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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以占全

国2.8%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4.5%的粮

食。近年来，该省粮食年产量稳定在600

亿斤以上。这离不开以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为首的农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前

赴后继的种业创新实践，也离不开湖南省

委省政府对农业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

对种源创新的高度支持。

为了进一步助推种源创新，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湖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建设岳麓

山实验室。新一轮种源创新科研“战役”，

将在这里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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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湖南长沙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工程机械“上新”单品

中，有一款产品备受业界关注——以碳纤维

材料为核心的新型结构泵车臂架。

该臂架能在空中灵活完成各类施工指令

动作，同时大幅降低了工程机械领域碳纤维

复合材料主承力结构件的价格成本。

它的研发与一名材料学博士研究生十年

的成长密不可分。

从易损件不耐磨问题“下手”

2011 年，从中南大学材料学专业毕业

的博士刘延斌，成功入职中联重科。彼时，

他是该公司唯一做材料研究的博士，因而

顺理成章地被分入中联重科中央研究院技

术研究中心，从事行业基础前沿共性关键

技术研究。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技术研究中心从未开

展过专门的材料研究。“唯一”的博士生，遇到

了“空白”的研究领域。

刘 延 斌 的“ 唯 一 ”性 ，让 他 被 委 以 重

任。他组建了材料技术研究团队，建设了

材料实验室，突破了关键易损件不耐磨的

技术瓶颈。

“说实话，当时关于干什么、怎么干，我也

很懵。在调研和熟悉工程机械领域情况后，

我选择从泵送压力超过 17 兆帕的混凝土输

送管不耐磨问题‘下手’。”刘延斌说。

以不懈努力啃下硬骨头

易损件不耐磨问题是影响工程安全、质

量和进度的“拦路虎”。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刘延斌精心挑选了

部分关键易损件，开始研究让它们“长寿”的

秘诀。

刘延斌回忆，当时自己初出茅庐，既缺乏

相关经验，也找不到其他参考，唯有反复给自

己心理暗示，一定要像待研发的这种材料一

样，“既耐磨又有韧劲”。

刘延斌和团队成员沉下心，从研究易损

件在使用过程中的磨损机理着手，慢慢摸清它们的“脾性”后，便开始有针对性地设

计新材料配方、成型工艺，最终成功开发出新的耐磨复合材料，制作出耐磨损双层

复合管等关键易损件。

这些易损件的成功研制增强了刘延斌的信心。这一过程，也帮助他加深了对

工程机械装备的理解。“我发现，这些技术还能用于工程件臂架的承载结构件制

造。”他说。

这便是以碳纤维材料为核心的新型结构泵车臂架的“技术源头”。在前期研究

的基础上，刘延斌和团队制造出了碳纤维臂架，并成功解决了碳纤维复合材料“抗

拉（伸）不抗压（力）”的难题，建立了臂架异常损伤成套修复方法。他们制造出的碳

纤维复合材料臂架，相对钢材料臂架轻量化程度达 35%。

经过十年磨砺，刘延斌也成为了中联重科中央研究院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和

建设机械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工程机械装备领域的应用，还等待我们在下个十年、下下

个十年来探索。我们会将碳纤维工程机械装备研究进行到底。”刘延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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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8日，湖南传出两则好消息。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车株机）自主研发的首列胶轮地铁列车下线，

将应用于墨西哥城地铁 1号线。这是我国胶轮

地铁首次出口海外。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市正式宣布，该市

拟建设的两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采用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

株洲所）自主研造的智轨电车。智轨电车也走

出国门，成功“出海”。

两大轨道交通装备，都出自一座“火车头

拉来的城市”——湖南省株洲市。

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之都

株洲不是省会城市，但在我国轨道交通领

域，它却举足轻重。

这座城市建设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轨道交

通制造基地，形成了我国首个突破千亿元产

值、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集群，可为全球用户提供从器件、部件、系统

到整机、大系统的轨道交通全寿命周期系统

解决方案。

株洲创造了三个数字：轨道交通装备出口

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力机车全球市场占

有率 27%，居世界首位；产业本地配套率 80%以

上，产业聚集度全球第一。

今天我们看到的令人炫目的成绩，源自这

座城市 10年前提出的一个目标。

2010 年，湖南省政府、中国南车股份有限

公司（现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和国家开发

银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目标为共

同打造轨道交通装备千亿产业集群，将株洲建

成“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之都”。

为获千亿级产业集群
“入场券”放大招

作为我国电力机车和动车组的发源地，株

洲有深厚的“家底”。株洲轨道交通产业从发

源至今，已经有 80 多年的历史，当地集聚了中

车株机、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等超 300家骨干企业及配套企业。

为逐梦“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之都”，争

取尽快获得千亿级产业集群“入场券”，株洲使

出了“几招鲜”。

出政策。株洲先后出台了《株洲市产业振

兴实施纲要》《株洲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振兴

行动计划》《支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在土地保障、标准厂房建

设、完善基础设施、项目绿色审批、促进科技创

新等方面全力支持产业集群发展。

出“管理团队”。株洲积极探索链长办、产

业协会、企业联合党委“三方发力、同频共振”

