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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重磅的发明，为何出
自广工大？ 陈新告诉记者，广
工大的教授不是光在实验室
里闷头做实验，他们经常到企
业中，跟工程师到现场了解情
况、 挖掘需求、 修正技术、实
现技术突破。

团队成员杨志军教授告
诉记者，近20年来，团队成员
频繁深入企业一线， 有的局
部技术攻关经历了数百次企
业一线交流与现场验证；有
的细分技术难点突破查阅了
海量文献。 课题组几乎没有
节假日， 团队成员经常性加

班熬夜。
在高速运控优化攻关的

那段时间，杨志军都未及顾上
临产的爱人，继续回实验室加
班，错过了孩子的出生。

“研发过程中，我们常常
会碰到特别难的技术，一旦遇
到了，我们就会加班加点来攻
克，有时连大年初一都回到实
验室做实验 、 分析实验结
果。 ”团队成员王晗说，“我们
必须要绕开原有的技术路线，
通过原理创新等，走别人不同
的路，实现更好的效果。 ”

“整个产业要发展，民族

要复兴，关键核心技术
的突破来不得半点吹
牛， 必须要实打实，我
们还有很多坎儿要迈
过去。 ”陈新告诉记者，
未来，团队将继续瞄准国
际前沿，极力推动基础研
究与原理创新，进一步夯实
产业根基， 产出一流成果，
支持民族工业做优做强。

他还有一个小梦想：“我
期待广工大和我们的实验室
也能挺进世界舞台中央，我们
培养的学生能在世界上有竞
争力。 ”

广工大陈新团队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攻关近20年
破解中国制造“卡脖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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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大王成勇团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小钻头”支撑高铁等高端装备制造

一个细到只有头发丝的一半、肉
眼几乎看不见的钻头，能有什么用？ 在
广东工业大学王成勇教授团队的实验
室里，这个“小钻头”大有文章，它决定
着高性能计算机、超算、高铁列车等高
端装备制造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月10日， 该团队联合多家企业，
经过十余年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研究的
项目成果《高端印制电路板高效高
可靠性微细加工技术与应用》荣
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电路
板， 就会发现这块或大或小的
板子上，有数不清的微小孔洞。
高端印制电路板被誉为“电子
工业的基石”， 从手机到电脑、
高铁等高端装备， 都离不开这
块小板子。“比如手机， 要大
屏、极致薄、轻便 ，功能还多，
这意味着里面电路板上的元器
件和线路越来越密集。 线路由
线和孔组成， 一个微孔的质量
问题就可能使得整板报废，电
子系统失效。 有的板1cm2面积
大小就要钻600多个孔。 ”王成
勇说。

十余年来， 他和团队一直
在研究一个问题———如何在越
来越小的电路板上钻好孔。 这
就像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要
打的孔越来越小、越来越密，材
料越来越复杂、层数越来越多、
就像叠罗汉一样， 打孔难度越

来越大。
这样细小且穿透力强的钻

头，要用什么材料去做？ 用什么
方法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怎样
加工才能保证孔质量好？ 如何
保证钻头质量好、 不会断且耐
磨损？2007年，团队与深圳市金
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研究印制电路板机械钻削加工
技术。“这么小的孔，是钻出来
的还是冲出来的？ ”王成勇和搭
档付连宇博士提出疑问。

从这么一个小问题入手，
团队一直研究了十余年。“印象
最深刻的是最初的讨论， 电路
板上孔与孔之间会不会互相影
响？ 钻深孔的时候会不会偏移？
这一系列的问题当时行业内没
有共识，我们作了深入研究，最
终阐释了这些问题。 ” 团队成
员、 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郑李
娟说。

1cm2电路板上打600个孔
从“孔”入手突破技术壁垒

“中国是电子制造第一大国，电
子制造更新换代很快，我们的装备升
级跟不上产品更新速度，这样的产业
链很容易被‘卡脖子’。 ”陈新说，“装
备不能崛起，产业是不健康的，没有
强筋骨的。 我们必须要围绕中国特别
是广东电子产业发展越来越快、规模
越来越大的趋势，必须要突破核心关
键技术。 ”

