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责任编辑 胡唯元

2021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二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综 合
COMPREHENSIVE NEWS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十四五”开新局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张羽程 吴淑娜

科技日报投稿信箱：tougao@stdaily.com

◎本报记者 俞慧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记录焊接工艺案例笔记近 20 大本；攻克

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 400多项焊接技

术难题；改进焊接工艺 100 多项；创造直接经

济效益 5000多万元。

四个数字，“数”出了一名在焊工岗位勤

勉 50多年的工匠，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七一勋章”获得者艾爱国是一名焊工，

曾载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工人称

号。这位 70多岁的老人，目前是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顾问、

湖南省焊接协会监事长。

“拼命三郎”长成优秀
焊接工匠

艾爱国回忆，刚入职工厂为管道工的时

候，恰逢北京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前来支援湖

南湘钢建设。当看到来的焊工师傅们，身背

氧气瓶、手拿焊枪、头戴面罩，将高炉裂缝

“焊”在一起的场景，他就对焊接这一技术产

生了浓厚兴趣，想跟着师傅们学艺。

为学艺，艾爱国主动揽了不少活儿。背

着重达 80 多公斤的氧气瓶，健步如飞。遇到

野外作业乙炔发生器需要注水，他就主动承

担挑水的活儿，1 公里路，来回能走 2 趟，挑上

4大桶……

勤劳主动的艾爱国，得到了师傅们的另

眼相看和格外关照。白天，他跟着师傅们学

艺，晚上就自己借来工具反复琢磨试验。

“啃”下气焊技术，又开始钻研电焊技术。

没有面罩，他就拿一块黑玻璃代替……条件艰

苦，却没能阻挡“拼命三郎”学习的热情。

1982 年，艾爱国以 8 项考核全优的成绩，

考取了气焊、电焊合格证，成为当时湖南省湘

潭市唯一持有两证的焊工。

“焊工是个技术活儿，不能蛮干。我的经

验是，首先要钻研理论，做好焊前准备。然后

不断日积月累的实践，积淀经验。”艾爱国说。

他还有做笔记的习惯。每干完一项难活，

他都要复盘，总结记录下来。到目前，仅做的

焊接工艺案例笔记，他就积累了将近20大本。

攻克贯流式高炉风口
焊接难题

1983 年，当时的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多

家钢铁企业联合研制新型贯流式高炉风口。

如何将风口的锻造紫铜和铸造紫铜牢固地焊

接在一起，是项目的一大难题。

但根据冶金工业部计划，湘钢只负责紫

铜风口的锻造和铸造。最为棘手的焊接任

务，交给了有这方面诸多经验的其他大钢

厂。不过，这个焊接任务却让艾爱国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他自告奋勇参加这一研究。

