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梦想 不断前行
——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曲荣海
曲荣海海，分别于 1 993、1 996 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 996~ 1 998 年年任教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华中科
技⼤大学电⽓气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 ⾼高级会员，中组部“ 千⼈人计划” ⼊入选者。2002 年年获得美国威斯康⾟辛
⼤大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作为通⽤用电⽓气公司（GE）美国全球研发中⼼心总部的⾼高级专业⼯工程师，主要负责
各种新型、永磁电机的研发，包括各种转速的⻛风⼒力力发电机、⻜飞机发电机、海海底电机、超导电机、牵引电机等⾼高
尖端领域的⾼高速、⼤大功率，⾼高功率密度电机的研制。
本刊记者 \刘丹丹

他，从一名教师成长为一名工程师，又从工程师改行做
了教授，看似一个轮回，但只有他知道，自己为了这个“圈”
付出的努力与艰辛。他，为了自己的“专业梦”，一步步前
行，从未停歇。他坚信有梦、有理想，才会有未来。他，就
是华中科技大学电机领域的领军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
专家——曲荣海。

梦起 清华园⼗十年年

曲荣海生长在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庄，为了能够接受更好
的教育，他初三就离开了家，到呼伦贝尔盟的首府海拉尔上
学，独自一人开始了求学生活。“我很自卑，因为自己是从
山沟沟里来的，感觉城里的孩子肯定比我强。”那时的曲荣
海是羞怯的，他每天只是学习，
“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学习着”。
第一次考试，他考了全班第一名。慢慢地，曲荣海不再感到
自卑，他在心底为自己设定了更远的目标。
1988 年，曲荣海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就读电机系。那时
的他还不知道电机是什么，但是他很喜欢这份神秘。也正是
因为这份神秘，才结成了他与电机一生的情缘。
美丽的清华园承载着他的青春与梦想。曲荣海学习非常
刻苦，每天“三点一线”地忙碌着。在完成专业课的同时，
他还选修了自己喜爱的数学系课程，在本科阶段就完成了许
多数学系硕士课程。除此之外，曲荣海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
动，还担任了六年的辅导员。“辅导员经历是我一生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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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培养了我合理分配时间的能力与习惯，这个习

平衡的问题，但清华人的自信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好处

惯使我受益终生。”

的。有能力的人，就是要勇于承担更多的责任！”

“大学毕业后才发现大学的时光是最幸福的。那

当曲荣海怀着浓浓的电机情，为了朦胧的梦想，

时学习虽然苦，但是同学们天天生活在一起，真是很

远赴美国求学时，他仍相信，他会很快地回到清华园。

有意思。”清华的体育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为祖
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更是深深扎根在每位清华学子的

寻梦 扬帆远航

心中。“每天下午 4 点的广播声一响，所有的学生都
会去操场上锻炼，那个场面真是壮观！”身材高大的

1999 年，曲荣海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学

曲荣海喜爱运动，最喜欢的是打篮球。“我们班上有 6、

位。陌生的国家，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校园，使他有

7 个人每天都在一起打篮球。特别是夏天，刚打完篮球、

点担心，“怕自己技不如人，给清华丢脸”。很快曲

大汗淋漓的，在街边直接杀一个西瓜，那个爽快！”

荣海发现“这边对博士课业的要求和在清华学习的差

回忆起上学时的趣事，曲荣海笑得像个孩子，仿佛又

不多，特别是数学科目。”当他把在清华时的数学课

回到了食堂边的西瓜摊。如今曲荣海仍然保持着打球

成绩与课程论文交给教授后，教授立即认可了他的成

的习惯，只是篮球换成了小小的羽毛球。“我现在不

绩，不再要求他重修这些课程。“我当时深深地感受

敢打篮球了。因为留学时，有一次打球被一黑哥们撞

到清华在课程设置上的严谨与要求之高。”曲荣海也

飞了，肋骨都被撞裂了，从此再不打篮球了。”

更自信了，他坚信清华人不会比任何人差，把更多地

1996 年，完成硕士学业后，曲荣海选择了留校工

时间投入到了专业学习中。

作，成为了一名教师。当时，曲荣海认为自己的一生

在博士课程即将结束时，曲荣海感觉到，自己仍

都会在美丽的清华园中渡过。时间在平淡中流逝，慢

然是站在电机行业的边缘，仅仅是对电机理论有了一

慢地，曲荣海有了一个很朦胧的想法，他想为中国电

些了解，却没有看到电机行业的全貌。2002 年，为了

机行业做点什么，可是应该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

能够全面地了解电机行业，“也为了掌握点实际的工

为了寻找心底的答案，曲荣海决定放弃稳定的工作与

作经验”，曲荣海进入了 GE 公司。在 GE 研发中心，

生活，到国外继续深造。

因为“看到了很多的新型电机，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

“清华十年，教会我的不仅仅是如何做学问，更
重要是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清华人是自信的，有点舍
我其谁的意思，有的人认为这是自大，这是一个怎样

