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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从长沙城区往南，挥别城市喧
嚣，便一头扎进了长沙雨花经开区。怀抱
同升湖，头枕跳马镇，既有青山绿水作伴，
又与高铁、机场为邻，标准厂房、人才公寓
鳞次栉比。

4.21 万平方米的长步道机器视觉光
电产业基地坐落于其中。把时间的轴线
拉长、加速，我们更能感知建设之快、建设
品质之高。

去年 9 月以前，这里还是一片黄土。
从破土动工到完成一期1.5万平方米工业
厂房的封顶，用时2个月；今年疫情期间，
原定于三年后建设的二期提前开工。

“最忙的时候，工地上四五百人 24

小时三班倒在工地忙碌。”这处基地，由
工业厂房、办公用房以及国内先进的光
学影像研究中心、光电检测中心等组
成。回忆起建设之初的忙碌，湖南长步
道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四清记忆
犹新。

基地的建成是长步道的战略选择，也
是长步道以商招商的探索和尝试。

早在今年 5 月，长步道便带动 6 家产
业链配套企业签约落户雨花经开区，加速
了机器视觉光电产业的集聚。“从相关零
配件、物流等都能在雨花经开区找到企
业，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都大幅降低。”其
中一家企业负责人介绍。

走进长步道展厅，映入眼帘的 1.5
亿像素的工业镜头，看起来显得很低
调，但是它的“头衔”却是：全球首款。

“像素越往上提高，研发难度是呈
几何倍数增长。”湖南长步道光学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四清语气里充满着
自豪。

从 2017 年起，李四清带领的团队
就看好1.5亿像素工业镜头市场。“如此
高像素的镜头研制难度大，全球没有企
业敢于尝试和投入。”

率先“吃螃蟹”实属不易。从出样

品到测评到专业认证等，反复打磨、反
复测试，一次次铩羽而归，又一次次重
整归来，最后三年磨一剑赢得认可。

无独有偶。“去年，长步道生产的
FA 镜头（标准工业镜头）销售近 20 万
个，占国内市场的 17%，我们计划用三
年时间实现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李
四清骄傲地介绍，如今除工业镜头外，
长步道还能生产医用镜头、消费类镜头
等系列产品，在细分市场，已具备和国
际领先企业同台竞技水准，还由此创造
了诸多第一。

雨花智造 进无止“镜”
——来自长沙雨花经开区长步道光学科技公司的发展启示

走进长步道机器视觉光电产业基
地，在车间、在研发中心、在营销中心，
我们看到了不少年轻的面貌。“他们是
长步道的未来。”李四清说。“他们”指的
便是长步道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团队。

400 余人的队伍中，研发人员超
25%，均为硕士或博士以上学历，且研
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的10%以上。

“1.5 亿像素的工业镜头从研发到
推向市场历时3年。3年来公司有人员
的流动，但我们的核心研发力量始终没
有变。”李四清介绍。

在基地，我们还看到了超精密光学

制造研发中心、工业镜头研究所等场
地。李四清介绍，长步道不断加强与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探索产学研路
径。核心技术如何攻克，科研成果如何
孵化，系列经验将在这里实践；科学新发
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
念……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
原创性成果，将在这里启动、落地和孵
化。

未来，长步道还将积极搭建国际前
沿学术交流合作平台、国际供应链平台
和产品研发中心，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应用提供强大的专业技术支持。

