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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高教周刊 科学研究·

听说北京科技大学有一个“神
奇的研究室”，由这里研发、企业投
产的轴类、球类零件品种多达 500
余种，产量超过 500 万吨，在全国
27 个省份推广高效绿色零件轧制生
产线 300 多条，其中 18 条已出口到
美国、俄罗斯、日本、土耳其等国。

作为长期从事零件轧制成形技
术 （斜轧与楔横轧） 的研究、开发
与产业化工作的主要开创人，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高效零件轧制研
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胡正寰一直奋斗在教学科研工
作的第一线，不断探索零件轧制技
术的新应用领域。

技术革新，领先国际

零 件 轧 制 技 术 是 一 种 机 器 轴
类、球类等零件成形新工艺、新技
术，是冶金轧制技术与机械轧制技
术的交叉创新发展。与传统的锻
造、切削方法相比，具有生产率
高、材料利用率高、零件性能好等
特点。是什么机缘让胡正寰投入一
生的热情投入此项技术的不断探索
中？

1952 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百
废待兴，当时国家最缺的是两样东
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那
年胡正寰高中毕业，怀揣实现钢铁
强国的梦想，18 岁的他考取了刚成
立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成为北科
大首届学子，一名光荣的“钢小
伙”。

1958 年，留校工作不满两年的
胡正寰，在一次翻阅国外文献资料
的过程中，发现其中记载了一种用
轧制的方法生产钢球的新工艺。与
传统的锻造方法相比，它具有生产
率高 10 多倍、生产环境好等优点。
那一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项‘革命性’的工艺，既是机器
零件生产变革，也使冶金轧制技术
从只能生产等截面的板管型材变革
到还可以生产变截面的零件！”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胡正寰
团队满怀激情，提出了“大干一百
天，国庆把礼献”的宣言。他们日
夜奋战，加班加点，仅用 40 天就完
成了实验轧机的图纸设计，随后学
校工厂突击生产，60 天左右加工出
轧机。机器安装好后，通过反复试
验和调试，1958 年国庆节前终于

“扑通扑通”轧出一些钢球。研制成
功了！

从 1958 年在实验室成功轧制
出钢球，到 1974 年研制成功我国
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斜轧钢
球轧机；从 1973 年开始研发楔横
轧轴类零件，到 1979 年研究成功
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两辊
式楔横轧机，再到 1989 年运用楔
横轧技术进行钢材深加工。当 1991
年 10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
播》 中 掷 地 有 声 地 向 世 界 宣 告 ：

“中国轴类零件轧制技术居于世界
先进地位！”胡正寰带领团队一步
步绘就科技创新的蓝图，使我国成
为世界上少数掌握此项高新技术的
国家之一。

“吃尽苦头，伤透脑筋”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
胡正寰看来，科技创新是无止境
的。胡正寰带领团队不断探索新的
科学技术领域，在全自动短流程斜
轧钢球生产线、发动机凸轮轴精密
楔横轧成形、室温斜轧磷铜球新工
艺、楔横轧载重汽车后桥空心轴头
等方面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不断推
广成果转化。例如国际首创的楔横
轧凸轮轴成形技术，已在我国全部
大型柴油机厂应用，年产约 700 万
根，每年可实现节材2万多吨。

高新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
一个艰苦的过程。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从实验室研究、到工业性试
验，再到工业生产，胡正寰带领团
队先后解决了轧机孔型设计与制
造、轧机的设计与制造、工艺参数
与流程的确定、质量检测等一系列
难题，研发并成功推广斜轧技术历
时 15 年，楔横轧技术用时 6 年。而
这 60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零件轧

制技术的成果推广和转化工作，几
多辛酸、更多欢喜！

胡正寰经常告诉他的学生们：
“实验室即使出百分之一的好球就预
示成功，而工业生产即使出百分之
一的坏球也属失败。虽然都是百分
之一，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
回忆到成果转化初期，在实验室轧
机上进行小批量生产时，总数不到
10 万粒钢球，仅设备上的大小事故
就十几起，螺丝断过、轴承碎过、
轴扭曲过，连机器都倾翻过：“真是
吃尽苦头、伤透脑筋！”

采访中，胡正寰多次说道：“将
先进的零件制造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是我的毕生追求。科研成果转化之
路虽然艰辛，但每一次进步和成功
都会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多辛苦都值得！”

来到胡正寰的办公室，我们看
到内有一面展示墙：一排排直径从
8 毫米到 165 毫米，长度 20 毫米到
120 毫米不等的各种尺寸的轴类、
球类样品。他每一件都非常熟悉，
介绍起来如数家珍。这些都是他的

“宝贝”，是他带领团队师生多年不
断实践、亲手调试、轧制成形的高
质量样品，是将科技成功转化为生
产力、助力国民经济生产的“军功
章”。这些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汽车、
拖拉机、发动机等领域，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成果转化，井井有方

