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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杉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服装品牌之
一，自 1999 年启动业务转型，目前已经成
为全球锂电池材料领域的先行者，代表着
国内锂电池材料技术的最高水平。一家以
服装生产起家的企业，如何在短短的10几
年内崛起成为锂电材料行业的龙头？对
此，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郑永刚给出了答
案：务实和创新，使杉杉成功实现了业务转
型：“杉杉的根基是实业，我们现在的目标
是成为全球新能源领导者，成为一家值得
信赖和尊重的企业。”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动
力电池则是决定新能源汽车的功率、续航
里程和使用寿命的关键，制约着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与电子消费类产品使用的电池
不同，为电动汽车等提供动力的动力电池
需要具备超长寿命、大容量、高能量和高功
率、使用安全等特点。这都对制作电池的
材料提出了新的要求。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是杉杉控股旗

下主营新能源业务的上市公司，生产的锂
电池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子消费类电池和
动力电池。杉杉股份下属湖南杉杉新材
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专门从事锂
电池正极材料的产业化生产。董事长李
智华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汽车广泛使用
的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相对较低，目
前公司着力研发的三元复合正极材料，
是以镍盐、钴盐、锰盐为原料，能显著提
高电池的能量密度。特斯拉等国外车企
使用的都是三元锂电池。成立以来，湖南
杉杉在技术、设备、人才队伍建设上不断
加大投入，确保科技研发和生产工艺保持
全球领先水平。

杉杉股份旗下从事锂电池负极材料生
产的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更
早。董事长杜辉玉介绍，杉杉科技先后获
得“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专利工
作培育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等称
号，公司研发的“锂离子电池及其关键材料

制造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2016 年 12 月 16 日，华为对外发布一
款超级快充手机，是目前世界上充电速度
最快的手机，其中最关键的负极技术就是
由杉杉科技和华为共同研发的。

对技术和生产工艺的精益求精使杉杉
在锂电池材料领域不断实现突破。目前，
杉杉正极材料产销量全球第一，负极的人
造石墨产销量国内第一、全球第二，成为全
球规模最大的锂电池材料供应商。

杉杉也在积极布局储能技术创新。储
能电池主要是指用于太阳能发电设备和风
力发电设备以及可再生能源储蓄能源用的
蓄电池，新能源汽车使用后退役下来的电
池就可以用作储能电池。杉杉股份董事长
庄巍表示，布局储能电池领域，可以实现对
电池附加值的挖掘，实现电池的全生命周
期应用。“这首先可以降低电池的使用成
本，其次还解决了大量新能源车退役后电
池的回收问题，同时还可以介入智慧电力

的发展。我们利用中国电力销售峰谷价差
建造储能电站，在用电低谷时段收集储存
电网电力，在高峰时段以低于电网售价的
价格供给企业，为企业节约用电成本的同
时也减少了对能源的浪费。”庄巍说。为
此，公司计划在 3 年内投入 50 亿元布局能
源管理服务产业化项目，制定实施“储能节
电”“光伏发电”和“光储结合”的优化综合
解决方案。

依托锂电池材料领域的领先地位，杉
杉加速对新能源产业的布局。庄巍介绍，
杉杉建立了“动力电池材料与能源循环、新
能源汽车运营服务循环”两大体系，一方面
紧抓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关键材料与
系统集成，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打造动力电
池全生命周期闭环；另一方面，杉杉紧抓新
能源汽车推广运营和服务，为用户提供整
车设计、整车充电、新能源汽车租赁、新能
源汽车智能管理及运维等服务，构建完整
的新能源产业链。

我国新一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天玑”领先世界——

人 机 合 一 游 刃 毫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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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迅速迭
代创新的背景下，共享经
济催生并创造着新的商业
模式，重新定义着个体与
组织间的关系，剧烈改变
着共享风口下的传统雇佣
关系。

