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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不干，一事无成；只干不

想，事倍功半；既想又干，事半功倍。

人生格言

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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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炎：碧海行舟梦不还

张炳炎（1934.10—2012.8），海洋调查船专家，山东
庆云县人。1960年于原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结业回
国，历任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技术员、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舰船研
究设计，参加和主持设计的各型舰船多达50余型，并完
成多项科研课题和调查船设计标准。他作为研发者和总
设计师主持研究设计建造的“向阳红5”号远洋调查船、

“向阳红10”号大型综合远洋调查船、“700TEU”格栅式
全集装箱船、“向阳红21”号远洋电子调查船、“世昌”号
国防动员船、“东方红2”号综合海洋实习调查船、“中国
海监83”船和“海洋六号”天然气水合物综合调查船，以
及南极综合科学考察破冰船的研究设计和改装等，都是
国内首次自主研发的开拓性系统工程。

荣获“研究生优秀导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以
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奖项共 30余项，于 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简 介
敢为天下先

张炳炎高中毕业时，在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
栏里写下“造船”两个字，在第二志愿栏里又写下

“造船”两个字，在第三志愿栏里写的还是“造船”
两个字。高考成绩优异的他，被选拔为赴前苏联
留学生，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取得了门门主课优
异的成绩。

如果把一条船比做一个生命，那么总设计师
就好比是这个生命的造物主，从构思开始，这条
船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公里航程都牵动着总设
计师的心。张炳炎的心，从幼时探亲归途中望着
滚滚长江里屈指可数的几艘旧船和买不到紧张
船票的那一刻起，便系在了那些乘风破浪的船
上，并一系就是一生一世。

上世纪七十年代，张炳炎创造性地解决了远
洋调查船的工作与抗台风对船的稳定性和耐波
性要求、大功率发信与收信的电磁兼容、大功率
水声试验长期供电、大型直升机上船的机船结合
等高难问题，他担任总设计师的“向阳红 5”号曾
多次遭遇强台风并驶入台风眼，均安然返航，“向
阳红 10”号集海洋气象和远洋通信保障任务于
一船，经受了每秒 64米以上风速 17级超强台风
的特大南极气旋突袭的考验，在国内外造船领域
开下先河……在张炳炎的造船生涯中，创造“第
一”“首次”“传奇”无数，除了扎实的技术功底，靠
的正是敢走自己的路，敢为天下先。

2006年3月23日，经原国防科工委、交通部、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等 14 家单位共同评选，四艘
军舰、四艘民船以及两艘科学考察船一并获得了
中国造船史上第一次国家名船评比的最高荣誉。

其中的一艘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我国自行设
计建造的首艘大型综合海洋科学考察船，同时作
为我国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保障船之
一，这艘船肩负着重要使命。根据国内外船舶的
常规分类，承担上述任务的船只应分别为海洋调
查船、天气船和通信船等 3 种不同类型的专用
船。但是，由于当年资金紧张，必须将 3种船舶的
功能集中到一艘船上。这对船舶设计单位与建造
部门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该船的功能要
求涉及众多领域和学科，其中许多技术项目在当
时都属于国内空白。而且这样复杂且大型的多功
能船，不仅国内没有先例，就连国外也未曾尝试
设计建造过。

这就是“718远洋调查船”，又称“向阳红 10”
号，它的总设计师就是张炳炎。回想起从构思方
案到施工设计的 1800 个日日夜夜，老人心中总
是感慨万千。

调查船肩负的任务复杂多样。在设计过程

中，张炳炎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必须将两个相
互抵触的庞大气象保障系统和全天候超大功率
短波远洋收发通信系统设于一船，这种设计当时
在国内外没有一个先例。

张炳炎提议将天线分别设置在两个不同的
区域。艏部为发信区，设置主要发信天线；艉部为
接收区域，主要设置各部分的接收天线。设计人
员采取屏蔽的分区设置与屏蔽措施，使收信和转
信天线设在发信遮蔽区，发信天线尽量远离生活
区和其他设备。由于无先例可循，这一系列防电
磁干扰措施的效果如何，无人敢打包票。但事实
证明，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气象保障可靠，通信联
络没有一丝差错，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准确。

“向阳红 10”号上的实验室有近百间，仪器
设备近 9000台，还有一架“超黄蜂”型直升机。极
高的平衡能力是远洋船设计时要面临的又一个
巨大技术难题。张炳炎说，液压机组是平衡船舶
的关键，“我当时想到，在船里建造两个上下相连
的水舱，可以注几百吨水。风浪小时，水集中在上
舱，重心高了，船身稍有倾斜，马上就能回复；风
浪大时，将水放到下舱，重心低，船体就稳，摇摆
就不会太厉害。”“向阳红 10”号在南极海域执行
任务时，遭遇到了特大南极气旋，风速达到 64米
／秒，海面上的涌浪高达 12米以上，拍落到甲板
上的水有齐腰深。

