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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韩旭，男，1968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
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河北工
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复杂装备
先进设计领域的基础理论创新、关键技
术突破和全面工程应用。他构建了面向
工程实际的高性能工程优化设计理论、
方法及专业定制设计系统；拓展了极端
环境下装备精细模拟与多源耦合不确定
性度量理论，为国家重大型号及国防装
备的提质增效提供了关键高精度分析与
设计工具；建立了工业机器人可靠性质
量保障与增长技术体系，推动智能装备
全寿命保质设计核心共性技术研发，满
足智能装备服役稳定性和安全性迫切需
求。荣获 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
贡献奖。

【人物名片】

刘日平，男，1963年11月生，中共
党员。现为燕山大学教授，亚稳材料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日平教授
致力于河北省科研工作30多年，提出
了含亚稳相的材料设计新方法，发明
了亚稳材料制备系列新技术，开发出
十多种全新的特殊性能金属材料，解
决了空间防护、飞行器传动机构等关
键材料难题，并被广泛应用在航天、
核工业、化工、钢铁等领域，保障了载
人航天、深空探测和探月工程等多项
航天任务和国民产业的发展，为省内
外企业和有关单位创造了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他与田永君院士一
起，带领团队实现了我省国家重点实
验室零的突破。荣获 2021 年度河北
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韩旭。河北工业大学供图

◀刘日平。燕山大学供图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燕山大学的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
验室，是燕山大学教授刘日平十几年
来待得比家还多的地方。

只要不出差开会，都泡在实验室，
这样的生活他坚持了很多年。对刘日
平来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因此一刻
都不敢耽误。“做科研需要投入大量时
间，绝不能有歇一歇的想法。”他说。

几年完成一项课题容易，几十年
坚持科研不容易。

4 月 12 日，刘日平被授予 2021 年
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攀登
科学高峰没有捷径可走，这条路从来
就不是平坦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唯
有守得住初心，耐得住寂寞，才能在所
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刘日平说，如
果失败了，就再去寻找新的路径。

没有终点，但有无限可能。

工作源动力来自内心

刘日平带领的是一个充满创新活
力的团队。团队获得过许多科技创新
类奖项，在材料领域攻克过不少难题。
大家常聚在一起讨论，交流思路，碰撞
想法。团队不搞一言堂。“你们是相对
平等的关系？”记者问。刘日平纠正道：

“我们是完全平等的关系。”
实验室强调一点——做研究是要

做成事情；不能反过来，为了文章和奖
项去做研究。“不能虚，要踏踏实实。”
刘日平说。

工作的源动力，不应该来自于外
界，而应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做我们
这种研究，智力不是决定因素，努力才
是第一位的。”没有成功来得轻松。“30
多年下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
材料研究上。”刘日平总结。

刘日平本科就读于重庆大学，学
的是铸造专业。“上了大学才知道，我
国的大部分先进材料都靠进口，高端
材料国外封锁，只能靠自己研制。”刘
日平说。也是从那时起，他一头扎进材
料研究中。

1988 年，刘日平硕士毕业后便来
到燕山大学，一干就是八年。为了进一
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1995年，刘日
平以公费资格考入中科院物理所攻读
博士学位。

采访中，刘日平常提到自己的导师
——材料学领域的著名专家王文魁教
授。王文魁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四十余
年，退休后，还是一头扎进实验室，继续
指导学生们做实验，讨论学术问题。

科学家身上的简单纯粹也感召
着他。

吃穿上，刘日平一点都不讲究，甚
至简单得有些过分。没办法啊，他要想
的事儿太多了。团队里那么多人，每个
人的研究进展他都一清二楚。学生报
的数据，几个月后他还能脱口而出。

“只有简单纯粹，才能保持那份专
注和热情。”同事们最理解他。

正如1998年，刘日平博士毕业时，
很多名气大、待遇好的单位给他抛来
了橄榄枝。可他没要，执拗地从北京回
到了秦皇岛，在燕山大学仍然做着他
的材料研究。

他没觉得自己放弃了什么了不得
的东西。他沉在科研里，不觉得自己崇
高或者伟大。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异军突起”

亚稳材料是热力学上处于亚稳状
态的一大类材料，主要用于航空航天、
宇宙探索、国防、能源等领域，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但我国在亚稳材料领域的研究一度
分散在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单位，研究
方向过窄、过专，且研究条件配套性差。

