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9日，是 2022年春运的第三天。傍晚时分，刚吃过晚饭的广铁集

团广州动车段消毒队队长吴莹锋立刻去领取了今天的任务清单，他数了数，

今晚大概需要消毒43列高铁动车组。

“这是我们的工作常态。”吴莹锋边说边戴防护罩，背上沉重的消毒设

备，全副武装地去广州南站存车一场为消毒作业做准备。存车一场和二

场是高铁动车组等待进入检修库的临时“停车场”。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列列动车组缓缓驶入，吴莹锋和队友们进入

了一天中最繁忙的作业时段。首先迎接这一列列“回家”休整动车组的，

是消毒队提供的“夜消”服务，即对每一趟入库的动车组进行全面消毒、保

障春运旅客安全出行。

“我负责空气消毒，你负责物表消毒。”吴莹锋和队员傅小峰简单分工

后，就开始忙碌起来。吴莹锋背着消毒水，仔细地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

行喷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倒着走，从里面开始一直退向车外。

“扶手、门把手、小桌板是旅客使用频率最高、身体接触最多的地方。”

傅小峰一边说，一边对桌椅小桌板背面进行擦拭消毒。

消杀过的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酸味。“消毒药水是过氧乙酸的水溶液。

即使将其按千分之五配比出来，还是很刺鼻。”吴莹锋指着装备告诉记者。

傅小峰摘下手套，食指中段有一块新长出来的皮肤。“手套上有残留

原液，取出来时不小心碰上了，然后就脱皮了。”傅小峰说。

此时，其他两位消毒队员萧焯禧和梁宇轩上了另一趟动车组开始作业。

21 时，5 趟动车组消毒完毕，尽管广州当日气温为 10 度，但他们此刻

已满头大汗。“消毒设备有 30斤重，一列短编动车组 200多米，一列长编动

车组 400多米，全部消毒下来要消耗我们不少体力。”因此，吴莹锋时常提

醒队员们要多吃牛肉，以增强体力。

凌晨 3时，他们转场到检修库，那里还有 20趟动车组等着他们消毒。

“我们要对每趟今天要上线的动车组进行消毒。”清早 8时，经过 13个

小时的作业，吴莹锋和同事完成了 43趟动车组的消毒工作。

春运里的“夜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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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掌握别人总结的

