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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中国科学院
“科技创新先锋团队”（下）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项目攻关尖刀连
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项目攻关尖刀
连承担了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首批启
动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上海超强超短激
光实验装置”的研制任务。团队由中科院院士李
儒新带领，总人数 31 人，其中党员人数 21 人，
占比 67.7%。其中项目负责人、
副总经理、总工、
副总工均为党员，他们冲锋在前，传承了强光实
验室以中科院院士徐至展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
家执着、献身、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直面重大
科研任务挑战，持续产出国际领先的重大科研
成果。
2017 年 10 月，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10
拍瓦激光放大输出，被《科学》杂志评价为国际
上自第一台激光器发明以来在激光脉冲功率提
升方面第五大里程碑 （前四项均来自美国）。
2020 年 12 月，装置高质量通过验收，建成世界
首台 10 拍瓦激光实验装置，成为我国光子科学
研究的国之重器。装置建成之后，在国际上率先
完成超强超短激光驱动的台式化自由电子激光
原理的实验验证，相应结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
于《自然》杂志。
近五年来，尖刀连先后荣获上海市标杆青
年突击队、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市五
一劳动奖状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全国三
八红旗手、中科院年度人物等集体和个人荣誉。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陶瓷基复合材料空间结构攻关团队
陶瓷基复合材料空间结构攻关团队始终以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长期开展纤维增强
陶瓷基复合材料空间结构研制工作。他们突破
国外设备、技术等封锁，研制成功三大类陶瓷基
复合材料，建立高可靠陶瓷基复合材料构件整
体制备技术，为 20 余项国家重要任务提供关键
支撑。解决了我国新一代空间动力、高分辨率空
间遥感和新型飞行器领域关键基础材料和构件
难题，助力我国卫星分辨率首次跨入亚米级、新
型飞行器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团队党支部注重强化思想引领，打造“走进
榜样，传承科学家精神”系列主题活动，董绍明
院士带头作“新时代奋斗精神伴我前行”专题党
课；创建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劳模领
航”
；通过“师徒结对”，强化“传帮带”，加快青年
人员成长。疫情期间，团队成员坚守一线，
“以所
为家，以地为床”，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关键热端
部件材料核心技术突破，以及 5 类 39 台套构件
的生产和交付。
团队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 项、中国
建材联合会建筑材料科技奖一等奖 1 项，以及
上海分院首届“身边优秀榜样”先进集体和上海
市科技系统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称号。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试验六号卫星研制团队
试验六号卫星研制团队负责研制的试验六
号卫星星座，
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
试验，提升我国对近地空间的认知水平，是了解
和应对太空环境威胁、戍卫空间安全的重要基
石。团队创新方法，
以多星组网方式，
首次提出利
用多手段联合探测识别空间环境等 8 项核心技
术，
以无数次地面试验验证，
逐个攻破技术难点，
解决了平台与转台复合控制等 6 项难题。
团队共有成员 80 人，平均年龄 33 岁，其中
青年 70 名，
中共党员 48 名。本着
“业务工作做到
哪儿，
党建工作延伸到哪儿”
的指导思想，卫星创
新院党委同步组建了试验六号发射场试验队临
时党支部，积极带动团队攻坚克难，
高效率、
高质
量地完成国家重大项目。
6 年来，团队以“建设航天强国”为己任，高
可靠、零失误完成 3 颗卫星的研制发射任务，
形
成核心知识产权 50 余项，培养“两总”系统领军
人才 18 名、主任设计师 45 名，是一支戍卫我国
太空边疆的先锋团队。

紫金山天文台
张钰哲空间天文科技创新先锋团队
张钰哲空间天文科技创新先锋团队组建于
2010 年，秉承紫金山天文台首任台长张钰哲先
生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科学家精神，先后承担
或参与探月工程嫦娥一号、二号、三号、七号有
效载荷以及“悟空”号、ASO-S 卫星的研制任
务，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中国科学
院先进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奖励和
荣誉称号。
2015 年，
“悟空”号实现了中国天文卫星零
的突破。6 年多来，团队在《自然》
《科学》等杂志
发表多项研究成果，被《科学》杂志评论称“这些
成果表明中国空间科学的崛起”。
作为一支党领导的团队，
团队走到哪里，
试验
队临时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疫情期间，
