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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年前， 我从浙江大学电机
系硕士毕业。 当年的电机及其控制
是热门专业， 在众多的选择面前，
我选择来到了株洲所。

我一进所里，刚好赶上新一代
铁路牵引技术交流传动技术的研
发起步。 在科研攻关中，我深深地
被老一辈科研专家的工作热情和
认真执着的劲头所感动。 有时候，
为了一个技术问题，大家争得面红
耳赤。 “技术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思
想，一直影响着我。

当时在交流传动系统研究上，
我们还刚刚起步，对比国外还有很
长的路要追赶。 记得 1997 年，我负
责把国外成熟的产品应用到国产
“蓝箭”动车组。 整整 3 年的摸索、
试验、调试，可最后在动车商业运
营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

产品是外方提供的，我们自己
不掌握核心的技术，但出了事我们
就要替外方背锅。 这对我们技术人
员的自尊心是极大的打击。

时间转到 2000 年的一次国际
学术会议上，一位外国专家发表的
“永磁同步牵引技术” 的演讲深深
吸引了我。 反复思索良久，我下定
决心：在“交流传动时代”，我们是

追赶者；在“永磁时代”，
我们要做竞跑者， 抓住
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抢
占制高点。

这是一场 “老虎吃
天 、无从下口 ”的战斗 。
永磁牵引技术属于前瞻
性核心技术， 在当时国
内还只是一个概念。 如
同开一辆没有车灯的汽
车，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方向稍把握不准，后果不仅仅是跑
偏。

试验室的灯亮得越来越早，也
熄得越来越晚。 终于，一台功率仅
为 5 千瓦的永磁电机开发成功。 此
后，团队又研发了 100 千瓦的永磁
驱动系统，如今它已成功应用在国
内 20 多个城市的电动公交车上。

尝到了自主创新的甜头， 我和
团队立即将目光瞄准到技术难度更
大、更为复杂的轨道交通领域。

最大的挑战在电机控温。 研发
正值八九月份，南方潮湿、闷热，整
个试验室就是一个巨大的蒸笼，最
高温度达 40 多摄氏度。 我和团队
日夜轮流蹲守， 记录每一个细节、
数据，浑然不觉已是汗流浃背。 独
特的冷却风道设计 、 轴承冷却设
计、热管理技术，就在这样的“桑拿
房”诞生了。

2015 年 6 月，首列装载永磁牵
引技术的高铁在北京通过鉴定 。
一年后 ，首列 “永磁地铁 ”全面投
入长沙地铁 1 号线运行 。 这是国
内首次将永磁同步电机装载在整
列地铁车辆投入装车应用 ， 映衬
中国标签的永磁牵引系统在轨道
交通领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产
业化。

攀登科学高峰的脚步从未停
止。 如今，我和我的团队瞄准更加
智能化、节能化、高效化的方向，研
制了智能轨道快运系统、中高速磁
悬浮技术等新一代铁路关键技术，
实现我国铁路技术从并跑到领跑
的关键转变，让金色的名片更加熠
熠生辉。

朝着交通强国目标，我们责无
旁贷，风雨兼程。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李小兵 任彬彬

这个夏天，因了创新，三湘大地更添火热。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发布

了自主研发的CBTC（基于通信的列车自动控
制）信号系统，已具备为全球用户提供城市轨
道交通信号系统全面解决方案的能力。

国内首批量产L4级（即高度自动驾驶）自
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红旗E·界，正式亮
相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

工程机械的名片级企业三一重工、中联重
科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报， 净利润大幅增长。两
家公司大力持续推进数字化与智能制造，回报
丰厚。

……
回首70年前，三湘大地一穷二白，创新的

种子艰难萌芽。走过不平凡的70年，随着对创
新的认识不断深化，湖南对创新的追逐日渐白
热化，创新型省份建设正快马加鞭。

人才与投入大增， 高水平成果
频出，创新家底越来越厚

如果说GDP是区域经济规模排名的最显
著指标，创新家底则蕴藏着区域核心竞争力的
深层密码。盘点湖南，可以看到清晰的创新发
展脉络，也可以预见未来。

创新，最大的资源是人才。据湖南省科技
厅提供的数据，70年来湖南科技人才不仅在数
量上增长了40多倍， 到2018年总数达到179万
人，而且高层次科技人才增长迅速，数量居中
部前列。

