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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华简介：
吴国华（1964-），男，江西宜春高安人，博士，上海交通大
学材料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国家基础加强重点
计划首席科学家，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
航天先进材料及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
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韩国机械与材料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
究方向：高性能镁合金、铝锂合金材料开发，液态精密成形，半固
态成形，材料能量场制备。科研工作重点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聚
焦于航空航天装备轻量化研究。已主持国家863计划、前沿创新特
区、国家973计划课题、国家基础加强重点计划、航空航天重大专
项、发改委新材料示范工程、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博士点基金、总装预研、国防科工局军品
配套、上海航天基金等科研项目70余项。科研成果在多个国家重大
航天与航空专项中获得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及其他国家级
省部级科技奖励10项，获首届国际镁科学技术创新研究与应用奖。
在Acta Materialia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已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70余项。主要兼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副理
事长，中国镁合金材料与应用技术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有色
合金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铸造》杂志编委会副主任等。

克难攻坚立潮头

自主创新结硕果

——访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吴国华教授
2020年本刊推出客座主编专栏，特邀行业内的

重大战略需求，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评价。为此，

科研领军人才为本刊组稿，旨在为行业传递最新科

本刊记者专程前往上海交大拜访了我国镁合金领域

研成果，打造行业精深资讯。吴国华教授于2021年

专家吴国华教授，就新一代镁稀土合金关键部件研

第1期作为客座主编为本刊组稿“镁合金专题”，该

发、我国镁合金铸造现状及铸造行业发展等一些问

专题文章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下载和引用量较高，

题与吴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行业有较大影响。202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表彰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突

《铸造》：再次祝贺您和您的团队荣获国家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这个奖的分量很重的。

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此次颁发的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共3项，吴国华教授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

吴国华：谢谢！这个奖主要是奖励我们上海

等奖。吴国华教授团队历经二十余载，取得了一系

交通大学材料学院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团队在新型高性能镁稀土合金材料研究和控形控
性技术开发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成果在国家重大
装备关键部件上实现了批量化应用。丁文江院士为
项目第一完成人，我是第二完成人。我们轻合金精

列研究突破，开发新型高强度耐热镁稀土合金，解
决了大型复杂镁合金构件控形控性难题，开发出多
种航空航天关键部件，并实现了批量稳定制造，保
障了国家重点型号的成功研制与交付，满足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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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在中心主任丁
文江院士的领导下，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了重大贡
献。
众所周知，材料轻量化对航天航空类装备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镁合金是实际应用中最轻的金属结构材
料，可有效提高装备服役技术指标。然而长期以来，
因强度低、耐热性差、易腐蚀、成形工艺落后等核心
技术瓶颈，镁合金不能满足现代新型高性能装备的使
役性能要求。针对以上难题与应用技术瓶颈，该项目
在国家多个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经过20余年努
力，开展镁-稀土（尤其是重稀土）新型合金的强韧
化、耐热机制研究与成分设计，发明了中国特色新一
代高性能镁稀土合金材料；在此基础上，围绕该合金
的成形关键环节（纯净化、细晶化与组织调控、精密
成形、腐蚀与防护）进行一系列技术创新，并率先构
筑了新型合金材料的结构设计方法，实现了镁合金从
非承力结构件至主承力结构件应用的跨越，在我国新
一代“大国重器”研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大力推动
了该材料在航天航空等领域的应用。

吴国华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这个奖对于上海交大来说，体现了我校始终坚
持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同向同行，始终坚持瞄准国

应了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想方设法做好。

际学科发展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反映了我校在培育

在前期的项目研讨会上，很多本领域的同行都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学科高峰和国际一流学科建

