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我们用北斗卫星完成控制测量，用国产高分辨率

卫星进行遥感和测图，用机载激光雷达和无人机进行地形

测绘，用地球物探进行地质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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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在铁路勘测领域，提起王长进，大家都说他

是“技术控”。

这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铁设）首席专家、副总工程师，城市轨道交通

数字化建设与测评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以下简

称实验室）主任对新技术抱有浓厚兴趣，并能很

快将其掌握，学以致用。

“所谓铁路轨道勘测，就是测量铁路轨道平

直与否，我的工作就是让建成后的铁轨平直精度

与图纸尽可能保持一致，把误差降到最小。”王长

进说，给高铁铺上最平直的轨道，就是他的目标。

记者见到王长进时，他正在为实验室接受国

家验收做准备工作。

“实验室成立不到 4 年，所有课题都密切结

合工程实际需要，并融合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最新技术，部分成果已投入应

用。”王长进说。

1986 年，22 岁的王长进从西南交通大学毕

业后，加入中国铁设。此后 34年，他不断把最新

的技术应用到勘测设计上，逐步成为该领域的顶

尖专家。

不久前，王长进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国劳动

模范。

1987 年，王长进刚参加工作不久，当时他勘

测铁路时，用的最多的就是经纬仪、大板尺、平

板、手工测绘地形图，现代化工具十分匮乏。

“工具不给力，导致工作效率很低，铁路建设

速度自然也快不了。”王长进回忆道，当中国铁设

前身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以下简称铁三院）首

次引进第一代台式电脑时，他是院里最早吃透相

关应用的人，成功把设计文件转换成计算机语

言，并很快将其应用在勘测实践中。此外，他还

在院里第一个使用计算机辅助制图，期间发表数

篇相关论文，并因此在行业中崭露头角。

1989 年，王长进又参加了首批 GPS（全球定

位系统）技术应用培训，随即加入以 GPS 技术为

主导的铁路航测试验项目，探索出最初的精密工

程测量技术，写出了该技术在铁路行业应用的第

一篇论文——《GPS在铁路航测外控测量中的应

用初探》。

2006 年 4 月，建设中的中国第一条高速铁

路——京津城际，遭遇重大技术难关：施工控制

的导线测量精度，达不到无砟轨道板铺设和轨道

精调的毫米级精度要求。

“要保证列车高速平稳运行，无砟轨道板的

定位精度必须控制在毫米级以下。相应地，施工

坐标系的投影变形每公里不能大于 10毫米。”王

长进说，当时我国高铁建设技术还达不到现在的

水平，采用的都是传统测量方法，根本无法满足

高铁施工标准，必须建立勘测、施工、养修三阶段

平面和高程基准都统一的精密测量控制网。

关键之际，王长进团队贮备的京沪高铁前期

精密测量技术，首次让中国铁道测量精度从厘米

级到亚毫米级跃升，确保了京津城际在 2008 年

建成通车。

如今，一张统一基准的高精度测控网，正支

撑着高铁网络向各地不断延伸。

让测量精度从厘米级升至亚毫米级

京津城际铁路建成后，王长进团队又参与

了京沪高铁、哈大高铁的勘察设计工作，期间

他们创建了中国高速铁路精密工程测量技术标

准体系。

这个标准体系结合了当时最新的技术，也融

入了王长进提出的“空天地一体化”的勘察设计

理念。

自 2005 年开始，中国高铁建设规模和建设

速度突飞猛进，令铁路勘察设计压力空前。如何

提高勘测效率、缩短外业勘测周期？

“向新技术要答案。”王长进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进入 21 世纪，卫星、机载激光雷达、无人机

和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制图技术陆续进入王长进

的视野，“空天地一体化”勘察设计理念在他脑中

酝酿。

“天上，高分辨率卫星测图、遥感判释；空中，

用飞机（低空为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照相；地

面，应用移动贯导小车等设备。”王长进说，将这

些新技术应用到测绘上，形成一个“空天地一体

化”的勘察设计新体系。

“现在我们用北斗卫星完成控制测量，用国

产高分辨率卫星进行遥感和测图，用机载激光雷

达和无人机进行地形测绘，用地球物探进行地质

勘查。”王长进说，从手工描图到计算机辅助成

图，从二维设计到三维设计，从单专业单个人设

计到跨专业、多学科的协同设计，这些使铁路勘

察设计效率比他入行时提高了几十倍。

在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一系列新发明相继

诞生。王长进主持研究的基于高铁结构特征的

结构体 PS 点提取算法及 INSAR（合成孔径雷达

地面监测）与高铁沉降监测方法的融合技术，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已得到推广应用；他组织

