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区域人口密集、基站资源有限，难以保证通信质

量。如何解决热点区域的无线通信问题，让城市核心商

圈、体育场馆等区域的无线高容量上网不再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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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外企待遇好，可如果计算机专业毕业生都去

当‘码农’，那我们国家通信领域的科技创新谁来

做？”每当被问及职业选择，彭木根总是这样回答。

博士毕业时，这位北京邮电大学（以下简称

北邮）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彭木

根的同学大都去了外企，但他一直留在学校从事

教学和科研工作。

43 岁的彭木根曾多次选择少有人走的路，

并另辟蹊径取得了多项成果。

从 2000 年 进 入 移 动 通 信 领 域 以 来 ，他 致

力于人口密集区域的移动通信系统精巧基站

和 智 能 无 线 组 网 研 究 ，助 推“3G 突 破 、4G 并

跑、5G 领跑”，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密集无线网

络技术成为国际主流、改变世界通信格局作出

了贡献。

日前，彭木根被授予 2021 年北京“最美科技

工作者”荣誉称号。

◎新华社记者 梁 冬 马晓成
唐铁富

1996 年，彭木根考入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作为较早接触计算机的一批年轻

学子，他先后学习过 DOS 操作系统、UNIX 操作

系统和 Windows 操作系统，见证了个人计算机

和第一代互联网的发展。

“码农”是那时多数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职业

目标，但彭木根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就算把编程语言掌握得再熟练，我也是被动地

应用已有成果，无法进行理论和技术创新。”他说。

此时，一篇新闻报道引起了彭木根的注意：

我国提出了自己的 3G 标准（TD-SCDMA）。他

非常兴奋，意识到这或许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TD-SCDMA（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是以我

国知识产权为主的、被国际上广泛接受并认可的

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也被国际电信联盟 ITU 正

式列为第 3代移动通信空口技术规范之一。

本科毕业后，彭木根决定跨专业考研，报考

北邮移动通信专业。

等考研结果期间，彭木根也曾尝试找工作。

“当时，很多同学去了外企，我也收到过外企的

offer，月薪多的能给到一万多。这对于 2000 年

毕业的本科生来说，是很有诱惑的。”他回忆道。

不过，在得知考上研究生后，彭木根果断放

弃到手的 offer，踏上了他的通信科研之路。

放弃求职，踏上通信科研之路

2000 年，彭木根入学北邮。此时，由于我国

3G 标准 TD-SCDMA 的核心基础理论尚未成

熟，相关理论研究欠缺，严重制约产业应用。一

些国外专家妄言，我国的 3G 只能应用于小型局

部组网，作为大规模无缝组网的补充。

为破解制约我国 3G 发展的理论瓶颈，彭木

根在理论和技术“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导师的

指导下，自 2001 年起涉入我国 3G“深水区”，在

国内率先开展 TD-SCDMA 组网理论和关键技

术攻关。

一个应用 TD-SCDMA 技术的小区能接入

多少用户？多个基站同时共存，多个小区之间的

干扰有多大？能否实现大规模无缝组网？这都

是彭木根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彭木根通过引入多用户检测和波束赋形增

益因子，构建了单小区和多小区的容量分析模型，

推导得出了有别于其他 3G技术的单小区和多小

区容量表达式，提出了 TD-SCDMA特有的多载

波组网理论和扰码规划方法，揭示了我国3G的容

量成因关系。同时，他也证实了在相关关键技术

成熟并得到应用后，我国3G的容量和覆盖性能与

其他 3G系统相比，理论组网性能更优，成功反击

了国外专家对我国3G只能局部组网的武断结论。

这些研究成果让彭木根一鸣惊人。2005 年

博士毕业后，考虑到国内外都缺乏对 TD-SCD-

MA 阐述清晰且全面系统的专著，这严重制约了

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他将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产