艾爱国大胆提出了当时在国内还未普及

的“手工氩弧焊接法”设想。根据设想，他还

撰写了一套焊接工艺。

近一年的钻研，上百次的反复试验，练出

了“手感”的艾爱国，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正

式“上线”焊接。

那天，他站在高温高炉旁，足足焊接操作

了 6 个多小时。可结果并没有如他预想的那

样，最终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他，开始复盘总结经验，并连夜给

课题攻关组负责人上交了自己的分析报告。

又是 100 多天的研究摸索……1984 年 3 月 23

日，艾爱国记得很清楚的日子。那天，原冶金

工业部再次批准他所在的湘钢进行试验。

500 摄氏度、600 摄氏度、700 摄氏度……

艾爱国用石棉板挡住不断加热升温的火焰，

用石棉绳缠住焊枪，戴着石棉手套努力了 2

个多小时，成功焊接了“高炉贯流式”新型风

口的紫铜容器，实现了操作技术重大突破。

此后，他写下了《钨极手工氩弧焊紫铜风口

的焊接》。

作为贯流式高炉风口项目组中唯一的工

人，艾爱国在攻关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为我国

炼铁高炉提高产量、降低冶炼成本作出了重

大贡献。凭借这一贡献，他获得了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

既懂理论又能实践的
巧工匠

2008年，湘钢成立焊接实验室和“艾爱国

大师工作室”，给他配备了电脑。

“电脑盲”的艾爱国，开始了新一轮的“重

头开始”。从开机学起，几个月时间，他已能

用制图软件制图，在电脑上完成完整的焊接

工艺卡。熟练使用电脑后，他又进一步学习

吸收国内外最先进的焊接工艺。

2018 年，湘钢宽厚板厂德国原产 ABB 公

司的大电机轮毂架焊缝发生裂纹，全生产线

停产。68 岁的艾爱国带着 6 名徒弟，勘察现

场，分析问题，拟定技术方案，模拟计算，焊接

作业，仅仅用了 16 小时，完满解决了裂纹问

题，整个生产线快速实现复产。

如今，71岁高龄的艾爱国，仍奋斗在湘钢

生产科研一线。

“在国内金属焊接界，理论学者人才济

济。焊接技能在某种材质有所专长的亦不乏

其人。但像艾爱国这样，集丰厚理论素养和

多类焊接技术于一身的人才，堪称难得。他

身上体现出了新时代知识型工人的鲜明特

征。”艾爱国工作的湘钢负责人如此说。

四个数字“数”出这名焊工独特贡献
——记新时代知识型工匠艾爱国

在道恩特种弹性体公司展示大厅的显

眼位置，一团琥珀色胶状物正“身披大红

花”接受来访者参观。很多人不知道，正是

这块“其貌不扬”的氢化丁腈橡胶，宣告了

继日德之后，我国具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氢化丁腈橡胶制备技术。

利用十年时间，最终攻克上述核心技

术并将之产业化之后，被誉为“隐形冠军”

的道恩集团创始人于晓宁面对科技日报记

者“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提问，给出

了如此回答：

实现科技自立，关键在于“找到”的能力。

如何理解“找到”？一是要找到研发方

向，知道这是世界前沿，敢于挑战“卡脖子”

难题；二是找到谁在研发，能够将行业最顶

尖的力量“拉入同一战壕”；第三，我们能不

能拿下难题，即从家国情怀、资金储备、技

术实力、科研团队、科研方法、市场空间等

方面慎重考虑，果断出击。

实际上，氢化丁腈橡胶的制备难度非

常大，一直是我国特种橡胶发展“卡脖子”

技术之一。

作为综合性能最为出色的橡胶之一，

其将良好的耐油、耐热、耐腐蚀、耐臭氧、抗

压缩永久变形、高强度、高撕裂、高耐磨等

优良性能集于一身。它在航空航天、汽车

制造、轨道交通、油田开采等重要领域扮演

独特角色，属于国家战略物资。

早在 2009 年，于晓宁看好北京化工大

学的这一成果，介入实验室研发，投入大量

资金，并研究选择性高效催化剂、高效催化

加氢工艺等，十年磨一剑，最终在 2019 年

实现了产业化，乃至发展为产业化平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科技“自立

自强”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于

晓宁认为，作为中国企业，坚持自立自强责

无旁贷。他也认为，科技创新必须坚持需

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传统橡胶由于化学交联的作用无法回

到初始的线性分子状态，很难重复加工和

回收再生利用，因为传统的化学交联是不

可逆的，由此造成黑色污染。热塑性弹性

体是介于橡胶与树脂之间的一种新型高分

子材料，不仅可以取代部分橡胶，还能使塑

料得到改性。

早在 2002 年，于晓宁敏锐地觉察到了

国家政策的风向，启动了高性能热塑性弹

性体（TPV）这一世界前沿研发课题。

这一次，他选择与北京化工大学组成

利益共同体，从小试，到中试，再到批量生

产，无数个日日夜夜，团队最终成功攻克万

吨级 TPV 制备关键工艺技术，打破美、日

等少数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2004 年，于晓宁与同事们通过自主开

发设备、工艺和配方，建立国内第一条千吨

级高性能 TPV 示范线，填补了国内空白。

四年后，该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

坚持问题导向下的核心技术攻关，没

有资金不行，没有制度不行，但人才是核心

因素。

科技日报记者第一次听说田洪池的

名 字 ，与 国 家 科 技 部 的 应 急 专 项 有 关 。

2020 年，科技部针对复工复产提出了一个

特级应急方案——在短时间内，研发出世

界首个可水洗、可重复使用的防护口罩，

一方面必须保障供应，另一方面减少废弃

污染。

一个小小的口罩，里面蕴含着不少“难

上加难”的技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中间那

一层熔喷布。熔喷布带静电，吸附各类病

菌，但水洗之后静电随之消失。这是一个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破解难题，田洪池调用了北京、