研究团队完成了铁路各专业协同设计方法，提出

三维排水设计和路基设计新方法，研究成果在国

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提出“空天地一体化”勘察设计理念

已于 2020 年年底全线开通运营的京雄城

际，是新时代高速铁路建设的标杆工程，其建设

全过程采用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实现虚拟

建造，为全国铁路建设首次。

“从可研、初设阶段开始，设计人员利用卫星

影像、航空摄影以及无人机数据，建立模型，为方

案可视化比选、大临工程与施工便道的可视化选

址等提供三维基础场景。”王长进说。

2013 年底，为实现智慧铁路目标，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文，将 BIM 确立为铁路信

息化的主要技术框架，牵头成立中国铁路 BIM

联盟，推动铁路 BIM 研究与应用。

2014 年，中国铁设成立了由王长进任经理

的 BIM 研发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并确立

研发目标：集 BIM 标准编制、协同设计研究、生

产应用“三位一体”，按照“标准先行、平台支撑、

试点验证”的技术路线，依托工程项目大力推进

BIM 研发应用，研发目标——中国铁路 BIM 标

准框架，将涵盖技术标准和实施标准。

“中国铁路 BIM，要当国际铁路标准‘领头

羊’。”项目部成立的第一天，王长进就给团队设

定了这个目标。

通过两年多的艰难探索和攻关，项目部发布

了《铁路工程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IFD）、

《铁路工程信息模型数据存储标准》（IFC）两项

标准，并斩获 2018 年获国际基础设施 BIM 设计

特别奖。

“虽然 BIM 技术在铁路领域应用已取得可

喜成果，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王长进说，未来团

队将努力打造出世界先进的 BIM 协同设计平

台，为数字铁路、智慧铁路发展和铁路“走出去”

战略作出贡献。

誓把中国铁路BIM打造为国际标准

““技术控技术控””王长进王长进：：

给高铁铺上最平直的轨道给高铁铺上最平直的轨道
◎新华社记者 郭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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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进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建设与
测评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静谧的山林里，清脆的手机铃声响起。

正在翻越山岭的王寒冰放下几十公斤的设

备，擦了擦汗，拿起手机。“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

时候回来啊？”原来是 4岁的女儿给他打来电话。

“爸爸在给地球做‘体检’呢，做完‘体检’就

回家啦。”王寒冰说。

“爸爸我帮你好吗？”王寒冰的女儿说。

视频那一端，小女孩笨拙地搬来一个地球

仪，拿起听诊器，像模像样地认真给地球做起

了“体检”。早点做完，爸爸就能早些回家陪她

玩了——这是小姑娘的愿望。

这正是获得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学也偶

像”——科学家精神短视频征集活动最佳故事奖

的作品《特别的爱》呈现的故事。

视频中的主人公王寒冰是北京桔灯地球物

理勘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员。他从事这

个行业，已经快 10年了。

既然选了这行，就要做好

人迹罕至的无人区、缺水少食的戈壁滩……

这些条件艰苦的地区都留有王寒冰的足迹。

对此，王寒冰自豪地说：“工作这些年，我应

该是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上述短片里，女

儿尚能拨通他的电话，而大多数时候，他的工作

场所没有手机信号。

“这几年行业不太景气，加上环境艰苦，确实

有很多人坚持不下去，但王寒冰却好像很享受这

份工作。”《特别的爱》拍摄者、王寒冰的同事张斌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做好。地质勘

查的工作环境确实相对艰苦，但不能因为艰苦就

没人做，况且哪份工作不辛苦呢？”王寒冰没有豪

言壮语。

这位 33 岁的年轻人，有着老一辈地质工作

者的坚持和朴实。

“考大学时，我选了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是因为

当时最喜欢的两门课是地理和物理。我一看这个

专业好像和这两门课都有联关系，就选了它。”王寒

冰笑称，考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后，经过系统的

专业学习，他开始真正对这个专业产生浓厚兴趣。

首次出野外时也想过退缩

对王寒冰产生极大影响的，还有那首让人听

后心潮澎湃的《地质勘探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

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

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

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

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上世纪 50 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开发矿业”

的号召下，无数热血青年都把“为祖国寻找宝藏”

作为人生的理想。诞生于那时的《勘探队之歌》

激励了一代代地质工作者。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地质勘探队员的使命，

都是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王寒冰说。

强大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克服困难。

让王寒冰印象最深的，是他第一次出野外。

“在西藏阿里地区，当时我出现了高原反应，

住在小帐篷里，在卡车上用电磁炉做饭，一天只

能吃一顿热饭。而且，我们与外界失联，和家里

人联系，需要开一个多小时车，去村里用座机打

电话。”王寒冰坦言，“当时，我也想过退缩，可挺

过来后你会发现，这样的苦都能吃，还有什么是

做不了的？而且慢慢地，你就会发现这份工作带

给你的乐趣，是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所体会不到

的。”

