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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适不适合从事科研
从来都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我只需要问自己喜不喜欢科
研，能否从科研中得到乐趣
和成就感。”周树云如是说。
科研、教学、家庭，这三项
事务让周树云的每一天都过
得忙碌而充实。

今年，清华大学物理系
教 授 周 树 云 荣 获 第 十 三 届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称
号。对于获奖，她认为，该
奖项让一些女性研究人员进
入公众视野，对于提升女学
生的信心和女性在科学领域
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物理是我一生挚爱
的事业”

从高中时代起，周树云
就对物理很感兴趣，并对力
学、电学等看不见、摸不着
却又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
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读大学
时，毅然选择了物理系，师
从朱邦芬院士，由此踏上科
研求索之路。毕业后远渡重
洋，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的博士生。2012 年回到母
校建立研究小组，开始了对
新型二维材料和异质结构的
电子能谱的研究。15 年来，
在科研的道路上，周树云走
得踏实且坚定。

做科研就像是在科学秘
境中探险，其中的道路必然
会遇到挑战和挫折，也必定
是漫长而艰辛的。“建立独立
研究组的前几年是最困难的
时候，从一个空空的实验室
开始，带着一群年轻的博士
生，从搭建仪器设备到带领
他们做实验，每一步都走得
很艰难，但是这个过程也最
能激发人的潜力。”“无论遇
到怎样的困难，我都从未想
过放弃，物理学是我挚爱一
生的事业和选择。”对于科研
周树云异常坚定。

“做科研是探索一个完全
未知的领域，创新自然是艰难
的，但只有这样才会有乐趣。”
周树云回忆说，“我的一个学
生在做石墨烯/氮化硼范德华
异质结构的课题，用了两年时
间克服重重困难，最后终于啃
下了这块硬骨头。我想当时
那种喜悦是外人很难体会到
的。”科研就是这样，过程曲折
漫长，但其中不断出现的一些
意外和惊喜会给你无尽的动
力，推着你一步步向前探索追
求。“做最前沿的研究不可能
顺风顺水，挑战总是在所难
免。对我而言，做科研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去享受探索未
知领域的乐趣。”

学生成长道路上的
良师益友

“国内科研的软硬件设施
都在提高，如果有更多的人选
择回到清华带领我们优秀的
学生做科研，未来我们的研究
水平一定会大大提高。”回国
后，周树云开始带领博士生做
科研，同时肩负着本科生的教
学。谈到自己教授课程“基础
物理学原理与实验 2”时，周
树云说，对于本科生来说，扎
扎实实打好基础才能为未来
开展科研做准备。清华的学
生有很好的基础，但还要有更
大的科研自主性。做好科研
一是要有兴趣有动力，要真正
想去探索一些事情；二是要勤
于思考，勇于做别人没做过的
事。本科生的培养重点就在
于打好基础，让他们体验到做
科研的乐趣，激发其做科研的
兴趣；而博士生就是要鼓励其
独立思考，培养其解决问题的
能力。

在很多学生眼里，周树
云就是朋友兼导师。在科研
上给予指导，帮助他们改论
文、申请奖学金和出国合作
交流的机会，在生活上给予他
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提到自
己的博士生们，周树云很是自
豪，“他们都很优秀、很努力，
现在已经能开始独立开展一
些科研项目。”对于学生的喜
爱，她表示，“希望能拉近跟学
生之间的距离，在开放自由的
氛围下讨论学术、科研和生
活。我也期待他们中的有些
人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只
有不断超越，才能推动科研一
步一步地向前进。”

女性做科研，没有
不合适

“我其实很幸运，因为我

的博士生导师亚历山德拉·
兰扎拉 （Alessandra Lanzara）
就是一名女教授。我在伯克
利加州大学读博期间，她从
零开始建立研究小组，取得
优异的研究成果，并将工作
和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所
以，女性适不适合从事科研
从来都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我只需要问自己喜不喜欢科
研，能否从科研中得到乐趣
和成就感。”周树云这样评价
自己所从事的科研事业。“物
理系的女生很少，女教师更
少。我希望女学生在学习、
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我能给
她们提供一个倾诉和解决问
题的机会，给予她们正面的
影响，女性一样可以兼顾科
研与家庭。”