知识，科研是钻研自己探索

的未知。越是书本上没有

的、越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越

该是我们钻研的方向。要坚

持、不怕挫折，要把每个问题

都搞得明明白白。

洪汉玉

武汉工程大学电气信息学院教授

洪汉玉洪汉玉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他跟这款薄膜较上了劲

儿。膜碎了，就添加原材料

重新再来；没有现成的文献

可参考，就扎进图书馆找资

料……常年在高温高压的环

境下工作，迟庆国已经记不

清自己被烫伤过多少回，他

的手上满是烫伤疤痕。

◎新华社记者 魏 飚

尽管最近一段时间钢材价格波动较大、市场供求起伏不定，但是对于

中国宝武太钢集团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来说，几乎没有受

到影响。“现在我们正在满负荷生产，0.02 毫米以下的‘手撕钢’产销量是

去年的 1.6倍。”王天翔说。

作为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经理，“手撕钢”研发团队带

头人，2016年至今，王天翔带领团队攻克“手撕钢”研发难题，从 0.02毫米

再到 0.015毫米，公司一举成为全球唯一可批量生产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

箔材的企业。

据王天翔介绍，“手撕钢”厚度只有 A4 纸的四分之一，这种钢材广泛

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精密仪器、计算机等高精尖端设备制造行

业。由于“手撕钢”的生产工艺控制难度大、产品质量要求高，其核心技术

被少数国家掌握，我国对“手撕钢”的需求量占全球市场的 80%，但很长时

间我国完全依赖进口。

从业 33年的王天翔，曾在集团的设备管理、生产维修、热连轧厂等多

个部门工作过。2016年，集团选派王天翔来到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

有限公司，尽管公司从体量上说是集团的“小厂”，但却担负着攻克“卡脖

子”技术的使命，集团下定决心，不能让它继续亏损下去，精密带钢生产也

要实现突破性进展。

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樊中业说，当时公

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是 0.05 毫米不锈钢材料，其在市场上并无特别的竞争

力，企业长期亏损。

对于职工来说，收入比集团的平均工资低 20%，一些职工甚至都不愿

意说自己是精密带钢厂的，感觉“抬不起头来”。

王天翔来到公司后，立即带领研发团队，了解市场需求，提高产品品

种率，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实现换道超车。

王天翔说，第二个月企业就扭亏为赢，这让职工看到了希望。此后，

他带领企业全体职工向 0.02毫米以下的“手撕钢”研发发起冲击。

对于王天翔和研发团队的成员来说，“手撕钢”研发远比预计的要困

难。王天翔举例说，好比厚厚的一团面，把它擀成薄薄的面饼。擀面只需

要一根擀面杖，而要把普通钢材“擀”薄，需要 20根轧辊。“0.8毫米厚度的

普通钢材，每往薄轧一次，轧辊就要重新配比一次，这其中的排列组合有

上万种，加上锥度、凸度等变量因素，需要从上万种辊系的配比中不断摸

索。”王天翔说。

两年的研发过程中，平均两天就要面对一次实验失败，这对于王天翔

和团队每一位成员来说，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公司检验主管廖席曾

因为多次失败，自信心严重受挫，“觉得没有收获”。王天翔曾对廖席说，

怎么能没有收获呢，咱们办公室将近 1米高的笔记本就是收获。

两年来，王天翔带领着研发团队攻克 175 个设备难题、452 个工艺难

题，终于实现“手撕钢”优质量产。

2020 年，研发团队对现有的轧制技术做了进一步攻关，根据客户需

求，向新的极限尺寸发起冲击，研发厚度 0.015毫米、实际宽度 600毫米的

不锈钢精密箔材。

王天翔说，0.015 毫米的厚度超出设备的设计极限，轧辊已经“感觉”

不到不锈钢精密箔材的存在，在“擀”的过程中不断打滑，经过研发团队不

断总结，不断改进工艺，终于量产出宽度 600毫米、厚度 0.015毫米的不锈

钢精密箔材，这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宽最薄的不锈钢精密箔材。

“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紧盯高精尖的不锈钢产品的研发，占

领市场制高点，为中国制造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材料保障。”王天翔说。

王天翔：

“擀”出0.015毫米的手撕钢

临近春节，哈尔滨理工大学校园内十分寂

静，但该校纳米楼 205实验室却十分热闹。

那里有迟庆国和他的学生，以及他挚爱的绝

缘材料。

记者见到迟庆国时，这位哈尔滨理工大学电

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正在指导学生制备柔性

电介质薄膜。“这种薄膜是应用在大型输电设备

上的绝缘材料，也是航空航天推进系统中电容器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相关制备技术已处于