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
《2016 中 国 年 度 最 佳 雇
主》报 告 显 示 ，“ 尊 重 员
工”“实现对员工的承诺”

“规范的劳动合同及社会
保险”“个人能力提升”“良
好的收入前景和晋升空
间”被排在最佳雇主应具
备特征的前5位。

“这与共享经济带来
的个体价值崛起呈正相关
性。”智联招聘 CEO 郭盛
表示，在共享经济时代，每
个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
越来越多，整合资源的速
度也越来越快，过去需依
赖组织才能完成的商业行
为，现在个体完全有可能
独立完成。

事实上，共享经济让
个体将带有某种能力的标
签放在线上，随时随地分
享，协同需求快速匹配来
实现自身目的和价值。原
有的组织形态“企业+雇
员”已受到“平台+个人”
新结构的影响。在此背景
下，共享经济也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组织
的职能不再是分配任务和监工，而是让员工的专长、
兴趣在平台上得到更好发挥。这一点正契合了郭盛
的观点：价值观趋同、雇佣关系紧密、组织结构更趋
向扁平的职场“社群时代”已经到来。

在京东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裁刘梦看来，“社
群”其实就意味着人才的创新，意味着应该用什么样
的新组织模式来激发人才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业绩，
创造一个新的领域，“很多公司现在都在提平台化或
者生态化，提出要在公司内部培育创新土壤等，但创
新不能被指定，能否给员工以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去
创新，这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社群概念的出现，是基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变
化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
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表示，一方面过去 5 年 16
岁至 24 岁劳动力减少了约 2000 万，另一方面很多
岗位已经或将要被新技术替代，这给企业管理方式、
员工沟通方式以及法律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方式均
带来了新改变。

“这样的改变，让员工不再依赖僵化的组织，而
是依赖自己的能力或者专业知识。”郭盛表示，像阿
里、腾讯、海航、万科等创新型企业之所以有着非常
强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于常见的组织架构，而是一个
个潜在的、非正式的社群组织，它们使得员工更加注
重个人能力和个人价值的提升。

“在万物互联的新时期，企业必须不断在各种新
的商业模式中探索和重塑自己的商业生态，架构新
的管理模式。在这个转型升级中，人才是核心竞争
力，如何获得人才、留住人才，以雇主品牌战略赢得
未来发展，将成为企业的重中之重。”郭盛强调说。

全年 45000 台！这一数字将北京积
水潭医院送上全世界单个医院骨科手术
量最大的位置。

“自有骨科手术开始，如何看到深层
内部结构并准确操作、同时还不伤到其他
组织，是最大的难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
分会主任委员、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
伟说。

2016年12月18日，中华医学会第十
八届骨科学术会议暨第十一届COA国际
学术大会上，田伟站在天智航公司展台
前，为到访的国外同行和围观群众演示骨
科手术的“新式武器”。

这台名为“天玑”的第三代国产骨科
手术机器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开展
四肢、骨盆骨折以及脊柱全节段（颈椎、胸
椎、腰椎、骶椎）手术的骨科机器人系统。

为“天玑”这一刻的亮相，北京积水潭
医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智航公司与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已经酝酿了
15年。

直击难题

“不同于表面软组织，骨科的手术更
像是在一个坚硬的暗箱内操作，所以需要
深层三维空间的精确定位。”田伟总结了
骨科手术的三大难题：看不见、打不准、拿
不稳。

看不见——人眼无法看到内部结构；
打不准——打螺钉时，人手的稳定性和操
作精度不够；拿不稳——很多因素都会影
响医生的稳定发挥。

X光射线的使用，可以让医生在手术
中通过透视看到骨头，但缺少立体空间定
位，还有让医生患上放射病的隐患；以达
芬奇为代表的医疗机器人，擅长缝合与剥
离、但看不见深部组织，骨科手术用不上。