的产业链推进机制，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制的

政府推动作用、产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产

业链企业联合党委的党建引领作用。

出体系。株洲探索和构建了“工程化研

究—应用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规模化

生产—商业模式创新”的产学研用政金商创

新体系。

出配套。产业集群不能只有装备制造这

一个利润点，要形成产业链，就必须在做强做

优整机企业的同时，积极引进培养更多关键部

件和关键子系统企业，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

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为实现重点产业企业

的本地化配套，株洲打造了车辆总成、关键部

件及服务、基础设施和物流等几大板块产业配

套区。

经过 10年左右的新一轮奋斗，株洲最终形

成了以百亿企业为龙头、十亿企业为支撑、科

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型轨道交通装备

企业集聚区，形成了全球相对最完备的集轨道

交通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营运维保、物流配套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下 一 个“ 小 目 标 ”是
2000亿元

株洲还在同步做另外一件事：从创新角度

谋划布局，扩张轨道交通产业，全力延长产业

链，为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的下一个千亿级储能。

10 年间，株洲布局了新能源汽车、风力发

电、深海装备、工程机械、船舶电驱、污水处理

等多个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2020年，株

洲仅新能源汽车、风电装备的产业规模，就分

别达到 272亿元、101亿元。

今天的株洲变得越来越自信，该市已经定

下了自己下一个 2000亿元“小目标”。

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新规划，可概括为

“一座城，两千亿，三中心”：打造“创新发展、高

端引领、协作完备、产城融合”的现代轨道交通

城，将株洲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基地、全球重要的轨道交通装备产品创新

基地和全国知名的轨道交通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区；实现轨道交通产业集群规模突破 2000

亿，力争迈进 3000 亿；打造世界一流的轨道交

通装备研发中心，国际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智

造中心和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产业服务中心。

下一个 10年，期待轨道交通产业能将这座

“火车头拉来的城市”，在创新发展的路上“拉”

得更远。

火车头带动这座城，驶上高质量发展快轨

对于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湖南，一粒种子有

多紧要？

7 月 20 日，湖南长沙，两家实验室迎来了

重要时刻——湖南省委书记张庆伟、省长毛伟

明共同为它们揭牌。

这两家实验室一家是岳麓山实验室，另一

家是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破译”种子的

“核心密码”是它们的“主责主业”之一。

湖南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以占全国 2.8%的

耕地，生产了占全国 4.5%的粮食。近年来，湖

南省粮食年产量稳定在 600亿斤以上。这离不

开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为首的农业领域

的专家学者们前赴后继的种业创新实践。

以过去 10年中备受全球关注、最具代表性

的超级稻攻关为例。2012年，湖南比计划提前

3 年实现了超级稻百亩片亩产 900 公斤的攻关

目标。2015年，湖南成功达成超级稻百亩片亩

产 1000 公斤的攻关目标。2020 年，第三代杂

交水稻早晚双季稻平均亩产 1500 公斤的目标

实现……

湖南把科研成果“种”在土地中，也为“大

国粮仓”的丰足，持续贡献着科技创新的“种

子”力量。

发挥种业创新优势，擦
亮鱼米之乡“金字招牌”