劝我放弃，认为无论是从该构件服役性能指标要求的

设步伐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对于我们团队来说，这

角度，还是从铸造成形的角度，采用镁合金来做如此

个奖项标志着轻合金中心团队的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

大型复杂的高性能部件均无任何可行性，但我还是坚

强、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并在关键技术创新、技术转

持要尽力试一试。在之后的研制过程中，才发现项目

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已经形成了我们的独特优势；

难度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每一个环节都很痛苦，处处

对我个人来讲，这份奖项既是对我20余载坚守的鼓舞

都是难关，处处是瓶颈，导致进展极不顺利。随着时

和认可，更象征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它让我

间的一天天过去，因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装备设计部

更有勇气、有信心在镁合金领域继续披荆斩棘，用镁

门的领导与总师们极为焦虑，但我是个内心强烈充满

合金为航空航天装备轻量化事业添砖加瓦。

家国情怀的人，非常渴望能为国家做点实在的贡献。
在项目进度检查会议上，我对他们说“我就是少活10

《铸造》：这个项目，您和团队用了十几年时间

年，也要把这个部件研制出来”。继续反复开展试

研发，一定经历了很多曲折，付出了很多努力，请您

验，探索不同的技术方案，整个过程确实是极其艰辛

为我们分享一下研发的经历。

与痛苦的。因研制进展很不顺利，团队一些成员也失
去了信心，甚至有时我提出一个改进方案后，团队有

吴国华：接触到这个项目纯属是机缘巧合。2011

些人不接受，那我就只能从多个分析角度反复去说服

年4月，某航天重大专项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莅临交大

团队成员。我曾对他们说，如果这个方案没有效果，

与其他研究团队洽谈合作事项，校方让我也向来宾简

所有的责任我来负。正是这种坚持，使得研制工作不

要汇报轻合金中心在镁合金方面的研究进展。但由于

断取得进展。

座谈会的主题并非镁合金，因此给我汇报的时间仅五

在整个部件的研制过程中，材料研发、大熔量

分钟。讲者无心，听者有意。总指挥听完汇报后找到

制备、铸造成形工艺攻关等试验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

我，他说：“我们有个关键部件，你能用镁合金来做

的。在研制的关键时期，我每天从早到晚在现场把控

吗，你可以先详细看看图纸。”看了图纸后，我当时

每一个环节与细节，解决研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也不知道能不能研制出来，但觉得可以试一试，就冒

例如，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流程是铸件前一天下

险答应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要么不答应，一旦答

午浇注完毕，待到第二天上午才开箱。但是我发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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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这个新型镁稀土合金材料，第二天开箱后铸件组
织中看不到析出相，我分析判断是浇注后铸型长时间
处于高温状态造成的，经过对铸型温度场的测试与分
析，我要求浇注后三个半小时开箱，也就是下午5点左
右浇注完毕后，当晚必须开箱。但这与工厂正常的排
班时间发生冲突，我坚持要求厂方必须克服一切困难
协调解决工人的排班问题。按照我要求的浇注完毕三
个半小时开箱后，铸件组织的确与第二天才开箱的组
织完全不同，我们想要的二次相出现了。
通过反复的试验与大量的技术攻关，我们终于攻
克了铸件热裂、变形、成分偏析、缩孔缩松、组织与
性能不均匀等一系列难题，成功研制了满足应用需求

轻合金国家中心科研团队

的合格产品。整个项目从材料研发、工艺试制到成功
生产，正因为有这种坚持，才最终将这个轻质高强耐
热关键部件研制出来。从最初的材料研发到部件获得
应用，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说这是十年
磨一剑，真的是一点不假。
这个产品研制的整套工艺技术及装备都是我们
自主设计开发的，包括低压铸造机、热处理炉等。比
如用传统的铝合金热处理炉对我们的产品进行热处理
时，保护气体会对热处理炉产生腐蚀，我们就针对镁
合金的特点提出一些改进方案，然后与设备厂家合作
特制出所需要的专用设备。
那段日子真是太难熬了，研发过程中处处都是

与课题组研究生进行学术研讨

瓶颈问题，我甚至好几次都累倒了。比如刚开始铸件
不成形，压根做不出一个完整的件，反复进行工艺摸
索，当时我们试验了60多件，我从早到晚都在现场。
好不容易铸造成形了，又相继出现铸件缩孔缩松、开
裂、变形、尺寸不合格、偏析、伸长率低等一系列问
题，感觉到处都是问题。短时间内找不到全方位有效
的对策，既苦恼又焦急，只能全力以赴。还记得当时
由于我晚上要陪着两个工人师傅开箱，确保开箱位置
正确，避免铸件因开箱造成损伤，连当时的轻合金中