在周树云 10 个人的研究
小组中，一共有两名女生。
博二的女生张红云坦言，“很
多人认为女生在科研后期会
力不从心。我选择做科研其
实 是 受 周 老 师 的 影 响 和 鼓
励。她常常跟我们分享她在
科 研 、 家 庭 、 生 活 上 的 心
得，用她自己的经历告诉我
们做科研的女性一样会有很
好的家庭生活，要对自己有
信心。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像
她一样，在科研的道路上找
到自己奋斗的方向，坚定地
走下去。”

对于未来的发展，周树
云目标明晰：“二维材料和异
质结构是我感兴趣的新兴前
沿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我想
要继续探索的奥秘，我希望
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乐趣和成
就感。”坚持梦想，永葆初
心，在科学的秘境中，周树
云一直步伐坚定、孜孜不倦
地探索着属于自己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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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新创

科学人物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蛋白质机器与生
命过程调控”重点专项以及深圳市孔雀团队
的支持下，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教授的团队
经过刻苦攻关，成功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 产 权 的 亚 洲 第 一 台 第 三 代 基 因 测 序 仪
GenoCare并批量投产。

基因测序仪是基因行业上游的核心。我
国的基因测序仪基本依靠进口，每年向欧洲、
美国支付上百亿的试剂费用。贺建奎教授团

队研发成功的第三代基因测序仪 GenoCare，
是 当 今 世 界 上 准 确 率 最 高（准 确 率 达
99.9985%）的第三代测序仪，并且率先在全世
界取得政府医疗器械证备案、初步实现产业化
并已应用于临床检测。该测序仪开发出基于
全内反射先进光学的技术，可检测到单个
DNA 分子的微弱信号，读取 DNA 序列编码，
为健康和疾病提供解读和诊断信息，其技术
水平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居于领先地位。

南方科技大学

第三代基因测序仪研发成功

日前，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王福俤
团队在营养代谢研究领域取得进展，研究成果
发表于《肝脏学》，这也是该杂志自 1981 年创
刊以来第一次采用寓言故事作为封面。

据悉，此次封面故事采用在中国家喻户晓
的“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一寓言讲述铁死亡的
机制。鸡，代表健康生命或健康肝细胞；黄鼠
狼携带的礼物被比喻成过多的铁离子，可诱发
肝细胞或机体（鸡）损伤，从而导致“铁死亡”；
黄鼠狼周围满地鸡毛寓意已经被吃掉的鸡（铁

死亡发生）；中间篱笆是阻止黄鼠狼吃鸡（铁死
亡）的保护屏障，也正是该成果发现的铁死亡
发生的保护基因膜蛋白。研究者发现高铁蓄
积小鼠表现出铁死亡明显升高，而通过缺铁饲
料或小分子抑制剂清除铁死亡，能明显改善肝
纤维化等铁过载引发的病理损伤，提示铁死亡
是铁过载病理损伤的重要机制。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肝脏损伤中存在铁死亡
的新模式，明确铁稳态失衡诱发铁死亡新机制，
揭示铁死亡是防治肝脏损伤的关键靶点。

郑州大学

“黄鼠狼给鸡拜年”揭示铁死亡机制

图为周树云

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列报道⑩

“高钒高耐磨合金及复合技术的
工程化应用”项目为机械装备“延年
益寿”，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向大型
化、高效化、连续化方向发展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重型装备大型铸锻件
制造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突破我国
大型铸锻件制造瓶颈，打破国外技术

封锁，产品创造多个“世界之最”。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项目的背后，

是魏世忠教授及其团队在科研道路上
的不懈探索，他们用实际行动有力诠
释了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
神”。这也是魏世忠教授及其团队四
年内两次获此殊荣的最好“注脚”。

“磨”出绝技“铸”就辉煌
——记河南科技大学魏世忠教授团队的科研项目

通讯员 王钰 韩明儒

【项目推介】：

“高钒高耐磨合金及复合技术的工程
化应用”项目和“重型装备大型铸锻件
制造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由中原学
者、河南科技大学魏世忠教授主持，河
南科技大学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等单位共同完成，分别获2013年度和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大型铸锻件是重大技术装备
和重大工程必不可少的关键基础
部件，在服役过程中要求其具备
极高的可靠性，制造难度大。一
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所需的
重型装备多为进口的二手设备。
20 世纪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发
改委专项等项目的支持下，魏世
忠带领团队开始了经年累月的系
统研究。