业需求，撰写并出版了著作《TD-SCDMA 移动

通信系统》，系统介绍了我国 3G 的原理、理论基

础、关键技术、标准和协议、测试结果等内容。此

书一经出版，就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现在

它还被称为“我国 3G产业宝典”。

“移动通信领域专业书籍很难印到 3000 册，

但该书 3 年内就印了 10 余次，目前出售了 16000

多册。”彭木根说，很多移动通信从业人员都是通

过这本书了解到我国 3G。

涉入深水区，“产业宝典”一鸣惊人

“5、4、3、2、1……”2008年 8月 8日，伴随着全

场观众的倒计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

场隆重举行。彭木根幸运地抢到了门票，在现场

观看开幕式。

不过，当彭木根想联系场外亲人分享这份喜

悦时，他却发现电话怎么都打不出去，连短信也

发不出去。

开幕式结束后，彭木根陷入了思考。“开幕式

现场的情况恰好是我们常会面临的情况，核心区

域人口密集、基站资源有限，难以保证通信质

量。如何解决热点区域的无线通信问题，让城市

核心商圈、体育场馆等区域的无线高容量上网不

再是奢望？”彭木根说。

而后，彭木根马上投入到热点区域无线组网

研究中。针对热点区域无线网络拓扑结构无定

型不规则特征，他从源头创新出发，构建了基于

点泊松的协同组网性能分析模型，从理论上揭示

出了热点区域网络容量与节点密度及分布、信道

模型、功率配置等的内在尺度规律，揭示了异构

协同无线组网容量增益成因关系。

针对热点区域无线网络容量低、空时动态适

配性差等挑战，彭木根提出了一整套分层异构协

同和网络自组织关键技术解决方案，构建了功能

自适应分解的一体化协同自组织体系结构，解决

了 4G/5G 灵巧小基站的干扰控制和移动性管理

等技术难题，实现了异构无线网络的自配置、自

优化、自治愈，相关成果荣获中国通信学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等荣誉。

同时，彭木根还积极进行科研成果转化落

地，将核心知识产权进行转让，基于专利转让和

科研项目合作攻关，联合京信通信公司等企业研

发了灵巧小基站和无线网络自组织系列产品。

灵巧小基站能被安装在体育场馆等热点区域，可

以节省安装空间，且能够实现绿色部署和即装即

用。灵巧小基站与无线网络自组织系列产品在

国内外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巴西世界杯、索契冬

奥会等体育场馆也用上了该产品。

“不是我改变了行业，而是我有幸赶上了行

业变革。”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彭木根总是心怀

热爱，一直感激长久以来的各种幸运。

发现痛点，转化成果走出国门

彭木根彭木根：：让小基站吞下让小基站吞下55GG大容量大容量

博士毕业后，彭木根留校，入职北邮电信工

程学院。

32岁评上博导、34岁评上教授，由于在我国

3G 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彭木根的“进阶”之路

走得顺风顺水。然而，彭木根不满足于此。

2012 年，他主导的科研项目申请首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当时，参加答辩会的老师大都有海外留学

经历，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上，而

这方面是我的短板。”彭木根说，虽然最后幸运入

选，但通过这次答辩，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和其

他入选者在这方面存在的差距。

2013年，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和国际前沿接轨，

彭木根决定暂别安稳的国内科研教学工作，出国访

问学习。与很多学者更愿选国外华人导师不同，他

向无线通信领域国际最权威的学者之一，美国普利

斯顿大学教授文森特·珀尔发去了一封自荐邮件。

邮件言辞恳切、诚意满满，而后彭木根幸运地成为

了珀尔接收的首位全程在中国培养的教授。

“不过，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在邮件中使用的

标点符号都是错的，存在大量的语法问题，但邮

件的内容打动了珀尔。”彭木根回忆道。

在此期间，彭木根以每 2个月提交一篇高水

准的期刊论文的速度进行科研攻关。由于对产业

十分熟悉，他在这时发表的论文恰好符合5G和后

5G产业发展趋势，一经发表就成为学术界和产业

界关注焦点，大都成为 ESI高被引论文。这段时

间的科研成果，也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补齐短板，毛遂自荐出国深造

彭木根头戴实验设备彭木根头戴实验设备 张星海张星海摄摄

相较于光鲜时尚的高铁列车，铁路

货车总给人感觉没那么“拉风”。但如果

把铁路比喻为国民经济的动脉，一辆辆

铁路货车就是流淌的“血液”。

从 1987 年毕业，他就进入铁路货车

这个领域，一干就是 30 多年。他立志要

让货车跑得越来越快，装得越来越多，要

让中国铁路货车走出国门。他，就是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中车齐齐哈尔车辆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玉祥。

