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缘高电压专业

1985年，蒋兴良考上了重庆大学硕
士研究生，被调剂到高电压工程技术专
业，在顾乐观教授门下学习。

也就是那年，顾乐观教授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绝缘子覆冰闪络特性”项目，
蒋兴良从此开启用冰雪书写人生的历程。

攻读研究生期间，蒋兴良参与了导
师顾乐观和当时还是重庆大学讲师的中
国工程院院士孙才新团队的研究工作。

1986年，孙才新受命组建实验室，专
门研究不同气候条件下对输电线路的影
响。这个实验室就是如今重庆大学高电压
与电工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前身。

没有设备，经费又少。孙才新叫上
蒋兴良，用板车从电力公司拉回一车又
一车废弃的高压设备、调压器，然后自己
修理组装。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实验室搭建起
来了。蒋兴良兴奋地开始了研究工作。

“我是唯一一个敢和孙才新老师‘顶
嘴’的学生。”蒋兴良算了算，跟随孙才新
老师的20多年里，师生二人大大小小

“吵了几十次架”。每次“吵架”几乎都是
为某种实验方法争得面红耳赤。“吵架”
结束后，两人又一起坐在实验室的角落
里抽烟，一起总结实验中的得失。

在重庆大学学习期间，蒋兴良每年
有一半时间在人工气候室做试验，在完
成硕士研究生论文的同时，他也在覆冰
试验方法和覆冰绝缘子特性上取得了开
拓性进展和创新性成果。

毕业时，顾乐观推荐蒋兴良到电力工
业部武汉高压研究所（以下简称武高所）工
作。蒋兴良作为五位主研人之一参与了武
高所承担的国家“七五”重大装备攻关“重
冰区输电线路覆冰及其防护”项目研究。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研究，1989年至
1992年的4个冬季，蒋兴良都守在海拔
2200米的贵州六盘水野外试验站做试
验，他和同事们试验、研究了几十种防冰
除冰的方法，提出了低居里磁热线除冰
防冰的技术措施，这项成果获得了电力
工业部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后来，因科研课题少、开展研究艰
难，蒋兴良萌生了“跳槽”的想法。

2001年，当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向
他发出邀请之际，恩师顾乐观病重，蒋兴
良闻讯连夜赶回了重庆。病榻旁，一生
致力于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研究的顾乐观
嘱咐蒋兴良：“我希望你回来，继续发展
恶劣环境电气外绝缘研究。”

经过短暂的思考后，蒋兴良决定回
到重庆大学工作。

挑战生命禁区

蒋兴良回到重庆大学工作后不久，
正在建设中的青藏铁路因为铁路供电工
程外绝缘和隧道电气间隙的设计遇到

“瓶颈”，建设团队向具有相关研究经验
和拥有可模拟高海拔环境人工气候室的
重庆大学求助。

为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2003年，
蒋兴良带领团队前往青藏铁路沿线，在
海拔2800米至5100米的格尔木、昆仑
山口、风火山、拉萨等青藏高原的生命禁
区开展长期科学试验。

在风火山的科研经历，蒋兴良至今
记忆犹新。风火山海拔5050米，气候条
件极端恶劣。白天有太阳时，气温可飙
升至40℃。一旦变天，暴风雪来临，温度
在短时间内可以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

在缺氧度高达60%的风火山，师生
们白天在高温和风雨雷电的交替中做试
验，用喷灯和高压锅煮方便面填饱肚子；
夜晚，则在狼嚎和狂风吼叫中蜷缩在工
具车上打盹。

因为担心产生依赖性，蒋兴良不肯吸
氧。“晚上一躺下就感觉喉咙仿佛被紧紧勒
住。试验做了十几天，我坐着睡了十几夜。”

9个多月的青藏高原之行收获颇
丰。蒋兴良团队不仅在人工气候室系统
研究了高海拔大气条件对青藏铁路供电
工程电气绝缘和隧道间隙的影响，还通
过青藏铁路野外现场科学试验研究，获
得了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世界唯一的
电气外绝缘特性真实试验数据。

蒋兴良及其团队的“恶劣环境中电
气外绝缘放电特性及其在电网中的工程
应用”研究成果获得了2009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兼做民工与教授

如果不是2008年南方发生的大面
积冰灾，可能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蒋兴
良从事的电网覆冰研究的重要性。

国际上对电网覆冰的研究始于
1932年，但因覆冰是一个随机性极强、
影响因素复杂、环境极为恶劣、研究非常
困难的自然现象，迄今为止冰灾防御仍
是需要解决的重大国际难题。

