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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SDGSAT-1）是
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科学卫星，其主载荷热红外成像仪由中
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攻关团队突破
了三谱段 4 级 TDI集成一体化设计的红外探
测器组件、195K全口径低温光机等关键核心技
术，核心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攻关过程中，团队多个项目齐头并进，
2021 年承担了 SDGSAT-1 卫星热红外成像
仪等 4 台大型载荷发射和在轨测试任务，赴
卫星发射基地一待就是 6 个多月，临时党支
部组织试验队党员庄重签下“党员承诺书”，
激励党员不忘强国初心、牢记飞天使命、勇于
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型号任务。

团队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长期从事高时敏红
外相机研制工作，获 2019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2018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空间天文观测技术攻关团队自 2013 年起
承担空间站工程标志性载荷、有着“中国哈
勃”之称的巡天光学望远镜的研制任务，积极
践行科技报国使命。面对世界最前沿的技术
和前所未有的庞大任务体量，以及十年漫长
的任务周期，党员同志们在支部大会上发起
“其它国家做不到，但是中国可以做到”的口
号，引领团队成员克服一次次失败，解决一项
项难题，突破了宽谱段高反射率镀膜、超精密
热控、高性能碳纤维材料应用等一系列关键
技术。

这些令人振奋的关键技术突破背后，是 151
位团队成员枯燥乏味、日复一日的默默奉献，是
组织 7 家参研单位每年超 200 次的技术协调
会，是对 1万多个接点正确性的逐一排查，是疫
情期间主动提交的一张张复工请求书……

这支团队中党员占比接近 70%，35 岁以下
青年占比超过 50%。多年的关键技术攻关也培
养出一批素质过硬、敢挑重担的青年人才。在 8
项关键技术中，有 6项是由“80后”青年骨干牵
头完成，还有 1项由“90后”新生力量担纲主要
负责人。他们还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
问一号”高分相机的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和人
才基础。

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先锋团队”（上）

为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发挥好“两个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充分发挥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示范带动作用，中国科学院近日组织开展“科技创新先锋团队”评选，表彰 30支在科
技攻关任务中带头践行科学家精神、充分发挥“两个作用”、科技创新成效显著的科技创新团队。

2018年，中科院力学所党委坚持以党建促
科研，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组建多学科跨部门
的科研攻关团队，在中科院先导专项等重大项
目科技攻关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钱学森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成员共 32名，
35周岁以下成员占 65%。2018年至今，团队针对
高超飞行低成本和实用化的迫切需求，开展“鸣
镝”宽域飞行器关键技术攻关，通过高效迭代，圆
满完成 5类 7次飞行实验，成功实现了临近空间
投放高速飞行器实验、宽域飞行器返场实验，前
瞻探索了宽域化飞行和可重复使用技术，为攻克
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全速域适应性难题提供
了可行方案和关键支撑。

重大任务成为培育年轻队伍的沃土。4年
来，两名同志成为国家级领域专家。25岁的航
电工程师短短两年时间成长为地面系统及航电
系统指挥，31岁的气动设计师承担了全系列飞
行器气动外形设计的主要任务。

甘露润民科技创新先锋团队始终以国家和
群众饮用水安全保障需求为工作指引，系统开展
了饮用水水质风险识别与控制技术研究，创建了
从源头到龙头、从工程到管理全方位的饮用水安
全保障技术体系，形成了针对有害藻类、消毒副
产物、新污染物、管网水质水量保障等问题的系
统化解决方案。技术成果在 92项工程中成功应
用，节水近 1.24亿立方米，服务百余座城市约 2
亿人。团队荣获 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各 1项，以及 2021年
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团队带头人曲久辉院士迎难而上，牵头编制
《白洋淀生态修复规划》，支撑雄安“千年大计”，获
得 2020年“中国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杨敏
同志连续 10年举办“CAS-TWAS水与卫生”培
训班，国际学员达 300余名，为保障“一带一路”40
多个国家的饮用水安全提供“中国方案”，荣获
2019年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地区奖。胡承志同志帮
助西北贫困地区等解决饮水水质难题，撰写的农
村饮用水咨询建议纳入相关“十四五”规划。

