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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黄婷婷 通讯员 欧阳悦悦

磁悬浮旋翼无人机、能经受3000摄氏度以上超高温的特殊材料、人体三
维数据获取技术……一场“高精尖”的军民融合“擂台赛”正在长沙上演。

在11月26日、27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决赛
中，湖南参赛项目最多，表现亮眼，展现出军民融合的“湖南力量”。

军用雷达技术经过转化， 应用
到民用的安防救援领域，11月27日
下午， 在第三届军民两用技术创新
应用优秀项目展示中， 湖南正申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申科技”）
的“黑箱子”引人注目。

正申科技的工作人员现场演示
三合一多模复合生命探测仪的功
能。如在地震现场，将这个外形如黑
色箱子的探测仪放在废墟上， 箱底
发出的雷达波， 最深可探测到地下
30米的物体活动迹象， 并在手持屏
幕上显示出被困对象具体的位置信
息。据介绍，正申科技的雷达生命探
测仪，目前已占据国内70%的市场，
在消防、矿山救援、安监、公安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

正申科技的强适应性微功率超
宽带雷达探测系列产品的研发与产
业化项目， 是第三届中国军民两用
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决赛项目之一。
此次大赛120个晋级决赛项目中，有
16个来自湖南， 在全国各省份中最
多。

此次大赛重点围绕五个领域开
展，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 先进材
料、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与
节能环保。 我省16个决赛项目涵盖
了除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外的其他4

个类别， 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类， 我省入围决赛项目多达7个，显
示出不俗实力。

在国内军民融合顶级赛事中崭
露头角， 彰显近年来湖南大力推动
军民融合发展的成效。

2013年，湖南省军民融合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成立。“十三五”以来，
湖南省政府先后与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8家军工集团、 国开行等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为军民融合重大项
目引进、建设、融资等积极开辟绿色
通道。

2017年8月， 湖南省设立省委军
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省委书记杜家毫
任主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任
第一副主任，形成了省委、省政府、
省军区、国防科技大学、驻湘部队等
多位一体、 协同推进的军民融合发
展新格局。 此次我省决赛项目涉及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材料、航空
航天产业， 都是我省20条工业新兴
产业链中的重点培育产业， 由省主
要领导亲自调度，推动发展。

此次大赛赛场外的展台上，摆
放着湖南省、 长沙市推动军民融合
产业发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 不少
参赛代表纷纷驻足仔细翻阅， 有的
还将资料带走。

今年4月，我省出台《加快推进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五大措施、17条
政策，全是“干货”；针对此次大赛，
长沙市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对大
赛决赛金、银、铜奖落户长沙的项
目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只为吸引
更多优秀项目、 优秀成果落地转
化。

据悉， 今年我省对接国家战略
性重大工程，在全国率先出台《军民
融合重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遴选
10个左右军民共用性强、 融合潜力
大的重大项目进行支持培育。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黄东红介绍， 我省军民融
合发展正处于从初步融合向深度融
合推进的关键阶段，为此，湖南大胆
“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初步构
建了军民资源共建、共享、共用的良
性发展机制。

良好的发展环境带动军民协同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军民融合产业
蓬勃发展。近5年来，全省六大传统
军工产业（核、航空、航天、兵器、电
子、 船舶） 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21%，2017年达到1315亿元。全省已
形成3个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
基地，8家省级示范基地。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
的明珠”。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攻
坚克难，勇摘“明珠”。

该所此次参赛的项目是我国自主
研制的中空长航时500千瓦级涡桨发
动机，目前已运用在军用无人机上，填
补了国内该功率等级中空长航时涡桨
发动机的空白。

“航空涡轮发动机需攻克高温、高
压、高转速3大难题。”中国航发湖南动
力机械研究所发动机总体研发部主管
设计师钟榈介绍， 小型涡桨发动机的
涡轮叶片， 在5-6万转每分钟的转速
下， 燃气的冲击温度达1000摄氏度，
每片叶片承受高达数吨的离心力，相
当于一节手指那么大的叶片， 要承受
一辆中型卡车的重量。 这样的恶劣环
境下叶片需要重复工作数千小时，研
制难度巨大；再加上“体积要小、重量
要轻、寿命要长、可以重复使用”的要
求，难度更是成倍增加。