袁隆平、黄伯云等一批享誉中外的科学家
长期工作在湖南，三湘院士总数达82人，长期
在湘工作外国专家1367人。近两年来，长株潭
三市更是按下了快进键，共引进70余个省外院
士创新团队、1100多名高层次专家来湘创新创
业，55名湖湘青年英才先后入选国家千人、万
人等“国家队”。

科研平台是人才施展拳脚的重要阵地。新
中国成立初期， 全省仅有3家科研型机构。到
2018年， 已经形成了以18家国家重点实验室、
14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国家级临床
医学中心为龙头，覆盖重点产业和重大民生领
域、多学科、多层次的科研平台服务体系。

创新，真金白银的投入是保障。全省从20
世纪50年代后期约1000万元至2000万元起
步，到2018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700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从政府为主扩展为
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今年上半年，全省3618家
企业研发准备金备案资金达480亿元， 完成全
年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6成多。

有如水到渠成， 高水平成果在三湘大地
涌现，很多成了湖南名片甚至中国名片。超高
产杂交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车等标志性
创新成果领跑世界；C/C航空制动材料打破
了发达国家在该技术上对我国的封锁； 建成
了国内首条8英寸IGBT生产线；研制出“海
牛”深海钻机、大倾角离子注入机、永磁同步
牵引电机、大容量石墨烯电容等尖端产品；在
全国率先研发出体外授精和胚胎移植技术、
治疗丙型肝炎的中药新药；培育出三倍体鲫、
三倍体鲤、“双低”油菜、优质油茶、杂交辣椒
等生物新品种。

湖南成了获奖大户， 近10年来获得
国家科技大奖约200项。

最新统计显示，湖南省科技综合实力排名
由2000年的全国第14位上升到第12位，科技进
步对全省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2.5%提高
到接近58%。今年上半年，全省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分别达到44915件和25110件，每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6.34件。

从高新区起步，到重点扶持创新
创业园区，再到建设长株潭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创新高地越来越多

若论湖南的第一个创新高地，要属长沙高
新区。

从1988年靠2万元开办费起家，从0.5平方
公里的“不毛之地”因陋就简发展，在国内创建
了独一无二的“没有地理围墙的试验区”。多少
咬紧牙关创新创业的故事，成为这片土地上不
朽的传说。30年后， 长沙高新区在国家高新区
的综合排名提升到了第12位。一批业界赫赫有
名的企业如中联重科、威胜集团、杉杉能源、三
诺生物、远大住工等，在这里长成参天大树。

追着梦想，一个又一个高新区在三湘大地
应运而生，承担起建设创新高地的重任。如今，
湖南拥有国家级高新区8家， 位居全国第6；省
级高新区也发展到24家。 近6成的高新技术企
业聚集在高新区，高新区实现了从创新个体到
产业链条、产业集群的转变，正成为推动经济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以中联重科为龙头企业，长沙高新区打造
了湖南首个千亿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关
联企业过千家，联合了电子信息及互联网技术
应用、 新材料在内的6大主导产业共计2.8万家
企业。

宁乡高新区则完成了抢滩储能新材料产
业的基础“战备”：依靠20多家锂电池上下游企
业和相关企业组成的产业链闭环，储能装备从

“出生”“服役”到“再生”的全生命周期，都能在
这里完成。

当前，湖南正全力推动20个工业新兴优势
产业链建设，力争到2020年产值突破17000亿
元，占全省工业产值比重达到30%以上。而在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中，以高新区独立承担
或主导建设的产业达15个。

随着“135”工程的实施，创新高地队伍大
规模扩容。

湖南省发改委提供的数据表明， 全省在
126家创新创业园区内， 建成各类标准厂房

3977万平方米，引进“双创”企业6038家。其中，
省重点扶持的20条新兴优势产业链项目833
个，延链补链类产业项目1064个，113条新的产
业链正在形成。

以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家国家级高新区为
主建设的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则充当
老大哥的角色，获批4年多来取得了长足发展。
2018年自创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500亿元，
占全省的近3成。今年上半年，预计自创区技工
贸总收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均同比增长
1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 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稳步增长，创新赋能越来
越大

