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大型火箭贮箱的箱底，是
由一块块形似瓜类切瓣的重要结构件组
成。中南大学牵头发明的一项技术，成功
应用于大型运载火箭贮箱薄壁结构件制
造，突破了现有技术制造极限，首次实现
了世界最大尺寸直径10米级重型火箭贮
箱瓜瓣的形性一体化制造。不仅力学性能
提高了10%，成形精度达到毫米级，而且大
幅缩减了工序，成本降低。在今天召开的
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暨科技奖励
大会上，“大型构件蠕变时效形性一体化
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省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

航空航天制造业是我国亟待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运载能力及生产效率需
求成倍增长，亟须空天运载器制造能力的
跨越式发展。其中，大型复杂结构件的制
造是关键，既要保证成形精度，又要满足
力学性能、抗腐蚀性能、疲劳性能等多种
性能要求。 构件制造涉及的流程很长，而
且成形过程会影响成性，成性过程也会影
响成形。然而，传统制造技术因成形与成

性为主的制造环境时空分离，难以实现形
性协同制造。

项目负责人湛利华教授介绍， 历时
十余年的理论、技术与应用研究，项目组
构建了系列高强铝合金蠕变时效特性基
础数据库和模型库， 形成了大型构件蠕
变时效成形全过程多场耦合建模方法及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模具集成优化设计
软件系统等， 提出了复合能场调控大型
构件蠕变时效形性一体化制造新方法，
有效解决了大型构件高性能与高精度协
同制造的国际难题。依靠独门方法，在最
后一个制造环节里， 项目组对电脉冲能
场、振动能场、温度和载荷等多种能场的
匹配设计， 就是催化大型构件同时成形
成性的魔力。

据悉， 该项目研发的相关材料本构模
型被编入顶级钣金成形分析软件PAM-
STAMP， 并以第一完成人姓氏 zhan’s�
model命名。 成果还将进一步推广应用到
战略武器、大飞机等大型结构件制造，为我
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大飞机及先进武器装
备等研制作出突出贡献。

首次实现世界最大尺寸
重型火箭贮箱瓜瓣形性一体化制造

“大型构件蠕变时效形性一体化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获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万步炎：
中国深海钻机第一人

万步炎，男，1964年出生，湖南科技
大学教授。

主持研发了国内全部在用海底钻机
装备与技术， 使我国海底钻机技术从无
到有并跃升为国际领先。其中，“海牛号”
深海多用途钻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极少
数几个掌握海底深孔钻机技术的国家之
一，目前已在我国海域“可燃冰”勘探和
首个深海油气田开发中应用， 破解了我
国超千米深水工程地质钻探无成熟可用
技术的窘境， 对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能
源安全战略形成有力支撑。

刘飞香：
实现高端地下工程装备中国智造

刘飞香，1963年出生，教授级高工，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带领公司从零起步发展为全球
规模最大的高端地下工程装备企业。

在国产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产业的发
展中 ， 主持攻克了30多项核心关键技
术。首次提出并构建了“中国法”隧道智
能建造装备技术路线， 牵头研制的钻爆
法隧道施工智能装备整体技术全球领先
并率先实现了批量应用。 发明了大坡度
斜井连续开挖、 竖井整体成井技术及其
掘进装备，创造了全断面竖井一次成井、
长距离斜井全断面连续掘进的世界纪
录。牵头研制了国产高速铁路轨道系统。

吴义强：
开辟木竹秸秆加工新天地

吴义强，男，1967年出生，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副校长，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

近30年来在木竹资源、农业秸秆等
加工利用领域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工作。
在国际上首创零甲醛无烟不燃木基复合
材料制造新技术。 研发并建成全球首条
秸秆无机人造板生产线， 实现了秸秆等
农林废弃物大规模高质化利用。 创制竹
材资源节能环保高质化加工利用新技
术，全面提高竹材利用率与附加值。成果
在国内多地企业推广， 近3年部分应用
企业新增产值70亿元。

赵中伟：
清洁高效提钨取锂

赵中伟，男，1966年出生，中南大学
教授。

面向我国高端制造和新能源对钨、
锂的重大需求，突破了钨、锂资源复杂、
品位低、难处理等技术瓶颈，发明了“基
于碱法体系的难冶钨资源高效利用”“硫
磷混酸体系协同分解钨矿”“选择性沉淀
法从钨酸盐溶液中除钼、砷、锡、锑”等系
列钨冶炼技术， 实现了我国复杂钨资源
的清洁、高效生产，为中国钨提取冶金居
于世界领先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明
的盐湖提锂技术 ， 为占我国锂资源量
80%的盐湖卤水锂的绿色、 高效提取提
供了技术支撑， 相关技术转让经费超过
1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胡宇芬整理）

