，受表
彰的10个产品创新奖中，包含7个工业产品、3个农
业产品。这10个创新产品，是从近3年来全省工业、
农业领域海量创新成果中， 历经层层筛选而来，说
是万里挑一，一点也不为过。

据组委会介绍，获得产品创新奖的10个产品，
既具有领先的创新技术，在行业内具有明显领先优
势，同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产业
发展具有较强带动力。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下这些获
奖“嘉宾”。

“湖南制造”新名片
芯片被称为电子产品的心脏，更被誉为国家的

“工业粮食”。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大功率芯片
（IGBT)，曾经被国外巨头垄断、控制，成了国人久
挥不去的“芯痛”。这一被动局面被株洲中车时代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彻底扭转。

这次获奖的3300V/1500A高功率密度IGBT
产品， 是中车时代电气攻克IGBT全产业链技术难
题， 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压IGBT成套技术
的创新产品。该产品使我国高端装备“中国芯”实现
零的突破，已批量应用于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等领
域，成为“湖南制造”的新名片。

透明计算，您应用过吗？湖南新云网科技公司的
透明计算系统终端，刷新了我们对计算机的认识。

这种全新的网络计算机设备，自带独有的操
作系统，实现计算与存储分离、软件与硬件分离，
用户只需一个简单操作界面即可实现所需服务。
这样的计算终端，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传统计算机
技术的认识， 也将给信息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
英特尔高级副总裁詹睿妮说：“透明计算将引领
下一个计算时代。”

转型升级新动力
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如何实现效率和价值的

提升？“政策优势”“比较优势” 等红利逐渐用尽，如
何找寻新动力……“湖南制造”在创新中求解。

中联重科研制的高精高效56米混凝土泵车，
是集行驶、布料、泵送功能于一体的混凝土施工
新设备。该产品相比于市场同类产品，泵送效率
高5%至8%� ，综合能耗低2%至-4%，全工况臂架
振动幅度降低50%以上，且拥有自诊断、自适应和
远程升级等功能，“既树立了行业标杆，又带动我国
工程机械行业升级换代”。

同样是研发工程机械， 铁建重工将目光瞄准地
下。其自主研制的敞开式岩石隧道掘进机，其综合技

术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替代国外产品同时，
迅速抢占了国内80%的市场，迫使国外同类产品价
格下降了近50%。

汽车领域， 一度沉寂的“猎豹”品
牌，如今携新产品闪亮归来。湖南猎豹
汽车公司新推出的猎豹CS10车型，既
有其核心技术和工艺，同时外观造型大
气时尚、乘坐舒适，综合性能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两年内实现销售收入超百亿
元，成功捧得产品创新大奖。

另外，三一集团的风电专用起重机、
远大住工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夹芯外墙
板，均是在原有传统产品上进行大量技术
创新而推出的新品。它们，或优化了自身产
品结构，或改造提升了传统工艺，但无一例
外地成为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农业发展新形象
三湘原野，同样闪耀着创新的光芒。这次受表

彰的10个创新产品中，就有3个来自农业领域。
组委会介绍， 入选产品创新奖的农业产品均

具备以下特点：具有生产工艺的创新元素；具有一
定的产业规模，销售收入在5亿元以上；产品加工
企业具有突出的示范带动作用， 广泛带动农民就
业或从农户、合作社、自建基地采购原料占总量
70%以上。

茶叶采摘， 自古以来就是手工细掐，一
双双巧手翻飞间，片片芽尖落袋。然而，湖
南湘丰茶业有限公司研制的卷曲型名
优绿茶全自动生产线， 使得茶叶采
摘、加工全流程均实现机械化，并
形成一套完整的标准工艺， 日产
干茶达1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
公司凭借技术优势，与茶园签订统一
管理合同和鲜叶保收协议， 带动20万
农户每亩增收100元至800元。

带动农民增收的还有来自顺祥的“渔
家姑娘”小龙虾。顺祥食品公司的小龙虾生
态养殖技术与冰镇汤料虾加工工艺， 同样获
得产品创新奖。尤其是冰镇汤料虾加工工艺，采
用复配、蒸馏、生物发酵和保鲜技术，汤料无添加
剂及防腐剂，保留了虾的营养元素及芳香味，保质
期较同类产品延长15天以上。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公司的原香山茶油特异
吸附加工工艺，具有工艺简单、油脂质量好、节约能
源、投资少、占地面积小等优点。生产的原香山茶
油，与普通低温压榨油相比，其磷脂含量低，不易产
生混浊或沉淀，稳定性大大提高。

万里挑一 活力“智造”
———湖南省产品创新奖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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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产品类
1.高精高效56米混凝土泵车
研发、生产单位：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简介：集行驶、布料、泵送功能于一体的混凝土施工

设备，广泛应用于核电、交通、建筑等工程领域。采用行业
首创的高精高效泵送控制与全姿态臂架主动减振控制等

专利技术，拥有自诊断、自适应和远程升级等
功能，智能化程度高，产品综合性能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提升了混凝土泵车整体的高效
节能安全水平，树立行业标杆，带动我国工
程机械行业升级换代。