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地下8公里的探测世
界纪录，在何继善院士团队创造的勘探技术与
装备指引下诞生。这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成
果在中国大地应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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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用于钢丝拉伸的支撑导辊，通常工作
一周就会被磨出一道凹槽而需要修复。但在喷
涂一层纳米级硬质合金粉后，导辊可连续工作
1年。以前需要进口的纳米级硬质合金粉，在湖
南企业顶立科技率先实现国产化。这项省技术
发明一等奖成果，不仅拉低了国外同类产品价
格，并出口至国外，近三年累计新增销售额16.5
亿元。

快速舒适又安全的中国高铁，营业里程遥
遥领先世界。背后，田红旗院士率领的中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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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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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项项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创新对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释放出的能量不断累积，
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

湖南省科技厅介绍，1981年省政府成立科
技推广领导小组，并颁布科技成果推广试行办
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从1981年的30%上升
到1995年的89%。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南省技
术市场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中等偏上水平。近
年来，出台《湖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
施方案》，深化科技成果“三权”改革，搭建潇湘
科技要素市场等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
台，2018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81.7亿元。今年
力争实现全年技术交易额增长50%以上，突破
400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是反映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指标。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后保持稳
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3809.7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比规模工
业增速快3.8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企业从零起
步，到2018年达到4660家，一年净增数与过去5
年的增加数持平。

湖南省工信厅提供的数据也表明，技改投
资和重大产品创新促进了湖南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11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中，已有26个项
目竣工投产， 突破关键技术163项， 申请专利
759件，获授权专利372件。如中车株机的转向
架智能制造项目竣工投产后，企业产品研制周
期缩短51%，生产效率提升30%，运营成本降低
21%以上。今年1至5月，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8%， 增速居全国
第6、中部第2。

创新，正在凝聚越来越多的共识，汇聚越
来越多的资源。 湖南省科技厅持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将科技发展计划专项、产学研结合
专项、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

“三合一”整合为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今年
上半年，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申请数超过了
800家。

创新赋能，是对创新者的福报，必将带给
湖南最好的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任彬彬 莫凡

8月9日，在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卫生服务中
心的“分钟诊所”，医护人员在刘惠展老人的手指
上轻轻一扎，通过试条吸取指尖血滴，连接检测
设备。

不到2分钟，血糖、血尿酸、血脂等10项指标
数据便显示在电脑屏幕上。“以前上午检查，下午
出结果，现在这么快！”老人笑着说。

“分钟诊所”由长沙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
司开发，目前已在全国多地的社区中心、乡镇卫生
院等投放3000多个网点， 为众多糖尿病等慢病患
者提供了便利。

据统计，2017年我国糖尿病人数1.14亿，患
者需定期对血糖进行监测、控制。然而，我国糖尿
病患者中血糖仪的普及率却不足5%。

20年前，血糖仪95%依赖进口，一台价格高
达2000多元。“一台进口血糖仪相当于一台手
机，测一次血糖可以买条鲫鱼。”一位糖尿病患者
曾经无奈地说。

2004年，成立仅2年的三诺生物研发的首款
血糖仪上市，价格仅200多元。

与国外产品相比，三诺的这款血糖仪有3大不
同之处：去除了信息储存等不必要的功能，只做血
糖一项指标，把价格降下来；试纸采用虹吸技术，
每次采血定量3微升， 患者不用担心操作不稳；国
外产品常用纽扣电池，三诺更换为普通干电池，因
为一些县城、乡镇可能买不到纽扣电池。

“对于我们来说，创新就是让糖尿病患者买
得起、用得好。”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少波说。

从跟踪创新到自主创新，三诺生物的许多产品
已走在全球同行业前列。

血糖仪试纸中的碳电极试条升级为黄金电
极试条，因为碳容易吸附水汽，放在空气中半小
时就失效了；黄金试条的导电性能增强，空气中
放置24小时也不影响使用性能。

一台便携式全自动多功能检测仪，仅家用打
印机大小，能快速检测出包括血糖、肝功能、肾功
能等在内的37个项目， 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医
院急诊等。