经过大量的调研， 团队发现，电
子装备产业之所以能做到高速度、高
精度，其根本还得在力学、测量、控制
等基础理论方面进行突破。

其中，高速/高精点位操作是众多
高端电子制造装备共性需求。 团队围
绕这一共性需求， 历经20年的基础研
究与技术攻关，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
建立了高速精密电子装备数字化设计
与制造的理论与技术体系， 研制了系
列核心基础部件和典型高端装备。

目前，团队研发的系列技术主要
应用在一些高新高精电子装备操作
领域，尤其在快节奏、高精度操作方
面，技术的定位精度可达到头发丝的
几十分之一。

数据显示，团队联合深圳大族激
光、 大族电机等企业研发的部件/装
备服务企业千余家，近三年新增销售
45亿元、利润10亿元。 核心技术发明
获授权发明专利67件等。 项目成果和
后续研究将持续有力支持我国电子
制造产业的自动化 /智能化转型升
级；系列基础运动部件将持续有力支
撑我国高速高精电子制造装备的不
断创新与跨越。

“我们从最底层做起，从最基础开
始突破，最终实现了这方面关键技术装
备的国产化。 ”陈新说，“我们的技术成
长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成长，是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

让中国装备“强筋骨”
实现关键技术装备国产化

“一根针”研究了十余年，成果为高铁制造等提供支撑

怎么打孔的问题解决了，但电
路板这种多元多层复合材料是怎
么被去除的？ 刀跟材料怎么作用
的/怎么失效的？ 要加工好这么小
的孔需要配备怎样材料的刀具和
工艺？ 团队又接着攻关微细刀具
材料制备、微细刀具设计与制造、
微孔群加工工艺几大核心技术。

王成勇告诉记者，近十来年，
中国电子工业迅猛发展， 材料变

化也越来越多， 团队对其间涌
现的各种新材料出现的各种问
题开展许多研究。 其中，为了

提高微细钻头耐磨性，团
队与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

限公司、 深圳市金洲精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多家企业联
合开发印制电路板超微细硬质合
金棒材基体、 微细刀具复合涂层
制备和微细刀具设计与刃磨等技
术研究。“做出头发丝一半粗细都
不到的钻头，只有20微米，就像在
头发丝上开个槽，非常难。 ”

历经十余年的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研究， 项目组最终突破了微细
钻头易磨损、易折断、微孔群加工质
量差效率低等行业难题。 成果在多
个著名高端印制电路板企业得到成
功应用，满足了高铁、超算与高性能
服务器、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等对
高端印制电路板的重要需求。

“我们不是‘一根针打天下’，

而是材料、设计、制造、工艺组合在
一起，形成了一系列成果。 ”王成勇
说，该成果不仅推动了我国机械微
细刀具技术发展，提升了制造业关
键基础材料、工艺和零部件的核心
竞争力，也打破了高端印制电路板
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有力支撑了
我国高性能计算机、超算、高铁列
车等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十几年的研究中， 项目团队
也陆续培养了百余名优秀人才。
王成勇告诉记者，未来，他希望能
将团队更多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
于本科教学，将科研成果及时融入
到本科课堂授课内容中去，把最新
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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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20年研究突破国际瓶颈，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场景化教学是指在一
定场地、设备、材料等支持
下创设综合性学习环境 ，
潜移默化地实施教育的一
种方法。 广州市教育研究
院在对全市 11个辖区共
1626所幼儿园课程质量调
研的基础上， 围绕本土文
化传承和课程场景化，于
2018年启动了“文溪雅荷”
广州市幼儿园实验课程的
研发工作， 参与的幼儿园
达到104个。

据介绍 ，“文溪雅荷 ”
幼儿园社区场景化课程充

分发挥广州作为历史文化
名城、 大湾区核心枢纽的
地域优势， 以体验式学习
为设计主线， 遴选广州真
实的、生活化的、具有教育
意义和本土特色的场景 ，
发掘和提炼其文化内涵与
教育价值， 通过设计具体
可实施的课程方案， 践行
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培育幼儿对祖国和家
乡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