发展农业的天时、地利、人和，湖南皆占。

这里是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环境

多样；这里拥有全国第二大淡水湖，现有种子

植物 5000 余种，据不完全统计，农作物种质资

源超过 10 万份；这里集聚了院士“天团”，他们

的研究内容涉及生猪、水稻、油菜、辣椒、鱼类

等，可集齐“一桌子饭菜”；这里的种业科研人

员达 4000 多名；这里有 3家种业领域国家重点

实验室，12个国家级种业相关创新中心及工程

技术中心，14个部级种业相关重点实验室及工

程研究中心。

湖南还有着丰富的科教资源。除湖南省

农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农林类高等科研

院所外，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

非农业领域的高校，也成为了为湖南省种业创

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的强大“科援团”。

天时地利人和，湖南的种业创新成果丰

富：袁隆平院士团队在杂交水稻育种与应用

技术方面国际领先；邹学校院士团队在国内

率先育成首个辣椒胞质雄性不育系，创制出

我国育成辣椒品种最多的骨干亲本 3 个；官春

云院士团队育成适合机械化生产的杂交油菜

品种。

累累成果支撑下，这里的育种产业发展强

劲。湖南水稻、辣椒等的商业化育种规模及水

平位列全国首位。

为持续优化种业“第一生产力”，近年来，

湖南省政府联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共建

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以期整合种业资源，加

强产业协同创新合作。截至目前，该平台已建

成 2个共性技术中心和 8个专业研究中心。

这只是湖南省种业科技创新布局的开端。

张庆伟表示，湖南要继承和发扬袁隆平科

技创新精神，全面加强种业重大科学研究与关

键技术研发，推动种业关键共性技术和交叉融

合技术重大创新。

湖南，要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上担当作

为，要让鱼米之乡的“金字招牌”被科技创新

“擦”得更亮，让广袤的田野里播撒更多湖南

“种”，让“大国粮仓”装更多湖南粮。

筑牢基础研究基石，打
造四大高地

我国在种业创新机制、平台建设、前沿研

究等方面相对滞后，种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面

临挑战。

种业创新成果颇多的湖南，在基础研究领

域，也略欠“火候”。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湖南省对外正式

宣布开工建设岳麓山实验室。科技日报记者

注意到，这家实验室主要聚焦基础研究。

该实验室建设以中央《种业振兴行动方

案》为指引，围绕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

自主可控，服务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业现

代化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将聚焦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基础理论与前沿技术、关键技术及重

大战略性新品种培育等领域，开展基础性、前

沿性、公益性科学研究。同时，通过实验室建

设，湖南将着力打造国内顶尖和世界一流的生

物育种科学研究高地、种源关键技术创新高

地、重大战略品种培育高地及高水平种业创新

人才聚集高地等四个高地。

该实验室采用“核心+基地+网络”的布局

方式，高度重视发挥国内种业优势区域的特色

与作用：在种业创新科研力量最为集中的省会

城市长沙建设实验室总部，在地理分布上，选

择在全国东、南、西、北、中 5 大区域布局，构建

兼具开放性与区域覆盖度的架构，形成上中下

游衔接、产学研用结合的种业创新网络布局。

面对我国种业创新力量分散、开放协调薄

弱、创新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创新机制不够灵

活等问题，岳麓山实验室还着力探索建立新的

创新机制，形成国际一流创新团队和跨区域协

同创新网络群体。

湖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志坚概括

了这一实验室建设的初心：“我们要力争把湖

南现有的优势成倍数放大，持续产出更多优秀

原创性成果。我们要全力营造更优的科研环

境，建设高能级的强大平台，特别是积极谋划

国家级平台建设，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种源创新

‘天团’。”

项目体系作支撑，科研
难关被攻克

“虽然水稻喜温，但气温太高也会严重影

响水稻结实，特别是极端气候下的高强度高温

胁迫，对水稻的影响更大。”著名杂交水稻育种

专家邓启云说。

近年来，邓启云和他的团队研发出了新型

耐高温超级稻品种吨两优 900。他们正着力培

育和研发可抵抗低温阴雨极端气候的品种。

盛夏 7 月，阳光灼人。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的专家坚持在汨罗、宁乡等地奔波，

忙着进行高产再生稻攻关。如何提高水稻

产量，是团队长期坚持不懈的一场科研“马

拉松”。

这些的背后都有着湖南省科技项目的

支持。

近年来，湖南聚焦重点领域，先后启动了

“超级杂交稻分子育种研究与示范”“油茶产业

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良种猪繁育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等 15 个重大科技专项，

在湖南省级科技计划体系布局方面支持现代

种业发展项目 130余个。

项目体系的支撑，让湖南逐步攻克一个个

种业科研难关。记者了解到，近一年来，湖南

省低镉水稻技术研究，已成功实现“三个率

先”：率先研创出不含外源基因的“低镉水稻”、

率先培育出镉低积累水稻、率先发现水稻镉吸

收基因天然缺失种质资源。截至目前，湖南有

多个镉低积累水稻品种进入国家区试或实施

较大面积的示范。以此态势，湖南有望在“十

四五”期间，以科技之力解决这一难题。

“去年，我们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省种业

创新项目。项目主要围绕种业关键核心共性

技术，开展集中持续攻关，培育重大新品种。”

李志坚说。

以技术为“武”，以项目支撑为“伴”，鱼米

之乡湖南将在种源创新的大道上大步向前。

助推种业创新
湖南为端稳“中国饭碗”贡献力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行业首款国产化碳纤维臂架泵车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20222022年年77月月，，湖南永州道县四马桥镇金狮头村的农民正驾驶大型机械收割早稻湖南永州道县四马桥镇金狮头村的农民正驾驶大型机械收割早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