新研发的AGEscan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荧
光检测仪，对人体眼睛一扫，就能检测出晶状体
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积聚水平，可提前数年
筛查出糖尿病风险。

2018年，三诺生物承担了科技部重点研发项
目。今后，糖尿病患者只需在胳膊上佩戴一个硬
币大小的装置，就可连续监控动态血糖，对血糖
进行个性化的精准调控。

“糖尿病不可怕，也不难控制。”李少波认为，
做好早期预警、干预、评估，加上信息化管理，就能
给出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升慢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血糖仪等产品的基础上，三诺推出了信息
化管理平台，正在从“血糖仪普及者”向“糖尿病
管理专家”转变。

李少波介绍， 公司的研发投入逐年递增，研
发费用占总营收的比重从2012年上市初期的
3.5%上升至现在的10%左右，共获得国内外专利
授权273件。

依靠创新驱动，三诺生物仅用17年，就从3个
人发展到3000余人，从一个实验室拓展到全球5
个研发基地，从湖南走向135个国家和地区，成为
全球第五大血糖仪企业。

2018年，三诺生物实现收入26.29亿元，占据
50%以上的国内市场、15%的美国市场。

70 年光辉历程，70 年三湘巨变。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从今天起， 湖南日报推出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湖南发展成就巡礼（领域行业
篇）”大型系列报道，集中展示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脱贫攻坚、农业农村、生态文明、文化旅游、基

础设施、社会民生、民主法治、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
的辉煌成就，激励全省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
加奋发有为、砥砺前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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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杂交稻
培育超高产水稻是近年来国内

外水稻研究的重点 、 热点和难点 。
1996 年，农业部设立 “中国超级稻育
种”项目。 袁隆平院士带领团队持续
攻关 ，先后实现项目一 、二 、三 、四期
目标，多次创造水稻百亩片平均亩产
世界纪录。 最新的纪录是云南个旧百
亩片平均亩产达到 1152.3 公斤 ，成
功突破 17 吨 /公顷的攻关目标。 涌现
了 “Y 两优 2 号 ” “Y 两优 900”等超
级稻明星品种。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统计 ，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超级稻累计推广应用
14.8 亿亩， 所占水稻种植面积比重提
高到 30%。

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代表一个国家在信

息数据领域的综合实力。 国防科技大
学研制的 “天河一号 ”首次让中国超
级计算机站到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上，“天河二号”连续 6 次登上国际高
性能计算机 500 强榜首。 据测算，“天
河二号 ” 的峰值计算速度达到每秒
5.49 亿亿次，而持续计算时的速度每
秒可达 3.39 亿亿次 。 假设每人每秒
钟进行一次运算，“天河二号”运算一
小时， 相当于 13 亿人同时用计算器
算上 1000 年。

“天河二号”支持重点用户单位超
过 2800 家 ， 支持国家课题超过 800
项，在大气海洋环境、天文地球物理、
新材料新能源、 工业装备制造等应用
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应用成果。

超高速列车
中国超高速列车的发展， 离不开

湖南株洲这个轨道交通产业基地强大
的创新能力。 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
究所有限公司提供牵引和控制系统等
关键部件的 “和谐号”CRH380A 新一
代高速动车组曾跑出 486.1 公里的最
高时速， 创造了世界铁路运营实验最
高速。 2017 年 6 月 25 日，装载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八大子系
统产品的“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在京沪
线开跑，9 月 21 日实现 350 公里时速
运营，成为世界商运速度最快的高铁。

今年 6 月， 可用于时速 400 公里
列车的制动盘与闸片在株洲下线，打
破了德、 日等国对高速列车制动盘的
垄断。

中低速磁浮列车

2015 年 12 月 26 日，全长 18.55
公里的世界最长中低速磁浮线———
长沙磁浮快线试运行。2016 年 5 月 6
日 ，长沙磁浮快线开通试运营 ，成为
中国首条投入商业运行的中低速磁
浮线路。 这标志着中国磁浮技术实现
了从研发到应用的全覆盖，中国成为
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
家之一。

