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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深处一直很敬重中国
农民的朴实，可是下农村的时
候发现现在的农民技术依旧缺
乏、养猪理念一直得不到更
新，看得很着急。”

说这话的是南京农业大学
动 物 科 技 学 院 黄 瑞 华 教 授 。
如今的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
份 ——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淮 安研
究院院长。30 年前，他怀着
这样的心结投身养猪业，在猪
健康生产学、动物遗传育种
研 究 领 域 呕 心 沥 血 。 30 年
后，他不仅依然几十年如一日
专心培育“苏淮猪”，更让苏
淮猪产业链在淮安这片热土落
地生根。

出生在农村
扎根在农村

儿时的黄瑞华身处农村，
深感技术限制给父老乡亲们带
来的麻烦。在上大学时，黄瑞
华毅然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猪的健康生产。

1954 年 ， 第 一 代 “ 养 猪
人”陈效华老师与其他专家一
起，汗洒淮阴种猪场，完成了

“新淮猪”的培育任务。时隔二
十余年，黄瑞华跟随自己的导
师王林云教授，又培育出当地
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国家级畜禽
新品种“苏淮猪”。从淮猪到新
淮猪，再到苏淮猪，从陈效华
的辛苦培育到王林云的传承创
新，黄瑞华深感他们之间的一
脉相承。

“现在处于庭院式养殖向规
模化养殖发展转化的过程，农
村很多从业者、经营者、管理
者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理念严重
缺乏，饲养模式、设施设备、
管理布局都不到位，需要我们
花大量工夫和精力去宣传。”黄
瑞华说。

当然，科研育种从来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猪的选育过
程十分艰苦，黄瑞华研究团队
经常住在“一抖被子就抖出老
鼠”的宿舍，更不要提蚊子、
苍蝇了。

黄瑞华的辛苦付出与取得
的成果早已被百姓们看在眼
里。年过半百的他常常深入一
线，直接给予现场生产指导，
更注重引导当地的理念更新。

“我们要组织养猪人培训，
农户们都只认南京农业大学的
黄教授。”淮安市畜牧兽医站站
长告诉记者。

“您上回来了之后，我们养
猪就挣钱了！”每当听到百姓们
说出这样的话，黄瑞华心里非
常高兴。

教研兼顾
30年奋战一线

早在 30 年前，还是一名在
校大学生的黄瑞华，便曾赴淮
安参加学校的大型“科技播
火”活动。“当地的农民都十分
的淳朴，我经常去百姓家串
门，跟他们聊天，问人家'小猪
拉肚子怎么办啊'，人家都毫无
保留地教我。”30 多年前与淮
安的缘分，让黄瑞华至今记忆
犹新，这种感情也支持着自己
始终奋战在生产第一线。

2013 年 2 月，南京农业大
学与淮安市人民政府牵手共建

“南京农业大学淮安研究院”。
这个被誉为“农业科技的孵化
器与研究生产的转化器”的高
校与地方产学研合作机构迫切
需要一个“领头羊”，而机构的
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动苏淮猪
产业的发展。就这样，黄瑞华
成为了学校派往淮安的不二人
选。

一切从零开始，没有模板
学习。既然选择了淮安研究
院，便只能一步步摸着石头过
河。刚刚走马上任的黄瑞华还
没来得及整理他的新办公室，
便开始四处走访，研究工作思
路，编制规章制度，研究发展
模式。

“我要用好淮安纳税人给的
每一分钱，为淮安现代农业贡
献一点自己的力量。”黄瑞华
说。

与此同时，黄瑞华依然铭
记他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为
了不耽误给学生上课，常常是

南京、淮安两头跑，在学校上
完课后立即返回淮安开会的事
时有发生。凌晨一两点入睡，
早晨 4 点 20 分起床，早已成为
他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

就这样，黄瑞华从一个专
门从事“猪”的研究的高校教
授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铁
人”。

创新升级
打造淮安“名片”

随着研究院工作的全面铺
开，黄瑞华开始思考如何为淮
安打造一张响亮的“名片”。

为了打造苏淮猪品牌，黄
瑞华将持续选育工作与健康
生产体系建设放在产业链建
设 最 重 要 的 环 节 。 一 方 面 ，
继续指导淮阴种猪场进行苏
淮猪持续选育，试图在肉质
性状等方面再进一步提高与
巩固；另一方面，承管试验
猪场，并进行工艺及设施设
备改造，计划升级成为标准化
育肥猪试验猪场。

