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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胡
宇芬 通讯员 周闯 刘文慧)记者从省
知识产权局获悉， 今天在北京举行的
第19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我省
19项专利获奖， 其中中国专利金奖3
项。据悉，中国专利金奖每年评出20
项，这是我省连续两年收获3金。

获得金奖的专利涉及交通和电

力行业，有两项为中国高铁的核心技
术。它们分别是中南大学的“轨道车
辆实车撞击试验系统” 发明专利、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的
“一种三电平双模式空间矢量过调制
方法及其系统”发明专利和国网湖南
省电力公司等单位的“一种集约型直
流融冰装置拓扑结构”发明专利。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的“烧结机风箱端部密封装置”等15项
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中电长城
（长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长城信
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产品领取
机（BST360B）”专利获得中国外观设
计优秀奖。 除1项专利来自湖南省植保
研究所外，其他均来自企业，涉及领域

主要为工程机械及新材料、 生物医药
等。同时，省知识产权局获最佳组织奖。

中国专利奖是我国在专利领域
的最高政府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授予。第十九
届中国专利奖共评出专利金奖20
项、 外观设计金奖5项、 专利优秀奖
802项、外观设计优秀奖68项。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王文）12月10日，第一届湖南“小小
科学家” 少年儿童科学体验活动暨
第二届湖南省青少年创客大赛在长
沙县松雅湖小学举行， 吸引11个市
州130所中小学的1400多名中小学
生参加。

这次比赛由省教育学会、省青
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省创造学会主
办，科迪尔教育集团、松雅湖教育
集团承办，分为物理、化学、天文、
生物、 小机器人5个科目与小学低
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年级
组3个组别进行。 小学低年级组注
重考核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小学

高年级组注重考核观察能力、动手
能力、实验探究能力和初步分析概
括能力，初中年级组注重考核观察
能力、动手能力、实验探究能力、初
步分析概括能力和运用理论知识
设计简单实验的能力。 参赛的
1400多人是经过预选赛、 市州赛
决赛， 从全省2万多名报名者中层
层选拔出来的。

中南大学教授、 创新教育专家
肖云龙表示， 发展青少年科技创新
教育、举办相关赛事，对于提高中小
学生科学素养与创新创业能力有很
大帮助，创新教育、创新人才要从娃
娃抓起。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通讯员
邓道理 高涛 记者 田育才） 记者
今天从张家界市文化部门获悉，经
省文化厅同意，张家界魅力湘西艺
术团将于2018年1月25日至2月10
日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
国开展“欢乐春节”交流演出，把浪
漫、神秘、快活、激情的湖南湘西少
数民族文化，展现给海外华侨和国
际友人。

这是张家界魅力湘西艺术团第
四次走出国门。为当好文化、旅游宣
传使者， 张家界魅力湘西艺术团精

选了30余名演出精英，遴选了《马
桑树儿搭灯台》《追爱》《大美真情张
家界》等精品节目，并将与当地文化
团体进行民族艺术交流。

作为中国首台原生态民俗文化
演艺，《张家界·魅力湘西》将“土家、
苗、白、侗、瑶”五大湘西少数民族的
民俗风情进行了全景呈现， 已成为
我省的一张文化名片， 自问世以来
备受海内外游客喜爱， 已累计演出
7000场，接待海内外观众1300万人
次， 接待规模位居全国旅游演艺节
目前列。

湖南夺得3项中国专利金奖
另有16项专利获奖

给高铁装上强大“心脏”

牵引传动系统作为高铁车辆的
“心脏”， 为列车提供动力；PWM调
制则被誉为“心脏瓣膜”，其通过控
制IGBT功率器件的开通/关断实现
能量的流动和转换。 能量传递的效
率、精度、实时性、可靠性直接决定
了列车能否安全快捷、高速平稳、绿
色舒适运行。 加之我国特有的宽地
域运行、高密度行车、供电能力区域
发展不均衡等复杂应用环境特点，
对大功率牵引传动脉宽调制技术提
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的 “一种三电平双模式空间矢量过
调制方法及其系统”发明专利，作为中
国高铁牵引传动系统的核心专利，创
造性解决了脉宽调制的非线性误差、
转矩脉动、 谐波抑制和车网谐振等业
界技术难题，创新控制算法，实现了中
国高铁牵引传动系统控制技术的全球
引领，并已成功应用于轨道交通、冶金
轧机、船舶推进等高端传动领域，累计