但再大的船对于海洋来说都是一叶小舟。

“向阳红 10”号在狂风巨浪里跑了足足一天一夜
之后，张炳炎开始着手编制“海洋调查船特殊抗
风力要求”的船舶行业标准，并于 1994年正式颁
布实施生效。“做这样的事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
这样一来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但这
也促使我特别下功夫钻研相关问题。”张炳炎说。

实事求是

敢为天下先，在张炳炎心中有一个前提，那
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张炳炎常常向人讲起一件
事：以前我国从国外购买成套设备运回国内组
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小段加工好的圆管子被
压扁了，设备部件运到国内组装时，就把那段压
扁的管子装上了。后来，该设备改由国内制造，部
件中的那段管子仍被依葫芦画瓢压成扁的。再后
来，时间一长，做的设备多了，发现把前道工序里
做成的圆管子压成扁的，除了白费工外，没有任
何实际作用，也就不再压了。张炳炎说：“这件事
虽然听起来可笑，但扁管子确实是做了多年。举
这样的例子，不是说做这件事的那么多人都有多
么愚蠢，而是说我们的思想被束缚了。”他认为，
前人的经验、包括他们设计的设备，确实有其妙
处，但也难免存在需改进的欠缺和疏漏之处，科
技人员只有在思想上消除诸如“管子必须是扁
的”这样无形的束缚，创新思维才能真正得到充
分发挥。

同类的例子张炳炎信
手拈来：“雪龙”号极地科
学考察船第一次去南极，
由于船大，而需要装运的
东西少，在做准备工作时，
船长提出装 2000吨石子压
载，并已经上级领导批准，
希望张炳炎给他们做个施
工方案。对于张炳炎来说，
这 当 然 是 件 比 较 简 单 的
事，但他考虑到如果因为
第一次装了石子压载，以
后“雪龙”号年年去南极，
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装，那
如再需装其它东西，就有
问题了。因此，他提出，装
石子压载工程量大，所需
经费多，虽然解决了船的
稳性方面的问题，但对船
体结构不利，而且面临保
养维修困难等问题，希望
能让自己做些分析研究和
计算后，再确定采取什么
措施。最终，张炳炎周全地

作出了利用原船已有的油、水和海水压载调整装
载状况的方案，并说服了船长，同意不装石子
压载。

又如：有一艘国外设计建造的专用船，为了
做到不用压铁而平衡船的状态，将一些重型高压
空气压缩机设在了主机舱之前，而需要使用高压
空气的设备设在主机舱后部，这使一些高压空气
管道需穿越主机舱，“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用
气设备。这样，不但高压气管穿越机舱困难，施工
复杂、要求高，耗费昂贵的管材，而且存在安全隐
患。他和同事在设计新船时，重新权衡利弊关系，
改变传统观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于经验与
实践的关系，张炳炎有着深刻的理解：“经验这个
东西，人人都有，但不能只抱着个人的不放，也不
能把别人的看成‘万能的法宝’。有些问题，看上
去是个学术问题或者认识问题，却夹杂着许多其
他方面的因素，如何去伪存真、去渣取精，不是一
下子就能弄明白的易事，需要加强学习研究。相
信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事情总会办好。”

求取真知

相信第一手资料，到实地现场求得真知、探
索真理是张炳炎长期工作中显著的方法和品格。

1992年，为了收集南极科学考察破冰船的第
一手资料，受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委托，当时已

年近花甲的张炳炎不顾胆结石病发，毅然参加了
我国第 8 次南极考察队。“去南极考察是一次十
分难得的机遇，对于观测极地的洋流走向，能取
得宝贵的感性认识。”深知此行重要性的他，在考
察的 129 个日子里，珍惜每一天，度过了无数个
不眠之夜。南极的天气寒冷严酷，考察船经历了
12 级以上风浪的考验，在汹涌的浪尖上颠簸前
行。一次，为了掌握西风带中航行的海况，张炳炎
硬是在船剧烈的摇摆中，一步一步艰难地登上了
驾驶室，仔细观察，详细记录，与风浪搏斗了两个
多小时，终于取得第一手资料。当船驶进浮冰区
后，他又顶着南极刺骨的寒流，多次往返于船头
与船尾之间，仔细观察浮冰对船体的撞击情况。
为了更多获取撞击的相关材料，他甚至冒着坠海
的危险，把身体倾向船舷，摄下了一组组珍贵的
镜头。在考察空隙，他还积极参加帮厨、与船员一
起执勤等工作，受到考察队全体队员和船员的尊
敬和好评。

