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小雷

在国防科技大学一栋陈旧很不起眼的办公楼内， 记者
几经转折，终于找到了自动目标识别重点实验室创新团队。

“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盈眶，因为他们的热血总在
为祖国流淌。”在勠力强军的征途上，创新团队没有豪
言壮语,只有默默的坚守与奉献。

茫茫大海、大漠戈壁 ,现代化战场的范围拓展到哪
里 ,创新团队的脚步就延伸到哪里 ,祖国边疆处处是他
们的实验室,只为心中共同的崇高使命———铸就长空利
剑，守卫国家安宁。

在创新团队采访， 记者最常听到的， 是这样一句
话：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因为保密要求，他们
的科研成果很难在学术刊物、国内外会议上展示，给职
称评定带来很大影响，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献身国防、
矢志强军的担当与使命。“只要国家有需要， 就是舍弃
了生命也必须兑现”，他们早已抛开功名利禄，淡泊如
菊，自喻是强军路上的无名小石头。

防空反导武器是国之利器，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一
蹴而就，从“八五”到“十三五”近30年的时间，团队成员
接力竞赛，坚持不懈，扎根耕耘在自动目标识别信息处
理领域，谱写了一曲矢志强军兴军、磨砺打赢硬功的交
响乐章, 绘就了军队科研工作者攀登科技创新高峰、坚
守精神高地的壮美诗篇。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创新团队心系战场,勇于
创新的先进事迹和可贵精神,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军科研
战线进一步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肩负起科技
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陆基中段反导含义
反导拦截技术按发射地分为陆基、海基和天基，分

别指反导系统在陆地、海上和天空发射。
按照拦截时机不同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助推段”防

御系统，它是指在助推阶段对来袭导弹进行拦截，一般是
导弹发射后、 尚未投放弹头的数分钟内进行拦截。 二是
“末段”防御系统，它是指在弹道飞行最后阶段，即在来袭
导弹在进入大气层并即将击中目标时， 对来袭导弹或弹
头进行拦截。三是“中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是以上两者
之间的广大区域， 旨在对脱离导弹弹体后尚未再入大气
层、处于太空真空飞行状态的来袭弹头进行拦截。

中段是弹道导弹飞行高度最高的一段， 远程弹道
导弹的中段是在大气层以外飞行。在中段进行拦截，可
以避免敌方导弹飞临我方本土，相对于“爱国者3”等末
端反导系统，安全系数更高。但中段拦截因为目标距离
远，也要求反导系统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拦截
弹拥有更快的速度和加速度，技术难度更高。

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的系统组成庞杂、 技术难
度极高。此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一家进行过研究试验，
中国是第二个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的国家。

我国导弹防御系统历史追溯
我国导弹防御系统建设起步较早 。1964年2月 ，

毛泽东主席与时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的钱学森专门谈
到反导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
出来。”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分别进行了序列全系统研
制。尽管最后无果而终，但取得了一批重要技术积累，
其中有些填补了国内空白。

接下来的“863”属于技术储备与可行性探索，研究了
导弹防御的全天候监视、探测、预警、分析等技术。尽管当
时无法进行实验， 但这并不妨碍中国进行技术上的储备，
而国际形势的几十年发展也再次证明当初的战略远见。

2010年1月11日， 我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
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我外交部
表示，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

2013年1月27日， 我国在境内再次进行了陆基中
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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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利剑气如虹
———走近国防科大自动目标识别重点实验室某技术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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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施泉江
通讯员 张路平

两个光点迅速接近、接近，突然间
迸发出耀眼的强光，照亮了茫茫夜空，
拦截导弹与“来袭”导弹瞬间相撞……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参与试验的国
防科技大学自动目标识别重点实验室
某技术创新团队的两名老师紧张兴
奋、目不转睛盯着大屏幕，手心攥出汗
水。这是2018年2月在我国西北戈壁某
试验场进行的陆基中段反导试验取得
圆满成功的一幕， 也是该团队参与研

