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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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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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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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坦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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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不了抗干扰问
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
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
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
出强大的电磁干扰是最大
的难题。设计—试验—失
败—总结—再试验……他
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
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
研究成果于2015年再次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它不仅破解了长期以
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瓶
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
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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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向封锁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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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被哈尔滨工
业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的刘永坦作为国家外派留
学生，到英国深造。“我是一
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
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
的形象。”踏出国门的一刻，

他发誓要做出一番名堂。
在导师英国雷达技术

知名专家谢尔曼的指导
下，刘永坦参与了一项民
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
研制项目，并独自完成了
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
统。正是这次科研，让刘永
坦与雷达结缘。

“雷达看多远，国防安
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
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
中国决不能落下，这就是
我要做的事。”1981年秋，
毅然回国的刘永坦带回了
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
新体制雷达之路。

刘永坦说，只有回到
祖国，才是真正的归属。

然而，要建新体制雷
达，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
异想天开。哈尔滨工业大
学原副校长李绍滨介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
曾经对此进行过突击性会
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
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
原因，最终未获成果。

面对重重质疑，刘永
坦始终坚信：新体制雷达
一定能做出来，只是时间

和实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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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谁会告诉你关
键技术，只有咬牙向前走，
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
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
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
战从此开始。

把冷板凳坐热

“这件事可能要干一
辈子，不光我自己，要集结
全系的力量，甚至更多的
力量。”刘永坦说，相对于
一些短平快的科研项目，
新体制雷达是个十足的

“冷板凳”。
团队骨干许荣庆、张

宁、邓维波等人都说，刘老
师是学术上的干将，更是
团队里的帅才，他懂得如
何调动大家一起攻关。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

死机频频出现。几十万行
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
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
示等诸多设备，任何一个
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
个系统无法运行。

“ 不 能 给 科 研 留 死
角。”刘永坦就率领团队每
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
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
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
一个问题。

1990年4月3日，对于
团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
子———这一天，新体制雷
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
屏幕上。团队所有成员都
流泪了，是成功后的狂喜，
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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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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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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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钻地弹遭遇钻地难

今年82岁的钱七虎历
经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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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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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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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爆破史上新纪录

钱七虎一生获奖无
数，其中一项格外特别：
2010年，南京市委市政府
授予他“南京长江隧道工
程建设一等功臣”。

21世纪初，钱七虎建
议在长江上修建越江隧
道。后来，南京长江隧道工
程上马。这个工程是当时
已建隧道中地质条件最复

杂、技术难题最多和施工
风险最大的，人称“万里长
江第一隧”。

而专家委员会主任的
重担，众望所归地落在钱
七虎肩上。

钱七虎调查发现，南
京所在长江段泥沙含量减
少，江底冲刷大于淤积，

“沉管法”存在较大隐患。
由他提议并经反复论证，
盾构机开掘成为最终建设
方案。

后来，钱七虎又攻克
盾构机突发故障停工等一
系列重大难题。2010年5
月，南京长江隧道全线通
车运营。当年，这项工程获
鲁班奖、国家科技进步奖
等10多个奖项。

早在1992年，珠海机
场扩建迫在眉睫，却被炮
台山拦住去路。炸掉它，是
最佳方案。消息一出，咨询
者一波接一波地涌入珠
海，却又一波接一波都走
了。这次爆破的难度实在
太大：爆破总方量超过
1000万立方米；要求一次

性爆破成功；一半的土石
方要被定向爆破抛入大
海，另一半要松动破碎；必
须确保1000米内两处村庄
的安全……

一筹莫展之际，钱七
虎带领团队7赴珠海，反复
试验，最终设计出科学可
靠的爆破方案。那一年的
12月28日，1.2万吨炸药在
38秒内分33批精确起爆。

直到今天，被称为“亚
洲第一爆”的炮台山爆破，
仍保持世界最大爆炸当量
的爆破纪录。

把中国智慧变成世界

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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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后来者，钱七虎
带领团队奋起直追。他一
次次深入地下1000多米，
在气温近40摄氏度的湿热
环境中实地考察，获取大

量一手数据。
钱七虎成功研制我国

首套爆炸压力模拟器、首
台深部岩体加卸荷实验装
置，提出16项关键技术方
案，解决困扰世界岩体力
学界多年的数十项技术难
题。他还出版和发表了《岩
土中的冲击爆炸效应》等
多部专著和论文，形成国
际领先水平的深部岩石非
线性力学理论体系。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
帕林称赞这些成果“具有
创造性”。美国工程院院士
费尔赫斯特表示：“这是中
国同行在发展岩石力学所
起重大作用中一个令人钦
佩的范例。”国际岩石力学
学会授予钱七虎“国际岩
石力学学会会士”这一学
会最高荣誉。

对于钱七虎及其他中
国同行对岩石力学的贡
献，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前
主席汉德森评价说，无论
是理论岩石力学，还是地
面、地下岩石工程方面，中
国都正在引领全世界。

刘永坦：为祖国海疆打造“火眼金睛”
文/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胡 喆

钱七虎：铸就共和国“地下钢铁长城”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 凌军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