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特种钢打了 33 年交道的胡永平，在同事

们眼中，也是块“特种钢”。

为了解决技术难题，他自费到网络平台查找

相关资料；为了查找生产故障原因，他连续数周

“泡”在生产现场统计数据；为了不让工艺问题影

响生产，他参加工作 33 年来几乎没休过一个完

整的节假日……

消瘦的脸庞、厚厚的眼镜、数十年不变的工

衣、一顶安全帽，这就是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重工）特钢事业部特钢

研究院总工程师胡永平。

今年，56 岁的胡永平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作为兵工人，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

使命，为国家造出最坚固、耐用的特种钢。我的

心和钢铁一样，都是热的！”胡永平对科技日报记

者说。

“快人一步”搞研发

33 年前，胡永平刚刚进厂时，是个普通技术

员。虽然他可以舒服地坐在办公室，但他偏要跟

着车间师傅，每天在钳工台上学习錾削、锉削、锯

切、画线、钻削等各种技能。他不仅动手能力强，

还爱动脑筋琢磨。师傅们都很喜欢这个新人，纷

纷倾囊相授。

在车间的学习经历，间接提升了他的科研能

力，为他后来的研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北方重工一直坚持特种钢的“高、

精、特、优”发展方向，抢抓机遇和大客户市场，以

提升公司在无缝管和模具钢的市场份额。

作为兵工人中的“老技术”，胡永平时刻提醒

自己，要想产品有市场，研发必须要“快人一步”，

“搞科研不能磨磨唧唧”。

每次搞技术创新，“急性子”胡永平都要带领

科研团队调研市场需求，了解技术未来发展前

景。一旦找到新产品信息和合适的市场，他便和

研发团队快速投入到创新试验中。

十几年来，凭借“快”字诀，胡永平带领团队

创造了数不清的技术成果。

由他主持完成的电站锅炉用厚壁无缝钢管

项目，该项目批量生产后，促使北方重工开辟了

国内生产 P91、P92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的先河，

打破外国厂商对市场的垄断，使公司成功跻身电

站高端产品供应商行列。

胡永平主持了“钛合金棒（管）挤压工艺研

究”项目，带领团队成功挤压出我国直径最大的

钛合金棒和我国第一支大口径合金管，实现钛合

金棒、管挤压零的突破。

他参与的高强韧炮钢技术引进项目，将国外

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应用于军品大锻件生产，实

现了高强韧炮钢热处理技术重大改变。

从普通技术员变身“钢铁侠”

回忆起那些年研发的一个个场景，胡永平记

忆犹新。每次到了产品攻关试验关键期，他和团

队成员几乎都要 24小时驻扎在公司。

好多次，在产品研制过程中，试验结果与

预判存在偏差，为了分析原因，胡永平要花很

多时间查资料，和团队成员一次次讨论研究

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漏洞，直到找到问题

的症结。

“产品研发和工艺技术息息相关，到了试制

过程的关键环节，我必须在车间现场，因为我

是总体方案设计者，生产中哪个地方是重点、

难点，我比操作者更清楚。”胡永平说，“发现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很漫长也很熬人，但我却乐在

其中。技术研发是项充满不确定性的探索工

作，没有人知道哪条路通往成功。从一个入口

进来，却走到意想不到的出口，这也是科研的

乐趣所在、魅力所在。”

就这样，胡永平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变身

业 界 有 名 的“ 钢 铁 侠 ”，成 为 特 种 钢 冶 炼 、锻

造、机加、热处理、探伤方面的专家，先后荣获

包头市“新世纪人才工程”拔尖人才、自治区

“深入生产第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等

称号。

因为工作原因，胡永平每年出几十次差，

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从不指望他。采

访 最 后 ，谈 到 孩 子 ，他 说 亏 欠 太 多,爱 人 也 总

和他开玩笑说，等他退休了要把亏欠的都补

回来。

33年钻研特种钢生产，他把自己炼成全能“钢铁侠”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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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

