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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 创业在途

“
盐水电池”驱动，
“
王家湾一号”跑起来
长沙理工大学师生为电动车“换心”，电量可供行驶300公里以上
向一个长宽20厘米左右的塑料小方盒里注入近
300毫升的盐水， 把40个这样的小方盒串联起来，就
可以产生驱动电动车的电量？听上去很神奇，但来自
长沙理工大学材料学院的学生创客团队“迈格镁能”
做到了。近日，该项目获“建行杯”第三届湖南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意组的金奖。

“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邓崛峰 唐青

电池注入盐水
能使汽车跑300公里
“这是一组镁空气电池，注
入盐水后能够驱动这台车行驶
超过300公里。”8月10日，“迈格
镁能”创新团队指导老师、长沙
理工大学材料学院贺浩博士指
着一台四轮电动车说，“我们叫
它‘王家湾一号’，前两天已经路
试成功。”贺浩介绍，现在的电动
汽车还存在充电桩建设不完善、
充电速度慢等难题，而镁空气电
池可以设计为备用电源、应急照
明设备，即插即用，“镁空气电池
不用充电就能产生电流。”
早在上世纪60年代，镁空气
电池技术就已应用在军事领域，
尤其是潜航器、 鱼雷等武器。贺
浩说，镁空气电池的核心技术在
于空气电极。 这种电极由催化
剂、粘结剂等材料制成，是镁空
气电池的正极，作为负极的镁板
可大可小，镁板越大，产生的电
量也就越大。“要使用镁空气电
池的时候， 就往盒子里插入镁
板，再往电池里注入盐水，电池
即可产生电流，不用的时候就将
盐水抽出。 直到金属镁耗尽，电
池才算用完，金属镁板消耗完后
可以更换新的继续使用。” 团队
成员金帆介绍，他们为“王家湾
一号”设计的电池镁板长宽均为
20厘米，外形上看就是一个塑料
小方盒。
那么，这款电池如何应用在
汽车上呢？ 这需要做个电池组。
团队成员们组装了40个电池，串
联起来，就可以产生足以驱动电
动车的电量。“可产生约18度电，
能够驱动这辆 车 行驶 超过 300
公里。” 贺浩称。 电池组装好之
后，他们开始了电动车“换心”工
作——
—以“迈格镁能”自制的镁
电池替换一台电动四轮代步车
原有的铅酸电池。8月8日， 电动
四轮代步车改装成功，试驾五公

里，各项动力指标正常。贺浩认
为， 改装后的代步车能源更持
久、更轻便、更环保。下一步，他
们将进一步完善动力电源，让镁
空气电池真正走向生活。

“超级手机充电站”
解灾区燃眉之急
事实上，今年7月，在长沙的
抗洪灾区现场，这些镁空气燃料
电池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团队
成员朱焕文说，为了支持抗洪期
间通讯畅通、电有保障，他们连
夜赶制了一批镁空气电池“超级
手机充电站”和一套应急手电筒
充电设备。 相比常见的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要“强大”很多——
—
不足2公斤， 加入盐水就可以发
电，同时为8至10部手机实现快
速充电，一组金属镁板能满足近
百部手机的电力需求。 就这样，
他们解决了长沙洋湖街道白庙
子社区防汛指挥所的值守工作
人员、周边群众通信设备的供电
问题和应急手电筒的充电问题。
长沙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党
委书记张国强告诉记者，除设计
充电宝、电池组，在王家湾的研
发基地，这支团队还在设计一款
触水即可发亮的LED灯，这种小
灯尤其适合野外的夜晚照明。贺
浩打算制造上万个这种LED灯，
捐献给红十字会，供他们在野外
急救时使用。
“走出实验室， 把实验成果
真正运用到服务社会的行动中，
真实感受到了科技创新的力
量。”朱焕文笑言，暑假期间，团
队成员全部都聚集在王家湾“研
发基地”， 女生每天甚至要坐公
交车从17公里的学校来到基地。
“可能在其他人眼中， 每天坐公
交车从宿舍到王家湾研究电池
是件很无聊的事，但这是我的理
想，而且能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
朋友，这很幸运。”

