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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服务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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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检集团专栏

航

近几年来，国检集团发布与在研的 ISO、IEC 国际

三获国家科技奖的
“包大夫”

标准达 11 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达 200 余项、行业
和地方标准达 500 余项，申请与取得授权专利的项目达
300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这其中，
自有包亦望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陶瓷与玻璃材料力学性能评价领域，包亦望主持
完成了 30 多项科研项目。在国际上，迄今有 9 项 ISO
标准（6 项已发布）的核心技术来源于包亦望，这意味
包亦望（右二）1991 年第一次出国留念

着全世界在这些检测项目中均采用中国技术。在国内，
他创立了先进陶瓷力学性能评价体系和标准体系，被广

——记第五届建材行业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国检集团首席科学家包亦望

泛应用至今。在建筑玻璃的服役安全与风险预测方面，

化设计、强度与断裂理论、可靠性和寿命预测等方面取得

他突破了钢化玻璃自爆无法诊断的难题，创建了玻璃风

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陶瓷和玻璃的高温和常温力

险检测方法、测试仪器和系列标准，为我国建筑玻璃安

学性能评价、动态与静态失效性能研究方面居国内领先水

全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并广泛应用。攻克陶瓷力学

平。他提出的陶瓷均强度准则和强度衰减寿命预测模型有

性能评价领域的系列难关并成为该领域领军人。先后获

效地解释了弯曲强度的厚度效应和裂纹尖端应力奇异性等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科技奖 13 项。获得专

疑难问题。提出超高强预应力陶瓷设计方法和模型，建立

2018 年 1 月 8 日，对国检集团来说是一个值得庆祝

利 56（发明 37）项，出版专著 3 本。发表学术论文 300

了先进陶瓷力学性能评价标准体系。为此，1995 年包亦

的日子。集团首席科学家包亦望牵头的“建筑玻璃服役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128 篇，EI 收录 200 多篇，国际上

望作为第二负责人收获了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风险检测和可靠性评价关键技术与设备及应用”项目获

引用 2080 次，个人 H 因子为 26。解决各种脆性器件失

2017 年公益类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他第三次捧

效分析案例数十项。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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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家奖。

对此，包亦望总说 ：
“科研工作者的成果与单位和领

也是在 1995 年，包亦望获得德国洪堡基金，成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材行业科研院所中的第一位洪堡学
者。1997 年 6 月包亦望学成回到建材总院继续从事材料

导给予的支持以及团队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建

性能评价和测试技术研究，先后完成了“973”、“863”、

国家和社会对科研工作者寄予了很多期望，我们应该认

材集团、建材总院、国检集团给我提供了高层次的科研

国家自然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中科院“百人计划”、

真做好本职工作。”这种认真，贯穿了包亦望 30 余年的

平台和科研条件，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给了我科研的信

科技部重大仪器专项、北京市自然基金、北京市重大科

科研生涯。也是这种近乎偏执的认真，让他成功突破了

心和动力。”

技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从那时起，包亦望逐

对于获奖，包亦望很淡然：
“荣誉和成就只代表过去，

当过木匠，做过售货员的包亦望，在 1978 年也就

渐完成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型，转而探索一些

瓶颈难题，让建筑玻璃可以体检，让其风险可以预测 ；

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重新全国统考的第一年，凭借优

材料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并在材料评价这个舞台上

同时攻破了超高温极端环境下精密变形测量的国际性难

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建材学院（后改名为武汉工业大学，

大放异彩。

题，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准确测得材料 2000 摄氏度超高温

现为武汉理工大学）。1985 年，包亦望硕士毕业分配到

弹性模量。也是这种虔诚的科研态度，使他在 1995 年创

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当讲师，两年后，求知的欲

建了我国先进陶瓷可靠性评价及其力学性能检测系列国

望使他选择继续攻博深造，考入中国建材总院。对目标

家标准，实现了我国先进陶瓷力学性能评价从无到有的

执着坚守、对过程精益求精是包亦望一直恪守的人生信

突破并应用至今。

条，这也成就了一位踏实、专注、执着的科研学者。

玻璃自爆“癌症”诊断及高层建筑玻璃坠落风险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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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脆性材料的力学性能评价理论和测试技术、优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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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过木匠的包亦望动手能力很强，也总能想出解决
问题的点子，是出了名的“包管用”“点子王”。他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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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世界首台陶瓷涂层残余应力测试仪。

定时炸弹”威胁着城市的安全。包亦望又带领团队从机

建设，还关注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作为中国硅酸盐学

在航天航空领域，大量的材料在 1500 摄

理研究—测试技术—设备开发—标准制订—推广应用，

会测试技术分会的发起人、秘书长，包亦望在“全国无

氏度以上的超高温环境下服役，脆性材料

进行了 10 多年的系统研发，最终发明了“动态相对法”

机材料测试与评价学术年会”上，设立了青年学术论坛

和高温复合材料在极端环境下的力学性能

预测建筑玻璃坠落风险及评估标准，开发的幕墙玻璃坠

（专场）
，鼓励年青学者到论坛上发表观点，锻炼和培养

评价当时在国际上无法可循，包亦望发明

落风险检测仪，能自动识别幕墙坠落风险等级，进行数

的局部受热同步加载法、相对缺口环法等

据无线传输。该项技术具有普适性，还可推广到陶瓷幕

技术，使得测量超高温极端环境下的力学

墙和石材幕墙等外围构件的服役安全检测。

性能成为可能。他还研制出了世界首台超
高温极端环境力学性能试验系统，可用于
能测试。凭借以上科技成果，包亦望再次
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称为“玻璃癌症”，是既有玻璃服役安全