2.3300V/1500A高功率密度IGBT
研发、生产单位：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简介：中车时代电气攻克IGBT元胞结构、

元胞间均流、 高压终端设计及FRD匹配等国际
性技术难题，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高压IGBT成
套技术，技术水平国际领先。该产品与技术打
破国外垄断，实现我国高端装备“中国芯”的突
破，带动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已成功批量应
用于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等领域。

3.透明计算系统终端
研发、生产单位：湖南新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简介： 透明计算系统终端是一种全新网络计算机设

备。该产品自带独有的透明操作系统，通过计算与存储分
离、软件与硬件分离，集合了传统电脑和虚拟桌面终端的
双重优势。具有安全性高，断网可用，终端即插即用，功耗
小等特点。用户可轻松切换不同操作系统平台，实现按需
服务。在1台终端设备上实现内外网物理隔离，大幅降低
用户的购置和使用成本。

4.猎豹CS10车型（CFA6460、LBA6460）
研发、生产单位：湖南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简介：采用猎豹SUV专业底盘和限定轴向力可断开连

接扭矩传递发明专利技术，操纵稳定性强。搭载了涡轮增
压发动机和国际先进的湿式双离合自动变速器（DCT），换
挡平顺，传动效率高，动力强劲。应用了油泥模型返点、分
体座椅靠背防翻转等发明专利技术，外观造型大气时尚、
乘坐舒适，综合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5.敞开式岩石隧道掘进机(TBM）
研发、生产单位：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简介：该产品把高强度、高风险、高污染的隧道掘进

工程作业转变成为安全、高效的绿色施工模式，满足隧道
建设快速、优质、高效、安全、环保的要求。敞开式TBM快速
支护方法和体系，解决了地质复杂、断层多、应力大等恶
劣工况下的隧道快速支护问题，有效降低了设备应对
突发岩爆的风险。 是国产首台大直径岩石隧道掘进
机，综合技术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进口替
代。

6.预制钢筋混凝土夹芯外墙板
研发、生产单位：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简介：创造性地将预制夹心外墙挂板与建
筑主体之间的线性连接结构改为点连接

结构，大幅降低预制夹心外墙挂板对建筑主
体的刚度贡献，提高了建筑的抗震性能 。同时

在外墙挂板内预埋与叠合梁受力钢筋相连接的柔
性钢索，能够在剪力键被破坏后拉住外墙挂板，避免

其下坠， 提高了建筑物使用的安全性并降低了震时的
二次伤害，提高了建筑物的使用可靠性。

7.SSC1020风电专用起重机
研发、生产单位：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简介：是全球首款全路面专用风电汽车起重机，整机

结构形式为世界首创，可现场快速吊装,小幅度吊装2.5
兆瓦机舱,1.5天完成1台风机的完整吊装；现场6个小时
完成收车、支车，具有高机动性；能够在高速公路行驶，模
块化运输，除主机外仅需7辆挂车；风场内部行驶，带上装
行驶， 仅拆除配重。 产品为三一完全自主研发创新型产
品，整体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二）农业产品类

1.湘丰绿茶（卷曲型绿茶自动化、标准化生产工艺）
研发、生产单位：湖南湘丰茶业有限公司
简介： 是国内首次研究建成的第一条卷曲型名优绿

茶全自动生产线，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制定了全套标准化
工艺技术参数；同时，研发出茶叶行业首个针对红绿茶兼
用生产线的加工过程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2.顺祥“渔家姑娘”小龙虾(生态养殖技术与冰镇汤料
虾加工工艺)

研发、生产单位：顺祥食品有限公司
简介： 稻虾共生的标准养殖技术体系在全国处于领

先地位，创造了增氧法冲洗、蒸汽蒸煮、-196℃液氮速冻
等先进工艺，加工小龙虾产品38种，获专利20余项，特别
是研发了冰镇汤料虾加工工艺，采用复配、蒸馏、生物发
酵和保鲜技术，汤料无添加剂及防腐剂，保留了虾的营养
元素及芳香味，保质期较同类产品延长15天以上。

3.大三湘原香山茶油（原香山茶油生产加工工艺）
研发、生产单位：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介：通过采用物理压榨、湿润蒸炒及常温特异吸附技

术等技术集成， 形成国内领先的原香山茶油生产加工技术。
与传统工艺相比，具有工艺简单、油脂质量好、节约能源、投
资少、占地面积小等优点。生产的原香山茶油，无任何化学试
剂污染，与精炼山茶油相比风味浓郁，与普通低温压榨油相
比磷脂含量低，不易产生混浊或沉淀，稳定性大大提高。

� � � �在同一台电脑上实现内网与外网的物理隔离， 一次操作即可完成
千百台电脑的软件安装与维护， 湖南新云网科技公司研发生产的透明
计算系统终端，已在政府机构、学校、医院、企业推广应用———

这个终端不寻常

② 5月15日，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一批高精高效56米混凝土泵车在装配车间即将下线。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③ SSC1020C风电专用起重机在吊装风机叶轮。（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④ 2016年4月2日，国家级茶业标准化示范基地———长沙县金井镇湘丰茶博园。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① 长丰集团永州基地，总装车间合装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行中。（资料图片） 肖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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