该团队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团
队研究员中党员比例达 100%，成为引领和推动
饮用水科技创新的坚强战斗堡垒。所在支部连
续 5年被评为生态中心优秀党支部，荣获 2020
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先进基层党支部”、
2022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称号。

中科院声学所从 1990年开始探索水下定
位新原理，并研制成功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世界首台水下机动平台新体制定位系
统。机动平台水声探测技术攻关团队是完成上
述重要成果的核心团队，致力于水声前沿基础
和应用研究，先后完成 5项国家重点工程任务，
攻克复杂背景低频减振降噪、自适应时频积累、
宽容性被动定位等系列关键技术，引领我国该
领域创新发展，成为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团队从水声物理基础研究到装备研制，始
终面向水声学科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成员中
40岁以下约占 3/4，党员占比 87.5%，充分发挥
“两个作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胸怀“国之
大者”，矢志科技自立自强，敢于啃硬骨头、打硬
仗。老党员张仁和院士率先垂范，耄耋之年仍关
心关注团队发展，指导团队集智攻关。团队往返
于大连、青岛、海南、杭州等地进行湖海试验，外
场试验达 720人次以上、累计超 1450天，2020
年以来的 3个春节均奋战于外场。团队成员获
得多项国家重点工程任务，支撑了国家该领域
未来一段时间的战略需求。

声学研究所
机动平台水声探测技术攻关团队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甘露润民科技创新先锋团队

亚洲水塔科研攻关团队目前主要承担第二
次青藏科考国家专项任务二“亚洲水塔动态变
化与影响”、中科院 A类先导专项“泛第三极环
境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等重大科研任务。

团队全体成员积极弘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
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充分发挥“两
个作用”，有力保障了 2022年珠峰科考等标志
性科考活动的组织实施。

团队负责人、中科院院士姚檀栋师从“中
国冰川之父”施雅风，爬冰卧雪 40 年，矢志不
移中国冰川事业。在他的带领和感召下，团队
成员在高海拔、高寒、缺氧、强紫外线等异常
艰苦的环境下，积极投身青藏研究事业，将论
文写在青藏高原大地上。研究成果入选 2018
年中科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标志性重大成
果、2019 年中科院科技创新亮点成果和 2021
年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基础前沿重大突破
成果。

青藏高原研究所
亚洲水塔科研攻关团队

南仁东射电天文技术突击队由“中国天眼”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核心科研骨
干组建，是一支传承“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精神
的创新队伍，曾荣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
体、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和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等荣誉。

在南仁东的带领和影响下，团队成员 20多
年执着坚守、敢为人先，攻克了 FAST多项核心
技术挑战，建成了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
射电望远镜，实现了中国射电天文观测设备由
追赶到领先的跨越。

调试时，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
任、总工程师姜鹏作为党员干部，带领团队成员
过年过节坚守一线，连续奋战 15 个月完成调
试，远低于平均 4年的国际惯例。

疫情期间，团队克服封闭式管理和无法轮
休等困难，高水平运行和管理 FAST，2021年实
现了对全球开放的使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
水平科学成果不断涌现，已发现 600余颗新脉
冲星，是同期世界上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
数的 4倍以上。

团队高度重视党建与科研工作的融合，依
托 FAST观测基地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中科院“筑梦天眼·至诚报国”党员主题教育
基地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示范基地三大平台，打
造新时代的红色科学地标。