大型复杂薄壁异形曲面高强耐热镁合金铸件

心春节聚会我都放弃参加了。那段时间我的体力和精

的镁稀土合金复合处理新方法与装备，大幅度提升了

力都消耗很大，还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白天在现

镁熔体纯净度，并有效降低了稀土烧损率，攻克了深

场全程参与试验，晚上还要一头扎进办公室分析总

度纯净化及稀土损耗有效控制的关键难题。在细晶化

结，重新制定第二天的优化方案。这种工作状态并不

与凝固组织调控方面，发明了锆复合细化剂与细化方

是一天两天，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我

法，开发了镁合金在线成分检测与凝固组织控制的方

整个人的身体根本就扛不住了，病倒了好几次，严

法及装置，有效调控了镁合金熔体的预结晶组织与结

重时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当时我爱人以为我不行

构，实现铸态组织微细化和均质化。

了，吓得直哭。那段时期的研发，有痛苦，有劳

苦尽甘来，最让我欣慰的是，新一代高强耐热镁

累，更有一步步接近成功的喜悦和希望，实在令人

稀土合金材料和铸件终于研制成功，为我国的航天航

难以忘怀。

空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研制成功后，某重大专项的

在这个项目的研发过程中，我们针对镁合金易氧

总指挥特地亲自从北京赶到上海，专程来交大给我们

化燃烧、夹杂难以去除、稀土元素成分因损耗而难以

送感谢信并对我们团队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之后旋即

控制的难点，发明了集熔体保护、净化、细化于一体

赶到机场返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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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吴国华参加第10届国际镁合金与应用会议

