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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共和国
“地下钢铁长城”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铸盾先锋钱七虎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历年榜单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于 1999 年设立，每年授
予人数不超过 2 名。2000 年度至 2017 年度，共有
29 位专家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0

吴文俊，数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袁隆平，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2001

黄 昆，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
王 选，计算机应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

2002

金怡濂，计算机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3

刘东生，地球环境科学专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王永志，航天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研究员。

2005

叶笃正，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吴孟超，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2006

李振声，小麦遗传育种专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研究员。

2007

闵恩泽，石油化工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吴征镒，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2008

王忠诚，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教授。
徐光宪，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
大学教授。

2009

谷超豪，数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
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
孙家栋，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2010

师昌绪，材料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王振义，血液学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
授。

2011

谢家麟，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吴良镛，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
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2012

郑哲敏，力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
员。
王小谟，雷达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2013

张存浩，物理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程开甲，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研究员。

2014

于 敏，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2016

赵忠贤，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屠呦呦，药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
员。

2017

王泽山，火炸药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侯云德，分子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
所研究员。

聚力科创
打造双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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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志报效国家
他让钻地弹遭遇钻地难
今年 82 岁的钱七虎历经磨难。1937 年 8 月，淞沪
会战爆发，
他的家乡江苏昆山饱受战乱困扰，
人民流离
失所。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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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豪气，
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急国家之所需
他在炮台山创造世界爆破史上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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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常之奖，
缘于非常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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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单位提出采用
“沉管法”
的建设方案。但钱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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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动态

2019科技创新人才（周庄）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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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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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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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1 月 7 日，由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
心、中科昆山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办，周庄
研学众创中心、苏应创客空间、圆梦水乡周庄
众创空间、江苏省科技镇长团、昆山远望谷物
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苏州创典产业园管理有
限公司承办的 2019 科技创新人才（周庄）论坛
举行。
此次论坛以“聚力科创，打造双创平台新
生态”为主题，汇集了国内科技领域、投资领
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载体平台建设
者、产教融合先行者等社会各界人士 100 多
人。他们齐聚周庄，
纵论创新、激荡智慧，
共同
分享科创盛宴，谋求周庄科技创新、人才培育
发展之路。
近年来，周庄镇高度重视科创工作，着力
做好科技管理和企业创新服务工作。中科昆
山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通过官办民营方式，
建
立了“官办民营+筑梦双创”运营机制；建设
“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
创新链条，
针对
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
促进不同阶段企
业健康发展；健全“筑巢+引凤+助凤腾飞”服
务体系，面向在孵企业提供精准化、差异化服
务。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的创客空间探索
建立了一条集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孵化—
研究”的全链条式工作模式，为广大创客提供
全方位的创业培训、指导、咨询、孵化等全链条
服务。

引领学科发展
他把中国智慧变成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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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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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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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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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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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昆山科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C 智造项目日前建成投产。据
了解，科森 3C 智造厂房面积 5.7 万平方米，引
进国内外先进设备 908 台（套），可年产 3C 电
子消费品精密金属结构件 9000 万件、医疗器
械结构件 450 万件。
记者 周 舟 摄

111 集团与市卫计委签订
互联网医疗项目框架协议

探索互联网
医疗创新模式
本报讯 1 月 4 日，111 集团与市卫计委签
订互联网医疗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携手探
索互联网医疗创新模式。
作为互联网医药健康行业的领头羊，111
集团去年 9 月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中国
互联网医药健康赴美上市第一股。111 集团
已构建了由 B2C 医药平台“1 药网”
、互联网医
院“1 诊”和 B2B 医药平台“1 药城”三大业务
组成的互联网医药健康生态闭环。
“1 药网”注
册用户超过 1500 万，
“1 药城”服务药店超过
13 万家。目前，111 集团旗下“1 药网”和“1 药
城”华东运营中心已落户花桥，主要从事药品
的零售和批发业务，
服务范围覆盖华东区域。
依托 111 集团在云平台解决方案、智能供
应链、大数据、医疗专业能力构建的内核优
势，华东运营中心致力于用互联网的思维方
式，切入数字和移动医疗健康领域，解决周边
老百姓“看病难、买药贵”的问题，为社会创造
更大的价值。
框架协议签订后，111 集团将在昆山设立
线下医疗机构，依托实体开展互联网医院业
务，以此作为切入点探索互联网医疗创新模
式。111 集团还将利用智能供应链、云平台解
决方案、大数据、医疗专业能力等核心优势，
依
托强大的药品供应和药事服务体系，
为昆山区
域内的医疗机构、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提供基
于互联网的运营服务。
111 集团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长于刚博
士表示，111 集团将利用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
及深耕多年的行业经验，
携手昆山探索互联网
医疗创新模式，
为患者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
就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