核心技术积累支
撑起行业“龙头”

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中车齐

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 80 多

年历史的铁路货车制造企业，是我国铁

路货车、铁路起重机的设计主导单位、制

造领军企业和产品出口基地。

载重量从 50 吨、60 吨，到 80 吨、100

吨，设计时速从 60公里提升到 120公里，

这家企业见证了中国铁路货车从仿制到

自主研发制造的奋斗历程。正是核心技

术的积累，推动中国铁路货车走向世界

领先水平。

“我是从生产一线成长起来的，人的成

长要靠学习和积累，企业要造好中国车，同

样要有过硬的技术积累。”张玉祥说。

在张玉祥的推动下，中车齐车公司

建立了轨道交通货运快速化关键技术研

究“头雁”团队，推进国家重载快捷铁路

货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以“提升重

载、突破快捷、发展多式联运、储备专用

特种”为重点，开展轨道交通货运装备技

术及产品研发。目前，团队已完成货车

整机产品开发 18 项、配件产品开发 38

项，发挥了行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

引领带动作用。

现在，中车齐车公司拥有中车核心

人才 13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以及荣获詹天佑奖、茅以升奖等 20 余

人，各级国际化人才 300 人，累计主持、

参与起草国家标准 9 项、行业及铁路标

准 72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25项。

党建成为牵引齐
车前行动力

2014 年，我国铁路货车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周期性市场波动，一

方面国内铁路货车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传统国际市场增长乏

力。为有效扭转被动局面，刚刚走上党委书记岗位的张玉祥，在认真分析

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未来之路”专题研讨。

在这场关乎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讨论中，干部职工们达成了“强党

建、重引领，抓服务、促改革”的思想共识，经过一系列改革，公司不但结束

了连续亏损局面，还在铁路货车行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取得了同行业最

好的经营业绩。

“党委旗帜要鲜明，抓主责、担主业，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建与

经营工作深度融合，让党支部成为生产中的战斗堡垒，引导激励广大干部

职工团结一心。”张玉祥说。

中车齐车公司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大力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

建设，集中重载快捷铁路货车技术中心资源，全面突破驮背运输、新材料研

究及应用等行业关键技术，先后完成“时速160公里货运列车关键技术及装

备研制”“公铁便捷联运铁路货运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制”等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逐步形成了“打造以货车业务为核心的世界级企业”的战略定位。

“改革强化了党支部的带头作用，无论是在生产中，还是在帮助职工解

决生活实际问题时，职工有了归属感，支部有了凝聚力，现在有啥事儿职工

首先想到党支部。”中车齐车公司起重机分公司党总支书记罗宗伟说。

“一带一路”让中国产品和技术标准走出国门

“我一入厂就在生产一线，那时候企业承制了一批出口非洲的产品，虽

然是由我们制造，但是客户选装的许多技术配置都是国外的，那时候我就

想，什么时候我们不仅出口中国制造，产品也能用上中国技术。”张玉祥说。

近年来，中车齐车公司秉持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战略思维，不断加快

向海外进军步伐，产品出口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批量打入发达国

家市场，与多个世界知名矿业企业建立起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

“我们公司现在出口的产品凭借过硬的质量赢得了许多海外客户的信

任，我们不仅出口货车产品，更让中国铁路货车技术标准一同走向了世界。”

中车齐车公司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李向伟说。

针对海外客户需求，中车齐车公司陆续研制生产了 45 吨轴重矿石

车、煤炭漏斗车等高端产品。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中车

齐车公司累计出口整机 30000余辆，建立了海外全资子公司，一些货车维

保项目还实现了从单一的产品输出向产品输出、资本输出、服务输出并举

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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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机耗电量非常大，占整个社会用电

量的 60%。相比普通工业电机，用稀土永磁做

的永磁电机可节省电量约 20%，被业内誉为“节

能神器”。

控制器是稀土永磁电机的“大脑”，包头长安

永磁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永磁）开发部

电机控制技术员、工程师孙建国就是研制“大脑”

的人。

过去 20 年，孙建国参与研发的永磁产品被

应用于航空、航海等我国重要领域。“我的目标

是，为稀土永磁电机打造出最强‘大脑’。”他说。

前段时间，孙建国被授予 2021 年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初出茅庐便开发出多款控制器