实现销售产值328亿元。
应用本专利技术的CRH380AL

动车组跑出了486.1km/h的世界运营
线路最高试验速度，更高速度等级列
车以605km/h速度刷新世界台架试
验最高纪录，中国标准动车组创造了
相对速度840km/h的列车交会世界
最高速。同一供电区间运行列车数高
达50台，为世界最高水平。同时，本专
利技术的成功应用打破了国外同类
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迫使其大幅
降价，近年来共为国家节约重大装备
采购资金超过300亿元， 产生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建成世界首个轨道车辆
实车撞击试验系统

车辆耐撞性已成为运载装备服
役安全的核心技术需求。但列车碰撞
是一个巨复杂强非线性过程，车体动
态冲击行为及演化受车体、 线路、运
行状态等多因素影响。试验是开展耐
撞性研究的必备手段，车辆部件与现
场线路试验存在明显不足，亟待发明

并研制高效、精准、可控、测试功能完
备的实车撞击试验系统。

中南大学的 “轨道车辆实车撞击
试验系统”，发明了国际上唯一的实际
运营轨道车辆撞击试验/瞬时测力技
术及系统，涵盖了短距高能驱动、无损
终止、大吨位测力、高速变形自适应捕
捉四大关键技术， 解决了国际上耐撞
列车生存空间完整、乘员冲击减缓、碰
撞轨迹保持等试验与评估难题。

应用该专利技术，完成350km/h
中国标准动车组、城轨列车、机车、
广深港高速列车、 出口美国等城轨
列车的所有耐撞性试验及评估；显
著提高了轨道车辆碰撞安全性，有
效降低乘员面临的生命威胁； 突破
了高速列车走出去耐撞性技术壁
垒， 助推高速列车从中国产品到中
国品牌的转变， 提升了我国机车车
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独创直流融冰装置护卫
电网安全

输电线路覆冰易引发跳闸、倒

塔断线，是电网安全运行的最大危
害。现有的直流融冰装置出现谐波
大、融冰时退出无功补偿严重影响
电压稳定性等问题 ， 亟须得到解
决。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等单位的
“一种集约型直流融冰装置拓扑结
构”专利，从装置拓扑结构、整流变
压器设计、 控制策略等方面发明了
系列原创技术，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融冰时同时无功补偿， 且谐波含量
低、占地小、造价低，实现我国直流
融冰设备从跟随到输出的跨越式发
展。

根据本专利技术研制出的直
流融冰装置已批量生产，广泛应用
于江西 、浙江 、湖南等省份电网融
冰和动态无功补偿，累计销售装置
200多套，并出口至加拿大。现场融
冰500余次，全部获得成功；无功补
偿长期稳定运行，有效防止了覆冰
倒塔断线事故发生 ,提升了电网电
压稳定性，保障了大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链接

1400多名中小学生聚长沙比拼创新能力
省青少年创客大赛举行

张家界魅力湘西将第四次出国演出
自问世以来已累计演出7000场

12月13日，隆回县特殊教育
学校，孩子们在专心绘画。该校
根据聋哑、 智障孩子的不同兴
趣，开设了舞蹈、绘画、缝纫等课
程， 让240多名特殊孩子学有所
长。 罗理力 李林香 摄影报道

特教，让孩子
绽放光彩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杨元崇）12月12日，国家民委、教育
部督查组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督查民族教育发展工作时认为，自
治州在破解城镇学校“大班额”方面
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自治州从2015年起实施教育
“四大工程”，即城镇学校班额均衡
化工程、 农村学校标准化工程、城
乡教育信息化工程、教师队伍素质
提升工程，用3年左右时间，实现全
州各类学校在办学条件、 师资水
平、 生源分布等方面基本均衡。自
治州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整合相
关资金，并在规划、审批方面予以
重点倾斜。把西部开发政策、武陵

山片区政策、民族政策、省政府对
湘西专项资金切块政策、精准扶贫
政策等争取到位、用好用足，积极
申报教育重大项目，争取中央及省
级资金。

3年来，自治州教育“四大工程”
累计投入资金达39亿元， 新建城区
学校18所，改扩建学校150所，建设
校舍达200余万平方米，增加学位3
万余个，城区新生平均班额由2014
年的65人减少至目前的50人左右，
有效化解了城镇学校“大班额”现
象。同时，科学管控“择校”行为，既
抓好城区学校扩容， 解决农民工随
迁子女入学难问题， 又注重农村教
育提质，让农村学校留得住学生。

自治州化解城镇学校“大班额”
3年间，城区新生平均班额
由65人减少至5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