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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武汉龟山电视塔上，一个以前只
有在科幻电影中才能见到的试验正在进行
——在能见度不足 100 米的浓雾天气里，红
外热成像系统竟然清晰地“看见”5公里外墨
水湖大桥上的行车情况，甚至20公里外的疑
似火灾也无处遁形。

这是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高德红外”）殚精竭虑推出的又一项“黑
科技”。该技术如运用在军事领域，可以大幅
度提升武器的作战能力；如运用到民用领域，
可以大大加强安防监控水平。

大约10年前，高德红外决定自主研发红
外探测芯片。他们卧薪尝胆，在技术、设备、
工艺、原材料、人才等均受到严密封锁的情
况下，不等不靠，终于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探测器芯片，将我国在
红外核心器件领域的技术实力向前推进了
几十年。

自力更生研发“中国红外芯”

在高德红外产品展示厅里，一片指甲大
小的正方形芯片被放在显眼位置。

“这是一片有故事的芯片。”武汉高德红
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告诉记者，为了
研制这片“中国红外芯”，公司投入逾 20 亿
元，300余名科研人员历时8年才研发成功。
其技术水平超过欧洲，与美国同步。

红外探测是指先探测目标红外热辐射，
然后将探测结果转换成肉眼可视图像的技
术。它能够在全黑环境或恶劣气候条件下提
供稳定可靠的观测，目前已广泛用于红外制
导导弹、战机红外探测告警、反导反卫、光电
对抗、侦察、夜视夜战等军事领域以及汽车自
动驾驶、安防、消防、物联网、工业、气象、医学
等民用领域。

“红外探测器芯片是红外设备的核心，其
探测敏感度越高、能够反映的温差越细微，探
测就会越精准。”黄立告诉记者。

2009年，黄立率科研团队开始自主研发
探测器。

探测器涉及几十个专业，专业跨度很
大。从材料提纯到封装工艺，每个环节都要
一一打通，研发过程十分艰辛。为此，早在研
发初期，高德红外就制定了长期规划，用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搭建从以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为基础的核心器件到以红外热像为核心的综
合光电系统。

引进高端人才、购买顶尖设备，企业的全
部利润投进去了，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也投
进去了……高德红外背水一战。

正是凭借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闯劲，高

德红外提前完成了 10 年发展目标。在核心
器件方面，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红外芯”；在武器系统研发方面，率先
实现国内第一枚全新体制高科技武器系统
的研制。

目前，高德红外已搭建起非制冷探测器、
制冷型碲镉汞及二类超晶格3条完全自主可
控的批量生产线，具备多种型号探测器芯片
的研制生产能力。公司核心器件技术水平已
与西方国家第一梯队持平，并成功实现核心
器件全面国产化。

核心技术赢得市场话语权

时间回到9年前。当高德花了半年时间
从全球搜集到大量芯片信息，准备大干一场
时，却被困在起跑线上。

氧化钒是制造红外芯片最基本的原料，
它的配比直接影响芯片性能，甚至温度、气压
等变量也会对其造成巨大困扰。寻找“秘方”
没有捷径，只能一次次制造、一次次试验。两
年时间、1000 多次试验，起步阶段的材料难
题终于被攻克了。

同时，高德红外结合前期进口的法国红
外探测器芯片资料，针对探测器封装、混合
信号集成电路、新型 MEMS 传感器 3 大领域
分别组建团队，分解指标任务。在短短两年
时间里，团队看完了国内外能找到的所有相
关文献、专利，而后迅速转入设计加工阶
段。2012 年，公司首片红外芯片样品横空
出世。

正当大家欣喜若狂准备上生产线时，封
装测试环节又给研发人员当头浇了一盆冰
水。陶瓷封装，在中国又是一项空白。面对
封锁，高德红外只有继续自主研发。从2013
年至今，高德红外先后投入4.5亿元，终于成
为全国唯一一家掌握陶瓷封装技术的企业，
也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自主红外芯片生产
线的企业。

“红外探测器芯片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
用于民用和枪械瞄准的非制冷型，第二类是
用于战机、导弹等高端军事领域的制冷型。”
高德红外下属高芯公司总经理高健飞介绍
说，在制冷型红外探测器芯片方面，国内一些
科研院所已有一定技术储备，因此在这个领
域，公司主要的工作是引进多方团队整合资
源，自主攻关；在非制冷型红外探测器芯片方
面，国内缺乏自主批量生产技术与工艺，必须
组建团队，从零开始“死磕”。

2015年，高德红外研发的碲镉汞制冷型
红外探测器芯片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同
类产品水平，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在研发阶段，高德红外对标的是从国
外进口的工业级红外探测器芯片，最低工
作温度为零下 40 摄氏度。同一年，公司接
到一个项目任务，红外探测器芯片最低工
作温度需要达到零下 55 摄氏度。接到此
任务后，公司制冷机与封装两个研发团队
耗时一年半时间，通过设计参数、工艺参数
优化及过程控制等方法达成了预定目标，
使我国红外探测技术实现了特殊环境下的
应用。

