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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1月8日举行的2018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湖南省取得了近年来的最好成绩。 中南大学何继善院士主持的“大深度高精度广
域电磁勘探技术与装备”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湖南大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队、中南大学轨道交通空气动力与碰撞安
全技术创新团队双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创新团队)。 这些项目和团队为国家解决了哪些重大战略问题？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哪
些改变？ 湖南日报记者为读者送上详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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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地下8公里深处的矿藏
———走近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大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探技术与装备”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左丹
通讯员 李帝铨

地底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 随着浅部的矿产资源日渐枯竭，
谁能看得越深越清， 找到宝藏的机
会就越大。 国家“深地”战略提出，向
地球深部进军。

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地下8公
里的探测世界纪录， 就在中国创造
的勘探技术与装备指引下诞生。 这
是一次从跟跑到超越的逆袭！

风行世界的“可控源音频大地
电磁法”，由于理论先天不足、仪器
设计思想和野外施工方法粗放，探
测深度难以超过1.5公里， 且分辨率
不高，无法担当“深地”探测重任。

对此， 中南大学何继善院士发
起了挑战。在他的带领下，经过10多
年艰苦努力，一种叫“广域电磁法”
的理论横空出世，并研发了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深
度高精度探测技术与装
备，探测深度和信号强
度分别是“可控源音
频大地电磁法”的
5倍和125倍，最
大探测深度超
过8公里。 在中
国大 地 应 用
后，至今已提
交页 岩 气 、
常规油气 、
生物气、煤
炭等矿产资
源， 潜在经
济价值超过
15000亿元。

� � � �三大发明点，成就人工源频
率域电磁法的“领跑者”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和此次的获
奖成果都属于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的范畴。
后者是如何赶超前者成为“领跑者”的呢？

项目组介绍，此次获奖项目最核心的发
明点有3个，即可在不限于“远区”的“广大
区域”测量的“广域电磁法”、大深度高精度
广域电磁探测系统、采用“反演”方法解出噪
声实现信号-噪声高度分离。

视电阻率是用来反映岩石和矿石导电
性变化的参数，也是决定勘探效果的重要指
标。“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40多年沿袭

“大地电磁法”视电阻率计算公式，这个公式
恰恰只考虑部分参数， 求得的是近似值，也
就大大影响勘探效果。

项目组则不然。他们在国际上首次严格
从电磁波方程出发，率先将所有参数考虑在
内，定义了在任意位置都是正确的广域视电
阻率参数，发明了可在不限于“远区”的“广
大区域”测量的“广域电磁法”，颠覆了频率
域电磁法只能在“远区”测量的思路。

当人们向地下发射电磁波，不仅会收到
岩石和矿石富有个性的回复，也会收到讨厌
的噪声干扰，信噪比高低影响着分辨率。 传
统的做法是尽可能去掉噪声，但效果很难如
意。

项目组另辟蹊径， 像数学反算一样，采
用“反演”方法解出噪声。 于是，信号和噪声
各走各道， 并极大提高了频率数据密度，数
据量可达到“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的8
倍以上。

“这是因为在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中，
既然超过99%的噪声参数是已知的，那只需
将未知的小于1%的噪声未知数解出就行。 ”
项目组讲解创新思路。

目前，“广域电磁法”已经成为“深地”战
略的关键支撑技术。那么，是否可应用于“海
洋强国”战略？ 是否还可以在城市物探中发
挥信号强度大、 抗干扰能力强的技术优势，
实现城市地质调查高效高分辨率的勘探？项
目组透露，正在进行高效频谱拖曳式海洋广
域电磁法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攻关，也正在开
展测量磁场的低空无人机广域电磁法探测
技术与装备的攻关。

� � � �发射电磁波看清地球内部，有如给
地球做CT,�既要有理论支撑，还要在理
论指导下设计出仪器。

100年前， 美国工程师Harry·W·
Conklin（哈里·康克琳）提出了电磁感
应法并获得专利。但因电磁波向地下传
播方程的求解极其复杂，100年来，国际
上都不得不采用定性、 半定量解释，或
者是用近似公式作定量解释。这种处理
方法，使得勘测深度小、精度低，且抗干
扰能力不强。

能不能将这个极其复杂的地下电
磁波方程精确求解？ 1996年，何继善大
胆设想。 这是别的科学家不愿碰的难
题。

何继善团队成员告诉记者，在这一过
程中， 部分团队成员因受不了枯燥的、大
量的试验工作，也因无经费支持，感觉看
不到希望，中途将何继善“炒”了……

这一变故，并没有动摇何继善的决

心。
板凳一坐十年冷。 2005年，何继善

正式提出精确求解地下电磁波方程的
“广域电磁法”。

这是一个领先世界的“中国创造”。
理论从来都需要实践的检验。 接着，何
继善院士带领团队又开始了科研跋涉：
用这一理论研制仪器。

“开始没有经费，何继善院士就自
掏了20万元启动。 ”中南大学温佩琳教
授说。

2007年寒冬，内蒙古室外温度低至
零下20摄氏度。在这里的一块大庆油田
区块上，课题组开展了“广域电磁法”勘
探油气初步试验。因为团队部分成员对
“广域电磁法”理解不深入，对其前景不