当考察告一段落开始返航时，按年龄职称，
张炳炎完全可以直接乘飞机回国，但他坚持乘船
返程——因为他还要在船上观测整个南极大洋
的洋流走向。同事们劝他，飞机比船安全快速，他
却说：“如果出现危险，遇险牺牲了，也是为了科学
而献身，是值得的。”回国后，他结合考察提出了我
国研制破冰船的关键技术攻关课题，完成了两型
南极综合科技考察破冰船方案的研究论证和方案
设计，填补了我国研究设计破冰船的空白。

作为著名船舶设计专家，他还倾心海洋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撰写了《中国海洋生态问题
与对策》，前瞻性地提出“善待海洋、治理污染、保
护生态、持续发展”的理念，呼吁把开展海洋开发
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加强对濒危种群的保护。

记者 陈怡

1993年 12月，丁大钊、方守
贤、冼鼎昌三位中科院院士建议

“在我国建设一台第三代同步辐射
光源”。

1994年 3月 10日，中国科学
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向中国科学
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关于
在上海地区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
光源的建议报告》。

2003年 7月，中国科学院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国家发改委上
报了上海光源工程项目建议书。

2004年 1月 7日，国务院第
34次常务会议批准通过了上海光
源工程项目建议书。

2004年 7月 28日，中国科学
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文，成
立了上海光源工程领导小组、工程
指挥部、工程经理部和工程科技委
员会。

2004年 12月 25日，在浦东
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举行上海光

源工程开工典礼，正式破土动工。
2007年 5月 15日，开始直线

加速器调束并在当天出束。
2007年 9月 30日,增强器启

动调束，2007 年 10 月 5 日电子束
流被升能至 3.5GeV 的设计能量，
2007 年 10 月 30 日 成 功 实 现 了
3.5GeV电子束引出。

2007年 11月 30日，首批全
部 7 条光束线站前端区设备安装
完成。

2007年 11月 9日，储存环安
装全部完成。2007年12月21日，储
存环启动常温高频腔方案调束并
成功实现了束流多圈循环。12月24
日，成功实现了3GeV电子束储存。

2009年 4月 29日，上海光源
工程竣工开放典礼。5月6日，上海
光源首批线站正式对用户开放。

这里是科学家们一展身手的舞

台，这里是科研成果喷涌而出的源

泉，这里是科技产业呱呱坠地的摇

篮，这里是不为公众所熟知的实验

室。在上海，各种学科、各具特色的

实验室，在各类科技人才的领导下，

铸就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科学基

石。本栏目将带领读者，走进实验

室，一睹科技人员的风采。

开栏寄语

上海光源总投资 14.3亿元。它由 432米周长
的储存环、150MeV直线加速器、3.5GeV增强器、
首批 7 条光束线站，以及配套的公用设施等组
成，包含高频、磁铁、电源、真空、束线光学等 20
个技术系统。上海光源有各类设备 3000多台套，
超高真空管道 1000多米长，设备控制通道 15万
个，总配电功率20MVA。

上海光源具有建设 60 多个光束线站的能
力，可以提供从红外到硬X射线的广谱同步辐射
光，具有波长范围宽、高强度、高亮度、高准直性，
高偏振与准相干性、可准确计算、高稳定性等一
系列比其他人工光源更优异的特性，可用于生命
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凝聚态物
理、原子分子物理、团簇物理、化学、医学、药学、
地质学等多学科的前沿基础研究，以及微电子、

医药、石油、化工、生物工程、医疗诊断和微加工
等高技术的开发研究。其优势在于：

●性能价格比高：储存环的能量 3.5GeV，在
中能区光源中能量最高，性能优化在用途最广的
X射线能区。利用近年来插入件技术的新进展，
不仅可在光子能量为1~5keV产生最高亮度的同
步辐射光，而且在5~20keV光谱区间可产生性能
趋近 6~8GeV 高能量光源所产生的高亮度硬
X光。

●波长范围宽：从远红外直到硬X射线，且
连续可调。利用不同波长的单色光，可揭示用其
它光源无法得知的科学秘密。

●高强度：总功率为 600千瓦，是光机的上
万倍。高强度和高通量为缩短实验数据获取时
间、进行条件难以控制的实验，以及医学、工业应

用提供了可能。
●高亮度：其亮度是最强的 X 光机的上

亿倍，主要光谱覆盖区的光亮度为 1017-1020
光子。高亮度为取得突破性科技成果提供了
高空间分辨、高动量分辨和超快时间分辨的
条件。

●优良的脉冲时间结构：其脉冲宽度仅为
几十皮秒，可以单束团或多束团模式运行，相邻
脉冲间隔可调为几纳秒至微秒量级，能为研究
化学反应动力过程、生命过程、材料结构变化过
程 和 大 气 环 境 污 染 过 程 等 提 供 正 确 可 信 的
数据。