活动现场除了对幼儿
园社区场景化优秀课程进
行颁奖， 还发布了广州市

“文溪雅荷”幼儿园社区场
景化课程地图， 首轮发布
包含80个社区场景， 包括
人文场景、场馆场景、自然
场景、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 例如，越秀区以广东
粤剧院、 广九火车站纪念
馆、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园等本土人文场景为主 ；
天河区作为广州城市的新
中心，场景以体育中心、省
博物馆 、BRT等现代设施
为主；作为广州“后花园 ”
的从化区， 则以自然生态
场景为主，如从化溪头村。

高速运动的轨道上固定一根钢尺， 如何
保持钢尺不晃动且定位精准到头发丝的几十分

之一？ 这看起来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 1月10日，广东
工业大学陈新教授团队完成的项目《高端电子制造装备高

速高精点位操作的关键技术与典型应用》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近日，记者探访了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采访实验室主任陈
新教授及其团队。 他介绍， 该技术可广泛应用在高端电子装备领
域，攻克了高端电子制造装备的关键难题，为推动我国电子制造装
备业的自主可控与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技术保障。

广州创新幼儿教育：

80个地点入选
幼幼儿儿园园场场景景化化课课程程地地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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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荫山房、海印桥、粤剧博
物馆、太古仓、十三行……这些极
具本土文化内涵、 富有教育意义
的场景通过课程化， 成为了广州
幼儿园的课程。日前，广州市教育
研究院和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主办
的“文溪雅荷”幼儿园社区场景化
课程展示交流暨颁奖活动上，发
布了广州市“文溪雅荷”幼儿园社
区场景化课程地图，包含80个社
区场景，遍及广州市11个区，包括
人文场景、场馆场景、自然场景、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目前该课程在南沙区、白云
区、花都区、天河区进行试验，未
来希望推广到全市所有幼儿园。

陈新教授科研团队

王成勇教授

1月11日下午，卓越大语
文“开书立世”阅读大赛总决
赛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3位
小选手分别夺得小低组、小中
组及小高组决赛的一等奖，另
有15名小选手分别获得3个
组别的二等奖及三等奖。

现场比赛设三个1分钟环
节：分别为答题、主题演讲、评委
互动。卓越大语文创始人陈宏巨
表示，答题环节是了解学生平时
阅读输入的情况；主题演讲是让
学生将阅读后的思想和观点表
达出来；评委互动则能够让学生
的思想更加丰富，观点更清晰。

口语表达， 从阅
读输入到表达输出

从小低组到小中组，评委
们着重的是学生的阅读输入
到表达输出的能力。 据了解，
卓越大语文1-4年级在读学

员列出阅读书单，其中一年级
书单为《幼学琼林》《不一样
的波波熊》《山田家的气象
馆》，二年级书单为《金银岛》
《阁 楼 上 的 精 灵》《你 很 特
别》，三年级书单为《狼王梦》
《草房子》，四年级书单为《鲁
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

在本次比赛中，小低组及
小中组的演讲主题分别为

“爱”、“我的梦想乐园”。 小低
及小中组比赛结束后，卓越大
语文唐菊琴老师总结了演讲
的小技巧：用关键词归纳演讲
内容， 带动观众进入演讲中；
开场采用提问的方式，有利于
与每一位观众互动；加入自己
的歌唱，是一种“先声夺人”。

泛读 与 精 读 结
合，好读书、读好书

小高组（5-6年级）更注重

学生的阅读量和精读理解能
力。 卓越大语文的小高阅读书
单为文言文读本《世说新语》
《史记》，本次比赛小高组主题
演讲是“我最喜爱的历史时
代”。 作为本次活动的特邀评
委，广东省政府文史馆文学院
院长徐南铁点评道：“人生的
不同阶段阅读同一本书的心
得可能是不一样的。 在少儿阶
段，首先要多读。 古人所谓不
求甚解，可以理解为不让抠字
句的阅读影响阅读的广泛和
数量。 所谓精读，一定要以多
读为基础。 ”

陈宏巨认为，泛读和精读
结合，可以构筑影响人一生的
文化根基。 卓越大语文就是秉
承这种“悦读经典，收获思考
的力量”的理念，指导学生从
中国经典名著中学习优秀传
统文化，在外国优秀经典著作
中学习世界优秀文化。 （杨广）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K12
课外辅导参培率已达85%。家
住越秀区的王女士说，孩子所
在的区重点高中，一个班仅有
5名学生没有报读辅导班，家
庭一年用在孩子补习上的费
用近8000元。