每一块奖牌都能攥出一把汗水，每一项荣誉都能引
出一串脚印。一把汗水一片翠绿，一串脚印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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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生活，去领略他的魅力和情怀。他是普普通通的劳
动者，他是风尘仆仆的行路者，他更是积极探索、勇于

荣誉面前，包亦望总是很平和，
“这是国家对测试技
术和第三方服务业的重视和支持，是国人对国检集团的

超越、敢为人先的国检集团科研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包亦望觉得，

信任和珍爱，荣誉属于整个团队，不是我个人的”。在他

个人的荣誉得失无关紧要，整个检测认证行业水平的提

看来，搞科研的同时要注重传授、培养人才。通过科研，

升才是最关键的。面对虎视眈眈的国外检测认证机构，

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中最普遍但又最难以检测、
“无法治疗”的国际性难题。

让团队成员掌握研究技能和方法，进而成为未来的科学

国内检验认证机构只有奋发图强，奋起直追，才能无

在他那里都能找到解决方法。

国内外对高层既有建筑钢化玻璃自爆风险大多只能采用

领袖，把科研的“接力棒”传承下去。

愧于这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时代。他所在的国检集

针对陶瓷 - 金属焊接和陶瓷界面可靠性测试难题和

事后统计和经验评估的方式，而无法事先预测其潜在风

材料测试技术属于基础综合性科学，科研时遇到的难

国内外需求，国内外无方法、无标准的现状，包亦望发

险，直到包亦望带领团队攻破这一难题，三获 2017 年度

题往往无从借鉴。这非常考验个人及团队的创新能力。谁

上市公司，也将继续肩负央企与民族责任，不忘初心，

明了“十字交叉法”测试常温和高温界面拉伸强度与界

公益类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也因此有了“包大夫”

曾想到做出如此巨大科研成果的团队竟只有 12 个人。

再上高台，向着“世界一流检验认证集团”的远大目

面剪切强度以及界面疲劳损伤等技术，受到国际同行高

的头衔。

包亦望很注重培养团队里每个年轻人的科技研发能

度赞赏，该系列创新技术成为我国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

2005 年，包亦望承担了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安全

中自主知识产权转化的第 1 项和第 2 项国际标准（ISO

玻璃可靠性评价与无损在线测试”。要解决问题，先要弄

“青年人做科研没有劣势，

13124、ISO 17095），实现了我国在该国际领域的突破，

清原因。玻璃自爆是玻璃内含有的硫化镍杂质在一定条

只有优势，有成就的人都

并将成果推广应用到各种粘结剂强度和建筑玻璃结构胶

件下发生相变导致体积膨胀引起的。包亦望的研究，最

是从年轻时做起的，青年

界面结合强度的测试中。

初是从寻找硫化镍开始的。玻璃里的硫化镍杂质用肉眼

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基本看不见，用放大镜或扫描仪检查也极为困难。他带

测试也成为国际性的难题。包亦望提出相对法理论模型

领团队收集了大量的钢化玻璃自爆残片，再对取出自爆

团队人人奋勇争先，成员

和系列评价技术，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陶瓷涂层的强度、

源的部分玻璃进行断口分析，发现自爆是由硫化镍、单

中多人陆续获得“有突出

弹性模量、密度、膨胀系数以及界面结合强度等材料参

质硅等杂质挤压周边玻璃并产生应力集中而导致的一种

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数的评价与测试难题，受到 ISO/TC206 各成员国专家

脆性材料力学和断裂力学的现象。从力学角度分析和解

入选 2017 年国家百千万

一致认可并据此制订了 4 项国际标准（ISO 19603、ISO

决问题，是固体力学专业出身的包亦望的强项。经过研

人才工程，获得“中国硅

20343、ISO DIS 21714、ISO NP23114）和 2 项国家标准，

究，他提出了自爆准则，开发了钢化玻璃自爆源自动检

酸盐学会青年科技奖”
“北

填补了涂层性能测试技术的国际空白。同时，针对任意

测方法，研制了国内外首台透射式和反射式光弹扫描仪，

京市科技新星”和中国建

构件表面涂层残余应力（非材料常数）无法准确测试但

该技术被制订为国家标准 GB/T 30020 和多个地方标准，

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优

又紧迫需求解决的问题，包亦望利用相对法模型和内应

成为评估钢化玻璃自爆风险的关键手段。

秀科技新星”
等荣誉称号。

除玻璃自爆外，建筑玻璃从高层建筑上坠落就像“不

团作为 A 股首家“中国”字头、集检验认证为一体的

标迈进。

力。经常挂在他嘴边的是

陶瓷涂层与基体材料紧密结合难以剥离，涂层性能

力平衡，推导出残余应力计算公式及测试方法，并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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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化玻璃自爆，被英国建筑师福特斯

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

我们循着包亦望的脚印，透过他的汗水，能感受他的工

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超高温极端环境的性

包亦望在实验中

国检集团专栏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

他不但重视自身团队

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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