看好，有些“军心动摇”。
73岁的何继善院士，不顾严寒从长

沙赶到试验现场指导。 最终，团队做了
30多公里的试验测线，大获成功！

“广域电磁法”将人工源频率域电
磁法探测的深度延伸到了地下8公里，
且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实现了真正
的三维电磁法勘探。

以此为支撑的大深度高精度探测
技术与装备，在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地
调局、华电、神华等50多家单位成功应
用，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共提交页岩
气资源量3401.22亿立方米、 地质储量
1240亿立方米、常规油气地质储量1.86
亿吨、 生物气可采资源量80亿立方米，
释放了2000多万吨煤炭。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建湘

快速舒适又安全的中国高铁 ，到
2018年底营业里程超过2.9万公里，遥遥
领先世界。

为了一列列高速列车安全驰骋在祖
国大地，在田红旗院士的带领下，中南大
学轨道交通空气动力与碰撞安全技术创
新团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一支历经20多年发展的团队，
目标始终如一。 为对接国家发展高速铁
路重大需求， 解决空气动力制约高铁发
展、大风危及行车安全、列车碰撞安全等
难题，1994年成立高速列车研究中心团
队在国内率先开展研究， 成为我国该领
域的技术发源地和研究基地。

至今， 团队研究成果已全部应用于
全国各铁路设计院所、 所有高速列车制
造厂、全部铁路运营公司，为我国既有铁

路6次大提速、高速、青藏、城轨等重大铁
路工程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慧眼识别空气动力变化，
提前应对降耗保平安

发展高速轨道交通， 空气动力学是
绕不开的基础学科。 高速列车在行驶时，
空气阻力占总阻力的85%以上。减少阻力
才能降低能耗， 而且轨道交通特有的高
速交会、高速穿越隧道、列车风等诱发的
空气动力效应严重危及行车安全。 可以
说，高速列车行驶的每时每刻，列车及周
围看不见的空气动力都在变化中， 需要
设计者慧眼识变，提前应对。

团队创建了高速列车气动外形结构设
计理论与方法， 从我国第一列已运营高速
列车外形结构设计开始， 至今完成了已投
入运营的39种流线型列车外形设计、 试验
及体系化评估 。 建成的国际领先的

500km/h列车气动性能动模试验系统，接
纳了我国所有高速列车动模型试验。

除了气动阻力，隧道也是高速列车
的一道坎。 当高速列车进入隧道时，前
方的空气会受到挤压，这种挤压状态能
够以声速传播到隧道出口，然后骤然膨
胀释放出强烈的气压爆波，产生瞬间的
冲击压力，影响乘客舒适性。同时，这种
气压爆波对隧道周围的设施和建筑物
等都会有影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爆破
声。

通过研究实验， 团队创立了高速铁
路隧道空气动力学安全理论及技术，解
决了不同外形列车、 各型隧道瞬态冲击
压力抑制技术难题，完成包括京沪、京广
在内的各种典型高铁隧道气动优化，使
气压爆波减小50%、瞬变压力降低10%～
35%， 实现高速列车350km/h不减速穿
越长大隧道。

不期而至的大风， 还可能掀翻列车
特别是高速列车。 团队创建大风环境下
行车安全保障系统， 解决了大风环境下
列车是否停轮、 限速或正常运行科学决
策难题。

建成世界唯一的轨道车
辆实车撞击测力全研究链试
验系统

列车碰撞常常带来严重后果。 由于
碰撞是一个巨复杂强非线性过程， 试验
是开展耐撞性研究的必备手段。

团队发明了耐冲击吸能安全列车设
计、试验及评估技术，研建国际唯一的实
际运营轨道车辆撞击测力全研究链试验
系统，获得CNAS认可资质和国际权威机
构认可。

据介绍，在这个试验系统的支撑下，
团队制订了填补我国空白的列车耐撞性
设计与试验标准。 到目前，完成了我国和
出口城轨列车、“复兴号” 等高速列车吸
能设计研究， 支撑我国地铁列车制造企
业在有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
竞争中成功中标。

为高速列车造安防
———走近中南大学轨道交通空气动力与碰撞安全技术创新团队

电能变换为我用
———走近湖南大学电能变换

与控制创新团队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蒋晶丽

海底石油输送所需的无缝钢管、特高压变压器所需的
超薄硅钢片、高速列车所需的耐磨轮轨，都需要高品质特
殊钢。由于生产高品质特殊钢的关键装备———电磁搅拌装
备长期被国外垄断，这类国家亟需的高附加值钢材曾经大
量依赖进口。