团队成员逆
行进驻厂房，确保了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观测卫
星 ASO-S 卫星的发射节点。2012 年
“悟空”
号在
欧洲核子中心完成了数次束流测试，为了第一时
间掌握探测器的工作状态，
“悟空”团队在欧洲成
立临时党支部。团队成员在异国他乡坚守试验现
场，
曾连续数天不眠不休，
顺利完成高能粒子束流
标定，结果显示探测器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这也是欧洲核子中心有史以来首次将中国的
卫星束流试验项目纳入其认证名录。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大气环境遥感监测技术创新先锋团队
大气环境遥感监测技术创新先锋团队面向
国家减污降碳的战略需求，自主研发系列大气
立体探测技术装备，研制了污染成分、温室气
体、气象要素高时空分辨探测激光雷达、傅立叶
红外光谱仪、差分吸收光谱仪等系统，研发了大
气复合污染关键成分的高灵敏探测设备，应用
于北京冬奥会等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和环
境效应评估，通过技术产业化支撑了国家环境
监测网络建设。
团队还成功研制高分五号 02 星多角度偏
振成像仪、主要温室气体监测仪和大气痕量气
体差分吸收光谱仪等载荷并在轨运行交付，实
现了我国大气污染气体探测技术由地基向天基
的跨越，为我国争夺环境国际话语权、打赢“蓝
天保卫战”发挥重要作用。
团队坚持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多次成立
了载荷试验队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带领团队成员们迎难而上、担当作
为，倾尽全力为系列发射任务保驾护航。近年来
共计承担了 18 颗卫星 26 台载荷的研制任务。
2020 年初，团队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改装疫区正
压实验车，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带队逆行
奔赴武汉开展了为期 3 周的大气环境走航观测
实验，获取了第一手的大气环境要素时空分布
数据。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能源地下储备科技创新团队
能源地下储备科技创新团队党支部不断定位
定标，
引导党员心系能源储备的
“国家事”
，
主动扛
起深地储能前沿技术研发的
“国家责”
，取得一系
列有显示度的成果。研发出大型油气地下储库建
造关键技术，
扩展了我国盐岩储气库的选址范围，
自主编制仿真设计软件，
打破国外软件垄断；
提出
盐岩油气储库安全运行保障技术和标准体系，保
障了油气地下储备行业的健康发展；率先开展氢
能和氦气储备前沿研究，为国家新能源和稀缺资
源安全保驾护航。相关成果广泛应用于我国能源
储备重大工程，
产生巨大经济社会效益。
团队成员共 17 人，全部为一线科研人员，
党
员 15 人，
发展对象 1 人。团队负责人、
中国工程院
院士杨春和经常激励团队成员要胸怀“国之大
者”
，
践行
“创新科技、
服务国家、
造福人民”
科技价
值观。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项、
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
出版学术
专著 6 部，发表 SCI/EI 收录相关论
文 300 多篇，
授权发明专利 40 余项。

武汉病毒研究所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抗击新冠科技攻关团队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国家生物安全
实验室抗击新冠科技攻关团队充分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党员群众全力以赴开展科
技攻关，以实际行动践行作为“国家队”
“国家
人”，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的使命和担
当，短时间内在病毒鉴定、药物筛选、疫苗研发
以及应急检测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我国
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2021 年以来，团队建立的新冠病毒小鼠和
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已支撑 20 多款疫苗和抗
体评价；与国药中生集团合作研制全球首个新
冠灭活疫苗，于 2021 年 2 月获批附条件上市；
在实验室关键防护设备的国产化研究方面实现
突破；保持武汉 P4 实验室安全、高效运行，在新
冠科技攻关及国家生物安全领域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
团队共有成员 40 人，其中党员占比达到
70%。团队先后获得中科院先进集体、全国科技
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2021 年度湖
北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实验室党支部荣获
中科院先进基层党组织，团队负责人袁志明荣
获全国科技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
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南海海洋研究所
南海珊瑚礁生态修复青年科技创新先锋团队
南海珊瑚礁生态修复青年科技创新先锋团队
以青年科研工作者为主体，围绕南海珊瑚礁生态
修复这一重大科技问题和国家需求，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坚守科研一线，开展攻关工作，促进
了我国在珊瑚礁生态修复领域的理论与技术创
新，形成一套适用于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与人工