国家天文台
南仁东射电天文技术突击队

青藏高原生物演化考察队传承老一辈科学家
精神，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生物演化研究工作，在野
外科考和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创立“走出
西藏”理论，发现西藏最早人类遗存，揭示青藏高
原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形成历史中的“演化枢纽”作
用，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考察队党支部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
荣传统，建立科考一线党组织战斗堡垒，组织
了一系列特色党建活动。科考期间，无论是在
四川荆棘密布的从林中、还是在新疆酷热荒芜
的戈壁中或是在西藏海拔 5000米以上的山巅，
科考队党支部按时开展“三会一课”学习，坚持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一系列重
要会议精神。

考察队积极推进科学传播工作，通过出版
科普图书，发表科普文章，拍摄科普视频，举办
科普讲座，面向国内外公众传播和普及中国古
生物学及青藏高原的新发现和新成果，提升公
众对生物演化进程的认知。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青藏高原生物演化考察队

智能超算攻关小组秉承“科技为国分忧、创
新与民造福”的初心，继承和发扬曙光高性能计
算机团队老一辈科学家“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精
神，聚焦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前沿课题，围绕智能
超算关键技术开展攻关。

作为填补了国内通用安全可控先进计算系
统空白的核心团队，他们突破了国产高性能服
务器处理器芯片性能技术瓶颈，为关键技术指
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攻克了
智能超算系统中互联芯片的核心技术，研制了
国内首款兼容主流商业标准的交换芯片，为研
制 E级系统奠定了基础；在国际上率先突破了
HPC和 AI融合建模技术，应用成果入选中国
十大科技进展。

团队党员占比 75%，形成了一支理想信念
坚定、科研攻关能力过硬的科技创新先锋团队。
团队于 2021年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支
部于 2020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先进基层党组
织，2021年被评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先进基层党
组织；团队负责人谭光明于 2020年获得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称号，202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先
进工作者称号。

大功率电力电子与直线驱动技术研究团队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积极谋划参与重大科研项
目的研制，继承发扬老一辈科学家不畏艰难、勇
于奉献的科技报国精神，克服理论突破、技术攻
关和工程调试等重重困难，在先进电能变换与
电磁驱动前沿领域攻克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难
题，研制了电磁驱动高速科学研究与实验设施，
创造了磁悬浮电磁驱动系统的世界最高速度纪
录（时速 655公里）。经过多年努力，产出了一批
用得上、有影响的重大技术。

团队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
开展多种形式的党日活动，将党员理想信念与
国家科技需求、支部工作与科研工作、党员个人
目标与团队任务紧密结合，使团队成员牢牢凝
聚在党旗之下，形成了党建引领聚合力、实干担
当谋发展的良好团队精神。在各个科研攻关条
件艰苦的实验现场，在连续高强度奋战中，都有
党员冲锋在最前列，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激励
着团队成员秉持科技报国使命，为国家经济发
展、科技自立自强作出积极贡献。

电工研究所
大功率电力电子与直线驱动技术研究团队

我国航空发动机起步较晚，技术上受欧美
等国严密封锁。先进轻型航空动力创新团队瞄
准国家重大需求，坚持自主创新，围绕基础研究
原始创新，构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轻型航
空发动机正向研发体系；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突破了多项原创性技术。系列发动机应用于
多款无人机及智能飞行器，确保技术自主可控，
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十五年来，团队坚持“支部建在连上”，通过
组建“党员赶考突击队”，一次次攻克急难险重任
务，通过“一带一”职业导师机制在型号任务中磨
练出一支能吃苦、能打胜仗的队伍。这期间，党员
先锋模范不断涌现：涡扇发动机负责人为完成试
车任务，坚守青岛现场百余天，披星戴月，体重从
135斤降到了 120斤；有“女强人”之称的控制组组
长带领团队在廊坊基地“闭关突击”两个月，保证
紧急任务按时完成；“80后”青年党员为了试验台
建设，不惜举家迁往青岛。“时间挤一挤，一年将拥
有 730天”成为他们默认的口号。

目前，团队已经成长为一支具备轻型航空发
动机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整机集成能力的
全链条创新队伍，荣获国防科技工业突出贡献奖、
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先进轻型航空动力创新团队