先进技术，打造一个智能流域监管系统。”张列宇

说，由他负责的首个人工智能流域监管系统示范

项目，前不久落户于成都双流区白河流域。

白河，古称色水，是四川盆地区域一条历史

悠久的河流。

白河曾有一段污水横流、花木难生的“黑历

史”。经过治理，如今的它碧波荡漾，引来白鹭纷飞。

如何守住白河流域的治理成果、让清水绿

岸、鱼翔浅底的美景定格？这成为张列宇团队不

断思考的课题。

张列宇作为示范项目总负责人，设计研发出

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白河流域监管系统。

这套系统能够利用较少的传感器对 96平方

公里流域进行覆盖，在半小时内追溯到超标指标

的排放源头；能对流域可能发生的溢流和污染物

扩散情况，做出准确度超 85%的精准预测；还可

根据污染源动态解析和仿真预测结果，与系统承

载的 571种关键技术知识图谱进行智能匹配，为

流域治理科学决策提供辅助和依据。

在张列宇看来，这个系统除了支撑人力管理、

提高流域治理的精准度和科学性，还在培育环保

产业、扩大环保服务范围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谈到智慧系统，张列宇滔滔不绝。“完成流域

监管系统建设后，我们还打算做大气环境监管的

智慧系统。”他说。

研发人工智能流域监管系统

◎实习记者 孙 瑜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马 兰

张列宇张列宇：：诊治黑臭河道的诊治黑臭河道的““水大夫水大夫””

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主楼前，伫立着

一块大石头，上书红色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列宇每次到

办公室工作，都会经过这块大石头。

这块石头提醒他思考读博以来就萦绕心

中 的 问 题—— 如 何 用 科 研 技 术“还 人 民 绿 水

青山”。

臭水沟、污水河……这些是张列宇从业 12

年最常去的地方，他说自己是个“水大夫”，专门

诊治“生病”的河湖，已成功“治愈”的 80 余条黑

臭河道就是“已经出院的病人”。

近期，张列宇参与研发的国内首个人工智

能流域监管系统成功上线。这个系统可实时

监测四川成都双流区白河 96 平方公里流域，能

实现水质断面超标溯源、预测和智能决策三大

功能。

张列宇是个土生土长的内蒙古汉子，却机缘

巧合同“水”结下不解之缘。

张列宇笑言，因为家乡水流少，他年少时就

打算去南方，“去个河湖多的地方上大学”，没想

到就来到了“千湖之省”湖北。他本科在武汉理

工大学就读环境工程专业，后来在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时，一次治理臭水沟的经历，让张列宇

下定决心——“为人民守护绿水青山”。

17 年前，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的环形水道曹

杨环浜是一条有名的臭水沟：河水发黑、蓝藻肆

意繁殖，周围市民深受其苦。

张列宇和导师为了治理这条河流，吃在河

边、睡在河畔，做了无数实践调研和净化实验，最

终找到曹杨环浜水体黑臭的污染源并进行了针

对性截污。他们用了不到 1年时间，便治好了这

条河。

后来，张列宇因治理上海其他地区的河道，

机缘巧合路过曹杨环浜。没承想，他竟被一旁的

上海老太太和老大爷给认出来了。他们热情地

对他说：“小伙子，谢谢你治好这条河！”

张列宇和导师的治水行动，竟都被附近的居

民默默看在眼里。

如今，曹杨环浜从远近闻名的臭水沟变成人

们休闲娱乐的乐园，河边垂钓、健身的人络绎不

绝。看到这一切，张列宇由衷感到满足。

“那真是改变我科研生涯和专业认知的事

情。”张列宇说，“干 1 万件事不如老百姓点 1 个

赞。”