为了让消费者对生产过程
有实时的了解，他还在猪舍改
造中引进物联网技术，配置自
动饲喂系统、节水型饮水系
统、空气源热泵供暖系统等现
代化工艺，同时安装摄像头对
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他坚
持用生物饲料代替含抗生素的
饲料，拒绝使用含高重金属元
素的饲料。同时有意控制猪的
体重增长，将猪的生长发育周
期从 5 个多月延长至 8 个月，
以保证猪肉品质水平与安全系
数为第一目标。

正是因为他不断的坚守研
究，才能较快实现从淮猪、新
淮猪到苏淮猪的品种突破。“耐
粗粮、耐受恶劣坏境、繁殖力
较高、肉质细腻”的苏淮猪成
为了淮安迄今为止唯一国家级
畜禽新品种。

对于黄瑞华来说，研究生
猪健康养殖及繁育，努力更好
地打造淮安名片，已经不仅仅
是一项工作，更是自己大半生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工作里爱
了生命，才将生命与工作一同
爱得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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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国际上首次
实现了基于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的双
频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显著提高了实用性
和可靠性，可在机载、星载等平台运行。

测风激光雷达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
如精确的大气风场数据可应用于大气污染
溯源和扩散预报、航空气象保障、气象气
候学研究、风电系统的管理以及军事用
途。但当采用更短激光脉冲提高多普勒激
光雷达的距离分辨率时，传统相干探测激
光雷达的相干效率就会下降，实时数据采
集和处理均面临巨大挑战。

新型双频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采用
精简的光学结构，实现了系统的高稳定
性，并提高了实用性和可靠性。在实验室
内，该系统10天重复测量误差小于0.2米/
秒。在比对实验中，风速和风向的平均误
差分别小于 0.1 米/秒和 1 度。该雷达工作
在 1548.1 纳米，该红外波长人眼允许曝光
功率最高、大气透过率最优、太阳和天空
辐射背景低。同时光电集成器件成熟，不
需要重复校准，可以模块分离式安装。因
此，适合在机载、舰载、星载等大温差、
强震动平台上运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高性能测风激光雷达研发成功

浙江大学哈姆 （HOME） 海生物清洗
机器人日前在我国东海平湖油气田海试成
功，这是国内首次使用专用机器人对钻井
平台导管架海生物进行清洗作业。

在海平面正负 5 米的范围内，海上钻
井平台的钢管表面海蛎子、藤壶等海生物
快速繁殖、生长，既增加钻井平台重量，
也使得钻井平台存有安全隐患。一直以
来，解决海生物堆叠隐患的办法是人工定
期清理，每年耗费数亿资金。

浙大杨灿军教授带领团队成功研制的
海生物清洗机器人，能够在水面以下 100

米内进行海生物自动化清洗。在首次海试
中，机器人的清洗速度达到21.7平方米/小
时，清洗水压20兆帕，远远低于人工清洗
水压的70兆帕，达到同样的清洗效果。

这一新型机器人提高了海上作业的简
易度和可操作性，能够完全替代潜水员在
水下进行海生物清洗作业。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相关专家认为，它在未来可推广应
用于船舶清洗、桥梁清洗检测等领域；由
于该机器人是水陆两栖的，平台上其他高
空危险作业，如喷漆、检测等工作也可交
由机器人完成。

浙江大学

海生物清洗机器人首试成功

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列报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烈火
与骤冷的双重作用。“骤冷”在
钢铁行业术语称为“淬火”。在
长达几公里的生产线上，淬火虽
然仅是十几个生产工序之一，却
是决定产品是否优质的最核心环
节。

然而，中国钢铁淬火设备及
工艺这一最关键、最复杂环节的
缺失，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高端中厚板产品自主生产质量不
高、大量依赖高价进口。钢铁工
业发展和钢铁强国之梦“如鲠在
喉”。

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
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轧制及
热处理团队，专门攻克的就是高
端中厚板淬火这一环节。十几年
来，该团队不仅冲破国际封锁，开
发出“国”字号辊式淬火机、实现
高端中厚板产品国产化，也让中
厚板辊式淬火机成套技术装备及
高等级钢板热处理工艺、高端中
厚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引领行
业发展。成果之一“国产辊式淬
火机取得极薄规格钢板高平直度
淬火等多项重大技术突破”成为
世界钢铁工业十大技术要闻。

巧用“泼冷水”造就中国热
通讯员 王钰慧

【项目推介】：

“高等级中厚钢板连续辊式淬火关键
技术、装备及应用”，是由东北大学轧制技
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昭
东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完成的一项冲破国际
技术封锁、实现辊式淬火机国内“零”的突
破以及高端中厚板产品和生产装备国产化
的重大科研项目。

“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接近成
功。”这是王昭东回顾项目十年经
历的感言。王昭东和团队经历了
重重考验才突破这关键的一步。