国际先进水平。然而过去，在电介质绝缘材料制

备领域，我国只能造一些低端产品。”他说。

从低端到国际先进，这条路迟庆国走了11年。

从201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解决高端绝缘材料制备

难题，带领团队系统研究了聚合物绝缘介质高储能

密度改善方法与机理，推进高压电力电容器用绝缘

介质的国产化进程。

“总结来看，过去的 11年，我和团队做的，就

是给高压电力设备穿上了国产‘绝缘衣’。”迟庆

国说。

上月底，2021 年度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评

审结果揭晓，迟庆国作为第一完成人申报的项目

成果“聚合物基复合绝缘介质构筑与介电储能特

性调控机理”荣获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

学类）一等奖。

手上满是被烫伤的疤痕

十多年前，我国高端绝缘材料，基本都是从

国外进口的，可即便进口，国外厂家也未必卖。

彼时，迟庆国博士毕业，在企业的高薪邀请

和留校搞科研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我想留在母校，为解决高端绝缘材料难题，

做点儿事情。”迟庆国说，他将高储能密度柔性聚

合物复合介质的结构设计与性能优化问题作为

最初的突破口。

不过，研究刚开始，迟庆国的研究就卡在了

绝缘材料薄膜制备上。“这是实验的关键环节。

但当时我们既没有文献，也没有经验积累，只能

自己一点点地去探索。薄膜制备尝试了一年，也

持续失败了一年。”他回忆道。

可迟庆国没灰心，他跟这款薄膜较上了劲

儿。膜碎了，就添加原材料重新再来；没有现成

的文献可参考，就扎进图书馆找资料……常年在

高温高压的环境下工作，迟庆国已经记不清自己

被烫伤过多少回，他的手上满是烫伤疤痕。

经过两年多、上万次的尝试，这款薄膜终于

被“磨”了出来。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性能不

达标的问题又出现了，只能一切推倒重来。等着

迟庆国和同事的，又是几万次的实验。

回忆起近十万次的实验，迟庆国的同事、哈

尔滨理工大学副教授张昌海说，实验持续失败，

当时很多人都开始动摇了，“因为毕竟我们的资

金有限，物资也有限”。就在他们快要“弹尽粮

绝”的时候，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

院在经费上给予了团队很大的支持。

得到了资金支持，迟庆国和大家继续埋头苦

干。就是在实验进行到第 5年时，薄膜的性能终

于稳定下来了，之后开始向工程应用迈进。

组建团队研发出国际领先技术

“搞科研不能单打独斗，要想取得重大科研

成果，就必须组建一支素质优良、本领过硬的科

研团队。”迟庆国说。

2017 年，他争取资源、创造条件，带领优秀

青年教师，创建了“电介质储能与导热科技创新

团队”。该团队已先后承担了 15项国家级课题，

获授权发明专利 20项，研究出国内领先、具有优

异性能的储能型介质薄膜，加快了我国高端绝缘

介质的国产化进程。

该团队研发出的新型智能绝缘材料具有综

合调控电场与温度场的双重功能，相关技术处于

国际领先位置，为黑龙江省电气装备制造业升级

提供了保障。

这些成果让迟庆国团队在业内名声大噪。

某沿海城市重点高校多次向迟庆国及其团队成

员抛出橄榄枝，承诺提供可观的科研启动金以及

优质的子女教育资源。

“说没想过是假的，不少团队成员确实动过

心，但大家最终选择留下来，是因为大家对这个

科研平台有感情。”迟庆国说，“哈尔滨理工大学

是我事业起步的地方，也将是我一辈子奋斗的地

方。未来我有信心带领团队，不断推进高温绝缘

介质的国产化，为科技振兴作出一点贡献。”

给高压电力设备穿上国产“绝缘衣”
——记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迟庆国

清晨早起，不是去项目现场，就是去实验室，

接下来便是查阅文献、指导学生……武汉工程大

学电气信息学院教授洪汉玉的日程几十年如一

日，周末节假日也很少休息。

对洪汉玉来说，即便把所有时间都用上，还

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因此一刻都不敢耽误。“做科

研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绝不能有歇一歇的想法。”

他说。

新年伊始，洪汉玉刚刚完成了高超飞行器国

家某航天重大工程项目，他申请获批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又正式启动。于是，他带领团

队马不停蹄，再次投入研究。

洪汉玉是我国最早进行气动光学效应校正

工作的科研人员之一，从事高速飞行器成像探测

气动光学效应校正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期间，他

在高超飞行器气动光学效应校正领域提出的一

系列研究方向和课题，连续 6次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的专项资助，并带领团队打破欧美发

达国家在此领域长达 50多年的技术封锁。

近日，洪汉玉团队的成果“图像处理先进方

法及产业化应用”获得中国自动化学会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高速飞行器在大气层内飞行时，其高速摩擦

产生的高温以及大气中的湍流等会对飞行器平

台携带的成像探测、导航、制导等系统造成极大

干扰，导致飞行器成像探测系统看不清、看不远，

出现成像模糊、抖动、偏移等问题，这一现象被称

为气动光学效应。

“高速飞行器受气动光学效应影响，就会得

近视，即无法在复杂环境下完成精准搜索、定位，

并传回清晰画面。”洪汉玉说。

而洪汉玉团队要做的，就是为已经近视的高

速飞行器“矫正视力”，提高高速飞行器在作业时

的精准度和工作效率。

人近视了，配副眼镜就能矫正视力，但要让

高速飞行器看得清、看得远，可没那么容易。这

其中涉及控制气动光学效应、校正气动光学效应

等诸多理论、方法和技术，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

形成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和方法。

“关键技术只能靠自己，一切从零开始。”

回 忆 起 1999 年 自 己 第 一 次 参 与 我 国 航 天 气

动光学效应图像数字校正理论研究任务，洪

汉玉有感而发。那一年，洪汉玉师从我国航

天制导领域著名专家张天序，正在华中科技

大学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以下简称

图像所）攻读博士学位，而他主要的研究方向

是三维重建。

张天序所在的图像所当时正在攻克如何通

过数字方法、用图像处理技术解决高速飞行器看

不见、看不清的问题。二十几年前，我国在航天

航空领域基于成像的相关应用研究才刚刚起步，

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只公开相关民用

图像处理技术，涉及国防安全的资料无迹可寻，

项目组摸索 2年，进展缓慢。

张天序提出让数学基础好、编程能力强的洪

汉玉紧急加入项目组，这意味着洪汉玉要放下手

头已研究多时、快要出成果的三维重建项目，重

新进入相对陌生的领域。可当洪汉玉了解到该

项目涉及我国国防安全急需解决的科研问题后，

便一口答应改变方向，转而研究高速飞行器气动

光学效应图像处理技术。

当时的洪汉玉或许没想到，这个决定彻底改

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这一领域，他一干就是 20

多年。

半路出家，改当“眼科医生”

