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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公派出国，受国外
的先进科学研究理念熏陶多年，但是面对
国外更优异的科研环境和高薪机会，他从
来没有想要留下，他说，那不是家。

回国后，他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
将自己在国内外的全部所学倾囊相授，培
育出一个又一个化工领域的接班人。他
说，他最大的成就感是看到学生在专业领
域做出很好的成绩。

成为校长后，面对有限的资金，他将
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却毫不吝惜将大笔
经费投入科研设备仪器和引进人才，只为
让承载未来化工希望的创新种子在校园
生根发芽。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
学校长谭天伟。

出国学长技，归国展宏图

谭天伟常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说一
句话，“视野有多大，事业就能走多远”。
这是他出国留学期间最深刻的体会。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清华大学
学习的谭天伟幸运地获得了公派留学的
机会，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被派往德国学
习生物化学专业。

德国的导师非常严谨，很看重选题的
挑选。有一次，谭天伟为了研究一个选
题，埋头做实验两个多月，当他终于成功
并兴冲冲地将成果拿给导师看的时候，导
师却劈头盖脸浇下一盆冷水，“这个选题
在经济上不可行”，说着就把他的研究报
告扔进了废纸篓。

谭天伟从此长了记性，并对导师的话
铭记在心：做科研就要考虑能否应用于工
业化。正是这句话成为谭天伟此后做研
究的重要指南。

在国外的学习经历，仿佛为谭天伟打
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然而，尽管心
中被获取知识的满足感充斥，但他却并不
快乐。

“那时国外对我们似乎总带有某种偏
见，我去实验室想要使用一个比较高端的
仪器，管理仪器的人就会用怀疑的口吻
问，你到底有没有经过培训？”如此种种，
让谭天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学成归国成为谭天伟心头所念，“祖
国正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我要将自己所学
带回去，振兴祖国的化工产业”。

不惧条件苦，“抠门”搞科研

回国之后的谭天伟同时收到了清华
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的工作邀请。如果

选择清华，不但经费充足，还有自己导师
的支持，但正因为这样，谭天伟担心到时
候自己不需要思考，失去拼劲。

最终，他选择了北京化工大学。
1993 年，谭天伟以博士后身份来到

北京化工大学。“当时，学校实验室条件有
限，刚进了一批好的仪器设备，而化学实
验主要靠仪器，谁管理这些设备就意味着
能有更多的机会做实验。当时学校领导
尽可能地给我最大的支持，主动让我管理
这些仪器。”

虽然得到了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但当
时学校的实验经费仍然非常紧张。包括工
资在内，谭天伟一年只有 2 万元经费。为
做实验，他不得不精打细算，将自己在国外
留学期间所攒的积蓄都拿来搞科研。

一次，谭天伟购买了一批实验药品，
要去北京海慧寺附近提货。因为药品中
有些是化学品，提货时要求必须有交通工
具。公共汽车不允许危险化学品上车，打
车则要五六十元，对于工资只有六七百元
的他而言，还要攒钱做科研，根本不舍得
把这么一大笔钱用在打车上。

但是药品终究要拿回来，谭天伟一跺
脚，索性自己蹬着三轮车去！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北京交通还极为不便，三环路刚
开始建设，从学校到取药品的地方即使现
在也要 20 多公里，何况当时还是极为难
走的土路。谭天伟一大早起来，到中午才
到地方，匆匆吃了碗面条，提了货又蹬着
三轮车回来，经过三四个钟头才大汗淋漓
回到学校。

直到现在，谭天伟做了北京化工大学
校长，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是他秉持和宣
扬的。学校古朴的教学楼不曾花重金翻
新修建，倒是实验室在不断地增添新的设
备，不断有海外人才被高薪引进，科研力
量逐日增强，教学质量日益提升。

小事踏实做，敢于为人先

谁能想到，如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
京化工大学校长曾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书
记员。

当年，谭天伟刚到北京化工大学，因
为没有名气，很难争取到大的项目。当时
恰逢化工部搞 95 攻关论证会，校长就极
力推荐谭天伟参加。那时的谭天伟没有
资格参会，他的任务就是记录会议情况，
兼给专家端茶倒水。他一字一句地整理
好会议笔录，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得到了
专家们的认可，也让他得到了更多的参与
机会。

“人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
未来才能做大事。”谭天伟说。

起步之后，谭天伟争取到的第一个重
大项目是关于提取维生素 D 的原料麦角
固醇。凭借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
场以及精彩的专业表述，他顺利进入了最
后两个名额的争夺。

“需要多少钱？”台下专家问，谭天伟
有点懵，该要多少他并不知道，他也不知
道当时有 100 万的项目经费。“40 万。”谭
天伟脱口而出。“这么点钱能做这个项目
吗？”“能！”谭天伟说得斩钉截铁。最后投
票谭天伟以两票的领先优势拿下了项目。