数据显示，目前高德红外已拥有各类型
高科技人才 2600 余名，国内外专利技术
200 余项，还建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工业设计中心。公司 3 条生产线年产红外
探 测 器 8 万 支 ，进 入 批 量 生 产 后 仅 一 年

（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3 亿元，净利
润达 1.5 亿元。

军民融合布局全产业链

“军工就要姓军，军品必为精品。”走进高
德红外总部大楼，大厅墙壁上的大字十分醒
目，浓浓的“军味”扑面而来。

从 2002 年起，高德红外凭借技术优势，
先后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保密资
格证、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资质，成
为湖北首批进入军工领域的民企。自此，高
德红外打开了军品生产的大门，开始参与系
列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

然而，黄立并不满足于做军品配套，他的
目标是武器装备总体研制。消息传出，公司
上下都觉得他有些异想天开。一方面，此前
总体研制单位均为国有军工单位，民企牵头
在国内没有先例；另一方面，高德红外的核心
技术主要集中于探测器及相关分系统研制，
一个底层元器件即便再核心，又如何能撑起
整条装备研制生产链？

可黄立却坚信，“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
到”。经过艰苦的技术攻关和系统合成，2014
年12月份，高德红外获得“某类完整武器系统
许可增项武器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成为
国内首家进入完整武器系统总体研制领域的
民营企业。

2015年，高德红外又干了件让人想不到
的事——首开民企收购重组军工企业先河，
收购了位于湖北襄阳的全国地方重点保军
企业湖北汉丹机电有限公司。未来，襄阳基
地将建成国内最大的非致命性弹药及信息
化弹药批量生产基地，高德红外也将实现由
系统配套厂商向完整导弹武器系统制造商的
飞跃。

在军用领域高歌猛进的同时，高德红外
在民用领域也收获了一大票“粉丝”。比如遇
到夜间驾驶汽车时对面车辆开远光灯或暴雨
大雾等恶劣天气，司机视线受阻，红外技术却
不受影响，配套相应技术后可自动识别障碍
物，及时发出警报。

目前，奔驰、宝马、奥迪等高端品牌都配
备了红外热成像仪。黄立说，此前由于红外
热成像仪成本高昂，中低端轿车很难配备。
如今高德红外拥有了自主研发的红外探测器
技术，汽车红外探测器价格有望从原来的几
万元降至2000元。届时，大部分车型都能用
得起这一技术，仅此一项应用就有望催生百
亿元级市场。

目前，“高德红外造”探测器已广泛用于
汽车尾气检测、智慧安防和无人机等，未来还
将进入医疗、智能家居、无人驾驶等领域。

对此，黄立表示，军品研发生产能够带动
民品技术和质量的提升，民品的批量生产又
平抑了军品的价格压力，军民融合发展拓宽
了企业核心技术的“护城河”。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经典教育研
究中心、北京市教育学院传统文化教育
研究所、陌陌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和企
业联合发起的以传统文化为题的系列
网络直播课——“给乡村孩子的最美传
统文化课”大型扶贫公益活动正式启
动，并在陌陌视频直播平台同步直播。
课程内容以汉字、书法、诗歌、民乐、戏
曲、节俗、礼仪等传统文化为主。

随着琵琶古曲《阳春白雪》的曲子
响起，由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于源
春主持的琵琶音乐课在陌陌直播生动
开讲。不同于在线教育的固定教育模
式，陌陌直播打造的传统文化直播课以
互动、表演和讲述为主，用体验式的美
育教育帮助乡村学生拓展眼界，在构建
用户场景的基础上树立品牌影响力，探
索优质内容的传播模式。

此次传统文化课程是特别针对湖
南、贵州等10个省份贫困地区、革命老
区的28所学校量身打造的。该系列公
益课程每节 40 分钟，覆盖超过 1 万名
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专家评价认为，通
过网络直播让贫困地区共享优质传统
文化教育资源意义重大，贫困乡村的小
学生们从此也可以零距离感受传统文
化之美了。

如今，不少传统社交媒体纷纷尝试
转型，陌陌作为其中一员也转战直播领
域，希望以此带动业务新的增长。不
过，与其他传统社交媒体不同的是，陌
陌直播除关注一般性内容外，尤其重视

并尝试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从去
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到今年的

“给乡村孩子的最美传统文化课”，陌陌
用带有浓浓传统文化色彩的特色直播
开拓细分市场，拓宽社交场景，提升内
容质量，与用户展开更加正向、活跃的
互动。

“直播服务需要构筑起良好的内容
生态，即内容消费升级，这是驱动陌陌
业务增长的核心动力。”据陌陌公司董
事长兼 CEO 唐岩介绍，陌陌一季度业
绩良好，调整后营业利润为 1.60 亿美
元，同比增长 59%；调整后营业利润率
达到36.7%；MAU（月活跃用户数量）达
到1.033亿，同比增长21%，较上季度增
长420万。