从此，张列宇无论是做科研还是搞成果应

用，都会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让他们

尽可能生活在更好的生态环境之中。

萦绕心中的曹杨环浜，成了他“治水”的不竭

动力。

心中的曹杨环浜成不竭动力

2019 年，张列宇及其团队成员因“沉水植被

的定向调控”项目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获奖倒在其次，项目成果提升了首都的水

质，让我深感欣慰。”张列宇说。

北京市是特大缺水型城市，缺乏自然水体，

近 87%的河流水体需要用再生水进行补水。

然而，再生水氮、磷等元素含量较高，容易造

成藻类暴发。一旦蓝藻铺满水面，水底的沉水植

被就见不到光了。

沉水植被是位于水层下面营固生存的大型

水生植物，对缓解水体富营养化有积极作用，能

有效抑制“水质杀手”——蓝藻的生长。可见不

到光，沉水植被就没法正常萌发生长。随之，失

去“对手”的蓝藻就会疯长，最终导致水体陷入不

断恶化的循环中。

张列宇和团队成员观察到沉水植被与蓝藻

的“相克”关系，设法调控沉水植被，使其比蓝藻

更早萌发、生长速度更快，努力将水体导向自然

生态下的良性循环。

最终，该项目研究成果有效改善了北京市水

体的水环境。

“大自然中，许多生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关系，

首先我们得发现这个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应

用。只有找准‘病因’，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我

们就像‘中医’，从更宏观的角度调控水体，使其

走向良性循环。”张列宇说。

近年来，张列宇走南访北，借助先进技术精细

化分析河流水体的污染问题，专注于水污染溯源

研究。“在这一块我们做了些探索，比如用DNA和

同位素等技术做污染源的溯源判定工作。”他说。

如果不受疫情影响，张列宇一年会有一半的

时间都在外出差。“要想治好水，得当一个‘临床

医生’，到水污染现场去调查。”他说。

张列宇对自己的学生也多次强调：“必须深

入一线实地调研，才能出成果。”他要求学生必须

到野外进行考察，自己也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

河流湖泊。

张列宇最北曾经到过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呼

伦湖，湖上的冰一凿开，湖里的鱼捞上来扑腾了

几秒便被冻住了。

“出野外做调研，辛苦是肯定的。水体污染

治理要求实践与理论结合，只有实践调研过，才

能精准地找到水体污染的‘病因’，进而解决问

题，甚至发现新问题。”张列宇说。

如今，张列宇有了一个新身份——粤港澳大

湾区环境创新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员。

借助这一平台，张列宇决心“啃”成果转化这

块“硬骨头”。

“目前我国很多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是

转化率却不高。这是因为企业了解和掌握的技术较

少，而科学家则比较关心技术的先进性，有时忽略了

技术如何能够服务于市场的问题。”张列宇说，他所带

领的团队正致力于将更多技术和商业模式结合起

来，搭建企业和科学家之间的“模式”桥梁。

走南访北进行水污染溯源研究

出野外做调研，辛苦是

肯定的。水体污染治理要

求实践与理论结合，只有实

践调研过，才能精准地找到

水体污染的“病因”，进而解

决问题，甚至发现新问题。

张列宇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张列宇张列宇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很漫长也很熬人，但我却乐在

