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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牢核心竞争力·献给建国 70 周年】

资讯

超科电子国内首创铁轨保护利器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张骅

8 月 5 日，在合福高铁合肥境
内的一段铁路上，
已铺完轨的铁路
像一条长龙在高温下，
从震颤的空
气中向远方延深。而在这一长龙
上，一辆载有 4 人的黄色电动钢轨
超声波探伤车，
却在即时温度高达
摄氏 45 度的环境下认真地完成着
它的使命。车上的指挥者正是发
明这一设备的合肥超科电子有限
公司（简称“超科电子”
）掌门人章
罕。

执着的职业精神成就
了事业
超科电子位于合肥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华亿科学园，
是一家专
门从事超声波探伤研发和产品设
计的高新技术企业。创始人章罕，
祖居安徽太湖县，毕业于同济大
学，
后进入美国爱和华州立大学无
损检测专业，专攻超声波无损探
伤，
是中组部国家
“千人计划”
特聘
专家，安徽省“百人计划”特聘专
家，
是一名对技术具有特殊感情的
科研工作者。
章罕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把不
可能变为可能。自从进入大学后
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当他从美国归
来后，
首先想到的就是将所学变为
服务于社会，
对人类有价值和意义
的产品。铁路“超声波探伤”更直
白的解释就是为钢铁产品进行 B
超体检。
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铁路
营业里程达到 13.1 万公里以上，
高
铁总里程占世界 2/3，铁路电气化
率、
复线率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
位。
章罕说，
正是因为我国铁路发
展如此迅猛，
更加坚定了他对这一
行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的信
心。自2012年开始，
章罕和他的团
队围绕新一代铁轨探伤技术和应
用进行了长时间、全方位的研究，
并经过多次实验对设备技术参数
和设计进行调整、
校正。
中国铁路总公司针对当前国
内手推车检测效率低下及大型钢
轨探伤车探伤检出率低的问题，
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13 日在陕西的

兴平组织了一个国内各种类型探
伤设备的比试，结果超科电子研
究、
设计的电动钢轨超声波探伤车
（也称双轨式钢轨探超声仪）一鸣
惊人，以检测速度 15 公里/小时及
接近 91%的检出率，
让中国铁路总
公司的领导们对超科电子的产品
大加赞赏，
自此奠定了超科电子电
动钢轨超声波探伤车在全国铁路
推广的基础，
通过随后相关技术标
准的制定及型式检验，
超科电子产
品顺利地拿到了铁路总公司的上
道使用准入证。超科电子的产品
也被铁路用户称为钢轨探伤的
“新
式武器”
“新利器”，给钢轨铁路探
伤带来了一次变革。

科研人秉性保证了产
品和服务品质
作为获得博士学位的章罕，
尽
管推进技术产业化已有数个年头，
也成为超科电子的法人，
但骨子里
还是脱不开科研人秉性，
这种对技
术和研发的天生热爱造就了他与
众不同的性格。在他的性格字典
里，
只有技术和品质。
“超科电子的产品面向铁路企
业和市政轨道交通部门，
营销对象
大部分是央企和地方政府，
但我们
从来不用非正常销售公关那一
套。
”章罕认为，
产品的好坏主要在
品质和服务，
超科电子拥有全球同
行业超前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设计，
完全符合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尤其是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
更需
要像超科电子这样的铁轨检测探
伤产品来保障运行安全。
2017 年 3 月 25 日，
蚌埠工务段
检查监控车间主任赵天军和宿州
探伤工区 3 名职工，首次使用超科
电子生产的双轨式钢轨探伤仪，
在
该段管辖的宿淮线上进行探伤作
业，
3 小时共检查线路 40 公里。一
宿州探伤工区工长陈道生兴奋地
说：
“干探伤工作20多年了，
这是我
第一次不用走路推仪器就把活干
完了，感觉真爽。”自此，双轨式钢
轨探伤仪成为该段钢轨探伤作业
使用的新利器。
“双轨式钢轨探伤仪的探伤速
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15 公里，
在 120
分钟‘天窗’时间内能完成 30 多公