《铸造》：真为您的成功感到欣慰，也由衷地敬佩

提供的晶核上成长，再一个就是抑制已形核的枝晶长

您的智慧、执着和砥砺前行的精神。我们知道，稀土镁

大。对于镁稀土合金而言，最有效的晶粒细化剂就是

合金材料制备难度是很大的，您在研发中一定积累了一

锆，因为锆的晶格常数与镁的晶格常数接近，但采用

些经验，请您分享一下镁合金熔炼、熔体处理及强化方

什么方式和工艺往镁熔体中加锆却很讲究。我采用锆

面的经验。

和其他元素复合的方法把它加进去。
再就是关于稀土损耗的问题，因为稀土化学性质

吴国华：在试验和开发过程中，我们用过不同

活泼，一旦发生了氧化烧损就会变成渣而降低镁熔体

的炉子熔炼镁合金，对于小吨位的炉子一般通保护气

的纯净度；此外，稀土发生氧化反应后就被损耗了，

体，比如二氧化碳和六氟化硫的混合气体；对于大吨

镁合金的成分就变了，产品的性能就不稳定，而铸件

位的熔炼炉，我们用自己开发的覆盖剂，效果很好。

产品最核心的一个要求就是构件性能必须稳定。为了

一方面覆盖剂要求在镁合金熔体表面快速铺展并隔离

在制备稀土镁合金的过程中减少稀土损耗，我们采用

空气，还要保证它能够尽快结壳，因为结壳以后就不

了一种独特的技术，那就是在精炼处理时加入其他附

容易下沉，对熔体表面形成更好的保护。

加物，如稀土氯化物，让氯化物与镁反应置换出稀

目前，在国内铸造领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大

土，并从热力学的角度阻止稀土与氧反应，这样既能

家忽视了，就是原材料的质量问题。我在很多场合呼

抑制稀土氧化成渣，又能降低稀土的损耗，才能制备

吁过这件事情。举个例子，做高性能镁合金需要采购

出理想的稀土镁合金。

稀土等原材料，但加进去的不是纯稀土，需要加镁稀
土中间合金。尽管做中间合金的厂家很多，但质量大
都良莠不齐。采用低质量的稀土中间合金制备的镁合

《铸造》：您还曾获得“国际镁科学技术创新研
究与应用奖”，请您谈谈这个奖项的具体情况。

金中会形成大量夹杂，还会造成镁合金组织性能不均
匀。再如，我们国内做的镁锆合金质量也比国外的差

吴国华：国际镁科学技术奖（International

得很远。如果镁稀土中间合金原材料这一关得不到解

Magnesium Science & Technology Award），该奖由国

决，想做出高质量的产品，难度是很大的。

际镁协（International Magnesium Society）与JMA杂志

我从事镁合金材料研究及应用二十余年了，我本

（Journal of Magnesium and Alloys）创立。授予国际上

人就非常重视前端的基础研究。我会亲自去采购原材

在镁或镁合金研究与产业化方面做出了重大创新贡献

料，再进行大量的前期基础研究。比如镁合金的熔体

的人或团体，由国际上镁及镁合金领域著名同行投票

处理就是镁合金构件成形的首要问题。第一是熔体净

产生，在国际镁及镁合金领域具有很大影响力与公信

化问题，镁合金的净化难度远远高于铝合金，因为夹

力。我于2020年获得了首届国际镁科学技术创新研究

杂物很难从熔体中分离；为了达到相关要求，我们自

与应用奖。

己开发了镁合金精炼剂，想办法把夹杂物裹起来并快

评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通过JMA杂志来筛

速沉降，除杂效果非常理想。当时由我们开发的精炼

选一批候选人。期刊的优势就是在学术动态方面很敏

剂和精炼方法还获得了教育部的专利奖。第二点就是

感，它先检索出镁合金领域引用较高，且在行业内具

镁合金的晶粒细化问题，要想有效细化镁合金，从机

有一定引领作用的作者，然后将这些作者名单发给全

制上来说，一个是要提供足够多的形核核心，让它在

世界在镁合金领域影响力比较大的专家进行第二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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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最后由评奖委员会进行投票选出最终的获奖人。
评审委员会是由国际上镁合金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
因此评审的公信力、公正性很强。
我能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从事镁
合金材料及应用方面的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创新性较
强、在国际上领先，且研发的部分材料得到了很好的
应用，相关学术与应用研究成果获得国内外同行专家
的认可而获奖。
《铸造》：我国在镁合金研究及应用方面在国际
上处于什么水平？
吴国华：在镁合金研究领域，中国在某些方面是

2017年吴国华参加第6届亚洲镁合金国际会议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但总体上和欧美发达国家还是
有差距的。客观来讲，中国在新型镁合金材料开发方
面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在高强耐热镁稀土合金材料
开发方面有独特的优势。由于轻稀土镁合金无法满足
某些部件的性能要求，因此国内所开发的高强耐热镁
合金大都是通过往镁合金中加入重稀土合金元素制备
而成，比如钆、钇等，而中国在重稀土资源方面正好
占有一定优势。在成形技术方面，如铸造技术，中国
跟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美国制造的大型复杂镁合
金发动机机匣铸件组织性能很稳定，缺陷很少，而我
们目前还达不到他们的水平。此外，他们生产的镁合

2021年吴国华参加第18届全国特铸会议

金铸件内部和外观质量都非常好，即使是采用传统的
镁合金牌号，我们的铸造成形技术水平与欧美发达国
家还是有较大差距。另外，我们在镁合金熔炼炉等一
系列的设备上都与国外存在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家常说铸造有四套马车，分别是合金材料、造
型材料、设备和工艺。关于合金材料，我们在高强耐
热镁合金材料方面是领先的，但在镁合金造型材料方
面还有欠缺，没有专门用于镁合金的铸造材料，如粘
结剂、涂料等。在铸造专用的镁合金设备及工艺技术
方面，我们同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目前我们仍有
较多重要部件还在进口，民用的可能还可以买进来，

吴国华参加2020年中国铸造活动周

但是高端装备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装备部件我们只
能自主研发，例如国外生产的镁合金机匣质量稳定，
但我们并不清楚国外的工艺流程，因此我们要做的工
作还有很多，任重而道远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年
学者，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的意识，要有自主可控的
技术，才不会受制于人。
《铸造》：目前镁合金成形工艺都有哪些？在哪
些领域应用比较多？
吴国华：我国镁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国