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洪汉玉心里没底，但

他临危受命，只能硬着头皮干。投入研究后，他

开始不分昼夜地进行编程实验，心里只有一个信

念——“我非要做出来不可”。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汉玉发挥数字建模优

势，通过反复多次实验，从湍流模糊图像中将目

标清晰复原出来，并以此证实高速飞行器气动光

学效应可以通过数字校正。从此，中国人掌握了

这一核心技术。

这只是第一步。气动光学效应图像校正的

困难在于，图像退化程度随着空间的变化而随机

变化，同时伴随空变热辐射效应及像素偏移等因

素，变化机理十分复杂。

在研究中，洪汉玉发现，国内外许多学者提

出的算法对仿真湍流退化图像复原有效，而对实

际湍流退化图像复原效果很差。“引发成像退化

从无到有，突破技术封锁

多年来，洪汉玉的很多科研成果都不能对外

公开，更不能写成文章发表。但洪汉玉对此却并

不在意，他总说：“一心一意做科研，就是一种享

受，无需其他的肯定。”

随着洪汉玉在图像复原领域的成果得到国

际认可，很多国家都邀请他出国搞科研，并给出

丰厚的报酬，但他都一一婉拒了。“国家的需求才

是科研真正的土壤，做科研必须永远把国家利益

放在第一位。我相信未来图像复原领域的科研

机会在中国，我们一定会比别人做得好。”他说。

洪汉玉的这份自信，源于他拥有的一支年轻

团队。目前，洪汉玉所带领的湖北航天图像处理

与目标识别科研创新团队共 13 人，多数是“90

后”。

认真是团队成员对洪汉玉的一致评价。洪

汉玉团队成员李施阳对记者说：“洪老师经常讲，

要把一切问题都消灭在地面上，不能让飞行器带

任何疑点上天。”在科研上，洪汉玉始终秉持这种

信念，涉及到实验操作，他对学生们要求非常严

格，不允许有任何疏露。

在团队成员眼中，洪汉玉是“铁人”，几乎不需

要休息，“他周末经常加班，就连春节也不怎么休

息”。“我们受洪老师影响挺大的，每项任务都会超

标准、提前完成。”洪汉玉团队成员王云飞说。

洪汉玉认为，做科研不能有畏难情绪，要有

寻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学习是掌握别人总结的

知识，科研是钻研自己探索的未知。越是书本上

没有的、越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越该是我们钻研

的方向。要坚持、不怕挫折，要把每个问题都搞

得明明白白。”洪汉玉说，未来他要带领团队成员

继续攀登科研高峰，让我国的高速飞行器看得更

远、更清晰。

投身军工，甘做无名英雄

洪汉玉洪汉玉：：
为高速飞行器为高速飞行器““矫正视力矫正视力””

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不可预知、不断变化、错

综复杂，必须探索图像校正技术研发的新方向，

研究能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可用的、自适应的有效

校正方法。”他说。

于是，洪汉玉带领团队成员采用“化繁为简、逐

个击破”思路，将复杂退化模式逐个拆解简化，经过

长时间探索和试验提出“统一复原”的概念。

从图像角度思考，洪汉玉团队及时转变思路

和方向，发现气动光学效应与图像特征变化紧密

相关。据此，洪汉玉团队提出全新校对方法——

空变逐点校正方法，该方法基本解决了我国

高速飞行器成像探测气动光学效应图像校正

问题，提高了制导精度，相当于将高速飞行器

的视力从 0.3 提高到 0.8，且比原有方法的效率

提高了 20%。

不仅如此，洪汉玉介绍，由于高速飞行器对硬

件有严格的限制，他的团队研发的系列气动光学效

应校正算法，充分考虑到这些应用需求，可直接集

成到现有成像系统中，不需要额外增加硬件处理板

开销，性价比高、移植性强、使用方便。

目前，洪汉玉团队的研究成果已应用于我国

航天遥感探测领域，如高速飞行器对地观测、地

基望远镜深空观察等，为我国航天遥感探测提供

了关键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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