能有一双可以透视的眼睛看清人体
内部结构、能有一条稳定的操作路径保证
手术质量，是骨科医生的需求和痛点。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北京智慧
制造研究院院长王田苗看来，这种痛点来
自于医生在传统临床手术中遇到的问题，
用新技术和新设备解决痛点，正是创新的
意义所在。

2002 年，王田苗团队开始与积水潭
医院一起，研究适用于创伤骨科的手术机
器人。他试图站在医生的角度解决两个
问题：其一，病人定位精度怎么解决？其
二，有没有可能减少对病人和医生的X光
辐射？双平面机器人的设计、手术操作流
程的优化和远距离控制，逐一解决了这些
问题。

为将实验室与临床的研究成果向市
场转化，天智航公司于2005年成立。

“10多年前，产学研医可没有现在那
么时髦，实验室的产品很多、医生的想法
很多，但真正把实验室技术与一线需求结
合起来形成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则少
之又少。”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彬彬说，这家为了
骨科手术机器人成果转化而成立的公司，
目的只有一个：把医生的思路、需求和技
术端相结合，最终积淀在产品上。

2009 年 3 月份，第一代骨科手术机

器人问世，但因为操作繁琐、适应症少、临
床作用有限，难以得到一线医生的青睐。

2012 年，天智航公司推出第二代骨
科手术机器人，适应症范围从长骨扩展到
骨盆，但依然做不了难度更高的脊柱
手术。

路向何方

假如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适应症范围
没有大幅拓展，将很难做到国际领先。市
场上的手术机器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视
野。没有眼睛的骨科手术机器人，下一步
该往哪里走？

几乎和创伤骨科机器人的研究同步，
2002 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在国内率先引
进计算机导航辅助手术技术。以脊柱外
科为代表的科室，一直在试图解决手术中

“眼”的问题。
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刘

亚军告诉记者，骨科手术最怕螺钉打到神
经上、血管上，不同年代的骨科大夫都在
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提高手术精度、降低手
术风险。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随着导航辅助手
术例数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一线医生和科
室加入了使用导航开展手术的行列。经
过多年的钻研，导航的临床精度缩小至 1
毫米，已经能够满足颈胸椎等对精度要求
极为苛刻部位的手术条件，还带来了3个
好处：高危手术安全化、常规手术微创化、
减少对医生经验的依赖。

“我们已经有了可以透视的眼睛，就
缺少一双精准而不知疲倦的手。”刘亚军
笑言。

导航，能让钉子打“准”；机器人，能让
医生手“稳”。作为脊柱外科的权威专家，
田伟提出新方案：能否把导航和机器人的
研究结合起来？用导航技术解决视野问
题，用机器人系统解决操作问题。

一个基于3D影像的骨科机器人构想
就此形成，从2013年底开始，“手眼合一”

的进程迅速向前推进。
“以田伟为代表的脊柱外科大夫使

用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已经非常成熟，
为了提高手术精度和操作方便，他们大
胆运用我们在机器人方面的研究，并给
出了体系结构、流程标准和定位方法。”
王田苗说。

不忘初心

2015 年 8 月 12 日，世界上第一例复
杂上颈椎畸形机器人辅助内固定手术在
北京积水潭医院实施，主刀医生是田伟。

上颈椎，是世界上公认最难、最危险
的手术部位。手术中很容易把钉子打到
神经上或大血管里：椎动脉堵，会引发脑
梗；椎动脉破，会大出血；打到脊髓伤了神
经，病人会立马瘫痪。

这名 43 岁的男性患者，严重寰枢椎
先天畸形合并颅底凹陷，已经被多家医院
拒之门外。通过 CT 扫描图像找螺钉通
道，医生发现右侧完全无路可走，只有左
侧有一条紧挨大动脉和脊髓、仅剩4毫米
宽的钉道。

