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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凳”一坐40年，
他带出一支“雷达铁军”

给海疆装上“千里眼”
严冬时节的山东威海，寒风萧

瑟。刘永坦带领团队成员一同检查正
在调试的新体制雷达设备，面前是一
个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雷达天线阵，
天线阵外就是波浪翻滚的大海。此
时，年过八旬的刘永坦精神矍铄，满眼
欣喜。

如果说雷达是“千里眼”，那么新
体制雷达就是练就了“火眼金睛”的

“千里眼”，被称为“21世纪的雷达”。
它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发展趋势，
更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
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都
有着重要作用。

早在1991年，经过十年科研，刘
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
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
体制雷达站，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那时，身边很多人劝他“功成名
就、见好就收”，但刘永坦却说：“这还
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定要让新体
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

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
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更
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
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
上各个场域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
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域可监控
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雷
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
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
国防才能更安全。

40年，把“冷板凳”坐热
1936年 12月，刘永坦出生在南

京。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
大屠杀。南京、武汉、宜昌、重庆……

刘永坦回忆说，他的童年被颠沛流离
的逃难所充斥，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
亡有着深刻理解。

“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愿，更代
表着国人对国家的期许。刘永坦坚
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
最朴素的愿望。

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
刘永坦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
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论
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得
到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认可。

40年里，刘永坦的团队从最初的
6人发展到30多人，成为新体制雷达
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建立起
一支雷达科研“铁军”。

刚领完奖，这位“80后”老院士又许
下了新的愿望，继续带领团队向小型化
雷达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功能性
能更优，更好保卫祖国海疆。据新华社

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海域监
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

40年坚守，带出一支“雷达铁军”……他
就是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
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刘永
坦。1月8日，刘永坦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章、证书。

刘永坦带领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
究竟新在哪儿？他告诉记者，这款雷达
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
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远程
预警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这个“新”字，
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40年。

刘永
坦在哈尔
滨工业大
学实验室
（2018 年
12月25日
摄）。

新华社发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8日上午
在北京举行，广受关注的2018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
程大学钱七虎院士获得。网友们纷纷
为他们点赞，称他们是“共和国脊梁”，

并表示“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
刘永坦院士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

雷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海域
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40
年坚守，带出一支驻守北国边疆的“雷
达铁军”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

睛”。钱七虎建立起我国现代防护工
程理论体系，创立了防护工程学科，引
领着防护工程科技创新，为我国铸就
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新华社
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两人获奖的消息，
引发网友热烈祝贺，写下上万条留言

点赞。
“一个是40载的奉献，一个是60

年的坚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是
有了他们的默默奉献，才有了祖国的
强大与繁荣！向他们致敬！”网友

“Master”说。“他们是国家脊梁、民族

之魂。”网友“AAA好运”说。
“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让科

学家成为最受尊敬的人”“国家脊梁，
民族之魂”……大量的网络留言中，人
们对科学的推崇、对科学家的景仰溢
于言表。 据新华社

炮弹、炸弹、导弹、核弹……当和
平破灭，哪一种会成为对手先发
制人的邪恶之矛？

坑道、防空洞、地下工程……当战争
来临，哪里才能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之
盾？

曾赴海外刻苦求学，曾赴核爆中心现
场试验，曾赴千米地下深入研究……他用
毕生精力成就一项事业，解决核武器空
中、触地、钻地爆炸和新型钻地弹侵彻爆
炸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建立起我
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创立了防护工
程学科，引领着防护工程科技创新，为我
国铸就固若金汤的“地下钢铁长城”。

他，就是战略科学家钱七虎——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奠基人，中国工程
院首届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
学教授。

钱 七
虎在办公
室内接受
采访（2018
年12月27
日摄）。

新华社发

他让钻地弹遭遇钻地难
今年 82岁的钱七虎历经磨难。

1937年，母亲在逃难途中生下他。
钱七虎在苦难中艰难成长。新中

国成立后，他依靠政府的助学金，顺利
完成中学学业。他成绩优异，成绩单
被当作慰问品送给参加抗美援朝的志
愿军。

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让钱七虎
报效国家的感情日益强烈。

1954年，钱七虎成为原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成立后选拔保送的第三期
学生。毕业时，他成为全年级唯一一
个全优毕业生。1965年，钱七虎在获
得副博士学位后，从苏联留学归国。
此后，防护工程成为他毕生为之奋斗
的事业。

“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就像两个武
士格斗，一人拿矛、一人持盾，拼的是
矛利盾坚。我的使命就是为国铸造最
强盾牌。”钱七虎这样描述他挚爱的防
护工程事业，“防护工程是地下钢铁长
城，也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敌人先打了我们，
我们要保存力量进行反击，靠什么？
靠防护工程。”钱七虎归国后有一段时
期，我国面临严峻的核武器威胁。他
在核空爆防护工程理论与设计方法领
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研制出国内第一
套核爆炸压力模拟装置，设计出当时
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飞机洞库
防护门，相关成果被编入国家规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军事
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弹，
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力让
人不寒而栗。为此，钱七虎创造性地
提出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
总体构想，并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难
题，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选址、
安全埋深、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抗爆结
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实现了防护
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有人曾在某地下防护工程内当面
表达对钻地弹的担忧，钱七虎的回答
掷地有声：“我们的防护工程不仅能防
当代的，也能防未来可能的敌战略武
器打击，什么钻地弹来了都不怕。”