修复的技术体系，
在维护南海生态安全、
国土安全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团队在系统揭示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现状
和动态变化特征，甄选造护礁关键生物，突破珊
瑚、贝类、钙化藻、海草、益生菌等多种造护礁生
物的繁育、移植和养护技术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在南海珊瑚礁生态系统近自然修复工程示范和
南海砗磲资源生态增殖示范等重要海洋生态工
程构建工作中发挥青年核心骨干作用。
团队成员取得多项成果，发表了包括《自然》
封面文章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
论文，
多名团队成员获得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
就奖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团队的核心力量由中科院热带海洋生物资源
与生态重点实验室第一和第二党支部的党员群体
构成，
人员占比 80%。团队高度重视党建与科研工
作的融合，
在组织领导下，
党员始终冲锋在科研任
务的第一线，
在出海调查、
试验攻关和生态建设中
勇挑重担，
做科技创新突破的领头雁。

地球化学研究所
欧阳自远月球地质演化与数字地质图研编科技攻关突击队
欧阳自远月球地质演化与数字地质图研编科
技攻关突击队基于月球是一个以内外动力地质作
用并重演化的星球这一基本特征，构建了基于动
力学演化的
“三宙六纪”月球地质年代划分方案，
建立以成因机制为划分基础的构造和岩石类型
分类体系，制定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球地
质编图技术要求和规范，完成了目前精度最高
的 1250 万全月球数字地质系列图，
建成了数字
月球云平台原型系统。
在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员共发表相关研究
论文 270 余篇，1 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2 人获得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
家奖。团队曾于 2017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创新交
叉团队项目的支持，并在 2021 年的终期评估中
获得优秀。
团队党员占比 63%，团队负责人刘建忠研究
员是地化所月球与行星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结
合研究任务的特点，
团队从建立之初就把
“不计得
失、
矢志报国、
集智攻关、
团结协作”
的精神作为座
右铭，并用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的先进事迹强化
团队党员的党性意识，
增强队伍团结协作、
攻坚克
难的勇气和力量。十年来，团队保持旺盛的战斗
力，
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为我国月球探测和科学研
究事业做出贡献。

国家授时中心
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时频系统科技攻关团队
中国空间站
“梦天”
实验舱时频实验系统是目
前世界精度最高的空间时频系统，也是目前空间
站结构最复杂、
研制难度最大的实验系统之一。其
在轨运行将意味着世界上第一台空间光钟的诞生。
为保证项目完成，国家授时中心成立了一
支由 74 人组成的科技攻关团队，其中党员 43
人。该团队在首席科学家张首刚带领下，突破了
内加热原子炉、小型 Zeeman 减速器、磁场补偿
系统、高可靠光晶格及原子荧光探测系统等一
系列关键技术，圆满完成项目研制任务。
2022 年 4 月，项目研制到了关键阶段，面对
时间紧、任务重和疫情影响等困难，国家授时中
心党委组织成立由科研人员、项目管理和后勤
支撑人员共同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发扬老一辈
授时中心人“淡泊名利、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科
技报国”的“326 精神”。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团
队圆满完成系统联试和交付任务。未来，该系统
将为建设世界领先的天地融合、立体交叉的国
家授时体系作出重要贡献。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磨损与防护创新团队

围绕国家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国际空间
站、火星探测等对先进润滑材料的应用需求，磨
损与防护创新团队突破一系列技术瓶颈，创制
光电技术研究所
出系列固体润滑材料，成功应用于“长五 B”火
姜文汉大望远镜突击队
箭和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有力保障了我国空
间站成功在轨运行；承担了所有机构和关键位
大口径光电成像望远镜位于祖国的西陲边
置的润滑防冷焊处理，助力五星红旗首次在月
疆。为完成大口径光电成像望远镜攻关项目，光
球独立展示；研发的 30 余种特种润滑密封材料
电所组织成立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文汉冠名的
成功应用于各种关键型号装备。
姜文汉大望远镜突击队，驻守在海拔 4500 米外
团队设立党总支，下辖三个党支部，按照
场进行试验。
“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将党建工作与科
在零下 35℃的极低温作业环境下，突击队队
研同谋划、同布置、同推进、同考核。团队认真学
员面临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突击队党支部
习陈绍澧、党鸿辛等研究所老一辈科学家求真
书记魏凯患有心肌肥大伴心动过速疾病，但为了