多年来，胡正寰团队研发的高
效绿色的零件轧制技术实现着向生
产力的更好转化，研发的轴类、球
类产品质量不断超越国际同类水
平，国内外大型企业争相购买。如
在汽车制造业上，应用于中国红旗
轿车的输入、输出轴产品，其质量
超过了德国大众生产厂的生产工
艺，美国福特汽车厂到中国大量采
购由楔横轧技术生产的汽车发动机
凸轮轴等。

这些成功的背后，胡正寰认为
是得益于一套科学的科技转化“三
有”推广技术机制，即有推广班
子、有研发基地、有设备定点制造
厂。

一是有一个配套互补的推广班
子。至少需要四个群体的工作人
员，有致力于轧机和模具设计科技
创新的研究人员，有负责生产现场
调试设备和工艺调整的工程人员，
有从事模具制造、设备调试等学校
基地和企业现场服务工作的技术工
人，还有从事基础研究和前瞻性研
究的博士生、硕士生。具有强烈的
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是班子成员最
为核心的共识。

二是有技术研发试验基地。目
前团队拥有由 5 台零件轧机、10 台
专用模具加工机床 （其中 7 台高水
平数控机床） 的近2000平方米的轧
制试验基地。基地主要发挥三个功
能：一是设计并制造各种新产品所
需的模具；二是将加工好的模具在
试验轧机上试轧，直至模具定型，
极大缩短用户调试生产时间；三是
为研究生教学、工艺培训提供实践
平台。

三是有专业化的轧机生产厂，
实行定点制造。在多年理论与实践
基础上，目前团队已经设计出工艺
性好、结构合理、使用方便、符合
国情的楔横轧及斜轧系列设备，并
被列为国家专业标准。推广中心与
定点企业长期合作，为用户提供性
能优良、品种多样的轧机。“三有”
机制使科研转化生产在质量、数量
及时间上都得到了保证。目前零件
轧制技术推广一条成功一条，每年
平均推广 8—12 条生产线；时间也
从 以 前 的 2—3 年 缩 短 为 3—9 个
月，真正实现了各大企业需求的

“又好又快”的实效。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虽已

85 岁高龄，胡正寰仍精神矍铄、干
劲十足，始终坚守在高校教学科研
一线。

北京科技大学胡正寰团队：

零件轧制产业化的“神奇实验室”
通讯员 李洁

科研探索

科苑新创

本报讯 （通讯员 石晓轩） 12 月 4 日，
2019 能源战略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
行。论坛设“企业管理与高质量发展”“能源
环境系统发展管理与政策”“能源经济与金
融”三个分论坛，并组织召开了“人才培养与
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人员针对学术热点，
分享了最新成果，深入开展了交流研讨。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校长张来斌指出，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
键环节，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意
义重大。中国石油大学针对能源转型革命、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成立克拉玛依校区，优
化学科布局，进行学院设置改革调整，在“双
一流”建设上开启了新征程。他希望，通过本
次论坛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等的交流平台，
加强各方务实合作，积极开拓创新，为能源转
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院长林毅夫作了“新结构经济学：新古典经
济学的结构革命”的主旨报告。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能源战略与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严许媖）12 月 11 日，绍
兴文理学院与百度公司、慧科集团有限公司共
建人工智能学院签约及落成仪式在校举行，全
国高校首所建成的“百度云人工智能学院”正式
落户绍兴文理学院。三方将在百度云人工智能
学院下，建设百度云人工智能实验室、人工智能
体验中心、人工智能专业实训体系，在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实现产教深度融合。

据悉，绍兴文理学院现已设立校级人工智
能协同创新中心，建成人工智能实验室与人工
智能展示中心，硬件投入近 2000 万元打造

“产、学、研、创、普”五位一体的新兴产业
学院。通过此次共建合作，将进一步探索“人
工智能+X”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学校新工科
建设；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智能产业项
目成果转化、科技孵化；共建面向全国的人才
实训实习基地，开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领域的技术和管理培训，强化地方社会经
济服务功能和辐射效应。

绍兴文理学院：

全国首所百度云
人工智能学院建成

北京科技大学 供图

坚持问题导向
找准新时代“文化传播者”培养突破口

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关键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到全国教育
大会，再到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充分表明党中央对
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高度重视。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如何在旅游院校落地，旅游院校的
“课程思政”如何找准着力点和切入口，如何增强学生学习积极

性主动性等问题，学校以培育新时代“文化传播者”为突破口，
大力开展教学改革。一是优化课程体系。立足广西文旅产业和人
才发展需求，紧扣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以及广西旅游强区战
略，科学凝练“文化传播者”旅游人才培养目标，以“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试点院校培育建设项目为依托，围绕十大育人体系建
设，打通传统思政课程、专业课程，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之间相
互封闭、割裂的关系，优化形成全新的特色课程思政体系。二是
创新育人模式。紧紧围绕“旅游人才如何增强文化传播能力”这
一核心目标，以文化传播能力培养为着力点，深化校政企产学研
多方协同育人新机制，创新文化育人新模式，培养学生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传播能力。三是改进育人方法。基于应用型旅游人才培
养的特点，以应用型人才实践育人为导向，借助新技术和新手
段，强化任务驱动、体验式教学等新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培养一批新时代的