“2008年初南方发生严重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湖南、贵州、江西、浙江、福建
等10多个省市电网大面积停电、限电，
全国1亿多人受到影响，直接损失超过
1000亿元。”蒋兴良说，当时，全国只有
他的团队在研究覆冰。那年春节，他忍
着腰腿的病痛，拄着拐杖实地考察了重

庆、湖南、贵州等10个省（直辖市）的冰
灾严重现场，提出了解决方案。

作为我国电网覆冰与防御的拓荒
者，蒋兴良敏锐地意识到，南方冰灾暴露
出我国人工气候室研究不全面、防冰除
冰方法针对性不强等问题。要想解决野
外自然环境电网覆冰及其防御问题并取
得突破，必须在野外自然环境中进行零
距离研究，建立野外覆冰试验基地，获得
真实的原始数据。

试验基地建在哪里？蒋兴良团队跑
遍了全国覆冰较为严重的17个省（市），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湖南雪峰山。

这座海拔1500米的山峰全年雨雾
天气超过200天，雷暴天气超过80天。
气象部门都无法预报这里“微地形小气
候”的覆冰现象。在蒋兴良看来，这正是
开展野外自然覆冰科学观测、试验研究
的理想场地。

没有专项经费，蒋兴良就积极寻求
地方政府、企业支持，采取“产、学、研、
用”的模式与企业合作建设基地。

2008年7月，蒋兴良发动青年教师
和研究生投身基地建设，他和他的团队自
行设计，自己开挖土石，平整试验场地。5
个月后，世界首个自然（覆冰）试验基地的
基本试验构架和活动板房建设完成。

身高1米63的蒋兴良，脸庞黑瘦，背
微驼，稍不留意就会被湮没在人群中。
在雪峰山基地建设过程中，蒋兴良“民工
教授”的实干精神展现无遗。

2009年，基地准备修一座砖瓦房。
由于条件艰苦，加之与附近村民不熟，请
来的民工不愿下大力气，石头破不开。
蒋兴良二话没说抢过重重的磅锤，使出
浑身力气砸开石头，民工便不好意思再
找借口了。

“那几年，所有教授、博士、学生，在山
上都成了工人。我们削平了一座山包，填
平了山口的凹凼。做试验的空坝，也是我
们一担土一担土填起来的。”蒋兴良说。

经过10余年的“边筹集经费、边建
设、边试验、边完善”，蒋兴良团队建成了
世界上第一个“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
能源装备自然覆冰试验基地，这个基地
于2018年10月被批准为“重庆市雪峰
山能源装备安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1年的基地建设与野外观测研究，
蒋兴良有9个春节是在山上度过的。通
过这个试验基地的长期科学观测研究，他
和他的团队揭示了电网覆冰形成及其导
致灾害的机制，发现了输电线路电流覆冰
融冰的规律，研发出全世界首套电网覆冰
预报预警系统，提出了电流融冰防冰方
法，研制出大电流融冰的装置，牵头制定
了8项行业标准与6项国家标准，研究成

果在全国电网大规模推广应用，抑制了电
网大面积冰冻雨雪灾害再次发生。

挑战科研新领域

蒋兴良团队多年的覆冰观察和研
究，使得雪峰山野外实验基地成为我国
高压电网输电研究领域的靓丽名片。

美、英、加、日、俄等20多个国家的
覆冰领域专家先后来到试验基地考察、
合作观测研究。加拿大魁北克大学与麦
吉尔大学、瑞典输电研究院、加拿大挪威
北极大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等主动寻
求机会与蒋兴良团队合作研究、技术共
享、联合培养人才。

2011年，第14届结构物大气覆冰国
际会议在重庆大学举办，蒋兴良担任本
届大会的执行主席，这是该项会议参会
人数最多、参会论文最多的一次。

近年来，在电网覆冰及其防御研究的
基础上，蒋兴良团队把雪峰山试验基地的
研究内容拓展到风力发电机、铁路、飞机、
通讯塔架和道路等覆冰及其防护研究。

蒋兴良透露，为获取能源电力装备安
全与保障的原创性科学数据，他们正积极
申报建设“能源电力装备安全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规划将野外观测研究的
新站点建设在重庆武隆，保障能源电力装
备的安全，促进重庆的经济发展。

蒋兴良不仅自己是“科研狂”，他的
团队也是执行力超强的“狼性队伍”。

无论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
高原，还是在寒冷高湿的雪峰山自然覆
冰试验基地，只要有机会，蒋兴良都亲临
试验现场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并利
用试验中遇到的问题启发青年教师和研
究生的创新能力。