其中。技术研发是项充满不

确定性的探索工作，没有人知

道哪条路通往成功。从一个

入口进来，却走到意想不到的

出口，这也是科研的乐趣所

在、魅力所在。

胡永平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特钢事业部特钢研究院总工程师

今年 78 岁的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印开蒲，1960 年从学校毕业，进入中

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考察工

作。他从采集植物标本工作做起，参加了四川植被、横断山植被、四川野

生经济植物等多项科学考察，跑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

1970年 7月，印开蒲参加四川薯蓣植物资源调查来到南坪县（现九寨

沟县），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九寨沟。

“当我到达双龙海一带时，沟内如童话般的美景让我感到震撼。”从那

一刻开始，印开蒲便与九寨沟结下半个世纪的情缘。

1978年 8月，印开蒲第三次来到九寨沟时看到这里有被破坏的可能，

忧心忡忡。在所领导和研究室的支持下，印开蒲执笔起草报告，建议建立

九寨沟等一批自然保护区。在多方共同努力下，1978 年底，九寨沟自然

保护区批准建立。与此同时，印开蒲还积极呼吁建立亚丁自然保护区。

如今，九寨沟和稻城亚丁都成了著名的风景区。

保护大熊猫也是印开蒲的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他建议在四川省

茂县土地岭建设一条大熊猫的生态走廊。2020 年 8 月初，在土地岭大熊

猫走廊带，红外监测相机连续两次捕捉到野生大熊猫踪迹。

一百多年前，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中国西部拍摄了上千张照片。

1997 年，印开蒲开始谋划在威尔逊拍照的地方再拍一张照片，以此反映

一百年来中国西部生态的变迁。

印开蒲花费几年时间研究路线、搜集照片，又用整整六年时间，走完

了威尔逊走过的路，拍摄了 250 组对比照片，在 2010 年出版集生态、历史

和社会价值于一体的著作——《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

如今，对于已近耄耋之年的印开蒲而言，在办公室整理资料、跑野外

科考依然是他的生活常态。印开蒲说，认定一件有意义的事就要坚持做

下去，要为一生所爱的这份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力！

保护生物多样性

六十一载他从未停下脚步

◎新华社记者 刘 坤

印开蒲印开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坤刘坤摄摄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坐落于乌蒙山腹地的云南镇雄县银厂村，是赤水河发源地，既是水源

保护村，也是深度贫困村。以往主要依靠以马铃薯和玉米为主的传统种

植，农户收入并不高。

饶德菊就是在这里，发展种白菜、卖白菜的绿色扶贫产业，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户增收。因为种得好、销路好，她被人称为“白菜大王”，远

近闻名。

2016 年，饶德菊成立长合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高山冷凉

蔬菜。2018 年 3月，饶德菊承包银厂村 1500 亩土地，用来种植莲花白、胡

萝卜等蔬菜，但规模最大还数白菜。

“在合作社工作的基本都是贫困户。”饶德菊说，除了银厂村，螳螂村、

娃飞村等村寨的贫困户也在合作社务工。

目前，合作社固定用工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0人，每人每天有 100元

收入。“除了固定农户，其他贫困户只要来这里做活儿，一天也结账。”饶德

菊说。

2019 年上半年，由于市场供过于求，饶德菊的白菜也卖出了“白菜

价”，一些白菜都烂在地里。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当时一点儿办法都

没有，整个市场价格都不高，拉出去卖太赔本。”最难时，饶德菊连农户工

资都发不下去。

一筹莫展之际，饶德菊了解到国家扶贫贷款政策。按流程申请后，她

与合作社获得农行镇雄支行提供的农村个人生产经营低息贷款一百万

元。拿到贷款后，饶德菊第一件事就是补上拖欠的农户工资。

后来，镇雄县领导得知饶德菊白菜滞销的情况，帮她和学校牵线搭

桥，开展营养餐项目的合作。目前，饶德菊的白菜送往 27 个乡镇的 62 所

学校，实现在“家门口”自产自销，合作社顺利渡过难关。

“跟着她干，有信心。”正在收白菜的付凤云笑着说。来自庙河村的她

家里有一亩地，独自抚养正读高中的女儿，2019 年初到合作社务工。“在

这里每月有三千多元，有工资就宽裕多了。”

除了承包种植外，饶德菊还发动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自行种植

白菜，种植面积约有 1500亩，并免费为他们提供技术和销路。

“遇上根肿病，很多农户就束手无策。”饶德菊说，合作社免费发放抗

根肿病的白菜种子。每年，她为贫困户们提供价值 15万元左右的种子。

在提供技术支持基础上，饶德菊也帮助联系白菜销路。“联系好买主，

他们自己交易，卖出去钱直接给贫困户。”饶德菊说，“都是乡里乡亲，肯定

要帮衬一把。”

普普通通的白菜，成了贫困户的“百财”。银厂村党委书记文鹏说，目

前合作社共带动银厂村 22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白菜，实现增收。

天色渐暗，“白菜大王”饶德菊和合作社农户仍在清新甘甜的白菜田

里忙碌，赤水河发源地一派生机。

饶德菊：

将白菜变为贫困户的“百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