青岛、龙口三地研发中心，带领团队 24 小

时不间断轮岗研发，进行了数以万计的测

试……四个月后，国际上唯一可重复水洗

的口罩诞生了。

田洪池是福建人，北京化工大学博

士。在加入道恩之前，他曾面临着国外

机构的高薪诱惑。但为引入他，于晓宁

没少费力气。事实证明，“隐形冠军”的

平台也给了田洪池施展的舞台，他不但

拿下了国家技术发明奖，更担任起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山东省高

性能热塑性弹性体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

项职务。

历尽坎坷，挥洒智慧，双方实现了相互

成就。记者发现，在道恩集团，这样的人才

不少。在国家级平台上，他们支撑着一个

个核心技术的出现。

采访时，于晓宁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

密”——该公司正与北京化工大学、中策橡

胶集团就新型热塑性弹性体 DVA 在轿车

轮胎气体阻隔层及自行车新型轮胎内胎的

应用展开技术合作，该项目的看点是“在同

等厚度下，新型轮胎的气密性要比传统轮

胎高 7—9倍”，这意味着更薄、更强的轮胎

即将面世，更意味着另一项打破垄断的新

技术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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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依
托当地宠物产业优势，免费对全区高
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和留守妇女等进
行电商技能培训，通过发展“线上经
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
前，南和区拥有宠物产业市场主体
8600余家，年产值 170亿元，辐射带
动就业6万余人。

图为 7月 12日在邢台市南和区
和阳镇一家宠物电商企业，工作人员
在给客户配送宠物用品。

新华社发（张驰摄）

线上经济

促发展

科技日报讯（实习生黄晓清 记者张晔）
2019 年 综 合 指 数 达 117.05 点 ，2020 年 达

139.41 点，比上年分别提高了 17.05 点、19.1

点，年均增长 18.07%……7 月 11 日，全国首个

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指数公布评价结果，该指

数对江苏张家港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各分项指数均保持上升态势。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础在县域，活

力在县域，难点也在县域。近年来，我国创新

型县（市）建设进展迅速，但一直缺少县域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评价手段。今年

1 月，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张家港市启动了“创

新驱动发展（张家港）指数”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张家港）指数评价体系的

探索，能够准确构建县域创新的模型，充分发

挥先行先试的作用，为后续探索发布国家创新

型县（市）创新驱动发展指数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农

村与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龙开元认为。

据介绍，指数主要从创新投入、创新主

体、创新人才、创新环境、创新产出、创新惠民

等六个方面，对指数涉及的 39 个指标主要成

效纵向分析增长情况，部分占比类共性指标，

与省内或国内平均数作了横向比较分析。

研究人员详细分析了综合指数和 6 个一

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指数及走势情况，并对

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贡献率进行了比较分

析。指数结果显示，以 2018 年基数为 100 点，

2019、2020年分别达 117.05点、139.41点，各分

项指数均保持上升态势。创新主体和创新产

出增长势头较快，创新人才、创新投入和创新

生态保持较高水平，创新惠民增长较为平缓，

符合惠民成果转化较慢、长效释能的特点。

该指数以数据为笔精描县域创新“画

像”，为科技创新发展的决策部门提供监测体

系和决策参考。“通过指标指数量化分析，科

学、客观、系统地厘清张家港创新工作的特

点、优势以及发展不足和未来展望，为创新驱

动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张家港市科技局

局长赵瑜介绍说。

全国首个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指数揭晓

科技日报记者从常州市武进区了解

到，该区日前举行“‘科技燎原·校企同行’

校政企合作创新发展大会”，在会上推出了

“揭榜挂帅”制度，首次面向全球提出十大

企业创新需求，并与河海大学、常州大学等

9所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及 8个校企

合作项目。这是武进进入“十四五”，为进

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引领作用而推出的新举措。

常州市武进区区长陈志良介绍，武进

作为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坚持实施

创新驱动核心战略，推动发展重心向创新

转移、要素资源向创新整合、财政政策向创

新倾斜、工作力量向创新聚焦，培育出省级

以上企业研发机构 199 家、国家级创业平

台 16 家，高新技术企业 716 家、上市企业

31 家，成为长三角地区创新资源最密集的

重要板块。

“面对‘十四五’我区提出的发展新规

划、新方向、新目标，我们需要突破发展空

间不足、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等瓶颈，必须

用‘超常规’的思维推进创新、服务创新，要

大力构建立体创新生态，建设好创新载体，

推出更精准的支持政策，引入更丰富的创

新资源、金融活水，发展特色创新园区，把

科技创新打造成支撑武进发展的‘最硬核

力量’。”陈志良说。

高校，是创新的源头“蓄水池”。近三

年来，江苏理工学院与武进 64家企业签订

产学研合同，合同金额达 5300 余万元。去

年 11月，学校又与武进区人民政府签订新

校区建设合作协议，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校

企合作关系。

“此次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后，我们将在

共建应用创新平台、联合开展项目攻关、引

育科技产业人才、科技成果转化、共育创新

创业项目、打造新型智库、共推人才培养等

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为实现双方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开启了