有了女儿后，这份工作带给王寒冰的乐趣和

成就感又加码了。“在女儿眼中，爸爸是一个学识

渊博的人。我会给她讲祖国的山河风光，野外的

奇闻轶事，还有各种各样的地球科学知识。”王寒

冰很自豪。

现在，王寒冰出野外的时间相对少了，但遇

到一些重要的任务，他还是会坚持去参加，拿着

仪器在实地操作。

上大学时，在导师的影响下，王寒冰养成了

对工作严谨细致的习惯，如今他也这样要求自己

团队的成员。

“我的导师谭捍东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不论

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工作上，他对我的要求都很

高。虽然我现在不从事学术研究了，但我们地质

勘探提供的，是最基础的数据，容不得半点差错，

必须严谨。”王寒冰说。

翻山越岭，他为地球做了10年“体检”

王寒冰在野外王寒冰在野外 严莉莉严莉莉摄摄

在江西省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修复室，

刘蓥正在灯光下用小刀小心翼翼地清理瓷

器碎片断面，不时用修复刷清扫杂质。“瓷

器碎片清洗必须非常细心，要在清理掉杂

质的同时，保护好碎片本身。”她说。

今年 24 岁的刘蓥是景德镇御窑博物

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她的主要工作是将

瓷器碎片进行清洗、拼对、粘接，最终将残

损的瓷器复原成型，最大程度恢复其历史

原貌。

“修复瓷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开始

修复到最终完成，少则一个月，多则大半

年。”刘蓥说，虽然修复过程很辛苦，但每当

触碰到这些埋藏数百年的瓷器碎片，仿佛

在与当时的工匠对话，与他们共同创作一

件作品。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从事文物修复工

作的有 20 人，其中有一半是“90 后”青年，

工作之余他们是健身达人、“撸猫”达人、

“探店”达人，喜欢喧闹的生活，但当他们来

到修复室穿上工作服，就变得格外沉静和

细致。

“修复瓷器需要静下心来，把指尖上的

艺术做到极致，才能让破损的瓷器得到新

的生命。”文物修复师龚尚开源说，要真正

做到修旧如旧，必须详细了解瓷器的质地

和生产的历史背景，修复的瓷器才能神形

兼备。

龚尚开源今年 22 岁，自小在景德镇长

大的他对瓷器有着浓厚的兴趣，报志愿时

便选择了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2018 年大

学毕业后考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成为一名

文物修复师。

“在学校通常使用现代瓷器来做修复

练习，而在御窑博物院接触的瓷器大多年

代久远、品类多样，且存在不同程度污损，

要在做好清洗工作的基础上再进行修复。”

龚尚开源说，修复不同的瓷器要制定不同

的计划，每一个步骤都要非常细心。

谈起曾经修复过的一件明代青花瓷器

绣墩，龚尚开源记忆犹新。“刚开始它的碎

片有 200多块，几乎铺满整张桌子，并且绣

墩为镂空构造，碎片断面支撑点少，拼对粘

接难度大。”龚尚开源说。

为修复好这个绣墩，龚尚开源和同事

根据瓷器花纹一遍又一遍地比较拼对，经

过半年多整理修复，绣墩基本恢复原貌。

龚尚开源告诉记者，每修复完一件瓷器都

非常有成就感，如同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在文物修复师看来，修复的不仅是瓷器本身，更是一段历史，通过一

点一滴修复打磨，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的制瓷工艺。“从现在的技术水平来

看一些古瓷的制作难度还是很大，很难想象当时的工匠在一件作品中付

出了多少心血。”龚尚开源说。

近年来，随着 3D打印、水转印等技术在瓷器修复中的应用，瓷器修复

效率和还原度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古瓷经过修复进入大众视野。“看到

自己修复的瓷器在多地展出，获得观众的赞美与关注，会觉得非常自豪。”

龚尚开源说，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力度逐步加大，自己对做好瓷器修复

保护工作的信心更加坚定，将继续在岗位上钻研探索，让更多人了解古瓷

魅力。

这
群
九○

后
让
古
瓷
破
﹃
片
﹄
重
圆

王长进在检查实验室装备王长进在检查实验室装备 卢达卢达摄摄

刘蓥在工作室修复一件瓷碗 新华社记者 周密摄

龚尚开源在工作室修复瓷器 新华社记者 周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