务实、报国为民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新时代科
项目顺利推进，
他坚持带药上高原，
多次戴着氧气
学家精神，提振科技人员精气神。针对工作特
瓶坐着睡觉。党支部副书记张程主动请缨，
带领第
点，团队积极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探月
一批队员冲上海拔 4500 米的高原，
和队员一起在
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
零下 35℃的严寒天气下顶着七八级大风抢时间、 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的重要讲话精
赶进度。1997 年出生的年轻小伙儿鲜鹏程在装调
神，引导团队成员牢记创新科技、报国为民的初
途中鼻子出血不止，在车程两个多小时的县医院
心使命，勇攀科技高峰。
用止血材料紧急处理后，坚持把系统电缆阶段性
在对空间站太阳翼固体润滑薄膜材料的研
布置完毕，
才回成都进行手术。
制中，团队成员团结协作、集智攻关，夜以继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大望远镜团队突破多
开展工作，连续两个春节均在实验室度过，最终
校正器级联校正技术，将望远镜对大气视宁度要
提前完成攻关，为空间站相关运
求降低 1 倍。队员们连续高原作业近 200 天，
建成
动机构中 300 余件零部件提供
了大口径光电成像望远镜，图像分辨率接近望远
固体润滑处理。
镜衍射极限，
清晰成像能力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彭加木突击队
彭加木突击队现有成员 36 人，共产党员占
61%，
党员模范带动作用强。他们继承和弘扬彭加
木、
夏训诚等老一辈沙漠人的科学精神，
从罗布泊
到塔克拉玛干，从策勒流沙治理到沙漠绿色走廊
建设，
勇于解开沙漠之谜，
持续创造治沙佳绩。
自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所成立以来，攻关团
队薪火相传，三代治沙人扎根边疆，艰苦奋斗，
接力为新疆沙漠化防治贡献青春。进入新时代，
突击队副队长李生宇研究员 5 年时间申请发明
专利 30 余项，创新防沙治沙新材料，攻克了强
风沙地区公路沙害防治技术，并成功用于 S214
省道防沙实践；突击队副队长高鑫研究员，作为
团队引进的留法人才，毅然扎根塔克拉玛干沙
漠这片“沙丘博物馆”，组建了风沙地貌与风沙
物理研究小组，产出丰硕成果，本人也成长为承
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目前，彭加木突击队面向干旱地区可持续
发展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新时代新
疆防沙治沙的新格局，发现了沙丘发育及风沙
致灾的新机制，创新了统筹防沙治沙与沙产业
发展的新体系，并推动了中国荒漠化防治技术
的应用和走出国门。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学本科教书育人团队
在本科生教育起步阶段，物理学本科教书
育人团队教师缺乏本科生课程教学经验与实
践。在新的教学任务挑战下，团队党组织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开展多项工作，在短时间内组
建了一支思想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的团队，初步
形成物理学本科教育体系。在教师党员的模范
带动下，团队多位科研能力突出的杰青、优青等
国家级人才陆续参与到本科教学中，连续两年
获评多项教育教学成果奖，实现了科研优势向
育人优势的转化。
团队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强化科技报国
和使命驱动教育，激发学生科学报国热情。中科
院院士向涛讲授《量子力学》，中科院院士欧阳
钟灿讲授《软物质物理》，他们分享科研心得和
教学经验，展示了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
神。课程教学之外，多位党员还分别担任本科生
班级的科学家 / 青年班主任，引导学生更好开
展大学生活，做好学业规划。
经过团队的辛勤努力，物理学专业形成了
科教融合、厚基础重实践、师生比高的本科培养
特色，并于 2019 年入选“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并成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计划 2.0 基地。2022 年，团队入选第二批“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光源工程攻关团队
合肥光源工程攻关团队源于 1978 年 2 月中
科院批准立项的同步辐射加速器预研项目技术
攻关团队。自创建起，
团队敢为人先、
开拓创新，
建设了我国第一台专用同步辐射装置——
—合肥
光源。后者通过两期重大升级改造，
成为国际上
目前运行最好的二代光源。团队坚持用户为先理
念，支撑我国用户解决重要科学问题，多次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二等奖等重大奖项。
面向未来，团队 2017 年启动低能区第四代
—合肥先进光源的预研，经过
同步辐射光源——
三年多刻苦攻关，圆满完成任务，全面掌握第四
代光源关键核心技术，为“十四五”期间建设合
肥先进光源奠定基础。
团队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领衔团
队的两位院士为中共党员，20 多位高层次人才
中党员占比达到 60%。团队薪火相传、为国铸
器，举办“致敬前辈科学家”的王淦昌大讲堂、
“弘扬科学工匠精神”的党建课堂、
“为未来科学
发展擎灯明路”的启明论坛。团队所在的国家同
步辐射实验室入选中宣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陈欢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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