●高偏振：上海光源在电子轨道平面上放出
的同步光是完全线极化的，而离开电子轨道平面
方向发射的同步光则是椭圆极化的，因而是研究

具有旋光性的生物分子、药物分子和表现为双色
性的磁性材料的有力工具。

●准相干：上海光源从插入件引出的高亮度
光具有部分相干性，为众多前沿学科的显微全息
成像分析开辟了道路。

●高稳定性：可以长时间提供稳定束流，光

束位置稳定度达到亚微米水平。
●高效性：可建设近 60条以上光束线站，给

用户的供光机时将超过 5000小时/年，每天可容
纳几百名来自海内外不同学科领域或公司企业
的科学家、工程师，夜以继日地在各自的实验站
上使用同步辐射光。

上海光源建成后，立即开始了高水平、
高强度的开放运行，作为国家大型科学研究
平台，上海光源每年运行超过6500小时，其
中实验供光约 5500小时，其对我国科技发
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正随着时间不断显现，已
经成为多个学科领域前沿研究和高技术研
发不可或缺的实验平台。

上海光源已累计执行用户研究课题
3614个，涵盖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环境科
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用户来自全国278家
单位（高校 134、研究所 99、医院 18、公司
27），共计 14118 人次、5470 人。上海光源
应用广泛、用户成果显著，已发表研究论文
近 800篇，其中，SCI一区论文 158篇，包括
Nature、Science、Cell三种国际顶级刊物论文
20篇。

●TAL效应蛋白特异性识别DNA的结
构基础

清华大学颜宁研究组和施一公研究组
合作解析出TAL效应蛋白特异性识别DNA
的结构基础，这一研究成果入选 2012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该项研究中的 TAL
效应蛋白 dHax3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正是
利用上海光源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光束线站

（BL17U1）来实现解析的。他们的研究清晰
揭示了 TAL 效应蛋白特异识别 DNA 的机
理。结构还显示RVD这两个残基中只有第
二位的氨基酸才与碱基特异识别，从而使得
设计新型 TAL 效应蛋白序列更加简便。结
构比较还展示了TAL效应蛋白的类似于弹
簧的伸展性。这些结构信息提供了 TAL 效
应蛋白的改造基础，极大地拓宽了 TAL 效

应蛋白在生物技术应用上的前景。相关研究
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2009甲型H1N1流感病毒蛋白结构
研究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研究组
利用上海同步辐射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光束
线站（BL17U1），在国际上率先解析了 2009
甲型H1N1流感病毒典型毒株血凝素（HA）
和神经氨酸苷酶（NA）的晶体结构，为预防
和控制其进一步传播提供科学依据。HA与
NA是病毒表面两类重要的囊膜蛋白，对于
揭示特定病毒株的致病性、疫苗与药物研发
等具有重要意义。对 2009HA结构的分析发
现它与 1918年大流行HA的整体结构以及
抗原位点高度相似，与季节性流感差别很
大，推测2009HA可被1918流感患者或病毒

携带者的血清中和，该观点解释了年轻人对
2009甲型H1N1流感易感，而老年人则有更
强的抵抗力这一现象。对 2009NA的结构分
析发现，2009NA没有“第1组NA特异性”的
150-洞，由此推测针对 150-洞的药物对于
2009甲型H1N1流感病毒效率减弱甚至无
效。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细胞·蛋白
质》和《自然》子刊上。

●新型铁基超导体研究
中科院物理所孙力玲研究组与美国卡

内基研究院地球物理实验室毛和光院士等
合作，利用自行研制的高压—低温—磁场联
合测试系统对新型铁基硫族化合物超导体
进行了系统的高压原位输运性能和磁性能
的研究，发现了在高压下铁基超导材料重新
获得超导电性的新现象，开启了新的研究领
域。为了澄清压力驱动的超导再现是否与压
致晶体结构的变化有关，利用上海光源硬X
射线微聚焦线站（BL15U1），得到了晶体结
构与压力间的直接实验证据。这一结果不仅
对理解这类新型铁基硫族化合物超导体的
超导机制和探索新的超导体提供了启迪，同
时，也为进一步开展高温超导体超导机理的
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该项研究结果发
表在《自然》杂志上。

照亮中国科学的上海光源照亮中国科学的上海光源

 大事记

上海光源推动学科前沿研究

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张衡路239号前的马路上，竖立
着禁止大型车辆行驶和禁止鸣笛的标牌。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
个：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科学工程——上海光源，营造一个安静环
境。在这个外形酷似鹦鹉螺的建筑里，第三代中能同步辐射光源
正在对中国的科学界与产业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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