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京理工大学，提起“火炸药
王”王泽山，几乎无人不晓。他的眼神
有些犀利，性格却格外温和，走起路来
健步如飞，事实上却是个标准的“80
后”——他今年已有 82 岁高龄，仍喜
欢追赶潮流，能熟练操作各种数码产
品，会做 Flash、PPT，用手机 APP 买
车票、叫出租车；他思维敏锐，曾 3 次
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5 次获
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皆为第一完成
人），如今又将象征科技最高荣誉的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收入
囊中。

面对新时代科技强国的召唤，王
泽山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他带领团
队瞄准不用溶剂制出无烟火药这一目
标，再次发起冲击。他说：“火炸药是
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国家
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打破条条框框

王泽山崇尚简单，用在生活上的
心思很少，但在科研上喜欢较真。在
他看来，“攻克技术难关必须要靠创
新，老跟在别人后面仿制，就不可能有
创新，要创新就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打
破原来的条条框框。”这种不走寻常路
的创新精神从他读书时一直到今天，
从来没有变过。

1954年，19岁的王泽山高中毕业
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大多
数考生在蓝天大海的召唤下填写了与
空军、海军相关的专业时，他出人意料
地选择了一个冷门专业——陆军系统
的火炸药专业，那时他是班上唯一一
名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

有人说，这个专业太基础、太枯
燥、太危险，甚至有可能一辈子出不了
名。王泽山摇摇头，“火炸药是一个国
家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离开它，常规
武器和尖端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然
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火炸药技术远
远落后于西方大国”。他坚信：专业无
所谓冷热，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
可以光芒四射。

时光不负情深，在这个冷门的领
域，王泽山迎来了自己科学研究的大
爆发。

众所周知，火药燃烧是一种化学
反应，会受到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当环境温度从 15℃上升
到50℃时，武器膛压增量会达到15%
至 30%，这是制约武器发射威力、精
度、安全性和环境适应性的技术瓶颈，
也是国际军械领域共性的技术难题。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通过
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王泽山
发现了低温感含能材料，解决了长贮
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
量利用率，该技术1996年获国家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经实验验证，采用这
种普适性、低污染、高效能、长储稳定
的低温感发射装药，武器膛压的温度
感度可由原来的 15%至 30%降低到
3%以下，发射威力提高15%以上。时
至今日，其材料工艺、弹道和长储等性
能仍全面优于国外技术。

这不是王泽山唯一一次向世界难
题发起挑战。

火炸药轮储是国家国防战略的需
要。国库轮储每年都会形成万吨以上
的退役火炸药，军队过期弹药也会产
生大量的废弃火炸药。传统的处理方
法是露天焚烧或掩埋等，但都会造成
环境污染和燃爆风险，如何妥善处理，
当时尚缺少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再利
用技术。

1985 年至 1990 年，王泽山率先
攻克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
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
技术条件，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安全
隐患之余，变废为宝，创造了社会经济
效益。该技术荣获1993年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始终迎难而上

对很多人来说，一生能获得一次
国家科技一等奖已经很难得，王泽山
却是个例外。有人向他讨教能得3次
大奖的秘诀，他坦率而诚挚，“我就是
付出了比常人多3倍的努力”。

1996年，61岁的王泽山在摘得国
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后，有人劝他：你已
功成名就，不妨退休安享晚年。他不
肯，“国家有难题，我们不能当旁观
者”。这一次，他瞄准的方向是远射程
与模块发射装药技术。

在常规战争中，如果没有射程远、
威力大的炮火支援，赢得战争的主动
权无从谈起。然而，决定火炮威力与
射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含能材料的性
能，也就是常说的火炸药。为提高火
炮射程，通常的做法要么是延伸炮管
长度，要么是增大火炮工作压力（膛
压），但各有弊端：延长炮管长度意味
着要降低火炮的机动性；增大膛压则
要增加对炮膛内壁和弹丸的压力，不
然很可能会发生事故。要想有满意的
解决方案绝非易事。