新征程：目光投向川藏铁路
科技强军，为国铸盾。钱七虎始

终放眼国际前沿，急国家之所需，制定

我国首部城市人防工程防护标准，提
出并实现全国各地地铁建设兼顾人防
要求；组织编制全国20多个重点设防
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参与南水北调、
西气东输、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的
战略咨询，提出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
深地质处置、盾构机国产化等战略建
议，多次赴现场解决关键性难题。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有一种学科
叫作岩石力学。那是力学的一个分
支，旨在研究岩石在不同物理环境的
力场中产生的各种力学效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外就已
经开展深部岩石力学研究，中国的研
究晚了近10年。中国这项研究的引
领者正是钱七虎。

在钱七虎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学
者在岩石力学领域的研究动向和成果，
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2009
年，钱七虎主动放弃被提名竞选国际岩
石力学学会主席的机会，大力推荐中国
年轻学者冯夏庭，最终使他成为第一个
担任学会主席的中国专家。

走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
台，钱七虎又踏上新征程。“川藏铁路
即将全面开建，大量高难度的工程、岩
石力学难题需要攻克，我有责任作出
自己的最大努力。” 据新华社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
一个潜心铸造“地下钢铁长城”

关注 国家科学技术奖

网友：这才是该追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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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报效国家，
“为国铸造最强盾牌”

1月8日，有“中国科技界顶级
奖”之称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北京召开。据悉，2018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78个项
目和7名科技专家。其中由四川主
持和参与完成的有32个项目，获
奖项目数量位列西部第一，全国第
六。

这32个项目中，多为高校牵
头或合作完成。其中，四川大学共
有6项成果获奖，其中牵头的4项
成果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此
外，参与的2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
国家奖总数（通用项目）在全国高
校排名第六；电子科技大学作为牵
头单位，获得3项成果获奖；西南交

通大学共有3项成果获奖；四川农
业大学陈代文教授主持的“猪抗病
营养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西南石油大学参
与完成的“凹陷区砾岩油藏勘探理
论技术与玛湖特大型油田发现”项
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一
次，根据《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
改革的方案》，每年授奖总数不超过
300项。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选出278个项目，全国共有76
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三
大奖通用项目147项，占通用项目授
奖总数的65.6%。另外，全国共有
15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专用项
目25项，占授奖总数的46.3%。

四川32个获奖项目之

电子科技大学3个获奖项目
中，张万里教授团队的“敏感薄膜
集成技术与应用”项目和程玉华
教授团队的“基于电磁辐射场成
像的XXX检测方法与装置”项目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邓龙
江教授团队的“高磁导率磁性基
板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次获奖的3个项目，均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和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急需，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创新

和突破，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水平。其中，张万里教授团队的
获奖项目在李言荣院士带领下，
攻克了装备构件上集成敏感薄膜
材料“内应力大、附着力差”的难
题，突破了极端环境下传感器“干
扰大、信号弱”的技术瓶颈，形成
了结构功能一体化的敏感薄膜集
成生长知识产权体系，研制的系
列特种传感器满足了多项国家重
点工程急需，打破了国外技术封
锁和产品禁运。

记者从西南交通大学获悉，该
校有3项成果获奖。其中，电气工
程学院高仕斌教授主持完成的

“高速铁路弓网系统运营安全保
障成套技术与装备”，土木工程学
院廖海黎教授主持完成的“大跨度
缆索承重桥梁抗风关键技术与工
程应用”分别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土木工程学院黄国庆
教授参与完成的“大型屋盖及围护
体系抗风防灾理论、关键技术和工
程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

据了解，“大跨度缆索承重桥
梁抗风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
目，在大型风洞试验平台与试验
技术、大跨桥梁风振计算方法及
气动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创新性成果及突破。值得一提
的是，项目自主研制了世界最
大、性能先进的边界层风洞，为
大跨度缆索承重桥梁抗风设计

提供了关键技术装备；建立了高
精度的桥梁气动力模型和风振
分析方法，发展和完善了桥梁抗
风设计理论；建立了大跨缆索承
重桥梁主梁气动外形设计准则，
提出了系统性的风振气动控制
技术。

目前，项目成果已在国内76
座、国外 8 座大跨度缆索承重梁
桥中直接应用，其中包括世界十
大悬索桥中的5座、世界十大斜拉
桥中的4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峥 杨晓蓓

四川大学牵头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的项目分别是：杨胜
勇教授团队完成的“基于药效团
模型的原创小分子靶向药物发
现”项目，王清远教授团队完成的

“超长寿命疲劳裂纹萌生机理与
寿命预测”项目。

四川大学牵头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的项目分别是：王琪院
士团队完成的“新型三嗪阻燃剂清
洁制备及阻燃塑料加工关键技术”
项目，褚良银教授团队完成的“微
细矿物颗粒封闭循环利用高效节
能分离技术与装备”项目。

此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宋跃
明教授参与的“严重脊柱创伤修复
关键技术的创新与推广”、水利水
电学院张建海教授参与的“300m
级特高拱坝安全控制关键技术及
工程应用”两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创新药物的研发不仅关系到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是国家经
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需
求。当前创新药物研发面临成本
高、周期长等挑战，如何快速、高效
地发现原创的具有全新结构的先
导化合物是创新药物研究的关键
和瓶颈，也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
问题。川大项目组近10年来在国
家重大相关课题的连续资助下，建
立了一套新型的基于药效团模型
的药物分子从头设计算法理论和
方法体系。新方法极大地提高了
原创药物分子设计的效率和所设
计化合物的成药性。为验证上述
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有效性，团队项
目将其应用于针对肿瘤、自身免疫
性等重大疾病的小分子靶向药物
研究，发现了多种高活性和选择性
的靶向小分子化合物，其中12个
候选药物进入临床前研究，6个候
选新药转让到制药公司，2个候选
新药已进入临床试验。

四川大学6项成果获奖

电子科大3个项目获奖

西南交大获奖项目：
研制世界最大边界层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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