的电机，终于开始了解电机在实际应用方面的问题”，
曲荣海似乎找到了梦的方向。
在 GE 公司，曲荣海的坚韧、努力与严谨为他带
来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以高参数复杂电磁结
构装置与系统为研究对象，进行多种新型特种电机的
设计与研发，先后提出了多种新型原理和新方法，发
明了多种新型电机拓扑，其研究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在电磁场耦合电机能量转换理论研究、大型永磁
风力发电机、新型大功率海底永磁电机、高电磁参数
电磁装置等领域均取得了标志性成果。曲荣海正式走
上了新型电机的研发之路。
2002 年，曲荣海首次提出了多电磁场耦合机电能
量转换原理，发明了新型高功率密度双侧电机拓扑，
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设计方法。该电机能充分利用
电机内部空间，与普通单侧电机相比，功率密度提高
了 80% 以上，成功排除了大型直驱式电机向更高功率
发展的障碍。双侧拓扑应用于美国能源部支持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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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永磁直驱风电机组，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将双侧电
机技术应用于风电领域。凭借这项发明，他荣获了 GE
全球研发中心技术成就奖，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获得
2002 年 IEEE IAS 电机委员会颁发的最佳论文奖。
2004 年，曲荣海发展了高磁参数电磁装置的设计
和运行理论，发明了多种超导电机拓扑结构。超导发
电机是一种采用超导体代替常规导体制作的电机，由
于超导材料中可以流过很大的电流，建立很强的励磁
磁场，因此它能极大地提高发电机的功率密度，使发
电机结构更加紧凑，体积和重量显著降低。同时具有
低震动、低噪音、电压波形正弦性好等优点。
此后几年间，曲荣海基于电磁结构与机械传动结
构一体化设计原理，成功研发了多种大型永磁风力发
电机，包括高速、中速和直驱式永磁发电机，同时发

脉冲强磁场装置实验中心

明了多种电机拓扑结构、磁钢保护方法、线圈绕制方
法等，并应用于实际；在中速发电机中，曲荣海将变

献。“感受到了他们的诚恳，更重要的是，这也是

速箱和永磁发电机集成一体化，缩短了机组轴向长度，

我的梦想。当初出国不就是为了今日的归来吗？所

提高了机组效率，显著降低了机组的制造、运输和安

以，我决定回来。” 8 月，曲荣海作为中组部引进

装成本。该技术是目前世界上风力发电机领域最先进

风电领域“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回国，全职加

的技术之一，代表着中高速风电机组的重要发展方向。

入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做回他的“老

在 GE 的工作经历，使曲荣海深深意识到技术创

本行”——教师。

新的重要性。在近十年间，曲荣华的梦想越来越清

而这个选择却并不轻松。曲荣海要牺牲的不仅仅

晰——“中国，要有自己的先进技术，中国电机不能

是国外安逸的生活和已有成就的事业，更是妻儿相伴

再依赖进口。”

的平和与安乐的生活。曲荣海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贤惠的妻子和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他此生最大的骄

归来 只因为当初的梦想

傲。“孩子们正在上学，不想让他们耽误学业，妻子
就必须要留在美国照顾他们。”如果回国全职任教，

《 大 学》 中 有 云：“ 知 止 而 后 有 定， 定 而 后 能

势必要与妻儿分离两地。面对妻子的不理解与担忧，

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时

曲荣海虽然心有愧疚，却没有动摇。他向妻子说出了

的曲荣海已经成长为 GE 研发中心的高级专业工程师，

深藏心底多年的梦想，最终，贤惠的妻子还是选择支

IEEE 会员，Sigma Xi 会员；曾 11 次获得 GE 全球研

持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中承载着妻儿的

发中心美国总部“技术成就奖”等各类奖项；发表论

期盼，所以我要更加努力。”