湖南磁浮在国内首次建立较为完
善的中低速磁浮运营、检修维护体系，
填补国内自主化商用磁浮车辆设计、
制造、运营等方面的空白，先后接待新
加坡、奥地利、德国等 30 多个国家以
及北京、上海、广州等 50 多个城市前
来考察。 由湖南提供技术、装备并承建
的磁浮快线， 在全国一些地方已进入
紧锣密鼓筹备阶段。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2 年 ， 在时任全国政协副主
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
的推动下，致公党中央将“湖南长株潭
自主创新” 列为 1 号参政议政重点调
研课题。 这也是 “自主创新长株潭现
象”首次进入公众视线。 2014 年底，长
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以下简称
自创区）获批建设，是第 6 个获批建设
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按照国务院批复精神 ， 未来 10
年，自创区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引领
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军民融合创
新示范区、 中西部地区发展新的增长
极”的战略定位，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之都。 3 年多来，
湖南推出一系列措施， 长株潭自创区
技工贸总收入、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保持在 15%以
上，成为建设“中西部地区发展新的增
长极”的重要支撑。

2015 年 6 月 18 日， 由湖南科技大学万
步炎教授领衔研发的海底 60 米多用途钻机系
统“海牛”号，首次在水深超过 3000 米的深海
试验成功。 曾志前 摄

8月9日， 一辆磁浮列车通过长沙磁浮快线浏阳
河大桥段。

◎
见
闻

创
新
成
就
﹃
控
糖
专
家
﹄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冯江华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5 16.3 19 21.1 22 23.5 23.2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比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30 1.33 1.36 1.43 1.5 1.68

年份
专利申请

总量
发明

申请量

专利授权

总量

发明专利

授权量

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

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

1985年 606 190 12 1

1986年 974 134 194 0

1987年 1416 182 535 8

1988年 1944 212 775 21

1989年 1619 209 1009 48

1990年 2190 256 1126 48

1991年 2536 337 1174 39

1992年 3342 467 1572 46

1993年 3173 573 2766 93

1994年 3004 518 1620 56

1995年 2628 461 1515 51

1996年 2968 460 1256 40

1997年 3070 514 1333 66

1998年 3225 590 1623 70

1999年 3403 628 2523 96

2000年 4117 814 2555 197

2001年 4292 906 2401 166

2002年 4859 1013 2347 158

2003年 6054 1492 3175 346

2004年 7693 1734 3281 436

2005年 8763 2594 3659 533

2006年 10249 3578 5608 581 1667 0.26

2007年 11233 3670 5687 735 2006 0.32

2008年 14016 5335 6133 1196 2922 0.46

2009年 15948 4416 8309 1752 4308 0.68

2010年 22381 6438 13873 1920 6289 0.98

2011年 29516 8774 16064 2606 8457 1.29

2012年 35709 9974 23212 3353 11271 1.72

2013年 41336 11938 24392 3613 14195 2.16

2014年 44194 14474 26637 4160 16958 2.53

2015年 54501 19499 34075 6776 22183 3.29

2016年 67779 25524 34050 6967 27863 4.11

2017年 76292 29723 37916 7909 34774 5.10

2018年 94503 35414 48957 8261 40684 5.93

湖南省专利情况表（1985年 -2018年）

6月25日， 位于湖南株洲的中国动力谷大厦。近
年来，株洲市深入推进中国动力谷建设，凭借其创新
实力一次次惊艳亮相，吸引世人目光。

8月9日， 三诺生物
传感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对设备精准度进行
实验检测。

2018年6月13日，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中国首列商用磁
浮2.0版列车在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下线。右边红色列车为
磁浮1.0版， 左边绿色
列车为磁浮2.0版。

2015 年 3 月 25
日， 长沙长泰机器人公
司，工作人员对“长沙一
号”机器人进行调试。

2014年10月10日，溆浦县
横板桥乡红星村高产示范田 ，
袁隆平院士在和农业专家交
流。（资料图片） 曾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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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3 日，开
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113
次高铁从长沙南站发出，长
沙至香港高铁开通运营。

2016年 2月 28日，
科力远年产 100 万套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混合动
力总成产业化项目首期
工程在长沙开工。 首款
搭 载 该 系 统 的 吉 利
MR7184HEV 混合动力
电动汽车吸引眼球。

2018 年 6 月 27 日，国
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国防
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河
三号 E 级原型机系统”。

何书远 摄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