制的防空利剑又一次精彩出鞘。
从国家“八五”期间开始，该创新

团队就一直以服务国家和军队战略需
求为己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扎根
耕耘在防空反导目标信息处理领域，
着力解决其中的核心关键技术问题和
重大工程难题，一干就是近30年。他们
研制的信息处理机， 为我国的制导武
器系统装上了“大脑”和“眼睛”，使这
些武器“想”得更快，“瞄”得更准，并在
多次空间试验中都精确命中靶标。

近日，记者走近该创新团队，感受他
们献身国防、矢志强军的担当与情怀。

防空反导武器是战略防御的坚
盾， 是大国博弈中的重要震慑力量。
“八五”期间，团队抓住国家谋划反导
体系建设的契机， 实现了防空反导领
域科研课题零的突破， 为之前多年的
技术积累找到了一条为军服务的通
路，之后又完成在前沿技术探索、关键
技术攻关和型号装备研制等三条线上
的全面布局。

1996年， 为实现武器系统的小型
化和作战性能大幅提升， 主管部门提
出研制一种新型拦截导弹， 而研制作
为拦截导弹“大脑”的探测制导系统就
成为首要攻克的难题。 他们邀请了国
内数家相关领域实力雄厚的单位赴京
参加方案竞选。

团队一名教授带领两名年轻骨干
前往迎战，但并不被看好。面对强劲竞

争对手，该教授在会上详细阐述了近一
个小时，从关键问题、总体思路、技术途
径、预期性能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新颖
的思路和科学的分析令与会专家和同
行折服，最终国防科大的方案胜出。

从那时起， 他们就长期奔波于长
沙、北京及各试验场地，从最初的理论
研究到初样样机研制、系统联调试验、
方案改进、 正式样机研制5个阶段，日
以继夜的辛劳换来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被相继攻克， 只用了常规研制一半的
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研制工作， 样机性
能全部达到指标， 功耗体积等部分指
标远超过设计要求。

“没想到这么快就研制出来了，性
能还这么好， 你们国防科大真是牛！”
样机验收会上， 专家们一致给予了高
度评价。

成功背后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在这
条铸剑之路上经历多少坎坷、 付出了
多少艰辛。团队成员以国家利益为重，
常年加班加点， 经常出差奔波于各试
验场是常事。

团队中一名女老师不仅承担科研
项目， 还担负着质量管理兼教学的任
务，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女儿从幼
儿园开始便寄放在朋友家里代管，如
今读高三的女儿只身一人在北京某中
学驻读；他们舍小我成大我，由于工程
研制任务重、节奏进度快，加之保密要
求，他们的科研成果很难在学术刊物、
国内外会议上展示， 给职称评定带来
很大影响， 但他们辛勤付出浇灌的创
新之花却在国防科技沃土上竞相绽
放。

“十五”期间，他们参与研制的某
型设备参加我国首次试验取得圆满成
功；

“十一五”期间，他们参与研制的
某型设备参加我国首次陆基中段反导
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十二五”期间，他们参与研制的
某型设备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试验；

“十三五”期间，他们主持研制的
国产化某型设备多次参加演示验证试
验，均取得圆满成功；

……
大道至简，贵在坚持，力求精益求

精。30年专注做一件事，把事情做细做
精，这是团队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对
此他们有着深刻的共识：“空间武器系
统， 由数以百计的分系统、 支系统组
成，而且系统与系统之间环环相扣、紧
密相连，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事关大
局，关系工程成败。国家使命要求每个
参与工程建设的人， 把每一件事情做
得圆满，容不下半点瑕疵。”基于这样

的理解， 他们把科研工作做得细之又
细。

某软件系统非常庞大， 分支系统
繁如牛毛，但他们不厌其烦，对每个分
支系统进行缜密思考，逐一认真设计，
杜绝一切漏洞， 光软件设计报告就写
了一千多页。系统设计完成后，又对每
个分支系统逐一进行多次测试分析，
系统测试验证完成后撰写的总结报告
就达几千页。 就是靠着把这些细如牛
毛的工作一件件落实到位， 才确保工
程项目圆满成功。