2021年吴国华参加新材料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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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镁产量连续十几年世界第一，2021年原镁产量约90
万吨，且我国镁产量与应用逐年提升。镁合金主要的
成形工艺还是压铸，应用最多的是汽车行业和3C电子
产品行业。但压铸件的结构设计不能太复杂，而且一
般不能进行热处理强化。而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往
往是结构复杂、尺寸较大、性能要求很高的部件，所
以航空航天领域一般不用压铸而大多采用砂铸工艺来
成形镁合金部件。镁合金砂铸工艺又分为重力铸造、
低压铸造、差压铸造等。目前，性能较好的镁合金砂
铸件往往是采用低压和差压砂铸成形的。我们现在也
在开发镁合金熔模精密铸造，其优点是精度高，缺点

2021年吴国华参加《中国有色金属学报》创刊30周年纪念大会

是组织性能还有待提高。另外，挤压铸造、半固态铸
造等也是镁合金常用的铸造成形方法，半固态铸造的

能力。尽管镁的耐腐蚀性较差，但通过合适的表面处

镁合金因可以进行热处理强化，因而其性能较压铸镁

理手段，其仍然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在3C、运动器

合金有所提高。

械、医疗、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另外从资源
角度来讲，我国镁资源丰富，镁资源储量、产量、出
口量均为世界第一。可见，现在制约镁合金发展的根

《铸造》：未来镁合金的应用前景如何？

本因素已经不在材料本身了，问题应该在配套的工艺
吴国华：我对未来镁合金的应用前景是充满信心

技术和装备上，主要是成形技术及设备的研发，以及

的。我认为在未来镁合金的应用会有爆发性的增长，

如何提高铸件的性能稳定性和产品合格率。镁合金推

因为镁合金是目前实际应用中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

广应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镁合金部件的设计问题，

它符合当前“双碳”目标对装备轻量化的迫切需求。

由于镁合金的基础数据库还不太完善，在一些参数设

尤其是在目前大力发展的新能源汽车方面，采用镁合

计上还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而国外在这方面却有很

金可以用于生产轮毂、覆盖件、外壳、发动机等部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件，能够有效降低汽车自重，提高新能源汽车的续航

镁合金飞机机匣部件

镁合金发动机部件

镁合金航天舱体部件

镁合金空天飞行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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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这一行，这一干就是30多年。不敢说取得了多大
的成就，但我一直是在兢兢业业地做。
2000年8月，我从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之后便

深的感情，您是如何与铸造结缘的？能谈一下您的成

加入到由丁文江院士任主任的上海交通大学轻合金精

长和学习经历吗？

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我的合作
吴国华：我小时候是在江西的乡下长大的，家里

导师便是丁文江院士。2002年5月我博士后出站留上海

孩子多，共有7个小孩，我是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

交大任教，留校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便是镁合金熔体

下面有三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在农村由于缺乏劳

深度纯净化与铸造成型，在丁文江院士的指导下，由

力，家里非常穷，没有粮食，经常一天只能吃两顿

此开始了漫长的铸造镁合金研究之旅。

饭，而且是限量的。虽然家里很穷，但我母亲对我的
要求极其严厉。我父亲是物理专业的老牌大学生，他

《铸造》：请您谈谈您在材料研究和铸造应用

经常会跟我聊一些物理方面的知识和实验，还亲手教

这方面的感受？在开发和实验的思路上有哪些独到之

我做过灭虫灯，因而我从小就接触到了一些实验科学

处？

方面的知识，相应的动手能力也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一
些锻炼。我从小就比较淘气，经常会去做一些冒险的