拿下项目对谭天伟的考验才刚刚开
始。1996 年该项目起步时，日本已经对
维生素 D 研究了几十年，该想的招都已经
被他们研究得非常透彻了，要超过日本的
研究方法，难之又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谭天伟带着学生
去青霉素提取车间，看着大量的青霉菌
被作为废料倒掉，当时谭天伟就想，能不
能用青霉菌提取麦角固醇，“日本用酵母
发酵提取，我何不换一种方法。”谭天伟
想。他带回了青霉菌，经过试验发现可
以从青霉素菌丝体提取麦角固醇，而当
时所有的科学论文都没有人尝试过用这
一种方法，谭天伟通过创新突破了瓶颈，
获得了成功。

项目结题时，谭天伟带着自己的成果
上台，所有的评委都大吃一惊。“工业化就
是要拼成本，通过青霉素菌丝体提取麦角
固醇可以让制作维生素 D 的成本大大降
低。有时候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但是再坚
持一分钟，可能就有意外的收获。”谭天伟
说。他用青霉素菌丝体提取麦角固醇的
项目获得 2002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搭好育人梯，桃李满芬芳

谭天伟仿佛随时都在给自己定位。
刚回国时，他说，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的
强项和弱项，自己比较适合做学问，扎扎
实实地教书育人，因此他选择了学校。而
当上校长以后，他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
要把北京化工大学再提升一个层次。

“北京化工大学总体来说底子薄，我
们白手起家，要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学科建
设和人才引进。”谭天伟说。他们下大力
气引进高端人才，不但为引进的人才提供
一条龙服务，连不多的几套房子都留给高
端人才。

“近年来回来的人才也变多了，但是
我们更注重真才实学，而不是学历学位，
每年来申请的海外博士二三十人，真正录
取的只有十来个。”谭天伟说。

在北京化工大学的实验室，有成套的
中试装置，这在高校并不多见。“我国企业
研发能力不够，技术消化能力不够，科研
单位要做成果转化。”谭天伟说，“我们一
方面强调原始创新，另一方面要为经济服
务。我们是个行业高校，要对产业负责，
要把行业技术做好。中国企业研发力量
与国外还有差距，因此，我们应该更要注
重成果转化”。

桃李芬芳，沁人心脾。谭天伟说，每
次看到自己的学生做出成绩，他都会特别
欣慰。“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刻。”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从远古至今，人类便有翱翔天空、俯瞰大

地的梦想。20 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就
是可以“遥远地感知”地球，无论是宇宙飞船
绕地球飞行，还是卫星上天，人类飞出地球的
梦想终得实现。

在“巡天问地”的征程上，有这样一位“遥
感之星”：

他有如遥感领域的布道师，引领着遥感
技术研究的方向；他作为测绘遥感信息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带头人，带领着团队不断
求索，推动着遥感高新科技产业化；他又是一
位备受尊敬的导师，桃李满天下。

正是在以他为核心的科研团体的努力
下，我国测绘科学与美国、德国并驾齐驱，稳
立世界三强。

他就是中国测绘遥感界唯一橫跨中科
院、工程院、国际欧亚科学院的“三院士”，武
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德仁。

遥望地球的求索者

遥感技术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将人类的视线、四肢、听

力无限延伸，用另一双可以无限感知地球的
“千里眼”，从遥远的太空利用传感器对地球
进行探测。

从 17 岁进入大学起，李德仁就与遥感结
下不解之缘。他长期聚焦学科前沿，带领团
队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成果，为中国奠定
了测绘技术世界三强的地位：

——由于核心元器件受制于国外，我国
遥感卫星定位精度长期停留在 300 米左右。
为此，李德仁不断在测量误差处理与可区分
性理论上进行探索，将我国光学卫星遥感影
像直接定位精度提高到 5米以内；

——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解算软件，
使我国“资源三号”卫星测图精度一举跃升为

“国际领先”；
——他还带领团队研制出支撑国家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的虚拟地球系
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够提供
数字地球系统服务的国家。

此外，他还带领团队攻克了“龙计划”雷
达遥感地表形变监测核心技术；率先提出了
3S（遥感 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NSS 和地
理信息系统 GIS）集成理论，填补了移动测量
领域的空白。如今，李德仁的团队已经先后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1项。

2012 年 4 月，李德仁赴荷兰阿姆斯特丹，
代表武汉大学领取了地理空间信息科学“全
球领袖”奖，而他本人也 5 次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但李德仁并没有满足，因为前行
的路途没有尽头，他愿意终其一生，“马不停
蹄地探索”。

落地生根的实干家

学生时代的李德仁，就有那么一种与众
不同的特质。“我读书时胆子特别大，即便是
看名家著作也会提出质疑，还经常会写成读
书体会找老师求解。”

或许，正是这种善于思考，又不盲从权威

的性格，让李德仁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上世纪 80 年代，GPS 刚刚在美国兴起，

李德仁就考虑利用天上的卫星来为地面测量
“减负”。他大胆设想，采取减少地面控制来
提高作业效率。他用从国外带回来的机载
GPS 天线，在山西的一个试验场进行试验，使
机载 GPS 航空摄影测量精度达到了 5 厘米。
后来，他还将这一研究成果应用于中越边界
和西部困难地区进行无控制测图。该研究成
果获得了 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 年，李德仁在德国访问期间，看到
汉诺威大学的研究人员将 GPS 及电子地图装
在汽车上，实现地面道路的实时地图导航，这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随即想到，如果能在
汽车上也安装 GPS、摄像头等传感设备，进行
地面数据采集，“用车代人”搞测量，效率一定
会大大提高。