刘日平和时任燕山大学材料学院
院长田永君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1998年初，他们迎难而上，决心在亚稳
材料领域有所突破，争取在燕大建立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科研
力量薄弱、仪器设备陈旧落后的实验
室，想要破此先例，把这个实验室改造
成我国基础研究最高水平的实验室之
一，谈何容易？

科研经费捉襟见肘，为买实验仪
器他能省则省；好的项目争取不易，他
便一趟一趟奔赴北京，向科技部的相
关主管部门进行汇报。

2003年3月，该实验室参加了国家
重点实验室评估。

此次参评实验室共有 23 个，除燕
大实验室是地方重点实验室外，其他
22个实验室都是运行多年并有丰富参
评经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级重点
实验室。

专家组在听取实验室负责人的学
术报告、参观完实验室后，为之惊诧：
这个普通地方院校的实验室所取得的
成绩，远远超出专家们的预料。专家讨
论不得不临时延长了一个半小时。

2003年7月，燕大实验室参加了在
南京的重点实验室复评。

评估答辩的气氛异常紧张，但刘
日平却以精彩的报告和准确的答辩赢
得了在场所有专家的肯定。

实验室迎来了新的转机，开始了
向世界尖端领域冲刺。

2006年8月7日下午，在燕山大学亚
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实验室大楼前，
我省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揭牌。

回想8年来付出的心血，刘日平心
中五味杂陈，那其中有欣慰，更多的是
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未来要做的事情
还很多，这一天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

尽管实验室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但这个团队依旧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

国家重点实验室要接受每五年评
估一次的考验，一旦评估不达标就会面
临被摘牌的残酷现实，而且由于国家近
几年加大了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
力度，实验室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竞争日趋激烈，刘日平却对未来充
满信心，“在大家的团结奋斗下，实验室
一定能破风斩浪，取得更大的进步！”

多年来，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产出了一批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
科研成果，解决了关乎国防安全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卡脖子”难题。
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级
科技奖励 11 项，并有两项成果入选全
国十大科技进展。

凝聚团队做“让国家
强大的事”

刘日平的科研生涯中，偶然迸发
的灵感，总能照亮他的前路。问题在
于，这种“偶然”是真的偶然吗？

在他的学生们看来，这源于刘日
平对科研的执着。“老师抓住了一个关
键问题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常常几
天几夜在实验室钻研。”

刘日平曾领导完成过一个课题，
从 2014 年到 2019 年，总共耗时五年。
那些日子，面对一个个难关，刘日平一
头扎进实验室，带领团队一遍遍操作
实验仪器，一次次记录实验数据。

如今回想起来，刘日平觉得，就算
费时再久，也是值得的。“科学容不得
马虎，研究更容不得半点马虎。”他说。

从偶然到必然，刘日平相信，努力
才是最关键的力量。

工作之余，他坚持学习，他的办公
桌前摆着的一叠叠中外文献，没事就
翻翻。学习于他而言，是一种快乐，没
觉得是负担。

这份认真，刘日平用在科研上，更
用在带学生上。

做实验、写文章，与科研相关的任
何事，刘日平都爱抠细节，甚至学生的
一篇文章他会改十几遍。有时还会在
研讨会上，通过投影仪逐句逐词地剖
析学生的英语论文，细致地挑出并修
改其中的错误。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刘日平更
看重的是态度，“能力可以不是最强
的，但对待科研的态度不能马虎”。每
个学生进实验室的第一天，刘日平都
会强调：“做实验，要的是真实的结果，
而不是设想的结果。”

科研过程中，每当学生们遇到问
题向刘日平请教时，他不管有多忙，总
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耐心听别人讲完，
然后一步步为其答疑解惑。

“和老师讨论问题，总能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他会帮你找出问题症结所
在，同时举一反三，最后再来个发散拓
展。”刘日平的一位学生说。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材料研究领
域有所突破？关键是我们有一个优秀
的团队。”刘日平说，团队为了共同目
标一直在努力，“解决国家迫切需要解
决的技术难题，那种自豪感是用什么
都买不来的。”

