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 “40000
安培交流电流比较仪与升流器”、 第一
台 “0.0005高精确度电压互感器”、 第
一套 “0.005级电流和电压互感器 ”，
突破了国际当时尚未解决的高压双
级 电 压 互 感 器 绝 缘 和 制 造 上 的 难
关 ， 设 计 研 制 成 功 国 际 国 内 首 套
“35KV 0.001级高精度双级电压互感
器” ……这些成果的设计、 研制者就
是曾任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
师的彭时雄。 酷夏的一天上午， 记者
见到了这位满载荣誉的知识分子。 如
今， 已经满头白发的彭时雄， 说起科
研依然充满了热爱。

1957年， 彭时雄从清华大学电机
系毕业， 被分配到了华北电力科学研
究院工作 。 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他 ，
像一块磁铁一样深深地被电测计量工
作吸引。 他每天工作学习的时间有十
六七个小时。 吃完晚饭， 不少人都会
约朋友看场电影， 而他却伏在桌子上
阅读仪表专业资料 ， 研究设计方案 ，
寝室熄灯了， 他就悄悄来到传达室继
续学习， 直到值班老人催他休息， 此
时常常都到午夜一两点钟了。

周末更是彭时雄集中充电的时间。
星期天一大早， 他就到北京图书馆去
查阅电测计量技术书刊了。 中午吃点
随身带的干粮， 累了就伏在阅览室的
案子上眯上一会儿， 直到闭馆才离去。

彭时雄对工作、学习可以说达到了痴迷
的程度，参加工作16年后才走进婚姻的
殿堂，当时他整整40岁。 彭时雄的老家
在南京， 单身的16年中， 他一次探亲
假也没有休。 就连两次出差路过南京
也没回家看看。 只是逢年过节给老家
捎封信， 问候亲人安康……他把所有
的时间都省了出来， 在学海的轻舟上，
“贪婪” 地索取着知识。

彭时雄在电测计量方面可谓是学
识渊博， 技术精湛， 为他进行科学研
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75年， 唐山河电厂进口一台25
万千瓦发电机组互感器， 当时国内还
没有一个单位能校验。 电厂向华北电
力试验研究所求助， 而当时所里只能
校验5万千瓦的。 担任电测组组长的彭
时雄深知： 一台30万千瓦的发电机互
盛器不准确会使电力表指示快1％， 运
行一年就会少发电 2590万度 ， 真是
“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 彭时雄意识
到想要做好电网建设必须攻克这一难
关， 于是， 他主动请缨提出设计研制４
万安培交流比较仪和升流器的任务。

而事实上，他对高精度大电流比较
仪了解也不多，只是在学校里学到过些
基础知识，但彭时雄骨子里有一种不服
输的精神，他从这个起点上开始了艰苦
攻关。 首先是知识理论关。 彭时雄掌握
英、俄、德、日四门外语，用两三个月时

间，跑图书馆借书刊，泡在阅览室摘记
资料， 搜集了7个国家，50多篇文献，掌
握了国外20多年电流比较仪的发展更
新过程。他瞄准了影响比较仪精度的磁
性和容性误差， 经过反复分析推导，提
出14条提高测量精度的措施。就在妻子
生老二的产假期间，彭老通宵达且地计
算验证，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技术报告，４
万安培交流比较仪和升流器的最佳设
计方案孕育而生了。

虽然说设计方案出来了， 但是问
题却没有解决———没有单位能够生产。
在总装的日子里，比较仪的几百个零部
件都是彭时雄和工人们自行设计 、加
工、组装的。 升流器的铁心要用宽36厘
米的环形硅钢带卷绕，重达800公斤，国
内没有一个单位能加工。 于是，彭时雄
将硅钢带裁为宽9厘米 ，解决了绕制
难题 。 他们在实验室内搭起木架， 连
拉带扛把卷好的4个铁心组装起来。 那
时， 彭时雄常常是晚上熬夜， 白天干

重活， 每天汗衫儿都是湿漉漉的……
一次搬卸零部件， 彭时雄一个不小心
在脚上划了个大口子， 一时间鲜血直
流， 而他只是简单包扎一下， 依旧没
停下手上的工作。 比较仪坡莫合金铁
心的绝缘层会挥发出难闻的刺激性气
味， 彭叶雄仍然坚持干， 下班后头晕
脑涨的， 从没叫过一声苦……

就这样，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高
精度大电流比较仪和升流器一次试验
成功了。 这套设备由比较仪主体和升
流器两大部分组成。 它总重约4吨， 20
条拳头粗的多股导线， 把两台仪器连
接起来 ， 就连接线端子的螺丝都是
M18的 。 体积大 ， 分量重 ， 精度高 ，
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