第十一届
“湖南光召科技奖”

获得者简介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如何具备类人的感知
和学习能力， 是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挑战
课题。国防科技大学牵头完成的“复杂场景
中自主系统的智能感知与学习控制”项目，
将为新一代机器人在复杂场景中作业能力
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持。
在今天召开的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暨科技奖励大会上， 该成果获得省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

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该项目以自
主驾驶车辆和水下仿生机器人两类典型的
自主系统为应用对象， 在复杂场景视觉显
著性检测的多尺度频域分析方法、 基于稀
疏核特征的自评价学习控制理论和方法、
水下自主系统的仿生流场感知机理与预测
型学习控制方法等方面取得重要创新，研
究成果推广应用于汽车自主驾驶系统、仿
生波动长鳍样机等自主无人系统， 取得了

显著的应用推广效益。
项目负责人徐昕教授介绍，机器人智能

感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类似人的视觉，复
杂场景下从图像中很快找到自己关注的目
标，也就是具备注意力选择机制；学习控制
则是机器人通过强化学习或者迭代学习优
化行为操控能力。在复杂场景中，这两个步
骤都需要研究突破机器人智能感知与学习
控制的新理论和新算法来实现。如无人驾驶
车需要快速检测定位交通标志、行人和车辆
等， 利用驾驶经验提升驾驶决策和操控技
能；水下仿生机器人则需要精确检测估计水
流速度，利用周期性的运动规律实现控制策
略的迭代学习、提升推进效率。

据悉， 该研究工作得到强化学习理论
奠基人、AAAI� Fellow� R.Sutton教授、视
觉注意计算奠基人Laurent� Itti教授等国
际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在2015年公布的
国际视觉注意计算模型性能测试中， 项目
提出的HFT模型排名第一。

为新一代机器人赋予聪慧“大脑”
“复杂场景中自主系统的智能感知与学习控制”项目获得

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孙进昌 廖勇凤

一个南方山区的农家孩子， 听着父亲
要为农民服务的叮咛长大。 从农业大学毕
业后，30多年行走在麦田里， 和一种叫做
条锈病的古老而狡猾的真菌病害展开了拉
锯战。

最终，他带领团队锤炼出“中国方案”，
近10年来每年为国家挽回小麦损失20亿
公斤以上。在全球小麦主产国里，中国第一
个实现了“有病无灾和持久控制”。

第十一届“湖南光召科技奖”评选，将
殊荣送给了他。他就是陈万权。

2月下旬的一天， 在位于长沙市岳麓
区咸嘉湖西路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
究所（以下简称“麻类所”），记者见到了陈
万权研究员。5年前，他服从组织安排从北
京来到长沙执掌麻类所，在继续大战“锈
病”的同时，还实现了麻类所综合实力在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排名猛进了10多位，而
且推动了湖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农科院
的战略科技合作。

话题离不开几十年的老对手。小麦条锈
病有多大影响？“如果不加以防治，百姓餐桌
上平均每2碗面条就有1碗被它夺走！” 陈万
权说， 患病的麦叶上布满一条条铁锈色，在
麦田里走一趟，裤腿也会被染成铁锈色。

条锈病的病菌孢子，肉眼看不见，年年
都作恶。科学家们发现，夺麦杀手并非来无
影去无踪，它们耐不得23摄氏度以上温度，
又必须在活的小麦上才能够生存， 于是像
候鸟一样， 春夏乘东南风飞往西部安营扎
寨，秋天乘西北风返回广大冬麦区越冬，循
环往复危害小麦。 夏天清凉的西部高原成
了病菌孢子的老巢， 直捣老巢可谓事半功
倍。 陈万权背着行囊到偏僻艰苦的四川阿
坝和甘肃陇南蹲点调查和试验研究。

那段经历，浓缩成一个故事，陈万权总也
忘不了。在阿坝蹲点时，小麦条锈病越夏调查
点分布在不同的海拔地区， 常常需要往返步
行几十里山路。累了，以地为席；饿了，啃几口
自带的干粮；有时天黑了，就在藏民的帐篷里
过夜。时间久了，身上长出几个大疮又痛又痒
难以入睡。在回北京的火车上，臀部的病疮疼
痛难忍，在硬座上坐立不了，于是灵机一动，
学着一些农民工侧躺到硬座椅下。