长沙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创新团队成员熊银在往塑料小方盒里注入盐水。

长沙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创新团队成员和被“
换心”的四轮电动车在一起。

高校双创

搏击“互联网+”，10万学生竞技
近日，
“
建行杯”第三届湖
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暨全国选拔赛总结
交流会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
本届大赛由湖南省教育厅、中
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共同
主办，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湖
南科技大学承办。大赛主题是
“搏击‘互联网+’新时代，壮
大创新创业生力军”， 比赛中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新创业
项目，带动全省高校形成新一
轮创新创业热潮。
“开展创新创业大赛，既
是全面贯彻湖南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提出的‘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的重要举措，也
是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
有效抓手， 更是成就青年大
学生创业梦想的重要平台。”
总结交流会上， 省教育厅厅
长肖国安宣布了大赛获奖名
单并发表讲话。他提出，全省
高校要不断加强创新创业教
育，把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融入到人
才培养的全方位、全过程，积
极搭建平台、加强专业指导、
落实扶持政策， 不断为大学
生创新创业加油充电； 他希
望全社会继续支持大学生创
新创业，在他们最困难、最需
要帮助的时候添一把柴、助
一把力。肖国安还当场宣布，
从今年起各高校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的成果将纳入高校
“双一流”建设的评价体系之
中， 这一发言赢得了现场学
生的热烈掌声。
据了解， 本届大赛吸引
了全省108所高校2.7万多个
项目报名参赛， 参赛人数近
10万， 有效报名数较第二届

增长169%。 其中创意组22934
个、初创组200个、成长组20个、
就业型创业组4458个。 参赛项
目涵盖“互联网+”现代农业、制
造业、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
服务、商务服务、公共服务、公益
创业等多个类型，不少参赛队伍
选择结合自身专业，与“互联网
+”进行跨界融合，将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
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培育基
于互联网新时代的新产品、新服
务、新业态、新模式。
全省复赛分三轮进行，先后
通过项目计划书网络评审、创业
项目现场展示、项目路演、与投
资人面谈等多个环节，共决出了
创意组一等奖 11个、 二等奖33
个、三等奖61个；初创组一等奖
5个、二等奖16个、三等奖21个；
成长组一等奖1个、二等奖4个、
三等奖4个； 就业型创业组一等
奖3个、 二等奖7个、 三等奖15
个；优秀组织奖20个；最佳指导
教师奖20个。
省教育厅将从获奖项目中
择优推荐参加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教育厅
副厅长葛建中建议，各高校要组
建专业的辅导教师团队，邀请评
委专家和投资人，对学生参赛项
目进行全方位的跟踪辅导；要善
于发现和培养优秀的创新创业
人才及创新创业项目， 有针对
性、有意识的进行培育，及早筹
划下一届全国大赛；要坚持以大
赛为契机，将大赛的成果、经验
以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反馈到
教育教学过程中，做到教学与赛
场紧密对接，不断探索创新创业
教育新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
■通讯员 王昱 记者 黄京

相关新闻
湖南新增3所“全国创新创
业典型经验高校”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7年
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获评名单， 我省新增三所高校
入选，分别为湖南大学、湖南商
学院、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据悉，“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遴选表彰活动于2016
年启动，由教育部组织实施，每
年在全国范围内各普通高校中
遴选50所创新创业工作具有典
型示范效应的高校，并授予“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荣
誉称号， 该荣誉也被业界人士
称作“全国高校创新创业50强”。
2017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
验高校评选活动于今年1月启
动，经学校总结、申报推荐、专
家初选、 社会调查和实地调研
等环节，评选产生了50所“全国
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全国 创新 创业 典 型 经 验
高校” 评选旨在深入贯彻党中
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大学生创
新创业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
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
革，指导开展创新创业实践，积
极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不断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提
高创新创业能力， 提升创新创
业指导服务工作质量和水平，
推动毕业生更高水平、 更高质
量创业就业。 自评选活动启动
以来，我省共有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科技
大学、湖南商学院、湖南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6所高校获此殊荣。
■记者 黄京