如今，蒋兴良的团队中，所有研究人
员都有出国留学或进修的经历，高学历
（博士以上占100%）、高职称（副高以上
100%）是这个研究团队固定研究人员的
特点，还有3位青年教师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的立项支助。

因为长年累月在野外奔波，蒋兴良
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2015年他被确诊为胸背脊柱脊椎
管瘤，险些瘫痪。虽然通过手术切除了
肿瘤，但他的脊椎神经受到损伤，遗留严
重的腰、背脉冲刺激及周期移动的神经
疼痛，但这些病痛并没有让他停下前往
野外、潜心科研的脚步。他说：“电网覆
冰积雪是世界级难题，会导致大面积断
网断电，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
响。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观察电网覆
冰的最佳时机，只有在山上，我的心里
才踏实。”

蒋兴良，重庆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重庆市雪峰山能源装
备安全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负责人，“输配
电装备及系统安全与
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兼任）。从
事高电压绝缘技术、气
体放电以及输电线路
覆冰防护工作30多年，
先后完成西电东送、三
峡工程、青藏铁路、特
高压等 50 余项重大科
研项目。建立世界首
个能源装备野外自然
覆冰试验基地，其研究
成果曾获 2013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7 年荣获全国首届
创新争先奖及国际覆
冰领域最高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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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学都是一
砖一瓦、一个一个数
据与观测现象积累起
来的。

科研没有止境，
只有无尽的探索。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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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眼中，覆冰积雪是美丽的自然现象。晶莹剔透的冰
凌、雪花，镶嵌在草木、山石之上，像摇曳的风铃、悬挂的钟乳石、
巨大的芭蕉扇……走进它们，如同走进一个童话般的梦幻世界。

但是，对输电线路、风力发电叶片、飞机机翼、高铁轨道与机
车而言，覆冰积雪却是一种自然灾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每年我国南方高湿地区因覆冰导致的电网故障可达
数千次。不仅如此，覆冰还导致风力发电机每年损失发电量超过
15%。在航空器灾难事故中，有15%的事故由覆冰引起。

面对覆冰这个极具挑战性的世界级科研难题，重庆大学电气
工程学院教授蒋兴良在高海拔覆冰极端环境下持续研究电网安
全与保障30多年。在研究防冰除冰“黑科技”过程中，蒋兴良和他
的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数十种防冰除冰方法。其中，电网非干预
智能融冰、风电超疏水性涂层防冰、机翼微功耗电脉冲除冰和铁
轨方波脉冲破冰等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冰除冰技术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有望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电网除冰装置笨重、易
中断供电、成本昂贵和操作复杂等制约智能电网发展的难题。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廖雪梅

“搞科研不要怕吃
苦，要静得下心、沉得住
气、耐得住寂寞。”“任何
行 业 都 要 有‘ 工 匠 精
神’，只有找对自己的
路，干一行，爱一行，精
一行才能做出成绩。”这
是采访中，蒋兴良教授
对记者说得最多的话。

在蒋兴良看来，电
网覆冰规律及其防御方
法一直是国际上没有解
决 、极 具 挑 战 性 的 难
题。它需要长期、大量
的数据分析，只有坚持
不懈地做下去，才能真
正揭示覆冰的形成规律
和造成灾害的原因，找
到解决问题的技术方
案。因此，即便是在没
有多少人认识到覆冰研
究价值的年代，蒋兴良
仍默默坚持，一干就是
30年。

蒋兴良之所以愿意
像“钉子”一样常年扎根
野外，还在于他对一线
数据的重视。

“创新是一线数据
的积累。任何高深的科
学都是一砖一瓦，一个
一个数据扎扎实实积累
起来的。”蒋兴良多次提
醒自己的学生，现在虽
然进入大数据时代，但
如果没有自己的积累，
别人的数据就算拿给
你，也无法吃透，无法找
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正因为此，蒋兴良
在冰天雪地坚守 30 多
年仍乐此不疲；正因为
此，雪峰山的科研成果
能够“一枝独秀”，成为
我国高压电网输电研究
领域的一张名片。

创 新 需 要
“钉子精神”

蒋兴良：让冰雪与高压绝缘的“科研狂”

◀深夜，团队成员正在记录导体覆冰厚度。

▲蒋兴良教授带领团队成员勘查基地周边情况。

▲团队成员正在记录输电线路导线覆冰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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