随着研究的深入，陈万权发现，我国小
麦条锈病存在秋季菌源和春季菌源两大菌
源基地，加起来有4000万亩，每逢季节适宜
便蠢蠢欲动，试图进攻全国近4亿亩麦田。如
何在老巢尽可能减少菌源？ 他牵头提出了
“中国方案”。研发出抗锈良种、药剂拌种、退
麦改种、适时晚种以及带药侦察、打点保面
和实时监测、 统防统治等多种防病关键技
术，构建了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减轻小麦条
锈病的流行危害。以此为核心的“中国小麦
条锈病菌源基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的构建
与应用”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成为我国植保界近30年来唯一的国家级一
等奖，陈万权是主持人。

“条锈病菌就像流感病毒一样不断变
异，每隔三五年就变异一次，专业上叫小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34个小种，而培育一个
抗病品种往往需要8—10年， 所以不能走国
外主要依靠抗病品种的路子， 而要综合治
理。”陈万权向记者介绍，完全消灭病菌不可
能，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控制，这也是他一
辈子的使命。

聊到伙伴们爆料的“下田做病害调查时，
三个人调查的面积只能和他一个人比”，记者
想知道陈万权有什么秘诀？ 他笑着从座位上
起身，弯腰低头演示起来，边漫步边说：“搞多
了就熟了。我每步是0.7米，弯腰低头到两眼
视野1米宽的程度，有多少病害、有多少麦株，
一目了然。”

30多年奋战只为守护麦田
———记“湖南光召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

研究所所长陈万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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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赵琦 任彬彬

2月27日， 在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
设暨科技奖励大会上，220个项目（团队）获
得2018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受到表彰。

这是最新修订的《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
办法》实施后第一次评选。除奖励标准、奖项
数量有调整，奖励类别也有变化。省科技奖励
工作办公室在分析此次授奖项目的整体情况
时认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三个面
向”的特点，突出了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
作用，产学研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青
年科技人才正逐步成长为我省科技创新的生
力军，45岁以下的第一完成人占比40%，比
2017年度提高6个百分点。

首次设立特等奖，“天河二号
超级计算机系统”摘得首奖

最新修订的《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规定，在省科学技术奖一、二、三等奖之上增
设特等奖这一奖励等级， 每年评审不超过1
项。 曾经连续6次位居国际高性能计算机
TOP� 500排行榜榜首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
机系统”，摘得了第一个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
等奖。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由国防科技
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和浪潮公司共同承
担，综合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行列。目前，
天河二号作为国家超算广州中心业务主机，
已支持2800多家重点用户单位、800多项国
家课题，在大气海洋环境、天文地球物理、新
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应用成果，
在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
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25分钟完
成全球未来10天海洋模拟；帮助天籁计划和
天琴计划寻找暗物质、研究引力波，甚至寻找
地外生物；4小时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原本8
个月的工作量等。

此次增设的省科学技术创新团队奖，颁
给了两个在业界赫赫有名的团队： 湖南大学
化学生物传感创新团队、 长沙理工大学广域
电网故障监控与灾害防治创新团队。

湖南大学化学生物传感创新团队拥有谭
蔚泓、俞汝勤、姚守拙3位中科院院士，历经多
年努力，在功能核酸分子识别及生物传感方法
学研究、纳米尺度和分子水平上生物信息获取
的新原理与新方法等多个方面，获得了多项原
创性成果和重要科学发现。团队成员还担任多
个国内和国际期刊编委。团队成员主持的“高
性能荧光探针构建与生物成像应用”项目，此
次也获得了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可谓双喜
临门。

长沙理工大学广域电网故障监控与灾
害防治创新团队，则是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
团队的典范， 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过百亿元。
带头人曾祥君是团队培养的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团队
取得了多项成果，包括首创电网故障电压行
波监测与定位技术、首创世界电网大范围冰
冻灾害防治成套装备等，广泛应用于33个国
家。

突出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
产学研深度融合

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重大技术难题，
一直是科技工作者肩负的重要使命。从此次获
奖项目看，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正在得到强
化。据统计，220个获奖项目（团队）中，企业牵
头或产学研合作完成的项目124项， 占比56%；
22个发明奖和进步奖的特、 一等奖项目中，企
业牵头完成或产学研合作完成的项目有17项，
占比77%。