能让企业接受并愿意转化科
研成果，这首先就是一道坎。“企
业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如果没
有企业迫切转型的需求，没有东北
大学和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招牌，这第一步很
难迈出去。”王昭东回忆起建设首
台套的情景，仍然是感慨万千。

2006 年 2 月，刚刚过完正月
十五，王昭东就动身前往临汾。
这时候，公司还没有下定决心用
他的成果。

在临汾整整 45 天的时间里，
王昭东和公司的技术人员沟通细
节问题，修改方案。由于合作基
础相对薄弱，项目推广工作并非
一帆风顺。

在巨大的压力下，王昭东也曾
灰心过。有一天，他甚至买好了回
沈阳的机票，准备回家再做打算。
临行，他向常联系的一个技术人员
发短信告别。没想到技术人员很
快回复信息说：“为什么不做最后
一次努力呢？”

“难道这是在告诉我还有希
望？”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可能，王昭
东都不肯放过。于是，他退掉车
票，马上重新起草项目材料。就是
因为这最后的坚持，1497 万元的
项目最终得以谈成。

能让成果落地，这是第二道
坎。3个月的调试期，为了不影响正
常生产，项目组成员每天下午4：00
进厂、第二天早上 8：00 离开；为了
节约时间，他们十几个人就近租住
在工厂附近的一个毛坯房里。

从上一道工序钢板出来，到经
过辊式淬火机完成淬火，300 多米

的路程项目组成员每天都会像钟
摆一样往复无数次。王昭东的脚
磨破了，就用鞋垫简单包裹一下
继续工作；身穿的军大衣被水喷
湿了，就进中控室烤干了再出来
调试⋯⋯

项目组在巨大的责任和压力
之下，拼出来了、闯出来了。凭着
舍我其谁的闯劲和干劲，大家在调
试过程中一次次跌倒，又原地爬
起。“在这个项目之后，我们觉得再
也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了。”

“方法总比问题多”，这是团队
的“通关密语”。正是这样的执着，
造就了团队今天的成绩：高端中厚
钢板热处理生产技术及装备实现
国产化，打破国外设备和产品垄
断，突破进口同类装备生产钢板的
厚度下限，我国成为除瑞典外掌握
极限薄规格高强调质钢板生产技
术的国家。

“韧”：先把自己“炼”成钢

2005 年，中国的钢产量已
达到约 3.5 亿吨，占世界总产量

（11.294 亿吨） 的 31%。然而，
在巨大的产量背后，当时中国
的钢铁还不够“强”——应用
于工程机械、水电核电等行业
的高端中厚板淬火产品年进口
量高达 200 余万吨，不需要进
口的部分需要完全依赖进口设
备来生产。

其生产核心装备——辊式淬
火机，是我国极少数完全依赖进
口的大型冶金关键工艺装备，技术
垄断、价格昂贵、供货周期长⋯⋯
这意味着，工业急需的超大型起重
机吊臂、核电站核岛主装备、大型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装备关键部
件的生产需要高价进口。

“淬火设备及工艺是钢铁生
产线上的‘禁区’，长期被国外
几个大公司垄断。因为其涉及热
处理工艺及设备、机械设计与制
造、金属材料、自动控制及仪表
等多个学科，是学术和工程领域
的‘高地’。”项目组成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国栋作为轧制技术
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坚信凭借
实验室的力量能够“排除万难，
有所突破，有所作为”。

当时，30 出头的项目负责人

王昭东，凭着实验室的资源和自
己的一腔热情、一股子钻劲勇敢
地接下这块难啃的骨头。他带领
袁国、韩毅、付天亮等查阅大量资
料，深入企业调研，逐个突破中厚
板热处理设备及工艺的关键点和
难点。

当时国内中厚钢板淬火存在
两种研发路线：一种是改进传统
的层流冷却，另一种是当时主流
的辊式淬火。面对困境，王国栋
院士召集大家反复讨论，最终确
定“要做就做最好，不做重复无用
功，着力发展辊式淬火装备技术”
的思路。

路已选定，如何走，又摆在了
年轻的项目组面前。辊式淬火装
备的核心是高性能的射流喷嘴，
团队找准了这个切入点，率先开
发出了高冷却能力、高冷却均匀
性的大型淬火装备整体超宽狭缝
式喷嘴，突破工艺难点，打破了国
外技术垄断。