这例手术的精度需求，完全超越了人
的能力。手术现场，C型臂对全麻的患者
实行三维影像扫描，图像被同步传输至骨
科手术机器人系统。田伟在导航系统屏
幕上设计好钉道，机器人的机械臂将手术
工具精确定位到手术位置，套筒指向目的
钉道的进钉点。田伟沿着套筒钻入导针，
插入患者身体内部，确认位置无误后，再
把一枚直径 4 毫米的空心螺钉套进导针
固定、拔出导针。之后，他对患者再次扫
描，确认螺钉位置与规划的一致。

“医疗领域很难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出
现，但国产骨科机器人就实现了这样的突
破。”亲历整场手术的刘亚军激动不已，

“确实能帮到大夫，确实临床非常需要”，
他用两个“确实”形容最新一代的骨科手
术机器人产品。

5 个月后，刘亚军在门诊接待了一位

枢椎（颈椎第二截）骨折的小伙子。按照
传统手术方式，需要从病人后背切开一个
至少15厘米的大口子、打一根特别斜的钉
子，由于靠近丰富的静脉冲和大血管，引
发大出血的概率极高，医生往往选择放弃
手术，给病人安一个外固定架回家休养。

这次，刘亚军选择了手术机器人。他
在三维场景中设计好钉道，用一个1厘米
切口的微创手术搞定一切。将病人术后
图像与设计的钉道做比对，他发现误差小
于1毫米。“毫厘不差”真正成为现实。

“作为医生，我或许能把每一发子弹
都打到靶子上，但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正中
靶心，机器人的使用能让手术更完美。”刘
亚军说。

2016 年年底，在拿到医疗机器人Ⅲ
类器械注册证两天后，第三代骨科手术机
器人“天玑”Tirobot 闪亮登场第十一届
COA国际学术大会。

长期坚持产学研医多方合作，被王田
苗视为关键要素的重中之重。“从基本想
法、形成模型到各种实验，医院和学校是
创新的主力；但从系统到样机、产品、拿到
许可证和临床推广，则需要以医院和企业
为主、学校为辅。”王田苗说，要在这一领
域取得成绩，需要高校建立医工交叉合作
的机制、需要国家长期的经费支持、需要
社会金融生态环境的保证。

在王田苗看来，精度高、不受环境影
响、可以记忆和比对手术方案的机器人，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它只是作
为工具提供参考意见，根据情况作出判
断、决定手术方案和穿刺轨迹的医生，仍
将起决定性作用。

田伟则强调，医疗领域的创新需要以
临床医生为主导，从一开始就得多方合
作，想法来自临床、研究单位将其变为现
实、企业参与进来将研究转化成产品和
商品。

“以临床为中心，结合研究单位与企
业，创新才能向前推进与转化，不再停留
在实验室里或者论文中，而是真正转化成
生产力。”田伟说。

王孟秋拥有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2014
年选择回国创业，成立了零零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历时两年半，王孟秋和他的团队推出了一款人工智
能悬浮相机——HOVER CAMERA，又称“小黑
侠”。这款产品加入自动跟随、人脸识别等技术，用
手机即可轻松操控。图为王孟秋展示 HOVER
CAMERA。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摄

在山东省威海市韩乐坊商业街有一家名为“浆
果”的蛋糕店，该店出售的宛如艺术品的蛋糕受到顾
客青睐。这家蛋糕店的店主赵玲艺大学毕业后回到
家乡，以奶油作“颜料”，根据客户的个性需求在蛋糕
上“作画”，描绘着自己的创业梦想。图为赵玲艺在
店中包装蛋糕。 陈宏青摄 （新华社发）

追求梦想的脚步不停歇

实现转型创新发展，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锂电池材料供应商——

杉杉：从服装业龙头迈向新能源领导者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图①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届骨科学术会议上，积水潭医院院

长田伟（右一）向外国专家介绍“天玑”骨科机器人。 张序庆摄

图② 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刘亚军用脊柱模型介绍

上颈椎手术的危险性。 本报记者 陈莹莹摄

图③ “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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