“将来定会派上大用场”是李德仁对移动
测量系统的预判。回国后，他马上着手进行
理论研究，并攻克了此前一直由美国独享并
封锁的传感器位置姿态自动测定（POS 系统）
的关键技术，帮助我国率先研制出车载、舰
载、机载移动测量系统，彻底改变了以人工测
量为主体的传统测绘模式，实现天空地一体
化移动测量的历史跨越。在生产实践中，这
套系统减少了 90%的野外工作量，将工作效
率提升了 20至 30倍之多。

提起当年研发时的情景，李德仁颇为感
慨。那是在 20 年前，他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
研发移动道路测量系统。“当时，我们花了 2
万元，买回来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之后，又花
了一两万元把车子进行整修，让汽车先能开
起来再说。”李德仁说，之后，他们把传感器和
其他设备、导航电子地图都安装到车上进行
上路测试，结果显示，位置信息与实际地点完
全吻合，李德仁开心地笑了，多少个通宵伏案
的辛苦，全部丢到了脑后。

如今，这套移动测量系统已走向国际市
场，并成功地应用于城市道路测量和大比例
尺地图测绘。目前该系统已在国内外销售
200 多套，还采集了国内 300 多个城市的街
景影像，成为“绘制”数字城市的“宝贝”。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正如李德仁预测到
的，这个“宝贝”终于发挥了大作用。当时，李
德仁带领团队接手了青藏铁路全程测量项
目。他们把移动道路测量系统放在火车上，
从格尔木一直到拉萨，把沿途所有的交通标
志、铁路附属设施、道岔、路宽、桥高、铁路中
心线等设施都进行了采集，全程上千公里，采
集数据来回只用了 3 天时间。移动测量在人
工作业艰苦且效率很低的青藏高原上，展示
出了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随后的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新中
国成立 60 周年等大型活动上，移动测量系统
均表现完美。最终，这一创新成果获得了国
家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07 年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智慧生活的追梦人

“数据也许是冰冷的，但我希望通过这些
数据，为人们带来温暖的生活。”这位国际测
绘界的杰出科学家，为百姓能早日享受高科
技成果，也为他的“智慧中国梦”，仍在遥感数
字世界中孜孜以求。

未来的遥感世界有多神奇？
面对记者的提问，李德仁笑得很开心，

“过去讲，‘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遥
感世界里，这还不行，有遥感大数据来帮忙，

‘秀才不出门，能做天下事’。”在李德仁的设
想中，未来，卫星遥感网将与手机上的地图网
关联在一起，不仅提供初级的地图服务，而且
可以通过时空数据提供实时服务，到时候，手
机将变成老百姓的私人智能助理。

具体来说，原来，遥感只能进行森林、土
壤等自然要素的研究，现在则可以通过分析
人们的社会活动找寻规律。

“比如，未来，手机可以记录我每天的活
动，它能区分出我是一个整天待在家里的宅
男，还是一个每天都会去操场跑步的运动达
人。又比如，我是个老人，一旦我在散步时倒
在地上，三五分钟后，手机就会自动拨打 110
说：‘我的主人现在在这个地方摔了一跤，已
有 5分钟没动。’”李德仁举例说。

这样的神奇只是空间智能认知应用的冰
山一角。农业监测、灾害应急、气象监测甚至
战争前后的预测与评估都离不开遥感。

李德仁认为，“眼下，创新的一个根本问
题，不仅仅在科技人员有没有创新的思维和创
新的行动，还在于整个创新的环境。为让‘先
知先觉’的创新创业者更好地发展，就要大胆
地支持那些听起来天方夜谭的想法，给他们必
要的风险资金，让他们去实现。当然也要有政
策支持和舆论监督”。

李德仁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的思想能
够影响更多的人，更希望自己的弟子能从学
科带头人变成领军人物。他自己坚持“读书、
思维、创新、实践”，也希望自己带领的科研团
队做永不停歇的探索者，在神奇的测绘遥感
领域，用数字绘就天地之大美。

时下，年逾古稀的李德仁，又带领团队
开始谋划更长远的未来。李德仁说，他要建
设天空地一体化的传感网，通过“互联网+空
天信息实时服务”，尽快让实时动态的遥感、
导航和地理信息服务成为现实，使之为所有
人提供所需服务，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
贡献。

巡 天 问 地 一 世 情
——记测绘遥感信息领域技术开拓者和行业发展引领者、两院院士李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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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李德仁，1939 年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是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武汉大学学术

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武汉光谷北斗地球空间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立得空间公司首席科学家。

本版编辑 韩 叙 美 编 吴 迪 本版邮箱 jjrbqyb@163.com

人物小传：

◀谭天伟，1964 年出生，中国

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化工大学校

长，长期致力于工业生物技术领域

研究，包括生物基化学品、生物能源

和生物材料等。

李德仁李德仁

谭天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