边准备边等待机会。2006
年中厚板辊式淬火机终于迎来了
首台套的机会。

“到底行不行？”从实验室到
现场应用，这不仅是承担着风险
的企业自始至终的疑虑，也是团
队每天都要面对的“考问”。

“难”：做自己是唯一出路

临床上，多种肾脏疾病的发生与足细
胞的损伤密切相关，因此如何保护足细胞
或者改善其损伤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近日，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易凡团队
发现，在哺乳动物中广泛表达的细胞核蛋
白——Srit6 可发挥足细胞保护作用，这
为与足细胞损伤相关的肾脏疾病提供了新
的治疗靶点。这也是世界首次发现 Srit6
蛋白在抗衰老、抑制肿瘤生长等之外的新
功能。

终末期肾病患者虽然能采取透析、移
植等方式维持生命，却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蛋白尿”是科学家观察肾脏病轻重
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中，足细胞被认为是
参与各种原发性或继发性肾脏疾病进展的
关键细胞，其损伤直接导致蛋白尿的产
生。

易凡说，团队主要研究在不同病因引
起的肾脏疾病中足细胞损伤的机制，以期
找到有效的干预靶点。研究中，他们发现
Srit6 对足细胞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进
而阻断足细胞损伤中 Notch 信号通路的
激活，降低炎症反应和促进足细胞的自噬
水平，发挥足细胞的保护作用。

山东大学

肾脏病治疗获新靶点

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了
双酚 A 对调控神经元突触可塑性及单细
胞功能的生理功能改变过程，从而探明了
双酚A干扰神经功能的生理机制。

合肥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胡
繁课题组发现，出生后 21 天至 49 天的幼
年期大鼠每天按照每千克体重1毫克的剂
量持续暴露在双酚 A 下，负责学习和记
忆的海马区锥体神经元的树突棘密度降低
28.8%，突触前递质释放和突触后受体表
达减少 16.4%，长时程突触增益降低了
33.8%，记忆行为成绩降低了 17.4%，从

而导致严重的空间记忆能力损伤等行为和
生理功能改变。

据介绍，实验采用的幼年期大鼠相当
于人类 1 至 12 岁的成长期，而采用的双
酚 A 剂量低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无
全身毒性剂量标准。

此 项 研 究 表 明 ， 在 双 酚 A 的 干 扰
下，大脑在信息输入的源头已经出现损
伤。通过揭示双酚 A 干扰大脑功能的神
经生理机制，该成果为临床评测和防治双
酚 A 引起的脑功能损伤提供了重要理论
依据和突破口。 （樊畅 整理）

合肥工业大学

证实双酚A损伤神经生理机制

2011 年，福岛核电事故，日方
依赖中国三一重工的臂长超长的
水泥泵车来完成工程救援。三一
重工 2007 年就以 66 米泵车创造
了 最 长 臂 架 泵 车 吉 尼 斯 世 界 纪
录。两年后，三一重工臂架长度增
至 72 米，刷新纪录，这些拥有超常
臂架的“大长颈鹿”最细、最顶尖的
部分就是东北大学科研团队的“中
国制造”。

首台套正式投产之后，该团队不
断完善和突破形成新的研究成果。

2010年、2011年，团队先后与
南钢开发 9%Ni 钢板、首创高强度
淬火耐磨钢板，生产的调质高强
板、Q1100 高强钢板打破了 SSAB
独家垄断的局面。

2014 年，在宝钢特钢有限公
司开发的成套辊式淬火装备设备

具备高低压水冷、气雾冷却、强风
冷却等功能，能够生产高温合金、
钛合金等产品，满足机械化工、军
工核电等领域特种金属及合金板
带生产需要⋯⋯

近年来，应用东北大学项目组
研发的装备，南钢出产的桥梁钢成
功应用于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国
内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免涂装耐
候钢桥梁——拉林铁路藏木雅鲁
藏布江特大桥；南钢供应的轧制复
合桥梁板在中铁山桥梅汕客专项
目上成功应用，这是轧制复合板在
桥梁行业上的首次批量应用。

目前，项目组的成套装备国内
市场占有率达44%；项目开发的高
端品种板已成功应用到国家战略
石油天然气储备、核电水电主装
备、大型工程矿用机械、大型特殊

用途船舶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以
及中国石油、中海油、三一重工、北
方重工等行业骨干企业，应用到美
国Caterpillar（全球最大工程机械
供 应 商）、瑞 士 CVACEROSAG

（全球最大特殊钢材采购商）等著
名公司的产品上。高等级不锈钢
固溶处理钢板、4～10mm 厚淬火
碳钢板占全国产量的70%～80%，
不仅满足了国内对高端特种钢板
的需求，且批量出口至英国、西班
牙等10余个国家。

“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
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的
环境还将让我们的成果有更多的
可能。”王昭东认为，以东北大学为
主体的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所积聚的资源、技术及优势，未
来必将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

“热”：产品是最好的名片

3500mm 辊 式
淬火机热负荷试车
成功。

作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