文 21 篇，其中 2 篇获得 IEEE IAS 论文奖。

曲荣海，再一次抛下一切，踏上了归途。

面对这些成就，曲荣海并不自满，他更多地是在
思考现在的自己是否具备了实现梦想的能力。一天，

圆梦 厚积⽽而薄发

命运之神敲响了他的大门。
2010 年，中组部引进风电领域“千人计划”向

“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美丽的学校，电机专业有

曲荣海抛出橄榄枝，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书记亲

着悠久的历史，能来到这里我很开心。我上学时，有

赴纽约，与曲荣海恳谈，希望他能回国，发展华中

一种说法，清华校园是全国第二大，第一的是华中科大。

科技大学的电机专业，也为国家的电机行业做出贡

华中科大的校园很美丽，跟清华很像。我对这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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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回国后，曲荣海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依
托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情都可以平衡地发展下去。实际上这个作用往往比你
一个人搞科研的作用更好。这也更能体现出‘千人计划’
的作用。”

创新电机技术研究中心于 2011 年正式成立，曲荣海

对于再次走上讲台，曲荣海显得特别的激动与期

担任中心主任。中心定位于基础和应用研究，立足国

待。“我现在带着十几个研究生，计划 2013 年开设

际科技前沿，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出发点，力

几门专业课。”“这两年一直没有开课，一方面是因

争在电机设计和驱动控制技术方面成为世界一流的科

为中心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方面也是因为

技创新研究平台。曲荣海利用自己海外工作经历和资

我希望能做更充分的准备，我希望学生们在我的课上

源，积极引进海内外的优秀人才，并注重开展国际学

能实实在在地学到知识，受到启发，甚至是找到新

术交流活动。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心的建设就已初具

的科研方向。”曲荣海期望自己在课堂上能为学生们

规模。“我希望研究中心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能做成国

营造出一种轻松的学术氛围，他认为高水平的科研只

际前沿或者一流的电机研发中心。我对产品研发有实

有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才能产生。他不想照搬书本

际的经验，这是我的优势，但是我的目标并不是做产品，

上的知识，也没有采用现在流行的“学生互讲法”，

而且通过我的经验去创造出前沿的技术，使我们摆脱

而是让学生们课下自学，课堂上提出自己的疑问，

对国外电机技术的依赖。”

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扩展，共同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国发展，很多人出现了

“我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是我还是希望能让更多的

“水土不服”的症状，曲荣海笑言“自己目前健康状

学生喜爱上电机行业，为中国电机行业的发展做贡

况良好”。“国内外环境是有所不同，但本质相差不

献。”“这里的学生们都很可爱，他们也非常优秀，

大。有人说国内琐事多、人际关系复杂，其实国外也

我会经常鼓励他们，让他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要

有这种状况，只是轻重程度不同。”工作中的杂事势

从更高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这方面，清华的学生

必会影响科研时间，但两者并非不可调和。“回到学

就很优秀，他们总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校的好处就是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团队，那是一股更强

甚至在国际领域可比，这也是清华培养人才的方式。

大的力量。”曲荣海认为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搞科研，

我希望我能将清华传授给我的宝贵财富也传授给我

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团队的合作精神。“一个人的科研

的学生们。”

力量总是有限的，而任何项目都不是一个人、一个团

回国两年来，曲荣海无疑是辛苦与忙碌的，“一

队完成的。一个团队的工作是一个项目的一部分，而

个人生活，我并不觉得苦，因为妻子比我更辛苦。”

这个项目也只是更大项目的一部分。所以人际间的合

谈起妻儿，曲荣海的眼中流露出无限的愧疚。“妻子

作、团队间的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清华 10 年，

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假期时，她还会带着孩子们回来

培养了我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合理分配时间的习惯。我

看看，看到我现在干得很开心，她也很开心。我知道

当了 6 年的辅导员，当时辅导员的口号是双肩挑，专业、

这两年她很辛苦，可是却从未听到过她的抱怨。”“孩

行政都要做、都要行。我认为铺导员制度能够培养一

子们也非常懂事，对于国内的发展，他们也会感到很

个人的综合能力，使人能够从全局出发，充分调动资源、

新奇，会不停地问……”与妻儿相处的点点滴滴，都

合理分配资源。”

深深地印在曲荣海的心底。那是一份甜美，一份寂寞，

曲荣海认为，国家的“千人计划”最看重的并不

更是一份思念。

是这一两千人本身的科研成果，而是这些人回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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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的教育和发展方式的影响，是希望这些人可以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

把先进的理念传承下去。曲荣海希望自己能在科研与

不拔之志。”转眼毕业 20 年，曲荣海在通往梦想的道

教学上并重，为学生们带来清新之风。 “我希望凡事

路上一步步前行，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终于，

都能有平衡。行政可以做，科研可以做，团队也可以带，

梦想的土壤已经培养，梦想的舞台已经拉开帷幕，舞

把框架打好，把组织构建好，把团队打造好，什么事

台中央正演绎着属于他的华美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