吴国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从来不会掉

事情，比如把家里的收音机、闹钟等小机械产品贸然

馅饼，搞材料科研要能吃得苦中苦，有钻研的韧劲。

拆开，然后再设法把它们重新装上，可能小时候的这

想要作出成绩，就必须拿出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勇气和

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我的胆量和冒险精神。

决心。我从来没有节假日，笔记本电脑也总是随身携

上大学报考专业志愿时，我根本不知道铸造这个

带，这样方便能够随时办公，甚至有时大年初一我也

专业具体是做什么的，只是因为当时看到招生简章上

会去办公室工作。平时有一些项目邀请我去参加评

别的专业只招1个或2个人，而铸造专业招3个人，我觉

审，或者是让我去作报告，我大都婉拒了，因为我的

得录取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为了能够尽早进入大学，

确没时间，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扑在了科研工作上。

让自己吃饱饭，因此填报了铸造专业，这样便与铸造

对于研究开发，我认为在项目开始之前要广泛

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

搜集大量相关信息并反复研讨论证，这样才能确定一

的，我每天早早起来就得下地去干活，总想着能够早

个可行的方案。方案的总体思路要明晰，如总体方案

点脱离开农村、考上大学。没想到后来学了铸造，爱

需要分成哪几个部分，哪些部分可能相互制约，相互

吴国华在试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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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的部分一定要讨论它们交互作用的问题。走一步

才培养缺乏、产学研用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就目前

算一步是肯定不行的，一定要从全局来把控和考虑问

的发展态势来看，高校对铸造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不断

题。另外，在研究开发的过程中除了要有科学思维，

弱化，很多年轻学子也不愿意从事铸造行业，那么就

还要有工程思维。我常对学生讲，科学思维和工程思

需要学会对此进行深入思考，从哪些方面入手能够承

维是不太一样的思维方式，工程思维是统筹规划、全

担起人才培养的重任，避免铸造行业人才出现断层。

局把握的综合思维方式，而科学思维是一种更强调科

另外，学会还应加强在产学研用中的纽带作用，探寻

研逻辑的思维方式。例如我所指导的研究生选题务必

合适的切入点促进铸造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通过整

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选题必须瞄准国家在材

合行业优势资源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洞悉铸造产业发

料领域的重大迫切应用需求，其研究结果也都必须经

展新趋势。通过以点带面再全面铺开，我认为学会在

得起工程考核和验证。

这些方面能够大有可为。

另外，想把铸造干好一定要有广阔的知识面。我
虽然从事的是铸造行业，但是我参加工作之后把热处
理专业、机械制造专业、冶金专业等专业的核心课程
均自修了。尤其在青年教师时期，我经常去其他专业
旁听专业课程，坐在这些专业课教室后面默默学习。
没有这些扎实的理论基础，很多项目根本无法顺利完
成。我也是常常这样勉励我的学生，皇天不负有心
人，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
失败。

结束语
此次专访给我们的感触很多，吴国华教授为人低
调，刻苦钻研、坚忍不拔是他对待科研工作的最真实
的写照。古今中外，但凡能取得骄人成绩的人，都具
有淡泊名利的特质，谁能想到吴教授开的车会是10多
年的老款别克凯越轿车，但是他的车坐过院士、型号
总设计师等重量级人物。吴国华教授的时间和精力都
集中在他的科研项目上，他关注的是相关领域的研究

《铸造》：您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副理
事长，您对学会的工作有哪些建议？
吴国华：我觉得学会的工作还是需要围绕着学
会宗旨来开展。例如加大对行业的深度调研并制定行
业发展规划，加速铸造行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产业升

进展，他在意的是科研问题如何解决。
搞科研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需要有闯劲，
有韧劲，还要有敢于冒险的勇气和决心，吴教授就是
这样的人，朴素的穿着，忙碌的身影，是吴老师在交
大校园里的日常，他的日程里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
日，他能耐得住寂寞，不惧压力，具有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精神，着实另人钦佩!

级，为行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厘清并协调解决行业发

没有谁的幸运会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

展中存在的问题，完善行业规范并引领行业发展，推

你才会足够幸运，就像交大的吴国华教授！世界不会

动现代铸造产业集群建设。我们铸造行业还存在很多

辜负他的每一份努力和坚持！

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整体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人

本刊主编、副主编采访吴国华教授

参观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文/刘冬梅，图/吴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