新起点、创造了新机遇。”江苏理工学院党委

书记朱林生说。

此次，武进还启动了“百名专家进百

企”行动，来自高校的专家教授走进百家创

新型企业，现场与企业对接；区科协与常州

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签约共建武进区

科技成果转移中心；中国矿业大学、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常州大学等签约入驻武进区

科技成果转移中心；四川大学与江苏河马

井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污水处理用轻质

填料研发及高性能化井管沟道制品的计算

机模拟”等 8个校企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合

同总金额超 1300万元。

常州武进“揭榜挂帅”引入创新资源

科技日报讯 （记 者李丽云 实 习 生刘
尧）7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发布了《东北黑土地白皮书（2020）》，这是

国内首次发布黑土地白皮书。该白皮书是

中国科学院基于 40 多年对黑土地的研究成

果，并融汇国家相关部委的调研数据以及科

研 机 构 和 高 等 院 校 科 学 家 的 研 究 资 料 形

成。这部白皮书既是对东北黑土地基础数

据的归纳总结，又是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已有

科技成果的凝练。

东北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全球仅有四大块黑土区。我国东北黑土地

总面积 109 万平方千米，是我国最重要的商

品粮基地，被誉为我国粮食生产的“稳压器”

和“压舱石”。但因长期过度开发利用、气候

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东北黑土地出现了不

同程度退化问题，直接影响到区域粮食产量

的稳定。

中国科学院希望通过黑土地白皮书的

发布，能够让全社会对黑土地有明确的科

学认知，使全社会共同形成黑土地保护与

利用的合力，珍惜大自然赋予的这份宝贵

资源，同时也为“用好养好”黑土地提供科

技支撑。

根据白皮书内容显示，目前，我国黑土地

科技创新已具备一定基础。建立了一批黑土

地保护模式和示范区，提出了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梨树模式”、黑土地保护“龙江模式”；国

家相关部门以及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启动实施了一批黑土地保

护利用试点项目；构建了中国科学院海伦站、

沈阳站、三江站、大安站、辽河源基地等 17 个

野外长期定位观测台站（基地）以及国家有关

部门、高等院校观测台站组成的东北黑土地

监测研究网络。

当天，中国科学院在发布《东北黑土地白

皮书（2020）》的同时，还与黑龙江省签署了共

同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的框架协议。截

至目前，中科院与黑吉辽三省均已签署了科

技会战框架协议。

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东北黑土地白皮书发布

科技日报合肥 7月 12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从中国科大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

队李传锋、许金时等人与合作者合作，在国际

上首次实现了单个碳化硅双空位色心电子自

旋在室温环境下的高对比度读出和相干操

控。这是继金刚石氮空位（NV）色心后第二

种在室温下同时具有高自旋读出对比度和高

单光子发光亮度的固态色心，该成果对发展

基于碳化硅这种成熟半导体材料的量子信息

技术具有重要意义。该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

《国家科学评论》杂志上。

固态自旋色心是量子信息处理的重要

研究平台，金刚石 NV 色心是其突出的代表，

在量子计算、量子网络和量子传感等方面都

取得了重要进展。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其

他半导体材料中的相似色心。其中碳化硅

中的自旋色心因其优异的光学和自旋性质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但其自旋读出对

比度只有 2%，而且天然块状碳化硅材料中

单个硅空位色心的单光子发光亮度每秒仅

有 10k 个计数，如此低的自旋读出对比度和

单光子发光亮度极大地限制了其在室温下

的实际应用。

研究人员利用之前所发展的离子注入

制备碳化硅缺陷色心的技术制备了双空位

色心阵列。进一步利用光探测磁共振技术

在室温下实现单个双空位色心的自旋相干

操控，并发现其中一类双空位色心的自旋读

出对比度为 30%，而且单光子发光亮度每秒

可达 150k 个计数。这两项重要指标相比碳

化硅中硅空位色心均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第

一次展现了碳化硅自旋色心在室温下具有

与金刚石 NV 色心相媲美的优良性质，并且

单色心电子自旋在室温下的相干时间长达

23 微秒。

由于高读出对比度和高单光子发光亮

度在量子信息的许多应用中至关重要，该

成果为基于碳化硅的量子器件开辟了一个

新的发展方向。审稿人高度评价该工作：

“该论文的发现解决了碳化硅色心量子技

术应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该发现将会立

即促进许多工作的发展”，“其中一些结果，

例如对一些色心 30%的读出对比度是相当

了不起的”。

基于碳化硅的量子器件获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