王泽山迎难而上。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究竟失败了多少次，王泽山早
已记不清。他的夫人却记得，很多时
候家里一天只开两顿饭，因为王泽山
经常晚上搞研究到次日凌晨两三点，
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20 年如一日，王泽山矢志不渝
地探究，终于另辟蹊径，研发出了
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
药技术。这项技术在不改变火炮总
体结构的基础上，在不增加膛压的
前提下，通过有效提高火药能量的
利用效率来提升火炮的射程。经实
际验证，我国火炮在应用该技术发
明后，只用填装一种模块即可覆盖
全 射 程 ， 或 射 程 能 够 提 高 20% 以
上 ， 或 最 大 发 射 过 载 降 低 25% 以
上。而且，应用此项技术不仅使弹
道性能全面超过所有国家的同类火
炮，还大大降低了火药燃烧产生的火
焰、烟气、有害气体，减少了对操作
员和环境造成的危害。这项技术让我
国的火炮装药技术得以傲视全球。

“他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文明
的基础上，用现代技术将其效能、工艺
推进了一大步。”原总装备部将军马殿
荣评价说。如今，这项提升火炮性能
的核心技术已应用于我国武器装备。

产学研相结合

自从选择火炸药专业那天起，王

泽山便决定了“以身相许”。
生活里，他从来没有节假日的

概念，即使 80 多岁高龄，一年中仍
旧有一半的时间在试验场地，足迹
遍布全国兵工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
所……在南京理工大学，熟悉王泽
山的人都知道，他不是在办公室，
就是在出差，一搞起科研，经常不
记得星期天。

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一些
社会工作很容易牵扯时间和精力，这
曾让王泽山有些头疼。“我社交能力
差 ， 参 加 也 没 用 ， 只 适 合 做 点 研
究。”一番分析后，他决定继续把主
要精力用于研究，不到万不得已不参
加一般活动。因为经常想专业问题太
过专注，他曾闹出不少笑话。比如去
宾馆走错房间；火车上非要说别人睡
了他的铺，后来发现是他搞错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国内唯一以第一发明人身份
3 次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的科学家
……面对媒体的聚焦，王泽山至今仍
有些不太习惯。他坦言，“搞科研，
不能满足于获了什么奖，申请了几个
专利，或发表了几篇论文，应该想办
法把项目转化为工业化生产”。

山东银光集团公司是国内生产先
进民爆产品的企业，由于生产的起爆
器需要使用到火炸药，为开发出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2012 年他们
找到王泽山寻求技术合作。一番详谈
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从此，为
了让产品尽早投入工业化生产，王泽
山多次到厂里做试验，获取第一手数
据。

为杜绝安全隐患，王泽山亲自
制定了 《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每一
道工序的操作规范。凡是企业在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他总会
在第一时间给予解决。产品试生产
过程中一波三折，王泽山就和团队
成员带着工厂的技术人员一起做试
验，逐步使产品的爆速基本与工厂
采用好炸药配方产品的性能持平。

“他一个这么大的专家，还帮我们做
这么细的事情。”王泽山的行为让银
光总经理陈锐颇为感动。

在火炸药相关的学科建设及人才
培养上，王泽山同样倾注了诸多心
血。他是国内较早实践与国外大学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教授之一。早在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他作为南京理
工大学化工系的主任，就与瑞典隆德
大学化工系签订了合作培养博士研究
生的协议。从教以来，王泽山共培养
了百余名硕士、90 多位博士。他们
当中既有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也
有政府官员、国企高管等，很多已经
成长为中国火炸药领域的中坚力量。

除了在校指导学生外，王泽山
还为与之有合作关系的科研院所、
企业精心培养相关技术人才。改革
开放初期，企业专业人才的断层问
题十分突出。为推动火炸药行业技
术发展和水平提升，王泽山亲自组
建讲师团队，选定教学科目，制定
教学计划，比较系统地向技术人员
传授火炸药专业的理论知识。他还
在讲授过程中积极调动学员们开展
互动讨论，并结合学员们在生产、
科研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释疑解惑。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间，王泽
山已心无旁骛地与火炸药相伴过了
一个“甲子”。他说，自己做别的不
擅长，这辈子只想把火炸药这一件
事搞好，对于自己的选择不觉得有
遗憾。