不“跟跑”，要“领跑”。过
去我国的高端重型装备核心部件
多依赖进口，通过引进、消化、吸
收后，在某些方面已经赶超国
外。从跟跑、并行到引领，继续往
前走，没有经验可借鉴，必须进行
自主创新。历尽艰辛18年，他们
终于掌握了大型基础部件关键成
型与制造工艺，解决了钢水洁净
度、晶粒度、成型组织缺陷、热

处理工艺及性能均匀性问题，掌
控重大装备铸锻“独门绝技”，
产品拿下7个“世界之最”。

魏世忠科研团队铸造的最大
的工件重达520吨，完全凝固要
几天几夜时间。铸件极易出现气
泡、疏松、空洞，甚至断裂等，
造成报废。车间里铸件旁温度高
达 70 多度，魏世忠与课题组的
博士们和工人师傅一样，头戴防
护帽，身穿防护服，脚蹬防护靴，
全副武装，防护服干了湿，湿了
干，防护靴里都浸满了汗水。他
们日夜守护在现场，精心观察、记
录、分析、研判铸件凝固过程的微
小变化，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他们吃住在车间，夜以继日连轴
转，才有了铸件的成功。

一个大铸件、特大铸件，重
达几百吨，价值几十万、几百万
元。铸造它们不敢出半点差错。

魏世忠和课题组的博士们，借鉴
世界先进技术，大胆创新，在进
行十多次模拟实验的基础上，精
心设计方案，严控工艺流程，对
可能出现的问题，制订补救预
案，为确保万无一失，反复讨
论，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团队集
体的智慧。

目前，魏世忠课题组研制的
世界最大自磨机端盖和球磨机齿
圈、世界最大海工节点、世界最
长单体离心管模、世界最大盾构
机单体刀盘等，已成功应用于巴
西的淡水河谷公司、智利国家铜
业公司等世界著名的矿业巨头和
国际城市管廊、海洋平台、国家
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工程。海
工产品获得英国劳氏船级社、挪
威船级社的认证，生产技术已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推动了我国重
型装备行业的技术进步。

炼就“独门绝技”，铸锻“世界之最”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真正
能在工矿企业应用，转化为商品，
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更
难。甚至有人悲观地说：“科技成
果与经济硕果之间，隔着无法逾
越的现实鸿沟。”

魏世忠偏不信这个邪。多年
和金属打交道的他，身上似乎也
沾染上了金属的韧性。他带领团
队，对一批具有重要市场前景的
科研成果进行了工程化研究和技
术集成，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项目，先后完成20多项

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的转化，
相关研究成果已在 21 家企业建
立了生产线；承接了 100 多家国
内矿山、冶金、水泥、重型机械等
行业单位的委托开发或加工任
务，形成了立足中原，辐射东北、
西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用户网
络，国内外企业订单不断，产品国
际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针对高性能钼合金在冶金、航
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魏世忠和团
队成员进行高温钼板材等的研究
与应用，开发了双金属液液复合、液

固复合、自熔铸渗复合等系列耐磨
材料复合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耐
磨合金在工程化生产和推广应用
中的关键问题，让新技术成为推动
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助推器”。

“ 潮 平 两 岸 阔 ，风 正 一 帆
悬”。魏世忠教授率领着他的学
术团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努
力在高性能耐磨材料、先进结构
复合材料、空间特种应用材料等
研究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为国家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再铸辉煌。

跨越转化“鸿沟”，产业升级换代

图为温川飙研究团队进行项目研究讨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 供图

“搞科研，一个人单干不行。这
么多年，之所以能够不断克服困难，
根源在于我有一个优秀、密切协作的
团队，一个多学科、紧密型的团队，
一个高效率、出成果快的团队。”每
每说起他的团队，魏世忠总是充满自
豪。