欧阳倩 王 健

机器视觉，能做什么？

赋予医生“透视眼”，不打开身体可以很清

晰看到内部相关器官的细微变化，从而实现精

确手术导航和影像显示；为产品“体检”，产品

设备精准与否、指标参数如何，远小于头发丝

纳米级别的瑕疵在镜头面前也是清晰可见

……在工业自动化、新一代半导体、高端装备、

生物医疗、电子技术等领域，以工业镜头为核

心的机器视觉系统被称为人工智能与高端装

备的“眼睛”。

在长沙雨花经开区有这么一家企业，专业

为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植入“眼睛”：

他们自主研发的1.5亿像素工业镜头，为

全球首创，斩获中国机器视觉创新产品金奖；

360°内外壁测量用镜头和新一代半导体、传感

器芯片光刻机用镜头，均填补国内空白；已开

发的纳米级超精密加工设备、医疗手术导航系

统等多项新产品技术国际领先。

这家企业就是湖南长步道光学科技有限

公司，不仅是中高端光学镜头领域的领军企业

和“隐形冠军”，更是国家工业镜头标准制定的

牵头单位，其标准镜头系列产品市场占有率国

内第一、全球第二。

一直以来，供机器视觉用工业镜头技术门

槛高，资金投入大，长期依赖国外进口，国内研

发与制造无人问津。长步道，从打破国外垄

断，填补国内空白的初衷开始，成为率先“吃螃

蟹”的企业，历经十年的技术沉淀，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与核心技术，领跑国内机器视觉光学领

域，部分产品与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从跟

跑到领跑再到奔跑，其间经历了多少艰苦的创

业和艰难的选择。

站在两个五年规划交汇的时间节点，在经济

新常态现实要求之下，在战略机遇期内涵转变的

指引下，我们走进长步道，选取其中几个代表性场

景，力争通过场景诠释其发展意义。

场景扫描 ——拳头产品拿下多个“首创”

场景扫描 ——不到一年时间建成一、二期工程 实现总部迁入长沙

场景扫描 ——百余人的研发团队，每年保持10%的研发投入

产品设备精准与否、指标参数如何，长步道工业镜头一“扫”即知。长步道“明星”产品——1.5亿像素的工业镜头。

长步道机器视觉光电产业基地。

雨花经开区在大力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中奋勇争先，不断
完善创新体系。

这几年，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机器人、云计算、3D打印等为“代表
作”的“工业4.0”快速占领人们视野。

“工业 4.0”是个大概念，人工智能
也是个宽领域。如何在宽阔的舞台上
施展出自己“最拿手”的绝活，从而在国
际国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这考验着企
业“掌门人”的智慧。

李四清在光学领域摸爬滚打30余
年，先后在日、美等光学行业知名龙头
企业担任要职，最终他放弃稳定的高
薪，选择从零开始，自己开办企业。他
瞄准了工业镜头市场。

李四清有着自己的考量。
看行业前景——
随着工业控制对精确度和自动化的

要求越来越高，光学将在许多“痛点型应
用场景”中大显身手。工业镜头是机器
视觉系统中必不可少的部件，直接影响

成像质量的优劣，影响算法的实现和效
果。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工业镜头是人
工智能行业具备光明前景的细分市场。

看国际国内市场——
长期以来，工业镜头市场牢牢被德

国施耐德、Linos、美国 Navitar 等品牌
垄断；国内厂商在工业镜头领域发展迅
速，大多体量相对较小。尤其是这几
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高度重视先进
制造业的发展，这为工业镜头企业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人通过
国产工业镜头，看到最美的世界！”李四
清说。

这几年，长步道市场占有量保持着
高位增长。据统计，2019 年中国工业
镜头市场交易规模为10亿元左右。而
长步道一家拿下的交易额超1亿元，斩
获该领域全国市场份额第一名。

场景解析 ——为什么选择工业镜头？

2018 年，长步道刚入驻雨花经开区
之 时 ，是 租 赁 的 园 区 另 一 家 企 业 的 场
地。再到今年，长步道建设了专门的生
产基地，有了属于自己的车间与办公场
地，二期项目也提前开工建设、提前达产
增效。就在今年 9 月，原本位于广州的
生产总部也已正式迁往雨花经开区。