在给孩子报辅导班时，家
长到底该如何选择教育机构？
有的家长选择“离家近，平时
上课方便的机构”， 有的选择
“价格便宜， 日常支出能承担
起的机构”， 有的表示要选择
“老师更好的机构， 能力强更
重要的机构”。 但到底怎样的
老师才是好老师？在人人都报
班的时代，教育机构应该怎么
选？广州新东方学校校长毛成
轶给出如下贴士。

第一，敢将老师信
息公开透明的机构，值
得信赖

“教师信息不透明，各种

宣传泛滥”是行业乱象，毛成
轶认为，让家长既精准又低成
本地找到好老师，首先老师的
信息必须要公开透明。新东方
目前上线的教师管理平台，便
是基于行业痛点的一个重要
举措。 每位教师的资质证明、
授课风格、专业功底成绩等多
项信息均可在平台查看。用户
只需扫描二维码，搜索老师姓
名，即可快速查找目标课程老
师。平台既解决了家长盲目选
师报班的问题，也大大节省了
决策成本。

第二， 优秀的教育
机构拼服务， 更拼老师
教学功底

实现师资 信 息 透 明化
保证了家长选择权 ，但优秀
师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毛
成轶认为，好老师必须具备
过硬的学科功底 。 在新东
方 ，每年两次的功底考试已

成老师们的“家常便饭 ”，堪
称机构内部的“小高考”。试
卷由集团统一命题，考题难
度远高于对应的中 、 高考 ，
考试结果进行全国排名 ，成
绩排在末尾的老师将被淘
汰 。 不可否认 ，通过考试进
一步夯实老师的学科实力，
真正做到为学生赋能 ，这更
有利于保证老师的教学质
量。

宁愿花重金报班，也不愿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是家长
在培训热潮下的单一教育消
费观。选择一家机构就是选择
了孩子长达 12年的成长坐
标。然而机构对师资的培养也
非一日之功。大力进行师资培
养作为新东方一直以来的战
略核心， 在提出“新东方，老
师好”口号后，我们期待看到
新东方能在未来不断引领教
培行业推陈出新 ， 健康发
展。 （杨广）

卓越大语文
“开书立世”阅读大赛总决赛精彩纷呈

人人都报班，教育机构应该怎么选？

小鸟和小老鼠谁的心跳更快
呢？龙舟这么长，是怎么运到博物
馆里的？孤岛上的灯塔守护者，有
人帮他庆祝生日吗？ 粤剧演员脸
上为什么要化这样的妆？ ……

这些儿童视角的问题， 都是
在广州正推行的“文溪雅荷”幼儿
园场景化教学课程中， 由参与的
幼儿园小朋友们自发提出并寻找
答案的。 小朋友们学习的场所不
再集中于传统的幼儿园班室，而
是在博物馆、图书馆、科学中心，
在农场、孤岛、动物园，在机场、码
头、BRT车站，在牛奶厂、老字号
酒楼、农贸超市……

自2018年广州市幼儿园实验
课程的研发工作启动以来，广州不
少幼儿园在具有广州本土特色的
真实场景中开展了体验式学习。

在优秀课程展示后，
华南师范大学的蔡黎曼
副教授点评道 ，“文溪雅
荷”幼儿园场景化教学课
程不是在传统教育场域
进行的活动，而是从幼儿
园走出来， 让教育和社
区、家庭结合。 她认为，21
世纪人工智能技术的应
用必定会颠覆传统教育
范式，传统教育是记忆答
案，而文溪雅荷项目是一
种儿童自身思考的与情
感强烈参与的有效的学
习 ， 是孩子们在寻找答

案 ， 而不是老师单纯传
授，是从被动学习转向主
动学习，是《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落地的具
体体现。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李思娴则表示 ，“文溪雅
荷 ” 幼儿园场景化教学
中，老师们非常尊重小朋
友们的主体性和需要，在
和小朋友的互动过程中，
有意识地把广州历史文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课程，过程中实现了
“立德树人”。

广东粤剧院等80个场景入选 场景化教学让孩子主动寻找答案

1在本土特色场景中
体验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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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 ，“文溪雅荷 ” 幼儿园社区场景化课程颁奖

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