在湖南大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队的攻关下，板坯
电磁搅拌系统在国内市场中的占有率已经高达90%。2018
年，团队研制出了3.6米宽厚板坯电磁搅拌装备，继续保持
着世界最宽板坯电磁搅拌装备的纪录。

电能变换与控制，简言之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生产与
生活需求，将电能高效、高质地变换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
量，并对变换过程进行精确、稳定、可靠控制的先进技术。
20多年来，这支团队做了哪些了不得的事情？ 团队领头人
罗安院士概括为四件大事，除了研发出用于高品质特种钢
的电磁冶金装备， 还有用于超薄铜箔的电解电源装备、海
岛大功率特种电源装备和电能质量补偿装备等。“都是通
过电能变换的创新，实现电能的高效、高质利用，提高产品
品质并节能，满足国家重大战略与国防建设需求。 ”

联合攻关满足行业重大技术需求
大功率电能变换与控制是工业及国防领域中电能高

效、高质、高精度转换的核心技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国相关核心装备缺失，严重制约着我国高端制造与国防建
设。

为了满足我国电能变换与控制领域的重大需求，在罗
安院士的牵头下，组建了湖南大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
队，开始联合攻关。

2003年团队创建了教育部输变电新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2008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以此为基础，
团队不断凝聚人才开展科技攻关，先后培养出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杰青、国家优青等多名优秀人才。依托团队建立
的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技术研究中心，拥有10个产业化基
地，核心技术辐射全国。

目前，团队获授权发明专利187项，发表SCI/EI收录
论文500余篇。“可以说，团队在电能变换与控制领域已处
于世界先进水平，并引领了国际电磁冶金技术的发展。 下
一步将在电声变换、电热变换及能源物联网等电能变换领
域进一步攻关， 并把核心技术与装备运用到水下通信传
输、海底地形地貌探测、新型材料制备等方面。 ”罗安院士
高兴地提到，年轻一代已成为团队的主力军。

研发电磁冶金利器 ， 助力高品质
特殊钢走出国门

在兴澄钢铁，直径0.15mm帘线钢，拉丝1000公里不
断丝。 如此高品质的特殊钢，是团队联合湖南中科电气研
制的国产电磁搅拌和电磁加热系统生产的。

这是让特殊钢中国制造骄傲的一天！
长期以来，我国钢产量虽居世界第一，但高品质特殊

钢大量依赖进口。 面对高密度磁场电磁搅拌的国际难题，
罗安带领团队打响了新一轮的“攻坚战”。他们发明了一种
高密度电磁能量快速变换技术与方法，2007年在武汉钢
铁集团公司首创了我国1.7米宽厚板坯高密度磁场电磁搅
拌装备， 该装备与先前国外领先的电磁冶金装备相比，电
磁搅拌力增加到2.2倍，能效比也提高到2.4倍。 此后，团队
在2013年研制出世界首套2.8米宽厚板坯高密度磁场电磁
搅拌系统，2018年又将最宽板坯电磁搅拌装备的纪录提
高到3.6米。

此外， 团队研制出世界首套30吨双通道电磁加热装
备，1500摄氏度钢水控温精度由±5摄氏度提高到±3摄
氏度。 实现了连铸工程师“低过热度恒温浇铸”的梦想。

据统计，团队电磁冶金成果已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及
武钢、宝钢等国内外160多家钢铁企业。 其中，中间包电磁
加热系统独占国内市场。 华菱钢管、天津钢管等企业生产
的高品质无缝钢管，还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

高精度大电流电解技术， 实现超薄
铜箔生产的中国梦

薄薄的电解铜箔， 被称为电子产品信号与电力传输、
沟通的“神经网络”。 生产高效高质的超薄铜箔，需要高精
度的大电流电解电源，这也是一个国际难题。

团队在反复思考、探索实验后，发现了症结所在，并反
推发明了一种高精度电解新技术巧解难题。由此诞生的我
国首台高精度50kA大电流铜箔电解电源， 将铜箔成品率
大幅提高了15%，与国际领先产品相比，电流纹波由2%下
降到0.5%，电源效率提高12%。 仅节能一项，每吨铜箔电解
可节电1320千瓦时。

目前，铜箔电解电源在国内外100多条铜箔生产线成
功应用。 在安徽铜冠公司，电解电源装备生产出的18μm
超薄铜箔，其晶体颗粒不仅分布均匀，还极其抗拉，强度是
国家标准的1.96倍，已应用于4G基站、智能手机、汽车电子
等线路板中。在合肥铜轩公司，电源装备生产的9μm超薄
铜箔也取得新突破，其粗糙度降低到0.25μm，达到国家
标准的1.52倍，电耗降低了12%，并已应用于超模电路、探
月工程等线路板中。

面对颠覆传统的高难研究，
团队内部曾经“军心动摇”

� � � � 中南大学
何继善院士团
队成果“广域电
磁法”在大庆油
田开展勘探试
验。（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车间， 工人在组装冶金特种大功率电
源柜。（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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