30 余年来，刘日平所带领的团队
常常前五年攻关一个指标，五年后再
重新攻关一个指标，像蚂蚁啃骨头，一
点一点向前迈进。

“总是有人问我，科研中最痛苦的
是什么？我想来想去回答不出。我们做
材料的，要获得一次成功，往往要经过
上千次实验，材料研究最终要实现工
程应用，又要解决很多问题，解决后再
回头看，就都是快乐了。”刘日平说。

他就像是一位攀登者，兢兢业业
地为特殊性能金属材料的研制攻下一
个又一个“山头”。如今，他正带领着千
锤百炼的高水平团队，向着下一个高
峰进发。

□河北日报记者 王璐丹

30 余年主持多项重大项目、获得
业内荣誉不胜枚举……在外人看来，
这样的业绩已相当不错，足够引以为
傲了。然而，河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韩旭并不满足。工作之余，他
仍然坚持学习，充实提高自己——办
公桌上常年摆放着各类工程技术方面
的书籍资料，有点儿时间就拿来翻看。

做人谦逊温和，做事雷厉风行，做
学问精益求精，是很多和韩旭打过交
道的人对他的印象。

4 月 12 日，在 2021 年度省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韩旭接过了河北省科
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证书。但对他而言，
获奖并未给他的工作带来太多改变。

“得奖并不意味着什么。我还是该干什
么干什么，做科研其实蛮辛苦，到了一
站后，得往下一站走。”

不惧挑战迎难而上

韩旭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
力学系。1990年毕业时，韩旭选择了回
到老家张家口，在工厂生产一线的“大
熔炉”里接受锻炼。

最早，他将自己所学的数值分析
技术，应用到一线生产实践中。但在计
算过程中，韩旭发现，公司花大价钱采
购来的国外先进设备，虽然看上去“高
大上”，但使用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能不能造出自己的机器装
备？”当韩旭提出这个想法时，很多人
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支持者寥寥。可
韩旭觉得，“总要先试一试再说”。

“那时候，一间办公室、几张桌椅，
三四个人围在一起工作，技术资料更
是缺乏。”韩旭回忆，他和同事们四处
寻找资料，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用
来购买技术资料和专业书籍。

但从模仿到自主设计，跨越之大，让
人望而却步。韩旭也知道，一条巨大的沟
壑横亘在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

沟壑怎么填平？1995年，韩旭决定
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那年夏天，他被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力学专业录取，如愿成为了一名
硕士研究生。

毕业那年，品学兼优的韩旭被推
荐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深造。从工
程实践中发现科学问题，从实际数据
中提炼科学规律，让韩旭从科研中不
断收获，也让他尝到坐冷板凳的滋味。

“在新加坡读博时很辛苦，有段日
子还挺难熬的。”韩旭笑着说。1997 年
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时，他选择了工
程反问题理论和方法工作的研究方向。

反问题无论从数学理论层面还是
工程应用上来说，都比正问题难得多，
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即便如此，韩旭还
是毅然决然地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

“我想做重要且有挑战的课题。”
然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

次次尝试，一次次重来。大多数时候，
研究结果都难尽人意。

“跑”数据耗时长，调试程序更是
个力气活，需要不眠不休盯着。更常见
的是失败，但他却没有时间沮丧。“在
导师训练下，大家早就形成了条件反
射，遇到问题马上去找原因，直到想出
新办法去解决。”

在读博的三年时间里，韩旭陆续发
表了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随着越来越
多研究成果发表，回国的意愿日渐强烈。

“我要把成果带回祖国。”2004年，韩旭
带着学术设想回国，并埋下梦想的种子。

不眠不休潜心研究

从业数年，他发表了 200 余篇 SCI
论文，近7年连续入选Elsevier机械工程
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出版中英文专著
4部，授权发明专利 80余项，获得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而这背后，是韩旭超乎常人的专

注和付出。
现代装备结构、工艺、服役环境复

杂，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以粗放式发
展、逆向模仿为主，关键共性设计技术
缺失，高端设计为国外主导。提升装备
设计品质、效率、性能，实现装备高性能
正向设计是行业内多年来面临的瓶颈。

“一步步来！科学是一个探索的过
程，只要敢于探索，就有成功的希望。”韩
旭知道，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出的成果。