超科电子研发设计的双轨式钢轨探伤仪正在铁路上运行
里线路的钢轨探伤任务，
是人工徒
步检查公里数的3倍，
作业效率高，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探伤人员不
足带来的压力。同时，
长大区间可
以实现从站两端通道门点对点地
进出防护栅栏，探伤作业全部在
‘天窗’
内进行，
劳动安全性得到提
高。该仪器应用诸多高科技，
探伤
精度高，
探伤质量完全可以保证。
”
蚌埠工务段路科主管工程师段加
宾介绍说。

坚守创新和研发抢占
制高点
说起技术和研发，
章罕一改刚
开始接受采访时的拘谨，
通过他的
阐述，
记者了解了这一行业的技术
衍生和产品研发设计历程。
技术上的突破是与合肥超科
电子多年专心研发分不开的。特
别是开发了超声波二次波轮式探
头技术，大大提高了探伤的检出
率，保证了钢轨头部无盲区扫查。
第一代产品采用的轮式探头是一
次波的，
在钢轨的头部存在检测盲
区。为了解决钢轨头部盲区的问
题，超科电子进行了不断地摸索，
设计了不同的方案，反复试验，最
终设计出了二次波轮式探头。单
是为了设计出二次波轮式探头，
超
科电子整整花了一年时间。
据章罕介绍，
钢轨的健康情况
直接关系到列车能否安全运行，
这
就需要对钢轨进行“健康体检”。
此前，
该段对钢轨进行
“健康体检”
主要是通过超声波探伤仪实现的，
俗称钢轨探伤。正常情况下，
一名
探伤工完成一天的探伤工作任务，
不仅需要徒步走10多公里，
还要一

边推着探伤小车行走，
一边关注探
伤仪屏幕上的波形显示，
体力消耗
大。目前，
工务段探伤作业主要是
利用
“天窗”
修时间进行，
而每天的
“天窗”
修时间只有 2—3 小时，
纯作
业时间就更少了，
作业时间短和保
证探伤周期的矛盾日益凸显。
超科电子研发设计的双轨式
钢轨探伤仪由自行行走系统和
RT18-D探伤系统组成。自行行走
系统由电池驱动，可承载 4 名作业
人员，
探伤系统运行速度可达每小
时15公里，
非探伤运行速度最快每
小时20公里。
RT18- D 探伤系统能在探伤
仪的自动运行过程中，
检测出钢轨
头部、
腰部和轨底的各种缺陷和裂
纹，
对钢轨焊接接头同样位置的伤
损亦能检出。探头采用轮式设计，
每个探头装有 9 个通道，每根钢轨
使用一个探头进行信息采集，
双轨
共有 18 个通道，
保证了 RT18-D 探
伤系统能对钢轨进行全面检测，
也
避免了高速运动对探头的损耗。
同时，
超声波探伤系统使用定制机
箱，
采用高性能工业级计算机和高
亮显示屏，
确保了检测系统即使在
恶劣的野外工作环境中，
也能具有
较高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章罕认为，
虽然超科电子在钢
轨探伤领越走在了前列，
但在更高
精度要求和更舒适使用、更快捷、
更复杂环境等殊多方面，
还有很多
技术和工艺难点需要解决，
技术和
产品升级是一个科技型企业每时
每刻都在思考和实践的，
只有牢牢
把握科技制高点，
企业才能抓牢核
心竞争力，
我国在很多方面才不至
于被少数发达国家在技术上
“卡脖
子”
。

合肥高新区自主培育上市企业累计达 35 家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8 月 14 日，在合肥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简称“合肥高新区”
）
举行的上市公司媒体采访活动上
获悉，作为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最
为集中的区域，合肥高新区几乎
占据了合肥全市上市企业的半壁
江山。截至今年 6 月底，高新区自
主培育的上市企业累计达 35 家，
其中首发上市企业 22 家，通过并
购重组上市的企业 13 家。
在与媒体交流时，合肥高新
区上市办副主任陆春宁透露了目
前合肥高新区正在进行的上市工