2017年7月，某新型武器系统经过
5年攻关，进入飞行验证阶段。团队两
名技术骨干再次前往西北戈壁某落区
靶场，为飞行试验保驾护航。当时正值
酷暑，天气炎热难耐，异常干旱，位于
戈壁上的靶场气温长时间维持在40摄
氏度以上。 他们早上7时就要
出发，晚上深夜才能回来，
每天都要来回穿梭于
靶场各站点间，30多
天，人晒得红了黑，
黑了红， 胳膊也全
晒脱了皮，但他们
依然心无旁骛地
往返于各个站点
之间联调测试，确
保试验任务万无一
失。

现场发射那天，他
们就站在距离发射台只有
1000多米的地方。当跟随发射指
挥员倒数计时口令， 看着自己参与研
制的武器，拖着美丽的尾焰直冲云霄，
不久传来“准确命中目标”时，他们抑
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 拿到手机的
一刻， 就激动地给家里等待消息的其
他成员报喜：“我们又成功了！”

将人工智能方法引入到目标识别领
域，是军事智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目标
识别的未来发展方向。 而各种典型军事
目标的实验数据则是开展智能化目标识
别研究和验证的基础， 被誉为军事目标
识别的“咽喉”，国外对这一块封锁得很
严。

为了提升所研制的武器装备性能，
近年来团队成员多次深入基层部队，开
展实地调研、录取实验数据，从一望无际
的阿拉善戈壁滩到广袤无垠的海南陵

水，从厦门的寒郊瘦岛到库尔勒的茫
茫大漠， 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

影，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祖国边
疆，既要克服昼夜温差极大、寒
风刺骨太阳暴晒等恶劣自然
环境条件， 又要经受上吐下
泻、水土不服等身体考验。他
们自己扛着设备，经常风餐露
宿、枕海浪入眠，任凭风吹浪
打、蚊虫叮咬，获取大量第一手

真实实验数据，为顺利开展课题
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该团队上一任主任有一句“口头

禅”：“看我的、跟我来。”这几年，他参加
过多个型号项目，为了技术攻关，他常年
奔波于长沙、 北京及全国各地试验场之
间，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面对项
目中出现的各种疑难杂症， 他总能准确
号脉、对症下药，让人放心。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课题组在3

个领域同时启动4条研制线，这是团队最
忙碌、最艰难的时期，由于人手少、时间
紧、 任务重， 除了负责自己牵头的项目
外， 他还要兼顾室里所有项目的硬件设
计。那段时间，哪一个项目卡了壳，他就
奔赴到那里去“灭火”。

2012年深秋的一天， 他正在深圳
出差，突然接到课题组成员的紧急求助
电话：“处理器在系统联调测试时工作
异常，由于被封闭在结构件中，问题未
查明之前，谁都不敢轻易拆卸，主任，怎
么办？”情况紧急，他来不及收拾就赶乘
最早的航班第一时间赶到北京某测试
场，与调试人员碰头，初步定位故障后，
果断拆开结构件，连夜排除故障，保障
系统联调顺利推进。深秋的北京，秋风
凛凛，比深圳气温低了20多摄氏度，当
地人早就穿上了绒衣秋裤， 而身着单
衣、脚穿单鞋的他浑然不觉，直到第二
天故障顺利排除时才发现两只脚早已
经冻得不听使唤。

“国家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就是下
达了军令， 是舍弃了生命也必须兑现
的。”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精干、充满朝气
的团队，为了国家空间安全，凭着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毅力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
持，在砺剑之路中，冲破一道道坎坷、攻
克一道道难关，并屡有突破、多次创新，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
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勇挑重任不畏艰险，为拦截导弹研发“大脑”

� � � � 我国发射的拦截
导弹。（资料图片）

经历无数坎坷艰辛，他们一次又一次成功

足迹踏遍祖国边疆，舍弃生命也必须完成任务

■记者手记

强军路上“无名石”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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