“文化传播者”。

结合旅游院校特色
探索新时代“文化传播者”培养路径

如何结合自身办学特色与人才培养定位，扎实推进课程思
政，一直是新时代各高校人才培养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学
校聚焦“文化传播者”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的培育，积极探索新时
代“文化传播者”培养路径。

一是思政教育、专业教育互融互通。让思政教育围绕专业开

展，让专业教育融入到思政教育中。在思政理论课中，根据学生
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增加专业文化案例，同时把实践教学植入
该课程，所有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均在本专业的特色
课程中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全程参与，与专业教师、学工
队伍共同辅导学生组织、策划各类文化传播研习和实践活动。将
专业教育融入特色课程思政体系。专业课和行业教师进行专业教
育，指导学生专业学习，激发学生对文化的热爱。在专业课教学
中，将文化自信教育嵌入各类专业课，注重对学生的应用能力培
养，不仅要熟知专业知识，而且要深爱、乐于传播广西民族特色
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终建立起“文化自信”。

二是育人主体协同作战共同发力。以“八个文创基地”为平
台，整合四类育人主体，专门研究开发针对“文化传播者”文化
自信培育的文化通识课程。每一环节由不同育人主体参与，既保
证了通识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又确保了通识课程的专业性
和应用性。通过各主体协同作战、共同发力，让学生对文化产生
浓厚兴趣，自愿自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牢固树立起

“四个自信”。
三是文化传播逐级进阶有序推进。“文化传播者”的培养并

非单一的知识灌输，而是一个持续、潜移默化的过程。通过采
用“文化体验—文化研习—文化传播”这一“进阶式”教学
法，每门课程尊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将文化体验作为课程逻辑
起点，再到文化研习理论学习阶段，最后到文化传播的再实
践，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再实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逐步
进阶的教学链条。通过该方法的运用，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
转向主动索取知识，激发了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主动探
索的欲望和热情。

聚焦培养“文化传播者”
形成新时代旅游人才培养机制

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播者”是新时代旅游院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内在要求。学校注重“特色课程”与“思政
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依托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等独特资源，逐步形成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新时代
旅游人才培养机制。

一是聚焦“文化自信”的培养，构建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

“特色课程思政体系”。学校基于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播能力
的培养，聚焦广西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发利
用，优化课程体系，经过 12 年的改革与实践，形成了红色文
化、广西民族音乐文化、广西民俗旅游文化、中华陶艺文化等 8
种文化课程构成的“特色课程思政体系”。每种文化课程的开
发、设计均由各自的“基地平台”作为载体进行实施，通过文
化体验、文化研习、文化传播等路径，逐步培养学生的文化认
同和文化自信。

二是加强特色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构建“四协同育人”旅游
人才培养机制。学校紧扣应用型旅游人才培养产教深度协同育人
的基本规律，采取模块化教学，以实践教学为主导，以应用能力
培养为主线，植入了思政课实践教学和专业教学，以组织、策划
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为考核目标，把思政课教师、专业
教师、行业专家、学工队伍等聚集到特色课程中，较好实现了这
四个主体的协同育人，共同培育学生的价值观、文化素养以及文
化自信。

三是着眼应用型旅游人才培养，创建“文化体验+文化研习+
文化传播”进阶式思政教育方法。学校根据应用型旅游人才培养
的特点，改革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法，采用了“实践—理
论—再实践”的“进阶式”教学法。先从文化体验开始，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进行文化研习，让学生产生文化认同；再通过文化
传播实践活动，做到知行合一，养成文化自信。

四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搭建面向东盟文化交流传
播的桥梁。教育从来都是不同文明之间互学互鉴的重要桥梁和纽
带，更是文化交流的强力支撑。作为受中国—东盟中心委托仅有
的旅游类国内高校，学校组织教师赴东盟 10 国举办旅游援外培训
班，援外培训教师既是旅游技能的培训者，又是“讲好中国故
事”文化的传播者。通过文化的交融，让学员们产生文化认同，
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学习者，也成为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使者，为
促进文化交流互鉴、民心相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我们要扎实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人才培养体
系，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使学生牢固树立文化自信
和文化自觉，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唯有此，我
们才能为社会、行业、学生提供优质的旅游教育服务，才能真正
办好人民满意的旅游教育，才能真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桂林旅游学院党委书记 林娜）

桂林旅游学院

守初心担使命 培育新时代“文化传播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要
“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
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旅游和旅游人
才的培养，是展示文化、传
播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
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
要求。旅游文化中蕴藏着丰
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
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将旅
游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是实现文化转化和
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

学校一直把培养具有文
化自信的“文化传播者”作
为自己的使命担当，经过多
年改革和实践，形成了一套
“八文化八基地”的特色课
程思政体系。今年以来，学
校更是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学校
建设发展成果，努力培育新
时代“文化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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