长沙微纳坤宸新材料有限公司在
中南大学范景莲教授的带领下， 国内
外首创发明耐3000摄氏度以上超高
温难熔金属基复合材料， 填补了世界
空白，在高超声速武器热防护、新型高
能发动机等超高温领域迅速得到推广
和应用。

湖南航天磁电有限责任公司自主
研发的军民两用高性能超耐腐蚀钐钴
永磁材料工艺， 打破了国际上钐钴永
磁材料领域的垄断。“钐钴永磁材料加
上独特镀层技术， 是我们的独创。”该

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这种工艺已经
运用在新一代武器装备上， 由于可以
应对海岛等恶劣自然环境， 相关电机
构件的返场维修时间由半年延长至2
年以上。

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湖南在
自主可控与信息安全领域有所突破。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支持部总经理王攀举例， 试想日常办
公中遇到的问题———电脑出现故障，
无法继续办公；硬盘损坏，资料全部遗
失；电脑遭窃，数据遭遇泄漏……这一
切若发生在军事领域， 后果将不堪设
想。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该公司研
发的麒麟云桌面得到解决。

据介绍，有了麒麟云桌面，个人办
公只需要一块显示屏和一个机顶盒大
小的云终端，无需主机，所有数据都存
储在后台终端；使用者登录后，随时可
以开始办公， 换一台电脑也无需进行
数据转移，保证了数据安全。目前，麒
麟云桌面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覆盖率已
达到90%以上。

湖南高至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研发
的集群服务仿真平台， 只要输入一条
指令，例如从家到机场的时间，系统便
会自动将天气、 路况等各方面的仿真
应用综合起来， 提供出一套综合解决
方案。

技术创新的背后， 是研发投入的
舍得。“我们的收益绝大部分又重新投
入到了研发当中。” 王攀介绍，2017年
公司收益1.2亿元，投入研发经费8000
万元。

湖南福德电气
有限公司是“民参
军” 的一名“新
兵”。 通过与中国
科学院电工所、湖
南大学产学研合
作，研制出舰船全
工况智能测试负
载系统 ，2年前开
始进入军品市场。

公司董事长
李稳根介绍，全工
况智能测试负载

系统如同大型舰船的
“心率检测仪”，测试舰船供

电系统的稳定性， 确保舰船的
推进、武器、通信、导航和日用设备等
电能供应稳定。目前，该公司的全工况
智能测试负载系统在国内海军科研院
所、舰船工厂批量应用。

“‘民参军’不仅能帮助民企民品
在技术上提升， 还有助于拓展市场。”
李稳根介绍， 公司以前难进入国家电
网特高压的市场领域，今年中标了“张
北项目”±500千伏多端直流输电工
程的订单， 靠的就是从技术到能力的
提升。订单纷至沓来，公司明年的市场
非常乐观。

军民两用，寻求更广阔应用市场。
看好无人运输飞机、教练飞机、观

光飞机等各类小型通航飞机的市场前
景，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已
通过改型， 在小型通用飞机涡桨发动
机领域，初步形成系列产品。

湖南航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此次
参赛，就是为转民品做准备。该公司生
产的燃气轮机组为武器装备提供高品
质电源，在军品领域已实现批量生产。
公司副总经理周茂军介绍， 未来计划
在新能源汽车、 应急供电等领域进一
步拓展市场。

湖南基石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原丁对产品的民用市场前景也很有
信心。他介绍，公司自主研发的自组网系
统，智能化高、体积小、功耗低，可适应复
杂环境， 已在军事领域得到广泛运用。
2014年，公司开始着手推进软件无线电
宽带自组网系统在民用市场的使用。

“我们的产品在地震救灾、消防救
援中已经成为刚需。”原丁说，运用软
件无线电宽带自组网系统， 在基站倒
塌，无信号的环境下，人们可以通过这
套系统相互连接， 进行基本的通讯。
2016年，公司产品正式运用到地铁救
援中，2017年的销售额相比上年翻了
4倍多。

� � � �16个参赛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等4大领域，一
展湖南军民融合发展实力

1

� � � �部分核心技术走在国内甚至全球前列，
解决“卡脖子”问题

2

军民融合速度加快， 技术两用寻求更
广阔应用市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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