成功没有捷径，正是因为

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付出，才

有了今天的“火炸药王”。

王泽山科研团队成员、南

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研究员堵

平记得，有一次去内蒙古靶场

做试验，室外温度已经下降到

零下27摄氏度，高速摄像机因

环境条件太恶劣开始“罢工”，

80 岁的王泽山却坚持和年轻

人一起，在外面一待就是一整

天。有时，一趟实验做下来前后

需要20多天，他就寸步不离地

一待就是半个月。

“我是搞科研的，在科研上

不愿意使巧劲，不追求‘短平

快’，科学要实在，不要浮夸。”

王泽山这样说这样做，也时常

对他的学生们言传身教。虽然

忙起来，他经常忘了是星期几，

但对于数据，他却保持着异常

的敏感，经他手的实验不管过

多久，都能够清晰地还原。

时至今日，这位“80 后”院

士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在小

区里，他的家仍是最早亮灯的；

只要没有特殊安排，他还会在

晚上九点半左右休息，然后凌

晨两三点起来工作。近些年名

气大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科研

单位慕名而来寻求指导或合

作，他越来越忙，越来越觉得时

间不够用，“白天的事情太多，

凌晨则特别安静，适合思考问

题。”哪怕只是短暂的候车时

间，他也会拿出随身携带的资

料，翻看日夜思考的火炸药相

关问题。

天道酬勤，王泽山终在冷

门领域开辟出一片广阔天地。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

六十年苦炼终成“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科学不能浮夸
舒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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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子钱不够，找我”
本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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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王泽山院士在检测自动装置系统王泽山院士在检测自动装置系统。。 朱志飞朱志飞摄摄
图图②② 王泽山院士在实验现场在实验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提及王泽山，与他共过事
的人，无不对其人格魅力赞叹
不已。

几年前，475厂（原辽宁向
东化工厂）破产重组，装药工人
高师傅不幸下岗。得知他再就
业有困难，王泽山托人在学校
汤山实验中心给他介绍了一份
工作，帮他把全家人接到南京
定居。听闻 375 厂（辽宁庆阳
广工有限公司）发射药科技带
头人刘琼从辽宁朝阳搬往辽宁
辽阳，他特意打电话询问其安
置情况，并嘱咐“买房子的钱不
够，你找我”。“这件事有 10 年
了，我终生难忘。”刘琼说。

生活中的王泽山更简单、
率真。

按照学校规定，为给院士
工作提供方便，学校可为院士
提供工作用车服务，但他从没
有让学校为他派过车。他说，
现在打车很方便。为节省时间
便于工作，10 多年前，69 岁的
他考了驾照，买了一台10万元
刚出头的紧凑型轿车，平时上
下班或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开
会、出差时，就自己开车去。遇
到去外地出差开会、参加试验，
他就选择坐出租车去车站、机
场，时间长了，他与一些出租车
司机建立了信任和友谊，形成
了在北京、沈阳、西安等经常出
差地点的“固定用车”习惯。

物质生活方面，王泽山
毫无奢求，凡事能省则省，
能简则简，自在随性。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文件袋
式公文包，现在依旧是他的
爱用品；衣服袖子破了他也
满不在乎。对于家人，他一
直坚持不让他们过问和涉足
自己的工作，更不会利用自
己的职位和关系为子女的就
业、升迁提供方便。

“不愿意麻烦别人”，这是
与他打过交道者的共同的感
觉。正因为如此，一些合作单
位负责接待他的同志常常挨领
导“批评”。“你们都挺忙的，我
来尽量不给工厂找麻烦”，这是
王泽山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有一次，一家单位为王泽山安
排了送他去机场的车。早上 6
点，司机去敲门时发现，他早已
退房，自己打车走了。在外出
差，“方便”是王泽山对住宿唯
一的要求。有些单位或其周边
的招待所条件简陋，连独立卫
生间也没有，但他毫不在乎。
在他看来，住得近，开会、做实
验都方便，环境差些人也少，反
而便于思考问题、看看书，写点
东西。

虽然工作时心无旁骛，但
他平时对身边的人包括同事、
学生，工厂的科研人员、操作工
人，车队的司机、招待所的服务
员……都格外体贴。酷暑天在
试验场为大家买水果，为接送
自己的司机买几包香烟，和炮
位工人或仓库工人聊聊家常
……“平易近人”是身边人评价
王泽山时提及频率最高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