这台设备只用了3万多元， 相当于
十年计量科研规划项目投资的七分之
一， 比规划要求提前8年完成， 精度达
到当时加拿大同类产品水平， 得到了
各地电测计量行家的好评， 用它满足
了大港、 陡河、 姚孟、 望亭等大电厂
的30万千瓦及以下发电机组电流互感
器和从5安培到两万安培高精度实验室
电流互感器的校验需要。

1978年， 彭时雄光荣地出席了全
国科学大会， 是对他贡献的一种认可。
在电测计量技术中， 他不断进取， 先
后研制成功1000安培和8000安培直流
比较仪式电桥， 高精度弱电流比较仪
和弱电压互感器等5项科研成果， 精度
接近或达到先进国家同类产品水平。

一辈子与电打交道的彭时雄，将一
生都献给了电测计量事业， 完成了200
多项科研成果。即便是如今已经85岁高
龄了， 他依然奋斗在电测计量的道路
上。 他像一台超负荷的“发电机”，不停
地为电测计量事业不停地运转着……

蒋龙潭

彭时雄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1978年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曾任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1978年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曾任北京国营青云仪器厂总工程师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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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矍铄， 说话声音洪亮。 他叫
蒋龙潭， 今年已经82岁了， 1936年出
生， 河南开封人， 中共党员， 曾任北
京国营青云仪器厂工程师。

蒋龙潭1956年在北京工业学院自
控系上学， 1962年毕业后到北京国营
青云仪器厂， 历任主管设计员、 设计
室主任、 设计所副所长、 副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 厂科技委主任等职。 1978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回忆当年的工作， 蒋龙潭历历在
目。 蒋龙潭是厂设计室主任， 1972年
起， 他就参加了该厂承担的海防导弹
“上游一号” 自动驾驶仪的改进改型工
作 。 他是自动驾驶仪的总设计师 ，
“上游一号” 导弹是仿苏联Ⅱ-5 （西
方称 “冥河”） 型对舰导弹。 它是苏联
根据纳粹德国V-1型飞航式导弹的工
作原理生产的一款反舰导弹， 它的自
动驾驶仪工作原理已经很落后， 存在
着仪表精度低、 导弹在行驶中容易发
生故障、 影响命中率、 飞行高度偏高、
容易拦截等问题。

蒋龙潭回忆说， 该型导弹采用中

段自动驾驶仪和末段主动雷达寻的复
合制导； 战斗部为聚能穿甲型。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 埃及发射2枚
“冥河” 击沉一艘以色列商船， 用4枚
击沉以色列 “埃拉特” 号驱逐舰， 揭
开了海上导弹战的序幕， 此举震动了
西方各国， 促使法、 美等国家加快了
其反舰导弹的研制进程。

1974年， 青云仪器厂接受了 “上
游一号甲” 导弹自动驾驶仪研制工作。
该项工作由他所在部门组织实施。 他
们研制了当时最先进的机载模拟式计
算机， 对上游导弹的自动驾驶仪高度
控制通道进行改装， 最终圆满完成了
这款导弹的改型工作。

蒋龙潭回忆说， 导弹就像小飞机
一样， 因为很重， 一旦命中目标， 破
坏力很强。 原来导弹的飞行高度是300
米， 需要他们改进， 就是要将飞行高
度降为100米。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工厂停产 ，
他带领团队不顾危险， 坚持在生产线
工作 ， 完成了定型批产品调试验收 ，
按计划交付主机厂， 保证了1977年的

定型试验圆满成功， 并于次年开始装
备部队。

1972年， 该设计室人员承担 “上
游一号” 小型化的任务， 代号是 “上
游二号”。 他们利用当时国内各有关部
门的科技成果， 在 “上游二号” 导弹
自动驾驶仪中首次使用诸如光电电位
器， 软件陀螺。 磁粉离合器和在 “上
游一号甲” 验证过的机载模拟式计算
机， 又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研制了高精
度无线电高度表。 他率领设计团队将
仪表由低精密度改成高精密度， 提高
了导弹的命中率。 同时他在 “上游二
号” 的研制中， 将自动驾驶仪由机械
装置改为电子装置， 大大提高了精确

度。 这些技术使 “上游二号” 导弹实
现了与法国 “飞鱼” 反舰导弹相似性
的掠海面攻击， 导弹最低飞行高度仅
为6米， 其隐蔽性很高， 进入雷达的盲
区， 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感觉人生最自豪的时刻， 就是
改进导弹定型成功。” 蒋龙潭回忆说。
因为工作上取得的业绩， 蒋龙潭1978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1996年， 蒋龙潭退休后， 发挥自
控系统的专长， 在一家公司做中央空
调系统研发。 “别小看中央空调， 通
过自控系统， 可以节能一半以上。” 蒋
龙潭说。 退休后蒋龙潭又工作了5年，
才逐渐回归平静的退休生活。

改进导弹自动驾驶仪
控飞高度仅6米

电测计量道路上的“发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