长步道入驻长沙雨花经开区或许有很
多自身的考量。

但，雨花经开区精准地选择长步道、精
诚地做好每项服务，原因只有一个——长
步道符合园区产业定位，符合园区“专、精、
特”的产业转型路径。

在 2009 年以前，雨花经开区也有过
“捡到篮子都是菜”的阶段。但这种“大篮
子”是“虚胖”，不扎实、成长空间小，雨花经
开区毅然壮士断腕。

这几年，雨花经开区在探索中发展，在
发展中蜕变，锚定聚焦新能源汽车及零配
件主导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含传
感器）特色产业“一主一特”产业定位，打造
独具特色的智能制造产业示范园区。

目标明细，如何找准定位、把准方向、
选准方法？雨花经开区提出“小而特、小而
精、小而优”的产业发展思路。

这种“小”是相对产业细分市场而言
的。抓住产业链的高端，引进那些特色、优
质、精细的企业。像长步道，虽然在大众看
来并非耳熟能详，但却是细分行业内名副
其实的佼佼者。

长步道并非孤例。
园区引进的大族激光，位居世界激光

企业前三，国内激光设备占有率第一位，生
产的三维五轴激光切割设备打破德国、日
本、意大利等少数行业巨头的把控，代表着
目前全球数控机床的最高技术水平；园区
培育的可孚医疗在助听器设备方面研发出
自主算法的智能芯片，打破国外垄断，首创
的无线充电、高精度、可滤音，产能国内第
一、全球领先；在园区成长的湖南申亿五金
在机械制造高端核心基础零部件方面，解
决国外垄断的卡脖子问题走出了新路子，
不仅做到了在同类型产品上遥遥领先，甚
至做成了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制造业需要培育，对产业园区而言最
重要的是保持定力，只有摆脱‘速度情结’

‘GDP崇拜’‘换挡焦虑’，久久为功，才能真
正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雨花经开区主要负
责同志多次在会议上强调的观点。长步道
的引进与发展，或许是园区理念的生动注脚。

场景剖析 ——为什么选择长步道？

研发中心、创新平台的搭建，回答
的是长步道为什么“能”的问题。

人才，还是人才！
长步道诸多的首创与第一，核心技

术是关键，创新研发能力是生命力。
当前，前后相续的五年规划，也迎

来了交接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
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省委十一届十
二次全会也提出，将大力实施“三高四
新”战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

——无论是党中央的精神指示，还
是企业发展自身需要，人才与创新都是
长步道的核心竞争力。这几年，长步道
的发展证明了这点，长步道的未来也将
佐证这一点。

长步道有着独特资源优势。近年
来，雨花经开区打通园区连接大学科技
城的出行通道，加速了园区企业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等优质高校的“产、学、研”
协同创新人才交流。尤其是这几年，先
后建成了长沙机器人智能研究院、湖南
申亿机械应用研究院、航天十三所光机
电技术创新中心、工业4.0创新中心等

等，创新资源优厚。同时，雨花经开区
坐拥全市最大的职业教育基地——职
教城，占据技术人才“近水楼台”。依托
这些资源，长步道也将加速推进“产、
学、研”一体化融合道路，将科技创新推
向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

长步道也有外部的动力。
在继2019年出台《聚焦“一主一特”

实施“六走六化”大力推进园区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后，今年8月21日，
雨花经开区发布头羊计划、凤凰计划、深蓝
计划等6个高质量发展计划，从政策层面
上奖励创新型专家、优秀企业家，颁发科技
带头人奖、雨花工匠等……系列政策出台
与落地激发了企业科技研发的活力。

长步道的引入与培育是雨花经开
区现代化征程的一段。区域的发展前
后相续，正是这一段又一段的征程，连
接着前行。

一个个的“长步道”，一串串前行的
脚印，勾勒出雨花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
铿锵脚步。站在两个五年规划的交会
点，雨花经开区有决心、有能力、有信心。

未来期待着下一个“长步道”。
历史期待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回答。

场景剖析 ——长步道为什么“能”？
（本版图片均由长沙雨花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