孙建国初到长安永磁时，公司的直流无刷电

机控制器的主控制芯片主要采用 80C196MC，而

存储芯片采用 PSD4235。“公司控制机技术水平

与国内主流技术存在一定差距，这一度制约了公

司电机产业的发展。”孙建国说。

企业发展的灵魂在于创新，缺乏创新就难有

突破。孙建国深谙此道，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

搞出个名堂。此后，他开始没日没夜地阅读大量

有关控制器方面的文献资料并进行相关实验。

那段日子，孙建国至今记忆犹新。其间，他

曾连续数月，将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儿子留在家

中，自己则几乎天天吃住在公司，与同事们一起

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

转眼就到深秋，包头早晚温差非常大，上午

还穿短袖而到了晚上就得穿厚衣服。那时，刚好

赶上公司迁新址，办公楼还没有供暖，室内温度已

接近零摄氏度，孙建国和同事晚上办公只能靠电

暖器取暖。

就这样，1 个月后，孙建国开发出以美国微

芯科技公司（Microchip）DSPIC 单片机为核心主

控芯片的新一代无刷电机驱动器。

没过多久，孙建国又带领团队成员开发并完

成了多款高速电机控制器及通用控制器，为企业

驱动器系列型谱化奠定了基础。

此后，孙建国更是一月一个小成就、一年一

个大突破。20 年来，他研发的稀土永磁无刷高

速电机控制器、高效低噪音水下推进装置控制系

统、船舶电力推进控制系统等产品解决了大量技

术难题，累计实现经济效益千余万元。

为完成测试洗“桑拿”、战“高反”

2015 年，孙建国开始对长安永磁电机测试、

试验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经过前期大量的调研，

他提出了改进方案并设计出改造电路的原理图、

布柜图。

“当时，该系统采用多种控制设备，造成系统

通讯比较混乱，有 232 通信、485 通信、CAN 通

信、TCP/IP通信等，导致公司电机测试系统有时

难以正常运行。如何将这些控制设备整合到一

起、让他们互相‘说’上话，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道难题。”他说。

之后的 1 个月，孙建国查阅了大量相关资

料、与课题组进行了多次研究与讨论，形成了

新的解决方案和思路：运用 CVI 软件编制出试

验系统上位机控制软件程序，给控制设备接上

了“电话线”。

令 孙 建 国 最 难 忘 的 一 次 研 制 经 历 ，当 属

2017 年他主持开发设计 500 千瓦直流无刷电机

控制器。该控制器是长安永磁设计的最大功率

控制器，在试制过程中，他和团队克服了工期短、

任务重等多种不利因素，并按时完成了控制器在

公司内的组装调试工作。

由于公司不具备电机满负载运行测试的条

件，设备测试只能在位于江苏泰州的一艘测试船

上进行。

6 月的江苏泰州，酷热难耐，孙建国每天都

要钻入 40多摄氏度的设备船舱内进行测试，“每

次下到舱底，整个人就像掉进了满是蒸汽的浴缸

里，几分钟就热得全身湿透”。他和同事洗了近

1个月的“桑拿”，终于完成了设备调试。

就在大家以为大功告成时，他们接到通知设

备还要经过高原测试。由于此前没有在青藏高

原生活的经历，工作到第 3天时孙建国的嘴唇就

已经开裂、嘴也肿了起来，再加上高原缺氧，他每

天头痛欲裂。但他硬是咬着牙，把 20 天的试验

工作全部完成。

当同事们再见到孙建国时，他的脸上泛出明

显的高原红。回忆起此事，他笑着说：“晒晒更健

康，顺便补补钙。”

20 年在岗位的辛勤付出，换来如今数不清

的荣誉：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当奖励纷至沓来，默默无闻的一线

工人，一下子被推到“聚光灯”下，意外多于激动，

压力大于兴奋。

“在内蒙古，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我并没做

什么特殊的事情。”相比接受采访，孙建国最想做

的，还是和同事们一起钻研技术，“琢磨机器时，

我最开心也最踏实”。

他为“节能神器”打造最强“大脑”

张玉祥（右一）和同事一起讨论问题 新华社记者 梁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