作，上交所科创板在审企业 1 家，
在局辅导企业 11 家。此外，上半
年还新增 1 家科创板在审企业，新
增 3 家在局辅导企业，9 家拟上市
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新增上市
后备企业 25 家。
为了推进企业股改上市，合
肥高新区针对不同企业特点实施
“一企一策”，推动符合条件的企
业对接相应层次的资本市场。对
发展初期的企业，引导其到省股
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对初具规
模，但尚未满足上市条件的企业，
推荐其登陆新三板挂牌，进行规
范培育；对于发展趋势较好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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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上市标准的自主培育企
业，高新区鼓励企业借船出海，适
时推动部分企业与上市挂牌企业
及并购基金合作，通过并购重组
加速进入资本市场。
对已经符合上市条件的企
业 ，则 着 眼 境 内 境 外 两 个 市 场 。
此外，对于已经挂牌上市的企业，
高新区也鼓励他们充分利用资本
市场，通过股权加债券进行产业
转型升级。目前，位于合肥高新
区的华米科技成为安徽省首家登
陆美股的上市公司，美兰股份则
成功发行了安徽省内首单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帮助安
徽企业上市，日前，上交所资本市
场服务安徽基地在合肥高新区正
式授牌成立，
此服务安徽基地由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
合肥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合作共
建，
旨在为安徽企业对接资本市场
提供一站式、
全方位、
个性化、
高效
率服务。高新区也会瞄准集成电
路、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量子技术
等关键重点领域，聚焦中科大、中
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项目，
依托科创板及注册制试点的资本
加速效应，让那些具有新技术的
“隐形冠军”
企业脱颖而出。

合肥经开区
高校三创园开园
8 月 16 日上午，合肥经开
区高校三创园（安徽大学三创
学院）开园暨首批入驻代表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成功举行。合
肥 市 、上 海 复 旦 大 学 、安 徽 大
学、合肥经开区管委会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入驻院校及产业
化公司代表 100 余人参加。仪
式后，出席人员先后参观了中
子技术、新能源汽车电机技术、
数字农业技术、人工嗅觉技术
展厅。
引入院校前沿科技项目，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合肥经开
区高校三创园（安徽大学三创
学院）围绕高校院所尖端技术
成果，技术瞄准前沿，人才聚焦
尖端，服务配套完善，努力构建
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示范园区，
为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注入新动能，成为合肥滨湖
科学城创新引智新平台。安徽
大学、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
究所、复旦大学长三角先进技
术研究院 3 所名校院所、12 个
产业化项目首批入驻，总投资
约 18 亿元，分别建设安徽大学
三创学院、中科凤麟中子技术
创新产业基地、合肥复旦联合
创新中心。
合肥经开区经贸发展局局
长、科技局局长胡文亮介绍说，
该区着力建设清华合肥公共安
全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合肥
国际创新研究院、高校三创园
等“七大创新平台”，短短三年，
共吸引了近 1500 个创新项目和
近 8000 名 高 级 人 才 ，新 诞 生
400 多家科技型企业和 70 家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产
业”孕育出强大新动能。
（吴明 侯德林 朱磊）

合肥市岗前培训
惠及新录用员工
8 月 1 日，从合肥经开区了
解到，家住合肥经开区的魏杰，
今年 1 月进入合肥威尔燃油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但因从
事的工作专业性强，与学校所
学的理论知识不能完全对接，
这让他非常苦恼。但不久前社
区举办的“民生工程”新录用员
工培训班解了他的难题。
为积极做好企业新录用人
员岗前技能培训工作，合肥经
开区锦绣社区积极宣传企业新
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政策，
面对面为企业解读培训政策，
向有培训意向的企业详细解答
岗前培训工种、培训范围、实施
程序、补贴申请等问题。对有
培训意愿的企业进行超前谋
划，摸清企业新录用人员人数
及培训工种，根据企业特点和
实际岗位人员，有针对性地制
订培训计划，坚持理论为辅，实
操为主的教学模式，确保培训
的实效性，让企业新录用人员
尽快适应工作岗位。
（张春燕 朱磊 马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