针对国家航空等领域图形处理与显示自
主可控的迫切需求，长沙景嘉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完成的“高可靠嵌入式
JM5400图形处理器系统”，应用于
国内多款新研军机、坦克、装甲
车等装备中， 填补了国内该领
域的空白， 解决了我军武器
装备系统上嵌入式GPU完全
受制于人的问题， 实现了国
产化替代和自主可控。

传统汽车车身开发存
在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
的重大行业难题。湖南大学
和湖南湖大艾盛汽车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完成的
“基于力学模型驱动多元材
料超轻量化车身快速设计快速
制造快速检测”项目，重塑了车身
设计的方法和理论， 再造了车身生
产流程，缩短设计周期30%，制造周期
与成本均降低60%-80%， 焊点定位精度
提高3倍以上。据介绍，该成果近三年的直接销
售额47亿余元，新增利润4.8亿余元。项目开发
的多个汽车品牌技术反许可到美国通用汽车
公司，许可费超1亿美元。

前沿和基础研究取得多项突破

前沿和基础研究， 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从
此次获奖项目看，我省科技人员在农业、矿冶、
人工智能等学科的深度研究， 取得了多项进
展。

氰化法是提金主要方法， 但氰化物剧毒且
易处理金矿日益枯竭， 硫代硫酸盐法是最有前
途的非氰方法。“复杂难处理金矿无毒催化提金
基础研究”项目，围绕硫代硫酸盐浸金速率慢、
试剂消耗高等问题，历时20余年建立了完善的
提金理论体系， 推动了世界范围硫代硫酸盐浸
金新技术的开发， 为该方法的工业应用以及难
处理金矿的高效清洁提取奠定了坚实理论基
础。

超燃冲压发动机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
心动力装置，其燃烧室内气流速度在1000m/s
量级，实现稳定高效燃烧，犹如“12级台风中划
亮火柴”，难度极大，而且机理复杂，被国际燃
烧学界公认为科学难题。“超声速燃烧部分预
混火焰稳定理论与方法”项目提出的超声速火
焰稳定理论已成为国际燃烧学界主流观点，成
果应用于国家重大专项，被评价为“解决了超
声速燃烧室设计的一个关键难题，是我国超燃
冲压发动机自主设计方法的重要组成”。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任彬彬）银屑病、特应性皮炎、湿疹是
一组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据不完全
统计，发病率在20%以上。由于确切的病因
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缺乏彻底治愈
的临床药物，迁延难愈且复发率高。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牵头的项目组历经近20年
研究， 揭示了发病机制中的关键环节与靶
点，创新了诊疗技术及策略，从整体上提高
了炎症性皮肤病的诊疗水平。 在今天召开
的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暨科技奖励
大会上，“炎症性皮肤病发病机制及诊治技
术的创新与应用” 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项目组负责人陆前进教授介绍，已经
发现了银屑病、特应性皮炎发病的关键环
节与基因，为这些疾病的治疗提供潜在新
靶点及途径。如针对银屑病，项目组在国
际上首次发现表观遗传学机制调控的
miR-210表达异常升高介导了银屑病中
免疫失衡及皮损的形成，率先建立了我国

银屑病角质形成细胞发病机制的细胞分
子 模 型 及 动 物 模 型 ， 建 立 了 表 皮
VEGF-VEGFR�等银屑病靶向治疗模式。
研究还初步揭示了特应性皮炎患者
FCERIG基因高表达的分子机制， 并成功
制备用于修复特应性皮炎皮肤屏障功能
的保湿外用制剂，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过敏是炎症性皮肤病患者经常遇到
的问题。项目组明确了我国引起接触性皮
炎湿疹的常见过敏原，制定了中国标准接
触过敏原筛选系列，建立斑贴试验中国标
准并推广应用。同时，针对外用糖皮质激
素类药物在皮肤科临床上存在“滥用”和
“恐惧”问题，项目组对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在皮肤科的应用进行了梳理，组织制定并
撰写《规范外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专家共
识》。

在项目组的努力下，还实现了炎症性
皮肤病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据悉，目前人
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注册医师人数超过
7000人，完成临床辅助诊断26000余次。

炎症性皮肤病研究诊治进入分子层面
“炎症性皮肤病发病机制及诊治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项目

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持续创新多点突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
———2018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扫描

上图：2013年11月17日，国防科技大学科技人员在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机房观测天河二号
运行情况。左图：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机房。（资料图片） 何书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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