身边的同事们也不否认，挑战的
结果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创
新，不就是在无数不可能中，找那一丁
点儿的可能性吗？”韩旭说。

就这样，韩旭带着几个学生，踏上
了引领我国工业装备的正向设计和自
主创新的旅程。

韩旭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基于数值
模拟的复杂装备先进设计理论与方
法，在反问题理论、结构快速模拟、高
性能工程优化和可靠性理论等基础性
和前沿性问题上获得突破。

“他是时时刻刻拧紧的发条，不曾
松过一刻。”同事们都说，韩旭是单位
有名的“实验机器人”。

数值计算中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
设计程序、调试程序。程序调试的过程
不能间断，这是一个耐心活，有时候一
个小盹，就有可能找不到调试的地方，
只能重头再来。这还是一个细致活，任
何差错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为了一组参数，韩旭大部分时间
都待在实验室里，和他的学生轮流盯
着电脑，一盯可能就好几个月。

“程序不怕不通，不通的话就直接
调整不通那一段。最怕的就是每次都
能算，可是每次算出来结果不一样。出
现这种情况，就只能从头到尾一个一
个比对。”韩旭记得，有一次一个程序
里出现了 l（小写字母）和 1（阿拉伯数
字）的差错，他带着学生找了足足 2个
月才彻底解决。

从事科研工作，不付出肯定是没
有收获，但付出了也不一定能够如愿。
幸运的是，韩旭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韩旭和团队在国内最早建立了工
程反问题的一般性框架和理论方法，
研发了成套自主可控的面向工程实际
的高效优化与专业化定制设计系统，
实质性推动数值模拟由辅助性分析工
具到主导性正向设计的关键转变，并
成功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工业机器
人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解决了一
批卡脖子难题，合作研发的多项重要
装备填补国内空白及列装部队，产生
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及国防安全效益。

不拘一格引育人才

韩旭认为，自己在科研道路上走
得比较顺，得益于领导、同事和家人给
予的大力帮助。

在申请杰青项目时，前辈给他提
供项目申请经验，同事对标书提出修
改意见，学校为项目申报提供了很多
支持。韩旭说，这让他感受到，科研不
是一个人的旅程。

2016年，韩旭重回河北，担任河北
工业大学校长。科研之外，他把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用在培养下一代科研人才上。

“人才是发展的根本。”从事科研
和学科建设工作多年，韩旭对人才成
长规律有着深刻认识。

2016年，河北工业大学出台了“元
光学者计划”等一系列人才政策，计划
通过完善激励体系、扶持政策，为学校
引进和培养一批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和
有国家级科研水平的人才。

扶持政策，意味着什么？
“起步的第一个台阶。”韩旭说，

“比如30来岁的科研苗子，申请国家和
省里的基金不容易。经费补贴就可能
成就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这些苗子
可能成长为未来的学术带头人，甚至
是知名专家。”

实践证明，河北工大开辟了一条

不拘一格选好人才、千方百计育好人
才、发挥特长用好人才、立德树人检验
人才的新路子，开创了我省高校人才
引育新模式。

随着学校人才队伍的不断发展壮
大，韩旭抛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基
金百项”！

“项目申报是途径而非目的。我们
不唯项目、不唯论文，我们只是希望以
科研项目为平台，将科学研究内容、成
果及科研前沿信息融入日常教学进
程，从而实现教学相长。”韩旭说。

韩旭的决心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

校院两级不断推动工作落实，很
多教师开始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次基
金项目申报。

激励效应持续发酵。从 2017 年到
2019 年，学校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连年
攀升，2020年、2021年国家基金数接连
破百。

“当初感觉遥不可及的愿望，实现
了！”韩旭眉头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

目标的一步步实现，让河北工大
的人心越聚越齐，干劲儿越来越大。

近年来，在践行“落地冲高”工作
思路、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打造我省创新策源地和成果“快转”基
地的工作中，学校“走访百县”的足迹
踏遍燕赵大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惠
及民生。在韩旭的带领下，学校积极构
建“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新模式，带动
了省内高校共同发展。

虽有行政职务在身，但韩旭每天
还会留出时间给科研。阅读文献、申请
课题、和团队成员讨论技术问题，他乐
此不疲。

韩旭常说：“干一件事情就一定要
把它干好”。这句话也影响和激励着越
来越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