陌陌首席运营官（COO）王力表示，
当前陌陌直播平台用户整体规模和活
跃度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交场
景的不断拓宽以及优质内容的推陈出
新。借由平台已有的社交属性和社区
氛围，加之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直播
平台的品牌力和竞争力都得到大幅提
升，用户黏性大大增强。

“高素质的表演者和高质量的表
演内容是直播平台发展的内在动力，
同时也将带动才艺表演类直播业务核
心付费用户数量的增长。”王力表示，
陌陌的目标是持续促进优质表演者、
优质内容以及付费用户之间的良性循
环，争取在行业整合的大背景下脱颖
而出。

陌陌启动最美传统文化课公益扶贫活动——

用视频传递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李 景

随着一声汽笛鸣响，一艘集装箱货
船缓缓靠岸，满载液化天然气的罐式集
装箱跨过船轩，稳稳“登陆”中国上海港
码头——这是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
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储”）自2017
年5月3日以来，利用液化天然气罐箱这
一新型运输模式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向
中国市场进口的第四批液化天然气。

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进口液
化天然气主要采用“大型液化天然气
运输船+大型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
输模式。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对天然
气管网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基础设
施的要求较高。而罐箱则不然，它可
直接利用现有的集装箱货船运输，既
不用新建造或者租用液化天然气专用
运输船，也无需建设专用的液化天然
气码头，利用现有集装箱码头就可以
卸货。同时，它还可实现液化天然气
的快速分拨，通过陆路、铁路、内河运
输均可直达终端用户处，因而可大幅
降低液化天然气的贸易成本。

有效而安全的新运输模式催生了
一片新“蓝海”。长期植根于中国能源
市场的中国国储集团，敏锐感受到市场
关键元素的变化，并率先发力，成为国

内首家使用液化天然气罐箱运输贸易
模式的企业。

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
总裁朱宁表示，在国家能源结构持续
调整的形势下，中国国储利用液化天
然气罐式集装箱进口天然气，大大提
升了国内天然气供气源的多元化水
平，对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平抑国内
液化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完善液化
天然气一体化价值链作出了贡献。当
前，集团正聚焦中国市场天然气产供
销储体系建设，通过液化天然气罐箱
点供、直供、海陆联运等方式将清洁
能源输送到千家万户，助推我国能源
绿色革命步伐再次加速。

“未来，中国国储将继续发挥已取
得的市场先机，提升和加强液化天然气
罐箱运输和贸易水平，大力发展液化天
然气进口业务，开辟上游气源和液化天
然气领域应用，贯通产业链条，利用液
化天然气罐式集装箱为用户提供新的
能源供应解决方案。我们将通过1500
个液化天然气罐式集装箱，实现全年进
口液化天然气 50 万吨的目标，并以新
加坡为中心，建设液化天然气中心，辐
射周边国家和地区。”朱宁表示。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第四届
“粮满福至”中粮福临门2018水稻开耕
节日前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开幕。

“中粮福临门水稻开耕节”创立于
2015年，经过3年的发展已成为行业内
的标杆性活动，在推动农业升级、拉动
地方经济、整合市场资源、宣传农耕文
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常是黑龙江省重要的水稻产区

之一。近年来，中粮集团旗下专业化公
司中粮粮谷公司在五常市布局优质产
区，力争掌控一手优质粮源，实现从“好
原粮”到好产品的转化。此外，中粮粮
谷致力于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经
营体系，大力推广订单种植，通过“公
司+农户”订单农业经营模式引导种植
结构调整，努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帮助农民增收。

中粮福临门水稻开耕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全球领先
的开放式生物技术平台公司药明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公司计划投资
6000万美元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
市新建现代化生物制药临床样品和商
业化生产基地。

这是药明生物在全球范围布局的
第 11 个生产基地，也是该公司首次在
美国投建的生产基地，还是公司继爱
尔兰、新加坡后投资建设的第3个海外

生产基地。
据介绍，药明生物美国基地将采用

全球领先的一次性生物反应器，并率先
应用新一代生物制药生产技术（连续生
产工艺）开展商业化生产，力争成为全
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未来工厂”。该基
地总产能预计将达 4500 升，基地建成
后将拥有生物工艺开发实验室，并同时
具备临床样品生产和小规模商业化生
产能力。

药明生物在美国布局生产基地

中国国储推出液化天然气运输新模式——

罐箱运输催生新“蓝海”
本报记者 崔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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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图 为 高 德 红

外公司工作人员正在

操作红外芯片产品

生产线。

（资料图片）

上图为高德红外

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开

展产品研发工作。

右图为高德红外

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操

作产品生产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