1993 年，魏世忠教授牵头组建
学术创新团队，逐渐汇聚了一支由材
料学博士、物理学博士、化学博士组
成的科技攻关队伍，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成长为高水平的国家级科研创新团
队。

这些年来，魏世忠教授带领着团
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河南省五大国家战略规
划，依托团队组建成立的摩擦学与材

料防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河南省
耐磨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
高温难熔金属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等
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与中信
重工、机械科学研究院等大型企业、科
研院所密切合作，发挥协同创新优势，
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收获了一个
又一个沉甸甸的荣誉。魏世忠也先后
获得“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
称号。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迎难
而上、拼搏创新的科研精神。

刚刚过去的暑假，在魏世忠教授
的实验室里，依旧是一派繁忙景象。

“科研工作没有假期”，20 多年前，
魏世忠给自己提出的这个要求，如今
已经影响了团队里所有的科研人员，
无论寒暑假，他们的科研从未停歇。

打磨优秀团队，攀登科技高峰

“简单点说，就是让合金更加耐
磨耐用。”魏世忠说。耐磨材料是制
造业重要的消耗材料，我国耐磨材料
消耗量大、装备运行效率低、生产成
本高，提高金属材料使用寿命迫在眉
睫。

钒是可以形成最硬的碳化物之一
的金属，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耐磨合
金材料研究人员普遍关注的对象，魏
世忠也盯上了这种金属。用他的话
说，研究钒合金复合技术是一个“极
其痛苦”的过程，很多研究人员放弃
在探索的路上，而他们坚持了下来。

夏天，魏世忠和团队成员守在实
验室的炼钢炉旁忙碌了 50 多个昼
夜。熔炼、浇铸，每天 10 炉，几个

人脸上的汗水在炉火的映衬下，通红
通红。一炉又一炉，希望和失败反复
交替，他们不肯放弃的决心也越烧越
旺。

经过 16 年的漫长求索，魏世忠
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高钒合金成分、
组织控制、复合技术集成等关键问
题，研制出高品质高钒高耐磨合金及
其系列复合技术，提升了重型装备关
键耐磨部件的安全稳定性。这一技术
大大提高了机械装备的使用寿命及作
业效率，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和
十分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目前，这
项技术已带动洛阳和河南的 40 多家
耐磨材料企业的发展，也让洛阳轧钢
机耐磨件风靡全国。

16年磨一剑，攻克技术难题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张利东课题组与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杜学敏课
题组合作，设计出了一种“不知疲倦”、
快速响应的聚合物智能薄膜。

聚合薄膜想拥有快速响应、“不知疲倦”
的运动特性，往往就需要牺牲材料的机械性
能。这款复合薄膜通过别出心裁的材料选

择与阵列化通道设计，薄膜在丙酮的蒸汽氛
围中，会“不知疲倦”翩然起舞，并可以将薄
膜卷曲成各种可控复杂结构。这是因为溶
剂分子在薄膜中实现了差异化溶胀，进而驱
动薄膜发生复杂形变运动。更为重要的是，
该智能薄膜在经过溶剂氛围数天的反复刺
激，却仍然保持着优异的机械性能。

华东师范大学

“不知疲倦”的仿生智能薄膜问世

在 2022 年冬奥会期间，如大规模使
用新能源汽车，车辆将面临-20℃至-
30℃的低温工作环境，此时，电动车辆
动力电池的充、放电特性将变差，容量和
寿命也会衰减。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日
前，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在“面向冬奥环
境的新能源汽车与低温电池技术成果发布
会”上给出了答案。

在科研团队的努力下，北京理工大
学、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和
美国 EC POWER 公司合作，开发了超
低温区域带自加热技术的锂离子动力电池

系统产品，并进行产业化量产。
据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孙逢

春介绍，该电池系统可适用于更低的温
度，-30℃时基于自加热的方式在几十秒
内使电池温度上升到 0℃以上，从而激活
动力电池的正常应用，该技术通过物理方
法解决电池低温问题，适用于各种电池体
系，彻底解决了电动汽车在冬季续航里程
急剧下降、无法启动、衰减、安全隐患等
诸多难题，对电动汽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

（徐倩 整理）

北京理工大学

发布新能源汽车低温电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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