载人航天有效载荷运控中心团队是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应用任务的运营管理中心，是飞行
任务的核心与枢纽，被称为“中国太空实验大管
家”，先后参与了神舟系列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
号、载人空间站等历次载人航天工程任务，获得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
进步奖、载人航天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当前，载人航天工程已经进入到空间站全
面建设阶段，攻关团队所承担的任务面临十年
以上运行挑战。他们积极探索和创新，首次将大
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航天任务地面系统，积
极发展交叉学科综合应用技术，建设了新一代
面向复杂任务的空间应用运行管理与控制平
台，成功支持了空间站复杂应用任务各类在轨
实（试）验，有力促进应用成果产出。

面对艰巨的攻坚任务，攻关团队发扬“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
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从发射前连续作战
365 天，到发射后连续 24 小时值守，真正做到
了“关键岗位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重点
攻关有党员”，确保了空间站空间应用任务的
圆满完成。

2015年，中科院天津工生所围绕绿色低碳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由研究所
战略科学家马延和领衔，组成了一支拥有来自
相关研究领域 19名科研人员的精干科技攻关
团队，正式向“二氧化碳淀粉人工合成”这一国
家重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问题发起“进攻”。

6年间，他们敢坐冷板凳、甘坐冷板凳，在一
次次失败和挫折后迎难而上，终于在国际上首
次在实验室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
成，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和粮食安全作出了
积极贡献。该成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认为是“典型原创性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
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

团队中党员占比 53%，他们将个人追求融
入到党和国家事业之中，扎根实验室，披星戴
月、争分夺秒，像细胞里的一枚组件，发挥着各
自的最大效能。团队青年也深深被组织的力量
和团队的力量所感染，其中两名优秀青年科技
骨干加入了党组织。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从二氧化碳到淀粉人工合成科技攻关团队

“高端轴承制造”先导专项团队围绕我国高
端轴承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困境，从材料
源头出发，瞄准三类典型轴承，贯通技术链、打
造创新链、对接产业链。团队成员不怕苦、不怕
累，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引起
行业广泛关注。

团队还长期从事特殊钢与大构件研发工
作，突破了三峡水轮机转轮、大型船用曲轴等关
键装备核心部件等难题，研究成果支撑企业新
增产值数百亿元。

团队现有成员 264人，负责人由荣获 2021
年度“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李殿中研究员
担任。为确保研究所内 12个科技团队密切配合、
协同攻关，组建成立高端轴承制造临时党支部，
促进了“两个作用”的充分发挥，保障了攻关任务
顺利实施。近年来，先后有 1名成员获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和首届创新争先奖、1名成员获中科院
青年科学家奖、4名成员获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
会优秀会员等奖项，多名成员入选国家和地方人
才支持项目。

金属研究所
“高端轴承制造”先导专项团队

硅片是集成电路产业最大宗的核心基础材
料，我国 12英寸硅片长期百分百依赖进口，严
重制约产业安全自主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这
一问题，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于 2014年组建了
12英寸大硅片攻关团队。

2016年 10月 31日，攻关团队拉制出第一
根大产率单晶棒。2017年 2月，晶棒长度提升至
2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1年，无缺陷硅单
晶生长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满足先进存储器制
造需求。

经过 8 年的艰苦攻关，团队克服重重困
难，不但实现我国 12英寸硅片制造的技术突
破，更是攻克了集成电路领域 14 纳米先进节
点硅片难题，并实现存储器用无缺陷硅片技术
的重大突破。

截至 2022 年 5 月，累计出货量超 500 万
片，满足国内 5家主要集成电路制造企业 23%
的正片需求，解决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战略急
需问题。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2英寸大硅片攻关团队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热红外成像仪团队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陈欢欢整理）

力学研究所
钱学森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

计算技术研究所
智能超算攻关小组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载人航天有效载荷运控中心团队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空间天文观测技术攻关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